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nder: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78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 2788 6262, email: edm@hkpc.org 

發送者: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香港九龍達之路 78 號生產力大樓電話: (852) 2788 6262, 電郵: edm@hkpc.org 

If you do not wish to receive further information from HKPC, 
 Please inform us via email to: unsubscribe@hkpc.org with “unsubscribe” as the subject. 

若閣下不欲再接收本局信息， 請發送電郵到 unsubscribe@hkpc.org，並在主旨欄填上「拒絕接收」。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特意在本年十月舉辦 K-Fair 考察團，探索市場上最新的技術發展及潮

流方向。為向業界展示最新的技術重點，現舉辦是次分享會解說在展覽中的發現。本局有幸邀

請到 – 祥星控股有限公司技術總監兼考察團團長 歐傑豪先生及本局材料及製造科技部的首

席顧問 孫國偉先生為是次活動的講者，解說當中的技術含量及提供專業見解。

 

是次分享會將會以塑膠注塑的新技術作為重點，為

業界介紹多種技術的應用和發展方向，包括: 快速加熱

及冷卻混合微發泡的技術，製作高光表面產品並減輕製

品重量。在光學產品上應用的多物料覆蓋技術，製作達

15mm 厚的透鏡。碳複合物生產技術，增強產品的結構

性強度。微注塑及多物料覆蓋技術。以及其他表面處理

技術，如感應加熱技術及模內裝飾….等等.  

   

講者一: 歐傑豪先生 - 祥星控股有限公司技術總監 兼 考察團團長  

歐先生在塑膠業已從業逾30 年，擁有極豐富塑膠製品生產的經驗及廠房管理的知識。除一般塑膠
製品的生產外，歐先生近年亦採用其他創新性的生產技術，對新技術的應用和需求非常熟識，並
致力利用新技術提昇廠房的生產效能及產品的品質。 

講者二: 孫國偉先生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材料及製造科技部首席顧問 

孫先生從事新技術的發展數十年，致力推廣及引入各種市場上新穎的技術，為塑膠業界展示新方
向及提升生產技術的完整方案，同時提供專業及詳盡的技術建議。是次考察團，孫先生親自帶領
團隊，實地考察新技術的發展，為各位介紹展覽中技術的含量和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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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塑膠業從業員，對先進塑膠製造技術有興趣之人仕 

時間: 2013 年 12 月 9 日,  下午 2 時至 4 時，共 2 個小時 

地點: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大樓一字樓 1008 號室 

語言: 粵語，輔以英語 

費用: 港幣 100 元*(協辦機構會員免費) 

名額: 45 人 *(協辦機構會員優先，請填妥申請表格留位) 

K-Fair 2013 德國瑞士先進塑膠製造技術考察團技術分享會 
 

主辦機構: 協辦機構: 

香港模具協會 香港塑膠業廠商會 

mailto:unsubscribe@hkpc.org


主辦機構：   協辦機構： 
 

 
 

 

查詢: 

辦事處 聯絡人 電話 電子郵箱 

香港 王先生 (852) 2788 5631 tonywong@hkpc.org 

請填妥下列報名表，傳真至香港: (852) 2788 6169 或電郵至 tonywong@hkpc.org 留位。 

 
 

*請以正楷填寫此表格 ( “□”勾選適當位置 ) 

 

申請者資料 Applicant Information： 

中文姓名 (先生/小姐/太太/女士*)： 
Chinese Name (Mr./Miss/Mrs./Ms*)：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姓                      名 
last name                 first name 

(必須與香港身份證/護照相同  
Must be the same as shown on ID card/Passport)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職位： 
Position： 

 

最高教育程度 Highest Achieved Education Level ( 請選擇一項。 Please select one only.)： 

□ 小學 
Primary School 

□ 中學 
Secondary School 

□ 文憑至副學位 
Diploma to Associate Degree 

□ 學位 
Degree 

□ 研究院或以上 
Postgraduate 

辦事處電話： 
Office Telephone： 

 
手提電話： 
Mobile No.： 

 
住宅電話： 
Home Telephone：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傳真： 
Fax： 

 

通訊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協辦機構會員: 
Member of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 香港模具協會 

HKMDC 

□香港塑膠業廠商會 

HKPMA 

□非會員 

Non Member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意聲明 Consent Statement 
閣下提供之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聯絡電話、傳真號碼、通訊地址和電郵地址）將會用於處理、評估和管理閣下登記出席本活動之用。閣下有權查閱及修正閣下

就你的申請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如有需要，請發電郵至 edm@hkpc.org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擬使用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聯絡電話、傳真號碼、通訊地址

和電郵地址)向您推介本局的最新發展、顧問服務、活動和培訓課程。如閣下不同意上述安排，請在下面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 

Personal data (including your name, phone number, fax number, correspondence address and email address) provided by you will be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the 
administration,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your registration.  You have the right to request access to, and amend your personal data in relation to your application.  
If you wish to exercise these rights, please send email to: edm@hkpc.org. HKPC intends to use the personal data (including your name, phone number, fax number, 
correspondence address and email address) that you have provided to promote the latest development, consultancy services, events and training courses of HKPC. Should 
you find such use of your personal data not acceptable, please indicate your objection by ticking the box below: 

□ 本人反對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於任何推廣用途。 

I object to the proposed use of my personal data in any marketing activities arranged by HKPC. 

轉移個人資料 Transfer of Personal Data 
我們亦擬將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轉移給與參與本活動的合作夥伴。但上述擬作出的用途只會在獲得閣下的書面同意後才會進行。如閣下不同意上述安排，請在

下面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 The personal data that you have provided may be transferred to the partner(s) involving in this event for marketing activities.  We shall 

not use your personal data for this purpose unless we have obtained your written consent. Should you find such use of your personal data not acceptable, please indicate 
your objection by ticking the box below: 

□ 本人反對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將本人的個人資料轉移給參與本活動的合作夥伴進行任何推廣用途。 

I object to the proposed transfer of my personal data to HKPC's partner(s) involving in this event for any marketing activities. 
 

重要通知: 
1. 報名表(可用影印本)必須連同學費於開課前一併繳交，否則報名無效。 

2. 本局已實施個人資料(私隱)政策，有關資料單張可於報名處索閱。 

3. 除非本局於以下期限前收到申請者書面通知退學，申請者申請退還學費需繳交手續費二百元正。否則已繳學費概不退還： 

‧ 由本地講師教授的課程，最少於開課前五個工作天通知 

4. 申請者可提名他人代替其本人出席課程，惟事先須得本局同意。 

5.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保留在任何情況下及以任何原因拒絕任何入學申請的權利。申請者繳付學費後，仍須符合入學的所有條件，其申請方可獲得接納。 

6.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保留在任何情況下更改課程內容、授課地點、日期及時間的權利。 

7. 颱風及黑雨警告：如課堂時間是在早上(09:00-13:00)、下午(14:00-17:00)或晚間(6:30-10:00)，將在下列情況下取消：(一)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

訊號在早上 6:00、11:00 或下午 4:00 仍然懸掛；或(二)香港天文台在早上 6:00、11:00 或下午 4:00 或之後，宣佈將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

訊號。本局將盡早通知學員補課的日期及時間。 

8. 以上〝重要通知〞內容均以本院課程單張及網頁之最後更新版本為依歸。 

報名表 Enrolment Form 

香港模具協會 香港塑膠業廠商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