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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們於會員報到前之準備工作

98 會員自強活動
淡水藍色公路暨文化古蹟巡禮遊記

　　本會為會員同業們平日緊湊繁忙工作之餘提供一休憩暨同業聯誼的平台，特於98年11月14日（星期
六）舉辦「淡水藍色公路暨文化古蹟巡禮」會員自強活動，並計有330人參加此一盛會。
　　活動當日一早各會員同業們在理監事等辛勤的引導下，懷著愉悅的心情順利展開此次兼顧著休憩、

聯誼、思古的淡水風情探索之旅。

　　活動前一日整天下著雨，會所內電話不斷，均是憂心隔天自強活動的天氣，所幸天佑我業，活動當

日涼爽適遊的天候，讓大家順心的出遊、聯誼。

　　八時不到理監事們已陸續抵達報到地點，為即將而來的會員同業們引導、發放紀念品及活動資料忙

碌著。九時一到，「早安集合獎」摸彩準時開摸，不僅帶動了活動之歡樂氣氛，也凝聚與會會員們三百

餘人一行，之後隨即開拔展開「淡水藍色公路暨文化古蹟巡禮」，而精彩的活動內容就以下列相片紀實

共同品味吧！

會員自強活動報到場景之一

會員自強活動報到場景之二 會員自強活動晨安集合摸彩場景之一

會員自強活動晨安集合摸彩場景之二 會員自強活動晨安集合摸彩場景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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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理事長帶隊出發遊老街訪古蹟

探訪古蹟小白宮時會員們聆聽導覽員之解說

會員們進入紅毛城巡禮

會員們在滬尾砲台內巡禮

探訪淡水古蹟小白宮

會員們聆聽導覽員解說小白宮之典故

會員們聚精會神聆聽導覽員講解紅毛城由來

古蹟巡禮後搭車前往漁人碼頭

與會會員們於漁人碼頭情人橋前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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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們餐敘聯誼場景

台北市商業會監事暨本會榮譽理事長盧俊雄致詞

台北市紙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蔡沼二致詞

陳四郎先生頒贈市商會獎之二

本會榮譽理事長汪弘裕摸出二獎中

自強活動餐敘聯誼時陸理事長兆友致詞

台北市商業會總幹事陳四郎致詞

陳四郎先生頒贈市商會獎之一

本會名譽理事長李長松正在摸出二獎

榮譽理事長盧俊雄頒贈壹獎



98 8�
2009年12月

第十五屆第六期會務報導

台北市紙商公會理事長蔡沼二頒贈壹獎

常務理事許賢哲頒贈壹獎

會員們餐敘聯誼場景

摸彩活動中三獎得獎會員依序領獎

理事邱仕樟頒贈特別獎予得獎會員

副理事長陳景浪頒贈壹獎

常務理事林文彬頒贈壹獎

常務理事賴正忠摸出三獎中獎號碼

理事邱仕樟頒贈特別獎予得獎會員

理事邱仕樟頒贈特別獎予得獎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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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邱仕樟頒贈特別獎予得獎會員

常務監事游明耀頒贈特別獎予得獎會員

常務監事游明耀頒贈特別獎予得獎會員

小朋友爭選理事長提供之寵物玩偶場景之一

監事黃世中摸出健康食品獎得獎號碼

常務監事游明耀摸出特別獎中

常務監事游明耀頒贈特別獎予得獎會員

常務監事游明耀頒贈特別獎予得獎會員

小朋友爭選理事長提供之寵物玩偶場景之二

理事涂國評摸出健康食品獎得獎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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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議員吳志剛贈送之禮品由陳四郎先生代表摸出 台北市商會總幹事陳四郎頒贈市議員吳志剛獎

市議員陳玉梅贈送之禮品由副理事長陳景浪代表摸出
並頒贈會員

監事何登燦摸出加碼獎由活動主持理事涂國評唱號中

監事何登燦頒贈加碼獎予得獎會員 摸彩活動中陸理事長摸出理事長獎

陸理事長頒贈理事長獎予得獎會員 餐敘聯誼後搭船返回淡水渡船頭逛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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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九十八年度
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得獎芳名錄

　　本會98年度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申請案，業經第15屆第1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核通過，
共計大專組7人及高中組6人，並將於第15屆第3次會員大會中表揚暨頒贈獎學金及獎狀乙紙
以玆獎勵。得獎名單如下表。

基隆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第21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圓滿成功
　　本會姊妹會基隆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第21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於98年12月18日下午4
時假基隆市鑫魚台餐廳舉開，會中選出該會第21屆理監事後，隨即召開第一次理監事會議並
選出第21屆理事長張金來、常務理事邱垂裕、張守仁及常務監事賴重山等，會中冠蓋雲集，
基隆市長暨各友會理事長及理監事代表們均蒞會同賀，大會圓滿成功。

第21屆理事長張金來由該會20屆常務監事林仲文監交
下自第20屆理事長賴重山手中交接印信

台灣省印刷公會聯合會邱理事長及宜蘭縣印刷公會江理
事長與基隆公會第21、20屆理事長暨本會陸理事長合影

大　專　組
會員名稱 負責人 子女姓名 上學期 下學期 總平均 名次 說明

利豪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任志強 任俊嫻 90 85.77 87.885 1 研二

光隆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陳景浪 陳致傑 90 84.67 87.335 2 研一

志泰印製有限公司 高金鳳 陳建利 87 86.67 86.835 3 博一

漢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何登燦 何宇璿 85.22 85.09 85.155 4 大三

震大打字印刷有限公司 林明聰 林育瀅 84.83 84 84.415 5 大二

禾年實業有限公司 李長松 李思穎 84.4 80.8 82.6 6 大一

三源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陳清煌 陳俞璇 81.4 80.8 81.1 7 大二

高　中　組
辰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呂錫昆 呂　凌 86 85.5 85.75 1 高一

永朔開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曹復禮 曹志賢 84.6 83.8 84.2 2 高一

萬達打字印刷有限公司 曹常德 曹文傑 80.6 82.2 81.4 3 高三

力久印刷攝影有限公司 簡岳田 簡維廷 83 78.3 80.65 4 高一

矗鑫企業有限公司 蔡藍福 蔡易叡 81.2 79.9 80.55 5 高一

湯承科技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林淑卿 林詩涵 80 77.6 78.8 6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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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與基隆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聯誼
　　本會與基隆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兩會歷來交

情匪淺，亦是締盟之姐妹會，今（98）年由基隆
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輪值主辦，10月16日下午一
時該會專車抵達龍山捷運站接待本會陸理事長等

理監事代表們先至野柳踏青賞造物奇景，再到外

木山濱海喝咖啡聊是非話經營甘苦，隨後並在長

榮桂冠彭園餐廳設宴餐敘續情誼，而席中兩會理

監事們彼此熱絡的交流，更為日後留下共創產業

發展的契機。

元茂國際公司Com Color數位彩色無版快印機新機發表會圓滿成功
　　元茂國際公司有鑑於印刷市場的轉變，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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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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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依需印刷(P.O.D)與依

需成冊(B.O.D)的走勢已然成熟，而這股少量多樣
的即需即印的潮流不可輕忽。故在9月25日起於台
北、台中、高雄等地各辦了一場展示會，廣邀相

關業者前來參觀。

邱理事長邱垂裕、涂理事國評、陸理事長兆友、賴理事長重山等人於野柳女王頭合影 二會聯誼於野柳海洋公園合影留念

二會於基隆外木山濱海咖啡廳聯誼座談場景 基隆市印刷公會賴理事長重山在聯誼餐敘時致詞

元茂公司新機發表展示會現場 元茂公司總經理及副總經理與各印刷團體負責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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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印刷經營趨勢與未來發展暨UV平台噴繪機發展現況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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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了經營趨勢與未來發

展暨數位印刷演進及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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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研討主題特別邀請了盛康企業有限公司-黃義盛董事長（中華印刷科技學會副理事
長，曾任：永豐紙業總經理、宏通數碼科技公司董事長），專題研討＂改變與合作－台灣印

刷業的經營趨勢＂及精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王人官總經理（中華印刷科技學會理事）談＂
噴墨與數位化應用－印刷業的未來發展機會＂兩項專題，暨由恆昶實業有限公司蕭翔仁先生

發表「UV平台式噴繪機之發展現況」，希望為台灣印刷相關業者提供印刷新科技與未來企
業經營發展的新方向。

　　本次研討會於98年9月23日（星期三）下午13:00~17:30在恆昶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
權東路六段38號)舉開，會員業界參與相當踴躍，而三位講者精闢之解說內容，本期會訊中
均有專欄報導。

研討會報到場景之一 研討會報到場景之二

研討會之主協辦單位及講師於會場合影 研討會中陸理事長兆友致詞



98 811
2009年12月

第十五屆第六期產業訊息

研討會中恆昶公司曾副總經理正夫致詞 研討會中陸理事長致贈本會會旗感謝恆昶公司曾副總經理正夫

研討會精豐公司王人官總經理主講 研討會中黃義盛董事長主講

研討會恆昶公司蕭翔仁先生主講 研討會場景之一

研討會場景之二 研討會場景之三



98 8 1�
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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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第十五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會第十五屆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於98年9月11日（星期五）下午6時假紅磡宴
會館紐約紐約店(台北市松壽路12號6樓)召
開，會中會務工作報告了

88水災重創南台灣，承蒙各理監事踴躍捐輸
80,000元，併公會社會服務費20,000元共計
100,000元賑災款，已於8月17日由聯誼委員
會曹常務理事常德與總幹事送交予內政部，

內政部並寄發感謝函乙紙嘉獎本會暨理監事

之善行。同時各委員會工作報告如下：

產經發展委員會：

本會與恆昶公司主辦、中華印刷科技學會協

辦之「印刷經營趨勢與未來發展暨UV平台
噴繪機發展現況研討會」將於9月23日下午假
恆昶公司舉辦，敬請各理、監事踴躍參加。

網站資訊委員會：

至98年9月11日止，本會網站點閱數已達26,546。
並審議通過了

一、本會98年7、8月份收支對照表及資產負
債表。

二、金焰有限公司等二家申請入會。

等案，會議並於下午六時四十分圓滿結束。

　　本會第十五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於98年11月13日（星期五）下午6時假錦華
樓大飯店(台北市新生北路二段28號2樓)召
開，會中各委員會工作報告如下：

網站資訊委員會：

一、中華電信目前正在進行第2代政府電子
採購網說明會，相關資料如附DM，敬
請大家參酌利用，另本會是否與中華電

信協商舉辦，請裁示。

理事長裁示：待中華電信此輪說明會完

事後，再與之協商合辦專屬本業之第2

代政府電子採購網說明會。

二、結至98年11月13日中午12時，本會網站
點閱數已達35,209。

並審議通過

一、本會98年9、10月份收支對照表及資產
負債表。

二、采泥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等十一家申

請入會。

三、九十八年度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申請。

四、98年度會員自強活動理監事工作任務分配。
等案，會議並於下午七時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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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網路媒體開始興起的那一刻開始，傳

統的紙媒體與文化印刷業者的定位與未來發

展即備受考驗。雖然目前台灣的書籍一年仍

有上萬種出刊，但銷售量與印製份數顯然已

經有縮減的現象而且朝少量多樣的方向邁

進，加上新的資訊載體如Kindle等閱讀器不

斷研發，更彷彿宣告了文化印刷業的輝煌歲

月不再。雖然有媒體悲觀的評論紙媒體的經

營價值會漸漸消失，而文化印刷也理應如

此，然實體印刷仍有其不可替代性與經營價

值，只看是否抓住正確的策略。

以歐美的 Amazon 網路書店經營為例，

依賴數位印刷設備進行客製化出版品生產的

風氣漸開，跟進的紙媒體也越來越多，顯然

當數位印刷與平版印刷的成本到達黃金交叉

的時候，台灣的出版業也可能跟進。不可否

認，數位印刷可以說是啟動文化印刷業者邁

向下一個高峰的關鍵，因為印量可以彈性、

可依不同對象做客製化的變動、又可以減省

倉儲的問題，只是業者進入的門檻越來越

低，可以預見很快又將落入價格廝殺的戰

場。所以經營的關鍵在於及早規劃營運模

式，強化公司的資訊處理與網路行銷能力，

以隨時可以銜接上客戶的需求與市場行銷的

趨勢才是王道。

再者，擴大市場需求更是重要，台灣的

內需市場瓶頸無法突破別說文化印刷生存不

易其它業者也一樣。如果台灣能夠像新加坡

一般將市場放眼全球，並與文化創意、數位

內容及媒體密切結合，以台灣印刷業的人力

素質與印製品質在國際市場上仍會有一席之

地。但在這之前，供應鏈的策略整合、語

言、外貿能力、銀行與物流都要相互配合才

有機會取得大量的訂單。

此外，附加價值得提升也是文化印刷業

者要思索的問。如何提高附加價值並非是特

殊印刷或包裝印刷業所專屬的探討議題，文

化印刷的附加價值除了資訊內容以外，是否

有收藏的價值將會是消費者決定採購實體印

刷品時的考量，也是提高印刷業議價優勢的

重要機會。畢竟產品能獲得消費者的青睞才

有市場可言，所以如何與設計結合提高產品

的創意及品味是不容勿視的策略。因為內容

的取得可以從網路，光碟或電子書而來，實

體與數位載體的差異就在於實體的印刷品有

其收藏的價值，不論資訊設備及軟體將進階

到甚麼地步，它永遠是那麼容易取得而且象

徵著消費者的消費品味與一個時代的文化。

不可否認網路世代的消費者將會大大影

響傳播與印刷業未來的發展。但實體印刷的

存在仍有其必要性，至少在人手一部數位閱

讀器之可以閱讀，劃重點做註記，並減少閱

讀對於眼睛的負擔。印刷的價值不會消失但

要與時俱進有所創新。可以預見隨著數位載

體的越來越普及，文化印刷業者的挑戰會愈

來愈艱辛，而且時時考驗著業者的創意與整

合能力，所有的業者們，大家共勉之吧！

（摘自印刷新訊第80期）

文：張中一／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本會顧問）

文化印刷業者的未來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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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印刷產業的經營趨勢－轉變與合作策略
中華印刷科技學會副理事長黃義盛

全球印刷媒體產業市場經營趨勢
印刷市場與商業趨勢
• 全球印媒產業的成長已偏離(低於)GDP的成
長、競爭激烈導致印刷品價格持續下降，但
成本是增加的。

• 網路改變人溝通的方式，電子媒體的發展也
衝擊印媒產業(票據、報紙、出版印刷遭受的
衝擊最大) 。

• 消費者的習慣改變，短版、交期短、客製化
與個人化的需求，行成商業模式的改變(像
簿、個性化印刷品)。

• 客製化的行銷方式，由VDP到TransPromo形
成精準的行銷方式是趨勢，也是市場成長快
速的部門。

• 以客戶為中心，電子書、文件管理、IC卡、
RFID、數位內容都是由印刷延伸到資訊產
品及服務的領域，也必須提供完整的解決方
案。(價值創造來自於服務)

• 由單純的印務生意到策略的行銷，重視生產
力的競爭、市場需求、行銷與服務方式及通
路開發等(整合服務)。

• 整合資源、專精服務來發展(新)、強化(重要)、
精耕(傳統)市場，購併是趨勢，大者恆大。

印刷技術與作業流程趨勢
• 追求合理化：成本與效率、  較大寬幅、速
度、較少的準備時間、能源成本、原料成本最
佳化、完整生產、管理及服務流程。

• 整合流程與服務：W2P的交易及客服(設計、

校稿、打樣、溝通等)平台、CIP3/CIP4 數碼
作業流程、MIS資訊管理系統、網路及資訊作
業安全系統、POD及文件流程管理系統。

• 差異化競爭：特殊加工、個人化、連線加
工、冷燙等

• 色彩管理及環保科技應用。
• 新的數碼科技提升印媒競爭力，可以提供完
整的解決方案、減少傳統作業流程、提高效
率降低成本、增加服務內容及改變商業模式
(資料庫技術、數碼資產、直郵系統、雙軌作
業流程、多渠道傳播等)

印刷新商業模式與經營趨勢
• 印刷媒體是數碼服務業，網路印刷是主流。
• 印刷媒體是跨媒體領域(印刷、出版與資訊等)
的解決方案提供者。

• 雙軌(Hybrid)印刷(傳統與數位的結合)。
• 綠色印刷 (3R+1D)是差異化的競爭(歐洲的碳
足跡)。

• 創意印刷(特殊印刷、互動書、電子印刷等)。
• POD、BOD、VDP、誇媒體製作、發行與服
務、文件管理及文件外包服務(DPO)、數碼出
版及服務等。

• Toppan：印刷是創造資訊價值的產業。
• DNP：大日本印刷是資訊傳播公司。
• RR Donnelley：客戶解決方案為中心、 Print 
與資訊流、人的溝通環境的變化而產生的服
務。

互聯網是傳統的印刷印物到2010年少約20%，加上印刷國際化，有些歐美的印刷廠業務量受到30-40%的衝擊。

互聯網對印刷產業的影響(2000/2020) 資料來源：Trends & Opportunities  Prof. Frank Rom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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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媒體市場的國際化

備誌：20%的印刷品要面對國際市場競爭，特別是書刊、包裝用品及沒時間及敏感的印刷
品

北美 西歐 遠東 其他地區 合計

73.10% 1.3% 12.1%
US 16.1B 13.5% 100%北美

(NAFTA)

2.1% 71.1% 11.1%
US 15.5B 2.7% 100%西歐

0% 0% 97.3% 2.7% 100%遠東

1% 8.3% 6.4%
US 13.1B 84.3% 100%其他地區

19.05%
US$ 133B

20.1%
$ 140B

31.75%
$ 222.2B

29.3%
$ 205.1B

100%
US$ 700B平均

印媒產業的成長來自於發展中經濟區域

Source:  Industry Measure, PIRA, HP IPG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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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33%

29%

2%
14%

6%
8%
7%

$601B

2001

37%

27%

1%
17%

5%
8%
4%

$451B

2001

37%

17%

5%
8%
4%

$451B

27%

1%

2011

30%

29%

3%

12%

7%

10%

9%

$721B

1.7%
北美

3.3%
西歐

0.9%
日本

9.6%
東歐

10.1%
中國

7.5%
亞太區其他

6.5%
ROW

全球印刷市場值（10億美元）

CAGR
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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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Romano的數碼的魅力

資料來源：Frank Romano, Digital Printing Directions—Trends & Opportunities 2008

期刊
報紙
書刊
產品目錄
直郵
工商目錄
法律 / 財經
包裝
文件
廣告
文具
票據
其他
合計

10.0%
9.4%
7.2%
9.6%
7.0%
5.5%
5.8%

10.7%
4.9%

15.5%
7.2%
3.0%
3.0%

100%

4.3%
1.8%

11.0%
4.2%

10.5%
5.5%
5.7%
8.9%
3.4%

27.9%
6.3%
6.1%
6.1%

100%

個人化包裝期刊
個人訂製的資訊
依需印書
訂貨單
個人化
區域性版
帳單及單據廣告
標籤
版本說明書
短版廣告品
相片及卡片等
版本票據
個人月曆等

數碼印刷產品應用數碼印刷印刷品 所有印刷

HK Leo Paper 的綠色概念

全球印媒市場的變化與移動

Sources:  Pira, The Future of Global Printing to 2012; 
InfoTrends, The Future of Commercial Printing in the
U.S., 2008;  InfoTrends, POD market forecast 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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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印刷媒體產業的迷思

沈氏、秋雨、花王的經營

◎市場：
　1.印刷印媒市場跟GDP一起成長嗎?
　2.台灣印媒產業的外銷市場有機會嗎?
　3.價格是台灣印刷媒體競爭唯一策略嗎?
　4.混和印刷的印媒公司在台灣會出現嗎?
　5.傳統印媒有機會進入誇媒體業務嗎?
　6.印媒產業的新產品或服務在那裡?
　7.中國是台灣印媒產業市場嗎?有何機會?
　8.合版印刷有未來嗎?

◎環境：
　 1.台灣印刷媒體環境有熱情領導人及年輕人?

　 2.台灣印媒團體對產業發展有共同願景嗎?
　 3.政府對產業的上下游發展有充分了解嗎?
　 4.數碼科技對台灣印媒產業經營有何意義?
　 5.綠色印刷的環境可以提升競爭力嗎?
　 6.台灣的印媒產業需要策略聯盟、合併經營嗎?
　 7.有機會建立台灣專業的印刷媒體交易網站嗎?
　 8.台灣印媒產業的競爭優勢在那?
　 9.印媒產業對未來的印媒科技清楚嗎?
　10.台灣印媒產業市場規模是700億台幣嗎?
　　 人均產值是星加坡的24%，香港的15%?
　11. 印媒產業需要完整的資訊平台(市場、技術、

環保、經營管理等)嗎?

◎噴墨是未來資料複製的主要方式

◎未來的印刷商Print Service Provider

資料來源：陳寅生

－Marketing focused
－Fully automated offset
－Digital print
－Mailing fulfillment
－Digital asset management
－Variable data expert
－Web-to-print
－Integrated workflow
－Customer trainers
－IT programmers
－Sales consultants

市場導向服務商

全自動化平版印刷

數碼印刷

直郵

數碼資產管理

可變資料專家

網路印刷

綜合工作流程

客戶培訓

IT項目
銷售顧問

沈氏銷售

毛 利

盈業利益

稅前淨利

秋雨銷售

毛 利

盈業利益

稅前淨利

花王銷售

毛 利

盈業利益

稅前淨利

661,037

74,324

13,907

1,306

1,795,799

313,053

 174,049

131,072

348,001

79,446

26,857

 -81,827

710,811

53,771

-18,085

-25,436

 1,515,510

  212,303

  77,596

  3,657

328,154

72,767

  30,336

  12,310

888,924

56,377

-6,998

5,793

 1,331,465

  61,481

  -76,456

  -127,792

417,510

91,125

  41,164

  47,397

879,348

58,992

-9,246

-8,446

 1,307,243

80,786

-24,299

 -259,929

369,848

78,717

37,029

40,596

933,833

82,551

9,815

26,805

 1,203,281

  106,247

  16,191

  70,329

281,243

53,719

  17,723

  24,321

926,671

89,718

18,887

42,240

 1,030,059

  60,309

  -44,256

  -39,502

234,457

24,612

  -6,248

  5,985

902,092

87,171

14,622

43,270

961,312

33,322

-68,010

-178,058

190,532

2,973

 -26,167

 -34,914

762,537

74,290

5,619

15,069

968,213

  30,122

  -53,218

  -95,641

186,349

-6,218

  -52,121

  -50,076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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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印刷媒體產業的經營趨勢
轉變與合作策略 (Change & Cooperation)

台灣印媒產業發展需要轉變

資料來源：InfoTrends

台灣印媒產業發展需要合作

◎不要做價格競爭。
◎外銷市場的路一定要走。
◎綠色印刷的腳步要加快。
◎以數碼技術來提升流程自動化、效率與降
　低成本。

◎早點進入數碼服務，提供整合及完整的解
　決方案。
◎思考跨媒體產業經營的機會。
◎尋找差異化技術的印刷媒體新領域。
◎要培養的對產業發展的熱情年輕人。

◎ 共同建立台灣印刷媒體產業資訊平台(市場、
技術環保、經營管理等)。
◎共同建立台灣的外銷平台。
◎共同建立數碼流程及綠色印刷等技術標準。

◎建立上下游的策略合作及經營發展關係。
◎建立同業策略合作及跨業 (出版、電子、
　誇媒體) 夥伴關係。
◎產、官、學、研要有更多溝通與共識。
◎產業要鼓勵產銷合作的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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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墨與數位化應用－印刷業的未來發展機會
精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人官

壹、主流噴墨＆製造商
一、噴墨系統
　1.熱泡式噴墨系統（Thermal Ink Jet）

HP TIJ工業噴頭的演進

儲墨槽 印字頭待命中

透過電阻器持續加熱

氣泡生成, 自噴嘴擠壓出墨水

氣泡塌陷, 墨滴脫離噴嘴充墨

待命中
充墨

印

材

HP 最新Inkjet Web Press(T300) 

　2.連續式噴墨系統
　　（Continuous Ink Jet）

噴印寬幅：
30吋
噴印速度：
200,000-/hr – A4
解析度：
1200*600 DPI

列
印
紙
張

高壓偏離板

噴頭
電磁場

集墨溝

印墨不偏離的墨滴系統
Continuous ink-jet: A binary-deflection system

KODAK 最新Inkjet Web Press(T300) 

　3.壓電式噴墨系統
　　（Pizeo-Electric Ink Jet）

The Kodak Versamark VX 5000 plus

噴印寬幅：17.96吋
噴印速度：152m/min
解析度：300*600 DPI

印

材

儲墨槽 印字頭待命中

回彈

待命中

充墨

最大彎折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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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其他（Others）
　　京瓷已成功開發出世界上噴印速度最快的噴墨頭

噴印寬幅：20.4吋
噴印速度：150m/min
解析度：600*600 DPI

OCE 最新 Jetstream2200

The Oce Jetstream 2200 uses DigiDot
technology and variable drop sizes.

噴印寬幅：70.5mm
噴印速度：50kHz
解析度：360 DPI
墨滴大小：6pl

Xaar 噴印系統

Neolt Unveils the X-Jet UV Printer

Xaar inkjet develop system

Xaar 最新 1001 噴頭

噴印寬幅：36.1mm
噴印速度：7.6 - 23kHz
解析度：360 DPI
墨滴大小：4-42pl

Konica Minota 噴印系統

Konica KM 512 噴頭

KJ4系列
特點:(2009年8月31日)
1.實現世界最快速度的高
精度噴印。

2.Binary ink jet 的情況
下，2,656個噴嘴每秒可噴墨6萬次，
這使每個噴頭每秒1億5千萬點的印刷
成為可能。

3.4.25英吋寬噴頭。

1200*1200DPI Binary 150m / min

600*600DPI Multiple 220m / min

600*360DPI Multiple 330m / min

解析度 噴印方式 噴印速度

貳、噴墨的應用

一、噴繪（Graphics）
　◎戶外廣告噴繪領域

　　戶外廣告牌是工業噴墨最有前途的市場。
　　由於能夠噴印在各種材料的高生產率，
　　大幅面噴墨印表機已不斷取代戶外螢幕。

　◎室內影像領域

　　大幅面噴墨印表機已經被廣泛用來進行
　　大量的高品質相片與圖形使用。
　　像室內餐廳和購物中心、婚紗相片等。
　　其超細墨滴，可以在各種不同材質上表
　　現照片級圖像。

　◎CAD(電腦輔助設計) 
　◎GIS(地理資訊系統)

　平台式噴繪機

FUJIFILM Acuity HD 2504

列印面積：

.5 * 1.2 m
最高產能：

16m²/hr
輸出解析度：

1440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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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捲筒式噴繪機

二、數位印刷（Digital Printing）
　◎事務（Transactional）
　　訂單，發票，彩票，汽車登記，銀行對
　　帳單...
　◎Transpromotional
　　郵購業務，廣告...
　◎直郵（Direct Mail）
　　營銷業務
　◎按需印刷（Print on Demand）
　　圖書，報紙，宣傳冊，小冊子...

HP XL 1500 5m

列印寬幅：17呎

最高產能：124m²/hr
輸出解析度：740 * 370 DPI

　報表紙聯機生產 (HP-180m/min)

　票據噴印

Transpromotional

Transactional Printing
+

Promotional Material

數位印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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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郵噴印

BOD = Book On Demand (依需印書)
數位印刷促使＂長尾理論＂書籍得以少量
印刷銷售 (例:Amazon)

直郵噴墨已達
高產出-40,000 env./hr
高品質-600*1200DPI
低成本-@0.1以下。

　依需印書

Books書籍 Catalogs目錄冊

POD = Print On Demand (依需印刷)
針對數以萬計的個人化產品所進行的短版
印刷作業。
例如:
數位相本
個人化貼紙
個性化郵票
名片
賀卡
明信片
T恤
桌曆

　依需印刷

三、包裝（Packing）
　◎柔性包裝
　◎集裝箱 
　◎瓦楞紙和紙板盒
　◎實心纖維板 
　◎瓶蓋，開關 
　◎瓶，管，瓶罐，金屬罐...

四、標籤印刷＋條碼和記號
　◎個性化標籤
　◎序號標籤
　◎變動條碼標籤
　◎外箱標籤
　◎電子監管碼標籤…。

　◎條碼
　◎二維條碼
　◎護照
　◎身份，會員和交通卡
　◎證書
　◎駕駛執照
　◎信託文件...
　報表紙聯機生產 (HP-條碼噴印)

　紙箱噴印

Labelman(羅鐵) + Flyjet(精豐)聯機噴印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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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業噴印（Indstrial）
　◎電子　P C B，L C D，太陽能電池， 

RFID…
　◎塑料　尺，筆，滑雪板，衝浪板...
　◎金屬　圓鋸片，膠囊...
　◎玻璃　鏡片，玻璃
　◎木製　鉛筆，尺子...
　◎陶瓷　瓷磚...
　◎層板　家具...

　噴印在木頭（make your  mark on 
wood）

　Textile Printing 紡織印染
噴墨技術大大簡化了工作流程。
模擬紡織印染工作，
消除人工製版過程。
數字噴墨紡織印染，
它可以再現色彩豐富
而微妙的色調，生產
率高，已引起這個產
業重視。

　Material Deposition 材料噴飾

Hymmen unveils the Jupiter Digital printing range

不僅限於印刷應用的噴墨技術正在擴大其
使用到其他領域，以金屬效果油墨以其高
超的能力與靈活的模組設計在工業印刷市
場已發生影響。

六、電子產品（Electronics）
　Microelectronics 微電子應用
　微電子 (Microelectronics) ： 
　噴墨的非接觸特性與導電材料，基於奈米

粒子之應用於連接器，零組件，LCD，太
陽能電池和RFID等

　RFID標籤列印

　噴墨沒有溫度、沒有接觸紙張、彈性列
印，最適合RFID的列印工作。

叁、印刷業的機會與行動

　◎必須有一個願景和計劃
　　根本問題是如何利用產業的轉型

　◎依照計畫進行你的業務和投資
　　追蹤你的進度，並報告給你的員工和客戶

　◎了解你的市場，顧客和目標
　　擁抱你的客戶的業務

　◎為客戶提供解決方案，而不僅是印刷作業
　　需要有效的行銷與營銷

　◎了解數位列印的成本和價值
　　銷售價值(Value)
　◎部署全方位面向客戶的強大工具
　　讓客戶降低成本，提高業績，及提供新
　　的增值服務機會

　◎開發“超效率”的熱誠
　　優勝者將整合網路與自動化的工作流程
　　與工具

　◎承擔一定的風險
　　－目標新的應用

　　－執行測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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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數位化、印刷新革命! 
中華徵信所分析研究員：陳昌禮

一、產業年度概況回顧：
　　根據中華徵信所行業分類，凡從事製版、印

刷、裝訂、加工及其他印刷輔助之行業均屬於

「印刷業」。依據中華徵信所徵信資料庫，以及

近五年台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資料顯示，印刷業

TOP10業者近五年營收總額以2.04％的年平均成長
率穩定成長，營收總額由2004年的新台幣60億元
成長至2008年的新台幣72億元（參見圖一）。
　　印刷業的成長係由於近年來國內經濟呈現成

長，帶動各產業之印刷需求，但我國印刷業多數

訂單來源來自於內需市場，在國內印刷市場趨於

飽和下，其市場需求變化不大，且近年來由於該

產業供過於求、業者產品同質性高等因素，致使

印刷市場處於削價競爭環境，整體印刷產業成長

幅度無法大幅提升。

　　依據經濟部統計處統計資料顯示，2004至
2008年台灣地區印刷業產值皆在新台幣700億元以
上，而銷售值則維持在新台幣700億元左右，顯示
近年來整體市場變動幅度並不大。2008年上半年
在選舉印刷需求熱絡及國際紙漿報價上漲等帶動

下，國內印刷相關產品報價亦隨之調漲，故2008
年上半年該產業產、銷值仍較2007年同期 成長；
而2008年下半年整體印刷業則由於2008年第四季
受到金融風暴衝擊，國內整體產業景氣呈現反

轉，導致市場需求萎縮，再加上印刷用紙報價隨

國際紙 漿報價下滑而呈現修正，亦影響印刷業產
品的平均單價，因此2008年下半年印刷業產、銷
值則較2007年同期滑落。整體而言，雖然印刷產
業受到2008年第四季國內景氣反轉衝擊，但由於
2008年上半年國內印刷業景氣仍呈現熱絡，因此
2008年整年度的產、銷值仍呈現微幅成長（參見
圖二）。

　　我國印刷業的產品及業務以印刷品為主，印

刷品約占該產業產銷值八成， 在市場飽和且產業
競爭激烈下，整體銷售值與2007年相當；而製版
品雖有少量多樣的客製化優勢，近年來成長力道

較強，但2008年在因印刷業景氣平緩使得 製版需
求提振不易下，銷售值亦與2007年相當；印刷品

裝訂及代工的銷售值則由於印刷品業者持續整合

上、下游而呈現上揚，2008年銷售值持續較2007 
年成長約12%（參見圖三）。

!

TOP10 2.04

2004 60 2008 72 ( )

2004 2008 700

700  2008

2008 2007

2008 2008

2008

2007 2008 2008

2008 ( )

圖一　印刷業近五年TOP10營收狀況分析圖

資料來源：中華徵信所徵信資料庫及近五年台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

2007 2008

2007

2008 2007 12%( )

圖二　我國印刷業近五年產值、銷售值分析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TOP10

TOP10 ( ) 14 TOP10

2006-2008 TOP10

TOP10

圖三　印刷業近五年銷售值增長分析表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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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OP10業者分析：
　　依近五年印刷業TOP10排名狀況分析（參見表一），近五年有14家業者入榜TOP10，入榜業者的變動
幅度低，雖然入榜業者之排名順序不斷變動，顯示印刷 業市場競爭十分激烈，然其中永豐紙業、中華彩
色、秋雨印刷、白紗科技、沈氏藝術、森田印刷、長榮國際、科樂印刷、花王企業等九家廠商2006-2008
年 都在TOP10的行列，可見印刷業呈現大者恆大的趨勢，中小型廠商欲進入TOP10排名門檻不易。
　　印刷產業依其製程可分為印前、印刷及印後加工三個階段，每一階段皆有獨立經營之公司、工廠；

印前階段之經營者如設計公司、製版廠、輸出中心等，印刷階段則有 各種版式、規模不等的印刷廠，印
後階段之經營者如摺紙廠、裝訂廠、上光廠等。由於台灣印刷業多屬中小型企業，相關業者約有3,000多
家，在國內市場成長 有限下，市場競爭激烈，且隨印刷科技設備之發展快速，目前印前、印刷及印後之
界限已漸消失，而趨於整合的方向，大型廠商多具一貫化生產服務之能力，而2008年入榜TOP10的業者亦
然，多數擁有印前、印刷及印後加工全製程之設備，除了森田印刷為專業熱轉印膜印刷廠，另長榮國際

TOP10

TOP10 ( ) 14 TOP10

2006-2008 TOP10

TOP10

表一　印刷業近五年TOP10排名分析表

資料來源：中華徵信所徵信資料庫及近五年台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

表二　2008年印刷業TOP10近兩年營運狀況表

資料來源：中華徵信所徵信資料庫及近五年台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公開資訊觀測站；*估計

2008

2008

2009

2009

( )

單位：新台幣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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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以船務代理業務佔營收比重最重（2008年約達30.36%），然文化事業（廣告編輯與印刷設計）亦佔營
收比重達9.84%外，其他八家業者之產品皆以印刷品為主（參見表二）。
　　永豐紙業係經營影印紙、電腦報表紙、傳真用紙、高級紙張及紙類印刷加工買賣業務， 近五年連續
蟬聯冠軍寶座，隸屬於國內知名的永豐餘集團，是全國第一家提供五證合一（ISO 9001/ISO 14001/ISO 
27001/CWA High Security printer/FSC COC）的印製廠商，也是國內第一家可生產凹版有價證券的民營公
司。近年來，該公司為因應電子媒體對於傳統印刷業所造成衝擊，積極從事橫向結盟，以提高產量降低

成本，並上下垂直整合，提供從前段印刷作業延伸至後段裝訂服務，並成立Oiprint我愛印交易平台，提供
完整的印刷運籌服務，致力推廣一次購足服務，另開創HandBox數位出版平台，提供數位化電子型錄與個
人出版服務，故2008年第四季雖歷經金融海嘯，全年度營收仍有0.45％成長率。
　　而近三 年一直穩居前兩名地位的中華彩色，主要業務係接受國內外客戶之委託印製期刊、書籍、海
報、型錄、月曆、郵票等印刷品，其中以雜誌類佔營收比重48％最高， 海報類佔營收比重22％次之，雖
然2008年第四季金融風暴襲捲全世界，市場受創嚴重影響整體經濟，惟中華彩色將其業務重心放在2008
年第四季市場標 案，致使整體營收不致衰退，仍維持與2007年相當。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沈氏藝術，主要從事各種雜誌、書籍、廣告品之印製加工業務，1987年沈氏藝術
啟用全國第一座恆溫恆濕、自動除塵換氣的現代化廠房，使印刷業的作業環境有了 革命性的改變。1993
年沈氏完成全國第一棟印刷專業大樓，1999年成立印後部門，購入膠裝機、騎馬釘機及郵封機等後段加
工生產線，完成一貫化生產製程 能力，並於2000年3月完成股票上櫃交易。沈氏藝術2008年因受到景氣不
佳影響，委託印刷業務滑落的衝擊，導致營收大幅衰退15.41％。
　　此外，森田印刷自2001年起開始投入模內漾印技術（In-Mold Release；IMR）薄膜相關研發與製造之
投資，近年來已從一般印刷加工成功轉型為專業熱轉印膜印刷廠，主要產品有八成以上為應用於筆記型

電腦機殼表 面之模內轉印膜（IMR薄膜），並獲得國內各3C大廠信賴，成功提高NB、手機、PDA等3C產
品的外觀質感，各大NB廠商逐漸改變以往鎂鋁機殼的策略， 改用塑膠機殼，森田印刷目前為國內少數可
穩定量產IMR薄膜商品之廠商，此項結合高科技產業的應用，開拓了傳統印刷的市場，使其2008年營收較
2007年大幅成長60.45%，排名亦由2007年的TOP10第八名提升至2008年的第六名。

三、產業前景展望
　　印刷業投入原物料中以印刷用紙張所占比重最高，以銅板紙及模造紙的報價來看，自2008年第三季
起，由於全球經濟趨於疲軟， 加上金融風暴衝擊加劇，全球原物料開始出現修正，印刷用紙也由高檔滑
落；2008年第四季則由於國際紙品報價大幅修正及需求受經濟反轉衝擊呈現疲軟，印刷 用紙報價出現較
為明顯的修正；而2009年第一季在整體景氣不佳、全球紙品需求疲弱及紙漿報價持續下跌等不利因素影
響下，印刷用紙報價仍呈現修正的態勢， 但修正幅度已呈現減緩。2009年第二季、第三季在整體紙品需
求回升、國際紙漿上揚等正面因素帶動下，印刷用紙報價回穩，但由於業者多仍以消化既有庫存為主，

因此印刷紙品的報價變動不大（參見圖四）。

　　在2009年印刷業產銷概況方面，2009年第一季由於持續受到金融風暴及經濟反轉的衝擊，導致國內
印刷業需求滑落，加上國際紙品報價修正，皆不利印刷相關 產品報價，因此2009年第一季印刷業產、銷
值呈現明顯的滑落；而在國內景氣回穩帶動需求上升及國際紙品報價回升等因素下，2009年第二季產、
銷值雖仍 較2008年同期衰退，但與2009年第一季相較已呈現止穩。而2009年第三季因上游原料報價調升
及產業需求回升，產、銷值持續較2009年第二季好 轉。因此2009年前三季印刷業產、銷值雖仍較2008年
同期衰退，但衰退幅度隨著景氣回穩而呈現逐季減緩的態勢，而2009年第四季因產業需求持續增溫，其
產、銷值將較第三季成長，全年衰退幅度亦可望更加減緩（參見表三）。

　　近年來，由於網路的盛行與電子書、智慧型手機等閱讀設備逐漸被消費者接受，讀者閱讀管道趨於

多元化，閱讀習慣轉為數位化，將導致印刷業者在景氣衰退下經營更加困難。預期閱讀數位化的趨勢未

來將持續，加上消費者節能、無紙化及綠色產品等觀念逐漸養成，將衝擊印刷產業需求。而國內印刷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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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競爭激烈，市場已呈飽和狀態使其成長趨緩、整體產能呈現供過於求，業者持續削價競爭，且在中國

印刷業者搶奪印刷商機及讀者的閱讀習慣改變下，均使報紙雜誌的印刷量減少，面對全面電子化與網路

化的衝擊，傳統印刷產業勢必走向轉型與創新，如發展利基型產品、提供數位印刷平台等。展望未來，

印刷產業銷售值成長動能恐須轉向各下游產業印刷需求的提升，預期未來國內經濟可望溫和復甦，有利

於帶動各下游產業印刷需求，加上原物料價格回升有利業者調升產品報價，因此預估印刷業整體銷售值

將呈現微幅成長。

表四　印刷產業 SWOT 分析表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 數位化、自動化，效率與品質大幅提升。
◎  印刷品運用廣泛，與其他產業關連性極高，容易配
合發展。

◎  資訊科技發達，支援印刷製程數位化與技術研究。

◎ 印刷業多屬中小企業，業者研發能力不足。
◎ 印刷產品以內銷為主，同業削價競爭激烈。
◎ 機器與材料大多仰賴進口，關鍵技術掌握不易。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  相關產業技術高，可整合高品質、高附加價值產
品。

◎ 華文印刷出版市場龐大，市場潛能高。
◎  集中整合上、中、下游生產，提升品質及生產力、
降低成本。

◎  大陸及東南亞新興國家印刷業發展快速，造成壓
力。

◎ 環保問題漸受重視，增加業者投資成本。
◎  電子資訊產業成長帶動電子出版之發展，影響傳統
印刷市場。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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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我國印刷業之產銷值及成長率分析表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車、情報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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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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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印刷業用紙平均報價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車、情報贏家。

單位：新台幣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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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JIFILM UV Inkjet 進化升級
Acuity Advance HD2545W 無懈可擊
恒昶實業公司 / FUJIFILM台灣總代理•印刷科技研發 / TEC培訓中心•歐韋廷

　　風靡世界、席捲全球的FUJIFILM Acuity HD 2504 UV Inkjet，在上市發表後的短短一年間即
創造銷售超過500台的佳績，以高優畫質和豔麗色彩卓著，並獲得廣告輸出及印刷各界的熱烈迴
響，而近期所推出的升級進化版－Acuity Advance HD2545W亦佳評如潮，除承襲Acuity HD 2504
的非凡功能外，更將輸出產能大幅提升39%，並擴充了七種的白墨列印模式，使其整體表現更為
精湛。

精密吸風平台　自由間隔區域

採用高精密的吸風平台，搭配原廠吸風幫浦，可自由間隔各種不同尺寸的軟硬材質，將被印材

質緊緊吸附於平台上靜止不動；而在高精準的光學尺對位下，噴頭採以X軸、Y軸移動的方向進
行列印，此種噴墨方式將可表現出精準對位、正反套印、堆疊墨層的特殊功能，同時亦無最小

列印尺寸的限制。

另外並可擴充選擇 Roll-to-Roll 捲對捲套件和ODS光碟列印系統（Optical Disc System），其中
Roll-to-Roll可使用內捲或外捲式的捲狀材料，並藉由Dancer和Gimbal Roll自動控制捲狀材料的張

力與平整性，且自動將圖像噴印於捲材的正中央；而ODS光碟列印系統則以拖盤抽換的方式，
直接隨選噴印於12cm、8cm或名片型光碟上，至多可同時擺放144張光碟，其簡潔操作即可完成
高精度的光碟直接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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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可變墨點　影像鮮銳細緻

獨特的可變墨點噴墨技術，可同時列印出6 - 42 picoliter（兆分之一升）共七種不同墨點大小的

階調，搭載超越1440dpi解析的列印品質，同時表現出高細緻及銳利度的影像品質、平滑的連續
漸層與色調，以及濃密的平網或滿版效果。

Acuity Advance能僅以CMYK四色墨水表現出優於傳統六色墨水的豔麗色彩，並展現出猶如沖洗
相片般的High Definition優異畫質；且有別於傳統機種的固定墨點大小，其可變墨點技術能有效
節省墨水高達35%外，在輸出產能部分更提升39%，兼具了完美表現和經濟效益。

七段ＵＶ功率　特殊列印模式

為讓UV墨水能直接噴印於各式各樣的不同材質，因此在UV燈的功率上設計了七個階段的強弱控
制和左右兩盞的分別獨立控制，因此在使用低UV功率時將可有效避免塑料遇熱變形；而高UV功
率則可維持光滑材質上的細緻墨點。

同時Acuity Advance HD2545延續了Acuity HD 2504的兩種與眾不同的列印模式－Quality-Matte和
Quality-Density：
‧Quality-Matte 列印模式

在高光澤反射的列印材質表面上，Quality-Matte可噴繪出與眾不同的霧面消光效果，有效降低
畫面上的視覺折射。

‧Quality-Density 列印模式

針對全透明或半透明的透光被印材質，諸如燈箱片或玻璃等，Quality-Density即可在一次噴印
時表現出兩倍濃度的鮮豔色彩，亦可完美保留影像階調。

Acuity HD 2504 & Acuity Advance HD2545輸出產能比較

Print Mode

Production

Quality

Quality-Matte

Quality-Density

Fine Art

16 m2/hr

11 m2/hr

  8 m2/hr

  6 m2/hr

  9 m2/hr

180 才/hr

120 才/hr

  90 才/hr

  65 才/hr

100 才/hr

22.2 m2/hr

15.2 m2/hr

10.9 m2/hr

  8.5 m2/hr

12.3 m2/hr

245 才/hr

170 才/hr

120 才/hr

  95 才/hr

135 才/hr

Acuity HD 2504 Acuity Advance HD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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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種白墨變化　任易選擇應用

　　Acuity Advance HD2545W噴印白色墨水的方式是前所未見的，不僅只可單印一層白墨而已，更
可在一次列印中噴印出高覆蓋率的雙層白墨，甚至是CMYK四色也可與白墨同步噴印，簡化處理繁
瑣的工序，提升產能和增加工作效益；此外，其廣泛的應用層面更包含Backlit背投式的室內燈箱、
Day - Night日夜使用的背投式戶外燈箱以及Opaque戶外看板，而白墨噴印的應用選擇共有七種：

（1）W　單層白墨

應用於不透明材質，單獨噴印單層的半透明白

墨，作為淺色材質的底面處理或是重複堆疊墨層

製造立體感使用，最後再噴印CMYK色層著色。

（2）W + W　雙層白墨

應用於不透明材質，在相同pass下同時噴印高覆
蓋率的雙層白墨，作為深色材質的底面處理或

是重複堆疊墨層製造立體感使用，最後再噴印

CMYK色層著色。

（3）W + CMYK

應用於不透明材質，可同步噴印單層的半透明白

墨和CMYK色層，其中單層白墨作為淺色材料的
打底遮蔽使用，以避免材質底色影響CMYK的豔
麗色澤。

（4）W + W + CMYK

應用於不透明材質，可同步噴印高覆蓋率的雙層

白墨和CMYK色層，其中雙層白墨作為深色材料
的打底遮蔽使用，以避免材質底色影響CMYK的
豔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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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MYK + W

應用於透明材質，可同步噴印CMYK色層和單層
的半透明白墨，其中單層白墨作為CMYK的背底
處理，使CMYK的豔麗色澤得以正常呈現。

（6）CMYK + W + W

應用於透明材質，可同步噴印CMYK色層和高覆
蓋率的雙層白墨，其中雙層白墨作為CMYK的背
底處理，使CMYK的豔麗色澤得以正常呈現。

（7）CMYK + W + CMYK

應用於透明材質，使單層的半透明白墨夾於兩

層CMYK中同步噴印，以呈現出正反雙面對等
的影像視覺效果。

無懈可擊的Acuity Advance HD2545W，引領著

UV數位工藝噴繪的腳步不斷邁進，而各種產業

和材質的應用層面更不斷的擴充增加中，諸如玻

璃、磁磚和金屬等建材；PET、PVC、PC等塑化

材質；IMF膜內印刷；特多龍等金屬薄膜；3D光

柵片；光碟印刷等等，持續延伸的放大UV Inkjet

應用綜效，迎接UV數位噴繪的新世代降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