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人金創奬委員會 
TEL:02-2700-7150  FAX:02-2700-7170 

106 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236 號 5 樓之 4 

 

親愛的參賽者您好： 

恭喜您的參賽作品入圍本屆 2019 全球華人傑出室內設計作品金創奬 

1.本會預定於西元 2019 年 12 月 12 日舉辦「2019 年華人金創獎頒獎

典禮」活動。誠摯邀請您出席此次頒奬活動，共襄盛舉。 

2.若您尚未完成展板檔案上傳，請於 10 月 28 日前上傳報名系統，俾

便輸出。 

******************************************************************** 

華人金創奬頒奬典禮 

一、時間：12/12 (四) 舉辦設計論壇、頒獎典禮暨設計師之夜 

    地點：新板希爾頓酒店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 88 號 1 樓 

時間 活動流程 

10:30-14:30 設計師及嘉賓報到 

10:30-21:00 金創獎入圍作品展 

10:30-12:00 秋冬新品發表會-長堤空間視覺有限公司 

15:00-16:30 

論壇暨設計分享 

論壇主持人：江建平 

論壇主講人：朱海燕、陳瑄、趙虎 

17:00-19:00 頒獎典禮 

19:15-21:00 晚會及餐敘 

二、2019 華人金創獎作品入圍名單，如附件請參照。 

三、本會將發行 2019 華人金創奬之作品專輯行銷兩岸。 

    入圍作品刊登費：NT$8,000 元 (RMB¥ 2,000) 

四、提供入圍者，每件作品 1 人出席晚會免費，新增 1 人酌收餐費 

    NT$2,000(RMB¥ 500)。敬請於 10/28 日前提供參加人數。 

    ❖正式邀請卡另寄，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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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華人金創獎頒獎典禮」暨華人設計師交流旅行團 

日期 時間 活動 活動地點 住宿 

12/11(三) 
抵台—飯店休息  

趣淘漫旅飯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39 號 
新北市板橋區 

趣淘 

漫旅 

12/12(四) 

10:30-14:30 設計師及嘉賓報到 
台北新板希爾

頓酒店  

 

新北市板橋區

民權路 88 號 1

樓 (步行 5 分

鐘即可抵達) 

趣淘 

漫旅 

10:30-21:00 金創獎作品展 

10:30-12:00 專業色彩配飾分享 

15:00-16:30 

論壇暨設計分享 

論壇主持人：江建平    

論壇主講人：朱海燕、陳瑄、趙虎 

17:00-19:00 頒獎典禮 

19:15-21:00 晚會及餐敘 

12/13(五) 

06:30~07:30 早餐 新北市板橋區 

趣淘 

漫旅 

09:30~12:00 
泰雅族服飾體驗+泰雅族舞导+手作桂

竹器具 宜蘭- 

樂水部落- 12:00~13:00 午餐時刻- 原住民料理 

13:00~16:30 原住民活動體驗與山林生態解說 

18:30~19:30 晚餐時刻-享用道地料理。隨後返回飯店 新北市深坑區 

12/14(六) 

07:30~08:30 早餐 新北市板橋區 

趣淘 

漫旅 

09:00~11:30 故宮博物院 

台北市士林區 
12:00~13:00 

午餐時刻: 於著名的百斑蝦享用美味的

蝦料理 

14:00~15:00 平溪天燈 新北市平溪區 

16:00~17:30 九份老街 
新北市瑞芳區 

17:30~18:30 九份時樂餐廳。隨後返回飯店 

12/15(日) 自由活動/桃園機場—返程 台北    

 1.參加華人金創設計師文化交流參訪團 5 天 4 夜，NT$23,000 元(RMB¥4,700)。 

 2.此行程不含機票費用，詳細行程請參附件。 

 3.四晚趣淘漫旅(或同等級飯店)住宿兩人一室，指定單人房補差價 RMB¥1,500。  

 4.頒獎典禮及設計師之夜，攜伴参加每人酌收餐費 NT$2,000 元 (RMB¥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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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華人金創獎頒獎典禮」暨華人設計師交流團 

台灣回函 

匯款帳號： 

華泰銀行(ATM:102)     和平分行 1303-00000-2948 

戶名: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回函暨匯款收據敬請於 10 月 28 日傳真或 MAIL 至全聯會  

以利安排後續事宜，謝謝! 傳真 02-2700-7170    

Email: tgd-award@umail.hinet.net 
 

基本資料:          參賽作品編號：                

入圍設計師:          ，電話：            

入圍設計師:          ，電話：            

入圍設計師:          ，電話：           (若欄位不夠，請自行增加) 

 同意刊登 2019 華人金創奬之作品專輯，作品刊登費：NT$8,000 元  

 參加頒獎典禮及設計師之夜。 

參加人數   人，共   人。費用合計:           元， 

出席者姓名:                                                 

備註：提供入圍者，每件作品 1 人出席晚會免費，新增 1 人酌收餐費 

      NT$2,000 元(RMB¥ 500)。 

 華人設計師交流旅行團五天四夜，團費 23,000 元 

(有興趣者自由參加) 

  匯款帳號後 5 碼:       ，匯款金額：          元。 

 

匯款單粘貼處 

 

mailto:tgd-award@umail.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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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華人金創獎頒獎典禮」暨華人設計師交流團 

大陸地區報名表暨回函 

大陸地區聯絡人: 李沅澄 兩岸工作委員會主委   

聯絡電話:  13916217778 

使用微信支付，請掃瞄 QR code， 

並請註明參賽者姓名、作品類別及名稱 

回函暨匯款收據敬請於 10 月 28 日 

傳真或 MAIL 至全聯會以利安排後續事宜，謝謝!  

傳真 02-2700-7170  

基本資料:                  參賽作品編號：                

入圍設計師:          ，電話：            

入圍設計師:          ，電話：           (若欄位不夠，請自行增加) 

 同意刊登 2019 華人金創奬之作品專輯，作品刊登費 RMB¥ 2,000 元 

 A.參加頒獎典禮及設計師之夜。 

參加人數   人，共   人。費用合計:           元， 

出席者姓名:                                                 

備註：提供入圍者，每件作品 1 人出席晚會免費，新增 1 人酌收餐費 

      NT$2,000 元(RMB¥ 500)。 

B.參加華人金創設計師文化交流參訪團 5 天 4 夜(詳細行程請參附

件)，團費 1 人 RMB¥4,700。團費合計:           元。 

1.此行程不含機票費用。 

2.四晚趣淘漫旅住宿兩人一室，指定單人房補差價 RMB¥1,500。      

                      A 晚會+B 團費=金額：          元 

金額總計：----------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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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金創獎頒獎暨設計師交流團五日之旅 
 D1 抵台—飯店休息 

今日抵達台灣機場，隨後自行前往今晚下榻飯店。 

陶趣漫旅 : 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39 號。櫃台電話: 02-8951-6686 

由機場ㄧ航廈、二航廈皆可通往桃園機場捷運，並搭乘往「台北方向」，直達車與普通車兩種皆會

停靠「A1 台北車站」，可在此轉乘捷運搭乘「板南線」至「板橋站」下車，由 2 號出口步行至飯店

約 5-7 分 

 D2 華人金創獎 

今日步行前往金創獎場地參加華人金創獎典禮。 

D3 乐水部落—午餐—部落巡禮—台北 

06:30~07:30 起床享用早餐，隨後準備展開今天的原住民體驗之旅。 

09:30~12:00 抵达位于太平山的乐水部落，与部落

村民相见欢。随后换上泰雅服饰，由

长老教我们泰雅问候语，并教导大家

用泰雅语唱出迎宾歌。随后带领大家

认识这个被遗忘的部落。初步认识之

后，由年轻的族人教导大家跳迎宾

舞，并在这迎宾舞当中了解泰雅舞导

的舞步。环保餐具 DIY 体验: 随后由

老师带我们进入 DIY 的世界，我们将自己手作桂竹制造的杯子以及筷子，这就是我

们的用餐及饮水。都是靠这个啰，请大家认真的做哦~~ 

12:00~13:00 午餐時刻: 於部落享用道地的原住民料理 

13:00~16:30 

 

猎人体验: 我们将深入山区，由长老替大家祈福并

解说前往猎场的禁忌还有早期猎场领域如何区分

以猎物如何于族人分配与分享。 

1、 入山祈福仪式       4、认识野生动物 

2、 生态多样性分享     5、野外求生技能教学 

3、 各式陷阱体验       6、野外猎场标靶射击体

验 

18:30~19:30 晚餐時刻:於著名的深坑享用道地的臭豆腐料理。隨後返回飯店 

早餐: 飯店內   午餐:部落午餐   晚餐:深坑大團圓                        宿:板橋陶趣漫旅 

D4 故宮博物院—平溪天燈—九份老街—台北 

07:30~08:30 起床享用早餐，隨後展開今天的文化之旅。 

09:00~11:30 前往著名的故宮博物院，中國

宮殿式的建築，一、二、三層

為展覽陳列空間，四樓為休憩

茶座「三希堂」，藏有全世界最

多的無價中華藝術寶藏，收藏

mailto:tgd-award@umail.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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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主要承襲自宋、元、明、清四朝，幾乎涵蓋了整部五千年的中國歷史，數量達

65 萬 5 千多件，故宮博物院內的文物原本計畫從中國大陸運送五次，但由於戰爭的

關係只運送了三次，共計約有 2972 箱，豐富的文物也讓故宮博物院成為世界著名

的博物館。 

12:00~13:00 午餐時刻: 於著名的百斑蝦享用美味的蝦料理 

14:00~15:00 平溪，平溪天燈的起源是昔日常

有盜賊來境劫掠，為防土匪侵犯

居民以放天燈作為信號與傳遞消

息；清朝道光年間先民由大陸福

建省惠安、安溪等地來到十分寮

地區，由於山區多有土匪盜賊，

因此村民時上往山中逃避，等到

土匪離去後夜晚便以天燈作為信

號，告知村民們村莊已經平安，

可以下山回家，而那天剛好是是

農曆正月十五，因此往後每年在

平溪或十分地區，元宵節時便會

舉辦大型的天燈活動，而意義也

轉變為人們對於願望的期許。 

16:00~1730 九份老街: 九份隸屬新北市瑞芳區，相

傳在陸路尚未開通之時，一切物資供給

仰賴海路進行，由於村落中只有九戶人

家，故對外採買時皆要求備妥「九份」，

久而久之，人們便以此命名。同時擁有

高山屏障與遼闊海景的九份，除了有首

屈一指的山海風光，春夏秋冬晴雨晨昏

日夜景致各具物色。60 年代以後，隨著

礦脈枯竭，採金的事業雙雙走入歷史，

留下的礦場景觀在 70 年代末期隨著懷

舊風潮吹起，反而成為觀光熱門地 

17:30~18:30 晚餐時刻: 於九份時樂餐廳享用晚餐，隨後準備返回下榻飯店。預計於 19:30 抵達

飯店 

D5 自由活動/桃園機場—返程 

今天早上自行前往附近商圈走走，隨後整理行李。準備搭車前往機場，辦理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

客機返回可愛的家。 



 華人金創奬委員會 
TEL:02-2700-7150  FAX:02-2700-7170 

106 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236 號 5 樓之 4 

行程聯絡人:  

           深圳市智游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TEL: 0755-82136290 

           FAX: 0755-83239368 

           盧麗如  經理  +86 15889688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