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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第八屆第 1 次常務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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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陳美華校長、聖心女中魏雪玲校長、 

聖心小學畢明德校長、光仁小學何碧蓮校長、 
達人女中李美鶴校長(張玉靖主任代)、曙光女中姚麗英校長、 
曉明女中劉瑞瓊校長、正心中學林佳慧校長、聖功女中鄭麗蓉校長、 
道明中學林耀隆校長、公東高工黃淑英校長(假)、 
法律顧問賴曉君律師 

 
輔仁大學使命副校長聶達安神父、輔仁大學校牧林之鼎神父 
耕莘健康管理專校劉薏蓉主任、蕭慧瑛組長 
文藻外語大學潘春旭主任、明誠中學林珮華老師、 
財團法人生命教育基金會施宣溢執行長、輔仁大學林瑞德所長 
輔仁大學陳盈良組長、輔仁大學劉美惠秘書、輔仁大學蕭明嫻秘書 

記    錄：蕭明嫻 
 
壹、 會前禱：輔仁大學校牧林之鼎神父帶禱。 
貳、 主席致詞：略。 
參、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請參閱現場簡報)： 

第七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議(108 年 9 月 26 日)會議紀錄於 108 年 10 月 18 日發函

(天主教學協字第 1080020666 號)予各會員學校，同時公告於本協會網站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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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 46 所會員學校會費收入截至 109/3/9 止，共計 1,062,480 元。 
(二) 108/9/24~109/3/09 協會財務收支狀況如下表：   

單位：元 
日  期 摘                要 收  入 支   出 

108/9/23 前期結餘 2,435,936 
108/10/09 第七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法律顧問出席費(賴曉君)  5,000 

108/10/22 
2019 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暨常年大會活動費

-衛道中學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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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07 學年度 47 所會員學校年費收入總計新台幣 1,143,870元整。 
 

二、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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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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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全國天主教學校

宗輔教師研習活

動 

台南教區(德光

中學) 
149,98

0 元 
133,89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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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列於 2019 年常年大會會議紀

錄。※本案已完成請款核銷。 

3 
第七屆第 4 次常

務委員會議 
輔仁大學 2 萬元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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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24-25 於衛道中學辦理，

共 116 人參與。※本案已完成請

款核銷。 

5 天主教學校週 振聲中學 496,93
0 元 

496,93
0 元

(預支) 

結案報告摘要列於 2019 年常年

大會會議紀錄。(結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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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萬

元 

結案報告摘要列於 2019 年常年

大會會議紀錄。※本案已完成

請款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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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案報告摘要列於 2019 年常年

大會會議紀錄。 
※本案已完成請款核銷。 

  

108/11/0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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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108/11/0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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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0 

108/12/16 2019 年靈性教育系列活動-生命教育基金會(含匯費)  150,030 
109/1/1~3/9 108 學年度 46 所會員學校年費 1,062,480  
本期收支小計 1,062,480 361,870 
 本期餘絀 700,610 

108/9/23 前期結餘 2,435,936 
109/3/09 本期結餘 3,136,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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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高雄教區(道明中學) 
案由：申請「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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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目的：裝備宗輔教師能量並安頓身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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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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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額

70 名。 
五、  研習時間：109 年 5 月 14 日(四)- 15 日(五)。 
六、 研習地點：蓮潭國際會館，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七、  研習流程：請參閱如後附件。  
八、 研習費用：二天一夜，每人 1600 元。 
九、 擬申請補助：本次研習總費用為新台幣 35 萬 3,580 元，除學員負擔每名 1,600

元，尚有不足額款項，擬請貴會同意並惠允補助新台幣 141,580
元整。(活動計畫內容及概算表請參閱附件一，p.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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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萬元整。 
二、 照案通過，補助新台幣 10 萬元整。 
三、 因近期新型冠狀病毒防疫工作，本次活動如確定延期，承辦學校盡速通知各

會員學校，並視情況告知延後辦理時間。 
 
提案二                                      提案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校 
案由：申請「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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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計畫依據：依據 109 年 1 月 7 日天主教學協字第 1090000324 號辦理 

二、 研習活動源起與研習目標： 

(一)全國 46 所天主教學校秉持共同的辦學理念，各校之間雖然因著區域環

境或學校屬性有些差異，仍有著手足般的情誼。依據傳統，每年輪流由

一所學校主辦。 

(二)透過研習的方式，一方面凝聚教會辦學的核心共識，增進校際間的情

誼，並促進與深化對各校的完整瞭解；另一方面，也共同面對未來的教

育挑戰，厚植天主教會辦學的教育理念。 

三、 研習主題：撒種落在好地裡，獲得更豐富的生命(谷四：1-20/若 10：10) 
人的內心是一處神聖空間。耶穌以「撒種」的比喻，邀請我們省察每個人

的內心沃土，是否能提供他人豐富的精神養料，好讓種子，包括學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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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與家長都能在好地裡生根、發芽、茁壯、開花、吐穗、結果。身為教

育工作者，耶穌提醒我們是否注意到那些落在荊棘地、路邊、荒地的種子

所要面對的困境。本次研習關心同學、老師與家長們在天主教會學校的學

習、教學，好能在教育的歷程中協助彼此獲得更豐富的生命。 
四、 研習時間：109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四)9:00-10 月 30 日(星期五)13:00。 
五、 研習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宜蘭校區) 

宜蘭校區：宜蘭縣三星鄉尚武村健富路二段 407 號 

六、 主辦單位：天主教校務發展協會。 

七、 承辦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八、 協辦單位：宜蘭悅川酒店。 

九、 活動實施計畫、議程及概算表如附件二(p.14-16)。 

十、 本次活動經費總計新台幣 200,000 元，擬請惠允補助。 

 
決議：照案通過，補助新台幣 200,000 元。 
 
 
提案三                                           提案單位：明誠中學 
案由：申請「2020 年天主教學校週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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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禮物。 

二、 本年度活動預期分兩大核心主軸辦理，一為製作柿子形狀之禮物袋，致贈國

外暨偏鄉兒童，分享關懷與天主恩澤；二為國外弱勢團體與學校進行勸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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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活動：1.禮物包：一本小手札、彩虹筆。 
 2.送禮物到柬埔寨及高屏弱勢家庭的小朋友。 

共同募款：聖瑪爾大女修會六所幼兒園、天主教單國璽基金會。 

三、 聯合報佳音活動。 
四、 活動內容請參閱附件三(p.17-21)。 
擬向協會申請補助：新台幣 585,750 元。 
 
決議：請承辦學校依據會中意見修正活動方案(禮物形式、報佳音、交通費等)，並

於一個月內擲回(最晚 5 月底前)，協會以電子郵件方式郵寄常務委員審閱，

待決議後方為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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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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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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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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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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 月(星期六)名額 35 人，待詢校方決定。 
第二梯次 2020 年 9 月(星期六)名額 35 人，待詢校方決定。 
第三梯次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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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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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生命教育基金會執行「靈性教育系列活動」總經費為 315,500 元。

敦請協會補助新台幣 15 萬元，其餘經費由基金會自行籌款。 
 
決議：照案通過，補助新台幣 15 萬元整。 
 
 
提案五                                          提案單位：輔仁大學 
案由：辦理「中學行政主任研習營」，請審議。 
說明： 
一、 緣由：全國 42 所天主教會中小學校，秉持天主教會全人教育理念辦學。近

年社會快速變遷，在少子化的衝擊下，亦因教改 108 課綱推動，各校為求生

存盡力求新求變，相對各主管尋求如何承繼天主教辦學理念，以完成處室之

使命，同時與其他處室合作，共同開創學校的契機，形成各校主任業務更艱

鉅的挑戰。 
在天主教大家庭中，需要機會與平台彼此學習互相扶持，另外教育機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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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並進，要有前瞻性的視野，又保有深刻的信仰基礎，因而各處室的主

任,若有機會接受精進的培訓，實在是各校的需要，透過專家學者在教育上

的洞見，在靈性修為的提點，實際業務的分享討論，或各類案例的角色扮

演，問題解決… 將能幫助各校主任更具能力地實現其使命。     
二、 進行方式分為三階段： 

(一) 研習前之問卷：收集各校教職員對目前教育大環境之認知及對校方之認

知及其期待，作為未來提供主任服務及作為籌辦研討會之參考。 
(二) 研習會進行方式：專家講座、靈修操練、經驗交流、角色扮演案例討

論，以達現況中提升專業，輕鬆中形塑帶得走的能力。 
(三) 研習會後：形成區域性學習型組織, 繼續合作彼此支持。 

三、 主任領導研習會議： 
(一) 時間：2020 年 7 月 17 日(五)。 
(二) 地點：天主教輔仁大學。 
(三) 參與對象：天主教中小學各校三名。 

如需前一晚住宿者，每人住宿請繳納新台幣 1,000 元，其餘由大會補助。 
四、 有關計畫內容與經費申請明細詳如附件四(p.22-24)。 
五、 本計畫向協會申請新台幣 10 萬元整。 
 
決議： 
一、 照案通過，惟因新冠狀病毒防疫工作，本次研習預期延期至 2021 年 1 月。

並視各會員中小學學校便利參與之時間，配合調整辦理日程。 
二、 依據本計畫期程，承辦學校須於研習活動前進行問卷設計資料分析工作。

故請承辦學校將本案分為二年期計畫，分年提出計畫與所需預算。本次會

議決議 2020 年補助新台幣 2 萬元整。並請承辦學校於下次常年大會前提報

第二階段(第二年)計畫，併入 2021 年預定活動規畫。 
三、 建議中小學校長向所屬的教育局詢洽校長/主任儲訓班訊息。 

 
 
提案六                                             提案單位：曉明女中 
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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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 
說明： 
一、主    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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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辦單位：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三、承辦單位：曉明女中 
四、對    象：全國天主教大學、中學。 
五、計畫時間：109 年 11 月-12 月、天主教學校週(辦理天主教大學週活動) 
六、計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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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文給各天主教高級中學，請各校提出學生對 4 所天主教大學需求。 
（二）總召學校彙集北中南各天主教中學之需求與相關資料，並提供給 4 所

天主教大學。 
（三）4 所天主教大學依各天主教中學之需求作回應。 
（四）時程： 

日      期 內           容 備註 
109 年 11 月 9 日

-11 月 20 日 
總召學校發文給各天主教高級中學，請各校提出學生對

4 所天主教大學的需求。  

109 年 11 月 23
日-12 月 4 日 

總召學校彙集各天主教中學之需求與相關資料，並提供

給 4 所天主教大學。  

109 年 12 月 7 日

-12 月 17 日 
4 所天主教大學依各天主教中學之需求作回應 --- 提供

學校招生海報、文宣、校系簡介等。  

109 年 12 月 18
日-12 月 25 日 

各天主教中學於天主教學校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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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本計畫提請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常務委員會議通過後執行。 
 
曉明女中林主任會中提出之建議與本次決議如下： 
一、 建議大學端利用特殊選材入學管道訂定有利天主教高中生的條件： 

加註認同天主教大學辦學理念，高中課程曾修習校訂必修課程有關生命教育、

倫理教育、全人倫理等課程 2-4 學分者(可調查天主教高中校訂必修課程名

稱)。或在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多元表現」項目挑選學生曾在高中參加非正

式課程或潛在課程靈性操練活動的證明，如報佳音傳愛行動、守齋行愛德、

敬天祭祖、為世界祈福、成人禮等。 
二、 建議大學端能舉辦如台大杜鵑花節、政大包種茶節，校園特色接待參訪活動

展現學校特色。或主動接待高中端大學之旅、畢旅做校系介紹及校園參訪。 
三、 利用每年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老師研習，大學端能蒞會報告有關招生訊息，

例如輔大金毓瑋神父曾主動蒞會介紹「天學班」。 
四、 承辦學校會後將與輔仁大學校牧林之鼎神父討論後續執行可行方案。 
 
提案七                                          提案單位：曙光女中 
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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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台灣天主教主教團天主教童軍委員會的成立，希望透過童軍的原則與方法經

過培訓和活動過程來促進和發展符合教會的青年；在成年人的支持及陪伴下，

成年人和年輕人一起工作，通過年輕人啟發福音價值給年輕人。 
二、 天主教童軍委員會目標: 

1. 促進童軍活動中的青年協調和團結，並致力於為他人服務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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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與青年們生活在一起，在青年中推廣和傳播福音及其價值。 
3. 自然發展成為與任何政府機關、私營企業和教會的力量與合作。 
4. 加強關係並支持童軍發展，在學校教育系統及教會，加強服務互助方面的

合作交流。 
5. 以全體成員為中心，為全體成員提供服務。 

三、 依據委員會工作計畫，執行了以下項目活動: 
1. 舉辦大露營活動，2020 年舉辦第一次，未來預計每兩年或不定期辦理一次。 
2. 健全天主教童軍組織架構並建立完整的培訓計畫，培育教區青年成為優秀

的童軍夥伴、良好的領導者、有服務熱誠的志工。 
3. 支持並促進各教區童軍團的成立與運作。 
4. 每年辦理二次童軍組訓工作、青年領袖課程(木章訓練)。每年四月辦理天主

教童軍領袖會議。 
5. 加入天主教童軍國際組織與活動： 

時間 項目 地點 
2015.08. 23rd World Scout Jamboree Japan 
2016.08 4thInternationalScout Camporee Japan 
2017.10 11th ICCS-APR Conference 2017 Thailand 
2017.12 ICCS Conference 2017 Rome 
2019.10 12th ICCS-APR Conference 2019 Indonesia 

 
6. 即將承辦「13th ICCS-APR Conference 2021」活動。 

四、 擬向協會申請每年補助新台幣 10 萬元整，委員會工作彙整表及經費明細詳如

附件五(p.25-27)。積極動員參與活動，凝聚各校彼此間之共融，傳播天主福音。 
五、 惟本案未列入 2020 年協會活動規劃，是否經常務委員會會議討論決議後，提

送 2020 年常年大會審議，請討論。 
 

決議：經本次常務委員會討論決議，本案併入 2021 年預定年度活動，提送 2020 年

常年大會審議。 
 

陸、 報告案： 
報告案一                                            提案單位：靜宜大學 
案由：「國際教育的全球視野與在地實踐」國際教育研習會。 
說明： 
一、 2020 年 1 月 14 日辦理，安排 8 場專題講座邀請各級中小學校長與校務決策

人參加研習，共計 116 人次參加。 
二、 有關後續執行事宜，靜宜大學國際教育中心規劃三大計畫，並分階段執行： 

(一)  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計畫： 

1. 培育全英語授課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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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外師資招募。 
3. 國際教育資源，研發國際接軌的教材與課程。 

(二) 策略聯盟國際交流計畫。 

(三) 數位偏鄉雙語教育計畫。 

三、 具體成效： 

(一) 台中市教育局邀請國際教育中心協助中等學校雙語師資。 

(二) 中小學校積極洽詢全英文授課在職進修機會。 

(三) 建構中心成為國際教育資源平台。 

上述活動內容請詳附件六(p.28-29)。 
 

決議：請主任委員學校以本協會名義代表全體會員學校向靜宜大學致謝。 

(本協會已於 2020 年 3 月 13 日郵寄專函致謝靜宜大學) 
 

柒、 2020 年活動經費申請補助明細與收支修正如下： 
項次 活動內容 承辦單位 申請金額 

1 第八屆第 1 次常務委員會議 輔仁大學 20,000 
2 2020 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活動 高雄教區(道明中學) 100,000 
3 第八屆第 2 次常務委員會議 輔仁大學 20,000 

4 
2020 年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暨常年

大會 
耕莘健康管理專校 200,000 

5 2020 年天主教學校週 明誠中學 500,000 
6 靈性教育系列活動 生命教育基金會 150,000 
7 國際教育的全球視野與在地實踐 靜宜大學 0 
8 中學行政主任研習營 輔仁大學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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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020 年活動經費申請補助             總     計 1,010,000 
 108 學年度 46 所會員學校年費收入     總     計 1,062,480 
 收支餘絀 52,480 

 
捌、 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單位：道明中學 
案由：邀請協會各會員學校協助完善所屬學校校史沿革與創校重要耆老相關資料，

請討論。 

說明： 

一、 因逢近期進行台灣天主教教育在地化歷史回顧等資料彙集工作，訪查各會員

學校網頁資料，發現有待完善的空間，邀請協會各會員學校協助提供學校創

立之相關資料、學校創立時期的重要耆老(如神職人員，參與創校之重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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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與聯絡資訊，以利於日後留存及訪談，並計畫上傳至維基百科全書。 

二、 為便利各會員學校提報，承辦學校會提供範例格式參考。。 

三、 惠請以協會名義向各會員學校予以配合協助。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本案因有特定時間限制，承辦學校盡速於近期提供參考範例，以協會名義邀請

各會員學校提供協助。 
三、 本案排入下次大會議程。 
 

玖、 第八屆第 2 次常務委員會會議地點： 
決議：輔仁大學。 
 

壹拾、 會後禱：輔仁大學校牧林之鼎神父帶禱。 
壹拾壹、 散會：中午 12:20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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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計畫書 

            －身心靈安頓的實踐與省思－ 

 
一、 目的：裝備宗輔教師能量並安頓身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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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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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5 月 14 日(四)- 15 日(五)  
六、 報到地點：蓮潭國際會館 

會館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電話： 
07-3413333 

七、 住宿：蓮潭國際會館 
八、 研習流程：請參閱附件。  
九、 報名方式：限額 70 名。報名表如附件。 

(一) 即日起至 3 月 20 日前 Email：
scorpioray1024@hotmail.com芮耀斌主任收，或傳真：
07-2247119 生命教育中心收，傳真完成後請再來電確
認。經審核後 3/27 前回覆。 

(二) 聯絡人：芮耀斌主任  電話：07-9748531 
十、 研習費用：二天一夜，每人 1600 元。（請於報到時繳交） 
十一、 報到：5/14（四）11:00-11:30 專車於台鐵新左營站接送。 

(一) 高鐵：左營站車站大廳往台鐵新左營站方向，搭電梯至台
鐵出口。 

(二) 台鐵：於新左營站出口報到，與搭高鐵者會合搭專車。 
(三) 自行前往：請於 12:00 前至蓮潭國際會館一樓大廳報

到。車輛請停放於停車場。 
本辦法如有修正，另行通知。 

2020 年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流程表 

【身心靈安頓的實踐與省思】 

 
 

 

 
 

 

 
 

 

 
 

 

 
 

 

 
 

 

 

日期 時 間 活動內容 

 
 
 

5/14 
(四) 

12:00-12:20 蓮潭會館報到/放置行李 
 
 

12:20-13:00 午餐 
13:00-14:00 午休 
14:00-14:20 開幕式/課程簡介 
14:30-16:30 專題一：小王子的奇幻旅程/宮能安老

 16:30-17:00 共融時間 
17:00-17:20 蓮潭會館設施介紹 
17:20-21:00 高雄華園大飯店晚餐/高雄港灣區輕

軌漫遊 

21:00-21:30 返回飯店/心靈時間 
21:30 晚安/進入夢鄉 

 
 
 

5/15 
(五) 

06:00-06:30 晨禱 
06:30-08:00 早餐 
08:10-10:10 專題二：身心靈的安頓饗宴-音樂治療/

宗祖薇老師 
10:30-11:30 感恩彌撒/派遣禮 
11:30-12:30 惜別餐會 
12:40 賦歸 

 12:50 專車往高鐵左營站 

附件一 

mailto:scorpioray1024@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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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全國宗輔教師研習經費預算表 

支出部分： 

項次 品名 說明 數量 小計 

01 場地費 100 人大型會議室 2 場次 17280 
02 房費 景觀雙人房兩小床 25 間 67500 
03 房費 精緻雙人房兩小床 10 間 30000 
04 房費 精緻三人房一大床一小床 5 間 17500 
05 房費 景觀單人房(神師專用) 3 間 9600 
06 午餐費 10 人份中式桌菜 8 桌*2 餐 96000 
07 晚餐費 歐式自助餐(每人 660 元) 80 人 52800 
08 接駁遊覽車資 42 人座標準型 8 車次 16000 
09 保險費 意外險及醫療加值型保單 80 人*2 天 8000 
10 講師鐘點費 2 場專題講座及體驗課程 8 小時 16000 
11 講師鐘點費 彌撒主祭及陪祭神師禮金 3 位 5000 
12 講師交通費 高鐵台北-高雄來回 5 人 14900 
13 雜支 相關文具等必要支出 1 3000 

                                                   總計：353580 

 

收入部分： 

項次 品名 說明 數量 小計 

01 報名費 每人 1600 元 70 人 112000 
02 家長會贊助款 道明中學家長會專款贊助 1 筆 50000 
03 自籌款 道明中學自籌款項 1 筆 50000 

                                                   總計：212000 

 

收支合計：353,580-212,000=141,580 元(此為預計向委員會申請補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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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實施計畫 
承辦學校：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一、 研習計畫依據：依據 109 年 1 月 7 日天主教學協字第 1090000324 號辦理 

二、 研習活動源起與研習目標： 

(一)全國 47 所天主教學校秉持共同的辦學理念，各校之間雖然因著區域環境或學校

屬性有些差異，仍有著手足般的情誼。依據傳統，每年輪流由一所學校主辦。 

(二)透過研習的方式，一方面凝聚教會辦學的核心共識，增進校際間的情誼，並

促進與深化對各校的完整瞭解；另一方面，也共同面對未來的教育挑戰，厚植

天主教會辦學的教育理念。 

三、 研習主題：撒種落在好地裡，獲得更豐富的生命(谷四：1-20/若 10：10) 
人的內心是一處神聖空間。耶穌以「撒種」的比喻，邀請我們省察每個人的內心沃

土，是否能提供他人豐富的精神養料，好讓種子，包括學生、教師、與家長都能在

好地裡生根、發芽、茁壯、開花、吐穗、結果。身為教育工作者，耶穌提醒我們是

否注意到那些落在荊棘地、路邊、荒地的種子所要面對的困境。本次研習關心同

學、老師與家長們在天主教會學校的學習、教學，好能在教育的歷程中協助彼此獲

得更豐富的生命。 
四、 研習時間：109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四)9:00-10 月 30 日(星期五)13:00 
五、 研習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宜蘭校區) 

宜蘭校區：宜蘭縣三星鄉尚武村健富路二段 407 號 

六、 主辦單位：天主教校務發展協會 

七、 承辦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八、 協辦單位：宜蘭悅川酒店 

九、 議程(含常年大會時間與場地) 

 

2020 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暨常年大會議程(一) 

   
時間 主題 主持人/主講人 地點 

08:00-09:30 90 分鐘 車程-羅東火車站/
羅東轉站 

耕莘行政團隊 羅東火車站/羅東轉站 

09:30-09:50 20 分 喜樂報到與茶敘 耕莘行政團隊 行政大樓 2 樓 A203/A208 
09:50-10:05 15 分鐘 祈福禮 生命教育組 行政大樓 2 樓 A209 
10:05-10:15 10 分鐘 開幕式 天主教校務發展協

會(理事長) 
10:15-10:30 15 分鐘 致歡迎詞 台北教區總主教 
10:30-12:10 100 分鐘 專題演講 

1.老師，你住在哪
裡？ 

1. (待聘) 
2. Fr. Anthony 
Wesolowski Ph.D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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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atholic 
Education and 
Benedictine 
Hospitality 

O.S. B. 

12:10-13:30 80 分鐘 大合照 
午餐交流與休息 

耕莘行政團隊 行政大樓 2 樓 
行政大樓 3 樓 

13:30-14:20 50 分鐘 分組討論 耕莘行政團隊 行政大樓 2 樓 A203/A208 
A302/聖三中心 

14:20-14:40 20 分鐘 耕莘校務發展經驗
分享 

林淑玟校長 行政大樓 2 樓 A209 

14:40-17:00 140 分鐘 耕莘莘體驗 耕莘行政團隊 宜蘭校區 
17:00-18:00 60 分鐘 自宜蘭校區驅車前

往宜蘭悅川酒店 
耕莘行政團隊  

18:00-20:00 120 分鐘 晚宴 耕莘行政團隊 宜蘭悅川酒店 
19:30-21:00 90 分鐘 常年大會 天主教校務發展協

會團隊(輔仁大學) 
宜蘭悅川酒店 

 
2020 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暨常年大會議程(二) 

109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五) 
時間 主題 主持人/主講人 地點 

06:30-08:30 120 分鐘 起床享用早餐 耕莘行政團隊 
宜蘭悅川酒店 

宜蘭悅川酒店 

08:30-09:00 30 分鐘 報到 耕莘行政團隊 宜蘭悅川酒店 
09:00-10:00 60 分 綜合座談及意見回饋 耕莘行政團隊 宜蘭悅川酒店 
10:00-10:30 30 分鐘 驅車前往聖嘉民聖堂 耕莘行政團隊  
10:30-11:30 60 分鐘 感恩彌撒 耕莘行政團隊 聖嘉民聖堂 
11:30-13:00 90 分鐘 午餐與賦歸(發車) 耕莘行政團隊  

 

十、 報名表(含住宿、用餐、接駁等資訊) 

2020 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暨常年大會報名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學校名稱  職稱  

聯絡電話 辦公室電話：             手機： 

電子信箱  

身分別 □神父(共祭煩請自備大白長衣及白色領帶) □修女 □非神職人員 

住宿資訊 □單人獨住(每人一晚 3,000 元) 

□雙人合住(每人一晚 1,600 元) 

   □指定共住夥伴：                          

   □由主辦單位協助安排共住：                

□自行處理 

□住宿收據 □需要  

   (請務必填寫統編：          抬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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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需要 

住宿日期 □10/28 住宿一天  □10 月 28-29 住宿兩天 

餐食 □葷食     □素食   

交通工具 □自行前往到耕莘健康管理諸科學校宜蘭校區。 

   請提供車號：(                 ) 

□搭乘台鐵至羅東火出站(10 月 29 日 8:00 起，於出口處由耕莘專校

行政團隊接駁) 

□搭乘客運至羅東轉運站(10 月 29 日 8:00 起，於出口處由耕莘專校

行政團隊接駁) 

備註 親愛的夥伴：您好!為及早預訂房間並安排相關的接駁事宜，煩請您

於 109 年 8 月 15 日 17:00 前完成報名。萬分感謝您的協助! 

 

十一、 預算 

2020 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暨常年大會預算 
                                                                單位：元 

序號 項目 內容說明 金額 
1 工作人員 T-

shirt 
正面、反面兩色印刷件(40 人*單價 210 元) 8,400 (含稅) 

2 保險費 南山人壽公司版-團傷責任險 200 萬、每一意
外事故團傷責任 1000 萬、每一財物損失 200
萬、最高賠償金額 2400 萬，另含食物中毒、
接駁護送責任等保險項目(120 人-250 人) 

3,040 (含稅) 

3 印刷費 含印手冊、名牌、紅布條等 12,000 (含稅) 
4 交通費 接駁(英倫交通公司-宜蘭區) 28,875 (含稅) 

5 餐費(1) 10 月 29 日午餐 120 人*250 元(含餐具租借-餐
旅科師生) 

30,000 (含稅) 

6 餐費(2) 宜蘭悅川酒店 10 月 29 日晚餐 120 人*650 元 78,000 (含稅) 
7 餐費(3) 10 月 30 日午餐 120 人*100 元(外帶式餐盒) 12,000 (含送) 
8 講師費 國內 1,600 元、國外 4,800 元 6,400 (含稅) 
9 場地費 宜蘭悅川酒店-常年大會場地 11,000 (含稅) 

10 雜支 場地佈置等雜項支出 10,285 
11 合計 200,000 
12 禮品費 120 人*500 元 -60,000(耕專) 

 

十二、 聯絡人 

全人教育中心生命教育組 蕭慧瑛組長 辦公室 02-2219-1131*6524 
手機 0935-808-822 E-mail：teresa0601@ctc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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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天主教學校週」系列活動企劃書 
承辦學校：天主教明誠中學 

一、計畫主題：2020愛柿予你 
二、意義闡釋： 

耶穌誕生時，天上出現了祂的星，東方三賢士追尋著星象找到了祂，並帶來三項

珍貴的禮物，分別是黃金、乳香與沒藥。黃金象徵著尊貴王者，乳香意味著神聖的馨

香，沒藥則是人性的需求與高貴象徵。三賢士帶來的禮物，凸顯耶穌誕生作為人子、

聖者與君王的特質，從人性到神性，歷經生命苦痛到永生，耶穌就如同天主賜予人們

的禮物，帶來新生與希望。 
 
禮物，通常泛指人們提供一種物質基礎施予他人。古早社會的語言，將禮物視為

一種討好、賄賂，想要對某一個人示好所進行的預先付出。但聖經教導我們，神給予

我們禮物，有各種不同的形態，可能是光明、是真理、是福份，表彰著祂對我們的

愛，更重要是從來不求回報。禮物或許可以是一種珍貴的奉獻，引領我們尋找真理；

也可以是一種稀鬆平常的施予互助，或單純心意地提供一種祝福，一種期盼，表達一

種共享生命經驗的思想互動。 
 
有人說 2020 年，象徵著「愛你愛你」，在這充滿愛與喜樂的甜蜜年度，我們重新

思考神施予我們的愛，也將這份充滿多元意義的禮物，裝在諧音喻示著恩「賜」與

「施」予的柿袋裡，分予他人，共享上主的眷顧。 
 

三、活動主題曲：禮物 
四、活動內容： 

本年度活動預期分三大核心主軸辦理，一為「柿袋祝福活動」製作柿子形狀之禮

物袋，致贈國外暨國內偏鄉兒童，分享關懷與天主恩澤；二為「聯合報佳音」聯合高

雄地區天主教學校辦理報佳音活動，共同迎接神聖時刻的到來；三則是「愛你愛你教

育基金募款活動」國外弱勢團體與學校進行勸募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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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柿袋祝福活動 
1、執行內容： 

（1）、以本年度計畫主題「禮物」為核心進行設計，由承辦學校執行製作「柿

袋」作為聖誕禮物袋，內裝有彩色鉛筆與著有聖經故事的圖畫小冊。 
（2）、交由各協辦學校，尋找有心人，開放自由認領禮物袋。 
（3）、每位認領的贈禮者，可以取柿袋裡的圖畫小冊，協助彩繪封面，以便與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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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贈者有第一層的互動，並在柿袋裡裝下個人認為最珍貴、最有意義或

最真摯祝福的禮物。 
（4）、連同彩色鉛筆與故事圖畫小冊一起交由承辦學校交寄給偏遠地區孩童，

獻上最深刻的祝福。 
（5）、致贈禮物者彩繪聖經故事圖畫小冊時，請勿使用柿袋內的彩色鉛筆，亦

勿使用重墨水的彩色筆或油墨筆，以免影響圖冊使用品質。 
2、致贈對象：柬埔寨與台灣偏遠地區小孩 
3、意義說明： 

（1）、柿袋乃取柿字音近恩「賜」及「施」予之諧音，重新思考耶穌誕生故

事，賦予禮物的精神與意義，期許不落入傳統窠臼，讓提供禮物成為共

沐上主恩澤的思維。 
（2）、彩虹意寓著盟約，因此在柿袋裡放著一隻彩虹筆，以及具有代表性意義

的聖經故事插圖的小手札，贈禮者在彩繪圖冊封面時，也能一起為收到

禮物的人祈禱，希望藉由這個柿袋，讓天主賜與的禮物、耶穌基督的故

事能夠被理解與頌揚。更重要是使天主促成的這個緣分，能牽引起施予

者與受施者雙方的期盼與情感。 
（3）、收到禮物者，可使用彩虹筆在繪有聖經故事插圖裡，進行著色繪畫、書

寫心情、抒發感受，也就是希望能使其有機會藉此向天主傾訴、向遠方

敘說故事的意涵。 
4、辦理時間 

寄出柿袋時間：估約 10 月底 
收回柿袋時間：估約 11 月底 
交寄聖誕禮物：估約 12 月中以前完成 

（二）、聯合報佳音 
1、執行內容 

（1）、邀請文藻外語大學、明誠中學、道明中學、天主教幼兒園（邀請中）暨

天主教社服單位（邀請中）師生與教職員、教友共同辦理。 
（2）、出席學校每校以一台交通車接送為原則。 
（3）、現場辦理聖歌演唱活動，並設置帳篷桌椅，提供各校攤位進行各校及各

社福單位宣傳。 
2、活動時間： 

預擬時間（1）、2020 年 12 月 19 日 13：30 至 16：30 
預擬時間（2）、2020 年 12 月 05 日 13：30 至 16：30 

3、活動地點： 
預擬地點（1）、漢神巨蛋 
預擬地點（2）、夢時代 

 
（三）、愛祢愛你教育基金募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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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執行內容 
勸募款項以教育基金為核心，所得捐贈聖瑪爾大女修會辦理六所幼兒園修

繕、設備添新工作，另配合財團法人天主教單國璽弱勢族群社福基金會辦理

關懷青年、協助弱勢兒童之多元服務。 
2、聖瑪爾大女修會幼兒園經營之募款說明： 

（1）、位於花蓮縣秀林鄉之聖瑪爾大女修會，共經營 6 所幼兒園，其中 2 間為

花蓮教區託管，4 所由修女們負責營運，園所經營超過 45 年。長期以來

採用蒙特利梭教育法辦學，並以天使課（宗教課）廣受家長喜愛。 
（2）、秀林鄉位處偏遠，園區家長大多務農與低收入戶，並有相當多孩童為外

配子女，乃是社會最底層之邊緣族群。長期以來在偏遠地區經營園區即

相當不易，礙於經濟困難，不僅環境建設經費匱乏，即連師資薪資都需

要籌措，營運相當艱辛。但為了孩子們的教育，修女們努力改善環境，

美化綠化，並想盡辦法爭取資源，秉持著責任感不願放棄，奮力為天主

子女們傳福音、持續苦心經營。 
（3）、現階段募款需求用途主要有三：一為解決園所多處屋頂漏水之狀態，需

修補破損、重新粉刷牆面；其二需添購蒙特利梭教具，以完備孩童所需

之教材；其三，孩童所用之遊樂場設備老舊危險，亟需改善翻修。另有

其他園所營運之必要性需求，不另贅述。 
3、配合天主教單國璽弱勢族群社福基金會之募款說明： 

（1）、財團法人天主教單國璽弱勢族群社福基金會創辦以來，長期輔導臺灣社會

弱勢族群之業務，2019 年嘗試辦理「花蓮秀林原住民孩童陪伴計畫」效果

顯著，為服務更多偏鄉與弱勢孩童，特於 2020 年擴大計畫辦理。 
（2）、本年度（2020 年）計畫辦理五大工作項目：一為服務新城、秀林鄉原鄉

兒少及其家庭，提供「兒童課後照顧及陪伴」、「兒少多元智能學習」、「家

庭支持」及「建構社區資源網絡」服務。二是提供約 25,000 人次弱勢家庭

兒少課後照顧服務；三為扶植 11 個中小型兒少領域社福單位，並為其舉

辦工作坊，提升服務品質、專業知能；四是預計提供至少 160 名國三至高

中學生生命教育、體驗教育、與服務領導領袖對談等多元化課程服務；五

是辦理生命探索營、青年領袖培訓營，期許激發青年對社會使命、責任感，

及對單國璽樞機的活出愛精神有更確切的認識，並能積極投入社會服務。 
4、捐款方式 

（1）、各天主教學校徵求自由募款。 
（2）、待統籌費用後，撥交兩大需求單位。 
（3）、募款期間：2020 年 11 月 15日至 12 月 12日 
 

（四）、聯合點燈：由各校於將臨期第一週（2020年 11月 29 日至 12 月 05 日）自
行擇日籌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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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期進度： 

執行月份 
工作項目 

109年 110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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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活動主題 LOGO 設計  √ √           

3 以活動主題 LOGO 設計傳愛卡  √ √           

4 錄製活動主題曲   √ √          

5 活動主題舞曲編排錄製   √ √ √         

6 
2020年天主教學校周活動發文
至47所天主教學校 

     √ √       

7 統計各校傳愛卡及柿袋數量       √ √      

8 統計各校柿袋數量陸續寄送       √ √      

9 各校柿袋數量陸續寄回         √ √    

10 安排社福機構進行愛心送柿袋           √   

11 柿袋送到柬埔寨           √   

12 聯合報佳音活動計畫 √ √            

13 
聯合報佳音活動計畫邀請各學校
(糼兒園) 及社福單位 

 √ √           

14 
聯合報佳音活動計畫確認各學校
(糼兒園) 及社福單位的節目 

      √ √      

15 聯合報佳音活動           √   

16 活動經費結算核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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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費概算： 

項目 內容 單位 數量 經費概算 合計 
活動主題曲版權費

及使用權 禮物   1 10,000 10,000 

主題曲 DEMO 主題曲音樂帶、製作

MV   1 60,000 60,000 

主題、手札圖版權 版權費用   1 8,000 8,000 
主題活動宣傳海

報、小手札設計費 
主題活動宣傳海報及

小手札設計費用   1 3,000 3,000 

主題活動海報印製

費 A1 單面紙彩色印刷 張 100 40 4,000 

傳愛祈禱卡印製費 雙面彩色印刷，單面

上防水膜亮面 張 10,000 5 50,000 

主題曲 CD 主題曲 CD 一片/各校 所 47 450 21,150 
DVD 影片 DVD 影片一片/各校 所 47 300 14,100 
郵資 油資、郵資 批 1   12,000 
柿袋 製作費 個 2,000 60 120,000 
彩虹筆 印活動主題 支 2,000 10 20,000 

聯合報佳音 

各單位交通費 單位 10 10,000 100,000 
音響、麥克風 場 1 40,000 40,000 
場地費 場 1 60,000 60,000 
大圖輸出 張 1 15,000 15,000 
10 個帳篷 張 1 500 500 
桌椅租用 張 10 300 3,000 

活動便當費 工作人員及參加者 盒 500 80 40,000 
雜支 影印、文具、耗材等 批 1 5,000 5,000 

總     計 58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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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台灣天主教中小學校主任領導研習計畫書草案 

一、  緣由 

 全國 42 所天主教會中小學校， 秉持天主教會全人教育理念辛勤辦學. 近年來因社會

變遷快速，在少子化的衝擊下，又因教改 108 課綱的推動，各校為求生存盡力求新

求變， 相對各主管業務尋求如何承繼天主教辦學理念，完成處室之使命，又能與其

他處室合作，共同開創學校的契機，形成各校主任業務更艱鉅的挑戰。 
  
在天主教大家庭中，需要機會與平台彼此學習 互相扶持，另外教育機構需要與時並

進，要有前瞻性的視野，又保有深刻的信仰基礎，因而各處室的主任，若有機會接

受精進的培訓. 實在是各校的需要. 透過專家學者在教育上的洞見，在靈性修為的提

點，實際業務的分享討論，或各類案例的角色扮演，問題解決…，將能幫助各校主任

更具能力地實現其使命。      
二、 方式 

(一) 研習前之問卷：先收集各校教職員對目前教育大環境之認知 及 對校方之認知

及其期待，經過收集分析作為未來提供給主任服務之參考，並作為籌辦研討會

之參考。 
(二) 研習會進行方式：專家講座、靈修操練、經驗交流 、角色扮演案例討論，以達

現況中提升專業，輕鬆中形塑帶得走的能力 。 
(三) 研習會後：形成區域性學習型組織，繼續合作彼此支持。 

三、 主任領導研習會議  
(一) 時間: 2020 年 7 月 17 日。 
(二) 地點: 新北市天主教輔仁大學。 
(三) 出席人次:天主教中小學各校三名。 

議程表(一) 
109 年 7 月 17 日（星期五） 

時間 主題 主禮/主持/主講 地點 

08:30~09:00 報到 輔大工作團隊 濟時樓 9 樓大

廳 
09:00~09:20 開幕祈福禮 主禮：劉振忠董事長 國際會議廳 

09:20~9:50 開幕式 
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主任委員 
輔仁大學江漢聲校長 

國際會議廳 

9:50~10:20 
大合照   
茶敘 

輔大工作團隊 
國際會議廳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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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2:00 
專題演講 
學校經營領導的系統思

維 

主持人： 
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主任委員 
輔仁大學    校長 
主講人：    教授 

國際會議廳 

12:00~13:30 用餐及午休 輔大工作團隊 小型會議室 

13:30~15:30 

分組活動 
主題：有效領導者  
子題 1：角色扮演 

如何扮演長上屬下。 
子題 2：心靈思維 
     主任的靈性歷程。 
子題 3：溝通模式 
    善意溝通的成效。 
子題 4：共塑團體 
    在校園內外的關係。 

主持人： 
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副主任委員 
校長 
分組主持人： 
1.輔仁大學 
2.輔仁大學 
3.輔仁大學 
4.輔仁大學 

 

小型會議室 
(每場次一小

時，每人可自

選兩場參與) 
 

15:30~15:50 茶敘 輔大工作團隊 濟時樓 9 樓大

廳 

15:50~16:50 
分組成果展現 
結論 

主持人： 
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主任委員 

國際會議廳 
 

16:5 0~17:00 神長降福  閉幕 輔大使命副校長 國際會議廳 

經費概算表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額 備註 
問卷設計

資料分析 
人 4*18hr 150 10800  

開閉幕式 人 2 2000 4000  
演講費 小時 1.5 2000 3000  
主持費 人 9 1000 9000 分組活動總主持人算 3

人次 

茶敘 人 120*2 50 12000  
午餐 人 120 120 14400  

餐盒(結束) 人 80 90 7200  
保險 人 120 60 7200  
雜支    32400 租用場地及其他雜支 

總計    100000  

註: 住宿夥伴請繳費用 1000 其餘大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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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計畫執行時程表 

日期 執行內容 備註 

108 年 12 月 陳報活動企畫書  
109 年 1 月 活動企畫通過後 

1. 編寫問卷  測試 修改 完成並上

Google 發文請各校教職員上網填答 
2. 請專題講者主持人主教 

 3.  住宿地點 

 
 
 
 

(如果遠到者需要) 
109 年 2 月 1. 問卷分析 做出結果 

2. 請分組討論主持人 
3. 安排校內專案人員與會議， 

 

109 年 3 月 1. 整理回報資料確定討論綱要 
2. 邀請天主教各中小學校 

 

109 年 4 月 1. 行文各校辦理報名事宜 
2. 住宿安排 
3. 各項專案追蹤 

 
(如果遠到者需要) 
 

109 年 6 月 學期結束前再次確認  
109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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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會議 

 

109 年 8 月 辦理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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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工作內容 
一、組織成立、堂區成團 
2017 年 3 月 桃園聖母聖心堂成立「天主教桃園聖母聖心堂童軍團」登記團號為桃園市第 201

團。 
2018 年 3 月 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正式成立台灣天主教童軍委員會，由新竹教區李克勉

主教出任委員會主席，各教區主教任命代表參加委員會；李主教委任張文福神

父為神師，新竹教區陳方濟委員為執行長，魏淑屏、何義凡教師為執行秘書負

責行政工作。 
2019 年 1 月 新竹市加爾默羅朝聖地天主堂與新竹寶山德蘭兒童中心聯合成立「天主教德蘭

童軍團」登記團號為新竹市第 76 團。 
二、組織會議 
2018 年 4 月 台灣天主教童軍委員會召開第一屆第一次委員會議 
2019 年 4 月 台灣天主教童軍委員會召開第一屆第二次委員會議 
三、推廣宣導 
2018 年 5 月 嘉義教區司鐸月退省推廣宣導 
2018 年 7 月 台灣天主教童軍委員會與台中教區受邀於第 11 屆全國童軍大露營地球發展村中

設立天主教體驗區，向童軍伙伴分享天主教信仰。 
2018 年 7 月 嘉義教區主教座堂推廣宣導 
2018 年 10 月 台中教區司鐸月退省推廣宣導 
2018 年 12 月 高雄教區司鐸月退省推廣宣導 
2018 年 12 月 台北教區司鐸月退省推廣宣導 
2019 年 3 月 台中教區南屯天主堂推廣宣導 
2019 年 9 月 台北教區耕莘文教院、聖家堂、板橋殉道聖人朝聖地天主堂推廣宣導 
2019 年 10 月 洛雷托朝聖地神父共融活動推廣宣導 
四、國際組織參與 
2017 年 10 月 新竹教區李克勉主教派遣桃園聖母聖心堂童軍團蘇宏琪團長（現為童軍委員會

委員）曙光女中魏淑屏教師、磐石中學何義凡教師等三人前往泰國華欣參加國

際天主教童軍亞太區會議。 
2017 年 12 月 新竹教區李克勉主教派遣桃園總鐸張文福神父（現為童軍委員會神師）、磐石

中學何義凡教師前往羅馬參加國際天主教童軍聯會並於會中獲得聯會接納成為

正式會員 
2019 年 8 月 台灣天主教童軍受邀協助辦理國際天主教女童軍和平教育營 

  

台灣天主教主教團天主教童軍委員會 

工作彙整表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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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新竹教區李克勉主教派遣桃園總鐸張文福神父、磐石中學陳方濟校長、曙

光女中姚麗英校長、光仁小學周蒼琳主任、桃園聖母聖心堂童軍團蘇宏琪

團長、曙光女中魏淑屏教師、等六人前往印尼日惹參加國際天主教童軍亞

太區會議。 
2020 年 1 月 參與 ICCS-APR 組織工作小組 
2021 年 承辦國際天主教童軍亞太區會議 
五、國際活動 
2016 年 8 月 曙光女中魏淑屏教師、磐石中學何義凡教師（兩人現為童軍委員會執行秘

書）率團赴日本靜岡參加第四屆國際天主教童軍大露營 
2018 年 5 月 神師張文福神父率團至澳門教區參加法蒂瑪聖母巡遊、澳門童軍總會成立

35 週年音樂匯演並參訪香港公教（天主教）童軍 
2019 年 11
月 

參加香港公教童軍七十周年慶 

2020 年 2 月 泰國天主教童軍協會秘書長 Suraphan Kusolsong 來訪 
六、籌辦 2020 台灣天主教童軍大露營 
2020 年 8 月 由新竹教區牧靈組負責宗教儀典，磐石中學負責行政組、新竹教區曙光女

中，台中教區衛道中學負責活動組，台南教區負責和好聖事，台南教區慈

幼工商負責場地及器材組，共有光仁中學、光仁小學、曉明女中、衛道中

學、明誠中學、上智小學、輔仁中學、磐石中學、曙光女中、曙光小學、

慈幼工商、板橋殉道聖人朝聖地天主堂、桃園聖母聖心堂、新營天主堂、

新竹教區主教座堂、埔里小德蘭堂、泗湖天主堂、斗南天主堂、鳳山聖體

堂、加爾默羅朝聖地天主堂、台中聖保祿堂等 21 個天主教堂區及學校參

與此次大露營活動。 
日本、韓國、香港、澳門、泰國等國際夥伴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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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單價 總價 備註 
一、天主教童軍大露營活動費用(總預算 70,000) 

膳宿費 3 餐*3 天 80 7,200 30 名 
服務員及 
工作人員 

保險費 35*3 天 35 3,150 
場地費 3 時段 3,000 9,000  

印刷費 活動手冊及成果冊 120 3,600  

國內旅費 偏遠團隊交通費贊助 
10 個團體 2,000 20,000 

 

物品費 童軍領巾製作 150 4,500  

國際接待活動 活動模組、文化采風、禮品及

交通費等 
 20,000  

雜支 文具用品等  2,550  

小計 70,000  

二、服務員培訓 (總預算 30,000) 

講師鐘點費 4 次*2 小時 1,600 12,800 4 次課程 

國內旅費 講師交通費 4 次 500 2,000 

膳宿費 
茶水點心 300*4 次 
餐費便當 80*20*4 次 

 
7,600 

印刷費 教具、書籍、手冊  6,000  

雜支 文具用品等  1,600  

小計  30,000  

總  計 100,000  

  

109 年台灣天主教主教團天主教童軍委員會 

申請補助經費概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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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的全球視野與在地實踐」國際教育研習會之成果報告 

承辦學校：靜宜大學 

 
     靜宜大學國際學院與國際教育中心籌備處於 109/1/14 辦理之「國際教育的全球視野與在地

實踐」國際教育研習會，安排八場專題講座邀請各級中小學校長與校務決策人參加研習，參加人

數共計 116 人次。當天活動安排國際教育中心揭牌，並介紹的國際教育師資培育與全英語授課師

資培訓計畫，活動內容請參照當天議程表: 
台灣國際教育的全球視野與在地實踐議程表: 

時間 內容 講者 
9:00-9:30 報到  

9:30-9:35 開場致詞 校長唐傳義教授致詞 

9:35-9:40 長官致詞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李毓娟副司長 
-台中市教育局代表 

9:40-9:50 主辦單位長官致詞 副校長暨國際學院院長任立中教授致詞 
流程(校牧祈福禮、揭牌、合照) 

9:50-10:20 專題講座:國家政策與方針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李毓娟副司長 

10:20-10:50 專題講座: 國際教育的在地實踐 中正高中江惠真校長 

10:50-11:00 茶敘  

11:00-11:30 專題講座:英語特色課程與國際英

語班 global learners program  
聖心女中魏雪玲校長 

11:30-12:00 高中雙聯經驗 海星中學孔令堅校長 

12:00-12:20 綜合座談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李毓娟副司長 
中正高中江惠真校長 
聖心女中魏雪玲校長 
海星中學孔令堅校長 

12:2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4:00 專題講座: 課室的國際教育教學

實踐 
民生國中葉芳吟老師國中 

14:00-14:30 專題講座: SDG 桌遊學國際議題 朝邦文教基金會張桂芬小姐 

14:30-14:40 茶敘  

14:40-15:10 專題講座:雙語教育─培養學生全

球移動力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楊振昇局長 

15:10-15:30 專題講座:靜宜大學國際教育中心

之願景與角色 
靜宜國際教育中心籌備處陳怡伶主任 

15:30-16:00 綜合座談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楊振昇局長 
民生國中葉芳吟老師國中 
朝邦文教基金會張桂芬小姐 
靜宜國際教育中心籌備處陳怡伶主任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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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執行 
本中心規劃三大計畫，在會議後也分階段執行中: 
(一)  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計畫: 

1. 培育全英語授課師資:109 學年將開設全英語授課師培學分，規劃在職教師全英語

教學增能學分班、全英語教學第二專長 學 分 班 、 IB 國 際 文 憑 教 師 證 照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學分。 
2. 國外師資招募:姊妹校師培生實習、媒合姊妹校 ESL 老師、語言助教交換來 台 協

助英語教學。 
3. 國際教育資源:辦理 SDG 議題導向教學、EMI、CLIL、CBI 全英語教學社群工作坊，

協助中小學教學活化及生活化，研發國際接軌的教材與課程。 
(二) 策略聯盟國際交流計畫 

1. 與日本櫻美琳大學合辦 SDG 國際交流或競賽，未來將活動帶入中小學，與世界做

朋友的能力。 
2. 規劃開設高中雙聯學制及國際預科課(IFY 或 IB)英語增能班。 
3. 協助媒合外籍生國際交流，協助英語教學，透過深耕、 USR 計畫，提供在地中小

學英語教學需求。 
(三) 數位偏鄉雙語教育計畫 

1. 推動數位學伴線上陪伴計畫(如導讀英語繪本、說故事劇場等) 。 
2. 協助媒合外籍生或外籍師資線上直播互動教學。 
3. 規劃設計中小學部分領域或學科採英語授課雙語教材數位化。 

 
具體成效: 
(一) 台中市教育局邀請國際教育中心協助中等學校雙語師資： 

湯惠玲科長請求本中心協助尋求高中雙語課程師資，於 109 學年在台中女中、清水高

中、文華高中、新社高中等試辦。 
(二) 中小學校積極洽詢全英文授課在職進修機會： 

介紹中心提供的教育師資培育與全英語授課師資培訓計畫，與中小學校取得聯繫，洽

談雙語教育師資培訓機會。 
(三) 建構中心成為國際教育資源平台： 

中心將成立 IB 國際文憑師資證照班，未來不但能幫助私校培育 IB 老師，也可幫助公

立學校有意融入 IB 理念與其課程教學，成為國際教育資源平台。 

16:00-16:10 結語 國際教育中心籌備處 
陳怡伶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