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立嘉義大學創校 100週年校慶典禮第 3次籌備會議紀錄 

 

時  間：108年 9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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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開會通知單 

壹、 主席致詞 

貳、 宣讀第 2次籌備會議紀錄及報告辦理情形 

提案一 

案由：創校 100週年校慶典禮程序草案，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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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情形：秘書室建議增列表揚項目，提送本次會議審議。 

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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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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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情形：照案辦理。 

決定：建議百年校慶典禮當日，教職員工車輛一律停放於臨時停車場(未來實習

農場)，並由總務處配合上班時間安排接駁專車。 

提案三 

案由：擬定「100週年校慶園遊會」規劃草案，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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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攤位為外包攤位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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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情形：校內單位申請已額滿，外包攤位已依程序完成簽核。 

臨時提案一 

案由：本校創校100週年校慶交通管制，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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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情形：照案辦理。 

臨時提案二 

案由：創校 100週年校慶布置意象圖設計初稿，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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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情形：決議一提送本次會議審議。決議二照案辦理。 

參、 工作報告 

一、 課外活動指導組於 108年 9月 19日發文至嘉義市政府交通處，請交通

處協助 10月 25、26日往返公車暫勿開入校園，並於校慶典禮當日安排

加開至本校之公車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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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創校 100週年校慶系列活動海報(如附件一，頁 6)已由本校視覺藝術學

系胡惠君老師及黎愷俐同學共同設計完成，本次海報依循校慶邀請卡

「紅紅火火」之設計概念進行規劃。系列活動海報擬以電子公文形式發

送至嘉義縣市各中小學及高中職，並同步印製紙本海報郵寄給嘉義縣市

各高中職及國中。另將製作 300cm*300cm大型帆布海報(如附件二，頁

7)懸掛於瑞穗館前。 

三、 依本次會議意見修訂校慶典禮座位席次規劃 (總席次 1,791)，貴賓席增

加為 230席，備位行政人員約 45位於場外集合後，依貴賓出席狀況進

行補位。各系參加名冊調查通知已於 108年 9月 19日發送，並於網路

開放同步報名。 

座位別 席次 

貴賓席(國際貴賓 80席，一般貴賓 150位) 
約 230席 

(107年度 52席) 

校友暨退休人員 
約 30席 

(107年度 27席) 

行政學術主管 
約 30席 

(107年度 16席) 

受獎席 約 51席 

學生席(每學系遴派 1位師長及 35位學生，37系) 約 1,332席 

自由報名(社團、系學會、校友)(開放二樓無座位區) 約 220席 

總  計 約 1,893席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創校 100週年校慶布置意象圖設計修正稿，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08年 8月 27日(星期二)第二次籌備會議決議辦理。 

二、 經本校視覺藝術學系胡惠君老師意見指導，建議搭配校慶邀請卡「紅紅

火火」之設計概念進行設計。 

三、 檢附本年度布置意象圖設計修正稿(如附件三，頁 8)。 

決議：經現場表決，同意以版本二定案。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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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創校 100週年校慶典禮程序增列活動項目，提請審議。 

說明：規劃於校慶音樂會後的轉場時間，增列二項活動，如下： 

一、 台灣登山女傑~江秀真校友致贈再創高峰紀念照。江秀真校友是台灣第一

位完成攀登世界七大洲頂峰的女性，全球首位登上七頂峰並完成聖母峰

登頂的女性登山家，為本校農學研究所、森林系及農專夜間部植物保護

科校友。檢附江秀真校友登頂照片如附件四(頁 9) 

二、 表揚 2019 世界羽總世界壯年羽球錦標賽金牌~吳昶潤老師，吳老師為本

校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教師，已連續三年奪金，今年再度獲「50歲以上

男子單打」項目金牌。 

三、 校慶典禮程序草案如附件五(頁 10)。 

決議：授權由主任秘書、學生事務長協助確認當事人出席情形，並安排後續事宜。 

提案三 

案由：創校 100週年校慶典禮主舞台配置及慶生儀式，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百年校慶典禮之主舞台擬規劃租借 300吋 LED營幕，並搭配整體音響設

備、燈光設備及 LIVE攝影，舞台配置如附件六(頁 11)。 

二、 慶生儀式規劃包含項目如下 

(一) 嘉義大學大事紀：簡介嘉義農專、嘉義技術學院、嘉義師專及嘉義師

範學院歷史。 

(二) 由才女歌手魏暉倪及現場同學演唱生日快樂歌。 

(三) 邀請艾校長許下嘉大生日願望。 

(四) 歷任校長切蛋糕。 

(五) 由艾校長啟動百年校慶流沙台，台上貴賓倒入流沙。(流沙台浮現文字：

嘉大百年 卓然有成)(流沙台示意圖如附件七，頁 12) 

(六) 所有台上貴賓舉杯慶賀。(嘉大自釀啤酒) 

三、 請觀賞慶生儀式參考影片。 

決議： 

一、 建議採用金沙版本。 

二、 請留意貴賓灑金沙時是否會引起塵揚，尤其密閉空間，會不會影響到舞

台前方貴賓。另金沙的量須準備足夠，以確保字體的完整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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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增加創校100週年校慶預演次數，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原預演日期：108年10月23日（星期三）PM13:20。 

二、 增加總預演：108年10月25日（星期五）PM13:20。 

決議：照案通過。  

陸、散會 (中午 12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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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系列活動海報>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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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cm*300cm大型帆布海報>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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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一 

版本二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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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洲最高峰 卡茲登茲峰 

南極文森峰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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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程序 時間 內容 備註 

植樹百株樹人百年揭幕 

開園儀式 
08:30~09:20 揭幕開園儀式於蘭潭校區校門口嘉農亭植樹園區辦理 農學院 

百年碁石揭牌儀式 09:25~09:55 揭牌儀式於蘭潭校區合作社前舉辦 總務處 

進場 學生進場 09:00~09:30 依各系順序進場(憑票證入座) 

「植樹百株」、

「百年碁石」

同步進行中 

暖場 
音樂演唱會 

~生炒鴨肉羹 

09:35~09:50 

（15 分鐘） 
曲目：第六層旅行、心林、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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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簡介 DVD) 音樂系 

表演準備 

壹 

校慶音樂會 
10:00~10:20 

（20 分鐘） 

曲目：音樂系合唱團&交響樂團 

1.偉哉嘉大 (創作人邵彥翔)(4min) 

2.百家歡慶 (創作人林芓儀)(2~3min) 

3.璀璨百年 (創作人陳翌軒)(2~3min) 

4.乘風破浪 (創作人鍾耀光)(7min) 

音樂系 

轉場 

(下紅色布幕) 

(校長上台) 

10:20~10:30 

（10 分鐘） 

1.播放百年校慶紀念歌 MV《百穗》<5:28> 

2.<頒獎> 

百年校慶紀念歌曲創作競賽 

第 1名:邵彥翔(斯洛伐克籍外籍生)  

第 2名:林芓儀 

第 3名:陳翌軒 

創作獎:高思琴、游家瑋、孫振城、曾欽堂 

3.<致贈照片>再創高峰 

台灣登山女傑~江秀真校友 
學生事務處 

4.<表揚> 

2019「世界羽總世界壯年羽球錦標賽」金牌~吳昶
潤老師 

秘書室 

貳 

行禮如儀 

(展開紅色布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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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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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持夢想之路及創作分享 

2. 「尚水的話」 

3. 「今年夏天」 

學生事務處 

柒 慶生儀式 
11:50~12:00 

（10 分鐘） 
「嘉大百年生日禮讚」 學生事務處 

捌 禮成 12:00 禮成奏樂 
12:00 

校慶餐會 

備註：典禮主持人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蕭怡茹心理師。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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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幕底座平台> 

<寬 720*深 180公分*高 60公分>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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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台示意圖> 

(依上台貴賓人數加大流沙台尺寸) 

 

 

 

 

<流沙台參考圖片~金沙版> 

 

附件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