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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場景之一 大會場景之二

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第十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本會第十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於99年3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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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會者冠蓋雲集，更添大會光彩，會中並頒發九十八

年度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及獎狀予得獎會員，同時

追認暨審議通過了以下三案：

一、 本會九十八年度歲入歲出決算、收支報告表、

資產負債表及財產報告表。

二、 本會九十九年度工作計劃暨歲入歲出預算表。

三、 建請公會成立「教育訓練委員會」推動印刷產

業升級訓練工作。

會議於下午四時圓滿結束。

會員報到場景 上級單位台北市商業會監事會召集人呂三郎(右2)、監事盧俊雄(右1)、 
總幹事陳四郎(左1)與本會理事長陸兆友(左2)於大會召開前合影

本會顧問台北市議員吳志剛蒞會致詞 台北市議員李人仁蒞會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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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副理事長頒發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及獎狀予湯承科技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陳副理事長景浪與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高中組得獎會員們合影

陳副理事長頒發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及獎狀予永朔開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副理事長頒發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及獎狀予萬達打字印刷有限公司

陳副理事長頒發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及獎狀予力久印刷攝影有限公司 陳副理事長頒發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及獎狀予矗鑫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商業會監事會召集人呂三郎先生蒞會致詞 基隆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張金來先生蒞會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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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理事長頒發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及獎狀予三源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陸理事長兆友與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大專組得獎會員們合影

陸理事長頒發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及獎狀予志泰印製有限公司 陸理事長頒發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及獎狀予漢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陸理事長頒發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及獎狀予震大打字印刷有限公司 陸理事長頒發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及獎狀予禾年實業有限公司

陸理事長頒發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及獎狀予利豪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陸理事長頒發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及獎狀予光隆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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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第十五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會第十五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99年

1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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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審議通過了

以下六案：

一、 本會98年11、12月份收支對照表及資產負債

表。

二、金典文具印刷有限公司等10家申請入會。

三、99年度工作計劃暨歲入歲出收支預算表。

四、98年度歲入歲出決算表。

五、 三盟有限公司等32家因歇業、遷移、拒繳或不

明等原因提請應予停權。

六、 第十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日期、地點及紀念品

購買額度。

會議於下午七時圓滿結束。

第十五屆第十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會第十五屆第十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99年

3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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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次

理監事會適逢新春期間，會前各理監事們舉行新春

團拜、互道恭喜，隨後各委員會進行工作報告如

下：

產經發展委員會：

一、 99年度研討會首場將邀請普生數位科技陳達得

先生以「電子書、電子紙的發展現況及印刷業

因應之道」為主題，並與主講人確定時間（擇

4月21、22或23日其中一日下午）、地點後舉

辦。

二、 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印刷輔助業意見調

查表敬請各位理監事同仁們詳填後交回，俾便

彙整後提交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以

為建言之參考。

三、 科立爾數位科技『CorelDRAW總代理』公司

擬與本會辦理研討會，如蒙各位理監事同意，

將與該公司商談舉辦細節。

　　議決：同意辦理。

網站資訊委員會：

結至99年3月5日中午12時，本會網站點閱數已達

51,130。

審議通過

一、本會99年1、2月份收支對照表及資產負債表。

二、 惠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申請入會案。

三、本會會員名冊提請審核。

會議於下午七時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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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印前實務與應用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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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本會特與科立爾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印前作業中需用之向量繪圖工具為主軸進行專題研

討，並介紹CorelDRAW在印刷流程中之應用與實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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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4月8日（星期四）下午13:30~17:00假學承電腦開封認證中心（台北市博愛路38號4
樓）舉行，會員業界參與相當踴躍，而講師精闢之研討內容，本期會訊中並有專欄報導。

研討會場景之一 研討會場景之二

陳副理事長景浪致詞 科立爾公司潘經理立偉致詞講師曹育維先生

研討會後抽獎活動之三位幸運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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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電子書、電子紙的發展現況及印刷業因應之道研討會

　　本會於99年4月21日（星期三）下午13:30~17:30假台北市非政府組織NGO會館演講室（台北市青島

東路8號）舉開之研討會，特別邀請了普生數位科技有限公司－陳達得先生，研討「電子書、電子紙的發

展現況及印刷業因應之道」專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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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研討會會員業界參與相當踴躍，與會研討之會員同業並爭相詢問講師關於電子書發展趨勢及應

用上之相關問題，而講者精闢之研討內容，本期會訊中並有專欄報導。

研討會場景之一 研討會場景之二

研討會中陸理事長兆友致詞 研討會講師陳達得先生

研討會Q&A時與會者熱烈提問 陸理事長兆友致贈紀念品感謝陳達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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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第六屆董事長陳政雄先生上任

　　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於1月8日下午

四點半進行第六屆第一次董監事會議，會議當中推

舉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

同時也是台北國際印刷機材展(TIGAX)執行長、興

台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的陳政雄先生擔任

第六屆董事長，並在第五屆及第六屆常務監察人，

嚴長庚先生及王叔雄先生的監交下，與第五屆陳哲

三董事長完成印信交接。

　　董事長陳政雄先生生於民國32年，從事印刷工

作52年，歷經台灣產業近代化變革，現任教於國立

台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兼任副教授，曾任

中華印刷科技學會理事長、台灣區印刷工業同業公

會常務理事、印刷技術士技能檢定考試資深命題及

監評委員、中部美術學會理事、國立台灣美術館數

位典藏評審委員、兩岸三地書簡台灣執筆等，並在

文化大學、世新大學、及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講

授印刷實務課程，熱心投入服務產業、作育英才。

　　陳董事長創立之印刷人雜誌，三十多年來為華

文印刷界最重要媒體之一；並組團三十五次帶領業

界赴各國參觀印刷工廠、機材廠、展覽會，進行國

內外演講難計其數，嘉惠無數印刷同業。民國75年

創設TIGAX台北國際印刷機材展，創造台灣製造

機材外銷平台，並引進最先進設備及印刷理念，結

餘款項捐助台灣區印刷工業同業公會近兩千萬元，

助益印刷發展。因對於產業發展貢獻卓著，曾於93
年獲得興才文教基金會印刷傳播傑出成就獎，並於

民國97年獲頒台灣印刷產業貢獻成就獎。

　　陳董事長上任後以「印入腦海智慧生，研磨科

技創新存，中庸勤奮行中道，心繫產業是真理」期

勉同仁印不只是在紙面、媒材表面，更要印入閱讀

者的腦海內，才能和其他媒體競合。做研究既要徹

底又能組合創新，凡事努力不偏激對抗才能致遠，

只有心存產業的興旺的印研中心，才能有更具前瞻

性的發展。

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第六屆總經理曾一淙先生就任

　　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第六屆總經理先生於99年1月25日佈達就任。就任儀式由印研中心董

事長陳政雄先生主持，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呂進發理事長、賴松喜理事、陳江水總幹事

均到場觀禮。

　　曾一淙總經理於業界服務資歷有32年之久，前期於南僑化工擔任消費品行銷兼責整體產銷事業相關

業務，之後於永豐餘集團擔任消費品及文化用紙市場開發工作，及永豐餘大陸昆山廠董事長、中華彩色

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一職。對於印刷產銷供應鏈的運作相當熟稔。

　　在就任儀式中，曾總經理表示，印刷業界在2008下半年金融風暴中受到了衝擊，在這一年多來景氣

雖已漸漸復甦，但是有更多新的挑戰必須面對，包括：一、電子紙、電子閱讀器等商品的問市影響到紙

本印刷市場的生態；二、雲端科技加速印刷的製程與經營模式的變革；三、印刷業如何節能減碳，降低

污染，並節省相關費用的支出；四、今年東協加一，甚至未來再加上韓、紐、澳等自由貿易協定生效，

對於台灣的印刷品外銷衝擊更大。

　　曾總經理強調，站在產業轉變的歷史關鍵上，印研中心要與業界站在一起，共同制訂因應的策略及

方法，把決策徹底落實，並將成果廣為擴散與業界分享，幫助台灣印刷產業抓住轉型創新的契機，永續

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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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董事長陳政雄先生就任詞

　　非常感謝各位董事厚愛，推選小弟為印

刷技術研究中心董事長！對我個人生涯而

言是另一項挑戰，心中泛起的並非喜悅與

榮耀，而是如何調和內外，努力做出對印

刷業界最有利的事，更是責任、開創和服

務的新起點。長久以來印研中心在創辦者、

歷任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工作同仁努力，已俱

備規模和成效，就是和印刷及相關業界，維持的是

鄰人的關係，而不是一家人，我希望印研中心是印

刷業界一份子。我個人長久服務於印刷業界，深知

印刷業界處在第一次數位變革最後階段，馬上進入

無版化列印及網路傳播再印刷生產的第二次數位變

革階段與挑戰。

　　今天印刷同業會面臨四面八方而來的壓力，市

場的萎縮，電子書、電子傳媒奪走市場，印刷價格

不斷下降、印刷生產成本、環保成本、運輸、能源

成本不斷上漲，全球節能減碳的要求，我們印刷同

業應如何因應再創新局，將是印刷同業及本中心各

位董事、同仁要歷經的考驗。這個之道很簡單「搔

到癢處」，而不是口惠而實不至的高來高去的詞

彙。但要做好印研中心的服務除了探討、發掘新

科技、新的材料、新方法之外，在中心既有色彩

學、色彩控制管理能量、污染防治能量材料檢測等

能量，先對印刷業目前切身之痛的品質問題，推

動CIP3/4印前、印刷、印後及資訊處理應用上去發

展，推動―印刷標準化ISO 12647系列全球化色彩

標準，多注意國際發展與合作走向之外，更要把歷

年研發控制導片、色彩再現控制系統、特別色調

墨系統推廣，落實為印刷同業所樂用，研擬有利於

推廣辦法，就算當時內容不算很理想部份，也研議

做更改，使它符合多數同業所使用，增加印刷同業

品質、生產力及利潤率。像印刷同業反應油墨濃度

檢測每則台幣數千元太貴，相信是值得研究商討，

對本中心原始創設區公會會員廠家檢測服務項目上

想法給予優待，中心能量應為同業樂於利用才更能

發揮成效。對同業在環保議題上，在VOCs有機溶

劑課征污染稅上面，中心可盡力協助降低或減免，

並改用不含VOCs的材料與製程，才能釜底抽薪，

歐規RoHS的檢測服務工作也可列入服務項

目。協助同業建立CTP全面化使用，在

版材、設備選用、成本降低上做協助。

防偽及UV印刷推廣協助，提高印刷附加

價值，尤其LED UV的燈具設備、特別在

油墨、印刷媒材應用上注意及改進，對於

整個LED UV設備、材料、印刷使用的推展和落實

使用，可減少耗能75~80%、無臭氧的污染，更可

廣泛使用減少噴粉、背印及污髒的發生，對LED 
UV燈具製造廠每年有數億到數十億產值、LED 
UV油墨也有數億元市場，印研中心很合適做統合

研發及推廣工作。印研中心在IMD的模內裝璜，取

得某一部份成效，但似有很廣大使用空間有待發掘

推廣。

　　在色粉電子成像列印、噴墨列印不只打破最低

印量限制，更結合網際網路做先傳播再列印，未來

以「資訊流取代印刷品物流」，將是印刷傳媒無遠

弗屆，對抗電子傳媒和電子書的利器。印刷產業融

入電子、光電、通訊、太陽能產品的生產機率也越

來越高，有關機能性印刷，做材料、絕緣、電阻等

等，到色光的濾鏡分佈，先進的印刷製程都已派上

用場，印刷業如何介入分一杯羹是有待中心推動和

業者努力，資訊安全、檔案壓縮和解壓縮和傳輸技

術、噴墨耗材及噴墨設備研發上，這些都是未來研

究主題。在財務、人力資源有限下，各個項目發展

秩序有輕重緩急之分，而設備和人員不足，也可委

外或尋求學界及專門單位之協助。馬總統所關心

漢字正體銅模保存案、技術士技能檢定考試案、

建立我國印刷、CNS色彩標準案，有一天也可建立

「Taiwan Color」，做為台灣土地、人文和景物的

識別，因為色彩已可用數據化來呈現和定義，屆時

必須結合多方面學者和專家，將色彩科學家做數據

化呈現序列，這樣印刷產業在「文字」和「色彩」

強項才能更為彰顯。

　　個人非常感謝政府及區印刷公會，給印研中心

一個絕佳團隊，我衷心希望在各位及政府、各級公

會、學會、學校及同仁協力下，發揮印刷技術研究

中心最大向前推動能量，做服務事功，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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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印刷七團體理事長暨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

　　中華民國印刷七團體理事長暨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於99年4月20日（星期二）下午五時假天成大飯店

3樓群星廳召開，會中就印研中心提供印刷業綠色環保服務、建議印研中心協助印刷產業導入電子書製作

服務增加營收並依循電子出版的趨勢發展帶動產業轉型、以及台灣印刷業環保標章等議案研商並獲得共

識，會議在下午6時30分圓滿完成。

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陸理事長兆友致詞 中華印刷科技學會陳理事長昌郎致詞

中國印刷學會魏尚敬教授致詞 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陳董事長政雄致詞

高雄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邱理事長永順致詞 台灣省印刷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邱理事長垂裕致詞

印刷七團體會議場景 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呂理事長進發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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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新數位變革的TIGAX 10機材展簡介

　　做為TIGAX長期策劃人、也是印刷人雜誌社執筆者，對於印刷機器、材料，乃至於軟、硬體及印刷

出版、包裝印刷等等的演進，都必須保有觀察力並洞悉未來的發展動向，亦常有相關同業會問及TIGAX
這個國內最大型、也是最具影響力的印刷機材展，到底有什麼新的印刷和相關科技，被推陳出新的展示

在大家面前呢？其實TIGAX是一個商業展會，只有極為少數的參展廠商是被懇托前來參加，所以他們

都須付出很多經費和人力，甚至於找尋合宜的展品到場展示，景氣好的時期有滿坑滿谷的廠家想前來參

展，但自2008年至2009年上半年，在金融海嘯的沖擊下，整體經濟大幅下滑，印刷這個成長型產業，不

只受到這波不景氣影響，更在電子媒材、電子紙、電子書的影響下，使傳播印刷受創的情形更加明顯，

而這些現象都將反應在10月7日~10日的TIGAX 10會場上，除可預見景氣回溫之外，又有不少廠家有新產

品要發表。

　　此次的TIGAX 10會場將可肯定，有印版的印刷機和印刷方式，將有很大幅度為無版的列印方式所取

代，包括色粉列印、噴墨及電子油墨印刷等，這個現象在印刷市場規模大的歐、美、日、中等大的國家

受影響情況比較不明顯，像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市場，在小量多樣化到個性化印刷市場更為昌盛下，

對於無版列印方式的需求會更為殷切，而色粉列印的輸出在尺寸及媒材上是十分侷限，而噴墨列印則

能由小到大，如戶外的大看板、海報，多元性的平面媒材和立體厚度媒材，並且IMD加工應用也十分廣

泛，其最大變化是溶劑墨、環保溶劑墨的使用將會降低，取而代之的是LED UV及乳膠噴墨。

　　TIGAX 10的另一個趨勢是LED UV固化方式，已廣泛使用在噴墨機上，除了無臭氧、無熱度之外，

同時對人眼、皮膚的危害性也降低。在印刷機上使用LED UV燈來固化及上光，雖須使用較高價的油墨

及塗料，但只需耗用15~20％的原有電力，對現今講究環保、碳足跡的時代，如何節能減碳是一件重大突

破。而在平版印刷機上做冷燙工作，是大幅提升生產效益的高效率方法，台灣也將有廠家引進，在小尺

寸商標印刷機上則已十分流行。

　　CTP將是一項印前科技的總結，除了免沖洗、免化學藥品的議題之外，在中國大量擴展生產的CTP版

材之下，未來將使CTP版材和PS價格的差距減少，CTP也將全面被採用成為平版的輸出方式。不僅中國製

造材料、設備的輸出，台灣也將會有更多的CTF底片輸出機改換成CTP印版輸出，但這可能會降低材料廠

商的利潤空間，卻也是CTP印版普及化的主因。基本上電子書和書本媒材較為接近，若稱為「電子化的書

本閱讀器」也不為過，它為印刷業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性。印刷業在電子書內容的產業及電子書的生產

上，也許能有一些著力點，若不將電子書視為洪水猛獸，只是變革下的另一次商機，那麼，會不會成為

TIGAX 10會場上的話題仍是未定之天。

　　商標印刷機和後加工的模切機、裁紙機、小型裝訂設備等是台灣的強項，相信仍有很多新的研究項

目，包括更自動化、資訊化的改善以因應時代的需求，包括熱燙、冷燙也都有相當進展。在環保要求

下，使用水性墨的柔印、凹印機會相當高，也會帶動新一波的設備、材料及油墨之變革。

　　若說TIGAX 10的重大變革，相信使用網路以頁面檔資訊流做分散列印，將取代先印刷成紙本、成冊

後，再用物流分散處理的時代已來臨，那麼印刷業和網路將再進一步的深化與結合。最近有人推出完全

個人化的報紙列印傳播，一份紙本報紙內，含有訂戶從全世界各大報所擷取到的專欄項目，集合成一份

個人化的報紙，有如綜合維他命丸，只服用一顆就具備所有欠缺的維他命，這將改變報業及印刷傳播的

命運，不論是用大型捲筒紙的輪轉列印或中型高速噴墨、電子墨或色粉列印到SOHO族的小型列印，都有

機會發展出不同的生產力和影響力。

　　在這一個變革和淘汰的時代中，既存在危險又存在新機遇，而經營者所面對的問題是，在變革中您

所處的地位之加值何在呢？要在客戶有利基下去創造您的利基點，才能做好變革及永續經營。

TIGAX 執行長 陳政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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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印材質新選擇-3W魔力貼

一、摘要

由三能國際所開發並申請專利的被印材質「3W魔力貼」。是印刷技術的一大創舉，也是未來業務開

發的利器。

三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專線：（02）2246-1060

二、魔力貼是什麼？

魔力貼為一種軟膠材料，可抗紫外線，同時環保無

毒；是一種可回收的PQ膠。無需膠水、貼布也無需磁鐵就

可以任意貼在平滑的表面。其原理是配合吸附微粒及嵌

合纖維分子的交覆作用，許多極軟或極硬的彈性塑膠會

在此交覆作用下被創造出來。同時具有摸起來不黏，貼附

性（玻璃、塑膠、陶瓷、金屬、瓷磚、...等都可以貼附，但注

意有油質的是不可貼附的。）及防水性（像流裡台、浴室、

窗戶、浴槽、冰箱...等都可貼附。）極佳堅韌結構，透明度

比美玻璃等多種特性。

三、其他特點：

◆材質不黏手。

◆具備有強大的貼附性。

◆結構堅韌，不易撕毀破壞。

◆具有高透明度，可用於表現不同感覺產品。

◆可印刷軋形加工，強調功能性之餘同時具備美觀。

◆響應環保訴求，產品無毒不會污染地球。

四、 而獨特的產品特性，再加上可多色印刷使

顏色與設計感較豐富。建議可針對以下市

場進行應用產品的開發：

◆廣告相關行業：店面廣告貼、商品促銷。

◆禮贈品開發：產品隨附贈品、節慶卡片、複製畫作。

◆幼教、文教用具：學習用道具（字母貼、ㄅㄆㄇ貼、認識

動物貼）。

◆文具娛樂用品：象棋、跳棋、便利貼、白板、可換日期行

事曆、標示牌。

◆環境裝飾用品：精油貼片、除臭貼片。

◆ RFID結合商品：晶片卡、悠遊卡、門禁卡。

◆室內設計商品：玻璃窗、浴室的窗子、鏡子、浴缸、有光

澤的瓷磚...等。

居家佈置

廚房幫手

居家小幫手



第十五屆第七期

1�

產業訊息

印刷產業發展困境與問題建言

談到「印刷產業面臨的困境與問題」相信各位業者一定有滿肚子的苦水，公會亦然。話說公會雖

是依法成立之法人組織，同時也兼具著產業與政府間溝通之橋樑，但對於政府一面暢談重視產業發展，

另一面卻閉門造車徒增法令，無視產業生存環境，抑或將簡單事情複雜化，新增法令既出，管你知不知

道、清不清楚、買了用不用，就是需要耗費人力、物力申報繳費，「廢棄物上網申報」、「空污費」就

是例子。諸如此類，真是不勝枚舉啊！

下面報導係台灣印刷工業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上呈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2010年白皮書之建

言，為此本會特別刊登，好讓各位會員同業、產業先進們了解目前「印刷產業面臨的困境與問題」，當

然實際之問題可能不僅於此，所以誠摯的希望不論問題大小，您的心聲請反應給本會，我們當盡力、不

斷的向政府相關單位、部門發聲，直至獲得改善為止！

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2010年全國工業總會白皮書」
印刷產業發展困境與問題

陳江水總幹事

面臨的困境與問題（1）：
印刷產業自96年起繳交空污費，起始對於業者開徵都無完整教育，並於稽查時委外稽查人員，對於產業
製程不甚清楚，業者因政策不瞭解與政府在此方面政策宣導不周，經常無故被追繳滯納金，無形中成為

業者一大負擔。

建議事項：�地方環保局應與印刷公會共同協助追補繳個案申訴原因，實地訪視深入瞭解，視情況給予優

惠或既往不咎。建議會同具備印刷專業能量之單位(如財團法人印研中心)，前往勘查。
理由說明：�業者目前依據環保署或是各縣市地方環保局委外顧問所提供方式繳費，但是稽查人員對於印

刷專業知識及實務經驗不足容易判定錯誤使業者造成損失與名譽受損，應歸咎於外包廠商專

業知識不足而非業者本身環保問題。

面臨的困境與問題（2）：

印刷產業大多屬中小企業，甚至員工人數有的只在10人左右，廠內具有七八十種物料，面對複雜空污費
繳費機制，此資料庫建制龐大且耗時費工。

建議事項：建議將現有繳費機制改由各廠區每年之營業稅總額之百分比例繳納。

理由說明：�台灣沒有天然資源對於原物料都需要依賴國外，原物料價格波動每月不同，廠商進料庫存並

未使用就需繳費，若依據實際產量來收費較合理。

面臨的困境與問題（3）：
目前環保署之物料檢驗參考依據美國德州或南加州等地區產業情形參考制定，但台灣印刷廠油墨都屬於

日系油墨為主，若使用現行主管機關公告之檢測數據結果，結果與實際情況相距甚大不符合台灣印刷產

業現況。

建議事項：�建議參考物料之源頭有物質安全資料表（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MSDS）並輔以相關公正
驗證機構檢測報告，進行空污費申報。

理由說明：�因回歸VOCs法規定義：揮發性有機物：指在1大氣壓下，測量所得初始沸點在攝氏250度以下
有機化合物之空氣污染物總稱。

　　　　　業者可參考MSDS進行申報，並檢附相關驗證報告。

面臨的困境與問題（4）：
每三季申報一次空污費，每次繳交之資料表都相同，很浪費紙張。

被印材質新選擇-3W魔力貼

一、摘要

由三能國際所開發並申請專利的被印材質「3W魔力貼」。是印刷技術的一大創舉，也是未來業務開

發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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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魔力貼是什麼？

魔力貼為一種軟膠材料，可抗紫外線，同時環保無

毒；是一種可回收的PQ膠。無需膠水、貼布也無需磁鐵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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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玻璃、塑膠、陶瓷、金屬、瓷磚、...等都可以貼附，但注

意有油質的是不可貼附的。）及防水性（像流裡台、浴室、

窗戶、浴槽、冰箱...等都可貼附。）極佳堅韌結構，透明度

比美玻璃等多種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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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有強大的貼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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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印刷軋形加工，強調功能性之餘同時具備美觀。

◆響應環保訴求，產品無毒不會污染地球。

四、 而獨特的產品特性，再加上可多色印刷使

顏色與設計感較豐富。建議可針對以下市

場進行應用產品的開發：

◆廣告相關行業：店面廣告貼、商品促銷。

◆禮贈品開發：產品隨附贈品、節慶卡片、複製畫作。

◆幼教、文教用具：學習用道具（字母貼、ㄅㄆㄇ貼、認識

動物貼）。

◆文具娛樂用品：象棋、跳棋、便利貼、白板、可換日期行

事曆、標示牌。

◆環境裝飾用品：精油貼片、除臭貼片。

◆ RFID結合商品：晶片卡、悠遊卡、門禁卡。

◆室內設計商品：玻璃窗、浴室的窗子、鏡子、浴缸、有光

澤的瓷磚...等。

居家佈置

廚房幫手

居家小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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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希望有關申報程序能全面電子化、網路化，並且希望政府在稽查時可簡化工作，例如：相同

物料在於沒有更動時只需加註說明，可減少重複性書面文件。並請環保屬整合資料建立資料

庫，於相同產業業者可一同分享資源。

理由說明：�台灣沒有天然資源對於原物料都需要依賴國外，紙張也為珍貴的資源之一，減少書面文件與

簡化程序。

面臨的困境與問題（5）：
第二期程空污費繳納時，環保署規定業者必須自行提出物料之揮發性有機物含量之數據，相關數據需檢

測，此檢測費昂貴。

建議事項：建議檢測補助可由空污費收費補貼，或由專案計畫補助。

理由說明：此空污費繳納屬長期性之政策，業者需長期送檢測，此數量可觀經費驚人。

面臨的困境與問題（6）：
政府應該積極推動綠色印刷企業認證標章，提昇國際競爭力。

建議事項：�綠色印刷企業認證標章草案已於2009年送達環發會，期盼政府協調相關業務單位，投入更多
資源，以利於協助印刷業進行綠色印刷企業認證標章輔導與推動。

理由說明：�台灣印刷業技術與品質皆優於東南亞各國，推動認證制度，可以提升台灣印刷品總體形象，

增加國外客戶信心，可有效降低貿易障礙，使台灣企業與國際接軌零落差，盼此制度帶動整

體產業生提昇。

面臨的困境與問題（7）：
台灣本身天然資源較少，紙張原物料皆需要依賴國外進口，但是資源回收立場來看，紙張使用過後所產

生之廢紙似乎是以國內使用為主，因此應留存於國內回收再利用，以降低紙張原物料進口成本。

建議事項：�建議將紙張以資源回收再利用方式控管，應參考原油市場模式，以政府公權力介入管控紙張

市場價格，避免某特定財團或國際市場報價影響間接印刷成本，另外應以法令規範禁止出口

廢紙。

理由說明：�因廢紙出口利潤高，多數業者會販售為第一優先考量，較少留於國內回收再利用，而造紙相

關產業又需花費成本採購國外紙張原料，但是實際上國內紙張原料嚴重資源不足。

面臨的困境與問題（8）：
碳權交易已屬國際趨勢，但國內業者對於此方面資料偏少，尤其以中小企業所獲得資訊最為不足。

建議事項：�建議政府單位加強辦理碳權交易之說明，或結合法人輔導單位共同推廣，加強國內中小企業

VSC碳權交易之證照取得。
理由說明：�國內有關VSC碳權交易資訊目前較集中大型企業、集團，若中小企業對此瞭解不足，易削減

中小企業與傳統產業拓展外銷之競爭力。

面臨的困境與問題（9）：
對於製程排放係數認定不合理。

建議事項：�進行環保稽查時，印刷公會可以要求印刷專業單位(如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配合參
與稽查作業。

理由說明：�非印刷業背景之環保稽查人員對於印刷產業製程專業度不足，容易誤判製程排放係數，造成

業者成本負擔加重。

面臨的困境與問題（10）：
台灣90％都屬中小企業，但是業者開業並不會參與公會，對於沒參與公會之廠商，公會並無任何約束能
力，此業者易造成市場機制混亂且政策執行不確實。

建議事項：�建議參考日本之做法，業者新申請公司執照時，依法要求加入公會組織，現有之廠商亦可以

利用透過法律規範強制廠商入會。

理由說明：�公會對於政府政策與業者間具溝通橋樑之功能，若有相關法律支持，可方便產業控管、資源

整合、落實政府政策。公會服務的內容要讓業者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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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的困境與問題（11）：
廠商進口油墨販售或使用，於海關進口時課徵「進口稅」 約6.5%，於販售課徵「營業稅」約5%，於使用
端課徵「空氣污然防治費」依VOCs含量多寡課徵，於廢棄回收課徵「應回收廢棄物責任費」，以相同商
品生命週期中重複課稅。

建議事項：�應效彷國外有關產品生命週期因深入研究，並進行各部會協調搭配稅務整合，減少廠商對於

相同之產品重複課稅之疑慮。

理由說明：現況廠商都依法繳費繳納，無法相關申訴管道。

面臨的困境與問題（12）：
兩岸稅制不對等，於大陸印製的印刷品以低廉價格於台灣銷售，造成台灣印刷產業價格難以競爭。

建議事項：建議與對岸進行印刷相關稅制方面的協商，取消關稅障礙，以達到平等互惠原則。

理由說明：�目前大陸印刷品進口製台灣關稅為0，但台灣銷至大陸之印刷品關稅為6.85%，在材料方面，
台灣銷售大陸的CTP版材每平方米需備課徵2.9人民幣，嚴重剝削台灣業者利潤，極不合理。

面臨的困境與問題（13）：
大陸生產之印刷材料若進口台灣後，再以台灣廠商名義大量出口，將可能造成台灣業者對其他國家進行

傾銷的事實，使台灣廠商蒙受不白之冤。

建議事項：建議大陸進口而以台灣廠商名稱銷售之產品應嚴格要求註明原產地資訊。

理由說明：�實施強制註明原產地資訊將可保障台灣本土印刷相關機材業者，避免大陸品質不佳之產品魚

目混珠充斥於全球市場造成對於MIT產品的商譽受損。

面臨的困境與問題（14）：
台商於大陸無法以自己的名義印製文化印刷品與秘密載體產品，而需以大陸公司合資方可取得准印證。

建議事項：�建議政府與ECFA談判時能應盡力爭取中國大陸開放文化印刷（書刊）與秘密載體准印證給台
商印刷廠。

理由說明：�大陸規定於當地從事文化印刷與秘密載體印刷必須是合資才能取得有准印證，且取得非常困

難。目前香港印刷廠已經可獨資自由印製文化印刷及印製秘密載體印刷品，請政府極力爭取

同香港相同的條件，以免於大陸之台商失去競爭機會。

面臨的困境與問題（15）：
廠商以大陸印製回銷台灣模式的低廉價格參與政府標案，造成全程於台灣本地印製的廠商無法於標案中

無法取得價格優勢。

建議事項：�建議政府基於扶植MIT產品之原則，於標案中限制得標廠商不得於台灣以外進行印製，以保障
台灣廠商競爭優勢。

理由說明：�台灣印刷產業是以內需市場為主的產業，目前已經面臨嚴重的削價競爭，希望政府能夠帶頭

基於扶植MIT產品之原則，於標案資格中嚴加限制，保障本地工作者的生存權益。

面臨的困境與問題（16）：
登記有案的印刷廠商每年均需依法支付空污費、水污費、符合政府的勞工政策支付退休金等，但不合法

之廠商不僅規避這些費用，更可以低廉價格透過得標的設計公司取得訂單，對合法業者不公平。

建議事項：�政府標案應制訂門檻(不論為設計標或印刷標案)，要求投標廠商需符合環保規定或環保認證、
不得變更合作之協力廠商以約束得標業者不得外發不合法的廠商，保障合法業者的權益。

理由說明：�唯有透過門檻設訂保障合法業者應有的利潤，業者才有能力繼續提昇，維持合理的價格機

制，並保障合法勞工的工作權。

面臨的困境與問題（17）：
政府統計之印刷及其輔助業之產值、人力、廠商家數等統計數據來源侷限於傳統印刷廠，且偏重於文化

及商業印刷，不僅造成外界誤解，亦影響政府對於印刷產業之重視程度。

建議事項：�建議政府統計單位應再細分印刷產業之類別而非以印刷、製版、裝訂及後加工三類區分，使

印刷統計數據更為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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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說明：�印刷技術之應用領域極為寬廣，不只有商業登記為印刷相關名稱之廠商才從事印刷行為，有

許多製造業者、資訊業者同樣運用印刷技術生產製造。相關產值亦應納入印刷業計算，以免

數據只侷限於文化印刷，失去客觀性與正確性，與外界的誤解。

面臨的困境與問題（18）：

印刷業未被列入文化創意新興產業，使得同樣在於產品設計創意有所貢獻的印刷業未受重視。

建議事項：�建議政府修訂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將具有色彩科技應用的印刷產業納入以增加資源，做好

產業發展環境的改善與提昇。

理由說明：�印刷業亦有廠商藉由新技術開發提生印刷產品的設計與附加價值，且具備資訊內容加值的專

業能力，應將融合設計科技的印刷業納入文創產業以擴大印刷領域，共同提昇產業創新價

值。

面臨的困境與問題（19）：

國內缺乏印刷專區的規劃，業者的產能無法集中以降低營運成本、環保成本；且無法如新加坡、韓國、

泰國的出版印刷專區一般集中力量爭取外銷大單，若再不進行規劃將會削弱台灣的外銷競爭優勢。

建議事項：�建議透過老舊工業區的提昇相關計畫，於全國印刷、紙業最集中的台北縣進行結合文創、包

裝及印刷之文化創意專區的規劃。

理由說明：�台北縣為印刷產業家數居全台灣之冠，同時也是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印後加工業的

主要群聚縣市，加以出版產業大多集中於台北地區，上中下游廠商密集構成完整的產業鏈，

儼然成為重要的文化出版產業聚落。若能加以整併規劃，建立全台唯一之印刷文化產業園

區，必然可為台北縣的文化創意產業推動藍圖更趨於周延，增添特色。

面臨的困境與問題（20）：

台灣的凹版業在內需市場已經面臨激烈的價格競爭，如再大陸凹版業者再來台投資，並以在台灣接單，

大陸設計，使用大陸進口台灣版材，在台灣製版、電鍍，再由台灣外銷往其他國家的模式經營，台灣凹

版業者將會失去價格競爭優勢，員工失業更嚴重，且最具污染的電鍍部分於台灣進行，會加重台灣環境

的污染。

建議事項：�建議政府應該禁止污染性高的行業進入台灣，以免加重對於台灣的污染，並且輔導國內凹版

業者朝環保方向來改善製程。

理由說明：�凹版需以鍍鉻方式保護雕刻面，此電鍍方式對台灣環境的影響更是劇烈，政府應協助凹版業

者提昇環保方面的技術，而非開放中國投資，開放凹版製版投資只是助長台灣凹版印刷更加

興盛，價格更加低廉，對於台灣印刷的環保化並無幫助。

面臨的困境與問題（21）：

1. 上游客戶出走（例如鞋廠、貿易商等）。
2. 數位製程漸趨成熟，產業價值鏈改變。以及出版業客戶市場委縮。
建議事項：�政府撥經費給印刷研究中心，建立綠色環保製程認證，所有政府印刷標案，需有中心認證才

能符合投標資格。

理由說明：推廣認證機制才能使印刷產業與世界接軌，發展外銷才能 成功。

面臨的困境與問題（22）：

1. 包裝印刷面臨產業外移，市場飽和，供過於求，價格競爭激烈。
2. 紙媒體面臨電子媒體，網際網路，電子書的對傳統產業的衝擊。
建議事項：�1.協助印刷產業拓產大陸印刷市場與國際印刷市場的空間。2.對於印刷設備、紙張、材料等給

予關稅上的平等互惠。

理由說明：�1.台灣製造業有許多全球占有率第一的產業，如何結合這些台灣優勢的上游產業拓展全球印刷
包裝市場以佔有供應鏈上的優勢。2.台灣印刷產業發展必須以大陸市場為腹地，因此須協助印
刷產業排除法令、關稅的等對台灣印刷業者不平等的障礙，力求自由市場的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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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1612印刷輔助業調查報告

99年3月由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函請中華民國印刷七團體各理監事，就開放大陸地區

人民來台投資1612印刷輔助業（該行業定義為凡從事印刷輔助之行業均屬之，如排版、印刷相關用

版製作、印刷品裝訂及加工等服務。）徵詢擬開放投資項目之意見調查問卷，包含開放後對整體印

刷業之影響評估等，做為建議政府簽訂商談之參考依據，其問卷調查結果統計如下，敬請參酌。

此外，本會並節錄98年12月10日聯合報載之「ECFA簽訂16敏感產業 950億輔導升級」報導，希

望本業業者能多有琢磨，亦能提早因應。

ECFA 簽訂16 敏感產業 950 億輔導升級
　　經濟部確定提出石化中上游、紡織、面板、機械、汽車及其零組件等五大類納入兩岸經濟合作

架構協議（ＥＣＦＡ）早期收穫（提前降稅）清單，也將新增中草藥等敏感產業，爭取十年不降

稅。

　　另外，ＥＣＦＡ簽訂後，部分敏感性產業將受衝擊，經濟部官員昨天說，織襪、製鞋、內衣、

毛衣、毛巾、寢具、袋包箱、泳裝、成衣、石材、陶瓷、家電、農業用藥、中草藥、印刷製品、木

材製品等十六項產業，政府將編列九百五十億元，輔導其升級轉型。

　　經濟部原將毛巾、毛衣等十二項產業納入輔導升級轉型對象；昨天決定再增列農業用藥、中草

藥、印刷製品、木材製品四大產業，一同輔導升級轉型。

　　另外，為協助受衝擊失業勞工，經勞委會初步評估，未來當該產業被認定為「受損產業」，其

勞工失業津貼將較現制再延長三個月，且提供三千至五千元的租屋津貼或搬遷津貼，並協助短期就

業。

　　經濟部次長林聖忠說，輔導產業將一切以寬列預算為原則，如果不夠，將來還可以再編列更

多。

　　經濟部工業局官員表示，輔導產業升級共分三階段，第一階段對敏感性產業進行振興輔導，包

括協助產業升級、提供中小企業融資信用保證、協助群聚發展等。

　　第二階段是體質調整，在關稅開始調降後，

若發現大陸商品進口量超過一定百分比，將增加

補助金額，且給予勞工薪資補貼、提供就業服

務。

　　第三階段是損害救濟，當確認某些產業已受

進口損害，認定為受損產業，除協助業者展開救

濟外，也會增加對勞工的補助。

　　經濟部官員表示，目前早期收穫清單中，確

定將提出石化業中上游、紡織業中上游、面板、

汽車零組件、機械等，細項將低於五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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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1612印刷輔助業問卷調查分析

問卷 贊成Y / 反對N 原      因

是否贊成開放大陸地區人民

來台投資印刷輔助業：

(收64件，贊成14/反對43/無意

見7)

N

1. 印刷相關業已是艱困的行業，若開放市場只會更

競爭。

2. 大陸地區印刷水準良莠不齊，來此恐降低台灣地

區整體評價。

3. 市場過於飽和。

4. 產業最後會外移，不利本國印刷業。

5. 影響就業，破壞產業秩序。

Y
1. 增加資本，擴大經濟規模。

2. 如果是對等開放且相互投資平衡，則贊成。

3. 國際觀，WTO精神。

您認為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

台投資印刷輔助業對於印刷

產業的未來發展影響是：

(收64件，贊成9/反對41/無意

見14)

N
1. 破壞產業生態，削價競爭，影響市場穩定。

2. 目前印刷業已很低迷了，開放只會加速衰退而已。

Y
1. 可以透過策略聯盟共同開發新技術與客源。

2. 多重選擇增加競爭力。

3. 大陸某些地區經濟實力相當不錯。

若政府決定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

台投資印刷輔助業，您認為需要

政府採行何種配套措施或輔導，

以降低對於業界的衝擊？

1. 應設投資上限，印刷包材出口零關稅。

2. 政府在施政上需考量配套措施。

3. 獎勵創新研發，打擊偽製侵權。

您是否考慮至大陸設廠投資?
(收64件，贊成9/反對53/無意見2)

N

1. 制度不明確，法規隨時更換。

2. 勞工素質不夠，對品質水準無認同。

3. 大陸太大去也只能做地區，倒不如在台灣做好，放眼

全世界。

4. 兩國沒簽投資保障協定。

Y
台灣市場太小，現況很不利經營，如果大陸有利可圖願

意考慮。

您認為大陸對台灣前往該地區投

資的印刷業及其輔助業應有哪些

相對開放措施，以維護台商的權

益？

1. 提供優惠措施。

2. 必須要求對方已完全對等條件簽訂，台商與陸商

在法規與市場面需一視同仁。

3. 人身安全法規，公平對待。

其他建議：

1. 台灣印刷業者需要能夠對大陸市場提供更高品質，價

格有競爭力的印刷包材。

2. 立足台灣，根留台灣，先讓台灣民眾有工作機會。

3. 可考慮開放大陸紙張進口，以平抑台灣紙廠之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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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傳播媒體未來發展趨勢

壹、前言

媒體傳播流程主要是由資訊透過電子媒體

（軟媒：看得到，摸不到）如電視、廣播、新聞、

網路、光碟…等與印刷媒體（硬媒：看得到，摸得

到）如報紙、書籍、雜誌…等平面印刷品傳達給消

費者。

印刷媒體技術的種類與方式繁多，大致可

區分為二大類別：一為傳統印刷技術（或稱有版

印刷）；二為新興的數位印刷技術（或稱無壓印

刷），分述如下：

1. 傳統印刷技術（或稱有版印刷）：傳統印

刷最主要的印刷方式為平版、凸版、凹版與孔版

等。一般適用於產品的大量複製，並在不同的材

料、色彩、品質、用途…等的狀況下，會採用不同

的印刷方式。

2. 數位印刷技術（或稱無壓印刷）：從廣義

上來看數位印刷，主要可以把它分為噴墨影像輸

出、碳粉式的雷射輸出及電子墨的數位印刷。一般

多用於產品小量，並且多樣複製。

在數位印刷技術尚未出現前，傳統印刷主要

以平版、凸版、凹版、孔版等四大版式為主，其中

由於平版的速度快、成本低且書報雜誌類印刷量

多，印刷版式以平版為最大宗。近幾年來印刷市場

的需求，有了不同的選擇：『無壓印刷』不需經

由傳統印刷製程的印刷方式開始嶄露頭角。由於

數位印刷擁有以下利基點：1.可以列印短版的印刷

品（最少可為一張或一份印刷品）；2.較短與較快

的週轉率；3.可做彩色數位打樣、色彩穩定、容易

控制；4.個性化印刷功能；5.環保列印輸出；6.與
電腦緊密結合易於操作，且裝訂可多樣；7.依需印

刷、印紋可變，因此其營業額日增，逐漸成為近年

印刷媒體的新趨勢。

以圖一為例，1970年時尚只有凹版、平版、

凸版及柔版等均分市場；1990年平印驟增，但其他

版式仍大致維持不變。自1990年後，無壓印刷技術

加入，開始取代傳統平版的市場，並且預估到2014
年約有20%市場是由無壓印刷技術所佔領，市佔率

可說比凹印、凸印及柔印更多。

如圖二所示，在傳播領域，受到電子媒體產

業的衝擊，使得傳統印刷印量年年遞減。1995年電

子媒體與印刷媒體的比例是30%比70%，預估到了

2020年，比例會顛倒過來，電子媒體約佔65%、印

刷媒體僅佔35%。伴隨著通訊與資訊科技發達，更

多的資料靠網路傳遞；以往是印刷服務，到現在是

市場服務、傳播服務，印刷技術的穩定與標準的建

立，加上市場行銷、市場服務、與管理的工作一併

電子化，以網路為平台的電子商務運作模式更加快

速便利，因此，傳統的印刷廠不應只在文字、圖形

與影像上，更應往更高媒體整合的方向發展（如圖

三）；在服務整合上，不應只在生產上，應往服務

市場傳播方向邁進，使印刷產業成為多媒體傳播服

務提供者，方能立於不敗之地。

近十年來受到數位化的衝擊，印刷品的製作

流程也產生了重大的印刷技術革新。從過去電子印

前排版系統輸出四色片（CMYK）後，仍需以人工

晒版、製版、掛版、規位調整、水墨平衡等的複雜

作業，發展到現今直接印刷的尖端技術，改以信息

數位化的方式，並藉由各種媒體（磁片、光碟、網

路傳遞）的作業型態；將待印的檔案傳遞到數位印

刷機後，即可馬上輸出高品質印刷品的印刷方式，

省略了眾多步驟，也連帶的節省了許多成本與時

間。

中華印刷科技學會理事長  陳昌郎

( )

( )

( ) ( )

1. ( )

2. ( )

1. ( ) 2.

3. 4. 5.

6. 7.

圖一   各類印刷媒體未來發展比例預測

（資料來源：Print Media） 圖二   印刷與電子媒體趨勢

1970 1990

1990

201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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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長版印刷為基礎的傳統印刷成本須製版，

因此每一種產品的印刷數量愈多，單位成本就愈

低；而數位印刷只有印刷單位面積的成本，被印物

（紙張）和承載物（墨水）的耗材成本。以數位印

刷的角度來看，每一本書的單位成本固定，在非常

大的印量印製時，單位成本會微幅向下修正，但是

修正的也是非常有限。產品需求改變為多樣少量，

同時顧客的要求提升，33% 的印刷被要求在 24 小
時內完成。顧客也愈來愈要求更多的掌控，像是自

行組合內容，或是監視作業進行的狀況，也已成為

趨勢。

貳、影響印刷媒體的因素

(1)  人口數量與年齡

(2)  資訊的取得因素（有線、無線通訊、電

視、電子書…）

(3)  已 成 熟 的 科 技 因 素 （ 手 機 、 P D A 、

DVDROM…）

(4)  經濟因素（國民所得、教育…）

(5)  傳播通路（郵件、通訊…）

(6)  個人因素（休閒時間…）

(7)  專業因素

(8)  媒體競賽

參、觀看、閱讀及網路的發展關係

在這個影音掛帥、多媒體蓬勃發展的時代，

文字閱讀難免受到排擠。近年來，人們使用網際網

路的時間越來越多，而花在其他媒體的時間卻有逐

漸遞減的趨勢。愈來愈多人習慣（特別是年輕人）

在電腦前和在網上看書看報。幾乎所有年齡層都增

加了在網路上的時間，即使是過去被認為已經花費

相當大的比例在網際網路上的年輕族群（18至24
歲）當中仍有相當高的比例表示，目前花費在網路

上的時間較以往增加了，對其他各類傳統媒體的消

費時間亦相對地減少（看電視、看雜誌、聽收音

機、看報紙的時間變少了）。

網頁瀏覽本身就是一種「閱讀」的行為表

現，只是閱讀的載體由紙本轉變成電腦螢幕，而現

今人們主要在網路上閱讀的電子型態的文本有電子

報、電子書、網頁形式的網路小說、隨選閱讀以

及網路書庫…等。網路上自由、開放、多媒體的特

色，加上數位文本，使得人們的閱讀方式改變了。

肆、印刷產業發展的改變

一、顧客與印刷產業的改變
美國總是有 12% - 15% 的印刷業者較同業更

為獲利，追究原因，即是除了印刷作業之外，還作

了許多額外的相關服務，使其營運繼續發展。印刷

企業將由單純製造業轉型為能提供多元、整合服務

或one-stop service的製造服務業。

受到數位化的衝擊，以前需要印刷的資料或

文件，改以數位化傳遞，印刷量明顯下滑，大家對

印刷的需要也改變方向，從以前大批印製同樣的印

刷品，改為少量多樣的印刷品，印刷業順應這一需

求，不斷在技術上求新，數位時代的當下印刷產業

受到資訊科技之影響，數位印刷不僅改變傳統印刷

市場，甚至開創了傳統出版業另一個商機，以往傳

統出版有出版量的限制，甚至庫存上的壓力問題；

因為出版市場的縮減，使得數位印刷得以進入出版

的領域，讓書籍出版門檻有了奇蹟般的下降。這一

趨勢，使得書籍的出版，漸漸走向數位化的依需印

刷 （Print On Demand），減少存貨。

由於所需要的廣告印刷品即時交件的時效要

求、透過網路的串聯及區域性的服務、消費者的資

料處理在電腦上完成、降低成本的考量、一對一的

廣告行銷、直接的解決方案、經由網際網路的興起

而形成了另一個新興的生意模式等，使得印刷市場

的需求，有了不同的選擇―數位印刷；運用數位作

業流程在幾個小時內快速完成作業，大大的縮短生

產工時。

二、1990~2020年印刷色數的使用預測
由1990年至2020年

圖四   印刷業發展的改變

(

)

 12% - 15% 

one-stop service

 (Print 

On Demand)

圖三   印刷媒介走向

1970 1990

1990

201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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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黑色單色：50%降至20%
(2) 黑色以外的單色：2%降至0%
(3) 兩色：12%降至5%
(4) 四色：33%升至60%
(5) 五色或以上：2%升至15%

三、印刷製程方式的市場預測
平版印刷日漸式微，數位印刷崛起：平版印

刷由54%下降到20%，FLEXO由7%下降到4%，凹

版印刷由7%下降到4%，而數位印刷則從24%大幅

躍昇到58%，直接成像從8%上升到14%顯示數位印

刷功能的高度發展將可以逐漸取代其他的印刷方

式。就投資而言，數位印刷也是成長最高的。

四、2000~2020年之墨種預測
數位印刷對印刷市場產生的深刻影響，影響

了數位印刷與傳統油墨紙張印刷的發展現狀。預測

至2020年，傳統油墨比例將隨時間節節下降，碳粉

及噴墨比例慢慢增長，雖然目前碳粉系統為數位印

刷市場主流，噴墨系統仍將憑藉著自己的固有優

勢、高度潛力向碳粉印刷的霸主地位發起挑戰。

五、印刷媒體未來20年內發展與改變
(1) 出版社數量將大量減少

(2) 商業設計比重會增加

(3) 短版印刷會增加

(4) 平版印刷漸為數位印刷所取代

(5) 全彩色印刷的產品會增加

(6) 印刷內容的多樣化會增加

(7) 印刷所需生產工時會縮短

六、科技的轉變與印刷定位
(1)  印刷過程逐漸會轉變成透過影印或列印，

即可得到與印刷相同的高品質產品。

(2)  印刷過程由印墨漸漸轉變為碳粉及噴墨形

式的趨勢。

伍、文化出版印刷類未來的預期結果

沿襲了550年的習慣將被衝擊改變：
◆ 郵遞費用上升，將壓迫期刊出版商將部分

銷售量投資在電子平台
◆ 電子出版的方式，將威脅傳統雜誌和專業

期刊生存
◆ 電子內容的方式，利於將資訊快速重複使

用、傳播
◆ 部分印刷量，由工廠轉移至家庭或辦公室
◆ 書報攤未來將成為印刷輸出和下載的中心
◆ 電子傳播的方式將促成遠距學習
◆ 未來智慧財產將受保護、尊重
◆ 圖書館將發展新的金流模式
◆ 因應流程及製程時間及可變資料，傳統印

刷會走向數位印刷（存貨及倉庫會慢慢消

失），內容是以電子形式獲得，依需印刷

日漸重要
◆ 未來印刷以「分散化生產」、「依需印

刷」、「多樣印刷生產」為發展趨勢
◆ 網路（虛擬）與實體的重疊--數位傳播方式

與播放系統必須要配合後端生產的品質，

盡量降低生產成本，才會有越來越多的人

願意轉型成數位方式

陸、結語

數位印刷確實是一個21世紀具有創造性的工

業，數位印刷技術快速發展給印刷業各個領域帶來

商機，數位印刷已成為最具發展潛力的一種印刷方

式。從印刷服務到現在市場服務、傳播服務等創造

性和服務的綜合，一改印刷業的傳統：印刷將不會

只是一個資訊輸出的媒體，傳統與數位相輔相成，

創造性的銷售讓產值快速提升，未來，印刷業將成

為一種創造利潤的工業。

印刷被預期還是會成長到2040-2050年間左右

（如圖六），然後才會逐漸的衰退。多數研究者均

認為多數的資訊到了中世紀的時候將以電子的形式

呈現：印刷表現的方式將是閱讀與使用資訊非主流

的方式，屆時，印刷存在只是為了包裝印刷或特殊

產品，在交期方面也會隨著製程改變及顧客需求縮

短。印刷不會滅亡，印刷也不會消失，他將在下個

世紀轉為其他形式而繼續存在著。

圖五   1995-2020年的印刷生產工時預測
 1995-2020

1990~2020

1990 2020

(1) 50% 20% 

(2) 2% 0%

(3) 12% 5% 

(4) 33% 60%

(5) 2% 15%

54% 20% FLEXO

7% 4% 7% 4% 24% 58%

8% 14%

2000~2020

2020

20

(1)

(2)

(3)

(4)

(5)

圖六   印刷產業的未來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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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RIT Analy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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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閱讀器相關格式電子書製作
/m-plus/ 普生數位科技 陳達得

E-ink 閱讀器發展現況
Amazon
‧Kindle / Kindle 2
‧6”, EV-DO (Sprint), .mobi, .azw
‧Kindle DX
‧9”, EV-DO (Sprint), .mobi, .azw, .pdf

Barnes & Noble
‧NOOK
‧6”, 3G+WiFi, .epub, .pdf
‧iRex (DR800SG)
‧8.1”, 3G+WiFi, .epub, .pdf
‧Plastic Logic ...

SONY (eBook Library)
‧PRS-300 (Pocket Edition)
‧5”, .epub, .pdf
‧PRS-600 (Touch Edition)
‧6”, Touch-Panel, .epub, .pdf
‧PRS-900 (Daily Edition)
‧6”, 3G+WiFi, Touch-Panel, .epub, .pdf

Google
‧Google Books
‧Support .epub ,pdf download
‧Google Edition
‧Support .epub ,pdf download

中華電信
‧HamiBook
‧Support: iPhone, Android
‧加密 .epub

其它 (Support .epub, .pdf )
‧Astak, BeBook (Endless Ideas)
‧Bookeen, COOL-ERE, Lonex
‧Hanlin, IREX Technologies
‧Lbook, Neolux Corporation
‧Sony Portable Reader

各家閱讀器規格、功能比較表

上述閱讀器中的共同元件
Adobe Reader Mobile 9 SDK
‧.epub, .pdf
‧Adobe DRM

Amazon Amazon Barnes & Noble SONY SONY SONY iRex

Model Kindle  
2

Kindle  
DX Nook PRS-300 

Pocket Edition
PRS-600 

Touch Edition
PRS-900 

Daily Edition DR800SG

Screen Size 
(Diagonal) 6" 9.7" 6" 5" 6" 7" 8.1"

3G Yes Yse Yes No No Yes Yes

Wi-Fi No No Yes No No No No

Touch  
Screen No No

Yes 
(Color Touch 

Screen)
Yes Yes Yes Yes 

(Stylus)

DRMable & 
reflowable format azw azw epub epub epub epub epub

DRMable & 
Prescise Layout x PDF PDF PDF PDF PDF PDF

Web  
Browser No No No No No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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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閱讀格式介紹

電子書輸出製作要點

.epub
‧By IDPF (www.idpf.org)
‧XML Based Format
‧Focus On Reflow-Centric Publication
‧3 specifications
  ‧OCF (Open Container Format) 壓縮、封包

  ‧OPS (Open Publication Structure)標記、內容
  ‧OPF (Open Packaging Format)導覽、目錄

.pdf
‧By Adobe
‧Design Layout Publication  (完整版面) 
‧Reflow-Centric Publication (重排版面) 

.epub 輸出注意要點

結論

主要內容製作工具
Adobe InDesign CS4

可輸出之相關構造
目錄、超連結、交叉索引、索引

‧.epub輸出內容（文件頁面中之文字與點陣影像）  

‧輸出控制（顯示→輸出、隱藏→不輸出）

‧順序控制（多文字框→群組、長文字流→錨點）

‧樣式名稱（使用英數前綴）

‧檔案名稱（使用英文檔名）

‧長頁數文件處理（分割→書冊→匯出）

‧字體與CSS樣式（內嵌、設備字形、指定字形）

‧更新ID CS4以修復字體下載問題

.epub 相關工具
‧Adobe InDesign CS4 
　http://www.adobe.com/tw/downloads/ 
‧Adobe Digital Edition
　http://www.adobe.com/products/digitaleditions/ 

‧PDFXML Inspector
　http://www.adobe.com/go/labs_mars_download
‧SONY eBook Library
　http://ebookstore.sony.com/download 

.pdf 輸出注意要點
‧閱覽模式：整版、整版去邊、重排

‧輸出控制（顯示→輸出、隱藏→不輸出）

‧順序控制（多文字框→群組、長文字流→錨點）

‧輸出時「建立標籤化 PDF」（Tagged PDF）

‧必要時以 Acrobat Pro 修正順序

‧字體（內嵌、設備字形、指定字形）

.pdf 相關工具
‧Adobe InDesign CS4 
　http://www.adobe.com/tw/downloads/ 

‧Acrobat 9 Pro
　http://www.adobe.com/tw/downloads/

‧一般以實體印刷為前提進行編排的文件無法直接適用閱讀器

‧在閱讀器中閱覽 epub 與 PDF，必須配合嚴格的結構與順序要求

‧Adobe InDesign CS4 可以輸出符合閱讀器需求的電子書

‧.epub 與 .pdf 可以進一步內嵌多媒體檔案

‧Adobe InDeign CS4 是主要的數位內容製作工具

‧以 ID 文件進行多重數位格式轉換輸出所需的製作成本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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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從RIP可處理的檔案談起

RIP的全稱為raster image processor，從Adobe
於1984年發表PostScript Level 1開始，不同的廠商

開發不同能力、等級的RIP軟硬體，支援的檔案格

式從早期的ps、eps及部分點陣圖如bmp、tiff等，

一直發展到現在的PostScript 3，部分RIP不僅支

援趨於大一統的PDF格式，甚至還支援Microsoft 
XPS、W3C XHTML乃至Camera RAW、HDR (High 
Dynamic Range)等。實在令人目不暇給、眼花撩

亂。

目前是否還有業者在使用PostScript Level 1的

RIP？筆者不是很確定，但至少個人在台灣從業十

餘年來不曾遇見過；倒是PostScript 3雖然從1997發

表到現在也已超過12年，仍有不少同業依舊堅持使

用原有的PostScript Level 2 RIP作業，毫無升級意

願。在此情況下，PDF既然不見得到處都能印，以

PostScript Level 2處理的EPS格式便成為最大公約

數之一；當然，多數常見的點陣圖格式，如Tiff、
Jpeg等，更是很少有RIP不能印的。

實際上筆者遇到過不少大圖輸出中心不僅對

PDF感冒，對EPS也很感冒，最後只相信用Tiff輸
出，結果是所有成品從頭到尾都是馬賽克，永遠

只能遠觀，不能貼近觀賞。究其原因，都是對於

RIP的能力從過度樂觀到過度悲觀所致。過度樂觀

者以為只要是PDF、EPS，丟進RIP就一定印得出

來；過度悲觀者則是由於前述的過度樂觀所引發：

PDF看得到印不出來，或是EPS進RIP濾半天濾到

當機，眼看著就要來不及交貨，乾脆通通轉成點陣

圖來印；久而久之，對PDF、EPS自然就再也不敢

信任，只剩下Tiff至尊印一切。

其實我們只要對RIP的運作目的與機制稍做

瞭解，再回頭從製作可以讓RIP輕鬆處理的PDF、

EPS下手，就沒有必要使用只能讓一切都以馬賽克

呈現的點陣圖格式列印成品了。

貳、RIP的運作目的與機制

不管是硬體或軟體RIP，目的都是將該RIP所

支援的電子檔案轉換成輸出端（網片輸出機、直接

曬版機、噴墨大圖輸出機、彩色雷射印表機……）

所能處理的資料，在眾多輸出端設備當中，除了割

字機、CAD繪圖機能夠直接（也必須）使用向量

資料，其餘輸出端都是以各種不同的點陣形式在

處理輸出成品，這也是RIP之所以叫作raster image 
processor（點陣圖像處理器）的原因。

「既然RIP的目的就是把所有資料轉換成點

陣圖，那我們一開始就製作點陣圖給RIP就好了

啊？」

然而輸出端的點陣圖和電腦裡以像素組成的

點陣圖並不相同。我們以網片輸出為例，以下為

一個色彩值為C50%+M20%+Y10%+K5%的1格像

素，轉換為CMYK四色調幅網點後的示意圖如下：

CorelDRAW X4  <baraas@gmail.com>  1 / 13 

從輸出端的觀點看 CorelDRAW X4的應用
 <baraas@gmail.com> 

壹、 從 TKR可處理的檔案談起"

RIP raster image processor Adobe 1984 PostScript Level 1
RIP ps eps bmp tiff

PostScript 3 RIP PDF Microsoft XPS W3C XHTML
Camera RAW HDR (High Dynamic Range)

PostScript Level 1 RIP
PostScript 3 1997 12

PostScript Level 2 RIP PDF PostScript Level 2
EPS Tiff Jpeg RIP

PDF EPS Tiff
RIP

PDF EPS RIP
PDF EPS RIP

PDF EPS Tiff
RIP RIP PDF EPS

貳、 TKR的運作目的與機制"

RIP RIP
CAD

RIP
raster image processor
RIP RIP

C50%+M20%+Y10%+K5% 1 CMYK

1  C 50%  M 20%  Y 10%  K 5%

Tiff對於電腦中的點陣圖如Tiff來說，其中一個像

素就只是一個方格，每個方格只需要紀錄一組色彩

值即可；但是在轉換成CMYK網點時，因為只有

CMYK四種油墨的色彩可以使用，相對於這個方

格，各個色版卻只能以網點排列來表示CMYK值，

故而必須使用更微小、相對比例的網點來組成、混

合出這個色彩。

同樣的這1格像素，改以噴墨印表機的調頻網

點處理，示意圖如下：

CorelDRAW X4  <baraas@gmail.com>  2 / 13 

CMYK CMYK
CMYK

1

1  C 50%  M 20%  Y 10%  K 5%

19200 57600 DPI

1

PPI DPI

RIP

Adobe Illustrator
InDesign

RIP ABCD

RIP
RIP

參、 "採用 EqtgnFTCY製作輸出檔案的優勢"

Adobe Illustrator/InDesign CorelDRAW
RIP

Adobe Illustrator InDesign
CS4 CS5

CorelDRAW RIP CorelDRAW

RIP/
Adobe Illustrator/InDesign

CorelDRAW X4 Adobe Illustrator CS4

看到這裡，我們應該都可以明白何以網片輸

出機和噴墨印表機的解析度需要高達19200甚至

57600 DPI以上了吧。

向量資料轉換成輸出端分色點陣的情形其實

也差不多，差別只在於向量資料直接以輸出端的解

析度點陣化，所以輸出端的解析度越高，轉換出來

的形狀就越細緻。請將以上二圖表中的1格像素換

成一個向量矩形，表現的結果完全一致。

從輸出端的觀點看 CorelDRAW X4 的應用

曹育維 <baraa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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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我們一開始就把向量資料轉換成像

素，即使將轉換的PPI解析度和輸出端的DPI值設

為相同（讓檔案暴增上萬倍！），也未必能夠得到

相同精緻的輸出結果。

正確的處理方式說來其實並不複雜，只要讓

檔案在丟進RIP之前先做好最佳化處理，讓檔案內

容中如點陣圖旋轉、透明去背、漸層、下落式陰

影、透明度等等我們在做稿過程中習以為常的種種

特殊效果，全部轉換成沒有特效屬性但具備相同外

觀的單純像素點陣與向量資料即可。這也是為什麼

Adobe在後來的Illustrator、InDesign等軟體中提供

「透明度平面化」這項功能，以協助使用者進行處

理的原因。

這也相當於說各家RIP不管宣稱他們支援甲乙

丙丁ABCDㄅㄆㄇㄈ等等等等多強多好的處理功

能，一旦面對沒有在原生軟體中先進行過最佳化處

理的輸出檔，經常還是做出曠日廢時還不時出包出

鎚的演出。反之，如果我們在原生軟體中已經先行

最佳化檔案處理，即使沒有RIP，光靠原生軟體將

檔案列印到印表機驅動程式去輸出，也一樣可以得

到媲美RIP處理後的輸出結果。

參、�採用CorelDRAW製作輸出檔案的
優勢

相對於Adobe Illustrator/InDesign的「透明度平

面化」功能而言，CorelDRAW一直未曾在官方版

本中提供類似工具，是否就顯得比較不適合專業輸

出？如果單純就便利性而言，能夠從選單裡勾勾選

項就完成RIP可以處理的最佳化檔案，照說應該比

使用者必須具備專業知識、以手工完成檔案處理，

要來得更合乎人性與理想。

然而，軟體畢竟也是人寫的，寫作軟體的人

如果沒有具備正確的知識與全面的思考觀照，一項

似乎充滿智慧與便利的功能，最後可能只是虛晃兩

招的花拳繡腿而已。實際上Adobe做在Illustrator、
InDesign裡的這項「透明度平面化」功能，截至

CS4為止，尚未能做出媲美人腦處理的最佳化檔

案。至於CS5在這方面能否有所突破？姑且拭目以

待吧……。

雖然使用CorelDRAW製作RIP最佳化檔案

必 須 依 賴 操 作 者 自 身 的 學 養 與 智 慧 ， 但 由 於

CorelDRAW提供了「全部解散」群組與對所有包

含特殊效果物件一起進行「打散」的功能，對於有

經驗的使用者來說，只要按幾下快速鍵就可以十分

快速而有效的將所有具備特殊效果的物件分離拆

解，再利用一點簡單的圖層分類物件技巧，處理

一份給RIP/印表機專用的最佳化檔案，多半也僅在

三五分鐘之內即可完成，而輸出的結果與效率卻絕

非Adobe Illustrator/InDesign「透明度平面化」所堪

可媲美的。這個部分，我們留待最後舉例示範。

以下先列一份C o r e l D R A W  X 4與A d o b e 
Illustrator CS4的比較簡表：

CorelDRAW�X4與Adobe�Illustrator�CS4的比較簡表

CorelDRAW X4 Adobe Illustrator CS4

紙張最大尺寸 (50碼)2=(45.72公尺)2
*受限於螢幕尺寸及解析度，各螢幕

於「已達最低的顯示比例」時可完

整顯示的尺寸不一。

(16383pt)2=(577.96cm)2≒(5.78m)2

點陣效果預設解析度 60~4000 PPI 72、150、300 PPI

頁面設定 1～999頁，各頁可設定相同尺寸或

不同大小。

僅能1頁；但可規劃不同大小的「工

作區域」。

點陣圖輸出/轉存 300002 pixel, 1~30000 PPI 163842 pixel, 72~2400 PPI

文字打散、組合能力 可自由拆解、重組段落、句子、

詞、字

無

形狀物件 矩形、圓角矩形

橢圓、派、弧

多邊形、星形

具左列形狀繪製工具，但繪製完成

後均為「路徑」物件，無法得知多

邊形物件中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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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lDRAW X4 Adobe Illustrator CS4

表格物件 有 無

條碼物件 Barcode Wizard支援18種常用條碼 無

字型製作 支援TTF格式輸出 無

輸入（置入）檔案格式 72種 28種

輸出（轉存）檔案格式 53種 13種

開啟舊檔格式 35種 29種

另存新檔格式 13種 7種

合併列印 有，X4並可「合併至新文件」，便

於修改後續結果、個別客製化。

無

漸層 1. 具有「線形、圓形、圓錐形、方

形」。

2. 指定色輪方向即可快速完成彩虹

漸層。

1. 僅有「線性」與「放射狀」。

2. 製作彩虹漸層需自行手動填色，

結果也不甚自然。

漸變 1. 999階。

2. 指定色輪方向即可快速完成彩虹

漸變。

3. 可指定新路徑規劃漸變方向。

1. 1000階。

2. 製作彩虹漸層需自行手動填色、

多重漸變。

3. 僅能編輯現有漸變路徑，難作變

化。

透明 用法直覺，一如漸層填色般簡易。 使用透明度工具，彈性及便利性均

差。

EPS輸出/另存新檔 1. 完整支援PostScript Level（階

層） 1、2及PostScrip 3。

2. 「影像檔頭」支援Tiff、WMF
格式；使用Tiff時，可選擇色彩

「類型」為黑白、4或8位元的灰

階或彩色，並可設定「解析度」

（12～300 DPI）及是否使用「透

明背景」。

3. 可選擇「將文字輸出為」「曲

線」或「文字」，選擇後者時另

有「包含字型」選項可用。

4. 「相容性」設定為P o s t S c r i p t 
Level 2以上時，可對內嵌之點陣

圖使用可設定品質的JPEG壓縮。

5. 可 選 擇 「 傳 送 點 陣 圖 為 」

CMYK、RGB或灰階等色彩模

式。

6. 可手動（2～2 0 0 0階）或勾選

「自動增加漸層階層」設定漸層

階層。

7. 具「應用ICC描述檔」色彩管理

選項。

1. 僅支援Adobe PostScript Language 
l e v e l  2 和 A d o b e  P o s t S c r i p t 
Language level 3（竟然未使用正

確標準名詞Adobe PostScript 3，

驚！）。

2. 「預視」僅支援T i f f格式，色

彩類型僅有黑白及8位元色彩可

選，無解析度選項，可設定是否

使用透明背景。

3. 「字體」選項僅有「內嵌所有字

體」（只會嵌入具有適當許可

位元的字體）與否，「將所有文

字轉換為外框」功能需點「透明

度」欄「自訂」按鈕進入「自訂

透明度平面化工具選項」對話盒

勾選設定。

4. 無點陣圖壓縮選項。

5. 未能轉換點陣圖色彩模式。

6. 無「漸層階層」設定，僅有「相

容漸層和漸層網格列印」選項。

7. 無相關色彩管理選項。

8. 無OPI連結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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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lDRAW X4 Adobe Illustrator CS4

8. 支援「維持OPI連結」。

9. 支援「轉換特別色為印刷用四

色」。

10. 「補漏白」欄提供「保持文件套

印設定」、「永遠套印黑色」及

「自動展開」等完整設定選項。

11. 「界線框」欄提供以物件或頁面

為輸出界線、出血限制、裁切

線、浮動指示頁碼等選項。

12. 經最佳化處理後再輸出之EPS，

無論任何版本的CorelDRAW均可

開啟，送至相對應的RIP亦均可

正確且快速的輸出。

9. 無特別色轉CMYK相關選項。

10. 僅於「透明度」欄中提供「疊

印」保留或放棄選項。

11. 無類似「界線框」功能，不能設

定出血、裁切線、浮動指示頁碼

等。

12. 著重於相容Adobe Illustrator可再

編輯能力，因而若存成較高版

本，便無法以較低版本開啟。於

接收CorelDRAW最佳化處理後

之EPS檔時，若任一邊尺寸超過

16383pt即無法開啟。

巨集語言/指令檔 1. Corel Script，Corel專屬巨集語

言，主要用於相容舊版已開發巨

集。

2. Microsoft Visual Basic 6.5標準VBA
語言，使用者可先進行動作巨集

錄製，再進入巨集編輯器編修，

提高使用者自行開發輔助應用巨

集的能力。

1. 同時支援js、jsx、vbs文字與exe編
譯指令檔。

2. 「動作」功能類似巨集，但錄製

完後無相對應編輯器可供編修，

使用者如欲開發較具彈性的巨集

/指令檔，只能從前述語言直接下

手，門檻相對較高。

在前列表格中，我們可以看到CorelDRAW X4
的諸多特點，無論在製稿的便利性或輸出支援的完

整度上，均勝出Adobe Illustrator CS4數籌。限於篇

幅與筆者個人寫作時間因素，有關兩者的「列印」

及其他功能尚未比較，有興趣的先進同業們可以自

己評比較量看看。

相對於Illustrator使用者在處理超過6公尺以上

的案件時，必須被迫以等比例縮小的方式製稿，

CorelDRAW由於提供了超大尺寸50碼（45.72公

尺）見方的開檔能力，讓CorelDRAW使用者在

實務應用上幾乎可以完全以1:1尺寸處理所有的

案件，這是何等直覺而幸福的事。以1:1製稿的

CorelDRAW使用者，從來沒有發生檔案在放大輸

出後陰影出現巨大馬賽克的糗事。

過去由於安裝完Adobe Illustrator之後，EPS
檔均自動關聯為以Adobe Illustrator開啟，加上EPS
檔的格式由Adobe主導制訂，故而有許多使用者

不明就裡的以為EPS就是Illustrator的原生檔案，

看到EPS就認為一定要用Adobe Illustrator開啟，打

不開就宣判該EPS壞掉。殊不知Adobe Illustrator無

論在轉存或開啟標準EPS的能力實際上均遠不如

CorelDRAW。

肆、�實際比較CorelDRAW與Adobe�

Illustrator製作EPS的差異

接著我們實際以CorelDRAW X4與Adobe 

Illustrator CS4分別製作一下如下畫面的檔案，再來

比較一下各種檔案格式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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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or 6 CorelDRAW
50 45.72 CorelDRAW

1:1 1:1 CorelDRAW

Adobe Illustrator EPS Adobe Illustrator EPS
Adobe EPS Illustrator EPS

Adobe Illustrator EPS Adobe Illustrator EPS
CorelDRAW

肆、 "實際比較 EqtgnFTCY與 Cfqdg"Knnwuvtcvqt製作 GRU的差異"

CorelDRAW X4 Adobe Illustrator CS4

(Bytes) 

ai.ai Adobe Illustrator CS4 1,849,573
ai eps_ + .eps Adobe Illustrator CS4 EPS 3,332,324
ai eps_ + .eps Adobe Illustrator CS4 EPS 3,307,199

cdr.cdr CorelDRAW X4 40,619
cdr eps_ + .eps EPS 1,874,914
cdr eps_ + .eps EPS 1,534,264

EPS CorelDRAW X4 Adobe Illustrator CS4
cdr eps_ + .eps cdr eps_
+ .eps CorelDRAW X4

EPS AI CorelDRAW
EPS AI 5.8M cdr eps_ +

.eps AI
CorelDRAW X4 Adobe Illustrator CS4 EPS AI EPS

CorelDRAW X4 Adob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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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or CS3 EPS Apple/Adobe
EPS cdr eps_ +

.eps

伍、 EqtgnFTCY印前稿件最佳化處理範例"

RIP/ CorelDRAW

01." (F)/ (A)
(Ctrl+Shift+S)

02." (W)/ (K) (N) 1 +

處理步驟：
01. 首先，所有的

檔案最佳化完

稿步驟都應養

成的第一個良

好習慣：先由

「檔案(F)/另
存新檔 (A)」
(Ctrl+Shift+S)
另存一個完稿用的檔案，以免原始製作稿不

小心覆蓋，造成難以補救的遺憾。

02. 從「視窗(W)/泊塢視窗(K)」打開「物件管理

員(N)」，並於「圖層1」左方「+」符號上點

一下，以打開樹狀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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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2

04." (E)/ (S)/ (T)
05." Ctrl +

06." 2
1

檔名 檔案格式 檔案大小（Bytes）

ai.ai Adobe Illustrator CS4 1,849,573

ai轉eps_低解析度+文字不轉外框.eps Adobe Illustrator CS4 EPS 3,332,324

ai轉eps_高解析度+文字轉外框.eps Adobe Illustrator CS4 EPS 3,307,199

cdr.cdr CorelDRAW X4 40,619

cdr轉eps_手動最佳化處理+使用點陣圖壓縮.eps EPS 1,874,914

cdr轉eps_未最佳化處理+未使用點陣圖壓縮.eps EPS 1,534,264

完成後的EPS檔，再分別以CorelDRAW X4

與Adobe Illustrator CS4開啟，前者能完整而正確

開啟的檔案僅有「cdr轉eps_手動最佳化處理+使

用點陣圖壓縮.eps」；後者雖然可以開啟所有檔

案，但「cdr轉eps_未最佳化處理+未使用點陣圖

壓縮.eps」開啟結果並不正確――其實這個檔案

在CorelDRAW X4於未經最佳化處理時直接輸出

的EPS結果本身就已經不正確，由AI再開啟時只

是又錯得更多而已。在此所做兩份由CorelDRAW

完成的EPS檔，因未故意超出AI開檔限制尺寸

（5.8M），否則明明「cdr轉eps_手動最佳化處理+

使用點陣圖壓縮.eps」是可以正確輸出的檔案，AI

一樣也會打不開。

CorelDRAW X4打不開Adobe Illustrator CS4完

成的EPS檔又作何解釋？其實這只能說是AI製作的

EPS檔背離標準相容性太遠，處處只管自己方便兼

防範其他廠商相容的結果，讓CorelDRAW X4只能

開啟Adobe Illustrator CS3以下的EPS檔，結果只是

讓人感覺非常的Apple/Adobe而已。

但最最重要的結論是：以上製作出來的EPS檔

輸出結果如何？答案是：「cdr轉eps_手動最佳化

處理+使用點陣圖壓縮.eps」輸出得最快最美。

伍、�CorelDRAW印前稿件最佳化處理

範例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如何手動最佳化送RIP/印

表機前的CorelDRAW完稿檔。在如下畫面中，我

們使用了美工文字、段落文字、彩虹漸層、網狀填

色、下落式陰影、立體化、藝術媒體、透明度、透

明去背點陣圖等。

CorelDRAW X4  <baraas@gmail.com>  6 / 13 

Illustrator CS3 EPS Apple/Adobe
EPS cdr eps_ +

.eps

伍、 EqtgnFTCY印前稿件最佳化處理範例"

RIP/ CorelDRAW

01." (F)/ (A)
(Ctrl+Shift+S)

02." (W)/ (K) (N)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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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於「物件管理員」左下方點選「新增圖層」

按鈕新增「圖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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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2

04." (E)/ (S)/ (T)
05." Ctrl +

06." 2
1

04. 「編輯(E)/全部選取(S)/文字(T)」，全選所有

文字物件。

05. 利用物件管理員檢查所有文字，並剔除（按

住Ctrl鍵+滑鼠點一下）左方有「＋」號的文

字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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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2

04." (E)/ (S)/ (T)
05." Ctrl +

06." 2
1

06. 將剩下的文字物件搬到「圖層2」，並觀察是

否因此而讓整體外觀有所改變，如本來看不

到、不要、只應該露一半的字等，現在卻出

現了，就應該予以刪除或放回「圖層1」原來

所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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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2

08." 1 1

09." (A)/ (K) (Ctrl+K) 1
10." (A)/ (N)

07. 點一下「圖層2」左方的眼睛圖示予以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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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2

08." 1 1

09." (A)/ (K) (Ctrl+K) 1
10." (A)/ (N)

08. 切換至「圖層1」並於「選取」工具上快點兩

下全選「圖層1」所有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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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2

08." 1 1

09." (A)/ (K) (Ctrl+K) 1
10." (A)/ (N)

09. 按「排列(A)/打散(K)」(Ctrl+K)「圖層1」所

有已選取物件。

10. 按「排列(A)/全部解散(N)」群組。（其實

一般都是按「互動式屬性列」上的「全部解

散」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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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trl 2

12." 2 2

13." 1 Ctr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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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剔除（一樣按住Ctrl鍵，用滑鼠點一下）不能

往「圖層2」搬的物件，如點陣圖、有「＋」

號的物件、彩虹漸層、網狀填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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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trl 2

12." 2 2

13." 1 Ctrl+A

12. 將可以保留為向量格式的資料往「圖層2」

搬，原則上這些物件應放在「圖層2」已有物

件的最下方。但重點應該是整體外觀是否仍

舊保持原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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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trl 2

12." 2 2

13." 1 Ctrl+A13. 回到「圖層1」全選物件（此時應該可以按

Ctrl+A，但建議於「選取」工具圖示上快點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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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B)/ (V)
15." (T)

16." 1

17." 1 2

14. 按「點陣圖(B)/轉換成點陣圖(V)」，叫出

「轉換成點陣圖」對話盒。

15. 依需要設定所需選項，但「透明背景(T)」在

這時候請絕對不要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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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B)/ (V)
15." (T)

16." 1

17." 1 2

16. 接下來「圖層1」只剩下一張非常安定的點陣

圖：沒有任何特殊效果、沒有旋轉、沒有透

明去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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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B)/ (V)
15." (T)

16." 1

17." 1 217. 隱藏「圖層1」，切換至「圖層2」並開啟顯

示，先找到並刪除打散「藝術媒體」物件後

多出來的控制路徑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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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
19." (A)/ (V) (Ctrl+Q) 2
20."

21."

22." 1

18. 全選「圖層2」所有物件。

19. 按「排列(A)/轉換成曲線(V)」(Ctrl+Q)將「圖

層2」所有物件轉換成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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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可考慮按「全部解散」群組後，移動「物件

管理員」捲軸從頭再檢視所有物件一次，看

看有無「＋」號物件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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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
19." (A)/ (V) (Ctrl+Q) 2
20."

21."

22." 1

21. 檢視無誤後，將所有物件群組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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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
19." (A)/ (V) (Ctrl+Q) 2
20."

21."

22." 122. 切換至「圖層1」並打開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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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Ctrl+A) (Ctrl+G)
24." 1

25." 2

26." (F)/ (S) (Ctrl+S)
27." (F)/ (P)

23. 全選所有物件 (Ct r l+A)，並按下「群組」

(Ctrl+G)。

24. 所有物件群組於「圖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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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Ctrl+A) (Ctrl+G)
24." 1

25." 2

26." (F)/ (S) (Ctrl+S)
27." (F)/ (P)

25. 刪除「圖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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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Ctrl+A) (Ctrl+G)
24." 1

25." 2

26." (F)/ (S) (Ctrl+S)
27." (F)/ (P)

26. 「檔案(F)/儲存檔案(S)」(Ctrl+S)，處理到

此，基本上已經完成。

27. 保險起見，再按「檔

案(F)/文件屬性(P)」
開啟「文件屬性」對

話盒，檢查「文字統

計」、「點陣圖」、

「 效 果 」 、 「 填

色」、「外框」等項

目，即可確知檔案最

佳化是否完成。

28. 完成最佳化之後的檔案，無論要輸出EPS、

PDF或直接列印，都可以讓輸出成果又快又

美。

以上，與諸位同業先進分享，並祈不吝指

正；期望CorelDRAW X4可以為諸位先進增進工作

效率與輸出品質，更快更輕鬆的創造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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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PS PDF

CorelDRAW X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