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上蘇杭‧江南建築美學之旅》 

宗    旨：藉舉辦海外旅遊暨觀摩考察活動，增廣會員建築視野並促進同業交

流。 

日    期：106年 11 月 24日(五)～106 年 11月 29(三)  6天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6年 9 月 15 日(五)止。 

報名方式：請填妥報名表後傳真至公會辦理，並同時繳交訂金。 

訂    金：$10,000元，為確認機位，以完成繳交訂金者優先受理報名。 

費    用：每人$35,000元(包含食、宿、交通、保險、機場來回接送、領隊

導遊小費、行李小費、門票、燃油稅兵險)，如指定單人房需另補

房間價差$13,000元。 

參加對象：本會會員代表暨眷屬。 

補助對象及方式：經第 9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決議，補助對象為無缺

繳年費之會員公司代表，每家公司(以登記之會員代表為補

助對象)補助$6,000元，於活動結束後匯款辦理。 

名    額：預計 70位(以報名截止日計算實際人數)。 

集合地點及行程說明會時間：另行通知。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上蘇杭‧江南建築美學之旅六日】 

只有到了江南，才能真正感受到小橋流水人家的江南情韻；只有到了水鄉，才能體會到那繞著白牆

黑瓦流動的碧水是怎樣流淌入人們夢鄉的。江南小鎮上的人似乎超越了時空的存在，安寧地生活在

水岸石巷中，那些木扇窗葉，窗下滴水的棉布拖把，門前的草盆蘭花，都在流淌著深遠厚重的文化

底蘊、傳遞著豁達的人生情態，表現著那與生俱來的悠閒安然，這一切一切構成了江南最真實的生

活畫面。 江南古有盛名，又稱《華中》，是中國長江流域和溫暖溼潤的氣候所孕育而成的廣大區域，

過去的文人墨客，更把它形容為《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特色玩樂】 

【上海】簡稱滬，別稱申，是中國最大的城市，亦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總人口數世界第一。 

【杭州】是中國著名的旅遊勝地，以其湖光山色的美景與多處名勝古蹟聞名，有人間天堂的美稱。 

【湖州】是著名的魚米之鄉、中國四大米市之一。素有布碼頭、錢碼頭、小上海之稱。 

【行程特色】 

精心安排參觀具有典型江南水鄉風光、素稱「文物之邦、魚米之鄉」─紹興。四面環水，內河縱橫

交錯，譽為「漂在水上的古城」，烏篷船是水上特色交通工具，就如威尼斯的貢多拉。史料記載，

在清光緒年間紹興城內就有橋樑 229 座，紹興石橋之多，堪稱之最。 

安排遍覽江南六大古鎮之一～烏鎮。烏鎮雖是江南六大古鎮之ㄧ，但自 2007 年完成整建之後，規

劃出融合古今風格的住宿，甚至在古宅深巷中還隱藏著時尚的酒吧和 SPA 會館，獨具水鄉風情和

動感時尚結合的迷人魅力。 

【拙政園】江南園林的代表，也是蘇州園林中面積最大的古典山水園林。拙政園全園占地 62 畝，

分為東、中、西和住宅四個部分。這一大觀園式的古典豪華園林，以其佈局的山島、竹塢、松崗、

曲水之趣，被勝譽為《天下園林之母》、《中國四大名園》。 

【蘇州博物館】貝聿銘的封刀之作，此博物館最吸引人之處，應該還在於它是貝聿銘的作品，除了

這位有名望的建築師跟蘇州的淵源，更增添他為蘇博館建築設計的人文價值值。 

【西湖】三面環山，層巒疊嶂，天生麗質。西湖的美是大自然的賜予，更是歷代先人的傑作。北宋

一代大詩人蘇東坡把西湖比作美女西施，是這樣描繪西湖的美《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西湖的景致隨著四季變化而變化，都令人嘆為觀止。 

【酒店安排】 

● 蘇州托尼洛蘭博基尼書苑酒店 

  五星級的蘇州托尼洛蘭博基尼書苑酒店坐落在蘇州工業園區金雞湖湖旁邊，提供室內游泳池、

spa 與健康中心、健身中心以及帶免費 WiFi 的客房。蘇州托尼洛蘭博基尼書苑酒店距離蘇州火車站

有 24 分鐘車程，距離蘇州火車北站有 32 分鐘車程，距離浦東國際機場有 2 小時的車程。典雅的客

房享有豪華的現代裝飾，提供舒適的休息區。每間設備齊全的客房均設有平板衛星電視、迷你吧以

及帶淋浴和浴缸的連接浴室。客人可以享受舒緩的按摩護理服務，或在花園內散步。旅遊諮詢台的



員工可協助客人安排觀光旅行，還提供汽車租賃服務和訂票服務。丹尼斯法式廚房供應精選的法式

美食。酒店每日供應自助早餐，客人可在客房內享用早餐。 吳中區是湖泊、休閒、城市漫步的絕佳

選擇。 

 嘉興龍之夢大酒店 

  嘉興龍之夢大酒店是由道洪集團投資按照豪華五星級酒店標準建造，位於嘉興市中環南路

1977 號。酒店毗鄰滬杭高速、乍嘉蘇高速公路，交通便利，地理位置優越。緊鄰放鶴洲公園、

月河風景區、南湖風景區、西塘、烏鎮等風景名勝區，同時酒店靠近樂天瑪特購物中心、環球

二號 KTV、雲上足道等休閒購物場所，是購物休閒、商務出行的城市核心之一。嘉興龍之夢大

酒店總面積 4.5 萬平方米，擁有各類豪華客房 355 間套，豪華溫馨的客房設施，將帶給您品位非

凡的享受。嘉興龍之夢大酒店擁有極其完善和現代的會議場所及設施，配有 10 個不同規格的的

會議室，可以容納 1000 餘人的宴會廳，是目前浙江省同類酒店中規模最大、設施最完善的會議

中心之一。酒店餐飲由溫州湯臣一品經營管理，擁有各類餐廳，設有 16 個風格迥異的豪華包廂，

極具歐陸風情的西餐廳，繽紛多彩的美食全方位詮釋時尚奢華生活，為您營造出尊貴的頂級就

餐空間。 

 湖洲月亮彎喜來登酒店                             設計師 耶魯大學建築師馬岩松先生 

  湖州喜來登溫泉度假酒店 ，位於南京和上海之間 。由耶魯大學建築師馬岩松先生主創設計，承

建商為上海飛洲集團。因為其形狀獨特的環面幾何設計，又被叫做"馬蹄酒店"，"圓環酒店"或"月亮

飯店"。該酒店屬於喜達屋酒店及度假酒店國際集團的喜來登酒店連鎖。2008月 5月 18日酒店開工，

2012 年 9 月 28 日落成，總投資約為 15 億元，總建築面積 6.47 萬平方米。酒店共有 27 層樓，設有

321 間客房，37 個別墅，40 間套房，一間總統套房，停車設施，健身和健康中心，四家餐廳，咖

啡廳，兒童游泳池，以及配有露台。 

● 西溪花間堂酒店 

  酒店位於西湖區紫金港路，是融合精緻優雅與國際頂級 MetaSpa，為賓客提供當代先進美療設

施與康健服務的精品酒店。酒店致力打造完美極致的體驗，在自然華美、獨具風格的環境裡，感受

由簡練建築、馥郁料理、謙恭禮遇而生的非凡之境，帶給賓客至善至美的旅行生活。杭州西軒酒店

的建築風格簡潔現代，簡約華貴中蘊含詩意雋永的舒適體驗。此外， MetaSpa 借國際級皮膚科專

家所提供的頂級美療與康健護理、先進的美療技術、全球知名的美膚藥妝產品，實現心智交彙的煥

生之旅。 

● 上海靜安瑞吉酒店 

  上海靜安瑞吉酒店位於上海，距離淘寶城鳳翔服裝禮品廣場有 900 米，提供免費 WiFi 和私人

停車場。客人可以光顧內部餐廳。部分客房配有休息區，供客人在忙碌的一天后放鬆身心。每間

客房均配有空調、電視、咖啡機、水壺和私人浴室。額外設施包括浴袍和拖鞋。酒店提供 24 小時

前臺和理髮店。酒店亦提供汽車租賃服務。上海靜安瑞吉酒店距離靜安寺有 1.3 公里，距離南京東

路步行街有 1.8 公里，距離上海虹橋國際機場有 12 公里。 旅友們喜愛靜安區的理由：餐廳、夜生



活和美食。 

◎飯店房型安排標準房型 2 人一室(2 張單人床)，如需求一大床房型，請提前需求。 

◎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敬請見諒。 

 

搭機參考航班 

  參考航班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1 長榮航空 B72596 清泉崗機場 15:30 無錫 17:55 

2 長榮航空 BR711 上海浦東 13:15 桃園機場 15:10 

 

第一天 清泉岡機 場／無錫－飯 店 CHECK IN－享用飯店設施 

【無錫】無錫是首批經國務院批准的 13 個較大的市之一，享有地方立法權；同時還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歷史文化名城及 1998 年國家旅遊局評定的第一批優秀旅遊城市之一。無錫不僅是江南地區傳統的

魚米水鄉，更是近代中國民族工商業及現代鄉鎮民營企業的搖籃，在 1981 年便被列為全國十五個經

濟中心城市之一。而在取得經濟發展成就的同時，也不乏文化軟實力相伴，從無錫走出過諸如顧愷之、

倪雲林、錢穆、錢鍾書等諸多名流，也有以寄暢園、蠡園、黿頭渚等為代表的古今著名園林傳世。 

餐 點 早 機上餐點   中 溫暖的家   晚 蘇州誠品 (RMB 100/人)  

住 宿 5 星蘇州托尼洛蘭博基尼書院酒店 (超跑系列在中國維一書院式酒店) 

  

第二天 
前往蘇州－蘇州誠品－李公提－蘇州博物館+忠王府 拙政園－蘇州周庄－嘉興月河古

鎮－飯店 CHECK IN－享用飯店設施 

【蘇州誠品】誠品大陸第一家旗艦店「誠品生活蘇州」，2015 年 11 月 29 日在蘇州工業園區金雞湖畔

盛大開幕，金雞湖是蘇州一處充滿時尚與藝文的新商圈，素有「皇冠上的鑽石」的美譽，相當符合誠

品形象，而它的位置就設在蘇州市金雞湖東岸 CBD 繁華市中心，延續台灣店的複合式經營，整個蘇

州誠品分為五大書區、四處特色空間、三家店中店以及 B1 層的誠品生活採集，從書店延伸到畫廊、

展演、藝文空間和課程、設計商品、咖啡店，在內部 15000 坪的空間中極致發揮，有機會來蘇州，不

妨親身體驗一番，誠品為蘇州所寫入的台灣美學符號。 

【李公提】李公堤是蘇州市金雞湖中唯一的湖中長堤，全長 1400 米，光緒年間元和縣令李超琼所建。

李公堤整體典雅精致，當年商賈雲集的盛景，從堤上古碑文中仍可略窺一二。李公堤所在之環金雞湖

景觀工程由全球最具領導地位的景觀設計與區域規劃顧問之一。現已成為國內混合型親水社區的成功

典範，形成巨大規模的開放型現代城市生態公園。 

【蘇州博物館】由貝律銘大師所參與設計的，博物館新館的設計結合了傳統的蘇州建築風格，把博物

館置於院落之間，使建築物與其周圍環境相協調。博物館的主庭院等於是北面拙政園建築風格的延伸

和現代版的詮釋。貝聿銘先生設計的蘇州博物館新館，不僅能使蘇州博物館獲得極高的名人效應和品

牌優勢，同時，通過這個視窗，能進一步提高蘇州的知名度，擴大蘇州的影響，使世界進一步瞭解蘇



州，讓蘇州進一步走向世界。由貝律銘大師所參與設計的，博物館新館的設計結合了傳統的蘇州建築

風格，把博物館置於院落之間，使建築物與其周圍環境相協調。博物館的主庭院等於是北面拙政園建

築風格的延伸和現代版的詮釋。貝聿銘先生設計的蘇州博物館新館，不僅能使蘇州博物館獲得極高的

名人效應和品牌優勢，同時，通過這個視窗，能進一步提高蘇州的知名度，擴大蘇州的影響，使世界

進一步瞭解蘇州，讓蘇州進一步走向世界。 

【忠王府】是清代農民起義政權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的王府，是當年太平天國留存下來的最完整的建

築物，也是我國歷史上遺存下來最完整的農民起義軍王府。 

【拙政園】位於蘇州市的東北街，是江南園林的代表，始建於明代正德四年間，與同在蘇州的「留園」、

北京的「頤和園」、承德「避暑山莊」並稱中國四大名園，也是蘇州園林中最大、最著名的一座。明

代弘治進士「王獻臣」在嘉靖、正德年間官居監察御史，晚年仕途不得意，罷官回鄉後，在唐代陸龜

蒙宅地和元代大弘寺舊址處拓建而成，取晉代文學家潘岳「閒居賦」中〈此亦拙者之為政也...〉句意，

取名為「拙政園」。王獻臣在建園時，特聘請吳門畫派的代表人物「文徵明」為其設計藍圖，建成以

水為主，近乎自然風景的園林，整體布局非常巧妙，把有限的空間進行分割，充分採用了借景和對景

等造園藝術，池廣樹茂，景色自然，臨水區域佈置了形體不一、高低錯落的建築，整個園區層次分明，

格調古樸自然，是最能反映明代特色的古典園林，1997 年，「拙政園」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

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周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蘇省蘇州市崑山市下轄的一個鄉鎮級行政單位， 周圍湖盪環列，鎮內

河港縱橫，是典型的江南水鄉，被譽為「中國第一水鄉」。目前已經成為著名風景旅遊區。 

【月河古鎮】小河、狹弄、舊民居、廊棚，展現了濃厚的水鄉古域風貌。佈滿歷史年輪的古老街道，鐫

刻歲月風雨的門樓花窗，透著柔柔韻味的迤邐河道…徜徉在月河歷史街區，能感受到在樸實無華中超凡脫

俗中返璞歸真的魅力。 

餐 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蘇州特色風味+大閘蟹 (RMB 180/人)晚 嘉興南湖風味 (RMB100/人)          

住 宿 嘉興龍之夢大酒店 

  

第三天 
前往－嘉興遊南湖+登島－烏鎮西柵+搖櫓船－烏鎮木心美術館(入內)--飯店 CHECK IN

－湖州月亮彎夜景－享用飯店設施 

【船游南湖＋登乾隆帝煙雨樓＋上湖心島】南浙江三大名湖之一，南湖是浙江的三大名湖之一，與杭

州西湖、紹興東湖齊名。用“湖煙湖雨蕩湖波”來描述南湖的煙雨迷蒙景色真是恰倒好處。春天，湖畔

柔柳如煙；夏天，樓前荷花搖曳；秋天，滿湖菱香四溢；冬天，瓊宇銀裝素裹。因位於嘉興城南而得

名。南湖風景名勝區煙雨樓，煙雨樓位於南湖湖心島上，始建於五代，從唐代起其以輕煙拂渚、微風

欲來的朦朧景色聞名，湖上畫舫雲集，歌舞不絕，堪稱江南盛景。乾隆、孫中山及眾多文人雅士多次

上島遊覽。【烏鎮西柵】江南古鎮水鄉地處浙江省桐鄉市北端、西邊臨近湖州市為二省三市交界之處，

是江南水鄉六大古鎮 的中心位置，千百年來烏鎮建築臨河而建、傍橋而市，雖歷經時代的滄桑，但

烏鎮的街道上仍完整保存水鄉古鎮 的風貌及建築風格，獨特的臨水建築「水閣」，透露出樸實古香的

韻味，因此烏鎮被稱為「中國最後的枕水人 家」，東、西、南、北四條街呈現「十」字交叉形成棋盤

式河街平行與水陸相鄰的格局，街道兩旁大量的明清建 築，從樑、柱、門到窗上的木雕和石雕工藝

都十分精湛，與河上的石橋表現出小橋、流水的江南古鎮風情。【烏鎮木心美術館】木心出生烏鎮當



地有錢人家，和茅盾是同鄉[1]。1946 年，就讀於劉海粟創立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即現在 南京藝術學

院)學習油畫，但 20 歲出頭的木心因為領導學生運動，被當時的上海市長吳國楨親自下令開除學籍，

又被國民黨通緝，走避台灣。直到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才回到大陸。 

餐 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烏鎮兩府風味 (RMB 80/人)  晚 湖州鳳凰風味 (RMB100/人) 

住 宿 湖州喜來登月亮灣度假酒店 

  

第四天 
前往－杭州－遊覽西湖+遊船、花港觀魚～柳浪聞鶯、雷峰塔及杭州奧體中心(外觀)、

明清河坊街－飯店 CHECK IN－享用飯店設施 

【杭州】簡稱「杭」，位於浙江省北部，是浙江省省會，副省級城市之一。由於處杭嘉湖平原南緣，

杭州憑藉其優越的地理位置，成為長三角地區重要中心城市和中國東南部交通樞紐。 

【花港觀魚】西湖十景之一。曾經是南宋內侍官盧允升的私家花園，稱為盧園。因花家山的溪水經過

這裏流入西湖，因為得名「花港」。清代康熙、乾隆兩位皇帝都對花港觀魚情有獨鐘，故康熙題寫了

景名，乾隆作詩讚美道：「花家山下流花港，花著魚身魚嘬花。最是春光萃西子，底須秋水悟南華。」 

【西湖景區】座落於杭州城西的一顆光彩奪目的明珠，三面環山，一面瀕市，湖體輪廓近似橢圓形，

面積 6.03 平方公里，峰、岩、洞、壑之間穿插泉、池、溪、澗，青碧黛綠之中點綴樓閣亭榭、寶塔、

石窟，湖光山色，風景美如西子，被譽為《人間天堂》 

【雷峰塔】雷峰塔建於 975 年，歷時 6 年完成，傳說是吳越王錢弘俶為慶祝寵妃黃氏得子而建，昔日

亦稱黃妃塔（亦作「黃皮塔」）。「雷峰」之名取自所處的杭州南岸夕照山之最高峰雷峰頂。雷峰塔

曾於 1924 年倒塌，後來於 2002 年重建。 

【明清河仿商店街】這裡都是明清時代的建築群及穿著明清時代衣衫的人員，你會被眼前的景色所驚

歎，甚至心醉神馳，懷疑自己是否進入了世外仙境回到數百年前的場景。 

 

餐 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杭州知味觀 (RMB120/人)  晚 杭州樓外樓 (RMB 120/人) 

住 宿 杭州西溪天堂西軒酒店 

  

第五天 
杭州西溪濕地+電瓶車+電瓶船－上海電梯登東方明珠電視塔－上海豫園－新天地步行

街－飯店 CHECK IN－享用飯店設施或到外灘走走 

【西溪濕地-電瓶車+遊船】中國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國家濕地公園，與西湖、西泠並稱為「杭州

三西」。整個園區約有 70％的水域面積，6 條河流縱橫交匯，其間分佈著分支的小河、魚鱗狀的池塘，

形成了西溪獨特的濕地景致。來到西溪可以泛舟湖上或垂釣塘邊；春可踏青、夏可採菱、秋可賞蘆、

冬可探梅，四季景致風情各異。目前西溪東區共開放煙水漁莊、秋雪庵、西溪水閣、梅竹山莊、深潭

口、西溪梅墅、西溪草堂、泊庵等 8 大景點。遊玩水網密佈的西溪有 3 種選擇：陸路步行、動船走外

河道或是搖櫓船走內河道，不過最美妙的當然還是坐在搖櫓船上賞景了。隨著搖櫓船搖搖擺擺的，微

風迎面吹來，讓人不敢相信眼前這幅美景，竟然存在城市之中。 

【上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直轄市，國際金融中心、交通樞紐，其港口為世界貨櫃吞吐量最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C%85%E7%9B%BE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9C%A8%E5%BF%83#cite_note-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6%B5%B7%E7%BE%8E%E6%9C%AF%E4%B8%93%E7%A7%91%E5%AD%A6%E6%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AC%E8%89%BA%E6%9C%AF%E5%AD%A6%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AC%E8%89%BA%E6%9C%AF%E5%AD%A6%E9%99%A2


貨物吞吐噸位最大；主要產業包括商貿流通、金融、信息、製造等。上海位於中國東部弧形海岸線的

正中間，長江三角洲最東部，東臨東海，南瀕杭州灣，西與江蘇、浙江兩省相接，北端的崇明島處於

長江入海口中。近年來，上海市也與周圍的江蘇、浙江兩省高速發展的多個城市共同構成了長江三角

洲城市群，是世界幾大城市群之一。 

【上海東方明珠塔】上海東方明珠塔座落於上海黃浦江畔、浦東陸家嘴嘴尖，以其 468 米的絕對高度

成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三之高塔。東方明珠塔卓然秀立於陸家嘴地區現代化建築樓群，與隔江的外灘

萬國建築博覽群交相輝映，展現了國際大都市的壯觀景色。 
【上海豫園】豫園座落於中國上海市黃浦區，原上海老城廂東北部，北靠福佑路，東臨安仁街，西南

有城隍廟、豫園商城，是建於明朝時期的古典園林。豫園建於 1559 年，最初是四川布政使潘允端的

私人園林，他建造此園林的目的是「愉悅老親」，而「愉」和「豫」意思相通，故而得名豫園[1]。之

後，豫園輾轉於多人之手並經受多次戰火的摧殘。如今，其是典型的江南園林代表並已經成為上海著

名的遊覽勝地。豫園於 1959 年被公布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1961 年開始對公眾開放，1982 年被國

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園內有江南三大名石的玉玲瓏和原小刀會起義的指揮所——點春

堂。園側亦有城隍廟及商店街等遊客景點，附近有多家著名食店，包括以小籠饅頭著名的南翔饅頭店、

綠波廊及上海老飯店。 
【新天地步行街】上海新天地於 2001 年建成，是香港瑞安集團在上海投資建設的一個現代化餐飲、

休閒、娛樂和購物的時尚地標。靠近淮海路商業街，周圍有多家高級寫字樓。原本這處是一個舊社

區，充滿著石庫門弄堂平民住宅[1]。1990 年代末，上海市經濟起飛，多個舊社區都被遷拆重建。 

餐 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杭州粵尚西湖 (RMB157/人)    晚 上海雍記風味 (RMB200/人) 

住 宿 5 星上海靜安聖瑞吉酒店 (2017 年五月開幕) 

  

第六天 上海－出發前往機場上海浦東／桃園機場 

本日搭乘長榮航空公司 BR711 班機 13:15 起飛 15:10 抵達桃園機場。 
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台灣機場。 預祝 各位貴賓旅途愉快！ 

餐 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機上享用   晚 自家      

住 宿 甜蜜的家  

 
2017 年 11 月 24 日 出發  
 
團費 :35,000 含小費 接送 行李 小費  商務艙加價 NT:16,500 個人票 訂到為主 
 
全程單人房 加價 NT:13,00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5%AE%89%E9%9B%86%E5%9C%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6%B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AE%E6%B5%B7%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AB%E5%AD%97%E6%A8%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5%BA%AB%E9%96%80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96%B0%E5%A4%A9%E5%9C%B0#cite_note-1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上蘇杭‧江南建築美學之旅》 
報  名  表 

姓名 

(與護照同) 

(中)     (英)    

身份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連絡地址 (      ) 

公司名稱  

連絡電話 (O)               (H)                (手機) 

緊急連絡人     關係  

緊急連絡人電話 (O)               (H)                (手機) 

退補助款帳號          銀行       分行  帳號  

退補助款戶名  

收據抬頭  統編  

應繳交之證件 

1.已持有護照者□護照正本 (護照有效期須至 2017 年 12 月 30 日  )         

持照人簽名需自行簽名。   

2..無照或過期者□身份證正本□二吋底色白色之彩色照片 2張□舊護照正本 

 □護照費 $1,400 元  

3.申辦台胞證□護照影本□身份證影本 □二吋大頭照 1 張 □舊台胞證影本 

  □台胞證費用 $1,600 元 

訂金繳交情況 
$10,000 付費方式 □刷卡   □匯款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南彰化分行   

帳號：220-10-088195  戶名：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餘款繳費情況 
付費方式 □現金    □信用卡   
請於說明會當日繳清 ※說明會日期另行通知 

備註 

1.以上繳交照片不得與身份證、護照相同, 需近 6 個月內照片(白底與

身份證同尺吋) 
2.護照有效日期少於 1 個月者需辦新護照，並需繳回舊照，如欲代辦，

費用請與訂金一同繳交。 
3.素食者請打勾 □ 全素    □奶蛋素  □不吃牛 
4. □指定單人房，加價  $13,000  元 (指定單人房者請勾選) 
5.報名同時請一併傳真護照、台胞證影本,以便確認機位。 

※敬請詳細填寫、勾選上述資料後於 106.09.15 前傳真 04-7632892 報名 
※傳真報名表後，請務必來電確認 TEL：04-7632922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上蘇杭‧江南建築美學之旅 6日遊 

信 用 卡 傳 真 表 格 

            
 註明※※項目請務必填寫清楚後，回傳至公會FAX：04-7632892 
         回傳後請來電確認TEL：04-7632922 
 持卡人資料 ： 

※※姓姓名名：：                                  ※※英英文文姓姓名名：：                                                              

※※身身份份證證字字號號：：                                            ※※信信用用卡卡卡卡號號：：                                        

※※信信用用卡卡公公司司::                  銀銀行行  ※※有有效效期期限限：：        月月        年年  ※※檢檢查查碼碼：：                

※※聯聯絡絡電電話話::                                              ((行行動動))                                                        

※※聯聯絡絡地地址址::                                                                    生生日日：：    年年    月月    日日  

□機票／航程： 106.11.24(五) 長榮航空 B72596   出發日期：106 年 11 月 24 日           

□團費／團名： $ 35,000 上蘇杭江南建築美學之旅 6 日遊        

代代刷刷人人員員名名單單：：                              

※※消消費費總總額額：：$$                          

※※大大寫寫金金額額：：        拾拾      萬萬      仟仟      佰佰      拾拾      元元整整  

※※發發票票資資料料：：抬抬頭頭                                                                  

統統編編                                              

※※持持卡卡人人簽簽名名：：                    （（須須與與信信用用卡卡簽簽名名同同））  

◎ 信用卡授權碼：                        （此欄由旅行社人員填寫） 

◎ 簽約日期：              年              月               日  

◎ 信信用用卡卡傳傳真真表表格格若若不不敷敷使使用用請請自自行行影影印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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