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國外自強活動通知   
 

地    址：70850台南市建平 17街 157號 9樓之 2 

電    話：06-2978498 

傳  真：06-2978497 

聯 絡 人：王雅敏、傅怡潔 

受文者：本會各會員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6 日 
發文字號：（112）南市建開 志 字第 006 號 
附    件： 

主旨：本會預訂於 112年 4月 9日至 4月 13日舉辦國外自強活動，春綻‧富士湖森風 FUFU

河口湖沐櫻 5日遊〈5天 4夜〉行程如附件。如欲報名者請於 112年 2月 10日前

填寫報名表向本會報名，並繳交保證金為憑，請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依本會 112.01.04第 14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次活動行程預定出發日期、費用：  

     112年 4月 9日至~4月 13日(星期日~星期四) 出團 

     團費$ 140,800元/人  〈滿 20人成團〉 

     全程個人房、商務艙費用另加金額依實際訂位為主(旅行社尚在接洽中) 

三‧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2月 10日止，報名時每人需繳交保證金新台幣 

    2萬元整。報名後如無法如期成行者，需於 3月 20日前聲明，保證金無息 

    退還。【逾期聲明者，保證金不予退還】 

四‧報名資格：112年度之會員公司負責人或登記於公會之代表。 

未具資格者，需全額自費。 

五‧補助辦法：每一會員公司補助 1名〈1次為限〉第二位以上需全額自費。 

           依繳交 112年常年會費標準分級補助： 

           資本額未達 1億：補助新台幣   5,000元 

           資本額 1億以上到未達 10億：補助新台幣  7,500元 

           資本額 10億以上：補助新台幣 12,500元 

      六‧身體欠佳者請勿參加，以免影響團隊活動。 

      七‧活動行程表及報名表，詳如附件。 

      八‧報名辦法：請填寫報名表、保證金 2萬、護照影本（有相片全頁）至本會完成 

           報名為憑。 



九‧報名程序： 

(1) 請逕至『https://www.surveycake.com/s/4LDN1』填妥表單提交或請掃描「QR code

」填妥表單提交即可。 

掃描 QR code 可點開 line的頁面，上方搜尋欄右邊有個正方形掃描的圖案，點下去即可 

掃描 QR code，掃描後上方會出現網址，點選下去即可進入填寫。 

 

 

 

 

 

 

 

     (2)如無法按報名程序(1)報名者,可傳真至公會繳交報名表並來電確認。  

     (3)報名成功後，請於 3天內至公會繳交費用及資料。 

     (4)未於期限完成報名者，由候補順序遞補。 

 

 十‧報名地點：本會（台南市安平區建平 17街 157號 9樓之 2) 

     電話：297-8498、297-8494   聯絡人：王雅敏、傅怡潔 秘書 

       

 

 

 

 

 

 

 

 

 

 

 

 



臺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12 年國外自強活動-春綻‧富士湖森風 FUFU 河口湖沐櫻 5 日遊】 

報名表 

公司名稱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 

中文姓名  

手機號碼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護照英文名  

護照號碼  

接送地址  

緊急連絡人 電話: 

備    註 

1.護  照：（有效期須至 2023年 12月底前） 
2.特殊飲食習慣請打: 
  □全程素食     
  □不吃牛肉.羊肉 
  □其他(請備註)：              
3.住宿方式：雙人房(欲同房室友姓名:               ） 
  □全程單人房，另付差額(依實際訂位為主) 
4.□升等商務艙，另付差額(依實際訂位為主) 

 

有意參加者，請詳填本報名表，連同護照影本、保證金每位 20,000元，於 2 月 10日

前，請至本會完成報名手續。 

 

如有任何問題可洽詢候鳥國際旅行社 李國禎先生：06-222-1222 或 0915-80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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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俱樂部】春綻．富士湖森風FUFU河口湖沐櫻五日
*清明連假、賞櫻

出發日期 2023/04/09(日) 旅遊國家 日本

報名截止日  2023/02/10(五) 價　　格 大人 每人　NT$ 140,800

*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空班機及飛航路線，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出發機場 航空公司 班機編號預計出發  預計抵達

2023/04/09 07:00 2023/04/09 11:45 高雄KHH

抵達機場

東京成田NRT 長榮航空 BR108

2023/04/14 12:45 2023/04/14 15:40 東京成田NRT 高雄KHH 長榮航空 BR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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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高雄／成田空港／ 村上村樹圖書館 /東京椿山莊大酒店

由國際級建築師隈研吾操刀的村上春樹圖書館於2021年10月開
幕，雖然建築師以「平凡無奇」作為設計的核心概念，空間處處
仍可一窺大師招牌手筆，加上村上春樹本人提供的海量館藏，不
管你是哪位大師的粉絲，都能在這個空間裡獲得無窮樂趣。

東京椿山莊大酒店雖然飯店設址在都會中，但在約5萬平方
公尺佔地裡有著廣大的庭園，裡頭種植著100棵櫻花樹，品種約
有20種，比較早開花的品種每年大概在2月就會綻放，其它的則
會陸陸續續開花，直到4月中旬為止都能享受賞花的樂趣。2020
年東京椿山莊大酒店推出了日本國內最大規模的霧景庭園演出
「東京雲海」來陪襯櫻花，入夜後也有夜櫻點燈（夜櫻雲海），
能體驗神秘的霧之雲海與櫻花共織的夢幻景象，引起許多討論及
話題。

無 機上享用 主廚創作料理(￥)8,000
或日式會席料理

東京椿山莊大酒店

Day 2 橫濱櫻花名所散策��／米其林UKAI亭鐵板食藝／箱根探訪(美術館鑑賞~午茶時光)／THE
HIRAMATSU仙石原(安排私人豪華溫泉客房)

《THE HIRAMATSU仙石原》美饌之宿

2019年嶄新開幕，僅11間客房私藏隱逸，以大面積玻璃及大理石勾勒摩登時尚。

品嘗義法創作料理，色彩斑斕、香味細膩，將箱根真味吃進心坎。

因各房型數量有限，請依報名順序優先選擇。

◆「本館．SUPERIOR房型(3F) 49m2」─選擇此房型不須加價 (此房型僅能入住2名)。

◆「本館．DELUEX房型(1~3F) 69m2」─每人需加價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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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溪園～櫻花名見所(￥)500

1906年由生產生絲而致富的實業家原三溪

創建。此園占地面積18萬㎡，是一座純粹

的日本庭園，園內的「燈明寺三重塔」被

指定為重要文化遺產。春櫻盛開，古意幽

然園林訴春語。

UKAI亭～鐵板料理

日本UKAI集團代表作之一，坐落在一片

綠色庭園之中，是明治時代荷蘭商人遺留

下來的格調高雅的迎賓館。擺飾著日本和

西洋古董的奢華空間，專任主廚在秉持法

國料理的基礎上獨自專研美食的藝術，重

視食材本身的美味，為您奉獻的UKAI牛

排取自最高級黑毛和牛，堪稱絕佳美味。

UKAI亭～鐵板料理

以法國南部小旅店為靈感的入口，塗漆的

櫸樹屋樑和門楣帶領您進入美食的殿堂。

日本風格和新藝術風格相調和的公邸、陽

光灑落四季花草芬芳，這裡彷彿是一座庭

園美術館。專任主廚在秉持法國料理的基

礎上獨自專研美食的藝術，重視食材本身

的美味，為您奉獻的UKAI牛排取自最高

級黑毛和牛，堪稱絕佳美味。

POLA美術館(￥)1,800

館藏總數達約9500項，展示老闆廣泛的私

人藝術收藏品，主要為19世紀的法國印象

派及巴黎畫派等。該博物館建在一片

有300年歷史的櫸樹林中，設計上以不破

壞周圍的自然環，使用玻璃打造的明亮開

闊建築，使館內彷彿融入箱根森林般光彩

明亮。美術館旁的林蔭步道，全長670公

尺，散步其中可欣賞到山毛櫸、姬沙羅群

聚生長。沈浸於大自然中的悠閒時光。

THE HIRAMATSU仙石
原～HOTELS & RESORTS

仙石原HIRAMATSU於2019年3月嶄新開

幕，坐落箱根群山芒草濕原，僅11間客房

私藏隱逸，壁飾融入義大利傳統技法與大

膽色系，以大面積玻璃及大理石勾勒摩登

時尚。全室均附私人風呂，開窗便見青鬱

山色，透明澄澈的新姥子溫泉又稱「美人

湯」，浸癒汩汩水泉，身心暢酣無比。

主廚義法創作料理

由料理職人吉越謙二郎先生監製、設計的

義法創作料理，採擷箱根山幸海幸，靈感

源於當地旬食，而幻化出色彩斑斕、香味

細膩的藝術美饌，招牌菜為炭火炙燒相州

牛，粉嫩色澤誘人食指大動。他獨創「吉

越流派」，不論四季前來，均有不同感動，

將箱根的自然真味吃進心坎。

飯店內享用 UKAI亭(￥)7,020
或其他特色料理

主廚義法創作料理
或飯店內享用創作料理

THE HIRAMATSU仙石原(保證
入住)

費用已包含：三溪園￥500元、POLA美術館￥1,800元

Day 3 箱根探訪(纜車∼大涌谷)／羅萊夏朵侘寂殿堂∼懷石料理花壇／河口湖櫻花名所巡禮∼櫻花祭 或
富士大石花園平台��／華麗奢華品牌∼FUFU河口湖

http://www.hiramatsuhotels.com/sengokuhara/
http://www.hiramatsuhotels.com/sengokuh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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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FU河口湖》

2018年開幕，每房均可欣賞富士山的霸氣姿態，成為河口湖畔的夢幻酒店。

進到飯店那一刻就是享受的開始，視覺、嗅覺、晚餐的味覺。

喚起你我對森林淨土的純真渴望。。

箱根360°展望空中纜車(￥)840

(早雲山─大涌谷)搭乘箱根360°展望空中

纜車，以時速11.5公里的速度向上攀升至

標高1044公尺的大涌谷站，沿途以360°

廣闊視野俯瞰箱根全景，以居高臨下之姿

欣賞大湧谷黃土飛揚，硫磺蒸氣裊裊升空

的迷幻場景。

大涌谷

這座高齡三萬五千年的古火山至今仍冒出

熊熊的煙霧，寸草不生的荒涼光景讓人難

忘。除了如此獨特的景緻之外，大涌谷著

名的「黑玉子」也是一大特色，利用溫泉

水煮熟的水煮蛋，因為泉水中硫化氫與蛋

殼中鐵份結合而變成黑色，據說吃一顆可

以延長七年壽命哦！

懷石料理花壇

箱根．強羅花壇─為世界頂級品牌「羅萊

夏朵集團(RELAIS & CHATEAUX)」旗下

精品酒店，安排於「懷石料理．花壇」享

用旬之膳，融入千利休＂侘．寂＂的美感

意識，以四季的鮮豔色彩擺盤呈現，品嘗

美食的同時就像在欣賞美麗的藝術創作品，

令人驚艷連連。

富士大石花園平台

河口湖新景點，在綠意盎然和花草滿地的庭園散策，眺望充滿歷
史文化氣息的河口湖美景。園區使用白色外墻和鋪石來凸顯花草
之美態，充滿魅力與活力的展現。

河口湖櫻花祭

北岸繽紛盛開如櫻花長廊般，隨風飛舞喧鬧著。穿梭花叢中擁抱
美麗花海的悸動，將會是您難忘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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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FU河口湖

悠久泰然的富士山前，隱身在河口湖的森林之中，感受湖的鼓動，

森林的呼吸，月的寂靜，收藏季節更迭的河口湖之森。春櫻、夏綠、

秋紅、冬雪，忘卻片刻的塵囂，留下永恆紀念。

【步履不停】ふふ河口湖森林溫潤旅宿

飯店內享用 懷石料理花壇(￥)5,000
或舊御用邸菊華莊
或其他特色料理

主廚會席料理 FUFU河口湖(保證入住)

費用已包含：箱根360°展望空中纜車￥840元
FUFU河口湖：每間房限入住2名，如3人一室報名請先來電詢問，敬請見諒。

Day 4 西湖合掌之里∼根場��／和食界頂級名物∼河豚料理／東京都櫻花名所∼夜櫻、逛街散策��
／東京五星米其林奢華酒店

根場～櫻花名見所(￥)350

富士五湖之一的西湖，以眺望白雪皓皓的

靈峰富士，與神祕廣闊的青木原樹海聞名，

同時，它也是日本最美的茅草屋集

落。2006年建造的20棟合掌屋民家，重

現了以前居民們的生活：燒著炭火的小屋、

桑田、散策道，展現樸實的農村生活中。

河豚料理

和食界的高級食材「河豚」自古就是日本

人相當喜愛的海產物之一，屬於相當珍貴

的魚種，除魚肉之外，魚皮、腰肉、精巢

等部位都可透過各式各樣的料理手法加以

品味，層次多變、清爽甘甜的生魚片，河

豚鮮美滋味的湯底，酥炸的河豚等...皆含

有豐富膠原蛋白，來日本就是要享用新鮮

美味的河豚料理！

米其林評選名店餐廳

被視為美食聖經的《米其林指南》，是美

食和旅遊界的權威評鑑。神秘的美食評鑑

員、公正的食宿評價和獨創的星評制度，

嚴選極具實力的美味餐廳，喜好美食的你

千萬別錯過。

https://www.kikikokomedia.com/top-resort/%E3%81%B5%E3%81%B5%E6%B2%B3%E5%8F%A3%E6%B9%96-fufukawaguchiko/
https://www.fufukawaguchik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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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黑川～櫻花名見所

流經東京都內的目黑川到了春天，800株

櫻花在兩岸爛漫盛開，成為東京都內數一

數二的人氣賞櫻點。沿著小溪漫步，除特

色咖啡廳與小店外，更有熱鬧的櫻花祭讓

人共襄盛舉。晚上點燈後，光線透過櫻花

在溪水閃閃發亮，充滿動感與美學。

東京中城(夜櫻)～櫻花名見所

是包含辦公室、購物商場、飯店、美術館

的複合設施，宛如一座小型城市，也是東

京最高的大樓。粉紅的染井吉野櫻在春天

環抱大樓四周，為都市帶來清新氣息。夜

晚在白色LED燈點綴下，道路兩旁的櫻花

搭起粉紫色幻想隧道，行經此地浪漫無比。

光影紛舞的幻想世界宛如時間停止般，讓

人忘了身處東京最繁華的區域。

涉谷

日本特有東洋風匯聚地，為東京時尚及娛

樂潮流發源地，站前十字路口洶湧人潮來

往，讓人嘆為觀止！忠犬八公銅像與109

百貨是著名的地標，巨大電視牆不分晝夜

播放廣告，時髦流行的東京男女聚集於此，

東急、西武、丸井與各大百貨商場商店街

怎麼也逛不完。

THE OKURA TOKYO東京大倉～2019年9月隆重開
幕

2019年9月「THE OKURA TOKYO」乘著日本藝術之美的概念與
革心，帶著和風款待迎接這個世界，將大倉集團至今
「Simplicity and Elegance─清晰且優雅又不過於浮華的品質」
的理念繼續傳承下來。新開幕的本館TOWER客室設立於28樓高
樓層以上，可以飽覽東京都市整個景色，房間寬敞約有47-48㎡，
充滿著日式溫和的設計與大型落地窗的開放感，讓貴賓舒適度過
美好的夜晚時光。

The Prince Gallery東京紀尾井町～2016年7月開幕

東京王子大飯店集團的最頂級旅館「The Prince Gallery東京紀尾
井町」於2016年7月27日隆重開幕，由歐洲設計團隊Rockwell
Group精心規劃，現代藝術風格巧妙融合歷史和未來感，將弁慶
濠、清水谷公園一帶的自然環境納入景觀，注入新生活機能，可
以愜意散步綠地，或入住享受尊榮服務。

飯店內享用 河豚料理(￥)12,000
或米其林評選名店餐廳
或其他特色料理

為方便您自由逛街散策，敬請
自費自理

東京皇宮
或東京文華東方
或東京半島
或THE OKURA TOKYO東京
大倉
或同等級飯店

費用已包含：根場￥350元

http://www.palacehoteltokyo.com/
http://www.mandarinoriental.co.jp/tokyo/
https://www.peninsula.com/ja/tokyo/5-star-luxury-hotel-ginza
http://www.hotelokura.co.jp/tokyo/toward2019/
http://www.hotelokura.co.jp/tokyo/toward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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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5 東京都內自由散策／成田空港／台北

日比谷公園

位於皇居南側的西洋風近代公園，鄰近銀

座、新橋與商業圈的綠洲公園，可以欣賞

到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花卉。3月下旬至4

月下旬賞櫻季、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秋季

玫瑰的綻放、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紅葉與

銀杏的自然楓趣等等，展現出日比谷公園

各種不同風貌。

千鳥之淵～櫻花名見所100選

主要有80棵大的染井吉野櫻花樹，年紀輕

的櫻樹則不計其數，一到3、4月賞櫻期，

窄小的綠道擠滿了遊客，較有趣的是這裡

不像上野公園、圓山公園有可供「畫地佔

位」的花見花宴空間，所有花樹下吃花見

便當的空間，都是「創造」出來的。繽紛

假期千鳥之淵綠道的名景，是隔水眺望對

岸北之丸公園內的20棵大櫻花樹，當櫻花

盛開時，隔淵相對的兩岸，綠林上再鋪滿

一層淺粉紅色的櫻花毯，只聽得快門聲響

個不停，不愧是名景盛地。

新宿御苑～櫻花名見所100選

櫻花品種多達75種，共有1500多株，其

中特殊的里櫻品種和一葉櫻約200株、關

山櫻約130株、普賢象櫻花約100株，都

是在日本其他地方少見的櫻種。賞櫻的地

點則從新宿御苑門口，一直漫延到英國風

景式庭園、草坪廣場四周，以及千馱谷門

附近的櫻花地。御苑中有座《台灣閣》，

建材選自台灣阿里山檜木。

飯店內享用 為方便您自由逛街散策，敬請
自費自理

機上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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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雜支附加費。
3.本公司已依觀光局規定投保「旅行業履約保證保險」4300萬、「旅行業責任保險」每人500萬元旅遊意外、20萬元意外醫療及海
外急難救助。
*若於外地(非台灣)參加團體，不在「旅行業履約保證保險」及「旅行業責任保險」承保範圍，請貴賓自行承保。
4.贈送日本國內新冠防疫醫療保險日幣1000萬。
5.導遊、司機小費。

★費用不含★

1.申辦護照費用NT$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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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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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護旅遊品質，一位大人與一位不佔床小孩同住一間房時，大人需補單人房差，或小孩需收取佔床價格。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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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入住當天該飯店提供數量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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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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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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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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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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軍職者，出國需經由所屬單位核準，並將核准章蓋於護照上，年齡屆19歲至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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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10人(含)即可成行，最多參團則為40人(含)以下；沖繩最低出團人數為16人(含)成行。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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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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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團體機位以航空公司安排為準。
11.北海道(千歲、函館、旭川)機票，一經開立皆無法辦理退票。
12.NH東京機票，一經開立皆無法辦理退票。
13.CX國泰機票，一經開立皆無法辦理退票。
14.行程景點、飯店、餐食照片僅供參考，景色或菜色會隨季節、拍攝角度而不同，敬請了解。

候鳥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電話：06-2221222 傳真06-2221234 LINE:@mbfly168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 358 號七樓之一 mail:mbfly168@gmail.com 品質保證協會會員(南 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