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marks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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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ser 主辦機構:   

Never Miss a Beat: Resources to Help Your Business Stay Competitive 

不可不知的營商資源：協助企業提升競爭力 
 

Date 日期 : 13 / 10 / 2017 (Friday 星期五) 

Time 時間 : 3pm – 4:30pm 

下午 3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 

Venue 地點 : Seminar Room, Hall 5FG, HKCEC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 5FG 研討室  

Remark 備註 : •  Free Admission 免費入座 

•  A short Q&A Session will be provided after each presentation 

     每位講者發言後將有問答環節。 

Language 語言 : Cantonese 廣東話 

Time 時間 Programme 程序 

2:45pm – 3pm Registration 登記 

3pm –  
3:15pm 

如何善用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EMF)，開拓更多商機? 

講者: 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組經理 余婉芬女士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旨在向中小企業提供資助，以鼓勵中小企業參與出口推廣活動，

藉此協助其擴展香港及境外市場。  

3:15pm –  
3:30pm 

進攻內地市場:  剖析 BUD 專項基金計劃 

講者: BUD 專項基金秘書處高級經理 葉沃建先生 

 

BUD 專項基金計劃資助個別香港企業推行有關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和拓展內銷的項目，從而

提升它們在內地市場的競爭力，促進它們在內地市場的發展。 

3:30pm –  
3:45pm 

提升中小企競爭力: 科技券計劃面面觀 

講者: 創新科技署經理(創新及科技基金) 陳嘉慧女士 

 

特區政府於 2016 年 11 月撥出五億港元推出科技券計劃，資助中小企使用

科技服務和方案，以提高生產力或升級轉型，每家中小企的資助總額高達

20 萬元。創新科技署將藉著是次活動簡介科技券計劃及申請時需特別注意的事項。 

   

請按此登記 

https://goo.gl/nk3y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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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ser 主辦機構:   

3:45pm –  
4pm 

外貿推廣攻略： App 配合多渠道推廣 O2O 接觸環球買家 

講者: 香港貿發局刊物及電子商貿部銷售高級經理 楊栢基先生 

 

是次研討會將為大家介紹一系列電子商貿推廣方案，並剖析網上網下渠道如何相互配合，開

拓海外市場。 

4pm –  
4:30pm  

活用檢測認證服務 增值你的電子產品到國際市場 

- 如何在無線充電領域中保持領先優勢 

講者:  天祥公證行有限公司資深無線充電專家 林志豪先生  

 

在電子產品領域，無線充電技術被廣泛採用，絕對是一個熱門的趨勢。許多領先品牌推出

了其無線充電電子設備，消費者說這是智能手機必備的功能，不用再焦慮手機會沒電了。

本演講將介紹 Qi –  領先的和通用的無線充電技術標準，以及說明測試和認證的合規性挑

戰，並討論無線充電技術的發展趨向。 

 

- 無線區域網絡/藍牙電子產品的最新歐盟/聯邦通信委員會(美國)規定 

講者:  香港標準及檢定中心總經理 李金泉博士 

 

本研討會主要介紹兩個題目:  

1) 歐盟無線電設備指令 (RED) 2014/53 / EU 中的符合性評估程式、協調標準的作用和

應用以及當非協調標準應用時的新標籤要求  

2) 美國新設備授權指令及認可的測試實驗室, 在對產品符合檢測認證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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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ser 主辦機構:   

About the Speakers 講者簡介 

Mr Ip Yuk Kin, Valentine, Senior Manager, BUD Fund 

BUD 專項基金秘書處高級經理 葉沃建先生 

Mr. IP has over 15 years’ experience in marketing and managing Government 
funding schemes . He is now the Senior Manager of the Secretariat of the BUD 
Fund (Enterprise Support Programme) which has processed over 2,000 cases 
since 2012 to help Hong Kong enterprises to enhance the branding and 
upgrading and develop the Mainland market through funded projects. 
 

葉沃建先生擁有超過 15 年經驗於市務及處理不同政府資助計劃。葉先生現

時為 BUD(企業支援計畫)專項基金秘書處之高級經理。專項基金自 2012 年

成立起已累積處理超過 2000 個申請個案，幫助香港企業推行有關發展品

牌、升級轉型和拓展內銷的項目，從而提升企業在內地市場的競爭力及發展。 

 

Mr LAM Chi Ho, Senior Wireless Charging Specialist,  
Intertek Testing Services Hong Kong Ltd. 

天祥公證行有限公司資深無線充電專家 林志豪先生  

Mr. C.H. Lam has over 10 years of safety technical conformity experience for 
power supplies and battery chargers. Since 2014, he has devoted in Qi wireless 
charging testing development. He is the Wireless Power Consortium accredited 
Qi product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professional, and provides advisory and 
consultancy services to global manufacturers and organizations in regard to 
wireless charging enablement in the areas of electrical product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and technical research. 
 

林志豪先生擁有超過 10 年的電源供應類產品及充電器的安規認證經驗。從

2014 年開始致力於無線充電產品的測試技術發展，成為無線充電聯盟的會

員，參與當中之測試技術研討及開發，並成為無線充電聯盟認可的檢測及發

証人員。為香港提供完整的無線充電測試平台，同時亦為全球的製造商和開

發機構提供無線充電類檢測相關的電氣產品之應用、發展和技術研究方面的

專業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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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ser 主辦機構:   

Dr. LEE Kam Chuen, General Manager,  

Hong Kong Standards and Testing Centre 

香港標準及檢定中心總經理 李金泉博士 

Dr. LEE Kam Chuen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UK with PhD and 
BEng(Hons) degree in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Dr. Lee is a Chartered Engineer 
(CEng) and he is the 2017 Chairman for the IEEE Hong Kong Section EMC 
Chapter. In addition, he is also an Honorary Associate Professor for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 has been working in the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industry for more than 15 years and is currently the General Manager for the 
Electrical Products Division in the Hong Kong Standards and Testing Centre, STC. 
 

李金泉博士畢業於英國雪菲爾大學，考取學士學位及博士學位。 李博士擁

有特許工程師(CEng)資格， 是 2017 年度 IEEE 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香港分

會電磁波兼容部主席, 同時他是香港公開大學榮譽副教授。 李博士在檢測及

認證行業服務了超過 15 年， 他現時為香港標準及檢定中心電氣產品部總經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