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三維打印協會
.Hong Kong 3D Printing Association
.地址：香港九龍達之路 78 號生產力大樓 5 樓
.電話︰27886334 傳真︰27886338 電郵︰info@hk3dpa.org 網址：www.hk3dpa.org

我們誠邀 閣下加入香港三維打印協會成為我們的會員，以尊貴的會員身份享用各項多元化的
服務，透過我們緊貼市場的資訊，提升競爭力。
香港三維打印協會成立的宗旨是推廣 3D 打印予香港不同社會階層，以及擴大 3D 打印於香港的受
益群。本會致力於推動協會會員之間的溝通及 3D 打印技術交流，以及團結協會會員以營造良好的商
業環境。另外，本會矢志成為香港 3D 打印業信賴的合作夥伴，並協助各會員擴大本地及國際的聯繫
以便尋找不同商業機會。同時本會會與本地其他行業協會、專業團體及政府部門保持良好溝通及合
作關係，以推動香港 3D 打印發展為己任。
未來本會將舉辦不同項目以推廣 3D 打印予香港不同社會階層，包括：
1. 研討會、展覽、講座、工作坊及論壇：以推廣 3D 打印技術及應用予社會大眾，並發掘潛在商
機；
2. 外地考察團：了解國外最新 3D 打印技術以及不同應用，並藉此發掘可行的新商機；
3. 與不同行業協會或商會舉辦行業性及跨行業性的技術或市場交流活動，令各行業能更了解 3D
打印之技術及其可應用範圍。
如蒙應允參與本會會員，請填寫附件會員資料表格、蓋章(或簽名)，連同香港商業登記證明副本及適
當面額付款劃線支票（抬頭請填寫「香港三維打印協會」）郵寄至會址。
地址：香港九龍塘達之路 78 號生產力大樓 5 樓
如有問題，請致電 27886334 或電郵至 info@hk3dpa.org 與許小姐聯絡。

香港三維打印協會
.Hong Kong 3D Printing Association
.地址：香港九龍達之路 78 號生產力大樓 5 樓
.電話︰27886334 傳真︰27886338 電郵︰info@hk3dpa.org 網址：www.hk3dpa.org

會員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 Membership
會員類別 Type of Membership：
 公司 Corporate：年費 Annual FeeHK$2,000
 公司 Corporate：永久會費 Permanent Fee HK$10,000
 個人 Individual：年費 Annual Fee HK$500
 學生 Student

：年費 Annual Fee HK$100 (首年免費)

學生必須持有有效的全日制學生証

請以英文及中文填寫並在適當空格內填上號。Please complete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 tick the appropriate box(es).
如有修改，請在修改處蓋上公司印/個人簽署以茲識別。Please chop company round stamp next to amended information for verification.

A. COMPANY INFORMATION 公司資料 (只適用於公司會員)
(請用正楷填寫 Please use block letters)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通訊地址
Address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銀行及金融 Banking & Finance .建築業 Construction化學 Chemistry .塑膠 Plastics
業務範圍
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公用事業 Utilities
.印刷 Printing .運輸 Transport
Nature of business 紡織及製衣 Textile and Clothing 金屬及輕工業 Metals and Light Engineering
其他請註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________________
會籍代表*
Representative
聯絡資料*
Contact
商業登記證號碼
No. of BR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電話 Tel
電郵 Email

職銜 Title*
傳真 Fax
網址 Website
推薦人(如有)
Proposing Member(Optional)

*經同意後，將刊登於會員登入網頁部份內的《會員名冊》

請將入會申請表連同商業登記證影印本、名片、司標(如有)及適當面額付款劃線支票(抬頭人請寫“香港三維打印協會有限
公司”)按上址寄回本會。
Please attach a photocopy of your 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Name Card, Logo and cheques for the appropriate amount made
payable to the “Hong Kong 3D Printing Association Limited.” and forward to the above address.

B.PERSONAL INFORMATION 個人資料 (只適用於個人/學生會員)
(請用正楷填寫 Please use block letters)
姓 名*
Name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博士教授先生小姐
Dr. Prof. Mr.Ms.

性別
Gender

男 M 女 F

____
身份證號碼(首四個字母)
ID Card No.(First four digit) 例如: A 1 2 3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辦公室 Office
手提 Mobile
傳真 Fax
電郵 Email
__ __ / __ __
年齡組別
 12 或以下 13-20
.21-30
31-40
月 Month / 日 Day
Age Group
 41-50
 51-60
61-70
70 或以上
 小學 Primary
 中學 Secondary
 預科 Matriculation
學歷
 文憑/大專 Diploma / Post-Secondary
 大學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Level
 碩士 Master
 博士 Doctor
 其他 Oth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Job Titl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業務範圍 Busin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 Name of Compan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 業
 學生 Student（就讀學校 Name of Schoo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ccupation
 退休 Retired（退休前職業 Occupation before retiremen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Address
聯絡資料*
Contact Info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其他 Other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人(如有) Proposing Member(Optional) :
*經同意後，將刊登於會員登入網頁部份內的《會員名冊》

請將入會申請表連同學生証影印本(如有)及適當面額付款劃線支票(抬頭人請寫“香港三維打印協會有限公司”)按上址寄回
本會。
.Please attach a photocopy of your Student ID Card (if any) and cheques for the appropriate amount made payable to the “Hong Kong 3D
Printing Association Limited.” and forward to the above address.

C. DECLARATION 聲明
(a) 香港三維打印協會將定期通知會員有關協會的最新資訊、活動、項目、會籍事宜、服務及刊物通訊。
Hong Kong 3D Printing Association will regularly communicate with members on updates, events, projects, membership, services and
publications.
 本人願意接收協會的以上資訊。I DO wish to receive above communications from the Association.
 本人不願意接收協會的以上資訊。I DO wish to receive above communications from the Association.
(b) 加入會籍後，協會將刊登已打 * 的項目於會員登入網頁部份內的《會員名冊》
。
Upon admission to membership, the Association will include item with * in the Membership Directory in the Members’ Login Area of the
Association’s website.
 本人願意被列入《會員名冊》。I opt to be INCLUDED from the Membership Directory.
 本人不願意被列入《會員名冊》。I opt to be EXCLUDED from the Membership Directory.
(c) 本公司／本人現申請加入香港三維打印協會有限公司，並特此聲明上述之資料為正確及在被批准成為會員後絕對遵守協會會章內
之一切條文。
The undersigned hereby applies for membership of the Hong Kong 3D Printing Association Limited and certifies that all statement made above are
correct, and if elected to membership, agrees to be governed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by laws of the Association.

日期 Date

公司印鑑/個人簽署 Company Chop & Signature

申請人在提交表格後，如更改或查詢個人資料，請與本會辦事處聯絡:香港九龍達之路78號生產力大樓5樓，電話：27886334。
For correction of access to data after submission of application form, please contact our office: 5/F HKPC Building, 78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Tel: 27886334.

只供本會職員專用 Official use only

 會費
：$________________
現金
收據號碼：_________________
 會員類別：公司／公司（永久）／個人／學生

支票(銀行：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
會員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發票／收據／會員確認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