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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創校 100 週年校慶典禮第 4 次籌備會議紀錄 
 

時  間：108 年 10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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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次籌備會議紀錄及報告辦理情形 

提案一 

案由：創校 100 週年校慶布置意象圖設計修正稿，提請討論。 

決議：經現場表決，同意以版本二定案。 

辦理情形：照案辦理。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秘書室 

案由：創校 100 週年校慶典禮程序增列活動項目，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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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情形：照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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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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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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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情形：廠商提供金沙範本字樣，請參考。 

決定： 

一、 預訂邀請 24 位貴賓(含歷任校長、國際貴賓、校友總會理事長等)參與慶

生儀式。 

二、 慶生儀式金沙台佈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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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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  

辦理情形：預演日期因故修正如下 

一、 第一次預演日期：108年10月24日（星期四）PM13:20。 

二、 總預演日期：108年10月25日（星期五）PM13:20。 

三、 總務處建議將場地管理承辦人列為籌備會議列席人員。 

四、 預演人員：秘書室及學務處工作人員、志工、禮賓大使、廠商、表演團

體、總務處場地管理承辦人。各學系學生代表因採憑票入場，今年將另

行安排說明，不參與預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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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10 月 9 日接獲嘉義市政府回函，校慶園

遊會期間(10 月 25、26 日)，市區公車將配合於門口讓乘客上下車，並視

人潮機動加開班次。 

二、 請校慶典禮頒獎之各獎項權責單位(校友服務組、研發處及音樂學系)，

於 108 年 10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5 時前回傳校慶典禮受獎人員出缺

席狀況電子檔及獎狀/獎牌/獎品至課外活動指導組彙整。 

三、 於 108 年 9 月 19 日（星期三）通知各學系，協助遴派 1 位師長及 35 位

同學參加校慶典禮，座位規劃如附件一(頁 5)。另於 108 年 10 月 15 日

通知各學系典禮出席及交通車次(附件二，頁 6)相關事宜，並同步發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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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券。 

四、 校慶典禮當日，AM09:35 暖場表演(生炒鴨肉羹)，儀式正式開始時間為

AM10:30。AM09:00 開放各院學生陸續進場，受獎人員建議進場時間

AM09:20 前，校內長官及貴賓建議最晚進場時間：AM10:00前。 

五、 檢附校慶典禮停車場示意圖、校慶管制圖(如附件三，頁 7)，請卓參。 

<補充> 

1. 取消教職員工車輛禁止停放校內停車場之決定，由校內同仁先行入校，

視當日停車狀況，適時管制進入蘭潭校區的車輛。 

2. 參與「植樹百株樹人百年」開園儀式之貴賓目前已達 100 位，請駐衛

警察隊思考停放動線，並保留部份車位供校慶典禮貴賓停放。 

六、 本校與嘉義市政府共同委託神準國際行銷有限公司辦理「棒球@台灣紀

錄片」首映會活動，訂於 108 年 10 月 23 日 PM1:30 至 PM3:30 在蘭潭

校區瑞穗館辦理，請秘書室、學生事務處、總務處及體育室共同協助，

並將此活動納入百年校慶系列活動。 

 

肆、 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有關創校 100 週年校慶典禮司儀稿草稿，提請討論。 

說明：檢附司儀稿草稿(如附件四，頁 8-15)。 

決議：頒獎順序建議異動為捐資教育事業獎勵、傑出校友獎、校友熱心服務獎，

其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有關創校 100 週年校慶典禮簽到處規劃，提請討論。 

說明： 

一、 依往例於瑞穗館入口處設置一般簽到處及貴賓簽到處。 

二、 一般簽到處由學生事務處統籌，由處內同仁及社團志工協助，簽到人員

包括：工作人員、校內主管。 

三、 貴賓簽到處由秘書室統籌，由秘書室同仁及禮賓大使協助，簽到人員包

括：傑出校友獎得獎人、校友熱心服務獎得獎人、捐資教育事業獎勵得獎

人、貴賓及記者媒體。 
四、 擬後續由秘書室、校友服務組及學務處共同召開協調會議，商討校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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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貴賓接待事宜。 

決議： 

一、 製作簽到處之標示牌(A3 大小)，以利與會者儘快找到所屬簽到處。 

二、 建議捐資教育事業獎勵之受贈單位派員至貴賓簽到處，協助接待。 

三、 有關校慶典禮籌備會議決議資訊，請校友服務組協助轉知校友總會，其

餘單位，亦請與會者協助轉知所屬人員。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上午 11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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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創校 100 週年校慶典禮交通運輸車次表 

108.10.18 製表 

活動 
名稱 

活動時間 起站 訖站 
搭車 
時間 

搭車地點 車次 負責人 

校慶 

預演 

108 年 

10 月 25 日 

（星期五） 

13：20 

往 民雄 蘭潭  10:30 
民雄校區 

音樂系 
3 車次 范心怡小姐

返 蘭潭 民雄 14:30 
蘭潭校區 

沁心園前 
3 車次 陳怡靜小姐

返 蘭潭 民雄 17:00 
蘭潭校區 

沁心園前 
1 車次 陳怡靜小姐

校慶 

典禮 

108 年 

10 月 26 日 

（星期六） 

09：00 

往 

民雄 蘭潭 08:00 
民雄校區 

音樂系 
4 車次 范心怡小姐

民雄 蘭潭 08:30 
民雄校區 

行政大樓前
9 車次 林育如小姐

新民 蘭潭 08:45 
新民校區 

校門口 
7 車次 黃莉凌小姐

返 

蘭潭 
民雄 

音樂系 

11:00 
蘭潭校區 

沁心園前 
3 車次 

陳怡靜小姐

蘭潭 17:00 
蘭潭校區 

沁心園前 
1 車次 

蘭潭 
民雄 

行政大樓
12:40 

蘭潭校區 

沁心園前 
8 車次 

曹國梁先生

蘭潭 新民 12:40 
蘭潭校區 

沁心園前 
6 車次 

蘭潭 民雄 15:00 
蘭潭校區 

沁心園前 
1 車次 

蘭潭 新民 15:00 
蘭潭校區 

沁心園前 
1 車次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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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創校 100 週年校慶典禮司儀稿 

108.10.22  16:00 

(開投影機[左右方及中間投影]) (燈微亮) 

※人員進場(播放影片)(約 15 分鐘)09：35~09：50 學生已進場 

【司儀】各位貴賓、師長及同學，大家早安，歡迎蒞臨國立嘉義大學參加本校創

校 100 週年校慶典禮暨音樂會，開場表演即將開始，提醒各位師長及

同學，演出時請避免走動，並請將手機調成靜音或是震動，謝謝。 

【司儀】首先邀請本校畢業校友所組成的原創搖滾樂團-生炒鴨肉羹，為我們帶

來演出，生炒鴨肉羹是由本校行銷與觀光管理學系、電子物理學系及

景觀學系畢業校友共同組成的原創搖滾樂團，透過音樂，將自己對於

社會現實的看法以及感受紀錄在歌曲之中。接下來，請大家欣賞生炒

鴨肉羮所帶來的精采表演。 

補白、冷場用: 

(生炒鴨肉羹的團名由來，一道同時要大火快炒鴨肉以及細火慢熬羹湯的料理!!就跟五個團員

一樣，每個人就像不同的食材、調味料，有自己堅持的音樂風格和自己的理想。然而，一碗

羹能夠好吃就是綜合了所有食材的美味、特性、口感。玩樂團也是如此，綜合每個團員多元

的想法，就像大火快炒的鴨肉，而五個團員一起在音樂路上堅持著夢想，好比越燉越濃的羹

湯。要綜合起來，才能創作出讓人回味無窮的音樂。 

在這個文青氾濫的年代，生炒鴨肉羹選擇了一個平凡的料理作為團名，好的音樂就該像好的

台灣美食一樣值得大家一再品嘗。期待這個時代的人們能夠不以絢麗的名字來認識我們。 而

是能夠細火慢熬地品嘗生炒的音樂，更真實的看見、了解每一個團員的獨特。) 

【司儀】感謝生炒鴨肉羮精采的表演。 

(舞台紅色布幕關閉，交響樂團座椅就位) (約 10 分鐘) 09：50~10：00 

【司儀】國立嘉義大學由國立嘉義及技術學院國立嘉義師範學院兩校整併而成。

學校歷史源遠流長，發展與成長的過程與百年來臺灣經濟、社會、教育

的變遷息息相關。2000 年嘉義大學的誕生，是臺灣高等教育大學院校

整合成功的首例與典範，也是雲嘉地區最具歷史性與規模性的綜合型

大學，目前國立嘉義大學包含七大學院，39 個科系，分佈於三校區，

學術領域涵蓋教育、人文、藝術、管理、農業、理工、生命科學和動物

醫學，奠基於前身嘉師、嘉技兩校長期的科系擴充與發展，多數系所都

可以在兩校科系的發展中找到源頭。嘉大百年，歡慶盛典，接下來請大

家一同觀賞「嘉義大學簡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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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音樂學系 10：00(燈全亮，開布幕) 

【司儀】在典禮開始之前，邀請本校音樂學系合唱暨交響樂團帶來精彩的音樂

饗宴。嘉義大學音樂學系自 2000 年成立以來，在歷任系主任與師生

齊心努力之下不斷前進，現今的合唱團暨交響樂團團員人數已超過 

150 位，編制齊全，陣容堅強。2019 年正值嘉大百年校慶，音樂學系

的課程教學也同時邁入一大新紀元。 

     (音樂劇製作的傳統在教育部深耕計畫支持下，不但進一步發展為「表演藝

術與行銷跨領域學程」，使課程設計往學以致用連結方向邁進；管樂團更是繼續

在嘉義國際管樂節中發光發熱，卓越表現獲得全國性矚目；而交響樂團的教學

也有重大的突破，聘任兩度獲得國際指揮大獎的新銳指揮家-范楷西，擔任嘉

大交響樂團指揮；此外，爵士樂團、弦樂團、甚至流行樂團也都不斷成長茁壯，

為學生提供豐富多元的實作環境，並以音樂藝術的真、善、美來回饋社會。) 

【司儀】在全校一同歡慶的日子裡，特別請到音樂學系合唱團指揮、同時也是

嘉大音樂劇團導演張得恩老師，帶領合唱團與交響樂團同學，共同為

嘉義大學獻上百年讚歌，同時也要向一路支持我們的艾群校長、副校

長及各級長官們，獻上誠摯的感恩之情，並以最熱情、最美好的樂音，

祝福嘉義大學一百歲生日快樂！ 

在此提醒各位嘉賓，演出時請避免走動，並請將手機調成靜音或是震動，

謝謝。 
(音樂系合唱團與交響樂團進場就座) 

壹、 典禮預備 (約 20 分鐘)10：00~10：20 

【司儀】嘉大百年 樂音齊慶，讓我們歡迎音樂學系合唱暨交響樂團進場，為我

們帶來演出的曲目為: 

第一首 (由)鍾耀光以嘉大校歌為素材的創作曲:《乘風破浪》進行曲 

第二首 是百年校慶紀念歌創作比賽首獎，由邵彥翔作曲、編曲／楊徵祥老師作詞

的偉哉嘉大） 

最後一首由鄭啟宏作曲、編曲/余玉照作詞的國立嘉義大學校歌管弦版 

【司儀】讓我們一起欣賞音樂學系合唱暨交響樂團帶來的共同表演。 
【司儀】感謝音樂學系合唱暨交響樂團所帶來的音樂饗宴。 

(舞台紅色布幕閉合，撤合唱團座椅，上貴賓椅及講桌)  

(約 10 分鐘)10：20~10：30 

【司儀】接下來，邀請與會來賓共同欣賞百年校慶紀念歌－百穗（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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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大學百年校慶歌曲《百穗》為嘉義大學音樂系應屆畢業生的作品，

由藝術總監曾毓芬教授帶領學生共同創作而成。歌詞描述嘉義農專及

師院一路辛勤轉變成嘉義大學之過程，並透過ＫＡＮＯ棒球隊的球員，

傳遞嘉大人「永不放棄」的熱血精神。饒舌歌的演唱形式為整體敘事增

添時代感，而抒情搖滾的曲風，更向觀眾訴說著嘉大滿滿的回憶和願

景！接下來，邀請與會來賓共同欣賞百年校慶紀念歌－百穗。 

（禮賓準備引導校長上台）(得獎同學就預備位置) 

【司儀】頒獎 

【司儀】邀請艾群校長為百年校慶紀念歌創作比賽得獎同學進行頒獎 

【司儀】頒發百年校慶紀念歌創作比賽得獎同學：（共計 8 名,一列 8 名） 

    第一名：邵彥翔，第二名：林芓儀，第三名陳翌軒 

    流行版紀念歌特別創作獎：高思琴，游家瑋，孫振城，曾欽堂，張宇劭 

    請以上得獎者上台授獎。 

【司儀】請艾群校長頒獎。 

【司儀】讓我們以熱烈的掌聲恭喜以上得獎者，請校長留步。 

【司儀】接下來邀請台灣登山女傑~江秀真校友，江秀真校友為本校農學研究所、

森林系、及農專夜間部植物保護科畢業校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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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95 年完成聖母峰登

頂的女性登山家，更於 2009 年二次登上聖母峰。為祝福嘉大百年特別

致贈登峰紀念照，祝福嘉大邁入下個百年，再創高峰。 

【司儀】請校長代表受贈。(禮賓引導校長及江秀真校友就定位) 

   (禮賓將登峰紀念照遞給江秀真校友，由江校友贈予校長並合照) 

【司儀】請艾群校長贈送本校校旗給江秀真校友。希望江秀真校友能繼續「光耀

嘉義，揚名全國，躋身國際」。 

【司儀】讓我們以熱烈的掌聲感謝江秀真校友。 

(舞台紅色布幕展開，亮燈) (講桌及麥克風就定位) (約 2 分鐘) (放輕音樂) 

【司儀】典禮即將開始，請校長、各位貴賓上臺就座、師長及同學請盡速入座，

並請將手機調成靜音或是震動，謝謝。(剩下 2 分鐘) 

【司儀】在典禮開始之前，請各位貴賓、師長及同學觀看舞台兩側投影布幕上的

緊急疏散圖，若遇緊急狀況請保持冷靜，並聽從教官指示和引導。(關

輕音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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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位行政人員至貴賓席補位) 

-----------------------------(典禮開始)----------------------------- 

貳、典禮開始(約 10 分鐘) 10：30~10：40 

【司儀】國立嘉義大學 100 週年校慶典禮，典禮開始。 

【司儀】奏樂。(播放音樂) 

【司儀】全體請起立。 

【司儀】主席就位。 

【司儀】唱國歌。(播放音樂) 

【司儀】向國旗暨國父遺像行三鞠躬禮，貴賓、師長及同學請脫帽。 

【司儀】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司儀】主席請復位，貴賓、師長及同學請坐下。 

參、主席致詞(約 15 分鐘)(含貴賓介紹) 10：40~10：55 

【司儀】主席致詞。 

【司儀】請艾群校長致詞。 

【司儀】感謝校長的期許與勉勵。 

【司儀】接著介紹與會貴賓 

【司儀】今日蒞臨本校的貴賓有(依座位介紹) 

【國際事務處】(介紹姐妹校貴賓) 

【司儀】(接後續介紹) 

【司儀】感謝今日與會的所有貴賓。 

肆、貴賓致詞(約 20 分鐘)(含貴賓介紹) 10：55~11：15 

【司儀】貴賓致詞。（請艾群校長邀請貴賓致詞） 

【司儀】邀請                為我們致詞。 

【司儀】感謝                為我們致詞。 

【司儀】邀請                為我們致詞。 

【司儀】感謝                為我們致詞。 

【司儀】邀請                為我們致詞。 

【司儀】感謝                為我們致詞。 

 (撤講桌) 

伍、頒獎(約 15 分鐘) 11：1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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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頒發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勵(共計 9 名，共 2 梯次，第一梯次共 4 名;

第二梯共 5 名) 

【司儀】頒發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勵。 

【司儀】榮獲水晶獎的有張永霖先生、陳哲芳先生、榮獲金質獎的有羅清元先

生、蔡武璋先生，請捐資人員上臺受獎。 

【司儀】請                   頒獎。 

【司儀】讓我們以熱烈的掌聲感謝以上捐資人員。 

 

【司儀】其他熱心支持校務者，榮獲銀質獎的有王銘文先生、蘇志宏先生、曾

茂昌先生、呂芳昇先生、珍本奇有限公司、周欽俊先生、林榮寶先生、

許立昇先生、馮玉芳女士、鄭文星先生。 

【司儀】請捐資人員上臺受獎。 

【司儀】請                   頒獎。 

【司儀】讓我們以熱烈的掌聲感謝以上捐資人員。 

二、頒發國立嘉義大學 108 年度傑出校友獎(共計 26 名，共 3 列，第一列 9

名，第二列 9 名，第二列 8名) 

【司儀】頒發國立嘉義大學 108 年度傑出校友獎。 

【司儀】本校為表彰對國家、社會有具體貢獻及成就之傑出校友，樹立楷模，

光大校譽，並鼓勵在校學生奮發向上，特頒發傑出校友獎。 

【司儀】菁英類得獎的有何忠昇校友、吳騰彥校友、林舜卿校友、邱忠義校友、

梁匯榛校友、陳耀松校友、黃國晃校友、黃豊勝校友、黃徹源校友、

劉雲松校友、蘇慶華 校友、行誼典範類得獎的有林永修校友、高榮

彬校友、張鴻猷校友、張寶投校友、陳國文校友、陳學堂校友、曾環

炎校友、黃敏修校友、詹亦哲校友、鄒碧足校友、蔡永芳校友、謝登

源校友、魏志松校友、母校貢獻類得獎的有黃志宏校友、鄧福剛校友，

請得獎校友上臺受獎。 

【司儀】請      頒獎。 

【司儀】讓我們以熱烈的掌聲恭喜以上得獎校友。 

三、頒發國立嘉義大學 108 年度校友熱心服務獎(共計 12 名，共 2 列，每列

各 6 名) 

【司儀】頒發國立嘉義大學 108 年度校友熱心服務獎。 

【司儀】得獎的有田文賓校友、李福榮校友、林陽山校友、翁佳信校友、翁博

飛校友、翁順福校友、張孟貴校友、黃鴻呈校友、廖宏峻校友、盧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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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校友、盧彥賓校友、蔡阿忠校友，請得獎校友上臺受獎。 

【司儀】請                           頒獎。 

【司儀】讓我們以熱烈的掌聲恭喜以上得獎校友。 

陸、 表演活動(約 20 分鐘)11：30~11：50 

    魏暉倪表演（堅持夢想之路及創作分享及演唱「逆風飛翔」、「今年夏天」） 

【司儀】為慶祝嘉義大學 100 週年校慶典禮，特別邀請本校畢業校友魏暉倪

學姐返校表演。暉倪學姐為本校生物資源學系畢業校友，近期參演

大型古裝電視劇《扶搖》，飾演德夫人簡雪，清麗脫俗、溫婉智慧，

心思縝密的高冷形象深入人心，劇中精湛的演技更是贏得眾多觀眾

的認可和喜愛，圈粉無數。現在，讓我們邀請暉倪學姐為我們帶來

帶來充滿正能量的原創歌曲:逆風飛翔。 

【魏暉倪】演唱「逆風飛翔」 

【主持人與魏暉倪訪問對話】 

        (主持人贈送手工餅乾給暉倪)(舞台上由禮賓發送手工餅乾) 

【主持人】我們掌聲再謝謝暉倪為我們所演唱的歌曲「逆風飛翔」，這首歌是

世界經典棒球賽的中華隊加油歌，正好呼應我們的 Kano 精神~永

不放棄，全力以赴。哈囉，暉倪妳好，先跟大家打聲招呼。 

【魏暉倪】大家好，我是嘉義大學 101 級的畢業校友魏暉倪，很開心能夠回

來一起慶祝嘉義大學的百年校慶。 

【主持人】謝謝暉倪，我們也開心能夠看到妳。請問這次回到母校有沒有什

麼特別的感覺？ 

【魏暉倪】還記得七年前我就坐在底下（暉倪還記得大概的位子），也曾經在

這個舞台上參加過生科院 k 以及超級偶像的校園海選，更在這裡

舉辦了我的第一場專輯簽唱會。 

【主持人】聽說今天 10/26 也正好是暉倪出道七週年的日子，非常特別，相

信也是意義非凡。有看到我手上的手工餅乾嗎?這是我們學校小小

廚藝社及書法社為了慶祝百年校慶共同完成的作品，謝謝他們的

用心，也把它送給暉倪，一起品嚐。現場也正在一一發送手工餅乾

給每一位與會的貴賓、師長及同學，提醒大家好好保存你手上的手

工餅乾完整的包裝袋，會有意想不到的驚喜藏在裡面，我們在典禮

尾聲時會揭曉謎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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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廚藝社及書法社資料 

小小廚藝社勵志用料理帶給生活快樂 

煎 煮 炒 炸 蒸 一席美饌信手拈來 

讓人滿足口腹亦能精進手藝 

 

蘭潭書法社期許用書藝美化日常 

他們用筆墨紙硯展現鸞翔鳳翥 

讓人享受欣賞作品與臨池學書的喜悅) 

 

【主持人】我們知道暉倪當初因創作我們學校的畢業歌曲〈今年夏天〉，獲

得本校「畢業歌創作比賽」冠軍，這首歌曲更在短時間內在網路上

獲得百萬點擊，也因此出道成為了歌手，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當時

的心情嗎？ 

   【魏暉倪】首先非常感謝今年夏天這首歌，也謝謝學校辦了畢業歌創作比賽，

其實當時在 2012 年以前台灣還沒有盛行畢業歌創作，我們算是先

驅啊（笑）還記得這首歌就在學餐二樓的小房間寫的，當時最初的

Demo 還錄到了池塘天鵝的聲音。 

【主持人】暉倪在去年也發行了第一張的閩南語創作專輯<氵七木>(讀音：水

七木)，合起來就是大寫的『柒』字，象徵著出道七年的日子，其

實暉倪在這七年當中經歷了非常多的挑戰，甚至一度暫離了演藝

圈兩年半的時間，要不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路走來的心路歷程。    

【魏暉倪】歷程分享 （以下主持人與暉倪依分享的內容互動） 

   【主持人】接下來我們歡迎暉倪為我們帶來這首〈今年夏天〉，掌聲鼓勵。 

 【魏暉倪】演唱「今年夏天」 

 【司儀】接下來是精采的慶生活動。 

柒、慶生儀式 11：50~12:00 

一、 嘉義大學大事紀 (燈光微亮，輕音樂) 

【主持人】漫漫時光，歲月如沙，嘉義大學在歷任校長帶領及師生齊心努力

下走過一個世紀了～ 

      從嘉義農林學校、嘉義農業職業學校、嘉義農專、嘉義技術學院，百 

年歷史培育無數農業科技菁英，也為嘉大奠定農學、理工、生命科學等領域 

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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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嘉義師範學校、嘉義師專、嘉義師範學院，培育無數國小、幼稚園、

托兒所師資及學校、教育行政、國民教育研究人才，為嘉大開拓教育、人文、

藝術、數理領域的發展。 

國立嘉義大學包含七個學院，學術領域涵蓋教育、人文、藝術、管理、

農業、理工、生命科學、動物醫學，奠基於前身嘉師、嘉技兩校長期的系科

擴充與發展。 

 

     嘉大百年卓然有成，光輝歲月璀璨輝煌。 

     在這裏，莘莘學子成長與茁壯，擁抱夢想展翅飛翔。 

親愛的與會貴賓、師長及同學們， 

在這難得的日子裏，讓我們一起見證嘉義大學百歲生日 

<全場熄燈，LED 燈關，暉倪從會場下方清唱生日快樂歌，慢慢走上前> 

(打投射燈在暉倪身上) 

<兩側酒杯台亦先定位，放置於貴賓座椅後方，請留意不要阻擋貴賓起身的動線> 

<life 暉倪畫面到兩側螢幕，由暉倪邀請現場同學齊聲唱歌><約唱 2~4 遍生日快樂歌> 

<暉倪上台邀請艾校長起身走向蛋糕台（開燈及 LED 螢幕），校長就定位後，暉倪即撤

入後台> 

【生日快樂歌】 

第一遍:暉倪輕柔緩慢的清唱「生日快樂」 

第二遍:暉倪邀請與會所有人唱「生日快樂」 

第三遍:輕快、暉倪可邀請與會所有人一邊拍手一邊唱「生日快樂」 

第四遍:改唱英文 HAPPY BIRTHDAY 

二、 生日禮讚(切蛋糕) 

(請廠商提供音樂版生日快樂歌或請廠商撥放慶生動畫及 life 舞台畫面) 

【主持人】百年歲月，因為歷任校長們代代相傳的寶貴經驗，嘉大學生才

能在如此良好環境中學習與成長。各位貴賓、師長及同學們，讓我們以

熱烈的掌聲邀請歷任校長及與會貴賓來到台前。 

<舞台上由廠商及志工推出流沙及蛋糕台至舞台中央> 

<請禮賓協助邀請校長及貴賓起身至流沙台> 

【司儀】邀請校長及貴賓林中茂校長、胡懋麟校長、陳國雄校長、楊國賜校

長、李明仁校長、邱義源校長、張永霖先生、陳哲芳先生、羅清元先生、蔡

武璋先生、13 位國際貴賓)一起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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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禮賓準備蛋糕刀) 

【主持人】首先，請我們的大家長~艾校長，為我們許下嘉大生日願望。 

【主持人】謝謝艾校長對嘉大的生日祝福與期許，現在我們邀請艾校長及歷

任校長為我們一起來切蛋糕(聲音上揚) 

(待校長切完蛋糕)與會貴賓、師長及同學，讓我們一起來祝賀嘉義大學生日

快樂，待會當我說 1、2、3 的時候，請大家一起說「嘉義大學，

生日快樂」 

  【主持人】1、2、3「嘉義大學，生日快樂」 

        祝嘉義大學 100 週年生日快樂。也祝福所有貴賓、校友、師長及同

學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讓我們齊心努力，為嘉大開創更美麗璀璨

的下一個百年。 
(請禮賓引導歷任校長挪至流沙台，並從艾校長手中收蛋糕刀) 

三、 啟動流沙台 

【主持人】 

親愛的貴賓、師長、同學們，您有看到前方的「流金沙」嗎?  

這流金沙象徵著嘉大百年黃金歲月，就如源源江河孕育百物，而嘉大這百

年來在各行各業也培育出許多傑出人才為國家及社會所用。 

現在邀請台上的貴賓輕輕捧起來流金沙瓶。將流金沙緩緩倒入流沙台中

(請禮賓引導)。(廠商啟動乾冰及特效) 

(舞台後方，請禮賓輕聲由二側開始分送啤酒)。（安排左右二側各一位現場引導後方貴

賓） 

   【主持人】親愛的貴賓、師長、同學們，現在流金沙台慢慢浮現一些字出來

了，讓我們一起將這八個字念出來好嗎?1、2、3「嘉大百年 卓然有成」 

【主持人】現在我們邀請在台上所有的貴賓及師長們，一同來到舞台前，一

人拿起一杯「Longan Ale」精釀啤酒一起祝賀嘉大百年校慶。 （投影簡

介到 LED 螢幕） 

各位貴賓、師長及同學們，這啤酒是為歡慶創校百年，生命科學院精釀啤

酒創客團隊所特別創制的，它是以底蘊溫暖的東山鄉窯烤桂圓搭配香氣

迷人之密多福貴族系酒花，創製具有醇厚時代感的本款麥酒，展現本校以

誠樸匠心力行精益求精之精神，透過師生合作激盪出新的未來！（主持人

請確認是否貴賓們都有拿到啤酒） 

台上的貴賓及師長們， 

現在讓我們一起舉杯敬賀。 

祝福嘉義大學生日快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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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在全體校友及師生齊心努力下，嘉大必能再創佳績，共創下一個百年。 

         
(舞台下啟動乾冰，音樂特效，5 顆爆破氣球特效) 

柒、禮成 12：00 

【司儀】禮成，奏樂。(播放音樂) (禮賓準備分送紀念品) 

【司儀】嘉大百年、卓然有成，嘉義大學 100 週年校慶典禮圓滿成功，非常感謝

各位貴賓及師長今日的蒞臨，使典禮增添光彩，為慶祝校慶，今天於校

園中舉辦一系列慶祝活動，並公告於會場外。最後，祝福嘉義大學校運

昌隆，我們相約明年校慶再相見!(播輕音樂至完全離席) 

【司儀】提醒各位與會貴賓及師長請由面對舞台右方出口離席，同學們請先留在

現場座位，謝謝。 

(待貴賓離場，由主持人公告摸彩對獎方式及江秀真、魏暉倪學姊拍照事宜) 

 (待貴賓離場，由主持人公告摸彩對獎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