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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為積極服務、協助會員拓展商機、

開發政府與各公營單位市場及配合「節能減

碳」政策，特商邀中華電信於98年3月24日
下午假中華電信台北南區營業處舉辦了一場

專屬於會員之說明會，會中由經驗豐富之專

業講師，透過一人一機電腦實機操作方式，

自如何從中華電信提供建置在公會網站「標

案查詢」內之政府電子採購網，點閱印刷相

關招標案件，至完成電子領、投標等程序，

做了精闢之解說，與會者更是獲益良多。

　　此外，鑑於電子領、投標將成為政府採

購案件必行全面實施之政策，且公會網站內

之「標案查詢」比電子公報更能提供會員們

及時之商機資訊，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因此本會將陸續舉辦說明會，亦祈各會

員同業先進們踴躍報名參加。

《輕鬆上網做生意》－「電子領（投）標」
政府電子採購網說明會

說明會場景之三說明會場景之二

說明會場景之一理事長陸兆友先生於說明會致詞

九十八年理監事新春團拜

全體理監事祝福全體會員牛年財運旺旺來理監事於會所觀看年度會務活動簡報

　　98年2月3日上午10時全體理監事於公會會所行新春團拜，一則互道恭喜，二祝全體會員
牛年財運旺旺來，三為公會會所整理修繕後更能帶來新氣象、新局面，造福會員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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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江門市印刷商會蒞台參訪

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

　　廣東省江門市印刷商會一行於蒞台旅遊期間，透過該團承辦旅行社向本會表達交流座談

之意願，本會代表在陸理事長帶領下，於98年3月27日中午假台北市北區海霸王餐廳進行商
情交流，會中雙方言談融洽，並達成爾後產業訊息互通、觀摩之共識，本會並致贈會旗及60
週年慶特刊，最後在合影留念中互道珍重再見。

陸理事長致贈會旗予江門市印刷商會會長黃家霖先生江門市印刷商會蒞台邀請本會代表於餐敘中交流

本會代表等與廣東省江門市印刷商會一行合影本會代表等與廣東省江門市各商會會長合影

經濟部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8年4月2日
發文字號：經商字第09802406680號	
主旨：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發之

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起不
再作為證明文件。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21條及行政院98年3月
12日院臺經字第0980006249D號令。	

公告事項：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依營利
事業統一發證辦法所核發之營
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
起停止使用，不再作為	證明文
件，公司及商業於該日起辦理變
更登記時，毋須繳回作廢。

營利事業登記證取消後之因應

　　為因應經濟部公告「直轄市政府及縣

（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
月13日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暨內政
部函示「各需用機關欲查詢核准公司登記

或商業登記後之登記資料，可透過「全國

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逕行查詢。」

因此各會員爾後參與政府採購案件時，應

備主管機關核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核

准函(影本)或自備各公司行號於商工登記資
料網站內之登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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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權益維護—建議投標廠商資格應依法行政提列公會會員證為審查要件

　　本會奉台北市政府社會局98年4月2日北市社團字第09834341600號函轉內政部98年3月24
日內授中社字第0980703166號函，係有關「經濟部預定陳報行政院核定本（98）年4月13日
廢止『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後，商業團體應配合事項」，其中明示『營利事業登記證』
不再核發，亦停止使用且不得作為證明文件，各需用機關可透過該部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資
訊網站查詢登記資料。
　　為此，本會藉此機會再以北市印友字第980440980416001號函請台北市商業會呈轉建議
經濟部及內政部「依法」公告函示「凡參與政府各機關採購案件時需提列公會會員證明俾便
審查廠商合法設立之資格。」全文暨獲經濟部及內政部回覆函如下，當然本會將持續據理力
爭，直至政府「依法行政」政策確實落實！

受文者：台北市商業會
主　旨：�呈請建請內政部、經濟部公告函示凡參與政府各機關採購案件時需提列公會會員證明俾便

審查廠商合法設立之資格。
說　明：一、�茲鑒經濟部中華民國98年4月2日經商字第09802406680號示「直轄市政府及縣（市）

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又政府採購案件進
行時各需用機關為審核各公司、行號是否確為依法核准登記均需上網查核，此耗費人
力、物力甚巨。

　　　　二、�查工、商團體法明訂有「業必歸會」之法令，故各公司、行號於成立一個月內即須依
法入會，入會時各公會即予審查是否確為依法核准登記後方准予入會並核發會員證
書。

　　　　三、�綜上述一、二項所述，將政府採購法廠商資格中之公會會員證列為審查要件，不僅可
以縮減各需用機關審核時序，又能符合工、商團體法令要求，且對依法入會之廠商方
具公平正義之對待。

　　　　四、�於今「法治」社會中，「依法行政」向來是社會公平正義之規範，故為縮減政府各需
用機關在採購案件審核廠商資格之人力、物力，暨工、商團體法明訂「業必歸會」之
法令依據下，呈請建請內政部、經濟部公告函示「凡參與政府各機關採購案件時需提
列公會會員證明俾便審查廠商合法設立之資格」。

裝

訂

線

裝

訂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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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政府電子採購網說明

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

�

98.3.24

�
http://www.tcpa88.org.tw/

�
http://202.39.47.228/EPVAS/UnionTest02.html

�
�

題綱

■		台北市印刷公會網站簡介	
http://www.tcpa88.org.tw/

■		提供標案資訊說明	
	http://202.39.47.228/EPVAS/UnionTest02.html

■		電子領（投）標簡介暨操作說明

■		投標文件製作簡介



98 8 �
2009年4月

1/2
� &
�

(2/2)
�

�

�

�
�

�
�

(1/6)

(2/6) (3/6)

ADSL
HN



98 8�
2009年4月

第十五屆第四期會務報導

(4/6) (5/6)

(5/6)

1.

2.

3.

4.

5.

�

�

� -

� -
� -

*
*
*

.tkn

�

�
�

�

�
0800-080-512



98 8 8
2009年4月

啟動Internet Explorer瀏覽器後，於網址

欄（圖一紅圈處）中鍵入〝http://www.

tcpa88.org.tw〞後，按Enter鍵，即可進

入本會網站之Flash動畫頁面，約15秒後並

會自動進入網站首頁（圖二）。

圖一

圖二

進入網站首頁（圖二）後，請在「登入表

單」下之「帳號」、「密碼」處（圖二紅

圈處）鍵入本會已通知之帳號、密碼，再

按「登入」，即可正式進入本會網站點

閱。

備註：會員已有電子郵件信箱資料在公會者，本會

於後台已予以註冊，而會員之帳號、密碼並

在註冊完成之同時，即以電子郵件告知。

圖三

圖四

若您是第一次進入本會網站，請前往首頁

左下方（圖三紅圈處）「用戶選單」下

「修改個人資料」處，輕按滑鼠點選進入

（圖四下方紅圈處）修改「密碼」，完成

之後再按磁碟片標記（圖四上方紅圈處）

儲存，才算動作完成。當然，如果您覺得

公會給的密碼好記好用，也可以不必修

改，但還是要請您務必熟記，萬一忘了，

不用急，撥通電話到公會問一問就好了！

除此之外，「修改個人資料」內之各欄位

均可修改，但「您的姓名」請不要任意更

動，否則網站維護時會搞不清楚你的身

份，而停止了您在會員專區閱覽之權益，

切記！切記！

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網站標案查詢操作說明

進入網站

會員登入

倘會員不知或忘記帳號、密碼時，請來電

2388-1088查詢，原未提供電子郵件信箱之

會員，亦請一併告知，俾便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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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圖六

圖七

圖八

圖九

本會網站之「標案查詢」欄係本會會員獨
享之權益，非會員是無法進入一窺究竟。
當您直接點選「標案查詢」時，會出現
（圖五）之畫面，不用緊張，因為只要您
是本會會員，進入本會網站時已使用專有
之帳號、密碼登入，此時，再點選「會員
專用」（圖六紅圈處），即會出現（圖
七）之畫面，隨後請再依您欲查詢招標或
決標點選之（圖七紅圈處），即可順利進
入公共工程標案查詢之首面（圖八），建
議您，按「確定」就可以將期限內之所有
標案呈現在您眼前（圖九），當然您也可
以點選搜尋條件縮小搜尋範圍後再按「確
定」，一樣可以迅速的看到招標期限內之
標案商機。

※已加入政府電子採購網具有帳號、密碼者之標案查詢※

圖十

但是若您在登入此區，且在點選圖九紅圈
處擬點閱之標案後，當出現（圖十）「政
府採購網個人化加值服務會員專區–會員
登入」及「帳號」、「密碼」之欄位，
此時，您只要將平時免費登入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網查詢標案的帳號、
密碼輸入，再按「會員登入」，即可順利
見到完整之標案公告呈現，同時進行電子
領、投標等作業（圖11）。

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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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加入政府電子採購網「無」帳號、密碼者之標案查詢※

如前頁（圖十）之畫面，若您尚未加入政
府電子採購網為免費會員或會員時，因無
帳號、密碼，是無法進入公共工程標案查
詢之首面（圖八）。因此，您必須先進行
加入政府電子採購網為免費會員的動作。
以下係將自申請到在本會網站上行標案查
詢之流程：

一、啟動IE瀏覽器後，於網址欄（圖12紅

圈處）中鍵入〝http://web.pcc.gov.

tw〞後，按Enter鍵，即可進入政府電

子採購網之網頁（圖12）。接著在網

頁右方「會員服務」（圖12紅圈處）

處將滑鼠點擊，即可見到「免費加入

會員」一欄，再點擊之，就會進入圖

13之網頁。

圖12

二、當您將圖13之應填具資料完成後，政

府電子採購網系統將會隨即發送一封

E-mail信件至您登錄之電子郵件信

箱，此時您必須前往收信並取得「帳

號」及「密碼」。

　　建議您在取得「帳號」及「密碼」

後，先到圖14紅圈「更換密碼」處進

行密碼之更換動作（點擊更換密碼後

會出現圖15之畫面），同時牢記您的

帳號及密碼。

圖13

申請加入政府電子採購網
取得免費會員之帳號、密碼

圖14

圖15

三、在完成加入政府電子採購網成為免費

會員並取得「帳號」及「密碼」後，

即可進入公會網站〝http://www.

tcpa88.org.tw〞，登錄公會給予之會

員帳號、密碼，進行公會網站瀏覽，

暨標案查詢之工作。

　　操作步驟及流程將在下頁逐一圖示解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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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開啟公會網站並登錄公
會給予之帳號、密碼

登錄後之完成網頁

將滑鼠移至「標案查詢」
處，會出現下拉式選單「會
員專用」並點擊之。

點擊後出現之網頁，再依所
需點擊「招標」或「決標」
資料查詢。

隨之將出現以下網頁，此時
您可勾選條件查詢或不勾選
進行完整查詢。

標案搜尋完成後之網頁，再
依喜好點閱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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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閱標案如出現下面之網
頁，請輸入於政府電子採購
網申請之免費帳號及密碼。

但當您是第一次啟用政府電
子採購網申請之免費帳號及
密碼，以下網頁請點擊「個
人化服務加值系統」。

輸入於政府電子採購網申請
之免費帳號及密碼。

會再出現下圖，請按確定。

此時，請在前有標示紅星之
欄位填選基本資料後，按確
定。

最後，將會出現下列網頁，
並在紅圈標示處會有「免費
型」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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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網站標案查詢完整步驟（自左上至右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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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印刷與數位印刷之應用
主講人：本會理事�布萊特數碼科技有限公司�殷慶璋

網路印刷  網路印刷的定義

Web-to-Print是在網路伺服器支援下，必需在電子商務過程之上、線上產生個性化的印刷檔。重要的是，
動態產生印刷原稿，或使已有的原稿個性化，並考慮到下訂單、製造通知單、出貨物流、結帳等商業後

勤處理	。

競爭

現存競爭者的價值活動

影像、文字資料庫、背景、
版型、插圖資料庫、金流、
數位印刷色彩管理、彩色數
位印刷、相本裝訂、包裝、
郵寄宅配。

網路相本購買者

學校畢業紀念冊、
結婚紀念本、旅遊
回憶書、寶貝成長
紀錄、個人攝影作
品、繪畫作品集

需求條件

價格、品質、
效率、其他

替代品
● 網路虛擬相本
● 自行編輯相本
● 彩色數位印刷相本
● 彩色沖洗相本

提
供

服
務

提
供

服
務

潛在進入者

時代優勢

網路科技優勢

外
部
生
產
要
素

設
備
供
應
商

與

材
料
供
應
商

競爭

網路印刷線上編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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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印刷方式之市場佔有率

印刷方式 2000 2001 2003 2005 2010-2015
平版印刷 48% 48% 46% 44% 40%
凹版印刷 16% 16% 16% 14% 11%
柔版印刷 21% 21% 21% 20% 19%
凸版印刷 4% 4% 3% 3% 1%
網版印刷 5% 5% 5% 5% 2%
數位印刷 6% 6% 9% 14% 25%

2020年不同印刷方式之預測印量

總　　　　　　類 總量% 數位印刷 直接成像 平版 柔版 凹版 百分比

極少量	(1) 12.0% 100% - - - - 100%
非常少量	(2-500) 15.0% 88.0% 7.0% 5.0% - - 100%
少印量	(501-2000) 14.0% 19.0% 25.0% 53.0% 2.0% 1.0% 100%
中少印量	(2001-5000) 13.0% 7% 24.0% 65.0% 2.0% 2.0% 100%
中等印量	(5001-10000) 10.0% - 13.0% 75.0% 9.0% 3.0% 100%
平均印量	(10001-50000) 9.0% - 4.0% 81.0% 11.0% 4.0% 100%
中大印量	(50001-250000) 11.0% - 1.0% 81.0% 12.0% 6.0% 100%
大印量	(250001-750000) 7.0% - - 76.0% 14.0% 10.0% 100%
非常大印量	(7500001以上) 9.0% - - 50.0% 15.0% 35.0% 100%

數位列印市場品牌及規格

公司名稱 機種 成像方式 給紙方式/速度
Xerox	全錄 I-Gen	4 碳粉 張葉110/A4

DC	8000	AP 碳粉 張葉80/A4
DC	5000	AP 碳粉 張葉50/A4

Hewlett-packard	HP	惠普 Jet	Web	press 噴墨 連續2600/A4
Indigo	P7000 電子油墨 張葉120/A4

Kodak	柯達 Nexpress	S3000 碳粉 張葉100/A4
Versamark	VT3000粉 噴墨 連續1000/A4

Screen	網屏 True	Press	Jet		520 噴墨 連續300/A4
True	Press	Jet		SX 噴墨 張葉25/A2

Oce	奧西 Color	Stream	10000 碳粉 連續168/A4
Jet	Stream	2200 噴墨 連續2020/A4
CP	900 碳粉 連續35/A4

Konica	Minolta	柯尼卡 Pro	C6500 碳粉 張葉65/A4
Canon	佳能 IPC	7000 碳粉 張葉70/A4
Ricoh	理光 Pro	C900 碳粉 張葉90/A4
Xeikon 8000 碳粉 連續230/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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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相本競爭力模式

Yahoo Flickr 網路相本提供商畫面

Google Picasa 網路相本提供商畫面 

網路印刷線上編輯系統案例
國外相關之經營網路 
1.	 公司：	株式會社アスカネット			

http://www.mybook.co.jp	
	 說明：	免費提供2種專用相本編輯程式，由客戶

製作完成後上傳。
2.	 公司：	MyPublisher			

http://www.mypublisher.com/products.html	
	 說明：免費提供專用相本編輯程式，由客戶製作
完成後上傳。

3.	 公司：	Apple		
http://www.apple.com/ilife/iphoto/books/	

	 說明：僅接受專用程式(iPhoto)在Mac使用	
4.	 公司：Kodak		http://www.kodakgallery.com/	
	 說明：	提供線上編輯程式，編輯完成可於線上儲

存或下訂單。	
	 　　　另提供儲存照片的虛擬空間（網路相簿）	
5		 公司：shutterfly	http://www.shutterfly.com/
	 說明：	提供線上編輯程式，編輯完成可於線上儲

存或下訂單。另提供儲存照片的虛擬空間
（無限網路相簿）

6.	 公司：photoworks		http://www.photoworks.com	
	 說明：	提供線上編輯程式，編輯完成可於線上儲

存或下訂單。	
	 　　　另提供儲存照片的虛擬空間（網路相簿）	
7.	 公司：snapfish		http://www.snapfish.com	
	 說明：	提供線上編輯程式，編輯完成可於線上儲

存或下訂單。	
	 　　　另提供儲存照片的虛擬空間（網路相簿）
8.	 公司：	DigiLabs			

http://www.digi-	labs.net/photobooks.shtml	
	 說明：	免費提供專用相本編輯程式，由客戶製作

完成後上傳。
9.	 公司：Picaboo		http://www.picaboo.com/	
	 說明：	免費提供專用相本編輯程式，由客戶製作

完成後上傳。
10.	公司：	上海龍櫻數碼公司			

http://www.lonprint.com/	
	 說明：	提供線上編輯程式，編輯完成可於線上儲

存或下訂單。	

台灣相關之經營網路 
1.	 公司：	銀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hotofast.com.tw	
	 說明：	提供簡易線上編輯功能：封面圖片合成、

照片方向旋轉、照片順序調整。
2.	 公司：Hypo		http://hypo.cc/	
	 說明：	結合	apple.	 iphoto	編輯程式或結合	yahoo,	

flicks	相簿資料庫線上編輯，編輯完成可
於線上儲存或下訂單。	

3.	 公司：	鉅津公司			
http://customer.ingtouch.com/flash-index.php

	 說明：	提供線上編輯程式，編輯完成可於線上儲
存或下訂單。	

4.	 公司：文探資訊公司		http://www.eprint.com.tw/
	 說明：	提供線上編輯程式，編輯完成可於線上儲

存或下訂單。	
5.	 公司：	多印網網路科技公司			

http://www.doin.com.tw/
	 說明：	提供線上編輯程式，編輯完成可於線上儲

存或下訂單。	
6.	 公司：	聯合線上公司			

http://reading.udn.com/pod/category_12.jsp
	 說明：	提供線上編輯程式，編輯完成可於線上儲

存或下訂單。	
7.	 公司：新傳有限公司		http://www.ecolor.com.tw/	
	 說明：	提供專業線上編輯功能：封面圖片合成、

照片方向旋轉。	
8.	 公司：	程祺有限公司			

http://www.mediafun.com.tw/	
	 說明：	提供線上編輯功能：封面圖片合成、照片

順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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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數位印刷應用案例
銀行彩色信用卡帳單

個性化桌曆 個性化相本

少量畢業紀念冊 個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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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貼紙

特殊紙名片、名信片、賀卡學生作品集

有價証券、密碼卡、加值卡

數位印刷現況   數位印刷與傳統印刷相爭同一群顧客 

從歷史上看，印刷品的需求佔國民總生產毛額，並沒有因為生產方式的進展而改變	
◎	60年代平版印技術替代了鉛印
◎	80年代各種單據的印製，靜電影像（雷射）技術替代了撞擊式列印；
◎	90年代單色數位印刷系統替代了小型傳統印刷機，但這些技術上的改變，並未使印量顯著增加。
◎	01年代合版印刷興起，讓數位彩色印刷沖繫很大
◎		05年代數位彩色印刷走向個人化印刷，與傳統印刷在市場上區隔，以互補、非競爭的姿態出現，但結
果也未有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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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2008台灣印刷工業發展之策略(一)

文：張中一、沈淳茂、洪秀文、林郁雯／企劃訓練組

台灣印刷工業發展策略與措施自從民國八十七年經濟部工業局制定以來已有多年未曾正式修訂，而

隨著時代的演進，目前全球的印刷產業發展環境與技術演進已經有了大幅度的差異而且隨著消費趨勢的

急速改變，整個社會對於印刷的需求與功能性的突破也有更多的期待，台灣也必須加速研擬出未來5年內

的發展策略與重點，以作為政府、企業、學界與技術研究單位共同努力的指標，提升台灣印刷產業的競

爭力。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於民國九十七年接受經濟部工業局委託進行印刷工業發展策略與

措施的研擬，希望透過國內外印刷產業發展經驗資料的收集分析與國內產官學研界的共同討論，並配合

政府對於產業的各項補助措施，協助產業界振興起來，並且凝聚更多資源，發揮台灣印刷產業的優勢，

面對日益嚴苛的全球競爭。

壹、印刷產業定義
印刷是平面媒體與印紋資訊加工產業的一環，將圖像文字等資訊內容以直接或間接方式移轉到被印

材料上達到複製的目的，是增加產品價值或功能的重要工藝技術。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圖文資訊

的儲存與傳播發生了重大變化，也給印刷技術帶來了日新月異的變化，於是有了傳統印刷與現代印刷之

分。

傳統的印刷在廣義上是印前（印刷原稿製作及依照原稿使用各種技術方法製成印版的工藝過程）、

印刷（印版上的圖文資訊被移轉到承印物表面）、印後(裝訂、製盒及其他加工)的總稱。就狹義而言印刷

是指將印版上的墨色移轉到承印物表面的工藝技術。

隨著資訊電子、雷射和噴墨等技術在印刷中的廣泛應用，現在的印刷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隨著

印刷工藝技術的不斷發展，印刷的概念也與以往不同。因此，其定義可以概括為：使用平、凸、凹、網

版和其他無版列印方法，將原稿或載體上的文字、圖像資訊，借助於油墨或色料，移轉到紙張或其他承

印物表面，使文字或圖像等機能性紋路產生的工藝技術。

貳、印刷產業分類與特色
一、產業分類

前述，印刷產業受到電子、電腦及材料等科技之應用與發展，印刷技術不再只是印刷在紙張上，範

圍更擴大應用至塑膠、金屬、紡織製品、木材及石材等媒介上，依目前印刷業的產品的性質及印製的版

式分類，印刷產業可依下列幾項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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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性質分類

性質 產品 印製方式

文化

印刷類

以傳播知識為主，包括：書籍、報紙、雜誌期刊、文具⋯⋯

等等	
採用平版或數位印刷

商業

印刷類

以宣傳流通促進銷售為主，包括：包裝材料、海報、有價證

券、廣告招貼、標籤、型錄⋯等等

以平版印刷為主，也有需以凹

版、凸版或其他版式印刷者

工業

印刷類

以增加產品的價值或功能為主，包括：電路板、紡織品、儀

表板、手機面板、建築材料、玻璃、陶瓷、玩具⋯⋯等等	
方法因產品而異，惟以用網版

印刷居多

美術

印刷類
以複製美術品為主，包括：名畫複製、版畫印刷⋯⋯等等	 採用平版、數位印刷居多

數位內容

加值類

以平面印刷資訊內容再利用的項目。如電子書、電子報、電

子商務、資料庫管理、數位典藏、數位創作與加值等項目

其他類
以上分類未包含之項目，包括原稿創新、設計、公關行銷、

攝影設計、創意設計、出版設計、創意設計等整合行銷

(二)依版式分類

版式 印品特色 產品範圍

平版 利用水墨互斥原理，印紋部分

吸墨排水，非印紋部分吸水排

墨，印紋細緻而精美

適於黑白與彩色書籍、彩色雜誌、海報、高級信紙、紙

盒、月曆、報紙等的多色印刷品	

凸版

(柔版)
印紋部份微微凹下，印紋四周

有框邊的感覺

適於大量表格、名片、信封、信紙、紙袋、自黏貼紙或套

號碼的文字或簡單插圖印刷品、塑膠薄膜、利樂包飲料

凹版 1.		雕刻凹版─其印紋部份用手
觸摸時有凸出感，油墨濃厚

而結實

2.		照相凹版─其印紋看似有隱
約網點狀，又似連續調

1.1.		雕刻凹版─適於有價證券、鈔票的印刷，如股票、支
票、禮券、機票、油票、郵票、各式證照、獎狀

2.2.		照相凹版─適於大發行量的彩色雜誌、塑膠膜、OPP
等包裝印刷品

網版

(孔版)
印紋成毛邊狀，墨層厚實 適於平面及曲面的硬質、軟質印刷物體，包含塑膠面、車

外大型海報、印刷電路板、局部上光、轉寫紙、布料等

數位

(無版)
應用電子方式完成的印刷方

式，有使用乾式墨粉與液體油

墨兩種，前者印紋部份有微凸

狀，而後者則與平版近似

適於即時、可變印紋、少量多樣的套色或彩色印刷品

複合版式 結合上述版式者稱之 適於有價證券（高速公路回數票、鈔券、郵票）、童書、

高單價印刷品、精美包裝印刷品（菸盒、酒盒、CD盒、	
化妝品包裝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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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印刷產業特色

(一)	印刷市場走向依需、少量多樣化
(二)	印刷作業流程朝向數位化、網路化、遠距化生產流程發展
(三)	接受訂單生產的加工製造業與資訊服務業
(四)	印刷產業的技術與產品應用遍及各行業
(五)	技術與材料的主導性較弱
(六)	由生產導向逐漸轉向服務導向
(七)	受限於內需型產業，景氣波動影響甚大
(八)	專業分工細密，除少數一貫廠，其餘皆外包
(九)	合版印刷發展蓬勃，提供即時、快速、經濟的印刷服務

參、我國印刷工業發展現況

一、台灣印刷業廠商分佈現況

依台灣經濟研究院

2006年統計資料，台灣地
區全部產業廠商超過70萬
家，從業人數達910萬人，
平均人數13人，其中製造
業約16萬家佔23%，從業
人數約400萬人佔44%，平
均人數25人。而印刷產業
廠商計有9,298家，約佔台
灣全產業的1.3%，整體製
造業的5.8%，從業人數約7
萬4,384人，佔全產業從業
人數的0.8%，佔製造業從
業人數的2	%，廠商平均人
數8人，顯示印刷產業規模
小於製造業平均規模。

就各縣市分布狀況分

析，台灣地區印刷產業分

布狀況如下列表2，印刷產
業集中於台北市2,055家與
台北縣3,325家，合計5,380
家占比率高達58%，印刷
產業集中於北縣市形成高

度集中之產業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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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印刷教育與培訓現況

隨著電子傳播科技的發展，傳統印刷產業更是明顯受到資訊的衝擊，目前處於快速轉變的時代，印

刷業已不可將自己定位侷限在印刷機及紙張上，而應定位於資訊整合服務業，而以人才的需求，亦應走

出傳統師徒傳承的學習模式，透過正統、多元的教育訓練加以培訓及開發，使其不僅要符合印刷業界的

要求，更能接受未來的挑戰。基於回應目前趨勢考量，台灣印刷教育在教學課程上，無論從系所名稱的

更改還是新課程的開設等，也逐漸以考量現況及前瞻為原則做調整，不過也因為課程的多元化，原本紮

實的印刷專業訓練課程，在項目與時數上都相對減少，使學校教育與業界實務之間距離拉大，需以在職

教育加以補強。此外，因為目前學子的就業動向明顯傾向資訊業、傳播業，畢業後仍服務於印刷領域者

相當有限。為培植印刷業後進人才，產學合作的落實更顯重要。

肆、印刷產業歷年產值與進出口變化

一、台灣印刷市場現況

依據台灣經濟研究院產業經濟資料庫之產業調查統計資料，印刷及其輔助業(包括製版及裝訂加工)生

產總值與成長率，自1998年以來呈現穩定停滯型成長，於1998年產值達到720億高峰，隨後下降至2002年

680億低點，再至2005突破740億產值，現又呈現下降趨勢。對照台灣總體產業之成長率發現，印刷產業

成長率遠低於台灣總體產業成長率，同時可以發現當台灣總體產業成長率下降，印刷產業也跟著下降，

但是當總體產業出現大幅成長時，印刷產業成長率雖隨著台灣的景氣上升但是成長率緩慢，似乎印刷產

業有景氣落後但是領先衰退之現象，這項數據說明印刷產業屬於各項產業之附屬產業之特性，當各產業

面臨衰退時，印刷品成為企業為縮減支出降低成本最容易採行的措施與手段，因而形成印刷業出現領先

衰退的現象。同時印刷業產值佔台灣總體產業產值比率亦呈逐年下降現象，顯現印刷產業面對網路及數

位資訊之普及，在文化與商業印刷領域面臨低度成長現象，加上印刷業所依附之外銷產業外移亦影響整

體印刷業產值表現。

表 1：台灣印刷業1998-2007年期間生產總值摘要

年度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印刷業產值 72,191 69,025 70,105 64,552 63,634 68,001 70,951 74,025 71,098 70,174

年成長率 2.72% -4.39% 1.56% -7.92% -1.42% 6.86% 4.34% 4.33% -3.95% -1.30%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

從台灣近十年來的進出口產值可以發現，印刷的進口值雖然波動不大，但從產業整體比重來看，

是呈現下滑趨勢。主要原因可歸咎於台灣的內需市場近四年來在大環境的不景氣影響下，並無顯著的成

長，此外，台灣業者的設計與印製能力雙雙提升，也可能因此降低了對於進口印刷品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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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方面，出口值佔整體產值比重最高的時期在於1998年，也正是台灣印刷發展最為蓬勃的時期。

之後雖然佔產業整體比重有下降的趨勢，但廠商在技術上的精進與在市場的開發的努力，使得外銷產值

的表現扶搖直上，顯示台灣的印刷產業是有實力開發外銷市場的。不過台灣的印刷外銷向來靠廠商各自

的單打獨鬥，並未有整體性、策略性的市場開發計畫，未來要與其他印刷新興國家競爭，會越來越辛

苦。

在民國91年(2002年)中國大陸新聞出版總署和對外貿易部發佈《設立外商投資印刷企業暫行規定》中

明文規定允許設立從事包裝印刷品印刷經營活動的外資印刷企業。新政策的發佈無不為台資印刷企業在

大陸的發展創造了利多的環境條件，且因台商赴大陸投資設點的家數逐年增加，又因辦理世界博覽會、

北京奧運等大型國際性活動使印刷品需求大幅提升之故，導致台灣印刷品的出口重心逐漸從日本移往大

陸。從進出口統計數字上顯示，台灣對於中國大陸市場的依賴程度已經迅速的升高。

近幾年來中國大陸按照「新聞出版業一十五發展規劃」的要求，全國印刷工業產值的年均成長速

度維持在8%左右。以廣東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印刷產業帶、上海和蘇浙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印刷產業

帶，以及以京津為中心的環渤海印刷產業帶帶動了印刷業的蓬勃發展，具國際水準的大型印刷廠紛紛成

立，以一流的設備與生產流程，相對其他國家低廉的工資與生產成本，吸引了許多國際客戶的青睞。依

據2008年中國印刷業年度報告指出，就市場需求量最大的包裝印刷而言，中國大陸在世界上6,000億美元

的包裝消費市場排行中已經躍升為第三大，僅次於美國及日本，並將成為世界包裝業發展及市場開發中

心。台灣印刷產業的出口在未來如何與中國大陸、新興的泰國、印度、韓國、馬來西亞等國家競爭，不

僅要作技術面的提升，政策面、環境面都要有充分配合，加速推動具有指標性意義的大型印刷產業專業

園區，引進先進之印刷設備與作業流程，才能與這些在印刷工業發展上已經大幅投資的國家站在相同的

起跑點上競爭。

表 2：1998-2007印刷業進出口值

比較項目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出

口

金額

(百萬元)
7,049 6,751 7,765 7,864 7,574 7,197 7,429 7,424 7,578 7,565

年成長率

(％)
5.06% -4.22% 15.01% 1.28% -3.69% -4.98% 3.24% -0.07% 2.07% -0.17%

進

口

金額

(百萬元)
5,836 6,352 6,139 5,957 6,376 6,728 7,218 7,290 7,930 8,794

年成長率

(％)
1.14% 8.84% -3.35% -2.95% 7.03% 5.51% 7.30% 0.99% 8.79% 10.89%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

轉載自「印刷新訊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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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UNS 潮流．設計　解密大會紀實

掌握多元創意，超越印刷現況
名譽理事長　李長松

一位資深設計師的誕生，除了相關專業的創意與設計的技術與功力之外，絕大多數對傳統與數位印

刷基礎概念，多會有所涉獵，更會結合多種不同相關的應用經驗，發揮到日後的業務整合上。印刷行業

一直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連，身為印刷人，我們何妨也用另一種異業結合的角度，體驗一下跟印刷息息相

關的設計師，他們除了運用印刷掌握設計作品的視覺效應，發揮印刷影像的結合，呈現創意效果，爭取

無數創意商機之外，看看我們這些印刷人，除了現況，還有什麼可以讓我們更超越的。

有鑒於這些年來，由本人創立之《XFUNS	放肆創意設計雜誌》，已經在雜誌報導中讓讀者接觸與認
識許多創意設計師。今年二月，特別安排台灣三位知名設計師李明道、阿推、聶永真，與讀者面對面暢

談他們豐厚的創作經驗，也揭露他們過去一些經典作品背後的鮮為人知的創作過程，與創意思路軌跡，

一起為	2009	年台灣藝術設計氛圍，注入一股有別以往的設計新風潮。同時，現場也針對觀眾在創作實務
上的問題,	以及對於創作環境的疑慮，給予明確的經驗分享與意見交流。

第一階段「創作縱橫」
在第一階段「創作縱橫」中三位設計師暢談個人生活經驗與童年時期的夢想，李明道說，其實他

小時候並沒有任何和設計有關的夢想，不過可以確認的是，在他心裡一直住著一個小孩，因此在他的作

品中，我們經常看到童心未泯的趣味性與想像力—機器人。阿推說他小時曾幻想可以當太空人，這樣的

幻想或許也延續到他的科幻風格吧！接著聶永真提到，他曾想當個醫生，雖然最後並未實現，不過卻可

從他小時候的志向中窺見，他嚴謹的設計態度。從三位的經驗分享中可以發現三位創作者的藝術設計之

途，是這般的不經意，卻又與其創作風格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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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靈感來自何處
李明道率先發表他的經驗談，他說這一切的

根源都來自於他的兒子們，一份父親對於兒子的關

心與疼愛，每每出現在李明道的創作之中。生活中

的細節，更是不容忽視。認真生活就是最好的靈感

啟發。對於許多創作者而言，都會擔心「資訊焦慮

症」上身。

阿推也不例外。他說前一陣子看到時尚知名品

牌	Prada	的新品發表會中，全場的活動佈置以一位
知名藝術家的創作主題為訴求，讓他驚感藝術設計

的無遠弗屆，太多東西，需要去吸收，當然不要忘

記對任何事情都要有用不完的好奇心。

聶永真則是不斷的閱讀、不停的看展。在不同

的	Case	中，發掘多元的樣貌。

與客戶的溝通
其後，三位創作者分別聊到他們如何面對客戶

的高度期望，儘管有時會與自己的創作風格有所悖

離。不過，圓滿解決問題並完成作品，是他們創作

中最大的成就。聶永真回答，除了擁有良好的溝通

技巧外，千萬不要忘記保有自己一貫的創作風格。

阿推則建議最重要的是耐力，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

人，準備好之後，接著就會有一連串的考驗，所以

耐力扮演著非常重要的創作元素。

另外，阿推的創作類別有「理想與現實」之

分，客戶要什麼就創作出符合客戶需求的稱為—

「現實作品」，為自己創作則是—「理想作品」，

有時候理想作品的是留給懂得欣賞的知音，於適當

的時機，將作品發表出去。這就是阿推的創作分

享。李明道則給了一個最貼切又關鍵的分享，那就

是「熱情」。今天不管哪個行業，失去了熱情，等

同於放棄了一大半。對於數位與傳統工具創作差異

性的看法，三位都同意工具只是一個創作的過程，

重點是創意的發想與創作習慣的掌握。

與世界的設計潮流接軌
談到台灣的設計如何與世界設計潮流產生激盪的火花時，李明道和阿推都舉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阿推說，曾在一個電視頻道上，看到一個從小在日本長大的黑人嘻哈歌手，唱起日本演歌，當時的精采

畫面，至今印象深刻。他看到東、西方文化的反差衝突下，卻有著如此完美結合，令人感動萬分。李明

道則說，如果一個白人唱起歌仔戲比楊麗花好，或許大家都不相信。其實這說明了，任何東西的成功，

都要很清楚的把自己表現出來。不管你來自哪裡，只要主題夠明確，風格獨具特色，自然而然，已經為

自己開創一條通往國際設計殿堂的大道。

李明道暢談創作經驗

聶永真解開時尚設計秘密

阿推發表漫畫與公仔創意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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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問答時間
我們特別安排一些時間給現場觀眾發問機

會，將一些關於設計創作的疑問，在這場難得的

座談會裡找到解答。現場的所有問題都請現場三

位創作者一一回答。

首先第一個由現場觀眾提出的問題是：「國

外領導潮流的趨勢已司空見慣，那麼關於國內的

潮流在哪？」

聶永真說：「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國內

欠缺一個成熟的媒體做有效的國際行銷，目前都

還只是學習的階段。」

阿推補充說：「因為沒有一個能力強的系統

來支撐，也就是沒有一個分工系統。對於需要全心全力創作的人而言，都要花費很多的時間去打點好所

有的細節，這足以耗損大部分創作者的創意精力。在這樣的創作環境底下，最後的作品可能會被大打則

扣。」

最後李明道統整兩位創作朋友說到：「從個人凝聚能量，再往外擴散，有競爭力，才有成功的籌

碼。」

接著第二個問題事：「如何推動自己的作品？」聶永真說：「好的作品不寂寞，所以作品夠好，自

然而然就會吸引大家的注目。」李明道希望大家先從作品是否可以感動人心為出發點，「好的作品要先

感動自己，接著是身邊的親朋好友，有了他們的加持與鼓勵，才有更多的信心接受外面的批評指教。」

阿推則以主動出擊為首要條件，「隨時尋找機會，將準備好的作品推薦出去。」礙於時間的關係，我們

第一階段的問答時間，在踴躍的舉手發問中，不得不先暫時告一個段落。

第二階段的「創作解密 / 功夫展示」
在第二階段的「創作解密	 /	功夫展示」，三位設計師同時為我們揭露他們的創作密碼，分別介紹大

家所熟悉的商業作品，然後像洋蔥般，一層一層為我們剝去創作的華麗外衣，直搗設計核心所在。

緊接著，Adobe台灣區夏榮慶經理與我們分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在現場為大家展示	
Adobe	CS4	最新軟體技術與設計功能，並結合三位創作者的經驗，與成功的使用案例，為每一位與會的觀
眾，帶來一波波精采的設計浪潮。

在與設計師精彩的對談結束後，最刺激的「樂透時間」，所抽出的最大獎為Adobe所提供的Adobe	
CS4	Design	Premium軟體一套（價值8萬元整），在歡樂驚喜的氣氛中，為座談會畫下完美的句點。

會場一角

全體參與座談講師合影Adobe頒贈獎品給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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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德堡印後加工設備
台灣海德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印後加工/柔版設備�總經理�胡勝英

德國海德堡印刷機材公司150幾年來一直以來都是專注在張頁印刷機的研發與生產，因此印刷及印刷

機與海德堡常常是密不可分的且互為代名詞。而高品質印刷又與海德堡相互連結常常也是密不可分。

自從1997年海德堡購入了Stahl	摺紙機公司以後，就將印後加工的生產設備納入了海德堡專業領域的

一環。經過不斷的研發及改進 ，而陸續在市場上推出了，砸盒機（Die	cut）騎馬釘機及無線膠裝機，而

後又在印前設備的研究開發也不遺餘力，如今一個印刷新紀元的開始海德堡已是印刷一貫化的設備的完

全提供著了。

我們海德堡所提供的膠裝機，是經由我們自有的研發團隊花了很長一段時間不斷的測試修正，	經
最後零組件的確定而完成了其產品系列。其外觀的設計極為強眼，不論那種型號都像是一個完美的藝術

品。

我們海德堡提供的膠裝機有一貫化生產的EB4000型以及手動生產的四個夾頭的EB1300以及單個夾頭

的EB600，其特點是不論一貫化或手動生產其基本設定皆是全自動設定，只要將要生產書本的數據經由觸

控面版上直接輸入即可。當然也可以機邊微調。

我們很榮幸能獲得貴會許賢哲常務理事所屬的科藝數位印刷有限公司，採用海德堡數位膠裝機

EB600，此機型為一個夾頭的手動式膠裝機，雖然它只是一個夾頭，但所有機械結構皆是以大型機為範

本，其適用於短版少量的訂單及樣書的生產。其機械特點如下：

EB4000

EB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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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觸控式面版
	自動設定：

•	 夾頭自動設定依書本厚度	
•	 依書本厚度自動書背寬度噴膠設定	
•	 依書本厚度自動邊膠塗佈設定	
•	 依書本厚度自動設定書背夾緊裝置	
•	 依書本厚度自動設定封面壓線	
•	 依書本封面寬度自動設定封面與內頁前、後位置	
•	 依書本厚度自動設定收紙軌寬度調整	

	送紙飛達自動偵測安全系統	
	可調整大小的齊紙震動台	
	自動夾頭開合運轉	
	可調整書背研磨高低：0∼3	mm
	書背處理台及整合式研磨工具：

•	 磨粉刀具

•	 可調整高低打溝刀具

•	 可調整高低磨紙纖刀具	
•	 毛刷清紙灰裝置	

而此次科藝數位印刷有限公司陳總經理所購的EB600是為熱熔膠系統，其特性如下：

	新型書背熱熔膠塗佈系統有：

•	 工作原理及結構皆與EB	4000型相同

•	 獨立控制熔膠溫度	
•	 非常容易調整及操作	
•	 高效率	
•	 可由生產書本量估算使用的膠量	
•	 非常精準的書背及邊膠塗佈

除此之外我們海德堡也提供書背PUR膠塗佈裝置在各個機型做為選配。這裡特別說明的是海德堡所

提供的PUR系統是噴射式書背塗佈，其運用容積工作原理（意為－噴出的量是經由齒輪泵浦控制）的方

式操作。

	此系統的特點是新型PUR噴射塗佈系統	有：
•	 容積測量工作原理（意為-	噴出的量是經由齒輪泵浦控制）

•	 獨立控制熔膠溫度

•	 非常容易調整及操作	
•	 高效率	
•	 可由生產書本量估算使用的膠量	
•	 非常精準的書背及邊膠塗佈	
•	 邊膠膠筒及書背膠PUR膠筒是分開調整溫度，而噴膠系統是由一送出管及一回流管構成	
•	 噴膠系統是不會有異物掉入膠爐的故慮	
•	 分離式的熱熔膠邊膠裝置	

當然此機還有許多特點因此台灣海德堡將在此機按裝測試完成後，將與科藝數位印刷有限公司共

同舉辦一個產品說明會地點就在科藝數位印刷有限公司，同時也為慶賀科藝公司的新廠房及新設備的起

用。也歡迎各位舊雨新知一同參與，詳情請密切注意。

EB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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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第十五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會第十五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
98年1月9日（星期五）下午6時假雙囍門台
菜海鮮餐廳(台北市忠孝東路五段297號4樓)
召開，會中並審議通過了
一、本會97年11、12月份收支對照表及資產

負債表。
二、尤尼旺企業有限公司等六家申請入會。
三、本會98年度工作計劃暨歲入歲出收支預

算表審查。
四、本會97年度歲入歲出決算表審議。

五、力升彩色印刷實業有限公司等73家因歇
業、遷移、拒繳或不明等原因應予停
權。

六、本會第十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日期、地
點及紀念品購買額度。

七、本會會所修繕內容及經費追認。
八、本會網站廣告贊助價目追認。
九、本會章程修改審議。
等案，會議並於下午七時二十分圓滿結束。

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第十五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會第十五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
98年3月13日（星期五）下午6時假庭園會館
(台北市徐州路2號)召開，會中並審議通過
一、本會98年1、2月份收支對照表及資產負
債表。

二、審議九龍有限公司等六家申請入會，及
新陽印刷事業有限公司等六家申請加入
本會為贊助會員。

三、本會會員名冊審核。
四、為財政部印刷廠定位不明，與民爭利，
實有委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平
交易委員會及內政部等相關單位說明之
必要，敦請中華民印刷七團體理事長暨

常務理監事聯席會，以中華民國印刷七
團體名義函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公平交易委員會及內政部等相關單位說
明。

五、為弱勢團體以不公平手段搶標，破壞採
購法公平性，實有委請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及內政部等相
關單位說明之必要，敦請中華民印刷七
團體理事長暨常務理監事聯席會，以中
華民國印刷七團體名義函請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及內政部
等相關單位說明。

等案，會議並於下午七時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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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場景 台北市商業會監事會召集人呂三郎先生致詞

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董事長陳哲三先生致詞 台灣省印刷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理事長邱垂裕先生致詞

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第十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本會第十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於98年3
月14日（星期五）下午2時30分假台北市萬
華區行政中心禮堂（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

120號13樓）召開，會中冠蓋雲集，更添大
會光彩，會中並審議、追認通過

一、本會九十七年度歲入歲出決算、收支報

告表、資產負債表及財產報告表。

二、本會九十八年度工作計劃暨歲入歲出預

算表。

三、本會章程第六、十及三十條部份內容修

改。

四、為財政部印刷廠定位不明，與民爭利，

實有委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平

交易委員會及內政部等相關單位說明之

必要，敦請中華民印刷七團體理事長暨

常務理監事聯席會，以中華民國印刷七

團體名義函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公平交易委員會及內政部等相關單位說

明。

五、為弱勢團體以不公平手段搶標，破壞採

購法公平性，實有委請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及內政部等相

關單位說明之必要，敦請中華民印刷七

團體理事長暨常務理監事聯席會，以中

華民國印刷七團體名義函請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及內政部

等相關單位說明。

等案，會議並於下午四時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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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議員蔣乃辛服務處主任周政德先生致詞 台北市議員陳玉梅小姐致詞

陸理事長致贈60週年特刊予台北市議員蔣乃辛由周主任代收 立法委員林郁方辦公室主任裘方彬先生致詞

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高中組得獎者合影 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大專組得獎者合影

◎ 重要訊息 ◎
本會網站已啟用，凡電子郵件信箱在本會有資料（尚未告知者請儘速告知）之會員，本會均已登錄
註冊完成，敬請依收到之公會網站啟用之帳號及密碼，進網http://www.tcpa88.org.tw/瀏覽使用，倘
若您因公忙未能順利收到公會寄發之啟用電子郵件，請來電查詢，謝謝！
同時，本會歷來週知會員之公會電子報（政府採購網商機），在中華電信支持下已將「政府採購
網個人加值服務會員專區」完整建構於本會網站（http://www.tcpa88.org.tw/）內，免費提供會員點
閱，此即時之商機資訊，絕對比每日等候公會以E-mail傳送之電子公報更為迅速、確實，而且除了
招標資訊外，更多加了決標資訊供各會員點閱參考。
公會電子報（政府採購網商機）服務預計自98年5月起，將移轉至公會網站「商機搜尋」之內!
敬祈各會員儘速至本會網站熟悉操作，倘操作上有任何疑問，請直接與本會會務人員聯繫，謝謝!





經營理念

在日新月異電腦科技急速發展下，公司為了要永續經營下去，必須要融合電

腦科技技術，以改變生產流程並提高生產量及品質。中益堅持「信譽、踏實、公

道、創新」一貫經營理念，在這三十多年歲月裡，戰戰兢兢、腳踏實地經營，受

到客戶肯定與支持，如今現已完成從設計企劃、電腦繪圖、電腦排版、分色、圖

文組頁、打樣、輸出、印刷，真正做到電腦印刷系統之ㄧ貫作業。

未來展望

人要有慾望、有競爭才有進步，公司也是一樣，不進則退，在公司未來展望

中，以人才之培訓為第一優先，發揮個人專長，進而完成生產流程的自動化，已

達到最終無底片印刷為目的，真正做到全面自動化、無污染，創造潔淨的印刷環

境，同時也誠懇希望客戶能夠大力支持，期望創造一片美好的明天。

服務項目

企劃設計、電腦繪圖、電腦排版、分色、圖文組頁、電腦打樣、輸出、晒

版、印刷、加工ㄧ貫作業

家美工業區全景

公司門面

地  址：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 2 7巷 1 8號 2樓
電  話：( 0 2 ) 2 2 4 0 - 0 0 5 5   傳真：2 2 4 7 - 5 8 6 9
網  址：h t t p : / / w w w . p r i n t i n g . c o m . t w
E-mail：c h u n g y e @ m s 1 2 . h i n e t . n e t

信譽‧踏實‧公道‧創新

印刷精品‧盡在中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