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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98週年校慶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8月 23日（週三）上午 10：00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林俊良副校長                                       記錄：陳翔惠 

張人文

專委代）、洪慧芝研發長（李玉玲秘書代）、施因澤主任（賈凡組長代）、陳

育毅主任（蔡淑惠小姐代）、陳明坤主任、陳欽忠主任、駱泰宇會長、賴

富源主任、顏添進主任 

列席：蕭美香秘書 

壹、 主席裁示及其他配合事項 

一、 10月 30日至 11月 3日為全校自主學習週，針對當週的課程安排、自主

學習課程規劃、師生上課出席規範及運動會參與等，請教務處、學務處

訂出 SOP及具體措施作為依循，並於下次會議報告。 

二、 請校友中心就傑出校友表揚典禮及校慶聯誼餐會提出完整規劃，包括紀

念品、流程安排、校長及貴賓致詞時間(請考量羽球場音響效果因素妥適

安排)、所需支援人力配置等細節，於下次會議說明。校長當日可能出席

其他系所校友回娘家活動，亦請納入流程安排考量。 

三、 請研發處思考辦理其他活動之可能性，可考慮展示本校 USR（社會責任實

踐計畫）成果，供師生瞭解學校於公益、利他等實踐社會責任的貢獻。 

四、 如有需要計資中心協助拍攝活動（例如空拍），請及早提出申請。 

五、 由於學校目前僅有一位司機，校慶期間如有貴賓接送及派車需求請儘早

提出申請，並告知空檔時間，以利總務處人力調配。 

六、 各單位辦理活動有招標需求者，請儘早作業，避免因時間緊迫影響學校

因應彈性，降低學校與廠商議價空間。 

貳、 工作報告 

一、 行政組 

1. 本校 106年度校慶運動大會預定於 11月 2日、11月 3日（週四、五）

舉行。 

2. 本校 98週年校慶籌備委員會組織圖及各工作小組一覽表業於 8月 2日

簽奉核准(如附件一)，請各工作小組依分配事項預先規劃並研擬具本

校特色之校慶相關活動，共同營造校慶整體歡慶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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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8週年校慶預定辦理之活動如下表，另將再行發文全校調查校慶週系

列活動，俟彙整後印製校慶邀請函。 

98週年校慶期間預定辦理活動 

序號 活動名稱 預定辦理日期 承辦單位 

1.  施哲三油畫個展 10/26-11/25 藝術中心 

2.  校慶音樂會 10/28（六）晚上 學務處 

3.  啦啦隊比賽 11/1（三）下午 體育室 

4.  校園健康路跑 11/1（三）下午 體育室 

5.  校慶暨迎新演唱會 11/2（四）晚上 學生會 

6.  全校運動大會 11/2、11/3（四、五） 體育室 

7.  傑出校友表揚典禮 11/4（六）10:00 校友中心 

8.  校慶聯誼餐會 11/4（六）12:00 校友中心 

9.  
製茶聯盟成果展示-98

年校慶紀念茶發表會 

暫定 11/4（六）於惠蓀

堂川堂及外廣場 
曾志正教授 

二、 校運會組（體育室） 

1. 08/03  整理全校運動會相關資料整理。 

2. 08/10  修改 106學年度校運會籌備委員名單 

3. 08/17  發送調查各學院及一級行政單位籌備委員名單。 

三、 校慶活動組（學務處） 

校慶音樂會為本校校慶慶祝活動之一，具有提升校園藝文氣息，以及凝

聚師生對學校之向心力與凝聚力，並且推廣本校敦親睦鄰之胸懷，有助

提升本校形象。而廠商所提供之企劃設計完整性、整體活動節目內容安

排及人力團隊結構影響本活動成功與否。不同廠商間所提供之內容不同，

為避免廠商削價競爭影響品質，不宜採最低價決標，故已上簽呈，擬採

最有利標精神，評審優勝廠商並以固定價格給付。 

四、 教學成果展示組（教務處） 

預訂於 9月 E-MAIL 調查本校各教學單位 (含院系所等)配合校慶週所辦

理之教學成果展示活動，並將調查結果彙整回報。 

五、 研發及產學成果展示組（研發處） 

經洽詢台灣蘭花育種者協會，該協會表示今年活動另有規劃，擬不續辦

蘭展。 

六、 校友活動組（校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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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校友返校參與活動之便利性，今年校慶校友活動訂於 11 月 4 日(星

期六)舉行，地點暫定於體育館二樓羽球場，預計當日 10:00-14:00舉行

「第 21屆傑出校友表揚典禮暨校慶聯誼餐會」。 

七、 網路組（計資中心） 

1. 校慶網頁架構討論。 

2. 協助於官網建立校慶網頁主架構。 

3. 協助主辦單位資料上傳。 

4. 協助校慶網頁上線 

八、 總務組（總務處） 

11月 1日（三）啦啦隊比賽及校園健康路跑場地管制，駐警隊擬於三天

前先進行公告，於當天實施管制作業。 

九、 藝文展覽組（藝術中心） 

1. 展覽名稱：施哲三海嵐藝術文化：詩與畫特展〡愛、和平、希望 

2. 展覽日期: 106.10.26（四）-106.11.25（六） 

3. 開幕茶會：106.10.31（二）12：10 

4. 開放時間: 09:00-17:00（週六日照常開放，國定假日休館） 

5. 展覽地點: 藝術中心（圖書館 7樓） 

6. 活動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302845043190726/ 

          http://art.nchu.edu.tw/ 

7. 活動可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通識自主學習點數 

十、 學生活動組（學生會） 

1. 校慶暨迎新演唱會近期正在籌組核心籌備團隊，並訂定於 9 月 1 日開

標選出承包廠商，其他執行進度如下。 

2. （會中補充）校慶暨迎新演唱會與往年最大不同，在於今年新生皆可

免費入場，有繳學生會費的同學可以參與抽獎活動。 

3. 執行日程：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籌備期      

招標      

詳談活動內容      

宣傳期       

活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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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提案討論 

案    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有關校慶期間停車收費問題，請討論。 

說    明： 

一、 往年校慶音樂會當天晚上（5點至散場）開放不收停車費，10月

28日（六）校慶音樂會當天晚上是否援例辦理？ 

二、 本校校慶節目以往均在週六、日舉行，大門開放不收費。今年校

慶為 11月 1日（週三）、運動大會、傑出校友表揚及校慶聯誼餐

會則於 11 月 2 日至 4 日（週四至六）舉行，有關大門開放不收

費日期，提請討論。 

三、 除上述期程外，各系所辦理系友回娘家等校慶系列活動（日期尚

未彙整），參加活動之貴賓或校友，是否依往例憑邀請函免收停

車費? 

決    議： 

一、 10月 28日援例辦理，當天晚上（5點至散場）開放不收停車費。 

二、 校慶期間及參加各系所回娘家活動之外賓，於車號登錄系統完成

前，車輛進出方式如下： 

1. 平常日：請邀請單位提供車號予駐警隊，若無法提供車號則以

邀請卡為憑。 

2. 假日：憑邀請卡進出（以上包含校內所有單位所製發之邀請

卡）。 

附帶決議： 

一、 請總務處訂定大型活動交通管制辦法。 

二、 請計資中心協助總務處建置車號登錄系統，於本次校慶啟用，供

各單位線上登錄車號，經單位主管及總務處審核通過後方能進

出。 

肆、 散會（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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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98週年校慶籌備委員會組織圖 

主任委員 
薛富盛校長 

副主任委員 
林俊良副校長 

副總幹事 
蘇武昌學務長 

總幹事 
 

主任秘書 

校運會組 

陳明坤主任 

校慶活動組 

蘇武昌學務長 

教學成果 

展示組 

吳宗明教務長 

研發及產學 

成果展示組 

洪慧芝研發長 

校友活動組 

施因澤主任 

行政組 

 
主任秘書 

網路組 

陳育毅主任 

總務組 

林建宇總務長 

藝文展覽組 

陳欽忠主任 

學生活動組 

駱泰宇會長 

副總幹事 
陳明坤主任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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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98週年校慶籌備委會員工作小組一覽表 

組別 負責人 負責單位 備註 

校運會組 
體育室 

陳明坤主任 

體育室 

學務處 

(1) 校運之籌劃與執行。 

(2) 其他相關體育活動之籌劃與執行。 

校慶活動組 
學務處 

蘇武昌學務長 

學務處 

國際事務處 

人事室 

(1) 請學務處、國際事務處籌劃學生參與之

各項校慶慶祝活動。 

(2) 人事室可規劃教職員工社團表演。 

教學成果展示組 
教務處 

吳宗明教務長 

教務處 

各學院、系所、

中心 

籌辦院系博覽會或教學成果展等活動吸引

優秀高中生參與。 

研發及產學成果

展示組 

研發處 

洪慧芝研發長 

研發處 

產學研鏈結中心 

本校研發及產學合作成果展示之規劃執行

事宜。 

校友活動組 
校友中心 

施因澤主任 

校友中心 

各系所 

由校友中心負責： 

(1) 統籌校友回娘家事宜。 

(2) 傑出校友頒獎典禮。 

(3) 校慶募款事宜。 

行政組 
秘書室 

主任秘書 
秘書室 

(1) 辦理工作小組會議，各項行政事項及各

項校慶活動進度之掌控、彙整。 

(2) 邀請函製作、重要貴賓邀請及引導接

待。 

(3) 新聞媒體宣傳聯絡等事項。 

網路組 
計資中心 

陳育毅主任 
計資中心 

(1) 校慶網頁製作。 

(2) 負責重點活動網路實況轉播等事項。 

總務組 
總務處 

林建宇總務長 
總務處 

(1) 停車場之調度與交通疏導。 

(2) 校級重點活動場地預留及控管。 

(3) 校門口出入開放管制等事項。 

(4) 校慶貴賓派車事宜。 

藝文展覽組 
藝術中心 

陳欽忠主任 
藝術中心 籌辦校慶期間藝文展覽。 

學生活動組 
學生會 

駱泰宇會長 
學生會 籌辦校慶暨迎新演唱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