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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第七屆第 3 次常務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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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明女中劉瑞瓊校長(楊素欣主任代理)、 

靜宜大學唐傳義校長、聖心國小畢明德校長、曙光國小林玲鳳校長(假)、 
崇光女中吉星台校長(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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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法律顧問李惠暄律師 

 
列席人員：德光中學王文俊校長(假)、衛道中學陳秋敏校長、 

輔仁高級中學劉安迪宗輔組長、德光中學王芳萍修女、 
振聲中學潘于萱老師、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符文玲老師、 
生命教育基金會施宣溢執行長 

 
輔仁大學聶達安使命副校長、輔仁大學校牧林之鼎神父 
輔仁大學陳盈良組長、輔仁大學劉美惠小姐、輔仁大學蕭明嫻小姐 
 

記    錄：蕭明嫻 
 
議    程： 
壹、 會前禱：輔仁大學使命副校長聶達安帶禱。 
貳、 主席致詞。 
參、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請參閱現場簡報) 

第七屆第 2 次常務委員會議(107 年 9 月 27 日)會議紀錄先以電子郵件寄予各委員確

認，並於 107 年 10 月 12 日發函(天主教學協字第 107002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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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協會財務報告： 

(一) 107 學年度 47 所會員學校會費收入截至 108/3/8 止，共計 1,143,870 元。 
(二) 107/9/24~108/3/10 協會財務收支狀況如下表：   

單位：元 

http://www.sgps.hc.edu.tw/
http://www.smhs.hl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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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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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屆第 1 次

常務委員會議 輔仁大學 2 萬元 2 萬 
107/3/27 於輔仁大學召開。 
※補助金額已於 107/4/10 撥付。 

2 
全國天主教學

校宗輔教師研

習活動 

嘉義教區

(宏仁女

中) 

189,80
0 元 

176,92
3 元 

107/4/11-4/13 於雲林縣斗六市正心中

學、嘉義教區辦事處、朴子天主堂、鰲

鼓溼地等嘉義附近地區辦理，共有 53 人

參加。※已完成請款核銷， 
餘額 12,877 元已於 107/11/12 歸墊。 
(結案報告摘要列於 2018 年常年大會會議

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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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22、23 於靜宜大學辦理，共有 5 校

165 人參加。※補助金額已於 107/5/30 撥

付。(結案報告摘要列於第七屆第 2 次常

務委員會會議記錄) 

4 
第七屆第 2 次

常務委員會議 
輔仁大

學 2 萬元  
107/9/27 於輔仁大學召開。 
註:與第 1 次支出額數合併。 

5 
天主教學校經

營領導研習營

暨常年大會 

新北市聖

心女中 
23 萬

元整 
208,21

6 

107/10/23-24 於新北市聖心女中辦理，共

計 91 人參與。※補助金額已於 107/11/28
撥付。 

日  期 摘                要 收  入 支   出 
107/09/24 前期結餘 2,368,795 
107/10/11 第 7 屆第 2 次常務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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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收支小計 1,156,747 368,878 
 本期餘絀 787,869 

107/9/24 前期結餘 2,368,795 
108/3/10 本期結餘 3,156,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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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活動內容 承辦 
單位 

核定 
金額 

實支 
金額 備註 

6 天主教學校週 靜宜大學 50 萬

元 

50 萬

元 
(預支) 

1.107/11/30-108/1/31 完成彙整及修補各

校寄回之禮物包共計一萬份。捐贈予難

民之毛毯及兒童禮物包於 1 月底順利運

送抵達黎巴嫩，並已透過貝魯特宗座代

牧區透過非營利組織及修會團體轉交給

難民。目前已收到對方寄來之分享照片

與感謝信函，擬公佈在天主教學校週網

站供各校查看。 
2.107/11/15~108/2/25 完成各校募款行動

之收款與捐款收據寄發作業。共有 39 所

學校參與為敘利亞難民募集愛心毛毯資

金之活動，總計募得 3,533,600 元，扣除

5200 條毛毯製作費（1,419,600 元）及海

運相關支出（111,668 元）後，剩餘

2,002,332 元，將透過 台灣明愛會 捐予

黎巴嫩明愛會，作為持續幫助敘利亞難

民之經費，擬於 3 月底完成相關作業。 
3.舊鞋救命國際基督關懷協會 及 萬海航

運慈善基金會 所共同捐贈之 40 尺貨

櫃，於運送關懷物資後將留在黎巴嫩供

難民營使用。 
4.本活動預支經費 50 萬元，實際支出為

472,648元，餘額 27,352元擬於 3 月底完

成結案報告與歸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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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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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台南市聖功女中，25 人參加。 
(2) 6/16 高雄市明誠中學，26 人參加。 
(3) 10/6 台中市曉明女中，72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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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活動內容 承辦 
單位 

核定 
金額 

實支 
金額 備註 

2. 「僕人領導與生命教育」系列工作坊

(三場次)，於台北市辦理，講師：林

思伶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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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9「僕人領導與個人發展」，33 人

參加。 
(2) 9/29「僕人領導與人際關係」，38 人

參加。 
(3) 11/3「僕人領導與團隊建立」，32 人

參加。 
 
3. 11/16 生命教育輔導老師工作營，地

點：輔仁大學，58 人參加。 
生命教育及靈性教育之探討、教學實

作、教學經驗分享 
※補助金額已於 107/12/20 撥付。 

 
伍、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台南教區(德光中學) 
案由：申請「2019 年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活動經費補助案，請審議。 
說明： 
 

一、 2019 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活動今年由台南教區德光中學承辦。 
二、 活動主旨：在繁忙工作生活中，練習保持覺知；學習以遊戲的心情，重新定義

壓力與挑戰；體驗在信仰生活中漫遊。 
三、 主辦單位：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教育文化委員會 
四、 承辦單位：台南教區德光中學、慈幼工商、黎明中學、聖功女中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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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額 70 名。 
六、 研習時間：108 年 5 月 2 日至 5 月 3 日(週四~週五)，共 2 天 
七、 研習地點：台南曾文水庫 趣淘漫旅飯店 
八、 研習議程：請參閱如後附件。 
九、 研習費用：參與者每名 2,300 元。 



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第七屆第 3 次常務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2019.3.12 

 
 5 / 37 

 

十、 擬申請補助：本次研習總費用為新台幣 31 萬 2,880 元，除學員負擔每名 2,300
元，尚有不足額款項，擬請貴會同意並惠允補助新台幣 174,800 元整。(活動計畫

及概算表請參閱附件一，p.13-15)。 
 
決議：照案通過，補助新台幣 174,800 元。 
建議： 
一、 主席提醒依據 2018 年常年大會決議，協會每年各項活動補助應以收入控制支

出，以期達到收支平衡。 
二、 過去常有剩食過量的問題，請承辦學校盡可能事先確認份量，以降低剩食浪

費，節約環保。 
三、 活動辦理時間為學期中，恐造成部分學校課務與人力吃緊，未來能否於暑假期

間辦理。 
回應： 
(一) 在暑期期間辦理，住宿場地難以安排加上相關費用偏高，在有限經費下，

難以推展活動。 
(二) 暑期期間對部分學校為招生時間，人力難以配合。 
(三) 於學期中辦理活動，老師參與度較高。 

四、 會中針對活動經費明細提出校正建議(如交通費、伴手禮等)，建請承辦學校再行

檢視其經費明細，並盡速提出修正。 
 
 

提案二                                           提案單位：衛道中學 
案由：申請「2019 年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暨常年大會」活動經費補助案，請

審議。 
說明： 
一、 研習活動的主題—— 

全國 47 所天主教會學校，秉持共同的辦學理念，有著兄弟手足般的情感，但因

為區域環境的不同，數十年來也都有各自發展出來的優異獨特性，只可惜彼此

之間的瞭解還是不夠深刻完整。衛道中學從去年承辦學校（聖心女中）的做法

中得到珍貴靈感，既然每年輪流由一個學校主辦，除了凝聚教會辦學核心共

識，和聯絡校際情感之外，是否就以廣邀各校對承辦學校進行實務上較深入的

分享和交流，雖是拐瓜劣棗但還是很樂於野人獻曝、拋磚引玉，希望衛道中學

這些年的努力成果，能帶給大家一些有所裨益的想法。 
 
二、 研習活動的方式——多元化呈現，實務性對話 

以專題講座帶入教育新思維，以進班觀課來呈現教師教學設計與學生學習活化

的展現，以分組討論進行意見反饋、經驗交流，達到各校共進、共融、共好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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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習活動的產出——鞏固核心價值，聯繫手足情誼，靈活教育策略 
1. 種子︰撒播教育愛的種子，穩固教會辦學核心理念，以求天主的愛永世廣

傳。 
2. 鹽巴︰維繫各校手足情誼，以及獨特的經營根柢，以求枝繁葉茂的永續發

展。 
3. 酵母︰觀摩不為複製做法，而是觸發靈感，以求激發出更多利於各校的策

略。 
四、 2019 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議程 

1. 時間：108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四〉09:00 至 10 月 25〈星期五〉13:00。 
2. 地點：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3. 出席人員：各校三名（董事長、校長及行政主管） 

五、 活動實施計畫及概算表如附件二(p.16-29)。 
六、 本次活動經費總計新台幣 215,000 元，擬請惠允補助。 
 
決議： 
一、 謝謝承辦學校全力協助配合，願將原申請經費額數調減至 20 萬元整。 
二、 照案通過，補助新台幣 20 萬元整。 
 
建議：若住宿為雙人房型，如有單人報名情形，請承辦學校代為安排合住事宜。 
 
 
提案三                                           提案單位：振聲中學 
案由：申請「2019 年天主教學校週 47 所天主教學校共同及主要活動內容」活動經費

補助案，請審議。 
說明： 
一、 活動主題：wake up the world (醒來吧！世界) 
二、 活動主題意義闡述：如 附件三 。(p.24) 
三、 活動主題曲：wake up the world (醒來吧！世界) 
四、 聯合點燈：由各校於將臨期第一週（108 年 12 月 2 日至 12 月 8 日）自行擇日籌

劃舉行。 
五、 致贈各校禮物包：禮物包內含「聖家傳愛卡(視各校需求提供數量)、音樂 CD 一

片、電影 DVD 一片、文宣海報及活動實施辦法相關資料」，提供各校於將臨期及

聖誕期間相關活動中使用。2019 年 6 月底依據各校回覆「聖家傳愛卡」調查之份

數，於 9 月開學後陸續寄出。 
六、 共同關懷行動：「你們是地上的鹽，你們是世界的光」。（瑪 5：13-14） 

 
關懷一:最小兄弟姊妹 
關懷對象：擬訂國內外各一天主教社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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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方式：愛心帽 T 義賣 
 (一)由承辦學校規劃設計主題 LOGO，製作愛心帽 T，將扣除成本之盈餘全數捐贈擬訂

社福單位。 
 (二)全台 47 所天主教學校共同努力推廣認購，敬請於 108 年 10 月中完成線上填表單

及匯款預購，愛心帽 T 預計於 11 月底前統整寄至各校(依工廠實際出貨情況)。 
 
 
關懷二: 愛與服務接力賽 
關懷對象：學校鄰近社區、社福機構、弱勢團體單位。 
關懷方式。 
 
國內版 
(一)用心看到別人的需要，並且願意付出行動，這樣的行動具備著來自天主的真誠和

愛。邀請各校於將臨期間自行規劃於鄰近社區、社福機構、弱勢團體單位進行服務

學習，並製作約三分鐘之成果影像，具體真實記錄下來，以達愛的接力賽、愛傳承。 
(二)108 年 12 月底前完成三分鐘成果影像並上傳至承辦學校提供之平台，再由承辦學

校匯集統整，將全台 47 所天主教學校愛與服務之成果影像上傳至 YOUTUBE 網

路平台。  
 國外版 

(一)愛與服務不分國界，承辦學校擬於寒假期間帶隊進行海外服務學習，同步邀請各校

於 10 月底推派 1-2 名同學共襄盛舉，接受行前培訓，把豐富的把愛傳出去。 
(二)服務後，預計辦理一場「愛與服務分享會」，邀請天主教會內媒體同步採訪，將愛與

服務接力賽理念與實踐推廣至全國。 
 
關懷三:個人關懷 
(一) 關懷對象：天主教學校師生 
(二) 關懷方式： 

1.預計規劃辦理北部、中部各一場敬拜讚美祈禱之旅。 
2.各校運用課程或活動時間，結合主題精神與禮物包(DVD、CD、聖家傳愛卡)

發展適合學校的個人關懷方式。 
(三) 活動時間：108 年 12 月(將臨期) 

 
擬向協會申請補助：新台幣 500,000 元。(計畫內容詳如附件三，p.20-24) 

 
決議： 
一、 請承辦學校提供較為明確的計畫經費明細表，待協會收執後，以電郵方式寄送

給常務委員審閱通過後，方為執行，並於下次(9 月)常務委員會會議追認。原

則上，本次活動申請經費補助以不超過新台幣 50 萬元整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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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懷行動二部分，改以鼓勵各校學生參與服務，亦不設限服務地點。且經費來

源改由各校自行處理，不列入申請協會經費補助額度。 
 
建議： 
一、 活動使用的 DVD 和 CD 播放版權，請承辦學校確認可播放的權限。 
二、 建請承辦單位授權各校使用 2019 年天主教周主題 LOGO 及圖片，讓各校可自

由運用製發相關文宣品。待承辦學校確認後公告使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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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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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星期六）名額 35 人，待詢校方決定。 
第二梯次 2019 年 6 月（星期六）名額 35 人，待詢校方決定。 
第三梯次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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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名。 
預定活動日期：2019 年 10 月 9：00-16：50，待詢校方決定。 
活動地點：輔仁大學天主校學術研究院聖保祿廳  

 

「靈性教育系列活動」總經費為 312,500 元。 
本次擬向協會申請補助新台幣 15 萬元，其餘經費由基金會自行籌款。如附

件四(p.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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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補助新台幣 15 萬元整。 
 
 

提案五                     提案單位：恆毅中學、輔仁中學(輔仁聖博敏神學院) 
案由：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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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經費補助案，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民國107年08月07日天主教性別課程教材編撰會議之決議內容，會議記錄如附

件五(p.30)。 
二、 將現行教育階段之性別平等教育課程進行適度修編，以更符合天主教義性倫理，

使天主教設立高中、國中、國小教師及學生學習合乎天主教的精神與價值，培養

學生正確的認識生命、婚姻與家庭觀。 
三、 藉由編撰共同教材，提供天主教創辦學校一套更切合天主教精神且發展完整可方

便實施的教學媒材。 
四、 辦理時程：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五、 實施方式： 

(一) 舉辦天主教學校「性別平等教育教案設計甄選活動」實施計畫 (正式公文見

附件五(p.31-37)，內附徵選活動實施計劃、台灣天主教學校家庭教育相關教材

對照表、報名表、作品聲明與授權書、形式審查表、單元教學活動設計教案

內容架構圖、單元教學活動設計表)。藉由蒐集現有的教學資源及籌辦教案設

計徵選活動，獲得多元性、創意課程規劃。經編撰小組編撰完畢後，送交審

查小組進行審查。待核准後，提供天主教會創辦各級學校使用，教材完成後

辦理共同備課、工作坊等，培養課程種子教師進行後續課程指導及推廣。 
(二) 辦理工作小組會議：邀集與會者10 人，預計2019 年期間辦理4次會議，並於

不同地點召集會議。 
六、 經費明細： 

(一) 性別平等教育教案設計甄選活動：51,000元。(包含評審費與奬勵金) 。 
(二) 車馬費：30,000元整 (與會者10 人，一年4次會議)。 
(三) 雜支：8,000元整(包含文具費、電話費、茶水點心、郵資、少量的影印費等)。 
(四) 便當費：3,200元整 (與會者10人，一年4次會議)。 

 
七、 擬向協會申請經費共計92,200元整。計畫提案內容如附件五(p.28-37)。 
 
決議：照案通過，補助新台幣 92,200 元整。 
 
 
提案六                          提案單位：曉明女中、明誠高中、黎明高中 
案由：提請討論「設置天主教教友或平信徒之外籍教師資訊平台」案，請討論。 
說明： 
一、 目前各校發展英語會話課，需要外籍教師，但教會學校希望能聘有相關身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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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教友或平信徒之符合教育部規定的外籍教師，期待由天主教大學端設置

外籍教師資訊平台，提供中學學校遴選師資之用。 

二、 依據 2018 年常年大會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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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研議，並彙集建議意見，於下次常務委員會報告。 
 
北中南大學(輔仁大學、靜宜大學及文藻外語大學)建議意見彙集如下： 
一、 輔仁大學： 

1. 建議透過 ACUCA 和 ASEACCU 媒合外籍教師(如菲律賓、印度、澳洲等國

家)。 
2. 徵詢本校外籍教師意願。 
3. 建議向台灣天主教男女修會會長聯合會徵詢外籍教師之意願。 
4. 確認聘任需求為專任或是兼任教師。 
5. 建議有此需求之學校主動提出教師聘任條件。 

二、 靜宜大學： 
外語教學中心目前(107-1)有七位外籍教師，但不確定這些老師是否為天主教教

友或平信徒，需進行調查。 
三、 文藻外語大學： 

1. 徵詢外籍教師意願，確認意願後開放資訊之教師相關資料上傳平台。 

2. 開放教師資訊因涉及歐盟個資法 GDPR 的規範，屆時會審慎考量，以免觸

法。 
3. 大學教師任用資格與中學教師任用資格在教育部法規不同，故由天主教大學

端設置外籍教師資訊平台，在聘用資格不同而教師人選不同前提下，並不可

行。 
 
決議：請有需求之學校依所在區域，向北中南大學(輔仁大學、靜宜大學及文藻外語

大學)主動提出需求。北區學校詢洽輔仁大學，中南區學校向靜宜大學及文藻外語大

學聯繫。 
 
 
提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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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案為 2017 年常年大會臨時動議一案，決議請第七屆常務委員會提出具體合作

方案。現再次提至本次會議討論。 
二、 提案原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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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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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據 2018 年常年大會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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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研議，並彙集建議意見，於下次常務委員會報告。 

 
北中南大學(輔仁大學、靜宜大學及文藻外語大學)建議意見彙集如下： 
一、 輔仁大學： 

1. 依據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天主教教育宣言》、《天主教大學憲章》及《天

主教法典》的指示，天主教大學應有研究天主教學問的學術機構，培養教會

人才，因此輔仁大學於 2011 年 8 月正式設置社會科學院天主教研修學士學

位程。主要招收高中(職)畢業，且具基督宗教背景(已領洗)之學生。 
2. 本學位學程採獨立招生，每學年提供 10 位名額予具有教會使命與教會意識

之青年就讀，不以學測或統測成績為考量，考生經網路報名後，依簡章所訂

日程與應繳資料進行審查與考試，若成績達標，即獲錄取。招生簡章及相關

表件於每年 1 月公告本校招生資訊網。108 學年度之招生簡章及相關表件於

2019 年 1 月 18 日(五)公告，3 月 5-11 日接受網路報名及備審資料收件，5 月

18 日考試。 
二、 靜宜大學：無。 
三、 文藻外語大學： 

1. 目前本校日間部各學制(五專、日四技)招生均須配合「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

生委員會」、「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

學校招生委員會聯合會」的各項相關規定辦理，並以採計「國中教育會

考」、「大考中心學科能力測驗」或「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等成績，作

為報名學生之篩選依據。 

2. 若未來12年國教升學方式非以「國中教育會考」、「大考中心學科能力測

驗」或「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為主，而是以學生學習檔案為考量

時，本校將適時考慮在相關招生簡章訂定專屬於天主教中學學校成績計算的

權宜作法，以協助有志於就讀文藻外語大學的天主教中學畢業生。 
 
本次會議意見建議摘要如下： 
一、 依教育部規定，設有多種升學管道，如要在天主教學校體系內另設專屬升學機

制，目前暫無權宜作法。 
二、 建議可朝發展學生生涯規劃，以及展現學生成果，有利於未來升學媒合與就

業。 
三、 現今各大專院校招生競爭激烈，如能在招生時，各學校間取得共識與相互協

助，讓中學生有機會多認識天主教大學，也能按自己興趣考慮升學。 
 
 

陸、 選舉 
一、 第八屆常務委員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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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本屆常務委員任期將屆滿(2017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0 月止)，依大會章程相關

規定推選下屆常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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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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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無法繼續連任學校為：靜宜大學、海星中

學。 
 

 主席裁示： 
一、 有關第八屆常務委員選舉事宜，將列入今年(2019 年)常年大會議程。請各校

協助推選並鼓勵，讓其他會員學校有機會擔任協會職務。 
二、 會後將提供歷年常務委員資料，以利各會員學校推選參考。 

 
柒、 2019 年活動經費申請補助明細與收支： 

項次 活動內容 承辦單位 申請金額 

1 第七屆第 3 次常務委員會議 輔仁大學 20,000 
2 2019 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活動 台南教區(德光中學) 174,800 
3 第七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議 輔仁大學 20,000 
4 2019 年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暨常年大會 衛道中學 200,000 
5 2019 年天主教學校週 振聲中學 500,000 
6 靈性教育系列活動 生命教育基金會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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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仁聖博敏神學院) 92,200 

 2019 年活動經費申請補助             總     計 1,157,000 
 107 學年度 47 所會員學校年費收入     總     計 1,143,870 
 收支餘絀 -13,130 

 
決議：經本次會議審議，2019 年活動經費申請補助明細與收支明細如上。餘絀金額不

足補助部分，以最後核銷結算結計。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會後禱：輔仁大學林之鼎校牧帶禱。 
壹拾、 散會：上午 11:50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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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計畫 

漫遊於天主 
 

一、主旨：在繁忙工作生活中，練習保持覺知；學習以遊戲的心情，重新定義壓

力與挑戰；體驗在信仰生活中漫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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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教區德光中學、慈幼工商、黎明中學、聖功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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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5 月 2 日至 5 月 3 日(週四~週五)，共兩天 

六、研習地點：台南曾文水庫 趣淘漫旅飯店 

七、研習議程：請參閱附件一 

八、報名方式：限額 70 名 

自即日起至 108 年 3 月 29 日(星期 五 )前，請以下列三種方式報名：(1)google 表

單，(2)全國在職教師進修網（http://www3.inservice.edu.tw/）課程代號(審核中) ，

(3)填寫報名表(附件二) ，煩於傳真 06-2600165 後，請來電確認。聯絡人：王芳萍

修女 ( 06-2894560 轉 715 ) 

九、研習費用每人 2300 元，於報到時繳交 

十、報到地點： 

   1.專接接送—請於 5/2(四)9:40am 前，至高鐵嘉義站大廳集合 

   2.自行前往—請於 11:30 前抵達飯店。開車前，請開導航，以免在山區岔路中

繞路。 

十一、因研習活動量大，請穿著舒適衣物，並準備運動服或著褲裝，5/2 下午體驗

活動需穿著。 

十二、神掌請自備長白衣和領帶 

十三、本計畫如有修正，將另行通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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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議程 
 

2019/5/2 
9:20--10:00 嘉義高鐵站集合 
11:30      趣淘漫旅報到、用餐 
13:30      開幕式 
14:00      課程介紹、暖身活動 
14:30--15:15 聆聽身心(一) 
15:15--16:00 聆聽身心（二） 
16:10—17:30 探索體驗活動 
18:00-19:00 晚餐 
19:30—20:30 深繪我心 
20:30—21:00 晚禱 

2019/5/3 
7:00  早餐 
8:30  早禱 
9:30—10:30 生活遊戲與意義治療(一) 
10:30—12:00 生活遊戲與意義治療(二) 
12:00      午餐 
13:30—14:00   分組座談 
14:00—15:30  感恩祭@交接禮@派遣禮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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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證字號(保險用) 
   （0 ）： 

（手機） 
 

 

   （0 ）： 
（手機） 

 

 

   （0 ）： 
（手機） 

 

 
   （0 ）： 

（手機） 
 

 

 
附註： 1、交通：□嘉義高鐵站大廳搭專車                 □自行前往 

2、住宿：□住宿(2 人一間)      □個人單獨一間(需補繳 1500 元)  □不住宿 
3、用餐：□葷      □素 
4、本報名表請於 3 月 29 日(五)前傳真至 06-2600165 
         或 E-mail：rosemary@tkgsh.tn.edu.tw 
         聯絡人：王芳萍修女    電話：06-2894560 分機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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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計畫書提案 

承辦學校：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一、 研習活動的主題—— 

全國 47 所天主教會學校，秉持共同的辦學理念，有著兄弟手足般的情感，但因為區域環

境的不同，數十年來也都有各自發展出來的優異獨特性，只可惜彼此之間的瞭解還是不

夠深刻完整。衛道中學從去年承辦學校（聖心女中）的做法中得到珍貴靈感，既然每年

輪流由一個學校主辦，除了凝聚教會辦學核心共識，和聯絡校際情感之外，是否就以廣

邀各校對承辦學校進行實務上較深入的分享和交流，雖是拐瓜劣棗但還是很樂於野人獻

曝、拋磚引玉，希望衛道中學這些年的努力成果，能帶給大家一些有所裨益的想法。 

二、 研習活動的方式——多元化呈現，實務性對話 

以專題講座帶入教育新思維，以進班觀課來呈現教師教學設計與學生學習活化的展現，

以分組討論進行意見反饋、經驗交流，達到各校共進、共融、共好的目標。 

三、 研習活動的產出——鞏固核心價值，聯繫手足情誼，靈活教育策略 

4. 種子︰撒播教育愛的種子，穩固教會辦學核心理念，以求天主的愛永世廣傳。 

5. 鹽巴︰維繫各校手足情誼，以及獨特的經營根柢，以求枝繁葉茂的永續發展。 

6. 酵母︰觀摩不為複製做法，而是觸發靈感，以求激發出更多利於各校的策略。 

四、  2019 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議程 

  1.時間：108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四〉09:00 至 10 月 25〈星期五〉13:00 

  2.地點：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3.出席人員：各校三名（董事長、校長及行政主管） 

 

 

 

 

 

 

 

 
        2019 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經營領導研習營暨常年大會議程（草案）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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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四〉 
時間 主題 主持人/主講者 地點 

09:00 
09:30 30 ′  迎賓與報到 衛道團隊 「耀漢樓」1F 大廳 

09:30 
09:45 15 ′ 開幕祈福禮 衛道宗輔室 

「耀漢樓」4F 國際會議廳 09:45 
10:00 15 ′ 開幕式 

聶達安神父 
（輔大「使命副校
長」） 

10:00 
10:20 20 ′ 茶敘 衛道團隊 「耀漢樓」3F 大廳及英會教室 

10:20 
12:00 

100 
′ 

1.專題演講 90 分 
2.現場提問 10 分 

主持人： 
主講人： 「耀漢樓」4F 國際會議廳 

12:00 
13:20 80 ′ 1.午餐＆交流 

2.休息 衛道團隊 

※「耀漢樓」 
1.用餐＆交流︰ 
  3F 大廳及 6 間英會教室 
2.休息︰4F 國際會議廳 

13:20 
14:10 50 ′ 學校經營分享 主講人︰陳秋敏校長 

「耀漢樓」4F 國際會議廳 
14:20 
15:10 50 ′ 

※分享 
國三週六特色課
程＆輔導學生建
立學習歷程檔案 

主講人︰ 
教務處╱孫立仁主任 

15:10 
15:20 10 ′ 移駕觀課教室 

衛道中學校本課程︰ 
跨領域教學團隊 

※大學高中端→校本、多元 
※國中端→特色學程 
※幼稚園、小學端→育仁小學
支援（真愛樓二樓兩間備用教
室） 

15:20 
16:10 50 ′ 

※教學觀摩 
A.高中校本課程 
1.專題研究基本力 
2.學習診療室 
3.國際議題 
B.國中特色學程 
1.ESL 學程 
2.科學學程 

A.校本課程教學觀摩 
1.「懷德樓」2F 會議室 
2.「真愛樓」4F 高一教室 
3.「懷德樓」2F「多媒體 2—
1」 
B.特色學程教學觀摩 
1.「真愛樓」2F ESL 教室 
2.「懷德樓」2F 衛道學堂 

16:10 
16:40 30 ′ 引導回到會場 

順便校園巡禮 

衛道團隊 
「耀漢樓」4F 國際會議廳 16:40 

17:30 50 ′ 
綜合座談︰ 
教學觀摩提問與
回饋 

17:30 
18:00 30 ′ 驅車前往用餐 停車場 

(自行開車可停學校或飯店) 

18:00 
19:30 90 ′ 晚宴 

※衛道團隊︰ 
1.教學行政團隊 
2.家長委員會代表 

洽詢中 

19:30 90 ′ 常年大會 1.校務發展協會團隊 洽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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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 2.衛道團隊 

2019 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經營領導研習營暨常年大會議程（草案） 

10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 
時間 主題 主持人/主講者 地點 

08:30 
09:00 

30
′ 報到 衛道團隊 濟東堂 

09:00 
10:00 

60
′ 多元選修觀課 高中教學團隊 「真愛樓」4F、5F 高一教室 

10:00 
10:20 

20
′ 茶敘 衛道團隊 

濟東堂 

10:20 
11:00 

40
′ 綜合座談 主持人：聶達安神父 

11:00 
12:00 

60
′ 感恩彌撒 

場布︰衛道宗輔室 
主禮︰ 
臺中教區蘇耀文主教 

12:00 
13:00 

60
′ 午餐 

衛道團隊 
13:00 — 賦歸 1.自行開車 

2.接駁專車 
 

◎住宿相關資料，提供與會者參考： 
地點 住宿 備註 

洽詢中 雙人房 3200 元/房 

1.晚宴席設飯店內 
2.雙人房發票可分別開立 
（請自行覓妥室友，並於報名時註明） 
3.住宿飯店有附早餐 

 

五、2019 天主教學校常年大會議程 

    時間：108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四〉晚上 19:30 至 21:00 

    地點：洽詢中 (會議室) 

    出席人員：各校校長 
時間 主題 主持人/主講者 地點 

19:30~21:00 常年大會 聶達安神父使命副校長暨輔仁大學團隊 洽詢中 

 

六、住宿相關資料，提供與會者參考： 
地點 住宿 餐食 備註 

洽詢中 
雙人房 3200 元 

附早餐 
晚宴後直接飯店休息 

雙人房發票可分別開立 單人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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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經費概算表 

 

八、計畫執行時程表 
日期 內        容 說 明 

108 年 2 月 提報活動企畫書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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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4 月 1. 安排校內專案人員與會議  

108 年 5 月 1. 整理回報資料確定討論綱要 
2. 邀請館主學校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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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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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道校長：陳秋敏 04-22911187#200 

校長秘書：丁上娟 04-22911187#259 

 
 
 
 

「2019天主教學校週」系列活動企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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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24000  
3.晚宴 桌 12 10000 120000  

4.鐘點費 時 1.5 2000   3000 專題講座 
5.彌撒主禮 人 1 2000   2000  

6.午餐 人 120 x2 120  28800  
7.餐盒 人 60 100 6000  
8.保險 人 120 60 7200  
9.雜支    12000  
總計    215000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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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學校：天主教振聲高級中學 

一、 活動主題：wake up the world (醒來吧！世界) 

二、 活動主題意義闡述：如附件一。 

三、 活動主題曲：wake up the world (醒來吧！世界) 

四、 聯合點燈：由各校於將臨期第一週（108 年 12 月 2 日至 12 月 8 日）自行擇日籌劃

舉行。 

五、 致贈各校禮物包：禮物包內含「聖家傳愛卡(視各校需求提供數量)、音樂 CD一片、

電影 DVD 

一片、文宣海報及活動實施辦法相關資料」，提供各校於將臨期及聖誕期間相關活動

中使用。 

2019 年 6 月底依據各校回覆「聖家傳愛卡」調查之份數，於 9 月開學後陸續寄出。 

六、 共同關懷行動：「你們是地上的鹽，你們是世界的光」。（瑪 5：13-14） 

關懷一:最小兄弟姊妹 
關懷對象：擬訂國內外各一天主教社福單位 

關懷方式：愛心帽 T 義賣 

    (一)、由承辦學校規劃設計主題 LOGO，製作愛心帽 T，將扣除成本之盈餘全數捐贈擬

訂社福單位。 

    (二)、全台 47 所天主教學校共同努力推廣認購，敬請於 108 年 10 月中完成線上填表

單及匯款預購，愛心帽 T 預計於 11 月底前統整寄至各校(依工廠實際出貨情況)。 

關懷二: 愛與服務接力賽 

關懷對象：學校鄰近社區、社福機構、弱勢團體單位 

關懷方式：  

國內版 

(一)、用心看到別人的需要，並且願意付出行動，這樣的行動具備著來自天主的真誠和愛。 

      邀請各校於將臨期間自行規劃於鄰近社區、社福機構、弱勢團體單位進行服務學習，

並製作約三分鐘之成果影像，具體真實記錄下來，以達愛的接力賽、愛傳承。 

(二)、108 年 12 月底前完成三分鐘成果影像並上傳至承辦學校提供之平台，再由承辦學校匯

集統整，將全台 47 所天主教學校愛與服務之成果影像上傳至 YOUTUBE網路平台。  

    國外版 

(一)、愛與服務不分國界，承辦學校擬於寒假期間帶隊進行海外服務學習，同步邀請各校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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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推派 1-2 名同學共襄盛舉，接受行前培訓，把豐富的把愛傳出去。 

    (二)、服務後，預計辦理一場「愛與服務分享會」，邀請天主教會內媒體同步採訪，將愛與服務       

接力賽理念與實踐推廣至全國。 

關懷三:個人關懷 

（一）關懷對象：天主教學校師生 

（二）關懷方式： 

      1.預計規劃辦理北部、中部各一場敬拜讚美祈禱之旅 

      2.各校運用課程或活動時間，結合主題精神與禮物包(DVD、CD、聖家傳愛卡)發展

適合學校的個人關懷方式。 

（三）活動時間：108 年 12 月(將臨期) 

七、預定工作進度 

執行月份 

工作項目 

108年 109年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1 
2019年天主教學校周活動

計畫提案 

預定 √            

實際             

2 活動主題 LOGO 設計 
預定  √ √          

實際             

3 
以活動主題 LOGO 設計 

愛心帽 T 

預定   √ √         

實際             

4 
以活動主題 LOGO 設計 

聖家傳愛卡 

預定   √ √         

實際             

5 錄製活動主題曲 
預定    √ √        

實際             

6 活動主題舞曲編排錄製 
預定    √ √ √       

實際             

7 
2019年天主教學校周活動

發文至47所天主教學校 

預定      √       

實際             

8 統計各校聖家傳愛卡數量 
預定      √ √      

實際             

9 
各校踴躍推廣認購愛心 

帽 T 數量 

預定      √ √ √     

實際             

預定        √ √ √   



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第七屆第 3 次常務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2019.3.12 

 
 22 / 37 

 

10 
統計各校愛心帽 T 認購數

量及 SIZE 並陸續寄送 
實際             

11 
辦理兩場敬拜讚美祈禱 

之旅(北部、中部) 

預定          √   

實際             

12 
海外版「愛與服務接力

賽」宣傳期及統計人數 

預定        √ √    

實際             

13 
海外版「愛與服務接力

賽」行前訓練 

預定         √    

實際             

14 
預定寒假辦理「愛與服務

接力賽」海外版 

預定           √  

實際             

15 
各校繳交「愛與服務接力

賽」成果影像統整上傳 

預定          √ √  

實際             

16 
辦理「愛與服務接力賽」

分享會 

預定           √ √ 

實際             

17 
安排社福機構進行愛心捐

款捐贈事宜 

預定           √ √ 

實際             

18 活動經費結算核銷 
預定           √ √ 

實際             

 

 

八、2019年天主教學校周活動經費概算表 

項目 內容 經費概算 合計 附註 

活動行政費 

活動主題曲 

使用版權費 
醒來吧世界    

活動海報 

設計費 
活動海報設計費用 3000 元 3000 

 

活動海報 

印製費 
A1 單面紙彩色印刷 40 元 x100 張 4000 

 

聖家祈禱卡 

印製費 

雙面彩色印刷，單面上防水

膜亮面 
5 元 x10000 張 50,000 

 

主題曲 CD 主題曲 CD一片/各校 450 元 x47 校 21,150 
提供各校於將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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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影片 DVD影片一片/各校 300 元 x47 校 14,100 
期及聖誕期間相

關活動中使用 

雜支 油資、郵資、影印費  20,000  

小計 112,250 

關懷行動一 活動經費概算: 

項目 內容 經費概算 合計 附註 

愛心帽 T 

設計費    

製作費    

運費    

小計  

 

關懷行動二 活動經費概算: 

項目 內容 經費概算 合計 附註 

愛與服務 

接力賽 

(國外版) 
 

泰北團與尼泊爾團

二選一 

愛與服務接力賽國外版 

-泰北團 

愛與服務時間:2 周 

(預計邀請 35 位學生) 

約 46000元/人  

費用包含: 

行前訓練、食宿、

來回機票、保險、

當地交通、成果發

表和服務證明 

(海外版服務學習

擬個人補助) 

愛與服務接力賽國外版 

-尼泊爾團 

愛與服務時間:2 周 

(預計邀請 35 位學生) 

約 60000元/人  

小計  

關懷行動三 活動經費概算: 

項目 內容 經費概算 合計 附註 

個人關懷- 

敬拜讚美福傳 

擬邀請大博爾青年團體 

帶領敬拜讚美 
10,000 元/場 20,000 

北區、中區 

各辦理一場 

大博爾青年團體交通費   
北區：油資         

中區：高鐵/來回票 

計程車 500 元/趟 

大博爾青年團體餐點費 80 元/人  便當每餐 80 元 

北區、中區 

辦理學校補助 

室內音響、燈光、麥克

風 
20,000 元/場 40,000 

 

限量版活動 北區、中區各 1000 個 15 元/個 30,000 共製作 20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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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徽章 

小計 元 
 

    回覆方式：傳真 03-3373747 或以 GOOGLE表單方式回覆數量。 

    聯絡電話：(03)3322605 分機 1711、1712、1713 

 

附件一 

「2019 天主教學校週」 

主題: wake up the world (醒來吧！世界) 主題闡述 

 

  「醒來吧世界高聲唱阿肋路亞！主的喜樂是我的力量！喜樂充滿人間如天上，邀請

主來臨吧！」 

如聖經中說：「因為喜樂於上主，就是你們的力量。」我們的喜樂源於上主，因這喜樂

的力量，我們要勇敢地去宣揚上主的榮耀，成為世界的光，地上的鹽。 

  「醒來吧！世界！」我們願意走出去福傳，因我們的身分是天主的皇家子民，我們

每個人都有去傳福音的權柄與能力，我們要如耶穌告訴我們的，當我們去傳福音時什麼

也不必帶，「在路上除了一根棍杖外，什麼也不要帶：不要帶食物，不要帶口袋，也不

要在腰帶裡帶銅錢；卻要穿鞋，不要穿兩件內衣。」 

  我們願意成為天主的器皿，因天主從起初就揀選了我們每一位，藉著聖神的祝聖與

澆灌，我們要走出去分享這份喜悅。在今年的關懷行動當中，特別從自己出發到眾人，

而發展出「福傳祈禱之旅」到「愛與服務接力賽」，所以為最小弟兄服務外，每個人的

內心也需要靈性上的滋養，這世界上有太多世俗的誘惑、挑戰，導致我們變得不快樂、

變得容易生氣、變得自私、變得不願意付出……但是這些都不是天主要給我們的，天主

要給我們的是滿滿的喜樂與平安，更重要的是祂一直與我們同在(厄瑪努耳)。因此 2019

年以「醒來吧！世界！」做為天主教學校週的主題精神，為的是要喚醒這個世界，喚醒

所有天國的皇家子民，我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我們願意去給予；願意去服務，讓天

主的喜樂降臨在世界各地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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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生命教育基金會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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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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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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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星期六）名額 35 人 待詢校方決定 
第二梯次 2019 年 6 月（星期六）名額 35 人 待詢校方決定 
第三梯次 2019 年 10 月（星期六）名額 35 人 待詢校方決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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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名。 

預定活動日期：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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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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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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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活動 預算表 

內  容 收  入 支  出 小  計 
教育工作者的一日靜修       
收入 :       
第一場   8,000      
第二場   8,000      
第三場   8,000      
         24,000  
支出:       
講師費        
第一場      16,000    
第二場      16,000    
第三場      16,000    
         48,000  
交通費       
第 1、2、3 場講師交通費 4500x3      13,500    
第 1、2、3 場工作人員交通費 4500x3      13,500    
住宿費及餐費       
第 1、2、3 場講師住宿費 3000x3       9,000    
第 1、2、3 場工作人員住宿費 3000x3       9,000    
第 1、2、3 場餐費 100x30x3       9,000    
        
海報設計及印刷費      28,000    
書籍費      22,500    
資料準備費      10,000    
禮物費       4,500    
雜支      12,000    
        131,000  
結餘  24,000    179,000    
      -1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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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收  入 支  出 小  計 

生命教育輔導老師工作營       
收入 : 0     
        
            -    
支出:       
講師費與論文費     15,000    
        
        
場地費     10,000    
講師交通費     12,000    
工作人員交通費      3,500    
餐費      15,000    
海報設計印刷費     12,000    
書籍費     35,000    
教材資料準備費     20,000    
禮品費      5,000    
雜支     30,000    
        
        
結餘       -     157,500    157,500  
        
      -157,500  

 
以上活動總計 新台幣 312,500 元。 
本次向協會申請新台幣 15 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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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2019年常務會議提案單 

開會日期：108年03月12日(星期二) 上午10:00 

開會地點：輔仁大學野聲樓3樓第一會議室(YP324) 

案 由 
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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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款新台幣92,200元整 

說 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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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金額核撥企劃書 (新台幣92,200元整)，附件一。 

2. 恆毅中學已發「性別平等教育教案設計甄選活動」正式公文，附件二 (內

附徵選活動實施計劃、台灣天主教學校家庭教育相關教材對照表、報名表、

作品聲明與授權書、形式審查表、單元教學活動設計教案內容架構圖、單

元教學活動設計表)。 

3. 以上事項後續由唐傳義校長於當天說明，且向洪山川總主教報告。   

辦 法 

(若無，可

省略) 

 

 
備註：如有提案，敬請於108年2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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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聖博敏神學院 
聯絡人：符文玲          聯絡電話：(02) 29017270 # 258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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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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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金額企劃內容 

 
案由：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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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金額核撥額數92,200元整，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民國107 年08 月07 日天主教性別課程教材編撰會議之決議內容，會議記錄

如附件一。 
二、 將現行教育階段之性別平等教育課程進行適度修編，以更符合天主教義性倫理，

使天主教設立高中、國中、國小教師及學生學習合乎天主教的精神與價值，培養學

生正確的認識生命、婚姻與家庭觀。 
三、 藉由編撰共同教材，提供天主教創辦學校一套更切合天主教精神且發展完整可

方便實施的教學媒材。 
四、 辦理時程：108 年1 月1 日至108 年12 月31 日。 
五、 實施方式： 
(一) 舉辦天主教學校「性別平等教育教案設計甄選活動」實施計畫 (正式公文見附

件二，內附徵選活動實施計劃、台灣天主教學校家庭教育相關教材對照表、報名表、

作品聲明與授權書、形式審查表、單元教學活動設計教案內容架構圖、單元教學活

動設計表)。藉由蒐集現有的教學資源及籌辦教案設計徵選活動，獲得多元性、創意

課程規劃。經編撰小組編撰完畢後，送交審查小組進行審查。待核准後，提供天主

教會創辦各級學校使用，教材完成後辦理共同備課、工作坊等，培養課程種子教師

進行後續課程指導及推廣。 
(二) 辦理工作小組會議：邀集與會者10 人，預計2019 年期間辦理4次會議，並於不

同地點召集會議。 
六、 經費明細： 
     1. 性別平等教育教案設計甄選活動：51,000 元。(包含評審費與奬勵金。 
     2. 車馬費：30,000 元整 (與會者10 人，一年4次會議)。 
     3. 雜支：8,000 元整(包含文具費、電話費、茶水點心、郵資、少量的影印費

等)。 
     4. 便當費：3,200 元整 (與會者10 人，一年4 次會議)。 
七、 擬向協會申請經費共計92,200 元整： 
決議：根據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2018 年 10 月 23 日常年大會會議決議：無異議，照

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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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07年8月7日天主教性別課程教材編纂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7 年08 月07 日（星期二）10：00 
開會地點：靜宜大學主顧樓803R 
主 席：洪山川總主教 記錄：彭文美 
出席人員：主教團洪山川總主教、靜宜大學唐傳義校長、郭翠華主任、彭文美秘書、

輔仁聖博敏神學院 
符文玲老師、輔仁中學李國榮校長、恆毅中學洪儀真老師、崇光女中湯雪蘭老師、曉

明女中林益謀主任 
請假人員：輔仁聖博敏神學院耶穌會院院長詹德隆神父 
壹、 會前禱 
(略) 
貳、 主席報告 
(略) 
参、 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無異議。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符文玲老師 
案由：擬建議重新編撰高中教材《健康與護理》、《公民與社會》及國中教材《綜和

活動》，請討論。 
說明：刪除不當同志教育及多元性別內容，留下適當的情感教育內容，適當改編，並

補上符合天主教義 
的性倫理。可請一間願意合作的出版社出版我們編好的教材 (學校負責人編完，且輔

神也審查過)，並由主教團出示公函至天主教各級學校，向同一間出版社購買教材並

教導學生。 
決議：成立天主教性別課程教材推動小組。 
 
提案二 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符文玲老師 
案由：擬提供天主教會及基督教會相關機構予學校參考，並邀請該單位之老師至校園

宣導，每學期四小時之性平課程、性平講座或生命教育，請討論。 
說明：這些機構同樣不願意教導同志教育及多元性別，故可提供給各校，邀請他們進

校教導健康正面的 
兩性教育、情感教育、性教育、品格教育、生命教育。 
決議：提供並推薦健康取向之講師或單位予各校教授性平課程之教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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