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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師局長豫玲

頒發當選證書予陸理事長兆友

本會自民國三十五年創立至今已逾一甲子，在這六十餘年的漫長歲

月裡，因為有會員同業前輩們的參與，理監事們熱心的付出，和歷任理

事長卓越的領導，才奠定了如今良好的基礎。

本人自民國七十一年加入公會，獲選為監事，以後陸續擔任理事、

常務理事、副理事長等職務。

今年二月，承蒙各位會員、理監事們的抬愛，推選本人為第十五屆

理事長，在誠惶誠恐及歡喜做、甘願受的複雜心情中，接下了這個為會

員同業們服務的重担。

個人自認才疏學淺，能力有限，經驗不足，但幸而有各位前理事

長的不吝指導與鼓勵，和現任理監事們的大力支持，奉獻心力，發揮所

長，共同來為會員同業們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公會所舉辦的活動，如出版會訊、專題研討會、國內外旅遊參訪

及最近網站建構等，都殷切盼望所有會員們的熱烈參與，您的支持與愛

護，就是對理監事們服務團隊最大的鼓勵。

謹祝福會員同業先進朋友們，

身體健康，家庭幸福美滿，事業順

利發達，讓我們共同攜手開創印刷

業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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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理監事簡介

理事長

陸 兆 友
公司：恆展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02)2304-8977

傳真：(02)2375-3529

E-mail：luchaoyu@yahoo.com.tw

副理事長
產經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景 浪
公司：光隆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331-4526

傳真：(02)2383-2251

E-mail：langchen@lang-win.com.tw

常務理事
網站資訊委員會主任委員

吳 雪 豐
公司：文匯印刷資訊處理 

有限公司
電話：(02)2302-1170

傳真：(02)2306-6253

E-mail：whp1173@gmail.com

常務理事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

許 賢 哲
公司：科藝彩色製版 

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02)2302-0406

傳真：(02)2302-7230

E-mail：sy1269@ms21.hinet.net

常務理事
調解委員會主任委員

李 新 丁
公司：七宏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02)2559-2780

傳真：(02)2556-3546

E-mail：seven.mail@msa.hinet.net

常務理事
海外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

徐 雨 憲
公司：邦迪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02)2225-6199

傳真：(02)2225-6089

E-mail：pundy@pundy.com

常務理事
聯誼委員會主任委員

曹 常 德
公司：萬達打字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02)2363-9367

傳真：(02)2362-7718

E-mail：tina.e0819@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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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葉 穎 睿
公司：先施文具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02)8772-5566

傳真：(02)8772-7287

E-mail：sincere2@ms14.hinet.net

理   事

簡 岳 田
公司：力久印刷攝影有限公司
電話：(02)2882-5158

傳真：(02)2882-1293

E-mail：lj5158@ms39.hinet.net

理   事

陳 貞 伶
公司：冠順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02)3322-2236

傳真：(02)3322-3100

E-mail：guanshun@ms18.com.tw

理   事

周 賢 謙
公司：承亞興企業有限公司
電話：(02)2738-0998

傳真：(02)2738-0180

E-mail：chou.chein@msa.hinet.net

理   事

鄭 玉 章
公司：鴻霖國際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740-0511

傳真：(02)2752-8853

E-mail：angus@holinco.com.tw

理   事

陳 文 質
公司：千奇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02)2305-2201

傳真：(02)2301-3751

E-mail：c8826849@ms38.hinet.net

理   事

潘 添 裕
公司：鷹王紙品有限公司
電話：(02)2267-7555

傳真：(02)2267-8755

E-mail：envelop.system@msa.

hinet.net

理   事

殷 慶 璋
公司：布萊特數碼科技 

有限公司
電話：(02)2760-7625

傳真：(02)2760-5425

E-mail：yincceagle@yahoo.com.tw

理   事
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賴 秀 菊
公司：全能辦公事務用品 

有限公司
電話：(02)2773-4633

傳真：(02)2711-0539

E-mail：lailaiza@ms15.hinet.net

理   事

羅 麗 芬
公司：世偉打字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02)23012786

傳真：(02)23056397

E-mail：taen29@ms17.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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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星

期六）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　點： 台北市萬華區行政中心禮堂（台北市

和平西路三段120號13樓）

出　席： 會員（選舉人）應出席194人，實際出

席72人，委託出席36人，共108人，已

達法定人數。贊助會員應出席108人，

實際出席17人。

出席貴賓：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一科專員　　林秋香

　　　台北市商業會總幹事　　　　　陳四郎

　　　台北市商業會組長　　　　　　孫振寰

　　　台灣省印刷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理事長

　　　　　　　　　　　　　　　　　邱垂裕

　　　本會榮譽理事長　　　　　　　盧俊雄

　　　台北市紙商業同業公會總幹事　倪振彬

主　席：李理事長長松　　　　紀錄：徐維宏

討論提案決議事項：

一、 本會九十五、九十六年度歲入歲出決算、

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及財產報告表追

認通過。

二、 本會九十六、九十七年度工作計劃暨歲入

歲出預算表追認通過。

選舉理監事：

一、 大會報告出席人數：會員（選舉人）應出

席194人，實際出席72人，委託出席36人，

共108人，已達法定人數。

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發票前清點選票 領取選票之一

領取選票之二 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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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中華民國97年2月2日(星期六)下午5時

地　點： 天成大飯店17樓悅華廳（台北市忠孝

西路一段43號）

主持人：李理事長長松

紀　錄：徐維宏 

選舉第十五屆常務理、監事

一、選舉常務理事

　　監票：陳千祥　　發票：房文德

　　唱票：游明耀　　記票：姚文瑩

　　 陸兆友：27票、吳雪豐：25票、李新丁：

25票、陳景浪：24票、許賢哲：24票、賴

正忠：24票、曹常德：23票、徐雨憲：22

票、林文彬：22票、邱仕樟：3票、賴國

耀： 2票、沈家杰：1票、吳水蓮： 1票。

二、選舉常務監事

　　監票：陳景浪　　發票：吳水蓮

　　唱票：陳文質　記票：曹常德

　　 游明耀：6票、林平和：5票、姚文瑩：5

票、李長松：4票、任志強：4票、陳千

祥：1票、房文德：1票。

選舉第十五屆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

一、選舉理事長

　　監票：陳千祥　　發票：房文德

　　唱票：游明耀　　記票：姚文瑩

　　陸兆友：27票。

二、選舉監事會召集人

　　監票：陳景浪　　發票：吳水蓮

　　唱票：陳文質　　記票：曹常德

　　 林平和：6票、姚文瑩：2票、游明耀：1

票。

選舉結果及當選名單

一、 常務理事9名：陸兆友、吳雪豐、李新丁、

陳景浪、許賢哲、賴正忠、曹常德、徐雨

憲、林文彬。

二、常務監事3名：游明耀、林平和、姚文瑩。

三、理事長：陸兆友。

四、監事會召集人：林平和。

第十四、十五屆理事長印信交接：由台北

市商業會監事暨本會榮譽理事長盧俊雄、本會

榮譽理事長汪弘裕監交，移交清冊簽名：由本

會榮譽理事長汪弘裕監交。

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第十五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選舉常務理監事場景之一

選舉常務理監事場景之二
第十五屆第一次理監事會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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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中華民國97年3月14日（星期五）下午

6時

地　點： 錦華樓大飯店（台北市新生北路二段

28號2樓）

主持人：陸理事長兆友　　紀 錄：徐維宏

出　席：如簽到簿

列　席：立法委員　　　　　　　　　林郁方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　　　師豫玲

　　　　台北市商業會監事暨本會榮譽理事長

　　　　　　　　　　　　　　　　　盧俊雄

　　　　 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董事

長　　　　　　　　　　　　陳哲三

　　　　 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總經

理　　　　　　　　　　　　張中一

　　　　中華印刷科技學會理事長　　陳昌郎

　　　　 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呂進發

　　　　 台灣省印刷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理事

長　　　　　　　　　　　　邱垂裕

　　　　基隆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賴重山

　　　　基隆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

　　　　　　　　　　　　　　　　　張金來

　　　　景文技術學院視覺傳達設計系教授

　　　　　　　　　　　　　　　　　蕭耀輝

壹、主席致詞：

一、 在會議前先向各為理監事報告，本人特別

邀請陳常務理事景浪為副理事長，分擔各

項會務工作之進行。

二、 本次會議召開時間因於通知上未能敘明5時

30分報到，6時準時開會，在此致歉。

三、 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於2月底函知本

會，係為該局擬辦理 9 7年度「台北市

傳統產業升級轉型輔導計畫」提案甄

選，敬邀本會參與提案。因此，我們委

請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為此

案進行規劃，並已陸續開了數次協商會

議，同時也將提案企劃書送交予該局審

理中。但因本案與本會原先辦理中之網

站建置工作互有重疊之處，致沒能及時

知會吳常務理事將進行中之網站建置工

作暫緩，在此致歉。故原則上本會將在

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對該案甄選確定

後，再確立是由該案建置本會網站或是

自行建置。

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第十五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師局長蒞會致詞 陸理事長致贈60週年特刊予師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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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加值服務平台」建構於內，以服務台北

地區所有印刷業者，屬一互動性之服務平

台，並可提供POD電子商務網路下單等功

能，此又與原本會有意建構之網站性質雷

同，不免有疊床架屋之慮，並請說明。

理事長說明：

本會網站建置案業於96年即經籌辦、招商等著

手進行中，惟因故停擺，而此案籌建之相關資

料本會並有存檔紀錄。另有關產業發展局傳統

產業升級轉型輔導計畫案與本會網站建置案之

關聯性，本次會議開始時業已詳加說明，故再

次重申「本會將在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對該

案甄選確定後，再確立是由該案建置本會網站

或是自行建置。」。

肆、討論提案決議事項：

一、 本會九十七年一、二月份收支對照表及資

產負債表案。

二、 為新彩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八家申請入會及

金樹綜合有限公司等一家申請加入為贊助

會員審議案。

三、 請各理監事熱烈參與本會各委員會以茲務

實本會會務推行及運作案。

　　各委員會工作執掌報告說明如下：

　　 調解委員會：爾後倘有各項需要調解之業

務時，希望理事長能從旁協助，同時亦請

各理監事支持一同處理，將調解工作辦的

圓滿順利。

　　 總務委員會：總務委員會日後執行各項工

作時，期盼各理監事亦能多多襄助。

　　 財務委員會：在此僅希望各理監事對如何

開源節流踴躍獻策，謝謝！

　　紀律委員會：

　　1.  理監事應盡義務事項及理監事聯席會相

關規定如附件敦請討論決議。

　　　議決：1.  會議未到但餐敘聯誼時方到場

時視同缺席。

　　　　　　2.  理監事出席紀錄及應付樂捐款

明細表應於每次理監事會議紀

錄中隨函附寄公鑑之。

　　　　　　3.  理監事聯席會基金為理監事內

規私款，並無涉公會帳務，故

該基金款項為理監事聯席會專

款專用。

　　　　　　4.  理監事聯席會基金收支報表應

於每次理監事會時附表周知公

鑑。

　　　　　　5.  理監事應盡義務事項照案通

過。

　　　　　　6.  理監事聯席會相關規定於修訂

第三項「因職務需要需代表本

會出席有關會議，缺席時其樂

捐標準與理監事會樂捐標準相

同。」為「因職務需要需代表

本會出席有關會議，其樂捐

標準與理監事會樂捐標準相

陸理事長致贈顧問證書予立法委員林郁方合影 陸理事長致贈顧問證書予蕭耀輝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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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資訊委員會：

　　 本委員會除建構網站之任務外，對網路即

時商機告知及會員E化教育訓練等均屬委

員會工作任務之一，在此希望各位理監事

能踴躍參與網站資訊委員會。

　　產經發展委員會：

　　 產經委員會目前先成立政府輔導案工作小

組（組長：殷理事慶璋）、機材設備應用

技術發展工作小組（組長：涂理事國評）

以共同推展委員會之組織功能。

　　海外交流委員會：

　　 本委員會主要任務為辦理交流、聯誼、聯

盟及合作等活動業務，而對象主要為港、

澳、大陸等地區之印刷產業團體。目前已

招募之成員有陳理事文質（並擔任副主委

一職）、何監事登燦、邱理事仕樟及葉理

事穎睿等，當然也希望各理監事能踴躍參

與本委員會，謝謝！

四、 本會97年度會務活動工作計畫進度提請審

議案。

　　 並附帶決議對於各委員工作經費以採統一

預算、統一收支之原則辦理，同時常務會

議為屬會前會性質，各項決議仍要以理監

事會通過為基準。

五、 擬敦聘本會第15屆顧問提請審議追認案。

敦聘名單如下：

　　 敦聘中華民國印刷七團體及友會現任理事

長（陳哲三、陳昌郎、呂進發、邱垂裕、

邱永順、賴重山）、台北市商業總幹事

陳四郎、尚鼎法律事務所、印刷人雜誌

社社長陳政雄、恆昶實業公司副總經理

曾正夫、三菱重工印刷機董事長許銘裕、

永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郭立人、景

文技術學院教授蕭耀輝、財團法人印刷工

業技術研究中心總經理張中一、世新大學

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系主任王祿旺、世新

陸理事長致贈顧問證書予張中一總經理合影

陸理事長致贈顧問證書予呂進發理事長合影

陸理事長致贈顧問證書予邱垂裕理事長合影

陸理事長致贈顧問證書予陳哲三董事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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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數位典藏複製畫製作，2002年中華民國

由數位典藏國家科技計劃成立以來，國內八個

重要典藏機構便致力於珍貴藏物的數位化工

作，且隨著科技產品的推層出新，數位化方式

亦隨之變動，在實際執行數位化工作成員不斷

摸索嘗試下，在平面美術類作品，如：國畫、

西畫、油畫、水彩、書法、篆刻、佛經、手抄

本、古文書、老照片、古地圖⋯等等之類典藏

文物，就「書法」是中國特有的藝術表現，由

筆墨、線條建構而成，於平面的紙張上表現形

式之美及書寫者的情意，而「繪畫」是將點、

線、面、色彩等要素表現在平面空間上，以表

達意象，將數位典藏複製畫，保持原有風貌，

讓更多人擁有與分享。

進行數位典藏複製畫工程時，瞭解製作原

作品之畫類及材質是首要之工作項目，無論採

用傳統正片拍攝再進行分色掃瞄數位化或用數

位相機直接拍攝數位化之製作方式，與原作品

現場校色、輸出相片紙小樣，選擇被印材料、

油畫布、宣紙、水彩紙等材料，高品質專業彩

色噴墨印表機及耐70年不退色專業油墨，製作

成數位典藏複製畫。

貳、數位典藏複製畫工作流程圖

參、拍攝、分色掃瞄

進行傳統拍攝或數位拍攝時，每一件作

品拍攝時需於距畫面邊綠之下方或右方1.5~2.5

公分處附加「灰階導表」及「彩色控制導表」

（圖-1），作為控管色彩複製品質及驗收時主

要參考依據。數位拍攝時，影像水平與垂直度

應特別注意，不應過度傾斜，以避免影響拍照

品質。傳統攝影拍攝使用之底片規格，依據典

藏單位文物大小與放大比率來訂定之，一般底

片規格有8 *10 光學透射正片、4 *5 光學透射

正片、120(6 *6 以上)光學透射正片、135光學

透射正片、135負片等。

另外，以掃瞄方式進行數位化時，需針對

各類型藏品進行必需之基本的色彩校正（例如

線性校正、灰平衡校正等），並提供針對掃瞄

機和掃瞄條件所進行製作之色彩特性描述檔，

藉以配合色彩管理相關流程控制色彩的表現。

以下茲針對拍攝工作原則做簡單的介紹及說

明：

一、攝影工作室佈置

在正式拍攝前，不管是事先就準備好一

個空間作為攝影工作室，或是拍攝當天再做佈

置，選擇拍攝地點有幾個原則需要注意的：

(一)  攝影工作室的牆壁最好是淺色系的，如白

色、灰色等、可避免光線照射到牆壁反射

時，使畫面產生其他色彩。

(二)  工作室位置最好遠離馬路，以免車輛經過

時造成地面震動。此外，儘可能離畫作收

藏處的距離越近越好，可降低搬運畫作時

受到傷害的風險。

(三)  為精確控制攝影時的光線，工作室中能不

設有窗戶是比較好的，倘若無法避免，盡

概述數位典藏複製畫作業流程

布萊特數碼科技有限公司
殷慶璋【新知新訊】

NO

YES

拍攝

正片

彩色分色掃瞄

現場校色

列印小樣

與原作品校色

列印正式複製畫

編號

蓋鋼印

圖-1   灰階導表及彩色控制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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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行拍攝及校色後製

攝影的準備工作完成後，調整攝影所需的

快門、光圈，產生適當的景深，使畫作能清楚

成像於正確的畫面中，便可進行正式拍攝。攝

得的影像透過傳輸線傳至作業電腦中，隨即檢

查影像曝光是否正確，或是影像中是否以其他

雜訊、光點存在，並利用影像中的色卡，檢查

影像的色彩是否有產生偏差。若影像色彩錯誤

或是影像中產生任何雜訊，則重新調整燈光等

設備後，進行重拍;反之，影像檢查無誤，接著

利用PhotoShop等影像編輯軟體進行影像中多餘

部份的裁切。

四、儲存與備份

校色及調整後的檔案，在儲存時可使用色

域較廣及使用普遍的Adobe RGB 1998做為ICC 

Profile嵌入於影像檔案中，接著依照所規劃的

檔案命名方式，存入硬碟中，另外存至伺服器

或其他的電腦中做備份（圖-3）。

肆、 數位典藏複製畫製作流程與步驟之

概述

步驟一、對螢幕的

色彩管理

為了讓拍攝後

的影像色彩能正確

顯示在螢幕上，作

業用的螢幕需在拍

攝前做色彩校正。

在進行校正前需將

螢幕開啟暖機三十

分鐘，且螢幕上最

好加裝遮光罩，避

免受到非顯示器光

源的影響，使色彩

校正的準確度降低。可使用色度計Colormeter

來進行顯示器色彩校正（圖-4）。

步驟二、在原作品打標準光源

由於書畫創作所用的紙或畫布是纖維組織

的紙、絹、麻等製成的，對於自然的太陽光或

人造燈光，會使纖維變得脆弱，加上所用顏料

製作來源的不同，亦會造成不同程度的變質或

褪色，因此若要兼顧保存原作品的目的，盡量

也免過強或過久的燈光照射，在原作品兩側打

上兩箋標準色溫在5500k瓦燈光，對原作品的傷

害可降到最低（圖-5）。

步驟三、原作品影像色調正

原 作 品 拍 攝

正片經高解析度彩

色分色掃瞄機分色

出高檔影像檔案，

再Apple Mac 電腦

運用影像編輯軟體

Adobe Photoshop 調

整影像色彩與元作

品相同後（圖-6），

經過高品質專業彩

色印表機列印高解

析度相紙小樣作品

（圖-7）。

【新知新訊】

圖-3   數位複製畫製作流程概述

圖-4  使用色度計Colormeter
校正顯示器

圖-5   原作品打標準光

圖-6   電腦修色校正

圖-7   列印相紙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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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統計處所出版的96年「製造業經

營實況報告」針對目前製造業之銷售策略、

未來開發最重視的核心技術、企業競爭力等

等進行調查。雖然在印刷及其輔助業方面的

樣本不到一百份，但從勾選結果還是可以明

顯看出印刷業目前最迫切的需求。96年對於

印刷業而言可以說是非常辛苦的一年，業務

量大幅下滑、紙價上漲、消費需求的改變都

對印刷業產生不小的衝擊。是以企業最重視

的銷售策略當中，首重在業務上有所突破以

衝出困境。

在企業主所重視的銷售策略方面，「把

握需求者的需求，強化體制或機能」（佔

46.81%）、「積極進入新產品市場」（佔

21.28%）、「加強員工的銷售能力」（佔

14.89%）為印刷及其輔助業最重視的前三

項。順應市場需求的改變進行企業的轉型是

印刷業迫切需要面對的課題。隨著數位科

技的日新月異，多年以前認為天方夜譚的事

情現在都一一應驗。例如網路印刷、少紙化

的趨勢、依需印刷、合版時代的來臨等等對

於許多老字號的印刷企業而言，是極大的挑

戰。若第二代無意接棒就由市場機制決定漸

漸淡出。若後繼有人那麼勢必要進行企業全

面的體檢並因應趨勢做出產品或製程上的調

整，呼應少量多樣、快速及時、品質精確的

市場需求。「進入新產品市場」需要極大的

勇氣與資本，從調查中發現還是有廠商希望

走藍海策略的路線，從殺價競爭的市場中掙

脫。沒有好的產品，再優秀的業務員也難有

發揮的餘地，這應該是「加強員工的銷售能

力」排行第三名的原因。而企業未來開發新

產品最重視的核心前兩名為「確保目前銷售

的規模」（佔36.17%）、「增加利潤」（佔

31.91%）。在這景氣不佳的年代多數印刷業

者的野心不大，能從低迷的業績中藉由新產

品開發來確保目前銷售規模就算幸運了。 

96年底的新聞媒體報導印刷產業薪資與

業績下滑的訊息，反映了印刷業正陷入困境

的事實。尤其與紙張相關的印刷產品在紙漿

上漲的因素影響下，消費者因此而降低了紙

類的生意。雖然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但也

告訴印刷人要趕緊去思考這條路要如何走下

去。要在文化印刷繼續耕耘者，應提供加值

服務去擴增產品線，如印前設計、企劃、多

媒體製作等等，或者用數位依需印刷提供消

費者更有彈性的選擇。商業印刷者的成功端

看能否用更有創意的設計、被印材或更高精

緻化的品質吸引客戶，同時在包裝的材質上

兼具環保；藝術印刷者與數位內容產業結合

是無庸置疑的選擇。工業印刷是傳統印刷業

者較少觸碰也是商機最大的一塊，印刷業者

或學子應可多鑽研此方面的技術，讓印刷專

業有更寬廣的發揮。至於策略上，削價競爭

或許是在短時間內爭取到業務的特效藥，但

也是一條不歸路，客戶一旦習慣這個價格，

要調漲談何容易。

印刷技術發展至此，勢必要跨領域技

術結合進行策略聯盟才能夠有更多技術與創

意被激發，使產品具有獨特性，市場才能擴

大。另外品質的穩定性與優質化始終是印刷

業必須去維持或追求提升的重點，這點不應

受到任何外在因素的影響。現在可以說是印

刷產業發展的轉捩點，也許歷經這一階段在

技術與經營方式的重新洗牌，蛻變後的產業

體質將更加經得起時間與市場的考驗，並創

造印刷產業的下一個輝煌的時代。

從經營實況調查談
印刷業轉型的重要性

印 研 中 心
總經理　張中一【經營管理】

（作者為本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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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您看到貨物上的標籤、吊卡，上

面印有一排條碼時，您絕對不會有疑問它在

幹什麼的，它是三十多年前美國GATF為商

業自動化而開發的辨識技術，也許條碼所用

的光線接近人眼不太明顯感知的紅外光，但

至少要被電眼「看」到、掃到才行，十年後

不用看到只要被特定高頻、超高頻或長的微

波掃描到，這些RFID就會回答反應它的位

置、內容物詳細載明項目，再十年之後，沒

有RFID使用將和今天社會失去條碼一樣，

家門口、街邊的便利商店也開不成了！

R F I D到底是什麼碗膏呢？照字面

R=Radio放射、F=Ferquency頻率、頻譜、

ID=Identification辨識、辨認、RFID合起來

是射頻辨識系統，今天在一個大停車場裡，

忘了車子擱在什麼地方，有的只要按下找尋

器，方圓一百公尺內它便會使車子接受射

頻，而在那邊大呼小叫，亮車燈伺候，再原

理上也是RFID一種，不過車子體積大，又

有電池當電源，在主動顯示方面技術容易。

一張5×8公分大小的卡片裡不只要有辨識記

憶主體物IC晶片，射頻用天線迴路，甚至維

持一、兩年的主動式電源，以及保護卡、工

人辨識文字及條碼等，一張RFID卡低價無

電源的也要美金3~6角，所以用在某些貴重

物品如大衣、珠寶自然可以防止被人偷竊，

因為結帳不消除移位資料等，就有被安全辨

識系統找出的可能性，今天小狗的晶片植入

技術，甚至國外高速公路的自動繳費系統，

RFID已十分可行。

如何低價生產，包括晶片是由半導體

及封裝所生產，印刷業一如做信用卡，上面

所貼磁條就是要高價向國外買，天線以腐蝕

銅導線最好，但成本高，一如印刷電路板生

產不符效益，網版印刷、凹版、柔版到平

版印刷也有可能性，用燙金箔方式相信十分

可行，那麼每年全球需求量在數以百億計的

RFID射頻辨識卡生產，它的商機有多大，

恐怕扳手指頭算都算不清楚的規模，競爭也

將十分慘烈，但沒有參與競爭者只有「殘

壘」，因為這局球賽已玩過了！

熱門產品淺解－RFID卡

T I GAX  2 0 0 8
執行長　陳政雄【產業新訊】

（作者為本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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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é GraphicArts)，使得印紋具有90個灰階的高

品質表現。

(三) 紅外線幅射定影／Océ首次於數位印

刷設備上採用紅外線幅射定影(IR)技術，讓高

速運轉的受印紙材，雙面上的碳粉色料能同時

在不破壞材質的條件下定影，並在IR後有急速

冷卻單元，因此列印完成的紙張能夠直接進行

後製作程序。

(四) 高效率生產能力／ColorStream 10000

具有A4紙張彩色列印每分鐘168頁，以及黑白

列印時每分鐘800頁的能力，並可混合列印，同

時具有自動調控速度的功能，藉此達到高效率

的生產能力。展覽當天，ColorStream 10000於

現場直接印製的成品也獲得來賓們激賞。

(五) 健康的工作環境／ColorStream 10000

設有過濾模組，能有效收集殘餘碳粉、紙屑及

廢氣，並達醫療規範等級，讓操作人用與廠房

擁有健康乾淨的工作環境。

VarioPrint 6250高速雙面列印

現場另外展示的重點設備Océ VarioPrint 

6250，為2006年發表，2007年正式上市的機

種，由於現今黑白出版品有80%的皆為雙面

列印，因此Océ進而針對此需求，特別開發出

VarioPrint 6250數位印刷機。其運用雙子星呈像

技術，創造出雙面同時列印並具有高印製品質

的成效，根據Océ表示為目前世界上最快雙面

同時列印速度的單張數位印刷系統。其六大特

色如下：

(一) 高效能雙面列印／雙面同時列印讓

VarioPrint 6250能夠每一分鐘印出250頁A4紙

張，或132頁A3紙張，展現優異的生產效能。

(二) 感應化紙張處理／在列印之前，紙張

會通過由感應器控制的路徑系統，確定紙張尺

寸和準位，並確定每張紙只會通過路徑通道一

次，並且進行預熱及消除紙張捲曲的步驟，自

動妥善完成印前準備。

(三) 極精準雙面對位／透過Océ雙子星呈

像技術，VarioPrint 6250不僅提供達141lpi的高

品質列印，更藉由雙面同時列印，讓單張紙數

位設備也能做到正反面印紋毫無誤差，絕對精

準的對位效果，讓在場的來賓相當驚艷。

(四) 超大容量進紙槽／為應付印刷業長時

間運作的需求，VarioPrint 6250具有高容量的進

紙槽及大容量的出紙槽，可擴充到13,800進紙

量及18,000出紙量，更能在不停機的運作下，

同時添加紙張及取出印刷成品。

(五) 高紙材相容能力／VarioPrint 6250能印

製從50∼200g/㎡厚度的紙張，無論是模造、銅

版紙到美術紙皆可印製，擁有極高的紙材相容

度。

(六) 全新型操控軟體／Océ開發出全新的

操控軟體，讓操作者在列印書籍時，可簡單

的依照紙張尺寸設定落版規格，並可直接在

VarioPrint 6250進行彩色插頁的撿頁功能，因此

印刷廠商可以有效率地輕鬆應付出版品印製作

業。

會場上也展示了適合高品質文件的Océ 

VarioPrint 2110網路集中列印生產設備，以及

CPS 900彩色數位列印機，其中CPS 900運用

Océ Direct Imageing成像技術，結合七色碳粉

列印，能在各類美術紙材、銅箔機材呈現高

級印製質感。除此之外，現場亦展示Horizon 

BQ-470四孔數位式膠裝機、Apc-61Ⅱ裁紙機和

全自動騎馬釘機等後加工設備，以提供廠商與

Océ數位印刷系統搭配應用。

【Océ數位印刷展】





27

欣逢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創會60周年慶，以及8月29日至9月1日於台北

國際世貿中心一館B、C兩區舉行的TIGAX 08台北國際印刷機材展，特定於8月29日(五)舉行

慶祝大會暨開幕典禮及慶祝晚會，活動內容包括8月29日下午2時，於世貿中心二樓(2號會議

室)舉行的『開幕典禮』，與會來賓有政府要員及國內印刷及機材界重要領導人之外，還包括

北京、上海及中國各地的印刷組織、團體領導人、參訪團等。

8月29日下午4時，於世貿中心二樓(2號會議室)舉行『兩岸四地印刷論壇』，以「印刷產

業在傳播、包裝、工業印刷未來科技發展」為主題，內容包括傳播印刷在CTP印版輸出機風

行下進行「無底片化」改革，CT Paper電腦直接列印輸出的「無印版化」，印紋內容變化更

自由，帶來POD依需印刷、個性化印刷及VDP可變印紋列印等，與包裝印刷在防偽和各種加

工冷燙、鑄紋、上光、模切或化學紋路霧光加工，有越來越多的變化應用加值。另外，工業

用模內裝潢等視覺及工業加值非視覺印刷的應用，也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8月29日晚上6時30分，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3樓宴會廳)，舉行『台灣區印刷暨機材工業

同業公會創立甲子還曆60週年慶慶典』，將有三百多位貴賓參加，除政府及相關海內外同業

祝賀外，將表揚多位資深印刷從業人員，以彰顯他們終身奉獻印刷行業的偉大貢獻。

近年來，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在Internet體系下網路聯絡流通加上檔案格式的暢行無

阻，網路列印打破了長久以來印刷品物流的極限，在世界任何角落做瞬息的傳播、列印輸

出，同時也帶來POD依需印刷的便利，不必擔心版費負擔，在此次TIGAX08展會中將有元茂

公司75個大攤位，展示網路數位列印及後加工設備，連結CIP 4數位資訊更發揮了極少量、快

速裝訂的極限。

目前兩年一次的TIGAX台北國際印刷機材展廠商仍熱烈報名中，尚未報名之廠商請把握

最後的機會，今年大會特別規劃『數位列印產品展示專區』，提供給數位列印的相關廠商展

示最新數位列印產品的最佳機會，歡迎各廠商踴躍報名。如果需要進一步索取相關資訊或報

名，請撥打 印刷人雜誌 聯絡專線

(04) 2287-6387 紀小姐、 (02)2966-2730 饒先生、(02)2648-6058 陳先生、(02)2585-2378 

陳小姐，我們會竭誠地為您服務。

TIGAX 08 台北國際印刷機材展

【展覽訊息】

展覽日期及時間
展出日期：2008年8月29日- 9月1日

展出地點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5號

展館：台北世貿中心一館展覽大樓B、C展區

展出項目
各式印刷機、各種製版機材、文字/圖形影像輸入處理、電腦設計CAD、電腦出樣製造

CAM、數位列印、色粉列印及大小尺寸噴墨印刷、印刷週邊設備、包裝機械設備、倉

儲搬運設施、其他印刷相關產品、各式電腦系統設備、多媒體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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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落實業必歸會，以維公平正義案。

說明：一、工、商團體法有明訂「業必歸會」，但歷年來卻空有法令從未落實。

　　　二、 自工、商團體法擬修正起，主管機關多年來對於業必歸會改持將建請內政部從

速修訂，俾便有所依循之外，更再次重申各商業團體應以服務為導向吸引同業

入會，而非以「業必歸會」為訴求去強制同業入會。完全忽視法令在未修法定案

前，仍應依既有法令加以遵循。

　　　三、 政府機關各級單位僅極少數【如原中央信託局（現歸屬於臺灣銀行）、考試院⋯

等】依業必歸會法令規定對投標廠商資格加以規範，多數不知或漠視業必歸會法

令之存在，此無異於政府帶頭鼓勵各廠商「不守法」，但對於遵循業必歸會「守

法」之廠商業者真是情何以堪？

辦法：一、 建請落實業必歸會法令，並由社會局委請商管處就所轄登記之各公司、行號函請

依法入會。

　　　二、 市府所屬各級單位之招標案件，其廠商資格均應明訂公會會員為必要條件，方足

以適業必歸會法令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案由： 敦請市府就政府各機關採購案中之「弱勢條款」與投標廠商間之「惡性削價競爭」等

情事，建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公平會予以排除、限制及增法調查罰處案。

說明：一、 查政府為照顧弱勢團體，於招標案件中訂有「原住民」或「殘障」優先議價之條

款，此雖立意甚佳，但對於市場公平競爭確有矯枉過正之疑慮，且本會屢屢接獲

會員反應，所謂「原住民」或「殘障」等弱勢團體，大多無承製之能力，需再委

外製作，但其結果不是承包結案後積欠委外同業貨款，就是變相收取佣金，此對

原已競爭激烈且幾近毫無利潤之採購案件，更是雪上加霜。對於政府訂立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護法之美意乃一大諷刺。

　　　二、 公平會對於聯合壟斷、哄抬物價執法甚嚴，但從未見對於「惡性削價競爭」以致

破壞市場機制者加以規範。故公平會應就各業物價、製造成本等與各公會研議

後，擬定一「合理」範疇，做為「公平」之裁量依據，此方為符合商業團體法之

立法宗旨（促進經濟發展，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亦順應法治社會

之公平正義。

辦法：一、 建議市府轉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就「原住民」或「殘障」等優先議價之條款

予以刪除或嚴加規範需具自製能力。

　　　二、 建議市府轉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惡性削價競爭」之行為予以嚴加規範

暨罰處。

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97年度第一次「市長與工商企業界有約」座談會提案

【商業法令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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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於97年再度承接

「中小企業電子化深化服務團計畫—印刷及

其輔助業分團」，將透過e化讓印刷業及異

業的客戶連結，使接受輔導的印刷中小企業

得以利用「B2B2C印刷供應及銷售平台」，

對公司內部提升作業效率及營運績效，以

B2B的服務基礎和經驗，朝向B2C的業務發

展。

現今的印刷業已經由單純製造生產轉

型為能提供多元整合服務或one-stop service

的製造服務業。在網路交易的普及之下，印

刷業也勢必要運用網路技術與網站平台走向

B2B2C的印刷服務，讓行銷與採購都更加

快速而便利。業者以往在導入e化管理、數

位製程與企業間的供應資訊聯結之後，係以

B2B方式為主。若要進一步發展到B2C的階

段，所立即面臨的是買家(客戶)對網路交易

安全、付款方式、物流服務等因素考量。全

面網路銷售時，基於少量多樣的客戶需求，

業者會面臨龐大筆數的訂單資訊，導致工作

量與錯誤率將會急速增加的困境。因此在

印刷供應鏈的訂單資訊必須能與企業內部的

印刷ERP系統連結。有鑒於此，今年度印研

中心以「B2B供應鏈連結與異業B2C銷售聯

盟」平台建立的構想再度承接到「中小企業

電子化深化服務團計畫—印刷及其輔助業分

團」，希望藉此計畫的推動將印刷業的e化

層次推向B2B2C的異業連結。

97年度電子化深化服務團計畫所要推動

的工作方向包括：1.導入e化工具；2.生產、

銷售整合；3.金流、物流導入貫連。伴隨網

路時代而新興出現的電子商務模式，讓交易

行為不再受地域及時間的限制。在印刷市場

面臨接單時商品量少、多樣化、個性化，印

刷業者除重點放在公司內部與協同生產e化

外，面對B2B、B2C網路交易時更應導入網

路安全機制、金流與物流資訊等來處理系統

自動化的服務機制，以確保買家(客戶)的權

益與印刷產業永續發展、企業保持競爭力。 

就印刷同業之間的交易部分，以B2B

印刷業供應鏈連結平台的建立為主，其e化

模式為：以核心廠導入ERP系統為提供整個

B2B印刷供應鏈連結平台資訊分享的主軸，

協同印刷廠商亦同步導入公司內部訂單管理

系統，並依特性不同做客製化修改，不僅可

供個別企業內部訂單與進度資訊管理使用，

並能符合供應鏈連結中製程資料的資訊交換

標準。

就異業之間的交易部分，以異業B2C銷

售聯盟平台建立為主，其e化模式為：透過

異業聯盟群聚讓網站平台內的商品更多元化

與豐富，並搭配各種促銷方案。當有買家

(客戶)下訂單時更可快速將採購資訊傳輸至

B2B印刷供應鏈連結網站平台的核心廠商，

可節省大量時間與減少人為輸入錯誤。

此外，本年度計畫當中也將與文化大

學資訊傳播系進行產學合作，由學校協助推

動印刷產業電子化輔導計畫，並透過網路行

銷、部落格與知識論壇置入行銷等，以利達

到買家(客戶)群聚的效益。

印刷的勞力密集優勢已式微，必須致

力於產業技術的提升和轉型以提升競爭力。

印刷作業流程複雜，必需有專業分工的觀

念，或組織策略聯盟，以合理的成本取得全

程的印刷服務能量。而網路及數位環境的成

熟，更營造了一個有利於異業銷售連結的發

展環境。印刷業若能夠善用e化技術發展具

有差異化及新穎的印刷服務，將使企業的營

運更具效率與競爭力，並且透過異業群聚產

生互利共生的效應。印刷業者若有相關e化

問題，歡迎與印研中心技術輔導組接洽。電

話：02-2999-0016分機154、155

印研中心推動印刷企業建立

B2B供應鏈連結與異業B2C銷售聯盟

【97年度印研中心專案計劃】
印研中心技術輔導組
副研究員　李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