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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蘭 馨 交 流 協 會 美 洲 聯 盟 

第四十六屆雙年會, 2020 年 7 月 22-25 日於美國華盛頓州貝爾維尤市 
 

年會地點 

第四十六屆雙年會將在貝爾維尤凱悅飯店舉行. 華盛頓州貝爾維尤市擁有小鎮的魅力和大城市的便利, 

是一個現代化的綠洲, 城市中有許多文化景點和數不盡的活動. 遊客可以享受從山脈到湖泊的自然美景

和風光, 以及豐富的戶外休閒活動. 便利的地理位置加上青山綠水環繞的優越景色將為我們的年會創造

一個絕佳的環境. 

年會費用  

年會費用是每個分會 $550 美元. 收費通知將於 2019 年 12 月寄出, 收費的截止日期是 2020 年 3 月 15 日. 

此費用是用來支付分會代表的註冊費, 但並不包括餐券. 如果在 2020 年 3 月 15 日截止日期之後繳交年

會費用, 則分會將被加收 10% 的逾時費. 

註冊與餐點費用 

在 SIA 年會網頁可以辦理網上註冊, 網頁上並登載了完整的年會資料. 在網上註冊既快速、簡單又安全, 

並在註冊完成後會經由電子郵件收到註冊的收據. 你也可以下載註冊表, 填寫完成後以電子郵件、傳真

或郵政郵件寄回. 如果我們的檔案中存有你的電郵地址, 則詳細的確認函會以電子郵件傳送給你. 如果我

們沒有你的電子郵件地址, 請務必在註冊表中提供這項資料. 有關取消和退款的資料, 請閱讀註冊政策. 

註冊費用: 

 $550 非分會代表年會全程註冊費 (早鳥註冊) 

 $625 非分會代表年會全程註冊費 (一般註冊) 

 $675 非分會代表年會全程註冊費 (延遲註冊或在會場註冊) 

 

 $275 非分會代表年會單日註冊費 (早鳥註冊和一般註冊) 

 $350 非分會代表年會單日註冊費 (延遲註冊或在會場註冊) 

 

 

https://www.hyatt.com/en-US/hotel/washington/hyatt-regency-bellevue-on-seattles-eastside/belle?src=corp_lclb_gmb_seo_nam_belle
https://www.soroptimist.org/for-clubs-and-members/whats-new/46th-biennial-convention/index.html
https://www.soroptimist.org/for-clubs-and-members/whats-new/46th-biennial-conventio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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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來賓年會註冊費用 (早鳥註冊和一般註冊) 

 $375 註冊費用 (延遲註冊或在會場註冊) 

  

餐費 

所有蘭馨會員和來賓都可以在註冊時預定餐點. 會員或分會代表的註冊費並不包括餐點, 因此在註冊時

餐點部分會額外收費. 餐劵依登記順序銷售, 有可能於年會前即售罄. 我們鼓勵你在截止日前辦理註册並

購買餐劵以確保在餐會中為你預留座位. 今年, 你將能夠在辦理註冊的過程中選擇自己想要的主菜. 如果

你需要為來賓購買餐劵, 請聯繫 SIA 總部以獲得進一步的協助. 

携手飛揚: 友誼晚餐和世界舞蹈展示, 7 月 22 日: $110 美元 

拓荒者: 表揚我們的領導者晚宴, 7 月 25 日: $120 美元 

登上顛峰: 表揚午餐, 7 月 23 日: $70 美元 

會員體驗: 我們向上的旅程, 7 月 25 日: $70 美元 

更詳細的活動資料, 請參見年會時間表.  

機票 

美國航空:  美國航空為我們年會的與會者提供優待, 凡搭乘寰宇一家航空聯盟 (OneWorld) 的班機皆可享

受航空公司售價 4% 的折扣 (不包括基本經濟艙和不打折票類). 在美國和加拿大任何地方預訂機票或需

要協助, 請打電話至美國航空公司會議服務櫃臺, 電話: 1-800-433-1790, 服務時間是中部標準時間每天早

晨六點至凌晨十二點, 請記得在購票時提及授權號碼 A4370DC. 在網上經由 www.aa.com 網站購票也可以

享受這項折扣且不必付購票手續費, 但此僅適用於 AA/AE 航班, 請允許至少一個工作小時在網站上顯示

購票結果. 請使用前面提到的授權號碼除去前面的 A 來輸入促銷代碼, 但可能有一些訂購並不適用, 也可

能會有其他限制. 有聽力或發聲障礙者也可以打電話至 1-800-735-2988 預訂機票.  

聯合航空: 聯合航空將為我們的年會提供各種票價等級的 10% 折扣. 請拜訪網站: 

www.united.com/meetingtravel<http://www.united.com/meetingtravel>, 訂票時在優惠代碼框中輸入: Z 碼 

(Z code): ZHPX 加上合約碼 (Agreement Code): 280722. 請注意: 不要在 Z 碼和合約碼之間加任何空格 . 在

美國和加拿大的顧客也可以打電話到聯合航空會議預訂票櫃台, 電話: 1-800-426-1122, 週一至週五東部時

間早上八點至晚上十點, 週六及週日東部時間早上八點至晚上六點. 預購年會機票將免收訂票費. 居住在

美國和加拿大以外地區的顧客應經由 www.united.com/meetingtravel 在網上訂票. 

https://www.soroptimist.org/for-clubs-and-members/whats-new/46th-biennial-convention/index.html
http://www.aa.com/
http://www.united.com/meetingtravel
http://www.united.com/meetingtravel
http://www.united.com/meeting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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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美航空: 達美航空很高興能夠為蘭馨會美洲聯盟的雙年會提供特別折扣. 請點擊此處來訂購你的機票! 

你也可以打電話到達美會議預訂專線, 電話: 1-800-328-1111,  週一至週五美中時間早上七點至晚上七點

半, 並提及會議碼: NMTRZ. 

 *請注意, 通過達美航空的 800 訂票專線辦理預訂和開票將不收取服務費.  

機場地面交通和停車 

搭乘西雅圖塔科馬國際機場的快速區間車: 走 4 號天橋到塔科馬機場停車場. 快速區間車是從地面交通

廣場中心停車場的第三層出發. 單程票價每人$26 美元起. 請打電話 1-425-981-7000 提前預訂. 請點擊快

速區間車閱讀更多資訊.  

你可以使用手機上的應用軟體搭乘網約車: 優步 (Uber) 或來福車 (Lyft). 網約車的價格按照時間和是否有

附加費用而有不同, 在沒有強烈的需求情況下, 優步的單程價錢約為 $25-$30 美元. 

從西雅圖塔科馬機場到貝爾維尤凱悅飯店也可以搭乘一般的計程車. 收費大約是 $50-$65 加上 15% 的小

費, 此費率可能會變動.  

此外, 可以透過西雅圖塔科馬機場交通網頁預定車輛, 轎車收費 $60- $65, 休旅車收費 $95 (價格可能變

動). 

在貝爾維尤凱悅飯店住宿的房客自助式停車費用是每天 $28 美元加上稅; 也有代客泊車服務, 每天$38 美

元加上稅. 此特別優惠價在年會舉行期間適用於 SIA 的所有人. 此外, 自助式停車在週五晚上八點至週日

晚上八點之間可免費停車 (僅限自助式停車) , 你可以隨時進出.  

自助停車請使用在 Northeast 10th Street (東北第十街) 有標示 “Bellevue Place (貝爾維尤大廈)” 的入口進

入. 沿著右側的坡道駛下, 經過大門, 然後立即右轉, 你將在右側看到Winter Garden (冬季花園) 電梯. 你可

以將車停在 P3 的指定區域中. 如果 P3 已滿, 請繼續往前向停車場的更裡面行駛, 你會在左側看到一個坡

道, 可由此進入較低層的停車位. 另外, 你也可以使用 Bellevue Ballroom (凱悅飯店宴會廳) 電梯, 將你帶到

我們的 Olympic Tower (奧林匹克大樓) 的一樓. 

旅館住宿 

貝爾維尤凱悅飯店是年會所有活動的地點, 並且提供蘭馨會優惠價格: 每個房間 (一個人或兩個人一間) 

每晚 $219 美元再加上 14.4% 稅金. 加放折疊床每天收費 $25 美元加上稅. 三人房和四人房每晚分別是 

$244 美元和 $269 美元再加上 14.4% 稅金.  

http://www.delta.com/tools/secure/air-shopping/searchFlights.action?tripType=ROUND_TRIP&priceSchedule=price&originCity=&destinationCity=&departureDate=&returnDate=&paxCount=1&meetingEventCode=NMTRZ&searchByCabin=true&cabinFareClass=BE&deltaOnlySearch=false&deltaOnly=deltaPartner
file://fileserv/shared/Meetings/Biennial%20Conventions/2020%20Convention%20Bellevue/Registration/Registration%20Policies/shuttleexpress.com
file://fileserv/shared/Meetings/Biennial%20Conventions/2020%20Convention%20Bellevue/Registration/Registration%20Policies/shuttleexpress.com
http://airportseatactransportation.com/Rates
https://www.hyatt.com/en-US/hotel/washington/hyatt-regency-bellevue-on-seattles-eastside/belle?src=corp_lclb_gmb_seo_nam_b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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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悅飯店也可以選擇升級成為嘉賓房 (Club Room) 但數量有限, 費用是每人每天$85 美元. 你可以在訂房

時要求升級. 

預訂客房, 請使用 SIA 官方的年會預訂網站貝爾維尤凱悅飯店. 預訂客房截止日期為 2020 年 6 月 10 日, 

因此請儘早預訂. 6 月 10 日之後, 我們就無法保證你能够以 SIA 費率預訂客房. 

要電話訂房或需要協助, 請撥: 1-877-803-7534, 並告知團體訂購代碼 SROP, 或點擊此處以查看各地區的聯

絡資料. 

保持聯繫 

有關年會的資訊都會登載在 SIA 年會網頁. 你也可以在 SIA 臉書網頁獲得最新資訊. 你可以貼文提供建議

和你曾經到華盛頓州貝爾維尤市旅遊的經驗, 或分享過去參加年會的經驗, 以及詢問年會相關問題, 或甚

至尋找室友或同行的夥伴. 你可以在推特上使用主題標籤＃SIAConv2020 追蹤 SIA 年會的新聞. 當你在推

文時也請使用這個主題標籤. 使用主題標籤 #SIAConv2020 會讓你很容易追蹤年會新聞.  

翻譯 

所有的全體大會、餐會和在大會會議廳及餐會會議廳所舉辦的專題研討會都提供日文、中文、韓文、

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的翻譯.  

桂冠基金慶祝活動 

我們將以夢幻豪華的方式來感謝我們慷慨的捐贈者對我們夢想活動的持續支持.  因此, 請穿著最佳的

1920 年代風格的服裝, 和我們度過一個充滿歡樂和喜慶的夜晚! 7 月 24 日星期五, 晚上 5:30 至 7:00 是為

活躍的桂冠基金會員 (在 2016-2018 兩個年度中捐贈了 $500 美元) 和新加入桂冠基金會員 (最低捐款額: 

$1,000) 而準備. 請至網頁 www.soroptimist.org 來加入桂冠基金, 或如果你已是一名桂冠基金會員, 請捐款 

($500 美元) 以保持活躍會員的身份. 我們將會發送一個特別邀請函給所有桂冠基金的會員.  

特別活動與餐會 

年會中有一些特別活動你可以額外付費註冊參加. 這些活動可能在年會之前就銷售一空, 我們建議你在

辦理註冊時即購買門票. 這些活動有:  

携手飛揚: 友誼晚餐和世界舞蹈展示. 7 月 22 日星期三, 這個晚會將為我們的年會拉開序幕, 帶領我們的

與會者携手飛揚達到新高點! 友誼晚餐不僅提供機會讓你與蘭馨會的朋友團聚並建立新的聯繫, 而且這

個充滿樂趣的夜晚也將會有各種互動活動, 讓你認識坐在同一桌的人, 或甚至在宴會廳另一頭的人! 晚上

的亮點是我們的世界舞蹈展示! 舞蹈是世界通用的語言, 因此我們邀請來自十個左右分會的會員 (或來自

https://www.hyatt.com/en-US/group-booking/BELLE/G-SROP
http://l.c.hyatt.com/rts/go2.aspx?h=1020115&tp=i-H43-9A-8ww-29estY-IH-FZQp-1c-271U5M-1UsCPe
https://www.soroptimist.org/for-clubs-and-members/whats-new/46th-biennial-convention/index.html
https://www.facebook.com/Soroptimist-International-of-the-Americas-69575569890/?fref=ts
http://twitter.com/soroptimist
http://www.soroptimi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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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個專區的會員) 與我們分享代表她們那個部分世界的舞蹈, 或你的會員喜歡的舞蹈型態. 這項歡迎活

動將於 7 月 22 日星期三舉行, 接待會的時間為晚上 7:00 – 8:00, 然後接著在 8:00 – 10:00 享用晚餐. 有興

趣參加此活動的人請與年會副主席 蘇萊尼 (Sue Riney) 聯繫: riney@whidbey.net. 友誼晚餐的座位有限, 

有興趣參加舞蹈展示的報名截止日期是 2020 年 5 月 15 日.  

工作後蘭馨會酒吧. 告訴門衛 “我是俱樂部會員”, 在 7 月 24 日星期五, 晚上 8:00 – 10:00 到我們時髦的世

外桃源酒吧與我們一起享樂, 在雞尾酒廊中與新老朋友一起放鬆一下. 在那裡你一定要盡情享受歡樂時

光, 跳舞可以自由選擇, 你也可以選擇在卡拉 OK 中大聲唱歌! 這個晚會的門票數量有限, 只需 $30 美元即

可進入我們的秘密俱樂部. 晚會中將會有現金酒吧, 如果你有想要點的歌曲, 請貼文在 SIA 臉書網頁上.  

拓荒者: 為我們的領導者慶祝表揚晚宴. 這是每個年會的重要亮點! 穿上你最漂亮的衣服來為領導我們組
織的女士們慶祝! 我們將表揚蘭馨會即將上任和即將卸任的領導人, 並享受美好的晚餐和娛興節目. 這個

晚宴將在 7 月 25 日星期六舉行, 晚上 6:00 先開始招待會, 7:00 開始晚餐.   

穿著建議 

華盛頓州貝爾維尤市七月的平均溫度低溫是 55° F (13° C), 高溫是 77° F (25° C). 參加會議和午餐會時建議

穿著套裝或商務休閒裝. 友誼晚餐要求穿著自己國家傳統的或有自己國家特色的服裝或晚禮服. 表揚晚

宴時建議穿著考究的正式服裝. 我們強烈建議帶一件毛衣或薄外套在會議期間穿著, 因為整個旅館都開

著冷氣. 

當地資料 

有關到西雅圖或貝爾維尤地區觀光的更詳細資料, 請至網站:  http://www.visitbellevuewashington.com/. 

對於當地景點的探索, 請細讀貝爾維尤旅遊指南. 因距離西雅圖只有不到半小時的路程, 如果時間允許, 你

可能會希望探索更多景點. 當然, 如果你有更多的時間也可以考慮去加拿大卑詩省的溫哥華, 開車和渡輪

需要 2.75 小時. 這裡附上一個部落格, 其中提供了許多有關貝爾維尤周圍觀光景點的資訊: 

https://www.jasminealley.com/things-to-do-bellevue/. 

簽證要求 

美國為加拿大、日本、韓國和台灣公民提供免簽證入境, 但必須持有效護照 (至少六個月) 並有確認的機

票. 有關免簽證及所需要求, 請閱讀美國旅行簽證嚮導. 

SIA 的所有其他國家都需要觀光簽證. 觀光簽證的訊息請聯繫最近的美國大使館或領事館. 邀請函將依要

求發送, 但必須確認已經繳付註冊費, 且邀請函僅以已註冊會員的姓名為收件人. 申辦簽證時間的長短會

因領事館地點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因此請儘早申請並辦理年會註冊. 

http://www.visitbellevuewashington.com/
https://www.google.com/destination?q=bellevue%20washington&sa=X&site=search&output=search&dest_mid=%2Fm%2F010r6f&tcfs#dest_mid=/m/010r6f&tcfs=EhwaGAoKMjAxOS0wNC0yNhIKMjAxOS0wNC0zMCAB
https://www.visitseattle.org/things-to-do/sightseeing/top-25-attractions/
https://www.thecrazytourist.com/top-25-things-to-do-in-vancouver-bc-canada/
https://www.jasminealley.com/things-to-do-bellevue/
https://travel.state.gov/content/travel/en/us-visas/visa-information-resources/wizar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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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討會 

年會中將會舉辦二十多個專題研討會, 主題包括領導力發展、個人發展、活動計劃、會員擴展、社會知

名度和基金籌募. 專題研討會將採無指定座位方式, 無需預先註冊. 更詳細資訊將登載在 SIA 年會網頁上. 

如果有其他問題, 請打電話到 215-893-9000 或送電郵到 <siahq@soroptimist.org>. 請經常查看年會網頁和 

SIA 臉書網頁. 年會的訊息主要是透過電子郵件來傳遞, 因此在辦理註冊時請確定提供你的電郵地址. 
  

https://www.soroptimist.org/for-clubs-and-members/whats-new/46th-biennial-convention/index.html
http://www.soroptimist.org/members/meetings/meetings.html
https://www.facebook.com/Soroptimist-International-of-the-Americas-69575569890/?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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