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15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五)       語言：廣東話、普通話 

時間： 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收費：會員︰每位港幣 500 元 

地點： 沙田香港科學園 高錕會議中心             非會員︰每位港幣 800 元 

演講嘉賓：楊偉雄議員 –行政長官創新及科技顧問       **午膳自理  

暨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     名額：300 名  

翟潤熙先生 – 佳能電產香港有限公司經理     

陳建新先生 – 庫爾茲(遠東)有限公司亞太區總監        

楊兆航先生 – 香港工業設計師協會主席及天品創意事務所合創人     

閆路順先生 – 阿博格機械貿易(深圳)有限公司應用技術部經理 

查詢： 香港塑膠業廠商會 (電話：2574 2230; 電郵: hkpma@plastics.org.hk) 

香港塑膠業協會  (電話︰2732 3166; 電郵: winky.wong@fhki.org.hk)  

網址︰http://www.hk-pc.com 

                 

                                      

                        

                             

 

  ＊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香香香香 港港港港 塑塑塑塑 膠膠膠膠 業業業業 廠廠廠廠 商商商商 會會會會 

HONG KONG PLASTICS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主辦單位: 

協辦機構： 場地贊助： 

支持機構: 



     研 討 會 程 序 

09:00-10:00  登記入場 

10:00-10:35 開幕及介紹 

主禮嘉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梁敬國先生, JP 

Hong Kong’s Niches i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楊偉雄議員 – 行政長官創新及科技顧問暨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 
10:35-12:30 

 Design Oriented Product 

翟潤熙先生 – 佳能電產香港有限公司經理 

12:30-13:45 午膳時間 (自行安排) 

膜片在塑料三維裝飾上的最新應用 

陳建新先生 - 庫爾茲 (遠東)有限公司亞太區總監 

邁進 OBM！ 

楊兆航先生 - 香港工業設計師協會主席﹑天品創意事務所合創人 

13:45-17:00 

工業 4.0 與塑膠工業 

閆路順先生 - 阿博格機械貿易(深圳)有限公司應用技術部經理 

17:00 研討會結束 

 

 

 

 

 

 

 

 

 
 

 

 

沙田香港科學園  高錕會議中心 



演 講 嘉 賓 介 紹              *按演講之先後排序 

 

楊偉雄議員 The Honorable Nicholas W. Yang, JP  

行政長官創新及科技顧問暨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  

楊議員畢業於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主修電機工程及應用數學學士學位，並於美國史丹福大學修讀電機工

程碩士學位及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曾任職英特爾公司高級設計工程師及 Bain & Company 策略管理顧

問。返港後於蜆殼電器工業（集團）有限公司任職執行董事及集團副董事總經理，曾出任多家創業投資

公司和私募基金投資公司的高級顧問及董事。2003 年獲委任為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行政總裁。2010

年至 2015 年 2 月期間出任香港理工大學行政副校長。2015 年 3 月，楊議員被委任為行政長官創新及科

技顧問及香港特區政府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研討會上，楊議員會分析香港發展創新及科技的條件、發

展方向，包括可提升效率及可持續發展的環保系統、第二代生產及製造業的革新等。 

 

翟潤熙先生 

Mr. Chak Yun-Yei   

佳能電產香港有限公司經理 及 

榮獲「Red Dot Design Award 

2013」  

 

陳建新先生  

Mr. K.S. Chan   

庫爾茲(遠東)有限公司亞太區總監 

翟先生於香港科技學校修讀工業設計並任職設計師，2004 年加入佳能公

司，期間帶領佳能電產香港有限公司設計部門，並於 2013 年憑 X Mark 

II 計算機榮獲 Red Dot Design Award 2013 (Product Design) The 

Best of the Best，為個人與公司訂下設計成就。堅持着設計方向與品牌

理念為重的原則，一直創造具個性而減低環境應影響的設計。 研討會上

翟先生會分享設計新產品的靈感，如何應用於塑膠產品上。 

陳建新先生是庫爾茲(遠東)有限公司的負責人，庫爾茲(遠東)有限公司是庫爾

茲集團亞太區的市場推廣樞紐。陳先生在香港庫爾茲集團工作逾28年，他備

有極豐富的塑料產品裝飾經驗，技術媲美德國總公司的技術人員。在1980

年末，陳先生在深圳為通用電器卡式錄音機機盒門啟動了首個模內轉印項

目，而中國首個有雷射效果的模內轉印徵章是為五粮液而製造。陳先生最近

專注於金屬化塑料裝飾的3D應用新發展，如模內貼片單獨圖像全息圖的應

用。3D塑料裝飾的模內貼片個性化數碼打印及數碼燙金應用便是現正開發

的新項目。 

 

 

楊兆航先生  

Mr. Steve Yeung  

香港工業設計師協會主席 及 天

品創意事務所合創人 

 

 

閆路順先生  

Mr. Yan Lushun 

ARBURG（阿博格）應用技術部經理 

楊 先 生 為 香 港 工 業 設 計 師 協 會 主 席 (2015-17) 及 天 品 創 意 事 務 所

(InnoSphere)合創人。公司專業從事品牌創建及產品創新，為香港業界

服務 16 年。憑著熱誠，公司奪得 10 個設計獎項。現致力推廣其品牌

Siliconcept 和 MOQ1K。楊先生專注汽車設計及產品開發，為汽車設計

碩士(Coventry University, UK) 和工業設計學士(香港理工大學)，並為

香港理工大學作客座講師。 

閆生先為工程碩士，畢業於德國克勞斯塔爾工業大學塑膠加工專業，現職

ARBURG（阿博格）應用技術部經理，長期從事注塑工藝研究，系統掌握各

種注塑工藝，尤其是對 LSR，PIM，精密注塑等有深入課題研究，並專注於

注塑行業自動化發展。從事注塑行業 15 年以上，先後在 ARBURG（阿博格）

Lossburg（勞斯柏格）總部， ARBURG（深圳）擔任應用工程部經理，全

面支援當地語系化客戶應用需求，始終秉持 ARBURG（阿博格）的服務理念，

致力於為客戶提供系統化解決方案，曾為多家客戶的專項應用的事業拓展提

供了不可或缺的幫助。 



 

報名表格 

請傳真至（+852）2574 2843 或 電郵 hkpma@plastics.org.hk 香港塑膠業廠商會 收 

截止報名日期： 2015 年 9 月 30 日 

參加者姓名 職位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小姐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小姐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小姐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小姐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小姐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商會/機構 
 

�香港塑膠業廠商會     �香港塑膠業協會      �香港工業總會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香港科技協詮會 

�香港電子業商會       �香港電器業協會 

�其他 (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須知： 

(1) 請以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塑膠業廠商會有限公司』 “THE HONG KONG PLASTICS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LIMITED”，寄交九龍長沙灣道912-914號時信中心13樓1306室，香港塑膠業廠商會秘書處收。 

(2) 請填妥報名表傳真至(852) 2574 2843或電郵至 hkpma@plastics.org.hk。 

(3) 如有查詢，請致電(852) 2574 2230與 香港塑膠業廠商會秘書處 或 (852) 2732 3166 與 香港塑膠業協會秘書處 聯絡。 

備註： 
(1) 報名表(可用影印本)必須連同費用一併繳交，否則報名無效。 

(2) 本會將以先到先得方法辦理報名手續，並以收到支票日期作準。 

(3) 除該活動已額滿外，已繳費用恕不退還。 

(4) 若因臨時事故未能出席，可另派代表出席，惟必須於活動開始前最少5個工作天前通知本會並取得同意。 

 座位有限座位有限座位有限座位有限，，，，先到先先到先先到先先到先得得得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