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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聲望深獲肯定
    就讀南華必成菁英

記者林心柔、張毓琴／報導

遠見雜誌在今年9月公布台灣

最佳大學排行，此項排行

共計調查全台145所大專院校，

本校排名在40到50名之間。本

校排名全國私立大學前百分之

二十，受評之145所大專院校

中，國立大學約39所，私立大

學106所，本校在私立大學排名

前百分之二十內。評比內容分

私立大學排行居前13名

與其他歷史悠久之私立大

學，南華大學創校迄今20周年

算是年輕大學，在私立大學的

排行中本校排前13名，在雲林

以南私立綜合大學中排前3名(包

括高醫大、義守、南華)。有此

番成績，南華大學林聰明校長

表示，在初次評比就能獲此肯

定，成績還算不錯，個人要感

謝全體教職員工過去近四年齊

心努力，未來還要繼續投入，

提升辦學績效，追求持續進

步。

最佳大學具體辦學績效

南華大學乃星雲大師基於宗教

辦學理念，集百萬人興學願力所

創辦的綜合型大學，以「慧道中

流」校訓，學校定位為具有生命

關懷、公益公義取向的教學卓越

大學。南華大學在2013年提出嶄

新南華、獎優扶弱、追求卓越、

邁向國際四大方針，希望開啟

「跳躍成長、學用合一」新里

程，近年來更不畏少子化海嘯來

襲，打著「三好品牌．生命躍

動」乘風破浪在各大專院校中嶄

露頭角，並且穩健成長，深獲各

界肯定，更在2016年獲教育部評◆遠見雜誌大專院校排名。　　　　　　節錄自遠見雜誌報導

別以社會聲望面項指標、學術

成就、教學面向、國際化程度

以及產學績效面項指標進行排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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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聲望深獲肯定
    就讀南華必成菁英

選為生命教育特色學校、品德

教育學校。

南華大學辦學績效分為研究、

教學、服務、知名度及國際移動

之綜合性績效，林聰明校長說

明，國家圖書館在過去針對全台

大學學術研究方面進行評比，內

容包括點閱率及曝光率等，本校

被評選為「台灣最具影響力學術

資源」，在學術影響力、知識分

享點閱率及下載率等項目，排行

均是全國私校第一，這顯示本校

教授及學生的研究深受外界喜

愛。

在教學方面，林聰明校長指

出，本校更獲得教學卓越計畫獎

第9名殊榮，4年共補助一億六千

萬，全面提升學子的生命力、國

際移動力及競爭力，在各類辦學

績效均有亮眼成績。南華大學並

聘請16名外籍老師進行授課，外

籍學生占全校百分之5%以上，

也開設全英語授課，加強學生國

際觀及語言能力。從去年2015年
迄今約500位師生前往海外進行

學術性交流，占全校師生百分之

9~10%。

執行多項具體辦學措施

林聰明校長表示，南華大學與

鄰近學校，如中正大學、嘉義大

學、雲林科技大學、虎尾科技大

學彼此結盟，就讀五校的學生皆

可選修彼此校內課程，達到資源

互相利用。在海外學習方面，南

華大學提供多元海外學習獎補

助，包括海外學習獎勵金，推動

專業學分學程、學期交換生，在

校學生可以選擇2+2雙聯學位方

案，赴海外美國西來大學及澳洲

南天大學等大學就學。在寒、暑

假之餘，還可申請至英國劍橋大

學、美國柏克萊大學等國際頂尖

大學進行海外移地學習，藉此培

養國際觀。

另外，南華大學自103學年度

起入學新生全面國立大學收費，

提升南華大學競爭力

未來將興建的民族音樂館，完

工之後可以提供民音系學生擁有

練習以及表演的場地，也讓同學

們在此享受欣賞音樂會。為了因

應現今全球暖化，透過永續中心

推廣節能減碳，也聘請了數名海

外顧問，來積極推動零碳排放，

並成立綠色工程碩士學位學程。

另外，南華大學將與在地產業結

合，一同推廣大林鎮慢食慢活新

觀念。最後，林聰明校長表示，

會繼續努力使南華大學成為國際

知名的大學。

讓學子不必負擔高額學費，也可

接受大學教育。此外，和中小企

業合作推動產學合作計畫，讓學

生「做中學，學中做」，畢業後

不只學到知識，也練就一身未來

進入業界可以運用的技能。南華

大學也實施跨領域學習，讓學生

在學習原本科系專業外，也可以

學到其他系的專業知識。

在硬體方面，目前興建的「中

道樓」預計在2017年3月底啟

用，讓院與系之間的關係更加地

密切；今年成立棒球校隊和足球

校隊，目前正積極練習，培訓運

動方面人才。為了因應數位化的

社會，南華大學也設立了數位e
學苑，內含錄音室、攝影棚、剪

輯室，林聰明校長表示，這些設

備不只提供給傳播系學生使用，

更期許同學們可以運用這些設備

來豐富自己的履歷。未來南華大

學還將推動的校園建設，包括已

動工之興學紀念館、三好館及民

族音樂館，提供師生良好的學習

環境。

◆南華大學e學苑攝影棚。　　　　　　　　照片／教發中心提供　　　

◆南華大學與劍湖山世界產學合作細節座談。
                

照片／秘書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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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榮獲三好典範學校  
連續3年獲選三好校園實踐學校、品德教育特色學校、生命教育典範大學殊榮

記者曹恩輔、賴易暘／報導

南華大學今年被評選為「三

好校園」典範學校，同時

也是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

更是教育部在國內唯一設立的生

命教育中心所在，本校一向秉持

三好精神、品德教育、生命教育

具備有「實踐哲學」、「薰陶涵

養」、「服務學習」、「社會責

任」的意義，所以能夠持續推動

而發揮特色。

再獲生命教育特色殊榮

同時，11月25日在南華大學舉

辦的「105年度生命教育績優人

員及特色學校頒獎典禮暨全國生

命教育成果觀摩會」，表揚24位
推行生命教育有功的績優人員及

20所推動生命教育有成的特色學

校，承辦此次活動的南華大學再

度榮獲「生命教育特色學校」殊

榮。活動也邀請得獎人分享自己

的經驗給他人交流，用更多角度

與方式教導學生，包含多元的方

式經營學校。其中，南華大學使

命副校長釋慧開，因豐富的教學

資歷榮獲全國唯一的「生命教育

特殊貢獻獎」，說明其長期耕耘

生命教育領域的貢獻深獲肯定。

釋慧開副校長表示，身為知識傳

播者，應以三好、倫理道德、生

命教育置於學術之上，「傳道」

之後才「授業」。

 為了落實「三好校園」典範

學校，林聰明校長與副校長以身

作則，在每個月第四周的星期

二、四舉辦「淨掃」活動，帶著

同學維護校園整潔。另外，還有

「校園巡守」維護學生安全，

「珍珠計畫」、「圓夢I Can」
透過師生合作協力讓學生感受老

師的愛。同時，對銀髮長者的關

懷也不間斷，讓同學擔任志工

從試辦到典範三年有成

南華大學連續三年獲選為「三

好校園實踐學校」、「品德教育

績優學校」、「生命教育典範大

學」等殊榮，從試辦到成為典範

的過程，以建立制度、規劃課

程、推廣活動與形塑環境四個面

向為主軸，整體由上而下實施，

林聰明校長表示，成立三好校園

推動委員會建立制度，規劃「生

命教育涵養」課程，如正念靜

坐、成年禮、社團、志工培訓

等，更透過「三好」相關的活動

◆南華大學使命副校長釋慧開(右)榮獲生命教育特殊貢獻獎。　

服務培養接觸、服務人群的歷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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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如孝親洗腳、三好歌唱

比賽、三好啦啦舞大賽、全校禮

貌運動，型塑校園環境更是重要

的一環，校園懸掛三好旗、建置

三好燈、定時播放三好歌與透過

辦活動送的三好禮，讓同學與校

外人士了解其中的精神。

三好品牌喚醒生命躍動

今年特別提出「三好品牌，生

命躍動」的精神元素，期望能喚

起同學們對生命真諦的認識，肯

定自己存在的意義，進而健全人

格，肩負起所有的責任，將三好

行善從校園推廣至中正大學，連

接地方社區，同時聯合鄰近中小

學成立「嘉言義行心校園」平

台，累積與交流分享各校推廣三

好運動的能量，積極發揮「大手

牽小手」的大愛。

「說好話、做好事、存好

心」，沒有宗教色彩的疑慮、沒

有族群的隔閡，這是大眾能接受

的，不論誰都需要。「三好」是

有科學根據的，保持三好，身體

內的能量波就會產生震動，甚至

是連水都會受到影響。林聰明校

實踐三好傳遞正面能量

林聰明校長有30年的靜坐經

驗，加上去國外大學取經後發現

靜坐能使校園一片和諧，對專注

力、同理心都會增加，結果顯

長鼓勵同學參與各項三好活動體

會生命不同的面向，例如孝親洗

腳，請同學幫父母親、祖父母洗

腳，代表孝順的意義，恢復傳統

美德與感恩家人的培育之恩；行

腳托缽則是實踐志工精神，讓各

位了解善行，資源得來不易更要

珍惜，兩方面都有教育的成分，

感恩、惜福的理念，散播善念的

種子。將三好融入課程是一大特

色，從課程去洗滌，播下一些善

著，於是把蔬食、正念靜坐帶

入課程，學生的情緒困擾降低6
成，同理心增加8成，未來將開

設選修、進階課程，參加校外的

靜坐，也可以抵免學分。南華大

學不只從活動、課程促進同學們

創意思考，也藉由三好燈的方

式，自我反省，紀錄自己的行

為。

林聰明校長希望，進來南華的

同學心情要保持一種peaceul 寧
靜的心，因為每個同學出去都是

一個種子，各位可以影響你的家

庭、朋友、周遭的環境，對於未

來南華大學會繼續優化校園、倡

導三好，期望在佛光山指導及三

好推動委員會推行下持續擴大宣

傳與推廣，讓全校教職員生、家

長及社區都能進一步結合及參

與，讓生命教育在校園落實同時

也深耕於地方，讓星雲大師三好

精神的種子可以遍地開花，促進

社會的祥和。

◆105年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觀摩暨表揚。         照 片 ／ 秘 書 室 提 供

因種子，對於一生會有很大的幫

助。

◆2016孝親洗腳活動。　　　　　　　　　　　　　　照片／服學組提供

   南華榮獲三好典範學校  
連續3年獲選三好校園實踐學校、品德教育特色學校、生命教育典範大學殊榮



6

南華大學繼去年3月舉辦胡德

夫「芬芳的山谷」分享會與4月
陳冠宇「王者爭鋒」等音樂會

後，今年接續舉辦一系列戶外

音樂饗宴。9月的葉樹涵銅管五

重奏、10月的「舞動笛琴  幸福

再現」音樂會，都使得躍動的音

樂烙印在同學心中。11月9日，

藝術學院邀請知名的國立臺灣

交響樂團 (NTSO)蒞校演出，將

古典音樂、臺灣本土歌曲、世

界經典名曲在九品蓮華大道上

重新詮釋，別具另一番風味。

南 華 每 個 角 落 充 滿 音 樂

藝術學院院長謝元富表示，

一所學校之所以偉大，是在於

它充滿了人文氣息，藝術即是

生活，從早上到下午的上課使

同學深感疲累，走過校園，無

意間看著夕陽聽到琴聲而來到

會場欣賞音樂。他強調以南華

為基準，持續提供不一樣的藝

術饗宴，慢慢擴大到附近社區

民眾過來聆聽，這樣一來，就

會變成一個文化，進而成為慣

例 ， 大 家 也 會 期 待 下 一 場 表

演，也帶給大家不一樣的享受。

首席五重奏譜出悠揚旋律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樂團首席

及 小 提 琴 音 樂 家 張 睿 州 與 徐

晨，又以及各式中提琴、大提

琴首席音樂家，應邀到南華大

學以「國臺交首席五重奏」音

樂會，演奏許多經典名曲。

張睿州解釋，此次音樂會將

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由古

典音樂系列作為登場，登場的

作品有帕海貝爾《卡農》，巴

哈《G弦之歌》等，第二部分將

以臺灣的本土名曲做為接續，

有知名作詞家陳達儒的《桃花

鄉》、作詞家葉俊麟的《淡水

暮色》以及音樂製作人陳昇的

《鼓聲若響》。第三部分以探

戈為主題，有作曲家探戈之父

Piazzolla的《自由探戈》與《天

使之死》，以及經典電影《女人

香》中的探戈《Por Una Cabeza 
(一步之差)》，帶給南華大學最

高品質的音樂享受。而張睿州也

對南華森林校園表示印象深刻。

聲樂與豎琴對話激盪音符

11月24日晚間，於佛光山嘉

義會館舉辦南華大學藝術季—

「聲樂與豎琴的對話」豎琴與聲

樂二重奏音樂會，特邀女高音

蔣啟真、男高音林文俊、以及

豎琴演奏家許淑婷，演出多首

著名音樂劇經典曲目，如：悲

慘世界《I dreamed a dream》、

歌劇魅影《Think of me》、以及

貓《Memory》等，音樂會中除

了一般的演唱及彈奏歌曲外，

更在部分曲目開始前加入小劇

場演出為音樂會畫龍點

睛。讓古典音樂不只

是古典音樂，更

融合了現代感。
■ 著名小提琴家張睿州

記者許政鈞／報導

音
樂
饗
宴

滋
潤
南
華
人
文

■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在南華大學夕陽下演奏悠揚樂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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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圖書館無盡藏長期

以來有許多藝術家作品進

行展覽，今年10月首度於無盡藏

三樓(303室)設置「常設藝術展

覽室」，也特地邀請一筆畫「能

量藝術家」李登元提供作品做長

期展出。除此之外，將茶藝、音

樂與閱讀結合，於10月22日舉辦

「希望啟航生命意義的探索—茶

樂閱生命饗宴」，也是南華大學

首次與佛陀紀念館一起舉辦的活

動。

常設展覽室開館邀請到曾經在

法國羅浮宮展出的一筆畫能量藝

術創始人李登元。曾在本校圖書

館一樓書扉藝廊展出過兩次作

品，反應良好。此次李大師捐贈

12幅珍貴的作品，將於圖書館三

樓長期展覽，供校內教職員、學

生以及校外貴賓觀賞，希望藉由

此常設展覽，帶動師生對能量藝

術畫的瞭解及鑑賞力，創造優質

校園學習氛圍。

黃素霞館長表示，圖書館一樓

書扉藝廊，每月皆有不同展覽展

出，日前為書與畫的對話—王惠

汶書法創作展，近期展出的作品

是由本校創產系展出的數位繪畫

展，之後將邀請到江玉美老師展

出其水墨畫，讓學生能體驗不同

性質的藝術，又可直接與大師的

作品對話與學習，未來希望廣邀

不同藝術家到校展覽。

■ 背景圖為李登元作品《皆大歡喜》。

記者何映萱、杜鈺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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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第18屆梅花旗全國大學棒球錦標賽挺進16強
後，南華大學今年成軍的首支甲組棒球隊再

度於11月迎戰另一大專體育盛事，全國大專院校

棒球運動聯賽，並在預賽中連挫萬能科技大學及

屏東大學。

這批還是大一新生的球員以初生之犢之姿，首

次參加大專盃，預賽分別遇上萬能科技大學、台

中教育大學及屏東大學，其中與屏大及台教大的

賽事更以15比0及13比0大比數獲勝，晉級複賽。

總教練蔡仲南領軍
儘管大專盃首戰對上曾經在梅花旗賽事擊敗的

萬能科大，棒球隊在迎戰預賽仍然絲毫不敢怠

慢，從以往賽事吸取經驗，積極投入訓練。

在10月於斗六棒球場舉行的梅花旗賽事中，南

華棒球隊以3比1取勝萬能科大，2比0負于輔仁大

學，止步16強。

總教練蔡仲南表示，現有的28位球員都還在成

長中，不管是心理、體能及技術方面都還有更進

一步的空間。他認為，棒球賽的結果皆視球員的

臨場發揮而定，故每場賽事都得嚴謹以待，除了

一般打擊和守備的訓練，棒球隊更在全國賽前與

中山工商進行訓練賽，提早為賽事熱身。外號

「阿甘」及「指叉王子」的蔡仲南，曾效力於中

華職棒興農牛，守備位置為投手，之前為普門高

中棒球隊投手教練。

迎接首次的大專盃，南華棒球隊隊長黃子榕在

賽前接受訪問時候表示，希望南華棒球隊能以全

勝姿態挺進複賽。他表示，棒球隊還有許多地方

需要加強，嚴格的訓練是無法避免的。

招攬棒球好手成軍
這批棒球生力軍都是蔡仲南在台灣各高中招攬

的棒球好手，其中投手王偉軒及中外野手張智軒

更是2016世界青棒賽的中華隊國手，實力不容小

覷。球員們都以公費生入學，每學期必須通過生

活管理、練習賽、比賽及學業成績的評鑑，以鼓

勵他們在學術及運動上都有更佳的表現。

在此前，棒球隊都是租借鄰近的中正大學棒球

場進行訓練，南華大學體育主任許伯陽對此向中

正大學表示萬分的謝意。在10月底完工的南華棒

球場已正式啟用，讓球員們可以安心訓練，他們

居住的七村宿舍也提供完善的器材以便球員進行

重量訓練。

在這些豐富的訓練條件之下，南華棒球隊必能

在大專賽事勢如破竹，獲得佳績。

記者陳尹婷／報導

大專盃預賽完勝 南華勇闖複賽

■ 南華棒球隊積極備戰迎戰大專盃，圖為投手郭郁政。

晉
級!南華棒球隊成軍屢創佳績

■ 南華棒球隊成軍以來戰績不俗。

攝影／體育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