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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賴易暘、曹恩輔／南華大學報導

南
華大學首次參與由印尼大學主

辦的2016年第7屆世界綠色大學

評比，以「環境保護、永續發展」作

為主軸，在全球74個國家，516所大

學中，南華大學獲得全球第83名、全

國第4名，其中在廢棄物處理排名全

球第一。林聰明校長表示「因為地球

暖化，希望各國大學能發起相關的意

識、措施，共同維護地球的環境。」

 
評比6個項目審查嚴謹
    
  世界綠色大學從2010年開始，林聰

明校長指出，評比有6個項目，包括

校園基礎措施的設置、因應環境變遷

的重點規劃設計與成效、廢棄物的處

理、水資源利用、交通、環境教育，

每個項目都要有具體的指標和佐證資

料，並經過嚴謹的審查過程，即便南

華大學的校園面積有63公頃，也被稱

為「綠色森林大學」，雖然看似有先天條件，

但還是要透過不同的措施來保護環境。

  林聰明校長表示，從保育森林、維護綠地出發

以及周遭環境安全做起，南華大學在建設中也

不失「綠色」概念，在已啟用的建築中設有通

過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國際認證，採PDCA
循環作業來有效監測用電量並做減量計畫，並

利用太陽能板發電。同時，以「源頭減量、資

源化、處理多元化」作為廢棄物處理主要原

則，將資源循環利用。

世界綠色大學評比  南華入百大
            全球516所大學本校獲83名  廢棄物處理排名全球第一

◆南華師生自行攜帶環保餐具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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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回收站降低垃圾量

  南華大學落實垃圾強制分類並廣設

資源回收站，逐年降低垃圾量，資源

回收率高達五成。同時，林聰明校長

認為，宣導全校師生節約自然資源的

使用，以減少廢棄物產生，同時讓廢

棄物再回收，使資源可永續再利用，

亦實施廚餘回收處理與落葉堆肥，採

落實低碳校園成效極佳

   雨水的收集主要用於沖廁用水，生活廢水的收集經污水處理場處理後，則作為學校園藝澆

灌用水及補充生態池水源，可說是最佳的省水措施。林聰明校長強調，南華大學校園全年

節能亦至少減少842.96噸二氧化碳排放量，施行低碳校園方面成效極佳，深獲各界肯定，連

年獲得相關獎項。交通運輸，提供免費接駁車及校外公車計有41班次，大巴預估一年運量

約3萬6千人次、中巴預估一年運量約5萬7,960人次，全年統計約9萬4千人次，減少學生騎乘

機車及碳足跡，避免造成校園空氣汙染。

◆液化廚餘回收系統設備。                          

自然方式與用有益微生物菌群，分解

廚餘殘渣，將其轉化為液態肥料；落

葉與生熟廚餘則集中堆置，經過發

酵、分解轉變成可當作肥料的腐質

土。

永續中心宣導環境保育

   林聰明校長說道，除了建設外，南華大學更重視環境教育，設立「永續中心」，宣導、增

加環境保育課程，發表相關學術刊物，透過授課與社區、產學合作，讓學生能對環境保護

產生意識。同時，鼓勵學生組成環境相關社團，例如：環境志工隊、狗狗志工社、野生動

物保護志工隊、花草遊戲社等，有的志工甚至跨出國外去推廣，因此得到不一樣的視野。

   未來，林聰明校長語重心長地說，希望能達到碳中和甚至零碳排放，結合相關科系導入物

聯網架構，進行智慧綠色校園改善球場照明系統、學生宿舍熱水供應系統、太陽能並聯發

電系統、公共空間照明效益提升、導入智慧綠色機房管理系統。林聰明校長本身也藉由推

動蔬食運動，提醒學生從生活做起，少用塑膠產品，做好回收再利用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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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再獲教學卓越計畫6000萬

 記者許政鈞、林心柔／南華大學報導

南華大學於106年再次獲得教育部教學

卓越延續計畫共6000萬元，並列全國

第三，再再顯示了近年來南華大學的辦學成

效深受外界肯定。本次獲得教育部補助，除

延續前4年的教學卓越績效，再以創新、深

化、延展及加值教學卓越成果，並透過校務

研究及大數據分析等方式，推動教學卓越，

讓每一位南華人都能學用合一，未來進入職

場，亮眼無限。

凸顯辦學特色飛躍成長

    南華大學於102年開始，連續4年獲得教

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至106年時，已

邁入第5年補助，實屬不易。無論在經費

補助逐年增高、名次排列逐年往前，都顯

示南華大學的辦學績效受到重視。

    南華大學校長林聰明表示，本次能夠獲

得教育部補助，辦學亮點當然是重點之

一，本校設備、生命教育理念、森林校

園、教學成果都相當不錯，尤其在「台灣

學術最具影響力」蟬聯全國第一名，以及

2016世界綠色大學排名世界第83、全國第

4，都相當不簡單。全校師生也常常組隊

參加全國賽、區域賽等等競賽，屢獲佳

績，一方面展現了平時辛勤的教學成果，

二方面也與其他學校互相砥礪、觀摩學

習，三方面也讓學生進入職場，就業能力

獲得雇主肯定。這些都顯示校方推動的

「三好運動」、「生命教育」已形成校園

風氣、學習潮流。

南華再獲教學卓越計畫6000萬
延續前4年教學卓越績效 凸顯學校生命教育特色 打造教學卓越永續工程

◆南華大學與全國補教協會簽訂產學合作。　                               

                                                             照片／秘書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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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創新培育高強人才

    另外，有鑑於本校獲得教學卓越計

畫時間較晚，所以建立各式各樣的教

學機制以及策略推動，諸如：企業實

習、業師教學、六合一學習守護機

制、職涯輔導機制等等。短短四年，

成效飛躍成長，註冊率提升、就業雇

主滿意度高、學生出國交流人數上

升、境外生人數增加，在各式教學政

策的推動下，可見學校整體表現呈跳

躍式成長，教學上的進步，讓學生在

未來更有競爭力。

成效指標代替產出指標

    本次教卓計畫的KPI(Key Performance Index關鍵績效指標)設定，朝向「減少指標數量、以成效

指標(outcome)代替產出(output)指標」。今年也盡量以成效導向指標為主，如各項機制建置完成

度，使計畫執行時可聚焦在關鍵改善項目。另外，從105年學校推動教學卓越特色計畫，使各系

有經費建立學系特色及進行展現特色成果，今年教卓計畫也持續推動，讓師生都能夠參與也樂於

參與教學卓越計畫。

南華再獲教學卓越計畫6000萬
延續前4年教學卓越績效 凸顯學校生命教育特色 打造教學卓越永續工程

◆南華大學活化社區老屋，打造Long Stay樂活村成果展，李     

  柔穎(左三)同學介紹設計理念。　            照片／秘書室提供

◆南華大學I CAN計畫，視媒系許凱詒同學辦個展圓夢師長

    與同學參觀合影。　                               照片／秘書室提供

    本次106年獲得的教學卓越計畫，將以「南華品牌工程―讓每位學生活力四射」為主題，推

動一系列包括校務研究、翻轉教學、生命教育、永續環境、三好校園、結合在地、產學合作等

等項目，並整合學校制度、組織運作機制、確保學生學習成效及課程品質保證，提升教師教學

品質與學生就業競爭力，以達到學用合一及建立特色競爭力。

107年持續推動高教深耕

    106年教學卓越計畫為教育部辦理的最

後一年，107年教育部將推動高教深根計

畫，林聰明校長表示，無論教育部未來的

政策方向為何，基本上本校的教育本質維

持不變，也就是「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目前教育部提出以「培育高強素質人才」

為主的高教深耕藍圖，本校也秉持者以

「提升生命價值與永續發展」的願景與理

想，並積極配合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推

動生命教育、環境永續、智慧創新及三好

校園，朝向「具有生命關懷、公益公義取

向的國際知名教學卓越大學」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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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南華大學創校紀念21
週年，今年校慶以「三好

品牌，生命躍動」為主題舉辦一

系列活動，其中除了全國攝影大

全國攝影大賽、校園路跑比賽、

藝術季系列等活動，其中最矚目

的要數星雲大師一筆字書法特展

以及每年必不可少的校友回娘家

活動。

星雲大師一筆字書法展

辦學強調人文為主，但是南華

大學同樣對於師生的身心平衡極

為關注，因此每年校慶都舉辦一

系列藝文及體育作為推廣。

今年的校慶以本校創辦人星雲

大師一筆字書法特展揭開序幕，

新啟用的中道樓現場展出大師

81幅書法，自當日起展至6月24
日。據知，大師在五十二年前因

罹患糖尿病而影響其視力，但這

並不影響他揮毫不輟，反而因為

視力的限制，大師必須每次在下

筆前務必在心裡用心想好要寫的

字一筆而就，形成獨特風格。

值得一提的是，在校慶期間到

訪參觀書法展的更包括享譽國際

的牛津大學皇后合唱團成員，儘

管合唱團成員不通中文，但是仍

表示大師文字呈現的結構與力

道，有一股勉勵人們向上、勇往

直前的力量。

記者張毓琴、杜鈺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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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已連續舉辦十三年的全國鼓王盃鼓

藝大賽是台灣最大型國小鼓藝比賽。

星雲大師81幅一筆字將在新啟用的中道

樓展示到6月24日。

今年校慶藝術季特邀著名客語鄉土歌手

林生祥蒞校表演。

南華大學再與蒙古30餘所高中簽署合作

備忘錄，共同培育專業國際人才。

享譽國際的牛津大學皇后合唱團成員也

在校慶期間到訪參觀書法展，並以現場

提供道具拓印大師墨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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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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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季活動林生祥領跑

而本年度的藝術季活動則在著

名鄉土獨立歌手林生祥的月琴與

歌聲中展開。林生祥現場獨自演

唱十首他創作的歌曲，包括《大

地書房》、《仙人遊莊》、《種

樹》及《秀貞的菜園》等。

關心自然環境，兼之心系社會

運動的林生祥每一首歌曲都附有

其對生命的關切，他在歌唱前往

往都會細細說明歌曲背後的故

事，如《仙人遊莊》是對精神病

患的關懷、《種樹》敘述林生祥

家鄉美濃的地方行動。

其中，他也特別分享了《秀貞

的菜園》的背後故事，講述嘉義

一個社區菜園的真實故事，農婦

林秀貞將自己的土地與社區內分

享，大家一起在田地上實踐勞

作，使一個原來被生活壓力喘不

過氣的農村重新有了生命力。

校慶活動熱鬧登場

此外，在校慶開幕典禮時，今

年也一如前幾年的校慶，再與蒙

古的三十餘所高中簽署合作備忘

錄，攜手跨國合作共同培育專業

國際人才。

其他活動更包括台灣最大型國

小鼓藝比賽，迄今已連續舉辦

十三年的全國鼓王盃鼓藝大賽、

三好盃校園健康路跑競賽及第三

屆南華大學全國攝影大賽。用影

像紀錄南華大學面貌的全國攝影

大賽，時至今年已是第三年舉

辦，得獎作品將在圖書館內展

出，使全體師生以及民眾看見南

華大學獨特美景。

當中，鼓王盃及攝影大賽已經

成為校慶的固定項目，吸引不少

民眾參賽。

傑出校友回校分享經驗

南華建校以來一直以培育各領

域優秀人才為宗旨，而校友中不

乏傑出人才在不同領域皆有顯著

成就。因此校方特別邀請這些優

秀校友回娘家，接受各類別傑出

校友獎項同時，也藉此向學弟妹

分享在職場上的工作經驗、勉勵

學弟妹工作應有正確認知與專業

態度。

當天也準備了豐盛蔬食饗宴，

校友們在結束之後被邀請至一筆

畫書法特展觀賞星雲大師的作

品，更在校園巡禮後前往各系準

備的教室進行聯誼交流以促進彼

此的情誼。

另外，南華今年亦特邀16家企

業負責人擔任大學產業資諮詢顧

問，並舉辦「產學合作峰會」探

討大學與在地產業連結。



8

南華大學日前獲得國家圖書

館「台灣最具影響力學術

資源」私校排名第一，囊括5大
獎項，圖書館機構典藏也是全國

第14名，並同時爭取到由南華大

學105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圖書

館館長會議的主辦權。

此次國家圖書館「台灣最具影

響力學術資源」評比重點分為七

項指標，全文授權數、全文授權

率、全文送存率、書目點閱數、

書目點閱率、全文下載數、全

記者何映萱、黃靖貽／
文下載率等7大項。南華大學於

國家圖書館的「臺灣博碩士論文

知識加值系統」被使用的次數最

多，獲得「博碩士論文獎」。

南華大學在此次評比中共囊括

五大獎項，除了前述「博碩士論

文獎」以外，更包含「最佳學術

傳播」、「最佳學術曝光」、

「知識分享」、「學術影響力」

等獎項。而這也是南華大學自去

年（104學年度）授權率私立大

學組第一名以後，今年再度榮獲

點閱率及全文下載獎的私立大學

組第一名。

南華學術影響力蟬聯私校
囊括國家圖書館5大獎項  圖書館機構典藏全國第14名 

圖書館館長黃素霞表示：

「我們能獲得私校第一名殊不

容易，以我們學校目前學生人

數僅5,560人的規模，總共論文

數5,307篇，一年全文下載量共

101,711數次，表示本校學生所

寫出來的論文，是非常有學術價

值，代表本校博碩生的學位論文

廣受各界的重視與肯定。」

而無盡藏也將成為探討未來圖

書館的發展的105學年度全國大

專院校圖書館館長會議的主辦

地。本校校長林聰明將在會議上

發表有關永續專題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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