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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樹研究中心 

2017 年村上春樹國際學術研討會 

報名表 

一、時    間： 2017/07/07~2017/07/11 

二、費    用： 

即日起~2/24 報名，享早鳥報名優惠價! 

【A 參與會議者】  $40,700、【B 不參與會議者】 $49,000 

2/24~3/31 間報名 

【A 參與會議者】  $41,200、【B 不參與會議者】 $49,500 

3/31 後報名 

【A 參與會議者】  $41,700、【B 不參與會議者】 $50,000 

三、 作業金：報名時每人需繳交作業金新台幣 5,000 元整，本公司進行機位及飯店預定。 

四、 繳款方式： 

1. 匯款(轉帳)帳號: 703102005440、戶名: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 台北富邦 敦北分行 012-7037；匯款完成後請拍照水單或匯款憑證回傳。 

2. 填寫刷卡單，連同報名表回傳。 

3. 可先告知本團業務專員楊小姐，安排至全台雄獅門市繳款(現金 or 刷卡)。 

五、如需新辦或更換護照費用：專案收取護照每人 1,450 元，未成年男生或女生(91年次以後)、

接近役齡男子(88-90 年次)、役齡男子(87-70 年次)護照費用每人 1,100 元。 

六、 報名表填妥後，請掃描回傳至 yjyang@liontravel.com 或傳真 02-6607-1163 雄獅旅行

社業務專員 楊雁茹收。 

七、 請於下方表格提供護照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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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照影本黏貼處 
(如多張影本，可另回傳圖檔) 

 

辦理護照應備資料 

1.護照申請書(第一次申辦護照者必須檢附至戶籍地之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確認』後的護照申請書)，

『人別確認』所需攜帶的資料，與新辦護照相同。 

 2.舊護照正本-有效期舊護照請一定要附上 

 3.身分證正本 (年滿 14 歲以上須附身分證正本) 

未滿 20 歲者-需附監護人(父或母)的身分證正本 

(如父母離婚，需繳附三個內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或監護權之證明) 

 4.晶片護照專屬照片規格/彩色白底照片二吋 2 張（六個月內的近照，照片頭頂至下巴需長 3.2~3.6

公分） 

→ 請於照片背面用鉛筆寫上姓名 

→ 半身/正面/脫帽/露耳不遮蓋/表情自然/嘴巴合閉/資辨識人貌之照片 

→ 頭部或頭髮的任何部份皆不能踫到相片邊框 

→ 戴眼鏡者,不得戴有色眼鏡照片/鏡片不得反光/鏡框不得遮蓋眼睛任一部分/不得配戴粗框眼鏡 

→ 相片不得修改且不得使用合成照片，不得使用自行列印或快照機器的相片 

 5.曾更改中文姓名者，請繳交三個月內的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6.護照費用(含申請費及代辦費)，請以現金付款，與申請文件一併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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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調查表 

聯絡人員之基本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行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Ｅ-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內緊急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次是否攜帶眷屬：□無，□有，______位，以下請填入您與眷屬的參團資料 

 範例 1 2 3 4 

活動 

A【參與會議者】 

B【不參與會議者】 

▓A 

□B 

□A 

□B 

□A 

□B 

□A 

□B 

□A 

□B 

姓名 王大明     

教授/眷屬 教授     

護照英文名 WANG,TA-MING     

出生年月日 2016/01/01     

身分證字號 A123456789     

電話 0933-123456     

分房      

飲食習慣 □素   ■忌牛 

□忌豬 □忌羊 

□海鮮 □其他 

□素   □忌牛 

□忌豬 □忌羊 

□海鮮 □其他 

□素   □忌牛 

□忌豬 □忌羊 

□海鮮 □其他 

□素   □忌牛 

□忌豬 □忌羊 

□海鮮 □其他 

□素   □忌牛 

□忌豬 □忌羊 

□海鮮 □其他 

身體健康狀況 高血壓     

其他需求 無 

 

    

 

 

 

 

 

 



  

 經理   錢緯銘 Terry   專線 02-8793-2953 手機 0925-555-069 

專員   楊雁茹 Rita    專線 02-8793-2815 手機 0981-905-163 

專員  呂雅婷 Tina   專線 02-8793-2832 手機 0938-066-813 

行程日期：2017/07/07~2017/07/11 

【參考航班】 

日期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2017/07/07(五) 中華航空 CI156 桃園機場 08:20 關西機場 12:00 

2017/07/11(二) 中華航空 CI173 關西機場 19:05 桃園機場 21:05 

★~村上春樹 FUN 暑假特別企劃~★ 

規劃早去晚回航班，有別於一般早去午回或午去午回團體行程(票價差異約

$1,500)，停留時間最超值!! 

全程無購物、不走免稅店；另安排回國前臨空城 RINKU OUTLETS 大採購!!  

(中華航空托運行李每人 30 公斤，買得心滿意足!) 

團費含領隊小費(價值$1,250)，減輕身上台幣負擔~ 

午餐精心安排～大阪道頓堀名店‧螃蟹道樂會席料理!!(價值 2,808 日圓) 

 

 

 

 

 

 

 

『熱門景點特色推薦』 

【伏見稻荷大社】是遍及日本全國各地約三萬多所的稻荷神社之總本山。是日本人信奉保佑商

業繁榮昌盛、五谷豐收之神的所在地。本殿後方一條看似由千座朱紅色鳥居構成的神祕紅色隧

道，是京都獨特風景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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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米其林三顆星～清水寺】(值得專程前往遊訪！) 凡到京都必到此一遊，兼具名勝及當

地文化風俗的特色，座落於東山的中心，其擁有造型獨特的『清水的舞台』，是一個莊嚴又雄

偉的木造結構建築，由巨大的木柱支撐著，從峭壁上伸展出去，在此俯視京都城街，勾勒出千

年古都典雅的風貌。 

【山林祕境～大原之里三千院】 

藏於京都洛北比叡山山林間的祕境大原之里，遼闊的寺院內古樹參天，青苔遍地，溪水潺潺，

一年四季自然景致詩情畫意令人賞心悅目，感受接觸自然的無限喜悅並在山林間輕鬆地體驗大

自然的潔淨與純樸。 

【北山文化的代表～金閣寺】鏡湖池中倒映出華麗身影的金閣是京都的代表性景觀。庭園被指

定為國家級特別史跡和特別名勝。 

【嵐山渡月橋】嵐山以她的青山綠水，春櫻秋楓聞名，山腳下的河流名為大堰川，上有渡月橋

橫跨，在橋上遠眺嵐山的山光水色，十分怡人。是時代劇的熱門外景地、古都傳統老舖櫛比鱗

次。 

【大阪城公園】與名古屋城、熊本城齊名的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綠瓦白牆宏偉壯觀，為幕府戰

國時代的名將豐臣秀吉所建，歷經無數次戰火，最後直到昭和年間才又重建，為大阪的象徵著

名的觀光點。 

【心齋橋、戎橋商店街～道頓堀‧傳統道地美食大道】 

俗稱“MINAMI”的大阪南部地區，是大阪最繁華的商業街，著名高級百貨店、時裝街、有

名餐廳，均集中在這裡，車水馬龍，街上行人如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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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氣鐵道線～～和歌山電鐵‧貴志川線～～貓咪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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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7/7(五) 

桃園機場關西機場→世界遺產〈奈良東大寺〉梅花鹿公園→宇治～世界遺產〈平

等院庭園〉綠茶古街→京都飯店 

 午／壽司便當   晚／涮涮鍋料理 

 大津王子飯店 或同級 

航班時間：CI156  台北-關西  08:20-12:00 

集合於台灣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 

【東大寺】是日本奈良時代的佛教事業，在八世紀中由信奉佛教的聖武天皇頃全國之力而建立

的，為當時奈良時代日本 60 餘國之國分寺的總國分寺的地位。曾多次毀於戰火、火災及地震。

主建物大佛殿高度近 50 米為現存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築。東大寺所在位置即為 

【奈良梅花鹿公園】。奈良公園中約有著將近 1200 頭的野生鹿群，自古以來奈良公園一直為

其棲身之所，所以鹿被認為是神的使者而受到人們珍愛，這裡的鹿一點都不怕生。而大佛、綠

意、鹿正是古都奈良的表徵。 

【平等院】於平安時代後期，藤原賴通將父親藤原道長的別墅改建為寺院。當年以宇治川與群

山納入建築規劃之中，打造有淨土庭園之美譽的藍圖，成為往後日式庭園的參考指標。「鳳凰

堂」集繪畫、建築、工藝與雕刻等藝術國寶於一堂之作，目前流通的 10 日圓硬幣與 10000

日圓鈔票背面皆有鳳凰堂的圖案，由此顯見其重要性。 

【綠茶古街～平等院參道】宇治是日本重要綠茶產地，於平安時代初期已是貴族喜愛的度假別

莊勝地。 

第二天 7/08(六) 

A. a. 村上春樹國際研討會~同志社大學(今出川校區) (餐食自理) 

b. 千本鳥居〈伏見稻荷大社〉→世界遺產〈清水寺〉二、三年坂京風小舖老街

→〈北野天滿宮〉～學問之神總本社→祇園～花見小路 

 早／飯店早餐  午／和膳風味套餐   晚／日式相撲火鍋或京都湯豆腐鍋料理 

 大津王子飯店 或同級 

【伏見稻荷大社】據史書記載始建於西元 711 年，是遍及日本全國各地約三萬多所的稻荷神

社之總本山。主要是祀奉稻荷神，自古以來就是農業與商業的神明，是日本人信奉保佑商業繁

榮昌盛、五谷豐收之神的所在地。伏見稻荷大社位於稻荷山，由樓門、本殿、千本鳥居等構成，

本殿後方一條看似、由千座朱紅色鳥居構成的神祕紅色隧道，直通稻荷山山頂，是京都獨特風

景的代表之一。 

【清水寺】為京都最古老的寺院，建於公元 798 年，占地面積 13 萬平方米，相傳由唐僧在日

的第一個弟子慈恩大師創建。現存清水寺為 1633 年重修。不論春季的櫻花，秋季的楓景都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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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誘人，大殿前為懸空的「清水舞台」，由 139 根高數十米的大圓木支撐綜橫交錯取得支撐力，

寺院建築氣勢宏偉，結構巧妙，未用一根釘子。大殿所供俸面十一面千手觀音平常無法見到，

33 年才公開一次。 

【北野天滿宮】建於 1607 年，為豐臣秀賴所造。和太宰府天滿宮同為日本全國天滿宮之總本

社、天神信仰的中心。主祭神是學問之神之稱的「菅原道真」是平安時期的位階極高的文官學

者，因受政治勢力迫害，從京都被下貶到九州太宰府。菅原道真熱愛梅，以詩詞寄誦，故各地

的天滿宮都是信眾送贈的梅樹。 

【花見小路】，是一條南北橫貫祇園地區的神秘小徑，自古便是全日本憧憬的夜生活尋歡地。

石板鋪砌而成的花見小路您會發現一間間門面精巧、各具特色的茶屋、料理店，形成祇園白川

邊的一道風景，讓您飽享京都散策之美麗。偶然遇見踩著高高木屐的年輕舞妓，走起路來搖曳

生姿，永遠掛著甜美笑容，是花見小路最美的景緻。 

第三天 7/09(日)   

a. 村上春樹國際研討會~同志社大學(今出川校區) (餐食自理) 

b. 山林祕境～京都大原之里〈三千院〉→世界遺產〈金閣寺〉→西陣織會館～

日本國寶級的傳統工藝品【和服秀】 

 A. 早／飯店早餐  午／京風自助餐或和風御膳料理   晚／居酒屋料理 

 大津王子飯店 或同級 

【三千院】是天台宗的門蹟寺院。三千院遼闊的寺院內古樹參天，青苔遍地，溪水潺潺，4 月

櫻花、5 月杜鵑花、7 月紫陽花、秋季紅葉，一年四季自然景致詩情畫意令人賞心悅目，感受

接觸自然的無限喜悅並在山林間輕鬆地體驗大自然的潔淨與純樸。坐落在古杉環抱中的往生極

樂院彩繪天井壁畫，殿內安放著阿彌陀如來像以及觀音菩薩和勢至菩薩像，茅草屋頂的正殿古

樸素雅，被列為日本國家的重要保護文物。 

【金閣寺】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寶，並於 1994 年以古京都的歷史遺跡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在外國人眼中，與富士山、藝妓並列日本三大典型印象之一，整座寺閣外壁全部使用金箔貼飾，

頂端並有隻象徵吉祥的金鳳凰裝飾，是京都永恆的精神象徵。 

【西陣織會館】參觀京都傳統手工藝西陣織。西陣織為日本國寶級的傳統工藝品，在織品界享

譽 盛名地位崇高，以多品種少量生産方式為其特色，雖稀有但年出產值確達七百億日幣，可

見其珍稀之 處。館內還展示僅存少數的織機台由織匠師傅以手工操作，一針一線的製織各式

織品。安排觀賞和服秀 表演，您可近距離接觸到傳統日本和服。 

第四天 7/10(一) 

嵐山渡月橋→★午餐特別安排～かに道楽→大阪城公園(不上天守閣)→難波～心

齋橋～戎橋商店街～道頓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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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飯店早餐   午／螃蟹御膳午餐   晚／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心齋橋 GRAND 飯店或同級 

【嵐山渡月橋】四季之春櫻、夏綠、秋楓、冬雪遊人均絡繹不絕，橋下的桂川波光粼粼，水鳥

點綴其間，彷若人間仙境！自平安朝起，日本的貴族們就將這一帶做為郊外踏青，泛舟戲水的

遊樂地。渡月橋附近景色宜人，青山綠水，料亭紅燈，遊人如織。沿河可偶見盛裝藝妓姍姍而

行，令人感覺恍若時光倒流，風情萬種。 

【大阪城公園】(不上天守閣)，此城為日本名將『豐臣秀吉』所建造，其雄偉的石牆砌造佔地

約百萬坪，分為本丸、二之丸和城廊之外的三之丸，四周以護城河圍繞，大阪城四周均為綠意

盎然的公園綠地，秀麗的庭園和亭台樓閣、奇花異卉、滿目青翠、充滿詩情畫意。 

【心齋橋、戎橋商店街～道頓堀‧傳統道地美食大道】位於戎橋和道頓崛橋之間，霓虹燈光變

化從紅、藍、橘到暗紅，代表道頓崛的一天。夜裡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倒映在河面，只見橋上拍

夜景的人爭相尋找最佳的拍照角度。順道前往熱絡有名心齋橋商店街，在充滿了年輕氣息看不

到盡頭的商店街，貼心的搭上透明雨遮蓬，無論刮風下雨都不減您逛街購物的興緻，大阪燒、

章魚燒、一蘭拉麵、金龍拉麵、0101、H&M、ZARA、UNIQLO、高島屋、大丸百貨琳瑯滿

目的商品，人潮不斷，完全感受大阪城市的鮮明氣息和閃亮的活力。而緊鄰隔壁綠樹成蔭的御

堂筋大道則林立著多家世界性時尚名牌店。 

第五天 7/11(二) 

★鄉間鐵道〈和歌山電鐵‧貴志川線〉貓咪站長→關西最大海鮮市場〈黑潮市場〉

→和歌山城→RINKU PREMIUM OUTLETS→關西機場桃園機場 

 早／飯店早餐   午／日式海鮮風味餐   晚／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溫暖的家 

【和歌山電鐵・貴志川線】為連接了和歌山站至貴志站之間的鄉間鐵道，為當地居民相當重要

的一條交通動線，在遠離城市塵囂後，深入了和歌山純樸的田野鄉間，一幕幕農田與房舍，滿

滿的田園風情。該線曾經擁有日本民營鐵路的第一個貓站長「小玉」是貴志川線超級站長，在

2007~2015 年間，為擴大宣傳和歌山的觀光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是一隻名副其實的招財貓。

2015 年 6 月小玉站長過世，目前暫由其部下 NITAMA 代理站長一職。 

【黑潮市場】，是深受外國遊客喜愛的有人氣的景點。這裡的黑鮪魚品質好、產量也十分驚人；

在市場內有許多海鮮商店，在此可以購買到紀州梅、新鮮的鮪魚或其他魚貝類特產等和歌山現

地產的商品。運氣好還能看到該市場特有之鮪魚解體秀，趣味十足。 

【RINKU PREMIUM OUTLETS】匯集了國內外約 150 家著名品牌的購物廣場，中心建築充滿

了歷史悠久的美國港口城市查爾斯頓之風情，其商品來自於世界各地名品牌的商品、庫存品等，

質量俱佳，從世界一流品牌時裝，到戶外用品、體育用品、鞋類、童裝以及日用雜貨等人氣品

牌商品均以優惠價格推出，可盡情享受購物之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