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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99 週年校慶活動第 3 次籌備會議紀錄 
 

時  間：107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13 時 30 分 
地    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2 樓第 1 會議室 
主    席：黃副校長光亮                                記錄:林季盈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第 2 次籌備會議紀錄及報告辦理情形 

決議：提案四有關 99 週年校慶校友總會暨退休人員餐會案，請學生事務處與

秘書室再行確認餐會桌數，俾利後續辦理餐會事宜。其餘提案洽悉，同

意備查。 

參、工作報告 

一、校慶典禮程序及細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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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校慶典禮座次表（附件六，頁 17）、交通運輸車

次表(附件七，頁 18）、交通管制區域圖（附件八，頁 19）、園遊會攤位

圖(附件九，頁 20)、校慶系列慶祝活動彙整表（附件十，頁 21-22）、各

單位一級行政主管及學術主管（院長、系所主任）與會地點與時間表

（如附件十一，頁 23）及校慶典禮司儀稿（附件十二，頁 24-33），請卓

參。 
二、課外活動指導組已於 107 年 10 月 19 日發公文至嘉義市政府交通處，請

交通處於 107 年 11 月 3 日校慶典禮當日加開市區 1 路公車班次。交通

處表示會配合於校慶典禮當日將原載客之中型巴士改為大型巴士，並視

當日候車人數，機動於大雅路調度站加開公車班次。 
三、課外活動指導組已於 107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二）通知各單位/學院/學

系，校慶典禮預演、交通車及受獎相關事宜，請協助轉知每學系參加預

演學生代表及相關人員。 
四、請校慶典禮頒獎之各獎項權責單位於 107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四）下午

5 時前回傳校慶典禮受獎人員名單及出缺席狀況電子檔至課外活動指導

組承辦人信箱，並請於 107 年 10 月 30 日下午 5 時前將獎狀/獎牌/獎品

送至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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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慶典禮預演訂於 107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20 分於蘭潭

校區瑞穗館辦理，請所有工作人員、受獎人員及每學系 1 名學生代表務

必參加。 
六、配合本校 99 週年校慶運動會，校慶園遊會訂於 107 年 11 月 2 日（星期

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及 11 月 3 日（星期六）上午 8 時至下午 3 時

於蘭潭校區大學路辦理。園遊會攤位配置 60 個，攤位申請已額滿，攤

位圖如附件九（頁 20）。 
七、校慶典禮慶生活動增加「100 週年校慶啟航儀式」，由禮賓推出「100 啟

航氣球」交給校長及副校長，請校長及副校長邀請貴賓共同拉開「100

啟航大氣球」，讓大氣球裡的 100 顆小氣球飛向空中，象徵 100 週年校

慶正式啟航。與此同時，工作人員在瑞穗館館內 2 樓往 1 樓觀眾席丟出

大氣球，讓現場觀眾席師生同歡。 

八、99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紙本)海報已於 107 年 10 月 19 日轉發至校內各單

位及嘉義縣市各高中職，並以電子公文形式發送至嘉義縣市各中小學，

敬請校內外各單位協助張貼及宣傳。海報樣式如附件十三(頁 34)。 
九、99 週年校慶記者會第 1 次籌備會已於 107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一)舉辦完

畢，會中決議校慶記者會地點為國際交流學園，記者會內容包含研發成

果發表、植物醫院開幕、嘉義市校友會「愛在嘉大 情牽久久」活動及

國際文化節。校慶記者會第 2 次籌備會暫定於 107 年 10 月 29 日(星期

一)辦理。 

十、研究發展處於 107 年 10 月 30 日到 11 月 5 日在蘭潭校區行政中心一樓

大廳辦理「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B 主軸成果展」，藉由海報展示出本校執

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B 主軸發展學校特色之成果，包括「安全食農」、

「智慧農業」、「食農產業管理」等三大學程及科普教育和特色研究平台

等相關成果內容。 
肆、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敬請體育室各別通知運動大會頒獎主管(如附件十一，頁 23)應出席頒獎

之時間。 
說明：運動大會頒獎於不同時段有不同之參與主管，敬請體育室各別通知參與

主管應出席頒獎之時間，俾利頒獎儀式之進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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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敬請總務處於校慶典禮前補植瑞穗館正門前樹木。 

說明：瑞穗館正門前原植有對稱之樹木 2 株，其中 1 株因病移除，敬請總務處

補植樹木以美化瑞穗館門面。。 

決議：照案通過。 

 

散  會(下午 14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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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週年校慶活動佈置意象圖及布條樣式設計稿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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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林大道掛置布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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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99 週年校慶典禮程序(草案) 
校區：蘭潭校區 
時間：107 年 11 月 3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至 11 時 55 分 
典禮會場：瑞穗館   
 

項次 程序 時間 內容 備註 

進場 
人員進場 09：00~09：10 

（10 分鐘） 
1.依各系順序進場 
2.館內播放影片介紹嘉義大學  

校園簡介 

壹 校慶音樂會 09：10~09：50 
（40 分鐘） 

1.預計 9:15 開場介紹(待表演人員就緒) 
2.表演 

由音樂系管

樂團表演 

貳 行禮如儀 09：50~09：55 
（5 分鐘） 

1.請校長、各位貴賓上臺就座 
2.典禮開始 
3.奏樂 
4.全體請起立 
5.主席就位 
6.唱國歌 
7.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請貴賓、師

長及同學脫帽 
8.主席請復位，貴賓、師長及全體同學請復坐

及復帽 

 

參 主席致詞 
（含介紹來賓） 

09：55~10：10 
（15 分鐘） 主席致詞  

肆 貴賓致詞 10：10~10：30 
（20 分鐘） 貴賓致詞  

伍 頒獎 10：30~11：10 
（40 分鐘） 

1.轉贈世界農業偉大人道貢獻團體獎 
2.國立嘉義大學 107 年度傑出校友獎 
（菁英類、行誼典範類和母校貢獻類） 

3.國立嘉義大學 107 年度校友熱心服務獎 
4.國立嘉義大學 107 年度資深行政人員獎 
5.國立嘉義大學 107 年度績優兼任行政工作教

師及職員獎 
6.國立嘉義大學 106 年度暨 107 年度產學合作

績效獎 
7.國立嘉義大學績優技工、工友獎 
8.國立嘉義大學參加重要校外比賽獲獎單位與

人員 
9.106 學年度捐資教育事業獎勵 
10.第 15 屆嘉大現代文學獎 

秘書室 
人事室 
研發處 
總務處 
中文系 

陸 慶生活動 11：10~11：50 
（40 分鐘） 

1.唱校歌(含嘉義農林學校、嘉義師專、嘉

義農專、嘉義師院及嘉義大學之校歌) 
2.國立嘉義大學蘭潭國樂團與嘉大附小國

樂團合奏<漁舟凱歌>、<鄉音歡舞>及<

生日禮讚> 
 

柒 100 週年啟航 11:50~11:55 
（5 分鐘） 100週年校慶啟航儀式 

捌 禮成 11：55 禮成奏樂  

附件二 

107.10.23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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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流)國立嘉義大學 99 週年校慶典禮程序(草案) 
校區：蘭潭校區 
時間：107 年 11 月 3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至 11 時 55 分 
典禮會場：瑞穗館 
項次 程序 時間 內容 備註 

進場 
人員進場 09：00~09：10 

（10 分鐘） 
1.依各系順序進場 
2.館內播放影片介紹嘉義大學  

校園簡介 

壹 校慶音樂會 09：10~09：50 
（40 分鐘） 

1.預計 9:15 開場介紹(待表演人員就緒) 
2.表演 

由音樂系管

樂團表演 
(舞台紅色布幕閉合，撤管樂團座椅，撤收音棒，上貴賓椅，升布幕、關中間投影機，上講

桌，計時器) 

【司儀】在典禮開始之前，請各位貴賓、師長及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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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從管制區內教官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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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及同學請就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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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位行政人員至貴賓席補位) 

貳 行禮如儀 09：50~09：55 
（5 分鐘） 

1.請校長、各位貴賓上臺就座 
2.典禮開始 
3.奏樂 
4.全體請起立 
5.主席就位 
6.唱國歌 
7.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請貴賓、師

長及同學脫帽 
8.主席請復位，貴賓、師長及全體同學請復坐

及復帽 

 

參 主席致詞 
（含介紹來賓） 

09：55~10：10 
（15 分鐘） 主席致詞  

肆 貴賓致詞 10：10~10：30 
（20 分鐘） 貴賓致詞  

(下降布幕、開中間投影機，撤講桌) 

伍 頒獎 
10：30~11：10 
（40 分鐘） 

1.轉贈世界農業偉大人道貢獻團體獎 
2.國立嘉義大學 107 年度傑出校友獎 
（菁英類、行誼典範類和母校貢獻類） 

3.國立嘉義大學 107 年度校友熱心服務獎 
4.國立嘉義大學 107 年度資深行政人員獎 
5.國立嘉義大學 107 年度績優兼任行政工作教

師及職員獎 
6.國立嘉義大學 106 年度暨 107 年度產學合作

績效獎 
7.國立嘉義大學績優技工、工友獎 
8.國立嘉義大學參加重要校外比賽獲獎單位與

人員 

秘書室 
人事室 
研發處 
總務處 
中文系 

107.10.30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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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6 學年度捐資教育事業獎勵 
10.第 15 屆嘉大現代文學獎 

【司儀】接下來是精采的慶生活動，請舞台上的師長及貴賓移駕至台下就座。 

(舞台紅色布幕閉合，撤貴賓椅，架國樂團樂器、譜架及座椅) 

陸 慶生活動 

11：10~11：25 
（15 分鐘） 

1.唱校歌(含嘉義農林學校、嘉義師專、嘉

義農專、嘉義師院及嘉義大學之校歌)  
在舞台紅色布幕前方，校友會合唱團站在前排，嘉大嵐

韻合唱團站在後排，校友會合唱團依序唱嘉義農林學

校、嘉義師專、嘉義農專、嘉義師院之校歌，後排嘉大

同學隨之舉起相對應的校徽牌。校友會合唱團唱完後稍

為散開，讓後排嘉大嵐韻合唱團站到前排，校友會合唱

團退到後排。嘉大嵐韻合唱團唱嘉義大學校歌前，一起

將原本嘉義農林學校、嘉義師專、嘉義農專、嘉義師院

的校徽牌轉至背面為嘉義大學校徽牌。 
校歌 DVD版權授權儀式:由台北市國立嘉義大學校友會

黃徹源理事長將校歌 DVD版權授權給嘉義大學，由校長

代表受贈。 

11：25~11：50 
（25 分鐘） 

(舞台紅色布幕開啟) 

2.國立嘉義大學蘭潭國樂團與嘉大附小國

樂團合奏<漁舟凱歌>、<鄉音歡舞>  

禮賓將蛋糕及香檳塔推至舞臺中央，國樂團合奏生日禮

讚，請校長、許願、點亮 99希望之燈、切蛋糕。 

柒 100 週年啟航 11:50~11:55 
（5 分鐘） 

100週年校慶啟航儀式  

禮賓引導校長、副校長及貴賓站至舞台前端中央，並推

出「100 啟航氣球」交給校長。校長、副校長及貴賓一

起拉開「100 啟航氣球」，讓啟航大氣球裡的 100 顆小

氣球飛向空中，象徵嘉義大學 100 週年校慶正式啟航。 
與此同時，工作人員在瑞穗館館內 2 樓往 1 樓觀眾席丟

出大氣球，讓現場觀眾席師生同歡。 

捌 禮成 11：55 禮成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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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99 週年校慶典禮籌備委員會委員職掌表(草案) 
 

單位 姓名 工作職掌 

主任委員 艾校長群 綜理校慶典禮活動全部事宜。 

副主任委員 
劉副校長榮義 
黃副校長光亮 
朱副校長紀實 

襄助校長綜理校慶典禮活動全部事宜。 

委員 
（學生事務處） 黃學務長財尉 

1.籌備校慶典禮相關會議。 
2.規劃、執行、佈置及督導校慶典禮全部事宜。 
3.統籌校慶典禮各項配合活動，並管制完成場地協調
規劃及相關事宜。 

4.校慶典禮各項獎項頒發相關事宜。 
5.督導緊急醫療事故及安全維護相關事宜。 

委員 
（總務處） 洪總務長滉祐 

1.各校區校門口旗幟佈置及整體校園綠美化事宜。 
2.三校區車輛運輸租用全部事宜。 
3.場館會場設備檢修。 
4.規劃及執行校慶活動期間安全警衛及交通指揮。 
5.確定各項得獎人並將受獎名單送學務處彙整。（績優
技工、工友獎）。 

委員 
(環安衛中心) 周中心主任良勳 

1.完成各校區環境維護、垃圾清運及場地復原。 
2.督導緊急醫療事故處理。 

委員 
（教務處） 古教務長國隆 公告校慶停課及補假事宜。 

委員 
（秘書室） 吳主任秘書思敬 

1.貴賓邀請卡相關事宜。 
2.校慶典禮期間新聞稿發布及校訊出版等事宜。 
3.確定各項得獎人並將受獎名單送學務處彙整。（捐資

教育事業獎勵、傑出校友獎、校友熱心服務獎、參
加重要校外比賽獲獎單位與人員） 

4.校友通訊等出版品相關事宜。 
5.規劃校友邀請及傑出校友之選拔相關事宜。 
6.協助辦理校友餐會相關事宜。 
7.規劃舞台貴賓椅擺設事宜。 

委員 
（主計室） 張代理主任幸蕙 校慶典禮經費審查事宜。 

委員 
（人事室） 鄭主任夙珍 

1.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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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電算中心） 洪中心主任燕竹 首頁掛置「校慶專欄」連結。 

委員 
（體育室） 張主任家銘 協助校慶典禮三校區交通車招標事宜。 

委員 
（研究發展處） 徐研發長善德 1.校慶記者會規劃及執行。 

2.規劃及執行研發處成果展相關事宜。 

附件三 

107.09.26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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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國際事務處） 楊國際長德清 規劃及執行校慶系列慶祝活動相關事宜。 

委員 
（圖書館） 丁館長志權 

規劃及執行校慶系列慶祝活動相關事宜。 

委員 
（產學營運及推

廣處） 
連處長振昌 

委員 
（原住民族教育
及產業發展中

心） 

王中心主任進發 

委員 
（農產品產銷履
歷驗證中心） 

黃主任健政 

委員 
（師資培育中

心） 
吳中心主任芝儀 

委員 
（語言中心） 吳中心主任靜芬 

委員 
（師範學院） 黃院長月純 

1.遴派各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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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院長明仁 

委員 
（管理學院） 李院長鴻文 

委員 
（農學院） 林院長翰謙 

委員 
（理工學院） 章院長定遠 

委員 
（生命科學院） 吳代理院長思敬 

委員 
（獸醫學院） 周院長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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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99 週年校慶典禮任務編組職掌表(草案) 

組  別 職  稱 姓  名 電話 職                    掌 

行政組 

總幹事 黃財尉 7400 督導校慶典禮活動進行。 

執行稽核 陳清玉 7400 稽核校慶典禮活動相關事宜。 

執行秘書 張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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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事 林季盈 7066 

1.擬定及規劃校慶典禮特色、辦理流程、佈置方
式及相關活動。 

2.聯繫及通知各單位校慶相關事宜。 
3.經費預估及登錄。 
4.與各單位聯繫各項領獎人員及獎牌/獎狀事宜。 
5.確認典禮當天午餐訂購數量。 
6.與秘書室確認貴賓名單及公關品，並將確認名
單及禮品分送典禮組及交通管制組。 

7.與公關組確認邀請卡及新聞稿內容。 
8.彙整相關文件。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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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員 江汶儒 7066 

1.協助會場內、外佈置相關事宜。 
2.聯繫表演人員及社團。 
3.指導攝影社拍照及製成光碟片事宜。 
4.協助校慶音樂會相關事宜。 
5.協助指揮及管理學生義工。 

組員 郭佳惠 7066 
1.禮賓編組及選訓司儀、遞獎。 
2.聯繫手語老師。 
3.安排校歌領唱人員。 

組員 曹國樑 7066 
1.協助會場內、外佈置相關事宜。 
2.協助確認預演及典禮當天交通車之聯繫。 
3.校慶專欄網頁維護。 

組員 鄭思琪 7066 

1.場地及設備之借用。 
2.於典禮當天協助會場場復。 
3.籌備會事前準備工作。 
4.預演及典禮當天交通車之聯繫及登帳。 

組員 郭建暉 7054 1.典禮台上投影督導。 
2.督導影片播放。 組員 林明衡 226-3411 

#1221 

組員 陳惠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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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 

107.10.30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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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 陳美至 7054 1.無線電發放與回收。 
2.機動協助校慶典禮活動進行。 

組員 
盧泳聰 

7371 指導攝影社拍照事宜、典禮照相、頒獎照相並製
成光碟片。 劉軍駙 

教務 
行政組 組長 古國隆 7300 公告校慶停課及補假事宜。 

經費 
審核組 組長 張幸蕙 7210 校慶典禮經費審核事宜。 

人事 
行政組 組長 鄭夙珍 7190 

1.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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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兼行政工作教師及
職員獎） 

典禮組 

組長 李互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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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淑惠 7052 1.各項獎狀（品）整理、歸類、傳遞作業及錯誤
獎狀抽換。 

2.受獎人數聯絡前台服務組。 
3.協助回報貴賓離席狀況。(禮賓大使協助) 

張祐瑄 273-2948 

蕭怡茹 7081 

組員 
鍾瓊瑤 7053 

協助 2 樓會場突發狀況處理。 
胡家宏 2475 

組員 
陳中元 7052 1.台上進出人數管控、協調台下頒獎人員預備。 

2.管制閒雜（非攝影社）人員上台。 
3.協助組長統籌、支援本組人力不足及聯絡他
組、導引受獎人員下台路線。 

劉曉華 226-3411 
#1212 

組員 

陳郁馨 273-2700 

1.協助確認領獎者台上受獎位置（一二排及中央
伍）安排及動作、鞠躬訓練，協調掌控頒獎人
員位置、受獎者地面標誌。 

2.貴賓席備位人員。 

胡景妮 226-3411 
#1228 

徐伊萱 226-3411 
#1227 

江玉靖 7081 

李依霖 7371 

安全 
維護組 

組長 蔡銘燦 7310 負責校慶典禮全部安全維護及緊急事項處置。 

組員 

林春暉 226-3411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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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貴賓席備位人員。 

李方君 226-3411 
#1252 

李正德 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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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雅惠 273-2956 

組員 

高偉比 7311 

1.維持當日校慶典禮會場秩序。 
2.校慶音樂會人員進出管制。 

王怡淑 7312 

黃武雄 7311 

賴佳杏 7311 

交通 
運輸組 

組長 張家銘 7270 協助校慶典禮三校區交通車招標事宜。 

組長 吳光名 226-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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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蘭潭校區服務組人員確認發車狀況。 
3.貴賓席備位人員。 

組員（民雄） 林育如 226-3411 
#1216 

組員（新民） 黃莉凌 273-2819 

交通 
管制組 組長 顏全震 7151 預演/當天蘭潭校區車輛管制。 

衛生 
保健組 

組長 張心怡 7070 督導緊急醫療事故處理。 

組員 
蔡佳玲 7069 

緊急醫療事故處理。 
林美文 7069 

庶務組 

組長 楊懷文 7173 各項事務協調、緊急事件聯繫等全部事宜。 

組員 
胡麗紅 7052 1.協助調查及發放校慶典禮工作人員、學生社團

及司機午餐。 
2.貴賓席備位人員。 吳秀香 7174 

服務組 

組長 楊育儀 7080 簽到處各項事務協調、緊急事件聯繫等全部事
宜。 

組員 

賀彩清 7081 

1.預演及典禮當天領獎人員簽到、引導。 
2.貴賓席備位人員。 
3.典禮結束後於瑞穗館門口發送蛋糕。 

陳蕙敏 7174 

何怡慧 273-2700 

蕭瑋鎮 226-3411 
#6106 

魏郁潔 7080 

江國楨 273-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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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依妏 2263411 
#1253 

1.會場入口處引導人員入場。 
2.貴賓席備位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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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士豪 2263411 
#1215 

高凡絨 271-7957 

黃雅珍 271-7957 

組員 陳靜昶 273-2606 1.與民雄/新民校區人員確認發車狀況。 
2.貴賓席備位人員。 

園遊會 
事務組 組員 

林明衡 7066 處理校慶園遊會相關事宜。 

周玉華 273-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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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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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訊、召開記者會
等事宜。 

綜合業務組組長 許文權 7011 確定各項得獎人並將受獎名單送學生事務處彙
整。（重大校外比賽獲獎單位及人員） 

校友組組長 詹明勳 7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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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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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協助辦理校友餐會相關事宜。 

總務組 

資產經營管理組
組長 張育津 7140 1.校園美化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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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義森 7110 

營繕組代理組長 許榮鍾 7130 場館會場設備檢修。 

資訊組 組長 洪燕竹 7250 首頁掛置「校慶專欄」連結。 

環境 
清潔組 

組長 邱秀貞 7137 
典禮期間環境清潔維護相關事宜。 

組員 方珣 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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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99 週年校慶典禮工作時程表(草案)  

日期/星期 項  目 負責單位 完成工作事項 備註 

9/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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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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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2.調查貴賓名單 秘書室 
人事室 各單位邀請貴賓名單。 已完成 

3.典禮校區接駁車輛上
網招標 

體育室 
總務處 

校慶典禮接駁車輛需求上網
招標。 已完成 

4.掛置校慶專欄網頁 電算中心 
學務處 校慶相關公告及資訊。 已完成 

10/2（二）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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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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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3.擬定典禮與會來賓名
單 

秘書室 
人事室 

邀請之貴賓、校友、退休人
員 

名單擬定 已完成 

4.第 2 次籌備會 學務處 各單位工作進度報告。 

10/15（一） 

1.彙整得獎名單 

學務處 
總務處 
秘書室 
人事室 
中文系 

各項得獎人及受獎名單送學
務處彙整。 未完成 

2.傑出校友、校友熱心
服務獎選拔相關事宜 

3.貴賓邀請函事宜 
秘書室 

1.傑出校友、校友熱心服務獎
之通知及選拔。 

2.發送貴賓邀請函。 
已完成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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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10/19（五） 

1.交通管制 總務處 交通管制、車輛停放規劃。 已完成 

2.彙整得獎獎狀及獎品 
秘書室 
人事室 
學務處 

獎狀、獎品分項分類並送學
務處彙整。 未完成 

3.相關校慶文宣品印製 秘書室 
學務處 校友通訊及海報印製。 已完成 

10/22（一） 校慶記者會第1次籌備會 秘書室 
研發處 

校慶研發成果記者會及校慶
相關慶祝活動記者會之工作
協調與籌備。 

已完成 

1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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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樓第1會議室 
開會時間： 
下午1時30分 

附件五 

107.10.22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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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一） 校慶記者會第2次籌備會 秘書室 
研發處 

校慶研發成果記者會及校慶
相關慶祝活動記者會之工作
協調與籌備。 

 

10/30（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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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會場佈置 學務處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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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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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典禮會場內部佈置。 
3.蘭潭校區大門口佈置暨環境
維護。  

2.會場外佈置驗收 學務處 校慶典禮會場外佈置驗收。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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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安衛中心 
學務處 

三校區大門口佈置暨環境維
護、垃圾清運、美化佈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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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
校慶相關慶祝活動記者會  

11/2（五） 典禮會場佈置總驗收 學務處 校慶典禮會場內外佈置總驗
收。  

11/3（六） 

1.發布校慶活動新聞稿 秘書室 發布校慶活動新聞稿。  

2.校慶典禮 

學務處 
總務處 
秘書室 
人事室 

環安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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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時校慶餐會。 

 

1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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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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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樓第1會議室 
開會時間： 
下午 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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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99 週年校慶典禮瑞穗館座次表 107.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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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左門入口                         一樓右門入口 
 

  一樓左大門        正門        一樓右大門 
 
第 1排 12          12          12          12          12         

          
第 2排 12          12          12          12          12         

          
第 3排 12          12          12          12          12         

          
第 4排 12          12          12          12          12         

          
第 5排 13          13          13          13          13         

          
第 6排 13          13          13          13          13         

          
第 7排 13          13          13          13          13         

          
第 8排 13          13          13          13          13         
 

瑞穗館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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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控室 

二樓入口 二樓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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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走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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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走

道 

走

道 

走

道 

附件六 



18 

 

國立嘉義大學 99 週年校慶典禮交通運輸車次表 

107.10.16 製表 

活動

名稱 
活動時間 起站 訖站 搭車時間 搭車地點 車次 負責人 

校慶

預演 

107 年 

10 月 31 日 

（星期三） 

13：20 

往 
民雄  蘭潭   12：30 

民雄校區行

政大樓前 
1 車次 林育如辦事員 

新民  蘭潭 12：30 
新民校區校

門口 
1 車次 黃莉凌小姐 

返 
蘭潭 民雄 15：00 

蘭潭校區瑞

穗館前 
1 車次 曹國樑先生 

蘭潭 新民 15：00 
蘭潭校區瑞

穗館前 
1 車次 曹國樑先生 

校慶

典禮 

107 年 

11 月 3 日 

（星期六） 

09：00 

往 
民雄 蘭潭 08：00 

民雄校區行

政大樓前 
11 車次 林育如辦事員 

新民 蘭潭 08：20 
新民校區校

門口 
7 車次 黃莉凌小姐 

返 
蘭潭 民雄 12：40 

蘭潭校區瑞

穗館前 
10 車次 

曹國樑先生 
陳靜昶先生 

蘭潭 新民 12：40 
蘭潭校區瑞

穗館前 
6 車次 

返 
蘭潭 民雄 15：30 

蘭潭校區瑞

穗館前 
1 車次 

蘭潭 新民 15：30 
蘭潭校區瑞

穗館前 
1 車次 

備註 

1.10 月 31 日校慶預演，請每學系遴派 1 名同學代表參加，以了解典禮程序

及座位區，11 月 3 日正式典禮當天每學系請務必遴派 40 名同學參加。

(請各系推派大一至大四非運動會賽程選手之學生代表參加。) 

2.民雄/新民校區學生參加校慶典禮，每學系以 1 車為原則。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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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週年校慶活動交通管制區域圖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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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大學 99週年校慶園遊會攤位概列圖 
機車腳踏車停車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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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週年校慶系列慶祝活動彙整表 
107.10.19 製表 

 

活動名稱 地點 日期  時間 主辦單位 

視覺藝術系版畫精選展 
蘭潭校區 

圖書資訊館一樓
展覽廳 

107.10.16(二)~
107.11.16(五)
週一至週六 

09:00-17:00 圖書館 

女性生物學家典範演講 
蘭潭校區 

生農一館視聽教
室 A26-404 

107.10.17(三) 

13:20-16:20 植醫系 

太空食物、水，太空生活以及
無重力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蘭潭校區 
食品科學館 2樓
視聽教室（A06-

206） 

15:00-17:00 食科系 

107 年安心就學系列活動-紅
龍果湯圓手作活動 

蘭潭校區 
食品加工廠烘焙

教室 
12:00-13:30 學生事務處 

加拿大 MARS WILDLIFE 
RESCUE 實習成果分享 

新民校區 
獸醫館視聽教室
（D04-103） 

13:30-15:00 學生事務處 

2018 年泰北國際志工團成果
分享會 

新民校區 
A棟 108階梯教

室 
107.10.18(四) 

19:00-20:30 學生事務處 

人聲樂團講座 Lecture 
蘭潭校區 

理工學院多功能
教室 

17:20-18:20 人藝中心 

服務學習評選 
蘭潭校區 
國際會議廳 

107.10.19(五) 

09:30-13:00 學生事務處 

服務學習成果發表會 
蘭潭校區 
國際會議廳 

12:10-14:20 學生事務處 

服務學習專題講座【以服務學
習提升職場的競爭力】 

蘭潭校區 
國際會議廳 

14:30-15:30 學生事務處 

爵士樂團大師班 
民雄校區 

音樂系合奏教室 
13:30-15:00 人藝中心 

讀劇講座-我們用嘴忙了一晚
上 

新民校 
區國際會議廳 

107.10.22
（一） 

19:00 人藝中心 

麥寮高中科學營 蘭潭校區 09:00-16:00 
高教深耕 
B主軸 

VR/AR 在文化資產活化之應用 
蘭潭校區 

理工大樓 A16-
104視聽教室 

107.10.24(三) 14:20-16:10 資工系 

E化世代的教育問題與革新國
際學術研討會 

民雄校區 
教育館 D03-103 

107.10.25(四) 08:30-18:00 
教育系 

107.10.26(五) 09:00-12:30 

第十四屆「嘉義研究」學術研
討會 

民雄校區 
圖書館三樓國際

會議廳 

107.10.26(五) 
107.10.27(六) 

8：40-17：10 台文中心 

《音符捉迷藏》—奇響木管五
重奏 

新民校區 
國際會議廳 

107.10.26
（五） 

19:30 人藝中心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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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地點 日期  時間 主辦單位 

科學推廣教育參訪活動 
蘭潭校區 
應化系館 

107.10.27(六) 

09:10-16:10 應化系 
資工系系友會 

蘭潭校區 
理工大樓 4樓 

14:00-19:00 資工系 
後壁高中科學營 蘭潭校區 09:00-16:00 

高教深耕 

B主軸 

善化高中參訪活動 
蘭潭校區 
應化系館 
電物系館 

107.10.30(二) 09:00-16:10 

高教深耕 
B主軸 
應化系 
電物系 

國際文化節 
民雄校區 

綠園一舍前紅磚
道 

107.10.31(三) 12:00-13:30 國際事務處 

國際文化節 
蘭潭校區 

國際交流學園 

107.11.01(四) 

12:00-13:30 國際事務處 

雙光梳光譜儀用於寬頻分子指
紋辨識 

蘭潭校區 
電物二館 A18B- 
501視聽教室 

13:20-15:10 電物系 

Mind reading: encoding and 
decoding the brain 

蘭潭校區 
理工大樓 A16-
104視聽教室 

14:20-16:10 資工系 

國際講座: 留學美國愛達荷大
學 

蘭潭校區 
國際交流學園 
3樓階梯教室 

11:10-12:00 國際事務處 

國際文化節 

蘭潭校區 
學生活動中心前
道路(大學路)及
嘉禾館前椰林大

道 
107.11.2(五) 

12:00-13:30 國際事務處 

動物義診活動 
新民校區 

國立嘉義大學附
設動物醫院 

08:00-11:30 動物醫院 

電物系系友會 
蘭潭校區 
電物一館 

107.11.3(六) 

10:30-14:00 電物系 

《愛在嘉大 情牽久久》 
文藝活動 

蘭潭校區 
嘉禾館 

14:00-17:00 
嘉義市 
校友會 

國際文化暨外交實務講座:認
識法國 

民雄校區 
科學館 I106階

梯教室 
107.11.05(一) 15:20-17:00 國際事務處 

Vision Attention Guided 
Encoding for 360-degree 

Images 

蘭潭校區 
理工大樓 A16-
104視聽教室 

107.11.08(四) 

14:20-16:10 資工系 

國際禮儀暨歐洲文化與社會講
座 

蘭潭校區 
國際交流學園 
3樓階梯教室 

11:10-12:00 國際事務處 

理工學院智慧能源永續發展人
才培育計畫講座 

蘭潭校區 
電物二館 A18B- 
501視聽教室 

13:20-15:10 電物系 

Strategies to Preclude 
Hepatitis C Virus Viral 

Entry 

蘭潭校區 
綜合教學大樓 6
樓(A32-606) 

107.11.9(五) 13:30-15:20 資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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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週年校慶活動各單位一級行政主管及學術主管（院長、系所主任） 

與會地點與時間表 

日期/時間 活動名稱 參與主管 地點 

11 月 2 日(五) 

8:30~ 
運動大會開幕 

各單位一級行政主管及學術

主管（院長、系所主任） 

蘭潭校區 

運動場 

11 月 2 日(五) 

15：00-16：00 
運動大會頒獎(1) 

洪燕竹中心主任、沈榮壽主

任、各系主任 

蘭潭校區 

運動場 

11 月 2 日(五) 

16：00-17：00 
運動大會頒獎(2) 

黃光亮副校長、洪燕竹中心

主任、各系主任 

蘭潭校區 

運動場 

11 月 3 日(六) 

09：00-11：15 
校慶典禮 

各單位一級行政主管及學術

主管（院長、系所主任） 

蘭潭校區 

瑞穗館 

11 月 3 日(六) 

12：00 
校友校慶餐會 

各單位一級行政主管及學術

主管（院長、系所主任） 

蘭潭校區 

行政大樓至 
國際會議廳前 

11 月 3 日(六) 

9:00-10:00 
運動大會頒獎(3) 

劉榮義副校長、吳思敬主任

秘書、洪偉欽主任 

蘭潭校區 

運動場 

11 月 3 日(六) 

10:00-12:00 
運動大會頒獎(4) 劉榮義副校長、張家銘主任 

蘭潭校區 

運動場 

11 月 3 日(六) 

14:00-15:00 
運動大會頒獎(5) 

黃光亮副校長、朱紀實副校

長、徐善德研發長 
蘭潭校區 

運動場 

11 月 3 日(六) 

15:00-16:00 
運動大會頒獎(6) 劉榮義副校長、張家銘主任 

蘭潭校區 

運動場 

11 月 3 日(六) 

16:10~ 
運動大會閉幕 

各單位一級行政主管及學術

主管（校長及一級行政主

管） 

蘭潭校區 

運動場 

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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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99週年校慶典禮司儀稿 

107.10.30 

(開投影機[左右方及中間投影])(管樂團座椅就位)(燈暗) 

※人員進場(播放影片)(約 10分鐘) 09：00~09：10 

【司儀】各位貴賓、師長、同學，大家早安。 

【司儀】歡迎各位蒞臨國立嘉義大學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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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音樂系管樂團 09：10~09：15(燈全亮) 

【司儀】在典禮開始之前，邀請到本校音樂系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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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管樂團進場就座) 

【司儀】國立嘉義大學音樂系管樂團原為嘉義師範學院音樂教育系管樂團。

2000 年改制為國立嘉義大學後，首任音樂系梁毓玲主任更將管樂團合

奏及展演列為系上重點工作，在歷任指揮、現任指揮林士偉老師以及

劉榮義副校長的積極推動之下，不但連續 3 年獲得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特優，亦自 2007 至 2017 年間連續獲邀參加管樂世界年會以及嘉義市

國際管樂節閉幕音樂會。嘉大音樂系管樂團長年活躍於國內外展演舞

台，不但與國內各大音樂系管樂團交流，更經常與國外名家合作。

2012 年參加新加坡國際管樂大賽，獲得公開組銀牌的殊榮，2014 年

應邀於香港迪士尼演出，在國際舞台上均有亮麗的表現。 

 

壹、校慶音樂會(約 35分鐘)09：15~09：50 

【司儀】接下來管樂團將為各位帶來「Scootin On Hardrock」、「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El Cumbanchero」三首曲目，讓我們掌聲歡迎指揮林

士偉老師。 

(樂團表演約 35分鐘) 

【司儀】感謝管樂團帶來精湛的演出。 

(舞台紅色布幕閉合，撤管樂團座椅，撤收音棒)  

(升布幕、關中間投影機)(上講桌，計時器) (約 2分鐘) 

【司儀】在典禮開始之前，請各位貴賓、師長及同學觀看舞台兩側投影布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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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台紅色布幕展開)  

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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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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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剩下 2分鐘) 

(備位行政人員至貴賓席補位) 

-----------------------------(典禮開始)----------------------------- 

貳、行禮如儀(約 5分鐘) 09：50~09：55 

【司儀】國立嘉義大學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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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復位，貴賓、師長及同學請坐下、並復帽。 

 

參、主席致詞(約 15分鐘)(含貴賓介紹) 09：55~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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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貴賓致詞(約 20分鐘)(含貴賓介紹) 10：10~10：30 

【司儀】貴賓致詞。 

【司儀】請艾校長邀請貴賓致詞。(校長邀請貴賓致詞) 

【司儀】感謝貴賓為我們致詞。 

(下降布幕、開中間投影機) (撤講桌) 

 

伍、頒獎(約 40分鐘) 10：30~11：10 

一、轉贈世界農業偉大人道貢獻團體獎 

【司儀】轉贈世界農業偉大人道貢獻團體獎。聯合國基金會為表彰嘉義農專

校友在 1960 年代起，離鄉背井至笫三世界國家指導農業科技，增產

糧食，消滅饑餓與貧窮做出的犧牲奉獻，特頒予世界農業偉大人道

貢獻團體獎。 

【司儀】請嘉義大學校友總會榮譽理事長蔡武璋博士轉贈，請艾群校長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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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獎。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感謝嘉義農專校友們的犧牲奉獻。 

二、頒發國立嘉義大學 107年度傑出校友獎(共計 18名，第一列 9名，第二列   

    9名) 

【司儀】頒發國立嘉義大學 107年度傑出校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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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儀】得獎的有吳名彬校友、宋京達校友、李秀絨校友、林清標校友、陳

登吉校友、歐陵合校友、蔡淑玲校友、蕭肇陽校友、謝仁傑校友、

謝勝信校友、羅聰賢校友、蘇承基校友、陳瑞慶校友、鄭炎星校友、

呂芳昇校友、郭章燦校友、陳奇峰校友、曾茂昌校友，請得獎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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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得獎校友。 

三、頒發國立嘉義大學 107 年度校友熱心服務獎(共計 12 名，第一列 6 名，

第二列 6名) 

【司儀】頒發國立嘉義大學 107年度校友熱心服務獎。 

【司儀】得獎的有朱進謙校友、吳得時校友、林聖哲校友、高明昌校友、許

春芳校友、郭江章校友、彭成銓校友、蔡鼎三校友、謝邦雄校友、

謝東勝校友、謝龍濱校友、羅富國校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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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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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頒發國立嘉義大學 107年度資深行政人員獎(共計 8名，共一列 8名) 

【司儀】頒發國立嘉義大學 107年度資深行政人員獎。 

【司儀】服務本校滿 40年：丁瑞霞小姐。 

服務本校滿 30 年：范惠珍小姐、呂美娟小姐、祝翠珠小姐、張榮欽

先生、曾淑惠小姐、王淑瑛小姐、任綉欽小姐。 

 服務本校滿 20年：姜曉芳小姐、凃博榮先生、温世芬小姐。 

 服務本校滿 10 年：吳秀香小姐、王麗雯小姐、柯翠蘭小姐、黃依

玲小姐、羅嘉琪小姐、楊淑萍小姐、楊智評先

生、莊秀玉小姐、吳怡樺小姐、唐周源先生、

鄭智嘉先生。 

【司儀】請得獎人員上臺受獎。 

【司儀】請         頒獎。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以上得獎人員。 

五、頒發國立嘉義大學 107 年度績優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及職員獎(共計 13 名，

第一列 3名，第二列 10名) 

【司儀】頒發國立嘉義大學 107年度績優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及職員獎。 

【司儀】績優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得獎的有 邱志義老師、楊正誠老師、嚴志弘

老師。 

績優職員獎得獎的有 周玫秀小姐、蔡仲瑜先生、謝明潔小姐、楊弘

道先生、楊詩燕小姐、魏郁潔小姐、石螢螢小姐。 

【司儀】請得獎人員上臺受獎。 

【司儀】請        頒獎。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以上得獎人員。 

六、頒發國立嘉義大學 106 年度暨 107 年度產學合作績效獎(共計 9 名，共

一列 9名) 

【司儀】頒發國立嘉義大學 106年度暨 107年度產學合作績效獎。 

【司儀】首先頒發 106年度產學合作績效獎 

【司儀】產學合作績優教師獎得獎的有 陳鵬文老師、郭章信老師、陳國隆老

師、黃健政老師、曾碩文老師、王瑞壎老師、黃光亮老師、艾群老

師、劉建男老師、吳思敬老師 

【司儀】請得獎人員上臺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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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司儀】繼續頒發 106年度產學合作績效獎(共計 6名，共一列 6名) 

【司儀】產學合作績優教師獎得獎的有 張宇樑老師、郭怡君老師、盧永祥老

師、沈榮壽老師、周良勳老師、呂英震老師、郭鴻志老師 

【司儀】產學合作績優中心獎得獎的是 雲嘉南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司儀】請得獎人員上臺受獎。 

【司儀】請           頒獎。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以上得獎人員。 

【司儀】接著頒發 107年度產學合作績效獎(共計 8名，共一列 8名) 

【司儀】產學合作績優教師獎得獎的有 艾群老師、陳哲俊老師、蔡若詩老師、

張坤城老師、何一正老師、黃健政老師、郭章信老師、秦宗顯老師、

詹明勳老師、江彥政老師 

【司儀】請得獎人員上臺受獎。 

【司儀】請           頒獎。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以上得獎人員。 

【司儀】繼續頒發 107年度產學合作績效獎(共計 6名，共一列 6名) 

【司儀】產學合作績優教師獎得獎的有 葉郁菁老師、莊淑瓊老師、張宏義老

師、曾碩文老師、古國隆老師、陳政男老師、郭鴻志老師 

【司儀】產學合作績優中心獎得獎的是 創新育成中心 

【司儀】學界科專總主持人獎得獎的是 朱紀實老師 

【司儀】請得獎人員上臺受獎。 

【司儀】請           頒獎。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以上得獎人員。 

七、頒發國立嘉義大學績優技工、工友獎(共計 2名，共一列 2名) 

【司儀】頒發頒發國立嘉義大學績優技工、工友獎。 

【司儀】得獎的有秘書室湯永福先生、總務處黃炫諭先生。 

【司儀】請得獎人員上臺受獎。 

【司儀】請           頒獎。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以上得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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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頒發國立嘉義大學參加重要校外比賽獲獎單位與人員(共計 12 名，第一

列 6名，第二列 6名) 

【司儀】頒發國立嘉義大學參加重要校外比賽獲獎單位與人員。 

【司儀】頒發重要校外比賽團體獎。 

【司儀】2018福特六和暑假實習專案競賽第一名 

 台灣生態教育農園協會 2017 綠遊農場智慧導覽遊程創意競賽影片遊

程組二獎 

 台灣生態教育農園協會 2017 綠遊農場智慧導覽遊程創意競賽平面圖

文遊程組二獎 

 中華林學會 106年森林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森林經營與育林組第一名 

 中華林學會 106 年森林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生態保育與森林保護組第

二名 

 2018中華林產事業協會學術論文暨研究成果研討會海報組第二名 

 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學會 2018 全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大專生暨教師

研究組壁報論文競賽第一名 

 中國上海同濟大學 2018 第三屆海峽兩岸青少年創客大賽成人組一等

獎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2018 農業光電機器人自造競賽第二

名 

 教育部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網球南區錦標賽一般女生組雙打第

一名 

 中華民國遊程規劃設計協會 2018 第七屆觀光精英盃全國遊程設計競

賽來台旅客組金牌 

 2018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ystem Innovation 
BestConference Paper Award 

【司儀】請得獎團隊上臺受獎。 

【司儀】請               頒獎。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以上得獎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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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頒發重要校外比賽個人獎。(共計 9名，共一列 9名) 

【司儀】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葉佩雯同學榮獲中華林學會 106 年森林資源永

續發展        研討會森林經營與育林組第二名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柯姵綺同學榮獲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女生組拳擊第五量級第二名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吳沛儀同學榮獲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女生組拳擊第七量級第二名 

 陳維安同學榮獲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一般女生組柔道第六級第二名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曾琮新同學榮獲科技部 106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

畫研究創作獎 

 輔導諮商學系彭玉文同學榮獲科技部 106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

創作獎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黃韋蒼同學榮獲科技部 106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研究創作獎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王思齊老師榮獲教育部 2017 年磨課師標竿

課程獎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廖倢妤同學榮獲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2018 Sustainable Forest Ecosystem Management (SFEM) /and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Forest Research Organizations (IUFRO) 4.02.02 
The Best Student Award for the Oral Presentation 

 沈子堯同學榮獲 Chemical, Biological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ociety (CBEES) Best Presentation Certificate of (ICEAE) 2018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and Agriculture Engineering 

 生物資源學系李孟榛同學榮獲 ICOPA 2018 14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arasitology Poster Presentation Award 

【司儀】請得獎人員上臺受獎。 

【司儀】請                 頒獎。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以上得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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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頒發 106 學年度捐資教育事業獎勵(共計 15 名，第一列 9 名，第二列 6

名) 

【司儀】頒發 106學年度捐資教育事業獎勵。 

【司儀】捐資者有宇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周欽俊董事長、 

        立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許立昇董事長、隆成集團黃英源董事長、 

        羅仕企業有限公司簡笙合董事長、台灣一國兩制研究協會蔡武璋理

事長、 

        台積電生產設備採購處蘇志宏經理、一原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林

國村董事長、一原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博政副總經理、一原金

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宜正副總經理、嘉義大學音樂系主任曾毓芬

教授、兆柏投資有限公司馮玉芳負責人、舒格蘭有限公司林榮寶董

事長、社團法人臺灣嘉義大學獸醫校友會-翁寶國理事長、歐群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林志成先生、中國化學會-許千樹先生。 

【司儀】請捐資人員上臺受獎。 

【司儀】請朱紀實副校長頒獎。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感謝以上捐資人員。 

十、頒發國立嘉義大學第 15屆嘉大現代文學獎(共計 8名，共一列 8名) 

【司儀】頒發國立嘉義大學第 15屆嘉大現代文學獎。 

【司儀】現代詩組得獎的有：謝雅婷同學、高偉哲同學、陳琪璇同學。 

散文組得獎的有：蘇彥銘同學、蔡湯慧同學、廖翊晴同學。 

短篇小說組得獎的有：謝雅婷同學、吳冠慧同學、李彥廷同學。 

【司儀】請得獎人員上臺受獎。 

【司儀】請劉榮義副校長頒獎。 

【司儀】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恭喜以上得獎人員。 

【司儀】接下來是精采的慶生活動，請舞台上的師長及貴賓移駕至台下就座。 

(舞台紅色布幕閉合，撤貴賓椅，架國樂團樂器、譜架及座椅)(升布幕) 

陸、慶生活動(約 40分鐘)11：10~11：50 

一、 唱校歌 

【司儀】首先請台北市國立嘉義大學校友會 12 位校友上台齊唱嘉義農林學

校、嘉義師專、嘉義農專及嘉義師院校歌，而嘉義大學校歌則由

本校嵐韻合唱團 10位同學領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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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全體師生請起立。(燈全亮) 

【司儀】唱校歌。 

(播放嘉義農林學校、嘉義師專、嘉義農專、嘉義師院及嘉義大學之校歌) 

【司儀】全體師生請坐下。 

(舞台紅色布幕開啟)（禮賓引導校長從布幕後出來) 

【司儀】現在進行校歌 DVD 版權授權儀式，由台北市國立嘉義大學校友會

黃徹源理事長將校歌 DVD 版權授權給嘉義大學，由校長代表受贈。 

(禮賓引導校長及黃徹源理事長就定位) 

(禮賓將象徵性授權書遞給黃徹源理事長，由黃理事長贈予校長並合照)由禮賓

協助校長至貴賓室。 

二、 國樂團表演 

【司儀】為慶祝嘉義大學 99 週年校慶，嘉義大學蘭潭國樂團與嘉大附小國

樂團特別準備合奏表演，請大家一同欣賞。國樂團指揮，同時也

是兩校國樂團指導老師蔡玉眞老師，畢業於嘉義大學前身國立嘉

義技術學院，蔡老師在校期間參與國樂團，並於畢業後擔任蘭潭

校區國樂團指導老師，迄今邁入第 18 年。93 年起同時擔任嘉大附

小國樂團指揮與二胡分組教師，迄今第 14年。 

此次恭逢母校嘉義大學 99 週年校慶，蔡玉眞老師以校友與指導老

師的雙重身分，帶領學生與學弟妹們同台演奏「漁舟凱歌」、「鄉

音歡舞」二首樂曲為母校獻上誠摯的祝福，接下來讓我們一起欣

賞由國樂團所帶來的表演。 

 (國樂團演奏) 

【司儀】感謝蘭潭國樂團與嘉大附小國樂團的演出。(國樂團人員留在舞臺

上) 

三、 生日禮讚 

【司儀】生日禮讚（禮賓引導校長就定位，國樂團合奏生日禮讚） 

【司儀】嘉義大學從民國 8 年創校至今，經歷了升格與整併，今年已邁入

99 週年，在此讓我們一起祝賀嘉義大學生日快樂。請校長及貴賓

一同上台祝賀（需有 9位貴賓上台）。 

志工將蛋糕及香檳塔推至舞臺中央。 

【司儀】請艾群校長許願。(校長許願後) 

(關 LED燈、開舞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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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請艾群校長點亮 99希望之燈。 

【司儀】請艾校長及貴賓一同祝賀（請校長及貴賓切蛋糕及倒香檳） 

【司儀】祝嘉義大學 99 週年生日快樂。也祝福所有嘉賓、校友、同仁及同

學健康快樂，讓我們為嘉義大學校運昌隆繼續努力。 

 (禮賓引導校長站至舞台前端中央，引導副校長站至舞臺前端兩側。工作人員

推出一顆「100 啟航氣球」在舞台下中央，由禮賓將「100 啟航氣球」彩帶交

給校長及副校長與貴賓為 100週年校慶啟航儀式揭幕。 

【司儀】今天是 99 週年校慶典禮，也是迎接 100 週年校慶的開始，嘉大整

合成立以來，在前人所奠定的深厚基礎下，持續進步成長，一步

一腳印，朝「光耀嘉義、揚名全國、躋身國際」的學校願景邁進。

為了迎接即將邁入的一百週年，積極準備了一百週年紀念慶祝相

關活動，如興建百年館、百年藝文展演、植樹百株樹人百年、百

年 Logo、文創商品及 KANO 實境遊戲等十大項目，讓我們請校長及

副校長為嘉義大學 100週年校慶啟航儀式揭開序幕。 

校長、副校長及貴賓一起拉開「100 啟航氣球」，讓啟航大氣球裡的 100 顆小氣

球飛向空中，象徵嘉義大學 100週年校慶正式啟航。 

與此同時，工作人員在瑞穗館館內 2 樓往 1 樓觀眾席丟出大氣球，讓現場觀眾

席師生同歡。) 

【司儀】慶賀 99，迎接 100，嘉義大學 100週年校慶正式啟航。 

柒、禮成 11：50 

【司儀】禮成，奏樂。(播放音樂) 

【司儀】璀璨九九、卓越飛揚，嘉義大學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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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 99 週年，

今天校園舉辦一系列慶祝活動，並公告於典禮場外。最後，祝福嘉義

大學校運昌隆，我們相約百年校慶再相見! 

【司儀】提醒各位與會貴賓及師長請由面對舞台右方出入口離席，同學們請從        

後方出入口離開，場外備有蛋糕與大家一同分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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