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主  旨：為提昇建築品質，增進推案設計思維，促進建築個案規劃設計更臻完美，

希藉由個案觀摩活動，提昇同業新知，並其使同業間有教學相長之機會，

特舉辦參訪活動，敬邀各位會員公司報名參加。  

  一、時間：2019年 11月 03日（日）至 11月 08日（五）共 6天 

  二、費用：團費每人 NT$36,200元。 

          (團費含機票、燃油費、機場稅、景點門票、餐食、上網卡、保險、導遊及領隊小費，
不含護照及台胞證新辦費用、私人費用、冰箱、洗衣…費用)。 

  三、名額：32位。 

  四、報名：108年 8月 30日 (五)  上午 9點 

            請上公會網站「最新消息」→「活動報名」登錄報名，額滿截止。 

           ★網路報名後，請將護照、台胞證影本及訂金 10,000元刷卡授權書 

             傳真或 mail至公會始完成報名。(請勿匯款至公會帳戶) 

  五、住宿：全程住宿為二人一室，如需單人房需補單人房價差$12,500元。 

           ★第 5晚-緩慢旅宿：房型以「一大床」為主。 

  六、每家會員公司補助新台幣$6,000元，出發當日於機場以現金發放。 

       108/7/1後加入的會員公司，補助新台幣$2,000元。 

  八、如有任何問題請與公會聯絡，聯絡人：黃于珊 秘書 2515-4212   

  九、參訪建築項目暫定、行程以說明會當天為主。詳細行程內容請參閱 

      公會網站公告， 

               

               理   事   長   王 至 亮 

               建築觀摩主委   葉 建 志 

 

 

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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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綠地洲際酒店 

    南京綠地洲際酒店坐落在鼓樓廣場的中心地帶，距離鼓樓地鐵站（1號線和 4號線）的 4A出口有 1分鐘

步行路程，提供 433間位於 49樓以上的現代化獨特客房。客人可以在客房內欣賞到南京市天際線的景緻。酒

店提供免費停車場、室內和室外游泳池、SPA以及 4間供應美食佳餚的餐廳。客房均配有平板有線電視、帶語

音信箱的國際長途直撥電話和 iPod基座。所有客房均禁止吸煙，提供沏茶/咖啡設施、平板衛星電視、迷你吧、

熨燙設施、電熱水壺、安全保險箱以及 PM2.5 空氣淨化器。為了讓客人感到舒適，精心佈置的私人浴室提供

浴袍、免費洗浴用品和吹風機。 

 

● 南京涵碧樓 

  耗時 7年籌備設立的南京涵碧樓，以文創度假酒店為靈感設計，酒店主樓高 23層，配備 282間江景房型，

傳承自涵碧樓自然原生體驗理念，館內建築以自然素材營造空間、光線及建築之美。每座涵碧楼「絕對長得不

一樣」，以酒店所在城市歷史與文化背景進行構思，打造具備當地特色涵碧樓。房間大片落地窗設計，在房內

也能欣賞長江落日美景，伴隨松風浪濤入夢好不愜意，夜晚繁星點點舉杯邀月，漫步光影交織竹林廊道中，體

驗酒店帶來眼、耳、舌、鼻、身、心「六感」旅遊體驗。南京涵碧樓佔地廣闊，平均每 3位人員服務 1位賓客，

強調「適時服務」精神，透過觀察客人需求，在適合時機提供服務。 



 

   3 

● 南京卓美亞酒店 

  南京卓美亞酒店位於江蘇省南京市，南京作為中國六朝的首都，是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文化名城，其文化

及文學淵源均可以追溯到西元三世紀時期。我們受南京的江南歷史元素及經典詩篇所啟發，將這作為酒店室內

空間設計理念的基礎，以現代設計風格重新詮釋南京這古都的文學典雅，喚起文化和地理上的強烈地方感。同

時，建築師 Zaha Hadid流線的有機形態建築亦與我們時尚並富現代感的內飾設計相得益彰，創造了充滿動態

意境的室內外空間，與建築的獨特波浪律動感和諧共融。除了全套 SPA 服務之外，南京卓美亞酒店還精心附

設室內游泳池以及 24 小時健身設施，公共區域提供免費無線上網。 

 

● 緩慢旅宿‧茶鄉星谷 

  茶鄉星谷精品民宿群是以竹林、田園、湖泊、山丘為載體，集住宿、餐飲、休閒、等於一體的多元化休閒

旅遊度假勝地。以北斗七星為主題，依托當地優質的山水資源和民俗文化，打造了“私密、舒適、田園、自然”

的鄉村精品民宿。7座民宿排列分佈與北斗七星一一對應，視野開闊，獨具意境。共配備了 17個房間，24張

床位，民宿整體為木質結構，外牆以黃色為主色調，與周圍翠綠竹林形成鮮明對比。內部軟裝均以胡桃色的老

榆木為原料。緩慢希望，在茶田與竹林深處的交息，旅人能慢下腳步，安靜地與山對話。於竹林聽雨時安享一

份閑適，於茶香氤氳中輕攬一份從容與淡定。讓緩慢不只是旅宿，而是一種旅行的節奏和人生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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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台中至左營高鐵，左營至小港機場捷運。桃園機場至台中巴士來回接送 

★每人一張無限上網卡 (流量 5G 後降速~無限上網) 

★旅途之餐標,午晚餐皆招待每桌 2瓶啤酒＋2瓶飲料；酒店內晚餐不含。 

★參訪建案為暫定，行程以說明會當天為主。 

★全程單房差加價:12500 

 

團費報價：3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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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中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南京建築美學參訪六日 

Day 1 行程及景點介紹 

11/03 

Day1 

 

(日) 

早上 出發 

  07:32 準時發車-搭乘高鐵 08:40 到左營 

【07:00 請於高鐵指定地點】集合上車 

 至左營站後轉捷運至機場 

南京綠地洲際酒店 

標準房 

★★★★★ 

下午 參觀 

  09:20 高雄機場集合(請準時機場集合) 

  11:20 起飛 13:25 抵達南京祿口機場 MU2946 

  14:25 出關前往南京鼓樓區 

  15:00 CHECK IN 南京綠地洲際酒店 

  18:00 晚餐：紅公館(夫子廟旁)  RMB 200 

   江蘇省南京市夫子廟貢院街 188 號大視界旁 

   20:00 夜遊秦淮河 

  21:00 飯店享用設備，參觀酒店 

備註：大陸因塞車嚴重，所有行程皆依照實際現地狀況可能安排參觀，如有塞車延誤，敬請見諒。 

● 南京市 

  簡稱「寧」，別稱金陵，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蘇省省會、副省級城市和特大城市，華東地區區域

中心城市。南京為政治文化名城，有 2500多年建城史和前後近 500年建都史，先後有東吳、東晉、

南朝宋、齊、梁、陳，南唐、明朝、太平天國、中華民國等朝代或政權定都於此，故有「六朝古都」、

「十朝都會」之稱。歷史上南京長期是中國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亦長期被視為華夏之正朔所在，為

國家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觀光資源十分豐富。南京還知名於江南學術重鎮，南京有八所高校列入

全國百所重點建設大學，居各大城市第三位，同時也是中國重要的科教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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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行程及景點介紹 

備註：大陸因塞車嚴重，所有行程皆依照實際現地狀況可能安排參觀，如有塞車延誤，敬請見諒。 

● 喜馬拉雅酒店公寓 
  喜馬拉雅和普通的產權式酒店有很大的區別。這是一種將酒店式公寓與 SOHO相結合併全新演繹的地產

新物種，在充分滿足商務社交等個性化需求問題的同時，高度滿足人們對高檔住宿的要求。「喜馬拉雅所打造

的不再是單純的居住場所，而是帶有文化屬性的運營產品。」 

● 葛洲壩南京中國府 
  葛洲壩南京中國府位居河西青奧濱江板塊，是省級資源地標級項目的聚集地。項目正對面就是新加坡伊頓

國際學校、青奧村小學、南京眼和保利大劇院。周邊配套齊全，環境優越。葛洲壩南京中國府項目規劃 5棟高

層住宅及配套設施，高層住宅層數 19-29層，一梯一戶。每棟頂層為露天泳池。  

11/04 

Day2 

 

(一) 

早上 參觀 

  07:00 Morning call 晨喚 

  08:30 享用早餐  09:00 出發 

  09:40 參觀 葛洲壩南京中國府 

  11:00 參觀 應天府 

   12:00 午餐：南京大排檔餐廳  RMB150 南京涵碧樓 

標準房 

★★★★★ 

下午 參觀 

   14:00  新街口逛街  15:00 出發 

  15:50 參觀 江北新區（南京江北新區-國家級新區） 

  17:30  CHECK IN 南京涵碧樓 

   20:30 晚餐：涵碧樓 中式餐廳 RMB300  

  20:00 回飯店享用飯店設備參觀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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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行程及景點介紹 

備註：大陸因塞車嚴重，所有行程皆依照實際現地狀況可能安排參觀，如有塞車延誤，敬請見諒。 

● 升龍桃花園著 
  目前在售臨江院墅的升龍桃花園著，就位於江島的中心位置。作為升龍集團最高端系的「園著系」產品，

桃花園著不僅僅是江心洲，也是整個河西目前唯一在售的疊墅樓盤。隨著河西南 3.5萬/㎡限價樓盤的陸續收

官，河西將引領整個南京邁入 5萬/㎡的新台階。河西二手房方面，河西中的熱盤海玥名都、仁恆江灣城三期

房源在網上的掛牌價都在 6萬+/㎡。 

● 牛首山文化旅遊區 
  牛首山文化底蕴深厚，乃岳飞抗金之地，郑和长眠之所；作为南京市“十二五”期间重大文化项目，牛首

山文化旅游区以“长期安奉世界佛教最高圣物——佛顶骨舍利”为主题，以“世界佛教文化新遗产、当代建筑

艺术新景观”为建设定位，整个景区在挖掘生态资源、，着力打造“生态、文化、休闲”三大胜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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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二) 

早上 參觀 

  07:00 Morning call 晨喚 

  08:00 享用早餐 09:00 出發 

  09:30 參觀 涵碧樓 

  10:30 參觀 升龍桃花園著(別墅) 

  12:00 午餐：珍宝坊 150RMB 南京卓美亞酒店 

標準房 

★★★★★ 

下午 參觀 

  14:30 牛首山文化旅遊區(專人導覽) 

  16:30  CHECK IN 酒店  

  18:30 晚餐：海沙湾海鮮餐廳 RMB 200 

   20:30 CHECK IN 南京卓美亞酒店 

  20:00 回飯店享用飯店設備參觀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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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 行程及景點介紹 

※備註：大陸因塞車嚴重，所有行程皆依照實際現地狀況可能安排參觀，如有塞車延誤，敬請見諒。 

● 南京圖書館 
  1907年江南圖書館誕生於古城金陵，民國期間，該館更名為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1933年，國立中央圖

書館又籌建於南京，新中國建立後，兩館先後更名、合併，形成今日人們熟知的南京圖書館。今日南京圖書館

所藏上百萬冊古代文獻，就是在近百年風雨之中逐步積累起來的。其中國學圖書館藏書十之八九得之於私家藏

書樓，以錢塘丁氏八千卷樓、武昌范氏木犀香館、桃源宋氏之藏書最為著名。 

 

● 總統府 
  南京總統府是中國近代建築遺存中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建築群之一，也是南京民國建築的主要代表之

一。 明代漢王府、清代兩江總督署和太平天國天王府遺址，1912 年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府，孫中山在此宣

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82 年以太平天國天王府遺址名義成為全國重點保護文物單位，2003 年 3 月改

設南京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館，2004 年被評為國家 AAAA 級旅遊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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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三) 

早上 參觀 

  07:00 MORNING CALL 早晨 

  08:00 享用早餐 

  09:00 參觀 卓美亞酒店導覽 

  10:30 參觀 南京圖書館導覽 

  12:30 午餐：秦淮風味餐  150RMB 
南京卓美亞酒店 

標準房 

★★★★★ 

下午 參觀 

  14:30 參觀 參觀總統府 

  15:30 參觀 老門東(歷史文化街區) 

  18:30 晚餐：尋味隨園 300RMB 

  20:00 晚餐後返回酒店 

  20:30 回飯店享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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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5 行程及景點介紹 

※備註：大陸因塞車嚴重，所有行程皆依照實際現地狀況可能安排參觀，如有塞車延誤，敬請見諒。 

● 蔣宋美齡故居~美齡宮 
  1945年抗戰勝利後至 1949年南京解放前，因蔣介石、宋美齡經常在這裡做禮拜、下榻、休息，人們習

慣稱為「美齡宮」，後相傳沿用至今。美齡宮主體建築是一座三層重簷山式宮殿式建築，頂覆綠色琉璃瓦，在

其房檐的琉璃瓦上雕著 1000多隻鳳凰。整座建築富麗堂皇，內部裝飾奢侈豪華，裝飾以旋子彩繪，特別是藍

底雲雀瓊花圖案出自工筆畫家陳之佛之手，獨一無二。 

 

● 江蘇大劇院 
  在古都南京河西濱江新城，四顆“水滴”似的建築詩意地棲息在“荷葉”狀高架平台上，形成了一組柔和

壯美的現代藝術建築群。她，就是江蘇大劇院。四顆“水滴”內，蘊含著歌劇廳、音樂廳、戲劇廳、綜藝廳。 

“荷葉水滴”的設計理念與南京“山水城林”的地域特色相吻合，空中俯瞰，宛如漂浮在生態綠野之上的水珠，

既寓含水韻江南的文化意蘊，又彰顯匯流成川的包容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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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四) 

早上 參觀 

  07:00 MORNING CALL 早晨 

  08:00 享用早餐  09:00 出發 

  09:30 參觀 中山陵 

  11:00 蔣宋美齡故居~美齡宮 

  11:30 午餐：熙玥軒  150RMB 

緩慢旅宿‧茶鄉星谷 

 標準房 

(以一大床為主) 

★★★★★ 

下午 參觀 

  14:00 參觀 江蘇大劇院 

  19:30 晚餐：里山食光 150RMB 

   20:30 CHECK IN 緩慢旅宿‧茶鄉星谷 

  20:00 回飯店享用飯店設備參觀山清風情 

  20:00 漫步旅宿山清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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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6 行程及景點介紹 

備註：大陸因塞車嚴重，所有行程皆依照實際現地狀況可能安排參觀，如有塞車延誤，敬請見諒。 

 

 

 

 

 

 

☆~祝各位貴賓 一路順風 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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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五) 

早上 參觀 

  07:00 MORNING CALL 早晨 

  08:00 享用早餐  

  09:30 自由活動 (茶鄉星谷 導覽-自由參加) 

  11:30 出發前往機場(附贈小點心) 

  14:30 起飛 16:25 抵達桃園機場 MU5001 

溫暖的家 

下午 參觀 
   16:25 抵達桃園機場 MU5001  

   17:00 專車返回台中(新竹米粉貢丸+食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