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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年 1 2 月 份 天 惠 點 傳 師 班 資 料 
111/12/11 

一、 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 
辨別乎仁之理者為智	

能完全乎智之理者為仁	

能擔當智仁之實者為勇	

(摘錄老點傳師筆記、嘉言)	

	

二、 道務報告： 
1. 疫情應變:	

(1) 政府相關發佈:	

ü 指揮中心宣布自 12 月 10 日起調整醫院探病者篩檢措施	

(2) 1111128 臨時道務小組會議資料	

2. 天惠堂因應:(~12/31)	

◎	時間:~12/31;	

◎	續朝緩步放寬、部份班程實體	

(1) 建議暫緩實體:	(中老年道親)	

m 仍以線上進行(可多鼓勵參與戶外鍛鍊,增強免疫力)	
m 中級部、地方班、新民班、瑞周地方班、幼幼班(主要考量是年長居多,	如
果該班年輕者居多,可報備主班點傳師後實施實體)	

(2) 關於大單位親子團圓班：	

m 為後疫情之到來準備（太久沒有實體班程），12 月可實體辦理(實體線上併
用)	

m 然而,如屬年長、自身免疫較弱、或有疑慮者(不勉強)(不要輕忽染疫後遺症),
仍建議以線上參與。	

(3) 其餘,實體上課	

(4) 後續應變:視疫情,檢討應變(12/26 下午 3 時召集道務小組會議,持續關心疫情,滾動

式檢討）	

3. 壇主法會辦理原則:	

(1) 如附件說明:	

(2) 200 壇以上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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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如附提報	

ü 忠孝 266、仁愛 212、愛信義 210	

(3) 每壇一位參加	

(4) 課程只有一種	

(5) 副壇主:	(家人,沒有清口,可以;	非同家人,要清口當愿才可擔任	

(6) 每天舉辦不超過 4場(超過,另協調)	

(7) CD 類是重點,日後能夠接續佛堂最好,或將來另開新壇	

(8) 今後家壇開壇至少兩位清口當愿才同意	

(9) 巡堂:	針對 CD類重點式巡堂	 (註:明年沒有清口當愿法會)	

(10) 	

	

	

4. 111 年 11 月瑞周道務會議記錄(如附件)	

(1) 有關陳前人成道五週年感恩追思會草案修正時間:112 年 9月 1日(星期五)上午

8:30~13:00	

(2) 參加人數：約 400～500 位(除全真外，其他 7單位各派 10 位參加為原則)。	

5. 111/12/4天惠助理會議:	
(1) 出缺席(如附):	

(2) 助理、副助理皆應出席(單位幹部如踫到道務相衝時,請以中心道務【大公】優先)	

(3) 分組討論題目:	

ü 如何激勵後疫情修辦(內聖外王)、渡己成人之愿力、熱忱(量能、質能同步)	
ü (壇主法會預計模式,口述),對於分類 C、D之佛堂進行補強	

6. 112 年度高級部法施學系(2019 期)四年級期末驗收法會(兩天兩夜):	
(1) 時間:111/1/6~1/8(兩天兩夜)	

(2) 地點:忠恕道院	

(3) 報到時間:1/6(星期五晚上 7:30~8:00 報到完畢)	 	

(4) 全體 2019 期法施學系學員參加	

7. 112 年度幹部講師精進法會:	 	
(1) 地點:天華山	

忠德 孝德 仁德 愛德 信德 義德 
143 123 121 191 62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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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期:因疫情, 改 1/14,1/15二天,(不過夜) ***需過夜(中南部、遠程),另安排住宿(調

查表註明) 

(3) 報到時間: 7:30~8:00報到、參駕、就位  

(4) 法會主軸:後疫情之修辦(激勵修辦的熱忱)、以活動帶動道務量能與質能 

ü 總領導點傳師:老前人道範德風-考磨中的修辦(示現考磨中修辦) 

ü 下午:﹝活動帶動道務量能之提升﹞-陳金澤點傳師 

ü 道院建設報告、道愈修愈堅德愈修愈圓、分組討論(激發大家修辦的熱忱) 

ü 分組討論題目: (分六大單位)(線上同步分入 ZOOM) 

(5) 所有幹部、講師、正(副)主壇務都必須全程實體參與。如有原因不能實體出席,

請依規定請假(註明原因),可申請線上聽課。 

(6) 法會流程如附: 
(7) 參加名冊:各單位幹部、講師及各班正、副主壇務	 (名冊已寄發各幹部)。	

(8) 各區助理慈悲，請務必逐一提醒並確認本區所有幹部講師並鼓勵帶動全程參與。

(	所有幹部及甄選新講師都要參加	 )報名表如附	

※請各區助理慈悲，務必於 111/12/25以前統計人數彚報	高玲玲講師

kao5393@gmail.com	或 LINE	感恩!	

(9) 服裝:著冬季制服，穿辦道鞋；坤道一律穿著長褲。(勿著低腰褲)	

(10) 自備環保杯;過夜者,請必備睡袋，盥洗用具、拖鞋。(可攜帶眼罩、耳塞、保暖墊

『瑜珈墊』等)	

(11) 恭請	各位點傳師慈悲出席、參與,	感恩	

8. 112/1/26(年初五)新春拜年祈福活動:	

(1) 實體舉辦+線上直播(海內外道親可同步參與)	

(2) 遵循 CDC清消、口罩政策;	並,	持續大型活動關注內政部之發佈…	

(3) 朝實體祈福活動來規劃,籌備(精簡、實體可執行方向)	同步安排線上轉播	

(4) 平安米、紅包(出席者領取)	

(5) 112/1/25(年初四)上午 10AM進行場佈	

(6) 112/1/15下午 2:30 進行彩排	

(7) 112/1/26初五下午 3PM開新春天惠點傳師班	

(8) 進行流程:	(如附)	

9. 12/25天惠清口當愿日:	

(1) 111 年天惠堂清口當愿人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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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1 年清口當愿申請表:	

(3) 111 年天惠堂清口當愿流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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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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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時間:13:30~14:00)	

(3) 地點:天惠堂	

(4) 天惠堂六大單位考生叩求合併舉辦	

(5) 包粽、便當:忠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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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報名相關訊息可聯絡：施幸均學長	093323742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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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關於天華山天惠道院建設各項工程	
奉	領導點傳師慈悲指示:決議【發小包】進行	

(1) 請趙惟坤點傳師負責監督、趙惟珍學長慈悲負責【發小包】事宜	

(2) 趙惟坤點傳師慈悲,掌握工作進度並負責於道務小組報告週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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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份輪由愛德單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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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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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務疫情應變：(~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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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歲末關懷活動工作分配:	
3. 紅包:	 	
4. 從 112 年 1 月 1 日起天惠堂與天華山輪值調整如下:	
(1) 天惠堂由忠德及孝德甲戊己輪值	

(2) 天華山由仁德及孝德乙丙丁輪值	

(3) 孝德輪值日期每月 1日起到 10 日止，天惠堂天華山一様 11 日起到月底天惠堂由

忠德負責輪值，天華山由仁德負責輪值，但孝德單位每年輪調一次。	

	

四、 其他報告： 
1. 年度新講員甄選：	
(1) 條件：初辦班畢班，且是三寶講員或是開釋道義講員。	

(2) 報名截止日期：111.12.26	

(3) 甄選日期：112.01.02 下午八點在天惠堂甄選。	

(4) 中南部同時採用線上甄選。	

2. 瑞周天惠 111 年十二月份功德費	

	

五、 臨時動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