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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年 1 0 月 份 天 惠 點 傳 師 班 資 料 
111/10/9 

一、 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 
修道最高的境界是清靜	

德行最深的涵養是收歛	

省察最上的功夫是克治	

(摘錄老點傳師筆記、嘉言)	

	

二、 道務報告： 
1. 疫情應變:	

(1) 0929CDC 發佈	

(2) 1110926 臨時道務小組會議資料	

(3) 後續應變:視疫情,檢討應變(10/24 下午 3 時召集道務小組會議,持續關心疫情,滾動

式檢討）	

2. 2023 基礎忠恕學院高級部招生簡章	

(1) 【如附件五】	

(2) 連結如下: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WyUEQo_dtgJ0OWyqsNHTbdDQM6NnSeF/view	

(3) 附件:2023 高級部三系聯合招生	

3. 忠恕學院初級部必修專題講師檢覈：	

(1) 初級部講師檢覈法會第一梯次，於 9/24-25 辦理完成，各單位（含忠恕學院各分

部）提報講師共 106 位，完成檢覈合格講師共 87 位，另 9位因臨時取消未報到，

其他 10 位講師未通過檢覈。	

(2) 87 位完成檢覈之講師，將予以核發「基礎忠恕學院初級部學科○○○○專題講

師證」。	

(3) 第一梯次講師檢覈未通過及臨時取消檢覈的講師，將知會各單位（各分部）點傳

師，轉知這 19 位講師，可以再作充分準備，再提報參加 12 月份第二梯次檢覈法

會。	

(4) 第二梯次檢覈報名方式改成以 google 表單提報，敬請各單位聯繫窗口（道務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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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或講師）務必向受檢覈講師說明清楚，要依照「學習目標」、「課程重點」準

備課程。google 表單報名網址：https://bit.ly/3Rq3AkM	

(5) 初任講師，先請地方點傳師或資深講師加以指導，依照「學習目標」、「課程重

點」，擬訂專題講述資料架構，並完成初檢，再提報學院本部參加檢覈。	

4. 2023「疫起道堅毅」疫情紀錄影片製作：	

(1) 目的：	

m 製作基礎忠恕於疫情嚴峻下，不停修不停辦的防疫與道務運作紀錄回顧影片，並展望未來。	

m 透過此回顧影片製作任務，讓各單位的影音組能夠運作起來。	

m 作法：	

ü 請各單位製作一部疫情期間各地方佛堂的紀錄影片，並提交紀錄影片的原始素

材給資訊總部影音多媒體處；影音多媒體處彙整各單位所提供的原始素材，再

製作成基礎忠恕在疫情下的紀錄回顧影片。	

5. 十月份點傳師班以實體開班方式進行，點傳師與道務助理在五、六樓分班上課，	

流程如下：	

14:00–14:20 道務委員會及點傳師班宣佈事項（陳金擇點傳師） 

14:20–15:00羅銀祥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 

15:00–15:50人才智庫規劃（尹順隆點傳師） 

15:50–16:00 總領導點傳師結班賜導、辭駕 

6. 1110912【瑞周道務會議】記錄(如附)	

(1) 德光佛堂由瑞周全真單位主導管理(林修煥點傳師窗口)	

(2) 歡迎各單位至德光辦理活動(或是法會)，需向瑞周全真報備，食材需自備。	

(3) 陳德陽前人成道五週年感恩會活動，定於明年 112/9/1在全真道院舉辦。	

7. 天惠年度道務會議:	

(1) 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如附)	

(2) 天惠年度道務會議-道務部規劃報告	

(3) 【112 行事曆…】	

ü 持續建構…	

ü 行事曆 112年 1111007	

ü 單張簡曆(方便查閱 DP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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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1年度重大提案與結論	

8. 各位點傳師及助理慈悲，有關七月份點傳師班宣佈：各單位青年人才普查，敬請各

單位盡快辦理，請於 11/13 點傳師班前傳出給後學，感恩慈悲！	

(1) 基礎忠恕_青年人才普查：	

1.	年齡：18～50歲，目前有在道場服務或學習的為準，無者勿填。	

2.	單位職別：幹部是目前有擔任班務或道務的職責者，否則為學員。	 	

3.	天職代號：A-壇主	B-講師	C-辦事員	 D-道親	 	 	 	 	 	 	 	

4.	學院學習：初/中/高級部，以目前最高學習狀態為準；畢為已結業，讀為

就讀中。	

(2) 請各區助理協助於 10/31前完成普查,俟後於道務小組提報;感恩!	

(3) 請參考附件	

9. 瑞周道務:	 	

(1) 112瑞周交流課表確定版 0926Final	

(2) 112年瑞周點傳師課程交流:	

ü 以下為明年 112年,排出之中級部 12堂課	

	

10. 考生叩求(112年度考試叩求):	
(1) 日期:112/1/2(一)	

(2) 時間:	14:00~18:00	

(3) 報到時間:13:30~14:00	

(4) 地點:天惠堂	

(5) 天惠堂六大單位考生叩求合併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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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恭請羅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鼓勵	

(7) 包粽、便當:	

(8) 報名截止：請於 111年 12 月 25日前報名,	以便後續作業；可至天惠網站下載報名

表,	填妥報名表後請mailto：lovely.sos@msa.hinet.net施幸均	

(9) 報名相關訊息可聯絡：施幸均學長	 0933237427	

(10) 請鼓勵欲參加 112年度各項考試並已求道的道親參與（以成全更多青年學子進入

道場修辦）	

(11) 附件:	

◎ 考生叩求報名表、各項考試叩求流程	
11. 大單位道務運作會議,	領導點傳師出席指導如下：	

(1) 恭請	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	

ü 忠德(5 月)、孝德(7 月)、仁德(9 月)、愛德(11 月)、信德(1 月)、義德(3 月)	

ü 大單位道務負責點傳師負責聯絡、請示、安排交通…等	

ü 大單位運作會議,	單位所有點傳師、助理、幹部,都要出席以盡天職	

(2) 基礎雜誌各大單位撰寫稿件,	10 月份輪由孝德單位負責,感恩	

(3) 請確實傳達點傳師班中資訊,	以符上情下達、下情上達、上下一心、團結合作(資

訊透明、流通)	

	

三、 總務報告： 
1. 總務疫情應變：(~10/31)	
(1) 喪事事宜：即日起捻香、獻供及跨單位捻香回復原有規定	

(2) 恢復各公堂之輪值、輪廚、恢復天華山輪值、輪廚。	

2. 11/26 因選舉:	
(1) 11/27歲末關懷改 12/25	

	

四、 其他報告： 
1. 訓練處報告:	

(1) 10/23為今年度天惠講員第二次研習(實體舉行)，全體講員參加(含培訓之新講員)	

(2) 08:30-08:50	 	恭請	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	

(3) 08:50-10:20	 	專題：恭請趙惟坤點傳師慈悲	

(4) 督導點傳師：趙惟坤點傳師：乾道(佛堂)、黃坤源點傳師：坤道(餐廳)。	

(5) 講員因故不克出席，必須提具假由向各單位道務負責點傳師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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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各單位於 10 月 9日前統一將報名表及請假單轉寄給高玲玲講員(高玲玲	

kao5393@gmail.com)彙整。(附流程表及報名表)	

2. 瑞周天惠 111年十月份功德費:	

3. 基金會報告:	
(1) 奬、助學金依【111年度奬助學金實施辦法】執行	

(2) 申請截止日期:11/30	

	

五、 臨時動議：  
1. 初級部趙點傳師所提(改制事)因應?	

決議:	

請趙點傳師慈悲負責:	

(1) 依忠恕(改制)之所有規範運作	

(2) 12月檢覈法會推動相關講師參與,以取得專題講師證(補足來年改制後專題所需之講師,仍不足

之講師,則由忠恕道務中心指派)	

(3) 繼續第二年、三年的檢覈法會,督導相關講師參與檢覈	

2. 初級部一年級(改制)招生:	

決議:	

(1) 明年台北、中壢、高雄同步招生	

(2) 因應當前少子化之情況,	暫調整為 20人以上開班	

3. 助理參與點傳師班?	

決議:	

(1) 暫不需要	

(2) 道務之裁決、決策,	仍宜由領導帶領道務小組及全體點傳師發裁示後發佈、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