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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第五屆第 5 次常務委員會議紀錄 
 
時    間 ：中華民國 104 年 9 月 22 日(星期二)下午 2:30 

地    點 ：道明中學 文藻樓一樓大會議室  

主    席 ：文藻外語大學周守民校長 

出席人員 ：文藻外語大學周守民校長、輔仁大學江漢聲校長(聶達安使命副校長代理)、

正心中學丁振源校長、公東高工藍振芳校長(請假)、達人女中吳韻樂校長、 

聖心女中魏雪玲校長、曙光女中姚麗英校長、曉明女中朱南子校長(請假)、

聖功女中鄭麗蓉校長(許文全副校長代理)、道明中學林耀隆校長、 

光仁國小何怡君校長、聖心國小畢明德校長 

列席人員：常年法律顧問王正嘉律師、文藻外語大學蔡文隆主任秘書、 

秘書室吳瓊薇組長 

記    錄：吳瓊薇 

會議議程 ： 

壹、 會前禱(道明中學林耀隆校長帶領) 

貳、 主席致詞 

一、 首先，感謝道明中學為今天的會議完善且貼心的準備及安排。 
二、 另外，為大家介紹新任的執行秘書─文藻外語大學蔡文隆主秘；也請大家熱烈

歡迎光仁國小何怡君校長的加入。 
三、 依據本協會上次常務委員會議決議，我們向教育部提出陳情，教育部已回復，

相關情形，於業務報告中報告。 
四、 請各會員學校踴躍出席 104/10/23 私校退撫儲金管理會董事改選，並集中選票

支持本協會會員學校參選人。我們也已另函請各校支持，讓我們的代表能為天

主教學校發聲。 
五、 本屆(第五屆)主任委員及常務委員任期將於今年(104 年)10 月屆滿，104/10/15

常年大會將進行第六屆常務委員選舉，請大家預做準備。 

參、 確認前次會議紀錄(略) 

肆、 業務報告 

一、 協會財務報告 

(一) 104/3/6~104/8/29 協會財務收支狀況如下表： 

        單位：元                                                更新日期：104/9/22 

日  期 摘                要 收  入 支   出

104/3/6 前期結餘 $2,932,733 

104/03/19 
104 年 3 月 12 日第 5 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議常年法律

顧問出席費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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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4/02 
104 年 3 月 12 日第 5 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議活動費-

達人女中(含 30 元匯費) 
20,030 

104/04/09 
靜宜大學承辦 2013 年「耶穌復活精神相關教材編製計

畫案」補助經費(含 30 元匯費) 
45,185 

104/05/04 
台北教區(聖心女中)承辦「2015 年全國天主教學校宗

輔教師研習活動」補助經費(含 30 元匯費) 
101,269 

104/05/14 104/4/30 教育專案諮詢小組第 2 次諮商會議餐飲費 2,860 

104/06/18 2015高中職職涯探索紮根活動補助經費(含30元匯費) 100,030 

104/06/21 利息收入   1,545 

104/08/28 
「2015 天主教學校經營領導研習營暨 2015 天主教常

年大會」補助經費-正心高中(含 30 元匯費) 
250,030 

104/8/29 本期結餘 $2,411,874 

二、 活動執行進度報告 

(一) 2013 年度計畫，於靜宜大學 104/3/16 將「【耶穌復活精神】相關教材編製」

寄送至各會員學校後，整年度活動計畫執行結案。 
(二) 2013 年原核定活動補助經費 154 萬元，實際支付 152 萬 6,662 元。 
(三) 2014 年各活動已執行完成並結案，經費執行狀況於 104/3/12 第五屆第 4 次

常務委員會議報告，共計核定補助 115 萬元，實際支付 103 萬 3,560 元。 
(四) 2015 年活動執行情形如下： 

1. 2015 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活動，主題：「愛家」已於

104/4/15~17 辦理，共 37 所學校，58 人參加，活動圓滿達成，天主教

周報 336 期(2015/4/26)有詳細的活動內容報導，請參閱附件一/P.7。 
2. 「2015 高中職暨五專職涯探索扎根活動」已於 104/7/22~23 辦理，共

計 4 所學校，151 人參加，簡要成果報告請參閱附件二/P.8。 
3. 「2015 靈性教育系列活動」，已於 104/5/2(六)於振聲中學舉辦第一場

「教育工作者的一日靜修」活動，計 20 人參加。另有三場活動辦理時

間及地點如下： 

 教育工作者的一日靜修 
講師：台南聖功修女會 李純娟修女 

時間：104 年 9 月 19 日（周六）09:00 至 17:00 

地點：花蓮海星中學   

 北區宗輔老師輔導課程 

時間：104 年 10 月 2 日（周五）0900 至 12:00 

地點：新北市恒毅中學 

 生命教育輔導老師工作營 

時間：104 年 11 月 28 日（周六）0900 至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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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輔仁大學  

歡迎各校踴躍參加 

三、 教育部私立中學學雜費及公保超額年金陳情案報告 

(一) 本協會依上次常務委員會議決議，於 104 年 4 月 30 日召開教育專案諮詢

小組第 2 次諮商會議，經小組委員討論並確認陳情書內容後，以本協會名

義於 104 年 6 月 4 日發函教育部(文號：天主教學協字第 1048800006 號，

請見附件三/P.9-16)。 
(二) 教育部於 104 年 6 月 22 日函復(請見附件四/P.17)，摘要如下： 

1.  針對案由一─「建請調整私立中等學校學雜費收費標準」，教育部函復

除於 103 學年度起，實施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一定條件免學費方案後，

已擴大學生、學生家長之教育選擇權，對私立高級中等學校之校務發

展，頗有助益；另教育部國教署已委請學術單位，衡平考量政府財政

負擔、私立高級中等學校財務狀況及各項物價指數之漲跌幅等因素，

研議妥適之學雜費調整機制。 
2.  針對案由二─「建議教育部編列預算支付私立學校負擔公保超額年金

部分，以紓解私校財務困境」，教育部回應因政府已依公教人員保險法

第 20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負擔 50%之超額年金；值政府財政緊迫，實

無法再負擔剩餘 50%之超額年金，尚請陳情單位諒察。 
※關於此陳情案，有委員表示經私下詢問，教育部表示或可透過私校協會，另

尋陳情管道，如銓敘部。 

伍、 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本協會 

案由：提請討論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2016 年度活動規劃案。 

說明： 

一、 本協會每年例行辦理的活動為：常年大會暨經營領導研習營、天主教學校週，

2013 年起再加入【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活動】。 
二、 草擬 2016 年預定年度活動如下： 

項

次 
活動內容 

承辦學校

/單位 
活動月份 備註

1 第六屆第 1 次常務委員會議 3  

2 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活動 5  

3 高中職暨五專職涯探索扎根活動  7、8  

4 第六屆第 2 次常務委員會議 9  

5 常年大會暨天主教學校經營領導研習營  10  

6 天主教學校週  12  

7 靈性教育系列活動  由承辦單位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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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中職暨五專職涯探索扎根活動」及「靈性教育系列活動」是否仍持續辦理，

請討論。 
四、 待討論決議後提送常年大會審議。 

決議： 
一、 建議第六屆第 1、2 次常務委員會議召開時間及承辦單位待第六屆常務委員選出

後討論決定。 
二、 「常年大會暨天主教學校校務經營領導研習營」及「天主教學校週」之建議承

辦學校如提案二及提案三決議。 
三、 項次 2.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活動由全國七個教區輪流主辦、3. 高中職

暨五專職涯探索扎根活動慣由靜宜大學承辦、7. 靈性教育系列活動為生命教育

基金會主辦的活動，活動舉辦前，主辦單位會向協會申請經費補助，再提常務

委員會議審議。 
四、 提送 2015 常年大會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本協會 

案由：提請討論「2016 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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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輪派原則，2016 年由北區學校負責。  
二、 歷年承辦學校情形如下表： 

2007 年 2008 年 2009 年 2010 年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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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宜大學 

2012 年 2013 年 2014 年 2015 年 2016 年 

徐匯中學 德光中學 崇光女中 正心中學 待議 

三、 待討論決議後提送常年大會審議。 
決議： 

一、 建議由輔仁大學承辦。 
二、 提送 2015 常年大會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本協會 

案由：提請討論「2016 年天主教學校週」承辦學校案。 

說明： 

一、 依「北-中-北-南」輪派原則，2016 年由北區學校負責。  
二、 歷年承辦學校情形如下表： 

2007 年 2008 年 2009 年 2010 年 2011 年 

靜宜大學 文藻外語學院 光仁中學 曉明女中 道明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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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年 2013 年 2014 年 2015 年 2016 年 

靜修女中 衛道中學 曙光女中 黎明中學 待議 

三、 待討論決議後提送常年大會審議。 

  
決議： 

一、 輪派原則也應加入東區，為：「北-中-北-南-東」，故 2016 年活動建議由東部學

校承辦。 
二、 擬建議由公東高工或海星中學承辦，請於會後依序徵詢兩所學校意願後確認。 

※ 執行情形：9/23 經本會執行秘書徵詢後，公東高工藍振芳校長慨允承辦此活

動。 
三、 提送 2015 常年大會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正心中學 

案由：提請討論 2015 天主教學校經營領導研習營暨常年大會案。 

說明： 

一、 本校承辦「2015 天主教學校經營領導研習營暨常年大會」，相關資料如附件五

/P.18-20。 
二、 請各校提供意見，不吝指教。 
三、 敬邀友校支援此項活動。 

決議：本活動規劃完整豐富，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天主教嘉義教區宏仁女中董事會、立仁高中董事會、正心高中董事會、 

永年高中董事會、文生高中董事會、輔仁高中董事會、崇仁護專董事會 
聯合提案 

案由：建議辦理天主教學校教職員研習案。 

說明： 

一、 校務發展需要經驗傳承、互相分享及研究改進。個別學校免於孤軍奮戰，個別

行政人員免於單打獨鬥、瞎子摸象。 
二、 參考政府公務人員派任新職前均需參加職前訓練，熟悉公文書寫、行政流程、

法令規章、行政倫理、獎懲規定、……。 
三、 面對社會變遷，需要不斷革新應變。 
四、 促進天主教學校教職員革命感情及相同職務者互通有無。 

辦法： 

一、 研習的對象：主任、組長、幹事、教師、……。 
二、 研習項目： 

(一) 例如編寫各項補助之申請例如「優質化計劃」、採購流程、教學成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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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二) 可先調查並統計各校共同需求最多之項目先行舉辦。 

三、 承辦單位：校務發展協會組成承辦小組。 
四、 經費：講師費及場地費等雜費由協會負擔，學員食宿交通費由各校負擔（協會

在經費許可下給予 50%之補助）。 
五、 分區辦理：為方便學員及減輕學校負擔，分成北、中、南、東四區。 
六、 研習計劃：為永續經營，請研習承辦小組研擬「天主教學校聯合辦理校務研習

辦法」，以後每學年度提出年度計劃，送常務委員會議討論，交常年大會通過後

實施。 
決議： 

一、 建議本協會基於協助各校校務行政研究精進之原意，提供經費補助及人力

支援。 
二、 建議由正心中學丁振源校長擔任召集人成立承辦小組，於 2015 常年大會提

出規劃案審議。 

陸、 臨時動議：無。 

柒、 會後禱(輔仁大學聶達安使命副校長帶領) 

捌、 散會(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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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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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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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2 

附件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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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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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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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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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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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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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天主教學校經營領導研習營暨常年大會實施計畫 

一、2015 天主教學校經營領導研習營議程 

   時間：104 年 10 月 14 日〈星期 三〉~10 月 15 日〈星期四 〉 

   地點：雲林縣天主教正心高級中學  正心堂 

   出席人員：各校三名(董事長、校長、行政主管) 

104 年 10 月 14 日〈星期三〉 

時間 主題 主禮/主持/主講 地點 

09:00~09:30 報到 正心服務團隊 正心堂 

09:30~09:50 開幕祈福禮 嘉義教區鍾安住主教 正心堂 

09:50~10:20 開幕式 
協會主席周守民校長 

教育部政務次長林思伶 
正心堂 

10:20~10:30 休息 正心服務團隊 正心堂 

10:30~12:00 

專題演講：天主教學校在當

前教育政策下，如何建立特

色，永續經營 

主持人:周守民校長 

主講者:林思伶政次 
正心堂 

12:00~13:30 用餐& 午休 正心服務團隊 
圖書館 

閱覽室 

13:30~15:10 學校經驗分享 

靜宜大學丁玟瑛主任 

內思高工湯誌龍校長 

文興中學林慶國校長 

聖心國小畢明德校長 

正心堂 

15:10~15:30 茶敘 正心服務團隊 正心堂迴廊

15:30~15:40 
下午課程分組說明 

前往分組場地 
正心服務團隊 正心堂 

15:40~17:40 

分組討論： 

分成 A、B、C 三組 

A (1).天主教學校如何形成

策略聯盟，分享資

源、經驗，攜手並

 

 

A 組 

主持人： 

永年中學許仁弘校長 

正心堂、閱

覽室、聖心

大樓會議室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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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2).面對少子化衝擊及 12

年國教變革，天主教會

學校如何建立特色，永

續經營？ 

B (1).配合 12 年國教課

綱，研發特色課程、

選修課程的經驗交

流及分享。 

(2).12 年國教實施後，教

師如何增進本質學

能，活化教學，翻轉

教育。 

C (1).優質化、均質化、國

際教育等計畫交流

分享。 

(2).校務評鑑經驗交流 

與談人： 

磐石中學陳方濟校長 

     曙光女中姚麗英校長 

 

B 組 

主持人： 

宏仁女中孫宏禮校長 

與談人： 

德光中學孫碧芳校長 

     聖心女中魏雪玲校長 

 

 

C 組 

主持人： 

輔仁中學張日亮校長 

與談人： 

聖功女中許文全副校長 

    崇光女中周麗修校長 

17:40~18:00 搭車前往用餐 正心服務團隊  

18:00~20:00 晚宴 正心服務團隊 
海村澎湖 

活海鮮餐廳

20:00 住宿者前往飯店 Checkin 正心服務團隊 
緻麗伯爵商

務旅館 

104 年 10 月 15 日〈星期四〉 

07:00~08:00 早餐  
緻麗伯爵商務

旅館 

08:00~08:10 搭車前往正心 正心服務團隊  

08:00~08:20 報到 正心服務團隊 正心堂 

08:20~09:50 分組討論成果分享 各組代表 正心堂 

09:50~10:20 茶敘 正心服務團隊 正心堂迴廊 

10:20~11:00 綜合座談 協會主席周守民校長 正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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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2:00 感恩彌撒 主禮：鍾安住主教 正心堂 

12:00~13:30 午餐&午休 正心服務團隊 圖書館閱覽室

 

二、2015 天主教學校常年大會議程 

    時間：104 年 10 月 15 日〈星期四〉中午 13:30 至下午 15:30 

    地點：雲林縣天主教正心高級中學   

    出席人員；各校校長 

13:30~15:30 常年大會 校務發展協會團隊 正心堂 

 

＊備註：分組討論分成 A、B、C 三組，每組各討論兩個子題，  請參加人員於報名時填寫 

 組別志願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