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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2019 年常年大會  

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四)19:00 
地    點：清新溫泉飯店 2F 會議室 台中市烏日區溫泉路 2 號  

(2019 經營領導研習營晚宴地點) 
主    席：輔仁大學江漢聲校長(聶達安使命副校長代理) 
出席人員：全國天主教學校校長 
列席人員：輔仁大學林之鼎校牧、法律顧問賴曉君律師 

輔仁大學校牧室劉美惠秘書、 
 輔仁大學宗教輔導中心安瓊伊老師、 

輔仁大學使命副校長室蕭明嫻秘書 
 

記    錄：蕭明嫻 
 
壹、 會前禱：輔仁大學林之鼎校牧帶禱。 
貳、 主席致詞：略。 
參、 表揚： 

配合 2019 活動案「編撰符合天主教會價值觀，適齡、適當、適性之性平教材及

教案」之天主教學校「性別平等教育教案設計甄選活動」評選結果，其獲獎學

校： 
特優 1 名、優等 3 名，以及佳作 2 名，名單如下：。 
(一) 特優：育仁小學陳世芬老師、陳景宜老師、方均郁老師。 
(二) 優等：曙光女中陳筱蕙老師。 
(三) 優等：曙光女中鄭玉連老師。 
(四) 優等：曙光女中何恭與老師。 
(五) 佳作：輔仁中學劉安迪老師。 
(六) 佳作：永年中學謝瑜穎老師。 

 
肆、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前次常年大會(2018 常年大會，107 年 10 月 23 日)會議紀錄，已於 107/11/2 發函

予各會員學校(發函文號：天主教學協字第 1070023596 號)，同時公告於本協會   
網站(adcei.fj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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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業務報告： 
一、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輔大聖心高級中學」與「輔仁大學學校財團

法人基隆市輔大聖心國民小學」經教育部核定自 108 年 2 月 1 日起合併為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輔大聖心高級中學」。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

協會會員學校額數修正為 46 所。 
二、 107 學年度 47 所會員學校會費收入共計 1,143,870 元。(註：106 學年度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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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1,173,600 元)。 
三、 2019 年活動申請補助款經第七屆第 3 次常務委員會審議通過核定數共計

1,157,000 元。因會議建議請部分承辦學校重新檢視經費明細，會後承辦學

校提出修正，修正後之核定數共計 1,129,110 元。 
四、 107/10/23~108/10/23 協會財務收支狀況： 
日  期 摘                要 收入(元) 支出(元) 

107/10/23 前期結餘 $2,363,795 
107/11/09 2018 年常年大會會議法律顧問出席費(潘宜婕)  5,000 
107/11/09 2018 年常年大會會議法律顧問差旅費  632 

107/11/12 
2018 年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活動餘款

退還-嘉義宏仁女中 
12,877  

107/11/28 
2018 年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暨常年大會

(含匯費 30 元)-新北市聖心女中 
 208,216 

107/12/20 
2018 年靈性系列活動補助款(含匯費 30 元)─生命

教育基金會 
 150,030 

108/1/1~3/8 107 學年度 47 所會員學校年費 1,143,870  

108/3/18 第七屆第 3 次&第 4 次常務委員會議活動經費  20,000 

108/3/25 第七屆第3次常務委員會議法律顧問出席費(李惠暄)  5,000 

108/4/18 
2019 年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活動預支

款-台南德光中學(含匯費) 
 150,010 

108/4/25 2018 年天主教學校週餘款繳回-靜宜大學 27,352  

108/5/24 
2019 年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活動餘款

繳回-台南德光中學 
16,090  

108/6/6 
2019 年天主教學校週活動預支款-桃園振聲中學

(含匯費) 
 496,960 

108/9/9 
編撰符合天主教會價值觀，適齡、適當、適性之

性平教材及教案-靜宜大學 
 92,200 

108/10/9 第七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議法律顧問出席費(賴曉君)  5,000 

108/10/22 
2019 年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暨常年大會

預支款-衛道中學 
 200,000 

 本期收支小計 1,200,189 1,333,048 
 本期餘絀 -$132,859 

107/10/23 前期結餘 $2,363,795 
108/10/23 本期結餘 $2,230,936 

 
五、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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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屆第 3 次常

務委員會議 
輔仁大學 2 萬

元 
2 萬元 108/3/12 於輔仁大學召開， 

※補助金額已於 108/4/18 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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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國天主教學校

宗輔教師研習活

動 

台南教區

(德光中學) 
149,9
80 元 

133,890
元 

一、108/5/2-3 於曾文水庫趣淘漫旅飯

店辦理，共 39 人參加。結案報告摘

要請參閱附件一。※本案已完成請款

核銷，申請墊支金額於 108/4/18 撥

付。108/5/24 繳餘款 16,090 元。 
二、依據 108/3/12 第七屆第 3 次常務

委員會決議，補助新台幣 174,800 元

整。會後承辦學校提出經費修正，核

撥 149,980 元整。 
3 第七屆第 4 次

常務委員會議 
輔仁大學 2 萬

元 
0 108/9/26 於輔仁大學召開。 

註:與第 3 次支出額數合併。 
4 天主教學校經

營領導研習營

暨常年大會 

衛道中學 20 萬

元整 
20 萬元

整(預支) 
108/10/24-25 於衛道中學辦理，活動

執行報告如附件二。 
※申請墊支金額已於 108/10/22 撥付。 

5 天主教學校週 振聲中學 496,93
0 元 

496,930
元(預支) 

一、 活動執行報告如附件三。 
二、 依據 108/3/12 第七屆第 3 次常

務委員會決議，補助新台幣 500,000
元整。會後承辦學校提出經費修

正，核撥 496,930 元整。 
※申請墊支金額已於 108/6/6 撥付。 

6 靈性教育系列

活動 
生命教育

基金會 
15 萬

元 
  一、 108/3/23 於國家圖書館舉辦

「AI 時代的人文素養與優質領導」

論壇，邀請柯沛寧、何培鈞、歐晉

德主講。透過講演與對話，以其創

新實踐的心路歷程，分享實踐社會

關懷的行動歷程中所遭遇的挑戰與

克服經驗，500 人參加。 
二、 教育工作者的一日靜修(四場

次)，講師：李純娟修女。 
傾聽自我、探索心靈，追求合

一，擴散服務的精神及教育果

效！ 
 藉由探索自己的過程，獲得

靈性及人格上的成長。 
 提供與練習沉澱心靈的方

法。 
 釋壓、放鬆、專注、心智的

轉換與身心靈合一。 
1. 108/6/29 輔仁中學，25 人參

加。 
2. 108/9/7 台東市救星教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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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人參加。 
3. 108/9/14 台南市聖功女中，

18 人參加。 
4. 108/11/9 台南市聖功女中。 

三、 「僕人領導與生命教育」系列

工作坊，講師：林思伶教授。 
地點：曉明女中。 
「僕人領導與生命教育」系列課

程，從個人發展、人際關係到團

隊建立，形成一套完整的僕人領

導學習過程，讓教育工作者培養

慈悲、關懷的友善特性，調整人

際關係，達成互惠共融的領導統

御場域。 
108/10/19「僕人領導與個人發

展」。 
四、 108/11/1 生命教育輔導老師工作

營 
地點：輔仁大學。 
生命教育及靈性教育之探討、教

學實作、教學經驗分享。 
7 編撰符合天主

教會價值觀，適

齡、適當、適性

之性平教材及

教案 

恆毅中學、

輔仁中學、

靜宜大學

(輔仁聖博

敏神學院) 

92,200
元 

92,200
元(預支) 

一、辦理期程： 
1.108/2/1 至 5/31 前將參賽教案紙本

一式三份及電子檔寄出。 
2.評審審理：108/6/1 至 8/31 止，共

收 14 件。 
二、獎勵： 
1.特優：1 名獎狀一只，獎金 6,000
元 

2.優等：3 名獎狀一只，獎金 4,000
元 

3.佳作：5 名獎狀一只，獎金 2,000
元 

4.入選：15 名獎狀一只，獎金 1,000
元。 

決審結果：共收 14 件，其中 8 件未

入選；入選的 6 件獎勵如下：特優 1
名 6,000 元、優等 3 名各 4,000 元、

佳作 2 名各 2,000 元，共計 22,000
元。 
三、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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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審：由具性別平等議題專長之

專家進行初審，淘汰不符

性別平等議題之作品。 
2.決審：由具性別平等議題專長之

專家及相關領域教師進行

決審，評定獲獎名單。 
評審委員費：初審 4 位、決審 7
位，每位審稿費 1,000 元，共

11,000 元。 
三、依據 108/9/26 第七屆第 4 次常

務委員會議決議，將獲獎之教案作

品提供各會員學校參閱。 
四、協會於 108/10/18 發函(天主教

學協字第 1080020665 號)予各會員

學校。 
 

陸、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常務委員會 
案由：提請討論「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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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應由北區學校負責。 
二、 歷年承辦學校情形如下表：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文藻外語學院 海星中學 靜宜大學 徐匯中學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德光中學 崇光女中 正心中學 輔仁大學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道明中學 新北市聖心女中 衛道中學 (待議、北區) 

三、 經第七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議提案討論後，擬建議由耕莘健康管理專校承辦。 
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由耕莘健康管理專校承辦。 
 
 
提案二                                                提案單位：常務委員會 
案由：提請討論「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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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應由南區學校負責。  
二、 歷年承辦學校情形如下表：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光仁中學 曉明女中 道明中學 靜修女中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衛道中學 曙光女中 黎明中學 公東高工 



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2019年常年大會 會議紀錄                                                  2019.10.24 

 6 / 16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輔仁大學 靜宜大學 振聲中學 (待議、南區) 

三、 經第七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議提案討論後，擬建議由明誠中學承辦。 
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由明誠中學承辦。 
 
 
提案三                                                  提案單位：靜宜大學 
案由：靜宜大學擬訂於 109 年 1 月 14 日辦理「國際教育的全球視野與在地實踐」國

際教育研習會，了解並幫助各會員學校英語教學現況與需求，請討論。 
說明： 

一、 國際(英語)教育在各會員學校非常需要，靜宜大學將成立國際教育中心，並

於今 109 年 1 月 14 日在靜宜大學國際會議廳辦理「國際教育的全球視野與

在地實踐」研習會，以此為平台，彙齊天主教學校在國際教育不同的需求

與資源，以期幫助其他學校國際教育的發展。 
二、 英語教育一直是天主教聯盟學校致力的教學目標，多間學校開設語言資優

班、雙語班、國際班等，口碑佳評如潮，教學成效顯著。然而，天主教聯

盟學校的英語教育也有許多隱憂，諸如外籍師資短缺、教材與課程設計的

國際接軌問題等。 
三、 靜宜大學將成立國際教育中心，期許未來提供天主教聯盟學校優質的英語

教學服務，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導入十二年國教 108 新課綱基

礎，深耕英文核心素養。 
四、 本計畫之執行，希望邀請會員學校共同協助，藉由 2019 天主教學校經營領

導研習營期間邀請與會教師填寫問卷，以了解各校的英語教學現況與需求，

同時預備簡報本校國際教育中心規劃之服務項目與內容。 
五、 本校擬訂於 109 年 1 月 14 日舉辦「國際教育的全球視野與在地實踐」國際

教育研習會，擬請同意由協會主辦，靜宜大學承辦，邀請協會會員參加。 
六、 前揭計畫已由靜宜大學向教育部爭取經費，無須本協會經費挹注。 

 
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本案併入協會 2020 年度活動規劃案。 
 
 
提案四                                              提案單位：常務委員會 
案由：提請舉辦「中學行政主任研習營」，請討論。 
說明： 

一、 行政主任合適人才尋覓不易，建議主任研習營之舉辦，以培養學校行政能力

與經驗交流，利於提升學校內部行政運作與執行力。 
二、 現各校間大多透過單位主任聯繫，舉辦主任研習營強化各校間的默契交流，

亦提高日後合作之機會，如助於未來合聘教師之可能性，避免非專業授課情

形發生。 
三、 依據 108 年 9 月 26 日第七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會議決議，由輔仁大學承

辦。並建議納入未來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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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由輔仁大學承辦。如有申請經費之需求，請提出計畫書(含
預算)，提送第八屆第 1 次常務委員會議審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常務委員會 
案由：提請討論「整合大學招生入學資源，將學生需求與大學端連結」活動規畫案。 
說明： 

一、 依據 108 年 9 月 26 第七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議決議，為整合大學招生入學

資源，將學生需求與大學端連結，亦促進學生對天主教使命與辦學精神認知

與認同，成立招生工作小組，由曉明女中擔任總召。 
二、 總召學校將彙集北中南各中學之需求與相關資料，以提供協會後續研議中學

學生自我探索興趣、性向，用以媒合大學科系之可行性，亦助於入學招生資

源間的資源流通。 
三、 協助聯合各會員學校，推動辦理天主教大學週活動，提供中學學生認識大學

的機會，及了解其院系所的特色、專業教學領域，與學生自我興趣相同與

否。 
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由曉明女中擔任招生工作小組之總召。如有申請經費之需

求，請提出計畫書(含預算)，提送第八屆第 1 次常務委員會議審議。 
 

 
提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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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活動規劃案。 
說明： 

一、 本協會每年例行辦理的活動為：「常務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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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靈性教育系列活動」，如下表。新提案為項次 7 「國際教育的全球視野與

在地實踐」國際教育研習會、項次 8 「中學行政主任研習營」和項次 9「整

合大學招生入學資源，將學生需求與大學端連結活動規畫案」。 
二、 依據 2017 年常年大會決議，協會每年各項活動補助應以協會收入控制支出為

原則，以期達到收支平衡。 
三、 本案經第七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議討論後，提送本次常年大會審議如下： 
項

次 活動內容 承辦學校 
/單位 

建議活動 
辦理月份 備註 

1 第八屆第 1 次常務委員會議 (由第八屆常

務委員協調) 3  

2 
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活

動 
高雄教區 

(道明中學) 4、5 
依教區輪流主辦之慣

例，2020 年由高雄教

區 道明中學承辦。 

3 第八屆第 2 次常務委員會議 (由第八屆常

務委員協調) 9  

4 
2020 年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

營暨常年大會 
(如提案一決議) 10  

5 2020 年天主教學校週 (如提案二決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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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20 年靈性教育系列活動 生命教育基金會 2020 年  

7 
「國際教育的全球視野與在地實

踐」國際教育研習會 靜宜大學 1 (如提案三決議) 

8 中學行政主任研習營 輔仁大學  (如提案四決議) 

9 
整合大學招生入學資源，將學生

需求與大學端連結活動規畫案 曉明女中  (如提案五決議) 

四、 各活動確認後，除項次 7 外，請承辦單位提出計畫書(含預算)申請，提送第八

屆第 1 次常務委員會議審議。 
決議： 
一、 循例本次常年大會僅審議 2020 年活動項目，其活動經費申請提送至第八屆第 1

次常務委員會審議。 
二、 無異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德光中學 
案由：擬將「叮嚀卡助印款項」之餘款，捐獻給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請討論。 
說明： 

一、 「叮嚀卡」製作已有五十九年歷史，起源於成功大學學生成道學發想，為喚醒

在外遊子對母親的感念，在母親節前製作叮嚀卡，提醒大家回家探望及慶祝

母親節。 
二、 幾經輾轉，後由德光中學接手主辦，擴及全國天主教學校，邀請學生參加徵文

及徵圖比賽，並陸續有本校贊助及他校捐贈助印款項，給索取此叮嚀卡的學

校或一般青少年機構。助印款項累積至今。 
三、 近年來，備感各校回應疲乏，再加上各校助印經費逐年短缺，本校負責單位宗

輔組經與主任、校長商討後，決定停止此徵文稿、印製及分寄各校的服務。 
四、 已將停辦決議於 107 學年全國宗輔教師研習會議中，作成提案討論，會中議

決將結餘 103,920元捐贈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作為推動福傳之用。 
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柒、 報告案： 
報告案一                                           報告單位：磐石中學 
案名：惠請本會所屬各級學校踴躍參加 2020 台灣天主教童軍大露營案。 
說明： 
一、 台灣地區主教團教育文化委員會所屬之「台灣天主教童軍委員會」，擬訂於

2020年2月5日-7日於台南市柳營區台糖尖山埤江南渡假村舉辦第一次全國

天主教童軍大露營。為擴大參與層面及國際能見度，將邀請東南亞友好國

家樞機主教、主教、國際天主教童軍論壇輔導神師、亞太區天主教童軍會

議主席、輔導神師等來台參與活動。此外，安排童軍成人領袖(服務員)工作

坊，以協助各堂區、學校推動童軍活動及成立童軍組織。 
二、 為推廣福傳工作、促進教區與教會學校共融交流，惠請各會員學校踴躍支

持參加，本次活動規模希望招募 600-800 位以上童軍參與，如會員學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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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成團，請務必鼓勵參加本次活動。 
三、 本次活動所需金額頗多，為提高童軍參與之意願，請各校鼓勵協助宣傳

外，並提撥經費挹注。本次活動經費運用全數匯入台灣地區主教團指定帳

戶，由主教團統籌規劃收支。 
 
 

捌、 選舉： 
一、第八屆常務委員選舉 

說明：  

(一)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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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第八屆常務委員票選初步結果，第一高票為輔仁大學及文藻外語大

學同票(9票)，第二高票為聖心女中及聖功女中同票(6票)，後以抽籤

方式決定，主任委員學校委由輔仁大學擔任；副主任委員學校為文

藻外語大學及聖心女中。 
二、 第八屆常務委員學校名單如下，任期自2019年10月至2021年10月止。 

 
 

玖、 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單位：永年中學 
案由：提請建立天主教學校教師介聘平台，請討論。 

校別 校名 所屬教區 

大專校院 
輔仁大學 台北教區 

文藻外語大學 高雄教區 

中學 

聖心女中 台北教區 

達人女中 台北教區 

曙光女中 新竹教區 

曉明女中 台中教區 

正心中學 嘉義教區 

聖功女中 台南教區 

道明中學 高雄教區 

公東高工 花蓮教區 

小學 
聖心小學 台北教區 

光仁小學 台北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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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各校每年可能遇到教師缺額、超額問題，如果天主教學校建置內部介聘

平台，可適度解決超額教師問題。 
二、 每年二、三月間由常務委員會出面調查各校缺額超額狀態，居間協調。 

 
決議： 

一、 建請與學校法務人員討論後，發文予主管機關(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處
理。 

二、 私立學校無介聘機制，僅由主管機關(國教署)執行。 
 

壹拾、 新舊主任委員交接：由輔仁大學續任主任委員學校。 
壹拾壹、 會後禱：輔仁大學林之鼎校牧帶禱。 
壹拾貳、 散會：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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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天主教學校領導研習營籌辦時程 
衛道中學承辦 

 

  

日期 內        容 說 明 
107 年 09

月 
接獲輔大副校長辦公室電話
邀請承辦活動 

開始進行籌畫 

107 年 10
月 

收文確認承辦活動 天主教學協字第 1070021871
號函 

108 年 03
月 

提報活動企畫書 03 月赴輔大出席報告 

108 年 04
月 

1.企劃案通過後，邀請主教、
專題講者、主講 
2.確認住宿地點與晚宴地點 
3.邀請合作小學 

1.專題演講確定（葉丙成、黃
國珍） 
2.蘇主教確定 
3.育仁小學確定 
4.清新飯店確定 

108 年 06
月 

安排校內專案人員與會議 1.召開工作會議 
2.時程定案 

108 年 08
月 

1.校車與住宿安排 
2.行文各校辦理報名事宜 
3.各項專案追蹤、Dry-run 會
議 
4.發文邀請相關與會人員 
5.確認晚宴人數 

1.校長室 
2.研發處 
3.研發處 
4.研發處 
5.研發處  

108 年 09
月 

1.召開籌備工作會議 
2.分配工作 
3.報名截止、統計餐飲、住宿
等相關事項 

本校校務評鑑於 09 月 19 日 

108 年 10
月 

1.寄送活動行前通知 
2..會場布置 10 月 23 日 
3.確認一切準備妥當 

 

108 年 10
月 24-25 日 

辦理研習活動 預祝一切圓滿成功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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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9 年天主教學校週工作進度報告 
承辦學校:振聲高中                             

                  108.10.15 

1. 活動網頁建置已於 108 年 8 月 28 日建置完成，並隨時更新資訊，相關資料讀取請掃

我。  

2. 活動主題舞曲「在喜樂中」，讀取請掃我。  

3. 關懷行動二「愛與服務」示範宣傳版影片，讀取請掃我。  

4. 禮物包及活動文宣品：活動主題光碟(含主題舞曲檔案、活動海報 JPG 圖檔、教學用

PPT 及相關影片等相關資料)、聖家傳愛卡、大聖若瑟 DVD、活動主題海報 2 張、比賽

宣傳海報 2 張，已於 108 年 9 月 23 日(一)前全數寄給全台天主教學校。 

5. 2019 年天主教學校週活動，推動三項關懷行動，一起為世界上最小兄弟姊妹們服務。 

關懷一:關懷最小兄弟姊妹 

關懷對象：國內---新事社會服務中心，資助原住民孩童及青少年教育。 

          國外---國際明愛會，為羅興亞難民救助。 

關懷方式：愛心義賣帽 T 每件 750 元，扣除成本後全數捐出，用以捐贈關懷單位，邀請每校努力 

          推廣認購至少 30 件，請踴躍支持，感謝大家的愛心！ 

＊截至 10/15 為止，統計已有 4 所學校回覆，認購愛心帽 T 共計 215 件。 

 

關懷二: 愛與服務接力賽 

關懷方式：邀請各校於將臨期間自行規劃於校內、鄰近社區、社福機構、弱勢團體進行

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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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三:個人關懷 
 關懷對象：天主教學校師生 

 關懷方式： 

 (1)敬拜讚美祈禱之旅 

北區場：12 月 3 日 14:00-16:00 於振聲高中辦理。 

中區場：12 月 2 日 15:00-17:00 於靜宜大學辦理。 

＊已如火如荼進行籌備並與大博爾青年團商議敬拜讚美祈禱會之活動細節。 

 

     (2)舉辦各項活動比賽：  

辦理「在喜樂中」繪畫競賽。 

        辦理「在喜樂中」愛與服務成果影片競賽。 

        辦理「在喜樂中」徵文競賽。 

＊目前已有 1 所學校投稿徵文比賽，徵稿截止日為 11 月 15 日。 

 


	一、 「叮嚀卡」製作已有五十九年歷史，起源於成功大學學生成道學發想，為喚醒在外遊子對母親的感念，在母親節前製作叮嚀卡，提醒大家回家探望及慶祝母親節。
	二、 幾經輾轉，後由德光中學接手主辦，擴及全國天主教學校，邀請學生參加徵文及徵圖比賽，並陸續有本校贊助及他校捐贈助印款項，給索取此叮嚀卡的學校或一般青少年機構。助印款項累積至今。
	三、 近年來，備感各校回應疲乏，再加上各校助印經費逐年短缺，本校負責單位宗輔組經與主任、校長商討後，決定停止此徵文稿、印製及分寄各校的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