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本文名為「檢討報告」，但並非主辦人的「罪己狀」。請閱讀者不必心懷「主辦人已經
很辛苦」的想法而疼惜我們。本份報告係為留下經驗傳承之用，蓋參考過往聚會，皆未有留
存類似文件，以致無經驗的主辦人需自行摸索、思考大小事務，難免有所疏漏。盼本次報告
首開先例後，往後大型聚會之主辦人皆能在結束後依此方式，分享籌辦過程之心得與祕辛，
使後人在優點處加以學習，缺點處得以避免重蹈覆轍。
本檢討報告由 reke 主筆，經章‧安德魯、燈火闌珊處審閱、補充取得共識後提交，內容
文字代表本 2010 年台灣冬聚主辦人之共同意見。除強烈分歧且不可統合之處，於行文中特
別註明外，不特別區分意見來源。

貳、基礎背景
2010 年台灣冬聚（以下簡稱「本次聚會」或「冬聚」）於 2010 年 8 月 2 日啟動討論，
地點與時間係經討論頁的討論或調查後取得一定共識後，確認於 2011 年 1 月 30 日至嘉義市
舉行，並於 2010 年 10 月底由燈火闌珊處（以下簡稱「燈火」）邀請 reke 與章‧安德魯（以
下簡稱「章安」）為共同主辦人。
籌備過程中，三位主辦人主要以 Skype 開設私人群組頻道進行溝通，2010 年 11 月 14 日
假基隆星巴克海景門市進行首次籌備會議。會中由 reke 提交企劃草案，包括「建議流程、活
動內容、設備需求與可能支出、工作時程、宣傳方式、後續經營工作」等項目。除敲定各項
細節外，並確認分工模式為：reke 聯絡場地、章安連繫講師、燈火進行消息發佈與報名表格
設計。
2011 年 1 月 1 日上午於台北車站微風廣場伯朗咖啡館進行第二次籌備會議，確認團康遊
戲規則與題目、報名頁面選項、座談會來賓人選與主題修正等事宜。
2011 年 1 月 5 日至 20 日間進行報名，期間透過置頂公告、噗浪維基娘進行宣傳。共計
收到 44 筆報名，49 人表達參與意願。
2011 年 1 月 23 日，reke 與章安至嘉義進行實地場勘，確認活動地點概況、動線、午餐
店家，並依場勘中發現的交通難題，臨時決定追加交通車之租用。
2011 年 1 月 30 日，冬聚正式舉行，共計 27 人參與。

參、參與者意見反饋
冬聚活動中曾發給意見回饋單乙式如附件一，獲得與活動相關之數據與意見分析如下：

一、參與者類型
參與者學歷以大學（含大專）最多，有 17 位，佔 63.96%；其次為研究所 6 人，佔
22.22%。最低為高中，為現職高中學生，未有國中以下者參與。職業上學生 10 位為大宗，
教育相關 4 位居次，工程師 3 位，其他職業零散分佈。
由於維基百科社群之參與主力以學生為主，此點在有豐富推廣經驗的中華民國維基媒體
協會理事 KJ 座談分享中亦有所提及，故未來建議大型聚會之活動（設定參與目標至少為全
台維基人）宜選在學生時間充裕之寒暑假舉行。即未來季聚中，夏、冬二聚最為合適，春、
秋則建議以多地串連的方式進行。

參與者專長部分，由於選項設計並未經嚴謹分類，意義未可高估，謹列出幾項觀察：
1.27 人共勾選了 113 個興趣或專長領域，平均每人 4.19 個
2. 最 熱 門 的項 目為 ： 歷 史 8 人， 地 理 、 軟 體 6 人 ，文 學、 社會 、 生 物 、 飲食 、網
路、ACG 各 5 人。可供有意進行協作者選題材參考。
3.人文藝術類學科列出22 項中，僅「經濟、軍事、舞蹈」三項興趣人數掛零。自然科學
類的 12 項中，則有 7 項掛零，尤其「數學、物理、化學」三大基礎科目皆無人勾選。是否
與本次活動安排偏史地有關？或台灣社群組成就是如此？耐人尋味。
4.一般認為編修者較多的「政治、影視」類，表示興趣者反而不多，可能積極編寫這類
條目的分子，未必是社群積極參與者。
參與者對社群活動參與意願部分，有意參與聚會的最多（畢竟有意願才會出席冬聚），
網路小聚、地方社群召集小組、中華民國維基媒體協會事務則吸引約 11～13 人表示意願，
吸引力差別不大。
對維基事務參與意願部分，最簡單的編輯活動有 21 人願意參與，仍有 6 人即 22.22%仍
在編輯動作上持保留態度。對外對廣與社群日常討論則各有 13、11 人願意參與居次，管理
與技術開發仍較冷門，均不到 10 人表態。

二、參與者評分
回饋單中分二項目：「聚會整體和主持人表現」、「講題選材或講師表現」二部分進行
調查，分為五個等第，由差至好為：「不佳、尚可、可、佳、極佳」。若依序配予 1～5
分，經統計後平均，「聚會整體和主持人表現」為 3.92 分，「講題選材或講師表現」為 3.80
分。其中「聚會整體和主持人表現」有一人未填寫評分，不列入平均；「講題選材或講師表
現」有一人註記「尚可（選材）、極佳（講師）」，故在 2 分與 5 分處各記為 0.5 票。
兩項評分中，均以「佳」之評價 13 票為最多，將近半數；其次為「極佳」的 7 票與 6.5
票，顯見活動多獲正面評價。但此類自願主辦、未以營利為目標之活動，若非有極大疏失，
多半參與者皆會以寬容的標準看待，故此分數未可引以自滿。其中需注意的是「講題選材或
講師表現」分數略低，且有參與者特別以分裂評分的方式表達，故可推測講題的選擇為拉低
此項得分之原由。

三、反饋意見
反饋意見中與聚會改進相關之言論節錄如下：
1. 可仿夏聚小組交流。（Frankou）
2. 嘉義史料館參觀部份頗有趣、可考慮加長討論時間增加 session。（Eric Lan）
3. 感謝這次的活動，讓我再度燃起編極的熱情。（金肅）
4. 多討論在 How-如何參與、技術的輔導。（gina）
由以上意見顯示，聚會對於編輯之幫助有一定效果，除熟手會因此點燃熱情外，新手多
半需要此種面對面的管道進行求助。往後的聚會安排，亦可多加注重針對新手的教學分享。

肆、缺失檢討
一、報名
採用報名制似乎為本次聚會之嘗試，有維基人反應過往未曾有這樣的制度，同時「未報
名者是否不能參與」、「報名卻未到場應如何處理」亦多有疑慮。深究本次採用報名制之初
衷，乃因活動設計需租用場地，為方便統計人數以計算費用之分攤，故有此設計，唯效果實
不如預期，最後活動參與人員與報名人數有相當大的落差，致使行前擬定收入不堪支應支
出。
據有經驗的人士表示，無預先收費的報名制，多半會使人有「先報名以免向隅，去不去
到時再說」的心理，故實際出席人數應以報名者 5 成左右計算，較之本次報名與出席人數亦
相差不遠。唯若如此計算，則活動費用之訂定又有其難度，蓋若以報名人數 5 成攤分成本，
若出席者多於 5 成時將有多餘之營收，如何處置將引發爭議。
至若採預先收費，則需克服幾項問題：首先為有主辦人捲款之風險，故除非有可信賴之
第三方人士或組織代為收取（例如中華民國維基媒體協會），否則引生風波。其次是提前退
出的退費問題，蓋一般旅行社活動費用係以成本加利潤方式訂定，退團時可先扣除成本後退
回利潤部分；但聚會之辦理，費用皆以成本攤分方式處理，不可能設定利潤（否則將引起法
律問題），非但在報名人數確定前難以確認費用，遇到取消報名時也難以退費。
唯報名制仍有其方便之處，如集合時可預先知道可能參與之目標，集合時間已過後可先
行確認是否有遲到者，再決定是否帶開，避免遲到者到場後不知如何是好的情況。未來大型
聚會仍建議以報名制處理，唯費用之訂定需再充分思量。或許「設定大約參與人數計算費
用，若有盈餘交由協會應用或專款補助未來活動籌畫支出」若能成為社群共識，則活動籌辦
可更加方便。
另外，活動主辦人應於出發前三日或前日對所有報名名單進行電話確認，本次雖有想到
這點，但忙亂中未有付諸實行。再確認對於掌握出席狀況會較有幫助，也可避免出發前一日
半夜才獲知有報名者未收到行前通知（據了解係因遭退信，原因可能與大量寄出有關），最
後打消出席意願的憾事。

二、活動節奏
本次活動行程略顯急促，許多活動最後皆在主持人催促聲中略有草草結束的味道。但活
動緊湊應比鬆散有如開天窗的觀感好些，在沒有過份延遲的情況下，行程尚屬可以接受。唯
報到時間還是過於急促，以致在名單統計、未到者聯絡上稍嫌紊亂。
需注意的是，集中於一地的活動多半有車程的限制，如冬聚至嘉義，除非可接受近千元
的單程車資搭乘高鐵，否則以參與人最多的台北地區言，皆要 3 至 4 個小時車程。許多北部
參與者為此需四、五點鐘冒寒風起床趕車（捷運此時都還未營運），或許亦是許多參與者臨
時打退堂鼓之因。為地域均衡，未來仍建議應多離開台北進行聚會，唯交通必須考量。
值得一提的是，維基人即使工作者，開車族群亦十分稀少。本次大台北都會區（北北
基）報名者 20 餘人，僅有一台自用車可提供共乘。共乘制之提出原意為讓無力負擔來回車
資的維基人能夠參與聚會，唯最後成效有限。若採交通費用補貼的方式，則需注意公平性的
爭議與經費來源的難題，此有待更具創意的主辦人思考。

三、活動內容
本次活動內容在動靜安排上應尚屬平衡，以下分項略敘小疵。

1.團康遊戲：比手劃腳
第一回合因主持人時間預設不當，且未有先示範演出，比賽兩隊皆未能完成題目，場面
略顯尷尬，幸即時調整而有趣味效果。團體遊戲之場面掌控需要更加精細，未來希望有帶隊
經驗者多多支持。

2.嘉義采風：史蹟資料館參觀
導覽員講解過於集中，參觀範圍略有不足。或許可以透過事前遞交導覽要求的方式，對
內容有更多的掌握。地方景點的參觀行程由於有特殊性，最有吸引外地人前往的誘因，建議
大型聚會一定要安排。除地方史蹟景點外，若由協會出具文書，甚至可以參觀工廠、公共建
設、政府機關等，若社群能更積極經營使協會得以復甦，本類活動將會更好安排。

3.午餐
在網路發達的今日，找到俗又大碗的商家並不難，本次雞肉飯便當應屬物美價廉，未聞
不良評價。PTT 有各地方看板，評價較為中立但有時資料較少；Google 搜尋資料較多，但需
注意廣告問題，兩者應結合應用。唯垃圾處理稍嫌粗糙，未來可思考如何進行環保分類回
收，或是能帶到餐廳直接用餐最好。

4.演講與座談
有主題、有主角的演說優點係主題明確、收穫較大；缺點是話題未必能吸引每個參與
者，尤其新手可能聽不懂內容。本次回饋意見中亦顯示演講題目與講師表現評價比整體活動
略低，甚至有參與者給予講師高得分，但給予主題低分的給分表示。
固然，每次講題必定有所侷限，然而冬聚演講主題的設計上，仍有值得檢討之處。首先
以社群歷史做為主軸，難免淪為老生常談，此點包括講師在內亦有所提醒，未來應可避免再
談歷史的部分。好的題材選擇應配合與會者有參與的範疇，根據現場調查，大部分維基人都
只有編寫條目、利用用戶討論頁面或條目討論頁交流的經驗，鮮少參與互助客棧或條目提升
活動。因此可以往介面操作、編輯議題進行交流，或是多談條目寫作、資料蒐集等部分。小
聚則可設定為較細的題目，例如籌備會以籌備的活動為主、地方小聚可談談地方事務等等。
期望未來大型聚會能多開發不同的題材。

伍、其他事項
1.本次聚會與其他團體的合作為零。未來可結合媒體宣傳，使維基社群更有推廣力量；或與
公家單位合辦活動，深入推廣。亦可以結合私人企業，獲得實質的贊助，唯需注意不可以
條目內容的中立性做為交換條件。
2.回饋意見至為重要，應妥善整理保留，以做為傳承之參考。
3.未來大型活動主辦人強烈建議，應有當地人加入，以在籌備初期及時發現問題。避免本次
嘉義市公車情況未能及早掌握，以致追加大筆支出的情況。
4.若有演講活動，主講者宜積極培育。

5.活動器材若有可能，宜準備更加周詳，如大聲公之類的擴音器在戶外大型聚會中就極為需
要。

陸、附錄一：回饋單
2010 台灣維基人冬季聚會暨維基百科十週年紀念．參與者回饋單
稱呼
學歷

通訊錄將在整理後寄發給所有人，請填寫您願意公開者即可。
職業
□ 國小或以下
□ 高中 □ 大學

□ MSN：
常用網路 □ Gtalk：
聯絡方式 □ 其他

□ 國中
□ 研究所

電話或手機
□ Skype：
□ Yahoo！即時通：

：

□ Facebook：
□ 微
博：
網誌
□ 個人網（站）誌：
人文藝術類
□歷史 □地理 □文學
□宗教 □政治 □傳記
□雕塑 □戲劇 □舞蹈
自然科學類
□數學 □物理 □化學
□土木 □交通 □軟體
生活休閒類
專長領域 □體育 □遊戲 □飲食
□網路 □嗜好 □ACG
其它類型：

□ Plurk ：
□ Twitter：

□語言
□管理
□建築

□哲學 □心理
□軍事 □繪畫
□其他：

□法律
□音樂

□社會
□電影

□經濟
□表演

□生物 □天文
□其他：

□曆算

□醫學

□電子

□電機

□博奕 □蒐集
□其他：

□品牌

□企業

□時尚

□影視

我願意或有興趣參與維基百科的……
◎台灣維基人社群
□ 聚會（包含季聚、地方小聚）□ 網路小聚（請在 Skype 上找聯絡人
社群參與 「frankou_」）
□ 地方社群召集小組
□ 中華民國維基媒體協會社務
◎編輯
□ 撰寫或維護條目品質
□ 參與管理事務
□ 技術開發與研究
□ 對外推廣
□ 社群日常討論
□ 其它：
參與者回饋
講題選材或 □ 不佳 □ 尚可
聚會整體和 □ 不佳 □ 尚可
□ 可
□ 佳
□ 可
□ 佳
講師表現
主辦人表現 □ 極佳
□ 極佳
其它回饋
或建議

感謝您的參與！如果您有任何指教或資訊，歡迎提出～

柒、活動企劃（第一次籌備會議後修正版）
2010 台灣維基冬聚草案
一、時間
2011 年 1 月 30 日
二、地點
嘉義市（縣）
三、建議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09:30～10:00 報到

主持人

場地需求／建議

設備需求

主辦人

嘉義火車站／高鐵站 無

10:10～10:40 同心協力：
主辦人
以小型動態活動共同完
成任務，便於相互熟悉

展場附近開放場地
嘉義公園、
二二八紀念園區

依活動設計，儘量以
無額外器材為主

11:00～12:00 嘉義采風：
參觀嘉義特色風土

嘉義史蹟資料館 or
祥太文化館

無

12:10～12:40 午餐

特色小吃餐廳
安可處理

準備素食

12:50～14:10 專題報告／座談：
報告人
邀請資深／活躍維基人
演說或說明工作計劃，
可與其他場地遠距連線

嘉義市家庭教育中心 筆電、GSM 無線網
嘉義市勞工育樂中心 卡、視訊器材

14:20～15:50 社群交流：
主辦人
現場自由提案討論，或
進行後續編寫計劃工作
的分配

同上

主辦人
導覽員

同上

四、詳細活動規劃
1.同心協力
a.快問快答
b.比手劃腳
2.嘉義采風
a.嘉義史蹟資料館(室內)-棒球場、嘉中、射日塔、中山公園
場地可容納至 40 人，免入場費、有免費導覽，原則上不可拍照（可通融，若有公文
更好。）
b.祥太文化館(室內)-嘉中、二二八紀念館
場地可容納至 40 人，免入場費，無導覽，不可拍照。
若以團體名義行公文接洽可能有免費導覽，並可能可以許可拍照。
詢問：入場費用、導覽費用、拍照許可、人數限制

3.演講
場地：
a.嘉義市勞工育樂中心 1200 元（場地費 1000+投影機租借 200）
開放時間：13:00 ~ 17:00 場地可容 40 人 有投影 無線上網可能有
http://prince-glory.myweb.hinet.net/index2.htm
b.嘉義市家庭教育中心 500 元
開放時間：13:30 ~ 17:30 例假日似乎休館
http://family.cy.edu.tw/index.asp
主題：
How to read Wikipedia.
主講人：笨笨的小 P
12 月 4 日前提出確定大綱
社群經營或推廣相關
主講人：忠銘
12 月 15 日確定題目大綱
4.座談會
a.對現行維基榮譽制度的改進建議
b.如何改善編輯說明介面(名目待調整)
c.對台灣維基人互動平台內容的期望
d.嘉義條目協作
五、設備需求與可能支出
1.報到前：交通費用，由參與者依各自交通方式自行支付。
2.報到：無。
3.同心協力：無
4.嘉義采風：由參與者攤付，盡可能安排免費。
5.午餐：50～300 元／人，由參與者攤付，若超過百元則應以包含會議場地使用費為原則。
6.專題報告、社團交流：
a.場地費用：參與者平均攤付，最好以包括於餐費內方式處理。
b.筆電、視訊器材，徵求參與者自願提供。
c.網路，以會議空間之免費網路，或徵求參與者中有申辦包月制無線上網者提供。
d.書面資料應避免，如有需要建議於冬聚前 3～5 日透過網路傳送，若需使用紙本，
則由主講人自行吸收。
（預計每人攤付支出，不含交通費用約 160 元）
六、工作時程
場勘：
第一階段：請安可確定細節（雨天替代地點、公車路線班次費用、附近用餐地點）
11/28 日前
第二階段：實地場勘
1/22 日
宣傳：
12/5 開始 plurk、facebook、wikipedia 社群討論頁、ptt、公告欄
確定細目：11/28 日

報名：1/5～1/20 號
七、後續經營工作
1.通訊錄製作與發送
2.嘉義相關條目協作：回來後配合台灣專題

捌、附錄三：行前通知（刪除原排版）
親愛的台灣維基夥伴們：
收到這封信，代表您填寫的 2010 台灣冬聚報名資料，我們已經正確無誤的收到。以下幾點行前注意事項，請
在出發前稍加註意，以便讓這次活動能夠順利並愉快的進行。
一、集合時間
自行開車／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的朋友：請在 9:30－10:00 之間，在嘉義火車站集合。主辦人到場後會舉海報方
便大家辨認，也可以致電主辦人確認詳細位置。
提供共乘或需要共乘的朋友：請在 6:00am 至台北車站西３門集合出發。如有任何問題請致電主辦人「燈火闌
珊處」，切無遲到讓大夥等你一個喔！
二、費用負擔
1. 活動費用 150 元（含場地、嘉義市內交通）。
2. 午餐 50 元（自行解決者免繳交） 。
3. 往返嘉義交通費用，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者請自行負擔票價；共乘者請補貼司機過路費 50 元。
※注意：活動費、餐費於報到時當場繳交、共乘過路費分擔於搭車時交給駕駛人。其他時間均不會再向您要求
任何額外費用，亦不會要求 ATM 轉帳方式支付任何款項。
三、攜帶物品
1. 必備物品：新台幣、提款卡、隨身重要證件、個人藥品。
2. 強烈建議應備物品：手機、數位相機、筆記本、筆。
3. 其他建議準備物品：筆記型電腦、行動網卡、環保餐具、水壺。
四、注意事項
1. 活動包含室內室外、動態靜態。請穿著休閒輕便之服裝，並搭配易於穿脫的禦寒衣物，以方便您的行
動。
2. 活動前一日請注意氣象預測，
3. 請在行前多熟悉維基百科相關知識，更能融入話題！
4. 「矜持、害羞、膽小」是為違禁品，請勿攜帶出門；「友善、大方、愉快」則是必備物品，不要忘
記。
5. 任何問題請聯絡以下三位主辦人：
Reke(瑞克) 0911-773736
燈火闌珊處(燈火) 0975-192605
章‧安德魯 0936-920419
附錄一、活動流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地點

09:30
|
10:00

報到

主辦人

嘉義火車站

10:10
|
10:40

同心協力

11:00
|
12:00

嘉義采風

12:10
|
12:40

雞汁飄香

12:50
|
14:10

專題報告 ：百年民國，十年維基

懷著忐忑又興奮的心情來到全台最袖珍的省轄市，即將與許多維基人一同領略諸羅風情，您準備好
參與這場知識、友情的邂逅了嗎？
主辦人

嘉義公園

您是編輯破千的識途老馬，還是剛註冊的活力新血？在嘉義公園的林蔭中，與您的伙伴通力協作，
破解難題，培養革命情感！
導覽員

嘉義市史蹟資料館

近 70 年的日式建築，沉鬱的木香中泛著滿滿的懷舊氣息。嘉義在地志工將以他們最淵博的文史知
識，在老建築裡、老照片前，為您訴說在地的種種故事……
嘉義公園

QQ 的雞肉鋪在白飯上，再淋上香噴噴的雞油。沒吃過火雞肉飯，怎麼敢跟說你曾踏上嘉義的土
地？特選在地人網路推薦店家，讓您一嚐平價美味的嘉義風味。
Mingwangx

嘉義市勞工育樂中心

100 年前，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誕生；10 年前，第一個開放的百科全書創立。歷史與知識同在今
年立下了里程碑，而中華民國維基媒體協會，正是兩個偉大歷史的交會處。讓資深維基人

Mingwangx 帶我們回顧協會的過去，展望將來。
社群交流

14:20
|
15:50

維基協會理事

嘉義市勞工育樂中心

厭倦了互助客棧的爭執？不習慣討論頁的編輯戰？這裡沒有冰冷文字的鋒芒，只有溫暖真誠的交
流。特別邀請維基媒體協會理事與台灣維基人共享維基的點滴、同時也將討論[[嘉義市]]條目的協
作計劃，為今日的緣份預約輝煌的延續。

地圖點：A 嘉義交流道(國道 1) B 竹崎交流道(國道 3) C 中埔交流道(國道 3)
D 嘉義車站 E 嘉義公園、嘉義市史蹟資料館 F 嘉義市勞工育樂中心
附錄二、交通資訊
1.火車時刻表
各站發車時間請參考 http://new.twtraffic.com.tw/twrail/index.aspx (可使用車次代碼快速查詢)
上行列車

下行列車

到站 車次代碼 至嘉義前停靠站

到站

09:06 2616 區間 屏東至嘉義間各站

09:19 2621 區間 斗六至嘉義間各站

09:12 1008 自強 屏東、九曲堂、鳳山、高雄、台
南、新營

09:50 79 莒光

台北、板橋、桃園、新竹、台中、
彰化、斗六

09:19 14 莒光

09:55 11 莒光

(東部各站略)松山、台北、板橋、樹
林、桃園、中壢、湖口、竹北、新
竹、竹南、苗栗、豐原、台中、新
烏日、彰化、員林、田中、二水、
斗六、斗南

屏東、九曲堂、鳳山、高雄、新左
營、楠梓、崗山、台南、永康、善
化、隆田、新營

09:46 2618 區間 屏東至嘉義間各站

車次代碼 至嘉義前停靠站

09:55 2011 自強 同上(為同一列車，不同等級車廂)

2.高鐵時刻表
請參考 http://www.thsrc.com.tw/tc/ticket/tic_time_search.asp
下車後可憑高鐵車票免費搭乘嘉義客運 BRT 接駁公車至嘉義轉運站
下行列車
車次

台北

板橋

桃園

新竹

台中

嘉義

613

07:36

07:44

07:57

08:10

08:38

09:02

617

08:00

08:08

08:21

08:33

09:01

09:26

車次

左營

台南

嘉義

-

-

-

620

08:36

08:49

09:09

-

-

-

624

09:00

09:19

09:36

-

-

-

上行列車

3.國道
國道 1 號：(建議走法)
嘉義交流道下，沿北港路往嘉義市方向直行，至中興路左轉到底，即可至嘉義車站後站。
國道 3 號：
竹崎交流道(290.1 km)下，沿林森東路(縣 159)往嘉義市方向直行，接林森西路，直達車站。
中埔交流道(297.5 km)下，沿中山路五段(台 18)往嘉義市方向直行，接吳鳳南路、吳鳳北路，至光華路左轉，
至園環處順時針第四個路口進入中山路，直行到底即為嘉義車站。
國道客運：
以下業者均有國道車次抵達嘉義，請自行搜尋網頁或致電洽詢。至嘉義轉運站(台鐵後站)下車即可。
國光客運：http://www.kingbus.com.tw 0800-010-138 (台北、台中、新營)
統聯客運：http://www.ubus.com.tw 0800-241-560 (台北)
阿囉哈客運：http://www.aloha168.com.tw 0800-043-168 (台北)
和欣客運：http://www.ebus.com.tw 0800-002-377 (台中、高雄)
日統客運：http://www.solarbus.com.tw (台北)
台中客運：http://www.tcbus.com.tw/ 0800-800-126(台中)
員林客運：http://www.ylbus.com.tw/ (04)832-0101 (台中、西螺)
※由於嘉義車站天橋施工封閉，到嘉義後站下車的朋友(含國道客運、高鐵接駁車、自行開車走中山高者)，請
至台鐵剪票口領取臨時通行證，由站內地下道到前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