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2018 會員代表海外自強活動
《品味京都建築、文化、藝術美學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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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05 月 29 日(二)～107 年 06 月 02(六) 5 天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7 年 4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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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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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00 元，指定商務艙加價$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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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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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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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會員代表海外自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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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名 表
姓名

(中)

(英)

(與護照同)

身份證字號
連絡地址

生日
(

年

月

日

)

公司名稱
連絡電話

(O)

(H)
關係

緊急連絡人
緊急連絡人電話 (O)
退補助款帳號

(手機)

(H)
銀行

(手機)

分行 帳號

退補助款戶名

統編

收據抬頭

1.已持有護照者□護照正本(護照有效期須至 2017 年 12 月 3 日 ) 持照人簽
應繳交之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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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金繳交情況

$10,000 付費方式 □刷卡

□匯款 彰化第十信用合作社 中華分社

帳號：0048110952890 戶名：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付費方式 □現金
□信用卡
餘款繳費情況 請於說明會當日繳清 ※說明會日期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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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3.素食者請打勾 □ 全素
□奶蛋素 □不吃牛
4.□指定單人房，加價 $11,800 元 (指定單人房者請勾選)
5.□指定商務艙，加價 $8,000 元。(指定商務艙者請勾選)
6.報名同時請一併傳真護照影本,以便確認機位。
※敬請詳細填寫、勾選上述資料後於 107.04.20 前傳真 04-7632892 報名
※傳真報名表後，請務必來電確認 TEL：04-763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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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7.05.29(二)-06.02(六) 5 日
旅遊地點：日本(大阪、京都、奈良、宇治)
航班：5/29 桃園／關西空港 國泰航空 CX564 11：00 / 14：50
6/02 關西空港／桃園 國泰航空 CX565 16：20 / 18：20

職人
用心

★ 關西經典路線，大阪、京都、琵琶湖與 MIHO 的美學饗宴，品嘗著宇治抹茶、進入貝律
銘桃花源，在千年古都中尋找現代與歷史的交錯時光。
★ 宇治平等院～

駐足宇治川上，吹拂著平安時代之風 ～

平等院的屋頂上鳳凰訴說著千年的歷史，在「宇治茶」的故鄉品嚐獨一無二的茶藝之道。
★ 比叡山延暦寺～

特別
安排

時速 2 公里漫步人生，享受與心靈的沈靜對話

自古以來被視為鎮護京都的聖山，覽望群巒吸收芬多精，將讓您得到更多的省思與能量。
★ 京都國立博物館+「平成知新館」2014 年 09 月 13 日新開幕～
代表凝聚着明治建築的本館與「谷口吉生」設計富有禪意氣韻的知新館，完美融合出不
同年代的時光交疊，將京都和日本歷史與建築文化，傳遞給予未來的新使命。
★ 世界十大建築，MIHO 美術館～
一座讓您超乎想像的美術館，世界知名建築師貝聿銘，穿越時光帶您來到夢中的桃花源。

美食
饗宴

日本人說「吃在大阪」，「賞味京都」，道地關西美味，添增您對美食的奢求全面到位。
★ 玩味時尚、四季京旬宴、義式心料理～
優雅、洗鍊、懷舊溫暖的新古典空間裡，獨創出融合京都四季美景的義式新風味，匠心
獨具，豐富且滿足您挑剔的味蕾，每一道菜餚皆以「心」為出發點，為您真誠上桌。
行程

台北／關西空港

(國泰航空) CX 564 1100 / 1450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噴射客機，享受機上美食，
抵達日本關西空港；準備展開迷人的日本璀璨五日之旅。
第

【世界文化遺產・東大寺】(￥500)

一

東大寺距今已有 1200 餘年歷史，因為建於當時的首都平城京以東，所以被稱為東大寺，1998

天

年作為「古都奈良文化財」的一部分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東大寺大佛殿正面寬度 57 公尺，
深 50 公尺，為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築，大佛殿內放置著高達 15 公尺以上的釋迦牟尼大佛像及
四大天王木雕像，唯妙唯肖，氣宇軒昴。
★二月堂—遠眺奈良市景，脫俗高雅的靜謐之地

離開東大寺走向後頭的二月堂，才驚覺東大寺腹地的廣大，不過為了眺望雄偉壯觀的
二月堂與美麗的奈良市景，必須稍微沿著石階梯緩緩向上走，相信這一切都是是值得的。屋
簷下掛滿美麗的鐵燈籠，四周的氛圍讓人覺得分外寧靜，忘卻繁日彷彿時空倒回。

早餐：X

午餐：機上

晚餐：旬彩自助餐饗宴或和會席御膳料理(￥2500)

住宿：奈良日航或同級
【日本佛教的藝術殿堂~宇治平等院】橘橋・十三重石塔・源氏物語散策道 (￥600)
平等院，一直被讚譽是擁有 1000 年以上的文化歷史-平安建築的代表之作。這裡還被用來作
為日本 10 圓硬幣的圖案，也是全國「香味風景 100 選」名勝之一，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平
安時代永承七（公元 1052）年，是藤原氏政權的全盛期，藤原賴通作為自己的別墅修建了平
等院。院內引入了宇治河水，園中櫻花、杜鵑花和蓮花每年噴芳吐艷，藤原力圖在平等院營
造一種超脫的仙境和極樂淨土的氣氛，置奉有五十一尊雲中供養菩薩像，阿彌陀堂共有三堂，
以中堂供奉的阿彌陀如來像為中心。來到平等院絕不容錯過的三大觀賞重點，非「鳳凰堂」、
「阿彌陀如來像」與「鳳翔館」內的寶物收藏莫屬。
★鳳翔館美術館
進到這裡的旅客想必會感受到一場文化震撼，日本的現代建築居然巧妙的融入在歷史悠久的
自然環境之中。鳳翔館以混凝土製，內部設計則混合手工細緻的木工設計，此建築設計獲選
第
二
天

日本藝術賞、日本建築協會作品等，也是建築師栗生明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鳳凰堂(國寶)(￥300)～日本佛教的美術館
特別安排進入鳳凰堂，這裡收藏有國內密度最高的國寶總集。院內主要建築博物館-阿彌陀堂
金碧莊嚴，又稱鳳凰堂。國寶阿彌陀如來像，嵌掛在堂內牆壁、 圍繞著阿彌陀如來像的 51
座雲中供養菩薩，更是日本美術史上的至寶。

★波光綠水•彩暈川畔【宇治川~屋形遊船體驗】(￥600)
位於京都府西部宇奈良交界點的宇治市 ，因平安時期女作家「紫式部」的世界第一部長篇古
典小說(源式物語)中的宇治十帖篇而成為日本人心中的浪漫之地。
通往優雅王朝裡的夢浮橋，貫穿市區的宇治川，搭乘繼承著歷史傳統的仿古式木造觀賞船，

穿梭川面上的綺麗風景，山嵐間層層疊疊的美麗景致與水面的倒影相映成趣。春櫻。青嵐。
秋楓。冬雪。四季的表情揉合色彩.交織成各種獨特的風味。
(*如遇天候因素、當天水量問題或無法預約時，則以退費處理，敬請了解。)

【表參道商店街・享用道地宇治抹茶】(￥864)
宇治茶又有天下第一茶之稱，想要體驗最道地最純正的宇治抹茶，一定要親身來到宇治不可。
相傳在鐮倉時代，榮西禪師在中國修行後，將抹茶的樹種和抹茶的製法一併帶回日本，並在
宇治種下第一棵茶苗，宇治獨特的茶香更是令許多人百般留念。近年隨著茶道文化的興起而
流行，和菓子配上抹茶香，更成為風雅十足的必嚐逸品。
★道地抹茶體驗，從磨抹茶粉開始吧~
跟著師傅學習傳統又正宗的茶藝技巧，的確是個難得的體驗。用石臼磨茶，再將抹茶小心倒
入茶碗中，之後用抹茶茶刷攪拌均勻，喝上一口，搭配和果子享用，絕對是一流的享受。

【平安神宮(神苑) ．泰平閣(橋殿)】(￥600)
平安神宮是 1895 年日本為了慶祝遷都平安京 1100 年，依照當時皇宮建築以 8:5 的縮小比例
所興建的神社。神宮道前映入眼簾的紅色巨大鳥居，跟大極殿前左右對稱的蒼龍、白虎樓，
朱紅彩柱、翠綠片瓦，十分壯闊耀眼。
佔地約 10,000 坪的賞花名所(神苑)，菖蒲、燕花、睡蓮…..超過 200 種的各式植物，各式盛開
的花卉一年四季美不勝收。每當春櫻綻放之際，片片簇擁的花海更從三條通渠岸延伸到這。
這座屬於池泉迴式庭園代表的神苑，分為東、中、西、南苑 4 區，迥異的景緻，極具表情令
人驚豔；尤其以「栖鳳池」為中心的東苑，慢慢欣賞著似樓又似橋的(橋殿)環繞水池的四季風
情，遠遠望去~池塘、橋殿、迴廊、茶亭，盛開的花朵與映照著綺麗花顏的池面倒映面影；小
橋流水，東方禪意的朦朧美，處處散發出嬌媚微醺的迷人氛圍。而由御所(皇宮)移築的「泰平
閣」及池旁的「尚美館」，穿梭其間如詩如畫，令人每每駐足流連忘返。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宇治御膳套餐或日式御膳料理(￥2,000)
晚餐：飯店內享用自助料理
住宿：琵琶湖飯店或同級
【世界十大建築・MIHO 美術館】(￥1100)
MIHO 美術館位於滋賀縣信樂町的山林自然保護區中，由世界知名的建築師貝聿銘設計，曾獲
選世界十大建築之一。貝聿銘以陶淵明所寫的桃花源記為概念，設計出真實的人間桃花源，進
入美術館之前要通過跨越兩個山脊的吊橋及隧道，穿過隧道的同時彷佛穿過時光機器來到另外
一個世界，巧妙的設計將現代建築與大自然景觀融為一體，美術館內部的每一個角落都蘊藏著
匠心獨具的設計， 陽光從玻璃屋頂灑落，帶來溫暖心靈的光芒，四周山脈的景色讓空間感更
加開闊，來到 MIHO 美術館，踏入真實的夢中桃花源，感受當代建築大師融合傳統、現代與
自然的無盡巧思。

第
三
天
【碧
波翠疊。彩豔花韻-大津館湖畔花園】(￥270)
琵琶湖大津館與柳崎湖畔公園，位於琵琶湖的西畔，1934 年(昭和 9 年)時為滋賀縣內最早的
鋼筋混凝土國際旅館，由設計東京歌舞伎座…等的知名建築師「岡田信一郎」，改建成深受國
內外貴賓厚愛的「琵琶湖迎賓館」
，更吸引昭和天皇、海倫•凱勒、約翰•韋恩…名人相繼投宿。
彷彿是佇立在湖畔中的美麗城堡，經過多年的保存改善，融合現代與古典的大津館建築外觀、
紅絨地毯、華麗燈飾的洋館氛圍，凝粹新舊並存的精緻美感、透露出溫潤懷舊的迷人氣息。
2007 年 11 月更被日本指定為近代文化遺產。佔地約 5900 坪的柳が崎湖畔賞花庭園裡，運
用土地起伏所設計的睡蓮池畔及半圓形拱橋，如同英國田園景觀的庭園，超過兩萬種的各式
植物，盛開的花卉一年四季美不勝收。特別是 4 月底~到 6 月底，多達百餘種的玫瑰薔薇花季，
湖光瀲灩綠水盈盈，細細觀賞著環繞湖邊的盛開風情，將琵琶湖美景盡收眼底 ，飽覽一季季
層次飽滿的花美艷麗。

【世界文化遺產・比叡山延曆寺】(￥700)
比叡山是京都最代表的山，自古以來被視為鎮護京都的聖山，開山 1200 年間，稱霸日本宗教
界最高地位、為天台宗的總本山，支撐著日本佛教栽培出許多傑僧，在平成 6 年被登錄為世
界文化遺產。「延暦寺」就是指比叡山約 500 公頃廣大的境內，約 150 座堂塔的總稱。散策
境內，氣氛莊嚴肅靜，四周被美麗的山林景致包圍，不時可以眺望廣闊美好的琵琶湖市景，
格調脫俗不凡。
★特別帶您漫步散策以下幾處代表性的建築景點：
●阿彌陀堂～本尊是阿彌陀如來，從事法會祖先回向的場所。
堂前的水琴窟發出美麗的聲響。
●東塔～最澄大師在全國設立 6 座寶塔之首。塔的最上層安置有佛舍利和法華經。
●大講堂～本尊是大日如來、其左右祭拜有各宗派的祖宗的木像。為國家重要文化財。
●鐘樓～來訪者可以敲擊平安鐘，但是是要付費的喔!
●根本中堂～西元 788 年由開山祖最澄法師設置，是延歷寺的總本堂。佛像前不滅的法燈
從 1200 年前點燃後從未熄滅，被指定為國寶。
●文殊樓～是延歷寺的山門，由慈覺大師仿造中国五台山的文殊菩薩堂而建。
★坂本索道纜車 (單程￥860)
搭乘索道纜車，搭乘途中還會經過 2 個罕見稀有的車站、7 座橋樑、與 2 座隧道，11 分鐘
的車程極富變化。開放寬闊視野的車窗與歐式風的車廂相當獨特，坂本索道纜車於 1927
年鋪設，被選為有形文化財，全長 2025m，也是日本最長的索道纜車喔!

【木屋町通~散策】~懷舊京都的美麗瞬間
木屋町通北起二條通開始，南至七條通為止長約 2.8 公里，以往因多以木材、炭火販賣的商店
為主，起初名為樵木町通。沿著垂柳拂岸的「高瀨川」千年運河，伴著木屋町商店街，河面
霓虹閃爍，充滿了熱鬧喧嘩的氣息。越過四條大橋後，石徑川畔間，街道逐漸寧靜 ~ 而濃濃
懷舊氣息的川畔小路，伴隨著高瀨川的潺潺流水聲，靜靜的擁攬著屬於京都情感的懷舊氛圍，

讓人深刻地感受過往京都的繁華歷史，與現代之間的生活面貌。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日式風味御膳或京旬野菜御膳料理或洋式風味餐(￥2,000)
晚餐：日式涮涮鍋料理或和風御膳料理(￥3,000)
住宿：京都東急或同級
【日本國家重要文化遺產・京都國立博物館】(￥520+語音導覽￥500)
創立於 1897 年 5 月，磚造的舊陳列館出於正規西洋建築家片山東熊所設計，優美的華麗建築、
極緻的法式文藝復興風格設計，是一座代表凝聚着明治建築精髓的建築物。使得京都國立博
物館聞名於世。博物館內，主要收藏展示平安時代至江戶時代，考古、陶瓷器、繪畫、雕刻
等的京都文化藝術品，也進行文化藝術的研究、普及活動。館內所藏大約 1 萬多件貴重文物，
新館則舉辦文化財的常設展。
★「平成知新館」
2014 年 9 月 13 日正式開幕的「平成知新館」
，館名蘊含「溫故知新」之意，由曾設計紐約近
代美術館新館、東京國立博物館、法隆寺寶物館等知名建築…並獲得日本世界文化建築大獎的
第

知名建築大師「谷口吉生」所設計，希望從古文物中找到對於舊時代的另一番體會。建物受

四

日本傳統建築啟發，運用簡潔線條與沉穩的基調， 開放式的寬敞大廳營造出細膩的和風優

天

雅，自然流線引光入境，讓人心曠神怡。
台灣知名建築師陳益民先生曾說過:「谷口吉生」大師的作品低調細緻,講究比例的自然和諧，
是日本現代主義建築家當中非常重要的大師.案量不多但每個案子都精心雕琢而呈現出雋永的
空間,值得反覆細細品味，總能由心讀出更深一層的不同感受!
隨著新館的開幕「京都國立博物館」提供了新型態的體驗活動，目前提供考古・雕刻・繪畫
等三大類型，讓您實際透過雙手去體驗考古・雕刻・繪畫等交流魅力的新空間。
★特別安排早茶~ THE MUSES~享受片刻的悠閒時光~ (￥1050)
由京都凱悅酒店經營所新增設的 The Muses 餐廳~眺望西側花園自然採光的用餐空間，由外
頭望去不同時代的建築物新舊交替總讓人有種時光交疊的美麗錯覺。
(※如遇特別展期間或予約客滿而無法予約時，則改為其他景點安排享用早茶，敬請了解。)

【心齋橋‧道頓堀】
大阪在日本有「關西廚房」之稱，日本人也常說「吃在大阪」，可見大阪的飲食店之多，而
道頓堀正是大阪美食最集中的地區，道頓堀是沿著道頓堀川南岸的繁華街區，整排的飲食店、
商店與娛樂設施廣受日本人的喜愛，有許多必吃不可的美食與必拍不可的景點，著名的螃蟹
道樂、讓人難以抉擇的美味金龍拉麵與神座拉麵、日本第一的大章魚燒與大阪燒等等，眾多
讓人回味無窮的美食都能在這裡一網打盡，道頓堀川運河旁有整片超大型的霓虹廣告看板，
街道上有各種誇張的大型立體廣告模型，種種特色讓道頓堀成為大阪的地標。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風味御膳或季節旬彩自助餐饗宴(￥2000)
晚餐：x 為方便您逛街購物品嚐道地美食，晚餐敬請自費自理
住宿：大阪都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關西空港／台北

(國泰航空)

CX565

1620 / 1820

【三大名城‧大阪城】特別安排登上天守閣（￥600）
大阪城是日本名將「豐臣秀吉」於 1586 年所建造的名城，名列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由 40 萬
塊石塊砌造雄偉的石牆，屋頂上裝飾有巨大的金色獸頭瓦，金碧輝煌，來到大阪的必訪之地。
登上高五層八階的天守閣，高約 40 公尺，可以晀望整個大阪市美景，還可參觀大阪城博物館，
第
五

存放有與豐臣秀吉相關的文件與武器等珍貴史料，並可藉由高科技影音多媒體系統，以輕鬆
生動方式來了解日本戰國與大阪的歷史。

天

專車接往關西空港，搭乘豪華客機飛回台北，在依依不捨的心情中互道再見，結束此次愉快

的日本之旅。*本日若班機有調動時，行程和中餐、晚餐內容會作調整。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和風御膳（￥2000）

晚餐：機上美食

住宿：溫暖的家
★ 費用包含 ★
1.行程表中註明之飯店住宿、餐食、行程、車資、門票、導遊小費、彰化定點來回機場巴士接送。
2.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雜支附加費。
3.每人 500 萬元旅遊意外責任險、20 萬元意外傷害醫療險及海外急難救助。
*持非中華民國護照之外籍人士，若於日本參加團體，不在履約責任險承保範圍 , 請貴賓自行承保。
★ 費用不含 ★
申辦護照費用 NT$1,400 元。
*需身份證正本、兩吋彩色白底近照 2 張，已服完兵役者，新辦護照需附上退伍令，在學役男出國手續
與一般人民出國相同，非在學役男需先向地方政府兵役科辦理役男出國核准公文。
★ 注意事項 ★
1.報名繳費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依契約內容辦理。
2.為使團體順利進行，本公司保留行程變更、對調之權利，行程內容、餐食、班機時間、降落城市、
住宿飯店之確認以最後團體說明會資料為主、餐食料理內容以餐廳及飯店當日實際提供為主，住宿房
型依飯店實際提供為主，依報名先後順序選擇。
3.如遇需門票之參觀景點休館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無法進入時，皆以退費處理，敬請見諒。
4.若回程無隨團回國或更改回程機場時，需補機票差額，恕不退其餘團費。
5.參加本行程須持有(至回國當日護照有效期六個月以上)之中華民國護照，若同時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
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入出境(台灣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日本交流協會台灣事務所)之規
定，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6.若為役男者，滿 18 歲未服兵役之役男，出國需經所屬戶政單位兵役科核准，並將核准章蓋於護照上。
7 依據日本國土交通省於 2012 年 6 月最新規定，巴士使用時間由車庫出發至返回車庫不得超過 10 小
時，以避免司機疲勞駕駛產生的交通狀況。
（資料來源:日本國土交通省）
8.行程內安排參觀之季節性景點(如賞櫻、賞花、賞楓、賞雪等)，會因當時現場實際狀況或天氣等不可
抗力之因素等影響，而調整前往參觀適時適當觀光景點。
9.航空公司所安排之飛機上座位，現場會盡量協助調整，恕無法指定與同行者為鄰座、窗邊、走道、
逃生口等座位。敬請見諒。
10.飛機上之座位安排為航空公司之作業，位置前後左右無法盡如人意，但可於飛機上與同團之其他團
員協調對換。
11.報名時請付訂金每人 NT$10,000 元。
★日本旅遊貼心小叮嚀★
因日本文化獨特的特性，到日本旅遊時會有些許與台灣不同的習慣差異，入境隨俗~是享受獨特日本文
化的旅遊樂趣。

◎日本住宿
1.若有單人報名，不能湊成雙人房時，需補每日房間差額，如報名人數出現三人時，則可選擇：
A.不加價三人一室（使用飯店提供輔助床加床，輔助床亦有數量限制，以入住當天飯店提供數量為主）
B.補差價加開單人房。飯店團體房恕無法指定連通房或不要角邊房，亦無法指定同行者的房間一定要在
隔壁或鄰近，敬請見諒！
2.日本雙人房型基本以兩張單人床為主，若有需要一大床房型請於報名同時告知服務專員。
◎日本餐食
1.因飲食文化差異，日本的多數素食者皆可食用蔥、薑、蒜、韭菜、奶蛋等辛香料，料理湯底也多柴魚
或大骨高湯所熬煮的，對於素食者無法提供如台灣多樣化料理，針對素食餐僅能醬菜、蒟蒻、蔬菜、
豆腐等食材烹調，敬請貴賓見諒。
2.因為我們要提供給最道地的日本餐食給您，所以會有部份鄉土料理會有較多的生冷食物，如有食用後
會產生身體不適、過敏等狀況請於報名時告知服務專員，讓我們為您調整餐食內容。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2018 會員代表海外自強活動
《品味京都建築、文化、藝術美學之旅》
信用卡扣款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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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麻煩連同護照影本一起回傳.謝謝

一、本同意書於取得信用卡授權號碼後生效，本公司依您指示辦理旅遊／機票業務。
茲確認本人委託 太平洋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承辦以下項目
項目

內容
訂金 每人 NT 10,000 元整 x

金額 ＮＴ＄
合計 新台幣

位

元整
拾

萬

仟

x

二、本人同意上述所有款項以下列信用卡帳戶支付予
持卡人姓名：

x

拾元整

太平洋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旅客與持卡人之關係：本人

持卡人身分證字號：
持卡人電話

佰

持卡人出生日期：

公司：

年


月

日

住家：

信用卡卡號：（請加填卡片背面後三碼）

發卡銀行：
（

信用卡有效日期：
同意以信用卡付款之金額：新台幣
同意人／持卡人簽名：

授權號碼：
拾

萬

）

（由旅行社填寫）
仟

佰

拾

元整

（簽名務必與信用卡背面簽名樣式相同）
特約商店戳章：

商店代號： 8220201607296 (中信)
*本信用卡扣款同意書限用 VISA、MASTER、JCB、AE 卡
*代收轉付收據是否需開立公司抬頭，如需開立請填寫
公司抬頭：
統一編號：

太平洋旅行社(股)公司
82202016072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