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嘉義大學 106 學年度跨校區聯合視訊畢業典禮程序
跨校區視訊轉播，授證代表及受獎者分別於各場館頒授
時間：107 年 6 月 9 日（星期六）上午 8 時 30 分至 11 時 55 分
地點：
【典禮會場】
蘭潭校區：瑞穗館
新民校區：國際會議廳
【家長觀禮區】
蘭潭校區：學生活動中心餐廳、理工大樓視聽教室、國際會議廳
民雄校區：演講廳
新民校區：管理學院 A 棟 211 階梯教室、多功能交誼廳
時間
8:30~9:00
(30 分鐘)
9:00~9:10
(10 分鐘)
9:10~9:20
(10 分鐘)
9:20~9:25
(5 分鐘)
9:25~9:30
(5 分鐘)
9:30~9:45
(15 分鐘)
9:45-9:55
(10 分鐘)
9:55-10:00
(5 分鐘)

程序 (Schedule)
蘭潭校區(主場)

備註

新民校區

校園巡禮 Campus Tour
回顧四年影片 Campus Life Review Video

各場館自行規
劃，非聯合視訊。

社團表演
Student Association Performance
跨校區聯合視訊開始 Inter-Campus Joint Video Graduation Ceremony Begin
行禮如儀 Ceremony Commencement
校長致詞 President’s speech
貴賓致詞 Guest speech

聯合視訊，畫面為
主場(蘭潭)

頒發名譽博士學位證書 Awarding of honorary doctorate certificate
頒發友悌、勵學獎
Awarding the loving brother prize and diligent study prize
跨校區聯合視訊結束 End of Inter-Campus Joint Video Graduation Ceremony

10:00~10:05
(5 分鐘)

畢業生向師長行感恩禮
Graduates Give Thanks to their Teachers
10:05~10:15
畢業生代表致謝詞及致贈畢業紀念冊
(10 分鐘)
Valedictorian Appreciation Speech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Yearbook
頒發畢業證書
頒發畢業證書
Awarding of Graduation Diplomas
Awarding of Graduation
10:15~10:45
Diplomas
1. 研究所博士學位證書
(30 分鐘)
1. 研 究 所 博 士 學 位 證書
Ph.D. Diplomas
2. 師範學院、人文藝術學院、及管 Ph.D. Diplomas

各校區自行規劃

各校區分別授
證，每班 1 名代表
授證

時間

程序 (Schedule)
蘭潭校區(主場)
新民校區
理學院研究所碩士學位證書
2. 研 究 所 碩 士 學 位 證書
Master's Diplomas for the graduates of Master's Degree Diplomas
the Teachers' College, College of 3. 大 學 部 學 士 學 位 證書
Humanities and Arts, and College of
Undergraduate Diplomas
Management
(1)管理學院學士學位證書
3. 農學院、理工學院、生命科學院
(2)獸醫學院學士學位證書
研究所碩士學位證書

備註

Master's Diplomas for the graduates of
th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College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d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4. 大 學 部 學 士 學 位 證書
Undergraduate Diplomas
(1)師範學院學士學位證書
(2)人文藝術學院學士學位證書
(3)農學院學士學位證書
(4)理工學院學士學位證書
(5)生命科學院學士學位證書
(6)管理學院學士學位證書
頒獎 Awarding of Prizes
1. 嘉義市市長獎、議長獎、嘉義縣
縣長、縣議長獎、嘉義市教育會
理事長獎、婦女會理事長獎
2. 臺灣嘉義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獎
3. 台灣嘉農校友會理事長獎
10:45~11:25 4. 智育獎、智育優良獎
(40 分鐘) 5. 德育獎
6. 服務獎

頒獎 Awarding of Prizes
1. 嘉義市市長獎、議長獎
2. 嘉義市教育會理事長獎
3. 嘉義市婦女會理事長獎
4. 臺 灣嘉義 大學校 友總 會
理事長獎
授證及頒獎共計
5. 智育獎
60 分鐘，請各校區
6. 德育獎
自行掌握時間
7. 體育成績優良獎

7. 體育成績優良獎、體育成績特別 8. 禮賓大使績優獎
獎
8. 實習成績優良獎、外籍生服務優
良獎、進學班畢業生勤學獎
9. 禮賓大使績優獎
11:25~11:40
(15 分鐘)

唱畢業主題曲 Singing the Graduation Theme Song

11:40~11:50
(10 分鐘)

唱校歌 Singing the School Anthem

各校區自行規劃

時間
11:50~11:55
(5 分鐘)
11:55

程序 (Schedule)
蘭潭校區(主場)

新民校區

畢聯會 Web 互動活動 Interactive QR Code Activity
禮成(展翅飛翔 鵬程萬里) The Ceremony is Concluded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