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12 年 10 月 24 
 
致：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員 

 
 

 
 
IPP 創會至今已經超過七年，承蒙 貴會一直以來的鼎力支持，謹此致以最衷心的謝意。為誌本

會第四屆執行委員會成立及創會七周年的重要里程，謹訂於 2012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三)晚上假

銅鑼灣世貿會舉行「第四屆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暨七周年慶祝晚宴」，屆時將筳開十八席，與各

界友好共同見證這個極具紀念性的時刻。現誠邀 閣下撥冗出席，一同歡聚慶祝。敬列簡況如下： 
 
日期：  2012 年 11 月 21 日 (星期三) 
地點：  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 280 號世貿中心 38/F「世貿會」 
時間：  晚上六時半  (酒會) 
   晚上七時半 (執委會就職儀式、頒授綬徽及證書予新會員、豐富晚宴及大抽獎) 
餐券費用： IPP 會員－$500 /位     

香港印刷業商會、香港印刷業工會、香港印藝學會、香港出版總會、 

香港出版學會、香港瓦通紙業廠商會及香港專業攝影師公會會員  – HK$550 /位 
非會員－$600 /位 

   每席－$6,000 (共 12 位) 
    

本會一直致力推動印刷媒體業走向專業化並取得實質的成果，為推動會務持續發展，懇請考慮撥

款襄助。閣下可以不同形式支持，除購買餐券外，更可贊助本會經費及晚宴抽獎禮品。如蒙支持

訂購餐券或贊助經費，請於 11 月 12 日或之前，將回條以傳真（852-3928 2546）或電郵

（connie@ipp.org.hk）交回秘書處，並隨即將餐 劵費用及贊助款項以支票形式寄回香港新界將軍

澳景嶺路 3 號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D004 室，支票抬頭「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有限公司」。 
 
如有垂詢，請致電 (852) 3928-2550 與何小姐或 (852) 3928-2549 岑小姐聯絡。 
 
專此奉懇，佇候佳音。 
 
俯允！ 
 
 
 
任德聰                          
會長                      
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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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 
第四屆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 暨 七周年慶祝晚宴 

席券認購回條 
   (請於11月12日前傳真至 (852) 3928-2546) 

 

本公司 / 本人                                                                    
□ 欲認購【就職典禮暨慶祝晚宴餐券】 (請以 " "選取適合項目)： 

 認購晚宴餐券              費用      金額 (HK$) 

□ 餐券 (每位) 

IPP 會員：$500 X             位 

友會會員：$550 X             位 

□ 香港印刷業商會 □ 香港印刷業工會 

□ 香港印藝學會   □ 香港出版總會 

□ 香港出版學會   □ 香港瓦通紙業廠商會 
□ 香港專業攝影師公會 

非會員：$600 X               位 

 

□ 餐券 (每席 12 位) $6,000 X                    席  

                           總額：  

參加者名單如下︰(*已獲頒授綬徽的會員，請佩帶綬徽出席晚宴) 
1)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晚宴餐券將於活動前一星期寄出。 
簽署及蓋印：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傳真︰                                       

電郵：                                  日期：                                         

地址：                                                                                 

填妥表格後，請先傳真至本會 (852) 3928-2546，隨即連同支票寄香港新界將軍澳景嶺路 3 號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D004
室。劃線支票抬頭請寫上「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有限公司」或 “Institute of Print-media Professionals Limited” 。

查詢：何小姐 (852) 3928-2550 或岑小姐 (852) 3928-2549 



     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 
      第四屆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 暨 七周年慶祝晚宴 

     贊助回條  
(請於 11 月 12 日前傳真至 (852) 3928-2546) 

 
本公司 / 本人                                                                        
 
以現金贊助 IPP 經費 (請以 " "選取適合項目)： 

 

贊助級別 贊助金額  獲贈晚宴餐券 

□  鑽石贊助 港幣$50,000 餐券五張 

□  金贊助 港幣$30,000 餐券三張 
□  銀贊助 港幣$20,000 餐券兩張 
□  銅贊助 港幣$10,000 餐券一張 

□  其他贊助 港幣$                  

請於 11 月 12 日前將公司標誌 (ai 或 jpg 格式)連同公司中文及／或英文名稱電郵至：  connie@ipp.org.hk  

 
須要在晚宴派發宣傳品     是  □    否  □    

請註明宣傳品內容：                 

請於 11 月 19 日前將宣傳品(數量:250 份)送往將軍澳景嶺路 3 號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D004 室 IPP 秘書處何小姐收 

 
其它贊助：晚宴抽獎 / 枱獎禮品 (請以 " "選取適合項目)： 
 

晚宴抽獎  / 枱獎禮品 

□ 贊助獎品代金 請代購相等於$                之禮物，作為晚宴抽獎 / 枱獎之用。 

□ 贊助禮品 

贊助抽獎禮品：                                                
(數量：                份) 
贊助枱獎禮品：                                                 
(數量：                份) *枱獎禮品數量不少於 20 份  

 

簽署及蓋印：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傳真︰                                       

電郵：                                  日期：                                         

地址：                                                                                 

 
填妥表格後，請先傳真至本會 (852) 3928-2546，隨即連同支票寄香港新界將軍澳景嶺路 3 號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D004
室。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上「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有限公司」或 “Institute of Print-media Professionals Limited” 。 
查詢：何小姐 (852) 3928-2550 或岑小姐 (852) 3928-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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