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立嘉義大學 108 學年度各系所及學程畢業典禮辦理情形 

院/系/所/學程 日期 地點 

農學院 
   

  

農藝學系(含碩士班) 5/30 上午 9 點 農藝館 1 樓川堂 

園藝學系(含進學班、碩士班) 
6/10 下午 1 時

20 分 園藝館大視聽教室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含碩士班) 
6/3 下午 1 時

40 分 

森林生物多性館演講

廳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含進學班、碩士班) 

6/15 

日 9 點-12 點 

進 18 點-20 點 

森林館大廳 

動物科學系(含進學班、碩士班) 
6/1 進學班 

6/3 大學部 
動物科學系視聽教室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含碩士班) 6/3 生農館 

景觀學系(含碩士班) 5/27  13:20 景觀系館 103 教室 

植物醫學系(含碩士班) 5/30 下午 
生農一館四樓大視廳

教室 

農場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進修部) 6/14 上午 
國際交流學園一樓大

廳及農管教室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6/13 景觀系館一樓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博士班) 6/20 國際會議廳 

 農學院農業科技全英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 6/3 與生農學系合辦 

理工學院  
 

  

電子物理學系(含碩士班) 
6/9 

12:30-13:00 電物二 1 樓走廊 

應用化學系(含碩士班) 6/13  16:30 應化系館周邊草坪 

應用數學系(含碩士班) 6/7 
A16-808 多功能視聽教

室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含進學班、碩士班、碩專班) 6/13 未定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含進學班、碩士班、碩專

班) 
6/7 

A05B-410 視聽教室 

資訊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6/10   

13:20-15:10 

A16-104 多功能視聽教

室 

電機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5/30 

10:00-11:00 理工大樓 1 樓東側門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5/30 機械系館 101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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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8 學年度各系所及學程畢業典禮辦理情形 

院/系/所/學程 日期 地點 

13:30 

生命科學院  
 

  

食品科學系(含進學班、碩士班、碩專班) 5/30 
食科館、食品加工廠

及前面大馬路 

水生生物科學系(含碩士班) 6/10 水生系館 

生物資源學系(含碩士班) 6/5 生資系館 

生化科技學系(含碩士班、碩專班) 5/30 耐斯萬國百滙餐廳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含碩士班) 6/20 生命科學館視廳室 

 生命科學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含碩士班) 併入系所辦理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含碩士班、碩專班、臨床碩士班) 5/30 獸醫館前廣場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含進學班、碩士班、博士班) 

5/30(大學部) 

15:00-17:00 

6/8(進學班) 

管理學院 A 棟 D01-

211 階梯教室外平台 

財務金融學系(含進學班、碩士班) 5/30 
管理學院 A 棟 D01-

101 階梯教室 

應用經濟學系 5/30 

管理學院 A 棟 D01-211

階梯教室外平台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含進學班、碩士班) 5/30 

資訊管理學系(含碩士班) 
5/30  

9:00-12:00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含行銷碩士班、觀光碩士

班、博士班) 
5/30 

 管理學院碩專班 8/9 
管理學院 A 棟 D01-

211 階梯教室 

 全英文授課觀光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併入各系辦理  

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含碩士班、碩專班、博士班) 

6/10 晚上 碩專班:教育館 103 

6/20  

14:00-16:00 

大學部、碩士班、博

士班: 初教館 202 

特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6/13 

14:00-16:00 民雄行政大樓 A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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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學程 日期 地點 

幼兒教育學系(含碩士班、碩專班) 5/30 大學館 

輔導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碩專班) 6/13 教育館前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含進學班、碩士班、碩專班) 
6/10 

13：20-15：10 樂育堂 1 樓演講廳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含碩士班) 5/30 民雄教育館 1 樓中廊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碩士班、碩專班) 6/18 寛悅飯店 

 數理教育研究所(碩士班、碩專班)  不辦理 

 師範學院教學專業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  不辦理 

人文藝術學院  
 

  

中國文學系(含進學班、碩士班、碩專班) 6/20 人文館 1 樓教室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英語教學組)(含碩士

班) 
6/14 

創意樓 B01-506 演講

廳 

應用歷史學系(含碩士班、碩專班) 5/30 下午 
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

涼亭劇場 

視覺藝術學系(含碩士班) 6/7 文薈廳 

音樂學系(含碩士班) 6/19 文薈廳 

 

備註:資料如有更動,以各系所公布時間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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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各系所辦理畢業典禮時程表 

日期 場次 系所/學程 

5/27 1 景觀學系 

5/30 17 

農藝學系、植物醫學系、電機工程學系、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食

品科學系、生化科技學系、獸醫學系、企業管理學系、財務金融學

系、應用經濟學系、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生物事業管理學系、資

訊管理學系、幼兒教育學系、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應用歷史

學系 

6/1 1 動物科學系(進學班) 

6/3 5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動物科學系、生物農業科技學系、農學院農

業科技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 

6/5 1 生物資源學系 

6/7 3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應用數學系、視覺藝術學系 

6/8 1 企業管理學系(進學班) 

6/9 1 電子物理學系 

6/10 4 
園藝學系、水生生物科學系、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教育學系(碩

士班) 

6/13 5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應用化學系、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特殊

教育學系、輔導與諮商學系 

6/14 2 農場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進修部)、外國語言學系 

6/15 2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上午大學部、下午進學班) 

6/19 1 音樂學系 

6/20 3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教育學系、中國文學系 

8/9 1 管理學院碩專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