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ng Kong Screw & Fastener 
Council Celebrates 

12th 

香港螺絲業協會

2015 年周年晚宴

The annual assembly of Hong Kong Screw & Fastener Council 
(HKSFC) for celebrating the new year of 2015 took place on March 
20th, 2015 at Metropolitan Yiking Hotel in Dongguang. In the opening 
speech, Chairman Lin Zhi-Ming said that this year is the 12th anniversary 
of HKSFC and he is very grateful for the support and concern of all people 
to the Council. In the previous year, the 6th term of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uncil gave a variety of events including industry tours, 2014 Five Regions 
Fastener Association Conference, Electroplating Seminars, and Shanwei City  
Drive Tour, in order to facilitate mutual exchange and unity among industries. 
By giving more and different meaningful events, the Council anticipates to 
broaden the horizons of fellow members, strengthen mutual exchange in 
the industry, creat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establish a close friendship 
among members, and reinforce the unity of the Council. 

 Chairman Lin also mentioned that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uncil has successfully received over HK$1 million worth 
of funds appropriated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fter 
they submitted the application last year. These funds will be 
used in the following 2 yea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HKPC, 
to give 6 professional sessions and 1 larg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e., the Five Regions Fastener Association 
Conference, which will be given this autumn). Though 
with limited funds, the Council proves that it has been 
gradually noticed and supported by the society and the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hand, as the host of “2015 Five 
Regions Fastener Association Conference”, the Council 
hopes for eager attendance of members to win honor for the 
fastener industry of Hong Kong. Additionally, the Council will 
give 6 professional sessions, which are open to all members, in 
order to help them get more info about new technology and intel-
ligence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generate more cooperation. 

2015年3月20日，香港螺絲業協會

2015年周年晚宴於東莞市塘廈鎮新都會

怡景大酒店國際宴會廳舉行。晚宴開場，首

先由香港螺絲業協會主席林志明先生致詞。

他表示，香港螺絲業協會至今，已踏入第12個年

頭，衷心感謝社會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關心。回

顧過去一年，香港螺絲業協會第六屆理事會傳承過

去一貫的優良傳統，為促進行業互相交流，團結同業，

舉辦了多項活動，包括行業互訪團、以及2014台灣高雄

五地域螺絲協會交流大會、電鍍技術研討會、汕尾別開生

面的理事會自駕遊等等。協會希望透過舉辦不同活動，為會

員拓寬視野，加強行業內資訊流通，締造商機，同時增進會員間

的友誼，加強本會凝聚力。

同時，林主席也提到，在過去的一年中，協會理事會積極地

向香港政府申請撥款支持，成功地獲得100多萬元撥款，該款

項將在未來的兩年內，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的協助下，舉辦

六個專業講座，及一個大型的國際會議(即今年秋天舉行

的五地域螺絲交流會)，款項雖不多，但足以證明，本會

漸漸地更加受到社會各界及政府的關注和支持。乘藉

此一東風，香港螺絲業協會獲得本年度「五地域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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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主席林志明先生致詞
HKSFC Chairman Lin Zhi-Ming

▲ 協會常務副主席張建茗先生致答謝詞
HKSFC Executive Vice Chairman 
Chang Chien-Ming

▲

絲協會交流大會」主辦單位，作為東道主，希望各會員

能夠積極參與，共同努力，為香港螺絲業界爭光出彩。

同時，協會將舉辦6個專業講座，歡迎會員踴躍參加，以

獲得更多的新技術及國際資訊，促進更多合作商機。

展望未來，林主席表示協會將繼往開來，舉辦

各種活動，以加強行業資訊交流，提高業界水準，

團結同業力量，希望各位會員繼續積極參與本會活

動，希望政府及社會各界人士繼續支持本會，使香

港的螺絲業發展更加蓬勃，為社會貢獻力量！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Chairman 
Lin said that the Council will con-
tinue to give various events that can 
reinforce industry exchange, improve 
industry level, and unite the industry 
together and he hopes that every 
member can continue to join in such 
events actively and that the govern-
ment and professionals can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Council, making a 
mor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the 
fastener industry in Hong Kong and a 
more powerful society. 

2015年4月10日，由香港螺絲業協會

主辦，並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

署“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撥款資助舉

辦的第一場研討會—“特殊嶄新螺絲扣

件線材研討會”在深圳市金中環酒店順

利召開。香港螺絲業協會領導及春雨、恒

宇、科力、利豐、達力強等企業代表近100

人參加，反應非常熱烈。

會議首先由香港螺絲業協會主席林

志明致詞。他表示，本次研討會的目的主

要為香港螺絲業界開拓新市場以及提升

他們的技術能力，以滿足高增值產品對螺

絲扣件的應用需求。由於不同行業對螺絲

扣件的品質和強度要求不斷提高，緊企必

須提升生產技術以滿足高端產品對優質

螺絲扣件的殷切需求。其次研討會邀請講

者介紹及分析特殊和嶄新的螺絲扣件材

香港螺絲業協會 

首場研討會深圳舉辦：
關注高端產品 先從材料開發下手

1 2協會領導與首場演講嘉賓合照   

料，透過演講嘉賓的經驗分享，給行業提

供最新、最實用的資訊。

隨後，來自中鋼公司—新材料研究發

展處的潘永村博士就“扣件用特殊線材”

為題作了經驗分享；中鋼作為目前台灣最

大的鋼鐵公司，在行業內頗負盛名。潘永

村博士憑藉在螺絲扣件材料研發方面豐富

的經驗，與在座嘉賓進行了精彩的互動。

1 2

協會領導與第二場演講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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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益鋼鐵企業有限公司代表施政宏以“永不生銹的夢幻金

屬—鈦螺絲”為題做了詳細介紹。據介紹，豐益鋼鐵於2006年

正式開始投入鈦螺絲的研究， 2008年成功研發出世界上第一支

“鈦合金鑽尾螺絲”，並獲得多國專利。

今年內香港螺絲業協會還將舉辦5場不同主題的研討會，通

過行業專家的經驗分享，加強互動與交流，促進行業發展。

香港螺絲業協會 
第二場研討會

研討技術升級、品質環節
2015年5月15日下午2時至下午6點，由香港螺絲業協會主辦，並由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撥款資助舉辦第二

場研討會—“如何提升螺絲扣件品質？產品測試及法規要求”在深圳市金中環

酒店成功召開，吸引了近70名企業代表參加，為香港螺絲業界開拓新市場及提升

他們的技術能力及生產品質以應付高增值產品對螺絲扣件的殷切需求。

 會議首先由香港螺絲業協會主席林志明致詞，他表示，隨著不同行業對螺絲扣

件的品質及檢測要求不斷提高，本地廠商必須在生產製造、檢測設備及品保專才方面銳

意提升以滿足不同市場對高品質螺絲扣件的要求。此次研討會邀請講者詳述專業和最新

的螺絲扣件品檢方法及法規要求，期望透過講者的經驗分享，提供實用的資訊予業界。

研討會分為兩場，上半場來自SGS通標標準件技術服務有限公司的吳智劍先生，就

“緊固件力學測試知識與實例及成分分析測定”與在座嘉賓分享他多年來對於品質的

檢測以及進行品保等經驗。一直以來，緊固件品質檢測方面存在諸多問題，現場嘉賓

紛紛踴躍提問，收穫頗多。

下半場，同樣來自SGS通標標準件技術服務有限公司的楊躍飛先生詳細

介紹了行業最新環保法規——REACH法規解讀。什麼是REACH呢?(就是歐

盟對於有害物質的管理而訂下的法規)，以及REACH需要進行註冊-評估-

授權-限制-通報-供應鏈資訊，由於這些物質會影響到人類的健康，所以

需要進行一個安全的使用以及丟棄。

香港螺絲業協會—第三場模具方面研討會將於7月3日左右舉

行，具體時間、地點，由香港螺絲協會秘書處進行通知為主！

3 香港螺絲業協會主席林志明先生

2 豐益鋼鐵企業有限公司代表施政宏

6 提問環節 7 提問環節

4 SGS通標標準件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吳智劍先生

5 SGS通標標準件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楊躍飛先生

1 中鋼公司—新材料研究發展處

潘永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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