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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馬君儀／報導

發
獎學金已經不夠看，南華

大學「國立大學收費」讓你

註冊不煩惱，103學年入學的新

生，除採用國立大學標準收費外，

學測、指考、統測成績達規定標

準者，再享有不同額度之獎助學

金、海外學習獎勵金、創業進修基

金；亦即學費比國立大學優惠。

凡是大學部103學年度新生入

學，不論學測級分多少，學雜費

均採用國立大學收費標準。同

時，學測成績達40~47級分的學

生，每學年還有獎助學金5萬元；

48~56級分學生，每學年獎助金7

萬元；57級分以上學生，每學年

獎助金9萬元。研究所部分，則頒

發獎助金，等同國立標準收費。

至於依指考分發、統測甄選入

學的新生，學雜費也同樣採用

國立大學收費標準。同時，指

考、統測成績達50~60%(含)的

學生，每學年獎助學金5萬元；

25~50%(含)的學生，每學年獎

助金7萬元； 25%(含)的學生以

上，每學年獎助金9萬元。另

外，不論是學測、指考及統測學

生，凡是以南華大學為第一志願

入學者，就有一萬元獎勵金。

林聰明校長更提到，本校為榮

獲教育部教學卓越及評鑑績優的

大學，本學年招生名額明顯增

加，入學新生的學測平均總分更

提升了四級分。同時，南華大學

提倡獎優扶弱措施，對於成績優

秀的弱勢同學更加照顧，只要是

達到政府認定的低、中低收入戶

標準，對於學雜費均有優惠方

案，讓你「輕鬆讀大學，學費不

煩惱」。林校長強調，學校更鼓

勵想出國的同學考取英文檢定證

照，考試費用由學校買單，各系

所定期開辦英文班授課，希望推

動共同閱讀，提升同學英文能

力，累積學生的競爭力。

積極推行2+2海外遊學計畫，

提供學生多元的海外學習機會，

林校長闡釋，主要是結合佛光山

各地方姊妹校、全球道場資源，

以一校註冊、四校選課進行，讓

一份學費，享有四所大學的修課

資源，四校包括台灣南華大學、

台灣佛光大學、美國西來大學、

澳洲南天大學。

林校長也談到，現在職場業界

競爭激烈，本校推出「就業達人

計畫」，校內各系規畫必修的跨

領域就業導向學分學程，全面推

動企業實習、業師協同教學及輔

導專業證照考照，也歡迎體優保

送生，讓同學能發揮專長，依自

己背景所學，選擇輔系和跨領域

多方面學習，利用課程培養自己

的第二專長。同時，也積極計畫

推動就業保證菁英班，學測成績

40級分以上或指考成績前60%的

同學，有機會參與每屆至少開設

兩班70名的就業保證精英班。 

關於獎助學金詳情請上南華

大學網站：http://www2.nhu.edu.

tw/?locale=zh_tw

林聰明校長重大宣示 高中職生升學大利多

海外學習獎助多 推動就業達人計畫

學費比國立優惠
▲ 林聰明校長。

南華大學103學年南華大學103學年南華大學103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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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王玉玲／報導

因
應國際化與全球化的趨

勢，南華大學結合佛光四

校跨國聯合大學系統，鼓勵學生

參與海外學習以增進國際視野，

以促進學生專業知能與國際接

軌，提升南華學生國際移動能力

和就讀競爭力，推出2+2雙學位

以及海外學習的方案。

研發處表示，本校推動2+2方

案初期，將與美國西來大學、美

國馬赫西大學合作。原則上若前

兩年在南華，後兩年在西來大學

或馬赫西大學這兩所學校各修課

兩年，四年若修完雙邊承認的課

程，即可獲得雙邊學位。研發處解

釋，凡就讀南華各學系日間部學

士班學生，要參與2+2方案要滿足

下列條件：第一、大一或大二全

學年成績排名達全班前50%；第

二、前兩年能修滿通識學分與系

必修學分；第三、英語托福考試

符合西來大學或馬赫西大學的入

學標準。參加2+2方案的學生，若

同時滿足雙邊畢業資格和條件，

就可以取得雙邊的學士學位。

校方為了幫助想參加2+2方案

的同學，將會統計目前大一新生

對於2+2的需求，規劃「2+2榮

譽班」及擬定相關辦法。同時，

因應西來大學及馬赫西大學入學

英文門檻的需要，本校將為榮譽

班開設英語托福班；以及為提升

學生英文水平，本校將為2+2榮

譽學生班開設全英語課程。

國際處表示，海外學習是本校

學生赴姊妹校，及教育部認可之

海外大學校院或本校認可之海外

機構，進行學生交換、學分研

修、語言學習、以及與校務及學

術相關的國際活動等。海外學習

期間以寒假、暑假為原則，獎勵

金補助包含來回機票、學費、以

及生活費等，如果赴姊妹校，更

能以南華大學學費，赴國外姐妹

校留學。

國際處合作交流及推廣組組員

賴怡珍表示，同學想要得到海外

學習獎勵金，希望多多測試自己

的外語能力，參加外語檢定考試，

來申請學校補助。她解釋，對於

海外的學校，要選擇何所海外學

校及選修哪些專業課程，學生可

以自己決定，根據調查，目前收

到系所學生報名申請相當踴躍。

在日益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同

時擁有台灣與美國大學的畢業證

書，在外就業有很大的優勢，2+2

雙學位方案，給學生一個具有真

正競爭力與豐盛生命的未來。

2+2雙學位 海外留學圓夢
大學4年同時擁有國內及國外文憑 增進職場競爭力

▲ 南華校長林聰明（左)特地準備嘉義

名產，送給馬赫西管理大學全球推廣

執行長Bill Goldstei（右）。

 （呂妍庭翻攝）

▲美國西來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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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思穎、許海原／報導

隨
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原

本生老病死的問題，變成

了社會關注的重要議題，少子

化、老人健康、健保給付等問題

開始被受到重視。近幾年來社會

大眾觀念逐漸開放，殯葬行業有

愈來愈熱門趨勢，南華大學首開

先例，在八十八學年創立生死學

研究所，從事生死學相關研究，

之後增設生死學系，並於九十學

年度招生。

社會大眾對於死亡的思想不像

從前封閉，反而對於殯葬服務有

更多的需求，南華大學生死系系

主任蔡昌雄提到，生死學系的發

展與整個社會有著相同趨勢，當

老人化社會比較普遍以後，長期

慢性病以及末期病患照顧的問題

便會浮上檯面，除了傳統的治療

方式外，也涉及人的心靈、社

會、心理層面的問題，死亡更是

如此，而死亡還包括了臨終前、

以及後事的規劃。

自一百學年度起，生死學系大

學部即分為「殯葬服務組」及

「社會工作組」，蔡昌雄解釋，

兩組的不同，在於社工組同學以

考取證照、擔任社工師為目標

外，還增加帶有生死學特色的課

程，對學生在長期照顧、老年安

養、安寧療護的領域能有所幫

助，即使未來是從事輔導家庭暴

力、兒童社工的工作，也能夠從

生死系課程中得到養份。殯葬組

則是以培養專業禮儀師作為目

標，也可以從事殯葬相關的產

業，譬如說產品開發、會場佈置

﹔而喪禮服務丙級技術士證照，

是殯葬組學生的畢業門檻。社工

組與殯葬組課程都是理論與實務

兼具，並且與業界有所結合，提

倡學用合一，在實習、產學合作

部分，兩組的課程規劃相同。

生死學是一個多學科多領域的

學系，蔡昌雄表示，師資的方面

訓練背景十分多元，有宗教學、

生死學、心理學、諮商輔導、社

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的專家，

還有殯葬方面法規、制度面的師

資，以及社工專長的師資，生死

生死系培育
新一代禮儀師
訓練兼攝生死關懷及生死服務事業人才 落實考取證照制度

▲

南華生死系學生參訪龍巖人本的真龍殿。

▲生死系主任蔡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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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各個層面都有，最主要的領

域在於臨終關懷、生命禮儀、悲

傷輔導，這些領域的老師都有，

師資特色很多元，在不同專業領

域裡面都有不同專長老師。

除了多領域的師資外，生死系

也具有多元的教學設備，可以為

考證照做準備，像是殯葬實作教

室、喪禮服務技術士乙、丙級術

科檢定考場。蔡昌雄說道，原本

在校內成均館地下室內，設有喪

禮服務丙級技術士證照的合格考

場，作為學生平常課程學習，或

者考照練習時可以用，現在已將

喪禮服務丙級考場移至無盡藏地

下室，和新設立的首座喪禮服務

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考場合用。

蔡昌雄解釋，由於在丙級考試

裡洗、穿、化的項目是不含在乙

級術科檢定內，喪禮技術士丙級

為基礎的禮儀從業人員需要具備

的技能證照考核，而乙級屬於規

劃、籌備還有研發，比較像是管

理層次的，乙、丙級考試項目類

似，但考試內容、難易度不同，

有些場地可以與丙級共用，因此

將整體規劃成為丙級跟乙級的考

場，考試時乙、丙級場地並不會

衝突。蔡昌雄指出：「第一屆乙

級證照考試在年底就要舉行，監

評委員會到學校受訓，甚至有許

多禮儀公司都希望能夠租借學校

場地來練習，因為模擬考的考場

就跟考試一樣的話，是比較容易

通過也較不會緊張的，同時考照

若通過，將能提升公司形象。」

生死系三年級吳金奇說到，他

曾修過一百學年度第一學期的

「殯葬禮儀商品開發」課程，此

課程授課老師林政璋，現於為龍

巖人本股份有限公司擔任陵園服

務督導的工作，在殯葬業界擁有

多年禮儀師工作經驗，在這門課

堂中，授課老師使用現今年輕人

創意思考方式，結合殯葬告別

式，來帶動課堂同學學習興趣。

蔡昌雄提到，生死學系與國寶

服務有限公司有簽訂獎學金合

作，希望能發展為建教合作，建

教合作就是學生領了一年獎學金

後，未來畢業前往該公司工作一

年，對同學來說，能先有業界工

作經驗，更利於未來謀職，或是

直接發展上去，目前希望能朝這

個方向發展。

生死系曾承接一個產學合作案

—「彩紅計畫」，藉此培育雲林

縣第二監獄受刑人具備殯葬禮儀

服務專長，開設一個丙級證照輔

導班，包括生死教育、悲傷輔導，

幫助他們能夠短時間內取得最實

用的就業技能，服刑期滿後迅速

投入就業職場。

除了實務課程的訓練外，生死

系還舉辦新鮮又刺激的生死體驗

營，招收對象是全國高中職學

生，這個營隊最主要是希望藉由

營隊的方式，讓參與者了解死亡

是生命的一環，是肉體的結束，

也是靈魂啟程回歸的開始。營隊

活動中甚至有包括冒險體驗，例

如臥棺的親身體驗，在情境教學

中培養專業的知識，如殯葬禮

儀、遺體處理等等。

▲

南華生死系學生參訪龍巖人本的真龍殿。

▲南華大學與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建教合作簽約儀式。

▲生死學系專業教室內配有「安妮」，

提供學生練習洗、穿。

▲

南華生死系學生，參訪龍巖人本的

真龍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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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景系結合
建築與景觀學
培育建築與景觀人才 兼顧社區實踐與生態環境永續發展

記者曾憶慈、張琬琳／報導

南
華大學建築景觀學系，結

合「建築學」與「景觀學」，

開拓別具特色的設計專業道路，

是一個跨領域，多元學習的學

系，致力於開拓新的環境教育視

野，以達永續發展。建景系關注

社區需求、地方文化，掌握真實

生活，發展系上特色，擁有專業

師資、學生學習成果展出機會、

以及畢業生的高就業率。

藝術學院院長魏光莒表示，系

上主要是跟地方社區做結合，但

卻是帶著全球化的眼光來看這件

事情。傳統的建築業只為少數人

服務，因為非所有人都能由建築

師設計房子，但有一個美麗的家

園是人的基本需求，該系的教育

目標希望未來能從基層服務更多

人，關懷每一個客層，為大家達

成夢想。魏光莒談到，建景系也

逐漸嘗試大膽走出去，偏離傳

統建築系的視野以及看事情的

方式，不蓋大型建設，多從日常生

活、人、空間等方面思考，了解社

區民眾真正需要的是什麼，再往

那方面著手，做 真實 的實踐。

結 合 「 全

球化視野」與

「在地化發展」，魏

光莒期望透過全方位的課

程內容、設計課操作及實務實

習，讓學生有來自不同地方的感

官，多方面地讓設計不侷限。他

強調，該系結合發展、關懷與實

踐，培育更多設計人才，讓學生

畢業後能具備建築與景觀專業工

作所需知識與技能，同時兼顧社

會、人文與生態環境永續發展。

建景系師資方面裡有九位專任

老師，魏光莒強調，多數為國外

回來任教，當中有兩位來自日本

東京大學的建築博士，還有來自

美國及歐洲，包括英國、德國、

捷克等傑出的師資；傑出的師

資，二十幾位兼任老師，都是在

地建築師，是業界擁有豐富資歷

的專業工作者，「整齊」的師資

為國內少見，具有相當競爭力。

建景系喜歡結合地方真實個

案，利用機會帶領同學們到社區

實踐，魏光莒舉例說，像是去年

帶著大一同學們到大林鎮萬國戲

院做了有趣的實習工作。與萬國

戲院擁有者以及附近居民溝通，

在附近找了一間大約三米面寬的

店面，期末題目設定為地方文創

產業的店舖，花了兩個月時間，

從真實空間尺度測繪到內容空間

思考，藉此讓同學們探索大林鎮

值得推銷的特色產品，一方面充

▲

藝術學院魏

光莒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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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專業訓練，一

方面深入了解地方，

讓同學們提升對地方的

認同與情感。

魏光莒說道，這些差不多

五十五件作品讓老師們很滿意，

包括圖片的想構想以及店面空間

整套模型，有些模型可拆解，有

些模型做得很細膩，看起來不僅

活潑而且栩栩如生。最後到大林

舉行期末設計作品展，展場從校

園搬到已停業閒置的萬國戲院，

透過大林蘭花的特色結合在地

化，也幫大林鎮描繪增添色彩。

展出時透過媒體，把建景系向外

推，有業界建築師更表示肯定，

大一能有這樣的作品，實在不簡

單，讓社區原本多處髒亂地方，

因為有同學們彩繪，更添活力。 

大林社區更與建景系合作，預

計明年一月初開始重新開張萬國

戲院，還原老戲院，深耕地方文

化，屆時將舉辦一系列愛國劇情

片影展，並商請同為大林子弟的

林青霞、徐乃麟等知名藝人，讓

社區老空間再度活化，成為亮點

所在。 

除了在大林展出之外，建景系

受邀參加在中國遼寧省錦州市舉

辦的《2013中國錦州世界園林博

覽會》，這是由「國際景觀學

會」(IFLA)和「國際園藝生產者

協會」(AIPH)兩大國際權威組織

批准和支持的盛會。由魏光莒率

領師生及技術人員一行九人，前

往世博會現場進行景觀園藝創

作，展出的作品受到大會的肯

定，前任國際園藝工作者協會主

席，也就是批准台北花博的主

席，堪稱是屬於專業頂級協會領

導者，也給予高度評價。 

談到在地化以及特色化的專業

發展，魏光莒解釋，其他學校因

為比較容易有傳統包袱，做起來

並沒有這麼簡單，而本校校址不

是位處都市，不一定要去擠都市

議題，反倒可朝一些乏人關懷的

鄉村議題深耕。魏光莒認為，建

景系同學們畢業之後，具體的就

業出路像是建築師事務所、建設

公司、設計師等，也可以去外國

進修，不僅學到更多屬於自己領

域範圍的內容，更能以全球化的

視野關懷台灣。 

就讀南華大學建景系三年級的

陳恩傑，是位來自馬來西亞的僑

生，畢業於吉蘭丹獨中，高中時

是學習美術及設計方面，因而對

建築、景觀感興趣，因緣際會下

前來就讀。

陳恩傑表示，南華大學建景系

是不同於其他學校的建築系，因

為它包含了建築及景觀兩類，未

來能擁有雙重技能去選擇更多的

相關工作，系上也有建景週，能

提供他們展出作品的機會。他在

建景系中學到許多建築概念，也

學會從多方角度去思考，面對未

來，最希望能考上建築師，或到

國外攻讀碩士，繼續為他的建築

夢想前進。

現讀建景系大三的黃文棋，畢

業於新竹市香山高中，當時聽從

父親的建議，且本身也喜歡設計

這一塊，於是來到了南華大學建

景系。黃文棋表示，南華大學建

景系是所有大學類似科系裡少數

社會組的科系。 

▲

建景系素描課。

▲建景系學生模型作品。

▲建景系學生素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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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指考高材生
分享選校經驗

記者蔡宜真／報導

南
華大學本學年度推出多項

海外留學、高額獎學金、

獎優扶弱等措施，提供學生優質

的學習環境及資源，吸引多位學

測、指考高分學生就讀本校，例

如外文系的陳育蓁、生死系的李

筱喻及企管系的黃琬晨。在優渥

的獎助學金資助下，讓她們心無旁

鶩地規劃未來理想的大學生涯。

以60級分繁星計劃進入南華大

學外文系，陳育蓁表示，她已經計

劃好，在大三時前往西來大學留

學，專精語文能力。來自高雄中

正高中的陳育蓁有點靦腆，但是

講起自己的未來，充滿熱情。選

擇南華大學前，她蒐集許多學校

的資料，也在大學博覽會中仔細

觀察，在眾多學校中，發現南華

大學有海外獎學金，學系種類繁

多，選擇性相對高，有機會能接

觸更多不一樣的專業領域。

陳育蓁希望能學習到更多不同

的領域，從小沐浴在媽媽二胡琴

聲中的她，民音系就是另一個選

擇，計劃能在閒暇時學習二胡，

讓自己多一項專業。同時，陳育

蓁決心訓練自己的英文能力，除

了為未來出國留學做準備，也希

望能利用學校海外獎學金，前往

歐洲各國，提高自己的國際觀。

畢業於高雄旗美高中的李筱

喻，以53級分個人申請至南華大

學生死系，活潑開朗的她，發現自

己對於社工活動很有興趣，高中

時期從新聞報導中注意到南華大

學生死系，申請學校時，查詢到生

死系社工組課程，對於生死系的

安寧社工有興趣，加上離家近，

在家人支持下進入生死系學習。

李筱喻在開學後，加入性質符

合自己服務精神的華杏社，參加

大大小小的活動，為大學生活開

啟新的體驗。她特別提到，開

學後一連串的「誰來晚餐」座

談會，讓學生近距離接觸各行政

處室，學生能夠自己發聲提出需

求，顯現學校與學生之間的交流

頻繁，學校如此重視學生意見，

十分難能可貴，也支持學校繼續

為學生服務。

指考成績全國前50%的黃琬

晨，從嘉義女中畢業後，第一志

願就是填寫南華大學企管系，從

學測到指考，她蒐集許多南華大

學資料，從優異的師資及獎學

金，認為南華大學學習環境清

幽，強調未來在南華大學可以得

到豐富資源，終於獲得家人同

意，如願就讀。黃琬晨雖然就讀

企管系，但好學的她，一開始就

積極找尋各系課程，計劃雙主

修。而從小就對日語有興趣的黃

琬晨，未來希望能前往鄰近的日

本遊學，為此她勇敢的跟日本外

籍生交流。

本校多位指考學測高分生

分享考試準備及大學學習計劃

▲

生死系李筱喻。

▲

企管系黃琬晨。

▲

外文系陳育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