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馬來西亞年馬來西亞年馬來西亞年馬來西亞雪蘭莪州雪蘭莪州雪蘭莪州雪蘭莪州電子商務與資通訊電子商務與資通訊電子商務與資通訊電子商務與資通訊參訪參訪參訪參訪團團團團 

 
邀請國內有意開發東南亞市場的電子商務及資通訊業者： 
� 揪團參加馬來西亞最大國際商展會，組成「臺灣館」，團結力量大 
� 瞭解馬來西亞政府提供外資企業最新優惠政策、輔導資源及輔導內容 
� 瞭解馬來西亞對高科技及電商企業的專有優惠及輔導 
� 實地參訪輔導機構，跟服務窗口坐下來談 
� 拜訪國際清真認證機構，瞭解申請認證輔導最新做法及訓練課程 
� 參觀優惠辦公場地及免費商務中心 

 
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2016/10/18(二) ~ 10/23(日)，六天五夜參訪團 
參訪參訪參訪參訪城市城市城市城市：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及首都吉隆坡 
參訪參訪參訪參訪對象對象對象對象：Invest Selangor Berhad投資雪蘭莪機構 

MDeC馬來西亞數位經貿園區 
Halal International Selangor雪蘭莪國際清真認證機構 
SITEC雪蘭莪資訊科技與電子商務理事會 
MaGIC馬來西亞全球創新及創造力中心 

參展活動參展活動參展活動參展活動：：：：2016年雪蘭莪國際商展會 Selangor International Expo 
（10/20~10/22） 

活動團費活動團費活動團費活動團費：參訪團費原價 NT$74,000（團進團出，包含參展攤位費用包含參展攤位費用包含參展攤位費用包含參展攤位費用）。 
參訪團費早鳥價 NT$72,000（8/15前完成報名及繳費）。 
以上費用已含參展攤位費美金 1,000元+ 6%GST（約 NT$34,450），
包括一個標準攤位及一個酒店房間三晚免費住宿。 
同一參展攤位其他人員 NT$48,000（早鳥價 NT$46,000）。 
刷卡請加付 2%刷卡手續費。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中華民國無店面零售商業同業公會 

 

參訪重點參訪重點參訪重點參訪重點 

 
� 參加馬來西亞最大國際商展，由雪蘭莪州政府主辦，展出包括食品與飲料、
美妝保養品、保健品、電子商務、資通訊應用、清真認證商品等大類別商品

與服務。攤位數 700，將透過當地各大報紙、電視、電台、社交網站等大肆
宣傳、預計帶來製造商、進出口商、經銷代理、批發零售等大量人潮。 

� 投資雪蘭莪機構 Invest Selangor：提供一站到位的服務，協助世界各國在雪
蘭莪州的投資與創業。瞭解州政府所提供優惠措施、協助媒合最適合的輔導



機構。 
� 馬來西亞數位經貿園區MDec：馬來西亞通訊與多媒體部直轄單位，負責資
通訊與多媒體產業推動與輔導。瞭解馬來西亞對外資高科技及電商企業的優

惠措施，及免費或收費低廉的企業落地與業務推廣輔導。 
� 雪蘭莪資訊科技與電子商務理事會 SITEC：專業輔導資通訊及電子商務產業，
提供教育訓練、網路與行動創新競賽、營運數位創意中心，育成當地及國際

電商及新創企業，並作為州政府的輔導窗口，協助企業協同合作與創新。 
� 雪蘭莪國際清真認證機構 Halal Int’l Selangor：說明協助申辦國際清真認證輔
導做法、際清真認證平台運作方式與訓練課程。 

� 馬來西亞全球新創中心MaGIC：馬來西亞政府為了吸引外國人才所設立的
電商新創中心，吸引許多電商及新創團隊進駐，由政府出資為新創公司提供

加速輔導，並且協助尋找創業資金。 
� 參觀 CyberJaya：參觀聚集國際與當地知名高科技企業，有「馬來西亞矽谷」
之稱的「賽城」高科技園區。 

� 參觀 PutraJaya：布城聯邦直轄區，又稱「太子城」，是由政府建立的新市鎮，
也是馬來西亞的行政首都和政府所在地，總督府及知名的粉紅清真寺都在

此。 
� 到當地人推薦「巷子裡」的餐廳，享用馬來西亞最道地的肉骨茶、咖哩魚頭、
檳城小吃等特色美食。 

 

邀請組團對象邀請組團對象邀請組團對象邀請組團對象 

 
� 有意發展東南亞、馬來西亞電商市場的臺灣電子商務平台、品牌電商及相關
服務業者。 

� 有意發展東南亞、馬來西亞市場，擁有優質臺灣商品的臺灣業者。 
� 有意發展東南亞、馬來西亞市場的臺灣資通訊產品及服務業者。 

 

活動行程活動行程活動行程活動行程 

 
日期 時間 行程 備註 
10/18 
(二) 

上午 華航 CI721班機，08:50-13:30 
桃園機場-吉隆坡 

午餐：機上

用餐 
下午 抵達吉隆坡機場 

拜訪 SITEC，瞭解政府輔導電商及資通訊企業的資源 
投資雪蘭莪機構說明政府優惠措施及一站式協助 
國際清真認證機構說明協助申辦國際清真認證輔導 

 

晚上 與 Invest Selangor、Halal Int’l Selangor、SITEC主要幹部共
進晚餐 

晚餐：本團

統一安排 



飯店 Check-in 
10/19 
(三) 

早上 拜訪 MDeC，瞭解對外資高科技及電商企業的優惠措施，
企業落地與業務推廣輔導 
拜訪 MaGIC，瞭解政府所提供的加速輔導、創業資金及進
駐方式 
中午與 MDeC、MaGIC主要幹部共進午餐 

午餐：本團

統一安排 

下午 前往 MIECC會場準備參展  
晚上 自由活動與自行用餐  

10/20 
10/21 
10/22 
(四五六) 

全日 雪蘭莪國際商展會 Selangor International Expo  

中午 
晚上 

午餐及晚餐皆自行用餐  

10/23 
(日) 

上午 參觀馬來西亞的矽谷 CyberJaya網路之城 
參觀聯邦直轄區「PutraJaya太子城」及粉紅清真寺 

 

中午 在機場自行用餐  
下午 華航 CI722班機，14:40-19:30 

吉隆坡返回桃園機場 
晚餐：機上

用餐 
註：本行程可能依馬來西亞方安排實際情形稍作調整 

 

報名辦法報名辦法報名辦法報名辦法 

 
一、 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 

1、 報名參訪團：請填寫附件「參訪團報名表」及「參展報名表（Booking 
Form）」，填寫後 email給資策會承辦人員。 

2、 參加商展會報名流程請參考「商展會報名流程」。 
二二二二、、、、    費用說明費用說明費用說明費用說明：：：：  

1、 參訪團費原價新台幣 74,000元（團進團出，包含參展攤位費用）， 
早鳥價新台幣 72,000元（8/15前完成報名及繳費）。 

2、 參展團費包含參展攤位費用、一個酒店房間10/19至10/21三晚免費住宿、
經濟艙來回機票、10/18及 10/22一個酒店房間二晚住宿、10/18晚餐及
10/19午餐餐費、10/18、10/19、10/23遊覽車、導遊、司機、旅行保險、
團員手冊及團員名牌等費用。不含：護照、馬來西亞簽證（30 天內免簽）
等辦理費用。 

3、 參展攤位費用美金 1,000元+ 6%GST，約新台幣 34,450元，暫以匯率 32.5
估算。參展攤位費用包括一個標準攤位及一個酒店房間三晚免費住宿。 

4、 同一參展攤位其他人員團費新台幣 48,000元（早鳥價新台幣 46,000元）。 
5、 刷卡請加付 2%刷卡手續費。 
6、 攤位裝潢佈置費用：由參展企業自行負擔，可介紹主辦單位推薦廠商，

由參展企業自行洽談。 
7、 參展商品物流費用：由參展企業自行負擔，可介紹當地主要跨國物流業



者，由參展企業自行洽談。 
三三三三、、、、    商展會報名流程商展會報名流程商展會報名流程商展會報名流程：：：： 

1、 參展企業填寫參展報名表（Booking Form，如附件），用印後將報名表交
由資策會統一報名。（請先傳真，後將正本郵寄給資策會承辦人） 

2、 商展管理單位（CNN International）根據報名表製作參展合約書（Contract），
交由資策會轉發給各參展企業。 

3、 參展合約書（Contract）經各參展企業核對內容無誤及公司用印後，交由
資策會統一繳回給商展管理單位。（請先傳真，後將正本郵寄給資策會承

辦人） 
4、 攤位費將由資策會統一以美金匯至主辦單位指定帳戶。 

四四四四、、、、    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 
1、 105年 9月 15日前完成「參訪團報名表」提交及參訪費用繳款，並完成
商展會之報名，包括提交「參展報名表（Booking Form）」、「參展合約書
（Contract）」用印回傳及參展攤位費匯款。 

2、 或額滿為止。 
五、 報名窗口報名窗口報名窗口報名窗口：：：：  
資策會承辦人蔡小姐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電話：02-6607-6170 
傳真：02-2655-8336 
行動電話：0937-458-716 
email：candice@iii.org.tw 
地址：台北市 115南港區園區街 3-1號 11樓-1（南港軟體園區 G棟） 

六六六六、、、、    繳費方式繳費方式繳費方式繳費方式：：：： 
1、 可以銀行匯款、ATM 轉帳或刷卡等方式繳費。 
2、 刷卡請加付 2%刷卡手續費。 

七七七七、、、、    繳款資料繳款資料繳款資料繳款資料：：：： 
1、 銀行匯款或 ATM 轉帳： 
銀行名稱：兆豐銀行南台北分行 
銀行代碼：017（金資號碼：0170309 ) 
帳戶名稱：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銀行帳號：392-0110503-001-6 
如使用 ATM 提款機或網路 ATM 轉帳，轉帳項目請選擇「繳費‧繳稅」
或「繳交其他費用繳費」，此帳號不受單日 3萬元限制。 
繳費後，請來電或 email告知匯款帳號後五碼，以確認報名繳費成功。 

2、 信用卡刷卡： 
請向報名窗口索取「信用卡授權書」，填寫後簽上與信用卡相同簽名，傳

真至 02-2655-8836蔡小姐收。 
傳真後，請來電或 email告知，以確認報名繳費成功。 



八八八八、、、、    發票開立發票開立發票開立發票開立：：：： 
參訪團費：由資策會開立統一發票，請於「參訪團報名表」上註明發票

抬頭、統一編號、發票地址。 
九九九九、、、、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 請參加團員於 105年 10 月 12日前繳交公司商標數位檔案(AI 檔)、中、英文
公司名稱及 500 字內公司簡介、個人照片電子檔，以利製作本活動團員手冊。 

� 本活動辦理採團進團出方式，住宿、交通、餐飲、會議場所等費用已付訂，
恕無法自行指定住宿地點。如團員自行取消參與部份行程，恕無法退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