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灣 顯 微 重 建 外 科 醫 學 會 

『第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花東縱谷一日遊』 

 

※為確實保留火車票、住房及旅遊座位， 

  請於 8月 31日前將表格填妥 

 

第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時間：2016 年 11 月 5 日(星期六)  

地點：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協力樓一樓-協力講堂 

※ 11 月 3 日及 4 日，星期四及星期五) 將會舉辦 Cadaver dissection: 

flap workshop (與整外醫學會、美外醫學會合辦) 

花東縱谷一日遊 

時間：2016 年 11月 6日(星期日) 

行程：AM 07:30 美崙大飯店-翰品酒店-慕谷慕魚-鹽寮午餐-斯圖亞特

海洋莊園 or原野牧場 PM 17:28花蓮火車站-搭車返回溫暖的家~期待

再相會!! 
 

表格可自行影印使用。(＊身分證字號/出生日 為保險之需要)。 

 
◎眷屬資料： 

緊急連絡人：         聯絡電話：          實際參加人數：     人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1       年   月   日 

2       年   月   日 

3       年   月   日 

4       年   月   日 
 

花東縱谷一日旅遊費用 (每車以 25人計算) 

 □花蓮一日遊 - 每人加收$ 600 元。 
◎費用包含: 

一日遊覽車資、司機及領隊小費、200 萬旅約責任險+20 萬意外醫

療、雜項費用、代辦服務費、礦泉水無限量供應。 

 

※台鐵車票團體訂購如下： 

□加購台鐵 台北--花蓮來回火車票、每人加收 $880元。 

◎台北出發車票： 

□ 11/2(三)台北出發:  普悠碼 432次 15:10~花蓮 17:20 

□ 11/3(四)台北出發:  普悠碼 432次 PM 15:10~花蓮 17:20 

□ 11/4(五)台北出發:  普悠碼 432次 PM 15:10~花蓮 17:20 

◎花蓮回程車票： 

□ 11/5(六)花蓮出發:  太魯閣 441次 PM 19:20~台北 21:20 

□ 11/6(日)花蓮出發:  普悠碼 411次 AM 09:45~台北 11:53 

□ 11/6(日)花蓮出發:  普悠碼 431次 PM 17:28~台北 19:39 

 

□加購台鐵 高雄--花蓮來回火車票、每人加收 $1410元。 

◎新左營出發車票： 

□ 11/2(三) 新左營出發:  自強 437次 PM 14:12~花蓮 19:58 

□ 11/3(四) 新左營出發:  自強 437次 PM 14:12~花蓮 19:58 

□ 11/4(五) 新左營出發:  自強 437次 PM 14:12~花蓮 19:58 

◎花蓮回程車票： 

□ 11/5(六) 花蓮出發:  自強 332次 PM 17:55~高雄 22:59 

□ 11/6(日) 花蓮出發:  自強 308次 AM 08:27~高雄 13:47 

□ 11/6(日) 花蓮出發:  自強 332次 PM 17:55~高雄 22:59 

 

※高鐵車票-標準車廂-團體訂購如下： 

□高鐵 0142次 高雄 13:18~台北 14:54 

$1490左營 13:18 □11/2 □11/3 □11/4  

$700  台中 14:03 □11/2 □11/3 □11/4 

 

□高鐵 0638次 台南 12:49~台北 14:36 

$1350台南 12:49 □11/2 □11/3 □11/4  

$1080嘉義 13:07 □11/2 □11/3 □11/4 

$290  新竹 13:59 □11/2 □11/3 □11/4 

 

台北----到 □新竹$290 □台中$700 □嘉義$1080  

           □台南$1350 □左營$1490 

□ 11/5 (六) 高鐵 0693次  台北 21:30~高雄 23:30 

□ 11/6 (日) 高鐵 0639次  台北 12:36~高雄 14:36  

□ 11/6 (日) 高鐵 0885次  台北 20:00~高雄 22:18 

 

※住宿相關費用及說明 

☆ 花蓮美崙大飯店 

精緻雙人房 

□11/2 (三)3200元  □11/3 (四)3200元  

□11/4 (五)3200元  □11/5 (六)5000元 

□3人房 4000元(三~五雙人房價+800)  

□3人房 5800元(六-雙人房價+800) 

□4人房 4800元(三~五)   

□4人房 6600元(六) 

住宿日期□11/2□11/3□11/4□11/5 

☆ 花蓮翰品酒店 

雅緻雙人房 

□11/2 (三)3000元  □11/3 (四)3000元  

□11/4 (五)3000元  □11/5 (六)4500元 

□3人房 3800元 (三~五)   □3人房 5300元(六) 

□4人房 4600元 (三~五)   □4人房 6100元(六) 

住宿日期□11/2□11/3□11/4□11/5 

 

 

★匯款銀行:合作金庫銀行 北花蓮分行  

帳    號:5850717082739 

   匯款戶名:東南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花蓮分公司 

   ATM轉帳 : 銀行代號：006,    帳 號：5850717082739 

煩請將匯款收據傳真至將 03-8344906或 03-8333741,傳真時並註

明您的大名及電話, 這樣才能確認是您的匯款,謝謝您 

姓名:                   職稱: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服務單位:                                              

電話:（O）     －              手機:                       

通訊處:                             E-m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