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使命單位 5 月業務報告
耶穌會使命室

一、 使命/宗輔會議
室務會議：5/6 (一)、5/20(一)、5/27 (一)13:40-14:30。
「宗輔月會」：5 /9 (四) 15:10-16:30。
5/9 中午王文芳出席服務學習委員會。
5/16 上午王文芳出席使命經費審核會議。
二、 節慶禮節
5/1（三）中午薛丹妮受邀出席經濟系於淨心堂為蔡雪芳老師舉辦的榮退茶會。
5/2（四）中午於羅耀拉大樓中庭舉辦「法、管、社科、醫四學院慶祝 2019 復
活節共融活動」。
5/22（三）發送 4 學院教職同仁復活節小禮物：紀念傘 1 把。
5/29 協助資源教室祝福禮, 由嚴任吉神父主禮。
三、 福傳培育
每週二中午舉辦讀經班。
4/19 聖週五禮儀：王文芳擔任司儀，薛丹妮負責讀經、鄭寶彩於淨心堂一樓大
廳陪聖體。
四、 主管培育傳承
5/6 中午舉行法管社科醫四院院長共融餐會。
五、 學生培育/幹部傳承：
辦理 10 場次「JMOSA 18th 籌備小組工作會議」：5/1 (三)、5/2 (四)、5/8 (三)、
5/9 (四)、5/15 (三)、5/16 (四) 、5/22 (三)、5/23 (四) 、5/29 (三)、5/30
(四)18:00-21:00 於 LW110 會議室。
5/1 下午舉行護理系加冠禮預演。
辦理 9 場次「JMOSA 19th 新進成員研習會」：5/3 (五)、5/6(一)、5/10(五)、
5/13(一)、5/17(五)、5/20(一)、5/24(五)、5/27(一)、5/31 (五) 18:00-21:30 於樹
德樓 LW1110 室舉辦。
5/8 下午舉行護理系加冠禮工作人員預演。
5/11 上午舉行護理系加冠禮, 由郭維夏神父主禮。。
辦理「JMOSA 19th 新進成員特殊訓練 (一)」：5 /11(六) 9:30-21:30 於法園
SS110、樹德樓 LW1110 室舉辦。
5/13 中午舉行臨心所加袍禮司儀禮生預演。
5/15 13:40 舉行呼吸系加袍禮預演。
5/15 16:00 舉行臨心所加袍禮預演。
5/17 18:00 舉行職治系加袍禮預演。
5/18 上午舉行職治系加袍禮, 由金毓瑋神父主禮。
5/18 下午舉行呼吸系加袍禮, 由郭維夏神父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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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JMOSA 19th 新進成員特殊訓練 (二)」：5/19(日) 8:00-20:30 於台中聖愛
營地舉辦。
5/22 13:30 舉行臨心所加袍禮, 由聶達安神父主禮。
5/23 中午舉行醫學系加袍禮司儀禮生預演。
5/24 下午舉行醫學系加袍禮預演。
5/25 中午舉行醫學系加袍禮, 由洪萬六神父主禮。
五、 心靈輔導/弱勢關懷/急難救助：
薛丹妮持續就近關懷社會科學院身心及特殊障礙同學。
5/6 與 5/20 中午舉行讀書會: 擁抱不完美, 認回自己的故事療癒之旅。由陳美琴
老師帶領。。
醫學院與社科院休/退學等各項學生輔導與祝福約 20 人次。
六、

教職工心靈成長/成長精進
薛丹妮籌辦法、管、社科、醫 4 學院暑假秘書營。
5/16（三）中午，薛丹妮辦理工友夥伴月聚會。
鄭寶彩參加 1 場「擁抱不完美：認回自己的故事療癒之旅」讀書會: 5 /6 (一)
於 MD147 室。
鄭寶彩參加「醫療關懷與溝通--從醫務社會工作角色談起」
：5/1 (三) 12:10~13:10
於伯達樓 BS111 教室。
鄭寶彩參加「《媒體工作坊》系列課程- 社群小編三部曲(一)：不是設計師，
也能做出高點擊廣告」：5/1 (三)14：30 - 16：30 於國璽樓二樓 MD227 會議廳。
鄭寶彩參加「職涯輔導知能研習-斜槓職涯，跨界人生」：5 /7 (二)12:00-14:00
於文開樓 LE3A 會議室。
鄭寶彩參加「《媒體工作坊》系列課程- 社群小編三部曲(二)：臉書廣告 101」：
5 /10 (四) 14：30 - 16：30 於野聲樓谷欣廳。
鄭寶彩參加「教育訓練 [必修課程]：防治性騷擾與職場健康促進」： 5/14 (二)
14:00-16:00 於 LM 地下國際會議廳。
鄭寶彩參加「【高教深耕計畫】教學創新與學生學習相關專題研究論文分享工
作坊第二場次」：5/15 (三) 12:00~13:30 於耕莘樓二樓 220 會議室。
鄭寶彩參加「雲門流浪者校園講座」：5 /15 (三)13:30-15:00 於織品學院朝雲樓
TC007。
鄭寶彩參加「【高教深耕計畫】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玩遊戲、學經濟」：5/17
(五)10:00 - 12：00 於羅耀拉 SL117 會議室。
鄭寶彩参加「職員教育訓練課程：心靈 CPR－校園常見的精神疾病：思覺失調
症」：5/21 (二) 14:00~16:00 於野聲樓 1 樓谷欣廳。
鄭寶彩參加「寫作吧! 破解創作天才的心智圖」：5 /22 (三)13:30-15:30 於濟時
樓 9 樓國際會議廳。
鄭寶彩参加「107-2 服務學習教師專題講座(二) ：5 /23 (四)12:00-13:30 於文開
樓 LE3A 會議室。

七、 服務學習/志工服務：
組織農學志工與會計系專題學生共同進行「市集倉庫管理與物品登錄作業」：
5/1(三) 13:30-15:30 於法園 SS121 室。
協助辦理 2 場次「真善美聖農學市集暨農友夥伴會議」：5/8 (三)、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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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2:00-16:30 於風華廣場辦理。
輔導辦理 4 場次「有種人農學志工」團隊例行會議 : 5/7 (二)、5/14(二)、
5/21(二)、5/28(二) 12:00-13:30 於法園 SS123 室進行。
協同管理學院「苡儂國際團隊」辦理 3 場次「職苡特攻隊研習課程」: 5/2 (四) 、
5/20 (一)、5/30 (四) 17:3 0-21:30 於法園 SS1110 室。
出席「管理學院社會企業實驗計畫-苡儂社群月定期研議會議」：5/21 (二) 17:3
0-19:40 於信義房屋總部大樓 007 會議室。
支援會計系專題研究課程-18 位學生執行專業服務實作單元，不定期會談。
支援社會關懷與實踐課程-10 位學生執行專業服務實作單元，不定期會談。
5/30 中午參加醫學院台東健康服務營籌備會。
八、 其他：
5/8 中午王文芳帶領社科學院導師會議會前禱。
5/10 王文芳下午接受學務處導師班級經營專書編輯組戰晨同學採訪。
鄭寶彩擔任社團事務委員教師代表，出席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學生社
團事務委員會」會議： 5/15(三) 12:00-13:30 於創新育成中心一樓會議室。
5/15 14:00 王文芳參加公衛系主任遴選會議。
5/16 13:30 王文芳參加臨心系主任遴選會議。
鄭寶彩擔任志工推動小組委員，出席「107-2 志工推動小組委員會議」： 05/20
(一) 12:10~13：30 於服務學習中心會議室。
5/29 中午王文芳帶領醫學院主管會議會前禱。
5/31 中午王文芳出席社科院導師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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