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心女中專案管理表 

專案名稱：107 學年度<聖誕節活動>   

專案期程：107 年 11 月至 107 年 12 月 25 日(週二) 活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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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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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3. 行政會報通過 主任 鳳幼 1.5 個月前    11/15 

4. 
列出 

請總務處協助的清單 
鳳幼 三週前     

 
參、全國天主教學校 

聯合點燈  
       

1.  流程計畫 鳳幼 1 個月前   11/5 

2. 與小學連絡 鳳幼 1 個月前    11/5 

以終為始（WHY）  師生喜樂共度有意義的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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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祈禱卡祝福身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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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難民 2.捐血活動  

學習成果（WHAT）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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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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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 

 
肆、聖誕暨愛德計畫 

說明 
      

1.  準備 ppt 鳳幼 1 個月前    11/05 

2.  晨報向教職員說明 鳳幼  3 週前   11/26 

3. 

e-mail 給家長   

書面資料讓學生帶回

給家長 

鳳幼    3 週前  12/7 

4. 
朝會說明 

 
鳳幼  4 週前  

11/20 國一二國三愛和平 

11/21 高中部國三忠孝仁 

11/20

11/21 

5. 愛德課程  輔導處全體  4 週前  祈禱卡 15 週 

6 
愛德捐款  

  
鳳幼 活動後 

11/6 先申請仁愛基金

71760台中教區 

募款仁愛基金鄰近慈善

機構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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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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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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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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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 高三高國一 

 

12/17 高國二國三 

鳳幼 3~1 週前  
12/10 

12/17 

7. 申請神父車馬費 鳳幼 3 週前 (3600)   

8. 彌撒程序 鳳幼 2 週前 
彌撒程序、PPT、 

司儀本、神父本 
  

10. 
列請各處 

協助工作清單 
鳳幼 2-1 週前    

11. 當日輔導處工作分配 鳳幼 1 週前    

 捌、聖誕當天報佳音     

1. 擬訂報佳音計畫 鳳幼 1 個月前    

2. 連絡報佳音單位   鳳幼 4 週-1 週前 

高三~新北特教 

國三忠孝~聖小 

國三仁~樂山教養院 

國三愛和~為創世基金會 

    募發票 

11/3 

-12/20 

3. 
準備報佳音物品 

(先列出清單) 
鳳幼 惠雀 2 週前    

 玖、檢討 輔導處全體 
聖誕活動後 

1-2 週 
 1/7 

 

 



天主教聖心女中 一 0七學年度 聖誕節報佳音暨服務學習計畫    

107.11.26輔導室會議；107.11.29行政會報通過  

 

一、行前會議：107 年 12月 11日(二)中午；一樓會議室；敬備午餐(19葷)。 

    (含校長、鐘明媛主任、陳瑞璋主任、許 尹主任、鳳幼及所有隨隊老師) 

二、請各處室協助： 

  (一)總務處： 

      1.安排所需車輛。(另外列表給小陳給小陳老師)；請提醒車輛公司要求司機務 

        必先確定路線，以免因走錯路耽誤活動及返校時間。 

      2.協助採購所需物品。 3.為 4位老師備午餐(高三報佳音返校時間較晚) 

  (二)輔導處：(惠雀) 

   1.前一天請各班領取報佳音物品放在教室，活動後隔一天，整理數量確認無誤 

     再送回輔導處。有缺少，由各班班費購買歸還。 

   2.確認聖誕帽數量，若不足請再申購。 

       

三、當日各班行程： 

 

班級 車  連絡人   物品 地點及時間流程 隨隊老師 

高三 
130人 
+3 
  

 
 

3大 
1中 

社工師  
江宜娟老師          
2600-6768＃5001 
* 請導師安排搭乘合車
的同學 

新北特教  林口區文化北路 
          一段 425號 
 

09:20 搭校車出發10:20 抵達
新北大廳10:20—11:10 分組
到教室進行活動11:10—

11:20 回到大廳 

11:20返校   

劉姮邑老師 
 
葉俊谷老師 
王瑞文老師 
黃國書老師    
 
     

 禮物及卡片(請姮邑老師贈送給江老師) 
 各班物品： 聖誕帽 30   
 活動參考： 

1. 唱兒歌傳軟球；邊唱邊傳球。(小星星、蝴蝶) 
2. 倫敦大橋垮下來……：大姐姐搭橋讓小朋友過橋。 
3. 交響樂：先個別教導每個學生都用敲擊一樣東西當成樂

器，例如敲桌面或兩支筆或拍手或拍書包，大姐姐帶領
唱歌，請大家配合節拍一起敲出聲音。 

4. 帶一些紙張和畫筆，帶他們畫畫。或是印好底圖，讓他
們著色。大姐姐在旁邊鼓勵互動，完成就給小天使卡。 

5. 做得好，可以給他們獎勵~~擊掌鼓勵或給小天使卡片
(不能給食品) 

國三忠 
  

0 大象.海豚.白鴿.企鵝.

浣熊.羚羊.袋鼠.松鼠 

聯絡人~斐文老師 

校內線 146#127  

 請導師先分 8組 

聖誕帽 24 

聖心善牧園 

10;20~10:40準備 10:50~11:10 
到善牧園報佳音服務學習 

 可說聖誕故事  

教唱聖歌或是帶小遊戲 

 

曾惠雀老師 

張碩真老師 

陳舜琪老師 



國三孝 
  

0 一信、一望、二望、 

三信、三望、三愛、 

四信、四愛 

 

聯絡人~斐文老師 

校內線 146#127 

 

聖誕帽 24 

聖心小學 

10;20~10:40準備 10:50~11:10 

到小學報佳音服務學習 

 

 可說聖誕故事  

教唱聖歌或是帶小遊戲 

 先導師先分 8組 

 

鐘明媛主任 

王嬿蘋老師

柯瓊瑜老師 

國三仁 
41人 
+2 

1大 
 

李素雲主任 
 2610 1643 #6121 

簡佳琪社工 #6106 

 
 物品： 
  1.優質蘋果一箱 

(前一天先送達) 
  2.聖誕帽 41  
  3.聖袍 41 
  4.歌單 45 
   

樂山教養院  八里區中華路 
             三段 187號 
 
參與聖誕活動； 
上台演唱 3--4 首聖誕歌曲。 
可帶動全體一起唱。 
 
10:20發校車10:50抵樂山 
10:50-11:30參與活動 
11:30返校   
 

洪韻雯老師 

吳郁澄老師 
 

國三 
愛 40
人 
和 42
人 
+3 

2大 

  

張致堯先生 89664306 #12 

0976-590-047 

 
 先分 3 人一組。 
 募發票時說： 

祝您聖誕快樂！敬請

捐發票幫助植物人！

謝謝您！ 

 

為創世基金會募發票  

(捷運劍潭站 1號出口) 

 

10:20—10:25準備 

10:30搭校車出發10:50到達

捷運劍潭站 1號出口 

10:50-11:20募發票 

11:30集合 11:30返校 

 

簡均儒老師 
張維真老師 
蔡淑蘭老師 

 

        

 到現場，協助張先生發給每人一件背心；每組一個發票箱。 
 物品：    
   愛班~1.聖誕帽 20  2.小天使卡 40。 
   和班~1.聖誕帽 21  2.小天使卡 42。 

 



天主教聖心女中 一 0 七學年度 聖誕節暨服務學習活動計畫    

107.11.12 輔導處會議；107.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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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祈禱卡祝福身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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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難民 

                    2.捐血活動 

一、說明聖誕節系列活動   

    時間：11/26(一)晨報~任課教師與職員；11/20(二)朝會~國中部及國三仁愛和； 

          11/21(三)~高中部及國三忠孝。 

二、將臨期  (意義：1.紀念天主子耶穌的誕生 2.期盼準備迎接耶穌基督再度來臨。)     

第一週(12/02~~12/08)警醒：如果，這是你人生的最後一天， 

                          你將如何善待自己和身邊的人？ 

第二週(12/09~~12/15)悔改：天主！請幫助我真心悔改，讓我能看重自己， 

                          愛惜祢賜給我的人事物。 

第三週(12/16~~12/22)喜樂：讓喜樂之神充滿你開放的心，你將不再畏懼什麼。 

第四週(12/23~~12/25)盼望：因為愛，耶穌為我們而來； 

因為愛，使我們活著有盼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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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0 日以前完成)  

四、全國天主教學校週共同活動 (主題：傳給人—Jesus’Love) 

 (一)聯合點燈  (詳見附件一) 

1.時間：107 年 12 月 3 日（星期一）下午 17:20~17:50；地點：本校恩德堂。 

2.參加對象：教職員、家長、中學住宿生及小學晚自習學生。  

 (二)祈禱卡  全校師生每人一張小天使祈禱卡。 

1.學生~於輔導倫理課程中運用之。引導學生自由選擇，今年聖誕節要特別將小天使卡 



 傳遞給誰？(家人、社區人士、公車司機、店家人員、特別的朋友、同學或自己…) 

2.教職員~小天使小主人遊戲(運用此卡寫祝福、自由表達關懷心意) 

 (三)全國天主教學校共同關懷對象：敘利亞難民（黎巴嫩 Zahlé de la Bekaa 難民營）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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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愛德行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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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為敘利亞難民<愛心毛毯>募款；贈送敘利亞難民孩童小禮物。(詳見附件二) 

 (三)捐血活動：12 月 12 日(週三)上午。(學務處主辦) 

七、全校師生聖誕特餐：12 月 24 日中午。  

八、住校生聖誕活動：12 月 24 日放學後(學務處指導宿委會舉辦) 

九、聖誕節慶祝活動：12 月 25 日   (彌撒主禮神父：董依悌 神父) 

 

高三 高國一 國三 高國二 

時間 活動 時間 活動 時間 活動 時間 活動 

8:00 

—9:00 

彌 撒 

(恩德堂) 

8:00 

—9:00 

彌 撒 

(恩德堂) 

8:00 

—9:10 

報佳音 

準備 

8:00 

—9:10 

淨灘 

準備 

9:20 

—12:00 

報佳音

暨服務

學習 

高三~ 

新北特

教學校 

9:20 

—15:00 

聖誕 

登山 

9:20 

—10:20 

彌 撒 9:20 

—10:20 

彌 撒 

10:20 

—12:00 

報佳音暨 

服務學習 

國三忠孝~ 

聖小 

國三仁~ 

樂山教養院 

愛和~為創

世基金會募

發票 

10:20 

—12:00 

班級 

活動 

12:00 

—15:30 

返校或

返家自

主學習 

12:00 

—15:30 

返校或 

返家自主

學習 

12:00 

—12:40 

午餐 

13:00 

—15:00 

淨灘 

行動 

15:30 通學生放學 

15:40—17:30 教職員工 姆姆 家長 共融下午茶(小禮堂) 

* 彌撒練習(朝會)：12/10(一)--高三及高國一；12/17(一)--國三及高國一。 

参、與家長連絡： 12 月 7 日請導師轉發給學生書面的通知帶回給家長。    



附件一  一 0七學年度全國天主教學校週 聖心中小學點燈活動計畫 

 

一、時間：107年 12月 3日（週一）下午 17:20-17:50。 

(全國天主教學校同時在將臨期第一週舉行點燈禮，點亮全校聖誕燈飾) 

二、地點：恩德堂 (司儀：小學部五年級愛班呂庭陞同學) 

     (請斐文老師指導司儀，當日提早到恩德堂) 

三、參加對象：中學教職員、家長、住宿生(師生家長約 300人)；小學師生(約 60人)。 

四、活動主題：傳給人—Jesus’Love。 

五、活動程序：  

 

時間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17:10 集合 參與師生就位 (學務處協助) 

17:20-17:22 開場 1.鳳幼介紹司儀進場  2.開場 (司儀) 

17:22-17:28 短片  聖誕節的意義 (影片) 

17:28-17:32 團體祈禱 司儀帶領全體祈禱 

17:32-17:34 
點燃 

主燈燭 

*邀請兩位校長共同點燃主燈燭  *同時間…舞台及周邊所有的燈 

(含前花園、馬槽的燈)都點亮 (總務處) 

17:34-17:50 

彼此祝福 

傳遞耶穌

愛你 

回應今年主題~  傳給人—Jesus’Love  

彼此祝福，傳遞耶穌的愛！ 

 

司儀： 
感謝耶穌為了愛我們，誕生到人間，祂怎樣愛我們呢？就是傳達
很多祕訣，告訴我們怎樣才能獲得真正的喜樂與平安！ 
 
(朗聲誦讀喜樂平安秘訣) 

我們先來看看有哪些秘訣會讓我們喜樂平安？ 
請大家一起大聲誦讀投影片上的秘訣 
……(看 PPT誦讀) 
 
(互相傳遞喜樂平安秘訣) 
現在，請每個人選擇一個自己最喜歡的秘訣，跟前後左右至少四
個人互相分享傳遞自己選擇的祕訣。 
(背景音樂~~為何對我這麼好) 
 
(傳遞耶穌愛你)  
感謝大家互相傳遞喜樂平安的秘訣 
現在，我們要來傳遞耶穌的愛，(備 12張紙卡，每張紙卡分別寫

傳 給 人 JE S U S’ L O V E) 
請從大家的最右邊開始，向左傳遞一張紙卡，同時跟左邊的同學
說：耶穌愛你。傳到最左邊的小朋友時，請小朋友帶著紙卡到舞
台前方，排列起來。請大姐姐們(宿委會幹部)幫忙指導小朋友排
出正確的句子~~傳給人 JESUS’ LOVE …… 
 
 禮成。祝福大家聖誕快樂！ 

在等一下唱禮成曲時，請小學部同學先離開。 
禮成曲我們唱  傳給人 (音樂 MP3) 

 



附件二      聖心女中 一 0 七學年度 聖誕節愛德行動說明 

 

壹、2018 年天主教學校週共同關懷敘利亞難民~~520 愛心毛毯 

 

一、 活動目標：承辦學校—靜宜大學，與相關單位聯繫了解難民營的確切需要後，決定為位處黎

巴嫩 Zahlé de la Bekaa 難民營之敘利亞難民，募集 5,200 條愛心毛毯。毛毯委請

「富勝紡織股份有限公司」以回收之保特瓶所製作。  

二、 認購方式：每條毛毯之愛心價為 520 元，承辦學校—靜宜大學，邀請每一所學校努力協助鼓

勵師生家長認購「520 愛心毛毯」。募得更多款項則贊助運費及其他所需物資。 

三、 對外匯款時間：為了讓毛毯能在聖誕節送達難民營，各校須於 11 月 15 日以前將款項匯出。 

四、本校活動時間：11 月 20、21 日朝會於聖誕活動報告後，各班即可開始募款。 

四、                   校內款項繳交截止日：12 月 28 日放學前。 

五、本校作法： 

      1.本校共 23 班，預計每班負責勸募 6 條毛毯的善款，全校募款目標：138 條毛毯的善款。 

      2.各班募款方式：(以下方式僅供參考，可自由發揮創意；另有敘利亞難民相關影片亦供 

                      導師說明運用) 

         1>邀請家長學生個人捐款或多人聯合捐款；或全班分組訂目標，規劃愛德活動募款。 

         2>高國一：結合聖誕登山。宗輔室在給家長的聖誕信函中，說明愛德活動相關事宜， 

                   並說明學生以勉力登山達標來行愛德，若達標，請家長捐款一百元贊助 

                   愛心毛毯專案。 

         3>高國二：結合聖誕淨灘。與高國一做法相同(完成則家長捐款)。 

         4>高國三：自訂個人學業或生活目標，達標則邀請家長捐款一百元。  

      4.在學務處外設計一個愛心拼圖，每班一小塊，達成目標即將班級拼圖貼上。 

      5.各班完成募款後，款項將存入本校仁愛基金，作為平日學校分享給慈善機構的仁愛捐 

       款、或國內外急難救助。因此，無個人收據。但有總務處開立給班級的愛德捐款收據。 

      6.仁愛基金將支援以下機構：八里安老院、愛維養護中心、樂山教養院、華山基金會， 

                               以及創世基金會……等等。匯款後將公告於公布欄。 

      

貳、小禮物  

 
一、活動目標：承辦學校—靜宜大學準備一萬份禮物包，分由各校學生協助處理完成。 

二、處理方式： 

1.小禮物內容包含：棉製束口袋、A6筆記本、鉛筆及削鉛筆器各一個。 

    2.本校由國一學生負責。先協助將禮物材料包內之 A6筆記本，以書寫/繪圖方式給予祝福難民 

      兒童，並完成禮物包裝。(已完成並寄出) 

 

参、支援創世與華山基金會募款 

 

一、 活動目標：協助創世與華山基金會募款照顧植物人及獨居長者。 
二、處理方式： 

     1.發送各班每位同學砂畫信封及紅包袋宣傳單張各一份。學生自由完成砂畫及紅包袋，寫上

祝福，自由決定是否放入零用錢。 

     2.於學務處放置一個大奉獻箱，提供學生自由奉獻。 

     3.截止日：12 月 7 日。 



一 0七學年度全國天主教學校週 聖心中小學點燈活動計畫 

 

一、時間：107年 12月 3日（週一）下午 17:20-17:50。 

(全國天主教學校同時在將臨期第一週舉行點燈禮，點亮全校聖誕燈飾) 

二、地點：恩德堂 (司儀：小學部五年級信班呂庭陞及何宗諺同學) 

     (請斐文老師指導司儀，當日提早到恩德堂) 

三、參加對象：中學教職員、家長、住宿生；小學師生。(共約 330人)。 

四、活動主題：傳給人—Jesus’s Love。 

五、活動程序：  

 

時間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17:10 集合 參與師生就位 (學務處協助) 

17:20-17:22 開場 1.鳳幼介紹司儀進場  2.開場 (司儀) 

17:22-17:28 短片  聖誕節的意義 (影片) 

17:28-17:32 團體祈禱 司儀帶領全體祈禱 

17:32-17:34 
點燃 

主燈燭 

*邀請兩位校長共同點燃主燈燭  *同時間…舞台及周邊所有的燈 

(含前花園、馬槽的燈)都點亮 (總務處) 

17:34-17:50 

彼此祝福 

傳遞耶穌

愛你 

回應今年主題~  傳給人—Jesus’s Love  

彼此祝福，傳遞耶穌的愛！ 

 

司儀： 
感謝耶穌為了愛我們，誕生到人間，祂怎樣愛我們呢？就是傳達
很多祕訣，告訴我們怎樣才能獲得真正的喜樂與平安！ 
 
(朗聲誦讀喜樂平安秘訣) 

我們先來看看有哪些秘訣會讓我們喜樂平安？ 
請大家一起大聲誦讀投影片上的秘訣 
……(看 PPT誦讀) 
 
(互相傳遞喜樂平安秘訣) 
現在，請每個人選擇一個自己最喜歡的秘訣，跟前後左右至少四
個人互相分享傳遞自己選擇的祕訣。 
 
(傳遞耶穌愛你)  
感謝大家互相傳遞喜樂平安的秘訣 

現在，我們要來傳遞耶穌的愛， 

(備 9張紙卡，每張紙卡分別印 

傳 給 人 JE SU S’S L O VE) 

請從大家的最右邊開始，向左傳遞一張紙卡，同時跟左邊的同學
說：耶穌愛你。傳到最左邊的小朋友時，請小朋友帶著紙卡到舞
台前方，排列起來。請大姐姐們幫忙小朋友排出正確的句子。 
傳給人 JESUS’S LOVE …… 
 
 禮成。祝福大家聖誕快樂！ 

在等一下唱禮成曲時，請小學部同學先離開。 
禮成曲我們唱  傳給人 (音樂 MP3) 

 

 



 

聖心女中 107學年度聖誕節活動 說明暨邀請函   
 
親愛的家長：您好! 

這個季節，天候變化大，願您和家人都能多留意保暖，祈求上天的恩典充滿您的家庭，並恩賜您
和所有家人都常保健康平安！ 
    感謝您對學校的支持與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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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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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給人—Jesus’Lo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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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12月 3日（星期一）下午 5:20-5:50；地點：本校恩德堂 

 (二）內容：中學住校生及小學晚自習生舉行聯合點燈禮，同時點亮全校聖誕燈飾。 
二、愛德行動： 
(一)捐血助人：107年 12月 12日 9:00—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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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行動：全國天主教學校共同為「敘利亞難民」募款。(今年，靜宜大學承辦全國天主教學

校週活動。經聯繫得知—在黎巴嫩 Zahlé de la Bekaa難民營,缺乏保暖毛毯，因此全國天主教
學校共同決議，邀請親師生為難民募款製作保暖愛心毛毯) 

  * 感謝 貴班導師已帶領孩子們，完成今年的聖誕愛德行動。 
 

三、12/25(週一)聖誕節慶祝活動 (國三部份)： 
08:00—09:10 報佳音 準備 

09:20—10:20 彌 撒 (恩德堂) 
10:20—12:00 報佳音暨服務學習 

忠孝~善牧園及聖小  仁~樂山教養院  愛和~為創世基金會募發票 

12:00—15:30 返校或返家自主學習 

15:30 通學生放學(校車依平時路線)；住校生回宿舍活動。 

 若天雨，當日會另行公告通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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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12月 7日 

-----聖誕活動家長回條(敬請過目簽章，於 12月 10日交由孩子送交導師，感謝您)---- 
                           
一、本人已了解聖誕節各項活動，以及學生放學時間。 
二、關於服務學習後之行程，本人與孩子討論後決定： 
    (一)通學生  (忠孝仁服務單位鄰近學校，統一先返校) 

  返校-□1.用餐後，即自行返家自主學習。□2.用餐後，自主學習至 15:30 統一放學。 
       □3.不用餐，直接返家自主學習。 
不返校-□4.直接返家自主學習(愛和~自捷運劍潭站返家)   
 

 (二)住校生  (若有外宿申請需求，請一律於 12月 14日之前完成請假手續) 
  返校-□A.用餐後，下午留班自習。□B.不用餐，直接返家自主學習。 
不返校-□C.直接返家自主學習(愛和~自捷運劍潭站返家)    
三、家長意見： 

         學生班級：           座號：         姓名：               

                              家長簽章：                    107年 12月    日 



 

聖心女中 107學年度聖誕節活動 說明暨邀請函   
 
親愛的家長：您好! 

這個季節，天候變化大，願您和家人都能多留意保暖，祈求上天的恩典充滿您的家庭，並恩
賜您和所有家人都常保健康平安！ 
    感謝您對學校的支持與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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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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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給人—Jesus’Lo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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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12月 3日（星期一）下午 5:20-5:50；地點：本校恩德堂 

(二）內容：中學住校生及小學晚自習生舉行聯合點燈禮，同時點亮全校聖誕燈飾。  
 
二、愛德行動： 
(一)捐血助人：107年 12月 12日 9:00—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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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行動：全國天主教學校共同為「敘利亞難民」募款。(今年，靜宜大學承辦全國天主

教學校週活動。經聯繫得知—在黎巴嫩 Zahlé de la Bekaa難民營,缺乏保暖毛毯，因此全

國天主教學校共同決議，邀請親師生為難民募款製作保暖愛心毛毯) 
    * 感謝 貴班導師已帶領孩子們，完成今年的聖誕愛德行動。 

 

三、12/25(週二)聖誕節慶祝活動(高一部份)： 
 

08:00—09:00 感恩禮 恩德堂 

09:20—15:00 聖誕登山 觀音山 

15:30 通學生放學(校車依平時路線)； 住校生回宿舍活動。 

 若天雨，當日會另行公告通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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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12月 7日 

---聖誕活動家長回條(敬請過目簽章後，於 12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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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 

□本人將參與登山活動。(交通及午餐自理；大約 10:30於觀音山遊客中心會合) 

家長意見： 

 

學生班級：           座號：         姓名：               

                     家長簽章：                     107年 12月    日 



 

聖心女中 107學年度聖誕節活動 說明暨邀請函   
 
親愛的家長：您好! 

這個季節，天候變化大，願您和家人都能多留意保暖，祈求上天的恩典充滿您的家庭，並恩
賜您和所有家人都常保健康平安！ 
    感謝您對學校的支持與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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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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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給人—Jesus’Lo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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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12月 3日（星期一）下午 5:20-5:50；地點：本校恩德堂 

 (二）內容：中學住校生及小學晚自習生舉行聯合點燈禮，同時點亮全校聖誕燈飾。 

 
二、愛德行動： 
(一)捐血助人：107年 12月 12日 9:00—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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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行動：全國天主教學校共同為「敘利亞難民」募款。(今年，靜宜大學承辦全國天主

教學校週活動。經聯繫得知—在黎巴嫩 Zahlé de la Bekaa難民營,缺乏保暖毛毯，因此全

國天主教學校共同決議，邀請親師生為難民募款製作保暖愛心毛毯)   

 * 高二各班以親子同心合作的概念來援助「敘利亞難民」：學生以「淨灘」愛地球的行動為敘

利亞難民祈福，家長以愛德樂捐支持孩子，並且參與全國天主教學校親師生的愛德行動—

援助敘利亞難民。(捐款款項可於 12/10交由令嬡帶來學校，由導師統一送交總務處) 

 

三、12/25(週二)聖誕節慶祝活動(高二部份)： 
 

08:00—09:00 準備淨灘 教室 

09:20—10:20 感恩禮 恩德堂 

10:20—12;00 班級共融活動 教室 

12:00—12:40 午餐 學生餐廳 

13:00—15:00 淨灘 八里挖子尾沙灘 

15:30 通學生放學(校車依平時路線)；住校生回宿舍活動。 

 若天雨，當日會另行公告通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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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12月 7日 

---聖誕活動家長回條(敬請過目簽章後，於 12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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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 

□本人已將愛德樂捐交給孩子。 

□本人將參與淨灘活動。(大約 13:30~14:30直接到挖子尾沙灘) 

 

家長意見： 

學生班級：           座號：         姓名：               

                     家長簽章：                     107年 12月    日 



 

聖心女中 107學年度聖誕節活動 說明暨邀請函   
 
親愛的家長：您好! 

這個季節，天候變化大，願您和家人都能多留意保暖，祈求上天的恩典充滿您的家庭，並恩賜您
和所有家人都常保健康平安！ 
    感謝您對學校的支持與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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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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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給人—Jesus’Lo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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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12月 3日（星期一）下午 5:20-5:50；地點：本校恩德堂 

 (二）內容：中學住校生及小學晚自習生舉行聯合點燈禮，同時點亮全校聖誕燈飾。 
二、愛德行動： 
(一)捐血助人：107年 12月 12日 9:00—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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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行動：全國天主教學校共同為「敘利亞難民」募款。(今年，靜宜大學承辦全國天主教學

校週活動。經聯繫得知—在黎巴嫩 Zahlé de la Bekaa難民營,缺乏保暖毛毯，因此全國天主教
學校共同決議，邀請親師生為難民募款製作保暖愛心毛毯) 

  * 感謝 貴班導師已帶領孩子們，完成愛德行動。 
 

三、12/25(週一)聖誕節慶祝活動 (高三部份)： 

08:00—09:00 彌 撒 (恩德堂) 

09:20—12:00 報佳音暨服務學習 (新北特教學校) 

12:00—15:30 返校或返家自主學習 

15:30 通學生放學(校車依平時路線)；住校生回宿舍活動。 

 若天雨，當日會另行公告通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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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12月 7日 

-----聖誕活動家長回條(敬請過目簽章，於 12月 10日交由孩子送交導師，感謝您)---- 
                           

一、本人已了解聖誕節各項活動，以及學生放學時間。 
二、關於服務學習後之行程，本人與孩子討論後決定： 
    (一)通學生  
  返校-□1.用餐後，自行返家自主學習。□2.用餐後，留班自習至 15:30 統一放學。 

       □3.不用餐，直接返家自主學習。 
不返校-□4.直接返家自主學習(自林口返家)   

  
(二)住校生  (若有外宿申請需求，請一律於 12月 14日之前完成請假手續) 

  返校-□A.用餐後，下午留班自習。□B.不用餐，直接返家自主學習。 
不返校-□C.直接返家自主學習(自林口返家)    
三、家長意見： 

         學生班級：           座號：         姓名：               

                              家長簽章：                    107年 12月    日 



 

聖心女中 107學年度聖誕節活動 說明暨邀請函   
 
親愛的家長：您好! 

這個季節，天候變化大，願您和家人都能多留意保暖，祈求上天的恩典充滿您的家庭，並恩賜您
和所有家人都常保健康平安！ 
    感謝您對學校的支持與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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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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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給人—Jesus’Lo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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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12月 3日（星期一）下午 5:20-5:50；地點：本校恩德堂 

 (二）內容：中學住校生及小學晚自習生舉行聯合點燈禮，同時點亮全校聖誕燈飾。 
二、愛德行動： 
(一)捐血助人：107年 12月 12日 9:00—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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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行動：全國天主教學校共同為「敘利亞難民」募款。(今年，靜宜大學承辦全國天主教學

校週活動。經聯繫得知—在黎巴嫩 Zahlé de la Bekaa難民營,缺乏保暖毛毯，因此全國天主教
學校共同決議，邀請親師生為難民募款製作保暖愛心毛毯) 

  * 高三各班由導師帶領孩子們，以較單純不花費太多時間的方式來援助「敘利亞難民」。 
    敬請家長踴躍支持導師和孩子們的愛德行動。(建議小額捐款 100元即可) 
 

三、12/25(週一)聖誕節慶祝活動 (高三部份)： 

08:00—09:00 彌 撒 (恩德堂) 

09:20—12:00 報佳音暨服務學習 (新北特教學校) 

12:00—15:30 返校或返家自主學習 

15:30 通學生放學(校車依平時路線)；住校生回宿舍活動。 

 若天雨，當日會另行公告通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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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12月 7日 

-----聖誕活動家長回條(敬請過目簽章，於 12月 10日交由孩子送交導師，感謝您)---- 
                           

□本人已了解聖誕節各項活動，以及學生放學時間。□本人會支持老師和孩子的愛德行動。 
 關於服務學習後之行程，本人與孩子討論後決定： 

    (一)通學生  
  返校-□1.用餐後，自行返家自主學習。□2.用餐後，留班自習至 15:30 統一放學。 
       □3.不用餐，直接返家自主學習。 
不返校-□4.直接返家自主學習(自林口返家)   

  
(二)住校生  (若有外宿申請需求，請一律於 12月 14日之前完成請假手續) 

  返校-□A.用餐後，下午留班自習。□B.不用餐，直接返家自主學習。 
不返校-□C.直接返家自主學習(自林口返家)    

 家長意見： 
         學生班級：           座號：         姓名：               

                              家長簽章：                    107年 12月    日 



 

聖心女中 107學年度聖誕節活動 說明暨邀請函   
 
親愛的家長：您好! 

這個季節，天候變化大，願您和家人都能多留意保暖，祈求上天的恩典充滿您的家庭，並恩
賜您和所有家人都常保健康平安！ 
    感謝您對學校的支持與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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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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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給人—Jesus’Lo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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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12月 3日（星期一）下午 5:20-5:50；地點：本校恩德堂 

(二）內容：中學住校生及小學晚自習生舉行聯合點燈禮，同時點亮全校聖誕燈飾。  
 
二、愛德行動： 
(一)捐血助人：107年 12月 12日 9:00—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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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行動：全國天主教學校共同為「敘利亞難民」募款。(今年，靜宜大學承辦全國天主

教學校週活動。經聯繫得知—在黎巴嫩 Zahlé de la Bekaa難民營,缺乏保暖毛毯，因此全

國天主教學校共同決議，邀請親師生為難民募款製作保暖愛心毛毯) 

  * 感謝國一各班導師們，用心帶領孩子們發揮創意，並學習行銷自己的創意作品。敬請家長

踴躍支持孩子們的創意作品，與孩子們一同參與全國天主教學校親師生的愛德行動—援助

敘利亞難民。 

 

三、12/25(週二)聖誕節慶祝活動(國一部份)： 
 

08:00—09:00 感恩禮 恩德堂  

09:20—15:00 聖誕登山 觀音山 

15:30 通學生放學(校車依平時路線)；住校生回宿舍活動。  

 若天雨，當日會另行公告通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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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12月 7日 

---聖誕活動家長回條(敬請過目簽章後，於 12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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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 

□本人將參與登山活動。(交通及午餐自理；大約 10:30於觀音山遊客中心會合) 

 

家長意見： 

 

學生班級：           座號：         姓名：               

                     家長簽章：                     107年 12月    日 



 

聖心女中 107學年度聖誕節活動 說明暨邀請函   
 
親愛的家長：您好! 

這個季節，天候變化大，願您和家人都能多留意保暖，祈求上天的恩典充滿您的家庭，並恩
賜您和所有家人都常保健康平安！ 
    感謝您對學校的支持與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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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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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給人—Jesus’Lo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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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12月 3日（星期一）下午 5:20-5:50；地點：本校恩德堂 

 (二）內容：中學住校生及小學晚自習生舉行聯合點燈禮，同時點亮全校聖誕燈飾。 

 
二、愛德行動： 
(一)捐血助人：107年 12月 12日 9:00—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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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行動：全國天主教學校共同為「敘利亞難民」募款。(今年，靜宜大學承辦全國天主

教學校週活動。經聯繫得知—在黎巴嫩 Zahlé de la Bekaa難民營,缺乏保暖毛毯，因此全

國天主教學校共同決議，邀請親師生為難民募款製作保暖愛心毛毯)  

  

三、12/25(週二)聖誕節慶祝活動(國二部份)： 
 

08:00—09:00 準備淨灘 教室 

09:20—10:20 感恩禮 恩德堂 

10:20—12;00 班級共融活動 教室 

12:00—12:40 午餐 學生餐廳 

13:00—15:00 淨灘 八里挖子尾沙灘 

15:30 通學生放學(校車依平時路線)；住校生回宿舍活動。 

 若天雨，當日會另行公告通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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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12月 7日 

---聖誕活動家長回條(敬請過目簽章後，於 12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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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 

 

 

家長意見： 

學生班級：           座號：         姓名：               

                     家長簽章：                     107年 12月    日 



 

聖心女中 107學年度聖誕節活動 說明暨邀請函   
 
親愛的家長：您好! 

這個季節，天候變化大，願您和家人都能多留意保暖，祈求上天的恩典充滿您的家庭，並恩
賜您和所有家人都常保健康平安！ 
    感謝您對學校的支持與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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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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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給人—Jesus’Lo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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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12月 3日（星期一）下午 5:20-5:50；地點：本校恩德堂 

 (二）內容：中學住校生及小學晚自習生舉行聯合點燈禮，同時點亮全校聖誕燈飾。 

 
二、愛德行動： 
(一)捐血助人：107年 12月 12日 9:00—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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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行動：全國天主教學校共同為「敘利亞難民」募款。(今年，靜宜大學承辦全國天主

教學校週活動。經聯繫得知—在黎巴嫩 Zahlé de la Bekaa難民營,缺乏保暖毛毯，因此全

國天主教學校共同決議，邀請親師生為難民募款製作保暖愛心毛毯)  

  * 本校募捐目標：138條；各班目標：6條。 

  * 國二各班以親子同心合作的概念來援助「敘利亞難民」：學生以「淨灘」愛地球的行動為敘

利亞難民祈福，家長以愛德樂捐支持孩子，並且參與全國天主教學校親師生的愛德行動—

援助敘利亞難民。(樂捐款項可於 12/28以前交由令嬡帶來學校，由導師統一送交總務處) 

 

三、12/25(週二)聖誕節慶祝活動(國二部份)： 
 

08:00—09:00 準備淨灘 教室 

09:20—10:20 感恩禮 恩德堂 

10:20—12;00 班級共融活動 教室 

12:00—12:40 午餐 學生餐廳 

13:00—15:00 淨灘 八里挖子尾沙灘 

15:30 通學生放學(校車依平時路線)；住校生回宿舍活動。 

 若天雨，當日會另行公告通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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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12月 7日 

---聖誕活動家長回條(敬請過目簽章後，於 12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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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 

 

家長意見： 

學生班級：           座號：         姓名：               



 

                     家長簽章：                     107年 12月    日 

 



※1071225 聖誕節當日活動檢討 

 

   

一、彌撒 

1.很順利。 

2.兩場時間都還好，因第一場有較

多人講話，第二場沒有練唱，大約

於預定的時間 9:20開始，也在預定

的 10;20結束。沒有延誤。 

3.兩場學生歌聲都很良好。 

4.彌撒結束時師生都在喜樂中。 

 

二、報佳音 

1.感謝姮邑老師很用心帶領高三學

生準備心靈與活動，大部分的學生

都很用心參與。 

2.感謝韻雯老師很用心帶領國三個

班寫卡片及練習。樂山、募發票、

善牧園等三組，都很順利。 

3.國三忠孝都很認真準備去善牧園

與聖小要帶領的活動。 

4.國三仁郁澄老師很認真用了兩節

課訓練學生。 

一、彌撒 

1.神父習慣用感恩祭典，雖然主

禮本程序內容都有，但以後仍

要將感恩祭典放在祭台備用 。 

2.由導師推薦的一位讀經學生，

在訓練過程中較難掌握，還好

導師積極協助。 

 

 

二、報佳音 

1.聖心小學的部分較不順利，感

覺窗口(斐文老師)沒有溝通好，

小學部老師沒有支持協助。讓

國三孝一組學生很受挫。 

未來在聯繫時，要確認更多細

節。 

2.物品歸還幾乎都沒有確實盤

點，也有短缺的狀況。 

3.贈送樂山的一箱水果。行政會

及行前會都有記錄：請總務處

先送去，但總務處仍放到校車

上，隔天問才送去。 

 

 

 



聖心中小學
聯合點燈



—Jesus’ Love 



-團 體 祈 禱-

讓我們一起祈禱

http://www.rscj.org/index.php
http://www.rscj.org/index.php
http://www.shgsh.tpc.edu.tw/rscj/index.htm
http://www.shgsh.tpc.edu.tw/rscj/index.htm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阿們

親愛的耶穌：晚安！
感謝祢為愛我們誕生到人間，
感謝祢的愛傳遞了兩千多年，

今天，我們特別請求祢
保護敘利亞難民，希望他們都能

獲得祢的愛和平安。



親愛的耶穌，
我們也要請求祢，接下來的

每一天，讓我們每個人和我們的家人
都充滿祢的愛和平安。

幫助我們將祢的愛一直傳遞下去！

我們的祈禱，
是依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



點燃主燈

http://www.rscj.org/index.php
http://www.rscj.org/index.php
http://www.shgsh.tpc.edu.tw/rscj/index.htm
http://www.shgsh.tpc.edu.tw/rscj/index.htm


—Jesus’ Love 

主題活動



心靈純潔 促進和平

原諒寬恕別人 主動關心幫助人

欣賞別人的好 常對人微笑

溫和善良 懂得節制 時常感恩 簡樸知足

充滿希望 相信自己有價值 常和天主聊天

http://www.shgsh.tpc.edu.tw/rscj/index.htm
http://www.shgsh.tpc.edu.tw/rscj/index.htm


* 請選擇一個喜樂秘訣加上一個尾語，

例如：心靈純潔 讓你喜樂平安！

* 請傳遞給周圍 4個人

心靈純潔 促進和平 原諒寬恕別人

主動關心幫助人 欣賞別人的好 常對人微笑

溫和善良 懂得節制 時常感恩 簡樸知足

充滿希望 相信自己有價值 常和天主聊天

http://www.shgsh.tpc.edu.tw/rscj/index.htm
http://www.shgsh.tpc.edu.tw/rscj/index.htm


聖誕快樂！



傳給人

http://www.rscj.org/index.php
http://www.rscj.org/index.php


一點星星之火，可以使火著起來，
在那周圍的人，可以得到那亮光，
真神的愛也是這樣，當你有這寶貴
經驗，你要傳給每一個人，你要去

傳給人。

http://www.rscj.org/index.php
http://www.rscj.org/index.php


春天真是美麗，樹上滿都是綠芽，
小鳥開始歌唱，萬花都爭先開放，

真神的愛也是這樣，
當你有這寶貴經驗，你要歌唱像
春天已來到，趕快去傳給人。

http://www.rscj.org/index.php
http://www.rscj.org/index.php


請用手比愛心

跟前後左右的朋友說~~

耶穌愛你！ 我也愛你！

http://www.rscj.org/index.php
http://www.rscj.org/index.php


朋友們快快來，
我已得到這喜樂，
你也能信靠祂，
無論你是在何處，

我要在山頂上喊叫，我要
全世界知道，救主的愛已
臨到我，我要去傳給人。

http://www.rscj.org/index.php
http://www.rscj.org/index.php


一點星星之火，可以使火著起
來，在那周圍的人，可以得到
那亮光，真神的愛也是這樣，
當你有這寶貴經驗，你要傳給
每一個人，救主的愛已臨到我，

我要去傳給人。

http://www.rscj.org/index.php
http://www.rscj.org/index.php


你要去傳給人
傳給人……

你要去傳給人
傳給人……

你要去傳給人

http://www.rscj.org/index.php
http://www.rscj.org/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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