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96 週年校慶活動第 1 次籌備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4 年 9 月 16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30 分 
地    點：蘭潭校區行政大樓 2 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吳副校長煥烘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江汶儒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一、 96 週年校慶典禮於 11 月 7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 40 分蘭潭校區瑞穗館

辦理，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已研擬 96 週年校慶典禮程序草案、籌

備委員會委員執掌表、任務編組執掌表及工作時程表，列入提案中討論。 
二、104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一）通知各單位調查配合校慶之各項活動，請各

單位於 9 月 25 日（星期五）前擲回課外活動指導組，並於第 2 次籌備會

議中提出工作報告。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96 週年校慶活動主題，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展現學校特色及學術研究成果，列出歷年校慶活動主題提供參考，95
年度為「閃耀青春、邁向國際」、96 年度為「飛躍嘉大、活力無限」，97
年度「創新關懷、飛躍蛻變」，98 年度為「穩健精實、追求卓越」，99 年

度為「誠樸精進、十年有成」，92 週年「精彩百年、活力校園」，93 週年

「深耕在地、接軌國際」，94 週年「嘉大強棒、揚名國際」，95 週年「嘉

大九五、樂活青春」。 
二、本年度擬訂主題為：「大展鴻圖、邁向卓越」、「翻轉嘉大、活力飛揚」，

敬請討論或提出更適切之主題。 
決議：各單位建議 96 週年校慶主題為「大展鴻圖、邁向卓越」、「翻轉嘉大、活

力飛揚」、「嘉大揚帆、飛向雲端」、「大嘉一同、就是快樂」、「九六就是

快樂、喔伊細！」、「嘉大精神、久遠流傳」，另簽請校長核示。校長核示

今年校慶主題為「創新轉型、邁向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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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擬定 96 週年校慶典禮程序草案（附件一，頁 3），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 95 週年校慶典禮程序及本年度各單位提供之頒發獎項，作為本年度

辦理之依據。 
決議： 

一、本年度校慶頒獎項目中新增「同濟會暨獅子會捐贈儀式」。 
二、修正後通過，96 週年校慶典禮程序如附件一（頁 4）。 

 
提案三 
案由：擬定 96 週年校慶典禮重要預定辦理時程，提請討論。 
說明：第 2 次籌備會議：104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第 3 次籌備會議：104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30 分。 
預演：104 年 11 月 4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20 分。 
104 年 11 月 5 日（星期四）校慶典禮佈置驗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96 週年校慶典禮籌備委員會委員執掌表（附件二，頁 5-6）、校慶典禮任

務編組執掌表（附件三，頁 7-9）及工作時程表（附件四，頁 10-11），提

請討論。 
說明：擬以 95 週年任務編組執掌表及工作時程表，作為本年度辦理之依據。 
決議：修正後通過，96 週年校慶典禮籌備委員會委員執掌表如附件二（頁 4-5）、

校慶典禮任務編組執掌表如附件三（頁 6-8）及工作時程表如附件四（頁

9-10）。 

 

提案五 
案由：96 週年校慶典禮補休日期擬訂於 104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或 104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一）擇一辦理，提請討論。 
說明：本校去年校慶典禮補休於隔週週一辦理，惟今年校慶隔週為期中考週，

故今年校慶補休擬訂於典禮後當週週五或典禮後第 2 週週一辦理。 
決議：本年度校慶典禮補休日期訂於 104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補休。 
 
肆、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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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主席結論 

  一、請各單位於 104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前回傳配合校慶各項系列慶祝活

動及支援需求調查表，並於第 2 次籌備會時報告活動規模、場地等詳細

內容。 
二、請駐警隊於第 2 次籌備會提出校慶典禮當天交通動線指引。 
三、請園藝技藝中心支援校慶典禮會場內佈置以展現嘉義大學之特色。 
四、由於圖書館為本校景點之一，請總務處協助圖書館周邊入口處及正中央

綠美化之佈置。 
 

散  會 (下午 4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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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96 週年校慶活動典禮程序 
 
校區：蘭潭校區 
時間：104 年 11 月 7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 40 分至 11 時 35 分 
典禮會場：瑞穗館 
                                                          

項次 程序 時間 內容 備註 

進場 
人員進場 09：40~10：0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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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禮如儀 10：05~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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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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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宣讀總統賀電 10：10~10：15 
（5 分鐘） 

宣讀總統賀電 
 

參 宣讀副總統賀電 宣讀副總統賀電 

肆 主席致詞 
（含介紹來賓） 

10：15~10：25 
（10 分鐘） 主席致詞  

伍 同濟會暨獅子會

捐贈儀式 
10：25~10：35 
（10 分鐘） 

10：35~10：40 棒球隊戰舞表演 
10：40~10：45 同濟會暨獅子會捐贈儀式 體育室 

陸 貴賓致詞 10：35~10：55 
（20 分鐘） 貴賓致詞  

柒 頒獎 10：55~11：25 
（30 分鐘） 

1.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 
2.國立嘉義大學 104 年度傑出校友獎 
（菁英類、行誼典範類、母校貢獻類及熱

心服務特別獎） 
3.國立嘉義大學 104 年度服務品質獎 
（個人獎、團體獎） 

4.國立嘉義大學資深行政人員獎 
5.國立嘉義大學績優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及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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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人員 
※請受獎者依領獎席座位入座，等候工作人員唱

名，依序至領獎席預備上台 

秘書室 
人事室 
總務處 

捌 唱校歌 11：25~11：35 
（10 分鐘） 唱校歌  

玖 禮成 11：35 禮成奏樂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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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96 週年校慶典禮籌備委員會委員執掌表 
 

單位 姓名 工作執掌 

主任委員 邱校長義源 綜理校慶典禮活動全部事宜。 

副主任委員 吳副校長煥烘 
艾副校長群 襄助校長綜理校慶典禮活動全部事宜。 

委員（學生事
務處） 

劉學務長玉雯 1.籌備校慶典禮相關會議，討論相關事宜。 
2.規劃執行校慶典禮全部事宜。 

課外活動指導組 
賴組長泳伶 

1.督導校慶典禮期間各校區學生之運輸調度與管制全
部事宜。 

2.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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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完成學生社團辦理校慶系列活動調查。 
4.製作校慶典禮專欄網頁。 
5.校慶典禮各項獎項頒發相關事宜。 

軍訓組 
蔡組長銘燦 

協助學務長規劃執行校慶典禮活動，緊急事項服務編組
等全部事宜。 

生活輔導組 
李組長嶸泰 

協助學務長規劃執行校慶典禮活動，校慶典禮大會活動
等全部事宜。 

衛生保健組 
陳組長淑美 處理緊急醫療事故並於瑞穗館櫃台處設置急救區。 

民雄學務組 
吳組長光名 

督導民雄/新民校區同學參加校慶典禮車輛安排及秩序
維護等全部事宜。 

學生輔導中心 
吳主任芝儀 

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蔡主任東霖 

配合學務長交辦之有關校慶典禮活動工作事項。 

委員（總務處 
與環安中心） 

事務組組長 
洪組長泉旭 

1.規劃各校區校門口佈置、舞台貴賓椅擺設及整體校園
綠美化事宜。 

2.三校區車輛運輸租用全部事宜。 
3.配合體育室/學務處相關需求。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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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繕組組長 
羅組長允成 場館會場設備檢修 

駐警隊 
顏隊長全震 

1.規劃並執行校慶活動期間安全警衛及交通指揮。 
2.配合體育室/學務處相關需求。 

環安中心組長 
梁組長孟 完成各校區環境維護、垃圾清運及復原規劃。 

委員 
（秘書室） 李主任秘書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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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
校友獎、服務品質獎、重大校外比賽獲獎單位及人員
獎）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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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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主計室） 謝主任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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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首頁設置「校慶專欄」。 

委員 
（教務處） 徐教務長志平 公告校慶停課及補假事宜。 

委員 
（體育室） 蘇主任耿賦 協助校慶典禮三校區交通車上網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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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96 週年校慶典禮任務編組執掌表 
 

組  別 職  稱 姓  名 電話 執                    掌 

行政組 

總幹事 劉玉雯 7400 督導校慶典禮活動之進行。 

執行祕書 賴泳伶 7060 1.負責校慶典禮之協調、執行全部事宜。 
2.緊急事件協調聯繫。 

幹事 江汶儒 7066 

1.擬定計畫、執行、聯繫及經費登錄等事項。 
2.寄發典禮未領獎牌/獎狀。 
3.網頁維護、電腦資料輸入。 
4.貴賓名單再次向秘書室確認，並將確認名
單分送典禮組及交通管制組。 

5.指導攝影社拍照事宜、典禮照相、頒獎照
相、製成光碟片。 

組員 林季盈 7066 
1.其他組別聯繫協調。 
2.會場內、外佈置及廠商聯繫。 
3.協助台上突發狀況之處理。 

組員 林芝旭 7066 

1.聯繫各項領獎人員。 
2.禮賓編組及選訓司儀、遞獎。 
3.預演及當天督導表演活動。 
4.領唱國歌、校歌相關事宜。 

組員 鄭思琪 7066 

1.預演及當天表演人員之聯繫。 
2.預演及當天交通車之聯繫及安排。 
3.場地及設備之借用。 
4.借還及掌握蘭潭宿舍無線電數量。 
5.督導管樂社演奏。 

組員 陳惠蘭 7054 典禮機動人員。 

教務 
行政組 組長 徐志平 7300 公告校慶停課及補假事宜。 

經費 
審核組 組長 謝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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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欲邀請之來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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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兼任行政工作
教師及職員獎） 

典禮組 

組長 李嶸泰 7052 1.督導校慶典禮領獎相關事宜。 
2.協助台上突發狀況之處理。 

組員 
曾淑惠 7052 

1.各項獎狀（品）整理、歸類及傳遞作業。 
2.受獎人數聯絡前台服務組。 

陳淑芬 7052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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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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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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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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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佳蓁 7052 

陳蕙敏 7174 

江妮玲 7174 

組員 江汶儒 7066 投影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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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雄） 王怡淑 2263411 
#1252 

負責校慶預演、典禮當日民雄/新民校區同學
搭乘專車之秩序維護。 組員（民雄） 王志清 2263411 

#1250 
組員（新民） 黃淑貞 2956 

組員 賴佳杏 7311 

維持當日校慶典禮會場秩序。 
組員 陳至賢 7311 

組員 李正德 7311 

組員 陳三元 7312 

交通 
運輸組 

組長 蘇耿賦 7270 協助校慶典禮三校區交通車上網招標事宜。 

組長 吳光名 2263411 
#1210 

1.督導民雄/新民校區同學參加校慶典禮車輛
安排及秩序維護等全部事宜。 

2.安排校慶預演及當天車輛。 

組員（民雄） 游碧華 2263411 
#1221 校慶預演、典禮當日民雄/新民校區同學車輛

安排及搭乘之安排並與蘭潭校區服務台組人
員確認發車狀況。 組員（新民） 黃淑貞 2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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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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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庶務組 
組長 蔡東霖 7173 各項事務協調、緊急事件聯繫等全部事宜。 

組員 胡麗紅 7052 協助校慶典禮工作人員、學生社團及司機等
餐點調查葷素食及發放。 

服務組 
組長 賴泳伶 7060 1.預演及典禮當天領獎人員簽到、引導。 

2.與秘書室確認貴賓胸花事宜，並督促花店
送胸花時間。 組員 林芝旭 7066 

8 



貴賓及校
友接待、公
關文宣組 

主任秘書 李安進 7005 規劃貴賓邀請及接待相關事宜。 

公關組組長 張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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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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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品質獎、重大校外比賽獲獎單位
及人員、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 

校友組組長 侯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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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選拔相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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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協助辦理校友餐會相關事宜。 

總務組 
事務組長 洪泉旭 7111 

1.校園美化工作、舞台貴賓椅擺設及插校旗
等相關事宜。 

2.會場燈光、播音系統之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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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繕組長 羅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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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孟 7137 
典禮期間環境清潔維護相關事宜。 

簡任秘書 吳子雲 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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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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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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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五） 

1.全校各單位校慶
系列活動調查 學務處 彙整全校各單位辦理校慶慶祝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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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校區接駁車
輛上網公告招標 

體育室 
總務處 

校慶典禮接駁車輛需求上網公告
招標。 

4.校慶專欄網頁 電算中心 
學務處 校慶相關公告及資訊 

1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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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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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擬定典禮與會來
賓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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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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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樓 2F第一會
議室 
開會時間： 
下午 2 時 

10/16（五） 
1.彙整各獎項名單 

學務處 
總務處 
秘書室 
人事室 

各項得獎人及受獎名單送學務處
彙整。 

 

2.傑出校友選拔相
關事宜 秘書室 傑出校友之通知及選拔。 

10/20（二） 禮賓大使編組 學務處 禮賓大使編組（含引領來賓、司
儀、指揮與遞獎手）。  

10/21（三） 場地佈置評選 學務處 場地佈置評選會，選出本次校慶
典禮佈置廠商。  

1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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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 
人事室 
學務處 

獎狀、獎品分項分類並送學務處
彙整。 

3.相關校慶文宣品
印製 秘書室 校友通訊印製。  

附件四 

10 



1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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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樓 2F第一會
議室 
開會時間： 
下午 3 時 30 分 

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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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 校慶典禮各項配合活動等相關事

宜。 

11/4（三） 校慶典禮預演 
下午 1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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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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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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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校區大門口佈置暨環境維護、
垃圾清運、美化佈置及復原規劃。 

11/6（五） 典禮會場佈置 學務處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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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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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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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分校慶典禮開始。 
5.12 時校慶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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