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106 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程序表(蘭潭校區) 

日期 時間 名稱 地點 主持人 備註 

9/11(一) 

09:00~09:30 

新生始業式 
1.始業式開始 
2.校長致詞 
3.介紹一級主管  

4.禮成 
瑞穗館 邱校長義源 

 

09:30~10:30 

各單位業務介紹 
（教務處 10 分鐘、總務處 10 分
鐘、學務處 15 分鐘、電算中心 10
分鐘、圖書館 10 分鐘、國際處 5
分鐘、人文藝術中心 5分鐘) 

10:30~10:50 中場休息(紫錐花反毒影片宣導) 瑞穗館 陳學務長明聰 
 

10:50~12:00 
1.反詐騙宣導(30 分鐘) 
2.機車安全駕駛教育(40 分鐘) 

瑞穗館 陳學務長明聰 軍訓組 

12:00~13:30 用餐及休息(13:20 就位) 各系所教室 院長、系主任 
 

13:30~16:30 迎新表演 瑞穗館 陳學務長明聰 
課外活動

指導組 

16:30~17:30 返回各校區(用餐及休息) 回程 陳學務長明聰 

 

9/12(二) 

08:00~09:30 大一新生英文檢定 綜合教學大樓 語言中心主任  

09:30~10:20 

分組演練：理工學院 

滅火器操作(15 分鐘)→消防栓操作

(15 分鐘) 

國際交流學園右側停車

場→理工大樓右側門 
陳學務長明聰 

賴佳杏教

官 

分組演練：農學院 

緩降機操作(15 分鐘)→滅火器操作

(15 分鐘) 

景觀學系大樓→國際交

流學園右側停車場 
陳學務長明聰 

李正德教

官 

分組演練：生科院 

消防栓操作(15 分鐘)→緩降機操作

(15 分鐘) 

圖書館前廣場→景觀學

系大樓 
陳學務長明聰 

陳至賢教

官 

10:20~10:50 安心在嘉 夢想起飛 瑞穗館 陳學務長明聰 學輔中心 

10:50~15:00 
院系時間暨系學會經驗交流時間
(含瓶中信、UCAN 職涯探索、校園巡禮) 

(院)系館 院長、系主任  

備註：ㄧ、9 月 11 日(星期一)中餐，蘭潭校區在各系用餐，民雄、新民校區在學餐用餐，晚餐返回各校區用

餐。 

      二、9月 12 日(星期二)有公車至嘉義市火車站(自費) ，15:30 發車。(班車車次依各校區人數而定)  

 



國立嘉義大學 106 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程序表(民雄校區) 

日期 時間 名稱 地點 主持人 備註 

9/11(一) 

09:00~09:30 

新生始業式 
1.始業式開始 
2.校長致詞 
3.介紹一級主管  

4.禮成 
瑞穗館 邱校長義源 

 

09:30~10:30 

各單位業務介紹 
（教務處 10 分鐘、總務處 10 分
鐘、學務處 15 分鐘、電算中心 10
分鐘、圖書館 10 分鐘、國際處 5
分鐘、人文藝術中心 5分鐘) 

10:30~10:50 中場休息(紫錐花反毒影片宣導) 瑞穗館 陳學務長明聰 
 

10:50~12:00 
1.反詐騙宣導(30 分鐘) 
2.機車安全駕駛教育(40 分鐘) 

瑞穗館 陳學務長明聰 軍訓組 

12:00~13:30 用餐及休息(13:20 就位) 
學生餐廳(民雄、新民) 

各系所教室(蘭潭) 
院長、系主任 

 

13:30~16:30 迎新表演 瑞穗館 陳學務長明聰 
課外活動

指導組 

16:30~17:30 返回各校區(用餐及休息) 回程 陳學務長明聰 

 

9/12(二) 

08:00~09:30 大一新生英文檢定 

綜合教學大樓(蘭潭) 

創意樓(民雄)  

B 棟一樓(新民) 

語言中心主任  

09:30~10:00 地震避難防護演練 大學館前廣場 陳學務長明聰 軍訓組 

10:00~10:50 

分組演練： 

1.滅火器操作(25 分鐘) 

2.消防車介紹(25 分鐘) 

大學館前廣場 

行政大樓前廣場 
陳學務長明聰 軍訓組 

10:50~15:00 

院系時間暨系學會經驗交流時間

(含瓶中信、UCAN 職涯探索、校園

巡禮) 

(院)系館 院長、系主任  

備註：ㄧ、9 月 11 日(星期一)中餐，蘭潭校區在各系用餐，民雄、新民校區在學餐用餐，晚餐返回各校區用

餐。 

      二、9月 12 日(星期二)有公車至嘉義市火車站(自費) ，15:30 發車。(班車車次依各校區人數而定)  

 



國立嘉義大學 106 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程序表(新民校區) 

日期 時間 名稱 地點 主持人 備註 

9/11(一) 

09:00~09:30 

新生始業式 
1.始業式開始 
2.校長致詞 
3.介紹一級主管  

4.禮成 
瑞穗館 邱校長義源 

 

09:30~10:30 

各單位業務介紹 
（教務處 10 分鐘、總務處 10 分
鐘、學務處 15 分鐘、電算中心 10
分鐘、圖書館 10 分鐘、國際處 5
分鐘、人文藝術中心 5分鐘) 

10:30~10:50 中場休息(紫錐花反毒影片宣導) 瑞穗館 陳學務長明聰 
 

10:50~12:00 
1.反詐騙宣導(30 分鐘) 
2.機車安全駕駛教育(40 分鐘) 

瑞穗館 陳學務長明聰 軍訓組 

12:00~13:30 用餐及休息(13:20 就位) 學生餐廳(民雄、新民) 院長、系主任 
 

13:30~16:30 迎新表演 瑞穗館 陳學務長明聰 
課外活動

指導組 

16:30~17:30 返回各校區(用餐及休息) 回程 陳學務長明聰 

 

9/12(二) 

08:00~09:30 大一新生英文檢定 
管理學院 B 棟 

大樓 1 樓東側 
語言中心主任  

09:30~10:00 安心在嘉 夢想起飛 國際會議廳 陳學務長明聰 學輔中心 

10:00~10:20 地震避難防護演練 國際會議廳 陳學務長明聰 
王怡淑教

官 

10:20~10:50 

分組演練： 
1.緩降機操作(10 分鐘) 
2.消防栓操作(10 分鐘) 
3.滅火器操作(10 分鐘) 

管理學院 B 棟大樓

1 樓東側 
陳學務長明聰 

王怡淑教

官 

10:50~15:00 

院系時間暨系學會經驗交流時間

(含瓶中信、UCAN 職涯探索、校園

巡禮) 

(院)系館 院長、系主任  

備註：ㄧ、9 月 11 日(星期一)中餐，蘭潭校區在各系用餐，民雄、新民校區在學餐用餐，晚餐返回各校區用

餐。 

      二、9月 12 日(星期二)有公車至嘉義市火車站(自費) ，15:30 發車。(班車車次依各校區人數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