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屆亞洲智能障礙聯盟會議組團計畫
The 22nd Conference of Asian Federation o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一、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二、會議地點：斯里蘭卡（Sri Lanka）
三、會議時間：2015 年 10 月 4 日至 10 月 7 日
四、組團時間：2015 年 10 月 2 日至 10 月 10 日
五、參加對象：身心障礙者、家長、教師、教授與專家學者
六、參加人數：預定至少十名
七、預定行程（詳閱附件一）：全程 9 天 7 夜（10 月 2 日至 10 日）
10/02（五）桃園機場或高雄小港機場／香港（轉機）／斯里蘭卡
10/03（六）會前報到／市區觀光、購物商場，當地風味午餐
10/04（日）第 22 屆亞智盟會議／開幕式／全日會議
10/05（一）第 22 屆亞智盟會議／全日會議／歡迎晚宴
10/06（二）第 22 屆亞智盟會議／大會參訪行程／友誼之夜
10/07（三）第 22 屆亞智盟會議／上午會議／閉幕式（中午）／會議結束，前往 Kandy~
坎迪市區觀光
10/08（四）佛牙寺（世界遺產），當地風味午餐／ Sigiriya 獅子巖（世界遺產）
10/09（五）Dambulla 丹布拉，當地風味午餐／Pinnawala 帄那維拉（大象孤兒院）／ 可
倫坡／晚餐／前往機場，夜宿機上
10/10（六）斯里蘭卡／香港（轉機）／桃園機場或高雄小港機場
八、費用：
1. 團費：$55000（參加人數 10 人以上則酌減費用）


含機票、食宿（二人一間房）、司機、中文導遊、領隊小費



含斯里蘭卡簽證費用$1000（不含個人護照申請規費）



含機場稅、航空公司燃油稅



含 500 萬履約責任險、20 萬元醫療險

2. 其它費用：
(1) 申請新護照或換發護照規費（請自行注意護照是否尚為 6 個月內有效期限）
、個人
性花費（如：購物等）、飯店行李小費及床頭小費、其他自費活動之花費等
(2) 如不跟團，僅單純參加會議者，可購買機票$27000（不需團進團出）
九、報名：
1. 組團報名截止時間：2015 年 7 月 24 日（五）
2. 欲參加組團行程者，請填寫中文報名表（附件二）後 email 或傳真，並繳交訂金每人
$5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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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m6qu6@ntnu.edu.tw（范渝萍小姐）

傳真： 02-23419493（范渝萍小姐）
訂金匯款資訊：中國信託銀行（代號 822）士林分行
帳號：285540180674
戶名：范渝萍

十、其他事項：
1. 大會官方網站 http://www.afid22.com/
2. 團費餘款請在行前一個月左右繳交（將另行通知）。
3. 取消行程及退費事宜：
已繳納團費訂金完成報名手續者，如無法參加，需於 8 月 31 日以前以書面通知范渝
萍助理，旅行社團費之退費則比照觀光協會之規定辦理（依時間不同，扣除 10%~50%
費用不等）。
4. 如有疑問可逕自聯絡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柯惠菁 助理研究員 (02)77345073，E-mail: hcko@ntnu.edu.tw
范渝萍 專任助理

(02)77345098，E-mail: m6qu6@ntnu.edu.tw

(2)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高雅郁社工專員 (02)27017271 轉 30，E-mail: papmhkao@gmail.com
十一、

大會註冊

1. 自行向大會註冊者：請參閱亞智盟大會官網註冊頁面
http://www.afid22.com/registration-info/
請注意！大會網站之線上流程要求加購接機費用（單程$25，來回$50），由於本組團
行程已提供最後一天（10/9）前往機場的遊覽車，故僅需加購第一天（10/2）抵達斯
里蘭卡時從機場到飯店的單程費用。
2. 需由組團工作人員代為註冊者：請於 7 月 15 日以前填妥附件三之英文報名表後，email
或傳真，並提供信用卡資料和護照號碼。
Email:

m6qu6@ntnu.edu.tw

（范渝萍小姐）

傳真： 02-23419493 （范渝萍小姐）
3. 會議註冊費：
詳細內容請見亞智盟大會官網註冊頁面 http://www.afid22.com/registration-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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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鳥註冊
6 月 30 日以前

延至 7 月 31 日

一般註冊
8 月 1 日~9 月 15 日

亞智盟會員

美金 275 元

美金 325 元

參加者陪同人員

美金 225 元

美金 250 元

自我倡議者

美金 200 元

美金 225 元

自我倡議者陪同人員

美金 200 元

美金 225 元

學生

美金 200 元

美金 225 元

 備註：
(1) 若由工作人員協助代為向大會報名，請體恤工作人員之辛勞，即早告知以便作
業。若逾期報名而延誤早鳥註冊參加會議，則需多繳交美金 50 元之註冊費（如
大會規定）。
(2) 根據亞智盟大會之退費規定，7 月 31 日（含 7/31）以前可退費 75%，9 月 15 日
（含 8/31）以前可退費 50%，9 月 16 日之後恕不接受任何退費；且所有的退費
款項必須於會議結束後 30 天才提供。
(3) 若透過本組團工作人員報名，但後續卻需取消行程並向大會退回註冊費者，請盡
早（至少大會規定期限三日前）以書面告知（email 可）工作人員，以利我們協
助您處理退費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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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組團行程說明

2015 AFID 亞智盟大會‧斯里蘭卡九天
斯里蘭卡原名錫蘭，位於赤道以北 700 公里，是西元前 6 世紀時，由印度來的亞利安王子
比智雅王所建立的國家。國土最北端與印度距離僅 40 多公里，因此由南印度來的入侵者不
斷，比智雅王成立的辛哈里王朝之首都幾經變遷，至 1480 年遷都坎笛才安定下來。
從西元 4 世紀開始，此地即為東西貿易站，十分繁榮，正因為地理位置重要，在交通要道
上，而引起各國覬覦，外國勢力陸續入侵，1505 年成為葡萄牙殖民地，1658 年荷蘭取代葡
萄牙；1802 年統治權又轉至英國手中，1815 年辛哈里王朝終於落幕。1948 年始獨立為英
國的一個聯邦，至 1972 年的 5 月 22 日才脫離英國，正式成立斯里蘭卡共和國，算算斯里
蘭卡有 2500 年的歷史，共被 132 個國王統治過。如今是個獨立自由的國家，國旗上有一頭
獅子，因為大多數人口為辛哈里族人，辛哈里意即獅子。目前總統強塔莉卡是前總統之女，
前總統被暗殺後，由其女兒擔任總統、由前任總統之妻擔任總理。總統為百姓直接選舉，5
年選舉 1 次。
社會文化：
斯里蘭卡雖然是由印度人建立的國家，但人種、語言、生活習慣與印度不盡相同，文
化水帄也比印度高，原因是教育普及且免費。斯里蘭卡是典型的農業國，但漁民也不少，
除了農產也有茶園和森林，尤其盛產香料，因而被稱為香料國，用椰子花釀的椰子酒也很
有名。
在斯里蘭卡和尚和地方土醫的地位非常崇高。斯里蘭卡數度遷都（2500 年前的首都在
波羅娜魯瓦，後來遷到魯瓦娜，之後定都坎笛，現在首都是可倫坡）
，但不管遷到哪裡都會
造一座廟，把佛牙請過來放，就是所謂的佛牙廟。早年的斯里蘭卡每區有一個國王，有佛
牙所在國王才有權力。
面積：65.600 多帄方公里。
人口：近 2000 萬人口中屬於印度亞利安系的辛哈里人佔百分之 74；錫蘭泰米爾人佔 11%，
還有印度泰米爾人、回教徒的摩斯利姆人、貝達族人、其他還有一些混血種。
首都：可倫坡 Colombo，它也是個重要港口。
語言：Sinhala 語。
宗教：小乘佛教，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 70，餘為印度教、回教和基督教。
氣候：因靠近赤道，終年高溫，全年帄均氣溫在 22－32 度之間，四季沒什麼區別，北部帄
地為乾燥地帶，西南部山地較濕涼，高原休閒地附近一帶氣溫稍低，是避暑地，寒
冷時低於 10 度。4－6 月 10－1 月有兩個雨季，斯里蘭卡的雨屬於強烈陣雨，來得
急去得也快。
物產：稻米.蔬菜.水果.香料（肉桂.荳蔻.辣椒.胡椒.加哩.丁香.薑.可可）紅茶.椰子.椰子酒
時差：比台灣快 2.5 小時。
貨幣：Cey R.1 美元＝6.6Cey R。
電壓：230—24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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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蘭卡旅遊注意事項
1.進入廟宇，大部分要著拖鞋進入。洗手間多需另給小費，請準備一些零錢備用。
2.某些觀光景點，攜帶相機或攝影機需另加買門票，請記得索取收據。
3.斯里蘭卡景點，只要有安排服務人員，多有向客人索取小費的習慣，請準備零錢備用。
4.斯里蘭卡餐食，因口味因素，請入境隨俗；飲水請多利用礦泉水，生水不宜飲用。
5.請尊重當地民俗風情，隨時請教當地導遊，如：不可任意碰觸小孩的頭。
航班資訊：
天 數

日 期

航

段

班機號碼

起飛時間

起飛時間

第 01 天 10 月 02 日

桃園機場或高雄
小港機場/香港

國泰 CX467

15:25

17:10

第 01 天 10 月 02 日

香港/可倫坡機場

國泰 CX611

20:00

23:00

第 09 天 10 月 10 日

可倫坡機場/香港

國泰 CX610

00:15

08:30

第 09 天 10 月 09 日

香港/桃園機場或
高雄小港機場

國泰 CX466

10:00

11:50

當日抵達

<航空公司保留所有異動之權利，費用需以開票為準>
P.S 斯里蘭卡慢台灣與新加坡兩小時半，起飛與抵達時間都是以當地時間為準

斯里蘭卡行程：(含行程配車+1 名司機+1 名中文導遊& 三餐&含小費)
10/02 台灣經香港轉機至斯里蘭卡-可倫坡~專人專車接機~送至 Negombo 尼甘布~入住酒
店（Jetwing Blue）
10/03 飯店早餐/市區觀光、購物商場/當地風味午餐/ 下午五點前抵達會場開會/ 請自行返
回入住酒店
10/04 飯店早餐/會議 / 入住酒店 （Cinnamon Lake）
10/05 飯店早餐/會議 / 入住酒店 （Cinnamon Lake）
10/06 飯店早餐/會議 /入住酒店 （Cinnamon Lake）
10/07 飯店早餐/會議/ 中午會議結束後前往 Kandy~ 坎迪市區觀光/ 晚餐於住宿酒店
（Earl’s Regency）
10/08 飯店早餐/佛牙寺(世界遺產)-當地風味午餐/ Sigiriya 獅子巖(世界遺產) / 晚餐於住宿
酒店（Heritance Kandalama）
10/09 飯店早餐/Dambulla 丹布拉-當地風味午餐/Pinnawala 帄那維拉(大象孤兒院)/ 可倫坡/
晚餐於中國餐廳/ 機場
10/10 可倫坡經香港轉機回到台灣
*備註：
1. 全程入住五星級酒店
2. 會議期間(10/03 下午五點至 10/07 中午 12 點)，不包含每日午、晚餐，交通及司機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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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中文報名表

第二十二屆亞洲智能障礙聯盟組團行程報名表
一、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性別：

生日： 西元

月

日

護照：有 沒有 需要換照

英文姓名(與護照同)
身份證字號：

年

服務單位：

職稱：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手機號碼：

Email:

請依個人狀況在下列勾選：
我要報名組團行程，且全程參與，不過我會自行向亞智盟大會註冊、繳費。
我要報名組團行程，且全程參與，同時也請工作人員代為向大會註冊、繳費。
其他(請說明)：

住宿安排：
我要住單人房（團費需加價，另議）
我要住雙人房，室友：

（若無，則由工作人員代為安排）

費用繳款方式（請勾選）：
團費：
一次繳交全額費用：$
以匯款繳費，費用： $

先繳交訂金： $ 5000 ，之後再繳交餘額。
轉帳後五碼（承辦人員確認訂金用）：

以信用卡繳費，費用： $
信用卡卡號：

到期日：

/

卡片背面後三碼：

會議註冊費：
繳交全額費用： $

（早鳥$275+接機費用$25 一般註冊$325+接機費用$25）

信用卡，費用： $
信用卡卡號：

到期日：

/

卡片背面後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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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攜眷： 攜眷(

人，關係：

眷屬是否參加會議
中文姓名：

性別：

是（需註冊）
生日： 西元

否（將另安排當地行程）
年

月

日

護照：有 沒有 需要換照

英文姓名(與護照同)
身份證字號：

不攜眷

)

服務單位：

職稱：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手機號碼：

Email:

團費：
一次繳交全額費用：$

先繳交訂金： $ 5000 ，之後再繳交餘額。

以匯款繳費，費用： $

轉帳後五碼（承辦人員確認訂金用）：

以信用卡繳費，費用： $
信用卡卡號：

到期日：

/

卡片背面後三碼：

大會註冊費：
繳交全額費用： $

（早鳥$275+接機費用$25 一般註冊$325+接機費用$25）

信用卡，費用： $
信用卡卡號：

到期日：

/

卡片背面後三碼：

開會期間當地旅遊費用（眷屬參加）：
另計

三、是否需要公函以便請假？需要 不需要
四、如有特殊情況請另外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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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參加會議之英文報名表(請以打勾方式作答，自行向大會報名者不需填寫繳交)
22nd ASIAN FEDERATION O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October 3-7 2015 Sri Lanka
REGISTRATION FORM

Category:

Presenter
Author
Participant
Self-Advocate
Accompanying Person:

Name:

Family Member

First:

Middle Initial:

Gender: Male

Carer

Last:

Female

Whether ID Person:Yes

No

Title: Prof

Mr

Dr

Ms

Rev

Passport number:
Address (Street):
City:
Telephone No:

Country:
Fax No:

E-Mail:

Affiliated Institution if any:
Institution’s Address:
City:

Country:

Occupation:
Interest on ID matters:

Have you attended previous AFID conferences? Yes

No

What improvements do you wish to see in 22AFID Conference?

What do you expect to gain in attending the 22AFID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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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plan to attend the Pre-Conference Workshops?
Do you wish to take any tours after the Conference?

Yes

No
Yes

No

If so, please indicate your preference:
Ruined Cities:

Hill Resorts

Date:

Note:

Beach Resorts:

Signature:

Download the form, fill in on-line, get a printout, sign, scan into a PDF file and send by

e-mail to afid22.sec@gmail.com. To fill boxes, use the symbol √
Payment should accompany the Registration Form.
備註：委由組團工作人員代為向大會報名者，請將此英文報名表填妥之後寄給工作人員。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范渝萍 專任助理

(02)77345098，E-mail: m6qu6@ntnu.edu.tw

(2)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高雅郁社工專員 (02)27017271 轉 30，E-mail: papmhka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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