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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創校 100 週年校慶典禮第 2 次籌備會議紀錄 

 

時  間：108 年 8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 30 分 

地    點：蘭潭校區行政中心 4 樓瑞穗廳 

主    席：黃副校長光亮                                紀錄:陳蕙敏 

出席人員：如會議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貳、 宣讀第 1 次籌備會議紀錄及報告辦理情形 

提案一 

案由：創校 100 週年校慶典禮主題，提請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 

辦理情形：簽請校長核可百年校慶典禮主題為「嘉大百年 卓然有成」。 

提案二 

案由：創校 100 週年校慶典禮程序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 

一、 建議流程規劃須考量貴賓身分、出席時間及行程安排。 

二、 請各單位協助確認與評估頒獎項目是否酌予刪減，並提送第二次籌備會

議審議。 

三、 音樂學系建議頒獎項目增列「百年校慶紀念歌曲創作競賽」得獎者。 

辦理情形：提送本次會議審議。 

提案三 

案由：創校 100 週年校慶典禮籌備委員會委員職掌表、校慶典禮任務編組職掌

表及工作時程表等草案，提請討論。 

決議：依本校公告之人事異動調整相關職掌。 

辦理情形：任務編組職掌表教務行政組成員新增「註冊及課務組蔡庭容組長」。 

提案四 

案由：為共享校慶典禮精彩表演並凝聚全校教職員工生向心力，擬請各學系遴派

代表出席，並請各單位行政人員、助教、專案人員、計畫助理踴躍參加，

提請討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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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際事務處初估約 40 位貴賓，8 月底總確認後回覆。 

二、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辦理運動會)及音樂學系(校慶表演團體)不派學生代

表出席。 

辦理情形： 

一、 國際事務處初估貴賓人數 80 位。(國際合作組 60 位、國際學生組 20 位)。 

二、 各學系擬遴派 1 位師長及 35 位同學參加，憑票入場，預計 9 月中發送通

知並排訂相關座位。另開放 250 個座位給系學會、社團及校友自由報名。 

提案五 

案由：創校 100 週年校慶典禮重要預定辦理時程(草案)，提請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 

辦理情形：配合辦理。 

臨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 總務處駐衛警察隊 

案由：為因應百年校慶停車場地需求，建議農藝系實習農場用地第二期稻作休

耕，以提供校慶當日車輛臨時停放使用。 

決議：請農學院協助確認後送第二次籌備會議審議。 

辦理情形：提送本次會議審議。 

參、 工作報告 

一、 校慶典禮當日，考量返校校友之往返交通，校友中心規劃於嘉義高鐵

站、嘉義台鐵站及新生路、民族路停車場等地設置接駁專車，預計 20

趟次(如附件一，頁 6)，相關車趟已送體育室協助招標。 

二、 課外活動指導組已完成百年校慶慶祝活動海報初稿（如附件二，頁 7），

將提送「創校百年紀念慶祝活動籌備小組第 13 次會議」審議，定稿海

報將以電子檔形式發送至校內各單位及嘉義縣市各高中職、各中小學，

敬請校內外各單位協助張貼及宣傳。 

決定：請廠商設計二種版本，一則以活動時間排列，一則以活動類別。 

肆、 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創校 100 週年校慶典禮程序草案，提請審議。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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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 108 年 7 月 25 日(星期四)第一次籌備會議決議，內容如下： 

(一) 建議流程規劃須考量貴賓身分、出席時間及行程安排。 

(二) 音樂學系建議頒獎項目增列「百年校慶紀念歌曲創作競賽」得獎者。 

二、 表演節目規劃：生炒鴨肉羹(暖場)、音樂系合唱團及交響樂團、音樂系百

年校慶紀念歌 MV、魏暉倪(慶生)。 

三、 請各單位協助確認頒獎項目是否酌予刪減。 

決議： 

一、 以音樂學系音樂會為開場進行規劃。音樂會結束後頒發「百年校慶紀念

歌曲創作競賽」前三名及創作獎。 

二、 校慶典禮頒獎項目：108 年度傑出校友獎、108 年度校友熱心服務獎、107

學年度捐資教育事業獎勵。 

三、 100 週年校慶典禮程序表修訂如附件三(頁 8)。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駐衛警察隊 

案由：為因應百年校慶停車場地需求，建議農藝學系實習農場用地第二期稻作

休耕，以提供校慶當日車輛臨時停放使用。 

說明： 

一、 經 108 年 7 月 25 日(星期四)第一次籌備會議決議，請農學院協助確認並

提送本次會議討論。 

二、 經與農藝學系確認實習農場第二期稻作已於 108 年 8 月 8 日完成耕種。 

決議： 

一、 實習農場沒有耕作，但為水田區，是否適合停車，請評估。 

二、 經駐衛警察隊與嘉義市政府洽詢，啟明路、新生路旁空地，以及棒球場

旁停車場，目前皆有整地規劃，須於 9 月底方能確認是否完成招標，若

確定已招標，二片空地皆無法停車。 

三、 經總務處與廠商實地場勘，防汛道路旁未來實習農場用地，砍除現有雜

木雜草加上標線，可做為臨時停車場。另「蘭潭校區機車第六停車場」

建議改為汽車臨時停車場。二個臨時停車場預估可增加 600 個車位。 

四、 建議於臨時停車場搭設候車棚並設置短程接駁專車，請總務處事務組支

援接駁專車車輛及司機。另建議提早公告接駁專車時間表，方便來賓參

考。 

五、 建議教職員工將車輛停放至原工作校區，再搭乘校內接駁車至蘭潭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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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若因故造成無法線上刷卡，視狀況可變 通為紙本或其他簽到形式。 

提案三 

提案單位：民雄學務組 

案由：擬定「100 週年校慶園遊會」規劃草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 配合本校 100週年校慶運動會，校慶園遊會訂於 108 年 10 月 25 日（星

期五）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及 10 月 26 日（星期六）上午 8 時至下午 3 

時，於蘭潭校區瑞穗路上辦理。園遊會攤位配置 45 個。 

二、 設攤方式 

(一) 25 個攤位供學生團體及校內外單位(行政宣導、公益推廣之用)提出申請，

但不得轉讓，需繳納保證金每攤位 500 元。各攤位於活動結束後完成

攤位週邊清潔，檢查合格後於現場退還保證金，未設攤及檢查不合格之

單位將不予退還保證金。  

(二) 20 個校外包攤位區，則交由承攬廠商負責。 

(三) 由承攬廠商統一搭設帳棚乙頂及提供桌子 1 張、椅子 2 張，各攤位皆

提供 110V 配電。 

三、 設攤費用 

(一) 外包攤位區，本校收取每攤位 400 元場地使用費、400 元保證金。 

(二) 本次活動結束後完成週邊清潔，檢查合格後始退還保證金。 

(三) 本次活動收入(場地使用費)，全數繳交校務基金。 

決議：  

一、 園遊會攤位增加為 60 個，26 個攤位供學生團體及校內外單位(行政宣導、

公益推廣之用)，34 個攤位為校外包攤位區，攤位圖修正如附件四(頁 9)。 

二、 校外包攤位區，場地使用費修訂為每攤位 200 元，保證金 400 元。 

三、 研究發展處依往例，有 2 個攤位宣導高教深耕成果，今年將提供給管理

學院蕭至惠老師，展示產學合作成果。 

伍、臨時動議 

臨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駐衛警察隊 

案由：本校創校100週年校慶交通管制，提請討論。 

說明： 

一、 10月(24、25、26)日瑞穗路(自大學路口至腳踏車修理站)路段禁止通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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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停車位禁止停放車輛。 

二、 10月(25、26)日【理工大樓】【應化一館】【應化二館】【電物二館】【國際

學園】等周邊道路禁止通行及停車位禁止停放車輛。 

三、 10月(25、26)日「蘭潭校區機車第六停車場」禁止停放機車，並改為汽車

臨時停車場。 

四、 大客車及接駁車停放處為嘉禾路(自大學路路口至7-11前路口)路段，並

一律由西側門離校。 

五、 檢附「創校100週年校慶交通管制圖」1份，如附件五(頁10)。 

決議：校慶當日預計11:00開始管制進入蘭潭校區的車輛，指引到臨時停車場(本

校未來實習農場)。 

臨時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創校 100 週年校慶布置意象圖設計初稿，提請討論。 

說明：以校慶主題「嘉大百年 卓然有成」，設計本年度布置意象圖初稿(如附件

六，頁 11~12)。另並檢附 98~99 週年設計稿，供參。 

決議： 

一、 請比照 99 週年設計風格修改 100 週年之設計，並請公共關係組洪組長、

視覺藝術學系師長及理工學院院長提供建議。修改後版本提送第三次籌

備會議審議。 

二、 請總務處協助清理瑞穗館門面，並重新粉刷建築物名稱標示。 

陸、散會(12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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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典禮車次表(校友中心) 

 

活動時間 起站 訖站 搭車時間 搭車地點 車次 備註

108 年 

10 月 26 日 

（星期六） 

 

往 

嘉義高鐵 

蘭潭 

09：00 高鐵站3號出口 1  

嘉義高鐵 10：00 高鐵站3號出口 1  

嘉義高鐵 11：00 高鐵站3號出口 1  

嘉義台鐵 09：30 台鐵前站 1  

嘉義台鐵 10：00 台鐵前站 1  

嘉義台鐵 11：00 台鐵前站 1  

新生路、民族

路停車場 

10：00 停車場 1  

10：30 停車場 1  

11：00 停車場 1  

11：30 停車場 1  

返 

蘭潭 嘉義高鐵 
14：00 瑞穗廳前 1  

14：30 瑞穗廳前 2  

蘭潭 嘉義台鐵 
14：00 瑞穗廳前 1  

14：30 瑞穗廳前 2  

蘭潭 
新生路、民族

路停車場 

14：00 瑞穗廳前 2  

14：30 瑞穗廳前 2  

車次 20車次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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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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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創校 100 週年校慶典禮程序 

 

項次 程序 時間 內容 備註 

進場 學生進場 
09:10~09:30 

(約 8:30 發車) 
依各系順序進場(憑票證入座)  

暖場 
音樂演唱會 

~生炒鴨肉羹 
09:35~09:50 
（15 分鐘） 

1.第六層旅行 
2.心林 
3.戒了 

學生事務處

前置
準備 

師長及貴賓 
進場 09:50~10:00 

（10 分鐘） 
館內播放影片介紹嘉義大學 

8:30~9:30 
百年校慶植樹
(農學院) 

音樂系 
表演準備 

壹 

校慶音樂會 
10:00~10:20 
（20 分鐘） 

1. 邵彥翔:嘉義大學百年校慶紀念歌《偉哉
嘉大》（音樂系合唱團&交響樂團） 

2. 乘風破浪:嘉義大學校歌（音樂系交響樂
團&合唱團） 音樂系 

轉場 
(校長上台) 

10:20~10:30 
（10 分鐘） 

播放百年校慶紀念歌流行版 MV《百穗》 
<頒獎>百年校慶紀念歌曲創作競賽 

貳 
行禮如儀 
(貴賓上台) 

10:30~10:4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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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復坐及覆帽 

參 
主席致詞 

（含介紹來賓） 
10:40~10:55 
（15 分鐘） 

主席致詞  

肆 貴賓致詞 
10:55~11:15 
（20 分鐘） 

貴賓致詞  

伍 頒獎 
11:15~11:30 
（15 分鐘） 

1. 國立嘉義大學 108 年度傑出校友獎 
2. 國立嘉義大學 108 年度校友熱心服務獎 
3. 107 學年度捐資教育事業獎勵 

校友中心 
研發處 

陸 
表演節目 
~魏暉倪 

11:30~11:50 
（20 分鐘） 

1.開場演唱「尚水的話」 
2.堅持夢想之路及創作分享  
3.演唱「逆風飛翔」 
4.演唱「生日快樂歌」 

學生 
事務處 

柒 慶生儀式 
11:50~12:00 
（10 分鐘） 

「嘉大百年生日快樂」 
啟動百年校慶慶生儀式及切蛋糕 

學生 
事務處 

捌 禮成 12:00 禮成奏樂 
12:00 

校慶餐會 

備註：活動主持人：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蕭怡茹心理師 

 

108.08.28 修訂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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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25~10.26 國立嘉義大學 100 週年校慶園遊會攤位配置圖(修正)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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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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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校 100 週年校慶典禮佈置意象圖設計初稿 

 
（版本一） 

 

 

 

 
（版本二） 

 

  

附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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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週年佈置意象圖> 

 

 

 

<98 週年佈置意象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