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閉症融合教育專業交流
Academic visit of inclusive education for studen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in Taiwan
(自費專業交流團)
一、 主辦單位: 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Centre for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and Inclusive Education)
二、 日

期：2015 年 4 月 6 日至 4 月 9 日- 四天三夜 (2.5 天專業交流)

三、 地

點：台灣台北

四、 團費贊助: 每位參加者將有 HK$ 600- 800 贊助 (每位參加者的贊助額將於
2015 年 2 月 11 日確定)
五、 人

數： 40 人 (若報名人數少於 40 人，團費另議)

六、 對

象： 參與自閉症譜系障礙科研項目的學校: 校長及副校長（每間參與

學校有兩個名額）
七、 交流目的
此行的重點是台灣自閉症融合教育的專業交流 (包括大學、中學及小學)，目標
如下:
·了解台灣融合教育的發展及現況
·了解支援自閉融合生的體系及策略
· 分享及交流兩地成功的經驗
八、內

容：

參觀及交流內容 (暫定)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了解台灣自閉症融合教育的特色及老師培訓)
·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 http://www.csps.tp.edu.tw/
· 台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http://new.estmue.tp.edu.tw/
· 台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http://www.ccjhs.tp.edu.tw/
· 台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http://www.thjh.tp.edu.tw/
可供考慮的參觀及交流項目（一）: 4 月 9 日（星期四）下午：2:00 -4:00 pm 台北
市史代納教育共學團體 (Waldorf Education, Dr. Rudolf Steiner)
http:// taipeisteinerschool.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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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考慮的參觀及交流項目（二）: 4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9:00 am -11:00 am
參觀台北市立南海實驗幼稚園 http://www.nhkg.tp.edu.tw/
九、行 程 (四天三夜)

日期

行程內容

餐食

住宿

2015 年
4月6日
(星期一)
第1天

起程前往台灣
上 午 10:00 離 港 : 搭 乘 國 泰 航 空 (CX450:
10:00)
中午左右到達桃園機場

特色午餐
特色晚餐
(集合時間 6:00pm)

柯達飯店
(台北敦南)
或深坑福容飯店
或同等級

早餐(酒店內)
午餐(大學校園內)
晚餐(自費)

柯達飯店
(台北敦南)
或深坑福容飯店
或同等級

早餐(酒店內)
特色午餐
晚餐(自費)

柯達飯店
(台北敦南)
或深坑福容飯店
或同等級

2015 年
4月7日
(星期二)
第2天
2015 年
4月8日
(星期三)
第3天

上午: 10:00 am -12:00 am
參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下午:
2:30 pm -4:30 pm
參觀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
http://www.csps.tp.edu.tw/
上午: 9:00 am -11:30 am
參觀台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http://new.estmue.tp.edu.tw/
下午:2:30 -5:00 pm
參觀台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http://www.ccjhs.tp.edu.tw/
上午:9:00 am -11:30am
參觀台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2015 年
4月9日
(星期四)
第4天

http://www.thjh.tp.edu.tw/
可供考慮的項目（一）:下午：2:00 -4:00 pm
台北市史代納教育共學團體: 華德福教育

早餐(酒店內)
特色午餐
晚餐(航機上)

專業交流旅程
圓滿結束

(Waldorf Education, Dr. Rudolf Steiner)
http:// taipeisteinerschool.blogspot.com/
前往桃園機場搭機返回香港 黃昏返港: 國泰
航空 (CX451: 19:40)

十、費

用：

1) 本團由旅行社承辦，根據報價，團費每位 HK$5350 及 HK 258 燃油附加費 :
費用包括機票、食宿（商務酒店住宿、兩人一房）、當地離境稅、香港機場
稅、香港旅遊協會印花稅、意外平安保險三百萬臺幣、意外醫療保險二十萬
臺幣、保安費、飛機燃料税；當地交通 (為期四天的豪華旅遊巴士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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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自行抵達台北者，團費HK$3200。
* 若不住本團指定酒店，酒店住宿費用可減去: HK$900。
* 可以安排提前入住本團指定酒店或本團結束後，繼續入住 (酒店費用可能
有變，稍後通知) 。
2) 柯達飯店(台北敦南) 或深坑福容飯店附近的酒店:
香格里拉遠東國際大飯店
HK$2300/間/晚/可住兩人
台北碧瑤飯店
HK$980 /間/晚/可住兩人
台北福華大飯店
HK$1450/間/晚/可住兩人
太平洋商旅或台北馥敦飯店
HK$1330/間/晚/可住兩人
3) 領隊、導遊及司機小費: 每位每日HK$100。四天三夜每位僅收HK$300。
4) 若需更改回程日期機票，每位附加費用: HK$950。
5) 住宿酒店（雙人房）以兩人一房計(參加人數以雙數為標準)，單人房特別安排
需另補費用: HK$1200。
6) 早餐於酒店自助餐，本團包5餐，每人以約 HK$80 為標準的特色餐 。
7) 費用不含參加者之一切個人消費 。
8) 每位參加者收取訂金 HK$3000 (請於2015年2月12日交訂金，訂金一經收取，
若取消行程亦恕不退回)。
9) 每位參加者請於 2015 年 2 月 25 日交餘款。
※ 若以上酒店全滿，均會入住同級酒店(若變更住宿酒店的級數，則視指
定的飯店而加/減費用)。
※ 行程次序安排以當地接待旅行社為準。
※ 如有任何事宜聯繫，請致電：2948 7763 聯絡黃慧儀女士 (Ms Kristi
Wong); 電郵：kristi@ied.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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