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第一屆高雄國際發明展 

1st Kaohsiung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Exhibition 2014 

1st KIE 2014 

 

 

 

 

 

 

主辦單位：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WIIPA) 

承辦單位：台灣發明智慧財產發明協會(TIIPA) 

展覽時間：2014 年 12 月 19 日（五）至 12 月 21 日（日） 

展覽地點：高雄國際會議中心（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 號） 

洽詢電話：+886-2-7730-5848；+886-6-311-3866 

電子信箱：wiipa@wiip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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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展覽簡介： 

 第一屆 KIE 高雄國際發明展將在 2014 年 12 月 19 日（五）至 21 日（日）

於台灣第二大都市-高雄市正式舉辦，現場提供制式展位及展覽物品之租用，

並邀集世界各國發明領域的知名組織來台參與。展覽期間，邀請發明界國際

知名人士、學者、專業評審委員，共同組成評審會議，將經由專業國際評審

及完善的評審制度，對各項參賽作品進行評比，經公平且具公信力的評選過

程，授與參展優秀作品金、銀、銅及其他特別獎項之榮譽。預期第一年的展

覽中，將有日本、印尼、馬來西亞、韓國、香港、菲律賓、澳門、泰國、越

南、克羅埃西亞、羅馬尼亞、加拿大、美國…等，13 國以上創作人參與展

出，預期國內外參展作品達 500 件以上，謹此敬邀各位創作發明人來台參與

這國際發明盛事。 

 

1.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承辦單位：台灣發明智慧財產協會 

 

2. 展覽時間暨流程： 

【報到進場】2014 年 12 月 19 日（五）下午 1 時至晚間 8 時 

【展覽期間】2014 年 12 月 20 日（六）、12 月 21 日（日） 

            每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免費開放一般民眾進場 

【閉展撤場】2014 年 12 月 21 日（日）下午 3 時至晚間 8 時 

⌘詳見附件一：活動流程表 

 

3. 展覽地點：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Kaohsiung） 

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 號 

高雄捷運橘線鹽埕埔站 2 號出口，步行約 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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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國際會議中心坐落於高雄市鹽埕區著名的愛河精華段內，是中外人

士訪高雄必遊之處。緊鄰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與

高雄音樂館，面對廣闊的

仁愛公園和愛河徒步區。

駁 2藝術特區、真愛碼頭、

香蕉碼頭、傳統小吃店及

特色商店都在步行 15 分

鐘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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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競賽辦法： 

完成本次展覽參展報名之作品，可參加發明作品評選競賽，由主辦單位委

託國際專業評審進行作品評選，依競賽規則授與大會獎狀及獎牌。 

1. 參賽資格：本次競賽依創作人身份分為三個組別，各組別參賽資格如下： 

i. 國外競賽組：各國創作發明人或跨國合作之發明作品，均可報名參

加，主辦單位保留受理參賽作品之展示及評審之權利。 

ii. 大專暨社會組：受理國內產業界單位、研究單位及各大專院校以上

（含專科、大學、研究所）之發明人創作報名參加。 

iii. 青少年組：受理國內公私立高中、高職、國中、小學在校生，且現

年齡 19歲以下（1995年 1月 1日以後出生者），以共同創作人之中，

年齡最大者為準，指導教師不在此限。 

 

2. 評審方式：採兩階段進行評審作業 

i. 書面審查： 

參展作品均需於 2014 年 9 月 30 日（二）以前，將制式報名表上傳

至主辦單位指定之收件信箱，本階段審查依報名表內容資料進行，預

定於 2014 年 10 月 31 日（五）以前，公佈入選作品名單。 

ii. 現場評審： 

入選作品之參展人（或單位），需於 12 月 20 日（六）上午 10 時至下

午 4 時以前，配合評審現場審查作業，完成審查。審查以現場展示說

明方式進行評審，各評審項目及配分比重如本辦法評審標準。評審委

員由主辦單位召集，邀請世界各國專業人士出任，依其專業領域分配

至各競賽類別進行評審，因配合國際評審現場審查，作品解說人員請

全程以英文進行解說為原則。 

 

3. 競賽類別： 

本次展覽依作品性質分為 21 個競賽類別，參展人需於報名時依其作品

性質填寫欲報名之競賽類別，各項類別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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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e 

農業 

Electricity / Electronics 

電力&電子 

Household Items 

居家用品 

Apparel, Fabric and Garment 

服裝,織物&衣著 

Environmental & Renewable 

Energy 

環境再生能源 

Printing and Packaging 

印刷包裝 

Audio-Visual Equipment 

視聽設備 

Industrial Design 

工業設計 

Sports and Games 

運動與遊戲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建築&結構 

Machines and Equipment 

機械設備 

Others 

其他 

Educational Items 

教材教具 

Office Products 

辦公室用品 

 

 

 
 

4. 評審標準： 

各作品評分標準以創新性、商品化程度、機能與實用性、審美性、展示

說明，五項主項作為評審標準，依三競賽組別之參賽人身份及性質不同，

各評審項目之配分調整如下： 

 

 

 

 

 

 

 

 

 

 

 

 

 

 

 

 

 

  

評審項目 項目說明 
國外競

賽組 

社會暨

大專組 

青少年

組 

創新性 創新、發明或具有突破性之設計。 25% 25% 30% 

商品化程

度 

預估未來此新產品之拓銷潛力，包括地

區、數量、金額、專利佈局等。 
20% 25% 10% 

機能與實

用性 

使用操作簡便、顧及安全性及環境保護

考量、維修簡易、能相容多種系統，易

於擴充週邊設備考量、節省能源消耗。 
15% 20% 15% 

審美性 

造型、色彩及配色表現、系列產品之表

現、企業識別形象系統之表現、材料使

用、人性化及操作介面。 
15% 15% 15% 

展示說明 
現場作品展示及說明之表達效果及完整

性 
25% 15% 3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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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展費用： 

(詳細圖樣請參考附件二：展位示意) 

1. 社會暨大專組參展費用： 

i. 展場費用：統一採用標準攤位型（3m*2m*2.5m/寬*深*高），每展位

27000 元，包括展位隔間、參展單位名牌、展示桌 1 張、椅 2 張、投

射燈 3 盞、電源 1 式（110V/60Hz）、最多陳列 3 件發明品、頒獎午

宴餐券 3 張。 

ii. 午宴餐券：可加購 12 月 21 日（日）頒獎午宴餐券，每張 2000 元。 

 

2. 青少年組參展費用： 

i. 展場費用：統一採用開放展示型（1m*1m*2.5m/寬*深*高），每展位

9000 元，包括展位隔間、參展單位名牌、展示桌 1 張、椅 1 張、投

射燈 1 盞、電源 1 式（110V/60Hz）、作品審查費 1 件、頒獎午宴餐

卷 1 張。 

ii. 午宴餐卷：可加購 12 月 21 日（日）頒獎午宴餐卷，每張 2000 元。 

 

四. 報名辦法： 

1. 填寫報名表：每件作品需各別填寫參展報名表，並於 2014 年 9 月 30 日

（二）進入網站填寫報名表(請參照附件三：報名流程)。 

2. 繳交參展費：主辦單位將於 2014 年 10 月 31 日（五）於展覽網站公佈

入選作品名單，並請參展人（或單位）進行下載角需知進行繳款，依照

繳需知，於 2014 年 10 月 31 日（五）前完成繳費手續。 

3. 確認報名：完成繳費手續後，主辦單位將以書面及網站公告繳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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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重要時程： 

2014/06/03（星期二）開始受理報名 

2014/09/30（星期二）報名表上傳截止日 

2014/10/31（星期五）入選作品公告（本展覽網站 http://www.twkie.com/） 

2014/10/31（星期五）繳費截止日 

2014/12/19（星期五）展場報到暨進場 

2014/12/20（星期六）作品評審 

2014/12/21（星期日）公佈及頒發獎項、展場撤收 

 

六. 洽詢窗口： 

主辦單位：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台北總會：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 6 段 81 巷 20 號 1 樓 

          電話：02-7730-5848 余小姐 

          E-mail：wiipa@wiipa.org.tw 

          台南分會：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1-50 號 10 樓 

          電話：06-311-3866  王先生 

          E-mail：Tiipa866@gmail.com 

          Website：www.wiip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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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高雄國際發明展 

展覽活動流程表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12 月 19 日(五) 

13:00-20:00 報到暨進場佈置 

19:00-21:00 WIIPA 年度會議（限會員） 

12 月 20 日(六) 

9:00 開幕典禮 

9:30-10:00 評審會議 

10:00-12:00 評審審查 

13:00-16:00 評審審查 

12 月 21 日(日) 

9:00-12:00 展覽時間 

12:00-14:00 午宴頒獎典禮 

15:00-19:00 市區觀光（需自費報名） 

附件一：活動流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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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高雄國際發明展 

展位示意圖 

 

標準型展位示意圖（3m*2m*2.5m/寬*深*高） 

 

 

內容包含： 

參展單位名牌 

展示桌 1 張 

椅子 2 張 

投射燈 3 盞 

電源 1 式（110V/60Hz） 

 

 

開放型展位示意圖（1m*1m*2.5m/寬*深*高） 

 

 

內容包含： 

參展單位名牌 

展示桌 1 張 

椅子 1 張 

投射燈 1 盞 

電源 1 式（110V/60Hz） 

 

 

  

附件二：展位示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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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報名流程

圖 

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