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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加冠雙十飛揚
千人抄寫萬部心經
千人抄寫心經、運動會、全台唯一成年古禮接續登場
記者黃騰慶／報導

心經魅力 光耀南華

華大學於明年105學年度

書館抄寫心經，書寫過程中，場面

時，將要邁入百萬興學活動

靜逸、莊重嚴謹，林聰明校長與師

謝元富表示，其實心經抄寫剛推

創校20周年，歡慶這歷史性的時

生們都全心全意地沉淨在心經書寫

行時，大家是有點排斥的，但後來

刻，明年也適逢佛光山創辦人星雲

的氛圍中，校方也於圖書館及學生

藉由抄寫過程中，漸漸發自內心的

大師90歲大壽、在台弘法60年以及

宿舍緣起樓，分別設立靜心堂與抄

愛上這項活動，還會主動去索取抄

佛光山開山50周年。為此，近日起

經堂，讓學生能在學習之於修身養

寫本，或許這就是心經的魅力所

南華大學展開系列活動，包括號召

性，沉澱己身。

在。謝元富說，現今時代下科技過

南

千人一起抄寫心經，舉辦南華20運
動會，以及年度成年禮。
千人抄寫心經活動承辦人，南華
大學藝術學院院長謝元富表示，將
於明年5月時，匯集一萬份抄寫心
經，送給星雲大師當成生日賀禮，
用來紀念這特別的時刻，並希望將
來能為南華大學，創造禪與藝術的
融合，打造出一所佛教藝術大學。

佛光輝映 心經體現
11月11日，千人心經活動開跑，
並於當天召開記者會，南華大學校
長林聰明於第一時間響應，身體力
行，率領學校師生一起於無盡藏圖
南華大學「千人心經書寫」活動開跑，林聰明校長率一級主管及全校教職員生共同
在圖書館書寫心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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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發達，人們越來越少拿起筆寫
字，他也是在第一次下筆抄寫的
過程中，才驚覺自身很久沒有動
筆過了，也因為科技進步的影
響，大家的耐心日漸消減，抄寫
心經的過程中，讓大家都能慢慢
反省自身、沉澱心靈，掃除內心
的塵埃，使內心重拾往昔的剔
透。

成年古禮 全台唯一

◆南華大學「千人心經書寫」活動開跑，使命副校長慧開法師致詞。

年與往年的成年禮有所不同，首
11 2 月 1 2 日 時 ， 在 南 華 大 學

先為新生們增設了一個《自覺行

中，一年一度為入學新生所舉辦

三好講座》，邀請到五院講師來

的成年禮儀式，也莊嚴隆重進

為學生演講，這是林聰明校長專

行，古代所流傳的成年古禮，在

門安排的，希望能經由這個講座

南華大學獲得最好的體現，也是

所帶來的感動，使新生感受到成

全台唯一有著此傳統的大專院

年的喜悅與被重視感，善盡成年

校，成年禮是南華大學整體師生

之責。張國偉表示，今年也增

最重視的儀式，主要理念在於，

加了成年禮宣示，藉由此儀式

讓弱冠之年的新生，可以體認其

宣告成年之後的社會責任，善盡

蛻變，認知自身已經能為社會付

身為地球村的一份子，努力保護

出一份心力了。

環境，提供給下一代更善良與更

服務學習組組長張國偉表示，今

美好的環境，希望南華用心辦教

育，星雲大師與百萬人興學為社會
付出的精神，可以傳遞給每一個來
自四面八方的南華新鮮人。

南華20 璀璨爭艷
同時在12月18、19日，南華大學
20周年運動會也隆重登場，今年特
別將開幕式訂在18日晚間，並施放

▲

煙火，歡慶南華20周年。此次運動
會與以往有所不同，像是將大隊接
力改為障礙接力，舉行更多樣化的
趣味競賽，將創意進場改為比賽制
度，讓學生激發創意，爭取拿下冠
軍頭銜，當然傳統的百米短跑與接
力等，也不會缺席，更特別邀請到
來自巴西佛光山如來寺的巴西如來
之子足球隊，一起共襄盛舉。
體育中心主任許柏楊表示，運動
會是一種不同於課堂的教育，激發
學生自身的熱情與榮譽感，同時也
是團隊合作的體現，更能增進學生
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師生之間的感
情與各處室相互的交流，讓南華大
學變成一個和樂融融的大家庭，也
希望南華大學能越走越遠，成為教
育的里程碑，讓其精神揮灑在社會

歡慶南華20周年校慶，於18日晚間進行開幕式。

的各個角落，讓世界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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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展新顏
校園好品質
e學院、緣起樓、蓮想食坊接續使用 中道樓明年9月完工 師生獲益良多
記者余欣倫、黃昱欣／報導

e學院設施佳 教學利器

南

華大學從本學年度起，陸

南華大學總務長謝鎮財表示，

傳播系的其他同學也能使用，這

續增加許多建設，如無盡

為因應未來少子化趨勢，私立大

些新空間都將對師生學習更有幫

藏的e學院、緣起樓、蓮想食坊

學競爭愈來愈激烈，學校的教學

助。

完工使用，電視推播頻道的上

設備、宿舍、生活設施等就要提

e學苑整合科技化、數位化的高

路以及預計明年9月完工的中道

升。首先，無盡藏中的e學院為

功能學習設備，含括：遠距高功

樓，這些設施都帶給眾多師生幫

磨課師、翻轉教室、TED短講的

能討論室、自覺學習區、翻轉教

助，南華大學展現新風貌，提升

教學提供更好的課程品質，也是

室(PBL)、TED、磨課師、3D創

學生的生活機能，為本校增添許

全國最先進的教室之一，另外還

意中心、數位媒體中心、錄音間

多光彩。

設有多功能研討室、面談室、化

及後製中心等，提供最新穎的學

妝室、錄音及剪接室等，提供非

習設備，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提
升本校師生資訊素養，及未來競
爭力。

緣起樓功能全橄欖湖景色美
再來是緣起樓的興建，起初是
由於過去宿舍不夠，且考慮到學
生住外安全及交通問題，校方希
望女學生儘可能住校，於是規劃
了學生1452床、教職員20床、招
待所20床、殘障宿舍10間，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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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學院中的翻轉教室。

400間房間，提供師生住宿。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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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9月開始入住，謝鎮財表
示，滿意度都非常好。
緣起樓內另設有抄經室、靜
心堂，以及地下一樓7-11分店、
地下室空間供社團辦公室使用，
以利提升學生居住品質。緣起樓
興建完畢之後，校方也考慮到宿
舍周邊的生活設施，在附近興建
機車停車場。位於緣起樓旁邊的
橄欖湖，原本是一個調洪池，但

◆e學院設置室內交誼廳。

也將其整修美觀，整個坡地種植
草皮，在池水外圍連結了約400

因是過去藝術學院的視媒、創

學校在做什麼，方便大家參與活

公尺的木柵道，並種了67棵橄欖

產、建景科系系所設備、教室空

動，順便宣導學校相關政策。外

樹，因此將其命名為橄欖湖。

間不足，完工後這些系所將會搬

賓來時，也可以知悉學校運作。

餐廳方面，蓮想食坊是今年

遷過去，讓各系各有分別的空

對於校方規劃這些新設施的

改造後的新學生餐廳，整修改造

間。中道樓也規劃了500人的國

目標，南華大學林聰明校長表

後，變成更加舒適的環境。校方

際會議廳，以利未來辦理大型活

示，為了營造更優質的學習及生

請廠商進駐進來，供學生用餐，

動。另外，在緣起樓與操場中間

活環境，紓解目前學校空間不足

並且24小時開放，方便學生晚上

未來也將建設百萬人興學紀念

問題。規劃這些新設施，關於經

唸書，也作為國際生聯誼場地。

館，裡面將設置滴水坊、外賓招

費部分，林聰明校長及謝鎮財說

雲水居餐廳內部用餐空間也做改

待所、打坐禪房等。

明，是由星雲大師號召百萬人興

建，讓昔日動線擁擠、悶熱的環

在無盡藏前的戶外電視牆，

學委員捐獻籌措，如每年的行腳

境獲得改善。學校不僅建設新設

以及學海堂、學慧樓一樓電梯旁

托缽都為新設備的基金挹注，支

施，也在舊空間上改造。

出現的電視推播頻道，是為了傳

持各項建設所需。

中道樓增加教學空間

播學校資訊給大家知道，同時也
是傳遞活動細節的管道，像是學

新設施可期展望新氣象

預計於明年完工的中道樓，未

校舉辦的人文講座及活動影片

隨著目前新建設一一完工，

來將作為教學大樓使用，興建原

等。透過電視牆的設置，更了解

未來校方是否還會興建新設施，
林聰明校長及謝鎮財表示，百萬
人興學紀念館及民族音樂館這兩
棟正在規劃中，未來會規劃居住
空間、茶道及休閒餐廳，這兩棟
建築現正由建築師做細部規劃，
完工日期指日可待。對這些新建
設，林聰明校長表示，未來空間
增加之後，將會重新整體規劃，
讓師生有更優質空間，也希望大
家愛護使用、感恩惜福。

◆無盡藏設置抄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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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50001國際認證
打造綠色南華
證明本校落實環保節能與能源績效卓著 成為台灣綠色大學聯盟成員

記者林宛樺、黃家溱／報導

南

華大學在追求卓越大學的同

源認證也是有系統、有組織地，

增加，能源局也透過教育部委託

時，也兼顧對環境保護的

去協助各單位執行節能作業。

財團法人綠色生產力基金會，了

重視，「秉持綠色環保、永續經

謝鎮財說，能源局對於各單

解是否有各機關需要ISO能源認

營」的理念，推動ISO50001能源

位的節約能源十分重視，行政院

證之輔導。南華大學6月2日召開

政策，提倡環保節能與能源績效

亦規定，學校機關每年使用電量

啟始會議，訂定能源管理手冊、

改善，預防校園營運活動時對自

要減少百分之一。因此積少成

逐條討論法規，前後十二次綠基

然環境產生之影響，施行後得到

多，節省的電量累積起來是很可

會的實地勘查，終於脫穎而出得

ISO50001國際認證許可，台北能

觀的，若是企業沒有達到標準則

到ISO能源認證，輔導費用更是

源局於12月9日頒授能源證書以茲

要開罰，可見節能的重要性。謝

全額免費。

證明，對於學校更是一大肯定。

鎮財表示，為了抑制使用電量的

ISO能源認證協助節能作業
針對ISO50001，南華大學總
務長謝鎮財說，瑞士日內瓦組織
ISO(NGO)，目的在於協助學校
機關、企業做診斷，50001則是
能源管理查證的系統之一。而
ISO50001目的是讓各單位提出問
題並有計畫解決，遵循各種步驟去

6

改善。環保節能、永續地球生命已
是全世界一致認同的思維，ISO能

◆南華大學推動ISO50001能源，「秉持綠色環保、永續經營」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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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節能委會展現節能決心
謝鎮財緊接著強調，10月14
日林聰明校長擬定能源政策，
為了讓大家了解未來如何執行
ISO50001，在10月26日請全國檢
驗最嚴謹的SGS台灣檢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替本校施測，確認可獲
得ISO50001國際認證，更在12月
9日由林辰璋副校長代表前往台北
能源局受頒能源證書。謝鎮財說，
林聰明校長亦結合一級行政主管、
各院院長成立節約能源委員會，與
ISO50001相結合，讓大家看到學

◆南華大學圖書館除全面更換主機外，也更新其他的軟硬體設備。

校節約能源的決心。
面做管理，為學校的下一個目

部分都屬於科技大學，因為有與

標。10月23日南華大學也正式加

相關科系結合，南華大學則是靠

入台灣綠色大學聯盟，致力於美

校內教職員們與學生的互相努

能源管理目的即在減少能源使

化校園、資源回收。謝鎮財表

力，甚至在過程中遭遇兩次颱

用，謝鎮財說，全校用電量最大

示，雖然透過能源系統能夠有效

風，以及新校舍的建立，都讓認

的是圖書館，每個月用電量將近

率的節約，但最主要還是要向同

證過程更加艱辛。謝鎮財強調，

全校用電的五分之一，這一次的

學們宣導，例如基本的隨手關燈

秉持著打造節能低碳環境，建構

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也首用在

就是節能很重要的來源。

智慧綠色校園的理念，持續提升

圖書館用電大戶獲得改善

圖書館上，目標是改善圖書館冷

謝鎮財提到，全台目前僅14

氣。由於圖書館主機太老舊，暑假

所大學擁有ISO能源認證，南華

期間執行冷氣改善計畫，全面更換

大學便是其中之一，其餘大學大

能源績效，與師生們共同創造美
好的地球環境。

主機、整合系統，節省電量將近圖
書館電量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佔
全校七分之一用電量。謝鎮財說
明，發現問題之後，擬好策略再做
追蹤，成為一個循環的模式，全校
的用電量才會越來越少。

成功加入台灣綠色大學聯盟
除了ISO50001之外，還有
ISO14000為環境管理，是針對工
廠例如學校的創意工坊工業安全方
◆南華大學綠色校園橄欖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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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深耕學校
青年社區計畫
品德教育績優
南華團隊勝出
小鎮復活者聯盟與好狗不咬人團隊
記者楊才萱／報導

萬國戲院與大林鎮量身打造專屬

員倪巧儒表示，社區行動計畫沒有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主辦的

的觀光旅遊宣傳片，規畫大林小

結束的一天，他們仍然在為社區服

104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

旅行的地圖及製作明信片、杯

務，並將獲得優勝的獎金三萬元回

計畫，南華大學的「小鎮復活者

墊、書籤、卡片、悠遊卡貼紙等

饋大林。

聯盟」與「好狗不咬人」團隊，

周邊商品，這項活動計畫執行

分別以「萬國戲院與大林小鎮

後，不僅喚起在地鄉親對過去生

復活記」及「一步一腳印開啟

活的回憶，吸引許多外地人來到

生命之窗」的計畫，在114件青

大林觀光旅行，讓來到大林求學

年團隊提案中脫穎而出，參加全

的學子更了解大林。

由

國績優團隊競賽，並榮獲「優勝

深化社區居民動物保護意識
另外，由南華大學狗狗GOGO
志工隊組成「好狗不咬人」團隊

「小鎮復活者聯盟」隊長、傳

計畫的「一步一腳印開啟生命之

播系四年級倪巧儒表示，從初選

窗」，透過影片展、照片展、生

一路到績優團隊競賽，歷經七個

命工作坊、社區據點等活動，深

月的歷練，第一次參與青年社區

化社區居民的動物保護意識，解

參與行動計畫，與社區居民從陌

決流浪動物的問題，營造友善動

為培養青年對家鄉及土地的責

生到熟識，所有的收穫都來至於

物的氛圍。

任感與認同感，關懷在地議題，

意料之外，小鎮復活者聯盟只想

南華大學狗狗GOGO志工隊長

將青年的觀點、創意與熱情轉化

認真的為大林鎮帶來一些改變與

期投入社區，希望帶給社區居民

為實際參與，透過在地行動，讓

感動。也因為參與行動計畫讓她

動物保護的意識及氛圍，提升社

青年走入社區，協助社區活化及

們在社區認識各種不同領域的達

區居民與動物間的情感關係，不

永續發展，進而舉辦青年社區參

人朋友，讓她們的學生生涯更精

再將牠們視為看家的工具性動

與行動計畫。

彩有意義。

物。好狗不咬人團隊也將一系列

獎」，各獲得三萬元獎勵金。

打造專屬影片催化小鎮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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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14件中獲優勝獎

南華大學傳播系、視媒系及文

小鎮復活者聯盟團隊成員近

的活動拍攝成影片，呈現出居民

創系學生組成「小鎮復活者聯

日到小旅行景點六三公園種植花

與動物間的情感與故事，希望透

盟」團隊，以「萬國戲院與大林

卉，整治公園，幫助六三公園恢

過分享，拓展更多友善動物的社

小鎮復活記」參與計畫，透過為

復昔日美景。小鎮復活者聯盟成

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