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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權益維護—建請中央機關小額採購金額應隨物價指數機動調整案

　　本會鑑於政府採購法施行迄今已整整十年，各項採購金額限定從未調整，反觀物價指數
十年來已上調一成有餘，故為確實反應市場環境，機關小額採購金額實應隨同物價指數之變
動予已調整。
　　為此，本會於台北市商業會第14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中提出「建請台北市商業會向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力爭中央機關小額採購金額應隨物價指數機動調整案。」旨在為爭取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行之有年，卻從未實際
反應物價波動所造成的影響，茲將建議案全文揭示如下：

台北市商業會第14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提案

提案人：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案　由：建請台北市商業會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力爭中央機關小額採購金額應隨物價指數機動

調整案。

說　明：一、政府採購法自民國87年5月27日公佈，其中第十二條第三項、第十三條第三項及第

四十七條第三項所規定關於「訂定查核金額」、「公告金額」及「中央機關小額採購

金額」等確切金額，業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88年4月2日以（88）工程企字第

8804490號函示：

　　　　　　１、查核金額：工程及財物採購為新台幣五千萬元，勞務採購為新台幣一千萬元。

　　　　　　２、公告金額：工程、財物及勞務採購為新台幣一百萬元。

　　　　　　３、中央機關小額採購：為新台幣十萬元以下之採購。並自88年5月27日起實施。

　　　　二、�查行政院主計處98年公佈之消費者物價指數（其基期民國95年為100），88年年均為

94.73，97年年均為105.39，物價指數已上調10.66。

　　　　三、�鑑於政府採購法施行迄今已整整十年，各項採購金額限定從未調整，反觀物價指數十

年來已上調一成有餘，故為確實反應市場環境，機關小額採購金額實應隨同物價指數

之變動予已調整。

辦　法：�建請台北市商業會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力爭中央機關小額採購金額應確實反應市場環

境，隨物價指數機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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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第五期會務報導

　　本會為積極服務、協助會員拓展商機、

開發政府市場及配合「節能減碳」政策，特

商邀中華電信於98年5月22日下午假地點：

中華電信台北北區營業處（北市建國北路二

段216號4樓電腦教室）再舉辦了一場專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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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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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倘各會員同業

先進們如有操作上之問題，歡迎隨時來電公

會，必將詳盡解說。

《輕鬆上網做生意》－「電子領（投）標」
政府電子採購網說明會（二）

說明會場景之三說明會場景之二

說明會場景之一副理事長陳景浪先生於說明會致詞

湖南省印刷協會蒞台參訪
　　湖南省印刷協會一行於98年7月15日至20日由該會常務副會長黃泰信先生帶領蒞台參

訪，本會代表在陸理事長帶領下，於98年7月20日下午假台北市政府宴會廳交流會談，雙方

言談融洽，並達成爾後產業訊息互通、觀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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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印刷協會常務副會長黃泰信先生湖南省印刷協會蒞台參訪團與本會代表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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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第十五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會第十五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

98年5月8日（星期五）下午6時假天成大飯

店2樓國際廳(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43號)召
開，會中會務工作報告了

為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起廢止，

本會已將相關因應對策於網站上周知會員，

同時鑒於營利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均已廢

止，故本會原發放之「投標比價證明書」已

無資料供載，將予以停發。爾後將僅發給

「會員證書」及附給「全國工商行政網」網

站中登載之資料供會員使用。

並審議通過了

一、本會98年3、4月份收支對照表及資產負

債表。

二、熙田廣告股份有限公司等五家申請入

會，及東聖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等三

家申請加入本會為贊助會員。

三、為本會網站永續經營擬就理監事中培育

資訊幹部人才。

四、入會審議案中「贊助會員」一詞應圓融

釋示。

等案，會議並於下午七時圓滿結束。

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第十五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會第十五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

98年7月10日（星期五）下午6時假彭園湘菜

館(板橋市雙十路二段239號4樓)召開，會中

各委員會工作報告如下：

出版委員會：

本會會訊廣告前已有各理監事均應至少負責

一篇之規約，因此希望各理監事們能廣為招

募，同時並踴躍提供稿件增加會刊內容。

聯誼委員會：

為98年度國內自強活動籌辦，聯誼、總務二

委員會業於7月6日及7月9日二度探勘漆彈場

地，但均不甚滿意，在此尚祈各位理監事踴

躍建言籌辦方向、地點。俾便98年度自強活

動順利舉辦。

產經發展委員會：

98年度下半年預定與恆昶、永豐餘、海德堡

等產業公司，暨邀請文化、世新、台藝大等

學術單位之教授等，興辦三場產學研討會，

本建議規劃事項並將在臨時動議付議後執

行。

並審議通過

一、本會98年5、6月份收支對照表及資產負

債表。

二、全酋紙業有限公司等七家申請入會。

三、假公會會所籌辦會員才藝班。

四、98年度下半年擬興辦產學研討會二至三

場。

等案，會議並於下午七時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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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第五期產業訊息

　　第三屆台灣金印獎於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進行頒獎。共計有圖書印
刷類、雜誌印刷類、新聞印刷類、廣告印刷類、特殊被印材類、票券印刷類、綜合印刷類、
文具印刷類、包裝印刷類等16個獎項。其中競爭最為激烈的圖書印刷類由采泥藝術印刷股份
有限公司承印的「人間萬事12冊套書」榮獲第一名，而雜誌印刷類由左右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承印的「旺WON德DER福FUL」奪冠。
　　本屆金印獎頒獎典禮由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主辦、中國印刷學會、中華印刷
科技學會、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印刷暨機材工業同業公會、台灣省印刷商業同
業公會聯合會、高雄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共同協辦。頒獎典禮請到指導單位經濟部工業局杜
紫軍局長蒞臨致詞並對於印刷產業積極提昇的表現予以肯定，同時也頒發台灣印刷產業貢獻
成就獎給印刷七團體所推薦的業界前輩，包括魏尚敬先生、王聯鎰先生、嚴長庚先生、楊憲
郎先生、蕭耀輝先生、王益宏先生、王添丁先生，以表彰他們為印刷產業的貢獻。
　　本屆金印獎召集人，也是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董事長陳哲三先生致詞時表
示，為了推動金印獎的國際化，本屆特邀香港印藝學會執行委員陳培基先生參與評審，同時
為了落實“Printed in Taiwan＂的理想，希望藉由金印獎做為推廣台灣印刷產業的前導，並將
得獎的優異印刷作品推展到國際來證明印刷產業的品質與創意。過程當中除了業界自身的努
力，也希望受到政府單位的重視與肯定一起推動。
　　金印獎各類獎項之評分經過初審、複審後決定名次。評審團之成員來自印刷界、設計
界，與廣告界之專業人士，以兼顧印刷品在創新與技術上的表現。評審團主席蕭耀輝先生並
於會中說明評審方式。本屆得獎名單由頒獎人當場宣佈，為頒獎典禮製造了驚喜。典禮會場
並展示了本屆的入選作品，讓與會人士也可藉此機會觀摩其他廠商的印製作品。
　　相關活動訊息刊載於「印刷智庫」網站，網址：www.ptri.org.tw。

第三屆台灣金印獎頒獎典禮圓滿成功

本會顧問王益宏先生榮頒台灣印刷產業貢獻成就獎 本會顧問暨理監事們出席第三屆台灣金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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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7月29日第三屆台灣金印獎頒獎典禮中，本會會員榮殊甚多，而能在此一落實＂

Printed in Taiwan＂暨向國際證明台灣印刷產業的品質與創意的「台灣金印獎」中出類拔萃，
脫穎而出，足見各會員廠商之卓著能力，藉此本會除表恭賀之意外，並將其得獎作品及獲頒
殊榮時之留影呈現如下，也讓會員同業們共享喜悅。

第三屆台灣金印獎得獎芳名錄

雜誌印刷類第一名
得獎廠商：左右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得獎作品︰旺【WON】得【DER】福【FUL】

類���������別 名次 廠������������商 類���������別 名次 廠������������商

圖書印刷類

第一名 采泥藝術印刷(股)公司 文具印刷類

A信封信紙類

第二名 宏國印刷事業(股)公司
第二名 中華彩色印刷(股)公司 第三名 樺致形象設計有限公司

第三名
科億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佳  作 宏國印刷事業(股)公司
長流美術館 文具印刷類

B賀卡類

第一名 十分視覺整合設計有限公司
佳  作 宏國印刷事(股)公司 第二名 一飛印媒體資訊(股)公司

佳  作 科億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佳  作 菘逸紙業有限公司
賽尚圖文事業(股)公司

文具印刷類

C筆記本類

第一名 邦迪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佳  作 一飛印媒體資訊(股)公司 第二名 裕華彩藝(股)公司

雜誌印刷類

第一名 左右設計(股)公司 第三名 科樂印刷事業(股)公司

第二名
科億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佳  作 振暉美術印刷有限公司
英特發股份有限公司 佳  作 一飛印媒體資訊(股)公司

第三名 秋雨印刷(股)公司 佳  作 永華印刷(股)公司
佳  作 科樂印刷事業(股)公司 包裝印刷類A紙袋類 第三名 立德印刷(股)公司
佳  作 秋雨印刷(股)公司

包裝印刷類

B紙盒類

第一名
花王企業(股)公司

佳  作 裕華彩藝(股)公司 風潮音樂國際(股)公司

新聞印刷類
第三名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名
小福專業國際印刷有限公司

佳  作 香港商蘋果日報出版發展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學學文創志業(股)公司

廣告印刷類

A海報型錄

第二名 印像工程 第三名 台灣菸酒(股)公司-林口印刷廠

第二名
科億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佳  作 富朗廣告
宏碩文化事業(股)公司 佳  作 采泥藝術印刷(股)公司

第三名 立德印刷(股)公司 包裝印刷類

C紙箱類

第一名 永豐餘工業用紙(股)公司桃園

第三名
科億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第二名 正隆(股)公司燕巢廠
宏碩文化事業(股)公司 佳  作 品冠紙業(股)公司

佳  作 富朗廣 佳  作 品冠紙業(股)公司
佳  作 永華印刷(股)公司 特殊印刷類

A標籤印刷類

第二名 永豐紙業(股)公司

廣告印刷類

B月曆

第一名 裕華彩藝(股)公司 第三名 百聯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第二名
科億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佳  作 梓菻科技貿易有限公司
集思創意設計顧問(股)公司

特殊印刷類

C複合材料印製品類

第一名 興台彩色印刷(股)公司
第三名 一飛印媒體資訊(股)公司 第二名 一飛印媒體資訊(股)公司
佳  作 中華彩色印刷(股)公司 第三名 邦迪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佳  作 永豐紙業(股)公司 佳  作 十分視覺整合設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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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印刷類第三名
得獎廠商：秋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得獎作品︰Design Stars Boulevard

廣告印刷類-B月曆佳作
得獎廠商：永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得獎作品︰雕刻凹版-台灣特色建築

雜誌印刷類佳作
得獎廠商：秋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得獎作品︰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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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具印刷類-C筆記本類第一名
得獎廠商：邦迪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得獎作品︰邦迪抽取式活頁筆記本-數字系列

特殊印刷類-A標籤印刷類第二名
得獎廠商：永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得獎作品︰極品甜白酒酒標

包裝印刷類-B紙盒類第二名
得獎廠商：小福專業國際印刷有限公司+學學文創志業　得獎作品︰課程誌/一口一口新年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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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印刷類-C複合材料印製品類第三名
得獎廠商：邦迪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得獎作品︰城市旅人-德國系列

票券印刷類第一名
得獎廠商：永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得獎作品︰運動紀念套票

特殊印刷類-C複合材料印製品類佳作
得獎廠商：辰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奧亞整合行銷網股份有限公司　得獎作品︰露得清 深層淨透卸妝油 陳列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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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券印刷類佳作
得獎廠商：華磁票券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得獎作品︰精品玩具公仔保證卡

綜合印刷類第二名
得獎廠商：辰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奧亞整合行銷網股份有限公司　得獎作品︰媚比琳 羽透光粉底液 陳列架

綜合印刷類第一名
得獎廠商：辰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奧亞整合行銷網股份有限公司　得獎作品︰萊雅 金馬獎影展 陳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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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中華印製大獎頒獎典禮
　　第二屆中華印製大獎由2007年底至2009年3月初，共徵集了近800件參賽作品，涵蓋了書

刊、包裝、報紙、數碼、標籤、絲網等印刷領域，作品讓人耳目一新。評審工作已於2009年

3月27至29日在東莞進行，由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和台灣的五位專家擔任評審委員，本著公

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對參與這次大獎的作品進行了初審、二審及終審。

　　頒獎典禮於2009年5月29日中午假座香港君悅大酒店隆重舉行，頒發全場大獎、28個金

獎、31個銀獎、36個銅獎、92個優秀作品及4個印刷技術工藝創新評委推介獎。

香港印刷業商會七十周年會慶暨第三十六屆理監事會就職典禮
　　香港印刷業商會於5月29日假香港君悅大酒店舉行的70周年慶祝晚會暨第36屆理監事會

就職典禮，邀得香港特區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中聯辦副主任黃蘭發先生、香港特區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先生及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先生主禮，廣東省政協常委陳俊年先生及

廣東省新聞出版局副局長楊廣銳先生也於台上共同見證這個重要時刻。

　　慶祝晚會筵開四十席，期間香港印刷業商會頒贈紀念品予廣東省政協常委陳俊年先生，

感謝他一直對香港印刷業的關心和重視；又贈送禮物予中國印刷技術協會名譽理事長武文祥

先生，慶賀他入行60年；另送上紀念品予各贊助商及「綠頁．革命」設計比賽評判，以表達

本會由衷的謝意。與此同時，兩岸四地眾多機構組織也送上賀禮，熱烈道賀。晚會在歡樂而

熱鬧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本會陸理事長與與會嘉賓於中華印製大獎合影 本會出席第二屆中華印製大獎代表們合影

本會出席香港印刷業商會70週年慶代表們於會場留影 陸理事長代表本會致贈獎座祝賀香港印刷業商會70週年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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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兩岸四地印刷業交流聯誼會
　　一年一度的「兩岸四地印刷業交流聯誼會」，匯聚了大中華地區印刷界的翹楚，就共同關
注的課題交流討論。第七屆的會議再次由香港印刷業商會承辦，於5月29日假座香港會議展覽中
心舉行，以熱門話題「抗海嘯，謀發展」為主題，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和澳門的印刷界
代表，分享各地面對金融海嘯的情況，共謀發展對策，促進交流聯繫。
這次會議由香港印刷業商會羅志雄名譽會長擔任主持，兩岸四地相關機構組織共派出約百位代
表出席。
　　會議由兩岸四地的八位講者演講之後，各地與會者踴躍發言，表達寶貴意見，充分達到互
動交流的目的，最後會議在熱烈的掌聲下結束。以下為會議的精華內容。

香港印刷業商會楊金溪理事長：
堅定信心，迎接挑戰；把握機遇，化危為機
在金融海嘯影響下，企業如何化危為機，為
未來創造更美好的發展機會？楊金溪理事長
重點談到兩方面，一個是企業在金融海嘯壓
力下如何強身健體，提升自身的競爭力，另
一個是如何積極找尋和擴展海內外市場。楊
金溪理事長也呼籲政府進一步推出更多有利
於企業發展的政策，為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締
造更好的機會。

廣東省新聞出版局楊廣銳副局長：
攜手合作，共渡時艱，努力開創兩岸四地印
刷業和諧共進的美好明天
楊廣銳副局長指出，廣東省對印刷業非常重
視，印刷業是廣東省文化產業中的支柱產
業。廣東省新聞出版局最近提出準備促進產
業發展的八大戰略，就是：調查研究、服務
興業、人才興業、管理興業、科技興業、品
牌興業、區域協作、調整升級以及走出去的
發展戰略。楊廣銳副局長又強調，印刷業是
具有低污染、低能耗、高效益的特點，現代
印刷業是高新技術產業。

中國印刷技術協會
張雙儒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
堅定信心、苦練內功、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步伐
張雙儒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分析了中國印
刷業發展的基本態勢，強調企業要大力推進
創意印刷，加快企業轉型升級步伐；用高新
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加快轉變增長方式；實
施精細管理、全員參與，向管理要效益，使
企業獲得更好的生存發展。此外，加強兩岸
四地印刷同業的合作，可提升大中華印刷整
體競爭力。

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
王德茂常務副理事長：
中國印刷工業最新情況
王德茂常務副理事長表示，現在的印刷是一
種為社會全方位服務的加工配套業務，每一
個企業、個人的生產、生活都離不開印刷。
因此，印刷大有用武之地，還有很多市場需
要我們開拓。印刷又必須緊貼市場需要，因
此每一種印刷都應該是「按需印刷」。此
外，現時中國印刷產能過剩，必須向國際拓
展海外市場。

深圳市新聞出版局尹昌龍副局長：
自主創新，應對危機
尹昌龍副局長認為，金融海嘯一方面令印刷
行業受到衝擊；但同時也帶來了積極的影
響，因為行業遲早需要面臨自我調整，金融
海嘯來襲，正好使以往造成行業惡性競爭、
肆意降價、市場秩序混亂的一部分企業被淘
汰。文化和科技的緊密結合，創新和創意的
水乳交融，可能是未來應對金融危機、進行
創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選擇。

台灣出席第七次兩岸四地印刷業交流聯誼會代表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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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陳政雄常務理事：
圖文傳播的印刷在文化發展歷久彌新
陳政雄常務理事從印刷對傳播人類文明的貢
獻，以及在歷史長河中的發展、演變，從傳
統走進高新科技的歷程，作出簡單而精彩的
介紹。他道出了印刷與高新科技密切相關，
而數字化與網絡化更是印刷未來發展方向。

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殷慶璋特別顧問（台北市印刷公會理事）：
台灣印刷業的發展與展望
殷慶璋特別顧問認為，印刷業突破之路可
以有六個方面：同業結盟、異業結盟與整
合、體質改善、建立共同平台和學習逆勢操
作。近年，台灣印刷業有三種新營業模式，
就是合版印刷、數碼印刷和IMD (In mold 
decoration) 模內裝飾。最後，他展望兩岸四地
政府與印刷產業通力合作，全力共謀發展。

澳門印刷業商會丁紹雄理事長：
澳門印刷業發展展望
澳門印刷業商會丁紹雄理事長表示，全賴中
央政府的全力支持，適度的政策實施包括自
由港、低稅率、財政獨立、博彩業經營以及
CEPA簽訂後實施自由行等，擴大了澳門市場
規模和發展空間。近來，澳門特區政府推出
十項措施中，繼續發展適度多元化經濟，全
面強化對中小企業援助。所以，澳門印刷業
同業對前景都是非常有信心。

　　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於95年12月26日提出「模內裝飾印刷色彩圖形之補償方法」專利申
請(案號：095149053)，於98年3月23日獲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核准審定通過(發文字號(98)智專
一(五)05134字第09820162950號)。本發明為有關一種模內裝飾印刷色彩圖形之補償方法，係將
模內裝飾(IMD)印刷中經由熱壓成型、射出成型，或是熱轉印昇華後之程序，其印刷圖紋被沖刷
後，其色彩與圖形(包括色塊、網點)會因為經過高溫高壓，而產生色彩偏差，或是圖形變形之現
象，以利用本發明補償方法中所得到之數學運算程式，分別將印刷已經變形之色彩與圖形，計
算出其變形量與色差之差異處後，予以回饋補償，使原本之變形量與色差，在原始製版時就先
已預將其計算在內，再經印刷和射出成型後，即可以模擬得到原始想要之圖形和色彩，進而獲
得最佳化之印刷條件；如此，即可改善習用模內裝飾印刷所產生色彩偏差，或是圖形變形所衍
生之各項缺點。
　　若須進一步了解可洽該中心研究發展組，將竭誠為您服務。

印研中心研發「模內裝飾印刷色彩圖形之補償方法」
發明專利獲智財局核准通過

本會顧問陳政雄先生於兩岸四地印刷業交流聯誼會中發表專論

本會理事殷慶璋先生於兩岸四地印刷業交流聯誼會中發表專論 第七屆兩岸四地印刷業交流聯誼會與會嘉賓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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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磚引玉為賑災—有您無私之奉獻相信明天會更好
　　茲因八八水災重創南台灣，

致我同胞流離失所，亟需各界本

人飢己飢、人溺己溺之心，慷慨

解囊，熱心捐輸，以為其儘速重

建家園之所需，因此本會在陸理

事長暨理監事同仁們以籌募新台

幣壹拾萬元善款，達成此次賑災

八八水災之共識，並以「台北市

印刷商業同業公會暨各理監事」

之名，向內政部捐贈八八水災賑

災款。略盡我等綿薄之力，反餽

社會。也希望藉由此一拋磚引玉

之舉，喚起更多之回響，而因有

您無私的付出，相信我們的未來

會更好。

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暨理監事88水災愛心捐款徵信錄

捐  款  單  位 金額 捐  款  單  位 金額捐  款  單  位 金額 捐  款  單  位 金額

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恆展印刷有限公司

光隆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科藝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邦迪印刷設計有限公司

文匯印刷資訊處理有限公司

七宏印刷有限公司

萬達打字印刷有限公司

綜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聖日企業有限公司

日昌印製廠股份有限公司

盈濤印刷品有限公司

貳萬元

壹萬元

伍仟元

叁仟元

叁仟元

肆仟元

叁仟元

叁仟元

叁仟元

叁仟元

壹仟元

壹萬元

弘明印刷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尚美圖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元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元豐印刷企業有限公司

中益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先施文具印刷有限公司

冠順數位有限公司

鴻霖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成益紙品有限公司

全能辦公事務用品有限公司

力久印刷攝影有限公司

承亞興企業有限公司

壹仟元

壹仟元

壹仟元

壹仟元

壹仟元

壹仟元

壹仟元

壹仟元

壹仟元

壹仟元

壹仟元

壹仟元

千奇印刷有限公司

布萊特數碼科技有限公司

長達印刷有限公司

順裕印刷有限公司

維美資訊用品印刷有限公司

長松文化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志泰印製有限公司

友坤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利豪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漢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徐維宏

壹仟元

壹仟元

伍仟元

叁仟元

叁仟元

壹仟元

壹仟元

壹仟元

壹仟元

壹仟元

壹仟元

壹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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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2008台灣印刷工業發展之策略(下)

文：張中一、沈淳茂、洪秀文、林郁雯／企劃訓練組

美國 日本 中國大陸 英國 新加坡 香港 其他國家

1,836,379

1,096,100
994,714

889,792
748,535

495,117
389,297

美國
日本
中國大陸
英國
新加坡
香港
其他國家

單位：千元

香港國別 國別 美國 中國大陸 越南 馬來西亞新加坡 日本

香港
美國
中國大陸
越南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日本

單位：千元

2,205,056

1,620,295

1,264,998

395,842
295,971 294,329 278,968

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二、全球印刷市場預測

在印刷方式方面，數位印刷與大圖噴墨輸出為印刷工業發展最快的項目。數位印刷之所以在短期內

極速成長主要歸功於數位科技與網路，加以色彩管理技術的提升，增加了客戶對於數位印刷與數位打樣

的信任度。尤其數位印刷在少印量與可變印紋方面的優勢，符合現代人要少量多樣與個性化的需求，亦

可協助客戶減少庫存壓力，未來勢必大幅取代目前的平版印刷市場。而對於目前在所有商業與工業印刷

的領域當中應用最為廣泛的網版印刷，也將因為平台式噴墨印刷技術的進步，漸漸對於傳統網版印刷形

成挑戰。甚至未來在軟性電子印刷方面將會大量運用噴墨印刷技術。

此外，根據PIRA在《印刷的全球市場研究報告》所做的分析，在印刷市場上，噴墨印刷和混合印刷

技術的開發速度以及環境壓力的影響是最為關鍵的。這些因素必將使印刷業在發達和新興市場上的結構

發生明顯的變化。

伍、�台灣印刷產業競爭力(SWOT)分析
一、印刷產業現況之優勢

(一)  製程導入數位化自動化，效率與品質大幅提高

(二)  從業人員學歷普遍提昇，強化證照制度推動，累積產業升級之人力資產

(三)  通訊與數位科技發達，支援印刷製程數位化與技術研究，加速跨媒體、跨地域技術突破

(四)  跨領域研究發展能力提升，有助產業技術創新

(五)  政府逐年提高業界技術開發補助有利於鼓勵業界創新

(六)  自然演進而來的印刷產業群聚現象。在區域的聚集過程中，印刷廠商建立垂直的生產鏈。彼此分享

「技術」、「設備」、「材料」、「人力」與「資訊」集中的優勢

(七)  精緻內容產生及數位資訊管理產業的加值應用日益興盛

二、印刷產業現況之弱勢

(一)  印刷廠經營趨勢走向兩極化，中型企業發展面臨轉型的瓶頸

(二)  市場太小，機器仰賴進口，技術與零件供應不及且造成關鍵技術掌握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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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品品質無全面性國家標準，無法區隔產品品級及市場，提升產品價格

(四) 微型企業眾多，互相削價競爭

(五) 產業同質性高、未建立差異化產業核心技術

(六) 印刷科技快速進步，教學與實用有落差

(七) 上游製造業客戶外移造成業務流失

(八) 外貿人才缺乏，外銷業務難以拓展

(九) 產業獲利不高，無法吸引到優秀的人才

(十)  產業以代工或加工性質居多，創意研究或產品開發能力有待提升

(十一)  產業技術橫跨許多非印刷專業領域，整合創新及建構差異化難度高

(十二)  就附加價值最高的高科技產品相關印刷皆由電子業主導，印刷業在此方面難以介入

三、環境創造之機會

(一)  紙張進口免徵關稅，利於生產成本降低，價格更具競爭力

(二)  數位內容加值－資訊傳播方式多元化，出版品不受限於傳統平面

(三) 業務開發空間大，例如：奈米、軟性電子

(四)  大型企業加速發展一貫化製程，中小型企業發展專一精緻技術，形成良性競爭，利於市場規模擴大

(五)  網路普及，資訊交流便利，利於構成垂直與水平整合策略聯盟的發展環境

(六)  與主要印刷輸出國家日本、新加坡與香港相較，具有質優、價低且速度快的優勢，如能結合國內通

信、網路、電子商務等平台綜合運用，將能有效的擴大外銷市場，具有很大的國際競爭力

(七)  隨著台灣出版品積極拓展海外市場，帶動了台灣印刷廠業務開發的機會

(八)  印刷技術應用領域廣泛，利於結合其他產業擴大商機

(九)  跨領域技術有助於提昇廣大印刷製品的精緻度與產品競爭力

四、印刷產業面臨之威

(一)  大陸、東南亞、韓國等印刷業發展迅速，國際之間競爭壓力遽增

(二)  就業人力明顯偏向新興熱門產業，印刷業後進人才吸收不易

(三)  以中小型企業為主的印刷企業，大都是家族式經營，受限於組織文化影響，創新概念與經營理念常

有格格不入的情形

(四)  原物料、人力成本均高於大陸、東南亞國家

(五)  受其他製造業產業外移波及，影響印刷業務量，造成產業空洞化

(六)  產業人力邁向高齡化且技藝傳承不足，技術與經驗延續性出現斷層

(七)  數位媒體蓬勃發展，形成少量印刷市場被瓜分

(八)  相較於大陸及泰國，缺乏具有指標性的大型印刷工業專區，難以吸引國外客戶下大量訂單或設置生

產基地

陸、印刷產業發展方向
ㄧ、品質標準化

要與國際接軌，發展印刷外銷，印刷業推動品質標準化是大勢所趨。目前國際上已有 ISO、

GRACoL、G7 等國際品質標準，相關的標準認證可說是印刷業爭取外銷訂單的重要後盾。然而完全依

照歐美的標準有時並不適合於東方客戶的需求。為了提升國內普遍的印刷水準，仍應有符合台灣印刷

設備、材料，以及東方人視覺特性之國家標準，較為客觀。例如澳大利亞與中國大陸皆有其國家品質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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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日本則有Japaness Color，及其他個別國際性企業所自訂的印刷採購品質標準。台灣目前雖已起步並

通過平版印刷製程國家印刷品質標準，但仍不夠全面，應繼續推動。

二、製程數位化

近幾年來印刷科技的發展幾乎皆圍繞在數位化的議題上，包括數位化工作流程、數位化資料產生、

網路印刷交易、遠距印刷…等等，印刷企業在數位化流程的導入是未來能否永續經營的重要關鍵。目前

台灣在某些偏遠地區的印刷企業仍存在嚴重的數位落差，若不加以輔導提升，恐難永續經營。至於已經

導入數位化流程的企業，所要追求的方向則落在如何運用更為前瞻的數位化流程系統加速其生產效率、

品質的提升，並且達到人事、耗材、營運成本降低與管理上的效益。

三、產品加值化

「提升附加價值，既有產業擴張」為2015年國家經濟發展願景中相當重要的策略之一。印刷業長期

以來為製造業代工角色，即所謂的次產業，缺乏自有商品，因此利潤也相對微薄。而傳統平版印刷在台

灣長期發展以來已邁入所謂的成熟期，更亟需藉由產業價值的創新與擴張，積極開發高附加價值的產品

印刷技術，才不至於被環境所淘汰。印刷的加值化可以從服務（企劃設計、客戶數位資產管理、多媒體

產品製作…）、開發新式印刷技術、提升原有產品附加價值（例如防偽、特殊上光）來著手，亦可藉由

投入高附加價值產品（如3C及其周邊產品）的印刷加工來擴張印刷技術的應用領域，使印刷產業不只具

有文化及商業方面的價值更有無窮的科技價值。

四、服務多元化

如前所述，印刷產業的加值化包含了服務的多元化。印刷業為內容的整合者，可藉由資訊處理方面

的優勢加以延伸其他的服務內容，例如印刷產品的整體行銷企劃、設計與印製、物流、客戶數位資產管

理等等都是印刷業可以投入的項目。從過去純粹的資訊複製走向數位內容的整合者角色將可使印刷產業

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

五、市場國際化

在產業外移的與少子化的影響之下，台灣未來內需市場的突破可以想見將會非常有限，放眼國際市

場為必然的產業發展策略。尤其近幾年來歐美國家將生產基地擴張到亞洲地區，提供了絕佳的商機，台

灣業者應該把握。台灣的印刷業者應加速培養國際市場的開發能力，包括人才面、行銷面，同時也應該

效法大陸與泰國、印度、韓國等致力於建設產業創新的環境與條件，以積極爭取外商於台灣的投資及設

點，提高外銷出口的競爭優勢。

六、環境保護化

在全球暖化的效應之下，不論任何產業都務必落實節能減碳的政策以挽回我們瀕臨危機的環境生

態。在各歐美等經濟發達國紛紛提高環保標準的情況之下，不論是經濟發達國家或是新興市場國家的印

刷企業其生產成本勢必要提高。如何在環保、成本、印刷效果三方面取得三贏，將是印刷業、機材廠商

未來發展最大的課題。

七、材料多樣化

在材料科技的蓬勃發展之下，印刷的被印物將更為多樣化。為達到最佳的印刷適性、創造與同業之

間的差異化，印刷產業必須結合其他跨領域產業進行相關媒材的印刷適性研究開發，以提升印刷技術的

應用範圍，提升產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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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印刷產業發展策略
一、�加速技術與服務創新，發展高附加價值印刷

隨著材料科技與印刷技術的不斷演進，並配合電腦化及網路化的製程與管理，加深了技術應用的多

樣性與附加價值。印刷業要永續生存更必須朝高經濟價值、可提高產品利潤的技術及符合市場消費趨勢

之服務型態發展，才能從微利的困境中掙脫。

二、建立價值鏈、資源整合形成策略聯盟

隨著印刷技術於其他產業領域之應用度與重要性提升，印刷產業之價值鏈在縱向部分應整合其他次

產業如資訊、造紙、設計、物流；橫向部分應與包裝、塑膠、紡織、文化出版、金融、電子、金屬等其

他產業進行資源與技術整合，以策略聯盟的型式擴大印刷產業之應用範圍並提升相關產業產品之附加價

值。

三、開發產業人力及引領跨領域人才加入

由於印刷的應用領域與服務型態不斷的擴大、創新，因此未來的產業人力必須從印刷價值鏈的角度

來思考未來產業所需的人力專長並且引領其他跨領域人才願意加入印刷產品生產、技術開發的行列，方

可使得印刷產業的競爭力得以延續。

四、�建立數位流程服務機制，提供數位內容服務的需求

未來的市場趨勢將由網路世代的消費者所主導，印刷的流程與服務機制也必須迎合數位化、網路化

的趨勢，將傳統B2B的客戶經營模式帶往B2C；透過Web to Print讓印刷產業打破過去非得親自溝通的下單

模式。純粹提供資訊印刷服務的印刷業，累積多年的資訊處理專業能力也可演變為提供多元資訊服務的

傳播媒體，走向數位內容的領域，提供數位內容服務的需求。

五、�整合漢字圈平面傳播流通、發展無版少量多樣POD依需印刷、可變印紋

據統計目前使用華語為第一及第二語言的人口總數約為8億8,500萬人，占世界人口總數14.8%，較使

用英語為第一、第二語言的人口約多4億人，華語已成為全世界第一大語言。而漢字平面傳播的市場商機

也相對廣泛，包括日本、韓國等使用漢字的國家都涵蓋在內。台灣是以漢字為主體並有高品質及高度數

位化之印刷技術支撐，應以此優勢發展無版少量多樣的POD依需印刷及可變印紋印刷以攻佔全球的華語

文化出版市場。

六、�推動產業標準化與環保化，加速品質與環保認證與建立優質化產業形象

印刷產業的標準化在數位化設備技術普及之後受到更多的重視。尤其不論國內外市場印刷產業競爭

激烈，更需要以標準化的製作規格及色彩品質建立競爭優勢。台灣目前已逐步建立印刷相關國家標準，

惟製程與版式繁複，須投入更多時間與人力使得國家標準盡快趨於完善。

地球暖化的問題在近年來受到全球的重視，且根據PIA/GATF調查報告，有百分之90以上的印刷廠商

認為會有越來越多的客戶選擇綠色環保印刷產品，因此推動印刷產業的環保化是刻不容緩的重要工作，

透過環保認證將可促進印刷被印材料廠商研發更具環保效益的耗材，並使印刷廠商生產更無污染性的印刷

製品，建立產業優質化形象。

七、�協助業者拓展外銷，提振國際市場競爭力

鑒於國內印刷市場需求漸趨飽和，台灣印刷業亟需藉由外銷的拓展擴大服務市場。政府應在政策面

予以印刷業者更多賦稅及技術投資升級的措施，並鼓勵業者積極參加海外展覽等產品展示活動增加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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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見度，以推廣台灣印刷企業的製程技術與品質。同時也應該效法大陸與泰國、印度、韓國等致力於建

設產業創新的環境與條件，以積極爭取外商於台灣的投資及設點，提高外銷出口的競爭優勢。

八、�結合媒體資源，擴大產業的範疇與內涵

由於印刷產業已累積多年的資訊處理專業能力，也有足夠的技術資源可協助轉型為提供多元資訊服

務的傳播媒體，走向數位內容的領域，提供數位內容服務的需求。此時印刷產業更應整合其他影音傳播

媒體資源，擴大服務範疇，提供結合多媒體的創新產品。

發展策略項目 輔導措施內容

一、 加速技術與

服務創新，

發展高附加

價值印刷

1、 應用政府資源如「傳統工業技術升級推廣及輔導計畫」、「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

發計畫」、「鼓勵中小企業開發新技術計畫」、「業界科專」、「中小企業即時技術

輔導計畫」鼓勵企業運用新技術及產品研發創造差異性優勢

2、 運用「產學合作計畫」、「企業研發聯盟推動計畫」、「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

畫」、「業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創新服務業

界科專計畫」、「協助中小企業取得政府補助資源計畫」，促進印刷業與跨領域

業者之合作研究開發機會，建立特殊印刷核心技術、新產品或材料研發，創造產

業雙贏

3、 與國際印刷相關研究單位積極交流並從事技術引進，加速國內印刷技術提昇的腳

步

4、 擴充檢測與實驗之軟硬體資源與環境，並與產學研共同技術合作，建立台灣印刷

界自有之核心技術與技術改良創新

5、 加強產官學研之互動與合作，加速對於工業發展趨勢與核心技術能力的掌握，提

供政府對產業政策發展方向之擬定

6、針對業界需求，把國外的技術引進，作媒介的工作

二、 建 立 價 值

鏈、資源整

合形成策略

聯盟 

1、 運用「產業別電子商務營運計畫」、「中小企業產業電子化服務團計畫」，透過

上下游及產業間的水平整合建立策略聯盟關係，建立各項相關技術資訊及供應商

體系的交流平台，促進雙方交流及合作機會，整合資源以避免惡性競爭

2、建立跨領域開發聯盟團隊

3、 運用「地方群聚產業輔導計畫」、「地方特色產業輔導計畫」，於工業區設置印

刷專區成為產業部落，以利印刷業供應鏈整合，集中發展形成產業聯盟

4、 建構印刷業統計數據資料庫，對於印刷業發展狀況進行連續、定期的監督與評

估，作為產業政策制訂、協助業界做出正確的經營與投資判斷之依據

5、以全球網路化形成分散依需列印供應鏈

三、 開發產業人

力資源，引

聘跨領域人

才加入 

1、 運用「產業專業人才培訓計畫」、「啟動產業人力扎根計畫」、「中小企業電子化

人才培訓計畫」、「國際企業人才培訓」，加強國內人才培訓，培育印前設計、

數位製程整合、管理及國內外市場行銷人才

2、 運用「中小企業網路學習計畫」、「中小企業科技研發人才養成計畫」，加強與

其他國家之印刷技術研究人才交流，增進國內印刷技術改良及研發能力

3、鼓勵建教合作，提昇人力素質

4、 透過研發替代役之申請為印刷業爭取印刷、資訊、化工等科系人才，充實印刷產

業人力

5、 推動國內印刷界與其他領域專業人才之交流，以加速跨領域印刷技術之人才培育

6、運用產學合作計畫建立印刷教育平台，擴散印刷知識



98 8 �0
2009年8月

四、 建立數位流

程 服 務 機

制，提供數

位服務的需

求

1、 運用「產業別電子商務營運計畫」、「企業經營服務e網通計畫」、「中小企業產業

電子化服務團計畫」，推動數位製程資訊系統整合與網路化、數位製程整合生產

技術之輔導及教育推廣

2、協助印刷產業建立網路交易平台

3、建立遠距打樣，屏幕式無紙軟性打樣標準

4、建立軟性打樣、遠距打樣色彩管理認證機制

5、推動數位內容媒體整合之系統

6、建立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模式 
7、 推動國內印刷產業建立知識管理系統，將印刷業由傳統勞動產業推向智慧密集之

服務性產業

8、兩岸透過網路作業分工

五、 推動產業標

準化與環保

化，加速品

質與環保認

證與建立優

質化產業形

象

1、 建立各版式印刷品及印前、印刷、印後之品質標準，幫助我國印刷產業之印製品

質與國際品質標準接軌，增加國際接單機會

2、推動印刷品質認證標章與綠色產品認證，提昇產業形象

3、 建立印刷品質檢測、色彩認證平台並針對不同材質印刷品之印刷品質特性，建立

標準規格並申請國家標準

4、 推動印刷製程減廢技術，輔導業者降低各製程環節廢棄物的產生，降低管末處理

的成本，達到綠色生產的目的

5、 運用「工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計畫」，鼓勵業者組成廢棄物處理機構，降低業

者個別處理廢棄物的困擾與成本

6、 配合減碳政策，建議政府出版品之選印優先選擇環保化版材耗材，以及環保製程

之印刷廠，對產業有激勵作用

六、 協助業者拓

展外銷，提

振國際市場

競爭力

1、訂定印刷業海外市場拓展策略與措施

2、 結合政府外貿推展單位、印刷上中下游產業、具外貿發展經驗豐富之企業、其他

領域製造業成立外貿小組

3、 參考香港印刷產業發展經驗，帶動國內印刷產業行銷活動（如展覽、國際研討會

承辦）之活絡，拓展商機，樹立“Printed in Taiwan＂之國際形象

4、 從技術、外貿人才養成、業務與經營管理等三層面協助業界建立拓展外銷市場之

競爭力

5、提倡印刷產業與上游客戶、造紙產業共同合作進行全球佈局

6、 進行國內外印刷技術發展指標比較，引進創新技術，找出台灣之優勢技術作為外

銷推展之重點項目（例如防偽資訊匯流、高品質印刷）

七、 結合媒體資

源，擴大產

業的範疇與

內涵

1、 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下設「應用媒體」研究部門（以跨媒體平台的色彩管理為

核心能力；以數位內容做為產業的範疇；與資訊、資工、媒體等領域的機關團體

與學校策略聯盟）

2、培訓具有跨媒體平台能力的專業人才

3、協助廠商建立跨媒體平台的整合能力

4、 其他產業專案計畫中有印刷相關技術應用內容時，建請政府單位提議邀請印研中

心會同參與，以加速跨領域技術之學習與交流

5、 建議政府統計單位應再細分印刷產業之類別，以避免侷限於平版紙張類印刷、並

使印刷統計數據定位更為明確。

轉載自「印刷新訊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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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印刷業商會七十周年慶暨兩岸四地印刷業交流聯誼會  專題演講

抗擊海嘯共謀發展
台灣印刷業的發展與展望

本會理事暨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特別顧問��殷慶璋先生��2009.05.29

我很高興代表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呂理事長進發應香港印刷業商會的邀請，來參加

這次兩岸四地“抗擊海嘯，共謀發展＂為主題的印刷業交流聯誼會。2008年9月，全球爆發了百年一遇的

金融海嘯，每個國家、各個行業都紛紛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印刷業作為各行各業的加工配套服務基

礎，一方面協助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也受到整體經濟發展的牽制。面對週邊經濟環境的重大轉

變，我們的印刷行業面臨了嚴峻的挑戰，但同時也迎來了不少潛在的機會，現在以台灣印刷業現況及發

展與大家分享。

台灣印刷廠商現況

從2008年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中可知，台灣印刷及相關產業包括：印前設計業、 製版業、 文

化印刷業、 包裝印刷業、工業印刷業、廣告設計業、印後加工業…等。公司登記共有9298家，印刷業受

雇人數約75284人。其中臺灣北部廠商，因全國金融、教育及出版單位集中於北部，故文化、商業印刷

居多，廠家6,080家，人數48,790人；中部廠商以印前、數位印刷、合版印刷、工業印刷居多，廠家1,918

家，人數15,127人；南部廠商以依附當地工業區的印件為主，文化印刷較少，包裝印刷居多，廠家1,300

家，人數11,367人。從這三部分地區可以看出，臺灣北部地方發展比較強大。

從表一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國民所得統計摘要」及行政院經建會「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資料中，2008年台灣國內生產毛額GDP為3,739億美元，出口值2,556億美元，從表二台灣經濟

研究院產經資料庫，2008年台灣印刷產業產值707億元新台幣約21.4億美元佔台灣GDP 0.6%，從這11年的

資料得知，台灣印刷產業產都很平穩成長，以內需為主比較不受世界經濟景氣的影響而波動，從表三得

知2008年台灣印刷產業之外銷產值87億元新台幣而佔台灣印刷產業產值12.3%，比2007年台灣印刷產業之

外銷產值76億元新台幣較成長13.04%，但對2008年台灣出口值2,556億美元佔0.1%，所以台灣印刷產業要

快速成長及突破，唯一機會只有外銷出口＂台灣印刷精品＂到全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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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台灣歷年GDP及出口重要指標之變化 單位：（億美元）

項目\年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08 

GDP 17.4 28.4 57.4 157 423 634 1,645 2,738 3,212 3,560 3,739

出口值 1.6 4.5 14.8 53.1 198 307 672 1,133 1,520 1,984 2,556

資料來源： 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國民所得統計摘要」及行政院經建會「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表二　台灣印刷產業產值	 單位：億元（新台幣）

年度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印刷業產值 720 690 701 646 636 680 710 740 711 702 707

年成長率 2.72% -4.39% 1.56% -7.92% -1.42% 6.86% 4.34% 4.33% -3.95% -1.30% 0.74%

表三　印刷業之外銷產值	 單位：億元（新台幣)

年度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金額 70 67 77 78 76 72 74 74 76 76 87

年成長率(%) 5.06% -4.22% 15.01% 1.28% -3.69% -4.98% 3.24% -0.07% 2.07% -0.17% 13.04%

資料來源：臺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

印刷產業思維構面

1、 同業結盟，其主要表現在上下游、兩岸四地印刷企業之間的合作，產品品質共同品管機制結盟體

認證的建立，服務方面。當從兩岸四地接到單子的時候，此時印刷企業互相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2、異業結盟，上下游、兩岸四地印刷業可以使服務行業得到很好的提升。

3、 體質改善。主要改制的內容主要有全面品質管制（TQM）的提升，教育訓練與人才培育和國際認

證與提升知名度。

4、共同平臺。

5、 習慣的改變，隨著環境的改變，我們應該創造出更多的市場，包括流程、環保等，才能符合現在

的市場。

6、 逆勢操作，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們要做好準備，將危機轉化為機遇，才是印刷發展的硬道

理。例如白沙合版印刷的逆勢操作。

Web to Print 網路印刷

Web to Print 網路印刷圖表示這個過程，在家裏面通過網路上傳檔案、編輯、下單、生產、郵寄，

此時任務完成，其中在下單的同時有結合信用卡結帳。有網路接單的企業有香港 e-print 公司 http://www.
e-print.com.hk 以合版印刷為主體，上海龍櫻數碼公司 http://www.lonprint.com 以網路印刷線上編輯服務

為主體，白沙科技印刷公司http://www.bsbs.com.tw 以合版印刷為主體，USA VistaPrint 公司 http://www.
VistaPrint.com 在七個國家有印刷廠，服務 12 個國家的客戶，年營業額超過四億美金，USA ColorCentric 
公司 http://www.ColorCentric.com，以 BOD 為主的公司，每天出貨5000件郵包，每件平均 2,3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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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印刷新營業模式

台灣的合版印刷是比較獨特性及有潛力的，其中白紗科技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bsbs.com.tw 
2008年營業額，NT$12 億元（US$3,660萬元），健豪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gding.com.tw 2008
年營業額，NT$10 億元(US$3,000萬元）。合版印刷營業產品主要有名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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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數位印刷領

域。以彩色名片一盒100張為NT$5元（人民幣1元）為例，台灣這樣的一個印刷經營模式，大家可以來探

討。

台灣印刷創新之鑰

台灣印刷產業在資訊科技，網際網路及金融海嘯的影響之下，印刷業恐將會面臨更嚴苛的生存考

驗；產品創新、技術升級及附加價值提升，乃是其存亡絕續的關鍵；喚起印刷業者新思維，共創台灣新

紀元。

台灣印刷產業能從產品創新價值邁向服務創新價值，進一步驅動服務創新的龐大商機，再創印刷產

業藍海，藉由文化印刷、包裝印刷、特殊印刷、數字印刷、機器材料、其他等類共20-30家公司的成功創

新典範或能提供一些啟發及深思。通過彙集專訪報告，編輯（附實體樣張）出版書，同時還有台灣舉辨5
場成功創新公司心得分享研討會，專刊出版書於2009年12月31日完成之後紛紛贈送給兩岸四地印刷業代

表。

結論

當前全球金融海嘯景氣情勢嚴峻，兩岸四地政府與印刷產業唯有通力合作、共謀發展、全力因應。

近來兩岸互動良好，開啟兩岸四地印刷產業合作、香港印藝學會早在2007年就提出了一個大中華印刷分

工問題。講到“香港擅長接單、台灣擅長創意、內地擅長生產，可以構成良好的印刷產業鏈＂市場整合

之新契機。面對國際競爭，唯有印刷技術研發升級，掌握市場趨勢，才能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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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印刷設備報導
進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進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Jin-Yun Electronic Corporation）成立於2004年10月，主要營業內容為Océ數
位印刷設備及BINDOMATIC膠裝封套的代理，服務遍及北中南。2009年3月該公司擴大經營成立台中分公

司以服務更多客戶。目前為高速雷射印製系統及文件膠裝設備/耗材之大中華區銷售維護商。

進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高速印製系統代理品牌雖專注於Océ之單張紙印製設備，但為提供客戶完

整之Soltion，除原廠Océ系統軟體，並代理經銷國內外相關之印前應用軟體，以完善規劃客戶之流程及印

務。

現茲推薦目前台灣主力數位印刷設備三款如下：

● Océ CPS900：

Océ CPS900 是一台彩色數位印刷機，除了傳統的

四色碳粉CMYK外，還額外增加了可擴大色域空間的

RGB碳粉。Océ 單層碳粉技術更減少碳粉的用量。彩色

的技術使用特別的單體碳粉，不需要用顯像劑或鐵粉，

這讓顯影程序在時間與品質上更加可靠。

且具最快印刷時速速度每小時可達2,000張A4，且

混合紙材各種尺寸及紙重列印不降速。

印刷尺寸Maximum 12"x18"（305x457mm）至

Minimum 8"x10.5"（203x267mm）及印刷厚度為紙重範

圍75-250g/m²等之特性，此外更兼具以下技術及特色：

單層碳粉技術	Monolayer	toner-transfer

由DI鼓分別將碳粉錯開轉移至轉印單元上，而非如傳統方式直接堆疊於其他顏色的碳粉上，單層碳

粉再藉由轉印皮帶加熱直接壓印至紙張纖維中，使成品的效果更加平順與紮實，亮部與暗部的層次表現

也更加豐富，除了更節省碳粉也減少碳粉的重量，增加與紙張的附著力。

直接成像技術	Direct	Imaging	(DI)

將數位訊號轉為電荷影像，使單層的碳粉附加在整個DI鼓的表面，接著再一色一色傳送至轉印滾

筒，最後再一次將所有碳粉壓至紙張上，如同印刷機的橡皮滾筒，不需要再做額外的色彩校正。Océ DI技
術避免了傳統雷射光成像過程中易發生碳粉轉移跳躍的過程中產生斑點、污染的情形。

彩色直接轉印技術	Colour	Copy	Press

利用靜電原理，以電荷影像吸住碳粉微粒於DI鼓上，再轉移至轉印皮帶上將碳粉一次壓印至紙張纖

維中。因此Océ CPS900可適用於各種表面紋路的紙張，而且能夠承受後端的加工處理，例如上光、摺疊

等處理。

自動圖紋辨識系統	Image	Logic

Océ開發出逐漸分割的程序（gradual-segmentation process），用這方法，照片、線條、文字等等，都

會被自動辨識，不會因為希望文字清晰而犧牲了圖像灰階的細膩度。且Image Logic並提供了修補的功能

（如文字漏白、邊緣銳利化、線條修補等等）使得副本比原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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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ICA MINOLTA C6500：

KM C6500 過改良和提高圖像質量，得到接近印刷的圖像輸出效果。更強的紙張適應性（包括銅版

紙），更大的紙張承載量，以及允許用戶端執行高速的在列印後處理，例如折頁、裝訂、封面插入、

Booklet騎馬裝訂，KM C6500使按需列印進行順暢高效率，助您輕鬆完成每項指令。

而強大的印後處理功能，讓您在以65（頁/分鐘）的速度進行彩色與黑白列印的同時，處理更多的印

後工作，從而完成更多更複雜的作業。同時可不停機更換碳粉與紙張補充，不但為您節省了待機時間，

更提高了生產效率。

並可支援由明信片至330 x 487mm等尺寸的紙張，帶有裁切標記的A3設計圖也可全尺寸輸出。主機紙

匣可以處理規格在64g/m2和256g/m2之間的紙張，PF-601大容量紙匣，多張手送盤兼容最大至300g/m2的

紙張。

而最高解析度600x1800 dpi。支援Tiff，jpg，PDF格式。後端連結加工集折疊、騎馬釘加裁切，角

訂、平訂以及打孔等眾多印後處理功能，可輕鬆應對任何工作。此外，可使用紙重300g/m2的紙張、銅版

紙和不規則尺寸紙張—無需再ā外處理，一貫式作業滿足了一切需求。

以及具有下列諸項特點：

卓越的耐久力　機身底座雙層加固，超堅固構造保証了卓越的耐用性，底座使用水平板加固，以保

持其不受內部機芯的運轉與震動的影想。擁有可長時間使用壽命的耐用耗材，是體現您最高產能比的選

擇。 

超大容量進紙槽　三個標準配備的通用送紙匣總計可容納1,500張紙張。您可以選配帶有2個3,000
張容量紙匣（PF-601），使總供紙量可達約7500張，滿足您大量工作時的需要。在列印過程中一個紙匣

的紙張用完，可以設為不停機直接自動選擇其他紙匣中相同的紙張繼續列印，減少停機時間，確保長時

間的大量生產。

選配的5000張紙容量的推車可以從LS-501紙張承接堆疊器中輕鬆推出，運送至離線式的印後設備，

以而保証大量工作的順暢處理。 

加強銅版紙的包容性　新開發的帶型定影組件，由於增加了定影寬度提高了送紙的精確度與速

度。同時定影組件的下方壓力滾輪內有冷風通風孔，降低了

銅版紙過熱捲曲的機率。

氣流輔助送紙系統　大容量紙匣和有氣流輔助送紙裝

置，以不斷變化的風力和頻率吹入空氣將附著在一起的紙張

分開。因而大大降低了多張送紙的機率，甚至在潮濕的工作

環境中使用銅版紙裝配除濕加熱器即可事先除濕，避免紙張

因潮濕所帶來的輸出品質及多張送紙夾紙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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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音波多張送紙檢測機制　使用超音波傳輸感應器來進行高精確度的多張送紙檢測。但是如果發

生多張送紙情況，Océ CS650 Pro 將自動停機將使錯誤列印至最少化，某程度上減少了在輸出文件時檢查

混入的空白頁面的工作量。 

Simitri	HD高精度聚合碳粉　碳粉顆粒極其微小並且形狀均ā，確保有更加卓越的照片和圖片品

質，以及文字與線條的銳利度再現品質。碳粉的平滑外表面、均衡的石蠟與色料確保了其良好的附著

性，以及在多種紙材上一致性的高品質圖像。新型的Simitri HD聚合碳粉不易退色與剝落，如同印刷中使

用的油墨一樣耐久。即使文件長期保存，依然保持最初列印時的高圖像品質。

● Océ VarioPrint 6250：

Océ VarioPrint 6250 是一台可以不用將紙張翻轉，而可同時列印雙面的黑白數位印刷機。其主要係採

用雙子星（Genimi）技術，是唯一能提供真正雙面快速列印的技術。因此雙面列印不必重複兩次作業，

速度可達到A4 250 ppm 及 A3 132 ppm，相較於市場現有的機種縮短了70%的耗時。同時Océ VarioPrint 
6250可以擴充至12個紙匣，使用者節省了裝載紙張的時間以完成更多的工作，是目前世界上最快雙面同

時列印的單張數位印刷設備。

此外並具有高紙材相容能力，能印製從50-300g/m²後度的紙張，無論是模造、銅版紙到美術紙皆可印

製。可容納紙張尺寸由最小203x203mm到最大12.6"x19.2"（320x488mm），並且可容納客製尺寸的紙張

大小。

更具有五大特色如下：

Copy	Press壓印技術　可直接將碳粉壓印製紙張纖維中，因此適用於各種紙材如模造、銅版紙或美

術紙等不同表面紋路的紙張，擁有極高的紙材相容性。

感應化紙張處理　利用聲納送紙檢測度絕多張送紙，通過Paper Logic辨識系統可辨別紙張尺寸及方

向，列印時不須依特定方向裝填紙匣，雙面同時壓印使送紙路徑更加單純、加熱只有一次動作，因此不

會有捲紙的風險產生。

超大容量進紙槽　高容量的進紙槽及大容量的出紙槽，可擴充至13,800進紙量及18,000出紙量，且

能在不停機運作下，同時添加及取出印刷成品。

環境保護　Océ VarioPrint 6250不同於日系機種的原理，碳粉不含顯影劑，攝氏100度低溫加熱壓印

皮帶將碳粉壓入紙張纖維，不須上矽油。低溫壓印不產生臭氧，輸送過程不會產生靜電跳躍，免於暴露

於污染的侵害，更確保文件列印的精準化。

觸控試圖像操作介面

圖像式的操作介面，以色彩區別作業排程，並由系統完成您的工作指示。觸控式的操作介面方便預

先安排一整天的工作進度，更可在螢幕觸控上打開紙匣，每個步驟節省您的操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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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日本企業精神打造數位印刷江山

－元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研中心��洪秀文組長

在印刷產業邁向數位化之後，數位印刷成為越來越多業者在設備投資或業務拓展時的選項之一。數

位印刷在台灣開始茁壯發展，除了技術與少量多樣的消費趨勢使然，機材業者所付出的努力也是功不可

沒。以事務印刷相關機材起家的元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便是寫下這頁歷史的功臣之一。

元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為「元茂事務機器有限公司」，由涂國安董事長與涂國評副董事

長兩兄弟以100萬元的資本額所創立。主要以銷售油印機、製版機等系列機器及耗材為主。由於考量經銷

不同品牌設備賺取傭金獲利有限，對於公司的永續成長助益不大，因此兩兄弟認真的考慮爭取國外設備

的總代理權，以建立公司的品牌形象同時在數位印刷領域永續發展。民國77年在涂國安董事長的毛遂自

薦下，元茂爭取到日本RISO的數位印刷設備的代理權。涂國評副董事長回憶當時取得代理權的經過時表

示，由於元茂長期以來對於台灣影印及印刷市場有深入的觀察，從競爭對象到銷售策略一一向日本RISO

總公司的人員分析說明且深獲認同，儘管當時公司並無日語人才，仍使得這個在日本印刷界的知名品牌

放心將總代理權交給元茂。五年之間台灣就有一半以上的學校使用元茂代理的設備來進行單色快速印刷

的工作。

民國77與78年之間正值台灣證券業蓬勃發展的時期，瞄準證券公司每天必須快速的提供當日股價行

情、市場分析給龐大會員、投資客的需求，元茂開始拓展這塊資金最為密集的市場，憑藉著設備本身快

速、印刷品質絕佳的優勢，元茂獲得了證券商的青睞，而且利用廣告行銷的策略，元茂不惜砸下重金於

各大報最醒目的版面刊登某某券商購買設備的廣告訊息，讓其他券商也一一跟進採購，短短兩年就在證

券公司賣了一百多台的數位印刷機，亮麗的成績打下元茂在數位印刷領域無可取代的領先地位。

辦公室所需的事務設備數位化是元茂重要的產品策略。在數位印刷設備成功打入辦公市場之後，民

國83年元茂新辦公室落成，同時也開始代理Horizon的印後加工處理設備，讓產品線更為完整而且幫助客

戶可以在辦公室內自行完成資料的印製與裝訂。除了一般企業之外，元茂更成功打入政府單位的市場，

包括大學聯招、國家考場、立法院等經常有大量複製需求的公部門，設備幾乎都是採用元茂的設備，以

進行大量的試卷印製與會議資料印製。在黑白數位印刷的領域元茂評估有70-80%的市場佔有率。而早年

元茂的市場集中於北部，為永續經營且成為全國性的知名品牌，目前元茂於台中市忠明南路、高雄建國

路購置辦公室，成立數位中心，希望在平版印刷市場當中爭取到少量多樣的即時印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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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茂成功建立在數位印刷領域的地位不只是憑藉著敏銳的市場嗅覺與行銷策略，在經營管理上也有

其獨到的一面。「專業、誠信、務實」是元茂的經營理念而且落實在每一個細節上。雖然元茂是道地的

本土公司，但有相當日式的管理方式。包括上午八點全體同仁一定會一起做體操，朗讀工作信條，一方

面鍛練業務人員的體力也凝聚公司同仁的士氣；每天一定有晨會跟夕會，每六個月進行一次售後服務調

查力求客戶滿意。涂國評副董事長強調，元茂始終要求主管要培養:知識力、菩薩力、組織力、說服力、

記憶力、領導力、溝通力、理解力、健康力、行動力等十力去自我要求，努力奮戰不懈。而且主管及同

仁相當重視知識分享，包括充分運用公司的數位快印機，將每日的剪報印製裝訂成冊讓同仁閱讀，也不

吝購置企管專業書籍讓同仁閱讀，以凝聚共同理念及提升服務內涵。目前元茂有17個直營點，沒有採取

加盟連鎖的經營方式主要是為了控制服務品質，讓訓練的成果更加落實，而且將公司的組織文化、理

念、專業都能充份在每個直營點中展現，成為最直接的宣傳。

提升專業能力、加強銷售力與服務品質化、多元商品販售是元茂從5000-6000家客戶中尋找機會點

的關鍵。而依循這樣的策略與「十力」的信念，元茂預估要為維持每年5%-7%的成長率不是難事。從元

茂的發展軌跡與經驗，我們看到的不但是數位印刷在台灣發跡成長的縮影，也因為有這樣認真打拼的企

業，讓台灣數位印刷的發展前景更添活力與希望。

涂國評副董事長與最近在台熱賣的RISO HC-5500數位印刷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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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多元化市場印刷業之創新之鑰

市場快速變遷，網路數位媒介快速崛起，平面印刷影印的市場快速演變，消費型態的改變，從早期

的多量少樣的印刷品，轉變為多樣少量甚至個人化印刷品的趨勢。為因應多變的市場環境，滿足客戶需

求，平面出版之代印印刷業界暨設備供應商，勢必審慎評估以下重點：

一、善用網際網路，虛擬通路之優勢：

網頁、線上訂單、FTP伺服器、線上管理環境、E-mail..是目前業界最夯的話題。網路

虛擬通路是一種無形的助力，網頁的24小時廣告，網路檔案傳送可節省收稿人力，線上管

理系統，讓您在任何地方皆能透由連線了解店內營運狀況。可增加客戶來源，節省人力，

降低管理費用..等好處。

二、傳統印刷、數位印刷之平衡點：

傳統/數位、有版/無版於業界已討論多年，然任何一種形態上的印刷，

皆有其市場的存在價值，如何協調整合、互補才是最佳的市場之道。近年來

印刷廠積極規劃數位線營運，代印店增加印刷接單業務，用最佳的服務型

態，滿足客戶需求，留住客戶，是不是數位？有沒有版？已經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端出什麼菜，能滿足客戶的期待。

三、人員培訓及流程改善

因應市場演化，廠內人員技能亦需同步提升，過度依賴設備優勢，將造成武器競

賽，壓縮獲利空間。

設備只是工具，明確的經營方針、人才培育、 客戶經營，才能永續發展。

四、開放性思維，掌握可能改變的契機：

市場環境變化很快，經營者的視野很重要，一個重大決策僅依賴短期的訊息收集，是存在高風險性

的。決策的依據及敏感度，應來自於經營者對於所從事事業的市場訊息、脈動、最新科技、同業動向等

經驗法則的綜合評估，方得較正確務實的公司領航。

反之錯誤的決策，有時候不只是投資金額的虧損，也可能因此錯失市場契機，因此決策者盡可能保

持開放思維，廣納市場經驗法則可能由平面媒體，雜誌網路，甚至來訪的設備商營業員的訊息都是重要

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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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茂公司近來來致力於印前、印中、印後系統的整合及流程改善，投入龐大資金及成立專業團

隊，以務實的角度整合印前、印中、印後的流程，提供代印印刷業界規畫數位線，形成另一種型態的 

助力。

一、印前：數位服務中心-主要提供服務項目為

1.		N9000電子商務伺服器：整合網頁、FTP伺服器、網

路下單、客戶產值分析、工單系統及帳務系統的完整配

套，支援中小型代印印刷業，導入簡便快速，直覺性的

小型ERP管理系統。

2.		印前疑難排除：建構網際網路連線伺服器，對應客戶端

於列印過程產生的疑難雜症，提供立即的解決方案。

二、印中：市場區隔-開創藍海策略的全方位彩色服務

同質性高的印中設備及服務，易導致不理性的競價行為，影

響獲利，數位印中設備規劃以市場需求為主軸，推動全方位彩色

服務屬性的產品組合，消費者要的是需求的滿足如何在成本、品

質及效能中取得優勢，符合市場期待是重大的課題。全方位彩色

服務區隔市場為高品質彩色影印及平價彩色快印，依客戶對印件

的品質要求、經費狀況，提供全方位的服務，滿足不同價格區間

的客戶群，如此可增加營業廣度，爭取更多的客源。

三、印後：Horizon數位一貫化的製冊流程

導入Horizon數位製冊系統，可大幅提高印後工作效率及機

動性，專業的製冊品質，完善的售後服務系統，創造更強的競爭

優勢。

98年9月25日、26日兩天，本公司將於台北空軍官兵活動中心舉辦『Comcolor數位彩色無版快印機新

機發表會』及E化文書電子流說明會，文件彩色化、資訊整合、成本導向、依需印刷（POD）及依需成冊

（BOD）零庫存儼然成為目前文件複印的主流，但如何能做到文件依需印刷、依需成冊，又能達到降低

庫存及成本，我們將於展示會場完整呈現。

元茂公司誠摯邀請業界先進撥冗參觀指導，謝謝

元茂公司 數位系統處   羅如成

RISO Comcolor

數位全彩快印機

BQ270自動無線膠裝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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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Color 數位彩色無版快印機新機發表會
　　元茂國際公司將在9月25日起在台北、台中、高雄等地各辦一場展示會，廣邀相關業者前來參觀。元

茂公司副總經理林炫宏表示，以前每要印製一些文件資料，為了要降低每張的印刷單價都需要印到一定

的基本量才划算，也因此造成文件用不完或內容變更而丟棄的浪費，隨著市場的需求逐漸發展出合版與

無版的印刷生態，雖然就某些角度其印刷專業度與品質要求不如以往，但仍保有相當的市場比重，足見

依需印刷(P.O.D)與依需成冊(B.O.D)的走勢已然成熟，確實，這股少量多樣的即需即印的潮流不可輕忽，

且是較符合複印的需求。

　　有鑑於印刷市場的轉變，日本RISO理想科學工業株式會社，從以往的單色數位快印機，升級為一次

可雙色的數位快印機，可由電腦編輯的文件，直接由數位快印機以每分鐘150張雙色複印，適合各機關

的公文傳單，及學術考卷講義的多色印製，如今更有無版的全彩快印機，不論黑白全彩或複印張數的多

寡，只要由電腦編輯完成，再透過印刷控制介面，就可最高以150張的高速複印完成。

　　全新的Com Color系列每分鐘最高150張，每張成本0.5元，即將以革命性的氣勢，讓文件彩色平價

化、普及化，即日起已正式登陸國內，必然造成一股平價彩色旋風。元茂的Com Color系列，即將於9月

25-26日假台北市仁愛路三段『空軍官兵活動中心介壽大禮堂』初次與國人見面，後續也將於台中及高雄

元茂分公司舉辦發表說明會。

　　各地展示說明會內容如下：

日期 地點 地址 電話

9/25-26 空軍官兵活動中心     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45號 02-25312323

10/16-17  元茂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忠明南路42號   04-23290005

10/23-24 元茂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建國一路121-1號 07-7152118

會場展出的設備：

RISO—理想Com Color數位彩色無版快印機、雙色快印機及數位快印機

Konicaminolta—數位彩色影印機 C6501

Horizon—膠裝機、檢頁機、摺紙機、裁紙機、釘摺系列、整紙機

Uchida—數紙機、打孔機

MAX—大容量釘書機

RESUN/Kostal—碎紙機、活氧機….等系列

歡迎各印刷、代印、影印、機關、學校、補習班、訓練中心及各企業蒞臨參觀指教。

　　同時元茂公司副總經理林炫宏強調，會場並有虛擬文件

電子流管理印製系統的實體操作，並有規劃數位印刷講座說

明，從文件編輯–黑白彩色網路複印、分頁、檢集、摺紙、

釘摺、修邊等成冊加工設備，也就是從印前–印中到印後，

展現數位一貫化控制的便利、精準與快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