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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衛福部宣導仍應保持適當社交距離，為保護自身安全請戴口罩！             1090820製表 

D週 時間 名稱 地點 主持人 備註 

 

09：00~12：00 

各系相見歡(含

開課、選課、系

所特色介紹) 

系館教室 系主任、導師 

視訊： 

1.於各系館擇一教室

實施。 

2.座位安排依疫情中

心規定辦理。 

3.今年因疫情緣故暫

無法辦理大型集

會，新生始業式期

間防震演練責由各

系自行辦理。故可

以新生防震演練成

果來繳交 

安心在嘉 

夢想起飛 

系館教室 

系主任、導師 

學輔中心 

軍訓組 

地震避難 

防護教育及校內

複合式安全宣導 

 

12：00~13：00 休息及用餐 系館教室 系主任、導師  

13：00~15：00 

系學會經驗交流

時間(含瓶中

信、UCAN職涯探

索、心理健康量

表施測) 

系館教室 

系主任、導師 

職涯中心 

學輔中心 

1. UCAN職涯探索及心

理健康量表以先行

寄送訊息與新生可

在家依說明施測，

若 9月 7日當日仍

尚未填寫者，請導

生協助完成施測。 

2.座位安排依疫情中心

規定辦理。 

15：00~17：00 

品德教育講座 

校友江秀貞 

女士 

系館教室 

系主任、導師 

軍訓組、生輔組  

17：00~17：30 各校園巡禮 各校園 
系主任、導師 

軍訓組 

請保持適當社交距

離。 



 

 

 

 

 

 

D週 時間 名稱 地點 主持人 備註 

9/8(二) 

09：00~12：00 

新生始業式暨 

各單位業務 

介紹 

系館教室 

各校區 

系主任、導師 

軍訓組、課活組 

於各系館擇一教室實

施。 

民雄校區 

12：00~ 17：00 

休息、用餐、賦

歸 

系館教室 系主任、導師 

民雄校區社團博覽會

暨社團表演更改至 9

月 7日(星期一)18：

30-20：30時於民雄校

區大學館及演藝廳內

舉行，故 12：00時以

後活動由各系律訂。 

蘭潭校區 

12：00~13：30 
休息及用餐 系館教室 系主任、導師 

蘭潭校區及新民校區

原新生始業輔導原社

團博覽會合併社團之

夜於 13：30-16：50

蘭潭校區實施社團博

覽會暨社團表演。 

新民校區 

12：00~13：00 
休息及用餐 系館教室 

系主任、導師 
新民校區 

13：00~13：30 

搭車至蘭潭校區

參加社團博覽會

暨社團表演 

接駁車 

13：30-16：50 
社團博覽會暨社

團表演 

蘭潭校區 

 

課活組 

學生會 

16：50-17：00 

賦歸 

民雄校區已申請校車接駁新生至民雄火車站，因當日是逢民雄大士爺

文化暨慶祝活動，經方進行交通管制於 15：00實施封路，故校車接

駁共三個班次搭車時間為 12：30時、13：30時、14：30時。 



嘉義大學校園巡禮特色景點介紹 

蘭潭校區 

編

號 
地點 介紹內容 

1 嘉農亭 

2006年嘉農校友懷念母校，募集 300多萬元，把原在嘉農舊址遭

拆除的荷塘涼亭「嘉農亭」與「飲水思源」景觀碑重現在嘉大蘭

潭校區。嘉農老校友，隨著年紀增長，對母校的懷念更勝從前，

因此，翻出嘉農時期的校園舊照，請建築師把舊照裡已經消失的

荷塘涼亭「嘉農亭」與「飲水思源」景觀碑重現在嘉大校園裡，

校友們表示，這兩件建物，深繫無數校友的情感，也希望藉此延

續勤勞樸實、飲水思源的嘉農人精神。 

2 

天人池、飲

水思源、鐘

樓 

1989年本校創校 70週年前校長余傳韜先生發起校友集資 120萬敦

請朱銘先生創作雕像 1座以慶祝母校校慶。 

2006年嘉農校友懷念母校，募集 300多萬元，把原在嘉農舊址遭

拆除的荷塘涼亭「嘉農亭」與「飲水思源」景觀碑重現在嘉大蘭

潭校區。嘉農老校友，隨著年紀增長，對母校的懷念更勝從前，

因此，翻出嘉農時期的校園舊照，請建築師把舊照裡已經消失的

荷塘涼亭「嘉農亭」與「飲水思源」景觀碑重現在嘉大校園裡，

校友們表示，這兩件建物，深繫無數校友的情感，也希望藉此延

續勤勞樸實、飲水思源的嘉農人精神。 

3 

KANO棒球紀

念園區 (天

下の嘉農、

榮光之輝 

本校前身嘉義農林學校棒球隊曾於 1931年獲得日本甲子園大會準

優勝，為臺灣棒球百年光輝史之源起。傳承與發揚「KANO--永不

放棄、突破逆境」的野球精神。「KANO」電影帶動棒球歷史探索風

潮，本校爰結合藝術、棒球與運動休閒元素，於蘭潭校區規劃成

立「KANO棒球紀念園區」，設有「天下嘉農」球盃、「榮光之徽」

甲子園野球準優勝及飲水思源紀念碑等多項文物雕塑，園區內花

團錦簇、綠草如茵景色優美，103年底增設「師徒棒球情深之近藤

兵太郎與蘇正生雕塑作品」，使園區更具知性探索與休閒觀光功

能。 

天下嘉農 嘉農榮耀天下嘉農球盃 2009年嘉農創校 90年校慶，校

友總會羅清元榮譽理事長捐贈「天下嘉農」球盃，紀念「嘉義農

林棒球隊(Kano baseball team)」為台灣所創造的驕傲與榮耀。

碩大逼真的球體豎立在紅色盃上，輝映著校園中的綠蔭，與一旁

的鐘樓、甲子園紀念碑、飲水思源描繪出嘉農人深刻的回憶。 

2001年落成「天下嘉農」甲子園野球準優勝獎紀念碑，由陳前總

統、楊國賜前校長、嘉農校友會榮譽理事長蔡武璋博士及嘉農野

球隊蘇正生先生共同揭牌，讓光榮校史留下紀載對臺灣棒球運動

的貢獻。 

4 動物試驗場 
嘉義大學動物試驗場的前身為嘉義農專(嘉義農校)之實習牧場，

目前隸屬於嘉義大學農學院附設動物試驗場。主要功能為協助各



系所教學、提供學生實習及教師試驗場所。動物試驗場位置:嘉義

大學蘭潭校區大門左邊前行 300公尺，林木路有一乳牛模型標示

往嘉義大學動物試驗場方向，前行過防疫池再前行 200公尺。 

5 校史室 

本校校史室及史料展示區位於蘭潭校區行政中心二樓，共分成十大

區：學術交流簽署書及歷年校訊、歷年印信章戳文物、農林時期畢

業生紀念冊、榮譽榜、1973~2000重大活動照片、農林時期甲子園

野球隊員懷舊寫真、1989~1997國外姊妹校蒞校學術參訪照片、農

林時期野球隊照片、嘉農時期學生實作及校景照片、歷年畢業紀念

冊暨出版品。 

6 圖書資訊館 

民國 89年因應嘉義大學成立而有新建圖書資訊大樓規劃，民國 95

年 6月 11日落成啟用，為一地面五層地下一層綜合圖書館與電算

中心之建築，總樓板面積 24,926平方公尺，設有 1,000閱覽座

位，預計容納圖書 100萬冊。其中電算中心位於大樓一至三樓東

側，佔樓板面積 3,455平方公尺。 

7 

蕭萬長文物

館(圖書資訊

館 5樓) 

1999年蕭萬長先生任職行政院長期間，有鑒於嘉義市尚無一所國

立大學，遂結合嘉義市長黃敏惠等地方仕紳名流之力量，推動嘉

義技術學院與嘉義師範學院整合成國立嘉義大學，2006年蕭院長

參觀耗資新台幣六億元興建的圖書資訊大樓，見其內部規劃與設

施均達國際一流水準，唯藝文館藏與展示有待充實，乃慨然捐出

歷任政府要職所蒐集珍藏，見證台灣政治經濟發展，富有極高歷

史價值的藝品及文物，計有勳章 31件，藝品 71件，書畫文物

1283件，以及其他重要文獻資料 341件，總共 1726件，乃於館內

特設「蕭萬長院長資料室」。 

8 
植物溫室(植

物園) 

2009年 11月 5日舉行開幕典禮，為因應本校發展需求，提供植物

等學術研究，加強植物資源之收集與保育，並結合本校相關系所

專業技術及環境資源基礎，在李明仁前校長的大力支持及積極爭

取農委會相關經費補助下，歷經 1年半餘的興建及軟體充實。 

植物園規劃位於蘭潭校區後山紅毛埤林場，環境幽美，兼顧教

學、研究、推廣與教育效能，主體建築為一圓形溫室，為遷地保

育與珍貴稀有植物復育場所，強調亞熱帶森林之林分與溪流濱岸

意象的植物群為架構重塑其原生地環境，並結合展示主題--原生

單子葉植物、藤蔓植物、岩生植物及蕨類植物、水生植物、室內

植物多樣性資源、溫室周邊景觀等展示區，讓民眾多一個接觸更

多元、更有趣及更豐富的植物生態環境。 

9 嘉大昆蟲館 

熱帶與亞熱帶交界的台灣，擁有眾多崇山峻嶺外，亦有各式地形

和生態環境，適合昆蟲繁衍和生存，人們卻罕於認識這些造物主

的驚奇產物，嘉大昆蟲館創造實際接觸昆蟲生態的場域，館內共

分為保育類昆蟲模型、旋轉彩蝶柱、國內/外昆蟲標本展示區、水

生活體昆蟲、蝴蝶溫室花園等。溫室花園獨特圓形造型，以中低

海拔原始林相為棲地造景,蝴蝶種類最高可達 25種及蝴蝶幼蟲所

需之食草。球體內部設計環繞步道，讓民眾漫步之餘近距離體驗

與蝶共舞。於休閒中得知識，達寓教育樂之目的。 



10 螢光曼波 

綜合教學大樓潔白透綠的蕈傘下，是遊走草上的蔭印。輕盈的蝶

影，在蕈菇與蘭花間曼波起舞。襯著日光，夜裡點起螢亮。這裡

是喘息與言談的據點。是培育、是研發。匯集各路好手與一地。

在城市叢林的一角，還妝點著自然萬物的符號。曼波於螢光之

間。眼睛所見的美好盡在生活中。 

 

 

新民校區 

編

號 
地點 介紹內容 

1 鏡．觀．思 

管理是一面鏡子，如何對待與付出即會得到相同的反饋。員工受

到良好的管理，就能以良好的待客之道對待顧客，顧客受到好的

服務，也會回報以持續且良好的消費行為，就像兩面平行的鏡

子，會產生連綿不絕的鏡像效應一般，如此環環相扣、形成良性

循環，就是管理最主要的目的，此為管院公共藝術作品名為 — 

鏡‧觀‧思。 

2 健康樹 
動物悠遊於綠活意涵的森林，象徵圓滿、繽紛的樹冠，形成人、

動物、自然和諧、喜樂的場域。 

3 知識塔 
簡潔大器的風格，結合揚帆遨遊於無涯學海之意象，建構出大學

校園的知識塔。 

4 快樂屋 
以醫院保護動物為發想，連結呵護意涵，結合活潑可愛的動物與

花朵造型，塑造農舍意象的「快樂屋」。 

 

民雄校區 

編

號 
地點 介紹內容 

1 道貫橋 以孔子「吾道一以貫之」的典故命名。 

2 棉花糖樹 

校內美人樹屬於木棉科植物遍布道貫橋兩側，花季約在秋冬時

期，開花後在 6月左右結成果實，在樹梢結滿一顆顆白色毛絨

球，毛絨絨的模樣十分吸睛療癒，看似「棉花糖樹」。 

3 大學館 

大學館為本校民雄校區主要展演及會議之大型場館，設有演藝

廳、演講廳、展覽廳及國際研討室等多功能展廳，除提供大型音

樂演奏會、藝術團體演出，更不定期舉辦學術演講及國際研討會

議。期待藉此展廳之推廣使用，善盡大學社會責任提升雲嘉地區

藝術及人文氣息，同時帶動民雄地區民眾藝文鑑賞及國際化視

野。 

4 科學館 
座落於道貫橋旁邊的一棟建築，這棟看似歷史悠久又頗科學的一

座系館，其實是研究所學生做研究的地方。其中包含了科學教育



研究所、數學教育所、師資培育中心及語文中心等共用科學館大

樓，一共有五樓。 

 人文館 

人文館整棟樓看起來頗歷史悠久的感覺，這棟建築物是歷史系與

中文系的系館。「人文」兩個字聽起來就很有書香氣息，它也是其

他學院上通識課的地方。其教室與設備也相當完善，人文館的專

業教室也蘊藏了許多豐富的教學資源，對於學生的學習上，也有

很大的幫助。 

 文薈廳 

藝術大樓的文薈廳專供研究生創作研究，也提供了一些音樂性質

的表演。此廳建築的拱形設計，讓人能夠有不同的視覺感受，而

裡面表演的地方一共有二百七十個座位。提供了舒適環境給觀賞

的聽眾。可提升學生的文藝氣息，在繁忙的課業之餘，還能聽一

場音樂會來紓壓，對於學生整體的身心發展也有很大的幫助。文

薈廳的建設，實質的落實推展社區音樂與表演藝術活動，提昇學

生教育之藝術與人文素養，強化學生藝術教育之品質。    

 新藝樓 

新藝樓是一棟建設頗年輕的系館，主要是視覺藝術學系學生上課

的地方。這棟完善的建築中，其教室的規劃也很有特色，每一間

教室就像是一個個不同的工作室一樣，每層樓教室的性質也有所

差異。目前規劃的教室共九間，包含了雕塑教室、翻模教室、立

體教室、理論教室、工藝教室、印刷與製版教室、平面藝術教

室、書畫創作教室、版畫教室。教室研究室六間，管理室一間。

新藝樓的完工，增進了學生藝術創作與藝術理論的能力，進而追

求卓越、多元與創新，展現高學府的新風貌。 

 教育館 

數位系和幼教系的系館，是一棟很新的系館，外觀優美，頗具設

計感，一進門的螺旋樓梯是一大特色，許多大四學長姐都會來這

裡取景拍畢業照。裡頭有全校唯一一間智慧教室，備有兩台觸控

式白板，五台高級觸控式電腦， 最特別是，IRS，一種可以讓每

個學生直接給予教師回饋的系統，學生可以隨時與教師進行互

動，還有許多間高級的電腦教室，資訊硬體設備良好。 

 初等教育館 

教育系的系館，裡頭有「學習型社群研討室」、「公教人員考試資

料室」、「微型教學實驗室」、「教材教具研發室」與「台灣教育史 

研討室」，其中「公教人員考試資料室」，提供此空間以便學生查

詢公職考試相關資訊，也提供考試相關用書，能讓學生有效率的

準備公職考試。 

 圖書館 

可以進行跨校區跨校合作的借書，讓學生有更多資源可利用。另

外幽靜的環境，中庭甚至有假山假樹的造景。每一層除了閱讀區

之外，還有自修室可供讀書，每到期中期末考便人滿為患。三到

四樓有國際演講廳，會不定期舉辦各式各樣的演講。五樓有數位

系的攝影棚和錄音室，裡頭設備先進，光是攝影棚就砸了好幾十

萬在上頭，可媲美一般小型的攝影棚。 

 樂育堂 
民雄校區體育館，地下一樓有體操室，器材應有盡有。一樓有保

健室，二樓有籃球排球羽球的場地，各系羽、校隊都會在這邊練



球，正式比賽也都在這裡打，像是 HBL以及 SBL表演賽。三樓有

十幾個桌球桌。同時也是體育系的系館。 

 
音樂館 

 

音樂系系館，裡頭有音樂教室與許多樂器，一樓鋼琴專業練琴教

室 11間，四、五樓學生琴房練習共 52間，教師研究室 14間，具

有中央空調與優良隔音效果，以及視聽教室 3間、電鋼琴教室 2

間、個人視聽圖書室、合唱教室、合奏教室、電腦教室、打擊樂

教室、奧褔教室、室內樂教室、歌劇排練教室、視唱聽寫教室

等，提供學生最佳的學習空間，時常有陣陣音樂聲傳來。擁有史

坦威鋼琴，為國內系所之最。 

 
鵞湖 

（鵝湖） 

環境清幽，像是庭園一樣的地方相較於眾所周知的中正大學寧靜

湖，嘉大的鵞湖顯得幽雅清靜。黃校長認為環湖遊憩區既成，群

賢畢至，在此討論學術，如同鵝湖之會（中國宋朝時的一場程朱

理學與心學之間的學術辯論，由呂祖謙主持），蔚成風氣，寓教於

樂，是民雄校區一項特色。(摘錄自民雄八景-吳淑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