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心女中專案管理表 

專案名稱：106 學年度<聖誕節活動>   

專案期程：106 年 11 月至 106 年 12 月 25 日(週一)            

專案負責人：宗輔室陳鳳幼；協助者：各處室。 

 

 

 

 

 

 

 

 

 

 

 

 

 

 

 

 

 

PM 行動步驟與檢核： 

 事項 WHAT） 
責人員主責

WHO） 
時程） 說明 

檢核. 

完成日 

 
壹、參與全國天主教學

校週籌備  
       

 1. 注意公文  鳳幼 約 7 個月前   5/20 

2. 回報需求數量~ 鳳幼 約 3 個月前 
提燈(100+350)、 

祈禱卡(1500) 
6/25 

 貳、擬訂本校計畫    
  

  
  

1. 擬訂計畫草案 鳳幼  1-2 個月前  10/30 

2. 輔導處討論 輔導處全體  1.5 個月前   11/13 

3. 行政會報通過 主任 鳳幼 1.5 個月前    11/17 

4. 
列出 

請總務處協助的清單 
鳳幼 三週前    12/07 

 
參、全國天主教學校 

聯合點燈  
       

1.  流程計畫 鳳幼 1 個月前   10/31 

以終為始（WHY）   

    1.協助師生了解聖誕節的真義，並學習將愛傳遞給家人以及社會上需要關懷的人。 

    2.師生在活動中共融，體驗聖誕的平安喜樂。 

    3.：融入信仰的生活、建立互愛的團體，關懷社會的行動；並回應學校使命願景：

聖心女中是一所自我領導力學校，我們重視智慧、品格與服務，並承諾在社會上發

揮正向的影響力。 

行動策略（HOW）    

    融入信仰的生活—1.說明將臨期與聖誕節的意義 2.佈置馬槽 3.彌撒 

    建立互愛的團體—1.中小學點燈禮 2.聖歌比賽師生表演 3.教職員工家長共融餐會 

    關懷社會的行動—1.與全國天主教學校共同捐款關懷…….2.捐血活動   

學習成果（WHAT） 

    1.師生了解聖誕節真義，並將愛傳遞給家人以及社會上需要關懷的人。 

2.在活動中共融，體驗聖誕的平安喜樂。 

    3.回應聖心教育目標及願景。 



2. 與小學連絡 鳳幼 1 個月前    10/31 

3. 請總務處協助清單 鳳幼 1 個月前   當日布置 音響資訊設備 11/10 

 
肆、聖誕暨愛德計畫 

說明 
      

1.  準備 ppt 鳳幼 1 個月前    11/15 

2.  晨報向教職員說明 鳳幼  3 週前   11/20 

3. 

e-mail 給家長   

書面資料讓學生帶回

給家長 

鳳幼    3 週前  12/8 

4. 
朝會說明 

 
鳳幼  4 週前  

11/21 國一二國三愛和平 

11/22 高中部國三忠孝仁 

11/21

11/22 

5. 愛德課程  輔導處全體  4 週前  祈禱卡 11/24 

6 
愛德捐款  

申請仁愛基金 5 萬元 
鳳幼 活動後  12/29 

 伍、將臨期    
  

  
  

1. 各週主題及內容擬訂 鳳幼  1 個月前   11/17 

2. 課程 輔導處全體 3 週-1 週前   
12/01-

12/19 

3.  正廳馬槽前佈置 鳳幼  1 個月前  
燭、杯、將臨圈 

請小郭協助插花 裝飾 
11/30 

4. 海報版 鳳幼   1 個月前 (直式珍珠板 在 2 樓倉庫) 11/21 

5. 每週換海報  鳳幼 1 個月前 安排指導義工每週換海報 11/26 

 陸、馬槽佈置     

1. 初步討論   鳳幼  2.5 個月前  
與美術老師初步討論   

並提供資料給她參考 
9/15 

2. 初步確認  鳳幼   2 個月前   主題確認 10/16 

3. 
美術老師指導學生 

製作 
秀倫老師 2-1 個月前  

11/3-1

1/30 

4 申請聖誕紅 鳳幼 1 個月前 包含聖堂靈修中心修院 11/23 

5 請總務處組裝聖誕樹 鳳幼 1 個月前  11/24 

6. 實地裝置完成 
秀倫老師 

指導學生 
 1 月前完成   11/30 

 柒、彌撒     

1. 選歌曲給音樂老師 鳳幼 3 個月前  8/30 

2. 邀請主禮神父 鳳幼 3 個月前  9/20 



3. 
請音樂老師 

找司琴 領唱  

 逸如主任

瑋怡老師 
1.5 個月前  11/6 

4. 安排 訓鍊輔祭學生 鳳幼 1 個月前  11/17 

5. 安排訓練司儀(領經員) 鳳幼 1 個月前  11/17 

6. 

彌撒練習 

高國三高二—12/11； 

高一國一二—12/18 

鳳幼 3~1 週前  
12/11 

12/18 

7. 申請神父車馬費 鳳幼 3 週前 (3600)  12/12 

8. 彌撒程序 鳳幼 2 週前 
彌撒程序、PPT、 

司儀本、神父本 
 12/16 

10. 
列請各處 

協助工作清單 
鳳幼 2-1 週前   12/16 

11. 當日輔導處工作分配 鳳幼 1 週前   12/17 

 捌、聖誕當天報佳音     

1. 擬訂報佳音計畫 鳳幼 1 個月前  11/20  

2. 連絡報佳音單位   鳳幼 4 週-1 週前 

高三~創世植物人基金會 

國三忠孝仁~林口特教 

國三愛和平~學校周邊社

區；樂山教養院； 

人安基金會 

11/3 

-12/20 

3. 
準備報佳音物品 

(先列出清單) 
鳳幼 惠雀 2 週前   12/11 

 玖、檢討 輔導處全體 
聖誕活動後 

1-2 週 
 1/8 

 



天主教聖心女中 一 0六學年度 聖誕節暨服務學習活動計畫    

106.11.13 輔導處會議；106.11.17 行政會報通過  

 

 

壹、以終為始： 

    1.協助師生了解聖誕節的真義，並學習將愛傳遞給家人以及社會上需要關懷的人。 

    2.師生在活動中共融，體驗聖誕的平安喜樂。 

    3.回應聖心教育目標：融入信仰的生活、建立互愛的團體，關懷社會的行動；並回應 

學校使命願景：聖心女中是一所自我領導力學校，我們重視智慧、品格與服務，並承諾在 

社會上發揮正向的影響力。 

 

貳、課程與活動： 

     融入信仰的生活—1.說明將臨期與聖誕節的意義 2.佈置馬槽 3.彌撒 

     建立互愛的團體—1.中小學點燈禮 2.聖歌比賽師生表演 3.教職員工家長共融餐會 

     關懷社會的行動—1.與全國天主教學校共同捐款關懷…….2.捐血活動 

 

一、說明將臨期及聖誕節意義   

(一)時間：11/20(一)晨報~教職員；11/21(二)朝會~國中部及國三愛和平； 

          11/22(三)~高中部及國三忠孝仁。 

(二)將臨期的意義：1.紀念天主子耶穌的誕生 2.期盼耶穌基督再度來臨。 

(三)將臨期的主題：我們在這四週之中，依四個主題準備自己，來迎接耶穌的來臨。   

第一週(12/3~~12/09)盼望：在努力的過程中，即使有挫敗，我仍然懷抱希望。  

      在這一週，以言語或行為，至少鼓勵或安慰一個人，讓他感受到光明與希望。 

第二週(12/10~~12/16)和好：我要善待自己，善待親人朋友，善待大自然。 

      在這一週，特別提醒自己為自己身體的益處、為愛護大自然做一件事，並且以感恩、 

       以欣賞、以鼓勵，友善對待親人朋友。 

第三週(12/17~~12/23)喜樂：我要學習讓自己和他人得到真實的喜樂平安。 

      在這一週，做一件讓自己和周圍的人都快樂平安的好事。 

第四週(12/24~~12/25)分享：我看見我擁有資源，我願與人分享我的資源。 

     在這一週，列出你所擁有的人事物等各種資源，並向天主表達你的感恩。 

(四)將臨期主題告示板：公告於正廳樓梯玄關耶穌聖心像旁。 

 

二、佈置馬槽 

   結合美術課程，佈置馬槽，協助親師生準備迎接耶穌的來臨。 

 (感謝秀倫老師指導學生，配合今年主題，於 12 月 1 日以前完成)  

 

三、全國天主教學校週共同活動 (主題：生命的喜樂) 

 



 (一)聯合點燈   

1.時間：106 年 12 月 4 日（星期一）下午 17:20~17:50；地點：本校恩德堂及正廳。 

2.參加對象：姆姆、教職員、家長、中學住宿生及小學晚自習學生。  

3.活動程序詳見點燈程序。 

 (二)祈禱卡   

    全校師生每人一張祈禱卡。學生將於輔導倫理課程中運用之。  

 (三)全國天主教學校共同關懷對象：天主教光仁社會福利基金會。 

     ~本校由仁愛基金提撥，以及親師生自由捐款。(不另辦理班級募款活動) 

 (四)各項比賽 

    鼓勵師生參與徵文、圖文創作、短片創作等比賽。(請相關學科老師鼓勵學生

踴躍參加) 

四、愛德課程：運用祈禱卡為自己或家人朋友祈禱，並以具體行動帶給自己或身邊 

              的人生命的喜樂。 

五、愛德行動： 

 (一)捐血助人：12 月 7 日(四) (學務處主辦) 

 (二)聖誕卡祝福：鼓勵學生寄送給以前的師長，高國一於輔導或倫理課程實施。 

六、住校生聖誕活動及晚餐：12 月 25 日放學後(學務處指導自治會主辦) 

七、聖誕節慶祝活動：12 月 25 日   (彌撒主禮神父：鮑霖神父) 

 

時間 高國三 高二 高一國一二 地點 

8:00—9:00 彌撒 彌撒 聖歌比賽準備 恩德堂 

9:20—10:20 報佳音暨 

服務學習 

高三~創世 

基金會 

國三忠孝仁

~~林口特教 

國三愛和平

~~學校周邊

社區、樂山教

養院及人安

基金會 

準備 

比賽 

彌 撒 恩德堂 

10:40-12:30 聖歌 

比賽 

聖歌 

比賽 

恩德堂 

12:30-13:20 午餐 午餐 午餐 餐廳 

13:30 學  生  放  學 

13:40-15:30 教職員工 姆姆 家長 共融午餐及下午茶 小禮堂 

* 彌撒練習(朝會)：12/11(一)--高國三及高二；12/18(一)--高一及國一二。 

 

伍、家長連絡： 12 月 8 日請導師轉發給學生書面的通知帶回給家長。包含； 

               1.輔導處：說明聖誕節活動並邀請家長參與。 

               2.學務處：當日及翌日學生校車及留宿相關事宜。 

               (兩處提供的內容可整合為一張) 



天主教聖心女中 一 0六學年度 聖誕節報佳音暨服務學習計畫    

106.12.4輔導室會議；106.12.7行政會報通過  

 

* 行前會議：106年 12月 18 日(一)中午；墨華齋；敬備午餐。 

* 請車輛公司要求司機先確定了解路線，以免因走錯路耽誤活動及返校時間。 

班級 車 地點與連絡人  時間流程 隨隊老師 

高三仁 

43+2 

1大 

 

回程 

到府

中站

接人 

 

 

1計

程車 

 

創世清寒植物人基金會 

~~報佳音祝福 

聯絡人張致堯先生 

89664306 #12 

0976-590-047 

E-mail: 

fb3201@ms.genesis.org.tw 

當日院區帶領人~賴小姐 

89664306 #20 

9:20—9:40準備 

 

9:50搭校車出發10:30到達 

後直接上二樓 

10:40-11:40報佳音 

11:40出發到府中站(11:50接

忠孝師生)11:00 返校或返

家自主學習 

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16巷 10號

領袖工業園區 可進入 

要先告知車號 

王嬿蘋老師 
葛芃蓁老師 
 

計程車~ 

3生 1師 

請隨車老師

叫車，並拿取

收據返校請

領車資

28057777。 

(當日視學生

出席狀況決

定是否叫車) 
 物品： 

1.禮物及卡片 1   2.歌單 43  

3.聖誕帽 43(要收回整理入箱，返校後送回輔導處) 

 

高三 

忠 45 

孝 43 

+3 

 

(中車

~10生 

  1師) 

2大 

1中 

 

僅需

去程 

 

*107 

讓中

車留

著接

回程 

創世清寒植物人基金會 

~~募發票 

當日帶領募發票~ 

張致堯先生 

0976-590-047 

分組 每組 5-6人 

小天使卡片 

 

9:20—9:40準備 

 

9:50搭校車出發10:30到達

10:40-11:40募發票 

11:40府中站集合 

12:00返校或返家自主學習 

 

捷運府中站 2號出口對面 繼

光香香雞門口廣場(非常熱

區) 

 

洪韻雯老師 
 
林沂蓁老師 
許子弘老師 

 

        

 物品：小天使卡片(每人兩張先寫祝福) 忠 90 孝 86 

國三 

忠 37 

孝 36 

仁 35 

+4 

3大 新北特教 (新北市)  

 

負責人：江宜娟老師 

(2600-6768＃5001)  

lkm016@lkm.ntpc.edu.tw 

林口區文化北路一段 425號 

9:20停車場發車前往11:20

發車返校 

 分組行程詳見附件 

 

劉姮邑老師 

陳心彤老師 

楊雯茜老師 

鄭安琪老師 

 物品：1.禮物及卡片 1  2.歌單 37 36 35   

3.聖誕帽 37 36 35 (要收回整理入箱，返校後送回輔導處) 

mailto:fb3201@ms.genesis.org.tw
mailto:lkm016@lkm.ntpc.edu.tw


國三愛 

35 

0 週邊社區 分兩個路線  9:20-10:00 準備(練唱與祝福
卡) 
                     10:00 出發  10:50返校 
A 組(碩真老師)：學校過天橋地中海社區門口便利
商店…沿路商家農會過馬路回程沿路商家、警察
局、消防隊祝福 沿路祝福商家或路人到華山天使站時
過馬路走到地中海後方河岸與 B組會合唱歌祝福大
地返校  
*學生將祝福卡隨機贈送店家或路人 

張碩真老師 

黃郁芩老師 

 物品：1.禮物及卡片 3 (農會 警察局 消防隊) 
2.小天使卡片 36 (每人兩張先寫祝福)  
3.聖誕帽 18 歌單 18 

 B 組(郁芩老師)：學校右轉直走善牧園圍牆右轉觀
海虹橋聖心富第郵局藥局周邊商店過龍米路經
農會天橋下右轉金龍餐廳向左到地中海社區後方的河
岸與 A組會合唱歌祝福大地返校   *學生將祝福卡 
隨機贈送店家或路人 
*郵局：禮物及卡片 1  * 

 物品：1.禮物及卡片 1 (郵局) 2. 
2.小天使卡片 34 (每人兩張先寫祝福) 

   3.聖誕帽 17 歌單 17(要收回整理入箱，返校後送回輔導處) 

國三和 

35 

1大 李素雲主任  
2610 1643#6121 

簡佳琪社工 #6106 
 
依序報佳音 
1.生輔班(七樓禮堂) 
2.技陶班(7樓)              
3.愛護班(四樓) 
4.技陶班(1樓手作班) 
 當天依院生狀況調整  

樂山教養院  八里區中華路
三段 187號 
 
9:10—9:20準備 
9:20發校車09:50 抵樂山 
9:50-11:00到各教室與院
生互動 
11:00返校   
 
*可以和樂山孩子們祝福聊天 

曾惠雀老師 

張維真老師 

 物品：1.禮物及卡片 1  2.優質蘋果 6斤 3.旺旺仙貝 6大包 

4.襪子 3袋 5.透氣膠帶 1袋 6.聖誕帽 35  

7.聖袍(含紅色領巾 35)  

8.歌單 35 (678要收回整理入箱，返校後送回輔導處) 

國三平 

34 

1大 黃柏儒(當日帶領) 
(02)2836-1600 #分機：
298 / 0978-037-827 
 
*事先募集發票 
 
 

人安基金會  
新光三越門口廣場  
上下車動作快 
 
9:20搭校車出發9:50抵達
9:50-10:00說明及分組
10:00-11:20街頭募發票
11:20-11:30整理發票 
11:30返校 
 

簡均儒老師 

林明正老師 

 物品：1.禮物及卡片 1  2.小天使卡 68 (每人兩張先寫祝福) 

 



 

聖心女中 106學年度聖誕節活動 三年級家長邀請暨通知函   
 

親愛的家長：您好! 

這個季節氣溫變化大，願您和家人都能多加留意，求天主賜福給您整個家庭，並恩賜您和所有

家人都常保健康平安！ 

感謝您對學校多方面的支持與協助，充滿喜樂溫馨的十二月已來臨，我們依據聖心教育目標規

劃多元課程與活動，帶領孩子們在慶祝聖誕的同時，也學習敬天愛人。竭誠歡迎您一起來參與各項

活動。12月 25日，各年級除共同活動「感恩禮」之外，同時依據各年級狀況安排不同學習內容。 

今年全國天主教學校週的主題是：生命的喜樂！ 

整個十二月份學校舉辦的一系列活動簡列如后，每個活動都竭誠歡迎您一同來參與： 

一、聯合點燈~全國天主教學校共同點燈。 

(一）時間：106年 12月 4日（星期一）下午 5:20-5:50；地點：本校恩德堂 

(二）內容：聖心中小學舉行聯合點燈禮，點亮全校聖誕燈飾。(住校生及晚自習生參與) 
二、愛德行動： 
(一)捐血助人：106年 12月 7日 9:00—15:00。(可先與健康中心小潘老師連絡) 

(二)祈禱卡祝福：全校師生每人一張祈禱卡，將溫暖和希望分享給周圍的人。 

(三)募款行動：全國天主教學校共同為「光仁社會福利基金會」募款。 

               *歡迎家長自由捐款，將款項以信封裝好，註明學生班級姓名，及收據抬頭， 

                交由令嬡送交總務處。 

三、12/25(週一)聖誕節慶祝活動 (高三及國三部份)： 
     08:00~~09:00  聖誕感恩禮         09:20~~11:30  報佳音暨服務學習~ 

     高三報佳音及服務—創世清寒植物人基金會祝福及募發票 (地點：捷運府中站附近) 

     國三忠孝仁報佳音及服務—林口特教學校   

     國三愛和平報佳音及服務—愛-社區、和-樂山教養院、平-人安基金會(捷運士林站)   

     11:30~~12:20  返校用餐 (經家長同意並簽名於下方回條，決定返校或返家自主學習) 

     12:30~~13:20  於各班教室自主學習  

     13:30~~     通學生放學；住校生：一二年級聖誕活動，三年級留班自習準備學測與會考。  

                 ◎ 通學生放學校車依平時路線 ◎ 

衷心歡迎您的參與，耑此，敬祝您 

聖誕快樂!闔家平安健康常喜樂! 

校長  魏雪玲 敬上 

106年 12月 1日 

 

----聖誕活動家長回條(敬請過目簽章後於 12 月 4 日交由孩子送交導師，感謝您)------ 
                           

一、本人已閱讀了解學校關於聖誕節之各項活動、時程，以及學生的放學時間。 

二、關於服務結束後行程，本人與孩子討論後決定： 

    (一)通學生  
返校- □1.用餐後自主學習至 13:30 □2.用餐後自行返家自主學習 □3.不用餐，自行返家。  

不返校-□4.直接返家自主學習(高三自捷運府中站返家；國三忠孝仁班自林口，平班自士林返家)  

    (二)住校生  □返校(用餐後留班自習) 
不返校-□4.直接返家自主學習(高三自捷運府中站返家；國三忠孝仁班自林口，平班自士林返家)    
三、家長意見： 

學生班級：           座號：         姓名：               

                     家長簽章：                    106年 12月    日 



 

聖心女中 106學年度聖誕節活動 一二年級家長邀請暨通知函   
 

親愛的家長：您好! 

這個季節氣溫變化大，願您和家人都能多加留意，求天主賜福給您整個家庭，並恩賜您和所有

家人都常保健康平安！ 

感謝您對學校多方面的支持與協助，充滿喜樂溫馨的十二月已來臨，我們依據聖心教育目標規

劃多元課程與活動，帶領孩子們在慶祝聖誕的同時，也學習敬天愛人。竭誠歡迎您一起來參與各項

活動。 

12月 25日，各年級除共同活動「感恩禮」之外，同時依據各年級狀況安排不同學習內容。 

今年全國天主教學校週的主題是：生命的喜樂！ 

整個十二月份學校舉辦的一系列活動簡列如后，每個活動都竭誠歡迎您一同來參與： 

一、聯合點燈~全國天主教學校共同點燈。 

(一）時間：106年 12月 4日（星期一）下午 5:20-5:50；地點：本校恩德堂 

(二）內容：聖心中小學舉行聯合點燈禮，點亮全校聖誕燈飾。(住校生及晚自習生參與) 
二、愛德行動： 
(一)捐血助人：106年 12月 7日 9:00—15:00。(可先與健康中心小潘老師連絡) 

(二)祈禱卡祝福：全校師生每人一張祈禱卡，將溫暖和希望分享給周圍的人。 

(三)募款行動：全國天主教學校共同為「光仁社會福利基金會」募款。 

               *歡迎家長自由捐款，將款項以信封裝好，註明學生班級姓名，及收據抬頭， 

                交由令嬡送交總務處。 

三、12/25(週一)聖誕節慶祝活動(一二年級部份)： 
 

時間 高二  高國一國二 地點 

8:00—9:00 感恩禮 班級活動 恩德堂；教室 

9:20—10:20 準備比賽 感恩禮 教室；恩德堂 

10:40-12:30 聖歌比賽 聖歌比賽 恩德堂 

12:30-13:20 午餐 午餐 餐廳 

13:30-16:30 通學生放學(校車依平時路線)；住校生聖誕活動   

16:30-  住校生依平時作息/聖誕晚餐及相關活動 住宿部 

 

 因自治會辦理住校生聖誕活動需要統計人數分組，故住校生若有外宿申請需求， 

請一律於 12月 15日之前完成請假手續，感謝家長的配合。  

 

衷心歡迎您的參與並提供寶貴意見，耑此，敬祝您 

聖誕快樂!闔家平安健康常喜樂! 

校長  魏雪玲 敬上 

106年 12月 1日 

----聖誕活動家長回條(敬請過目簽章後於 12 月 4 日交由孩子送交導師，感謝您)------ 
                            

□本人已了解聖誕節各項活動，以及通學生放學時間為 13:30。住校生若要請假外宿，將督導 

孩子依規定於 12月 15日以前完成請假手續。 

  家長意見： 

 

學生班級：           座號：         姓名：               

                     家長簽章：                     106年 12月    日 



除夕夜……

您是否和家人一起吃團圓飯？

年夜飯是否有豐富的菜餚？



華山基金會

照顧失能失依長者

為失依獨居長者年夜飯

常年的照護服務費用募款



我們可以如何關懷

這些失依失能的
阿公阿嬤？



1.給他們真誠的祝福



2.為他們用心準備零用錢



自由將祝福卡和零用錢
放入捐款箱(學務處窗台)

不向家長募款

我們師生一起來協助華山





紅包袋上不留班級姓名

及其他個人資料

捐款超過500元 請註記

班級姓名 地址寫聖心女中

可以直接送宗輔室交由老師轉交

老師會將華山開立的收據轉給您





也歡迎您在快樂坊 投入零錢



祝福您

喜樂分享

生命喜樂

感謝您的愛德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