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第 25 屆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創新科技展
徵展說明
25th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INNOVATION & TECHNOLOGY
EXHIBITION 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創新科技展將舉辦第 25 屆，預
計有 25 個國家以上及超過 1000 個展位參加競賽。該發明展的支持單
位是馬來西亞科技部 Malaysian Minist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及高等教育部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由馬來西亞
發明協會 Malaysian Invention and Design Society, MINDS 籌劃主
辦。

2014 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
明創新科技展將於 5 月 8 日
（星期四）至 5 月 10 日（星
期六）在馬來西亞著名的吉
隆坡國際會議展覽中心
（KUALA LUMPUR
CONVENTION CENTRE，
KLCC）舉辦，展開為期三天

的展覽及頒獎儀式，該會議
中心緊鄰人潮彙集的雙子星
大廈。
發明家不僅可各自展現創意
競賽腦力，並可現場銷售成
品，因此，ITEX 24 年來培育
了全球多國的傑出發明家並
成為優良創新商品行銷的國
際平台。

為鼓勵亞洲青少年致力於發明的領域，本展更增設亞洲青少年發明展
ASIAN YOUNG INVENTORS EXHIBITION（AYIE）與 ITEX 併同舉
辦，讓全世界的人們可以看見創新創意的種子在這裡萌發新綠的盎然
生氣。
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台灣發明商品促進協會
會長

謝新民 敬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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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展條件


已申請專利者，請影印專利證書



專利申請中者，請影印收據

二. 參展費用


報名費每個展位 5,000 元整，12 月 31 日前報名者，贈送海報+專刊



每個展位新台幣 50,000 元整，有隔間之獨立展位，包含電力、2 張
展示桌、2 張椅子、桌巾、一件作品評比費及一張發明之夜晚宴餐券。



廠商每一展位限一件作品參賽，學生每個展位共可報名 2 件，第 2 件
作品需付評比費新台幣 15,000 元整(內含一張發明之夜晚宴餐券)



參展行程 5 天 4 夜，現金特惠價 32,000 元整，刷卡價 32,640 元整



團費包含機票、兩地機場稅、交通費、旅行責任險、入場費、司機及
導遊小費、住宿費(2 人 1 室)



集合時間：起飛前 2 小時，集合地點：桃園國際機場或小港國際機場

三. 選購品項


廣告公司專業海報設計及輸出（90cm x 150 cm），單透布輸出一件
作品 2,500 元整，海報紙輸出一件作品 3,000 元整



發明之夜晚宴餐券一張 3,000 元整，請於報名時選購，圓桌式晚宴，
桌次已排定，現場無法加購



參展作品專刊每本 500 元整



翻譯費 6000 元整( 5/7 下午協助佈展並了解作品、5/8 評比、5/9 協
助加購得獎獎牌、獎狀)

四.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2014 年 2 月 28 日止，因展位有限，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
將不另行通知



參展者請先填寫展位確認表保留展位，作品報名表請於 2 月 28 日前
填妥，並繳清展位費及團費，完成報名手續

五.報名專線


電話：02-7730-5848 分機 19 余小姐 wiipa168@wiipa.org.tw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 6 段 81 巷 20 號 1 F



網址：www.wiipa.org.tw

六.匯款帳號


銀行：台北富邦 玉成分行(012-3039)



帳號：台灣發明商品促進協會 謝新民
帳號：303-102-008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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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代表團行程表
A 行程--海中天渡假村之旅
日期

行

程

台北 吉隆坡
抵達後市區觀光，參觀太子城、粉紅清真寺後前往KLCC雙子
5月7日

星國際會議展覽中心佈展

星 期 三

Hotel：IMPIANA HOTEL 或同級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大使晚宴

全日展覽會場
10：00–13：00 作品評比
13：00–14：00 午餐時段
5月8日

14：00–18：00 作品評比

星 期 四

現場共 5 個展覽館，約 120 位評審同時進行作品評比，每件作
品由 2 位評審親臨展位，參賽人需全程英文解說
Hotel：IMPIANA HOTEL 或同級
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自由活動

全日展覽會場
13：00 成績張貼於公布欄
5月9日

14：00 銀牌及銅牌頒獎典禮

星 期 五

19：00 金牌頒獎典禮
Hotel：IMPIANA HOTEL 或同級
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發明之夜(一件

作品一人免費)
上午展覽會場，下午前往波德申海中天渡假村，體驗沙灘休閒
活動，如蠟染繪畫、原住民噴筒吹箭、馬來彈弓、椰子保齡球、
竹筏漂流、清涼的水槍戰爭、槌球等，以上全部免費玩到飽，
5 月 10 日 香蕉船免費一次，第二次收費馬幣 30 元(約台幣 300 元)
星 期 六

10：00–13：00 國際交流
13：00–14：00 午餐及撤展
Hotel：海中天渡假村 Avillion Port Dickson Water Chalet
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飯店自助餐

5 月 11 日 上午海中天渡假村村內活動，中午前往吉隆坡機場，返回台灣
星 期 日

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EDEN餐廳

晚餐：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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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代表團行程表
B 行程表--深度文化之旅
日期

行

程

台北 吉隆坡
抵達後市區觀光，參觀太子城、粉紅清真寺後前往KLCC雙子
5月7日

星國際會議展覽中心佈展

星 期 三

Hotel：IMPIANA HOTEL 或同級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大使晚宴

全日展覽會場
10：00–13：00 作品評比
13：00–14：00 午餐時段
5月8日

14：00–18：00 作品評比

星 期 四

現場共 5 個展覽館，約 120 位評審同時進行作品評比，每件作
品由 2 位評審親臨展位，參賽人需全程英文解說
Hotel：IMPIANA HOTEL 或同級
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自由活動

全日展覽會場
13：00 成績張貼於公布欄
5月9日

14：00 銀牌及銅牌頒獎典禮

星 期 五

19：00 金牌頒獎典禮
Hotel：IMPIANA HOTEL 或同級
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發明之夜(一件

作品一人免費)
上午展覽會場，下午觀光：馬哈迪舊宮邸（Sri Perdana）
、吉隆
坡高塔、雙子星花園廣場等
10：00–13：00 國際交流
5 月 10 日 13：00–14：00 午餐及撤展
星 期 六

Hotel：IMPIANA HOTEL 或同級
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當地風味餐

5 月 11 日 上午參觀國家博物館，中午前往吉隆坡機場，返回台灣
星 期 日

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EDEN餐廳

晚餐：溫暖的家

飯店簡介
IMPIANA KLCC HOTEL

Impiana KLCC Hotel 坐落於吉隆坡會議展覽中心旁，通過酒店旁的冷氣天
橋，步行 5 分鐘即可到達會展中心。酒店周圍環繞著宏偉的摩天大樓、時尚
購物中心和美食餐廳，步行 8 分鐘可到 Bukit Bintang Area(星光大道)，Bukit
Bintang 是吉隆坡的時髦購物和娛樂區，結合歷史文化和當代魅力，這是各國
遊客必遊之地。酒店鄰近地鐵站，可輕鬆便捷至城市旅遊名勝景點。所有客
房均配備免費 WIFI 上網，結合熱情、好客的馬來文化的精神，使旅客賓至如
歸。http://kualalumpurhotels.impiana.com.my/

海中天渡假村

ANA HOTETEL 飯店介紹 IMPIANA HOTEL 飯店介紹

參考航班
桃園機場出發
日期
5/7

航空公司
中華航空

5/11

5/7
5/11

長榮航空

航班

出發地點
園

抵達地點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吉隆坡

08:20

13:00

CI655

桃

CI656

吉隆坡

桃

園

14:20

18:50

BR227

桃

吉隆坡

09:40

14:15

BR228

吉隆坡

桃

15:20

20:10

園

園

註：高雄出發需至香港轉機，依國泰或港龍航班為主

行程內容
【粉紅清真寺】
太子城最令人注目的建築物，四分之三建於湖面
上的水上，是馬來西亞目前最大的清真寺之一。
陽光下的粉紅色建築，顯得分外美麗。建築雄偉，
造型美麗、用色瑰麗的粉紅清真寺是太子城最經
典的絕美風光。(A、B 行程專車前往)

【太子城】
新的行政中心 Putrajaya，又叫太子城。未來將規
劃為馬來西亞的"智慧型花園城市"。太子城是環
保無煙城市，可感受到馬國政府如何不花一毛錢
而能夠在森林開發區，建出一座面積 264 平方公
哩的未來馬國行政電子中心。(A、B 行程專車)

【星光大道 BukitBintang】
星光大道是吉隆坡最熱鬧的購物大街，感受吉隆
坡的時尚味就從這條街開始，用步行就可以綜覽
購物中心。逛名牌之外，接道兩側林立的餐廳與
PUB 則是夜晚的好去處，夜晚有樂團表演，氣氛
極佳，酒吧則是欣賞吉隆坡俊男美女的好所在。
(夜晚自行前往，飯店步行 8 分鐘)

【雙子星購物中心】
KLCC 就是我們熟知的雙子星大廈，SURIA KLCC
購物中心就位於雙子星裡面的大型商場，商場內商
品五花八門，除了一般服裝及國外精品，還有馬來
西亞本地著名品牌專櫃，購物中心的美食街，吸引
著觀光人潮來此購物及品嘗當地佳餚。(自行前往)
http://www.suriaklcc.com.my/index.html

【KLCC 水族館】
KLCC 水族館毗鄰雙子星，坐落在吉隆坡會議中

心，由專家設計，是一個世界級的水族館，海洋
水族館擁有一個 90 米長的透明隧道自動人行
道，展示超過 5000 種來自馬來西亞和世界各地的
動物及海洋生物。(自行前往，門票自行負擔，會
場步行 3 分鐘)http://www.aquariaklcc.com/

【馬哈迪舊官邸】
馬哈迪的舊官邸已被改建成“Galleria Sri Perdana”紀念
館，紀念館共分為 3 層，底層為廚房、晒衣及洗衣間，一樓
是會客廳，廚房、會議室、小劇院及展覽廳，牆壁設計精細，
並裝飾馬來傳統木雕，二樓則是主人房、更衣室、書房、露
台、客房及展覽廳等，同時也有馬哈迪的私人珍藏室。
(B行程專車前往)

【吉隆坡塔】
在吉隆坡市區，聳立著海拔 515 米的吉隆坡塔，塔身淨高
421 米，塔的表面為豎條型拱肋，塔重 100,000 公噸。塔基
沒有打樁，而是直接使用了一片獨立式的土地。吉隆坡塔是
世界排名第四的通訊高塔，其抗風式結構使其足以抵擋時速
達 90 英里的風力，是世界名塔聯盟的成員之一。
(B行程專車前往)

【國家博物館】
1963 年 8 月拉赫曼總理主持開幕儀式，對外開放。屬於馬
來宮殿式建築的國家博物館，正門兩側有兩幅巨型壁畫，
畫長 35.1 米，高 6 米。左側畫著馬來西亞各種手工藝品的
製造過程，右側畫著從 12 世紀起到 1957 年馬來西亞獨立
各個歷史時期的重要歷史性場面。(B行程專車前往)

【雙子星花園廣場】
外表像兩隻玉蜀黍由地面高聳入天的雙子星大樓，為馬來西
亞國家石油公司的辦公大樓，在 42 樓層中有一空中走廊連
接兩棟大樓。一般旅客對雙子星塔（Twin Tower）的印象，
就是在電影「將計就計」中，那些令人目眩神迷的畫面。塔
下的花園廣場與噴水池，景色優美，是當地人休閒的好去
處。(自行前往，會場步行 3 分鐘)
旅行社聯絡資訊：
良友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部協理：洪雅齡
電話：02-2507-5151 分機 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