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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第七屆第 1 次常務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10:00 
地    點 ：輔仁大學 野聲樓三樓第一會議室 YP324  
主    席 ：輔仁大學江漢聲校長 
出席人員 ：恆毅中學陳海鵬校長(洪淑貞秘書代理)、曉明女中劉瑞瓊校長、 

靜宜大學唐傳義校長(蔡靜宜組員代)、聖心國小畢明德校長、曙光國小林

玲鳳校長、崇光女中周麗修校長、磐石中學陳方濟校長、 
正心中學林佳慧校長、黎明中學羅家強校長、 
明誠中學高佑仁校長、海星中學孔令堅校長 

列席人員 ： 輔仁大學聶達安使命副校長、林之鼎校牧 
  輔仁大學耶穌會單位代表嚴任吉神父、聖言會單位代表劉錦萍修女 
  輔仁大學耶穌會使命室王文芳主任 
   輔大法律顧問黃贊臣律師、靜宜大學蔡靜宜組員、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宗輔室王音鳴主任 
  宏仁女子中學邱承斌組長、聖心女中陳鳳幼組長、 
            生命教育基金會施宣溢執行長、 

輔仁大學陳盈良組長、輔仁大學黃惠芳小姐、輔仁大學蕭明嫻小姐 
記    錄： 蕭明嫻 
 
議    程： 
壹、 會前禱：輔仁大學林之鼎校牧帶禱。 
貳、 主席致詞： 

一、 感謝各位校長及師長蒞臨輔仁大學，這禮拜是聖周，每天耶穌都有不一樣的

事蹟，今天剛好是晚餐，耶穌知道誰會害他，思考耶穌會遭受甚麼樣的事情，

我們以耶穌的心境作祈禱回應。 
二、 近年招生困境重重，趁著這次機會，歡迎天主教高中學生能夠選擇使命特色

的學校繼續深造，也希望有更多教友學生來輔大，落實教會的福傳使命。 
三、 去年輔大剛完成興建輔大附設醫院，如果大家會後有時間，歡迎參觀醫院，

其中聖堂、壁畫等，以及 VIP 健檢中心，都是台灣目前最先進的服務。 
參、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請參閱現場簡報) 

第六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議(106 年 9 月 22 日)會議紀錄先以電子郵件寄予各委員

確認，並於 106 年 10 月 6 日發函(天主教學協字第 1061283005 號)予各會員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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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業務報告 

http://www.sgps.hc.edu.tw/
http://www.smhs.hl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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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協會財務報告： 
(一) 文藻外語大學移交協會結餘款$2,918,119，於 2018/12/14 結轉至輔仁大學

指定銀行帳戶。 
(二) 106 學年度 47 所會員學校會費收入截至 107/3/23 止，共計 1,173,660 元。 
(三) 106/9/18~107/3/23 協會財務收支狀況如下表： 

  單位：元 
日  期 摘                要 收  入 支   出 

106/9/18 前期結餘$2,93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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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2/13 銷戶結算利息收入 958  
106/12/13 結轉第七屆承辦學校-輔仁大學匯款手續費  40 
106/12/14 結轉第七屆承辦學校-輔仁大學協會結餘款 2,918,119  

106/12/20 
2017 年靈性系列活動補助款 
(含匯費 30 元)─生命教育基金會  150,030 

107/1/30 
2017 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暨常年大會(含
匯費 30 元) ─道明中學  281,511 

107/1/6~ 
3/23 

106 學年度 47 所會員學校年費 1,173,660  

107/3/23 本期結餘 總計 3,660,238  
 

二、 2017 年活動執行進度及活動補助經費狀況，請參考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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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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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活動內容 

承辦 
單位 

核定 
金額 

實支 
金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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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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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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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511
元 

106/10/25-26 於真福山社福文教

中心辦理。※補助金額已於

107/1/30 撥付。(結案報告準備中) 

6 天主教學校週 
輔仁大

學 
55 萬

元 
 

活動項目： 
1. 徵文比賽：11/15 截稿。 
2. 短片創作比賽：11/15 截止收

件。 
3. 圖文創作比賽：11/15 截稿。 
※尚未核銷與結案 

7 
靈性教育系列

活動 

生命教

育 
基金會 

15 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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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台南聖功心潔靈

修中心辦理「初學導師靈修

營」， 15 人參與。 
(5) 11/5 於新竹曙光女中辦理，

28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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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生命教育輔導老師工作營：

11/17 於輔仁大學辦理，60 人

參與。 
※補助金額已於 106/12/20 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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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 嘉義教區(宏仁女中) 
案由：申請「2018 年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活動經費補助案，請討論。 
說明： 

一、 2018 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活動今年由嘉義教區負責承辦。 
二、 活動目的：增進全國宗輔教師對教會教育理念之認同與實踐，並藉聯

誼、分享共融具體活動，推動營造教會精神，教育理念與校際聯盟的

共融。 
三、 活動日期：107 年 4 月 11 日(三)至 4 月 13 日(五)，三天兩夜。 
四、 主題：創世紀之愛。 
五、 地點：雲林縣斗六市正心中學。 
六、 講師：吳終源神父、葉光洲律師、趙士儀神父、浦英雄神父、趙永吉

神父以及李郁文老師等。 
七、 對象：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含校牧、宗輔主任、組長、教師等），

預計 50 人。 
八、 費用：參與者每名 2,500 元。 
九、 擬申請補助：本次研習總費用為新台幣 31 萬 4,800 元，除學員負擔每

名 2,500元，尚有不足額款項，擬請貴會同意並惠允補助新台幣 189,800
元整。(活動計畫及概算表請參閱附件三，p.18-21)。 

決議： 照案通過，補助新台幣 189,800 元整。 
建議： 因活動天數恐造成部分學校宗輔老師人力的吃緊，建議未來能否考量在

暑假期間辦理。 
 宏仁女中回應：該活動未曾在暑假辦理，如為小型學校，教職員一人常

身兼多職，在暑假學校也會有很多活動。這次為深入課程內容，特別規

劃活動於復活期舉辦。下屆承辦學校可考慮活動辦理時間的適宜性。 
 
 

提案二                                             
提案單位：靜宜大學 
案由：申請「2018 高中職暨五專職涯探索扎根活動」經費補助案，請討論。 
說明： 

一、 活動目的：增進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會員學校學生的互動，引導

高中職學生在準備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的過程中，能全面瞭

解各校學院系相關資訊，協助生涯興趣探索，掌握甄試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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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資料的製作要領與面試技巧，提升入選大學競爭力，及

早作好生涯規劃，進入期待的學系就讀。 
二、 活動內容：職涯興趣探索及解析、備審資料及面試技巧教學、認識大

學、相關體驗課程等。 
三、 活動日期：預計 107 年 7 或 8 月辦理，共 2 梯次，每梯次 1 天。 
四、 活動地點：靜宜大學 主顧樓 115 教室。 
五、 活動對象：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會員學校高中職暨五專學生。 
六、 人數/費用：每梯次限 90 名，2 梯次共 180 名；全程免費。 
七、 報名日期：自 107 年 4 月 15 日起至 107 年 6 月 15 日或額滿為止。 
八、 活動證明：全程參與者，核發研習證明。 
九、 承辦單位：靜宜大學校友聯絡暨就業輔導室。 
十、 經費說明：本次活動擬向協會申請補助新台幣 10 萬元，包含：講師

費、學生餐費、保險、手冊印製、體驗課程材料費等，交

通費及活動材料費另由靜宜大學支付。(活動計畫及預算書

請參閱附件四，p22-27) 
      決議：照案通過，補助新台幣 10 萬元整。 
 
 

提案三                                            
提案單位：靜宜大學 
案由：2018 年天主教學校週 47 所天主教學校共同及主要活動內容，請審議。 
說明： 

一、 活動主題：傳給人—Jesus’s Love 
二、 活動主題意義闡述：如本會議資料之附件五(附件一)。 
三、 活動主題曲：傳給人（收錄在“輕歌讚主榮”） 
四、 聯合點燈：由各校於將臨期第一週（107 年 12 月 3 日至 12 月 9 日）

自行擇日籌劃舉行。 
五、 共同關懷行動：「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

我做的」。（瑪 25：40） 
(一) 關懷對象：敘利亞難民 
(二) 關懷方式： 

行動一、敘利亞難民兒童禮物包製作 
1. 107 年 6 月 30 日前，靜宜大學完成寄送全國天主教學校每校 200

份禮物包材料，內容包含：棉製束口袋、A6 筆記本、鉛筆等。 
2. 107 年 6 月 30 日前，中區天主教學校完成編寫課程教案及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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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製作示範，供各校推動活動使用。 
3. 107 年 11-12 月各校透過生命教育課程（中小學）或工作坊（大

專院校），引導學生認識敘利亞難民之處境，並鼓勵學生付出行

動關懷難民兒童，以書寫/繪圖方式在筆記本上給予祝福，並完

成禮物包裝。 
4. 107 年 12 月 10 日前，各校驗收禮物包後，寄回靜宜大學。 
行動二、520 愛心毛毯認購活動 
1. 募款時間：107 年 12 月 3 日（日）至 12 月 17 日（日）。 
2. 勸募目標：每校 100 條毛毯，由各校發起教職員工生及家長發

揮愛心認購愛心毛毯。 
3. 愛心毛毯認購款項之經手機構尚確認中，考慮透過明愛會或天

主教台中教區開立收據。 
（三）彙整送達： 

1. 由靜宜大學彙整所有禮物，並聯合中區學校人力將禮物完成裝

櫃，預計於 108 年 1 月寄出至黎巴嫩，由當地貝魯特宗座代牧

區（Apostolic Vicariate of Beirut）轉交禮物至當地 Zahlé de la 
Bekaa 難民營。 

2. 購買毛毯剩餘善款將捐給國際明愛會 *持續進行敘利亞難民救

援工作，因當地難民營裡衛生條件不佳，除毛毯外，尚缺乏枕

頭、尿布…等民生物資。 
*善款捐助的管道可能受捐款收據開立之便利性而有所變動，

尚須做細節確認。 
六、 祈禱卡調查：主辦單位將提供「天使祈禱卡」，供各校於將臨期及聖

誕期相關活動中使用。擬於 2018 年 6 月底完成數量調查及寄出。 
七、 經費預算：活動總經費：2,010,480元，各校愛心募款目標：2,704,000

元。（以 520 元*5200 條毛毯子計） 
 
擬向協會申請補助：500,000元 
說明：以募款所得支付毛毯製作及運送成本 1,510,480 元，剩餘之

1,193,520 元擬透過國際明愛會*捐助位在黎巴嫩之敘利亞難民

營。(經費明細詳如附件五，p.28-31) 
 

決議： 
一、 照案通過，補助新台幣 50 萬元整。 
二、 倘若靜宜大學於過程中需要預支毛毯訂金，即總預算百分之三十(預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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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左右)，並於活動結案後歸墊，協會決議同意墊支訂金。 
建議： 
一、 建請靜宜大學提供活動宣導教案外，亦提早時程啟動活動，以利各校於學

期初推動。 
二、 建請靜宜大學個別調查各校可提供禮物包之數量，使讓各校在考量學生人

數後順利完成。 
三、 建請靜宜大學於今年 10 月常年大會辦理活動開幕儀式。 

 
 

提案四                                       
提案單位：生命教育基金會 
案由：推動「校園靈性教育系列活動」經費補助申請案，請討論。 
說明： 

一、 生命教育與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合作多年，先期合作主題聚焦於

學校之經營領導，完成階段目標之後，由各夥伴學校接手主辦。自 2012
年開始，基金會在推動生命教育的工作中，因應社會趨勢，開始探索

「教育工作者的靈性發展」，並邀請專家學者、教會學校共同參與。

陸續舉辦一日靜修、校園靈性教育論壇等活動，開展更先知性的教育

行動。 
二、 2018 年度活動與伙伴學校以下列方式合作：三場「一日靜修活動」，

一場「生命教育輔導老師工作營」，今年將陸續深耕至各個學校。 
(一) 教育工作者的一日靜修活動（預定） 

邀請天主教學校合作舉辦，參加對象鎖定教育工作者及家長。 
第一梯次 2018 年 4 月(星期六)名額 35 人 待詢校方決定 
第二梯次 2018 年 5 月(星期六)名額 35 人 待詢校方決定 
第三梯次 2018 年 10 月(星期六)名額 35 人 待詢校方決定 

(二) 「生命教育輔導老師工作營」 
活動目的：為研究、推廣、學習生命教育在校園中推廣之課程

與教學實務，並融入精進課程之設計與實施，以及

靈性教育與創新教學價值，特舉辦此研習會，以作

為各級學校實施生命教育之參考。 
參與對象：全國對生命教育課程中關於天主教靈修傳統、靈性

教育之理念、教學實務策略、教學經驗分享有興趣

者，含大專院校教師及行政人員、中等學校教師及

行政人員等，預計 1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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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活動日期：2018 年 10 月 9：00-16：50  
活動地點：輔仁大學天主校學術研究院聖保祿廳  

                  
2018 年生命教育基金會執行「靈性教育系列活動」總經費為                  
312,500 元。敦請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補助本活動 15 萬元，                  
其餘經費由基金會自行籌款。如附件六(p.32-33)。 

決議：照案通過，補助新台幣 15 萬元整。 
 
 
提案五                                             
提案單位：聖心女中 
案由：承辦「2018 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暨常年大會」實施計畫，請討論。 
說明： 
一、 研討會的以終為始 (Start with WHY) 

以聖心中小學導入的「自我領導力教育」為例，共同研討如何裝備學生： 
(一)自處的能力--培育學生有生命的活力、學習的動機，活出使命、勇敢

作夢、掌握人生方向，同時有紀律地管理自我的生活與學習。 
(二)處世的能力--運用工具與方法學習與他人溝通、合作，養成富足的思

維，與世界互動、共好。 
二、 研討會的方式 (HOW we can make it)  

以專題講座、進班觀察、學生展現、師生對話，分組討論的方式認識、體

驗「自我領導力教育」在學校的可行性。 
三、 研討會的產出 (WHAT will be achieved) 

1. 快樂學習--「自我領導力教育」內涵的認識 
2. 熱情分享--聖心師生與來賓的雙贏 
3. 自信出發--學校領導人的希望感 
4. 成為改變--新思維、新學校文化的可能 

四、 2018 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議程 
時間：107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二〉09:00 至 10 月 24〈星期三〉13:00 
地點：新北市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出席人員：各校三名(董事長、校長及行政主管)            

五、 活動實施計畫如附件七(p.34-38)。 
六、 本次活動經費總計 23 萬元，擬請惠允補助。 
決議：照案通過，補助新台幣 23 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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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                                  
提案單位：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案由：有關本協會法律顧問聘任事宜，請討論。 
說明： 
一、 本協會原法律顧問王正嘉律師已於 2017 年 10 月請辭。為解決未來本協會

法律顧問聘任事宜，擬提出以下方案： 
方案一：由承接主任委員學校自行處理法律顧問聘任事宜，且有關出席差

旅費用等需請款事宜，擬向協會申請經費，以 3 千元為限，超額

部分由該主任委員學校自行吸收。 
決議： 
一、 同意授權主任委員召集北中南大學(輔仁大學、靜宜大學及文藻外語大學)

共同研商將來本協會法律顧問聘任事宜。並於下一次常務委員會報告本協

會法律顧問聘任方式。 
二、 同意法律顧問之出席費提高至每次 5 千元，每年預計會議出席三次(2 次常

務委員會，1 次常年大會)，每年補助最高以 1 萬 5 千元整為限。另補助其

實際所需之差旅費。 
 

陸、 臨時動議： 
一、建請以協會名義聯名各校向教育部提案私校學費調漲： 
回應總結： 
相關提案已提出多次(透過私校協會、私校代表等)。然學費調整需從法源修改，

鬆綁政府補助範圍外，如能增開分組的多元選修課程，在代收代付下，可以另

收學費挹注學校財源。 
 

柒、 會後禱：輔仁大學林之鼎校牧帶禱 
捌、 散會：11:30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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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六六六 
一、 綜合座談 

問題 1：如何建立宗輔學校交流平台，以利校際互動？－磐石高中 

答  覆：曉明女中已於 2017 年 5 月下旬建立「天主教學校宗輔老師」LINE 群組。另外，

天主教學校交流網路平台建製事宜由文藻外語大學 周守民 校長代為在大學校

長會議中提出討論。 

問題 2：教育現場中與時代相關的議題，如：同志婚姻議題。天主教學校可否有完整的

知能培訓或示範？以幫助宗輔教師裝備知能以因應教育現場中，有更好的對話。

－磐石高中 

答  覆：「對話的有效性」必須建立在實際教學現場中，透過實際課堂中和學生對話，才

有可能了解不同時代中學生的思維，才能發展出因應不同群體的有效溝通。 

        宗輔教師的培訓與增能首先能做的是各區域教師彼此交流，對議題有交流與共

識，發展出適合該區域的教學方式；另外，全國性議題的因應之道，完整的培

訓與示範尚需凝聚各區力量與討論，此問題將會帶到共同的會議上討論。 

問題 3：如何帶領同事或教育界夥伴認識天主教學校核心價值和精神？－聖母醫護 

答  覆：宗輔教師、教友教師要看見自己的重要性，活出應活的態度和精神，自然能夠

引人主動認識生命教育領域之重要性。 

問題 4：因應 108 課綱辦理共備課程的可能性？－德光中學 

答  覆：曉明女中已於 2017 年 5 月下旬建立「天主教學校宗輔老師」LINE 群組，可多

加利用。共備課程部分可以由區域內的學校教師視需要而策劃、組織，因不同

區域仍有地方特色與需求的不同，同區教師可以自由組織教師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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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2017 高中職暨五專職涯探索扎根活動成果簡要報告 

 
2017 高中職暨五專職涯探索扎根活動

於 106 年 8 月 9、10 日在靜宜大學舉辦，共

3 校 229 人參與，詳如右表。 
 

本活動共有四大主題，分述如下： 
1. 傾聽你的學涯路 

引導同學以生涯夢想、職場職缺現況等角度，初探個人

願景及未來就業可能性。進行分組遊戲引發同學對個人生涯

進一步探索的動機、激發同學對有限職缺的競爭意識，並提

升同學把握大學在學期間培養特定能力的現實感。最後搭配

生涯類型理論，引導同學完成個人生涯藍圖。該活動滿意程

度為 98.6%。 
 

2. 花 young 風采 大學無悔 
本活動以學生預先填妥之"期待體驗之課程"進行分

組活動，由 靜宜大學 資訊學院資傳系王肇教授、理學院

化科系張乃方教授、外語學院日文系楊惠菁教授等 3 個學

院教授分組授課，課程分別為 VR 體驗課程、沐浴鹽製作

課程、日本文化體驗課程，參與的學生除了認識感興趣之

學系之外也動手參與『做中學』。該活動滿意程度為

98.2%。 
 

3. 一試定江山 
本活動由靜宜大學國企系鄧嘉宏教授，以其豐富之

經驗分享如何製作備審資料及面試技巧等完整資訊，並

透過歷年學生履歷自傳做為案例，闡述準備備審推甄資

料時可能遭遇之問題，同學並熱烈發問，該項活動滿意

程度為 100%。 
整體而言，92.1%學生覺得「參加完本活動後，

我更清楚自己未來大學科系的選擇」；100%對於

「參加本次活動，我感到滿意」。學生也表示『這

次的活動讓我知道自己適合什麼科系，更明白自己

還應具備哪些能力及備審資料如何準備，以及如何

邁向自己未來的路，朝著自己的目標前進！』- 
 

106.08.09 106.08.10 
參與學校 人數 參與學校 人數 

曙光女中 74 
磐石高中 38 
輔仁中學 108 

帶隊老師 4 帶隊老師 5 
小計 78 小計 151 

總計 229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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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 

 
一、 目的：增進全國宗輔教師對教會教育理念之認同與實踐，並藉聯誼、分享、 

      共融具體活動，推動營造教會精神，教育理念與校際聯盟的共融。 
二、 主辦單位：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教育文化委員會。 
三、 承辦單位：天主教嘉義教區文生中學、立仁高中、正心中學、宏仁女中 

永年中學、崇仁專校、輔仁中學 
四、 參加對象：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含校牧、宗輔主任、組長、教師等）。 
五、 研習時間：107 年 04 月 11 日至 04 月 13 日(週三~週五)，共三天。 
六、 報到地點：雲林縣斗六市正心中學 

 地    址：雲林縣斗六市正心路 1 號。 
 電    話：05-5512501 

七、 住    宿：嘉義市鈺通飯店。房間為雙人房，若須個人自己一間，需補繳  
          1750 元。 

八、 研習議程：請參閱附件一。 
九、 報名方式：限額 50 名。報名表如附件二。 

1. 自即日起至 106 年 3 月 12 日(星期一)前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完成報名

手續（http://www3.inservice.edu.tw/）課程代號﹕2367675。或將報名表 Email：
bbin@hjgs.cy.edu.twfu 邱承斌老師收。也可傳真至 05-2318778 傳真後請來電

確認。經審核後 3 月 16 日前 Email 函覆。 
2. 聯絡人：邱承斌老師(05-2322802 轉 602) 

十、 研習費用：三天兩夜，每人 2,500 元。（請於報到時繳交） 
十一、 報到：106 年 04 月 11 日（三）10：30 專車分別於高鐵雲林站及台鐵斗

六站接送。 
1. 高鐵：高鐵雲林站 2 號出口搭乘專車。 
2. 台鐵：於斗六火車站後站出口搭乘專車。 
3. 因活動設計，需大幅度移動活動場地，敬請盡量不要開車前往，謝謝。如需開

車，請直接前往正心中學，車將停在正心中學，第三天活動後再載往正心中學

取車。 
十二、最後一天將送各位前往嘉義火車站及嘉義高鐵站搭車，與第一天搭專車的地點不

同，購票時請留意。 
十三、為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餐具與杯子，謝謝。 
十四、本辦法如有修正，將另行通知。 

  

附件三 

mailto:bbin@hjgs.cy.edu.tw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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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日期 行程 地點 主講 
4/11(三)    
10：30 專車接送 斗六火車站 

雲林高鐵站 
 

11：00-11：30 報到 正心中學  
11：30-12：00 開幕式 正心中學 吳終源副主教 
12：00-13：30 午餐 正心中學  
13：30-15：00 民法修訂對家庭.婚姻的

影響如何於課程中應用 
正心中學 葉光洲律師 

15：00-16：20 農耕午茶 正心中學  
16：20-17：00 討論：社會變遷中教學

場域的困境與轉化。 
正心中學 葉光洲律師 

17：00-17：30 細說朝聖 正心中學 靈修組 

17：30-18：00 晚餐--獵人餐   
18：00-20：00 心靈朝聖之旅 古坑 靈修組 
20：00-20：30 晚禱 梅山 靈修組 

20：30 回飯店   
4/12(四)    

0800 集合出發 飯店大廳 活動組 

9：00-10：00 彌撒 朴子天主堂 浦英雄神父 

10：10-11：30 朴子天主堂導覽 朴子天主堂 趙士儀神父 
11：30-14：00 午餐   
14：00-17：00 鰲鼓溼地 鰲鼓溼地 趙士儀神父 
18：00-20：00 夜市人生 文化路  

20：00~ 晚安~   
4/13(五)    

8：30-10：00 青年福傳工作分享 嘉義教區辦事處 李郁文老師 

10：10-11：00 綜合座談會 嘉義教區辦事處  
11：00-12：00 感恩禮 * 交接禮 嘉義教區辦事處 趙永吉神父 

12：00 午餐 嘉義教區辦事處  
13：30 回家傳報福音~ 嘉義火車站 

嘉義高鐵站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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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 

報名表 

學校名稱 姓    名 職  稱 E-mail 電      話 
出生年月日(保險用) 

身份證字號 
    （0）： 

（手機） 
 

 

   （0）： 
（手機） 

 

 

   （0）： 
（手機） 

 

 

   （0）： 
（手機） 

 

 

附註：1、交通：□雲林高鐵站 2 號出口處搭乘專車 
               □斗六火車站後站出口處搭乘專車 
               □自行前往 
      2、住宿：□住宿      □須個人單獨一間(補繳 1750 元) 
               □不住宿 
      3、用餐：□葷      □素 
      4、本報名表請於 3 月 12 日前傳真至（05）2318778 
         或 E-mail：bbin@hjgs.cy.edu.tw 
         電話：（05）2322802 分機 602 
         聯絡人： 邱承斌老師  賴碧華修女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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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活動概算表 
單位：元 

 
  

項目 單價 單位 合計 備註 

鐘點費 

1,000 1 小時 1,000 4/11 吳終源神父 
1,600 4 小時 6,400 4/11 葉光洲律師 
1,600 4 小時 6,400 4/12 趙士儀神父 
1,600 4 小時 6,400 4/12 生態導覽員 
1,000 1 小時 1,000 4/12 浦英雄神父 
1,000 1 小時 1,000 4/13 趙永吉神父 
1,600 2 小時 3,200 4/13 李郁文老師 

講師交通費 1,500 2 趟 3,000 4/11 葉光洲律師  
700 2 趟 1,400 4/13 李郁文老師  

茶點費 100 50 人 5,000  

交通費 
12,000 2 部 24,000 4/11 遊覽車 
12,000 2 部 24,000 4/12 遊覽車 

4,000 2 部 8,000 4/13 遊覽車 
伴手禮 250 60 人 15,000  
點心費 100 50 人 5,000   

餐費 
150 50 人 7,500 4/11 中餐 
150 50 人 7,500 4/11 晚餐 

5,000 5 桌 25,000 4/12 午餐 

 
200 50 人 10,000 4/12 晚餐 

4,000 50 人 20,000 4/13 中餐 
參加者住宿費 4,000 25 間 100,000 25 間*2,000 元*2 晚=100,000 
工作人員住宿

費 4,000 3 間 12,000  

保險費 40 150 人 6,000 40 元*50 人*3 天=6,000 元 
手冊 100 60 本 6,000  
雜支 200 50 人 10,000  
小計   314,800  

參加者自付 2,500 50 人 125,000  
     

總計申請補助   18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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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第七屆第一次常務委員會議提案單 

開會日期：107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開會地點：輔仁大學野聲樓 3 樓第一會議室(YP324) 

案 由 
靜宜大學申請主辦「2018高中職暨五專職涯探索扎根活動案」補助款新台幣

10萬元，請討論。 

說 明 

一、 活動目的：增進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會員學校學生的互動，引導高

中職學生在準備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的過程中，能全面瞭解各校學院系相

關資訊，協助生涯興趣探索，掌握甄試備審資料的製作要領與面試技巧，

提升入選大學競爭力，及早作好生涯規劃，進入期待的學系就讀。(相關

企劃書及詳細預算編列，請參閱附件) 
二、 活動內容：職涯興趣探索及解析、備審資料及面試技巧教學、認識大學、

相關體驗課程等。 
三、 經費說明：本次活動費用預估為新台幣10萬元，包含：講師費、學生餐

費、保險、手冊印製、體驗課程材料費等，交通費及活動材料費另由靜

宜大學支付。  
四、 活動日期：107年7或8月份辦理，共2梯次，每梯次1天。 
五、 活動地點：靜宜大學。 
六、 活動對象：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會員學校高中職暨五專學生。 
七、 人數/費用：每梯次限90名，共180名；全程免費。 
八、 報名日期：107年4月15日至107年6月15日或額滿為止。 
九、 活動證明：全程參與者，核發研習證明。 
十、 承辦單位：靜宜大學 校友聯絡暨就業輔導室。 

辦 法 
(若無，可省略) 

 

備註：如有提案，敬請於 107 年 2 月 26 日（星期一）前，以電子檔 e-mail 至
adcei@mail.fju.edu.tw，以利彙整作業，謝謝! 
 
提案學校：靜宜大學 
聯絡人：校友聯絡暨就業輔導室 李佩芬小姐     聯絡電話：04-26328001＊11901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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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2018 高中職暨五專職涯探索扎根活動｣活動企劃書 

活動名稱： 2018 高中職暨五專職涯探索扎根活動 

活動目的： 增進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會員學校學生的互動，引導高中職學生在準

備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的過程中，能全面瞭解各校學院系相關資訊，協助生

涯興趣探索，掌握甄試備審資料的製作要領與面試技巧，提升入選大學競

爭力，及早作好生涯規劃，進入期待的學系就讀。 

主辦單位： 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承辦單位： 靜宜大學 校友聯絡暨就業輔導室 

活動日期： 107 年 7 或 8 月份辦理，共 2 梯次，每梯次 1 天。 

活動地點： 靜宜大學 主顧樓 115 教室 

活動對象： 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會員學校高中職暨五專學生 

活動費用： 全程免費 

活動人數： 每梯次上限 90 名，共 180 名。 

報名方式： 

(1). 本活動一律採「紙本報名」，各校請填寫附件一表單。 

(2). 依據個人資料保護法規範，請請詳閱附件二「2018 高中職暨五專職涯探索扎根

活動-個人資料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暨同意書｣，並於同意書之下方表格

簽名，連同報名表一併回傳本校。 

(3). 將兩附件之檔案以 mail 或傳真方式至本校，並經本校聯繫確認，視同報名成

功。 

報名日期：自 107 年 4 月 15 日起至 107 年 6 月 15 日或額滿為止。 

(每梯次未達 50 人，則該次活動停止辦理) 

交通方式：自行前往；以校為單位，如報名人數超過 35 人則派車接送。 

活動內容： 

(1). 傾聽你的學涯路 
藉由職涯諮商師引導同學以生涯夢想、職場職缺現況等角度，初探個人願景

及未來就業可能性，搭配生涯類型理論，引導同學完成個人生涯藍圖。。 
操作方式：進行分組遊戲引發同學對個人生涯進一步探索的動機、提升同學

把握大學在學期間培養特定能力的現實感，活動時間為 90-120 分鐘。 

(2). 與花草書香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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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參觀榮獲評比為全國十大非去不可圖書館的「蓋夏圖書館」，讓學生感受

大學書香環境、了解圖書館特色設計與規劃。 
操作方式：規劃專人帶領導覽蓋夏圖書館，活動時間為 30 分鐘。 

(3). 花 young 風采 大學無悔 
以實作體驗來認識系所，透過靜宜大學特色學系老師介紹院系未來發展方向，

並告知學生欲進入該院系如何充實軟硬實力，及未來發展趨勢，更透過體驗課程

讓參與活動學生了解該系所之專長領域，建立大學與高中職生溝通之橋梁，並傳

達正確的學習心態。 
操作方式：參與學生於報名表單填寫時，先請學生勾選想要體驗之系所課程，

再依據體驗課程屬性不同進行分組，活動時間為 90-120 分鐘。 

(4). 一試定江山 
邀請專業講師講解如何製作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書面資料及面試技巧等資訊，

課程內容為講師介紹如何準備甄試書面資料和學習規劃書，同時也希望透過實際

案例演練，讓學生了解面試時應注意的提問資訊，以及如何解決和精進。 
操作方式：以備審資料撰寫方式不同之學生案例於活動中進行講解。活動時

間為 90-120 分鐘。 

活動行程 

時間 課程內容 

09:00-09:15 報到 

09:20-09:35 開幕式 

09:40-11:20 主軸一：「一試定江山」 

11:25-11:55 與花草書香共舞 

12:20-12:55 用餐及交流 

13:00-14:30 主軸二：「花 young 風采 大學無悔」 

14:35-16:05 主軸三：「傾聽你的學涯路」 

16:10-16:20 結業式 

16:30 返家 

備註：為配合天候及時間安排，承辦單位可依實際狀況進行活動流程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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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概估：2018 高中職暨五專職涯探索扎根活動經費預估如下： 

項目 單價 數量 金額 備註 

補 
助 
款 

鐘點費 1,600 20 32,000 

1. 傾聽你的學涯路:(1600元*2小時

*1 人)*2 天=6,400 元 
2. 花 young 風采大學無悔:(1600 元

*2 小時*3 人)*2 天=19,200 元 
3. 一試定江山:(1600 元*2 小時*1

人)*2 天=6,400 元 

工讀費 140 105 14,700 

1. 前置作業:(140 元*7 小時)*3 天

=2,940 元 
2. 當日全天工讀生:(140 元*8 小時

*3 人)*2 天=6,720 元 
3. 分組工讀生:(140 元*2 小時*9

人)*2 天=5,040 元 

印刷費 14,000 1 14,000 
海報、手冊、問卷、名牌、文宣、

個人測驗報告等 

膳宿費 80 230 18,400 
用餐人員含參與活動之師生、講

師、工作人員、司機 

車資 2,800 1 2,800 
講師高鐵來回車資:1,400 元*1 人*2
天=2,800 元 

保險費 180 35 6,300  

工讀生勞保及

勞工退休金 2,000 1 2,000  

雜支 9,800 1 9,800 
茶點、場地布置、文具、紅布條、

資訊耗材等 

補助款小計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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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2018 高中職暨五專職涯探索扎根活動｣團體報名表 

學校名稱： 參加梯次：□第一梯次(2018/07/XX)          □第二梯次(2018/08/XX) 

帶隊老師姓名： 

序號 參加者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yyyy/mm/dd) 

學生 
連絡電話 監護人姓名 關係 監護人 

連絡電話 
體驗式活動 
第一選擇 

體驗式活動 
第二選擇 葷⁄素 

1        
□資傳系(VR 眼鏡 DIY) 
□化科系(沐浴鹽) 
□日文系(文化體驗) 

□資傳系(VR 眼鏡 DIY) 
□化科系(沐浴鹽) 
□日文系(文化體驗) 

□葷 
□素 

2        
□資傳系(VR 眼鏡 DIY) 
□化科系(沐浴鹽) 
□日文系(文化體驗) 

□資傳系(VR 眼鏡 DIY) 
□化科系(沐浴鹽) 
□日文系(文化體驗) 

□葷 
□素 

3        
□資傳系(VR 眼鏡 DIY) 
□化科系(沐浴鹽) 
□日文系(文化體驗) 

□資傳系(VR 眼鏡 DIY) 
□化科系(沐浴鹽) 
□日文系(文化體驗) 

□葷 
□素 

4        
□資傳系(VR 眼鏡 DIY) 
□化科系(沐浴鹽) 
□日文系(文化體驗) 

□資傳系(VR 眼鏡 DIY) 
□化科系(沐浴鹽) 
□日文系(文化體驗) 

□葷 
□素 

5        
□資傳系(VR 眼鏡 DIY) 
□化科系(沐浴鹽) 
□日文系(文化體驗) 

□資傳系(VR 眼鏡 DIY) 
□化科系(沐浴鹽) 
□日文系(文化體驗) 

□葷 
□素 

若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備註  
1. 報名日期：自 107 年 4 月 15 日起至 107 年 6 月 15 日或額滿為止。 
2. 體驗式活動每類群以 25 人為上限，該類群少於 10 人將由承辦單位併入其他類群。 
3. 報名表請傳真：（04）2632-5142 或回信至 pu11200@pu.edu..tw 
4. 活動聯絡人：校友聯絡暨就業輔導室 李佩芬小姐 

   TEL：04-26328001＊11901  FAX：04-26325142 
   E-mail：pu11200@pu.edu.tw 

如有任何疑問，亦歡迎來電或來信詢問，感謝您的支持與配合。 
 
**本「2018 高中職暨五專職涯探索扎根活動｣團體報名表所蒐集之個人資訊，將僅作為「辦理活動相關事宜」之用，並遵守個人資料保護法相關規定，保障您的個人資料。本校個

人資料保護申訴電子郵件信箱：pu11200@pu.edu.tw 或詳見本校個人資料管理系統平台之聯繫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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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018 高中職暨五專職涯探索扎根活動｣ 
個人資料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暨同意書 

靜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個人資料之保護，茲依據個人資料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

第 8 條規定告知下列事項：  
一、蒐集個人資料目的： 

本校為舉辦2018高中職暨五專職涯探索扎根活動，協助學生辦理旅遊平安險、探索生涯興趣，

掌握推甄備審資料的製作等，進而蒐集、處理及利用您所提供之個人資料。 
二、蒐集個人資料之類別： 

識別類（如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等） 
三、利用個人資料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 利用期間：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二) 利用地區：業務範圍區域 
(三) 利用對象：本校 
(四) 利用方式：在不違反蒐集目的前提下，以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書面、傳真及其他合法

方式利用之。 
四、對於您所提供之個人資料，依據個資法第 3 條規定，您本人可行使以下權利： 

(一) 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 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 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五) 請求刪除。 

五、如欲行使前項權利，請洽本校專線（04）2632-8001 分機 11901 或來信至 pu11200@pu.edu.tw。 
六、本校基於蒐集目的而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料，您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提供。 

若您選擇不提供或是提供不完全時，將使本校無法進行如上所述蒐集目的之作業，致無法提供您

相關服務。 
七、同意書之效力 

1.當您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

定。 
2.未滿二十歲者，應由法定代理人閱讀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 
3.若您已接受本服務，視為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並遵守所有規範。 

 
個人資料之同意提供： 
(1) 本人已充分知悉貴室上述告知事項。 

(2) 本人同意貴室蒐集、處理本人之個人資料。 

立同意書人（親簽）:                           

法定代理人（親簽）: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mailto:pu11200@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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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天主教學校週」系列活動 
承辦學校：靜宜大學 

 
一、活動主題：傳給人—Jesus’s Love 

二、 活動主題意義闡述：如附件一。 

三、 活動主題曲：傳給人（收錄在“輕歌讚主榮”） 

四、 聯合點燈：由各校於將臨期第一週（107 年 12 月 3 日至 12 月 9 日）自行擇日籌劃舉行。 

五、 共同關懷行動：「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 25：40） 

（一）關懷對象：敘利亞難民 

（二）關懷方式： 

行動一、敘利亞難民兒童禮物包製作 

5. 107 年 6 月 30 日前，靜宜大學完成寄送全國天主教學校每校 200 份禮物包材料，內

容包含：棉製束口袋、A6 筆記本、鉛筆等。 

6. 107 年 6 月 30 日前，中區天主教學校完成編寫課程教案及禮物包製作示範，供各校

推動活動使用。 

7. 107 年 11-12 月各校透過生命教育課程（中小學）或工作坊（大專院校），引導學生

認識敘利亞難民之處境，並鼓勵學生付出行動關懷難民兒童，以書寫/繪圖方式在筆

記本上給予祝福，並完成禮物包裝。 

8. 107 年 12 月 10 日前，各校驗收禮物包後，寄回靜宜大學。 

行動二、520 愛心毛毯認購活動 

4. 募款時間：107 年 12 月 3 日（日）至 12 月 17 日（日）。 

5. 勸募目標：每校 100 條毛毯，由各校發起教職員工生及家長發揮愛心認購愛心毛毯。 

6. 愛心毛毯認購款項之經手機構尚確認中，考慮透過明愛會或天主教台中教區開立收

據。 

（三）彙整送達： 

3. 由靜宜大學彙整所有禮物，並聯合中區學校人力將禮物完成裝櫃，預計於 108 年 1

月寄出至黎巴嫩，由當地貝魯特宗座代牧區（Apostolic Vicariate of Beirut）轉交禮

物至當地 Zahlé de la Bekaa 難民營。 

4. 購買毛毯剩餘善款將捐給國際明愛會 *持續進行敘利亞難民救援工作，因當地難民

營裡衛生條件不佳，除毛毯外，尚缺乏枕頭、尿布…等民生物資。 
*善款捐助的管道可能受捐款收據開立之便利性而有所變動，尚須做細節確認。 

六、 祈禱卡調查：主辦單位將提供「天使祈禱卡」，供各校於將臨期及聖誕期相關活動中使用。擬於

2018 年 6 月底完成數量調查及寄出。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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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預算： 

項目 內容 費用計算基礎 合計費用 附註 

活動主題曲編曲及

錄製費 
主題曲曲調改編費用 10,000 元*1 次 10,000  

活動海報設計費 
海報設計 2000 元*1 份 

3,000 
 

商標設計 1000 元*1 份 

活動海報印製費 A1單面 150P銅板紙彩色印刷 38 元*100 張 3,800  

天使人像卡片印製 
6 組天使圖，雙面彩色印刷，

單面上防水膜亮面。 
1.02 元*96000 張 97,920 

 

兒童禮物包費用 禮物包製作費、運費  359,200 明細如附件二 

雜支 
油資、郵資、影印費、工

讀費、志工餐費、 
 26,080 

 

小計 500,000 元 

愛心毛毯 
5200 條毛毯製作費、國內

外運送及海關相關費用 
 1,510,480 

明細如附件二，

擬透過認捐毛毯

方式（520 元/條）

籌募經費。 

總計 2,010,480 元 

活動總經費：2,010,480 元 

擬向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申請補助：500,000 元 

各校愛心募款目標：2,704,000 元（以 520 元*5200 條毛毯子計） 

 

說明：以募款所得支付毛毯製作及運送成本 1,510,480 元，剩餘之 1,193,520 元擬透過國際明愛會

*捐助位在黎巴嫩之敘利亞難民營。 

*捐助的管道可能受捐款收據開立之便利性而有所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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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8 天主教學校週」主題:傳給人-Jesus’s Love 

 

很多人看過「把愛傳出去」(Pay it forward)這部影片，描述一個小男孩，在學校老師指派一項「能

改變世界」的作業後，因老師的一句話：「一點小愛對世界都能改變。」激勵他開始去關懷三個他身邊

的人，因為愛，他鼓勵一個染上毒癮的流浪漢改過自新；第二幫助酗酒的外婆戒酒；第三協助小時受

虐、全身受汽油灼傷的老師，走出陰影，重新接受愛情。 

這個小孩以單純真摯誠懇的心情去做，感動人卻不求回報，他邀請這三人再去幫助、愛他身邊的

三個人，就這樣一傳三，三傳九，九傳二十七，變成無限傳遞下去的延伸，因為把愛傳出去，許多人

接受愛，生命得到滋潤而成長、得到改變和增強面對挑戰的勇氣。 

這個小男孩傳遞出去的愛，就是源自於基督耶穌，因著祂在十字架上的祭獻犧牲，掃除了所有的

罪過和阻擋，為我們贏回了天主的慈愛和寬恕，聖保祿宗徒說：「天主願意使他們知道，這奧秘為所有

人是如何豐盛的光榮，這奧秘就是基督在你們中，作了你們得光榮的希望。我們所傳揚的，就是這位

基督，因而我們以各種智慧，勸告一切人，教訓一切人，好把一切人，呈獻於天主前，成為在基督內

的成全人；我就是為這事勞苦，按他以大能在我身上所發動的力量，盡力奮鬥。」(哥一 27-29) 

今年「天主教學校週」的關懷行動有二：1.為敘利亞難民兒童做一份禮物包。2.為敘利亞難民募集

愛心毛毯。我們盡一份微薄的力量，因為基督「作了我們得光榮的希望」，我們真誠坦然的傳揚「就是

這位基督」，從基督身上得到的啟發，引領我們踏實地渡過現世的生活，以智慧的光明，照亮真理的道

路，使我們朝向永生的目標邁進，「成為在基督內的成全人」就是我們每個人完成使命的境界。 

「一點星星之火，可以使火著起來，在那周圍的人，可以得到亮光，真神的愛也是這樣，當你有

這經驗，你要傳給每一個人，你要去傳給人。  

朋友們快快來，我已得著這喜樂，你也能信靠祂，無論你是在何處，我要在山頂喊叫，我要全世

界知道，救主的愛已臨到我，我要去傳給人。我要在山頂喊叫，我要全世界知道，救主的愛已臨到我，

我要去傳給人。」 

但願這首歌成為我們每天的禱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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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項目 合計費用 內容 費用計算基礎 金額 附註 

兒

童

禮

物

包 

製作費 
359,200 

a.有機棉袋*1 
b.織帶*1 
c.16 頁 A6 筆記本*1 
d.鉛筆*2 

10,000 份*35 元 350,000 
本禮物包獲「和諧生活有限公司」部分贊助，因此每份

成本僅 30 元。 

運費 寄送禮物包材料至各校 200 元*46 校 9,200 
1. 此為郵局返鄉包裹含紙箱之單次郵寄價格。 
2. 各校回寄靜宜大學之郵費由各校自理。 

愛

心

毛

毯 

毛毯製作費 

1,510,480 

尺寸：150*180CM  
材 質 ： Tricot brush 
binding/Polyester100% 
Two side brush & One side 
anti-pilling blanket 

273 元*5200 條 1,419,600 
1. 廠商：富勝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2. 毛毯數量以 40 尺貨櫃可裝之容量計。 

運送及海關

相關費用 

運費 US$1,950*匯率 30 58,500  
台灣港口吊櫃費  7,000  
富勝-靜宜大學拖車費  4,000  
富勝-台中港拖車費  4,000  
結基隆或高雄其拖車費用  11,500 因須空櫃來回，1 趟空櫃，再實櫃來回 1 趟。 
文件/封條/電放 
(不須再寄提貨單)  

 
2,880 

 

台灣出口報關費   3,000  
當地會產生的費用： 
1.吊櫃費 2.拖車費  
3.進口報關費 4.關稅 

 

0 

黎巴嫩接應之貝魯特宗座代牧區主教 Bishop 
César Essayan, O.F.M. Conv. 之秘書表示 
The Vicariate is exonerated from taxes and if there is an 
amount to pay, we will take care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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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生命教育基金會 2018 年「靈性教育系列活動」 

計畫書 
一、 案由：推動「校園靈性教育系列活動」經費補助申請案。 
二、 說明： 

1. 生命教育與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合作多年，先期合作主題聚焦於學校

之經營領導，完成階段目標之後，由各夥伴學校接手主辦。自 2012 年開

始，基金會在推動生命教育的工作中，因應社會趨勢，開始探索「教育工

作者的靈性發展」，並邀請專家學者、教會學校共同參與。陸續舉辦一日

靜修、校園靈性教育論壇等活動，開展更先知性的教育行動。 
2. 2018 年度活動與伙伴學校以下列方式合作：三場「一日靜修活動」，一

場「生命教育輔導老師工作營」，今年將陸續深耕至各個學校。 
 

（1） 教育工作者的一日靜修活動（預定）  
邀請天主教學校合作舉辦，參加對象鎖定教育工作者及家長。 
第一梯次 2018 年 4 月（星期六）名額 35 人 待詢校方決定 
第二梯次 2018 年 5 月（星期六）名額 35 人 待詢校方決定 
第三梯次 2018 年 10 月（星期六）名額 35 人 待詢校方決定 

（2） 「生命教育輔導老師工作營」 

活動目的：為研究、推廣、學習生命教育在校園中推廣之課程與教學實務，並融

入精進課程之設計與實施，以及靈性教育與創新教學價值，特舉辦此

研習會，以作為各級學校實施生命教育之參考。 

參與對象：全國對生命教育課程中關於天主教靈修傳統、靈性教育之理念、教學

實務策略、教學經驗分享有興趣者，含大專院校教師及行政人員、中

等學校教師及行政人員等，預計 100 名。 

預定活動日期：2018 年 10 月 9：00-16：50  

活動地點：輔仁大學天主校學術研究院保祿廳  
 

2018 年生命教育基金會執行「靈性教育系列活動」總經費為 312,500 元。敦請天

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補助本活動 15 萬元，其餘經費由基金會自行籌款。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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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靈性教育系列活動」 預算表 
內  容 收  入 支  出 小  計  內  容 收  入 支  出 小  計 

教育工作者的一日靜修     雜支  12,000  
收入 :         
第一場 8,000       131,000 
第二場 8,000    結餘 24,000 179,000  
第三場 8,000       155,000 
   24,000  生命教育輔導老師工作營    
支出:     收入 : 0   
講師費         
第一場  16,000   支出:    
第二場  16,000   講師費與論文費  15,000  
第三場  16,000   場地費  10,000  
   48,000  講師交通費  12,000  
交通費     工作人員交通費  3,500  
第 1、2、3 場講師交通費 4500x3  13,500   餐費  15,000  
第 1、2、3 場工作人員交通費 4500x3  13,500   海報設計印刷費  12,000  
住宿費及餐費     書籍費  35,000  
第 1、2、3 場講師住宿費 3000x3  9,000   教材資料準備費  20,000  
第 1、2、3 場工作人員住宿費 3000x3  9,000   禮品費  5,000  
第 1、2、3 場餐費 100x30x3  9,000   雜支  30,000  
         
海報設計及印刷費  25,500   結餘 - 157,500 157,500 
書籍費  25,000      157,500 
資料準備費  10,000       
禮物費  4,500   總計 3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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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第七屆第一次常務委員會議提案單 
開會日期：107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開會地點：輔仁大學野聲樓 3 樓第一會議室(YP324) 

案 由 2018年天主教學校校務經營領導研習 

說 明 
聖心女中承辦2018年天主教學校校務經營領導研習，相關規畫請見2018
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計畫書提案。 

辦 法 
(若無，可省略)  

備註：如有提案，敬請於 107 年 2 月 26 日（星期一）前，以電子檔 e-mail 至
adcei@mail.fju.edu.tw，以利彙整作業，謝謝! 
提案學校：新北市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聯絡人：聖心校長：魏雪玲:02-26182287#100 
                  輔導主任：許嘉尹 02-26182287#123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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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計畫書提案 

承辦學校：新北市聖心女中 

一、 研討會的以終為始 (Start with WHY) 

以聖心中小學導入的「自我領導力教育」為例，共同研討如何裝備學生： 

(一)自處的能力--培育學生有生命的活力、學習的動機，活出使命、勇敢作夢、掌握人

生方向，同時有紀律地管理自我的生活與學習。 

(二)處世的能力--運用工具與方法學習與他人溝通、合作，養成富足的思維，與世界互

動、共好。 

二、 研討會的方式 (HOW we can make it)  

以專題講座、進班觀察、學生展現、師生對話，分組討論的方式認識、體驗「自我領

導力教育」在學校的可行性。 

三、 研討會的產出 (WHAT will be achieved) 

5. 快樂學習--「自我領導力教育」內涵的認識 

6. 熱情分享--聖心師生與來賓的雙贏 

7. 自信出發--學校領導人的希望感 

8. 成為改變--新思維、新學校文化的可能 

四、2018 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議程 

時間：107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二〉09:00 至 10 月 24〈星期三〉13:00 

地點：新北市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出席人員：各校三名(董事長、校長及行政主管) 

107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二〉 

時間 主題 主持人/主講者 地點 

09:00~09:30 迎賓與報到 聖心學生團隊 正廳 

09:30~09:45 開幕祈福禮 聖心宗輔室 恩徳堂 

09:45~10:15 開幕式暨貴賓致詞 輔仁大學 

聶達安使命副校長 

洪山川總主教 

恩徳堂 

10:15~11:15 專題演講一 

自我領導力教育教出優

秀的孩子 

主持人：(力邀中) 

主講者：(力邀中) 
恩徳堂 



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第七屆第 1 次常務委員會議                                              2018.3.27 

36 

11:20~12:00 自我領導力學習分享 聖心親師生團隊 恩德堂 

12:00~13:20 用餐與休息 聖心服務團隊 索菲樓 

13:20~13:35 下午課程說明  索菲樓 

13:40~14:50 七習慣 World Café 

(四個場地) 

聖心學生團隊 索菲樓 

聖心樓 

14:50~15:20 個人自我領導力座談會 

(四場地) 

聖心學生團隊 索菲樓 

聖心樓 

15:30~15:50 茶敘時間 聖心服務團隊 索菲樓 

16:05~16:35 自我領導力融入教學 

(八個班級觀課) 

聖心教學團隊 班級教室 

 

16:45~17:10 教師說「自我領導力教

育」 

(八個班級觀課後討論) 

聖心教學團隊 

 

恩徳堂 2、 

吉德堂 2、 

大團輔室 2 

墨華齋、 

101 教室 

17:20 驅車前往用餐 聖心服務團隊 停車場 

18:20~20:00 晚宴 聖心服務團隊 晶贊宴會廣場 

107 年 10 月 24〈星期三〉 

時間 主題 主持人/主講者 地點 

08:00~08:30 報到 聖心服務團隊 索菲樓 

08:30~09:15 「自我領導力教育」分

組研討(分三組) 
聖心服務團隊 索菲樓 

09:20~10:10 分組報告 (各 15 分鐘) 主持人(待邀請) 索菲樓 

10:10~10:30 茶敘 聖心服務團隊 索菲樓 

10:30~11:00 綜合座談 輔仁大學使命副校長 

聶達安神父 
索菲樓 

11:10~12:00 感恩彌撒 待邀請 聖心堂 

12:00~13:00 午餐 聖心服務團隊 吉德堂 

13:00 賦歸 聖心服務團隊 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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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8 天主教學校常年大會議程 

    時間：107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13:00 至下午 15:00 

    地點：新北市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二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各校校長 

時間 主題 主持人/主講者 地點 

13:00~15:00 常年大會 聶達安神父使命副校長

暨輔仁大學團隊 

二樓會議室 

 

六、住宿相關資料，提供與會者參考： 

地點 住宿 餐食 備註 

聖心靈修中心 單人 900 元 附早餐 晚宴後專車送回 

成旅晶贊 雙人房 2800 元 附早餐 晚宴後步行即可達 

雙人房發票可分別開立 單人房 2600 元  

 

七、經費概算表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 

1.茶敘點心 人 120 x2 50  12000  

2.交通費 車 6 5000 30000  

3.晚宴 桌 12 10000 120000  

4.鐘點費 時 1 1600   1600 專題講座 

5 主持費 人 4 1000  4000 專題講座 

6.主持費 人 8 800  6400 觀課後討論 

7.彌撒主禮 人 1 2000   2000  

8.午餐 人 120 x2 120  28800  

9.餐盒 人 60 100 6000  

10.保險 人 120 60 7200  

11.雜支    12000  



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第七屆第 1 次常務委員會議                                              2018.3.27 

38 

總計    230000  

 

八、計畫執行時程表 

日期 內        容 說 明 

107 年 1 月 收文確認承辦活動  

107 年 2 月 提報活動企畫書  

107 年 3 月 

企劃案通過後 

1. 邀請專題講者 主持人 主教 

2. 住宿地點與晚宴地點確認 

 

107 年 4 月 1. 安排校內專案人員與會議 
 

 

107 年 5 月 
1. 整理回報資料確定討論綱要 

2. 邀請館主學校 
 

107 年 8 月 

1. 行文各校辦理報名事宜 

2. 校車與住宿安排 

3. 確認晚宴人數 

4. 各項專案追蹤 

 

107 年 9 月 

1. 發文邀請相關與會人員 

2. 寄送活動行前通知 

3. 各項專案追蹤、Dry-run 會議 

 

107 年 10 月

23-24 日 
辦理研習活動  

 

聯繫 

聖心校長：魏雪玲:02-26182287#100 

輔導主任：許嘉尹 02-26182287#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