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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110 學年度畢業典禮活動實施計畫 

壹、 依據 

本校 110 學年度行事曆暨 111 年 1月 19 日第 12 次校務協調會決議辦理。 

貳、 目的 

為營造畢業典禮隆重、溫馨氣氛，以畢聯會畢業主題「興之所向」為活動主軸，期

勉同學常秉「誠、樸、精、勤」之校訓，服務社會、貢獻人群；並藉典禮活動，

深化感恩情懷，增進師生情感，祝賀莘莘學子習業有成，期使畢業同學帶回師生

滿滿的祝福與美好回憶，昂首開展新的人生里程。 

參、 活動內容、時間及地點 

一、興光大道： 

(一)集合時間、地點：5月 28 日上午 8 時 20分前由系、所執牌人員引導畢業生至

萬年樓旁林蔭大道集合，準時於上午 8 時 30 分出發，並在管樂社音樂引導下，

沿惠蓀堂前興光大道進入惠蓀堂就位。 

(二)興光大道梯隊、集合點位置暨路線圖 如附件一。 

二、畢業歌 MV：畢業生進場時播放畢業歌 MV影片，表達應屆畢業生心情。 

三、開場表演：典禮前藉由開場表演揭開序幕，吸引畢業生及與會家長目光，並展現

本次畢典主題之精神。 

四、畢業典禮：5月 28日上午 9時舉行，由校長主持，邀請貴賓致詞，會中頒發畢業

生證書、撥穗並表揚優秀畢業生。 

五、畢業生抽獎活動：典禮安排抽獎活動，增加畢業生參與畢業典禮意願，活絡現場

氣氛。 

六、歡送茶會：5月 28日中午請各院系所規劃辦理，藉茶會以達師生聯誼之目的。 

七、服裝規定：各一級單位暨院、所、系主管及全體畢業學生均須著學位服，畢業生

帽穗垂於右側不固定，於領受證書後移垂左側。 

肆、籌備委員及工作編組 如附件二、三。 

伍、參加典禮人員及座席分配 

  一、舞臺貴賓席：請秘書室提供確認出席貴賓名單，以利生輔組安排規劃座位。 

  二、會場座位： 

(一)師長、記者、博士班畢業生、碩士班及學士班院代表、優秀畢業生及 30 重聚

校友由生輔組規劃區域入座。 

(二)碩、學士系所畢業生：於興光大道進場後以系所合一方式依序就座，系與系

之間不留空位以節省座位調整時間，未參加興光大道同學請於 8時 50分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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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後面座席就座。 

(三)當天若因天候緣故取消興光大道，將由學安室發送簡訊轉知系持牌人員，8

時 30分直接引導畢業生至惠蓀堂會場就位，8時 50分前完成座位區調整， 

    惠蓀堂座席分配圖，如附件四。 

(四)家長席：規劃惠蓀堂 3～4樓供家長觀禮(請由惠蓀堂 3 樓兩側進入)，另於興         

    光大道活動結束後完成畢業生座位區調整，依室內座位現況開放家長自由入                

    席。 

  三、5月 28日上午 9時畢業典禮開始前，將關閉南北兩側出入口至典禮結束，請與 

      會人員由後方出入口進入會場。 

陸、 畢業典禮程序 如附件五。 

柒、 其他行政配合事項 

一、 會場布置： 

     (一)惠蓀堂內外典禮布置由生輔組規劃，以畢業生畢業年度為設計主軸，(字樣由

左至右：國立中興大學 111年畢業典禮)，結合西元年度標示(字樣為：2022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Graduation Ceremony)，以利畢業年度識別。 

(二)典禮臺、貴賓室、觀禮區等座位由生輔組規劃，請事務組負責桌椅搬運及清 

潔整理。 

  二、協請各院承辦人處理事項如下： 

(一)博士生參加畢業典禮人數統計： 

1.請調查 110學年度應屆畢業生 依附件六有意願參加畢典撥穗人數統計，請於

4月 18日前紙本用印後送生輔組，電子檔傳送卓晉良校安老師承辦人信箱。 

2.表格下載網址 https://www.osa.nchu.edu.tw/osa/laa/graduate/110/ 

（網頁路徑：學校首頁→行政單位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畢業典禮→ 典

禮籌備工作—畢業典禮附件統計表） 

     (二)各院碩、學士班領授證書代表： 

請各院分別遴選碩、學士班各一名領授證書代表，依附件七格式填寫資料，         

於 4 月 18 日前傳送電子檔至承辦人信箱，紙本主管用印後送生輔組，以利

席次安排、預演等畢業典禮相關訊息通知。 

     (三)博士生謝師禮影片製作： 

請參加典禮之博士生提供與指導教授合照電子檔 1～3 張(以○○院○○系所

○○人名標示檔名)，上述照片均請提供原始檔勿用壓縮照片)，以利典禮影

片製作。為免錯漏造成學生遺憾，請提供相關照片之系所務必確認系、所名

稱與照片人員是否相符後，交由院承辦人彙整，請於 4月 18日前將電子檔另

mailto:clcho@nchu.edu.tw
mailto:clcho@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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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隨身碟或上傳雲端後將連結逕送生輔組辦理，未繳照片之博士生將視同放

棄影片製作。 

  (四)特殊優秀事蹟畢業生推薦： 

煩請各院系提供特殊優秀事蹟畢業生，並以院為單位彙整填送個人相關事蹟

表(如附件八)，本推薦名單為提供媒體公關組發布消息使用，無則免送，請

於 4月 18日前將電子檔傳送承辦人信箱，紙本用印後送生輔組彙整後，提供

媒體公關組運用。 

(五)畢業典禮邀請函： 

1.請各院承辦人統計所需之畢業典禮邀請函數量，於 4月 18 日前將統計表(如

附件九)電子檔傳送承辦人信箱，紙本請主管用印後送生輔組彙整印製。 

2.觀禮來賓邀請函由秘書室寄發；院、所、系主管及行政主管邀請函由生輔組

發送；畢業生家長邀請函協請各系所至生輔組領取後轉發。 

3.製作電子邀請函供院系所參考運用。 

(六)院長祝福影片： 

為傳遞各院院長對畢業生的祝福，謹訂於 4月 11日(星期一)～4月 18日(星

期一)，拍攝給予畢業生的祝福(約 30 秒) 。屆時將於薪火相傳程序播放，敬

請填寫可配合錄製時間(如附件十)，於 3月 30日前回覆以利影片製作。  

(七)興光大道院系所進場祝福文辭填報： 

1.請各院、所、系承辦人於 4 月 25 日前上網填報院、所、系 30秒祝福文辭稿

（60字以內）以利實施興光大道時使用。 

2.祝福文辭填報系統網址  https://reurl.cc/X4Q1Vj（網頁路徑：學校首頁 → 

行政單位 → 學務處 → 生活輔導組 → 畢業典禮 → 典禮籌備工作區—興

光大道院、所、系進場祝福文辭填報）。 

(八)興光大道持牌人員遴選： 

1.請遴選非畢業生擔任進場持牌人員，以利畢業生參與各項活動，並於 4月 25

日前完成持牌人員遴選。 

2.持牌人員遴選系統網址  https://reurl.cc/akxOdX(網頁路徑：學校首頁 → 

行政單位 → 學務處 → 生活輔導組 → 畢業典禮 → 典禮籌備工作區—興

光大道持牌人員遴選）。 

3.興光大道院、所、系持牌人員講習於 5 月 17 日下午 2 點在惠蓀堂內場實施，

請持牌人員務必參加。 

(九)興大校友 APP： 

請院系所協助宣導應屆畢業生畢業時安裝整合虛擬校友證、申請汽車通行

mailto:clcho@nchu.edu.tw
mailto:clcho@nchu.edu.tw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RkQMUrXO4SQE6Znd0NAhBV3DdUyjz3KEbwAwsQriLV_D6SA/viewform
https://reurl.cc/X4Q1Vj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Icq9j2rzF97B38yV6cE4LuJimwTPjYfpA0OyoctrhPM6zdw/viewform?usp=sf_link
https://reurl.cc/akxO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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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申請圖書館入館服務以及查看所有校友的優惠訊息之興大校友 APP，以

享受校友的專屬福利，網址 https://alumni.nchu.edu.tw/qrcodeapp.php。 

  三、畢業生致謝詞代表： 

請課外活動組於 5月 10日前，提供致謝詞代表姓名、系別、聯絡電話，並先行

指導致詞稿內容，以利席次安排、預演等畢業典禮相關訊息通知。 

  四、典禮預演時間： 

5月 27日將於惠蓀堂分時段舉行預演，各系所通知下列同學參加預演，請提前

報到，逾時未參加者，將不另安排席位及列入典禮程序。 

(一)優秀畢業生：上午 09時 30分至 10 時。 

(二)博士班及各院碩、學士班領授證書代表：上午 10時至 11 時。 

  五、興光大道： 

(一)請各一級單位暨院、所、系主管著學位服，於 5月 28日上午 8時 30分前至

萬年樓旁林蔭大道參與興光大道及畢業典禮。 

(二)請各系所及健康及諮商中心協助提醒導師，5 月 28日上午 8時 30分前至萬

年樓旁林蔭大道（系所集合地點）帶領本屆畢業生，於校長、一級主管、各

院院長及系所主任陪同下，一起行走興光大道進入惠蓀堂參加畢業典禮。 

  六、註冊組協助事項： 

(一)學位推薦書請註冊組於 5月 11日前製作完成，以提供教務長推薦學位時使用。 

(二)外籍生預定畢業名單請於 4月 30日前提供給媒體公關組，以利邀請貴賓事宜。 

  七、校友中心協助事項： 

(一)負責 30重聚畢業校友邀請接待及撥穗代表安排，相關參加人員資料於 4 月

30日前提供生輔組，以利席次及典禮安排。 

(二)當日配合於惠蓀堂聯合服務中心擺設攤位宣導，提升畢業生參與意願。 

  八、校史館協助事項： 

請於 5月 28日典禮當天上午 8～12 時開放惠蓀堂校史館，提供家長及與會來賓

參觀，藉此了解本校校史演進。 

  九、事務組協助事項： 

請於 5月 27日下午 15時前完成惠蓀堂大廳穿堂 300張室外座席區椅子設置，供

無法進入會場之家長就座。 

  十、營繕組協助事項： 

請於 5月 27日下午 17時前，於惠蓀堂聯合服務中心設置電話一具(可撥打市話

及長途)。 

十一、駐警隊協助事項： 

https://alumni.nchu.edu.tw/qrcodeapp.php


 第5頁，共17頁 
 

(一)典禮前請公告興光大道實施時間，提醒車輛出入動線行政大樓前、萬年樓旁

林蔭大道兩側禁止停車訊息，以利活動進行。 

(二)當天上午 7 時 30分～9 時，請實施興光大道週邊及大學北路西側一門交通動

線管制，上午 11時～12時典禮結束亦請協助大門交通疏導工作。 

(三)5月 28日畢業典禮活動期間，全天開放校園提供與會來賓及家長免費停車。 

十二、110學年度畢業典禮各院、所、系繳交資料暨活動管制表，請參考附件十一。 

十三、請各系所及課外活動組指導系學會，於興光大道動線布置祝福圖文標語及安排 

      歡送活動。 

十四、各協辦單位請確實掌握工作進度，完成各項準備工作。 

十五、畢業典禮當日各單位協辦人員，請依人事法規規定辦理補休假。 

十六、畢業典禮綜合承辦人：學務處生輔組卓晉良校安老師 

（校內分機 663，信箱 clcho@nchu.edu.tw）。 

捌、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函補充之。 

mailto:clcho@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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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興光大道梯隊、集合點位置暨路線圖(待畢業生人數確定後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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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籌備委員會編組表 

國立中興大學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籌備委員會編組表 

職稱 姓名 職掌 備考 

主任委員 薛富盛 指導典禮全般事宜 校長 

副主任委員 
兼召集人 

林俊良 督導典禮有關工作之籌備與執行 副校長 

委員兼總幹事 鄧文玲 規劃、籌備、執行典禮全般事宜 學務長 

委員 林金賢 指導各有關工作之籌備與執行 主任秘書 

委員 梁振儒 指導各有關工作之籌備與執行 教務長 

委員 蔡岡廷 指導各有關工作之籌備與執行 總務長 

委員 宋振銘 指導各有關工作之籌備與執行 研發長 

委員 張嘉玲  指導各有關工作之籌備與執行 國際事務長 

委員 王升陽 指導各有關工作之籌備與執行 
創新產業暨 
國際學院院長 

委員 張玉芳 指導各有關工作之籌備與執行 文學院院長 

委員 詹富智 指導各有關工作之籌備與執行 農資學院院長 

委員 施因澤 指導各有關工作之籌備與執行 理學院院長 

委員 楊明德 指導各有關工作之籌備與執行 工學院院長 

委員 陳全木 指導各有關工作之籌備與執行 生科學院院長 

委員 陳德𤏩 指導各有關工作之籌備與執行 獸醫學院院長 

委員 謝焸君 指導各有關工作之籌備與執行 管理學院院長 

委員 李長晏 指導各有關工作之籌備與執行 法政學院院長 

委員 楊谷章 指導各有關工作之籌備與執行 電資學院院長 

委員 鄭中堅 指導各有關工作之籌備與執行 人事室主任 

委員 許秀鳳 指導各有關工作之籌備與執行 主計室主任 

委員 溫志煜 指導各有關工作之籌備與執行 圖書館館長 

委員 陳育毅 指導各有關工作之籌備與執行 計資中心主任 

委員 段宜辰 指導畢聯會工作之籌備與執行 畢聯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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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畢業典禮工作編組表 

國立中興大學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工作編組表 

組別 職稱 姓名 工作職掌 備考 

委員會 

副主任

委員兼

召集人 

林俊良 協助主任委員督導畢業典禮全般事宜。 副校長 

委員會 
委員兼 

總幹事 
鄧文玲 

襄贊主任及副主任委員協調、籌備、執行畢

業典禮全般事宜。 
學務長 

媒  體 

公關組 
召集人 廖舜右 

1、貴賓邀請聯繫及接待，包含外籍畢業生所

屬駐台使節邀請及外賓邀請函、程序表及

回函翻譯事宜。 

2、畢業典禮校長致詞稿及師長祝福影片講   

稿準備。 

3、新聞媒體邀請、採訪安排及新聞稿發布。 

媒  體 

公關組 

組  長 

校友中心 召集人 蕭美香 

1、校友活動安排與校友會相關人員接待事宜 

2、30重聚畢業校友邀請接待及撥穗代表資料

提供事宜。 

代 理 

校友中

心主任 

文書組 召集人 呂政修 貴賓請柬之寄發。 
文書組

組  長 

資  訊 

網路組 
召集人 吳賢明 

1. 畢業典禮現場網路直播架設及播放事宜。 

2. 協助畢業生線上抽獎作業。 

副主任

兼資訊

網路組 

組  長 

典禮組 召集人 陳秀年 綜合畢業典禮計畫之策訂、協調與執行。 
生輔組 

組  長 

活動組 召集人 

黃建維 
1、應屆畢業生學位推薦書製作。 

2、提供外籍生預定畢業名單給媒體公關組。 

註冊組 

組  長 

張嘉玲 

1、外籍生家長接待及活動安排。 

2、舉辦招待駐台使節之茶會。 

3、招募本校外籍生協助駐台使節接待事宜。 

4、協助畢業典禮預演及當日典禮外籍生相關

事宜。 

兼 任 

外籍與

大陸學

生事務

組組長 

劉國宗 

1、興光大道規劃、辦理事宜。 

2、持牌人員講習相關事宜。 

3、典禮會場學生就位暨秩序維持。 

4、僑生家長接待及各項活動安排。 

學安室 

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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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厚謙 

1、畢業暨職涯系列輔導活動。 

2、惠蓀堂管委會協助提供當日發燒初篩站支

援人力。 

生發中

心主任 

張芸瑄 

1、協調畢業班導師帶領同學參加畢業典禮各

項活動。 

2、緊急救護安排事宜。 

健康及

諮商中

心主任 

陳奕君 

1、指導畢聯會安排歡送畢業生之相關活動、

畢業歌甄選及畢業歌 MV拍攝作業。 

2、畢業生致謝詞代表遴選及致詞稿指導。 

3、管樂社、合唱團、攝影社訓練事宜。 

課外組 

組  長 

張文榮 

1、綜理典禮活動校區布置及相關工作事宜。 

2、各相關活動區域及接待室清潔消毒工作。 

3、貴賓接送派車事宜。 

事務組 

組  長 

廖炳雄 協助辦理典禮活動設備採購。 
採購組 

組  長 

賴堆興 

活動場地及惠蓀堂電路系統檢查、冷氣檢查 

及各項軟、硬體設備檢修、聯合服務中心電 

話設置。 

營繕組 

組  長 

黃思恩 
1、畢業生學位服發放與收繳。 

2、協助預演時學位帽更換事宜。 

資 產 

經營組 

組 長 

文化場地

支援組 
召集人 蔡宗憲 

典禮當天上午 8～12 時，配合開放校史館提

供家長及來賓參觀 

校史館 

組 長 

交通組 召集人 葉明哲 

1、協助典禮前興光大道交通管制及公告。 

2、當天 8：20～9：00負責交通秩序維持及

典禮結束時車輛管制工作。 

駐警隊 

小隊長 

攝影組 召集人 張曼玲 協助興光大道及畢業典禮活動拍照事宜。 

攝影社

指 導 

老 師 

附記 各組分工事項表內執行所需經費請由各單位相關經費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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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惠蓀堂座席分配圖(待畢業生人數確定後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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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畢業典禮程序表 

 

國立中興大學 110 學年度畢業典禮程序表 

次序 典禮程序 使用時間(分鐘) 備考 

一 

興光大道 
08：30～09：00 

（共計 30分鐘） 

08：20 前於萬年樓 
旁林蔭大道集合 
(含 30 重聚校友) 播放畢業歌 MV 

(由畢聯會公開徵選) 

二 

和太鼓表演 
09：00～09：15 

（共計 15分鐘） 
 

典禮正式開始 

三 校園回顧影片 
09：15～09：30 

（共計 15分鐘） 
30重聚、縮時中興
影片 

四 校長致詞 
09：30～09：40 

（共計 10分鐘） 
 

五 貴賓致詞 
09：40～10：00 

（共計 20分鐘） 
 

六 畢業生代表致謝詞 
10：00～10：05 

（共計 5 分鐘） 
 

七 

頒發

學位

證書 

教務長推薦 

授予學位證書 10：05～10：45 

（共計 40分鐘） 

依序上臺接受撥穗： 
1.30重聚校友推薦

代表 
2.博士班畢業生一

一上臺 
3.碩、學士班由院

推薦代表 

院長撥穗、 

校長頒發畢業證書 

八 頒發優秀畢業生獎項 
10：45～10：55 

（共計 10分鐘） 
 

九 薪火相傳 
10：55～11：05 

（共計 10分鐘） 
 

十 
感謝師恩影片 

行謝師禮、唱校歌 

11：05～11：25 

（共計 20分鐘） 
 

十一 畢業生抽獎活動 
11：25～11：30 

（共計 5 分鐘） 
 

十二 禮成 11：30～ 
校長、師長與 30重
聚校友及畢業生代
表合影 

典禮程序合計 15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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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110學年度應屆博士生參加畢業典禮人數統計表 

國立中興大學 110 學年度          學院 

110 學年度博士班應屆畢業生參加畢業典禮人數統計表 

系所名稱 博士生姓名 指導教授姓名 個人行動電話 博士生聯繫 E-mail 備考 

      

      

      

      

      

      

      

      

      

      

      

承辦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填表說明： 

1. 請逐一填寫相關資料（博士生有 2 位指導教授者請確實填寫，若為身障生或外籍生，煩於

備考欄註明），以利席次安排、預演等畢業典禮相關訊息通知。 

2. 請各院承辦人協助彙整後，於 4 月 18 日(星期一)前將電子檔傳送承辦人信箱 

clcho@nchu.edu.tw，紙本敬請主管用印後，連同博士生照片電子檔存隨身碟或上傳雲端

連結送生輔組彙辦(請務必確認照片與姓名是否相符) 

3. 表格請至本校生輔組網頁下載。（網頁路徑：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生輔組→畢業

典禮→典禮籌備工作區）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複製使用。 

 

mailto:clcho@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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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各院碩、學士班領授證書代表名冊 

國立中興大學 110 學年度          學院 

碩、學士班領授證書代表名冊 

碩士班 學士班 

系別  系別  

學生姓名  學生姓名  

行動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E-mail  

備考  備考  

承辦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填表說明： 

1. 碩士班、學士班請以院為單位，分別遴選領證代表一名（若為身障生或外籍生，請於備考

欄註明），代表同學之行動電話請務必填寫，以利席次安排、預演等畢業典禮相關訊息通知。 

2. 請各院承辦人彙整後，於 4 月 18 日(星期一)前將電子檔傳送承辦人信箱 

clcho@nchu.edu.tw，紙本敬請主管用印後送生輔組彙辦。 

3. 表格請至本校生輔組網頁下載。（網頁路徑：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生輔組→畢業

典禮→典禮籌備工作區） 

 

 

 

mailto:clcho@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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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特殊優秀事蹟畢業生推薦表 

國立中興大學 110 學年度           學院 特殊優秀事蹟畢業生推薦表 

系所名稱 姓名 個人行動電話 聯繫 E-mail 備考 

     

◆優秀類別(請勾選)： 

   □重大傷病仍勤奮向學者  □經濟弱勢仍克服困難完成學業者   

   □代表性外籍生          □其他特殊優秀事蹟學生 

◆日間或進修部（請勾選) ：  □日間部   □進修部 

模範事蹟：(100字以內) 

 

 

 

 

 

 

 

 

承辦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填表說明： 

1. 煩請於 4 月 18 日(星期一)前將電子檔傳送承辦人信箱 

clcho@nchu.edu.tw，紙本敬請主管用印後,逕送媒體公關組運用(無則免送)。 

2. 表格請至本校生輔組網頁下載。（網頁路徑：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生輔組→畢業

典禮→典禮籌備工作區）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複製使用。 

 

mailto:clcho@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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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畢業典禮邀請函數量統計表 

國立中興大學 110 學年度       學院畢業典禮邀請函數量統計表 

學系名稱 邀請函張數 備考 

   

   

   

   

   

   

   

   

   

   

承辦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填表說明： 

1. 請各院承辦人於 4 月 18 日(星期一)前統計所需張數，並將電子檔傳送承辦人信箱 

clcho@nchu.edu.tw，紙本敬請主管用印後送生輔組彙辦。 

2. 表格請至本校生輔組網頁下載。（網頁路徑：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生輔組→畢業

典禮→典禮籌備工作區） 

3. 請各系、所依生輔組通知單至生輔組領取邀請卡後轉發。 

 

mailto:clcho@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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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院長祝福影片拍攝回覆表 

 

110 學年度畢業典禮院長祝福影片拍攝回覆表 

單位職稱  姓名  

拍攝說明： 

敬請填註院長便於拍攝時間，並預先準備 20秒至 30秒之祝福文辭，我們將派

人至指定地點拍攝（拍攝前將以電話聯繫)，感謝師長的參與。 

＊拍攝日期：             (拍攝日期 4/11～4/22止， 

4/14、4/15及 4/21請勿排拍攝)   

＊拍攝時間：                    ＊拍攝地點：                            

＊聯絡方式(電話或 mail)：                                  

敬請於 3 月 30日（星期三）前回傳本單至生輔組以利彙整，謝謝!  

承辦人員：卓晉良校安老師  連絡電話：22840663  傳真：2285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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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中興大學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各院、所、系資料繳交暨活動管制表 

月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週次 重要記事 

四
月 

27 28 29 30 31 1 2 七 

◎請各院承辦人繳交下列資料 

3/30 

◎院長祝福影片拍攝回覆表(附件十)  

拍攝時間為 4/11~4/18(請勿排週四下午) 

4/18 

(1) 110 學年度博士生參加畢業典禮人數統計表電子檔及紙本

(附件六) 

(2)各院碩、學士班領授證書代表名冊電子檔及紙本(附件七) 

(3)謝師禮影片製作照片 

   博士生請提供與指導教授合照電子檔 1～3張 

   (以○○院○○系所-○○人名標示檔名，以院為單位置放於

隨身碟或雲端，照片請給原始檔勿用壓縮照) 

(4)特殊優秀事蹟畢業生推薦表(附件八，無則免送) 

(5)畢業典禮邀請函數量統計表(附件九) 

4/25 

◎請院、系、所承辦人員至生輔組畢業典禮網頁，完成 

(1)興光大道進場祝福文辭填報 連結:https://reurl.cc/X4Q1Vj 

(2)興光大道持牌人員遴選     連結:https://reurl.cc/akxOdX    

3 4 5 6 7 8 9 八 

10 11 12 13 14 15 16 九 

17 18 19 20 21 22 23 十 

24 25 26 27 28 29 30 十一  

五
月 

1 2 3 4 5 6 7 十二 
5/17 

◎下午 2 點於惠蓀堂內場實施興光大道院、系、所持牌人員講

習，預演結束時將一併發放餐劵。 

 

5/27 

◎上午 9時 30分至 10時於惠蓀堂，實施優秀畢業生預演 (請於

9時 30分前報到完畢）、上午 10時至 11時實施博士班及各

院碩、學士班領授證書代表預演(請於 10時前報到完畢）。 

 

5/28 

◎上午 9時畢業典禮開始，上午 8時 20分前請各系所持牌人員

引導畢業生至萬年樓旁林蔭大道集合點就位，上午 8時 30分

前請各院、系、所主管著學位服至現場參與興光大道。 

8 9 10 11 12 13 14 十三 

15 16 17 18 19 20 21 十四 

22 23 24 25 26 27 28 十五  

29 30 31     十六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RkQMUrXO4SQE6Znd0NAhBV3DdUyjz3KEbwAwsQriLV_D6SA/viewform?usp=sf_link
https://reurl.cc/X4Q1Vj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Icq9j2rzF97B38yV6cE4LuJimwTPjYfpA0OyoctrhPM6zdw/viewform?usp=sf_link
https://reurl.cc/akxOd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