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項目全區決賽 

領隊會議議程 
一、會議日期:112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五)13:30~17:20。 
二、會議地點:嘉義市崇文國小據德樓 4 樓演藝廳(嘉義市東區垂楊路 241 號)。

三、會議流程: 

時間 會議內容 地點 主持 

13:00~13:20 接駁車接送 
13:10 高鐵嘉義站(3 號出口) 

13:20 台鐵嘉義站(前站出口) 
崇文國小 

13:00~13:30 報到  

 

 

 
 

崇文國小 

據德樓 4 樓演藝廳 

崇文國小 

13:30~13:50 長官致詞 
嘉義市政府教育處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13:50~14:50 
注意事項說明 

比賽場地介紹 

嘉義市政府教育處 

各承辦學校監場主任 

 
14:50~15:20 

 
綜合座談 Q&A 

嘉義市政府教育處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各承辦學校監場主任 

15:20~15:30 
中場休息 

場地查勘集合 
各承辦學校監場主任 

 

 

 

15:30~17:00 

場地勘查 

1. 崇文國小原場地場勘 

2. 其餘場地備有接駁車

(1)文化局音樂廳 

(2)嘉義國中懿文館

(3)嘉義大學新民校區 

(4)嘉義高中 

 
崇文國小 

文化局音樂廳 

嘉義國中懿文館 

嘉義大學新民校區

嘉義高中 

 

 

 

各承辦學校監場主任 

 
17:00~17:30 

 
賦歸 

各場地依實際結束場勘時間, 

接駁至嘉義高鐵站及台鐵嘉義 

站 

 
各承辦學校監場主任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2 年 2 月 6 日(星期一)16 時之前逕自上網報名。 

報名表單網址: https://reurl.cc/nZgLxl，領隊會議若有提案，請一併於網路報名系統填復。

(二)若無法出席會議，請於會議結束後逕至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網站下載會議相關資料。 

(三)網路報名系統聯絡:崇文國小 05-2222310 分機 2003 呂主任、2004 楊組長 

嘉義市政府教育處社教科承辦人王小姐 05-2254321 分機 361 

(四)各場地聯絡人資訊： 

嘉義大學新民校區國際會議廳(嘉北國小)05-2757091 分機 280，賴主任。

嘉義市文化局音樂廳(北興國中) 05-2766602 分機 333，邱主任。 

嘉義國中懿文館演藝廳(嘉義國中) 05-2762625 分機 213，黃主任。

嘉義高中音樂館演奏廳(南興國中) 05-2224383 分機 221，丁主任。

崇文國小據德樓演藝廳(博愛國小) 05-2322863 分機 215，李主任。 



崇文國小樂揚館(崇文國小) 05-2222310 分機 2003，呂主任。

崇文國小游藝館(崇文國小) 05-2222310 分機 2003，呂主任。 

(五)高鐵班次參考(預計南下：車次 0821，12:54 抵達嘉義站；北上:車次 0826，12:58 抵達嘉義站

實際到站時間與班次請參考高鐵網 https://www.thsrc.com.tw/) 

(六)台鐵班次參考(預計南下:車次 115，12:33 抵達嘉義站；北上:車次 122，13:25 抵達嘉義站。

實際到站時間與班次請參考台鐵網 https://tip.railway.gov.tw/) 

(七)檢附各場地交通位置圖如後。 

http://www.thsrc.com.tw/)
https://tip.railway.gov.tw/


《嘉義市文化局音樂廳》 
一、網址:嘉義市政府文化局音樂廳 https://www.cabcy.gov.tw/web/。

地址:嘉義市東區忠孝路 275 號，電話:05-2788242。 

二、嘉義市文化局音樂廳位置及交通路線圖 
 

三、交通參考路線 

(一)自行開車： 

1. 【由國道 1－嘉義交流道至嘉義市文化局音樂廳】由【北港路（往嘉義市方向）】＞直行

至【世賢路一段】左轉＞直行至【忠孝路】右轉＞直行至【嘉義市文化局音樂廳】。 

2. 【由國道 3－竹崎交流道至嘉義市文化局音樂廳】由【國 3-竹崎交流道】＞【竹崎交流

道聯絡道】＞直行 至【159】縣道右轉＞直行至【忠孝路】右轉＞直行至【嘉義市文

化局音樂廳】。 

(二)搭乘台鐵 

由嘉義火車站前站步行至公車【嘉義火車站】站(約 2 分鐘）轉搭乘 7309、7315A、忠孝

新民幹線（紅線），至【文化中心（檜意森活村）】站下車。 

(三)搭乘高鐵 

由【嘉義高鐵站 2 號出口】出站＞【高鐵嘉義站[往嘉義]】搭乘 7212 線快捷公車＞至 

【文化中心（檜意森活村）】站下車。 

https://www.cabcy.gov.tw/web/


《崇文國小演藝廳》《崇文國小樂揚館》《崇文國小游藝館》 
一、崇文國小網址: https://school.cy.edu.tw/nss/s/cwesweb/index。

地址:嘉義市東區垂楊路 241 號，電話:05-2222310。 

二、嘉義市崇文國小位置及交通路線圖 

 

(一)自行開車 

1. 由國道 3－中埔交流道至嘉義市崇文國小由國 3-中埔交流道右轉大義路，右轉忠義橋，直

行彌陀路接垂楊路，抵達左側崇文國小。 

2. 由國道 1－嘉義交流道至嘉義市崇文國小，由國 1-嘉義交流道下北港路，右轉埤竹路後左

轉高鐵大道接垂楊路抵達右側崇文國小。 

(二)搭乘台鐵 

由嘉義火車站前站步行至公車【嘉義火車站】站（約 2 分鐘）轉搭乘 7302、7314、

7329、光林我嘉線（黃線），至【文化路口】站下車。 

(三)搭乘高鐵 

由嘉義高鐵站 2 號出口出站到高鐵嘉義站[往嘉義]搭乘接駁公車至【文化路口】站下車。 

https://school.cy.edu.tw/nss/s/cwesweb/index


《嘉義高中音樂館演奏廳》 
一、嘉義高中網址: https://www.cysh.cy.edu.tw/。 

地址:嘉義市東區大雅路二段 738 號，電話:05-2762804。
二、嘉義高中位置及交通路線圖 

 

(一)自行開車 

1. 經由國道 1 號 

下嘉義交流道 →經北港路（向東）→過嘉雄陸橋直走→經民族路往東到底→往大雅路 

（右方有 228 公園）直走約 100 公尺→嘉義高中大門（左前方）。 

2. 經由國道 3 號 

下中埔交流道→依路標指示經忠義橋→彌陀路到底（經嘉義高工）→五叉路口右轉經公

義路（左方有 228 公園）直走約 100 公尺→嘉義高中大門（左前方）。 

3. 經由省道 1 號南下 

進嘉義市→忠孝路（耐斯百貨前左轉）→新生路到底左轉→往大雅路（右方有 228 公 

園）直走約 100 公尺→嘉義高中大門（左前方）。 

4. 經由省道 1 號北上 

進嘉義市→博愛路→右轉過嘉雄陸橋直走→經民族路往東到底→往大雅路（右方有  228 

公園）直走約 100 公尺→嘉義高中大門（左前方）。 

https://www.cysh.cy.edu.tw/


(二)搭乘台鐵 

火車下車之後到嘉義火車站前嘉義縣公車站牌，搭乘 7325 路、7327 路返程搭到末端站大

雅站(記得是返程!不然會搭到北港，或布袋)。 

(三)搭乘高鐵 

1. 搭計程車直達嘉中(約 30 分鐘，車資約 500 元)。 

2. 高鐵嘉義站下車，搭乘免費 BRT 至台鐵嘉義站轉運站(後站)車程約 30 分鐘，轉乘計程車

(約 15 分鐘，車資約 200 元)。 

或走至前站，搭乘 7324 路、7327 路返程搭到末端站嘉義縣公車大雅站(記得是返程，不

然會搭到北港,或布袋)(車程約 20 分鐘)。 

3. 高鐵嘉義站下車，至公車站(高鐵嘉義站)搭乘 7324E 路搭到末端站嘉義縣公車大雅站(班

次少，上車前要跟司機確認往嘉義市區，不然會搭往朴子、布袋)。 



《嘉義國中懿文館》 
一、嘉義國中網址: https://school.cy.edu.tw/nss/s/cyjhweb/index。

地址:嘉義市東區王田里圓福街 86 號，電話:05-2762625。 

二、嘉義國中位置及交通路線圖 

(一)自行開車 

1. 國道 3 號南下:下竹崎交流道沿著引道直走至 T 字形路口，右轉嘉義方向，在興華中學大

門口左轉，即可達嘉義國中。 

2. 國道 3 號北上: 下竹崎交流道後，於高速公路下缺口處迴轉，沿著引道直走至 T 字形路口，

右轉嘉義方向，在興華中學大門口左轉，即可達嘉義國中。 

3. 國道 1 號:下嘉義交流道，往嘉義方向，行駛北港路直上嘉雄陸橋，下陸橋直走民族路， 

左轉啟明路，通過嘉義公園後右轉民權路，行駛約 20 公尺，通過單行道後轉入圓福街靠

右行駛即可抵達嘉義國中。 

(二)搭乘高鐵 

搭高鐵於「高鐵嘉義站」， 下車持高鐵票根可免費轉搭「BRT (7211 往嘉義公園方向)」， 

於「嘉義公園站」下車，步行約十五分鐘抵達「嘉義國中」。 

https://school.cy.edu.tw/nss/s/cyjhweb/index


《嘉義大學新民校區國際會議廳》 

一、嘉義大學網址：https://www.ncyu.edu.tw/NewSite/。
地址:嘉義市新民路 580 號，電話:05-2717000。 

二、嘉義大學新民校區位置及交通路線圖 

(一)自行開車 

1. 「國道一號」 於 264-嘉義出口下交流道，往嘉義方向行駛進入北港路→世賢路二段右

轉→新民路左轉→即可抵達新民校區。 

2. 「國道三號」於 297-中埔出口下交流道，往嘉義方向行駛進入阿里山公路(台 18 線) → 

吳鳳南路右轉→ 世賢路左轉→新民路右轉→即可抵達新民校區。 

(二)搭乘台鐵 

於臺鐵嘉義站後站下車，於前站搭乘「忠孝新民幹線公車」，於「嘉大新民校區」站下車

(對面即目的地)。 

(三)搭乘高鐵 

搭高鐵於「高鐵嘉義站」 下車，持高鐵票根可免費轉搭「BRT (7211 往嘉義公園方 

http://www.ncyu.edu.tw/NewSite/


向)」，於臺鐵嘉義站後站下車，於前站搭乘「忠孝新民幹線公車」，於「嘉大新民校區」站

下車(對面即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