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2021 年常年大會 

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五)16:30 
會議方式：以視訊會議方式進行(Microsoft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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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附件簽到資料 p9-14) 
列席人員：輔仁大學林之鼎校牧、法律顧問許苑律師 

輔仁大學秘書室陳盈良組長、 
輔仁大學校牧室劉美惠秘書、 

 輔仁大學使命副校長室蕭明嫻秘書 
紀    錄：蕭明嫻 

 
壹、 會前禱：耕莘健康管理專校 楊品裕校牧帶禱。 
貳、 主席致詞：略。 
參、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前次常年大會(2020 常年大會，109 年 10 月 29 日)會議紀錄，已於 109/12/1 發函

予各會員學校(發函文號：天主教學協字第 1090021917 號)。 
 

肆、 業務報告： 
一、 109 學年度 46 所會員學校會費收入共計 1,011,180 元。(註：108 學年度會費

收入 1,062,480 元)。 
二、 2021 年活動申請補助款經第八屆第 3 次常務委員會審議通過核定數共計

1,075,250 元。 
三、 109/10/31~110/10/5 協會財務收支狀況： 
日  期 摘                要 收入(元) 支出(元) 

109/10/31 前期結餘 $2,592,340 

109/11/12 2020 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暨常年大會法律

顧問差旅費(賴曉君)  676 

109/11/12 2020 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暨常年大會法律

顧問出席費(賴曉君)  5,000 

109/11/27 編撰符合天主教會價值觀，適齡、適當、適性之性

平教材及教案餘款繳回-靜宜大學 56,283  

109/12/23 2020 年靈性教育系列活動-生命教育基金會 (含
匯費)  150,030 

110/1/1~3/19 109 學年度 46 所會員學校年費 1,011,180  

110/3/19 第八屆第 3 次常務委員會法律顧問出席費(賴曉

君)  5,000 

110/4/14 第八屆第 3 次&第 4 次常務委員會議經費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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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14 2021 中小學行政主管研習營活動費  100,000 

110/5/11 2020 天主教學校週活動費另額補助-明誠中學(含
匯費)  50,030 

110/6/22 2021 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活動-道明中

學(含匯費)  100,030 

110/9/13 第八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法律顧問出席費(賴曉

君)  5,000 

110/9/30 台灣天主教主教團天主教童軍委員會活動補助-
曙光女中(含匯費)  60,030 

 本期收支小計 1,067,463 495,796 
 本期餘絀 $571,667 

109/10/31 前期結餘 $2,592,340 
110/10/05 本期結餘 $3,164,007 

 
四、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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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屆第 3 次

常務委員會議 輔仁大學 2 萬

元 2 萬 110/3/18 於輔仁大學召開。 
※補助金額已於 110/4/14 撥付。 

2 
全國天主教學

校宗輔教師研

習活動 

高雄教區

(道明中學) 
10 萬

元 
10 萬

元 

110/5/6-7 於高雄西子灣沙灘會館辦

理，計有 41 人參加。結案報告摘要

請參閱如附件一(p.15-21)。 
※補助金額已於 110/6/22 撥付。 

3 第八屆第 4 次

常務委員會議 輔仁大學 2 萬

元 0 元 110/9/8 線上 Google Meet 方式召開。 

4 

天主教學校經

營領導研習營

暨常年大會 

文藻外語

大學 
20 萬

元整  

1. 2021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

研習主題【遇見近人】，引自教宗

方濟各《眾位弟兄》通諭，一起

思考怎樣搭建友誼橋樑，推倒冷

漠高牆，播下和好的種子。 
2. 因應疫情調整為線上形式，於110

年10月08日(五)使用 Microsoft 
Teams 辦理。 

3. 截至9月28日，參加總人數約93
人。 

5 

天主教學校週 海星中學 375,25
0 元 

 

1.   計畫主題：2021 五餅二魚-堅定相

信分享愛 

2.   活動主題曲：發光 

3.   本年度活動分兩大核心主軸辦

理： 

(1) 由承辦學校製作計畫主題曲，

進行編曲，製作音樂檔，並加

入主題元素，完成活動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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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預計在 11 月中提供各協

辦學校於聖誕活動使用。 
(2) 邀請協辦學校愛心義賣由承辦

學校設計之聖誕節卡片，一起

分享聖誕的喜悅，為｢柬埔寨馬

德望和平之母小學｣進行勸募活

動，發揮天主教徒推己及人、

關懷國際發展的胸懷，與國際

教友共享天主恩澤。 
6 

靈性教育系列

活動 
生命教育基

金會 
15 萬

元   

原先一日靜修 6、7 月活動因疫情延

期，新的時程暫定如下： 
1. 10月9日教育工作者的一日靜修，

台南聖功女中。 
2. 11月6日教育工作者的一日靜修

日，新竹曙光女中。 
3. 11月13日教育工作者的一日靜

修，台東白冷會會院。 
4. 11月26日2021生命教育輔導老師

工作營，輔仁大學。 
7 

2021 天主教中

小學行政主任研

習營 
輔仁大學 10 萬

元 
10 萬

元 

1. 110/3/12於輔仁大學辦理「天主教

中小學行政主任研習營」，共計88
人參與。 
(1) 透過專家座談及分組討論，促

進各校行政主任專業成長。 
(2) 建立區域性學習組織，彼此合作

與支持。 
2. 受疫情影響，活動分為兩年期，

2021年為第二年期。補助金額已

於110/4/14撥付。 
8 

「台灣天主教主

教團天主教童軍

委員會」活動經

費補助案 

曙光女中 6 萬元 6 萬元 

1. 2020、2021年舉辦天主教童軍大露

營活動，因疫情取消辦理。已支付

前期作業經費計$206,500。延至111
年暑期辦理。 

2. 109年8月25-26日於新竹教區辦理

服務員工作坊，計45人參加。 
3. 110年1月9日於花蓮教區辦理服務

工作坊，計40人參加。 
4. 成立教區童軍團至今計3團。 
5. 辦理童軍組訓工作、青年領袖課程

(木章基本訓練)，預計11月辦理。 
6. 承辦「13th ICCS-APR Conference 

2021」活動，因疫情政策，國際夥

伴無法入境，延期至2022年2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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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辨理。 
※補助金額已於110/9/30撥付。 

 
伍、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常務委員會 
案由：提請討論「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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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應由北區學校負責。 
二、 歷年承辦學校情形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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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聖心女中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衛道中學 耕莘健康管理專校 文藻外語大學 (待議、北區) 

三、 經第八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議提案討論後，建請由振聲中學承辦。 
 
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由振聲中學承辦。 
 
 
提案二                                               提案單位：常務委員會 
案由：提請討論「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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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應由北區學校負責。  
二、 歷年承辦學校情形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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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宜大學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振聲中學 明誠中學 海星中學 (待議、北區) 

三、 經第八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議提案討論後，建請由達人女中承辦。(註：2024
年排定輪至北區學校負責，恆毅中學洪金水校長慨允承辦 2024 年活動。) 

 
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由達人女中承辦。 
 
 
提案三                         提案單位：曙光女中 
案由：提請天主教學校支持「台灣天主教主教團天主教童軍委員會」方案，請審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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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天主教主教團天主教童軍委員會，在學校教育系統及教會加強關係並支持

童軍發展、服務互助方面的合作交流，舉辦大露營活動及辦理童軍組訓工作、

青年領袖課程(木章基本訓練)。 
二、預定於 111 年 1 月 15-16 日辦理青年領袖課程(木章基本訓練)；111 年八月辦理

大露營活動；承辦「13th ICCS-APR Conference 2021」活動。 
三、依據本年度 3 月常務委員會決議，日後如有活動經費補助需求，逐年提案申請 
四、擬向協會申請補助新台幣六萬元整，經費明細表如附件二(p22)。積極動員參與

活動，凝聚各校彼此間之共融，傳播天主福音。 
 
決議：同意本案所請，仍需提至下次(2022 年 3 月)常務委員會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常務委員會 
案由：擬合併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及天主教中小學行政主任研習營之可能性，

請討論。 
說明： 

一、 2021 年天主教中小學行政主任研習營於 3 月 12 日完成，參與活動師長提出

每年辦理之建議。考量該活動內容與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內容部分相

似，因此提出合併之建議。 
二、 本案業經 110 年 3 月 18 日第八屆第 3 次常務委員會討論決議，將本案提送

2021 年常年大會審議。 
 
決議：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及天主教中小學行政主任研習營分開辦理，天主教

中小學行政主任研習營每兩年辦理乙次。 
 

 

提案五                                               提案單位：常務委員會 
案由：提請調整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活動辦理方式，請討論。 
說明： 

一、 建議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活動改為每兩年舉辦乙次。 
二、 研議與生命教育基金會辦理之研習活動(靈性教育工作坊)結合辦理之可能性。 
三、 本案業經110年9月8日第八屆第4次常務委員會討論決議，將本案提送2021年

常年大會審議。 
 
決議：持續辦理，同意每兩年辦理乙次。下次辦理時間為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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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度活動規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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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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提案為項次 7 「台灣天主教主教團天主

教童軍委員會活動補助」。

二、 提案活動經第八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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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屆第 1 次常務委員會議 
第九屆主

任委員學

校

3 

2 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

習活動

○○承辦

(花蓮教區) 4、5 
由全國七個教區輪流

主辦；2022 年由○○

承辦(花蓮教區)。 

3 第九屆第 2 次常務委員會議 
第九屆主

任委員學

校

9 

4 2022 年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

研習營暨常年大會 
(會中討論/
提案二) 10 

5 2022 年天主教學校週 (會中討論/
提案三) 12 

6 2022 年靈性教育系列活動 
生命教育

基金會

7 「台灣天主教主教團天主教

童軍委員會」活動經費補助
曙光女中 2022 年 (如提案四) 

三、 各活動確認後，敬請承辦單位提出計畫書(含預算)申請，提送第九屆第 1 次常

務委員會議審議。

決議：

一、 依據提案五決議，同意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活動每兩年辦理乙次，下

次辦理時間為 2023 年。餘如說明所擬。 

二、 循例本次常年大會僅審議 2022 年活動項，2022 年活動案計畫與經費申請均提送

至第九屆第 1 次常務委員會審議，該會議預計 2020 年 3 月辦理。 

提案七                                              提案單位：常務委員會

案由：提請討論「本協會章程條文修訂案」暨追認第八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及 2021
年常年大會辦理方式。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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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新冠狀病毒疫情影響，110 年 9 月 8 日第八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及 2021
年常年大會改以視訊會議方式辦理。

二、 提請修訂本協會組織章程，以符合日後進行投票時遇重大情形發生有適性

的作法因應，修訂條文如附件三(p.23-24)。 
三、 追認第八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及 2021 年常年大會辦理方式。 

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陸、 報告案：

報告案一：

案名：台灣天主教童軍活動成果報告。     報告單位：曙光女中

說明：

一、依據 2020 常年大會會議決議，同意補助「台灣天主教主教團天主教童軍委

員會」活動方案第一年經費，其經費補助額數提至 2021 年 3 月常務委員會

審議。

二、承辦學校慨允於本次常年大會提報成果報告。

柒、 選舉：

一、第九屆常務委員選舉

說明： 

(一) 第八屆常務委員任期已屆滿(2019 年 10 月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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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仁大學(2)曉明女中(3)正心中學(4)聖心小學。 

二、第九屆主任委員暨副主任委員選舉

說明： 

(一) 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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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第九屆常務委員(詳附件25-29)、主任委員暨副主任委員(詳附件30-31)
選舉票選結果，前三所高票順序為靜宜大學、文藻外語大學及聖心女中。

主任委員學校委由靜宜大學擔任；副主任委員學校為文藻外語大學及聖心

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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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九屆常務委員學校名單如下，任期自2021年10月至2023年10月止。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宣告第九屆主任委員新舊主任委員交接：由靜宜大學擔任主任委員學校。 
壹拾、 會後禱：靜宜大學 沈拉蒙校牧帶禱。 
壹拾壹、 散會：18：40。 
 

校別 校名 所屬教區 

大專校院 
靜宜大學 台中教區 

文藻外語大學 高雄教區 

中學 

恆毅中學 台北教區 
聖心女中 台北教區 

曙光女中 新竹教區 

衛道中學 台中教區 

輔仁中學 嘉義教區 

聖功女中 台南教區 

道明中學 高雄教區 

海星中學 花蓮教區 

小學 
光仁小學 台北教區 
曙光小學 新竹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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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常年大會出席簽到統計

ID 開始時間 完成時間 電子郵件 出列席人員身分別 (請點數 - 出列席人員身分請點選所屬學校校名，以完成簽到，謝出列席師長/人員大名

17 10/8/21 15:33:24 10/8/21 15:33:43 anonymous 列席師長/列席人員 北-輔仁大學 蕭明嫻

18 10/8/21 15:34:10 10/8/21 15:34:20 anonymous 法律顧問 北-輔仁大學 許苑

19 10/8/21 16:09:19 10/8/21 16:09:46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北-振聲中學 劉安國

20 10/8/21 16:09:25 10/8/21 16:09:47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北-輔仁聖心中學/輔仁聖心小學 孔令堅

21 10/8/21 16:09:33 10/8/21 16:10:00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北-新北市聖心國小 畢明德

22 10/8/21 16:09:36 10/8/21 16:10:04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東-公東高工 黄淑英

23 10/8/21 16:09:29 10/8/21 16:10:07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中-育仁國小 詹志榮

24 10/8/21 16:09:35 10/8/21 16:10:08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中-立仁高中 沈素伸

25 10/8/21 16:10:02 10/8/21 16:10:29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北-光仁中學 陳盈盈

26 10/8/21 16:10:02 10/8/21 16:10:32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北-內思高工 湯誌龍

27 10/8/21 16:10:35 10/8/21 16:10:55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南-明誠中學 謝怡靜

28 10/8/21 16:10:43 10/8/21 16:11:04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南-道明中學 林耀隆

29 10/8/21 16:10:49 10/8/21 16:11:10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中-正心中學 林佳慧

30 10/8/21 16:11:00 10/8/21 16:11:14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東-海星中學 陳海鵬

31 10/8/21 16:11:07 10/8/21 16:11:42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北-方濟中學 胡嘉強

32 10/8/21 16:12:27 10/8/21 16:12:53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東-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劉麗芬

33 10/8/21 16:12:41 10/8/21 16:13:13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北-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楊品裕神父

34 10/8/21 16:13:04 10/8/21 16:14:40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南-慈幼工商 蘇虹蘭

35 10/8/21 16:15:09 10/8/21 16:15:44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北-恆毅中學 洪金水校長

36 10/8/21 16:15:31 10/8/21 16:15:53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北-崇光女中 吉星台

37 10/8/21 16:15:34 10/8/21 16:15:55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東-海星國小 吳煒增

38 10/8/21 16:15:32 10/8/21 16:15:56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北-曙光國小 林玲鳳

39 10/8/21 16:15:31 10/8/21 16:15:58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北-聖心女中 魏雪玲

40 10/8/21 16:15:34 10/8/21 16:16:03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中-輔仁中學 李國榮校長

41 10/8/21 16:15:33 10/8/21 16:16:10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北-靜修中學 校長蔡英華

42 10/8/21 16:15:34 10/8/21 16:16:14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中-曉明女中 劉瑞瓊

43 10/8/21 16:15:51 10/8/21 16:16:14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南-黎明中學 羅家強

44 10/8/21 16:15:40 10/8/21 16:16:16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中-文興中學 歐陽郁文校長

45 10/8/21 16:15:37 10/8/21 16:16:17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北-磐石中學 陳方濟

46 10/8/21 16:15:39 10/8/21 16:16:18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中-宏仁女中 劉應瑜

47 10/8/21 16:15:31 10/8/21 16:16:38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北-光仁國小 何碧蓮

48 10/8/21 16:15:34 10/8/21 16:16:56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北-輔仁大學 聶達安

49 10/8/21 16:18:24 10/8/21 16:19:03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南-文藻外語大學 陳美華

50 10/8/21 16:19:02 10/8/21 16:19:39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北-達人女中 李美鶴

51 10/8/21 16:19:13 10/8/21 16:19:44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中-永年中學 張榮聰

52 10/8/21 16:21:51 10/8/21 16:22:38 anonymous 學校校長/受委託之學校代表(有投票權) 南-聖功女中 鄭麗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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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常年⼤會】簽到-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1. 出列席⼈員⾝分別 (請擇⼀勾選)。

2. 請點選所屬學校校名，以完成簽到，謝謝!

36
Responses

00:33
Average time to complete

Active
Status

學校校⻑/受委託之學… 34

列席師⻑/列席⼈員 1

法律顧問 1

東-公東⾼⼯ 1

東-海星國⼩ 1

東-海星中學 1

東-聖⺟醫護管理專科… 1

南-文藻外語⼤學 1

南-聖功女中 1

南-道明中學 1

南-黎明中學 1

南-明誠中學 1

南-寶仁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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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office.com/launch/forms?auth=2


Questions

南-道明中學 1

南-黎明中學 1

南-明誠中學 1

南-寶仁國⼩ 0

南-德光中學 0

南-慈幼⼯商 1

南-⾼雄市道明外僑學校 0

中-靜宜⼤學 0

中-曉明女中 1

中-正⼼中學 1

中-育仁國⼩ 1

中-衛道中學 0

中-文興中學 1

中-永年中學 1

中-文⽣中學 0

中-宏仁女中 1

中-輔仁中學 1

中-立仁⾼中 1

中-崇仁醫護管理專科… 0

北-輔仁⼤學 3

北-聖⼼女中 1

北-新北市聖⼼國⼩ 1

北-曙光女中 0

北-光仁國⼩ 1

北-崇光女中 1

北 磐⽯中學 1

Responses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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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北-新北市聖⼼國⼩ 1

北-曙光女中 0

北-光仁國⼩ 1

北-崇光女中 1

北-磐⽯中學 1

北-恆毅中學 1

北-曙光國⼩ 1

北-輔仁聖⼼中學/輔仁… 1

北-上智國⼩ 0

北-達⼈女中 1

北-⽅濟中學 1

北-靜修中學 1

北-光仁中學 1

北-徐匯中學 0

北-振聲中學 1

北-文德女中 0

北-內思⾼⼯ 1

北-耕莘健康管理專科… 1

北-台北市私立道明外… 0

其他-非屬於上述學校… 0

Responses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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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單價 總價 備註

一、2022 天主教童軍大露營活動費用 
(總預算 2,600,500，參加費收入 1,320,000，自籌款 1,280,500) 
工作人員餐費 18,400 60 名 

工作人員
交通補助 20,000 

小計 38,400 
二、組訓工作/服務員工作坊(總預算 146,700) 
工作坊 場地費、住宿 10,000 
工作坊 餐費 4,000 30 名 

參加學員

工作坊 教具、講義印刷 2,000 
小計 16,000 
三、培訓工作(總預算 65,000) 
課程用品 教具、書籍 2,600 3-4 次課

程場地清潔費 1,000 
雜支 講師茶水點心、車資 2,000 
小計 5,600 
總  計 60,000 

台灣天主教主教團天主教童軍委員會 

募款經費運用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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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組織章程

修正對照表

中華民國55年8月1日施行 
中華民國60年2月10日修正同年8月1日實施 
中華民國63年3月3日修正同日施行 
中華民國82年11月24日修正 
中華民國94年3月20日修訂 
中華民國95年10月12日修訂 
中華民國96年10月12日修訂 
中華民國98年10月7日修訂 
中華民國100年10月19日修訂 
中華民國103年10月15日修訂 
中華民國103年11月19日陳教育文化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中華民國110年10月8日2021年常年大會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110年○月○日陳教育文化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修正 原文 備註

第九條

本會全體委員會議，每學年舉行

一次，常務委員會議每學期舉行

一次，並均得以視訊會議或兼採

視訊會議方式召開之，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均由主任委員召

集之。

全體委員會或常務委員會以視訊

會議或兼採視訊會議方式召開

時，視訊會議部分之簽到由會務

單位以採視訊截圖方式辦理。

第九條

本會全體委員會議，每學年

舉行一次，常務委員會議每

學期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均由主任委員

召集之。

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組織章程 (全文修正) 
中華民國55年8月1日施行 
中華民國60年2月10日修正同年8月1日實施 
中華民國63年3月3日修正同日施行 
中華民國82年11月24日修正 
中華民國94年3月20日修訂 
中華民國95年10月12日修訂 
中華民國96年10月12日修訂 
中華民國98年10月7日修訂 
中華民國100年10月19日修訂 
中華民國103年10月15日修訂 
中華民國103年11月19日陳教育文化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中華民國109年○月○日陳教育文化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第一條 天主教學校為加強各校聯繫，交換辦學經驗，改善教學方法，提升教育品質，並發

23/31



揚天主教博愛之教育精神，特組織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以下簡稱本協會)。 
第二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發揚天主教教育之使命 
二、教育方法之研究改進 
三、學生事務之研究改進 
四、校務行政之研究改進 
五、有關生命教育教材之研發 
六、推展教職員工進修事項 
七、其他有關教育之研究改進事項 

第三條 凡天主教學校均為本會會員，各會員學校校長為當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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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本會設主任委員一席及副主任委員二席，其中一位副主委應為中學代表，由常務委

員互選產生。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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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未滿

因故不克繼續擔任本會職務時應依下列方法遞補之，並以補足原任期為止。 
一、主任委員出缺時，由選舉時票數較高之副主任委員遞補為原則。 
二、副主任委員出缺時，由常務委員互推選一席遞補。 
三、常務委員出缺時，由原教區委員重新推選一席遞補。 

第七條 本會會費由各會員學校按學生人數，並於每年由主任委員通知繳交。 
第八條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常務委員會議時，得由基金項下支付餐旅費。 
第九條 本會全體委員會議，每學年舉行一次，常務委員會議每學期舉行一次，並均得以視

訊會議或兼採視訊會議方式召開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主任委員召集

之。 
全體委員會或常務委員會以視訊會議或兼採視訊會議方式召開時，視訊會議部分之

簽到由會務單位以採視訊截圖方式辦理。 
第十條 本會經常事務由常務委員會議通過實施之，但必須於全體委員會議時提出報告。 
第十一條 本會會議，務請出席，如校長無法出席時，得派代表參加。 
第十二條 本會重要會議出席委員須達三分之二以上，一般會議須達二分之一以上始得開

會。議決事項須經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通過。 
第十三條 本章程經全體委員大會通過，並呈台灣地區主教團教育文化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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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常務委員選舉-第一階段投票統計

ID 開始時間 完成時間 電子郵件 大專院校請勾選２所：台北教區中學 請勾選２新竹教區中台中教區中 嘉義教區中學台南教區中高雄教區中學 花蓮教區中學小學 請勾選２所

4 10/8/21 12:06:51 10/8/21 12:08:41 anonymous 文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聖心女中;達人女中; 振聲中學 文興中學 輔仁中學 黎明中學 明誠中學 海星中學 海星小學;育仁小學;

5 10/8/21 12:06:55 10/8/21 12:08:42 anonymous 文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恆毅中學;徐匯中學; 振聲中學 衛道中學 輔仁中學 聖功女中 道明中學 海星中學 寶仁小學;上智小學;

6 10/8/21 12:07:12 10/8/21 12:08:44 anonymous 靜宜大學;文藻外語大學聖心女中;輔大聖心中學曙光女中 衛道中學 文生中學 聖功女中 道明中學 海星中學 上智小學;育仁小學;

7 10/8/21 12:07:18 10/8/21 12:09:09 anonymous 靜宜大學;耕莘健康管理光仁中學;崇光高中; 內思高工 文興中學 輔仁中學 慈幼工商 明誠中學 海星中學 海星小學;曙光小學;

8 10/8/21 12:07:29 10/8/21 12:09:10 anonymous 靜宜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恆毅中學;徐匯中學; 磐石中學 衛道中學 輔仁中學 聖功女中 明誠中學 海星中學 光仁小學;寶仁小學;

9 10/8/21 12:07:31 10/8/21 12:09:18 anonymous 靜宜大學;文藻外語大學輔大聖心中學;靜修高中內思高工 衛道中學 輔仁中學 聖功女中 道明中學 海星中學 上智小學;海星小學;

10 10/8/21 12:07:02 10/8/21 12:09:22 anonymous 靜宜大學;文藻外語大學達人女中;恆毅中學; 內思高工 文興中學 宏仁女中 聖功女中 明誠中學 公東高工 曙光小學;光仁小學;

11 10/8/21 12:07:07 10/8/21 12:09:25 anonymous 靜宜大學;文藻外語大學崇光高中;聖心女中; 內思高工 衛道中學 永年中學 黎明中學 明誠中學 海星中學 曙光小學;上智小學;

12 10/8/21 12:08:04 10/8/21 12:09:37 anonymous 靜宜大學;文藻外語大學聖心女中;崇光高中; 曙光女中 文興中學 輔仁中學 德光中學 道明中學 海星中學 育仁小學;光仁小學;

13 10/8/21 12:07:04 10/8/21 12:09:38 anonymous 靜宜大學;文藻外語大學聖心女中;崇光高中; 磐石中學 文興中學 永年中學 聖功女中 道明中學 公東高工 上智小學;台北市道明外僑學校;

14 10/8/21 12:07:37 10/8/21 12:09:39 anonymous 靜宜大學;文藻外語大學聖心女中;輔大聖心中學磐石中學 衛道中學 輔仁中學 聖功女中 道明中學 公東高工 育仁小學;光仁小學;

15 10/8/21 12:08:03 10/8/21 12:09:43 anonymous 靜宜大學;文藻外語大學輔大聖心中學;方濟中學曙光女中 衛道中學 輔仁中學 黎明中學 道明中學 海星中學 海星小學;光仁小學;

16 10/8/21 12:08:00 10/8/21 12:10:00 anonymous 靜宜大學;文藻外語大學輔大聖心中學;光仁中學振聲中學 衛道中學 輔仁中學 德光中學 明誠中學 海星中學 寶仁小學;育仁小學;

17 10/8/21 12:08:16 10/8/21 12:10:21 anonymous 崇仁醫護管理專校;文藻光仁中學;恆毅中學; 內思高工 衛道中學 輔仁中學 聖功女中 道明中學 海星中學 海星小學;曙光小學;

18 10/8/21 12:08:43 10/8/21 12:10:29 anonymous 靜宜大學;文藻外語大學達人女中;光仁中學; 振聲中學 衛道中學 輔仁中學 聖功女中 道明中學 海星中學 光仁小學;曙光小學;

19 10/8/21 12:07:54 10/8/21 12:10:35 anonymous 文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光仁中學;輔大聖心中學曙光女中 衛道中學 輔仁中學 黎明中學 道明中學 海星中學 光仁小學;上智小學;

20 10/8/21 12:07:59 10/8/21 12:10:36 anonymous 崇仁醫護管理專校;文藻輔大聖心中學;聖心女中磐石中學 衛道中學 永年中學 聖功女中 明誠中學 公東高工 曙光小學;海星小學;

21 10/8/21 12:09:48 10/8/21 12:11:04 anonymous 靜宜大學;聖母醫護管理靜修高中;聖心女中; 曙光女中 衛道中學 輔仁中學 聖功女中 道明中學 公東高工 光仁小學;育仁小學;

22 10/8/21 12:08:49 10/8/21 12:11:05 anonymous 靜宜大學;文藻外語大學光仁中學;恆毅中學; 曙光女中 衛道中學 輔仁中學 黎明中學 明誠中學 海星中學 光仁小學;曙光小學;

23 10/8/21 12:07:48 10/8/21 12:11:12 anonymous 聖母醫護管理專校;耕莘恆毅中學;輔大聖心中學曙光女中 衛道中學 輔仁中學 德光中學 道明中學 公東高工 光仁小學;曙光小學;

24 10/8/21 12:08:27 10/8/21 12:11:18 anonymous 文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光仁中學;聖心女中; 振聲中學 衛道中學 輔仁中學 黎明中學 道明中學 海星中學 海星小學;光仁小學;

25 10/8/21 12:09:14 10/8/21 12:11:19 anonymous 文藻外語大學;耕莘健康輔大聖心中學;達人女中振聲中學 衛道中學 輔仁中學 德光中學 道明中學 海星中學 曙光小學;光仁小學;

26 10/8/21 12:08:50 10/8/21 12:11:56 anonymous 靜宜大學;文藻外語大學聖心女中;達人女中; 內思高工 衛道中學 永年中學 德光中學 道明中學 海星中學 光仁小學;高雄市道明外僑學校;

27 10/8/21 12:08:54 10/8/21 12:12:08 anonymous 耕莘健康管理專校;靜宜光仁中學;靜修高中; 內思高工 衛道中學 永年中學 聖功女中 道明中學 公東高工 光仁小學;海星小學;

28 10/8/21 12:09:54 10/8/21 12:12:12 anonymous 聖母醫護管理專校;耕莘聖心女中; 曙光女中 衛道中學 輔仁中學 聖功女中 道明中學 海星中學 光仁小學;

29 10/8/21 12:07:28 10/8/21 12:12:32 anonymous 文藻外語大學; 恆毅中學;崇光高中; 曙光女中 衛道中學 輔仁中學 聖功女中 道明中學 海星中學 上智小學;育仁小學;

30 10/8/21 12:11:12 10/8/21 12:12:57 anonymous 靜宜大學;文藻外語大學聖心女中;崇光高中; 振聲中學 衛道中學 輔仁中學 聖功女中 道明中學 海星中學 光仁小學;上智小學;

31 10/8/21 12:07:47 10/8/21 12:13:22 anonymous 靜宜大學;耕莘健康管理光仁中學;方濟中學; 振聲中學 衛道中學 輔仁中學 黎明中學 明誠中學 海星中學 光仁小學;曙光小學;

32 10/8/21 12:08:54 10/8/21 12:14:29 anonymous 靜宜大學;耕莘健康管理光仁中學;靜修高中; 內思高工 衛道中學 永年中學 聖功女中 道明中學 公東高工 海星小學;光仁小學;

33 10/8/21 12:08:15 10/8/21 12:14:38 anonymous 靜宜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恆毅中學;徐匯中學; 曙光女中 衛道中學 輔仁中學 聖功女中 道明中學 海星中學 海星小學;曙光小學;

34 10/8/21 12:15:51 10/8/21 12:16:44 anonymous 靜宜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恆毅中學;聖心女中; 曙光女中 衛道中學 宏仁女中 聖功女中 道明中學 公東高工 光仁小學;台北市道明外僑學校;

35 10/8/21 12:15:52 10/8/21 12:16:59 anonymous 靜宜大學;文藻外語大學靜修高中;聖心女中; 曙光女中 衛道中學 輔仁中學 黎明中學 道明中學 海星中學 光仁小學;海星小學;

36 10/8/21 12:16:51 10/8/21 12:17:49 anonymous 靜宜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恆毅中學;靜修高中; 曙光女中 衛道中學 輔仁中學 聖功女中 道明中學 海星中學 光仁小學;海星小學;

37 10/8/21 12:16:59 10/8/21 12:18:21 anonymous 文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靜修高中;達人女中; 曙光女中 衛道中學 輔仁中學 聖功女中 道明中學 公東高工 光仁小學;育仁小學;

38 10/8/21 12:18:12 10/8/21 12:19:30 anonymous 靜宜大學;文藻外語大學聖心女中;徐匯中學; 曙光女中 衛道中學 輔仁中學 聖功女中 道明中學 公東高工 曙光小學;光仁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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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Responses 35 

第一階段【第九屆常務委員】選舉－天主教學校校

務發展協會

35 02:24 Active 
Responses Average time to complete Status 

1. 大專院校請勾選2所：

．靜宜大學 29 

．文藻外語大學 28 

．耕莘健康管理專校 7 

·聖母醫護管理專校 3 

．崇仁醫護管理專校 2 

2. 台北教區中學請勾選2所

．恆毅中學 10 

．聖心女中 15 

．徐匯中學 4 

．崇光高中 6 

．光仁中學 10 

．靜修高中 8 

．達人女中 6 

．文德女中 。 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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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人女中 6 

．文德女中 。

．方濟中學 2 

·輔大聖心中學 9 

16 

14 

12 

10 

8 

6 

4 

2 

。

Responses 35 

3. 新竹教區中學請勾選1所

．振聲中學

．曙光女中

．磐石中學

．內思高工

5
 

8

1

4

8

 

4. 台中教區中學請勾選1所

．衛道中學

．文興中學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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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嘉義教區中學請勾選1所

．輔仁中學 26

．宏仁女中 2

．永年中學 6

．文生中學

．立仁高中 。

6. 台南教區中學 請勾選1所

．聖功女中

．德光中學

．黎明中學

·慈幼工商

21 
5

8

7. 高雄教區中學請勾選1所

．道明中學

．明誠中學

2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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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花蓮教區中學請勾選1所

．海星中學

．公東高工

4

1

2

1

9. 小學請勾選2所

．曙光小學 12 

．光仁小學 23 

．上智小學 8 

．育仁小學 8 

．寳仁小學 3 

．海星小學 12 

．台北市道明外僑學校

·高雄市道明外僑學校

25 

20 

15 

1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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