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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截止認購日期﹕2022年9月30日) 

 

香港金屬製造業協會《金屬製造》會刊為本會每年一度的刊物。內容將圍繞目前環球工業話

題、最新行業技術、本會年度活動總匯等題目，此外，會刊更會詳盡紀錄會員資料名錄，大大有助

業務配對，極具收藏價值。 

 

 

 

 

 

 

 

 

廣告版位  原價 非會員 友會會員 (9 折) 本會會員 (8 折) 

封底 
投標價：$ 

(HK$10,000 底價) 

投標價：$     

(HK$9,000 底價) 

封面內頁 
投標價：$ 

(HK$9,500 底價) 

投標價：$     

(HK$8,888 底價) 

封底內頁 
投標價：$                 

(HK$9,000 底價) 

投標價：$                                            

(HK$8,288 底價) 

內頁首頁  
投標價：$                                            

(HK$8,400 底價) 

投標價：$ 

(HK$7,688 底價) 

目錄對頁  HK$7,500 HK$7,000 HK$6,300 HK$5,600 

序言對頁 HK$7,500 HK$7,000 HK$6,300 HK$5,600 

跨版 HK$11,000 HK$10,000 HK$9,000 HK$8,000 

內頁 HK$5,750 HK$5,000 HK$4,500 HK$4,000 

半頁內頁  HK$2,300 HK$2,000 

認購內頁廣告須知事項： 
1. 尺寸﹕全頁 210mm(W) X 285mm(H)、半頁 210mm(W) X 142.5mm(H)、跨版 420mm(W) X 285mm(H) 

2. 上述廣告費用並不包括製作費用(包括修改廣告或重新製作)，如有需要請向秘書處查詢報價  

3. 提交廣告文件格式： JPG、AI、PDF; 像素要求：300DPI; 並附彩色打稿及預留3MM出血位  

4. 普通內頁廣告排序﹕原則上按各廣告商的認訂日期排列先後次序，惟最後決定權屬於本會，廣告客戶不得

異議 

5. 廣告收稿限期：2022年10月30日(星期日)  

6. 本會保留審批廣告內容及接受廣告與否的最後決定權 

◆ 網羅最新環球工業話題、行業技術、本會年度動態 

◆ 詳列本會會員名錄，並設業務分類，有助業務配對 

◆ 廣泛派發單位﹕本會週年晚宴(超過 500 名業內賓客)、本會會員、友好商會

會員、政府機構、學術科研單位、大專院校、香港及國外展覽 

◆ 特設網上版本，方便即時閱讀 (http://www.hkmma.org.hk/mag-01.php) 



 

 

 

 

 

金屬協會會員專享優惠﹕《2022-23金屬製造》與《金屬會訊》合併廣告優惠價 (HKD) 

廣告版位  《金屬製造》  《金屬會訊》  合併認購優惠價  

全頁內頁 (單期) HK$4,000 HK$1,900 (單期) HK$5,900 → $4,980 

全頁內頁 (四期) HK$4,000 HK$9,690 (四期) HK$10,460 → $9,880 

 

注意事項： 

1. 上述優惠只適用於本會會員 

2. 會訊廣告的刊登期數及收稿日期需再與編輯及廣告部確認 

3. 廣告費用並不包括製作費用(包括修改廣告或重新製作)，如有需要請向秘書處查詢報價  

4. 提交廣告文件格式： JPG、AI、PDF; 像素要求：300DPI; 並附彩色打稿及預留3MM出血位  

5. Facebook 貼文廣告將安排於 2023 年內不定期刊登，刊登次序原則上按各廣告商的認訂日期排列

先後次序，惟最後決定權屬於本會，廣告客戶不得異議 

6. 本會保留審批廣告內容及接受廣告與否的最後決定權 

 

 

 

 

 

有意刊登廣告的會員，請於2022年9月30日前，填妥附頁回條，並傳真(2429 8453)或 

電郵(hkmma@hkmma.org.hk)預留版位，完成後請再致電本會秘書處確認。 

如有查詢，請致電 2429 6419 與本會秘書處聯絡 

  

◆ 以季刊形式出版，內容詳盡豐富 

◆ 邀請業內重量級人物專訪，分享成功故事及營商心得 

◆ 由本會理事撰寫理事心聲，訴說工業內外情況 

◆ 提供各專業機構、大專院校、科研單位之最新行業技術文章 

◆ 提供本會最新動態資訊 

◆ 加入會員心聲，為會員提供平台推廣業務，增加知名度。 

◆ 每期發行量達 500 本，並同樣免費派發至本會及友好商會會員、政府機構、 

學術科研單位等等 

◆ 特設網上版本，方便即時閱讀 

香港金屬製造業協會有限公司 
The Hong Kong Metals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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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金屬製造》會刊 

廣告認購回條 

(廣告截止認購日期﹕2022年9月30日) 

填妥表格後請傳真(852 2429 8453)或電郵(hkmma@hkmma.org.hk)致秘書處 

並請致電本會秘書處﹕2429 6419確認 
 
本公司/機構欲認購下列內頁廣告：(請在適當的□內加 號)  
 
 廣告版位  原價 非會員 友會會員 (9 折) 本會會員 (8 折) 

 封底 投標價：$                                            

(HK$10,000 底價) 

投標價：$                                            

(HK$9,000 底價) 

 封面內頁 投標價：$                                            

(HK$9,500 底價) 

投標價：$                                            

(HK$8,888 底價) 

 封底內頁 投標價：$                                            

(HK$9,000 底價) 

投標價：$                                            

(HK$8,288 底價) 

 內頁首頁  投標價：$                                            

(HK$8,400 底價) 

投標價：$                                            

(HK$7,688 底價) 

 目錄對頁  HK$7,500 HK$7,000 HK$6,300 HK$5,600 

 序言對頁 HK$7,500 HK$7,000 HK$6,300 HK$5,600 

 跨版 HK$11,000 HK$10,000 HK$9,000 HK$8,000 

 內頁 HK$5,750 HK$5,000 HK$4,500 HK$4,000 

 半頁內頁  HK$2,300 HK$2,000 

金屬協會會員專享優惠﹕《2022-23金屬製造》與《金屬會訊》合併廣告優惠價(HKD) 

 廣告版位  《金屬製造》  《金屬會訊》  合併認購優惠價  

 全頁內頁 (單期) HK$4,000 HK$1,900 (單期) HK$5,900 → HK$4,980 

 全頁內頁 (四期) HK$4,000 HK$9,690 (四期) HK$10,460 → HK$9,880 

公司/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編號(如適用)：______ 

(如屬友會會員，請填寫所屬商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及公司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九龍觀塘巧明街 114 號迅達工業大廈 10 樓 A 座 
Flat A, 10/F., Speedy Industrial Building, 114 How Ming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 2429 6419  Fax: (852) 2429 8453  Email: hkmma@hkmma.org.hk  Facebook: www.facebook.com/hkmma1994 

香港金屬製造業協會有限公司 
The Hong Kong Metals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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