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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raining Fee: EURo150C
2.AccoΠ 11noda伍 on 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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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Gt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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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HEALTH QIGONG ASSOCIA TION

首届健 身气功北欧论坛 活动通 知
一 、日 期
⒛ 18年 10月 18日 至 21日
二 、地 点
k觚 晶
瞒搬 co眼
芬 兰 国家奥体训练 中心 w弼嬲。
c‘

地 址 : KuOrtane Sport ResOrt
Opistotie1

63100Kuortane
Finland

三 、主 办单位
中国健身气功协 会

(CHQA)

四 、承办单位
芬 兰 武术联合会健身气功分 会
五 、培 训内容和 日程
活动 内容

日期
17
星期 三

10'目

10月 18日
星期 四

参 会人 员请 在 下午
。
报 至刂
1⒏ OO晚 餐

17。

地点

OO前 入 住 芬 奥体 中心

健身 气功北欧论坛
⒐00-9∶ 30论 坛开 幕 式
冫了囤匚口

=「

彳
丌碑雾冢了t丁 盯耵卩豕」
↓弘

电话 :86-10-670~s1569传 真 :陌 一10-曲 0507⒛
E-m缸 l:chqa@说 p△ 63。 COm

奥体
中心
奥体
中心

.

l⒋ 0O-1⒎ OO健 身 气功北欧 论坛

10月 19日
星期 五

⒐3O-12.00功 法教 学 健身 气功 五 禽戏
l⒋ 3O-18。 OO功 法教 学 健身 气功 五 禽戏
:

:

20 日 ⒐3O-12∶ OO功 法教 学 马 王 堆导引术
1⒋ 3O-18.00功 法教 学 马 王 堆导 引术
星期 六

10/目

:

:

10月 21
星期 日

⒐30-11∶ 30段 位考试 (1砰 段 )
l1∶ 30结 业 式
11∶ 45-13∶ OO午 餐
13∶ 30离 会 乘大 巴去 sein苟 0ki.
1⒋ 50火 车 sein剑 Oki-Helsink

奥体
中心
奥体
中心

奥体
中心

六 、参加办法
(一 )健 身 气功北 欧地 区的各健身 气功社 团组织均 可推荐 骨干

师资骨干报名 。经 中国健身 气功协 会 审查合格 后 ,准 予参加培训班 。
(二

)报 名 人 员将 直 接 以 电子 邮件形 式 向

芬 兰 武术联 合会健

身 气功分 会提 交报名信 息 。

`(三 )参 训 学 员可参 加段位考试 。报考者应按 照段位制相 关规
定进行线 上 报名及缴费 。
(四

)培 训班期 间学 员需 自各练功服和练功鞋 。

(五

)培 训班 上 可提供健身 气功教材购 买服 务 ,请 在报名 时一

并说 明 ,报 名 日期截 止后 无法提供 。
七 、经 费条件
(一

)培 训班费用 :150欧 元

(二

)食 宿费用

:

2

标准双 人 间 280欧 元/人
标准单人 间 360欧 元/人
高级双人 间 360欧 元/人
高级单人 间 480欧 元/人
价格 包含 H0月 17日 、18日 、 19日 、⒛ 日共 4天 住宿
和 10月 17日 晚餐 至 10月 21日 午餐
(三

)银 行 帐户信 息
账 户名称 Suomen Wushu-liittO ry
开户行 ;DanskeBank

IBAN码 : F⒕ 780OO13OO

Ω“ 55

Refercncc1067
地 址 :%llberginkatu1/29
00180IIe1sinki

Finland

请在 2018年 9月 25日 之 前银行转账付培训 和食宿费用 。汇
“
The1st Nordic Health Qigong FOrum”
款 时请 注 明
(四

)有 关段位费用请按照 《国际段位制 》规定支付 。

八 、报 名报 到
(一

)北 欧地 区健身 气功社 团组织需将报名表于 2018年 9月

25日 前报 送 芬 兰 武术联 合会健身 气功分 会 。
(二 )参 训 学 员请于 ⒛ 18年 10月 17日

中心 报到 。
九 、其他事宜

17:00前 往芬 兰 奥体

(一 )交 通事宜

芬 兰 境外参 会学 员务必在 10月 17日 上 午

10:14在 赫尔辛基

中央火车站 (Helsinki cen“ al railway虬 ation)乘 火车 去 sein苟 0ki,
再转乘大 巴去 芬奥体 中心 。承 办单位将提供接 送 服 务 。 火车和大 巴
往返票价 费用 自理 。(大 约 65-80欧 元 )。
(二

)培 训班授课语 言为 中文 ,同 时各有英文翻译 。

(三 )参 加 培训班人 员须 自行办 理人身 意外伤害保 险 ,如 培训

期 间出现伤病等 问题 ,由 个人负责 。
(四

)参 加培训班人 员报到 时须递交责任声 明书 。

十 、联系方式
(一

)承 办方 :芬 兰 武术联 合 会健身 气功分 会

联 系人 :张 放 Zhang Fang
电话 : +358400790929

邮箱 :zlaang。 fang@t侧 咱uan。 丘
(二

)中 国健身气功协会

联系人 :何 昕
电 话 : 0086-10-67052078

邮箱:intelhσ @126.com
十 一 、本办班通知解释权归属中国健身气功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