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室內設計裝修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代表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一Ｏ七年四月十三日 
發文字號：全設聯俊(107)字第 10700025 號 
附件：旅遊行程一份、報名表及刷卡單一份 

 

主 旨：有關「2018 日本大阪關西+東海道建築美學考察五日遊」，敬邀會員報名

參加，名額有限，敬請從速報名。 
 

說 明： 

1. 本會舉辦「2018 日本大阪關西+東海道建築美學考察五日遊」，邀請本會

全體會員代表參加，行程如附件。 
2. 本次活動兼具參訪與旅遊，參訪著重「Panasonic 建材、住宅設備、綜合

展示館」及日本各大建築設計知名大師商業空間設計、建築設計參訪見

習。 
3. 出團日期：107 年 6 月 12 日~107 年 6 月 16 日。 
4. 人數：32~38 名，回傳報名表及刷卡單/訂金後為正式報名，依報名日期

安排順序，名額有限，請提早報名，額滿為止。 
5. 費用：團費雙人房$43,800 元，單人房另加差價$12,000 元。 
6. 經費補助： 

a. 松下補助款每人$5,000 元，限 30 人(日本松下大阪，東京展館參訪人

數限制 30 人設計師會員參加，眷屬及超額人數自行自由活動，旅行社

不另安排行程)。凡全聯會會員及所屬六都公會會員皆可補助。 
b. 本會國外旅遊經費補助(限 30 名，依報名先後順序補助)： 

①全聯會會員代表$5,000 元/人 
②理監事含候補$6,000 元/人 

公會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 2 段 236 號 5 樓之 4 
電話：（02）2700-7150   傳真：（02）2700-7170 
E-mail：naid.roc.wu@gmail.com 
連 絡 人：吳佩如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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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六都公會理事長$8,000 元/人 
④六都公會會員(非全聯會會員代表)，已繳交其所屬公會年費之會員

參加本活動補助$2,000 元/人(限 10 名)。 
c. 上列補助不含眷屬及公司同事，及 18 歲以下者，不接受報名。 

7. 報名及繳費方式： 
a. 截止日期：5 月 25 日前傳真報名表及繳費單據或信用卡授權書至本會

為有效。 
b. 訂金$5,000 元可匯款，戶名：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

國聯合會，銀行：華泰銀行和平分行，帳號：1303-00000-2948，或繳

交信用卡授權書。 
8. 檢附旅遊行程、報名表及刷卡單。 

 
 

 

正本：  

 

副本： 

 

 

 



       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2018 日本大阪關西+東海道建築美學考察五日遊 

一、 活動時間：2018 年 6 月 12 日~6 月 16 日 
二、 活動人數：32~38 人 
三、 團費：43,800 元人(雙人房)單人房另加差價 NT$12,000 元/人 
四、 行程安排： 

序號 日期 時間 內容 餐廳 入住酒店 

第一天 6/12(二) 全天 

桃園~大阪~ Panasonic建材 梅

北廣場(安藤)食在空間(隈研吾) 

JR大阪駅西日本最大複合商業設

施 

午餐:機上 

晚餐:o 

    大阪 

    第一 

   大飯店 

第二天 6/13(三) 全天 
枚方 T-site~ La Collina~長浜

巿政庁 

早餐:飯店內 

午餐: o 

晚餐: o 

    岐阜 

  喜來登都 

   大飯店 

第三天 6/14(四) 全天 

大家的森林岐阜媒體中心~逢妻

交流館~多治見 Mosaic Tile 

Museum~豐田巿美術館 

早餐:飯店內 

午餐: o 

晚餐: o 

 GREEN PLAZA 

   濱名湖 

  溫泉飯店 

第四天 6/15(五) 全天 

春華堂 NICOE~月見之里遊學館富

士山世界遺產中心~富士宮 淺間

大社 

早餐:飯店內 

午餐: o 

晚餐: o 

   東京 

   池袋 

大都會飯店 

第五天 6/16(六) 全天 

 Panasonic建材~或由領隊帶領

下前往自由學園.明日館(萊特)~

豐島區役所(畏研吾)~成田空港 

早餐:飯店內 

午餐: o 

晚餐: 機上 

  溫暖的家 

【住宿】入住岐阜喜來都大飯店、濱名湖溫泉大飯店、大阪及東京各 1 晚 
【餐飲】早餐在飯店內享用、享受道地日本料理、溫泉風味餐 
【行程】大阪進東京出、不走重覆的路、特別安排參觀隈研吾、原田哲夫、藤森照信、谷口

吉  生、原廣司、安藤忠雄、坂茂、伊東豐雄、谷尻誠、吉口愛、妹島和世、長谷

川逸子等建築大師鉅作 
【交通】全程使用日本營業用綠牌車，不使用免稅店車 

【導遊】公司專屬領隊兼導遊 

【費用不含】含導遊及司機小費，不含個人之消費 
 

＊＊＊＊住宿飯店介紹＊＊＊＊ 

大阪第一大飯店 OSAKA DAI HOTEL☆☆☆☆ 

https://www.osakadaiichi.co.jp/ 

地址:大阪府大阪巿北區梅田 1-9-20 

TEL：06-6341-3457 

交通資訊：JR「大阪車站」徒步約 3 分鐘，「梅田站」徒步

約 3-5分鐘 

簡介：近大阪新地標「STATION CITY」的大阪第一飯店有

486間房間，外型為一座圓形建築物，故又稱為圓型大廈酒

店。整個大阪巿內分兩大熱鬧區域，分別為「梅田區」「難

波心齋橋」，附近有阪神、阪急大丸百貨店、地下街等…可

以盡情購物 

 

 



岐阜喜來登都大飯店 

https://www.miyakohotels.ne.jp/gifu/index.html 

地址：岐阜縣岐阜巿長良福光 2695-2 

電話：058-295-3100 

簡介：位於清澈溪流長良川河畔，臨近岐阜城、金華山等，能眺望長良川美景。 

グリーンプラザ浜名湖溫泉大飯店 

https://www.hgp.co.jp/inf/Z13/hgp/dining/smorgasbord.ht

ml 

地址：靜岡縣浜松巿北區三日町佐久米 1038 

電話：0570-071-489 

簡介：全部房間為湖景房 35 平方米！以料理&被豐饒自然美景包

圍的人氣大飯店 
 

HOTEL Metropolian Tokyo Ikebukuro池袋大都會飯店 ☆☆☆☆ 

http://www.metropolitan.jp/ 

地址：東京都豐島區西池袋 1-6-1 

電話：03-3980-1111 

簡介：東京是一座不斷持續發展的國際城巿，給予寧靜時光的

大都會大飯店，在人與文化相互交錯的大城巿中，擁有與池袋

車站比鄰相接的優越地理位置，作為商務與城巿休憩的據點，

誠心招待迎接您的到來  
 

＊＊＊＊景點介紹＊＊＊＊ 

 

  
被譽為全世界，最新、最美的書店建築，從建物外觀玻璃窗，往內看，就可以看到一大排，從地

板到天花板的巨大書櫃，光這書櫃就有上萬冊書籍，內還規劃設計有咖啡廳、餐廳、超巿、特色

商品、販售，榮獲 2017年日本建築連合會，建築優秀大賞。 

  

 

近江八幡迷路原為看花開，奇幻建築，藤森頑童的甜點世界，建築風格，如同童話世界般，純真

又可愛，在這一片摩登的建築世界中，溫暖人心又令人玩味的美食樂園。 



  
豐田巿生涯學習中心交流館，內有圖書館、巿民活動租賃教室，妹島利用大量坡璃素材，讓建物

輕盈，透亮、運用白色系，透亮中有種愛昧模糊，在室內營造隱密空間。 

  
由名建築師-藤森照信所設計的〝馬賽克瓷磚博物館〞，多治見巿是日本生產馬賽克瓷磚的數量，

佔全國第一。從原材料的泥堆，發想出獨一無二的獨特的建築。裏面收藏著由當地的居民，長期

收集的安裝示例及懷念的洗臉台、浴缸等 10000多件作品。 

  
在小山丘上，可鳥瞰豐田巿美景，美術館像是漂浮在水面上的城堡，甚是漂亮，谷口吉生大師，

利用垂直、水平的矩形為基調的設計，以簡單的線條、材料、比例、營造出層次豐富的空間感；

以及靜謐的氛圍。此建案被建築界讚譽為谷口的最佳傑作。 

  
月見之里坐落在袋井廣濶的田園間，靜岡出身的名建築師長谷川逸子設計規劃，動線明亮、設施

簡單、使用方便，希望此建物能讓居民“安‧居‧樂‧業”巿民藝術活動的據點，並設有長照設

施：①住宅型長照安老院 ②介護付型長照安老院。 

  
剛於 2017年 12 月開幕，由日本建築師阪茂設計，阪茂在建築內部你可以體驗到一種攀登富士山

的感受；沿著螺旋斜坡，往上走你可以欣賞到富士山在陽光下的投影，那是一番迷人的景象。當

你在不斷攀登的時候，你可以看到不同高度下的富士山的美景。 
 



行程介紹: 

特別安排參觀隈研吾、原田哲夫、藤森照信、谷口吉生、原廣司、安藤忠雄 
 坂茂、伊東豐雄、谷尻誠、吉口愛、妹島和世、長谷川逸子等建築大師鉅作 

 

天 數     行     程 考             察             內             容 住宿 

第一天 

6/12 

(二) 

桃園~大阪           參考航班時間 CI-152 桃園機場 09：10  /  關西空港 12：50 

大阪 
第一 

大飯店 

(已 OK) 

 Panasonic 建材 

 梅北廣場(安藤) 

食在空間(隈研吾) 

參觀 Panasonic建材、住宅設備、綜合展示場。之後前往，安藤忠雄以水為元素，所規

劃計的「梅北廣場」，開幕第一個月，就創造，來客七百多萬人次的驚人記錄，在如此

繁華的鬧區中，彷彿找到了，自然共處的平衡之道，處處充滿了，源源不絶的生命力。

之後前往參觀，隈研吾建築師，所設計的「食在空間」，巧妙堆疊的藝術空間餐廳 

JR大阪駅西日本最

大複合商業設施 

阪神、阪急、大丸百貨、餐廳、創意、店舖林立，是西日本最熱鬧的商業區，還有日本

最早的車站地下街、逛街人潮、川流不息，初遊此地下商場，必驚嘆它的廣大壯觀。 

第二天 

6/13 

(三) 

枚方 T-site 

原田哲夫 

竹中工務 

被譽為全世界，最新、最美的書店建築，從建物外觀玻璃窗，往內看，就可以看到一大

排，從地板到天花板的巨大書櫃，光這書櫃就有上萬冊書籍，內還規劃設計有咖啡廳、

餐廳、超巿、特色商品、販售，榮獲 2017年日本建築連合會，建築優秀大賞。 岐阜 
喜來登 

都 

大飯店 

(已 OK) 

La Collina 

藤森照信 

近江八幡迷路原為看花開，奇幻建築，藤森頑童的甜點世界，建築風格，如同童話世界

般，純真又可愛，在這一片摩登的建築世界中，溫暖人心又令人玩味的美食樂園 

長浜巿政庁 

(株)日本設計 

藤田工務 

1986年竣工，原作為醫院設施使用，在 2014 年，改修成長浜巿政庁、議會廳、職員辦

公大樓、官員廳舎，神奇地透過，建築師巧妙設計規畫後，竟然成功地，提供長浜巿政

府使用。榮獲日本第 26回 LONG LIFE DUILDING推進協會，最佳改修建築大賞 

第三天 

6/14

（四） 

大家的森林 

岐阜媒體中心 

伊東豐雄 

包含了圖書館、學習中心、多媒體放映廳等功能。岐阜媒體中心又被命名為「大家的森

林」，一個大夥在森林中聚會、交流、傳遞信息場所，森林之中包含著許多小漩渦，象

徵著水波。漩渦的擾動相互影響，就像信息在不同人之間的傳遞。有很好的透氣透光，

一般的天氣室內不用人工照明，柔和的漫反射光，猶如置身森林中。 靜岡 
濱名湖 

GREEN 

PLAZA 

溫泉 

大飯店 

(已 OK) 

     多治見 
Mosaic Tile Museum 

    藤森照信 

由名建築師-藤森照信所設計的〝馬賽克瓷磚博物館〞，多治見巿是日本生產馬賽克瓷磚

的數量，佔全國第一。從原材料的泥堆，發想出獨一無二的獨特的建築。裏面收藏著由

當地的居民，長期收集的安裝示例及懷念的洗臉台、浴缸等 10000多件作品 

逢妻交流館 

妹島和世 

豐田巿生涯學習中心交流館，內有圖書館、巿民活動租賃教室，妹島利用大量坡璃素

材，讓建物輕盈，透亮、運用白色系，透亮中有種愛昧模糊，在室內營造隱密空間。  

豐田巿 

美術館 

谷口吉生 

在小山丘上，可鳥瞰豐田巿美景，美術館像是漂浮在水面上的城堡，甚是漂亮，谷口吉

生大師，利用垂直、水平的矩形為基調的設計，以簡單的線條、材料、比例、營造出層

次豐富的空間感；以及靜謐的氛圍。此建案被建築界讚譽為谷口的最佳傑作。 

第四天 

6/15

（五） 

春華堂 NICOE 

谷尻誠、吉田愛 

靜岡知名伴手禮，春華堂的鰻魚派，外觀採新潮雅致的流線造型，運用大量的白色系，

及落地玻璃窗，打造出建築物的輕快節奏感。希望建物能打造成圓滿的幸福空間。 

東京
池袋 
大都會 

大飯店 

(已 OK) 

見見之里遊學館 

長照安養設施 

長谷川逸子 

月見之里坐落在袋井廣濶的田園間，靜岡出身的名建築師長谷川逸子設計規劃，動線明

亮、設施簡單、使用方便，希望此建物能讓居民“安‧居‧樂‧業”巿民藝術活動的據

點，並設有長照設施：①住宅型長照安老院 ②介護付型長照安老院。 

富士山 

世界遺產中心 

坂茂 

剛於 2017年 12月開幕，由日本建築師阪茂設計，阪茂在建築內部你可以體驗到一種攀

登富士山的感受;沿著螺旋斜坡，往上走你可以欣賞到富士山在陽光下的投影，那是一

番迷人的景象。當你在不斷攀登的時候，你可以看到不同高度下的富士山的美景。  

富士宮 淺間大社 

世界遺產 

歷史與自然豐富的門前町、宮橫丁的人氣美食，可參觀，富士宮炒麵學會試營店，佐野

萬，甘味處福一、飯糰之家、富士山餃子工房…等小吃店和伴手禮店櫛比鱗次 

   創新業態 

    BIGQLO 

 電器藥妝量販店 

東京新宿，BIG CAMERA、UNQLO，結合電器、服飾、藥妝、食品等量販專門店，日本最

新異業結合的建物，店家混搭獨特內裝，企劃、行銷，光是入口處就很吸睛，產生強烈

震撼感，店舖、動線，創意發想、成功營造優質行銷效果。 

第五天 

6/16

（六） 

 Panasonic 建材 由領隊帶領下，前往參觀 Panasonic建材住宅設備綜合展示場 

溫暖 

的家 

 或由領隊帶領下前

往自由學園.明日館

(萊特)~豐島區役所

(畏研吾)~成田空港 

建築巨匠萊特設計，在日本碩果僅存的建物，現為婚紗廣場、餐廳，和建築愛好者造訪

的名所 ~ 2016年 5月 7日 OPEN，新廳舎營造成豐島森林公園的氛圍。隈研吾負責外

觀，公共設施之設計規劃；施工則委託大成建設，日本設計監造。  

     參考航班時間  CI105 新東京成田空港 18：20  /  桃園機場 21：10 
 

大將旅行社 專責人員：陳品潔、林裕恭 
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06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 236號 5樓之 4 

聯絡人：吳佩如  廠商聯盟幹事長：曾俊愷 
TEL：02-2700-7150  FAX：02-2700-7170 



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2018 日本大阪關西+東海道建築美學考察五日遊 

報   名   表 
 

參加者

姓名 

中

文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西元       年     月     日 
手機號碼： 
護照號碼： 
餐點：□葷食  □素食 

英

文 (同護照上) 

眷屬
姓名 

中

文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西元       年     月     日 
手機號碼： 
護照號碼： 
餐點：□葷食  □素食 

英

文 (同護照上) 

□全聯會理監事  □全聯會會員代表  □六都公會理事長  □六都公會會員 

公司名稱  公司統編  

聯絡電話(O)  手機號碼  

E-mail  

通訊地址  
 

<本人因無法親自至大將旅行社刷卡消費，特立此同意書以信用卡支付下述帳款> 
商店名稱 大將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商店代號 000812000115635 

消費日期 年 月 日 付款明細 ■ 5/25訂金NT$5,000元 

信用卡別 □ VISA □ MASTER □ JCB 發卡銀行： 銀行 

持卡人卡號           持卡人姓名： 

卡片有效期限 西元 月 / 年 卡片背面簽名欄上數字末 3 碼  ＿ ＿ ＿ 

消費金額 NT$    元整 付款內容：□團費$43,800元  □單人房$55,800元 
 □訂金$5,000元 

身份證字號  連絡電話  

持卡人住址  

持卡人簽名       【需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PS. 5/25 前回傳『報名表』及『繳費單據或信用卡授權書』到全聯會，

完成報名手續！  傳真：02-2700-7170  連絡人：吳佩如 
 

                            106 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236 號 5 樓之 4 
TEL：02-2700-7150   FAX：02-2700-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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