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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第六屆第 3 次常務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地
點
主
席
出席人員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一)下午 2:30
：文藻外語大學 至善樓十二樓 Z1205 會議室
：文藻外語大學周守民校長
： 文藻外語大學周守民校長、靜宜大學唐傳義校長(郭翠華宗輔主任代理)、
輔仁中學張日亮校長(請假)、徐匯中學陳海珊校長、
聖心女中魏雪玲校長(請假)、曙光女中姚麗英校長(麥馨月輔導室主任代
理)、衛道中學陳秋敏校長、德光中學王文俊校長(邰玉芳人事主任代理)、
道明中學林耀隆校長、海星中學孔令堅校長、光仁國小何怡君校長、
育仁國小王智權校長(陳世芬輔導主任代理)
列席人員 ： 常年法律顧問王正嘉律師(請假)、輔仁大學劉美惠宗輔中心主任、
輔仁大學蔡振興宗輔老師、曉明女中林益謀宗輔室主任、
生命教育基金會施宣溢執行長、文藻外語大學蔡振義主任秘書、
文藻外語大學吳甦樂教育中心王學良主任
承 辦 人： 文藻外語大學秘書室方春惠組長(鄭美惠組長代理)、謝淑婉小姐
議

程：

壹、 會前禱(文藻外語大學吳甦樂教育中心王學良主任帶領)
貳、 主席致詞
一、 感謝各位委員學校校長以及各位代表遠道而來，今天的會議主要是審議 106
年年度活動規劃案，共有五個提案，請大家踴躍表現意見。
二、 3/30 於靜宜大學，由洪山川主教召開天主教大學憲章在台實行準則討論會議，
轉知委員知悉。
參、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請參閱現場簡報)
(確認通過，會中並決議第六屆第 4 次常務委員會議於靜宜大學辦理。)
肆、 業務報告
一、 協會財務報告
(一) 105 學年度 47 所會員學校會費收入截至 106/3/10 止，共計 119 萬 6,360 元。
(二) 105/6/21~106/3/10 協會財務收支狀況如下表：
單位：元

日

期

105/6/21
105/6/30
105/6/30

摘

要

收

入

支

出

前期結餘 $3,018,490
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活動補助經費
(含匯費 30 元) ─磐石中學
2016 高中職暨五專職涯探索扎根活動補助經費
1

108,778
1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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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摘

要

收

入

支

出

(含匯費 30 元)─靜宜大學

105/9/23

8/19「2016 全國天主教學校行政研習」活動補助

50,030

經費(含匯費 30 元) ─正心中學

105/10/05 9/19 第六屆第 2 次常務委員會議補助經費
105/10/27
105/12/20

105/10/13 輔仁大學辦理「2016 常年大會會議」

106/1/6~
3/10
106/2/24
106/2/24
106/3/10

3,000

王正嘉律師出席費
2016 高中職暨五專職涯探索扎根活動餘額繳回

17

─靜宜大學

105/12/21 利息收入
105/12/23

17,980

1,019

2016 年靈性系列活動補助款

150,030

(含匯費 30 元)─生命教育基金會
105 學年度 47 所會員學校年費

1,196,360

辦理「第 6 屆第 3 次常務委員會議」活動經費預支

23,000

(含律師出席費)
2016 天主教學校週聖誕節聯合點燈活動費

353,125

(含匯費 30 元)─公東高工
本期結餘 $3,409,913

二、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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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六屆第 1 次
常務委員會議

2

全國天主教學
校宗輔教師
研習活動

3

高中職暨五專
職涯探索扎根
活動

承辦
單位

核定
金額

實支
金額

備註

文藻
1萬
105/3/23 於文藻外語大學召開，
2 萬元
外語大學
8,417 元 補助金額已於 105/3/31 支付。
105/3/30-4/1 於新竹市玄奘大學
10 萬 辦理，共有 52 人參加，補助金額
新竹教區 13 萬元
8,748 元 已於 105/6/30 支付。(結案報告已
於 105/10/13 常年大會中提供)
105/7/5-6 於靜宜大學辦理，共有
150 人參加，補助金額已 105/6/30
9萬
靜宜大學 10 萬元
9,983 元 支付。
(結案報告請參閱附件一/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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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活動內容

4

第六屆第 2 次
常務委員會議

5

天主教學校
經營領導研習
營暨常年大會

輔仁大學 25 萬元

天主教學校週

105/11/27~105/12/3 於公東高工
35 萬 辦理，146 人參加，補助金額已於
公東高工 50 萬元
3,095 元 106/2/24 支付。
(結案報告請參閱附件二/p.11-13)

靈性教育
系列活動

1. 教育工作者的一日靜修，共三
梯次：
(1) 第一梯次於 105/6/25(輔仁
中學)辦理，參與人數 18 人。
(2) 第二梯次於 105/10/1(海星
中學)辦理，參與人數 28 人。
(3) 第三梯次於 105/10/22(恆毅
生命教育
中學)辦理，參與人數 25 人。
15 萬元 15 萬元
基金會
2. 教區宗輔老師研習：
105/5/6(台北教區) 辦理，參與
人數 20 人。
3. 生命教育輔導老師工作營：
105/11/18(輔仁大學)辦理，參與
人數 60 人。
※補助金額已於 105/12/23 支付。

6

7

8

承辦
單位

核定
金額

實支
金額

備註

105/9/19 於文藻外語大學召開，
文藻外語
1萬
2 萬元
補助金額已於 105/10/5 支付。
大學
7,980 元

全國天主教
正心中學
學校行政研習

5 萬元

105/10/12-13 於輔仁大學辦理。
(尚未核銷與結案)

5 萬元

105/8/19 於正心中學辦理，共有
100 人 參 加 ， 補 助 金 額 已 於
105/9/23 支付。
(結案報告請參閱附件三/p.14-18)

※主席裁示：請業務承辦單位，追蹤「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暨常年大會」
經費核銷與結案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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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台中教區天主教學校聯合籌備小組
案由：申請「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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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研習活動今年由台中教區負責承辦。
二、 活動目的：
(一) 分享各校宗輔活動及生命教育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的推動與申
請方案計畫之經驗。
(二) 探討校園、婚姻與家庭面臨的議題對天主教學校宗輔使命與挑戰
因應。
(三) 分享天主教學校週的舉辦和共同行動的推展，提升各校舉辦之效
能。
三、 活動日期：106 年 5 月 10 日(三)至 5 月 12 日(五)，三天兩夜。
四、 主題：愛的喜樂-論家庭之愛。
五、 地點：台中市太平區聖愛山莊。
六、 講師：葉光洲律師、錢永鎮老師、連監堯老師、陳名博老師、柯志明
教授以及金毓瑋神父等。
七、 對象：全國天主教學校宗輔教師（含校牧、宗輔主任、組長、生命教
育教師等），預計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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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萬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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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萬元整。(活動計畫及預算書請參閱附件
四，p.19-25)。
決議：照案通過，補助新台幣 13 萬元整。
提案二
提案單位：靜宜大學
案由：申請「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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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天主教校務發展協會會員學校學生互動，引導高中職
生在準備推甄的過程中，能全面瞭解大學學院相關資訊，
協助其生涯興趣探索，掌握推甄備審資料的製作要領與面
試技巧，提升推甄大學競爭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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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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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日期：預計 106 年 7 或 8 月份辦理，共 2 梯次，每梯次 1 天。
四、 活動地點：靜宜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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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4 月 1 日起至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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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費用預估為新台幣 16 萬 5 仟元，擬請貴會補助
經費 10 萬元整，含講師費、膳宿費、保險費、印刷費、
工作人員費用等。另由靜宜大學自籌配合款 6 萬 5 仟元，
含遊覽車資、體驗課程材料費及學校宣傳品。(活動計畫
及預算書請參閱附件五，p26-30)
決議：照案通過，補助新台幣 10 萬元整。
提案三
提案單位：輔仁大學
案由：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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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生命的喜樂(說明如附件六，p.31)
二、 活動構想：
(一) 一致的活動文宣及主題：向社會傳達主耶穌誕生的核心意義，及
其對每個人生活所帶來的要求及改變。
(二) 推行馬槽前的祈禱許願活動，使所有師生及學校附近的社區民眾，
懷著心願，虔誠地走到馬槽前祈禱，並奉上許願卡，使聖誕馬槽
不只是美麗的裝置，更是引人恭敬天主，邀請人收歛心神，虔誠
禱告之所在。
(三) 配合校園文化，辦理各項比賽，使聖誕的意義結合課程活動，深
入校園師生的生活中。
(四) 藉由活動設計，使學生參加點燈時，感到生動活潑，並主動參與
愛德關懷的義賣募款活動。
三、 活動設計：
(一) 設計主題 LOGO，宣傳海報及主題曲，傳達活動主題及主題意涵。
使各校在設計聖誕系列活動時，能傳達統一的主題意涵。
(二) 設計祈禱卡，建議讓師生可以在固定的聖誕裝置前可以掛上祈禱
許願卡，最好的地點是馬槽，並由師生自由取祈禱卡，寫下個人
的祈禱心願，並懸掛在馬槽，成為聖誕裝置的一環。
(三) 天使提燈的製作及推行，今年特別設計天使造型的提燈，使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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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點燈時，師生可以提燈參加。鼓勵所有人能成為喜樂的天使，
關心家人，關心近人。
四、 提燈構想：
(一) 提燈的構想來自國人元宵提花燈的習慣，使更多人會用喜樂的心
來參加聖誕點燈。
(二) 提燈也來自聖經十童女提燈迎接新郎的比喻，邀請人準備自己迎
接主基督的來臨。
(三) 提天使造型的提燈，也提醒人喜樂地成為生命的天使，為別人，
為團體帶來光與熱，分享生命的喜樂。
(四) 預估師生會快樂來索取天使造型的提燈，除由協會發送各校的 100
個提燈外，天使提燈也成為義賣品，每個 100 元，扣除每個 50 元
的成本，義賣所得則捐給共同關懷對象。
五、 經費預算：新台幣 55 萬元。(經費明細詳如附件七，p.32)
決議：照案通過，補助新台幣 55 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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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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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輔老師研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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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5 月（星期六）名額 35 人 待詢校方決定
第二梯次 2017 年 6 月（星期六）名額 35 人 待詢校方決定
第三梯次 2017 年 10 月（星期六）名額 35 人 待詢校方決定
(二) 教區宗輔老師研習
以專題演講及讀書會的形式，協助宗輔老師對生命教育及靈性
教育的提升，並促進交流與對話。
(三) 「生命教育輔導老師工作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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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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份 9：00-16：50
活動地點：輔仁大學天主校學術研究院保祿廳
2017 年生命教育基金會執行「靈性教育系列活動」總經費為
3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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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八(p.33-34)。
決議：照案通過，補助新台幣 15 萬元整。
提案五
提案單位：道明中學
案由：承辦「2017 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營暨常年大會」實施計畫(草案)，
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貴會 104.11.5 天主教學協字第 1048800012 號函辦理。
二、 活動日期：106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三)至 10 月 12 日(星期四)。
三、 活動地點：真福山社福文教中心(高雄市杉林區)。
四、 活動型態：
(一) 專題演講：預計邀請 1 位專家或學者主講。
(二) 學校經驗分享：預計邀請 3 所本會會員學校校長或代表分享各
該校之推動辦理情形。
(三) 分組座談：預計分為 3 組，各組邀請 3 位專家學者或會員學校校
長分別擔任主持人及與談人，就研習議題進行討論。
(四) 分組討論成果呈現：由各組主持人或另推派代表就討論結果提出
重點說明。
(五) 綜合座談：由協會主席主持，帶領與會人員就本次各項研習活動
所提出的議題進一步進行意見交流。
五、 建議研習主題：
(一) 專題演講：討論董事會、學校與校長三方之間的經營管理關係。
(二) 學校經驗分享
(三) 分組座談：
分組討論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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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合協會年度發展目標設計討論主題。
2.新政府教育政策的思考。
3.107 年課綱調整後，如何因應。
六、 參與對象：各校 3 名(董事長、校長及行政主管)預計 120 名。
七、 活動實施計畫如附件九(p.35-37)。
辦法：
一、 本計畫草案經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 本次活動經費總計 324,700 元，擬請惠允補助。
決議：照案通過，補助新台幣 32 萬 4,700 元整。

陸、 臨時動議
柒、 散會(15：30)
※彙整本次常務委員會所通過之 2017 年活動預算表及預計辦理日期如附件十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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