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華大學  107-111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第 1 學期 

活動(競賽)名稱 108年度南華大學學生赴佛光山事業體實習成果發表會 

主軸分項別 
【分項計畫 A】 跨域翻轉與

品保機制並重 深化學習成效 
子計畫名稱 

A2結合區域產業建立產學鏈結網路，培養

學生就業力 

舉辦日期   108  年  10 月  18  日 
舉 辦 地 點 成均館 C334會議室 

舉辦時間  10 時 00 分 至 11 時 30 分 

參加 

對象 
主辦學校

參加人數 
   86   人 

他校參加 

人 數 

學校名稱: 人 

學校名稱: 人 

學校名稱: 人 

活動內容 

本校在 10 月 18 日辦理佛光山事業體實習成果發表會，每到暑假，本校大三的

學生都會到外地實習，充實自己並學習實用的技能，讓自己更上一層樓，更有競爭

力。今年 7月-8月，本校共有 10位同學赴佛光事業體實習。實習單位分別是佛光山

佛陀紀念館(傳播系李名容及賴宛伶)、佛光山義工會(企管系安琪、焦安芳及阮英善)

及佛光山法寶堂(企管系林志鴻及方利森)及日本法水寺(視設系劉賾瑞、生死系孫有

清及企管系楊昱祥)。透過這場暑期實習的心得感想得知每位同學都表示收獲滿滿。 

    第一位報告的是傳播系李名容同學，她在佛陀紀念館知客室實習，知客室要做

的事情很雜，簡單來說，知客室就是服務台，主要的內容就是引導遊客從禮敬大廳

到本館，並發放地圖給遊客，在這裡也能看到各國的人，一開始看見都會覺得很新

奇。在談話的過程中，英文漸漸的也會變好，想了解他們在說什麼的同時，會想精

進自己的英文能力，也讓她深刻了解到英文的重要性。 

    第二位在新聞室實習的賴同學提到，新聞室實習，就是每天都要寫稿，每天都

要動腦。帶領賴同學實習的師父會在早上告知當天有哪一團的活動，就要去跟，並

撰寫新聞稿。在寫稿的過程還要思考如何寫才會讓讀者對內容感興趣，不能太制式

化，要想想如何寫得活潑一點。每天的稿子都要寫得很不一樣，要有變化性，也千

萬不要寫流水帳的文章，那會很無聊。 

    企管系的五名同學，分別來自印尼、蒙古、越南這三個截然不同的國家，五位

同學經過三年在本校的學習，已經非常習慣台灣的生活，對於跟其他國家的人士交

流相對得心應手。來自印尼的方同學及林同學來到了佛光山法寶堂，兩個人每天的

實習工作內容，就是在週一到週五籌備每個禮拜天的講座，禮拜六則要測試講座的

PPT、音樂及影片，看似簡單輕鬆的工作其實一點也不輕鬆，因為每個禮拜天的講座

都非常重要，不容許一絲差錯，兩位學生不只要非常了解講座的內容，更要擁有隨

機應變的能力，才能確保講座的圓滿成功。 

  來自蒙古的焦同學、安同學及來自越南的阮同學，則搭檔組合來到了佛光山義

工會，在 7月 19日到 7月 20日這幾天，2019的佛光盃大學籃球邀請賽將會在高雄

市巨蛋開打，義工會主要負責的項目就是籌備這個重大賽事，三位學生不只要佈置

比賽場地，還要協助佛光盃記者會，以及在正式比賽時接待來自各地的比賽隊伍，



可以說是非常的忙碌，除了事前須要相當熟習每天的工作，更要發揮團隊合作的能

力，隨時都能夠待命支援，只有準備萬全，才不會造成賽事的延宕。 

    視設系劉賾瑞、生死系孫有清及企管系楊昱祥在日本法水寺實習，為配合道場

活動，所以他們的實習工作內容以機動組居多。劉賾瑞同學說他在日本的一個月裡，

因為道場有安排日文課，讓他的日語能力進步許多，而且也認識了很多日本的朋友，

甚至休息日還和新認識的日本車友相約出遊。孫有清同學表示讓他印象最深刻的就

是，打掃客房的廁所讓他成就感滿滿，因為日本的標準很高，他每次都把水龍頭、

洗手檯清潔到可以發亮當鏡子的程度。楊昱祥同學在這一個月的洗禮之下，原本在

台灣時內向的個性有變得稍微活潑一點，自信心增加了，現在也敢在大家面前作成

果發表了。 

    企管系許淑鴻老師及傳播系施伯燁老師講評：校外實習可以讓實習生們學習到

課堂上未教的實務經驗，實習生們的語言能力、待人接物、溝通技巧及工作態度等

都有顯著的進步，心靈學習方面更是大幅的成長蛻變，這是值得肯定的。 

    最後林副校長勉勵大家：本校推動全面實習，每個學生畢業前至少實習 120 小

時，校外實習能配合學校所學的專業知識與實務技能結合，回到學校再加强不足的

部分，未來必能順利接軌職場。 

活動滿意度問

卷結果 

依問卷結果撰寫簡單的統計與分析 ex： 

 對於演講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題

號 
題目 

非常

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

意 
非常不 
滿意 

1 
您對本次講座整體而言是否感

到滿意 
83% 17% 0% 0% 0% 

2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是否感到滿

意 
81% 19% 0% 0% 0% 

3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對您的幫助

程度是否感到滿意 
84% 16% 0% 0% 0% 

4 
您對本次講座講師的講述表達

能力是否感到滿意 
82% 18% 0% 0% 0% 

5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滿足您積極

討論之動機是否感到滿意 
88% 13% 0% 0% 0% 

6 
您對本次講座解決困惑之程度

是否感到滿意 
75% 25% 0% 0% 0% 

7 其他建議 
1. 覺得很有收穫。 

2. 辛苦大家了。 
 

改善措施 依據問卷調查之結果進行改善 

佐證資料 
 

1. 檢附座談議程表 
2. 檢附簽到表 
3. 檢附座談照片 

 

  



附件一 

南華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2019 佛光山事業體實習成果發表會 

活動議程 

活動目標：給予實習後同學有公開發表實習心得的機會，同時回顧實習內容及檢視自我實習過程。使

尚未實習同學有機會更加瞭解實習機構，以助其未來實習機構之選擇。 
 

1、 活動主題：2019 佛光山事業體實習成果發表會 
2、 活動時間：108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10：00~11：30 
3、 活動地點：成均館三樓 C334 
4、 報名網址：http://std.nhu.edu.tw/  
5、 人數上限：70 人 
6、 報名費用：免費 
7、 主辦單位：南華大學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8、 承辦單位：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9、 連絡方式：蔡小姐 分機 8621  

  

http://std.nhu.edu.tw/


 

南華大學 

108學年度 2019佛光山事業體實習成果發表會 

活動議程 

時間 活動內容 

09:30-10:00 報到 

10:00-10:05 林聰明校長致詞 

10:05-10:10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妙靜法師致詞 

10:10-10:20 頒發感謝狀及大合照 

10:20 實習成果發表 

10:20-10:25 傳播系李名容(實習機構:佛陀紀念館) 

10:25-10:30 傳播系賴宛伶(實習機構:佛陀紀念館) 

10:30-10:35 企管系阮英善(實習機構:佛光山本山) 

10:35-10:40 企管系方利森(實習機構:佛光山本山) 

10:40-11:45 企管系林志鴻(實習機構:佛光山本山) 

10:45-10:50 企管系焦安芳(實習機構:佛光山本山) 

10:50-10:55 企管系安 琪(實習機構:佛光山本山) 

10:55-11:00 企管系楊昱祥(實習機構:日本法水寺) 

11:00-11:05 視設系劉賾瑞(實習機構:日本法水寺) 

11:05-11:10 生死系孫有清(實習機構:日本法水寺) 

11:10-11:20 實習輔導老師回應 

11:20-11:25 總結:林辰璋副校長兼產職處處長 

經費來源：107-111 年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附件三 

活動照片 

所屬子項目 
A2結合區域產業建立產學鏈結

網路，培養學生就業力 
活動日期 108 年 10 月 18 日 

活動名稱 佛光山事業體實習成果發表會 地點 成均館 C334會議室 

  

學生們認真聆聽實習生的成果發表 學生發表實習心得 

  

林聰明校長嘉勉學生 企管系老師講評 

  

全體合照 林聰明校長致贈感謝狀給妙靜法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