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天主教創意福傳提案大會
行銷耶穌
<比賽辦法簡章>
撰寫日 2021-09-16

一、 前言
耶穌於升天前和門徒們說：「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
他們授洗，教訓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
的終結。」(瑪竇福音 28 章 19~20 節)
「福傳」不只是和人分享與耶穌相遇的美好經驗，同時也和人分享耶穌的價值觀、
為人處事的態度與方法、真理，以及祂帶給這個世界的聖善與美。「福傳」是基督的
愛催迫著我們，讓我們去分享這份愛，去為祂分享與促使更多人認識天主並找到真正
的幸福與生命之源－耶穌。(參閱格林多人後書 5 章 14 節)
教會遵循耶穌的教導，透過教區內所有的服務反映出天主教信仰中「天主是愛」
的精神，渴望天主的愛能被民眾所看見、所體會。本著耶穌基督為最小弟兄服務的精
神，活出聖言，活出愛，在台灣這片天主所鍾愛的土地上，福傳並牧養天主的羊群。
「福音的喜樂源於耶穌，凡與祂相知相遇的人，其心靈和生命必充滿這喜樂。凡
接受祂救恩的人，必從罪惡、悲哀、內在空虛和孤獨中被解救出來。與基督一起，喜
樂就會生生不息。」(福音的喜樂#1)
邀請充滿熱情的你／你們一起來了解教會現況與問題，並透過腦力激盪，運用現
代化及符合青年人性情的方法，例如：媒體、網路、服務、各種管道、集會、活動等，
設計出適合在台北總教區實際可執行的福傳計畫，讓天主的恩寵廣為傳播。
這是一個培養團隊精神、策劃與執行能力（撰寫企劃、編列預算、提案行銷企劃
等）的好時機，也是靈修生活能夠成長的好機會。過程中我們將邀請神師和業界的教
友們來陪伴參加本次提案大會的你／你們，由他們來協助大家完成這份提案企劃，讓
大家能在教會內發揮並靈活應用所長，同時也希望能幫助大家在職涯發展方面有更多
的可能性。
決選通過後，實現夢想的時刻才正要開始，你們的企劃，將由你們親自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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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案資格
(一)

認同並尊重天主教信仰理念、價值與精神。

(二)

12 歲(2009 年出生)至 40 歲(1981 年出生)青年男女之個人或團體。

三、 提案主題
從 2018 年開始，為了準備 2020 年全國福傳大會，各教區已進行一段時間的調查、
省思與討論。台北總教區於 2019 年整理出教區內須要面對的五大福傳問題，並根據其
中一項──「缺乏福傳動力，未能跟上時代腳步」設計出本次提案比賽的三大提案主
題：傳遞教會使命、優化媒體福傳、提升教會美學。
(一) 傳遞教會使命：
信仰真正感動人心的，是感受到耶穌真的懂我們、愛我們。「與身邊的人分享
信仰，為耶穌作證」是基督賦予教會的使命。本提案主題期待找出能有效傳遞天主
教教會使命的方法，吸引更多不認識耶穌的人，來認識耶穌。
(二) 優化媒體福傳：
現代人與人的聯繫，社群媒體、網路、3C 與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結，科技也一
直更新，本提案主題期待能有效協助教會更好的運用當代科技、語言和媒體，觸及
到社會大眾的心，藉此傳播福音。
(三) 提升教會美學：
天主是聖善與美的根源，有些美能讓我們安靜下來靠近天主，每一間天主教教
堂的設計都帶著這個目標。本提案主題期待能以美化、活化或改善教堂空間為主軸，
使人感受到教堂的神聖空間，進而能使人渴望親近天主。
四、 提案說明
(一) 提案內容不得與已進行、已申請標案，或是已申請其他公私立機構補助之計畫全
部或部分相似或相同。
(二) 提案內容應至少符合三大主題之一。
(三) 計畫執行場域須包含臺北總教區或金馬宗座署理區。
(四) 企劃規格（企劃書範本及預算表請詳閱附件一和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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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劃案規格 ：
(1) 企劃案限 A4 開數，由左至右橫寫並裝訂之。
(2) 企劃案全本（含圖表頁、作品頁）不得超過 50 頁。
(3) 企劃案封面及內頁不得出現堂區／校名／系名／組名／參賽者姓名／任何可顯示參
賽者之特徵符號或浮水印。
2. 企劃案繳交方式：
(1) 郵寄：
填妥提案大會報名表、企劃書及同意書後，檢附可查證身分與出生年月日之文件
影本（如：戶口名簿、身分證、健保卡、駕照等），收件截止日前郵寄至「10679 台
北市樂利路 94 號」，並註明「2021 天主教創意福傳提案大會」收

即可（收件日期

以郵戳為憑）。
※報名表可至活動 FB 粉絲專頁下載或向主（承）辦單位索取。
(2) 電子檔企畫書：
請將檔案以 PDF 格式寄至主辦單位電子信箱： 2021ccepc.tpe@gmail.com。
※信件主旨請依以下格式：「團隊名稱_2021 天主教創意福傳提案大會企畫書」。
五、 注意事項
(一) 參賽者應保證所有參賽資料無違反法令、規章及侵害他人權利之事實，否則自負
法律責任。
(二) 決選通過後，台北總教區有權決定計畫試行之時間與規模。
六、 報名流程
(一) 請先填寫報名 Google 表單。
(二) 紙本報名表待參賽交件及日後聯絡、通知事項均使用 e-mail。
(三) 將紙本報名表(附件三)、完整企畫書、同意書(附件四)簽名後，分別以郵寄（正
本），以及 email（副本）的方式寄回，即完成報名。
七、 評選流程
(一) 參賽團體補繳文件，截稿日 11/21 限期補件 1 天完成。(以大會收件日為主)
(二) 主辦單位應於初審、書面審查及決賽各階段公佈結果名單。
(三) 決審提案簡報，每組 10 分鐘，提問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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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評審只依本次評分標準選出優勝者，台北總教區有權決定計畫試行時間與規模。
八、 評選標準
階段

初審

評選標準

說明

1.參賽資格審查。

如有違反或不尊重天主教教會的

2.報名資料填寫完整。

理念、教義、精神，將不進入下

3.企劃完整性。

一階段審核。

4.符合提案主題。
1. 創新性佔 15%。

使用普遍大眾能夠了解的語言或
呈現方式傳達福音的訊息。

書面審查

2. 可行性佔 75%。

可實際／普遍／持續性 執行且服
務對象容易理解內容。

3. 預算合理性佔 10%。

提供合理的成本評估；計畫產生
收益時回饋教區的方案。

決審

1.內容的實效性。

符合台灣在地化福傳的需要。

2.提案者簡報之完整性與邏輯性。

提案者的態度與精神，及其溝通
與執行企畫內容的能力。

3.財物自償性。

自籌部分經費、計畫執行收入。

※決審提案通過比例：
15 組以內取 3 組，取參賽組數的 30%。(獎金依參加隊伍產生獎額調整。)
九、 線上培育課
(一) 資格：符合提案比賽資格，且已上網填寫報名表。
(二) 注意事項：
1. 課程僅開放給確定報名且參加提案大會之隊伍。
2. 第一階段 YOUTUBE 預錄課程限定開放連結提供。
3. 第二階段限時限量版「線上業師輔導課程」，採預約制。每組可以選 2 個時段不同
主題。課程目標：實際遇到寫企畫的困難提出請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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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線上培育課程：
階段

課程主題名稱
計劃書怎麼寫(含發想)

通識
簡報技巧
宣傳更有效(廣告人分享)
線上業師
輔導

財務內容預算掌握精準
提升文案

十、 重要時程 （因應疫情調整）：
日期
9/24~11/21

項目
收件。

備註
活動實名制。
11/21 截止。(限期補件 1 天)

預計 9~10

培育第一階段 通識課。

月中
10 月底~11

YOUTUBE 預錄課程限定開放連結提
供，有網路報名才有線上課程。

培育第二階段 業師輔導課。

月中

預約制；限時限量版。每組可選 2 個
時段不同主題，有網路報名才有線上
課程。

11/22-12/1
12/6

書面審查。

導師、評審。

公布書審通過的參加者/團體，
媒合指導老師/神師。

1/8

提案大會決選與彌撒 。

對外開放，當天公布入選團隊，下午
主教主禮主日彌撒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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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導師與神師說明：
書審通過的組別，主辦單位將為各組媒合一位導師和一位神師，於公告名單後，
各組可分別與導師、神師預約會談時間。
每次會談不超過 1 小時，會談形式不拘線上會議或實體會面，只要雙方共同可以
接受的方式進行即可。
每次會談後應紀錄「與導師、神師有約」表格（請詳閱附件五），並請當次會談
的導師、神師看過簽名，email 交回主辦單位。目的希望導師幫助提案團隊有實務執行
面，神師能協助引導教會精神核心價值、理念的強化。
十二、主辦單位：台北總教區。
十三、執行單位：台北總教區牧靈福傳處。
十四、協辦單位 : 台北總教區教友傳教協進會。
十五、核心工作團隊小組：
趙振成 神父、簡安德 神父、吳令芳 姊妹、張若蕎 姊妹、陳思凡 姊妹、劉憲翰 弟兄、
黃婉茹 姊妹、黃永芬 姊妹。
十六、參考資料：
(一) 方濟各教宗《福音的喜樂》通諭。
(二) 「2021 全國福傳大會之台灣天主教會堂區牧靈手冊」。
(三) 「教會向外福傳文件的回顧與分析」張春申神父，神學論集 141 期 (2004 秋)385390 頁。(http://archive.hsscol.org.hk/Archive/periodical/ct/CT141E.pdf)
十七、附件說明
附件一 ：企劃書範本－請依照範本大項進行企畫書架構撰寫，可依據企劃性質需要增
加項目但請不要減少。
附件二：預算表範本－請參照範本架構按照企畫執行階段編列預算。
附件三：報名表－請先線上登記報名活動，並協助填寫紙本報名表，文件內含個人和
團體報名表。
附件四：同意書－關於提案注意事項及此活動期間授權在台北總教區內使用同意。
附件五：與導師、神師有約－進入決審名單隊伍，需紀錄並繳交與導師、神師談話後
的學習單紀錄。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