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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推出2+2雙學位方案  多元海外學習擴展國際視野  提升國際競爭力

記者葉湘庭、謝佳娟／報導

為
因應國際化與全球化，南

華大學校長林聰明推動各

項海外學習管道，其中「2+2雙

學位」方案更是近期一大計畫，

將與美國西來大學、馬赫西大學

合作，四年內修完雙邊承認的課

程，就能擁有雙邊學位。

在日益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專

業人才流動已晉升為全球各區域

菁英的競爭，而全球各地生活型

態的轉變，資源將逐漸轉變為跨

國際性地運用、開發。為提升南

華學生國際移動能力與就業競爭

力，因應全球化與國際化趨勢，

本校利用全國第一所跨國際佛光

山聯合大學系統的優勢，提供學

生更具競爭力的未來。

針對2+2方案規劃相關事宜

條件只要符合大學一年級或

大學二年級全學年成績排名前

50%、前兩年修滿通識學分和系

必修學分、英語托福考試符合西

來大學或馬赫西大學入學標準，

就能參與2+2雙學位方案。針對

2+2雙學位方案的學生，學校開

設了2+2榮譽學生班，學生可適

用不同修業規定，例如先修高年

級課程或免修某些必修課程，校

方也將輔導學生規畫學習地圖、

生涯發展，以及雙邊選課相關事

宜。此外，西來大學、馬赫西大

學有英文門檻規定，學校也將為

榮譽班開設英語托福班，另加開

全英語課程、學程，提升學生英

文水平。

在經濟方面，由於西來大學屬

於佛光山聯合大學系統，參與西

來大學2+2方案的學生，學費比

照南華大學收費標準，差額由佛

光山補助，若是新生入學成績達

到獎優扶弱或海外學習獎勵金標

準，也可將此用於西來大學花

費。學生參與馬赫西大學2+2方

案，學費則採優惠收費，一年約

一萬三千美元，大約為當地學生

的一半學費。海外學習獎勵金的

標準，以大學部學生全民英檢達

高級以上、新版多益945以上，

獎勵金最高可拿三十萬元。

多元海外學習提升國際競爭

南華大學海外學習管道除了

2+2雙學位方案外，還有3+1海

▲南華大學「2+2」雙學位說明會。

選擇南華
海外學習不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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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習課程、移地學習、菁英海

外遊學團、國際交換生以及教育

部的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學海

築夢等。南華大學非常注重學生

國際移動能力的培養，積極鼓勵

學生前往海外學習，包含：赴海

外姊妹校的交換學習、國際志工

與服務學習等，校內也規畫多元

化課程與活動，來增進學生的國

際競爭力。

10位全額獎助前往劍橋進修

林聰明校長提到，訂定海外學

習的目的是希望邁向國際，讓南

華走向世界，世界走向南華，培

養學生移動能力，拓展學生國際

視野，擴大招攬外國學生，不論

長短期跨國無障礙，讓學生知道

英語化環境、華語文能力的重

要，國際化友善校園，使國外交

換學生來到南華可以享有無溝通

障礙的環境，規定各學院開設全

英語菁英課程，例如：人文學院

開設人文生命教育全英語課程、

社會科學院開設國際社會研究全

英語課程、藝術學院開設藝術

設計全英語課程、科技學院設立

健康科技全英語課程等，讓英文

課程比例逐漸提升。

佛光山國內、外共

有三百個道場，提供

學生當志工、遊學及參訪機會，

現有五校聯盟分別是美國西來大

學、澳洲南天大學、菲律賓新設

立的佛光學院及國內的佛光大

學、南華大學，只要學生有足夠

能力就能進行選課。而去年更簽

了五十所姐妹學校，加上之前所

簽共有七十所大學。學生參與國

際競賽、海外服務、海外實習共

有五百五十一位，暑假更有十位

學生前往劍橋大學遊學，為期兩

週，由佛光山功德主楊懋慈，提

供十位資優學生全額獎助，包括

機票、學費和團費，前往英國劍

橋大學進修。

林聰明校長鼓勵學生多爭取機

會，今年更編列了三千萬的預算

用在海外學習，讓學生能拓展國

際觀，了解各國文化，而來台念

書的交換留學生，不只來台灣唸

書，學校還為交換留學生舉辦節

慶參訪活動，使他們更能了解台

▲參與海外學習同學參觀白金漢宮。

▲

南華大學「海外學習」成果發表會。

灣文化，學生之間也能夠互相學

習，目前海外學習人數為11至12

％，林聰明校長制定目標希望能

逐步漸進提升。

預估暑期海外學習人數激增

國際處處長周平說到，目前這

學期南華大學有三位學生申請到

海外學習獎勵金，寒假因為時間

短，所以海外學習成行的人數並

不多，但估計暑假人數將爆增，

希望未來海外學習比例能超過50

％。新政策2+2菁英培訓班課程

還在調查階段，但學生有意願者

超過一百人，國際處也舉辦海外

學習說明會，讓學期初兩星期前

往劍橋大學海外學習的學生，以

及參加教育部學海飛颺等前往英

國、捷克、波蘭等地遊學的學生，

一同分享國外學習的寶貴經驗。

曾前往劍橋大學兩星期的研究

生Carol認為，學校能有這樣學習

機會相當難得，在這趟遊學中最

大的收穫是了解別人如何學習，

也看到不一樣的教學方式，令她

印象深刻的是每個星期劍橋大學

都會舉辦一場正式的聚會，不論

男生或女生都必須穿著正式服

裝，這是在台灣沒遇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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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薛人豪／報導

台
灣近四十年來飛躍的經濟

成長使台灣即將邁入先進

國家，金融服務業是經濟發展的

主流之一，南華大學財務金融學

系以培育專業財務金融人才為前

提，加強學生具備財務金融知識

之素養為宗旨。

此外，財務金融學系更展現提

昇職場競爭力的教育目標，將課

程重點結合輔導各項證照考試及

加強外語訓練，增進該系學生實

務與理論並重，及充實教學設

備。

教學特色強調知能技能

財務金融學系於九十三學年度

成立學士班，為配合全校推動π

型教育，注重學生財金核心能力

訓練，培育財金專業知識、開設

財金證照課程與證照輔導。為提

提昇職場競爭力 加強產學合作 結合專業證照輔導 畢業生平均每人擁有4.5張專業證照

▲財金系主任賴丞坡。

升學生專業能力與競爭力，財務

金融學系鼓勵學生就學四年內擁

有保險類、證券類、v銀行類、期

貨類和金融類相關證照。另外，財

務金融學系不但在課程中結合財

金證照考試的方向與要領，更提

供線上財金模考系統，方便同學

在課後練習。根據統計，畢業生

平均每人擁有4.5張專業證照。

財務金融學系結合財務管理、

投資、經濟與金融、方法與工

具，以及管理與會計相關專業課

程設計，配合多元教學內容，加

上該系專有的財金證照模考系

統、股市即時交易系統，與財務

金融資訊中心的實際操作訓練，

奠定學生同時具有專業的知能與

財務金融學系
培育專業財金人才

▲財金系學生企業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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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的技能。

為增強學生職場精進之技能，

財務金融學系結合產學合作，加

強與嘉義地區金融業、證券業等

機構的建教合作，協助金融業與

工商企業培養金融與財務管理人

才。此外，該系也安排學生企業

實習之職場體驗，目前合作廠商

共有南山人壽、錠嵂保險、富邦

證券、三商美邦人壽、台灣人

壽、聯邦銀行、凱基證券。該系

也積極與各金融單位接洽，聘請

業界知名人士到校演講，更於每

學期舉辦學術、實務與產業專題

的學術研究，增強學生與產業接

軌、熟悉金融市場趨勢。

教學設備培育金融人才

財務金融學系系主任賴丞坡表

示，該系將以中小企業財務管

理、基層金融機構管理及實務人

才的培育為首要目標，加強與嘉

義地區金融業、證券業等機構

的建教合作，協助金融業與工

商企業培養金融與財務管理人

才，更安排學生在寒、暑假期

間，在金融業相關合作廠商單位

實習，以實際訓練、體驗職場環

境，增加業的競爭力。

南華大學校園無限網路，擁有

無所不在的學習環境，財務金融

學系軟硬體教學設備設施充實，

不僅具有線上財金證照模考系

統，更有財務金融資訊中心和台

股線上即時交易系統，讓同學可

以模擬業界人士，藉由虛擬平

台，展現同學的學習力，培養對

財金趨勢的觀察力。

此外，財務金融學系也有學習

角提供英語學習與課業輔導之優

良環境，結合校園E化教材及學

習角與讀書室。並透過「網路大

學」—數位學習平台，及「數位

媒體資訊佈告欄」之建置，強化

數位教學資源與教學環境。

財務金融學系師資100%具備

博士學位，教師學有專精並注重

輔導知能，該系配合全校推動π

型教育，注重學生財金核心能力

訓練，除培育財金專業知識外，

並開設財金證照課程，積極輔導

學生考取專業證照。

該系除了擁有豐富資源供同學

使用外，更有來自不同專業領域

的專業師資，像是土地金融、計

量經濟、投資、管理、能源經

濟、證券等。近期系上學生吳盈

儒、林雅涵彤，經教授指導後更

通過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

系友就業多元表現優異　    

紮實的課程及一流的師資，為

財務金融學系畢業生奠定學術研

究的深厚基礎，近來畢業生選擇

繼續就讀研究所比例日益增加，

除了財金研究所外，亦有畢業生

進入企管、商學、會計、資管等

各研究所攻讀。出國深造的同

學，也與日增加中。財務金融學

系畢業生在金融服務業與一般產

業之財務部，都有優異表現。

財務金融學系畢業生可在銀

行、保險、證券、不動產等服務

業，擔任銀行人員、理財規劃專

員、保險經紀人、保險代理人、證

券經紀商、共同基金的經理人、

證券分析師、投資顧問、房地產

規劃專員等，更可在一般公司行

號的財務部門擔任財務經理人。

賴丞坡表示，只要有錢的地

方，幾乎都需要財務金融學系的

人才，該系除鼓勵學生就學期間

多考取證照外，近年來考上研究

所比例更是逐年增加，希望同學

可以多元學習，增加自己未來競

爭力。▲財金系學生參加優質企業參訪，與企業座談。

▲財金系學生參與校慶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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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媒系活化媒體 
大放藝彩
藝術結合媒體 由傳統中脫穎而出 創造另類視覺享受

▲視媒系主任謝碧娥。

記者廖心敏、王筑瑩／報導

視
覺前衛媒體再現，綜合新時

代潮流趨勢，南華大學視覺

與媒體藝術學系擁有最紮實的基

礎藝術能力。由於技職證照制度

首創Photoshop考試，讓未來視媒

系學子成為創業與就學的新興人

才，不擔心沒有證照，並在競爭激

烈的社會上鼓勵學生參與比賽，

落實「學用合一」的教育目標。

培養創意創新創作創業能力

視媒系系主任謝碧娥，秉持

「美術是不能丟的本錢」、「媒

體」是創作新取向，培養學生競

爭力，創造優良學習環境，該系

擁有西畫、水墨教室及數位動漫

設計實驗室，另有造形工坊，供

學生教學、創作，而學慧樓一樓

的「南華藝廊」，定期展出大四

學生作品，作為觀賞平台。

視媒系獨特的造形工坊，位於

雲水居後面便利學生前往，平時

相當寧靜，助學生發揮創作力。

近年來與鄰近社區大林鎮結合，

搭配社區服務學習，使學系與社

區關係緊密，也提供學生進入職

場前的學習機會。課程中培養

學生具有「四創」精神，分別

是創意、創新、創作、創業，更

加強鞏固既有的領域能力。

聽到視媒系系所名稱，就知道

是「視覺藝術」與「媒體」的結

合，教學內容包含管理的銜接課

程。謝碧娥提到，過去業界從事

美術管理者多數沒有藝術底子，

藝術鑑賞與管理看似不相干，但

卻密不可分，藝術鑑賞是該系長

處，規畫了多元培養方案，有了藝

術鑑賞的基礎，讓學生未來進入

美術館或博物館擔任美術管理

者時，能順利與工作接軌。

一般動畫公司招募主要項目

是繪畫、素描，而視媒系學生

以深厚繪畫底子取得優勢，偏

重美術審美能力的培養，這些

優勢專業比其他所學校更高一

階。視媒系學生畢業後不侷限

於擔任繪畫老師或畫家，也可

以往動畫公司、美工設計、藝

廊、博物館就職。

與傳播電商開設跨領域課程

因應新媒體結合，視媒系未

來跨領域學程將與傳播學系、

電子商務學系合作，為創作與

就業打下基礎。不同於電子商

務學系商業基礎，和傳播學系

的媒體應用能力，所以視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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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結合媒體 由傳統中脫穎而出 創造另類視覺享受

▲視媒系學生水墨畫作品「門神」。

需要多方結合，才能成為善於應

用媒體、企劃之學系。

為培育視覺藝術與文化創意整

合之藝術人才，且達到「傳統藝

術數位化、數位藝術創意化」之

教育目標，除了訓練美術企劃人

才外，也希望與文化創意產業企

劃、製作結合。想走教職路的同

學，視媒系師資多出自教育體

系，會協助加強語文寫作、理論

能力，使畢業學生的文辭表達能

力不亞於師範體系之學生。

保留素描底子多元創造

也許同學心裡有不少疑問，現

在所有工作幾乎都電腦化、媒體

化了，還需要手繪素描嗎？其實

素描練習在於提高學生的基本描

繪能力，若學生沒有素描底子，

那如何談論設計創造呢？視媒系

保留素描、彩繪、水墨、西畫、

造形創作等最基礎的藝術能力，

多元畫風也成為一大優勢，學生

能選擇多樣化領域，搭配多種畫

風創作，更是凸顯個人特色，透

過安排不斷的練習，為學生們在

創作中鋪上一層又一層底子。

為了促使「傳統藝術數位化，

數位藝術創意化」，視媒系需要

多方努力，主要目的是提升學生

未來競爭力，加強思考邏輯、分

析研究，建立創新價值觀，並營

造優良學術與創作風氣，鼓勵參

與國內外藝術專業競賽提升國際

觀，不管是基礎繪畫功力、綜合

新興媒材，甚至是未來競爭力，

都需要全新規劃課程、方向，才

能走在時代前端。

至於學生關切的就業機會，除

了加強與地方特色的產學合作，

並透過定期的業界參訪，增進學

生學習視野，同時與外商公司合

作產品設計，提供學生參照業界

模式設計樣本增加就業經驗。

加強產學成為新媒體藝術者

謝碧娥說道，該系是擁有傳統

藝術底子的視覺與媒體藝術學

系，現在是轉型重要時刻，師長

們都抱著很大期望，由於是過去

做不到的完美結合，希望在新課

程引領下，進而與大林鎮產業結

合，讓學生們有所突破，不只侷

限於當一位畫家，而是能與產

業、業界合作的新媒體藝術者。

為了推動生命力教學，形塑人

生的價值觀，提升學生的生命自

覺，強調藝術自由、學習自覺之精

神，訓練就業能力與創業潛力的

人才，視媒系與生活結合，成為生

命中的一部分，培養學生隨時保

持創作精神，創造出完美作品以

及投入其中。在變動的時代裡，有

更明確的規劃與目標，視媒系帶

領學生走向更寬敞道路，讓藝術

融入生命中進而發光發熱。

▲視媒系學生布置展覽會場。

視媒系系周活動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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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華大學稍微偏離市區，為

了方便學生的食、住、

行，校方提供學生的基本生活需

要，與齊全的生活機能。

餐廳多元選擇經濟實惠

雲水居自助餐主要特色是自助

餐、港式燒臘及涼拌小菜。雲水

居自助餐負責人蔡小姐表示，為

了方便學生，中午時段會有工讀

生在餐廳門口售賣五十元便當

盒。自助餐是校內獨一無二周一

至周日營業的餐廳，時間是早上

十點半至晚上八點。校內另一家

中式餐廳是文會樓餐廳，文會樓

餐廳新老闆季康仁強調，現在餐

廳和之前風格完全不一樣，他會

儘量配合客戶想要的口味，並時

常聽取學生意見。為了保持新鮮

蔬菜的口感，他堅持使用當季蔬

菜，以及嘉義出產的米，肉類方面

也是從嘉義地區電宰廠選購的新

鮮食材。文會樓餐廳每天菜色不

完全相同，季康仁特別調製獨特

醬料，為主菜增添它獨有特色。

學校唯一的素食餐廳位於南華

學舍，林聰明校長鼓勵學子「少

吃肉、多蔬食」，在星雲大師支

持下，提倡「健康蔬食30元吃到

飽」。負責人如應法師表示，菜

色屬於健康及新鮮蔬菜，優惠主

是讓經濟有困難學生不因經濟困

擾而影響學業，在此安心用餐。

除了餐廳以外，雲水居還有

一間去年九月新開張的咖啡館

「COFFEEOLOGY」。這裡的

咖啡，主要是由袁國展及高銘澤

一同手泡，深受同學們的喜愛，

最熱門的是奶凍及焦糖布丁，布

蕾和小餅乾都是手工做。

校車免費搭乘 班次密集

為了遠道而來探望孩子的家

長，雲水居有提供住宿，裏面設

備齊全，設有洗衣間及茶水間，

是一個優良的居住環境。雲水居

單人房一晚六百元，雙人房則是

八百元。因此家長若在學校下

榻，不用擔心住宿方面問題。

上學期開始，為了方便師生們

出入，本校學生及教職員，皆可

免費搭乘校車，住宿生搭接駁客

運一律免費。同時加開往太保高

鐵站班次，分別是周一及周日(

請上校網頁查詢)。校車甚至開

往嘉義商圈，包括耐斯廣場、文

化路夜市、家樂福夜市等，讓學

生至市區購物相對方便。   

南華繁星 招生率耀眼 
【本刊訊】南華大學103學年度推

出的學費抗漲、海外學習、獎優扶弱、

就業接軌等教育革新措施，獲得亮眼

成績，「繁星推薦」招收名額102名，

實招名額（含外加名額）共105名。

林聰明校長表示，目前學校的發展

重點在於提升學校的辦學品質；並為

學生提供各種學習資源，以滿足學生

的學習需求，例如海外學習及就業菁

英保證，增加企業對本校畢業生的延

攬度及滿意度。為使高中職瞭解南華

全新南華
食住行齊全又方便  

餐廳多樣化 蔬食30元吃到飽 住宿生搭校車一律免費

辦學方向及特色，林校長經常親赴

高中職拜訪，請益對本校發展意

見，種種的教育革新，均獲高度肯

定。使得103學年度繁星推薦，計

有732人報名，錄取105名，招生

率(含外加名額)達102%；在成績方

面，平均級分大幅提升；在獎補助

方面，所有錄取新生在學四年除國

立收費外，計有95%學生獲有獎補

助資格，未來得依規定申請。

林校長並表示，我們對學生是一

份的「責任」，培養有利的生涯發

展契機。

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