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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發日期:109年11月27日星期五 

二、集合時間: 

  (一)南區賽員07:00於各指定火車站集合 

       407次列車時刻參考 

   

 

 

 
 

 

※南區賽員憑車票之購票證明，於出發日與總領隊申領車票費用 

重點提示 

出發地點 出發時間 出發地點 出發時間 

富里 07:20 鳳林 08:29 

玉里 07:39 壽豐 08:45 

瑞穗 07:57 志學 08:52 

富源 08:06 吉安 09:05 

光復 08:16 花蓮 09:15 

 



二、集合時間: 
 (二)09:00除南區賽員外 
    餘全體於花蓮後火車站集合 
三、回程日期:109年11月30日星期一 
四、回程時間: 
 (一)688次列車蘇澳新站17:01發車 
     18:32抵達花蓮火車站(未參與閉幕式人員) 
      南區賽員回程4556次列車時刻參考花蓮出發18:40 

重點提示 

出發地點 出發時間 出發地點 出發時間 出發地點 出發時間 

吉安 18:45 志學 18:55 壽豐 19:02 

鳳林 19:20 光復 19:33 富源 19:44 

瑞穗 19:52 玉里 20:14 富里 20:39 

 



四、回程時間:(參與閉幕式人員) 
 (二)預計搭乘172次列車蘇澳新站18:14出發 

     19:13抵達花蓮火車站 

   或預計搭乘562次列車蘇澳新站19:25出發 

     20:25抵達花蓮火車站 
 

     南區賽員回程4558次列車時刻參考 

 

重點提示 

出發地點 出發時間 出發地點 出發時間 出發地點 出發時間 

吉安 20:55 志學 21:05 壽豐 21:15 

鳳林 21:32 光復 21:47 富源 21:58 

瑞穗 22:06 玉里 22:25   

 



飯店介紹 
【第一、二、三宿】福泰飯店集團~~福泰桔子台中公園店 

觀光局評鑑優良合格三星級酒店 

地址:台中市中區公園路 17 號  電話:04-2226-2323 

 

↑接待大廳 



飯店介紹 

1F早餐廳 



飯店介紹 
本案提供4-2人1室房型 



飯店介紹 



飯店介紹 



飯店介紹 

練習場地空間 



行程概述 
第一天 11 月 27 日 星期五 

07:00- 

南區賽員於指定火車站集合，準備出發 

富里(07:20)、玉里(07:39)、瑞穗(07:57)、富源(08:06)、

光復(08:16)、鳳林(08:29)、壽豐(08:45)、志學(08:52) 

※列車時刻與班次依鐵路局公告為主 

南區賽員憑車票之購票證明，於出發當日與總領隊申領車

票費用 

09:00- 花蓮區賽員於花蓮後火車站集合，準備時出發 

09:15-10:15 搭乘台鐵 407 次列車花蓮站出發前往羅東站 

11:30-13:00 午餐:石碇象園餐廳(合菜+飲料) 

16:00-17:00 前往比賽場地場勘路線(旭光高中、同德家商、南開科大) 

17:30-18:30 晚餐:魏記鱒魚餐廳(合菜+飲料) 

19:00- 

飯店辦理住房手續 

【宿】福泰飯店集團桔子商旅台中公園店 

台中公園正對面，臨近台中市區 

19:30-22:00 
☆練習時間(飯店會議室) 

自由活動，晚安(預祝各位賽員競賽順利) 

 



地緣位置 
飯店與競賽場地相對位置旭光(國閩客)、同德(原住民) 



行程概述 
第二天 11 月 28 日 星期六 

07:00-08:30 晨喚~飯店內享用早餐 

08:30-11:00 ☆練習時間(飯店會議室) 

11:30-12:30 午餐:日日通庭園餐廳(合菜+飲料) 

13:00-15:00 
☆走位練習(14:00 開始):旭光高中(國閩客語) 

☆走位練習(14:00 開始):同德家商(原住民語) 

15:00-17:00 ☆競賽會場 

17:30-18:30 晚餐:雅園新潮餐廳(合菜+飲料) 

18:30-19:00 返回飯店 

19:00-22:00 
☆練習時間(飯店會議室) 

自由活動，晚安(預祝各位賽員競賽順利) 

 



地緣位置 
日日通餐廳與競賽場地相對位置旭光高中(國閩客) 



地緣位置 
日日通餐廳與競賽場地相對位置同德高中(原住民) 



行程概述 
第三天 11 月 29 日 星期日 

06:30-07:20 晨喚~飯店內享用早餐 

07:20-08:00 
配合競賽時間前往各指定競賽地點 

旭光高中(國閩客語)、同德家商(原住民語) 

08:00-17:00 ☆競賽時間(午餐:大會提供美味便當) 

17:30-19:00 慶功宴~~晚餐:千葉火鍋文心尊爵館(合菜+飲料) 

19:00-19:30 返回飯店 

19:30- 

自由活動，晚安~~ 

飯店臨近台中公園、柳川水岸(台版清溪川)、秀泰生活台

中站前店、宮原眼科(IG 打卡景點) 

 



地緣位置 
同德高中(原住民)競賽場地與慶功宴餐廳千葉火鍋相對位置 



地緣位置 
旭光高中(國閩客) 競賽場地與慶功宴餐廳千葉火鍋相對位置 



行程概述 
第四天 11 月 30 日 星期一 

07:00-08:00 晨喚~飯店內享用早餐 

08:00-09:00 出發前往頒獎典禮會場(台灣省政資料館)預計 1台車 

09:00-14:00 ☆閉幕暨頒獎典禮(台灣省政資料館)(大會提供西典餐盒) 

08:00-11:00 

已完賽之賽員以車為單位參加學習考察活動 

彩虹眷村+鹿港老街或日月潭國家風景區或大黑松小倆口

元首館+埔里酒廠 

12:00-13:00 

14:00-15:00 
午餐:澎湖灣時尚海鮮餐廳(合菜+飲料) 

13:00-16:00 

15:00-18:00 
出發前往宜蘭 

16:00-16:30 ☆宜蘭餅發明館 

 



地緣位置 
飯店與閉幕暨頒獎典禮會場台灣省政資料館相對位置 



行程概述 
17:01-18:32 

搭乘台鐵 688 次列車蘇澳新站出發返回花蓮站 

晚餐:美味便當 

18:40-20:39 

南區賽員預計可搭乘台鐵4556次區間列車返回各指定車站 

志學(18:56)、壽豐(19:04)、鳳林(19:21)、光復(19:34)、

富源(19:45)、瑞穗(19:56)、玉里(22:25)、富里(20:46) 

※列車時刻與班次依鐵路局公告為主 

南區賽員憑來回車票之購票證明，於出發當日與該團總領

隊申領車票費用 

18:14-19:13 

或 

19:25-20:25 

獲獎賽員與隨隊老師及工作人員 

預計搭乘台鐵 172 次列車蘇澳新站出發返回花蓮站 

或 

預計搭乘台鐵 562 次列車蘇澳新站出發返回花蓮站 

晚餐:美味便當 

20:50-22:25 

南區賽員預計可搭乘台鐵4558次區間列車返回各指定車站 

志學(21:08)、壽豐(21:15)、鳳林(21:34)、光復(21:48)、

富源(21:59)、瑞穗(22:07)、玉里(20:16) 

※列車時刻與班次依鐵路局公告為主 

南區賽員憑來回車票之購票證明，於出發當日與該團總領

隊申領車票費用 

珍重再見~~ 

 



※賽員與隨隊教師記得攜帶花蓮縣代表隊隊服 
※因應肺炎疫情影響 

  室內場館請全程佩戴口罩 

※配合場館進行體溫測量 

※配合個人健康狀況聲明切結書之填寫與繳交 
 

注意事項 





※集合時間及地點請注意領隊宣佈 
※請注意遊覽車顏色及車號(車頭條) 
  並請保持車內清潔 
  遊覽車名稱：星辰遊覽車  
 
 
 
 
※上下階梯請勿奔跑 
※過馬路請走行人穿越道或班馬線，注意來往
車輛，聽從指揮 

 

注意事項 



Q & A   

預祝 競賽順利.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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