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海岸花艺+商业模式研修

课程名称：美国西海岸花艺+商业模式研修
主

办 方：COHIM FASHION TRAINING ORGANIZATION 中赫时尚

课程时间：2018 年 9 月 7 日-9 月 17 日
出发城市：北京
学

费：48800

（中赫时尚往届花艺设计毕业学员将享受特别价格，具体信息请咨询课程顾问）

【课程简介 COURSE INTRODUCTION】
中赫时尚联合加州花校开展美国西海岸花艺+商业模式研修之旅，加州最具影响力的花校校
长亲自授课、学习自然烂漫的加州花艺风格、参观绝美鲜切花农场、风靡美国的加州美食、
低调神秘的米其林餐厅、当地首富私宅参观、最潮的加州生活方式， 丰富的专业交流，深
入花艺产业链各个环节，与加州花艺行业大咖面对面……9 月，跟随我们到加州，深入黄金
之州，探寻花艺+商业模式研修之路！

费用包含：

1. 北京到旧金山往返机票（统一集合出发）
2. 美国签证办理费用
3. 美方课程活动邀请函
4. 课程及行程期间的美国连锁商业酒店住宿

5. 统一行程专属大巴服务及专业司机
6. 每日酒店早餐
7. 全程专业翻译及翻译器材
8. 中方专业讲师讲解及服务
9. 随团专业摄影师跟拍记录
10. 美国行业专家培训费
11. 美国企业方交流费用
12. 境外旅行保险

费用不包含：

1、 从所在城市往返于北京的交通及住宿费用；
2、 出入境的行李海关课税，行李的托运费、管理费等；
3、 美国学习期间每日的午、晚餐；
4、 其他一切可能发生的因个人需求或原因所产生的费用。

特别提示：如因赴美签证拒签或因个人原因临时取消行程，中赫时尚将根据实际情况办理退
团手续，因退团所产生的费用损失需由报名者个人承担。可能产生的退团费用包含：机票退
票费、签证费及服务费、旅行保险费，酒店预订费、美国旅行中已经产生的并不可办理订的
参观考察费及活动费、参团服务费，具体金额以确定取消当日的实际价格为准。

花艺行业从业者、行业内在职花艺设计师、花艺经营者、对花艺有一定基础的花艺爱好者

项目
Day 1

时间

出发：北京-旧

入住酒店 休息

金山-希尔兹堡

熟悉环境
上午 9:30 -

DAY 2

内容

课程：加州花校

12:00

开学典礼
Dundee 教授花艺设计师的灵感转路径，花器花材与设
计规则的综合运用，教授经典加州花艺风格。

上课
下午 13:00
-16:30
上午 9:30 DAY 3

课程：加州花校

12:00

下午学习生运用加州花材结合上午内容创作加州风格花
艺作品，拍摄记录。
商业花艺设计中的客户交流与情感表达。讲述如何有效
与客户交流风格，花材，和色彩，如何有效了解客户意
愿如何有效控制预算，高效利用预算。

上课
下午 13:00
-16:30

制作风格板，并且根据风格板创作加州风格花艺作品。
Front Porch 农场工作人员分享农场经营理念以及农场
生态管理。Front Porch 农场是一个集花材，蔬菜，家
畜饲养，葡萄园于一体的综合农场，其中花材农场占地

上午 9:30 DAY 4

加州花艺链：

12:00

约 20 亩，种植花材丰富多样。农场坚持农作物有机管理，
坚持多样化经营，除了作物栽培之外，还有培训，婚礼

Front Porch

宴会活动等多种业务。Front Porch 农场在生态管理，

农场

经营理念，生活方式方面对于花艺行业从业者都有非常
大的启发意义。
下午 13:00
-16:30

DAY 5

加州生活方式：

上午 9:30 -

在 Front Porch 农场运用农场鲜切花创作大型花艺装置
Shed 相关负责人为学员分享 Shed 品牌理念，同时讲解

Shed 有机生活

12:00

杂货店

店铺的货品组合，产地控制，陈列和视觉营销等方面。
同时会为学员定制可食用花材主题沙龙。
Shed 是一个集零售，餐饮，培训，休闲，等多种业务为
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体。坚持取材天然，福泽当地的理念，
售卖商品以及店内餐饮选用的均为当地甄选高品质有机
材料。是 Healdsburg 当地创意产业的优秀代表，店铺
内部产品陈列，组货，采购，品牌模式，理念，对于中
国当下十分流行的多品类集合店铺，和生活馆的概念非
常具有参考价值。

下午 13:00
-16:30

可食用花材体验沙龙。
参观 Healdsburg 知名园艺商店(具体资料未知）
Healdsburg 首富私宅参观。

上午 9:30 12:00

Bieke 指导学员进行烹饪沙龙，分享加州美食文化。

加州生活方式：
DAY 6

加州知名室内设计师介绍加州家居和室内设计

加州私宅参观

宅配花艺项目设计示范，Dundee 与 Sue 演示如何根据

及美食沙龙

室内设计风格设计相匹配的花艺作品。
下午 13:00
-16:30

Mick 介绍讲解 Bieke 花园。
Dundee 家私宅参观，Dundee 介绍花园中规划，室外
植物管理
旧金山花市与知名花店参观
旧金山属亚热带地中海气候，气候冬暖夏凉、阳光充足，

上午 9:30 加州花艺产业
DAY 7

12:00

链：旧金山花市

-16:30
上午 9:30 -

点游览：金门大

12:00

桥，九曲花街，

下午 13:00

渔人码头

金融中心。自然环境加上经济条件早就了旧金山发达的
业从业者具有非常高的借鉴意义。

下午 13:00

DAY 8

是世界最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基地和美国西部最重要的
花艺行业。旧金山知名的花市和花店参观，对于花艺行

和花店参观

旧金山著名景

自然环境宜人，同时临近世界著名高新技术产业区硅谷，

-16:30

旧金山晚宴，毕业典礼

金门大桥，九曲花街，

渔人码头，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

旧金山自由游
DAY 9

览

全天

自由游览，纵情享受加州生活方式

满载而归：旧金
DAY 10

山起飞回国

次日抵达北京

美国加州花校校长：Dundee Butcher
美国加州 Front Porch 农场创始人：Mimi
美国加州著名室内设计师：Sue Volkel
美国加州产地经济创意经济体 Shed 创始人：Cindy
Dundee Butcher：

Russian River Flower School（California Flower School）是加州最具影响力的花艺设计学校。创始
人 Dundee Butcher 曾经是短跑运动员，退役后在伦敦生活，在伦敦生活期间曾经在英国知名花店和花艺
品牌，Jane Packer， McQueens 等有丰富的工作经验。2013 年，Dundee 回到美国，创办了加州花
校，致力于与更多学员分享花艺的美好，致力于启发和鼓励学员运用独特的花艺作品进行创作。

Bieke 是 Dundee 的朋友，作为 Healdsburg 首富，她是当之无愧的加州生活方式的代表。其私宅室内
装饰风格极具代表性，Bike 同时毕业于蓝带，热衷于美食和烹饪。暂无照片和更多介绍资料，Dundee
之后会提供更详细的资料）

Sue Volkel 是加州非常有名的室内设计师，以及跨界花艺设计师，参与 Shed 的室内设计工作，负责 Shed
的日常花艺设计。Sue 对加州室内设计风格与花艺风格有非常独到的经验和深入的理解。（暂无照片和更
多介绍资料，Dundee 之后会提供更详细的资料）

Mick 是 Healdburg 知名园艺设计师，曾参与加州诸多高级私宅的园艺设计。
（暂无照片和更多介绍资料，
Dundee 之后会提供更详细的资料）

到访目的地简介：
Front Porch 农场创始人 Peter 和 Mimi 是一对夫妇。在各自专业领域数十年之后他们决定返璞归真，回
归自然。2010 年他们买下了 Front Porch 农场，将 Front Porch 农场从一个葡萄园经营成为了现在花材，
蔬菜，家畜饲养，葡萄园于一体的综合农场，其中花材农场占地约 20 亩，种植花材丰富多样。农场坚持
农作物有机管理，坚持多样化经营，除了作物栽培之外，还有培训，婚礼宴会活动等多种业务。Front Porch
农场在生态管理，经营理念，生活方式方面对于花艺行业从业者都有非常大的启发意义。（Front Porch
分享人暂未确定）

Shed 是一个集零售，餐饮，培训，休闲，等多种业务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体。坚持取材天然，福泽当地
的理念，售卖商品以及店内餐饮选用的均为当地甄选高品质有机材料。是 Healdsburg 当地创意产业的优
秀代表，店铺内部产品陈列，组货，采购，品牌模式，理念，对于中国当下十分流行的多品类集合店铺，
和生活馆的概念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Shed 相关负责人会为学员分享 Shed 品牌理念，同时讲解店铺的货品组合，产地控制，陈列和视觉营销
等方面。同时会为学员定制可食用花材和其他植物材料为主题的沙龙。（Shed 分享人暂未确定）

旧金山属亚热带地中海气候，气候冬暖夏凉、阳光充足，自然环境宜人，同时临近世界著名高新技术产业
区硅谷，是世界最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基地和美国西部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自然环境加上经济条件早就了
旧金山发达的花艺行业。旧金山知名的花市和花店参观，对于花艺行业从业者具有非常高的借鉴意义。（具
体花市和花店尚无资料）

Healdsburg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毗邻旧金山。拥有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宜人的气候条件，现
总人口不超过两万人，未被过度开发，成为了加州富人的世外桃源。得益于加州优渥的自然环境，
Healdsburg，花艺产业和葡萄酒产业非常发达，以精致美食、大量美酒和简约餐馆而闻名远近，魅力十
足。连续多年被评为美国 10 个最美小镇之一。

报名学习流程：
1、在线填写报名表，提交申请；
2、同时在线缴纳 10000 元预定金，可支付宝或微信支付；
3、签订报名协议书；
4、办理签证手续；
5、签证通过后缴纳余款；
6、出团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