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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會員大會系列活動在墾丁 懶人包 

一、 第六次會員大會有哪些系列活動？ 

有職業大賽、花禮論談、海島婚禮的行動藝術表演、BBQ 歡迎晚宴 

 

二、 活動地點？相關網站 

墾丁福容大飯店 http://kending.fullon-hotels.com.tw/ 

 

三、 要怎樣到墾丁福容呢？ 

(一) 搭活動專車(要事先報名) 

 9/8 11AM 在高鐵新左營站 2 號出口有大會接駁車，(高鐵新左營站、台鐵新左營是共構的大 

             廳喔！您就往高鐵的 2 號出口就對啦！有人會在那兒舉牌等大家，若沒看到可以 

             撥手機：李先生 0918-748-448 

    9/9 早上 10AM 開車，這樣才來得及參加國際級的花禮論談呦！ 

(二) 在新左營站搭「墾丁快線」→「墾丁小灣」 

1.終點站在「小灣站」 

2.搭墾丁快線到「小灣站」，下車後可撥飯店電話(08-885-6688)，飯店可免費派司機於小灣站接 

  客人至飯店，服務不收費。  

3.對了！去程可憑票根記得留下來申請補助喔！如果您用悠遊卡購票的，當然也就不能補助喔！

4.回程就沒有了，關於回程，留到後面再跟您說呦！  

(三) 自行開車： 

中山高至高雄端→接台 88 線→再接南二高下「林邊交流道」後→經台 1 線屏鵝公路往墾丁方向

→車行過墾丁大街後約 3 分鐘車程，即可抵達。 

(四) 火車、飛機轉乘 

通通都到高鐵新左營站，轉搭「墾丁快線」，可抵達。 

    ※特別提醒您：從高鐵新左營站到福容飯店約 2 個半小時的車程，要記得買午餐到車上吃喔！ 

                   不然您的巴豆會咕嚕咕嚕~~~的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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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果不是住福容的，交通怎麼處理？ 

1.搭專車：統一都先到飯店來，貼心的涂稚翎理事會派車送您到墾丁街上的民宿。 

2.搭墾丁快線：墾丁街上有站牌就能下，記得跟司機先生說一下就可以喔！ 

 

 

五、 關於費用怎麼計算的？ 

(一) 會員個人是繳 3600 元，大會幫您代訂食宿的算法如下： 

 
收費 

ps 
小計 住(一晚) 餐費 

一 般 會 員 3,600 2,300 

1,300 

■晚 

■午 

1.雙人房 4,600 元，所以每人住宿 2,300 元  

  附早餐 

2.9/9 晚宴 1 人 800 元+9/10 午宴 1 人 500 

  元，餐費共 1300 元。 

選 手 5,500  

1,300 

■晚 

■午 

1.材料費 4,200 元 

2.9/9 晚宴 1 人 800 元+9/10 午宴 1 人 500 

  元，餐費共 1300 元。 

3.若要住宿另加 2,300/1 人(二人一間房)， 

 

(二) 房間的收費標準，飯店給我們優惠喔！ 

 
2 人床 

二張床 

4 人房 

二張大床 

4 人房 

四張小床 

9 月 8 日(五) 3,000 4,400  

9 月 9 日(六) 4,600 6,000 6,000 

       ※房價無論幾個人住，一間都是 4600 起跳，所以你的家眷要一起來的話，房價算法是這樣的： 

                    一個人自己住一間：4600 

                    二個人一間：2300+2300=4600 

                    三個人一間：4600+700=5300 

                    四個人間：6000 (4600+700+700 的意思) 

  ※以上只是房價，還要再加晚、午宴的餐費喔！ 

 

六、 9/10 要參加比賽或會員大會，行裡怎麼辦？ 

請在參加之前先辦理退房，飯店有安排地方讓我們放行裡，當然，您的貴重物品要隨身攜帶比較

安全(心)。但是，咱們的選手是不能帶手機進場比賽的，所以服務台可以幫您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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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大會活程流程表 

日期 時間 內容 地點 

9/9(六) 

08：30~09：00 報到、抽籤 

國際宴會廳 

09：00~09：30 賽前說明 

09：45~11：15 
台灣花店職業大賽 

(選拔賽第 1-3 項指定作品) 

11：15~11：30 
台灣花店職業大賽 

(選拔賽第 4 項作品條件公布、場勘) 

11：30~12：00 
台灣花店職業大賽 

(選拔賽第 4 項作品) 

13：00~17：00 花禮市場論談 

17：30~18：30 海島婚禮的行動藝術表演 
BBQ 露天廣場 

18：30~21：30 歡迎晚宴、成績公佈入圍名單 

9/10(日) 

08：00~08：30  決賽選手報到 福園中餐廳 

08：30~09：30 決賽選手 Q & A Disco 廳 

09：00~09：50 會員報到 福園中餐廳 

09：30~10：00 花市開放採購 Disco 廳 

10：00~11：00 花材整理 福園中餐廳外 

10：00~11：00 會員大會 

福園中餐廳 

11：00~12：00 台灣花店職業大賽(決賽) 

12：00~13：00 
午宴 

決賽選手作品區布置 

13：00~14：00 花藝表演 

14：00~ 成績公佈、頒獎 

 

八、 「花禮論談」是在講什麼？為什麼沒參加會後悔？ 

(一)首先得告訴您，我們這次論談者的身份，是如何轟動武林、驚動萬教： 

1.日本代表：公益社團法人日本花藝師協會理事長 / 河合透 

2.台灣代表：台灣花店協會執行長、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專業講師/ 孫銘鴻 

    3.中國代表：中國花卉協會零售業分會副秘書長、花卉包装品牌瑞趣工藝品公司創始人/ 勞選亦 

    4.兩岸代表：水舞美學藝術創意國際有限公司創意執行長 / 魏銘辰 

     

    (二)論談主題：各國花禮市場過去、現況及未來，相關經驗分享與看法 

    1.主講人之該國當地花禮市場消費過去、現況及未來分享及見解。 

    2.主講者經驗分享未來花禮市場走向。 

    3.國際間如何合作、共同發展花禮市場。 

(三)據說這樣的課程一堂要 8000 元，現在卻是「免費」！是大會用心良苦為了提升各位的專業  

    與對市場的宏觀而安排的。 

    (四)備有講議、茶點，建議茶點品一下就好，因為晚上有大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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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想報名參加「花禮論談」？ 

報名方式：1.為了方便好學的您，可以在會員大會報名表上備註「參加論談」，傳真至(08)739-0510 

          2.E-MAIL 報名：tftd@flowergift.org.tw 

          3.LINE 報名，LINE 的 ID 是 tftdorg 

          4.電話：(08)739-0520 台灣花店協會秘書處 

           ※切勿再口頭跟理監事說要預留 N 個名額，這樣會亂掉ㄟ~~~>.<~~~ 

費    用：0 元，免錢，no money，無需任何銀兩 

參加對象：除了比賽選手外(時間不允許)，會員、會員家屬、推廣行銷的廠商都可以報名喔。 

           ※名額有限，以正確姓名回報秘書處為主。  

十、 來參加活動的會員、理監事家眷，怎樣玩才不無聊？ 

(一) 9/8 和 9/9 各有一場在地導覽解說員，帶大家深度小旅行，  

   9/8→2：30~5PM 社頂公園(免門票) 

       導覽費 / 5~10 人：每人 300 元、11~15 人：每人 200 元、16 人以上：每人 150 元 

   9/9→2~5PM 鵝鑾鼻公園+龍盤公園(門票 60 元) 

       導覽費 / 5~10 人：每人 300 元、11~15 人：每人 200 元、16 人以上：每人 150 元 

   您可以開車跟著，您也可以搭導覽員的專車再另付 150 元就可以喔！ 

(二)墾丁景點自由行趴趴 GO，飯店自 6：30PM 起每 30 分鐘有接駁車往返墾丁大街。 

    (三)記得帶泳裝，飯店有戶外游泳池，視野就像和海邊連成一線喔！ 

 

十一、 9/10 回程的接駁怎麼辦？ 

(一)3：30PM 大會接駁車從福容到新左營站(要事先登記，臨時才說就看您的運氣有沒有位置囉！ 

(二)飯店接駁至小灣站，您再搭墾丁快線去搭高鐵 

 

十二、 貼心提醒 

(一)南台灣的日頭是很熱情的呦！記得做好防曬，免得紫外線親吻了您的肌膚；並留意氣象， 

   視情況準備雨(陽)傘。 

(二)若有其他疑難雜症，大會服務台很願意為遠到而來的您服務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