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機構 :    
    

 

        (2018 年 8月 9日 星期四  上午 10:00-下午 4:30   東莞市高技能公共實訓中心)  
香港螺絲業協會與香港表面處理學會將於本年 8月 9日(星期四)合辦表面處理講座課程「金屬腐蝕基理
和防腐方法」，活動除邀請了多位表面處理專家講解不同的表面處理題目外，我們更希望各參加者可於活動
前把現時於廠房遇到的任何表面處理相關的難題及疑問提交，並在活動上由專家逐一解答各疑難，藉以提昇
廠房技工的表面處理技能與知識，現誠邀各廠商踴躍參與及提問，活動詳情如下 :  
 日期 :  2018年 8月 9日 (星期四) 
 時間 :  上午 10:00 – 下午 4:30 (上午 09:30 開始登記)  
 名額 :  100 人 (名額將以先到先得形式安排額滿即止)  
 地點 :  東莞市橫瀝鎮新四村職教路 3號地下 (東莞市高技能公共實訓中心)  
 費用 :  會員價每位港幣HK$180/位 或 人民幣 RMB￥150/位 (費用已包括當天的午餐) 

         非會員價每位港幣HK$240/位 或 人民幣 RMB￥200/位 (費用已包括當天的午餐) 
 備註 :  參加者如需獲發證書每張港幣HK$60 或 人民幣 RMB￥50 
 活動查詢： 香港螺絲業協會秘書處符小姐 (電話：852-23891993)  

              國內辦事處黃小姐 (電話 : 86-0769-82627195)  
  時間及講座內容概要： 

�此為暫定議題及時間表，最終時間安排將按實際情況而有所調整 

                  支持機構 : 

時間 內容              講者      (講者簡介請參閱附頁) 
09:30 入場登記 
10:00-10:05 香港螺絲業協會主席致辭 主席胡惠儀女士 
10:05-10:10 香港表面處理學會會長致辭 會長劉利強先生 
10:10-11:00 金屬腐蝕的電化學原理和測量  甘達庭博士 

香港表面處理學會學術顧問 
11:00-11:15 小休 
11:15-12:35 金屬腐蝕基理(部份) - 空腔腐蝕 陳祖貽先生 

香港表面處理學會外務部部長 
12:35-13:30 午餐 (已安排各參加者於實訓中心內一同用膳) 
13:30-14:30 高防腐納米鋅鋁塗料 - 緊固件應用  王慧勇先生 

永星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 業務技術經理（高防腐部）
 14:30-15:30  表面及材料分析方法和應用  吳榮生博士 

香港表面處理學會技術部部長 
15:30-16:30 Q&A (參加者預先提出的問題) 各講者 

報名 

截止報名日期 7月 31 日，參加者請填妥以下報名表格 
港幣支付 : 大新銀行戶口帳號 : 040-774-3020146-7 (請將入款後之收據電郵至 hksfc@hk-sfc.org.hk 傳真 852-2389 0803
至本會秘書處 (傳真後請電話確實) 
劃線支票（抬頭「香港螺絲業協會有限公司」）郵寄至本會秘書處（地址 : 香港九龍觀塘駿業街 62號京貿中心 25樓 B室） 
如以人民幣電匯：請將費用匯至以下帳戶將匯款憑證連同報名表格電郵至秘書處 (電郵地址：hk-sfc@163.com) 
戶口名稱：胡惠仪      帳號：621 226 201 003 259 1213     開戶行名：中國工商銀行東莞塘廈支行 



 

主辦機構 : 
 
 
 

致：香港螺絲業協會 (圖文傳真：852-2389 0803／86-769-8262 7196)                     
 

                       ---- 報名表格 ----    
 
 

（截止報名日期 : 2018年7月31日）  
公司名稱：    
會員編號 :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郵： 
參加者名單 : (如有更多參加者可另加紙張填寫) 
1. 姓名 :           �是否需要證書    公司職位 :               聯絡電話/手機(必填) :                                           
2. 姓名 :           �是否需要證書    公司職位 :               聯絡電話/手機(必填) :                                               
3. 姓名 :           �是否需要證書    公司職位 :               聯絡電話/手機(必填) :                                               
4. 姓名 :           �是否需要證書    公司職位 :               聯絡電話/手機(必填) :                                              
5. 姓名 :           �是否需要證書    公司職位 :               聯絡電話/手機(必填) :     
6. 姓名 :           �是否需要證書    公司職位 :               聯絡電話/手機(必填) :                                              
 
總參加人數 :        人    總金額 : 港幣 HK$         / 人民幣 RMB￥           
 

公司蓋印/簽署 :                                             日期 :                        
 
 

港幣支付 : 大新銀行戶口帳號 : 040-774-3020146-7 (請將入款後之收據電郵至 hksfc@hk-sfc.org.hk 或
傳真 852-2389 0803 至本會秘書處 (傳真後請電話確實) 
劃線支票（抬頭「香港螺絲業協會有限公司」）郵寄至本會秘書處（地址 : 香港九龍觀塘駿業街 62 號京貿中
心 25樓 B室） 
如以人民幣電匯：請將費用匯至以下帳戶並將匯款憑證連同報名表格電郵至秘書處(電郵地址：
hk-sfc@163.com) 
戶口名稱：胡惠仪     帳號：621 226 201 003 259 1213     開戶行名：中國工商銀行東莞塘廈支行 

 



 
 
講者簡介 
 
1. 講題：金屬腐蝕的電化學原理和測量  
講者 : 甘達庭博士  
學會職銜：香港表面處理學會學術顧問  
公司及公司職位：香港中文大學化學系兼任教授。  
個人簡介：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化學系，並取得德國金屬腐蝕工學博士及在美國從事博士後 
金屬腐蝕研究工作。回港後加入電鍍及電池製造行業。1984 年底任職香港政府化驗所化驗師，
1993 擢升為高級化驗師至 2012 年退休。期間擔任過部門內不同组别的化驗工作及質量經理， 
並借調香港政府房屋署（建築材料檢測）及勞工處（工業意外調查），為相關執法部門提供技 
術及咨詢服務支援。1989 獲委任為香港認可處的評審員。亦長期為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的金屬
腐蝕及實驗室質量管理及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的化學品安全培訓課程担任講師。2013 至 2018
初曾任澳門衛生局（室內空氣質量監測）顧問。現為英國皇家化學會院士（FRSC）及特許化
學師（CChem）。  

  
 
2. 講題：金屬腐蝕基理(部份) -空腔腐蝕  
講者 : 陳祖貽先生  
學會職銜 : 香港表面處理學會外務部部長  
公司及公司職位 : (鑄造零件)精固鋁廠有限公司董事、(化工產品)順連工業有限公司董事  
個人簡介 : 從事金屬加工多年，涉獵鋼鐵及輕合金鑄造，鍛壓及表面處理，以電鍍前處理， 
磷化及陽極氧化為主要範圍。畢業於香港大學，理工大學碩士，英國特許工程師，英國材料 
表面處理協會院士。  

  
 
3. 講題：高防腐納米鋅鋁塗料—緊固件應用  
講者 : 王慧勇先生    
公司及公司職位：永星化工（上海）有限公司—業務技術經理（高防腐部）  
個人簡介：2007 年於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士畢業，隨即加入永星化工擔任工程師，專業範疇
為高防腐表面處理技術，現在已成為高防腐部經理，協助永星化工研發 ZICOLLUM TM 無鉻
鋅鋁塗料系統，並取得專利，成為至今行業內少數能提供兩種系統的公司。  

  
 
4. 講題：表面及材料分析方法和應用  
講者 : 吳榮生博士  
學會職銜 : 香港表面處理學會技術部部長  
公司及公司職位 : 永聯分析有限公司技術總監  
個人簡介 : 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擁有化學博士學位。曾任電鍍化學品生產 
商樂思化學的實驗室和研發經理，現任永聯分析有限公司技術總監，從事表面及材料分析十
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