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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物落成 南華展新顏
放眼世界 海外學習拓展國際視野
成年禮

學子感恩回饋

生命躍動運動會

三好新氣象

親善大使專業培訓 展現自信與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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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成/啟用日期

華棒球隊有良好的訓練場地，也

棒球訓練棚

已啟用

題。至於展覽室部分，可供師生

綜合球場整建提升功能

在操場旁蓋了棒球場與練投、練

專業棒球場

106年

舉辦畢展、畫展、產品展等常態

此外，學生熱切關心的綜合球

打的「牛棚」，充分展現學校對

中道樓（教學大樓）

106年3月

綜合球場

106年3月

興學紀念館

107年初

民音館

107年初

了讓同學有更寬敞與多元

與景觀學系、創意產品設計學

性展覽。二至五樓則有建景系、

場因為四周透空，如遇風雨時無

體育的重視，也希望藉由這些措

的學習空間，南華大學於

系、視覺與媒體藝術學系在此。

創產系、視媒系的專業教室、23

法使用，經評估規劃設計，乃運

施舉辦全國性的比賽。

102年起推動「擴建校舍工程」

另外，校控空間占 約 三分之

間教師研究室，藝術學院辦公室

用原有球場架構，整建成一座室

計畫。包括新的教學大樓中道

一，包含有國際會議廳、小劇

也將搬入其中。其他也會規劃一

內型多功能場所，可兼具各項集

樓、棒球場和整修綜合球場與足

場、展覽室、電腦教室、翻轉教

些共同教室及一間大型電腦教

會，也可作為禮堂使用及一般球

與綜合球場相鄰的空地預計興

球場等等，還有許多設施目前還

室、觀景亭，可供全校各院申請

室，供全校師生使用。

場活動；東側新建一間葷食餐

建興學紀念館，感念佛光山興學

為了給民音系一個獨立的場所

在規劃中。

使用。

廳，預計可容納200人，亦可當

委員及功德主多年來的護持，讓

練習，校方將在機車道左方規畫

球場觀眾席。

星雲大師興學之宏願逐步完成，

興建「民音館」，建照執照已核

為

教學大樓中道樓，中道樓主建

目前已經完工的中道樓，現正
向地方政府申請使用執照中，目

校方自103年8月開始興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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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建築/設施

中道樓多功能外觀宏偉

興學紀念館感謝功德主

完成，實際完工啟用日期，端視
使用執照申請進度。

前除消防須修正圖說外，其餘項

與綜合球場鄰近的操場也因應

為提供一座禪修、行堂、會議、

發目前開工準備中，目的在將民

築樓高五層，占地2,410平方公

中道樓內設有另一國際會議

目如：水保計畫、無障礙設施等

巴西「如來之子」足球隊成立，

住宿功能之建築，其中規劃有滴

音系所有散落在各建築的教室及

尺，樓地板面積為9,996平方公

廳，是因為原本位於學會樓地下

均已通過檢查，預計今年校慶3

加設足球門，把草地與不平的地

水坊、禪堂、會議室及可容納約

辦公室集中管理，避免影響其他

尺，一樓為一間挑高兩層樓並可

室的國際議會廳經年累月的使

月24日啟用；一樓國際會議廳使

洞填起重新整頓操場，讓愛運動

150人的住宿區。此建築分A棟(

系所之教學品質，館中設有教

容納400人的國際議會廳及4個展

用，加上有空氣不流通的問題，

用執照核定後，將進行舞台、座

的同學們可以更無憂無慮的揮灑

興學紀念館)、B棟(綜合球場及

室、辦公室、老師研究室、演藝

覽室，校方秉持「院系合一」之

透過兩個議會廳配合使用，希望

位、音響、燈光及同步翻譯設備

青春的汗水。

餐廳)分別施作，A棟預計民國

廳、琴房等，預計民國107年初

規劃理念，集中藝術學院及建築

可以改善以往承辦空間不足的問

等裝修工程，工期約4個月。

107年初完成，B棟預計今年3月

完成。

另外，為了讓剛成立的甲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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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在寒暑假定期造訪的姐妹校，除了各地姐妹校以外，佛光山全球306個道場
也歡迎學生申請到當地參訪、交流。

記者許政鈞、杜鈺瑄／南華大學報導

近

年來南華大學除設置海外

移動能力的培養，全面推動在

學習獎勵制度，寒暑假

校生進行海外學習。

期間亦辦理短期海外學習團，

完成海外學習的同學，學校

讓學生可以在世界各地的姊妹

舉辦相關成果發表會，邀請海

大學進行專業課程學習，未來

外學習的同學們到場講述親身

將延伸至各國優質大學，以拓

經歷，以過來人的現身說法，

寬學生國際視野與國際移動能

讓聆聽的同學們感同身受，也

力，提供本校學生在進入職場

加深同學們海外學習的意願。

前擁有更多競爭優勢。

首度與柏克萊分校合作
海外學習多項優惠上路

南華大學在2016年暑假，由

林聰明校長表示，南華大學

林聰明校長帶隊，就海外學習

同學通過學校英文基本門檻

首度與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

後，按照學測級分數獲得一定

校合作，與當地學生進行交流

的海外學習獎勵金。

學習，本校學生們在交流學習

在海外學習上也祭出了許多

分學生表示英文能力有明顯提

換學生、2+2雙學位、海外移

升，與此同時還學習美國文

地修課、菁英海外遊學、海

化、到美國政府議會廳等當地

外實習、國際志工及義工服

場所參觀，拓展學生們國際視

學習，在海外學習經費問

50所
姐妹校

歐洲地區

英國劍橋大學

亞洲地區

University of the West

美國西來大學

93所
姐妹校

UC, Berkeley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11所
姐妹校

大陸地區

Guang Ming College

菲律賓光明大學

美洲地區

時進行了密集式訓練課程，部

方案，包括海外姊妹校進行交

務等計畫赴海外進行各類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8所
姐妹校

野與宏觀度，增強學子學習動
力與熱誠，並從中成長。

Nan Tien Institute

澳洲南天大學

放眼世界 海外學習拓展國際視野
提供海外學習獎勵 寒暑假期間辦理海外學習團

題上，不只有國內政府

林聰明校長強調，不論身

機關補助，亦有國外政

處國內或是國外，英文能力

利，學校也積極提供交流學習環

劍橋大學海外學習團，每年當地

英國劍橋大學等姐妹大學，談及

府與海外教育機構獎學

極為重要，如擁有流利的英

境以及英文檢定專班給學生們，

進行學習參訪的學生數持續增

未來海外學習朝哪方面進行時，

金，並注重學生們國際

文，在未來職場上無往不

讓學生能充分運用。

長，今年寒假時，本校國際處將

林聰明校長表示，目前與菲律賓

舉辦澳洲南天大學移地學習團。

光明大學正接洽相關合作事宜，

不同姊妹大學交流都有不一樣

如果與光明大學合作，海外學習

近年來南華大學與多個姊妹大

的體驗，如澳洲南天大學位於與

所負擔的費用將會更低且距學校

學合作海外學習，對此，林聰明

台灣緯度相反的南半球，能體驗

更近，光明大學學風偏向藝術與

校長表示，歡迎本校學生到各個

南半球的夏天風情；英國劍橋大

景觀類型，所以希望本校民音系

姊妹大學進行海外學習，不僅可

學能學習西餐用餐禮儀，基本晚

以及建景系同學能多多到光明大

以體驗當地生活，也可增強英文

宴著裝，既能開拓眼見也能修得

學交流。

能力。此外，佛光山在海外有

學分，可說是一舉數得。

澳洲移地教學寒假啟動

306個道場，分布世界各地，其
功能性及實用性都是非常良好
的，也歡迎同學多多到當地進行
參訪、交流。
目前的澳洲南天大學以及英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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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暑假南華大學參訪劍橋大學團。		

▲

光明大學偏向藝術景觀
除了目前與本校合作海外學習
的澳洲南天大學、美國西來大
學、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及

菲律賓雖然早期為美國殖民，
偏向英語系國家，但文化較接近
於台灣，適合不善於英文表達的
同學到當地學習。
林聰明也勉勵學子要積極走出
校門，到國外多多交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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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感念父母養育之恩。攝影／謝孟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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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躍動運動會

三好新氣象

4項競賽破大會紀錄 旅遊系獲大會
記者何映萱／南華大學報導

感念父母養育及師長教養恩澤 校園巡禮踏青認識南華
記者林心柔、黃靖貽／南華大學報導

項活動覺得十分有意義，參與後感動不已；學生

南

華大學於12月17日舉行第20屆新生成年

家長更是表示，成年禮擁有教化人心的作用，希

禮。南華大學以生命教育為特色，在成

望學校能將如此有意義的活動繼續舉辦下去。

年禮當天邀請學生家長共同參與，透過莊嚴的

南華大學以生命教育為特色，非常重視親子之

成年禮儀式讓學生體會父母養育及師長教養恩

間的互動關係，將親師座談會及年禮分開，學生

澤，教導學子懂得感恩回饋之心。成年禮系列

家長不僅能夠認真參與成年禮儀式，也能了解日

活動中「校園巡禮踏青」，透過步行感受校園

常生活中的各類事情。

不同的美景。

校園巡禮踏青認識環境

奉茶雙親場面溫馨動容
學務長尤惠貞表示，成年禮緣起是第一任校

往不同，將擴大區域，增加緣起樓的橄欖湖畔及

長為了學子們即將成年特地舉辦儀式，連結

生態農場觀禮，尤惠貞強調，校區寬廣，如果在

人、自然及社會三個部分分別舉行三天，由於

大學這短短四年沒有好好認識學校極為可惜，加

初期在學人數不多，由師長們帶領學生至附近

上南華大學推動綠化校園並且實踐透徹，希望同

山區野外求生踏青，成均館前請業師教導泡茶

學們欣賞環境認識校園。

及如何招待客人，以及生命故事分享，讓同學

南華大學在踏青活動結束後規劃同學至九品蓮

們燃起感恩的心並寫信傳達，還有靜食靜語以

華大道欣賞民族音樂系同學的成果發表會以及提

及打拳活動。

供茶水及點心供師生享用，夜晚的微風加上民族

目前因學生人數增加，但最具意義的奉茶及

運動場上再創佳績，此次大會
多項比賽破大會紀錄，女子跳遠

會，於12月25、26為期兩

有4名學生打破原先4米36的紀

水準，文創系能奪冠的原因為整

天熱鬧展開，此次運動會為了推

錄，女子四百公尺由視媒系學生

體音樂搭配、動作整齊劃一以及

廣三好運動，以「三好品牌

生

黃媙淳以1'09”71取得新紀錄、

他們結合三好的創意真的無人能

命躍動」為主題，由今年剛成立

男子壘球由資科班學生程兆宇以

敵。

的棒球隊擔任大會旗手，在運

76米52刷新紀錄，女子四百公尺

動賽事中，共有4項競賽破大會

接力也由國際系同學共同努力以

紀錄，旅遊系獲得本次大會精神

1'03”34打破舊有大會紀錄。

三好創意舞文創系奪冠
文創系的創意滿分得到評審青

總錦標，重頭戲「三好創意啦啦

此外，趣味接力賽也跟以往大

睞，文創系啦啦隊隊長許恬梅表

舞」是由文化創意與管理學系整

不相同，變身為障礙接力賽，增

示，劇情以新聞貫穿，並以三好

齊劃一及充滿創意的舞蹈奪得冠

加一些障礙物，像是匍匐前進、

為主軸延伸故事的發展，在練習

軍。

綁輪胎跑步，增添接力賽的趣味

過程中，要求全員天天練習，對

性，亦挑戰學生的體能與耐力，

自己及全員的要求都很高。經過

傳播系大一陳翊綾說，第一次參

嚴格的磨練，表現完美成果，正

今年剛成軍的南華棒球隊屢創

加大學運動會很新鮮，可以跟同

是他們能奪冠的主要原因。

佳績，日前於大專盃晉級複賽，

學還有學長姐一起努力，讓趣味

展現南華新氣象，並選出8位棒

競賽更加有趣。

8位棒球好手擔任旗手

成年禮系列活動中的校園巡禮踏青，今年與以

錦標

年一度的南華大學運動

一

成年禮 學子感恩回饋

精神總

本次運動會，不論田徑場上或
是啦啦舞，都有不錯的表現，總

球好手以180公分的高挑身材擔

本校102年起創立「三好創意

結大會紀錄，由旅遊系獲精神總

任本次大會旗手，穿上棒球隊的

啦啦舞」比賽，讓學生能融入三

錦標第一名，第二、三名分別是

隊服，整齊又有朝氣，棒球隊也

好精神又能在舞蹈上表現創意，

視媒系及應社系，拔河比賽由視

在晚會上表演戰舞，現場歡聲雷

充分展現南華活力的三好形象，

媒系勇奪冠軍，全體師生拿出三

動，充分展現棒球隊在球場上勢

體育中心主任許柏楊認為，此次

好精神，讓今年運動會朝氣蓬

如破竹的氣魄。

預賽前7、8名其實都有進決賽的

勃，圓滿落幕。

音樂系的表演也讓在場的學子們有美好的回憶。

踏青等儀式的精神仍保留著。儀式中蘊含著自
我肯定、承擔責任、心智成長及感恩回饋的意
義，秉持成年禮的新時代意義，遵循古禮並配
合時代變遷，成年禮對大學新鮮人而言極為重
要，透過儀式也讓家長能夠看到自己孩子的蛻
變、成長。
當學子將手上的茶奉給父母，奉茶的同時
由台上司儀帶領著同學們訴說感謝父母的話，

動容。傳播系新生張淯銜表示，對於成年禮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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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林聰明(左)為玻璃娃娃康文賢(右)披黃巾。
攝影／謝孟涵

◆

在場的學生及家長感動得淚流滿面，場面令人

◆

6

運動會拔河比賽。

攝影／董雅麗

◆

南華大學親善大使。
照片／秘書室提供

親善大使專業培訓
展現自信與熱忱
邀請國家級親善禮賓講師李宗霖親自培訓 課程理論兼具實務
記者張毓琴／南華大學報導

遞專業知識，希望他們可以「點

今年剛加入親善大使團的吳

華大學親善大使團迄今已

南

銀成金」，帶領南華大學親善大

奕萱表示，參加大使團後，學習

成立第3屆，擁有親切笑

使團成為更優秀的團隊。他表

到平常在課堂學不到的東西，例

容以及優美姿態的他們，一向是

示，上課內容除了專業理論還有

如：正姿正儀、英文導覽。就讀

南華大學的門面，在學校重大場

實作的正姿正儀課程，包括禮賓

旅遊系的她認為，畢業後就業

合與接待國內外重要貴賓都能看

服務系統設計技巧、任務分工、

時，不論是往旅遊業或是航空業

到他們優雅的身影。為了培訓校

動線規劃，以及教導同學們關於

發展，藉由擔任親善大使可以提

內形象代言人的親善大使，秘書

親善大使的走姿、站姿、列隊以

前訓練自己的正姿正儀，外文導

室公共關係組特地邀請國家級親

及蹲坐，最後還讓同學們實際演

覽能力，對於未來職場是有幫

善禮賓講師，擁有多次培訓國

練頒獎典禮上的各種流程。

助。

慶、國宴之親善大使的李宗霖，

南華大學主任秘書葉月嬌表

為同學們展開一連串關於親善大

示，平時參加親善大使團的同學

使的基本知能，以及讓資深幹部

們，每兩個禮拜會利用校共時間

親善大使是學校的形象代言

學習日後接手的自主訓練。

來加強口條、正姿正儀，另外還

人，所以必須擁有禮賓人形象以

會請外文系老師來指導同學們如

及系統分析能力，李宗霖強調，

何用外文導覽校園，向國際外賓

歷練很重要，勉勵同學們，盡量

李宗霖認為，南華大學親善

介紹南華大學。佛光山今年主辦

參與一些規模大、時間長以及社

大使團擁有3年歷史，本身是一

2016世界佛教大學論壇，南華大

會關注度廣的場合，藉此來磨練

個優秀的團隊，幹部們也有一定

學親善大使團全程使用英文導

自己，讓自己不易怯場，可以早

的基礎，所以課堂中向幹部們傳

覽。

日獨當一面。

培訓課程理論兼具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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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練自己早日獨當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