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第 7 屆 iENVEX 國際發明展
徵展說明
2016 第 7 屆馬來西亞 iENVEX 國際發明展今年預計有 20 個國家以上，超過
當地 200 所學校及 1000 位青少年發明家參加競賽。該發明展由支持單位
ENVEX Young Researcher Club (EYReC)、馬來西亞國立玻璃市大學
University Malaysia Perlis (UniMAP)及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部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共同籌劃主辦。
2016 馬來西亞 iENVEX 國際發明展將於 4 月 8 日至 10 日，於馬來西亞玻璃
市展開為期三天的競賽、展覽及頒獎儀式。
iENVEX 主要對象為 6 歲~25 歲的國中小、高中職、大學生及研究生等等，意
旨在培養學生發明研究的風氣，期許學生靈活運用課堂所學，以創新、創意的
精神發明新產品，貢獻社會。 iENVEX 提供所有在發明領域中鑽研的年輕創
新者和科學家一個很好的平台，除了可以交流創意以互相激發新點子外，各方
領域的發明與技術進步更能獲得絕佳的曝光機會，吸引廠商前來給予發明者實
用的建議，並進一步帶來國際性合作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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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第 7 屆馬來西亞 iENVEX 國際發明展
一. 參展對象


6 歲~25 歲之國中小、高中職、大學以上之在學學生

二. 參展費用


報名費每個展位 5,000 元整



每個展位新台幣 20,000 元整，包含電力、1 張展示桌、1 張椅子、1
件作品評比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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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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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選購品項


廣告公司專業海報設計及輸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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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翻譯費 3,000 元整

四.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2016 年 3 月 15 日止，因展位有限，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
將不另行通知

五.報名專線


電話：02-7730-5848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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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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

桃園機場  檳城

星期五

17：00~18：30 檳城市區觀光，蛇廟、臥佛寺等
18：30~21：00 晚餐、吉打州
宿：五星級酒店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中式合菜

4月9日

08：30~17：00 全日評比，參賽人需全程英文解說

星期六

17：00~21：00 晚餐、TESCO 購物中心
宿：五星級酒店
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盒餐

4 月 10 日

08：30~12：00 會場交流

星期日

12：00~15：00 頒獎典禮及閉幕典禮

晚餐：風味料理

15：00 坐船到景色怡人之神話之島ー蘭卡威
宿：蘭卡威渡假村
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盒餐

晚餐：海鮮餐

4 月 11 日

離島活動：【孕婦島】【濕米島】【水晶島】、紅樹林自然生態、聯合

星期一

國綜合遺產ー世界地質公園東方村高空纜車+眺望天空步道
宿：蘭卡威渡假村
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島上燒烤餐

晚餐：飯店自助餐

4 月 12 日

早上坐船離開神話蘭卡威，專車前往世界文化遺產之檳城喬治市區觀

星期二

光，康華麗斯古堡(不入內)、姓氏橋等
傍晚搭乘飛機回台灣，為iENVEX發明展留下美麗回憶，團員們明年見
檳城桃園機場
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娘惹餐

晚餐：機上套餐

行程內容
【吉打州--馬來西亞的米鄉】
吉打州以農業為主，處處呈現出
怡人的鄉村景色，在不同的稻米
季節，它會有不一樣的風貌。當
新栽種的稻米開始萌芽時，整個
景色是綠油油的一片；收成的季
節時，則是呈金黃色的一片；收
成後，則轉變為棕色及褐色調。
在這一片片波浪式的稻米之下，
看來還隱藏著許多寶物，因為吉
打州曾經是孕育古代文明搖籃
的重鎮，隨著許多歷史古蹟逐漸
在本州被發掘後，其地位亦日顯重要了。

【檳城--東方之珠】
檳城人文薈萃，活動節慶特別多，被譽為東方明珠，是馬來西亞旅遊必至之
據點。 檳城的街道，古典與現代建築交相林立。三輪車穿梭其間，發人思古
之幽情。迷人的海灘、獨特的風景，以及令人垂涎的美肴，更是這個城市迷
人的地方。倘若你想深刻體味這裡的風情，那麼，徒步而行將是最佳的旅遊
方式。
檳城融合了
中國、馬來、
荷蘭、葡萄牙
及英國等多
種文化的特
色。檳城是馬
來西亞最繁
榮的國際大
都會之一，不
但城市景觀
迷人，而且工
商業發達，成為遊客的購物天堂。

【蘭卡威】
馬來西亞的生態度假有一個地方有
著令人難以捉摸的傳說，那就是蘭卡
威島。蘭卡威群島是由 99 個熱帶島
嶼組成，以豐富的歷史傳說及美麗的
景色而聞名全世界。它擁有美麗的海
灘、豐富的海底生物及提供非常悠閒
的度假環境，讓人真正由都市叢林退
隱，享受心靈釋放的樂趣。
飛鷹廣場 Dataran Lang 是蘭卡威地標，代表蘭卡威觀光事業起飛的地標老鷹
廣場，18 米高的大理石老鷹雕像，象徵著蘭卡威未來的經濟如同展翅高飛之
老鷹一般。

【海上離島】
孕婦島：孕婦湖意指懷孕的處
女之湖，據傳一對夫婦婚後久
無子嗣，來到湖邊祈求喝了湖
水就懷孕，從此出名。濕米島：
享受和大海搏鬥、海釣、拉魚
之樂趣與快感，清澈見底的海
水五顏六色熱帶魚，清澈見底
白色珊瑚礁，海洋生物及魚類
徜徉其中。水晶島：此島時可看見野鹿及野生的猴子，野趣十足。

【天空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