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PP 將於 9 月 25 日（星期三）召開「第十四屆會員周年大會」，隨後舉辦午餐演講會，特別邀請了華為國際

有限公司香港代表處運營商業務解決方案總監黃家恆先生擔任演講嘉賓。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

里博士亦應邀成為主禮嘉賓。 

 

黃家恆先生將以其豐富經驗，講述 5G 科技的核心理念及探討 5G 於全球的最新發展。他更會分析各種 5G 的

應用例子，包括 Air Fiber、雲端科技及無人駕駛技術等，讓參加者更了解 5G 在現今世代的普及性及實用性。

IPP 會員與同業友好可以以優惠價參加午餐演講會，請勿錯過。 
 
 

 
 

 
 
 
 
 
 
 
 
 
 
 
 
 
 
 
 
   

參加辦法: 

請填妥下列表格，於 9 月 16 日或之前傳真或電郵至秘書處留位 （傳真：3188-9424 ; 電郵：info@ipp.org.hk），

並將有關費用以劃線支票寄回香港灣仔愛群道 6 號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摩理臣山） 1 樓 112 室印刷媒體專業人

員協會收。支票抬頭請寫「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有限公司」或“Institute of Print-media Professionals Limited”。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郵至 info@ipp.org.hk 或致電（852）3589-5025 聯絡秘書處。  

主禮嘉賓 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 陳百里博士, JP 

日期 2019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三） 

時間 
會員周年大會 – 中午 12:00 至下午 12:30 

午餐演講會  – 下午 12:30 至下午 2:30 

地點 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 280 號世貿中心 38樓 「世貿會」 

語言 粵語 

費用 
IPP 會員 - $280 /位 友會會員 - $320 /位 非會員 - $350/位 

每半席（共 6 位）- $1,680  每席（共 12 位）- $3,360 

備註 

1. 因活動名額有限，所有報名額滿即止 

2. 除活動額滿或取消外，報名後須繳付活動費用，已交費用不設退款 

3. IPP 保留活動所有安排的最終決定權 

關於黃家恆先生： 

黃先生於香港大學獲得電子商務及互聯網計算碩士學位，並於倫敦大學帝國理

工學院獲得通訊及信號處理碩士學位，現為華為國際有限公司香港代表處運營

商業務解決方案總監，負責 ICT 基礎網絡解決方案的市場策劃和營銷工作。 

 

黃先生擁有超過 15 年的經驗，曾經在香港和歐洲擔任無線通訊網絡工程師，從

事 CDMA / UMTS / LTE / WiMAX/5G 無線規劃及工程工作。現時主要在香港、澳

門 3G、4G、NB-IoT、光網絡、IP 網絡、港澳台雲計算等重要 ICT 項目中擔任解

決方案設計及項目管理務。他的最新工作包括 5G 商用建設和智慧城市項目案，

為香港引入創新數字基礎設施和新業務應用。黃先生現時為香港通訊業聯會委

員會成員。 

子非漁，可嘗漁之樂？ 

 講者 -  青年學院（屯門及天水圍）

院長  繆劍輝先生 

 內容 -  介紹水下的繽紛世界、趣怪

生物，以及分享世界各處潛水 好去

處和心得。 

名額有限 
報名從速！ 



出席回條 

 
（請於 9 月 16 日前電郵至 info@ipp.org.hk 或傳真至 852-3188 9424 回覆） 

*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 √”號       

 本人是 IPP 會員 （每位港幣$280）  

會員姓名：  職銜：  

公司名稱：  

電郵：  

IPP 會員級別： 

 名譽會士  會士  資深會員 

 全權會員  技術會員  初級會員 

 聯繫會員                畢業會員  學生會員 

 閣下會否出席「第十四屆會員周年大會」（只限會員參加）     會             不會 
 

 本人是以下機構之會員 （每位港幣$320） 

 香港印刷業商會          香港印刷出版媒體業工會        香港印藝學會 

 香港出版總會            香港出版學會 

公司名稱：                                          會員編號  （如適用）                         

 

參加者姓名（請填寫英文全名） 職銜 電郵 

（1）   

（2）   

（3）   
 

 本人不是上述機構之會員 （每位港幣$350） 

公司名稱：                                        
 

參加者姓名（請填寫英文全名） 職銜 電郵 

（1）   

（2）   

（3）   
 

 包半席（6 位共 $1,680）  包 1 席（12 位共$3,360） 

 

 本公司 / 本人欲贊助港幣_____________ 元，並附上支票。 

 （贊助$10,000 或以上可於活動印刷品上刊登公司標誌，請於 9 月 13 日前提交資料及以電郵方式附上 

 貴公司標誌，以作安排） 

姓名：  職銜：  

公司名稱：  

電郵：  日間聯絡電話：  

 

 聯絡人資料： 

聯絡人：  日間聯絡電話：  

電郵：  傳真：   

mailto:info@ipp.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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