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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2 週年校慶典禮第 4 次籌備會議紀錄 

時  間：110年 11月 22日（星期一）下午 3時 30分 

地    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樓瑞穗廳 

主    席：黃光亮副校長                                紀錄：鍾明仁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第 3次籌備會議紀錄及報告辦理情形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因應疫情擬調整校慶典禮辦理規模，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校慶典禮第 2 次籌備會議決議：採方案二方式辦理，但不安排學生

參加觀禮。 
二、 依據教育部 110 年 10 月 21 日修正發布之大專校院 110 學年度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集會活動(含校內研習、學生社團表演)

人數上限為室內 80 人，或室內超過 80 人但容留人數應符合室內空間至

少 1.5米/人(2.25平方米/人)。 
三、 依目前 2.25 平方米/人計算瑞穗館容留人數為 330 人，擬請人事室協助

邀請約 50名行政人員參加觀禮，共襄盛舉。 
四、 校慶典禮參與人數規劃如下： 

參與人員 人數 
貴賓席 約 40 人 
行政學術主管 約 30 人 
受獎席(含家屬) 約 120 人 
各單位教職員 約 50 人 
工作人員 約 90 人 

總  計 約 330 人 
決議：修正說明三用詞，若疫情趨緩參加人數滾動式修正。 

辦理情形：因應疫情指揮中心放寬防疫標準，教育部刪除校園集會活動人數上

限，擬調整規劃學生及校友參加觀禮，擬再列案討論。 

決定：參與人員除確定規劃約 330位外，其餘人員自由入座，餘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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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102 週年校慶典禮主舞台配置及慶生活動，提請討論。 
說明： 

  一、校慶典禮之主舞台擬規劃租借 250 吋 LED 螢幕，並搭配整體音響設備、

燈光設備及 LIVE攝影，舞台配置如附件十(頁 38)。 

  二、慶生活動規劃包含項目如下： 

(一)以嘉義大學大事紀剪輯為背景由社團領唱校歌。 

(二)邀請校長及貴賓啟動電動捲軸校慶主題及 LED 電子螢幕呈現生日快樂動

畫，象徵嘉義大學在第一個百年後能夠迎接嶄新世代，領航無限未來，

朝下一個百年邁進。 

三、請觀賞慶生活動參考影片。 

決議：照案通過。 

辦理情形：照案辦理。 

決定：洽悉。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有關 102 週年校慶典禮簽到處規劃，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往例於瑞穗館入口處設置一般簽到處及貴賓簽到處。 
二、 一般簽到處由學生事務處統籌，由處內同仁及社團志工協助，簽到人員

包括：工作人員、校內主管。 
三、 貴賓簽到處由秘書室統籌，由秘書室、校友中心同仁及禮賓大使協助，

簽到人員包括：傑出校友獎得獎人、校友熱心服務及貢獻獎得獎人、教

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得獎人、貴賓及記者媒體。 
決議：校內主管簽到表列至一級主管(含各系主任)，餘照案通過。 

辦理情形：照案辦理。  

決定：校內主管簽到表列至一級主管，餘洽悉。 

參、工作報告 

一、110年 11月 12日簽奉核准，為鼓勵各校區學生參加 102週年校慶各項活

動，110年 12月 10、11日(星期五、六)全校各學制班別停課 2日。另為

符合授課 18小時為一學分之規定，停課期間若因教學進度而有授課需要

者，授課教師可與學生協調後彈性補課或自行調整上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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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慶活動布置意象及布條樣式設計圖（附件一，頁 5）、校慶典禮暨 YouBike 
2.0 校內站捐贈儀式及啟用活動程序表、典禮細流（附件二，頁 6-8）、

籌備委員會委員職掌表（附件三，頁 9-10）、任務編組職掌表（附件四，

頁 11-14）、工作時程表（附件五，頁 15-17）、校慶典禮座位圖（附件六，

頁 18）、校慶典禮司儀稿(附件七，頁 19-27)及校慶舞台配置圖(如附件

八，頁 28)。 

三、因應疫情延後校慶典禮至 110年 12月 11日舉辦，校慶典禮第 1次預演訂

於 110年 12月 8日（星期三）下午 1時 20分於蘭潭校區瑞穗館辦理，請

所有相關人員(含表演團體、工作人員)務必參加。第 2 次預演訂於 110

年 12月 10日（星期五）下午 1時 20分於同地辦理，僅由工作人員參加。 

四、校慶典禮頒獎項目規劃頒發 110 年度傑出校友獎、110 年度校友熱心服務

及貢獻獎及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等 3 獎項。經校友中心彙整名單為：

110 年度傑出校友獎 15 人、110 年度校友熱心服務及貢獻獎 19 人、教育

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 13 人，共計 47 人(如附件九，頁 29-31)。 

五、課外活動指導組已彙整 102週年校慶系列慶祝活動彙整表（如附件十，頁

32-35），預計於 110年 11月 26日前製作成海報並轉發至各學院、各學系

及各單位，敬請協助張貼及宣傳。 

六、配合本校 102週年校慶運動會，校慶園遊會定於 110 年 12 月 10 日（星

期五）及 12月 11日（星期六）上午 9時至下午 3 時於蘭潭校區嘉禾館

前道路辦理。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本次取消

對外招商，由校內學生團體及校內單位申請設攤共計 18 個攤位，攤位配

圖如附件十一，頁 35。 

七、110 年 12 月 11 日校慶典禮當天全體行政人員正常上班，102 週年校慶典

禮補休日期為  111年  4月 8日(星期五)。 

決定：洽悉。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因應疫情趨緩擬調整校慶典禮辦理規模，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0 年 11 月 5 日臺教綜(五)字第 1100150808 號函修正「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第二級疫情警戒標準及防疫措施裁罰規

定」：刪除集會活動人數上限，擬調整規劃瑞穗館一樓座位供學生及校

友參加觀禮以增添慶典氣氛，但為強化防疫措施仍採梅花座方式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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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座位配置如附件六，頁 18。 

二、請人事室協助邀請 50名行政人員參加觀禮，共襄盛舉。 

三、校慶典禮座位區規劃如下： 
座位別 人數 

貴賓席 約 40 人 
行政學術主管 約 30 人 
受獎席(含家屬) 約 120 人 
各單位教職員 約 50 人 
學生及校友 約 400 人 

總  計 約 640 人 
決議：學生及校友按規劃區域自由入座，餘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  會(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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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週年校慶活動布置意象及布條樣式設計圖 

（瑞穗館正門橫布條） 

 

（瑞穗館正門圓柱） 

      

（瑞穗館示意圖） 

 

附件一 

102週年校慶主視覺 

設計人︰ 

黃可晴(視覺藝術系三年級) 

設計理念︰ 

以活潑的色調帶出本次校慶

的主題「嶄新世代 領航未

來」，在抽象的圖樣中傳達未

來的幻象，前所未有的活潑色

調來宣告新世代的來臨。 

藍 是對未來的渴望   

黃 是對信仰的堅持 

紅 是追夢路上的熱血沸騰 

衝擊本次校慶的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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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2 週年校慶典禮暨 YouBike 2.0 校內站捐贈儀式及啟用活動程序表 

YouBike 2.0校內站捐贈儀式及啟用活動 
時間：110年 12月 11日(星期六)上午 8時 30分至 9 時 20分 
地點：蘭潭招待所前廣場 

校慶典禮 
時間：110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 20 分至 12 時 10 分 
典禮會場：蘭潭校區瑞穗館 

時間 程序 備註 

 
YouBike 2.0 校內站 
捐贈儀式及啟用活動 校慶典禮  

08：30~08：40 
（10 分鐘） 開場、節目表演   

08：40~08：45 
（5 分鐘） 介紹貴賓   

08：45~09：10 
（25 分鐘） 貴賓致詞/捐贈儀式   

09：10~09：15 
（5 分鐘） YouBike 2.0 啟用   

09：15~09：20 
（5 分鐘） 媒體聯訪   

09：20~09：40 
（20 分鐘）  

人員進場 
校園簡介 館內播放影片介紹嘉義大學  

09：40~10：00 
（20 分鐘）  校慶音樂會 音樂學系弦樂團表演  

10：00~10：05 
（5 分鐘）  典禮儀式 唱國歌、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三鞠

躬禮  
10：05~10：20 
（15 分鐘）  

主席致詞 
（含介紹來賓） 主席致詞  

10：20~10：40 
（20 分鐘）  貴賓致詞 貴賓致詞  

10：40~11：00 
（20 分鐘）  

頒發名譽 
博士學位 頒發名譽博士學位證書 管理學院 

11：00~12：00 
（60 分鐘）  頒獎 

1.國立嘉義大學110年度傑出校友獎 
2.國立嘉義大學110年度校友熱心服

務及貢獻獎 
3.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 

校友中心 

12：00~12：10 
（10 分鐘）  慶生活動 1.社團領唱校歌 

2.慶生禮讚  

12：10  禮成 禮成奏樂  

  

附件二 



7 

(細流)國立嘉義大學 102 週年校慶典禮程序(草案) 
校區：蘭潭校區 
時間：110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 20 分至 12 時 10 分 
典禮會場：瑞穗館 
項次 程序 時間 內容 備註 

進場 
人員進場 09：20~09：40 

（20 分鐘） 館內播放影片介紹嘉義大學 
由舞臺兩側

小螢幕播放

學校簡介 校園簡介 

壹 校慶音樂會 09：40~10：00 
（20 分鐘） 

1.預計 9:35 開場介紹(待表演人員就緒) 
2.表演 

由音樂學系 
弦樂團表演 

音樂學系弦樂團目前藉由每周固定的練

習，提升演奏的精緻度。弦樂團學生同時

也是國立嘉義大學交響樂團成員，所以具

備每學期定期展演的豐富經驗。此次演出

將由曾受邀至維也納「莫札特音樂節」指

揮演出的梁兆豐博士帶領，指揮弦樂團詮

釋「阿里山之歌」、「蘭陽舞曲」、「自由探

戈」、「生日快樂變奏曲」四首曲目，祝賀

本校第 102週年校慶。 

(舞台紅色布幕閉合，撤弦樂團座椅，撤收音棒，上貴賓椅，上講桌，計時器) 

【司儀】在典禮開始之前，請各位貴賓、師長觀看舞台兩側投影布幕上之疏散圖，若遇緊急狀

況請保持冷靜，聽從管制區內人員引導。 

【司儀】典禮即將開始，請校長、各位貴賓以及傑出校友上臺就座、師長及來賓請就位，並請

將手機調成靜音或是震動，謝謝。(剩下 2分鐘) 

(舞台紅色布幕展開) 

貳 典禮儀式 10：00~10：05 
（5 分鐘） 唱國歌、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 

由大鷹控制

奏樂、放國歌

影片、國旗暨

國父遺像 

參 主席致詞 
（含介紹來賓） 

10：05~10：20 
（15 分鐘） 主席致詞  

肆 貴賓致詞 10：20~10：40 
（20 分鐘） 貴賓致詞  

 (貴賓致完詞後撤講桌) 

伍 
頒發名譽 
博士學位 

10：40~11：00 
（20 分鐘） 頒發名譽博士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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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頒獎 11：00~12：00 
（60 分鐘） 

1.國立嘉義大學 110 年度傑出校友獎 
2.國立嘉義大學 110 年度校友熱心服務及貢獻

獎 
3.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 

大鷹控制頒

獎音樂 

【司儀】接下來是慶生活動。 

柒 慶生活動 

12：00~12：05 
（5 分鐘） 

1.社團領唱校歌 

由社團領唱嘉義大學校歌，舞台上 LED 螢幕播放過往照

片集錦，讓與會人員在唱校歌的同時，透過照片的播放

回想過去的點點滴滴。 

12：05~12：10 
（5 分鐘） 

2.慶生禮讚 

由禮賓大使邀請校長及貴賓至舞台中央位置，一起用手

推動開啟電動捲軸，呈現「嶄新世代，領航未來」的文

字，慶祝嘉義大學壹佰零貳週年生日快樂!並由 LED螢幕

呈現生日快樂動畫，象徵嘉義大學在第一個百年後能夠

迎接嶄新世代，領航無限未來，朝下一個百年邁進。 

捌 禮成 12：10 禮成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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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2 週年校慶典禮籌備委員會委員職掌表 
 

單位 姓名 工作職掌 

主任委員 艾群校長 綜理校慶典禮全部事宜。 

副主任委員 
黃光亮副校長 
朱紀實副校長 
楊德清副校長 

襄助校長綜理校慶典禮相關事宜。 

委員 
（學生事務處） 林芸薇學務長 

1. 籌備校慶典禮相關會議。 
2. 規劃及督導校慶典禮全部事宜。 
3. 統籌校慶典禮各項配合活動及典禮程序。  
4. 督導緊急事故及安全維護相關事宜。 

委員 
（總務處） 黃文理總務長 

1. 督導各校區旗幟及場地布置。 
2. 督導各校區校園綠美化事宜。 
3. 督導車輛進出管制、行車動線及停車空間。 
4. 督導場館會場設備檢修。 

委員 
（教務處） 古國隆教務長 督導課程停課及補假事宜。 

委員 
（秘書室） 吳思敬主任秘書 

1. 貴賓邀請卡相關事宜。 
2. 校慶記者會規劃及執行。 
3. 校慶典禮期間新聞稿發布等事宜。 
4. 確定各項得獎人並將受獎名單送學務處彙整。（參
加重要校外比賽獲獎單位與人員） 

5. 規劃舞台貴賓椅擺設事宜。 
委員 

（研究發展處） 徐善德研發長 規劃及執行研發處成果展相關事宜。 

委員 
(環安中心) 周良勳中心主任 督導各校區環境維護、垃圾清運及場地復原。 

委員 
（體育室） 陳信良主任 協助校慶典禮三校區交通車招標事宜。 

委員 
（國際事務處） 李鴻文國際長 

規劃及執行校慶系列慶祝活動相關事宜。 

委員 
（圖書館） 陳政見館長 

委員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黃健政處長 

委員 
（台灣原住民族教育 
及產業發展中心） 

陳清玉主任 

委員 
（師資培育中心） 洪如玉中心主任 

委員 
（語言中心） 陳炫任中心主任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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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工作職掌 

委員 
（師範學院） 陳明聰院長 

1.督導各系遴派學生參加校慶典禮及搭乘交通車調查
相關事宜。 

2.規劃及執行校慶系列慶祝活動相關事宜。 

委員 
（人文藝術學院） 張俊賢院長 

委員 
（管理學院） 吳泓怡院長 

委員 
（農學院） 沈榮壽院長 

委員 
（理工學院） 黃俊達院長 

委員 
（生命科學院） 陳瑞祥院長 

委員 
（獸醫學院） 張銘煌院長 

委員 
(校友中心) 彭振昌中心主任 

1. 確定各項得獎人並將受獎名單送學務處彙整。（傑
出校友獎、校友熱心服務及貢獻獎、教育部捐資教
育事業獎勵） 

2. 校友通訊等出版品相關事宜。 
3. 規劃校友邀請及傑出校友之選拔相關事宜。 
4. 協助辦理校友餐會相關事宜。 

委員 
（電算中心） 邱志義中心主任 督導網路及網頁配置相關事宜。 

委員 
（主計室） 吳昭旺主任 校慶典禮經費審查事宜。 

委員 
（人事室） 何慧婉主任 

1. 督導彈性上班及補假事宜。 
2. 確定各項得獎人並將受獎名單送學務處彙整。（資深
行政人員獎、績優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及職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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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2 週年校慶典禮任務編組職掌表 

組  別 職  稱 姓  名 電話 職                    掌 

行政組 

總幹事 林芸薇 7400 督導校慶典禮活動進行。 

執行秘書 陳志誠 7060 
1.負責校慶典禮協調、執行全部事宜。 
2.緊急事件協調聯繫。 
3.天災緊急疏散總指揮。 

幹事 鍾明仁 
李君翎 7066 

1.擬定、規劃及執行校慶典禮相關事宜。 
2.規劃校慶典禮慶生特色、表演活動及流程。 
3.規劃典禮會場內外布置及動線。 
4.聯繫及通知各單位校慶相關事宜。 
5.與秘書室確認貴賓名單及公關品。 
6.與公關組確認邀請卡及新聞稿內容。 
7.預演及當天交通車之安排、規劃及聯繫體育室
及總務處招標事宜。 

8.經費預估及登錄。 
9.協助突發狀況處理 

組員 陳中元 7054 1. 協助會場突發狀況之處理。 
2. 機動協助校慶典禮活動進行。 

組員 郭佳惠 7066 

1.禮賓接待編組及選訓司儀、遞獎。 
2.聯繫手語老師及鋼琴調音老師。 
3.協助管控與規劃典禮流程。 
4.典禮司儀稿事宜。 
5.協助聯繫秘書室確認貴賓名單及公關品。 

組員 林雅雯 7066 

1. 彙整各項領獎人員及獎牌/獎狀事宜。 
2. 學生志工招募與編組。 
3. 維護校慶專欄網頁事宜。 
4. 籌備會議事前準備工作。 
5. 其他臨時事項。 

組員 鄭思琪 7066 

1. 協助規劃典禮會場內外布置 
2. 確認預演及典禮當天交通車之聯繫。 
3. 無線電發放與回收。 
4. 場地及設備之借用。 
5. 協助確認及訂購典禮當天餐點。 
6. 協助會場場復。 

組員 
江妮玲 7054 

典禮流程投影及音控。 
黃紹甄 7079 

組員 
盧泳聰 

7371 指導攝影社拍照事宜(含典禮、表演節目、頒獎等)
並製成光碟片。 劉軍駙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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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職  稱 姓  名 電話 職                    掌 

貴賓及校
友接待、公
關文宣組 

主任秘書 吳思敬 7005 1. 規劃貴賓邀請及接待相關事宜。 
2. 規劃舞台貴賓椅擺設事宜。 

公關組組長 洪泉旭 7002 
1.貴賓邀請卡等出版品相關事宜。 
2.校慶典禮期間新聞稿發布及召開記者會等事
宜。 

綜合業務組 
組長 李宜貞 7011 典禮貴賓接待事宜。 

校友中心 
中心主任 彭振昌 7749 

1.校友通訊等出版品相關事宜。 
2.規劃校友邀請及傑出校友選拔相關事宜。 
3.確定各項得獎人並將受獎名單送學生事務處彙
整。（傑出校友獎、校友熱心服務獎、教育部捐
資教育事業獎勵） 

4.協助辦理校友餐會相關事宜。 

校友服務組 
組長 林金龍 7748 

教務 
行政組 

註冊與課務組 
組長 楊玄姐 7300 校慶停課及補假事宜。 

人事 
行政組 

主任 何慧婉 

7190 

1.彈性上班及補假事宜。 
2.完成退休人員校慶慶祝餐會訂餐及相關事宜，
並公告周知。 

3.擬定欲邀請來賓（退休人員）名單陳核並發送
邀請函。 

4.確定各項得獎人並將受獎名單送學務處彙   
整。（資深行政人員獎、績優兼行政職教師及職
員獎） 

人事室組長 張獻中 

經費 
審核組 

主任 吳昭旺 
7210 校慶典禮經費審核事宜。 

主計室組長 莊瑞琦 

典禮組 

組長 李方君 7052 1.督導校慶典禮領獎相關事宜。 
2.協助台上突發狀況處理。 

組員 

林正韜 7050 

1. 協助後台典禮區。 
2. 協助台上換場、撒場及定位。(重要) 
3. 導引受獎人員下台路線。 
4. 管制閒雜(非攝影社)人員上台。 

曹國樑 2263411 
#6106 

蕭瑋鎮 7173 

胡景妮 2732948 

江國禎 2732948 

蕭怡茹 2717083 

組員 

曾淑惠 7052 1.各項獎狀（品）整理、歸類、傳遞及錯誤獎狀
抽換。 

2.與前台典禮組確認受獎人數出席情形。 
3.協助回報貴賓離席狀況。(禮賓大使協助) 

鍾瓊瑤 7053 

王瑱鴻 7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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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職  稱 姓  名 電話 職                    掌 

組員 

周玉華 2732700 
1. 預演及典禮當天領獎人員點名、引導。 
2. 台上進出人數管控，管制閒雜(非攝影社)人員

上台 
3. 與後台典禮組及服務組共同確認領獎人出席

狀況。 
4. 協助電話連繫授獎者已簽到但未入座者。協助

台下領獎者預備，確認領獎者台上受獎位置。 

安宥旋 7174 

何怡慧 7053 

安全 
維護組 

組長 高偉比 7310 負責校慶典禮全部安全維護及緊急事項處置。 

組員 

曾郁琪 2263411 
#1252 1.協助交通運輸組校慶預演、典禮當日民雄/新民

校區同學搭乘專車秩序維護。 
2.引導學生入座。  

趙文菁 2263411 
#1251 

蔡雅惠 2732956 

組員 

陳冠州 7312 

1.維持當日校慶典禮會場秩序。 
2.校慶典禮進出管制。 

李正德 7311 

張崇孝 7312 

黃仕易 7312 

劉士賓 7312 

交通 
運輸組 

組長 陳信良 7270 協助校慶典禮三校區交通車招標事宜。 

組長 吳光名 2263411 
#1210 1.校慶預演、典禮當日民雄/新民校區同學車輛安

排及搭乘等全部事宜。 
2.與蘭潭校區交通車負責人員確認發車狀況。 

組員(民雄) 王姿尹 2263411 
#1216 

組員(新民) 黃莉凌 2732819 

交通 
管制組 組長 朱銘斌 7151 預演/當天蘭潭校區車輛管制。 

服務組 

組長 王紹鴻 7174 1. 協調及督導服務組各項事務。 
2. 協助緊急事件聯繫。 

組員 

吳秀香 7174 1. 預演及典禮當天工作人員、學生志工及領獎人
員簽到、引導。 

2. 協助引導校內主管及校友入座(會場內)。 
3. 回報前台典禮組領獎人員出席情形。 
4. 協助聯繫授獎者未簽到者。 
5. 協助發放工作人員背心。 
6. 活動結束，協助場復並回收背心。 

江玉靖 7081 

魏郁潔 7081 

賀彩清 7080 

引導組 
組長 江秋樺 226-3411 

#1215 
會場入口處各項事務協調、緊急事件聯繫等全部
事宜。 

組員 黃莉凌 2732819 1. 會場入口處引導師長及學生入場。 
2. 管制閒雜人員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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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職  稱 姓  名 電話 職                    掌 

葉郁君 2263411 
#1215 

3. 校慶典禮進出管制。 

魏瑞霙 2263411 
#1253 

組員 陳靜昶 2732606 與民雄/新民校區人員確認發車狀況。 

庶務組 

組長 沈玉培 7080 各項事務協調、緊急事件聯繫等全部事宜。 

組員 賴瑜君 2263411 
#1227 

1. 與服務組確認工作人員出席狀況。 
2. 協助發放校慶典禮工作人員及司機午餐。 
3. 於校慶典禮開始時，與引導組共同引導學生入
場。 組員 胡麗紅 7052 

園遊會 
事務組 組員 

林明衡 226-3411 
#1221 處理校慶園遊會相關事宜。 

劉曉華 226-3411 
#1216 

1.協助處理校慶園遊會當天現場相關事宜。 
2.回報及傳遞校慶園遊會狀況。 

鄭夙惠 226-3411 
#7101 

丁瑞霞 226-3411 
#1216 

胡家宏 2475 

衛生 
保健組 

組長 王紹鴻 7070 督導緊急醫療事故處理並於瑞穗館櫃台處設置
急救區。 

組員 
蔡佳玲 7069 

緊急醫療事故處理。 
林美文 7069 

總務組 

資產經營管理組
組長 陳鵬文 7140 1.校園美化、環境清理及插校旗等相關事宜。 

2.會場燈光、播音系統安排、測試。 
3.確定各項得獎人並將受獎名單送學生事務處彙
整。（績優技工、工友獎）。 事務組組長 邱季芳 7110 

營繕組組長 王勝賢 7130 場館會場設備檢修。 

資訊組 電算中心主任 邱志義 7250 督導網路及網頁配置相關事宜。 

環境 
清潔組 

組長 邱秀貞 7137 
典禮期間垃圾清運及清潔相關事宜。 

組員 蕭傳森 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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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2 週年校慶典禮工作時程表  

日期/星期 項  目 負責單位 完成工作事項 備註 

8/31（一） 

典禮校區接駁車輛上網
招標 

體育室 
總務處 
學務處 
校友中心 

校慶典禮接駁車輛需求上網
招標。  

場地申請事宜 學務處 
總務處 

申請活動當日、預演及活動前
一週典禮場地  

9/8（三） 第 1 次籌備會 學務處 訂定典禮時程、校慶主題、工
作分工及其工作時程。 

開會地點： 
蘭潭校區行政中

心 4 樓瑞穗廳 
開會時間： 
上午 10 時 

9/22（三） 

1.彙整全校各單位校慶
系列慶祝活動 學務處 彙整全校各單位辦理校慶系

列慶祝活動及支援需求。 

 
2.調查貴賓名單 秘書室 

人事室 各單位邀請貴賓名單。 

3.掛置校慶專欄網頁 電算中心 
學務處 校慶相關公告及資訊 

4.各系所參加校慶典禮
名冊 

學務處 
各系所 

請各系所填報參加校慶典禮
名冊 

9/29（三） 

1.第 2 次籌備會 學務處 各單位工作進度報告。 

開會地點： 
蘭潭校區行政中

心 4 樓瑞穗廳 
開會時間： 
上午 10 時 

2.相關校慶文宣海報印
製 

秘書室 
校友中心 

1.校慶主視覺設計及相關海報
文宣。 

2.校友通訊。 
 

3.彙整參與典禮各班人
數及位置圖 學務處 校慶典禮各班參加代表人數

及位置圖。  

4.公告校慶補假相關事
宜 

教務處 
人事室 

公告校慶停課、彈性上班及補
假事宜。 

俟體育室確定運

動會開幕及閉幕

之時間地點並行

文至人事室後，

人事室一併公

告。 

5.擬定典禮與會來賓名
單 

校友中心 
秘書室 
人事室 

1.邀請之貴賓、校友、退休人
員名單陳核並發送邀請函。 

2.貴賓及校友接送計畫。 
 

10/4（一） 
1.彙整得獎名單 

學務處 
總務處 
人事室 
中文系 

各項得獎人及受獎名單送學
務處彙整。  

2.傑出校友、校友熱心
服務獎選拔相關事宜 校友中心 傑出校友、校友熱心服務及貢

獻獎之通知及選拔。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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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禮賓大使編組 學務處 禮賓大使編組（含引導來賓、
司儀、指揮與遞獎手）。  

10/15（五） 

1.交通管制 總務處 交通管制、車輛停放規劃。 

 
2.彙整得獎獎狀及獎品 人事室 

學務處 
獎狀、獎品分項分類並送學務
處彙整。 

10/20（三） 第 3 次籌備會 學務處 各單位工作進度報告。 

開會地點： 
蘭潭校區行政中

心 4 樓瑞穗廳 
開會時間： 
上午 10 時 

11/22（一） 第 4 次籌備會 學務處 各單位工作進度報告。 

開會地點： 
蘭潭校區行政中

心 4 樓瑞穗廳 
開會時間： 
下午 3 時 30 分 

12/6（一） 

1.接受來賓禮品、花圈
及花籃 

秘書室 
總務處 

1.接受來賓禮品。 
2.接受花圈、花籃並提供名單
予秘書室。 

 
2.確認校慶典禮各項活
動準備狀況 

3.提供新聞稿 
學務處 

1.校慶典禮各項配合活動等相
關事宜。 

2.提供新聞稿給公關組。 

4.典禮會場布置 學務處 
總務處 

1.緊急救護站開設準備。 
2.校慶典禮會場內布置。 
3.校慶典禮活動場地預檢。 

12/8（三） 
1.校慶典禮預演 學務處 

總務處 

1.校慶典禮預演及工作檢視。 
2.校慶典禮會場內部布置。 
3.蘭潭校區大門口布置暨環境
維護。  

2.會場外布置驗收 學務處 校慶典禮會場外布置驗收。 

12/9（四） 

1.校慶活動採訪邀請 秘書室 
1.校慶活動採訪邀請通知及提
供校慶活動新聞稿。 

2.來賓資料袋備妥。 
 

2.校園清潔美化 
總務處 
環安中心 
學務處 

三校區大門口布置暨環境維
護、垃圾清運、美化布置及復
原規劃。 

3.校慶記者會 秘書室 
研發處 校慶研發成果記者會  

12/10（五） 典禮會場布置總驗收 學務處 校慶典禮會場內外布置總驗
收。  

12/11（六） 1.發布校慶活動新聞稿 秘書室 發布校慶活動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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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慶典禮 

學務處 
總務處 
秘書室 
人事室 
環安中心 

1.7 時交通管制。 
2.8 時 30 分來賓接待。 
3.8 時 50 分來賓、師長、教職
員工及學生代表就位。 

4.9 時校慶典禮開始。 

 

12/29（三） 彙整各單位檢討意見及
建議 學務處 各單位意見及建議彙整。  

111/1/12（三） 檢討會議 學務處 各單位相關檢討事項報告。 

開會地點： 
蘭潭校區行政中

心 4 樓瑞穗廳 
開會時間： 
上午 10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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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2 週年校慶典禮司儀稿 

110.11.11 
08:00~08:50彩排(座位區燈全亮，舞台燈全亮)二樓投影關閉 

08:50(座位區燈微亮，舞台燈全關) 

(開投影機[左右方投影])(音樂系爵士樂團座椅就位) 

※人員進場(播放影片)(約 20分鐘) 

09：20~09：40 

【司儀】各位貴賓、師長、同學，大家早安。 

【司儀】歡迎蒞臨國立嘉義大學 102週年校慶典禮，在人員進場的同時邀請大

家一同觀賞「嘉義大學簡介影片」。 

※介紹音樂系弦樂團 09：20~09：40(LED牆關閉) 

(音樂系弦樂團進場就座) 

【司儀】在典禮開始之前，邀請到本校音樂系弦樂團帶來精彩的音樂饗宴，演

出時請各位貴賓避免走動，並請將手機調成靜音或是震動，感謝您的

配合。(舞台燈全亮) 

壹、校慶音樂會(約 20分鐘)09：40~10：00 

【司儀】今年校慶典禮音樂會由本校音樂學系弦樂團擔綱演出，弦樂團的同學

們皆為本校交響樂團的成員，紮實的訓練與多元豐富的演出，讓他們

總是自信的在舞台上展現魅力。此次演出由本校交響樂團指揮，曾多

次受邀於國內外演出的梁兆豐博士親自帶領，與弦樂團一同詮釋四首

膾炙人口的樂曲，第一首來自於臺灣原住民民謠「阿美族賞月舞」改

編的《阿里山之歌》、第二首是從民謠「丟丟銅仔」改編的《蘭陽舞

曲》、第三首《自由探戈》，此曲打破了傳統探戈音樂一成不變的旋律，

充分展現出阿根廷的風情、第四首《生日快樂變奏曲》是由家喻戶曉

的生日曲改編，短短的主題旋律中，李哲藝老師加入了四段變奏。讓

我們透過四首繽紛的樂曲，一同祝賀本校第 102屆校慶。 (樂團表演

約 20分鐘) 

【司儀】感謝音樂系弦樂團帶來精湛的演出。 

(舞台紅色布幕閉合，撤弦樂團座椅) (布幕閉合後放 LED國旗及國父照片) 

      (志工上講桌) (約 2分鐘) ＊司儀等布幕闔上(放輕音樂) 

【司儀】在典禮開始之前，提醒各位貴賓、師長及同學觀看舞台兩側投影布幕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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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疏散圖，若遇緊急狀況請保持冷靜，並聽從管制區內教官引導。另

外，由於目前仍在防疫期間，請各位保持社交距離並全程配戴口罩，

謝謝。 

(舞台紅色布幕展開)  

【司儀】典禮即將開始，請校長、各位貴賓以及傑出校友上臺就座、師長及同

學請就位，並請將手機調成靜音或是震動，感謝您的配合。(剩下 2

分鐘)(台上所有貴賓就位後關輕音樂) 

(備位行政人員至貴賓席補位) 

-----------------------------( 典 禮 開

始)----------------------------- 

貳、典禮儀式(約 5分鐘) 10：00~10：05 

【司儀】國立嘉義大學 102週年校慶典禮，典禮開始。 

【司儀】奏樂。(播放音樂) 

【司儀】全體請起立。 

【司儀】主席就位。 

【司儀】唱 國 歌。(播放音樂) 

【司儀】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貴賓、師長及同學請脫帽。 

【司儀】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司儀】主席請留步，貴賓、師長及同學請復帽並坐下。(LED收國旗及國父遺像) 

參、宣讀總統與副總統賀電 (約 5分鐘 ) 09：55~10：00（二樓開投影機） 

【司儀】請教官宣讀賀電。 

【司儀】請教官向校長致意。 

【司儀】請教官將賀電呈給校長。 

【司儀】感謝總統與副總統對本校的賀電與祝福。 

【司儀】主席請留步。 

肆、主席致詞(約 15分鐘)(含貴賓介紹) 10：05~10：20 

【司儀】主席致詞。 

【司儀】請艾群校長致詞。(校長介紹貴賓) 

【司儀】感謝校長的期許與勉勵。 

伍、貴賓致詞(約 20分鐘)(含貴賓介紹) 10：20~10：40 

【司儀】請艾校長邀請貴賓致詞。(校長邀請貴賓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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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首先，請     為我們致詞。 

【司儀】感謝       的祝福與勉勵。 

【司儀】接著，請      為我們致詞。 

【司儀】感謝        的祝福與勉勵。 

【司儀】接下來，請           為我們致詞。 

【司儀】感謝              的祝福與勉勵。 

【司儀】接著，請        為我們致詞。 

【司儀】感謝     的祝福與勉勵。 

【司儀】最後，請        為我們致詞。 

【司儀】感謝               的致詞。 

【司儀】再次感謝各位貴賓的祝福與勉勵。 

 (撤講桌) 

陸、頒發名譽博士學位證書(20分鐘)10：40~11：00 

【司儀】頒發名譽博士學位證書(上麥克風架) 

【司儀】請 蕭登波 名譽博士上台正冠ㄍ
ㄨ
ㄢ及受頒學位證書。請管理學院院長吳泓

怡博士推薦。（管理學院院長吳泓怡博士宣讀推薦書後將推薦書呈給

校長）(撤麥克風架) 
【司儀】請 校長艾群博士 正冠

ㄍ
ㄨ
ㄢ及頒發名譽博士學位證書。(播放音樂至此程序結束) 

【司儀】披袍、正冠ㄍ
ㄨ
ㄢ、撥穗、頒發名譽博士學位證書、致贈紀念品。(司儀配

合校長動作說出)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賀  蕭登波  名譽博士。 

【司儀】請博士家人一同上台合影留念。  

--------------------------(進講桌中間一

座)-------------------------- 

【司儀】請  蕭登波 名譽博士致詞(5分鐘) 

【司儀】請大家以熱烈的掌聲恭賀  蕭登波  名譽博士 。 

-------------------------------( 撤 講

桌)----------------------------- 

柒、頒獎(約 60分鐘) 11：00~12：00 

一、頒發國立嘉義大學 110年度傑出校友獎(共計 11名，1行 1名) 

【司儀】頒發國立嘉義大學 110年度傑出校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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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本校為表彰對國家、社會有具體貢獻及成就之傑出校友，樹立楷模，

光大校譽，並鼓勵在校學生奮發向上，特頒發傑出校友獎，今年度

獲獎校友共計 15人。 

【司儀】王美惠 校友連續 3屆拿下嘉義市西區暨全市市議員選舉最高票，109

年時更創下歷年嘉義市立委得票最高紀錄，獲選為口袋國會第 10

屆第 3 會期內政委員會優良立委及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第 10 屆第 3

會期優秀立委。請王美惠傑出校友上臺受獎。 

【司儀】請 艾群 校長頒獎。 

【司儀】請校長與傑出校友合影。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 王美惠 傑出校友。 

【司儀】李秀櫻 校友曾獲臺中市 107年優良教育人員，帶領富春國小榮獲臺

中市 110年度教育部教學卓越初選第 1名，參加 108年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競賽榮獲國小數位自造組金牌獎，並獲 1,560 萬經費

補助設置臺中市自造教育示範中心。請李秀櫻傑出校友上臺受獎。 

【司儀】請 艾群 校長頒獎。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 李秀櫻 傑出校友。 

【司儀】請校長與傑出校友合影。 

【司儀】林明星 校友建置全球第一座無風扇水牆綠能溫室，現經營明星蘭業

蘭科場、蘭科二場及蘭科三場，溫室生產面積已達 3 萬坪，集團總

投資近 10 億元。每年至少生產 400 萬株以上的蝴蝶蘭，90%銷往國

外橫跨五大洲，成功建立蝴蝶蘭品牌。請林明星傑出校友上臺受獎。 

【司儀】請 艾群 校長頒獎。 

【司儀】請校長與傑出校友合影。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 林明星 傑出校友。  

【司儀】林俊廷 校友 69 年獲得臺灣省模範農村青年獎，81 年獲得全國十大

傑出青年農民神農獎，參加及成立農業相關的農民組織，並親自擔

任理事長或是董事長，並將許多農民組織經營得有聲有色，屢獲農

政單位的佳評與獎勵。請 林俊廷 傑出校友上臺受獎。 

【司儀】請 艾群 校長頒獎。 

【司儀】請校長與傑出校友合影。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 林俊廷 傑出校友。 



23 
 

【司儀】張家榮 校友所率團隊曾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金質獎優

等及佳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優良農建工程獎優等獎等榮譽，現任

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嘉義辦事處副處長，熱心教育及公益。請 張家

榮 傑出校友上臺受獎。 

【司儀】請 艾群 校長頒獎。 

【司儀】請校長與傑出校友合影。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 張家榮 傑出校友。 

 

【司儀】張聰淵 校友創立全球第二大鞋業集團「宏福實業集團」，109年底在

中國以「華利實業」於深圳掛牌，全球員工有 13.6 萬人，超過 21

座工廠，每年鞋子產量超過 1.8 億雙，提升鞋業國際服務能量，更

熱心公益及回饋鄉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請 張聰淵 傑出校友上臺

受獎。 

【司儀】請 艾群 校長頒獎。 

【司儀】請校長與傑出校友合影。(張聰淵校友不出席)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 張聰淵 傑出校友。 

【司儀】陳坤池校友任職農會時曾獲全省績優推廣人員，深獲地方農民肯定，

退休後轉任集集鎮公所秘書，積極任事推動鎮務，集集鎮榮獲全省

十大觀光小鎮，現任集集鎮公所環評委員，致力於社區環境衛生改

善及觀光景點維護。請 陳坤池 傑出校友上臺受獎。 

【司儀】請 艾群 校長頒獎。 

【司儀】請校長與傑出校友合影。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 張坤池 傑出校友。 

【司儀】陳明文 校友熱心服務，曾任嘉義縣議會議員、立法院立法委員、嘉

義縣縣長，爭取國立故宮南院設址嘉義縣及鐵路高架化延伸到民雄，

建立阿里山茶品牌，爭取茶業改良場南遷至嘉義縣，並於梅山鄉新

設茶試所，促進整體茶文化產業發展。請 陳明文 傑出校友上臺受

獎。 

【司儀】請 艾群 校長頒獎。 

【司儀】請校長與傑出校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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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 陳明文 傑出校友。 

【司儀】陳振義 校友曾獲 102 年臺灣農藝學會個人事業成就獎、108 年全國

十大傑出農業專家，開發創新栽培技術及香草栽培精油萃取技術，

創辦臺東香草節活動，並輔導災後復耕培育青年農民企業化經營，

致力於推廣原住民產業，翻轉部落經濟。請 陳振義 傑出校友上臺

受獎。 

【司儀】請 艾群 校長頒獎。 

【司儀】請校長與傑出校友合影。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 陳振義 傑出校友。 

【司儀】陳錫彬 校友 103年榮獲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傑出校友，熱

心協助雲科金融科技(FinTech)教室成立，現任新光銀行中華分行資

深協理，轄下管理 4 家分行，帶領約百位同仁，直轄管理資產約新

臺幣 320億元，金融資歷完整豐富。請 陳錫彬 傑出校友上臺受獎。 

【司儀】請 艾群 校長頒獎。 

【司儀】請校長與傑出校友合影。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 陳鍚彬 傑出校友。 

【司儀】陳鑫益 校友擔任政府行政要職 30 餘年，在宜蘭縣政府任職期間，

展現其領導長才為模範公務人員表率，84年獲得臺灣省模範公務員，

90年獲得全國公務人員十大傑出貢獻獎。現於仰山文教基金會擔任

秘書長，推動有機農業奉獻社會。請 陳鑫益 傑出校友上臺受獎。 

【司儀】請 艾群 校長頒獎。 

【司儀】請校長與傑出校友合影。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 陳鑫益 傑出校友。 

【司儀】廖培志 校友自 103年擔任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所長以來，處置許多

重大動植物疫情，積極建立在地產官學防疫合作模式，即時控制動

植物健康及生產安全，防範疫病傳播，並主導許多國家級動物疫病

資訊研究計畫，協助產業進行專利佈局。請 廖培志 傑出校友上臺

受獎。 

【司儀】請 艾群 校長頒獎。 

【司儀】請校長與傑出校友合影。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 廖培志 傑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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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盧彥賓 校友現任臺南市後壁區新嘉國小校長，於 108年榮獲臺南市

校長領導卓越獎特優，經常擔任教育部及臺南市政府評審委員、認

證委員或召集人，熱心公益，現為臺南市國立嘉義大學校友會理事

長及澎嘉南區營鳳同濟會第 48屆會長。請 盧彥賓 傑出校友上臺受

獎。 

【司儀】請 艾群 校長頒獎。 

【司儀】請校長與傑出校友合影。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 盧彥賓 傑出校友。 

【司儀】簡英智 校友曾獲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書法碩士論文獎及國立臺灣

藝術大學博士論文獎，並曾獲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及國家文化藝

術基金會獎助辦理書法篆刻個展，105 年曾獲本校邀請於圖書館舉

辦簡英智謝榮恩春泥護花聯展。請 簡英智 傑出校友上臺受獎。 

【司儀】請 艾群 校長頒獎。 

【司儀】請校長與傑出校友合影。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 簡英智 傑出校友。 

【司儀】羅正宗 校友曾獲 99年台灣農藝學會事業獎、101年全國十大傑出農

業專家、102年台灣農業氣象學會事業獎、105年台灣農學會農業事

業獎、107 年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傑出系友及 110 年國立中興大

學農藝學系傑出系友等榮譽，對農藝及稻作貢獻良多。請 羅正宗

傑出校友上臺受獎。 

【司儀】請 艾群 校長頒獎。 

【司儀】請校長與傑出校友合影。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 羅正宗 傑出校友。 

 二、頒發國立嘉義大學 110年度校友熱心服務及貢獻獎(共計 19名，2行，

第 1列 9名，第二列 10名) 

【司儀】頒發國立嘉義大學 110年度校友熱心服務及貢獻獎。 

【司儀】得獎的有江全宏校友、林伯宏校友、林芳茂校友、林添德校友、邱

清義校友、侯金日校友、紀敏滄校友、翁寶國校友、高民典校友，

請得獎校友上臺受獎。 

【司儀】請            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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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以上得獎校友。 

【司儀】頒發國立嘉義大學 110年度校友熱心服務及貢獻獎。 

【司儀】得獎的有許博堯校友、陳明聰校友、董其瑾校友、潘美玲校友、蔡

文祥校友、謝政宏校友、簡俊溢校友、羅以昌校友、羅朝勝校友、

蘇鈺涵校友，請得獎校友上臺受獎。 

【司儀】請            頒獎。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以上得獎校友。 

  三、頒發教育部 110年度捐資教育事業獎勵(共計 13名，1行 13名) 

【司儀】頒發教育部 110年度捐資教育事業獎勵，為感謝捐助母校校務發展

經費，具重大貢獻，功績可表，獲頒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以

資激勵。 
【司儀】獲得金質獎牌獎勵者為林國村先生，獲得銀質獎牌獎勵者為松讚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劉學文先生，獲得獎狀獎勵者為公益財團法人似

鳥國際獎學財團、侯金日先生、台灣生物機電暨農機科技研究發展

協會、財團法人台灣省嘉義市城隍廟、何世六先生、李建興先生、

社團法人臺灣嘉義大學獸醫校友會、柯振益先生、陳俊榮先生、顏

宏霖先生。 

【司儀】請獲獎人及單位代表上臺受獎。 

【司儀】請艾群校長頒獎。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感謝以上捐資人員及單位。 

【司儀】接下來是精彩的慶生活動。 

玖、慶生活動(約 10分鐘)12：00~12：10 

一、唱校歌（上麥克風） 

【司儀】由蘭潭國樂團領唱嘉義大學校歌，舞台上螢幕將播放過往照片集

錦，讓與會人員在唱校歌的同時，透過照片的播放回想過去的點點

滴滴。 

【司儀】全體請起立。 

   【司儀】唱 校 歌。(播放影片) 

【司儀】感謝 蘭潭國樂團 的領唱。（撤麥克風） 

【司儀】全體師生請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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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日禮讚 

    (志工上道具就定位後)（歌曲結束，請播放輕音樂） 

【司儀】嘉義大學嶄新世代、領航未來!讓我們邀請校長及貴賓至舞台中央。

共同慶賀。 

（同時由禮賓大使邀請校長及貴賓至舞台中央位置）（LED螢幕是蛋

糕畫面） 

【司儀】讓我們一起為嘉義大學慶賀，請校長及貴賓在聽到啟動時，並和

我們一起倒數，10、9、8、7、6、5、4、3、2、1，請 啟 動。

（噴冷乾冰）（舞台燈微亮）（壓開啟動後 LED螢幕電子蛋糕動畫） 

【司儀】祝嘉義大學壹佰零貳週年，生 日 快 樂!（舞台燈全亮） 

    在這難得的日子裡，就讓我們一起祝賀嘉義大學生日快樂。（噴冷

乾冰） 

拾、禮成 12：10 

【司儀】禮成，奏樂。(播放輕音樂) 

【司儀】嶄新世代、領航未來，嘉義大學 102週年校慶典禮圓滿成功，非常感

謝各位貴賓及師長今日的蒞臨，使典禮增添光彩。最後，祝福嘉義大

學校運昌隆，我們相約明年校慶再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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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典禮舞台配置圖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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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2 週年校慶典禮傑出校友獲獎名單 

編 號 姓 名 畢 業 年 度 及 科 系 

1 王美惠 107年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EMBA) 

2 李秀櫻 70年國校師資科 

3 林明星 109年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EMBA) 

4 林俊廷 75年農場管理科 

5 張家榮 76年農田水利工程科 

6 張聰淵 55年農業土木科 

7 陳坤池 62年畜牧獸醫科 

8 陳明文 63年農產加工科 

9 陳振義 75年農藝科 

10 陳錫彬 78年農業機械科 

11 陳鑫益 69年畜牧科 

12 廖培志 85年獸醫科 

13 盧彥賓 78年普通科 

14 簡英智 65年國校師資科 

15 羅正宗 75年農藝科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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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2 週年校慶典禮校友熱心服務及貢獻獎獲獎名單 

編 號 姓 名 畢 業 年 度 及 科 系 

1 江全宏 74年農藝科 

2 林伯宗 79年農場管理科 

3 林芳茂 63年森林科 

4 林添德 66年農業工程科 

5 邱清義 106年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6 侯金日 74年農藝科 

7 紀敏滄 53年普通科 

8 翁寶國 84年獸醫科 

9 高民典 72年森林科 

10 許博堯 93年生物資源學系 

11 陳明聰 79年普通科 

12 董其瑾 101年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13 潘美玲 95年食品科學系 

14 蔡文祥 101年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EMBA) 

15 謝政宏 107年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6 簡俊溢 77年農業經營科 

17 羅以昌 93年應用經濟學系 

18 羅朝勝 77年農場管理科 

19 蘇鈺涵 71年園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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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2 週年校慶典禮教育部捐資事業獎勵名單 

編 號 受獎人單位/姓名(含頭銜) 備   註 

1 一原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國村先生 金質獎 

2 松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銀質獎 

3 貿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學文先生 銀質獎 

4 公益財團法人似鳥國際獎學財團 似鳥昭雄先生 獎狀 

5 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侯金日先生 獎狀 

6 台灣生物機電紀農機科技研究發展協會 獎狀 

7 財團法人台灣省嘉義市城隍廟 獎狀 

8 綠邦食品生技(股)公司總經理陳俊榮先生 獎狀 

9 社團法人臺灣嘉義大學獸醫校友會 獎狀 

10 和倉園藝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建興先生 獎狀 

11 人人伊藤萬游泳學校集團董事長何世六先生 獎狀 

12 新光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土木技師柯振益先生 獎狀 

13 益農蔬菜育苗農場負責人顏宏霖先生 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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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週年校慶系列慶祝活動彙整表 

110/11/15更新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主辦單位 

林正盛導演紀錄片《走進生活現

場》及韓淑華《一張空白圖畫紙》

講座 

10/16 09:00-12:30 
民雄校區 

中文系演講廳 J407 
特教系 

阮劇團戲劇工作坊 

10/20 

11/03 

11/10 

13:20-15:10 

民雄校區 

樂育堂舞蹈教室 

BD-405 

人文藝術中心 

特殊教育書法治療工作坊:理論、

方案與另類書法療育分享 

10/20-11/17 

10/20 

10/27 

11/10 

11/17 

08:30-16:30 

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3

樓 A304 

暨圖書館一樓 

民雄圖書館/ 

特教中心 

110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成果展-

線上分享會 
10/20 

上午場(A) 

10:00-11:35 

下午場(B) 

13:30-15:05 

下午場(C) 

13:30-15:25 

線上分享會 

Teams平台 
教務處 

就愛舒伯特- 

吳孟平小提琴獨奏會 
10/21 19:30 

民雄校區 

文薈廳 
人文藝術中心 

虎之翼室內樂音樂會 10/26 19:30 
民雄校區 

文薈廳 
人文藝術中心 

歐陽伶宜大提琴大師班 10/27 13:20~15:10 
民雄校區 

音樂系合唱教室 
人文藝術中心 

110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成果展

(民雄校區) 
10/27 10:00-15:30 

民雄校區 

大學館 教務處 

專題演講-軟絲洄游生態研究 10/27 13:20~15:10 

蘭潭校區 

生物資源學系 

1樓視聽教室 

生物資源學系 

110年森林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 10/28 

10/29 

09:00-17:00 

09:00-12:00 

蘭潭校區 

森林館、 

森林生物多樣性館 

森林暨自然資

源學系 

保健食品與食品科技產業之現況

與展望 
10/29 13:00-17:00 

蘭潭校區 

圖資大樓 B1 

演講廳 

食品科學系 

游於藝─嘉大中文系師生書法繪

畫暨文創展 
11/1-11/5 09:00-16:00 

民雄校區 

文薈廳 
中國文學系 

2021網購 KD 11/1-11/12 08:00-17:00 蘭潭校區 木質材料與設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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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主辦單位 

家具創新設計競賽 木工廠 計學系 

2021木製茶几家具設計競賽 11/1-11/12 08:00-17:00 
蘭潭校區 

木工廠 

木質材料與設

計學系 

國際大師講座- 

日本文化 
11/2 12:00-14:00 新民校區 國際事務處 

國際文化節 11/2 12:00-14:00 
新民校區 

多功能交誼廳 
國際事務處 

國際文化節 11/3 12:00-14:00 
蘭潭校區 

國際交流學園 
國際事務處 

專題演講- 

民族植物研究概論 
11/3 13:20-15:10 

蘭潭校區 

生物資源學系

A24-104教室 

生物資源學系 

國際文化節 11/4 12:00-14:00 
民雄校區 

宿舍前紅磚道 
國際事務處 

線上紀錄片放映暨座談會： 

足夢邊境 
11/4 19:00-21:00 

線上 

片長 73分 
人文藝術中心 

110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成果展

(蘭潭校區) 
11/5 10:00-15:30 

蘭潭校區 

大學路 教務處 

專題演講- 

水域生物多樣性與生態 
11/10 15:20-17:30 

蘭潭校區 

水生生物科學系館

A28-101 

水生生物科學

系 

110年度食品科學系辦理學習 

成效評量競賽 
11/12 13:30-15:00 

蘭潭校區食品科學系 

2樓視聽教室 
食品科學系 

音樂舞躍- 

嘉女舞蹈班×嘉大音樂系打擊樂 
11/20 14:30 

民雄校區 

大學館演藝廳 
人文藝術中心 

專題演講- 

From Vaccine research to 

industry 

11/24 13:30-15:20 

蘭潭校區 

綜合大樓 

B1視聽教室 

生化科技學系 

王建堂小提琴獨奏會 11/25 19:30 
民雄校區 

文薈廳 
人文藝術中心 

線上紀錄片放映暨座談會： 

鯨與象 
11/26 19:00-21:00 

線上 

片長 42分 
人文藝術中心 

貝多芬/蕭泰然浪漫三重奏之夜 11/30 19:30 
民雄校區 

文薈廳 
人文藝術中心 

專題演講-親密的敵人:談寄生蟹

奴如何控制螃蟹宿主 
12/1 13:20~15:10 

蘭潭校區 

生物資源學系

A24-104教室 

生物資源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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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主辦單位 

聽見嘉大-2021嘉大教師音樂會 12/3 19:30 
民雄校區 

文薈廳 
人文藝術中心 

線上紀錄片放映暨座談會： 

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 
12/4 14:30-16:30 

線上 

片長 73分 
人文藝術中心 

號角萬花筒- 

蘇毓婷法國號獨奏會 
12/7 19:30 

民雄校區 

文薈廳 
人文藝術中心 

蘇毓婷法國號大師班 12/8 13:20~15:10 
民雄校區 

音樂系合唱教室 
人文藝術中心 

102週年校慶運動會路跑 12/8 06:00-10:00 蘭潭校區 民雄體育室 

YouBike 2.0校內站 

捐贈儀式及啟用活動 
12/11 08:30-09:20 

YouBike 2.0嘉義大

學蘭潭招待所站點 
校友中心 

校慶典禮 12/11 09:20-12:10 
蘭潭校區 

瑞穗館 
課外組 

102週年校慶園遊會 
12/10- 

12/11 
09:00-16:00 

蘭潭校區 

嘉禾館前兩側道路 
民雄學務組 

102週年全校綜合性運動會 
12/10- 

12/11 
08:30-17:00 蘭潭校區 民雄體育室 

生農系系友會 12/11 09:00-17:00 
蘭潭校區 

生農二館 

生物農業 

科技學系 

台灣嘉義大學森林暨木設系友會

第二屆理監事會議暨會員大會 
12/11 09:00-14:00 

蘭潭校區 

森林館 

木質材料與 

設計學系 

農藝學系系友經驗分享 12/11 08:30-12:00 
蘭潭校區 

國際會議廳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系友大會餐 12/11 12:00-14:30 
蘭潭校區 

農藝系前廣場 
農藝學系 

歌詠情•即興魂- 

雷敏宏鋼琴獨奏會 
12/14 19:30 

民雄校區 

文薈廳 
人文藝術中心 

視藝系系展 12/15-29 09:00-17:10 
民雄校區 

大學館展覽廳 
視覺藝術系 

傾聽．原音- 

權雋文大提琴獨奏會 
12/16 19:30 

民雄校區 

文薈廳 
人文藝術中心 

「抵嘉」過聖誕 

校園公益演唱會 
12/17 18:00-21:30 

林森校區 

操場 
學生會 

音樂系爵士樂團音樂會 12/21 19:30 
民雄校區 

文薈廳 
音樂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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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主辦單位 

嘉大音樂系交響樂團 

「協奏曲之夜」 
12/29 19:30 

民雄校區 

大學館演藝廳 
音樂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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