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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主旨：認識雪地活動相關急診醫學課題，體驗實際的滑雪活動，增進急診醫師間的交流

與情誼。 

二、主辦單位：那魯灣旅行社 

    協辦單位：台灣急診醫學會 

              馬偕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部 

三、活動日期：民國 108年 02月 17日至 21日（星期日至星期四） 

四、活動地點：日本東北 豬苗代湖 

五、參加對象：急診醫學會會員或對雪地醫學有興趣之醫療從業人員及家屬，可選擇雙板滑雪

（ski）或是雪地滑板（snowboard）。 

六、活動內容： 活動安排與流程表（如下）（詳細行程以附件為主） 

時間 2月 17日 2月 18日 2月 19日 2月 20日 2月 21日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7:00 07:30 

機場集合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8:00 

研習課程 

滑雪活動 滑雪活動 

收拾行李 
9:00 

搭乘台灣虎航

IT-218 

飛往日本茨城 

（09:25/13:35） 

10:00 

搭車前往機場 

滑雪活動 

11:00 

12:00 

13:00 
午餐（自理） 

14:00 
搭車前往豬苗代

湖 Listel Hotel 
15:00 搭乘台灣虎航

IT-219 

飛回台灣桃園 

（14:35/17:4

0) 

16:00 

17:00 
分配房間 

租用雪具 
晚餐 晚餐 晚餐 

18:00 

19:00 晚餐 
自由活動 自由活動 自由活動 返家 

20:00 研習課程 

(班機時間如有調整，以出發前說明會為準)（行程與研習課程時間得視當天交通狀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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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醫學研習課程]課程內容與流程： 

課程名稱 時間 地點 講師 內容描述 甲類學分 

滑雪運動常見

意外傷害 

2/17 

20:00-20:4

5 

Listel 

Hotel  

會議室 

莊鴻宇 醫師 滑雪運動常見意

外傷害 

1 

雪地醫學 2/17  

20:45-21:3

0 

Listel 

Hotel  

會議室 

黃明堃 醫師 雪地相關急症之

臨床表現與處置 

1 

雪地活動與滑

雪實務操作 

2/18 

9:00-10:00 

Grand Deco

滑雪場 

NSSI滑雪教

練群 

雪地活動實務操

作 

1 

（課程講師、時間、地點得視當天交通狀況與行程調整） 

七、活動說明： 

1. 本活動雪具租借不包括服裝與雪鏡，請自行準備雪衣褲、手套、雪鏡、護具等。 

2. 本次活動需報名 20 人以上成行，上限 32名。 

3. 本行程由那魯灣旅行社承辦，如有任何問題，請逕洽：TEL:02-25638080(滑雪部)。 

4. 住宿 LISTEL HOTEL 飯店豪華房型 2人一室(2、3、4人同價) 

◆單人房需補房價差 NT$8000元。 

◆不需雪具扣 NT$2000元。 

◆不需纜車無扣款。 

◆若參加滑雪行程但不需教練教學，可扣除不需教學費 NT$3000 元。 

5. 相關滑雪資訊，可參考那魯灣網址: 

http://www.naruwan.com/eWeb/GI/V_GI_Detail.asp?MGRUP_CD=SIN5D-18D&GRUP_CD=SI

N5IT19217S&SUB_CD=GI 

http://www.naruwan.com/eweb_naruwan/2009/skiresort/listel.asp?SITE_CD=1&MP_I

D=MPS01 

八、經費預算：本活動行程委由『那魯灣旅行社』辦理，講師費用亦由活動收入直接支出。 

九、報名費用： 

會員 / 非會員 35,900 元（報名時繳交訂金 5000元，於說明會結束前繳交尾款） 

本次活動為配合急診醫學會包團行程，費用已折扣，不適用旅行社早鳥及舊學員折扣，若報

名未滿 20人不成行將訂金全額退回，若繳訂後臨時取消，依旅行社規定及交部觀光局「國外

團體旅遊契約書」定型化契約處理。（報名後取消之處理可參考

http://www.naruwan.com/eWeb_naruwan/2012/ski_ps/Ski_4.html） 

       費用說明： 

 本行程適合初、中、高級 ski、snowboard報名參加。 

http://www.naruwan.com/eWeb/GI/V_GI_Detail.asp?MGRUP_CD=SIN5D-18D&GRUP_CD=SIN5IT19217S&SUB_CD=GI
http://www.naruwan.com/eWeb/GI/V_GI_Detail.asp?MGRUP_CD=SIN5D-18D&GRUP_CD=SIN5IT19217S&SUB_CD=GI
http://www.naruwan.com/eweb_naruwan/2009/skiresort/listel.asp?SITE_CD=1&MP_ID=MPS01
http://www.naruwan.com/eweb_naruwan/2009/skiresort/listel.asp?SITE_CD=1&MP_ID=MPS01
http://www.naruwan.com/eWeb_naruwan/2012/ski_ps/Ski_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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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團體需 20人以上成行，上限 32人；Ski、Snowboard各單項目需有 7人以上才派教練。 

 費用包含：機票、機場稅、燃油附加稅、交通、滑雪器材、住宿、表定纜車費、餐食(請

參照行程內容)、保險：400萬意外險+30萬醫療險+10萬第三責任險(15歲以下僅 200萬意外

險+20萬醫療險)、溫泉(請依行程內容)、教練費、小費。 

 費用不包含：部分餐食(請參照行程內容)，個人滑雪周邊裝備(雪衣褲、風鏡、手套、護

具...等)、其他雪場設施使用費、活動費及私人費用。 

 請於報名時敬請選擇SKI或SNOWBOARD，以便安排教練。 

 報名後為避免英文名拼音出錯而影響出境；請報名繳訂後務必繳交護照影本。 

 需租用器材者請於報名時（最遲於說明會前）務必告知個人身高、體重、腳底板長以便雪

場預先準備。租用器材請愛惜使用，損壞或遺失需照價賠償。 

 住宿房型 2人一室，三至四人同價。單人房補價差 NT8,000元。 

 雪具自理扣 NT$2000，不需纜車無扣款。 

 若參加滑雪團但不需教練教學，可扣除不需教學費 NT$3000元。 

 報名時請務必告知本公司是否已有分房室友，若委託本公司湊房者，本公司不保證能如

您所願需求湊房，屆時需依「實際」分房結果收費！單人房需補房差 NT$8,000元。 

 報名後請於 7日內(含假日)繳訂，繳訂後即受交通部觀光局「國外團體旅遊契約書」定型

化契約保障。超過日期未繳訂者會列為後補名額，不保證可報上原預定報名之團體。 

 費用說明與相關減免等如下（可參照網頁

http://www.naruwan.com/eWeb/GI/V_GI_Detail.asp?MGRUP_CD=SIN5D-18D&GRUP_CD=SIN5IT1

9217S&SUB_CD=GI） 

 

十、報名方式： 

即日起至 107 年 11 月 30 日下午 5 時前完成報名為止。不受理現場報名。

一律於那魯灣旅行社網站填寫線上報名表：  

（ http://www.naruwan.com/eWeb/GI/V_GI_Detail.asp?MGRUP_CD=SIN5D-

18D&GRUP_CD=SIN5IT19217S&SUB_CD=GI）  

於線上報名第 3 頁『其他聯絡事項』欄位，輸入『台灣急診醫學會』及『服

務單位』（或是一起參加急診朋友的服務單位）以供業務辨識是否急診醫學

會會員或急診之友。  

（說明：旅行社團體售價為 37900 元，本活動為急診醫學會包團，費用為

35900 元，因此在線上報名時會發現顯示金額為 37900 元，報名完成時亦

顯示為”候補”，需填寫『台灣急診醫學會』及『服務單位』經業務確認

身分後，才會完成報名，電話跟業務確認完成報名後再繳交 5000 元訂金及

護照影本，尾款 35900-5000=30900 元於活動前一個月團體說明會前才需要

http://www.naruwan.com/eWeb/GI/V_GI_Detail.asp?MGRUP_CD=SIN5D-18D&GRUP_CD=SIN5IT19217S&SUB_CD=GI
http://www.naruwan.com/eWeb/GI/V_GI_Detail.asp?MGRUP_CD=SIN5D-18D&GRUP_CD=SIN5IT19217S&SUB_CD=GI
http://www.naruwan.com/eWeb/GI/V_GI_Detail.asp?MGRUP_CD=SIN5D-18D&GRUP_CD=SIN5IT19217S&SUB_CD=GI
http://www.naruwan.com/eWeb/GI/V_GI_Detail.asp?MGRUP_CD=SIN5D-18D&GRUP_CD=SIN5IT19217S&SUB_CD=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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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  

 

線上報名填寫完畢後，以電話（ TEL： 2563-8080、 2561-9911）向本團業務

（廖峻偉先生 /Daniel）確認報名；確認後將『護照影本』及訂金『信用卡

刷卡授權書』以”傳真（ FAX： 2511-3030、 2561-1955）或掃描檔 email

（ service02@naruwan.com）”給旅行社，之後以電話確認。  

 

報名 7 日內需繳交訂金，超過日期未繳訂者會列為後補名額，不保證可報

上原預定報名之團體。其餘款項請於說明會時繳清。（旅遊契約書第五條

第二項）  

 

如團體出發日期逢旺季或客滿，航空公司會要求提早開立機票，當團繳交

尾款時間將會依「航空公司之開機票日期」提前二日收清為準。感謝配合！  

 

旅客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怠於給付旅遊費用者，旅行社得逕行解除契

約，並沒收其已繳之訂金。如有其他損害，並得請求賠償。（旅遊契約書

第六條）  

 

下載刷卡單：（ http://www.naruwan.com/eweb_naruwan/images/ski/那魯

灣滑雪團刷卡單 2018PDF.pdf）  

 

其他繳款方式可參考：

（ http://www.naruwan.com/eWeb/Main/home.asp?SITE_CD=1&MP_ID=MPQ0

2&STYLE_TP=1）  

 

十一、教育積分：甲類 3 分  

十二、講師介紹： 

黃明堃  醫師 台灣急診醫學會野外醫學委員會  委員 

 馬偕紀念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C.S.I.A. N.S.S.I. 滑雪教練 

 N.S.S.I. Ski Level 2 教練 

  

莊鴻宇 醫師 馬偕紀念醫院 急診部醫師 

  

十三、行程參考：如附件。 

http://www.naruwan.com/eweb_naruwan/images/ski/那魯灣滑雪團刷卡單2018PDF.pdf
http://www.naruwan.com/eweb_naruwan/images/ski/那魯灣滑雪團刷卡單2018PDF.pdf
http://www.naruwan.com/eWeb/Main/home.asp?SITE_CD=1&MP_ID=MPQ02&STYLE_TP=1
http://www.naruwan.com/eWeb/Main/home.asp?SITE_CD=1&MP_ID=MPQ02&STYLE_T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