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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天主教學校週」系列活動企劃書 

承辦學校：天主教振聲高級中學 

一、活動主題：在喜樂中 

二、 活動主題意義闡述：如附件一。 

三、活動網頁連結：在喜樂中 Je suis dans la joie https://is.gd/6T9OZh 

四、聯合點燈：由各校於將臨期第一週（108 年 12 月 2 日至 12 月 8 日）自行擇日籌劃舉行。 

五、致贈各校禮物包：禮物包內含「聖家傳愛卡(視各校需求數量提供)、活動內容光碟資料一片、 

電影大聖若瑟 DVD 一片、活動主題海報兩張、各式比賽宣傳海報兩張」，提供各校於將臨期及 

聖誕期間相關活動中使用。 

2019 年 8 月 23 日(五)依各校回覆「聖家傳愛卡」調查之份數，於 9 月初陸續寄出。 

六、共同關懷行動：「天主在天受光榮，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路 2：14） 

關懷一：關懷最小兄弟姊妹 

關懷對象：國內：新事社會服務中心原住民孩童及青少年教育 (詳見附件六) 

國外：國際明愛會羅興亞難民救助 (詳見附件七) 

    關懷方式：愛心義賣帽 T 每件 750 元，用以捐贈關懷單位，請踴躍支持，感謝大家的愛心！                    

              全台 47 所天主教學校共同努力推廣認購，邀請每校至少努力 30 件，敬請於 108 年 

              10 月 18 日(五)前完成線上填表單填寫及匯款預購，愛心帽 T 預計於 11 月底前寄至 

              各校(依工廠實際情況出貨)。 

              線上訂購 Google 表單填寫：https://forms.gle/V9j6oxZecJneZdnR8 

    匯款方式：請以學校為單位匯款，匯款時請註記校名。 

              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分行：南桃園分行 

              戶名：天主教振聲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振聲高級中等學校 

              帳號：853530013510 

關懷二：愛與服務接力賽 

關懷對象：校內全校師生、學校鄰近社區、社福機構、弱勢團體單位 

關懷方式：  

(一)、用心看到別人的需要，並且願意付出行動，這樣的行動具備著來自天主的真誠和愛。 

     邀請各校自行規劃於校內、鄰近社區、社福機構、弱勢團體單位進行服務學習，並製作 

     約三分鐘之成果影像，將您愛與服務內容具體真實記錄下來，以達愛的接力賽、愛傳承。 

     1.可參考振聲高中愛與服務宣傳示範版影片: https://youtu.be/FcLIufS8yFo 

         2.歡迎踴躍投稿參賽，比賽辦法詳見附件四。 

https://is.gd/6T9OZh
https://forms.gle/V9j6oxZecJneZdnR8
https://youtu.be/FcLIufS8y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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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國天主教學校合力推廣服務學習，邀請將完成的服務學習整理製作成三分鐘成果影像，             

         並於 108 年 12 月底前完成提供給承辦學校，再由承辦學校匯集統整，將全國天主教學校 

        「愛與服務」之成果影像上傳至 YOUTUBE 網路平台並收錄於電子書中。 

關懷三：個人關懷 

關懷對象：天主教學校師生 

關懷方式：108 年 12 月(將臨期) 

  （一）辦理北部、中部各一場敬拜讚美祈禱之旅 

        北區場：12 月 3 日(二)15:00-17:00 於振聲高中辦理。 

        中區場：12 月 2 日(一)15:00-17:00 於靜宜大學辦理。 

  （二）各校運用課程或活動時間，結合主題精神與禮物包(DVD、CD、聖家傳愛卡)發展適合 

        學校的個人關懷方式。 

  （三）舉辦各項活動比賽：落實「在喜樂中」的聯合點燈主題，作為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會員學校天主教週的核心福傳與牧靈，並將競賽結果收錄於電子書中。 

        1.辦理「在喜樂中」繪畫競賽：如附件三。 

            2.辦理「在喜樂中」愛與服務成果影片競賽：如附件四。 

        3.辦理「在喜樂中」徵文競賽：如附件五。 

 

 

 

 

 

 

 

 

 

 

 

 

 

 

 

 

 

 

 

 聯絡電話：(03)3322605 分機 1711、1712、1713。 

 回覆方式：傳真 03-3373747 或以 GOOGLE 表單方式回覆愛心帽 T、聖家傳愛卡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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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活動主題闡述 

「2019 天主教學校週活動」 

活動主題: 在喜樂中  

 

  「我在喜樂中，滿溢的喜樂中， 我在歡樂中，因我主釋放了我。」 

如聖經中說：「因為喜樂於上主，就是你們的力量。」我們的喜樂源於上主，因這喜樂的力量， 

我們要勇敢地去宣揚上主的榮耀，成為世界的光，地上的鹽。 

  在這份耶穌誕生的喜樂中，我們願意走出去福傳，因我們的身分是天主的皇家子民， 

我們每個人都有去傳福音的權柄與能力，我們要如耶穌告訴我們的，當我們去傳福音時什麼也不必帶，

「在路上除了一根棍杖外，什麼也不要帶：不要帶食物，不要帶口袋，也不要在腰帶裡帶銅錢； 

  卻要穿鞋，不要穿兩件內衣。」 

  我們願意成為天主的器皿，因天主從起初就揀選了我們每一位，藉著聖神的祝聖與澆灌， 

我們要走出去分享這份喜悅。在今年的關懷行動當中，特別從自己出發到眾人，而發展出「福傳 

祈禱之旅」到「愛與服務接力賽」，為最小弟兄服務外，每個人的內心也需要靈性上的滋養， 

這世界上有太多世俗的誘惑、挑戰，導致我們變得不快樂、變得容易生氣、變得自私、變得不願意 

付出……，但這些都不是天主要給我們的，天主要給我們的是滿滿的喜樂與平安，更重要的是 

祂一直與我們同在(厄瑪努耳)。 

    因此 2019 年以「在喜樂中」做為天主教學校週的主題精神，在主內我們得到完全地自由， 

並且有滿滿地喜樂。身為基督徒的一份子，我們有使命將這份愛的喜樂傳遞出去，並向眾人宣報 

天主的美善。我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我們願意去給予；願意去服務，讓天主的喜樂降臨在世界 

各地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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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活動主題海報暨各項比賽海報 

 

 

在喜樂中-活動主題海報 

 

在喜樂中-各項比賽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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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在喜樂中」繪畫比賽辦法 

 

2019年天主教學校週「在喜樂中 Je suis dans la joie」 

繪畫徵稿比賽辦法 
一、 活動主旨：落實「在喜樂中 Je suis dans la joie」的聯合點燈主題，作為天主教學校週的 

          活動核心福傳與牧靈目標。 

二、 指導單位：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三、 主辦單位：天主教振聲高中。 

四、 協辦單位：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會員學校。 

五、 活動比賽：「在喜樂中 Je suis dans la joie」繪畫徵稿比賽。 

六、 參賽對象：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會員學校(分高中職組、國中組、國小組) 。 

七、 徵稿規範： 

(一)繪畫主題：「在喜樂中 Je suis dans la joie」為繪畫主題。 

(二)主題意向以「在喜樂中 Je suis dans la joie」、「主的喜樂是我的力量」、「因為喜樂於上主，

就是你們的力量」為核心精神。 

(三)稿件規格： 

1. 採各類畫紙，8開格式，一律不可裱裝。  

2. 以創作為主，媒材不拘，作品限於平面創作。  

3. 請在作品背面黏貼參賽者資料。 (參賽者資料表附於本比賽辦法後)。 

八、 比賽方式： 

(一)初賽：天主教各級學校自行舉辦校內選拔。 

(二)決賽：每校選拔至少 1件、至多 3件作品，寄至天主教振聲高中，由本校邀請專家評審。 

九、 獎勵：  

(一)高中職組 

第一名：2000元，第二名：1000元，第三名：800元，佳作：400元。(新台幣) 

(二)國中組 

第一名：2000元，第二名：1000元，第三名：800元，佳作：400元。(新台幣) 

(三)國小組 

第一名：2000元，第二名：1000元，第三名：800元，佳作：400元。(新台幣) 

十、 投稿方式：請將作品掛號郵寄至承辦學校天主教振聲高中生命教育室收。並請於信封上註明：

「在喜樂中」繪畫徵稿比賽。 

十一、 寄送地址：33066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 439號 振聲高中生命教育室。 

十二、 投稿期限：2019年 10月 01日至 11月 15日。 

十三、 截稿日期：2019年 11月 15日(以郵戳為憑，逾期不收)。 

十四、 得獎名單於 2019年 12月 05日公布於承辦學校振聲高中網站首頁。  

十五、 注意事項： 

1. 參賽之作品，概不退件。 

2. 主辦單位認為參賽者違反本「參賽作品規範」、「著作授權」之規定者，得逕取消參賽或

得獎資格，並追回其已領取之獎金。 

3. 得獎作品同意授權天主教學校週聖誕聯合點燈的相關推廣宣傳。 

十六、 若仍有未盡事宜，請電洽天主教振聲高中生命教育室(03)3322605分機 1712、1713。 

十七、 本比賽辦法如有異動，主辦單位將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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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天主教學校週「在喜樂中 Je suis dans la joie」 

繪畫徵稿比賽報名表 
 

組別：  高中職組     國中組    國小組   

參賽學校：  

 

學生姓名  

作品名稱  

創作理念 

(20字內) 
 

指導老師  聯絡方式  

 

 

★參賽者資料表 

1. 請將參賽資料表沿著虛線剪下，浮貼於作品背面右下方〈參賽資料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複印〉。 

2. 請將稿件寄送至：33066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 439 號。（天主教振聲高中生命教育室收） 

3. 若有相關疑問請電洽：(03)3322605分機 1712、17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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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在喜樂中」愛與服務成果影片比賽辦法 

 

2019年天主教學校週「在喜樂中 Je suis dans la joie」 

愛與服務成果影片比賽辦法 

一、 活動主旨：落實 2019天主教學校週共同關懷行動「愛與服務」精神，作為天主教學校週的核心   

          福傳與牧靈目標。 

二、 指導單位：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三、 主辦單位：天主教振聲高中。 

四、 參賽對象：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會員學校，大學、專科及國高中職之學生及教職員。 

          (分為大專院校/成人組及國高中職組)  

五、 徵選主題：「愛與服務」相關的內容皆可，可發揮多元創意但須切合活動主題及其內涵。  

六、 比賽時程： 

1.初賽:請各學校自行辦理，選拔前三名參加決賽。 

2.決賽徵件期：2019年 10月 01日至 11月 15日收件。(郵戳為憑，逾期不收) 

3.得獎公佈時間：2019年 12月 05日。 

4.公佈方式:於 2019年天主教學校週活動網站公佈，並以電話及電子郵件通知得獎者。 

5.頒獎:主辦單位匯寄獎金獎狀至各得獎學校，請各校頒發給得獎者。 

七、 參賽作品規範： 

(一)影像規格： 

    1.總長度在 300秒以內。1920×1080像素以上之影片格式 

(檔案類型可為*.avi ; *.wmv ; *.mpg ; *.mov)。 

    2. 影片字幕：影片若有對白或旁白，必須附上中文字幕，影片字幕，請一律用繁體中文，

對白音檔不限中文發音。 

 (二)音樂及肖像： 

※音樂素材：可自行創作或使用其他取得合法授權之音樂。  

※人物素材：不限，惟如使用他人為短片或動畫之主角，應獲當事人肖像權之授權。 

※著作授權：參賽者同意參賽作品依授權條款釋出影片，不限制重製、散布、改作、 

            或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及公開上映。 

(三)注意事項: 

1. 參賽作品一律由參賽者以光碟片形式寄出，切勿一稿多投。 

2. 參賽者作品可以劇情類、紀錄報導類、動畫類等類別中擇一參賽。主辦單位認為參賽者

違反本「參賽作品規範」、「著作授權」之規定者，得逕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並追回

其已領取之獎金。 

3. 全部參賽作品均不予退件，並同意將作品著作權轉交主辦單位使用於媒宣素材、宣導品、

公開展覽或其他用途權利。 

八、 評審方式：截止收件後，開始進行參賽作品之評選。 

(一)決審:由主辦單位邀請專業人員擔任決審評審委員，並決選出得獎作品。 

(二)評分標準：主題切合度 40%，創意 20%，內容 20%，拍攝技巧 20%。 

九、 繳件明細： 

      1. 參賽作品光碟一式兩份。 

2. 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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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報名方式： 

     參賽者須填寫報名表及同意書(需繳交書面正本，並且親筆簽名)。於 108年 11月 15日(五)前，  

     將參賽作品光碟(內含影片檔及參賽報名表電子檔，報名資料必須填寫完整)、報名表，一倂以 

     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地址：33066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 439號天主教振聲高中生命教育室收。 

十一、 獎勵辦法  

 (一) 大專院校/成人組 

       1.第一名頒發獎金 5000元。(新台幣) 

       2.第二名頒發獎金 4000元。(新台幣) 

       3.第三名頒發獎金 3000元。(新台幣) 

       4.優選頒發獎金 2000元。(新台幣) 

       5.佳作頒發獎金 1000元。(新台幣) 

      (二) 國中/高中職組 

  1.第一名頒發獎金 5000元。(新台幣) 

2.第二名頒發獎金 4000元。(新台幣) 

3.第三名頒發獎金 3000元。(新台幣) 

4.優選頒發獎金 2000元。(新台幣) 

5.佳作頒發獎金 1000元。(新台幣) 

十二、 報名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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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天主教學校週「在喜樂中 Je suis dans la joie」 
愛與服務成果影片參賽報名表 

 
編號（主辦單位填）：                                 報名日期：2019年     月     日 

作品名稱  作者身分 □ 個人  □  團體 

作者資料 姓    名  
團體聯絡人

姓名 
 

作    者 

聯絡方式 

通訊地址  學校名稱  

連絡電話  
 科系、年級 

  (處室) 
 

電子郵件  

參賽影片，請填寫以下內容： 

完成時間  
作品長度 

（限 300秒內） 
（    ）分（    ）秒 

作品簡介

（300字內） 
 

作者聲明： 

本人自願接受並遵守天主教學校週，愛與服務成果影片比賽作品評選全部規則， 

並保證所填事項屬實。本人保證參賽作品屬於自己原創，如有任何剽竊、模仿行為 

    及其他法律責任與主辦單位無關。 

    作者簽名：                                                2019年     月     日 

1. 決賽收件日期：2019年 10月 01日至 11月 15日    

2. 報名表、作品光碟共 2片一併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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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在喜樂中」徵文比賽辦法 

 

2019年天主教學校週「在喜樂中 Je suis dans la joie」 

徵文比賽辦法 
一、活動主旨：落實「在喜樂中 Je suis dans la joie」之聯合點燈主題，作為天主教學校週的核 

              心福傳與牧靈目標。 

二、指導單位：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三、主辦單位：天主教振聲高中 

四、協辦單位：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會員學校。 

五、徵文題目：在喜樂中 Je suis dans la joie 

    (一)字數限制：600字以上~1000字以內(含)。 

    (二)文稿格式： 

         1.須以 word、A4大小、12級細明體、單行間距繕打。 

         2.由直式横書寫作，每段第一行前空二格。 

         3.使用新式標點符號。 

六、投稿方式： 

    (一)word檔名：「2019年天主教學校週徵文比賽(學校○○○-組別○○-姓名○○○)」 

        例：「2019年天主教學校週徵文比賽(天主教振聲高中-高中職組-王小明)」 

    (二)稿件以附加檔案，寄送指定電子信箱：ponpon1323@gm.fxsh.tyc.edu.tw 

七、參賽對象：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會員學校(分大專成人組、高中職組、國中小組)。 

八、獎勵辦法：  

1. 大專/成人組：  

第一名：獎金 2000元，第二名：獎金 1500元，第三名：獎金 1000元。 

        優選：獎金 800元。佳作：獎金 500元。(新台幣) 

2. 高中職組： 

第一名：獎金 2000元，第二名：獎金 1500元，第三名：獎金 1000元。 

優選：獎金 800元。佳作：獎金 500元。(新台幣) 

3. 國中小組： 

第一名：獎金 2000元，第二名：獎金 1500元，第三名：獎金 1000元。 

優選：獎金 800元。佳作：獎金 500元。(新台幣) 

九、投稿期限：2019年 10月 01日至 11月 15日。 

十、截稿日期：2019年 11月 15日。(以郵戳為憑，逾期不收) 

十一、評審結果於 2019年 12月 05日公布於承辦學校網站首頁。 (若需延期，將另行通知) 

十二、注意事項： 

(一) 參加徵文之作品，概不退件，請勿一稿多投。 

(二) 得獎作品得由主辦單位收輯製作，不另支稿費或版稅。 

(三) 主辦單位認為參賽者違反「參賽作品規範」、「著作授權」之規定者，得逕取消參賽或得

獎資格，並追回其已領取之獎金。 

(四) 得獎作品同意授權天主教學校週聖誕聯合點燈的相關推廣宣傳。 

十三、若仍有未盡事宜，請電洽天主教振聲高中生命教育室(03)3322605分機 1712、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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