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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錢薇如、陳怡靜／報導

南
華大學今年二月再度榮獲

教務部104學年度獎勵大

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此次教學

卓越計畫以南華飛躍工程—讓每

位學生自信飛揚為主軸，補助金

額從先前的兩年六千萬元躍升為

兩年一億元，是除了台清交成以

外的國立大學之外，全國補助排

名第九高的學校，更是雲林以南

大學裡獲得補助金額最高的大

學。

主打生命教育再獲教卓

　102學年度教卓計畫以「生命

力帶動生命力」為主軸，執行後

成果亮眼各方面皆有所成長。南

華大學校長林聰明開心振奮地表

示：「此次計畫經過全校師生的

努力，以及同學優良的表現，讓

南華大學全面提升生命力、學習

力、就業力以及國際移動力，也

讓每位同學能步出校園自信飛

變，強化服務他人的心念，把每

個學生的品格、視野與能力帶上

來，為社會培育良好公民及可造

人才，並以「南華希望工程—把

每個學生都帶上來」為總計畫目

標。

新生自我價值效能提升

　南華大學在102學年度新生經

一年學習後，自覺其自我價值

感、自我效能感提升者，依序佔

55.81%、58.14%，六項校核心

能力平均提升60.14%，已初步

生命教育中心揭幕儀式，眾多來賓蒞臨現場。

揚。」南華大學學術副校長李坤

崇欣慰地提到，經過半年的努

力，共開了三十幾次由校長親自

主持的會議，花費相當多的心

力；加上此次計畫擁有先前績效

的成長、校內主打生命教育的特

色、以及計畫的企圖心，是此次

贏過許多大學的關鍵。

　南華大學自102年以「生命力

帶動生命力」獲教育部獎勵大學

教學卓越計畫，獨特使命在於將

「生命自覺」、「人文精神」與

「公益大學理想」灌注於教育歷

程之中，促進師生的成長與蛻

南華再獲教卓
    兩年一億

達成「把每位學生帶起來」的目

標；教師自覺其近兩年教學生命

力、生活生命力提升者依序佔

56.67%、55.00%，教師自覺提

升「以教師生命力帶動學生生命

力」者佔96.67%，已初步激發

教師生命力。

　以「確保學生學習成效」為

例，本校102學年度創置六合一

(含啟航、導航、診斷、預警、

補救及追蹤)學習守護機制，使

得100到103學年度學習成效不

佳學生，接受輔導比率由64%提

升到94%；預警學生接受輔導比

率，由56%提升到98%，學生學

習歷程檔案建檔率由12%提升到

100%，南華大學近幾年呈現飛

躍成長趨勢。

全面提升國際移動能力

　在學生的學習面，除了強化學

生核心能力，亦培養跨領域專

業，更建置「英文讀書會」、

「2+2海外學習」……等機制，

讓學生具備良好的外語能力，並

鼓勵南華大學學生海外學習，藉

以開拓國際視野，提升國際移動

力。此外，103學年度更提出創

新課程，包含必修跨領域就業導

向學程與推動成果導向課程模式

之外，並開設62個實務型學分學

程，與83家合作企業連結，以全

面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在學校師生的努力下，不僅在

102~103學年度首獲教卓計畫補

助二年六千萬元，在西班牙世界

網路大學排名的2014年總體排名

中，南華大學晉身為全世界前

7％，全台灣排名前30％；在全

球約22,000所中排名1,567名，台

灣159所中排名47名。

　李坤崇副校長則說，有了

102~103學年「南華希望工程—

把每位學生帶上來」，展現卓越

的績效為基礎，104學年教卓計

畫採取「創新、深化、拓展、增

值」等延續策略，提出「南華飛

躍工程—讓每位學生自信飛揚」

主軸，以「以生命力躍動生命

力，以學習力深耕就業力與國際

移動力」為重點策略，「打造生

命教育品牌、形塑優質教育特

色」為總目標，並強調「生命價

值的提升與永續發展」的教育願

景。

6項分項計畫南華飛躍

　南在學生的學習方面，林聰明

校長提到，計畫打造生命教育品

牌、形塑優質教育特色，104年

教卓計畫提出「南華飛躍工程」

六個分項計畫。計畫裡面包含深

化星雲書院，精進正念靜坐、成

年禮等必修課程，並在校內設置

國際生命教育資源中心。同時，

也全面推動學生寒暑假實習、強

化專業證照輔導及精進課程、深

化競賽導向及專題製作、精進

四年一貫職涯輔導機制，以及

2+2、3+1海外學習，以提升學

生的專業實務力、就業力以及國

際移動力。

　為增進學生適性學習與生活輔

導，推出五師守護機制及落實輔

導雲，增強資訊能力檢測，強化

關懷式點名制度與優良筆記競賽

及學習成效評估機制。同時，優

化與E化教學設備與空間，持續

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優秀人才，以

及推動教師評鑑及教學能力認

證。設置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

程、創設跨國性國際學程、創設

國際專業學院、創辦國際文化週

以增值學生英語能力；精進學生

海外學習及推動磨課師課程等。

林聰明校長總結道，104年教學

卓越計畫，充分強化各個學習指

標的項目，拓展更多創新的作

為，讓南華大學提升教學的品質

及素養。

南華大學積極推動正念靜坐。

102年教卓成果亮眼 此次主打生命教育品牌  再獲計畫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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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王毓綺、王瓊瑩／報導

因
應少子化的現象，南華大

學從103學年開始，新生

全面實施國立大學收費，此政策

不但吸引更多高分考生就讀，

更因此提高學校競爭力。迎接

104學年，校方持續推出國立大

學收費，並提供多項獎學金、多

元的海外學習機會及「2+2雙學

位」，鼓勵各位學子出走海外，

拓展視野並增加國際觀。

海外學習人數持續增加

　針對這些福利政策，南華大學

校長林聰明表示，南華大學與國

外幾所大學都有合作，包括台灣

的佛光大學、美國的西來大學、

澳洲的南天大學以及2013年剛通

過菲律賓高等教育委員會審核的

「光明大學」。林聰明校長說：

「人人都有機會，出國遊學能讓

同學開拓自己的視野。」因此，

南華大學在102學年暑假就已經

有10位學生前往英國的劍橋大學

參加「菁英海外學習團」，103

學年也分別有高達31位學生前往

英國劍橋大學，9位同學前往美

國西來大學進行海外學習。

　南華大學的獎學金多樣，從校

內獎學金開始，一直到海外獎勵

金都是提供學子來就讀南華的誘

因，林聰明校長更說，國立大

學收費將會繼續維持下去，獎

學金則另訂續領之規定，目的

是希望能促進學子持續上進。

新生入學獎學金，是根據入學

成績給予的鼓勵，成績越高給

予的獎勵金也相對越多，學務

處負責獎學金事務的方茂榮提

到，每個年級的獎學金資格皆不

同，每一年標準也都不斷下修、

放寬。林聰明校長愉快地說：

高額獎學金海外學習

　  南華福利多
因應少子化 國立收費及多項獎助優惠 提供學子更多學習目標及動力

「我們鼓勵更多的高分學生來就

讀南華，今年的平均入學級分已

經有41級分了，以後要就讀南華

可就困難了」。

海外學習方式活潑多元

　事實上，許多學生就讀南華大

學的最大原因是因為海外學習及

「2+2雙學位」，國際及兩岸交

流處合作交流及推廣組賴怡珍表

示，海外學習有短期和長期之

分，短則到海外3週的移地學習

或道場服務，長的也有一個學期

甚至一個學年不等。除此之外，

海外學習有分成狹義和廣義，廣

義的海外學習可以是去國外參加

2到3天的研討會、姊妹校舉辦的

為期幾個禮拜的夏令營，甚至是

去國外當志工也是一種學習；狹

義的海外學習則是強調「學習」

方面，學習語文的精進或當地的

文化等等。

　「2+2雙學位」其實也算是海

外學習的一種類型，賴怡珍解

釋，「2+2雙學位」需要到國外

修一個專業學位，因此需要時間

更長，修業規定也比較嚴格，例

如前往美國西來大學，則修課

規定以西來大學為主。所謂的

「2+2雙學位」，就是必須同時

達到南華大學及美國西來大學的

修業門檻。賴怡珍也提到，申請

海外學習獎勵金的標準，主要是

參考在校成績或其他特殊表現，

最主要的是具備外語檢定的成

績，凡英檢達到中級初試以上或

者多益387分以上，學校將補助

獎勵金5到30萬元不等。除學校

的海外學習獎勵金外，校外也有

教育部補助的學海飛颺，土耳

其、匈牙利等國也都有提供獎學

金，但最重要的是，海外學習獎

勵金一定要有出國的事實才可以

使用。

多位高分學分選擇南華

　南華大學實施上述福利政策，

103學年就有許多高級分學生，

放棄就讀國立大學選擇南華就

讀，以64級分進入南華大學資訊

工程學系的許竹君同學表示，當

初會選擇進入南華，海外學習是

很重要的原因，想藉此學習英國

的文化、發音、飲食，她表示，

將積極爭取參與暑假在英國劍橋

的海外遊學團。53級分進入南華

大學傳播學系的許妙如同學也提

到，對傳播系的學生而言，拓展

國際視野和加強國際移動能力非

常重要，因此打算將部分獎學金

用於暑期舉辦的劍橋遊學團，並

將剩下的獎學金用於三年級的

「2+2雙學位」，希望能在3年

級順利到美國西來大學學習。

加強日韓海外學習

　海外學習獎勵金從102學年上

學期開始，直到103學年上學期

已有74人申請，且最終有62人通

過。賴怡珍說，南華選擇海外學

校並沒有特定標準，但考慮學子

進修及回國後的學分抵免，首先

必須經過教育部認可，並且跟南

華大學同等層級或是與南華大學

開設的課程相關。未來，國際處

也將往日、韓方面努力，使海外

學習不侷限在同一洲，除了歐美

也提供學子在鄰近的亞洲有更多

選擇。

許妙如同學夢想前往西來大學就讀。

許竹君同學在南華大學獲獎無數。

海外學習師生互動多，增加學習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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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十九  飛躍久久
全國鼓王盃敲響校慶  首屆全國攝影大賽展現南華美景

記者張瑀瑄、唐莉莉／報導

南
華十九，飛躍久久！3月

20日上午，位於嘉義縣大

林鎮的南華大學舉辦一年一度的

校慶，南華大學校長林聰明以及

三位副校長出席校慶各類活動，

並邀請教育部長吳思華、大林鎮

長黃貞瑜等貴賓，共襄盛舉。校

園內各式各樣的活動，活潑精

彩，為南華大學啟動春天的活

力。

全國鼓王盃敲響校慶

校慶開幕活動，是當日早上

九點開始的全國鼓王盃鼓藝大

賽，來自北中南的小學生們都賣

力演出，激昂的鼓聲帶動校慶氣

氛。在九品蓮華大道噴水池旁，

各個系所及社團均設有創意攤

位，供來校參訪的高中生遊玩。

傳播學系系學會舉辦主播訓練

營，帶領高中生了解傳播科系學

習內容，參加主播訓練營的高中

生認為非常有趣，可以親身體驗

一些器材，是個不錯的經歷。

攝影大賽展現校園美景

3月20日上午11點，南華大學

「璀璨南華、嘉義之心」第一屆

全國攝影大賽開幕暨剪綵儀式在

無盡藏隆重舉行。蒞臨現場的貴

賓包括：林聰明校長、佛光山副

住持及南華大學使命副校長慧開

法師、佛光山教育學院院長永光

法師、南華大學學術副校長李坤

崇、南華大學行政副校長林辰

璋、大林鎮鎮長黃貞瑜、洪雅文

化協會玉山旅社店長張智凱等多

位社會知名人士。

校友回娘家暢敘舊情

此次全國攝影大賽共有278件

作品投稿，脫穎而出的作品有18

件，第一名獎金為一萬元新台

幣。比賽目的在於讓更多外界人

士，看到南華大學校園裡美麗的

一面。第一名得獎者謝宗豪說，

能拿到這個獎項非常幸運，也是

對自己攝影作品的一種肯定。

3月21日校友返校，校方設宴

健康素食「千人會餐」，讓校友

感受到南華大學每年的飛躍成長

和活力。校方在當日頒發「傑出

校友獎」給海巡署副署長鄭樟

雄、嘉義市文化局副局長林金

龍、妙蓮寺開山主持印行法師、

懷仁全人發展中心主任侯南隆、

彰濱秀傳醫院急診部主任李明

和，以及皇丞國際公關顧問公司

創辦人劉盈吟等6人。同時與百

南華大學創校19週年校慶，蒙古烏蘭巴托教育廳廳長蒞臨致詞。

家企業簽署產學合作，提高學生

社會競爭力。

成年禮踏青品味南華

3月18日，南華大學舉行一年

一度的成年禮踏青活動，一年級

學生遊走校園一圈，目的在於體

會這所「森林大學」之美。應社

系一年級林同學表示，平時每天

只有去教學樓上課，都沒有好好

看過學校其他角落，這次藉由踏

青活動看到學校很多不一樣的地

方。

南華大學19週年校慶，舉辦校友回娘家活動，頒發傑出校友獎。

成年禮踏青活動，體會南華「森林大學」之美。

南華大學19週年校慶，舉行「百門業師薪傳」儀式，象徵專業知識與實務能力薪火相傳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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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獲選國家級生命教育中心

記者劉又郡／報導 

南
華大學在學術副校長李坤

崇的執行之下，於今年獲

選為國家級生命教育中心，並在

校內原本K書中心設立了「生命

教育中心」，於3月23日剪綵揭

開序幕，未來將提供學生使用，

並從中學習成為關懷社會服務人

群的現代公民。

長期推動生命教育課程

  南華大學自從民國85年創校以

來，注重有關生命教育的課程活

動，學校長期做事生命教育推

動，例如：每年到高中職進行生

命教育講座，去年就達到了70多

場講座，並透過這些講座來影響

高中職學生，校內也有許多相關

活動，例如：三好校園、成年

禮、正念靜坐、服務學習、珍

珠計畫、圓夢計畫、磨課師等

等……。此次有七、八所學校同

時爭取教育部生命教育中心，南

華大學長期努力推動校內外活動

成果，受到教育部肯定，是獲選

契機。

  生命教育中心被定位在國家層

級，中心主要統籌全國有關生命

教育的資源，計畫底下包括全國

學術研究、政策諮詢、資源累

積、推廣、協助輔導各級生命教

育中心資源學校的相關活動，主

要是資源整合的平台。

規劃設立璀璨生命館

  生命教育中心於3月23日開幕，

未來提供校內相關科系、社團使

用，此外也希望校外資源能到學

校運用此空間。在空間規畫上設

立璀璨生命館，館內提供相關生

命典範之靜態展覽、動態影片播

放、團體活動等供學校使用。同

時，將建立生命教育諮詢團隊，

嘗試輔導大專院校以下學校，生

命教育相關研習活動，以及區域

資源、推廣功能、特色議題皆可

提供相關諮詢。

以生命力帶動生命力

  「以生命力帶動生命力」是學

校一直在推動的目標，主要是希

望從學生的內在開始影響自己的

行為，並從行為上作改變。這也

整合了學校有關生命教育活動，

如學校推動的三好校園，影響學

生說好話、做好事、存好心的人

生觀；成年禮的生命禮儀讓學生

正視生命意義、正念靜坐激發學

生正向思考正確價值觀；圓夢計

畫讓學生完成夢想、自我探索、

自我對話，從中了解生命歷程經

驗；孝親洗腳即為父母奉茶、洗

腳體驗養育之恩；珍珠計畫影響

弱勢學生，讓學生在過程中營造

成功經驗。

  生命教育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教

育，想要看到立即性成效不太容

易，校方希望設立生命教育中心

後，學生可以善用資源，進一步

型塑學生正確的人生觀。

校內設立「生命教育中心」  型塑學生正確人生觀

教育部生命教育中心播放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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