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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2017 年常年大會會議紀錄 

 
時    間 ：中華民國 106 年 10 月 25 日(星期三)18:40 
地    點 ：高雄市杉林區真福山社福文教中心 演講廳 
主    席 ：文藻外語大學周守民校長(陳立言副校長代) 
出席人員 ： 全國天主教學校校長(詳如簽到單) 

 
列席人員 ： 常年法律顧問王正嘉律師、文藻外語大學蔡振義主任秘書、方春惠組長 
記    錄 ：方春惠 

 

壹、 會前禱(靜宜大學沈拉蒙神父帶領) 

貳、 主席致詞 

一、 感謝大家踴躍出席本次會議，首先請大家熱烈歡迎今年幾位新任校長的加入：

文德女中 陳清煌校長、曉明女中 劉瑞瓊校長、宏仁女中 吳垣甫校長、     
輔仁中學 李國榮校長、德光中學 王文俊校長、明誠中學 高佑仁校長、     
海星國小 吳煒增校長。 

二、 因幾位校長有事須先離席，本會預計將選舉提前至業務報告之後，選舉相關

事項則請工作人員進一步說明。 

參、 確認上次會議紀錄(詳如現場簡報/略) 

前次常年大會(2016 常年大會，105 年 10 月 13 日)會議紀錄，已於 105/11/2 發函

予各會員學校(發函文號：天主教學協字第 1058800011 號)，同時公告於本協會   
網站(adcei.wzu.edu.tw)。 

(會議現場以簡報確認各提案決議及執行情形，均確認通過。) 

肆、 業務報告 

一、105/10/7~106/10/23 協會財務收支狀況 

日  期 摘                要 
收入 
(元) 

支出 
(元) 

105/10/7 前期結餘 $2,741,672 

105/10/27 
105/10/13 輔仁大學辦理「2016 常年大會會議」 

王正嘉律師出席費 
 3,000

105/12/20 
2016 高中職暨五專職涯探索扎根活動餘額繳回─
靜宜大學 

17 

105/12/21 利息收入 1,019 



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2017 年常年大會                                                            2017.10.25 

 

2 / 7 
 

日  期 摘                要 
收入 
(元) 

支出 
(元) 

105/12/23 
2016 年靈性系列活動補助款(含匯費 30 元) 

─生命教育基金會 
 150,030

106/2/24 
辦理「第 6 屆第 3 次常務委員會議」活動經費 

預支(含律師出席費) 
 23,000

106/2/24 
2016 天主教學校週聖誕節聯合點燈活動費 

(含匯費 30 元)─公東高工 
 353,125 

106/1/6~3/10 105 學年度 47 所會員學校年費 1,196,360 

106/3/28 
第 6 屆第 3 次常務委員會議活動經費預支餘額

繳回、律師出席費返還 3,001 

106/4/25 
2017 年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活動 
補助經費(含匯費 30 元) ─曉明女中 

 130,030

106/5/23 
2017 高中職暨五專職涯探索扎根活動補助 
經費(含匯費 30 元) ─靜宜大學 

100,030

106/6/12 
2016 年常年大會暨天主教學校經營導研習營活

動補助經費(含匯費) ─輔仁大學  
250,030

106/6/21 利息收入 997 

106/9/18 第 6 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議律師出席費  3,000

106/10/17 私校退撫會第 5 屆董事選舉候選人傳單印刷費  650

106/10/17 2017 年常年大會會議法律顧問出席費(王正嘉)  3,000

106/10/17 第 6屆第 4次常務委員會議活動經費─靜宜大學  7,930

106/10/23 2017 年常年大會會議資料印刷費  2,040

106/10/23 本期結餘 $2,91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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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 年活動執行進度及活動補助經費狀況 

項

次 
活動內容 承辦單位 

核定 
金額 

實支 
金額 

備註 

1 
第六屆第 3 次

常務委員會議 
文藻外語

大學 
2 萬元 

1 萬 
9,999 元

106/3/13 於文藻外語大學召開， 
補助金額已於 106/2/24 撥付。 

2 

全國天主教學

校宗輔教師研

習活動 

台中教區 
(曉明女中) 

13 萬元 13 萬元 

106/5/10-5/12 於台中市太平區 
聖愛山莊辦理，共有 51 人參加，

補助金額已於 106/4/25 撥付。 
(結案報告摘要請參閱附件一/P.1) 

3 

高中職暨五專

職涯探索扎根

活動 
靜宜大學 10 萬元 10 萬元

106/8/9、10 於靜宜大學辦理，共

有 3 校 229 人參加，補助金額已於

106/5/23 撥付。 
(結案報告摘要請參閱附件二/P.9) 

4 
第六屆第 4 次

常務委員會議 
靜宜大學 2 萬元 7,930 元

106/9/22 於靜宜大學召開， 
補助金額已於 106/10/17 撥付。 

5 

天主教學校經

營領導研習營

暨常年大會 
道明中學 

32 萬

4,700 元
 

106/10/25-26 於真福山社福文教

中心辦理。 

6 天主教學校週 輔仁大學 55 萬元  

1. 活 動 共 同 主 題 為 「 生 命 的

喜樂」，各項比賽辦法及宣傳

資料已函文寄至各校。 
2. 共同關懷募款意向：為「光仁

社會褔利基金會」募款。 

7 
靈性教育系列

活動 
生命教育 
基金會 

15 萬元  

1. 教育工作者的一日靜修(五場次)
(1) 6/3台南聖功女中，18人參與。

(2) 6/17 台東救星教養院，40 人

參與。 
(3) 8/12 台南聖功女中，25 人 

參與。 
(4) 9/26~28 台南聖功心潔靈修 

中心「初學導師靈修營」， 
15 人參與。(新增) 

(5) 預計 11/5 於新竹曙光女中 
辦理。(新增) 

2. 教區宗輔老師研習：取消，已將

課程融入「教育工作者的一日

靜修」活動中。 
3. 生命教育輔導老師工作營：預計

11/17 於輔仁大學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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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常務委員會 

案由：提請討論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2018 年年度活動規劃案。 

說明： 

三、 本協會每年例行辦理的活動為：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活動、天主教

學校經營領導研習營暨常年大會、天主教學校週。 

四、 本案經第六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議提案討論後，建議如下，召開時間及承辦

單位由第七屆常務委員確認。 

項

次 
活動內容 

承辦學校 
/單位 

辦理

月份 
備註 

1 第七屆第 1 次常務委員會議 (由第七屆常務
委員協調) 

3  

2 
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 
研習活動 

嘉義教區 
(宏仁女中) 

4、5
依教區輪流主辦之慣例，2018 年由 

嘉義教區承辦，並由宏仁女中連絡 

嘉義教區各學校討論辦理事宜。 

3 
高中職暨五專職涯探索扎根 
活動 

靜宜大學 7、8 靜宜大學每年固定辦理的活動。 

4 第七屆第 2 次常務委員會議 (由第七屆常務
委員協調) 

9  

5 
2018 年天主教學校經營 
領導研習營暨常年大會 

(如提案二決議) 10  

6 2018 年天主教學校週 (如提案三決議) 12  

7 2018 年靈性教育系列活動 由主辦單位規劃 生命教育基金會主辦 

五、 各活動確認後，請主辦單位提出計畫書及預算申請，提送第七屆第 1 次常務

委員會議審議。 

決議：無異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常務委員會 
案由：提請討論「2018 年天主教學校經營領導研習營暨常年大會」承辦學校案。 

說明： 

一、 依「北-中-北-南」輪流承辦原則，2018 年應由北區學校負責。 

二、 歷年承辦學校情形如下表： 

2007 年 2008 年 2009 年 2010 年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靜宜大學 文藻外語學院 海星中學 

2011 年 2012 年 2013 年 2014 年 

靜宜大學 徐匯中學 德光中學 崇光女中 

2015 年 2016 年 2017 年 2018 年 

正心中學 輔仁大學 道明中學 (待議、北區) 

三、 經第六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議提案討論後，建議由聖心女中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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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無異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常務委員會 
案由：提請討論「2018 年天主教學校週」承辦學校案。 

說明： 

一、 依「北-中-北-南-東」輪流承辦原則，2018 年應由中區學校負責。  

二、 歷年承辦學校情形如下表： 

2007 年 2008 年 2009 年 2010 年 

靜宜大學 文藻外語學院 光仁中學 曉明女中 

2011 年 2012 年 2013 年 2014 年 

道明中學 靜修女中 衛道中學 曙光女中 

2015 年 2016 年 2017 年 2018 年 

黎明中學 公東高工 輔仁大學 (待議、中區) 

三、 經第六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議提案討論後，建議由靜宜大學承辦。 

決議：無異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靜宜大學校牧 
案由：提請討論華文版之「Tweeting with GOD」案。 

說明： 

一、 Father Michel Remery 來信說明”Tweeting with GOD”計畫成效良好，希望能有

華文的版本。(請參閱附件三/P.21)  

二、 “Tweeting with God”是神父和青年們在禮儀結束後就天主教信仰有關的問題

進行對話，之後則進一步透過手機 App、Twitter、Facebook 等方式進行互動。 

(請參閱 Tweeting with God website：http://www.tweetingwithgod.com/en) 

三、 承上，神父已將 200 個問題集結分類成四部分，並出版成可做為「青年牧靈」

教材之書籍。(請參閱附件四/P.23) 

四、 目前書與 App 已有 14 種翻譯，Father Michel Remery 邀請並希望本案能有   

華文版本，以嘉惠華人地區。 

五、 擬規劃執行事項如下： 

1. 將英文版之網頁、App、書籍翻譯成中文。 

2. 邀請有興趣者組成團隊進行華文版的互動式問答。 

輔仁大學(林之鼎神父)建議：本協會應聚焦在天主教學校的校務發展議題上，本案   

所提之「Tweeting with GOD」的書籍翻譯，建議可委由專業人士翻譯，之後

經主教同意出版後再由協會進一步協助推廣。 

恆毅中學(陳海鵬校長)建議：由各校組成團隊維護網頁有其困難度，若此案值得推廣，

建議由常務委員會討論是否提供預算委由網路管理公司維護及管理。 

決議：支持本案持續進行，同時委請林之鼎神父與沈拉蒙神父尋找合適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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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選舉 

一、第七屆常務委員選舉 

說明：  

(一) 第六屆常務委員任期已屆滿(2015 年 10 月至 2017 年 10 月止)，請大會

依章程相關規定推選。 

(二) 依本會組織章程第四條：本會設若干常務委員。大專學校推選代表學校

二席；中學依教區各推選代表一席，該教區學校超過九所者選出二席；

小學推選代表二席擔任之。 

(三) 依本會組織章程第六條規定：本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常務委員  

任期均為二年，連選得連任一次。據此，本次無法繼續連任學校為： 

(1)文藻外語大學(2)聖心女中(3)曙光女中(4)道明中學(5)光仁小學。 

決議：經大會票選，第七屆常務委員學校名單如下： 

校別 校名 所屬教區 

大專校院 
輔仁大學 台北教區 

靜宜大學 台中教區 

中學 

恆毅中學 台北教區 

崇光女中 台北教區 

磐石中學 新竹教區 

曉明女中 台中教區 

正心中學 嘉義教區 

黎明中學 台南教區 

明誠中學 高雄教區 

海星中學 花蓮教區 

小學 
聖心小學 台北教區 

曙光小學 新竹教區 

二、第七屆主任委員暨副主任委員選舉 

說明：  

(一) 第六屆主任委員暨副主任委員任期已屆滿，請大會依章程相關規定   

推選。 

(二) 依本會組織章程第五條規定：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及副主任委員二人，

其中一位副主委應為中學代表，由常務委員互選產生。 

決議：經第七屆常務委員票選，主任委員學校由輔仁大學擔任；副主任委員

學校為恆毅中學及曉明女中，任期自 2017年 10月至 2019年 10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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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臨時動議 
臨時動議一                                           提案單位：輔大聖心中學 
案由：建請推動台灣地區大專院校與天主教中學各方面合作與升學合作案。 

說明：已有大學和中學在洽談開放部分升學名額給中學，若 12 年國教升學並非以學測

成績，而是以學生學習檔案為考量，建議天主教學校體系可利用此契機以同樣

模式協助中學生升學。 

決議：全體附議通過，委請第七屆常務委員會提出具體合作方案。 

 

捌、 第七屆主任委員暨新舊任主任委員交接 

由文藻外語大學周守民校長(陳立言副校長代)將本協會之印信與經費收支明細表

(結餘款：$2,917,201)移交輔仁大學江漢聲校長(林之鼎神父代)。 

※款項將於會後併同業務移交。 

玖、 會後禱(靜宜大學沈拉蒙神父帶領) 

壹拾、 散會(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