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畢業生在美麗的校園拋出學士帽

迎向未來人生。

佛心辦學、高教典範　華梵發給新生全額獎學金

108學年度畢業典禮分流舉行 每名畢業生獲贈蝴蝶蘭

創辦人曉雲導師語錄

校園所在，石碇大崙天臺山，高五百五十尺，稍遠塵囂，但願我校同仁師生安穩，慎修品學涵養性靈。

有文可化，有覺可明，將是文化之區以華梵為重鎮。

～摘錄自曉雲導師《覺之教育講話》

▲董事長悟觀法師（右五）頒發傑出表現獎給得獎畢業生。

新
冠肺炎疫情肆虐嚴重衝擊全球

經濟發展，包含臺灣與其他國

家都有民眾因為失業致使生活陷入困

境；為了不讓年輕學子因付不起學費

而無法升學，華梵大學決定以「創新

共學」的學習方向為號召，採用幾乎

等同於「零負擔入學」的概念，提

供與學雜費同額的「全額獎學金方

案」，招收海內外優秀學生就讀，被

臺灣媒體譽為「佛心辦學」，成為臺

灣高教界的典範大學。

　華梵大學是華人四地第一所佛教界

創辦的大學，建校30年來靠著創辦人
曉雲法師「覺之教育」的號召引領，

以及十方大德的響應護持認真辦學，

辦學方向積極務實且與時俱進，老師

教學投入，師生感情就像一家人，各

行各業都有傑出校友，是年輕人理想

的學習殿堂。

　不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讓許

多家庭經濟受到衝擊，華梵大學在董

事會全力支持下，秉持「慈悲與智慧

相生」的辦學理念，規劃推出全額獎

學金方案，自109學年度（今年9月）
起，提供大一新生與學雜費同額的

「品德獎學金」，不分身分別一律適

用，創全國大學首例。

　至於大二至大四學生，亦能申請

「創新共學獎學金」的全額獎勵，相

當於就學四年期間學雜費持續全免。

學校還會提供獨立專屬創作空間與設

備，培養學生成為符合未來社會需求

的特色人才。

  華梵大學李天任校長強調，學生有
了全額獎學金的資助，經濟負擔將大

為減輕，不必煩惱因付不起學費或生

活費而必須中輟課業，可以留在校內

專心向學，無需奔波校外打工，免除

校外打工的各種時間與交通困擾，並

可獲得較佳的師生互動，習得更紮實

的專業。 
　全額獎學金方案公布後引起熱烈迴

響，獨招報考人數持續增加中，歡迎

對自己未來有清晰期許、願意投資自

己、專心向學，且對參與校園共同維

運與創新共學制度有認同感、喜歡在

綠色大學精緻書院上課的莘莘學子，

一同加入華梵人溫馨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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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梵大學李天任校長召開記者會宣

布，今年9月入學新生將發給全額獎
學金。

佛教藝術學

系聶蕙雲老

師作品《白

衣大士》，

純金箔。

華
梵大學108學年度第27屆畢業
典禮於6月6日舉行，學校特別

致贈畢業生每人一盆「花中君子」蝴

蝶蘭，以及印有創辦人曉雲導師法語

與董事長悟觀法師攝影作品的明信

片，祝福畢業生離校後依然保有君子

清香如蘭的人品和美德，並不忘將明

信片寄回母校，和師長、學弟妹分享

職場心得點滴。

  受到疫情影響，華梵大學畢業典禮
今年首次從體育館移師國際會議廳舉

行，並分流為上、下午場舉辦，由於

會場內座位有限，為了不讓專程前來

參加子女畢典的家長失望，校方也特

別進行線上直播，同時於畢典樓上的

倓虛大師紀念堂設置直播區，供無法

進入會場的家長線上觀看。

  董事長悟觀法師致詞時，期勉畢業
生除了時時抱持感恩的心，因離開學

校迎風啟程之後就失去師長的保護

傘，開始面對獨立人生，應將平常的

所學、所見、所思匯歸成一個具有核

心思想的獨立思考系統，建構心的

殿堂，在困難無助時向內尋寶，就

會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

  李天任校長表示，在董事會的指
導之下，校方正重新盤點各種資

源，努力發揮優勢以因應未來的發

展，希望以創新的思維開創歷史，

建構一個「品德校園」。

  李天任校長勉勵畢業生，今後無
論走到哪裡，華梵大學永遠是大家

的「母港」，出社會後應繼續秉持

「慈悲與智慧相生」的創校理念，

發揮人溺己溺的精神，莫忘手中的

蘭花，以君子清香如蘭的高潔人

品，用出世的祟高精神做入世的務

實事業。

  華梵文教基金會也致贈畢業生每
人一本《梅花海心靈筆記書》，祝

福大家海闊天空，迎向幸福人生。



▲李天任校長（左二）頒贈感謝狀給清聖法師（右一），由清聖

法師的長姊、前臺北市議員李仁人女士（右二）代表接受，明光

法師（左一）做見證。

 2 焦點要聞 中華民國109年6月30日

清聖法師捐贈華梵140萬元獎學金慷慨行善

華
梵大學4月27日舉行「清聖法師捐贈140
萬元設置獎學金暨推廣慈悲茹素活動

儀式」，由佛教界大長老明光法師做見證。李

天任校長除了表達感謝，也宣布獎學金將頒

發給願意抄寫心經、孝經、弟子規的學生，

並且推廣蔬食文化，成為華梵大學特色。

　清聖法師此次係代表母親、前國大代表李

黃恒貞女士捐贈新臺幣100萬元設置「恒本孝
道獎學金」，另捐贈40萬元推廣「慈悲茹素」活
動。

　清聖法師感性表示，母親生前常稱許華梵

大學是仙境，可培養自利利他的情懷，更心

繫社會風氣，希望大家可以學習孝道，還經

常叮嚀子女要感謝願意接受我們幫助的人，

因為「他們讓我們有機會可以行善！」因

此，今日他是以無比感恩的心情來到華梵，

歡喜完成母親的遺願。

　明光法師致詞指出，獎學金可以開學生智

慧，推廣茹素又能長養慈悲心，有了智慧與

慈悲，相信華梵大學的未來必定充滿光明。

　清聖法師的長姊、前臺北市議員李仁人女

士表示，清聖法師生活非常節儉，儘管居住

地點離鶯歌火車站將近兩個小時腳程，卻不

以為苦，經常安步當車，把省吃儉用存下來

的錢捐出來給學子，希望未來領到獎學金的

學生，也能將這份大愛傳播出去。

成績不低於75分，在大一下學期仍可
續領獎學金，等同於學雜費全免。

　至於大二至大四的同學，只要能持

續維持前一學期各科目到課率不低於

八成、學業平均成績不低於75分的規
定，學校也鼓勵大家組成團隊，彼此

切磋、砥礪，一起申請「創新共學獎

學金」的全額獎勵，等同持續享有學

雜費全免優惠。

　獲得「創新共學獎學金」的同學，

亦可同時參與「百工學堂」與「藝術

村」內各個主題工坊的營運和實習，

擁有實務性的手作能力，同時參加產

學合作，為自己的未來就業奠基，並

從實作中發掘自我潛能，進而認知到

自己的不足而及時加以補強。

　學校還會提供獨立專屬創作空間與

設備，培養學生成為符合未來社會需

求的特色人才。

Q什麼是「百工學堂」？有哪些主

題？學生如何參與？ 

　A：華梵大學以「百工學堂」拓展
跨領域實作教學課程，建構全校型跨

院系整合的「Maker space」生產及行
銷平台，落實理論與實務結合，以實

作實習為特色，進行教學翻轉。

  目前「百工學堂」共有20個主題工坊，
分別為：陶瓷3D列印工坊、斲琴工坊 、
智筆工坊 、智慧移動工作坊 、靈光工

坊、喇叭DIY（音響設計）工坊、智
慧生活工坊、體感互動控制工坊、銀

髮族互動產品設計工坊、數位自造工

坊 、智慧機器人應用創作工坊、AI
應用工坊、智能管理工坊、視覺化分

析工坊、3D模型工坊、XR工坊、影
像製作與實驗後製工坊、文化資產研

究中心、文化創意與地方創生工坊、

石碇地方創生療育工作坊。20個工坊
共可提供約600位學生進駐。

Q華梵大學藝術村有多少名額可以

進駐學習？

　A：藝術村共有7個主題工作室，
是結合「生活、學習、創作、展示」的國

際化學習聚落，以美術與文創學系、佛

教藝術學系，以及對藝術創作有興趣

的學生為主，以個人或組為單位申請

分配專屬獨立工作空間。

　各專屬空間採半開放式的方式規

劃，保持創作不受干擾的私密性，同

時又能有穿透開放、分享交流的氛

圍。目前可提供約200位學生與藝術
家進駐，展開藝術創作與學習。

Q全額獎學金方案是全國創舉，華

梵大學希望藉此產生何種效益？

  A：華梵大學的目標是「永續經
營」，建校30年來為了維護學生學習成
效，始終付出多於收入，沒有一年有盈

餘，完全是靠創辦人曉雲法師「覺之教

Q華梵大學推出全額獎學金的目

的與理念為何？

　A：華梵大學秉持「慈悲與智慧
相生」的創校理念，為了不讓有心

向學的子弟因家庭經濟因素影響受

教權益，決定以「創新共學」的學

習方向為號召，並採用幾乎等同於

「零負擔入學」的概念，提供全額

獎學金方案與配套措施，希望招收

優質學生就讀，讓外界更清楚華梵

大學的實質教育內容。

　全額獎學金包含「品德獎學金」

與「創新共學獎學金」兩部分，共

同精神在於對品德與求知的要求。

　學生負有參加校園共同維運的責

任，希望在維運過程中能更加了解

學校，培養更多的愛校精神，將學

校當成自己成長的基地；加上享有

等同生活費的經濟基礎，學生進大

學後不必再藉助向外打工賺取生活

費，而可全程到課，沉浸在單純的

校園環境裡安心就讀，專心向學。

Q大一至大四的在學生如何申請

全額獎學金？有何條件？

　A：大一新生凡上學期修讀「校
園共同維運實習」課程，每週參與

校園實習5小時，即可請領與學雜
費同額的「品德獎學金」；只要各

科目到課率不低於八成，學業平均

全額獎學金超夯！六大QA一次看懂
　華梵大學於109年5月中旬召開記者會，正式宣布自109學年度

起提供大一新生「品德獎學金」，不分身分別一律適用，等同讓

申請的新生享受學雜費全免的優惠；針對大二至大四學生，亦能

申請「創新共學獎學金」，通過後同樣獲得與學雜費同額的獎學

金，相當於就學四年期間學雜費持續全免。

  此項消息一出，震撼高等教育界，不少私校校長以「難望其

項背」來形容華梵大學的勇氣與作為，媒體更紛紛以「佛心辦

學」、「最狂私校」、「免費讀大學」等顯著標題加以報導。學

校也湧入無數的詢問電話，考生與家長都希望更了解方案內容。

育」的號召引領，與十方大德的響應

護持，才能走到今天。

  我們堅持提供全額獎學金，一方
面化解有為青年因經濟困頓而無法

升學的窘境，更希望藉助獎學金吸

收素質高的學生入學，經由學校提

供好的教育過程，產生好的成果，

形成正向循環的向上力量，這才是

學校的永續經營之道！

Q全額獎學金的經費來源為何？

是否會排擠其他教學經費？ 

　A：新生全額獎學金的經費來源
將完全由董事會額外支應，再加上

對外募款，不會排擠到原有的教學

經費。教育部對大學的校務與財務

運作有一套嚴謹的查核機制，也有

內外部評鑑制度，學校的一舉一動

都可受外界公評與檢驗。

　華梵是一所有佛教理念、堅持

「正念」辦學的大學，秉持「人文

與科技融匯，慈悲與智慧相生」的

辦學理念，不會做任何取巧的事

情，希望在臺灣高教界樹立一個新

的典範，成為一所小而美且創新的

精緻型大學。衷心期盼擁有個人特

質、嚮往自由發展、有心向學的青

年申請就讀華梵，在創新共學的校

園中，投資自己的求學時光，實現

自我的理想。

▲華梵大學全額獎學金方案架構。



臺
灣疫情趨緩，華梵大學美術與

文創學系59位畢業生決定於6
月10日至14日重回松山文創園區四號
倉庫，舉辦大規模畢業展，總計展出

250件精彩創作。展覽期間更開設創
意論壇，邀請3名新銳藝術家校友與
知名策展人譚力新老師探討臺灣藝術

現況及策展議題。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影響人際與生

活諸多的接觸模式，華梵藝術人對於

社會現況相當敏銳，此次畢展展現藝

術工作者在受疫情壓迫下，重新檢視

自我與審視當代社會的樣貌和困境，

希望藉由作品體現藝術在當前社會裡

的角色與價值，以藝術撫慰人心。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壓抑反而讓

華梵學子的創作力大爆發，此次美創

系共展出約250件精彩創作，
包含複合媒材的畫作、立體雕

塑、影音作品，以及婚紗設計、

極限運動品牌服飾、貼身衣

物、桌遊、吊飾、包包、酷卡、

貼紙等，風格多元奔放，令人驚

艷。

　12日晚間的開幕茶會亦有多
位藝文界人士到場為學生加油

打氣，黎藝術館黎耀之董事長

更宣布將與華梵美創系展開各

類文創領域的合作。 
　因公無法前來的國立歷史博物館廖

新田館長、桃園市立美術館劉俊蘭館

長、臺南市美術館潘襎館長等人，亦特

別錄製祝賀短片，勉勵華梵的新銳藝

術家們畢業後繼續發揮藝術影響力。

中華民國109年6月30日 3 校園透視

藝術解封
新銳閃動 

　華梵大學景觀與環境設計學系第18屆畢業成果
展於6月13至21日在霓虹館3樓登場，此次展出主
題為「恆衡」，希望以恆久永續之念，持山水天

地平衡，透過生態保育、水土保持與環境規劃景

觀設計，達到自然資源永續經營，創造出理想與

美好的生活環境。

　展覽規劃區域包括東北角知名景點侯硐貓村、

新北市北勢溪、臺中梅川等基地範圍，附近都有

溪流經過，在含有豐富水資源與坡地的環境下，

孕育出不同地區的地理風貌及人文風情，因而產

生不同的對應規劃方式與設計手法，以解決基地

內的災害問題。

工設系畢業展超前趨勢 看見未來

李蕭錕大師偕佛藝學生展成果

以恆久永續之念 持山水天地平衡

旅行文學暨國際旅遊展打動人心

景觀系畢業成果展 

捕捉寸寸流光

千峯破虛空！

華梵美創系畢業展重回松菸

▲美創系四年級學生張采葳以壓

克力奇異筆仿麻，畫出精神面與

外在面經常衝突交戰的自己。

▲
美創系四年級學生林彥伶創作

「手指村民」。

2020華梵大學工業設計學系（現改名為智慧
生活設計學系）畢業展「乘上無限」於5月

26日至6月6日在校內圖書資訊大樓5樓舉行，李
天任校長特別於開幕式中期勉畢業生在職場上永

保學習的心，面對挑戰不要氣餒，誰能超前趨

勢，看見未來，誰就是贏家！

　華梵大學108學年度旅行文學暨國際遊學展（如
下圖）於6月1日至8日在薈萃樓舉行，展示50餘位
同學的國際遊學成果，內容琳瑯滿目，充滿濃濃異

國風情，彷彿進入另一個時空，令人流連忘返。

　華梵大學中國文學系王隆升教授108學年度共
開設「江南吟賞曉莊詩」等4門國際遊學課程，
以及「旅行文學課程――書籍導讀」課，帶領學

生走訪中國大陸與日本等地，以行動力體驗生命

實踐的美好。

　為吸引更多學子一同參與國際遊學，此次旅行

文學暨國際遊學成果展於藝文氣息濃厚的中文系

川廊盛大展出一週，吸引許多師生駐足參觀。

　華梵大學海外學習風氣鼎盛，目前在校生高達

四成具有國際遊學、交換、實習等境外學習經驗，

學校預計四年之內，將海外學習人數比例再提升

至六到八成，預料國際遊學與交換將成華梵學習

主流。

　祖孫動態拉力握把、八家將胭脂、透明山水藍

牙音響、立體鏤空方塊椅、柄狀救難器、多功能

竹編貓跳台、節日公仔、時尚又實用的汽車設

計……50餘件工設系畢業生的精彩作品讓人目不
暇給，不僅讓人看見華梵設計人的堅強實力，其

中更有15件作品是跨領域合作設計的成果。
  這15件跨領域合作設計的產品，是由工設系生活
科計組大四學生規劃設計產品概念，結合資訊管

理學系與電子系的研究生協助硬體與App建置，
連結物聯網與行動裝置而成，兼具實用與創意，

與一般學校工設產品只有造型概念大不相同。

　例如，將「趣味智能紫外線感測器」安裝在窗

戶上，即可直接感測戶外紫外線的強度，感測器

的桿子會隨紫外線的強弱伸縮變色，感測結果並

同步顯示於手機App，既方便又實用。
　再如透過幼童想聽睡前故事的誘因，鼓勵老人

做運動，並與小夜燈做結合，使其更能融入故事

氣氛的「智能運動轉換故事時間裝置」等作品，

也都是別具巧思又貼心的智能設計。

華
梵大學去（108）年成立華人世界第一所
佛教藝術學系與研究所，招收對佛教藝

術創作有興趣的學生。在第一屆師生合力促成

下，佛藝所於5月28日至6月9日於校內圖書資訊
大樓3樓舉辦「李蕭錕老師千峯破虛空師生成
果展」，為華梵師生遍灑甘露，共種菩提。

　此次師生聯展是佛藝所客座教授李蕭錕大師

帶領修習「寫經藝術」課程的學生合辦的期末

成果展，總計展出近50件佛教藝術作品，不僅

▲工設系四年級學生曾筠絜設計的節日公仔，

相當精緻又充滿趣味性。

是佛藝所學生在校內初試啼聲的創作成果，也

是佛藝所第一屆師生聯合藝展，別具意義。

　開幕茶會於5月28日下午舉行，各界嘉賓與
佛藝所師生漫步於千峯、虛空中，一同品茗、

遊藝，在褥暑盛夏感受佛法清涼心。

▲

美術與文創學系碩士班學生張書豪作品

《荷花淨，不染心》。



於
2019年與2007年榮獲
兩次總統教育獎、108

年奪得全國藝術特優獎的華

梵大學工業設計學系交通

工具設計組許詠竣同學今

年畢業，並獲頒「校長特別

獎」的殊榮。德文流利的他

下一步將赴義、德深造，實

為全校學生典範。

　許詠竣2歲時因腸病毒併
發腦膜炎被醫院發出三次

病危通知，20歲那年又被診
斷出罹患罕見疾病――粒線

體缺陷肌肉萎縮，讓他的生

活充滿不便。

　但許詠竣不氣餒，不但未停滯學

習，反而將疾病化為能量，把握每分

每秒努力增強自身能力，默默在自己

感興趣的領域耕耘，珍惜每次到來的

機會。他的傑出表現及高尚精神備受

肯定，獲得兩次總統教育獎殊榮。

　許詠竣在汽車設計領域有極高的天

分與興趣，在學期間代表華梵參加中

國第二屆工業設計展，展出作品令

大陸貴州無人駕駛科技領域頂尖團

隊――翰凱斯智慧技術有限公司的董

事長相當驚艷，力邀當時還只是大三

的他至車廠實習。

　實習期間，許詠竣用流利的德文與

英語向歐洲廠商簡報，令公司讚賞不

已，特別破格讓他以實習生身分直接

參與準備量產的汽車產品設計。

　華梵大學李天任校長表示，許詠竣

不僅專業能力強，人品也佳，更難能

可貴的是，他不願領取學校發的獎學

金，寧可留給其他更需要幫助的同

學，這就是華梵大學淑世利他精神的

展現，實為華梵人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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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設系畢業生許詠竣（左）榮獲「校長特別獎」，

家人特地前來祝賀。

立
法院王金平前院長6月18日蒞臨華梵大學參
訪並勉勵師生，人生只求三件事：平安無官

非、健康無病苦、快樂行菩薩道，時時保有「不為

己身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宗教情懷。

　王金平前院長表示，這是他第三次遊華梵，距

前兩次到校參加畢業典禮的時間已經超過20年。
此次主動造訪除了至慈蓮苑蓮華學佛園禮佛上

香、參訪創辦人曉雲導師紀念館與文物館，還特

別關心華梵大學作為中國兩千多年來佛教界成立

的第一所大學，校務發展現況與未來規劃。

　於盛夏時節三度造訪華梵，王金平前院長特別盛讚

華
梵大學108學年度浴佛典禮暨
感恩點燈活動於5月6日舉行，

董事長悟觀法師於帶領師生浴佛後宣

示，今年華梵大學與華梵學園一定要

轉型，每一位華梵人都要有所自覺，

努力調整自己；華梵大學李天任校長

也勉勵同仁拿出勇氣面對轉型，設定

目標，超前部署，為了學生自我突

破，持續發揮教育初心。

攝
影與 VR 設計學系是華梵大學

新開設的系所，此次特於學期

中邀請享譽國際的 VR 大師和資深藝

術家，與師生分享創作歷程及藝術思

考議題，其中包括獲頒總統府民國百

年「臺灣之光」殊榮的知名新媒體藝

術家、VR 導演黃心健教授，以及瑞

意創科公司張文杰創意執行長、黑川

互動媒體藝術公司胡縉祥總監。

  「2020VR大師講堂暨VR趨勢研討

會」於3月19日舉行，演講內容非常

充實多元。由於防疫之故，黃心健教

授的演講改採線上遠距方式進行，

立法院王金平前院長勉師生行菩薩道

臺灣之光黃心健導演分享創作歷程

公道伯三訪華梵

▲黃智陽院長（左）致贈姓名嵌字聯給王金平前院長

（中）。

　華梵大學是全國第一所佛教界創辦

的大學，為了紀念佛陀誕辰，特於5月6
日至8日在般若禪苑舉辦為期三天的浴
佛點燈活動，開放全校師生自由參加，

希望藉由浴佛儀式外沐佛身，內淨自

心，啟發慈悲與智慧。

　6日上午的浴佛典禮首先由董事長

悟觀法師與李復甸董事帶領全校一級

主管與師生共沐佛恩，所有參加者隨

著清淨梵音，以至誠恭敬的心逐一浴

佛，點燈上香。

　浴佛儀式結束，董事長悟觀法師致

詞表示，突如其來的疫情讓社會發展

一下子倒退六、七年，也使今年的浴

佛格外具有意義，每位華梵人對世間

的苦難都應用心感受，在浴佛時轉動

心中的法輪，同時思考如何貼近曉雲

導師創辦華梵的思想精神，繼續追求

精進。

　浴佛典禮最後並舉行「影‧像‧華

梵」攝影比賽頒獎，現場播放參賽師

生與校友的得獎作品，大眾一起分享

華梵之美。
▲董事長悟觀法師（左）與李復甸董事帶領師生浴佛。

總統教育獎得主許詠竣 獲頒校長特別獎

但絲毫不減損演講內容的豐富性。

  針對時下新媒體的風潮，黃心健導

演認為，VR雖然是虛擬的，但反而讓

人體的體驗更加深層；VR的特性就

是相信，如何讓觀眾相信這是真的

並感同身受，是很重要的概念。

  黃心健導演也表示，新媒體的趨

勢就是主動，每個人的感受不盡相

同，會經過自己的思考與記憶建構

出個人獨特的互動體驗，這正是新

媒體的一大特色。「VR與AR的重

點也不在於轉換場景，而是創造自

己新的想像！」 他如此強調。

▲ 「臺灣之

光」黃心健

導演透過線

上遠距方式

分享VR創作

歷程。

VR大師華梵開講

華梵大學的環境鳥叫蟲鳴、林蔭成群，彷彿人間仙

境，又有佛法加持，師生在此做學問是很大的福報。

  王金平前院長期許同學，無論念哪一個科系，
都要在華梵跟著明師好好學習，依教奉行，累積

資糧，行菩薩道，做到「不為己身求安樂，但願

眾生得離苦」的境界。

　華梵大學李天任校長稱許王金平前院長的即席

開示是入世修行，力邀王前院長下學年再來華梵

為師生開設大師講座，分享人生智慧。人文與藝

術學院黃智陽院長也代表學校以親筆揮毫的姓名

嵌字聯「金石壽、平常心」相贈。

浴佛點燈淨化內　 華梵轉型從　出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