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 至 104 學年度舉辦之活動及競賽
一、95 學年度舉辦之活動及競賽
（一）製作「全校教職員生日賀卡」。
（二）辦理「台灣藝術與文化學術研討會」
（三）製作專業教室陶板名牌。
（四）美術系與人文藝術中心合辦「今日畫會今日畫展」。
（五）辦理「起飛的燦欄—校友美術聯展」。
（六）辦理「國立嘉義、台南大學視覺藝術研究所創作研究聯合發表會」。
（七）辦理「藝術館無障礙坡道美化計畫」製作。
（八）辦理「藝術館電梯門口兩側玻璃牆彩繪」製作。
（九）辦理 95 學年度系展。
二、96 學年度舉辦之活動及競賽
（一）舉辦全校校園水彩寫生比賽。
（二）辦理「南區大學視覺藝術創作研究發表會」。
（三）辦理「上山美術獎學金」比賽。
（四）辦理「學院藝術創作教與學研討會」。
（五）設計「嘉義大學校車外觀」。
（六）設計「嘉義大學蘭花領帶」。
（七）辦理美術系與西班牙塞維亞大學（Universidad de Sevilla）版畫交流展。
（八）辦理 96 學年度系展。
三、97 學年度舉辦之活動及競賽
（一）辦理「新藝樓電梯陶壁」設計。
（二）辦理「史地系教師馬克杯」設計。
（三）協辦國川美妙教育基金會辦理「第 12 屆美妙人生~兒童寫生比賽」-蘭潭之美活動。
（四）辦理「國立嘉義大學視覺藝術創作理論研究聯合發表會」。
（五）台灣大專院校藝術風華系列-國立嘉義大學美術學系及視藝術研究所教授聯展。
（六）辦理「上山美術獎學金」比賽。
（七）辦理「嘉義大學相框」設計。
（八）辦理產學合作案—「阿里山茶禪藝術中心」企劃。
（九）辦理「檜樂寫森趣-阿里山林業村及檜意森活村景物寫生比賽」活動。
（十）辦理 97 學年度系展。
三、98 學年度舉辦之活動及競賽
（一）舉辦全校校園建築體水彩寫生比賽。
（二）辦理「國立嘉義大學視覺藝術創作評論研討會」。
（三）辦理【繪聲「繪」「影」─阿里山茶文化繪畫暨攝影比賽】活動。
（四）規劃阿里山茶文化繪畫暨攝影作品展覽場地。
（五）辦理阿里山林業村及檜意森活村景物寫生比賽。
（六）規劃阿里山博物館繪畫展覽。
（七）舉辦「行動博物館「當代木雕之美」系列活動 --生活木雕 DIY」活動。
（八）辦理 98 學年度系展。

四、99 學年度舉辦之活動及競賽
（一）辦理台北藝術博覽會參觀活動。
（二）辦理暑期 Maya 3Ｄ動畫研習。
（三）辦理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 Maya 3Ｄ動畫研習。
（四）協辦台灣—墨西哥國際畫展暨在地文化與當代藝術的結合座談會。
（五）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數位遊戲學程參訪活動。
（六）辦理「國立嘉義大學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創作理論研究聯合發表會」。
（七）辦理台北國際花卉專覽會參觀活動。
（八）設計「嘉義大學蘭花領帶」。
（九）辦理西畫研習。
（十）辦理 99 學年度系展。
（十一）辦理寒假 Maya 3Ｄ動畫研習。
（十二）設計「嘉義大學 100 學年度申請入學招生廣告」。
（十三）辦理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 Maya 3Ｄ動畫研習。
（十四）協辦「2011 第一屆嘉義縣縣長柵全國象棋錦標賽」及「2011 棋之藝創作展」。
（十五）辦理美術創意北歐工坊參訪活動。
（十六）辦理第一屆新藝術博覽會參訪活動。
（十七）辦理第 30 屆新一代設計展校外參訪活動。
（十八）辦理 99 學年度暑假 Maya 3Ｄ動畫研習。
五、100 學年度舉辦之活動及競賽
（一）辦理 100 年度暑假 Maya 3Ｄ動畫研習。
（二）辦理 2011 台北藝術博覽會參觀活動。
（三）辦理 2011 臺北世界設計大展參觀活動。
（四）辦理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 Maya 3Ｄ動畫研習。
（五）辦理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文化創意設計研習。
（六）辦理大三業界見習-林洸沂陶藝工作室、泰郁美學堂。
（七）辦理「國立嘉義大學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創作理論研究聯合發表會」。
（八）辦理臺灣彩墨畫家邀請展。
（九）辦理 2011 年文化創意商品設計競賽及成果發表。
（十）辦理嘉視風華-視覺藝術所師生創作展。
（十一）辦理高等藝術教育與藝術創作研討會。
（十二）辦理 100 學年度系展。
（十三）辦理美術學系 101 級畢業生「2012 末日藝言」畢業展覽。
（十四）辦理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 Maya 3Ｄ動畫研習。
（十五）辦理 2012 台北新藝術博覽會參觀活動。
（十六）辦理視覺藝術學系 101 級畢業生「VIRUS OF ART 藝術病毒」畢業巡迴展。
（十七）辦理「2012 後現代之後的新藝術精神性」藝術研究與推廣活動。
（十八）辦理 2012 第 31 屆新一代設計展校外參訪活動。
（十九）辦理教學卓越計畫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習成效評量、競賽活動。
（二十）辦理大二業界見習-蘭潭校區圖資大樓、鐵道藝術村、泰郁美學堂。

六、101 學年度舉辦之活動及競賽
（一）辦理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 Maya3Ｄ動畫研習。
（二）辦理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互動式 AR 擴增實境開發研習。
（三）辦理國立嘉義大學視覺藝術系、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碩士班創作研究聯合發表暨座
談會。
（四）辦理第五屆國立嘉義大學視覺藝術研究所創作評論研討會－藝術．異數視覺藝術系聯展。
（五）辦理 101 學年度系展。
（六）辦理嘉義大學 103 級視覺藝術系師生版畫創作聯展。
（七）辦理 2012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參觀活動。
（八）辦理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學習成效競賽。
（九）辦理 2013 台灣藝術系所校際水墨觀摩展暨座談討論會。
（十）辦理 2013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參觀活動。
（十一）辦理『不藝外』102 級進修部美術系畢業展。
（十二）辦理 2013 第 32 屆新一代設計展校外參訪活動。
（十三）辦理 2013 視覺藝術學術研討會。
（十四）辦理國立嘉義大學視覺藝術系、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藝論紛紛－創作之當下與後
論述學術研討會。
（十五）辦理『未完成』視藝系 102 級畢業展。
（十六）辦理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共同評審活動。
七、102 學年度舉辦之活動及競賽
（一）辦理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 Maya3Ｄ動畫研習。
（二）辦理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數位攝影研習。
（三）辦理 2013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及標竿學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暨美術研究所）
參觀活動。
（四）辦理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共同評審活動。
（五）協辦新吳門畫派─蘇州國畫院水墨畫作品展。
（六）辦理 2013【陳澄波佳藝薪傳】文化季 嘉義市美術新生代傳承美展。
（七）辦理教授及優秀學生作品聯展。
（八）辦理 2014 第 33 屆新一代設計展校外參訪活動。
（九）辦理 2014 臺灣九校美術系畢業生推薦展參觀計畫。
（十）辦理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 Maya3Ｄ動畫與 3D 列印研習計畫。
（十一）辦理 102 學年度系展。
（十二）辦理『初澀』視藝系 103 級畢業展。
（十三）「雙個展」－嘉義大學與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研究生藝術交流。
（十四）辦理 2014 視覺藝術新視野學術研討會。
（十五）辦理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共同評審活動。
（十六）辦理 102 學年度碩士班評圖活動。
八、103 學年度舉辦之活動及競賽
（一）辦理水墨畫精品暨小品展。
（二）辦理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 Maya 3Ｄ建模及 3Ｄ列印研習。
（三）辦理 2014【陳澄波佳藝薪傳】文化季 嘉義市美術新生代傳承美展。
（四）辦理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共同評審活動。

（五）辦理 2015 藝術新聲－臺灣十校畢業生推薦展參觀計畫。
（六）辦理 103 學年度系展。
（七）辦理『C 碳元素』視藝系 104 級畢業展。
（八）辦理 2015 視覺藝術新視野學術研討會。
（九）辦理 2015 林國治藝術學術研討會。
（十）辦理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共同評審活動。
（十一）辦理 103 學年度碩士班評圖活動。
（十二）辦理「微間隙溫度－關係、關懷與關聯」裝置藝術展。
（十三）辦理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研討暨學生輔導聯席會議「學生作品展售」。
九、104 學年度舉辦之活動及競賽
（一）辦理 2015【陳澄波佳藝薪傳】文化季 嘉義市美術新生代傳承美展。
（二）辦理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共同評審活動。
（三）辦理 2016 藝術新聲－臺灣十校畢業生推薦展參觀計畫。
（四）辦理 104 學年度系展。
（五）辦理『1：∞－We are silent, but let our Arts talk』視藝系 105 級畢業展。
（六）辦理 2016 視覺藝術新視野學術研討會。
（七）辦理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共同評審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