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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120112011 年鳳凰盃行前籌備年鳳凰盃行前籌備年鳳凰盃行前籌備年鳳凰盃行前籌備 by by by by 公關公關公關公關 NickyNickyNickyNicky    

 

2010.2010.2010.2010.    7777 月月月月    

小嫻收到香港的邀請，在討論區詢問大家的參賽意願，很開心地回覆要去。而且

因為不是幹部，還想說大概就是幫忙訂機票，應該沒有我的事 (爆)…. XDrz 

2010.2010.2010.2010.    8888 月月月月    

確定先鋒參賽的同時，得知被點名為新任公關 ( o_0! )。 

於是在驚恐中開始和香港聯絡，填好第一份文件 --邀請函回條。也在 Gmail 裡

新增了「2011 鳳凰盃」標籤，宣告專案啟動。 

2010.2010.2010.2010.    9999 月月月月    

感謝銀行代表吳大爺買港幣及幫忙匯款，感謝金主們幫忙墊錢 (可惜還是沒能有

海景房讓各位挑選 XD)，我們順利在月底前付了訂金。 

做了在香港食宿安排的意見調查，確定我們這次將 DIY 訂房和比賽日的餐食，一

切自立自強。 

2010. 102010. 102010. 102010. 10 月月月月    

開始要大家確定自己參賽的可能性，在討論區開啟先喊先贏的 20 人卡位 po。 

截至月底名單大致抵定，只剩下三位仍在努力跟現實奮鬥：好學生小白、在澳洲

趕羊的錢爺、以及在台灣趕羚羊…呃，是日理萬機的魯副理。 

2010. 112010. 112010. 112010. 11 月月月月    

感謝天公伯保佑，奮鬥的

三位全部 OK~!! (放鞭炮) 

在名單有餘額的狀況下，

大家同意以專案方式邀請

新朋友 --小虎、圓圓一起

前進香港。 

有之前的精美範例可供參

考，報名表製作很順利，

按照先鋒的良好傳統，本

屆報名表也是資料齊全照

片美觀。新朋友的照片因

時間關係不克現場拍攝，
 

一如往例精美報名表 



[鍵入文字] 
 

 4 

於是再度使用「偽造文書」

的技能完成任務。 

為避免重演去年瘋狂找機

位的「盛況」，請大家填寫

去回程的日期/時段，開始

了與票務同事 e-mail / msn

不斷的訂票作業，順利在月

底前都訂齊了，還包括要途

經澳門去玩耍的機位。 

機票時段確定，就可以算每

晚住宿人數了。此時把訂房

相關業務外包給立欣 (精

采過程請見下篇--訂房大

戰)。 

2010. 122010. 122010. 122010. 12 月月月月    

有了機位只是一半，

付錢把機票拿到手才

是真的，所以本月機

票工作事項是呼籲大

家盡早開票。月底時

已有八成的團員把票

開好，鬆了一口氣。

辛苦大家了，因為我

們家票務同事的生意

實在做太大 XD 

開始預收住宿、參賽

等團費，於是本月開

始有很多錢在我的手

上，好恐怖…. >< 

而承接訂房大任務的

立欣果然不負眾望，

訂好了房、做好分房

及精算費用的詳盡表

格。果然是要讓專業

的來~(鼓掌) 

 
訂單如雪片般飛來 

 
還算好看但無技術可言的表格，因為作者是視覺設計 =P 

 

閃開，讓專業的來~ 



[鍵入文字] 
 

 5 

2011. 12011. 12011. 12011. 1 月月月月    

隨著出發日接近，工作事項也緊鑼密鼓了起來。機票…開票；簽證…送件；大會

的詳細文件…收到；說明會資料…寫完。「重訂機位事件」以及「港簽漏網之魚

事件」實屬意外，幸好沒有影響到大家的行程，也感謝兩起事件的主角們對我這

個不專業業務的體諒 ^^A 

帶著寫了兩天、看了好多遍的資料，終於在出發前的那個週末開完行前說明會。

對於到現在還是不擅於面對眾人講話的我來說，這搞不好才是魔王關 (笑)。 

感謝天公伯、感謝大家。我們又要出國比賽了～ 

 

 
「2011 鳳凰盃」標籤。我愛 G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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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120112011 年鳳凰盃行前籌備年鳳凰盃行前籌備年鳳凰盃行前籌備年鳳凰盃行前籌備    --------香港訂房戰香港訂房戰香港訂房戰香港訂房戰  by  by  by  by 訂房組立欣訂房組立欣訂房組立欣訂房組立欣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香港採統包式計價，一個人頭價就是五晚的住宿，不能彈性增減。2010 年大家

因各自的工作，進出香港的時間有很大的差異，有的人住五晚、有的人住兩晚、

有的人住三晚…$!#$!#$!，也所以在報名人頭的拿捏和房間的安排上煞費苦心。

這次的鳳凰盃，有了 2010 年房事填空遊戲的經驗，一開始回報香港參與與否時，

就已經確定不再全包給香港。這個決定下得很早，主要還是大家決定用人工來換

取行程安排的空間彈性，但老天爺果然還是讓我們年年都有新試鍊。 

作戰開始作戰開始作戰開始作戰開始    

今年，享受鳳凰盃的人兒都不想再有提早離開的遺憾，所以每個人最終都把假期

排出來了(當然，這也是後來很了不起的成就)。也就是說，這次其實沒有填空的

問題，所有人都可以住滿五天。但香港訂房時間已過，所以我們就照原計畫自行

完成住宿的大事。承蒙辛苦的公關大人厚愛，就將這訂房的重任外包了給我。 

關卡一關卡一關卡一關卡一    ----房價房價房價房價----    斤斤計較斤斤計較斤斤計較斤斤計較，，，，殺價未成殺價未成殺價未成殺價未成    

本人出國做功課的

習慣，是在背包客

棧 survey 後，用訂

房網選飯店，這次

因為住的地方已經

確定，所以相對好

處理，於是我就直

接以慣用的 Agoda

訂房網站來確認九

龍維景在 2/20~25

當時的房價。 

妙的是，就在我用

各種方式搭配日期

查到已經可以 1.5

秒內就 key 完

「metropark」關鍵

字後發現，可能因

為匯率和網站切換

 
殺價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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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網域的關係，今天和明天，從不同方式連進 Agoda，都會有每房每晚會有幾

元~十多元港幣的價差，房價不含早餐大概是落在 683~713 左右，請不要小看幾

十元港幣，我們總共要定 60 晚的房間。一晚差個 10 元，台幣等於差了兩千多，

可夠我們在香港買 200 瓶啤酒了 XD。 

訂房網對於大量訂房也會建議直接找酒店尋得較好的折扣，所以我同時也寫信給

九龍維景。攻防了兩三封信，希望他直接給我訂房網有的最低價格，但最終它還

是只願意給我們 730/晚的企業價，所以作罷。 

關卡二關卡二關卡二關卡二    ----搶房搶房搶房搶房----    訂房網房間數不足訂房網房間數不足訂房網房間數不足訂房網房間數不足    

確認了市場大概的價格，決定下手訂房，Agoda 在標準房型都會有幾間有折扣

價，但我們需要 11 間房，起初擔心是不是特價房就只有固定數量，考慮是不是

要多找幾個訂房網站來訂，但在與 nicky 確認旅行業的運作方式後，決定有幾間

就先訂幾間，賭一賭訂房網的 PM 會繼續釋放保留的特價房(因為檯面上不能太

多，客人才會覺得快訂完了急著訂)，nicky 也先從她們公司暫定 5 間房，價格

比較高，但總是有個最後的保險。果然，Agoda 每天兩間兩間的放，我就兩間兩

間的訂，訂到住客名字填到已經不知道誰用過誰沒用過@@。也因為這樣，訂房的

單拆得很散，每天慢慢漲價，也有些許價差。更糟的是，訂了三天，他不再有特

價房了。所以在研究加床的價差和效益後，也寫信向 Agoda 確認三人房的狀況，

確定是加床的正三人房後，再修改訂單將其中兩間改成三人房…… 

總之，最後是無所不用其極地訂到了五個晚上的十間房的二十二個床位。 

 
訂房收據及確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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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卡三關卡三關卡三關卡三    ----刷卡刷卡刷卡刷卡----    鉅額房費鉅額房費鉅額房費鉅額房費    

二十多人五晚的房費約 15 萬元，訂房網的刷卡系統又會挑卡，所以最終我可以

用的信用卡，在我第三筆訂單下完之後，額度就爆了~~刷爆的當晚，因為怕晚訂

房間就被搶走了，又怕等到第二天再訂又會漲價，所以在線上就抓了看起來像是

大爺又剛好是 A 團出發可以負責 check in 的小虎姊，我只能說，小虎姊願意把

信用卡資料這麼青菜地就交給一個不甚熟的「網友」任意的使用，實在是揪感心

嘛揪恩驚死。 

刷卡這事兒還延伸了小虎姊的單被信用卡公司加收手續費，我又在專程寫信去

complain 以後才退費的事件；公關大人領了現金給我繳卡費結果一波三折的事

件……，就省略不提了。 

關卡四關卡四關卡四關卡四    ----嗆聲嗆聲嗆聲嗆聲----    訂房網最低價保證訂房網最低價保證訂房網最低價保證訂房網最低價保證    

就在我下了五張單，定了十間房，湊了兩間三人房，寫了 50 次客戶信箱，才安

心總算大家都有床睡了之後，還是手賤的用了背包客棧的訂房價比價網站，發現

竟然突然出現另一個訂房網只要 670/晚。(=_=一間房差 30HKD 等於可以再買一

支 NIKE 棒了妳們懂吧。) 

於是乎 Agoda 大言不慚的最低價保證就讓我覺得很刺眼，我就更無聊地開始去研

 
佐證用的網頁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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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他們的最低價保證條款，依照他們要求的格式跟佐證資料，告訴他們在同時間

同酒店同條件下並不是最低價，要求他們依條款退還差價。但結論是，怎麼可能

這麼容易就退錢給你，他們最後告訴我，因為該網站不能即時確認房間，跟他們

的服務是不同的，所以條款不成立。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買貴退差價都是騙人的噱頭。 

關卡五關卡五關卡五關卡五    ----橋事橋事橋事橋事----    合併訂房單號合併訂房單號合併訂房單號合併訂房單號，，，，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因為房間分散了五張訂單，我先寫信問了 Agoda 是否可以併單，也順便數落了他

們一頓，因為在一開始我直接要跟他訂十間房他回答我說沒這麼多房間，最終我

還是自己訂到了十間。有被欺騙的感覺。不過這也只是問爽的啦，得到的答案自

然是不能併單。所以我就直接找了九龍維景，除了確認訂房手續完成外，也順道

提出特殊請求： 

 

關卡六關卡六關卡六關卡六    ----Check inCheck inCheck inCheck in----    承辦人還沒到啦承辦人還沒到啦承辦人還沒到啦承辦人還沒到啦~~~~    

 

您好， 

我 12 月初於 Agoda 訂房網，以五筆訂單訂了貴酒店 2011/1/20~2011/1/25 10 間房。 

五筆訂單號碼分別為： 

6066867、6071656、6071913、6075388、6075588 

  

共為 8 間雙人房及 2 間三人房。且已以信用卡線上刷卡完成。 

因下週就要出發，想跟貴酒店確認是否已完成訂房及付款作業，房型是否正確。 

  

另外我們有兩個特殊需求，請盡量滿足，謝謝。 

  

1.請您們將此十間旁安排在至少同一樓層。 

2.由最先抵達酒店的人，一次先完成所有房間的 check in 的作業 

這五張訂單分別是以兩張不同人之信用卡付費，然我們同行 22 人並無法同時抵達貴酒店。 

我們希望由最先抵達酒店的人，一次先完成所有房間的 check in 的作業，取得所有 10 間房

的鑰匙。就不用麻煩的分次辦理及等待。 

我們可以先將 agoda 的五張訂房確認單、已完成付款之收據、及刷卡信用卡的影印本之外，

所有入住房客的護照影本準備齊全，交由付責 check in 的人，請問是否可行。 

  

BR, 

L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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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我都只能是下班後才出發的苦命認命上班團。這次因為自訂房要確認要備齊

的文件就不少，訂房過程和內容又有些複雜，網站上還要求應要刷卡本人才能

check in，「傳」好所有想得到應該可能要用到的東西，就有點頭暈了，最後再

口頭交代和寫信給首發團團長毛哥哥及文件代理人陽公主： 

 

任任任任務完成務完成務完成務完成    

2/20 半夜到了不再陌生的九龍維景，看到人們都已經喝起來了，就知道大家都

已經順利得到自己五天的房間囉。雖然一樣的房價卻沒有了早餐、房間沒有連

號，讓我們每晚的瘋狂被樓管關切不少次，但還算是有達成任務囉。 

 

親愛的 A 團團長和文書小姐… 

訂房大使來跟兩位說明一下到酒店 check in 的事情。 

我們總共有 10 間房，兩間加床三人房，八間雙人房。全部有 23 人但檯面上住房為 22 人。

1 人是黑戶請不要在櫃台說漏嘴囉~ 

因為我已經跟 Agoda 交代過，也跟酒店再確認過我們希望同一層樓並統一 check in。也說明

過人是分散抵達的狀況，所以我想直接拿訂房確認單去 check in 他應該就會處理了。Agoda

規定是有要求要出示付費信用卡，所以真的有要就拿我跟小虎的給他。然後說我本人要晚

點才會到。 

因為 Agoda 在訂房時已經要求要把入住者的名字都 key 進去，但那些名字都是我當時亂填

的，沒有按照我們自己的分房，所以可以不予理會。櫃檯如果問起哪間房是誰誰誰，就把

影本給她們，或是說等人到了之後再補拿護照給她們確認即可。我想向她們表明房間我們

自己有再分配過也是無妨的。 

拿到鑰匙之後，妳們就按照我們的分房表分一下房間，兩間三人房要記得分對間，一間偷

渡的 2 變 3 人房就盡量放最裡面，然後填入房號表(會給正副隊長各一份)，在門上貼上小

門牌，鑰匙交給不會太早睡的人保管就 ok 囉。B 團到應該是 11 點之後了。 

 

美齡那邊會在出發前得到以下文件，請記得一定要帶喔~ 

1. 訂房確認單 5 張 

2. 付款收據 5 張 

3. 我與酒店的往來 email 一張 (要求安排在同樓層及由一人代表統一領取十間房的鑰匙) 

4. 22 人的護照影本 

5. 我房費刷的信用卡 

6. 小虎房費刷的信用卡影本(卡也就請她帶在身上) 

7. 房間門牌*10 

8. 房間分配表*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