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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第九屆第 1 次常務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 09:30 

地    點：靜宜大學主顧聖母堂 B1 愈榮廳  

主    席：靜宜大學唐傳義校長                                   紀錄：蔡靜宜 

出    席：文藻外語大學陳美華校長、聖心女中魏雪玲校長、曙光小學林玲鳳校長 

光仁小學何碧蓮校長、恆毅中學洪金水校長、曙光女中姚麗英校長  

衛道中學陳秋敏校長、輔仁中學李國榮校長、聖功女中鄭麗蓉校長(請假) 

道明中學林耀隆校長、海星中學陳海鵬校長、法律顧問李介民律師  

列    席：振聲中學劉安國校長、振聲中學生命教育中心林吟娟主任、達人女中輔導室

林秋蘭主任、達人女中翁譔期老師、曙光女中魏淑屏老師、財團法人生命

教育基金會施宣溢執行長、文藻外語大學吳甦樂教育中心黃德芳主任、靜

宜大學宗輔室主任楊安仁神父、靜宜大學彭文美秘書、靜宜大學宗輔室蔡靜

宜組員 

 

壹、 會前禱 (靜宜大學宗輔室主任楊安仁神父帶領) 

 

貳、 主席致詞： 

未來常務委員會議議程若不複雜，擬邀請一些外部資源，幫助委員們認識、體驗一些未來

教育的方法或平台，例如本次會議將為大家介紹一個資訊平台雲端服務。靜宜大學有一

些系統如 KM 系統、ＣＲＭ客戶管理系統等都是是委託外面機構製作。本次介紹大家認

識『叡揚資訊』公司。 

 

參、 叡揚科技專案報告 

說明：現場由『叡揚資訊』公司做專案報告，並建立 Line 群組，供有需要之委員學校

做後續諮詢。 

 

肆、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請參閱現場簡報) 

第八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議(110/9/8)會議紀錄已於 110 年 10 月 5 日發函(天主教學協字第

1100018388 號)予各會員學校，同時公告於本協會網站(自 111 年 3 月 15 日起網址更新為：

https://adcei.pu.edu.tw)。 

無異議認可。 

 

伍、 業務報告 

一、 協會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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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0/9/6~111/3/20 協會財務收支狀況如下表：   

 

 

 

 

 

 

 

 

 

 

 

 

 

 

 

(二)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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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0/5/6-7 於高雄西子灣沙灘會

館辦理，計有 41 人參加。 

2. 結案報告已於 110/10/8【2021

常年大會會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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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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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總

日  期 摘                要 收  入 支   出 

110/09/06 前期結餘 3,229,037 元 

110/09/09 天主教團童軍委員會活動款-曙光女中(含匯費)  -  60,030 

110/09/14 第八屆第 4 次常務會-賴曉君律師顧問費  -  5,000 

110/10/14 天主教校務發展 2021 領導研習營-文藻大學(含匯費)                    
- 

     
30,630 

110/10/18 2021 年常年大會律師顧問費-許苑律師                    
- 

       
5,000 

110/12/09 結轉第九屆承辦學校-靜宜大學協會結餘款 3,128,377 元 

110/12/07 

| 
111/03/16 

47 所會員學校年費會員學校會費 1,026,250 

 

110/12/13 
2021 年靈性系列活動補助款(含匯費 30 元)─財團法人

生命教育基金會 
 150,030 

110/12/14 掛號信封(100 個)  2,900 

110/12/21 利息 123  

111/03/24 律師顧問費(李介民師)  5,000 

111/3/24 本期結餘 3,996,8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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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101人。 

3. 結案報告將上傳本會網頁存查。 

※補助金額已於110/10/14撥付。 

5 天主教學校週 海星中學 375,250 元 0 

1. 計畫主題：2021 五餅二魚-堅定

相信分享愛 

2. 本活動為｢柬埔寨馬德望和平之

母小學｣進行勸募活動，共募得

1,068,525 元。 

3. 結案報告將上傳本會網頁存查。 

※補助款尚未核銷申請。 

6 
靈性教育系列

活動 

生命教育 

基金會 
15 萬元  15 萬元 

2021 年靈性教育系列活動執行成果

如下：。 

 1. 教育工作者的一日靜修 

 (1)宗旨：傾聽自我、探索心靈，追

求合一，擴散服務的精神及教

育果效！ 

a.藉由探索自己的過程，獲得

靈性及人格上的成長。 

b.提供與練習沉澱心靈的方法。

c.釋壓、放鬆、專注、心智的轉

換與身心靈合一。 

 (2)講師：李純娟修女。 

(3)共三場次： 

a.10/19 台南市聖功女中，20 人

參加。 

b.11/27 新竹市曙光女中，18

人參加。 

c.12/11 台南心潔靈修中心，

26 人參加。 

2. 11/5 辦理【生命教育輔導老師

工作營】，地點：輔仁大學，參

加人數 36 人，主題：疫情中（後）

的校園生命教育。 

※補助金額已於110/12/13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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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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依本活動業經2021年常年大會

決議：每兩年辦理乙次，下次

辦理時間為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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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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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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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2月10-13日辨理。 

6.預定於111年1月15-16日辦理青

年領袖課程(木章基本訓練)。 

7. 預定於111年8月辦理大露營活動。 

※補助金額已於110/9/30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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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振聲中學 

案由：「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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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討論。 

說明：一、研習依據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第八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研習活動的主題 

全國 46 所天主教會學校，共同秉持天主教辦學理念之精神，有著兄弟手足

般的情感， 每年輪流由一個學校主辦，凝聚教會辦學核心共識和聯絡校際情

感，並廣邀各校對承 辦學校進行實務上較深入的分享和交流。 

三、研習活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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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研習活動福音核心精神 

1. 我來，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的主命(若，十：10) 

2. 第 55 屆世界和平日文告： 

「那宣布和平者的腳步，在山上是多麼美麗啊! (依，五二：7) 

一以教導和教育作為和平的驅動力 

五、 研習目期：111 年 10 月 6 目(星期四)至 10 月 7 目(星期五)  

六、 研習地點：天主教振聲高中(桃國市復興路 439 號) 

七、 活動實施計畫、議程及概算表如附件一(P.8-12)。 

八、 本次活動經費總計新台幣 256,200 元，擬請惠允補助。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達人女中 

案由：「2022 天主教學校週活動企劃及共同關懷對象」，請討論。 

說明：一、活動主題：星光、心光、新光 
從賢士生命軌跡走進聖誕的精神，從星光中發現希望，在路途中觀照內心分

辨自我，最後面對耶穌，獲得新的力量，繼續向前。 
二、活動方式： 

(一)活動主題曲 
(二)聯合點燈 
(三)致贈各校傳愛卡 
(四)共同關懷行動 

三、經費預算：新台幣 458,000 萬元。 
四、活動企劃內容請參考附件二/P.13-18。 

決議：1. 活動企劃照案通過。 

2. 經現場委員投票，選出以下共同關懷對象： 

教區 天主教社福機構 

台北教區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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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區 天主教社福機構 

新竹教區 聖方濟少女之家 

台中教區 私立聖家啟智中心 

嘉義教區 安仁家園 

台南教區 天主教蘆葦啟智中心 

高雄教區 天主教少年城(鮑思高修會) 

花蓮教區 救星教養院 

 

 

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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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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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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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5 月（星期六）名額 35 人 待詢校方決定 

第二梯次 2022 年 9 月（星期六）名額 35 人 待詢校方決定 

第三梯次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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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名。 

預定活動日期：2022 年 11 月 9：00-16：50 

活動地點：輔仁大學天主校學術研究院保祿廳 

三、2022 年生命教育基金會執行「靈性教育系列活動」總經費為 309,500 元，經

費預算表如附件三/P.1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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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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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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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討論。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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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附件四/ P.21)及

青年領袖課程(木章基本訓練) (詳附件五/ P.22)、辦理童軍組訓工作(附件六/ 

P.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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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th ICCS-APR Conference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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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明細表如附件七/ P.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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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2021 年常年大會決議，同意本案所請，惟本案經費補助事宜，提至第九

屆第 1 次常務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柒、 臨時動議 (無) 

 

捌、 第九屆第 2 次常務委員會會議地點 

決議：預計於今年 9 月中旬前辦理，地點：靜宜大學。 

 

玖、 會後祈禱 (靜宜大學宗輔室主任楊安仁神父帶領) 

 

壹拾、 散會 (中午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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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2 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暨常年大會」計畫 

承辦學校：天主教振聲高中 

㇐、 研習依據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第八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 研習活動的主題—— 

全國 46 所天主教會學校，共同秉持天主教辦學理念之精神，有著兄弟手足般的情

感，每年輪流由㇐個學校主辦，凝聚教會辦學核心共識和聯絡校際情感，並廣邀

各校對承辦學校進行實務上較深入的分享和交流。 

三、 研習活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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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研習活動福音核心精神—— 

1. 我來，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若，十:10) 

2. 第 55 屆世界和平日文告：                          

   「那宣布和平者的腳步，在山上是多麼美麗啊！」（依，五二:7） 

    ---以教導和教育作為和平的驅動力 

五、 研習日期： 111 年 10 月 6 日(星期四)至 10 月 7 日(星期五) 

六、 研習地點：天主教振聲高中（桃園市復興路 439 號） 

七、 主辦單位：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八、 承辦單位：天主教振聲高中 

九、 聯絡人：校⾧秘書 03-3322605 轉 1112 

        生命教育室主任 03-3322605 轉 1711 

十、 議程 (含常年大會時間與場地如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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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暨常年大會議程 

111 年 10 月 6 日（星期四） 

時段 分鐘 主題 主持人/主講人 地點 備註 

08:00-09:30 90 迎賓 振聲服務團隊 

高鐵桃園站 

台鐵桃園站 

 

09:30-10:00 30 報到 振聲服務團隊 聖母園 
 

10:00-10:10 10 開幕祈福禮  野聲會議中心 
 

10:10-10:20 10 開幕式  野聲會議中心 
 

10:20-12:00 100 專題講座 分享者邀請中 野聲會議中心 
 

12:00-12:20 20 驅車前往餐廳用餐 振聲服務團隊  
 

12:20-14:00 100 午餐 振聲服務團隊 餐廳 
 

14:00-14:40 40 校務發展經驗分享 校⾧ 野聲會議中心 
 

14:40-15:00 20 教學觀摩說明 教務主任 野聲會議中心 
 

15:00-15:45 45 

教學觀摩 

群科特色課程(數組) 

數位化教學(數組) 

振聲教學團隊 各教室 

 

15:45-16:10 25 茶敘時間 振聲服務團隊 創課教室 
 

16:10-17:00 50 討論與分享 振聲服務團隊 創課教室 
 

17:00-17:20 20 驅車往餐廳用餐 振聲服務團隊 聖母園 集合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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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10 月 6 日（星期四） 

17:20-19:00 100 晚宴 振聲服務團隊 餐廳 
 

19:00-19:20 20 驅車前往宿飯店 振聲服務團隊 飯店 
 

19:30-21:00 90 常年大會 校務發展協會 飯店會議室 
  

 

111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五） 

時間 分鐘 主題 主持人/主講人 地點  

07:30-08:30 60 早餐  飯店 
 

08:30-08:50 20 驅車前往振聲 振聲服務團隊  
 

08:50-09:20 30 
校園參訪 

文物館、校史館、聖堂 

振聲服務團隊 四維樓 5-6 樓 

 

09:20-10:10 50 體驗帶出新思維 振聲教學團隊 振聲大講堂 
 

10:10-10:40 30 討論與分享 振聲教學團隊 振聲大講堂 
 

10:40-11:10 30 綜合座談 校務發展協會 振聲大講堂 
 

11:10-12:10 60 感恩彌撒 神⾧ 聖堂 
 

12:10-13:00 50 午餐 振聲服務團隊 振聲大講堂 發餐盒 

13:00  平安賦歸 振聲服務團隊 

高鐵桃園站 

台鐵桃園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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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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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人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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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 

請務必填寫統編：       抬頭： 

住宿日期 □10 月 6 日住宿㇐天    

餐食 □葷食    □素食 

交通工具 □自行前往到振聲高中 

 請提供車號： 

□搭乘台鐵至桃園站（10 月 6 日 09:10 於台鐵站集合，由振聲團隊接駁） 

□搭乘高鐵至桃園站（10 月 6 日 08:50 於台鐵站集合，由振聲團隊接駁）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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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經費概算表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 

鐘點費 時 1.5 2000   3000 專題講座 

彌撒主禮 人 1 2000  2000 
 

茶敘點心 人 120 50 6000 
 

午餐 桌 12 8000 96000 
 

晚餐 桌 12 8000 96000 
 

交通費 車 6 4000 24000 
 

餐盒 人 120 100 12000 
 

保險 人 120 60 7200 
 

雜支 
 

  10000 
 

總計 
 

  25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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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2 天主教學校週活動企劃書 

承辦學校：天主教達人女子高級中學 

壹、 活動主題：星光、心光、新光 

㇐、 活動主題意義闡述： 

「星光、心光、新光」是從賢士的生命軌跡來走進聖誕的精神。 

(㇐) 星光： 

代表尋找與希望。星光照見耶穌的誕生，讓賢士看見等候已久的希望標記。

賢士能夠留意到星光必不是偶而。他們⾧久懷著切願與盼望，時時留心、敏

於覺察。這追尋的渴望引領他們被星光觸動，展開在信仰中自我追尋的歷程。 

(二) 心光： 

代表開放與分辨。當賢士踏上追尋的旅程，他們將面對曠野、黑夜、與各種

未知的凶險。他們將在自我懷疑中淬煉信心、在與同伴的衝突中學習互助合

作。他們需要以開放的心面對各種未知，不斷在旅途中接納新的訊息，留意

內外在的變化，並在相互的對話交談中持續辨別旅程的方向。 

(三) 新光： 

代表行動與改變。這旅程將帶給賢士和所有的追尋者㇐個新的眼光和視野。

他們將重新認識自己和這個世界，產生新的行動能量並持續這追尋的歷程。 

(四) 聖誕： 

耶穌的誕生是希望的標記，喚起人們走出舒適圈、向外追尋的渴望。耶穌的

誕生邀請我們重新看見生活中所有微小事物的意義(例如馬槽、星光、嬰孩…)。

當我們能夠敞開自己的心，敏於覺察與分辨，聖誕的星光將時時照耀在我們

身上，為我們帶來更新。 

二、 活動主題曲： 

根據活動主題，由達人女中於校內進行歌詞徵稿，再商請專業人士譜曲、編曲與

混音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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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活動方式 

㇐、 聯合點燈： 

(㇐) 由各校於將臨期第㇐週（111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自行擇日籌劃舉行。 

(二) 為落實天主教學校週福傳與牧靈，於將臨期期間，結合「星光、心光、新光」

點燈主題，辦理 2022 天主教學校週聖誕戶外點燈活動。 

二、 致贈各校傳愛卡： 

(㇐) 傳愛卡(視各校需求提供數量)，提供各校於將臨期及聖誕期間相關活動中使

用。2022 年 6 月底依據各校回覆「傳愛卡」調查之份數，於 9 月開學後陸續

寄出。 

(二) 各校回覆傳愛卡數量方式：以 GOOGLE 表單方式回覆數量。 

聯絡電話：(02)2795-6899 分機 302、303 

三、 共同關懷行動： 

為感謝台灣天主教會各教區所屬的社福機構，多年來對台灣社會持續無私的奉獻

與耕耘，2022 天主教學校週共同關懷對象，將從七個教區中各選定若干社福機構

單位為捐助對象。為落實天主教會學校福傳與牧靈使命，選擇的機構以兒童及青

少年服務的單位優先。結合今年主題，盼望藉由全台灣天主教會學校的力量，共

同募款，幫助這些最小兄弟姊妹們；願這份幫助能成為他們心中最溫暖的光。聖

德蕾莎姆姆曾說：「愛的反面不是仇恨，而是漠不關心。」願我們每個人都能發揮

己力，哪怕我們的幫助只是㇐根微小的燈芯，燃燒了，就能照亮自己，也能照亮

他人。誠摯邀請，㇐起響應此次愛心關懷行動，我們㇐同讓這份愛傳遞至台灣各

地。 

「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 25:40) 

(㇐) 關懷對象：經大會討論後再決議(詳見附件/ P.17-18)。 

(二) 關懷方式：全台各學校共同努力募款，將全數捐贈天主教社福單位。 

(三) 匯款方式： 

請以學校為單位匯款，匯款時請註記校名。 

銀行：國泰世華銀行 

分行：文德分行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達人女子高級中學 

帳號：22950603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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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活動預定工作進度 

執行月份

工作項目 

111年 1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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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活動計畫提案 
預定 √            

實際             

2 以活動主題設計傳愛卡 
預定  √ √ √         

實際             

3 活動主題曲詞曲創作 
預定  √ √ √         

實際             

4 活動主題曲音樂錄製 
預定    √ √ √       

實際             

5 
活動發文至全國天主教

學校 

預定      √       

實際             

6 統計各校傳愛卡數量 
預定     √ √ √      

實際             

7 聖誕戶外點燈活動 
預定          √   

實際             

8 進行愛心捐款捐贈事宜 
預定           √ √ 

實際             

9 活動經費結算核銷 
預定           √ √ 

實際             
 

 

肆、 活動經費概算表 

序

號 
項目 用途 單價 

單

位 
數量 總價 備註 

㇐ 
活動主題曲 

製作費用 

作曲費用 10,000 首 1 10,000  

編曲費用 15,000 首 1 15,000  

和聲編寫 8,000 首 1 8,000  

和聲演唱 3,000 人 4 12,000  

混音費用 15,000 首 1 15,000  

錄音製作費用 25,000 首 1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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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85,000 

二 
傳愛卡 

印製費 
雙面彩色印刷 5 張 16000 80,000  

小計 80,000 

三 
聖誕戶外 

點燈活動 

馬槽聖像 
15,000

0 批 1 15,0000  

馬槽建造 7,000 批 1 7,000  

聖誕樹 10,000 棵 1 10,000  

燈飾 40,000 批 1 40,000  

施工費用 10,000 批 1 10,000  

麥克風、音響 18,000 台 2 36,000  

電子蠟燭+糖果 10,000 批 1 10,000  

貴賓鐘點費 10,000 批 1 10,000  

小計 273,000 

四 雜支 郵資、影印費 20,000 批 1 20,000  

小計 20,000 

總計 458,000 

 

伍、 活動經費預算：由大會相關經費項目下予以支應。 

陸、 本計畫經大會會議通過，由大會核准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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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天主教社會服務機構 

教區 轄區 天主教社服機構 

臺北教區 

台北市 

新北市 

基隆市 

宜蘭縣 

財團法人天主教福利會 

提供懷孕弱勢婦女及單親、失依或身心障礙兒童暨少年安
置。提供兒童暨少年之國內外收養、扶助或訓練。提供婦
女、青少年及身心障礙者就學、就醫或就業關懷輔導。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兒童少年服務、婦幼保護服務、單親收養服務、原住民家庭
服務、防止人口販運服務、新住民及婦女家庭服務。 

新竹教區 

新竹市 

新竹縣 

桃園市 

苗栗縣 

聖方濟育幼院 

2-12 歲兒童，依據兒少權益保障法第 23 條第㇐項第 9、10

款，第 52 條、56 條、57 條、62 條，未受到適當養育照顧、
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之兒童。 

聖方濟少女之家 

12 至 18 歲不幸之少女。失依、被遺棄、疏於照顧、受虐待。 

翹家、逃學、中輟。需導正之偏差行為者。其他於家庭中未
能受到良好照顧，經評估確有住宿需求者。 

臺中教區 

台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私立聖家啟智中心 

招收重度，極重度之身心障礙者，早期療育，學前教育，職
前訓練，職業訓練。 

聖母聖心啟智中心 

15 歲以上重度心智障礙、腦性麻痺、多重障礙、自閉症。 

嘉義教區 

雲林縣 

嘉義市 

嘉義縣 

安仁家園 

安置 0 歲至 18 歲之兒童及少年，收容兒童及少年，父母雙亡
者。離婚、單親無能力扶養者。父或母在獄無妥善照顧者。
父或母患精神疾病者。兒童保護個案。 

若瑟社會福利基金會 

早療日間托育,早療時段療育,早療專家諮詢,老人日間照顧,老
人失智據點,居家服務照顧 

臺南教區 
台南市 

澎湖縣 

瑞復益智中心 

服務發展遲緩嬰幼兒及心智障礙或多重障礙人士的日間照顧
機構。教育、訓練、復健等服務，期使心智障礙者發揮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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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增進獨立照顧自己的能力 ，並能融入社會，參與社區生
活。 

天主教蘆葦啟智中心 

早期療育、學前與成人日間照顧、社區居住、社區日間作業
設施、職前準備訓練等支持性服務 

高雄教區 
高雄市 

屏東縣 

天主教少年城(龅思高修會) 

10 歲以上至 18 歲以下之青少年安置條件：家境清寒、隔代教
養、其他變故失依，若有其他需要被協助，而未列於條件中
之個案。 

少女城(天主教在台道明傳教修女會) 

四歲以上，身心健康。父母雙亡或㇐方歿，父母離或分居。
有父母，但家境貧窮，無法維生。㇐般家庭，因某種嚴重理
由，不能生活在其家庭（家庭必須付養育費）。 

花蓮教區 
花蓮縣 

台東縣 

救星教養院 

多重障礙、肢體障礙、智能障礙(包含低功能自閉症)身心障礙
者。 

安德啟智中心 

中、重及極重度智能障礙者為主，居家生活、社區適應、休
閒生活、職業陶冶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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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22 校園靈性教育系列活動預算表 

主辦單位：生命教育基金會 

 

活動㇐：教育工作者的㇐日靜修 

項目 收入 支出 

收入 :     

每場 8000 元收入，共三場 24,000  

支出:       

1.講師費，每場 16,000 元，共三場    48,000 

2.講師交通費，每場 4500 元，共三場      13,500 

3.作人員交通費，每場 4500 元，共三場      13,500 

4.講師住宿費，每場 3000 元，共三場       9,000 

5.工作人員住宿費，每場 3000 元，共三場       9,000 

6.餐費：每場 100 元 x30 人，共三場       9,000 

7.海報設計及印刷費      30,000 

8.書籍費      21,500 

9.資料準備費      12,000 

10.禮物費       3,500 

11.雜支       8,000 

小計 24,000   177,000 

 總計  -1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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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生命教育輔導老師工作營 

項目 收入 支出 

收入 :  0   

支出：   

講師費與論文費     17,000 

場地費     10,000 

講師交通費     12,500 

工作人員交通費      3,000 

餐費      15,000 

海報設計印刷費     12,000 

書籍費     32,000 

教材資料準備費     20,000 

禮品費      5,000 

雜支     30,000 

小計       0     156,500 

 總計  -15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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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2022 台灣天主教童軍大露營 實施辦法(稿) 

㇐、宗    旨： 

    安排孩子們活潑有趣的課餘活動，希望他們能在和諧共融、充滿福音精神 

    的氣氛中參加團體；擁抱大自然、體驗冒險、挑戰自我，認識新朋友、認 

    識天主，與主內的姊妹弟兄們共融，建立寬廣的國際視野。 

二、依    據：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童軍委員會 2022 年工作計畫辦理。 

三、主    題：Friendship  Growth  Developing 友誼  成⾧  發展 

四、活動時間：2022 年 08 月 26-28 日(星期五-日) 

五、活動地點：南投縣國姓鄉泰雅渡假村(暫定) 

六、參加對象：凡有興趣者，不限年齡均可報名參加 

七、主辦單位：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 

八、承辦單位：台灣天主教童軍委員會 

九、報名時間：2022 年 05 月 20 日至 6 月 30 日止 

十、組團報名辦法： 

     1.學校團體：以團為單位報名，以 4 小隊編成團，每小隊 9-10 人(含 1 

                 名成人服務員)。 

                 由單㇐學校成團或與學校所屬社區、鄰近友校聯合成團。 

     2.堂區童軍團：以團為單位報名，以 4 小隊編成團，每小隊 9-10 人(至 

                   少 1 名成人服務員)。 

                   由單㇐堂區童軍團、鄰近社區聯合成團。 

     3.㇐般對象：以總鐸區為單位報名，個人或團體向各總鐸區報名後再由 

                 總鐸區向主辦單位報名。或逕向主辦單位報名。 

十㇐、報名方式：請郵寄報名表至 300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 156-1 號 4 樓(台灣天 

               主教童軍委員會)。 

十二、服務員工作坊： 

      1.參加對象：對童軍活動有興趣之成人皆可報名 

      2.課程內容：童軍與天主教童軍的認識、如何辦理童軍團、童軍團操作 

                  實務... 

十三、聯絡人及電話：何義凡 03-5223946 分機 312 手機：0913-515365 

十四、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修正公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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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新竹市童軍會第 57 期稚齡童軍暨幼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活動實施計畫 

㇐、目  的： 

（㇐）、使教師、家⾧及社區民眾認識童軍活動，培養推動青少年正當休閒活動之童
軍服務員。 

（二）、介紹小隊制度及其應用，並提供童軍技能學習，俾能協助學校及社區童軍教
育與活動之發展。 

二、依    據：童總昌字第 10925 號文國家研習營修訂各類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之課程
(20200512 版)辦理。 

三、指導單位：新竹市教育局、中華民國童軍總會、新竹市童軍會 

四、主辦單位：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童軍委員會 

五、協辦單位：本市各社區童軍團 

六、辦理日期：111 年 1 月 07~08 日(五、六)及 1 月 15~16 日(六、日)，兩階段共四天。
採通學方式，不住宿。 

七、舉辦地點：天主教新竹教區教育學院。地址：新竹市中正路 186 巷 16 號。 

八、參加對象： 

（㇐）、年滿 20 歲，對童軍活動有興趣的社會人士。 

（二）、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教師或代理(代課)老師、童軍團服務員及各公私立學
校志工，未受稚齡童軍或幼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者。 

（三）、預計招收 32 人。  

九、舉辦方式：依據中華民國童軍國家研習營木章基本訓練辦法實施。 

十、活動內容：童軍技能研習、分站活動、手工藝、體能活動、戶外活動、生態與環境
保護、營火、 

               交誼與服務等活動。 

十㇐、報    名： 

（㇐）、請於 110 年 12 月 20 日之前，完成填寫線上報名電子表單
https://forms.gle/Ve5fLZkg7zHVjazv7 

（二）、將由承辦單位個別通知。 

十二、報    到：請著標準童軍制服。 

（㇐）、集合地點：新竹市中正路 186 巷 16 號 

（二）、報到時間：111 年 1 月 07 日（星期五）上午 8：00 集合地點報到。 

十三、攜帶裝備：手電筒、文具、休閒鞋、雨具、健保卡、個人物﹙藥﹚品、個人餐具（碗、
筷、湯匙、杯子）、禦寒衣物，非訓練相關物品請勿攜帶。 

十四、其他：行前報到通知僅以 E-mail 或 LINE 群組為主，除修訂外不另行寄發紙本通知。 

十五、本實施計畫奉核准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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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台灣天主教童軍委員會 

        Taiwan Catholic Scouting Committee 
 

『服務員工作坊』研習營 

 活動內容：童軍與基督信仰的關係、宗教團體童軍的發展 

           對福傳與牧靈工作的助益、如何組織辦理童軍 

           團、童軍活動體驗。 

活動場次：台中教區      2022 年 5月 

          天主教童軍大露營大露營      2022 年 8 月 

          嘉義教區      2022 年 10 月 

參加對象：年滿 18 歲，對童軍活動有興趣者皆可報名 

報名方式：請連結表單填寫報名資料 

聯絡人及電話：魏淑屏 03-5325709-311  0936-193175 

活動費用：僅需負擔個人往返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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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員工作坊日程表 

第㇐天 

課程時間 課程名稱 內  容 主講者/主持人 
備

註 

08:30~09:00 
報到 

相見歡 

報到 

交誼活動 

  

09:00~10:00 
成團分享 

天主教童軍神師張文福神父 

陳新偉神父 

致歡迎詞與經驗分享 

  

10:20~11:50 
宗教團體 

童軍團組訓 

1.宗教團體童軍的發展 

2.如何成立團 

3.團組織及行政介紹 

4.如何辦理訓練工作 

佛光童軍團 

李耀淳執行⾧ 

 

11:50~13:30 午餐與午間休息 

13:30~15:00 
童軍與基督

信仰的關係 

1.童軍的信仰生活 

2.童軍與基督信仰 

3.宗教童軍團體與其他團體的不同 

4.宗教童軍的反哺服務 

5.解惑為什麼要推展宗教童軍 

6.對福傳與牧靈工作的助益 

 

台北市 

光與鹽 

童軍團 

林行健 

主任委員 

 

15:20~16:50 
宗教禮儀與

童軍儀典 

1.團活動設計如何融入宗教元素 

2.童軍儀典與宗教禮儀設計 

 

台灣天主教童軍委員會 

Taiwan Catholic Scouting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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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19:10 晚餐；小隊野炊 

19:30~20:30 營火 
   

20:30~21:00 虔敬集會 
 

李主教 
 

21:00~ 盥洗  就寢 

 

 

 

第二天 

課程時間 課程名稱 內  容 主講者 備註 

06:00~06:30 晨起 
   

07:00~07:40 早餐 
   

08:10~08:50 團集會設計 1.如何做團集會設計 

2.團集會儀典,吼聲、揚旗... 

3.幼童軍團集會實施演示 

 

林行健團⾧ 

 

09:00~10:30 團集會演示 
 

10:40~11:40 彌撒 
 

張神父 
 

11:40~12:00 心得分享 
   

12:20~ 午餐(餐盒)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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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項目 內容 單價 總價 備註 

㇐、2022 天主教童軍大露營活動費用 

工作人員餐費 午餐*3(240)、晚餐*2(160) 

早餐*2(120)、 

 
520 

15,600 

30 名 

工作人員 

印刷費 海報、傳單、邀請卡、活動手

冊、名牌... 

 
4,800 

 

物品費 旗幟、活動服、布章製作 
 

16,200 
 

小計 36,600 
 

二、服務員工作坊及培訓工作 

工作坊 場地費、住宿、餐費 
 

10,000 
 

課程用品 教具、書籍 
 

3,600 

3-4 次課程 場地清潔費 
  

6,000 

雜支 講師茶水點心、車資 
 

3,800 

小計 
 

23,400 
 

總  計 60,000 
 

 
 
 

台灣天主教主教團天主教童軍委員會 

申請補助經費運用預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