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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EC2010參訪團-踏上學術殿堂與夢想王國 

尋找夢奇地之旅 
2010/05/15-2010/05/23 

~~您不能錯過您不能錯過您不能錯過您不能錯過一年一度一年一度一年一度一年一度全美最重要全美最重要全美最重要全美最重要之之之之塑膠專業塑膠專業塑膠專業塑膠專業盛會盛會盛會盛會~~ 

由台灣區電腦輔助成型技術交流協會所舉辦之ANTEC參訪團，今年

已邁入第6屆囉。秉持專業與服務為本的精神，我們持續致力帶領產

學業界與世界級的技術接軌，提供您合理團費的優質行程，讓您不需

負擔高額的個人機票與住宿費，輕鬆前進美國參與塑膠年度盛會。本

屆ANTEC2010會議將於頗負盛名的陽光城市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

舉辦，會場地點位於Marriott Resort & Convention Center，交通與住

宿方便，讓您在輕鬆的環境下，與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進行為期四天

的深度專業交流，保證將不虛此行！ 

除了專業的研討會及學術拜訪之外， ANTEC2010參訪團將帶領大家導覽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及邁阿

密之美。全美排名第一的渡假勝地─奧蘭多，這裡是兒時夢想的天堂，更是成人的渡假樂園，不管是樂

園、渡假飯店、十萬噸以上豪華遊輪，各種令人振奮的活動皆從這裡開始，我們的尋找夢奇地之旅，將

帶領團員參觀著名景點─迪士尼樂園，讓您的學術之旅亦有美景的點綴。行程豐富多元，絕對是個人獨

自前往所無法享受的，ANTEC2010參訪團絕對是您參與此一學術盛會之首選！ 

 

詳細行程請見下方簡介詳細行程請見下方簡介詳細行程請見下方簡介詳細行程請見下方簡介 

ANTEC研討會簡介研討會簡介研討會簡介研討會簡介 

一場結合最新技術發表以及全球知名塑膠相關廠商齊聚的盛會

-ANTEC (Annual Technical Conference)。此盛事由塑膠工程師協會

(SPE)所主辦，是全球塑膠業界最重要的新知與技術發表的研討會，

SPE學會每年都會在美國舉辦一年一度最負盛名、規模最大的塑膠專

業科技會議，來自世界各地之塑膠相關學術界及產業界的專業人事齊

聚一堂，討論塑膠產業最新的研究方向和新技術，在全球重要性不出

其右。每會期ANTEC接獲全球各地專家學者投稿約1,500篇，遴選約

500-600篇發表，其專業及重要性可謂一時之選，不同於一般的學術研討會，來自全球塑膠業頂尖的公

司、學術與研究單位，都會一同參與其中，分享與交流彼此的知識、經驗與技術。 

ANTEC2010議程網頁議程網頁議程網頁議程網頁：：：：http://www.4spe.org/sites/default/files/antec10-finalprogra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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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工程師晚宴華人工程師晚宴華人工程師晚宴華人工程師晚宴：：：：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稍後公告稍後公告稍後公告稍後公告) 

由北美華人工程師協會主辦，為北美華人工程師年度盛宴，參與者可

藉此與在美華人及與會華人餐敘以及相互交流。 

費用：不包含在團費當中，約40塊美金 
詳細地點及費用將於會議期間公佈 
 
 
 

 
迪士尼迪士尼迪士尼迪士尼+邁阿密邁阿密邁阿密邁阿密一日遊一日遊一日遊一日遊：：：： 

到了佛州怎麼可以錯過迪士尼樂園與邁阿密的陽光沙灘?!參訪團將前

往迪士尼/邁阿密等相關佛州知名景點參觀，一日遊相關門票及專車接

送費用皆由ACMT支付，這些都是個人前往參與ANTEC所無法享有的

精采行程。當然在學術參訪之餘，為了撫慰團員多日來發表的辛苦，

參訪團也將抽空安排購物行程，前往知名Outlet，讓團員身心都獲得

輕鬆。 
 

 
ACMT交流晚宴交流晚宴交流晚宴交流晚宴：：：： 

為感謝團員多年來的配合，ACMT招待團員享用當地美食。選擇高級

餐廳作為歡慶據點，不但促使團員感情增溫，更可相互交流參展心得。 

 

 
    
    
    

    
唯有參加台灣區電腦輔助成型技術交流協會之唯有參加台灣區電腦輔助成型技術交流協會之唯有參加台灣區電腦輔助成型技術交流協會之唯有參加台灣區電腦輔助成型技術交流協會之 ANTEC2010 參訪團參訪團參訪團參訪團，，，，您才能享有上述的完美行程您才能享有上述的完美行程您才能享有上述的完美行程您才能享有上述的完美行程，，，，超值超值超值超值

的機票的機票的機票的機票與與與與住宿住宿住宿住宿、、、、專車接送專車接送專車接送專車接送、、、、國際級大師交流國際級大師交流國際級大師交流國際級大師交流機會機會機會機會、、、、參加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參加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參加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參加國際性學術研討會、、、、豐富的旅遊行程安排豐富的旅遊行程安排豐富的旅遊行程安排豐富的旅遊行程安排…，，，，請請請請

您務必把握您務必把握您務必把握您務必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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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EC 2010 考察團 

美國－奧蘭多 

2010 年 5 月 15 日至 5 月 23 日 9 天 7 夜  

團費：請洽專人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交通交通交通交通 早餐早餐早餐早餐 中餐中餐中餐中餐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5/15 (SAT) 
台北台北台北台北－－－－奧蘭多奧蘭多奧蘭多奧蘭多 / 出發出發出發出發 

10:00台灣出發 21:46抵達奧蘭多 

AA航空 

飛機 x 機上 機上 

5/16 (SUN) 
Marriott Resort & Convention Center,  

ANTEC開幕及報到 

專車

接送 
自理 自理 

ANTEC2010參訪
團員交流晚宴 
(ACMT招待) 

5/17 (MON) 
/ 

5/19 (WED) 
ANTEC 研討研討研討研討會會會會 

專車

接送 
自理 自理 

北美華人工程師晚

宴 
(自費行程) 

5/20 (THU) 

迪士尼迪士尼迪士尼迪士尼一日遊一日遊一日遊一日遊 
MAGIC KINGDOM PARK、EPCOT 

CENTER、DISNEY'S ANIMAL KINGDOM，

還有津津樂道的燦爛高空煙火秀，來到華特迪

士尼的國度，一天 24小時不睡覺都嫌玩不夠 

專車

接送 
自理 自理 自理 

5/21 (FRI) 

邁阿密邁阿密邁阿密邁阿密一日遊一日遊一日遊一日遊 
邁阿密白色的沙灘，伴隨棕梠樹與暖陽，別有

一番異國風味。在邁阿密海灘還有精采的裝飾

藝術可供參觀，古蹟及博物館讓您可以在這裡

消磨一個慵懶的下午，這裡是充滿拉丁美洲食

物、語言、音樂、政治和精神的地方，到了佛

州千萬不要錯過  

專車

接送 
自理 自理 自理 

5/22 (SAT) 
/ 

5/23 (MON) 

邁阿密邁阿密邁阿密邁阿密－－－－台北台北台北台北 / 賦歸賦歸賦歸賦歸 
07:35邁阿密出發 20:45抵達台北 

AA航空 

飛機 自理 自理 機上 

 
費用包含費用包含費用包含費用包含：：：：    

1. 台北/奧蘭多來回經濟艙機票乙張。 
2. 旅館住宿二人一室。(如住單人房需補差額 NTD 29,205. ) 
3. 迪士尼一日遊門票 
4. 邁阿密一日遊導覽 
5. 500萬旅行責任險及 20意外醫療保險。  
6. 專車接送機 
7. 司機小費及行李小費 

費用不費用不費用不費用不含含含含：：：： 個人證照費及私人各項支出費用，選擇選擇選擇選擇單人房者須另支付差額單人房者須另支付差額單人房者須另支付差額單人房者須另支付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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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簡介旅館簡介旅館簡介旅館簡介： 
Hilton Disney World★★★★★★★★★★★★★★★★  
地址：1751 Hotel Plaza Boulevard, Lake Buena Vista, Florida, United States 32830 

電話：407-827-4000 

網址：

http://www1.hilton.com/en_US/hi/hotel/ORLDWHH-Hilton-located-in-the-WALT-DISNEY-WORLD-Resort-Fl

orida/index.do 
 

旅館旅館旅館旅館位置位置位置位置：：：：旅館座落於休閒娛樂區。Downtown Disney、SeaWorld Adventure Park以及Walt Disney World均為

該區的旅遊景點。 區域名勝景點有Orange County Convention Center等等。 飯店特色奧蘭多布納維斯塔湖希爾

頓酒店附設室外游泳池 (全年開放)、SPA 池、健身設備以及兒童游泳池。此 4.0 星飯店位於奥蘭多，貼心設有

美髮沙龍。商務設備及服務：商務中心、無線上網、小型會議室以及影音設備。另旅館酒店設有餐廳、酒吧/Lounge 

酒吧和游泳池畔酒吧。會議及活動場地包括宴會廳、展覽廳、會議廳以及宴會設施。客房特色 客房精心設有空

調、咖啡機/沖茶器以及迷你吧檯。此外，若需下列服務設施，請告知飯店：夜床服務、低過敏寢具和晨喚服務。

客房提供有 

房間設備房間設備房間設備房間設備 ：：：：客房特色 客房精心設有空調、咖啡機/沖茶器以及迷你吧檯。 

    

 

Royal Palm Hotel Miami★★★★★★★★★★★★★★★★  
地址：1545 COLLINS AVENUE, MIAMI BEACH, FLORIDA 33139 

電話：786-276-0100 

網址：http://www.royalpalmmiamibeach.com/ 

 

旅館位置旅館位置旅館位置旅館位置：：：：共有 179間房間,座落在南邊的沙灘，從海邊開車不到一條街即可到達沙灘。 步行即可到達位於南邊

沙灘的所有餐廳、咖啡廳、俱樂部及精品店。 

旅館距離:靠近海邊，7 公里至市中心，15 公里至最近的機場 (miami 邁阿密) 

1分鐘步行至最近的巴士站，1 公里至最近的展覽會場 (miami beach convention center) 

房間設備房間設備房間設備房間設備：：：：空調、有線電視、付費電影、吹風機、熨斗製器、線路連線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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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EC 2010 參訪參訪參訪參訪團報名表團報名表團報名表團報名表 

FAX: 03-5600198 

公司中文名: 聯絡人: 

公司英文名: 電  話:(  )           Ext 

聯絡地址: 傳  真:(  ) 

發票抬頭: 統一編號: 

E-MAIL: 緊急聯絡手機: 

BOOTH NO. 

中文姓名: 護照英文名: 

英文別名: 職      稱: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護照號碼: 發照日: 西元      年    月     日 

出生地:        省/市         市/縣 到期日: 西元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現居地址: 

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是否申請過會員卡:  □否    □是, 航空公司______________  卡號: 

航 班:  □ 團進團出    □ 有後續行程請提供行程   □ 自理 

葷食/素食:  □ 葷食    □ 素食 吸煙/非吸煙:  □ 吸煙    □ 非吸煙 

旅  館:  

□單人房        □ 1/2 雙人房 合住人:                  □ 自 理 

★1.嚴重打呼者請指定單人房. 

★2.公司依報名先後順序安排合住人,如遇晚報名而造成落單無法安排合住人,則需指定單人房. 

特殊要求: 特別行程...等 

 
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2010/4/9 
為確保您的權益為確保您的權益為確保您的權益為確保您的權益，，，，請於請於請於請於 4 月月月月 9 日前報名日前報名日前報名日前報名，，，，每人並繳交壹萬元訂金每人並繳交壹萬元訂金每人並繳交壹萬元訂金每人並繳交壹萬元訂金，，，，以示確認以示確認以示確認以示確認！！！！ 
諮詢服務諮詢服務諮詢服務諮詢服務:陳陳陳陳小姐小姐小姐小姐(Pamela Chen)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03-5600199#636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 03-56001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