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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處於現今網路化科技發達的時代裡，本產業無論對於製造技術流程的改變或市場需求的變

遷，均面臨空前的挑戰。必須加強對有關電腦網路科技的印刷新技術與知識，及探討國際化、全球

化市場變遷之訊息。公會本著對會員及業界的服務，擬定了本年度四場以網路印刷與數位印刷發展

趨勢為主軸的系列研討會。期能給會員及業界於經營事業上有所幫助。

2007年在德國美因茨ZDF會議中心舉行的
第3屆網路印刷(Web-to-Print)論壇中，展現了
現今印刷工業發展水準和電腦伺服器在印刷出

版過程中最新解決方案，而Web-to-Print是由伺
服器支持的，這其中也包括了必要的商業過程

及線上產生成個性化的印刷檔；因此數位印刷

(Digital Printing)在電腦化與數位化將是印刷業
界必須要走的方向。

為了提供印刷相關業者印刷新科技與未來

企業經營發展的新方向，本會於97年5月27日
（星期二）下午與台灣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主辦，並由世新大學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

學系及布萊特數碼科技有限公司協辦，以「網

路印刷與數位印刷趨勢」、「合版印刷對數位

印刷、商業印刷的影響」及「數位印刷商機發

展趨勢」等主題，假台灣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

司會議室舉辦了網路印刷與數位印刷發展趨勢

系列第一場研討會。

會中世新大學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系

主任王祿旺教授、布萊特數碼科技有限公司殷

慶璋先生及全錄公司等精湛的演說，更讓與會

者對於網路印刷、數位印刷之發展及應用有了

深切之體認。

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網路印刷與數位印刷發展趨勢系列研討會興辦緣起

產經發展委員會主委　陳景浪

研討會中王祿旺教授主講研討會中殷慶璋理事主講

陳副理事長代表本會致贈會旗予全錄公司林榮堆處長副理事長陳景浪於研討會開場時致詞

網路印刷與數位印刷發展趨勢系列研討會(一)

【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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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陸理事長於說明會中致詞 說明會講師羅宏凱先生

說明會場景之一 說明會場景之二

為因應人口老化及少子女化趨勢所帶來之

長期經濟生活保障問題，政府自民國82年4月起
即開始著手規劃老年年金制度，92年4月曾將老
年年金草案送立法院審查，惟因屆期不續審退

回；至96年5月更將失能年金及遺屬年金一併納
入年金規劃，並將修正草案送立法院審查，惟

再度因屆期不續審退回；其間修正草案歷經多

次朝野協商及不斷修正，再於97年2月15日重送
立法院審查，終於在97年7月17日經立法院三讀
通過，並將自98年1月1日起施行，立法過程極
為艱辛，勞工保險自此正式邁向年金化，為勞

工朋友提供更完善的勞保保障體系。

然而此一將於98年1月1日起施行之勞保年
金及國民年金新措施，對我會員業界之影響及

如何正確因應，恐是大多數亟需了解的問題，

為此本會與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

會於97年8月15日下午舉辦了勞保年金、國民
年金對企業之影響及因應策略說明會，並邀請

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顧問師羅宏凱先生

就「勞保、國民年金法之內容說明（適用對象

資格、繳交費率、給付項目）」、「勞保、國

民年金對國內其他社會保險的影響層面？」、

「勞保、國民年金實施對企業有利？對誰有影

響？有哪些影響？企業如何因應？」、「中小

企業如何因應勞保、國民年金保險，是否須設

投保單位？」、「勞工是否先領取勞保老年給

付，然後再參加國民年金保險比較有利？」、

「符合請領勞保老年給付之勞工，如何因應勞

保年金化？領新制或舊制？」、「國民年金、

勞保年金、勞退年金的保險架構與保障範圍比

較說明」、「淺談企業職災之危機」等做一詳

盡之解說，也讓與會會員同業們有了進一步的

認知。

此外，對於公忙不克參加但欲對「勞保年

金、國民年金」想多瞭解之會員同業們，您亦

可利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全球資訊

網站（網址：http://www.bli.gov.tw/）查詢相關
資料。

【勞保年金、國民年金】
對中小企業之影響及因應策略說明會

產經委員會報導

【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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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Email＞。
8.  會員名錄＜提供會員相關資訊，網友及潛
在客戶均能在會員營業項內找到適合的廠

商，增加曝光率，創造會員的商機＞。

9.  網站相連＜相關網站、會員網站，歡迎有
網站會員提供網址以便相連結，創造更多

的商機＞。

10.  留言板＜提供會員更多、更即時的溝通管
道＞。

11. 管理區＜即公會的管理後台＞。
12.  會員註冊專區＜透過公會會員自由的註冊
後，由公會自動發給Email通知，經過會員
自行確認後生效，以便後續提供更多的服

務＞。

後續由網站資訊組成員充分討論及建議，

陸續增加其功能項目，提供會員更好的服務，

期能廣招會員，擴充公會職能進而形成與會員

良性的互動。

二、網站維護效益：
1.  建置專屬網站，彙整與提供資訊建立公會
網站，整理與發佈各項資訊。

2.  使用將網站內容分級，有效管理網頁瀏覽
的內容，透過會員管理系統，將資訊依權

限做設定，有效進行網站內容分級，例如

設定一般大眾觀看的內容，會員登入後觀

看的內容，讓會員權益更加彰顯。

3.  使用網站後台介面維護網站，管理方便與
快速，採用後台線上直接維護，管理者只

需線上直接操作，就可更新資料，不需具

備網頁編輯與管理的專業知識，降低網站

資料的更新的困難度，只需熟悉基本操作

便可管理與更新網站內容。

4.  可依需求加掛模組，網站擴充功能容易，
基本模組包括會員管理系統、新聞模組、

討論區模組、電子相簿模組、首頁橫幅廣

告輪播模組，未來網站可以需求繼續擴充

功能，例如線上論壇、購物商城、部落

格、會員電子報、購物車等功能模組，公

會現用客製化網站版型外，尚有二組備

用，待需要時更換網站版型即可，不須再

重作資料，是使用現在最新的Joomla互動
式網站架設技術。

5.  Joomla提供跨平台在Windows、Linux、
FreeBSD、MacOSX伺服器、Solaris及Alx
等作業系統上穩定執行，屬多國語化的介

面，Joomla始終保留了最大的客製化彈性
和整合能力。

6.  公會現用客製化網站版型，提供了5種版
型顏色、3種寬窄頻（配合個人螢幕的大
小）、3種字體大小（配合個人對字大小
的需求），實在是配合人性化的客製化需

要，難怪說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結語：
因資訊不足會員各自單兵作戰，造成產業

個體落差大，E化及資通安全尚未建立，而無
法提升競爭力，網路開拓無遠弗屆的市場，可

帶動印刷產業轉型，透過公會網站達成技術交

流、經驗分享及凝聚會員的團結及發展力，並

帶來新契機。

在此並感謝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及本組

成員：潘添裕、涂國評、鄭玉章、吳水蓮、周

賢謙、陳文質、陳貞伶、沈家杰、房文德等大

力協助。

網站資訊委員會成員開會討論建置規劃事宜。

【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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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數位印刷

合版印刷營業產品類
◆名片‧貴賓卡‧貼紙

◆信封‧信紙

◆資料夾‧手提袋

◆海報(DM)‧喜帖(請柬)‧書籍
◆大圖輸出‧桌月曆‧贈品印刷

◆彩色數位印刷

合版印刷公司
◆白紗科技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家裡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健豪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卡之屋印刷有限公司 
◆彩之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版印刷發展趨勢

◆嬴的策略

◎開源

○ 策略上：快速與穩定的服務品質、虛擬
的大公司 
○ 市場上：開發新客戶、差異化產品、多
樣化服務 
○業務上：適價、品質、速度、便利 

◎節流

○ 內製生產上：縮短生產時程：簡化生產
流程、提高設備自動化、提升產能

○ 品質上的改善：責任界定、標準化作
業、降低錯誤率

○控管上－善用ERP、CRM系統
◎進入障礙

○ 資金規模障礙：競爭者無法做如此龐大
投資 
○技術障礙：擁有獨特技術或專利 
○ 市場障礙：已建構穩固的市場通路定位
與信譽評價 
○成本障礙：成本相對於競爭者低

電腦輔助工具系統模組化
◆協助客戶製作簡易型的資料庫做名片模組

◆協助客戶管理他的客戶與報價會計出貨模組

◆ 雙層書籍型錄報價，自己與中盤兩種模組雙

向資料交換、訂單收受處理、帳務清對模組

◆ 線上下單系統或是傳統FTP，Email，光碟收

集檔案之目錄歸類、檢視、轉檔、入單等四

大模組

◆ 分析各類別訂單數，依據紙價、版費、印

工、上光、生產法，計算出最佳化的合版集

合模組 

◆任意合版模組 

◆書版型錄組版模組

◆自動監控式之任意合版與書版型錄組版模組

◆材料庫存管制模組

◆ 內部與外部追蹤狀態、稽核、集貨分貨與適

時帳務推進模組 

◆客戶與市場服務模組

◆成本分析與效能分析模組

電腦基本核心程式技術
◆PDF處理與分析 

◆WWW/ASP 

◆二階層以上之資料庫處理 

◆低階網路監控與控流 

◆多工FTP客端處理 

◆應用程式銜接

　 (E-Mail、Explorer、Office、CorelDraw、

Illustrator、Acrobat⋯⋯等)

◆XML/CIP4/Compact WWW 

網路印刷（Web to Print）
平版印刷公司

　　VS

合版印刷公司

　　VS

數位印刷公司

(創新、科技、服務)

(變、變、變)

【新知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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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2P呼應了全球印刷新趨勢

－服務重於價差。

－交貨時間的改變。

－短版小量的生產模式。

－On Demand市場、個人化的崛起。

● W2P對印刷服務業者的好處

－ 透過為客戶提供量身定作的印製流程，   

有巨大的業務成長商機、輕易拉大與競爭

者之差異。

－ 透過網路印刷服務降低成本/加快交貨/易

學易用等特性與客戶建立長久而堅固的關

係。

－ 透過自動化控管與24小時服務機制擴大客

源與增加利潤。

● W2P 對使用者的好處 

－ 任何時間/地點均可透過網頁上傳檔案與下

單、簡單方便

－ 可透過網路查詢/管理/分析/回顧定單狀態

－ 以更具效率的方式與印刷業者互動、降低

時間成本

必須正視的變化⋯

● 企業透過W2P下單的比例

－ 2000年11%

－ 2008年65%

●  近三分之一的印刷業者在未來的二年內將　

提供W2P的服務模式。 

－ 2000年5%

● W2P 2008年的重要指標 

－ 15%的印刷品透過W2P服務印製。 

－ 20%的印刷業務來自W2P的管道。 

－ 三年後達到50%

● 15 項印刷買方運用網路的方式 

－ 尋找業者資訊。  

－ 追蹤作業現況。 

－ 檢視業者資料庫、決定採用適合業者。 

－ 取得印刷費用與運用情況的資訊報告。 

－ 利用電腦畫面校樣。 

－ 與廠商配合、合作。 

－ 取得線上創意、製作的服務。

－ 使用工作單(Job Ticket)上傳印刷稿件。 

－ 線上報價。

－ 從業者型綠客製個人化印件。

－ 遠地印件庫存管理。

–從業者型綠下單印製固定格式印件。

–用工作單設定印刷規格。

–取得一對一市場服務。

–線上招標。

Fuji Xerox Taiwan的解決方案

● Sirius網路線上下單平台。

–具備24小時網路接單的交易機制。

–提供自動套用版型的能力。

–便利的網路付費機制。 

–靈活的模組擴充能力。 

–多樣化商品的銷售介面。

【新知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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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DRUPA國際印刷展呈現傳統印刷數
位化的趨勢，然數位印刷一詞於印刷業界已探

討多年，多數的研討主題大都定位於數位印刷

市場的趨勢、市場年增率、web-to-print(以網路
為平台的印刷作業模式)及成功轉型商家的經驗
分享。

對於中小型代印/印刷廠而言，除了趨勢及
方向的了解之外，如何務實規劃廠內數位化流

程、設備及環境，以因應個人化、多樣少量數

位印刷趨勢的潮流，亦是不可忽略的重點。

壹、何謂數位印刷
一、一般認知

● DTP：數位桌上排版設計
● CTP：數位出版
●  電腦連線輸出設備(印刷機、影印、列表
機)

二、狹義定義(短版出版)
● POD(依需印刷) 
● AOD(章節隨選) 
● BOD(依需成冊)

三、廣義定義
●以可變印紋為核心營造『依需』需求。

貳、『依需』需求的著眼點
一、依需需求的分類

1. POD：Printing On Demand依需印刷
2. AOD： Articles On Demand章節列印輸

出，依內容需求出版。

3. BOD：Books on Demand依需成冊。
二、依需印刷的重要觀念

1. 依需印刷不需指定特定設備群印刷
2. 中心思考取決於成本/效能/品質/時效
3.  專業印刷、合版印刷、數位印刷機、數
位影印、打樣機皆可完成依需印刷

三、沒有最好的方案，只有最合適的方案

1. 取最適合的方案達成客戶需求。
2.  成功掌握成本、效能、品質及時效才是
重點。

四、 以變動資料為核心定義依需印刷開創市場

藍海。

1.  固定印紋，競爭者眾，價格市場一片紅
海。

2. 以個人化需求定義短版出版。
　●如： 個人化會議手冊、簡報、報名書

資料、個人相冊、BLOG出版，
書冊封面加註條碼，書冊編號便

於客戶端控管建冊

3. 變動資料輸出範圍
　●  整合流程，單一作業，尋求最適方

案。

　●固定底紋，套表列印。

　●底紋和變動資料一次輸出設計。

4. 變動資料的種類
　●  證書類：識別證、聘書、證書、畢業

證書(照片直接印刷可避免偽造)。
　●  繳費單類：瓦斯、水費、營業計費類

帳單、註冊繳費單。

　●  郵件地址資料：加註地址信封、企業

地址名條、客戶服務通知書、股東會

通知、退稅通知⋯等。

　●  流水號、條碼列印(聯單流水號、條碼
/禮券、優惠券)。

參、印刷業導入數位印刷常見的困擾
一、 市場不確定性，數位印刷的市場在哪裡?量
能與投資報酬是否成正比。

二、數位印前技能自我檢視

1.  網路建置、電腦系統中毒、系統損壞導
致導致印前作業流程產生困擾

2.  各 種 數 位 檔 案 彙 整  ( W o r d 、
P o w e r p o i n t、P D F、C o r e l d r a w、
Indesign、Photoshop...) 的能力與除錯。

3. 數位檔案收件、打樣校對的運作機制
三、數位環境評估

1.  傳統印刷工作流程單純，對應多變彈性
作業需要時間適應。

2.  美工設計、印務人員專注單一工作，考
量品質產出缺乏效能。

3.  場內數位環境不佳，無法對應數位變動

印刷業如何階段性導入數位印刷
元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本會會員）

數位商品統合處　羅如成經理

【新知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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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元茂所提供的服務是整合印前/印
中/印後一貫化設備及流程規劃服
務。

　　　●  從印前數位整合到印中印後流程
規劃，完全是以市場為考量的服

務規劃及技術支援。

陸、元茂公司如何扮演合作夥伴關係
設備是死的，人是活的，如何運用技巧發

揮設備最大效能，創造最大效益，需要有效的

作業流程及專業素養。

元茂公司的近年來的服務精神積極落實 夥
伴關係/雙贏思維/永續經營的服務文化。
一、元茂公司數位印前服務

1. 網際網路/電子商務
　●規劃NW6600電子商務伺服器
　　A.電子商務網站架設(WEB SERVER)
　　　◆網站規劃重點 
　　　◆增加公司知名度

　　　◆一目瞭然的營業架構

　　　◆搜尋引擎、關鍵字

　　　◆網站能與參觀者有互動性

　　B.FTP網路收件伺服器 
　　　◆ 伺服器架構，穩定的網路收檔案

平台。

　　　◆網路傳檔節省往來交通。

　　　◆ 自有主機，免代管，節省時間，
自主性高。

2. 電腦系統/防毒防駭
　A.及時防護 
　　◆ 開放性電腦使用，擁有及時防護架

構，可讓公用電腦保持最佳狀況。 
　　◆ 阻絕大部分病毒及網路入侵，讓您

安心使用。 
　B.系統備份還原 
　　◆ 電腦安裝完成後，導入一鍵還原系

統。

　　◆ 電腦使用如有中毒，木馬，系統毀
損問題，老闆只需輕鬆1個按鍵，
即可回復最乾淨的系統。

3. 元茂數位服務中心
　●  當您遇到輸出問題時，可與元茂公司

數位服務中心連線。 
　●  元茂數位服務中心即可線上操作您的

電腦，為您及時、線上解決您的問

題。 

　●  來自全國各地印前的疑難雜症，經由

數位連線於數位服務中心解決。 
　●  5年來累積的印前知識與經驗，勢必能
成為一大助力。

4. 數位建置/諮詢協助
　●  電腦系統進步很快，元茂數位服務中

心提供最新最即時的諮詢窗口，有印

前疑難，只需與元茂數位服務中心連

線，您就能得到好夥伴的及時支援。 
　●  印前系統繁雜，現有的設計處理方

法，是否有更好更快的解決配套，我

們也會協助。 
　●  提供最新數位印前市場商訊，為您現

有經營的市場加分。 
　●  擴大數位印前服務，增加獲利(如廠內
數位網路環境建置，掃瞄建檔、數位

檔加密解密轉換、變動式資料處理、 
輸出疑難雜症解決⋯等等)，我們也可
以提供這類的教育訓練。

二、 系統整合印前/印中/印後一貫化設備及流
程規劃服務。

柒、結論

一、 印刷業未來趨勢趨於經濟規模與專業的統
合，對於印刷設備的評估需格外慎重，以

下三大類市場將是未來量能的大宗

A. 大型專業，特殊印刷
B. 合版系統
C. 掌握檔案來源的印前設計

二、 對於中小型區域印刷廠，投資標的建議採
行彈性，效能設備型投資，充份掌握區域

性即時需求、人脈以服務輔以代工，補足

專業量能及品質的需求，方立於不敗。

三、 數位印刷是未來趨勢，改變是必然的，我
準備好了，您準備好了嗎?

以上所述純為個人所識，如有不周抑或缺誤，

還請眾業界前輩，不吝指教。

元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數位商品統合處(02-25233159) 羅如成經理

【新知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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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一次之聯席會，由「台北市印刷商

業同業公會」提案，通過由「財團法人印刷

工業技術研究中心」為常設執行單位。得獎

作品則將安排在「台北國際印刷機材展」展

出。「台灣金印獎執行委員會」預定每年舉

辦一次「金印獎」徵選及頒獎活動，會中並

將同時頒發「台灣印刷產業貢獻成就獎」。

第一屆「金印獎」已於2006年5月4日舉辦頒
獎活動。

三、第二屆「台灣金印獎」之籌辦過程
第二屆「台灣金印獎」係由「台北市印

刷商業同業公會」主辦，理事長李長松接任

召集人，原定2 0 0 7年舉辦頒獎活動。因為
本人身體違和，住院開刀。鑑於病情需要長

期追蹤療養，乃向執委會請辭召集人職務，

卻蒙所有執委會成員堅持之體諒、鼓勵與慰

留，病情在真摯的友誼不斷的打氣與鼓舞

下，持續好轉。在此，真要感謝七團體諸位

理事長與所有執行委員們的關照，讓我得以

體會到印刷同業的真情溫暖。然而，第二屆

「台灣金印獎」之頒獎時間，乃因此延至今

年才舉行。

1. 第二屆「台灣金印獎」共同主辦單位與

執委會之成員

共同主辦單位即「台灣印刷七團體聯誼會」

之成員：

中國印刷學會：呂進發理事長

中華印刷科技學會：陳昌郎理事長

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陸兆友理事長

台灣省印刷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邱垂裕理

事長

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呂進

發理事長

高雄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邱永順理事長

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陳哲三董

事長

執行委員會成員為「台灣印刷七團體聯誼

會」推舉之代表：

中國印刷學會：胡宏亮理事、陳江水總幹事

中華印刷科技學會：陳昌郎理事長、陳秀鸞

常務理事

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陸兆友理事長、

陳景浪副理事長

台灣省印刷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邱垂裕理

事長、陳來雄名譽理事長

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鄭永

福常務監察人、朱勇理事

高雄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邱永順理事長、

吳清酆理事

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張中一總

經理、聶磊組長

執行單位（印研中心）執行代表：洪秀文、

黃美鳳

2. 評審委員會之組成

初審（資格審）委員：由共同主辦單位之理

事長兼任。

複審、決審委員：由共同主辦單位推舉產、

學、業界專家擔任。蕭耀輝教授被公推舉為

評審主委。

蕭耀輝：教授/景文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李興緯：教授/中正理工學院測繪工程學系
王祿旺： 系主任/世新大學圖文傳播暨數位出

版學系

王和慶： 副教授/世新大學圖文傳播暨數位出
版學系

楊憲郎： 教授/中國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施令紅：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
何清輝：總經理/BBDO黃禾廣告公司
陳澄澈： 顧問、中國印刷學會理事、國家標

準化審查委員

【金印獎特別報導】

金印獎執行委員會召集人李長松與活動中致詞





19

其餘得獎名單如第二屆台灣金印獎得獎名單。

第二屆台灣金印獎得獎名單
圖書印刷類

名 次 廠商名稱 作品名稱

第一名 四海電子彩色製版股份有限公司 大觀北宋書畫特展圖錄

第二名 裕華彩藝股份有限公司 國寶菁華

第三名 台暉印刷設計有限公司 李漢卿彩色世界(全套二冊)
佳 作 鴻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當代版畫

佳 作 科樂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文化金門全紀錄

佳 作 立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TAIPEI 2006
雜誌印刷類

第一名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梅縣三村

第二名 科樂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腕錶生活雜誌

第三名
科億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英特發股份有限公司
2007-2008鐘錶珠寶年鑑

佳 作 左右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Fountain Vol.3
佳 作 立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夏季號優先理財貴賓專刊

佳 作
秋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長松文化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XFUNS放肆創意設計雜誌

新聞印刷類

第一名 從缺

第二名 香港商蘋果日報出版發展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灣蘋果日報

第三名 從缺

佳 作 香港商蘋果日報出版發展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爽報

廣告印刷類 a.海報型錄類
第一名 科億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科億印刷工藝型錄

第二名 富朗廣告 葡吉國際有限公司-2007春夏鞋款型錄
第三名 黎明有限公司 GUND January 2008
佳作 從缺

廣告印刷類 b.日曆、月曆及桌曆類
第一名 晶彩股份有限公司 板雕臘彩創意月曆

第二名 從缺

第三名 從缺

【金印獎特別報導】

本屆「台灣印刷產業貢獻成就獎」受獎人：

徐邦武先生 中國印刷學會推薦

陳政雄先生 中華印刷科技學會推薦

鄧進勇先生
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推薦

姚　坤先生 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推薦

陳金安先生 台灣省印刷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推薦

林明賢先生 高雄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推薦

湯加添先生 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推薦第二屆台灣金印獎執行委員會與貢獻獎得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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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印刷類海報型錄得獎者合影 廣告印刷類日月桌曆得獎者合影 文具印刷類筆記本類得獎者合影

七、感謝與期待

感謝本屆活動所有幫忙本人執行的朋友

們，因為有大家的共識與支持，工作團隊之整

合、協調、推展才能順利。

為了彰顯我們印刷產業的獨創特色，本次

「台灣金印獎」所有的獎狀、感謝狀、聘書，

都經過精心設計的防偽處理。在此要特別感謝

永豐餘紙業公司郭立人總經理提供的贊助。

本次「台灣金印獎」所有佳作以上的作

品，被安排在今年的「台北國際印刷機材展」

展出，我們也要謝謝執行長陳政雄先生的支持

與安排。

感謝「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現任

理事長陸兆友，以及第二屆「台灣金印獎」所

有共同主辦單位理事長與執行委員們，由於大

家鼎力又熱烈的參與及支持，終於讓整個活動

圓滿達成各項任務。本人也在大家的見證下，

鄭重的將召集人的棒子，移交給下一屆主辦單

位「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就這

樣，在熱鬧又緊湊的頒獎典禮中，將整個活動

劃下圓滿的句點。

展望「台灣金印獎」的推動，象徵著凝聚

台灣印刷產業的共識與向心力。整體活動都需

要各位同業先進的支持及實際參與。再度提醒

大家：唯有參與，才有機會。得獎的機會絕對

是頒給對印刷產業有信心，有共識，有參與感

的產商。希望大家永遠有信心，年年來得獎。

台灣金印獎執委員致贈感謝狀予印刷七團體各理事長

包裝印刷類得獎者合影 特殊印刷類標籤得獎者合影 特殊印刷類複合材料得獎者合影

票據印刷類得獎者合影 綜合印刷類得獎者合影

【金印獎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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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的通過與換班的表演。下午會合了在英國

留學的二女兒的同學，同去參觀泰德美術博物

館，我則長途搭機勞累，索性坐在陽台涼椅上

小眠一番，時近晚上七、八點天空還很明亮，

原來目前的時節倫敦的天黑時間是晚上十時以

後。

5月31日第二天，早上再往倫敦參觀有名
的假日雜貨市集Portobello Market，每個小店
面，擺飾著各式各樣的雜貨，人來人往，在此

會合了三位在英國留學的二女兒的同學，時近

中午就在市集買了西班牙燴飯，在民宅門口克

難用餐，由於英國平均消費約為台灣的三倍，

在此留學生都省吃節用，不過為了做為長輩的

我表示關照，承諾晚上請他們到餐廳吃一頓豐

盛的大餐。

下午則由長輩的我請客，被他們邀請一起

去欣賞歌劇院，由於出國前已電腦預約，我在

購票窗口，簽了一下信用卡就領了五張票，一

張票價格約台幣三千多元，我雖然看不懂歌劇

的內容，但聽到演員瞭亮的歌聲，舞台佈景的

迅速變化，也讓我開了眼界。

三、英國－布理斯托市
6月1日在青年會館用完自助土司早餐，

就準備前往拜訪公司在英國的一家小客戶所在

地－布理斯托市。輾轉坐了三小時的巴士，於

中午到達了該城市，為了公司的顏面，進住該

城市較高檔的飯店，利用下午空檔時間，到離

該城市坐火車約一、二十分鐘的觀光景點“巴

斯”城鎮，該城鎮建立於古羅馬時代，十八世

紀建築了宏偉的教堂及貴族住宅區，至今尚在

使用。

6月2日上
午，與來自台

灣交換老師的

徐毓珮小姐於

飯店碰頭後，

在布理斯托市

區散步於該市

的教堂與大學

及公園，據說

該大學有來自

中國大陸的留

學生就讀，徐

小姐在離此城

市坐巴士約四十分鐘的某城鎮中學擔任華語教

學老師將近一年，於6月底將結束交換老師的工
作，平時她難得吃到中華料理，中午到該市唯

一香港人開的中華餐館用餐。下午則乘坐巴士

到她所教學的中學校參觀，英國的義務教育從

五歲到十六歲，十七、十八歲這二年則可選修

課程，預備升大學，也可不就學了。感覺英國

的鄉鎮環境讓人覺得寧靜、青綠、悠閒與整齊

清潔，是可舒適居住的環境。

6月3日今日是到此英國南方港口都市的
主要目的，拜訪本公司目前在英國的唯一客

戶－PADI Internation公司，他是全球性潛水訓
練機構負責英國地區及歐陸邊緣區域，諸如：

捷克、匈牙利、土耳其、波蘭等區域的公司。

於出國前即已約定拜訪的時間，我們從飯店旅

館，搭乘計程車於上午十時準時到達該公司，

由總裁Mike先生與行銷經理Claire小姐接待與
我們會談，行前準備了會談的內容，雙方討論

布理斯托大學教堂

【展覽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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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安排了二天輕鬆休閒的旅遊自由行。

6月7日早上，就地觀光科隆市區著名的科
隆雙塔大教堂，站在教堂前往上仰望確實讓人

肅然起敬，再逛著商業街道走到萊茵河邊之公

園步道區，週邊擺著多家餐廳的戶外餐桌。

時近中午，我們選擇了一家賣德國豬腳

餐，頗有古典優雅的餐廳，喝了杯德國啤酒，

悠閒享受一頓德國餐。下午從科隆搭約二小時

火車往科布倫次城鎮，它是位於莫塞爾河與萊

茵河交口的著

名城鎮，進住

網路預約的旅

館後，卸下行

李，我們沿著

莫塞爾河邊步

道，散步到與

萊茵河交口突出的公園景點，那裡矗立了一座

巨大騎著駿馬高舉戰劍的歷史英雄雕像，大部

份遊客為當地

居民。再走到

該城鎮的商業

區，雖已晚上

七、八點，但

天色還亮著，

剛巧碰到當地

的民俗，將結婚的新娘帶著他的好朋友拎著一

籃禮物沿街兜售，見我二女兒東方面孔就圍著

她要選擇一項禮物，入境隨俗，選了一個愛心

模樣的餅乾，給了一塊錢歐元，開心的準新娘

要求與二女兒合照紀念。

七、 賓根－巴哈拉赫－聖高爾 
（遊萊茵河）
6月8日用完旅館的早餐，就束裝再搭二小

時的電車，往萊茵河中游的賓根市，由於道路

指標不明，托著行李繞個大圈才找到在半山腰

的青年會館，看起來蠻新的會館，配給我們的

客房，透過窗戶正可看到蜿曲秀麗的萊茵河，

景色宜人。稍事休息後就往輪渡碼頭，搭KD遊
輪，乘著涼風，盡賞河邊兩岸的風光，到了巴

哈拉赫中途景點站，我們下了船遊歷當地的商

店街，在山頂有

座古堡，被改裝

為青年會館，我

女兒問我有否體

力挑戰登上古

堡，當然我不服

輸，沿著山坡路

一步一步往上爬

登，最後到達古

堡，堡內有個小

商店，買個冰淇

淋，坐在涼傘下，遠眺綿長清

澈的萊茵河，暫忘一切塵事。走下古堡，

趕搭下一班的KD遊輪往下一中途站－聖高爾。
同樣下了船再遊歷當地的商店街，這裡半山腰

上也有一座古堡，被改裝為一般旅館，又再次

的挑戰登上古堡，再次證明體力尚不輸年青

人。時近傍晚，我們選擇靠河畔的餐廳，悠閒

的再度享受一頓當地的德國餐，最後看著電車

時刻表，我們再乘著電車向住宿的賓根市青年

會館返回歸途。

八、快樂圓滿回家
6月9日，由於搭乘當地下午六點在杜塞道

夫起飛的班機，上午還有空檔，在賓根市的河

邊公園散步，再到當地的超市，選購一些精巧

的巧克力，準備分享給公司的員工，中午後往

機場的方向趕路，搭上英國航空的飛機，於英

國倫敦機場轉機，再搭約飛行十二小時行程的

飛機到達香港，再轉搭國泰航空的飛機於台北6
月10日晚上八點二十分安全抵達中正機場，圓
滿完成了此趟英、德自由行的體驗之旅。

【展覽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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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中國國際全印展將於2 0 0 8年11
月14日至17日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舉辦。
本屆全印展以“凝聚印刷力量”為主題，以

數碼化、全球化、個性化為分主題，在“專

業”二字上下工夫，力爭囊括印刷界高新技

術成果。定位于“高”“新”“專業”的全

印展讓您有機會一探中國印刷技術發展的全

貌，將為廣大參展商、觀眾和參與者提供更

好、更專業的服務。

此外，2008中國國際全印展將有五大專
區亮相，專業劃分更細化：國際E1館繼續設有
CTP專區；越來越普及的營銷模式直郵也會在
國際E1館直郵專區得到集中和深入的展示；國
際E6館設柔印專區，集中當前頂尖的標簽柔印
設備廠商；國內E4館設有油墨專區；另外，本
屆還將增設印刷自動化流程專區，共同討論在

現在的技術水平條件下，如何提高活件的印刷

時間，減少成本。同時，展覽會承辦方之一的

科印傳媒和中國印刷技術協會將在旗下所屬的

雜誌，包括《印刷技術》《數碼印刷》《印刷

經理人》《中國印刷》《中國印刷物資商情》

等推出“全印展專欄”，對新展品、新技術進

行展前預覽，率先提供給觀眾最新的展覽資

訊，為買家採購提供專業的採購建議。

97年7月30日，2008中國國際全印展在台
說明會於上午10點在臺北喜來登飯店正式舉
行。開國有限公司展覽處長陳秋萍，臺灣區印

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呂進發暨

本會理事長陸兆友率理監事20餘人出席了推介
會。印刷人雜誌發行人陳政雄和杜塞爾多夫展

覽（中國）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馮培喜在會上除

回顧了上屆全印展外，並詳細介紹了本屆全印

展的籌備情況，及中國印刷市場廣闊的前景。

會場氣氛熱烈，與會人員紛紛表示屆時將到上

海參觀展會。

為此，本會在展方熱烈邀請之下，並將組

參觀旅遊團前往參與此次盛會，除了提供會員

同業一窺印刷業最新演進外，亦祈達到同業聯

誼之目的。屆時尚請各印刷同業踴躍參與，讓

我們一同跟隨潮流，走向國際舞台。

2008中國國際全印展11月14至17日上海隆重登場

東南亞規模最大、最專業的包裝印刷展來

了!!泰國國際專業包裝印刷展即將於2009年9月
23~26日於泰國曼谷隆重舉行。該展順利結合
AsiaPACK 與AsiaPRINT的展覽效益，更由全球
最大德國杜塞道夫印刷傳媒暨紙材展drupa及國
際包裝機械設備暨材料展interpack的主辦單位
杜塞道夫商展新加坡分公司，及泰國二大包裝

印刷協會聯合承辦，把印刷產業與包裝產業的

技術與產品結合，提供相輔相成的加分效果。

97年8月30日上午10時杜塞道夫亞洲有限
公司總經理林玉英及開國公司展覽處長陳秋萍

假TIGAX08印刷機材展元茂公司展場上會見

本會陸理事長兆友、陳副理事長景浪、許常務

理事賢哲、涂理事國評、潘理事添裕及總幹事

等，除了說明2009泰國國際專業包裝印刷展事
宜外，並祈本會組團前往參觀。

2009泰國國際專業包裝印刷展

陸兆友理事長與馮培喜總裁於說明會中合影 2008中國國際全印展在台說明會與會貴賓合影

本會理監事等與展覽公司代表合影

【展覽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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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致贈顧問聘書予台北市議員吳志

剛、台北市議員陳玉梅、印刷人雜誌社社長陳

政雄、恆昶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曾正夫、三菱重

工印刷機董事長許銘裕、世新大學圖文傳播暨

數位出版學系系主任王祿旺、世新大學出版中

心主任陳秀鸞、尚鼎法律事務所劉興業律師等

後，於下午七時圓滿完成。

致贈顧問證書予印刷人雜誌社社長陳政雄先生 致贈顧問證書予恆昶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曾正夫先生

致贈顧問證書予尚鼎法律事務所劉興業律師 致贈顧問證書予三菱重工印刷機董事長許銘裕先生

致贈顧問證書予世新大學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系系
主任王祿旺 致贈顧問證書予世新大學出版中心主任陳秀鸞

致贈顧問證書予台北市議員吳志剛先生 致贈顧問證書予台北市議員陳玉梅由徐主任代表接受

第十五屆第四次理監事會場景 與會顧問們與理監事合影

【會務報導】





Fully automatic high speed production book sewing machin 

Increased book sewing to high efficiency, excellently quality

BEST CHEN BINDING MACHINERY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台北縣五股工業區五工一路107號    電話：(02)2297-085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