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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導

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第十五屆第十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會第十五屆第十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於99年5月14日（星期五）下午6時假天成大
飯店(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43號)3樓301室召
開，會中並審議通過了

一、本會99年3、4月份收支對照表及資產負
債表。

二、心田印刷企業社等3家申請入會。

三、對是否成立「教育訓練委員會」推動印

刷產業升級訓練工作，將委由產經合作

委員會對勞委會TTQS專案予以了解，
再提報理監事會核定後辦理。

　　會後並邀請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

同業公會陳總幹事江水專論ECFA對我印刷業
影響，會議於下午七時圓滿結束。

會議場景之一 會議場景之二

第十五屆第五次常務理監事暨各主任委員會議

　　本會第十五屆第五次常務理監事暨各主任委員會議於99年6月30日（星期三）上午10時
假公會會所(台北市昆明街220號7樓)召開，會中為本會65週年慶適逢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擬
舉辦「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暨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65週年聯歡晚會」之日期、方式及
地點等討論研議。



4

第十五屆第十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會第十五屆第十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於99年7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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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中並審議通過了

一、本會99年5、6月份收支對照表及資產負
債表。

二、書甸印刷紙品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申請
入會。

三、委由理事長擔任召集人籌辦「慶祝中華

民國建國百年暨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

會65週年聯歡晚會」。
　　會議於下午七時圓滿結束。

理監事會議場景 台北市長郝龍斌與本會理事長陸兆友合影

　　七月九日下午六時本會第十五屆第十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新生北路錦華樓大飯店召開，台北市長郝龍斌先生
撥冗蒞臨指導。郝市長對本會理監事為印刷同業及會員謀求福祉，犧牲奉獻的精神慰勉有加，並對理監事準時報到
開會的優良傳統非常讚賞，會後與全體理監事合影留念。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99年度台北市工商暨自由
職業團體第三組評鑑本會為「優等」團體！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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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導

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二代政府電子採購網實機操作說明會

　　本會為積極服務、協助會員拓展商機暨開發政府市場，同時配合政府「節能減碳」政

策，特商邀中華電信於99年6月17日（星期四）下午1時30分假中華電信台北南區營業處（台
北市金山南路二段52號1樓電腦教室）舉辦專屬會員之說明會，會中先由本會總幹事介紹如
何自公會網站（http://www.tcpa88.org.tw/）取得政府採購商機資訊，再由中華電信數據通信
分公司政府網路處楊文和先生，對參加政府標案應如何上網及電子領、投標等步驟，透過一

人一機之方式，以電腦實機操作講解，讓與會會員深入了解透過網路就可以輕鬆與政府做生

意！說明會並於下午5時圓滿結束。

研討會場景之一 研討會場景之二

陳副理事長景浪致詞 講師楊文和先生

陳副理事長感謝中華電信北南營運處蔣怡茹經理襄借場地 陳副理事長感謝中華電信政府網路處楊文和先生精闢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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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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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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網站標案查詢操作說明

「會員專用」區標案商機查詢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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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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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案搜尋完成後之網頁，再依需
求點閱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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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再出現下圖，請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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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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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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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導

公會網站標案查詢「會員專用」區完整步驟
（自左上至右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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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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代政府電
子採購網標案資訊詢」並點擊
之。

點擊後出現之網頁，此時所見日
期(例：990615)即當日標案，點
擊即可連結。

隨之將出現以下網頁。

此時建議您先另存新檔至桌面。
(如果你的電腦需按Ctrl鍵才可連
結，當你點擊日期時，就會先提
示開啟或儲存方式。)

「第二代政府電子採購網標案資訊」區查詢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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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後登出公會網站。

開啟儲存在桌面之商機word檔。
再點擊政府電子採購網(web.pcc.
gov.tw)連結。

登入您在政府電子採購網之帳
號、密碼。

登入後之頁面，請保留，同時回
到word檔。

此時點擊您欲參閱之任一標案名
稱或url網址，即可開啟招標公
告。

開啟之招標公告即會在剛剛保留
之瀏覽器上顯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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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99級日間部推進部聯合畢展

會員元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新機發表會

　　99年5月11日下午2時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99級日間部暨推進部聯合畢展
在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五樓展覽館展出，本會理事長陸兆友應邀參加，並對該系學生畢展之
展示作品讚賞有加，同時期許創意與市場需求若能緊密結合，則印刷精意之於傳播藝術必能
發揚光大並永存不朽。

本會理事長陸兆友於畢展開幕時致詞 本會理事長陸兆友參與畢展開幕剪綵

本會理事長陸兆友頒發獎狀予畢展第二名得獎者 本會理事長陸兆友頒發獎狀予畢展第二名得獎者

　　本會會員元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99年5月12日上午在該公司三樓展示中心舉辦
「RISO ComColor數位全彩快印機新機發表會」，元茂此次推出的「RISO N-9000文件數位e
化管理系統」及「RISO ComColor數位全彩快印機」是部集影印機、印表機、印刷機功能於
一身的大發明。

理事長陸兆友、常務理事吳雪豐蒞會與涂副總國評合影 新機發表展示會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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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日照市參訪團蒞台經貿交流
　　99年5月17日（星期一）下午5時於台北花園大酒店（台北市中華路二段1號），在中華
工商企業家聯合協會理事長徐雨憲（本會常務理事）促請下，本會由理事長陸兆友率理監事

代表們與山東省日照市經貿交流訪問團萬同副市長一行交流座談，會中氣氛融洽，並有多位

台商代表們論述日照市優良之投資環境，同時政論家張啟楷、胡忠信二人更以對日照市之親

身感受，介紹日照市予與會嘉賓，此一經貿交流並於下午9時圓滿落幕。

中華工商企業家聯合協會理事長徐雨憲(本會常務理事)代表
歡迎山東省日照市萬同副市長經貿交流參訪團一行

本會陸理事長兆友暨與會代表們和
山東省日照市萬同副市長等貴賓合影留念

山東省日照市萬同副市長於經貿交流會中致詞 中華工商企業家聯合協會理事長徐雨憲(本會常務理事)致詞

陸理事長兆友、陳副理事長景浪、徐常務理事雨憲、
李常務理事新丁、林監事會召集人平和與政論家胡忠信合影

會中陸理事長兆友、林監事會召集人平和、
任監事志強與政論家張啟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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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印刷協會參訪團與本會代表們合影留念 本會理事長陸兆友致贈會旗予珠海市印刷協
會，並由該會會長周海勝代表收受。

珠海市印刷協會蒞台參訪
　　珠海市印刷協會參訪團在該會會長周海勝、名譽會長梁建宇、名譽會長陳毅然、副會長

周建輝、副會長徐衛等一行於99年7月30日（星期五）下午五時抵台後，隨即與本會理事長
陸兆友、監事會召集人林平和、常務理事曹常德及理事殷慶璋等交流座談，並在本會殷理事

慶璋的引領下參觀景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銀行帳單、電信帳單製造流程，雙方言談融洽，且

互祈爾後兩會多加交流。

殷理事慶璋介紹銀行帳單、電信帳單生產流
程之一。

殷理事慶璋介紹銀行帳單、電信帳單生產流
程之二。

本會理事長陸兆友致贈特刊及會訊予珠海市
印刷協會，並由該會會長周海勝代表收受。

珠海市印刷協會會長周海勝致贈本會紀念
品，並由本會陸理事長兆友代表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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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札記

美國東部知性之旅 (上)

到美國對我來說不是陌生之旅，尤其是美東

紐約市到訪不下10幾回，從沒到過紐約中央公園、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這次陪

女兒回賓州，筆者和內人一起15天的行程計畫到紐
約、賓州、華盛頓DC、費城等地旅遊；在8月６日
晚上10:30到紐約甘迺迪機場，經華航安排bus到紐
澤西鑫鑫超市由美國親家接到府上休息，親家夫婦

是台灣人兩位是內科醫生。

8/7早上由親家夫婦開車到訪美國自然歷史博
物館，這裡是拍攝“博物館之夜＂的現場，看到恐

龍、大象、印地安人等無比熟悉。從博物館出來，

感慨良多，尤其驚嘆的是，美國的博物館，收藏品

之多之廣是我始料未及的。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

自身文化遺產不多，而且又是一個建國很晚的國

家，不足300年的歷史，更沒有多深的文化績澱，
但是，它的博物館、藝術館之多，收藏之廣，展品

之精，是難以想像的。

8/8到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位於紐約曼哈頓北端
第五大道的西82街是世界著名的博物館之一，門
票：不收固定門票費，採取建議捐助的辦法我們用

$10元換了4枚大都會博物館的藍色勳章。1870年由

社會名流、慈善家和藝術家共同建立，收藏的文物

和藝術品都是從世界各地收集而來的，超過200萬
件，主要有埃及藝術、希臘羅馬藝術、東方藝術、

西歐藝術、伊斯蘭藝術、美國藝術等部門，包括公

元前15年的埃及古神廟、中國的玉器及地毯等。
一幅用色彩豐富表 現完美的抽象畫作品。植

物園的鎂光燈 (Arboretum by Flashbulb)1942 Stuart 
Davis, American (1892-1964) Oil on canvas 以紅、
黃、藍、綠、黑等五種顏色描繪出整個植物園的景

像，更以黃顏色來代表鎂光燈聚焦整幅作品。

在第五大道路燈上海報有畢卡索畫展

(Picasso)8/1到期，心想沒機會欣賞畢卡索作品，在
大都會博物館二樓還有大批人馬排隊看畢卡索畫

展，很高興參與排隊看大師作品，每幅畫前都擠滿

密密麻麻的人龍，連要看清楚畫都不容易；畢卡索

(1881-1973) 1881 年10月25日生于西班牙南部馬拉
加，父親是繪畫老師，從小就發現他極高的繪畫天

份，並將自己的畫具都送給他讓他可以盡情畫畫，

早期作品寫實能力與技法就已經很強，他終其一生

創作風格，隨著當時自己的心情變化、環境的改變

與影響，不斷推陳出新且自我突破，並且，晚期作

本會理事　殷慶璋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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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雕塑和陶器等，1973年4月8日卒于法國，活了
九十二歲高齡。畢卡索是現代美術的大師，創始立

體派。他不斷的擴張藝術領域，使用前人所未有的

筆法，引起世人驚嘆！

這次畫展主畫作是以「小丑」為題，《小

丑》自從畢卡索的好友卡薩吉壽斯自殺後，藍色就

變成了畢卡索畫中常用的主色調，憂鬱的小丑亦成

為畫中常見的主題。雖然白、黃和紅色也使用在此

幅畫中，但主宰整幅畫面的卻是憂鬱的藍色。讓人

感到小丑雖然帶給人快樂，但小丑自己卻不快樂。

這次看到畢卡索創作幅版畫的過程有凹版、

凸版及版畫原作同展，對我來說很興奮，熟悉的印

刷版式用在藝術作品創作，很難得值得再欣賞；畢

卡索年輕時期就購買了小型印刷機，開始進行版畫

創作的探索。畢卡索終其一生，約創作了約二千幅

版畫，創作技巧多元化，從蝕刻法、乾刻法、以至

石版到麻膠版。在四十年的創作生涯中，畢卡索幾

乎全力投注於凹版版畫創作。畢卡索筆下的妻子賈

桂琳版畫，表現女性所充當的藝術繆斯女神的角

色。

8/9到賓州Hershey's巧克力王國

賓州(PA)Hershey's巧克力王國就在我女兒家隔
壁開車2分鐘車程，8/9下午我們準備進行一場巧克
力旅程，彷彿像巧克力冒險工廠般，我們乘坐小車

從可可豆的選取，長成到製作好各式各樣的巧克力

植物園的鎂光燈(Arboretum by Flashbulb)1942

畢卡索(Picasso) 年青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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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品～片狀，塊狀，液體狀，三角錐狀等，一路

上可愛且會歌唱的玩偶讓人心情愈來愈開心，愈來

愈放鬆，我們進入了神奇的巧克力王國了。當然旅

途中也了解到巧克力的製作過程，原來這麼費工，

怪不得總是擠進精緻點心的行列！下車後工作人員

還會發給每人1粒HERSHEY'S CHOCOLATE 免費
品嘗，保證公司出品，原汁原味！

還可現場報名參與巧克力實作喔！他們會幫

遊客們拍照並放將照片放在親手做好的巧克力包裝

上，當成旅程中難忘的禮物！

還有 2 0 0 8年 5月底H E R S H E Y ' S  公司在
CHOCOLATE WORLD 旁邊設立了HERSHEY 

PARK'S，擁有全美落差最大的雲霄飛車軌道，適
合偏愛刺激口感的大朋友小朋友們，來趟巧克力挑

戰之旅！在 HERSHEY'S 工廠邊CHOCOLATE RD 
路燈都是 HERSHEY'S 巧克力的造型真的是很誇
張，路燈的造型有二種，一種是還沒有被打開包裝

的巧克力，顏色是銀白色的。另一個是包裝被打開

後，顏色為巧克力色。

MILTON HERSHEY SCHOOL成立1909年由
巧克力實業家Milton Snavely Hershey 和他的夫人，
Catherine Sweeney Hershey資助，最初成立學校以
服務貪困、健康及白人男孤兒為主，而現今它服

務不同背景貪困的8-18歲孩子，提供12年免費教

Hershey 's巧克力王國 現場製作巧克力流程

小丑 畢加索版畫及石膏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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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及生活，這樣長期公益活動已延續100年，我認
為這種行為太了不起。(http://en.wikipedia.org/wiki/
Milton_Hershey_School)

8/10到賓州Dutch Amish

親家介紹我們到賓州時一定要去看《Amish》
對於這個酷到能「不用電、不開車、身著傳統服

飾...」過生活的族群，感到十分好奇。賓州的蘭開
斯特縣，是Dutch Amish比較集中的地區，離我女
兒家僅半小時車程，希望能親身去感受一下不同的

生活哲學所帶給自己的衝擊... Amish人給人的第一

印象，就是他們奇特的服裝。男人總是戴著寬邊的

帽子，著襯衫、西裝褲，並且留著一大把的鬍子；

Amish的女人則是身穿連身長裙、盤起頭髮、戴著
白帽。對Amish人的第二印象，是他們與世隔絕，
居住的環境不使用現代化設備，例如他們仍使用油

燈，不使用電燈；以馬來耕田，而不用耕耘機；

交通工具以馬車代步，偶爾騎騎腳車，而不駕駛汽

車...。大多數的Amish人是從事農業與畜牧業，儼
然是個自給自足的傳統農業社會。

我從車上拍照時被當地開車婦人停下車來告

訴我們不能對Amish人拍照，頓時讓我很驚呀，我
們發現他們的保守及堅守的只是一種由宗教信仰導

致的平淡；而我們也在幾哩外的COSTCO賣場停車
場有Amish小馬車專屬停車位，很貼心喔！  (續)

巧克力工廠MILTON HERSHEY SCHOOL海報

 HERSHEY'S 路燈巧克力的造型

Amish農作馬車

COSTCO小馬車專屬車位

Amish女子及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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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印刷與設計的創意台灣

2010上海世博在萬眾囑目下驚艷登場，在這

場科技、文化、創意與環保的盛宴當中，參與國家

無不集結頂尖設計、行銷與科技人才為自己的國家

留下智慧的菁華與對未來世界的想像。台灣館在這

次世博中亦卯足全力展現台灣的人文魅力與科技成

就，成功吸睛達到每天至少3000人次的參觀流量，

贏得令人讚嘆的口碑，不僅讓台灣的知名度大增，

更由此證明了台灣的「軟實力」就如同我們的晶圓

代工、筆電製造一般絲毫不遜色。 

在創意的實體化的過程中，印刷雖然不是主

角，卻經常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自從台灣簽署了

WTO，打開市場的大門之後，台灣的產業，尤其

是以內需為主的傳統產業一直籠罩在產業出走的陰

霾當中，印刷產業也是其一。雖然台灣的印刷從業

人員有不錯的素質，先進的設備，一定的技術水平

與品質堅持，卻始終苦於找不到客戶，市場無法擴

大，只能苦撐並期待著遇見伯樂的那一天及早來

臨。

如何幫印刷業找出路是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

心最常被業界問到的問題。在輔導過這麼多印刷業

後，深感印刷產業的弱勢原來出自於業者始終走不

出OEM的代工角色，缺乏對設計方面的認知與溝

通；因為深怕獨門技術公開，價格直直落，所以不

敢大肆行銷默默耕耘，熟悉門道的客戶自然不多。

印研中心與台創中心於5月10日合作辦理了一

場印刷業與設計業的交流座談，搭起了印刷與設計

業溝通的平台。在熱絡的互動問答當中，彷彿像天

線對準了方向，原本充滿雜訊的畫面突然清晰了起

來，心中的疑惑頓時一掃而空。原來產業之間合作

成功與否貴在建立彼此共遁的語言和持續的溝通。

設計業者認為，有些較具突破性的創意往往在印刷

協力廠人員一句“這個有點複雜，不是不能試試

看，但一般的做法不是這樣…＂之後便畫下句點。

而印刷業者則認為設計業不懂印刷，老做些印不出

來的東西，造成彼此的摩擦。如果印刷業能多了解

設計者的理念充分溝通，協助解決問題，而設計業

者多了解印刷技術可以發揮的限度與被印材質的適

性，那麼就可以減少很多溝通上的問題，合作的空

間和商機也就更加寬廣，在這次的座談當中充份印

證了建立溝通平台的重要性。 

法人單位的可貴之處在於累積許多的研究經

驗與融合多元資訊所建構的知識庫與軟硬體資源可

充分為業界所應用，也因此印研中心與台創中心會

一起朝會議中所凝累的共識，建立共通的交流平

台，開發合作契機而努力，為設計者的創意找出可

以實體化的最佳呈現方式，為致力於技術引進開發

的印刷業者們找到永續經營的動力。 

誠如座談會上黃振銘副執行長提到的，歐洲

國家在經歷產業大量外移之後，靠著設計的力量樹

立在世界上獨特的優勢，進而證明設計對於國家經

濟發展的重要性。上海世博的成功經驗，證明了台

灣在設計與行銷創意的「軟實力」是有極大的市場

性的。2011年世界設計大會就要在台北舉行，藉此

難得的機會，印刷業者更應與設計業密切結合，讓

全球的設計菁英一起見證融合印刷與設計的創意台

灣所帶來的驚喜！

（本文轉載自印刷新訊84期）

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　曾一淙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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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台灣印刷產業的策略與走向

一、印刷產業演進和應用變化

印刷技術在西元七世紀發明之初，是以雕刻

木版的固定印版方式來印刷的，在西元十一世紀的

畢昇發明「膠泥活字」，以及西元十五世紀德國谷

騰堡發明鉛活字及印刷機，改變固定印版印刷方

式，活字印版是以個別活字來組合產生，文字是採

「預鑄」大量生產不再有固定專用版面的「活字

版」組合方式。在1960年代使用固定金屬平版印

版，利用水墨反撥的金屬平版印紋印刷方式出現，

一舉把活動組合的活字版掃入歷史中。雖然五十年

來平版印刷在尺寸增大、速度增快、色數增加、操

控性精準數據化、生產的質和量大幅提昇下，加上

製版方式由手工描繪印版，照相製版、掃描分色、

電腦組頁，DTP圖文整合輸出，在一波波科技推波

助瀾下，平版印刷，尤其商用筒平印機、印報用輪

轉印報塔，都達到歷史上頂峰。而這些發展也達到

某些極限，例如平版印刷每秒十五公尺速度的是水

墨反撥機制最高點，再快了就可能水墨印紋和非印

紋無法分清楚。未來在科技發展下，不只是平版印

刷，其他有版版式印刷仍會有一定發展空間，但畢

竟在機能上極緻發展之下，傳統有版印刷的比重在

21世紀前二十年所佔百分比會下降，而且下降到

50%以下，其他生產方式接近50-55%比重，由更新

的無版數位列印所取代。如果看到日本最大的兩家

印刷公司凸版印刷公司、大日本印刷公司，他們營

收35%左右不是在供視覺所使用傳播、包裝印刷，

而趨向工業產品表面裝飾、電子、光電、半導體生

產有關科技及設備所提供。大日本網屏這十五年來

圖文傳播設備由佔66%，現在只剩佔22%，反之以

前佔30%的電子、光電製造設備市場，現在上升到 

75%，這種現象也給我們一面借鏡，有能力做更精

細的印刷科技做微處理產業，將目前感官使用 的

「官能性印刷」，轉向以裝飾、生產工程材料分

佈、精細製造到感光、腐刻、噴列等等的「機能性

印刷」途徑上發展。因為半導體、光電等科技，若

往深微米、奈米科技去發展後，從人眼視覺以十微

米到奈米科技之間的微米、次微米科技，將是印刷 

產業可進一步進入，去生產各式各樣一次性用途電

子、光電及其他設備科技活存空間所在，我們擁有

印刷及噴墨的分佈科技外，卻要再進一步理解各種

材料在印刷分佈後物理、機械及功能性檢測工作，

才能完成良好印刷機能，不是再憑眼睛視覺感官來

判斷好壞與品質的一般印刷品質管理。

二、數位科技的再次重大滲透

1979年義大利米蘭GEC展，以色列Scitex賽天

使公司，展示出使用掃描畫素檔來組合頁面的電腦

組頁系統，也複合許多電腦影像處理功能達到很

多意想不到影像處理、組合效果，但以當時電腦速

度慢和價格無法普及，而且很多不敷營運成本，

因而導致破產印前業者大有人在。而真正能圖文

整合的系統，是1985年Adobe、Adust、Apple三家

A字開頭的公司，所完成DTP桌上出版系統，從簡

單文件、圖形處理，而衍生出龐大影像處理、繪圖

和頁面編輯機制，形成印刷文字、圖形、影像三者

整合功能的印前處理系統。由最初的黑白、彩色粗

解析，到後來可容納高解析的影像擋，加上Image 

Setter底片輸出機，以2400 dpi以上高解析輸出助陣

下，印刷的前端設計、編輯，到頁面輸出，完全用

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陳政雄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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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黑稿、文字照相底片、彩色分色片，一步以兩

頁、四頁方式輸出，接下來更因為頁序折手的電腦

化、自動疊邊功能，加上PDF檔可以跨軟體、跨平

台的自在利用，整版底片輸出。到今天CTP科技連

結數位打樣、CIP3/4月的全流程資訊應用及回饋、

紀錄，使印刷不只走向無底片化，同時更為數控化

操作印刷機的準備及放墨數據，到後加工折紙、裁

切及製盒等工程。今天檔案資訊再使用不只有利再

版印件，連內容物不同但尺寸及用紙相同的情況

下，只要改變內容印紋放墨資訊下，來因應工件調

節飛達尺寸、送風、輸紙、對規及印壓、收紙等等

數據再利用，達到正確、迅速工作更換目的。CTP

自1995年發表以來，已成為多數平版印刷業者所接

受的科技，同時CTP科技的印版，對於不論新、舊

或科技程度高低的平印機，也給予尊重，不會老印

刷機就不可用最新CTP版材。今天一部張葉平印機

上，使用了上千個以上數位控制伺服馬達，不只可

遙控及感知每一個可調節工具的調節尺寸及位置，

同時在一個指令下數以百計伺服控制馬達依數據使

移動控制，充份達到高效率、高精準的工作更換及

遙控人工或自動感知調節目的，像是套對、色彩控

制就可用自動感知處理及回飾來控制。最近張葉平

印機花費很大成本及研發能量，達到4-12色機，皆

可同步印版在一個相位更換的數控伺服驅動方式，

印量在1000張以下極短版時，可以發揮更大的生產

效益，算是數控印刷發展的另一個高峰，但面對數

位無版列印，這種昂貴的新增設備效益，也只能存

在兩百張至兩千張的工作數量使用，才有功效發

生。 

三、�數位列印伴隨網路及雲端科技第二

次數位變革

因為印前作業前面數位化，不只破壞了印前

作業加值鏈，只剩下CTP印版輸出一項專業，而印

刷廠如果自己買CTP印版輸出機，印前工作者將無

「錢」可賺，但這一波印前數位變革產生完整數位

頁面檔，也不會停留在CTP印版輸出，更會穿越現

有工作流從CT Plate到CT Paper也就無印版化的數

位列印，使得傳統印刷產業像今天印前工作者失去

加值鏈，雖然情況不會有100%置換的嚴重性，但

印刷產業在現有加值鏈發展中有利潤部份，往無版

列印移動走向，這是不爭的事實。

無版列印分成電子成像（色粉及電子墨成

像）及噴墨兩部份，而兩者在使用上有相當大的差

別，電子成像的色粉，大多數在紙張及紙捲的列

印，彩色以四色為主，電子墨成像除紙張之外，塑

料薄膜的成捲列印也可以，使用於包裝，而且在相

簿、寫真集也有市場並可多色列印。至於噴墨則海

闊天空的任何列印媒材、大小尺寸，以及高速紙捲

列印，已和平印機不相上下列印速度，而這些列印

設備最大不同是不用印版，也不用上機裝版、校對

版位、校正印刷色彩時間及材料耗損，可以隨時改

變局部印紋或全部內容，形成極為不同傳播手段，

另外在厚重及特殊媒材上噴墨也佔有優勢，戶外及

大型海報，噴墨更取代網版印刷生產地位已完全浮

現。 

俱有網路功能的，列印單位一方面接收頁面

檔，另外一方面要傳送頁面檔，提供遠距列印時，

龐大的平面媒體檔案快速下載及上傳的機制，也因

為目前平面傳媒的紙張成品使用平面運輸、海運、

空運，不只耗用物流成本，更重要耗費時間，在時

效及成本上，無法與電子傳媒相抗衡，若是使用網

路傳輸頁面檔，再單獨列印成為印刷品，供不同城

市、地區或國家的人使用，那麼只剩下列印成本費

是否為使用者接受與否的問題，將使印刷媒體可以

在時間、空間上與任何網路傳媒相抗衡，而且更俱

有「易讀、長效及高解析的優點」，唯一考量是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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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成本的提高，比一般平印印刷品高出部份，是否

可以抵得上運輸的物流費及時效性的附加值，否則

將只在小量、極小量及非常緊急的情況下，傳輸檔

案再列印才有優勢。

今天網路及資料儲存，日益改雲端演算，那

麼可指令頁面印紋檔，在各個雲端儲存之間，高效

率傳送，並可以高速演算，這對於檔案量大的、複

雜內容的印刷資訊檔，將更有利於資訊的儲存、解

譯，以及下載接收、上傳給對方做輸出作業，科技

不一定全站在電子媒材那一邊，更大容量、更大計

算能力及更大網傳輸功能，將有利於平面傳媒未來

在遠距傳播的發展。 

四、數位列印的多元應用方式

數位列印中的色粉成像，基本上只在紙張、

紙捲上列印，最大不同是少量到極少量印件，以及

變動資料列印，甚至於每一份的廣告、宣傳是依客

戶喜好量身訂做的專屬廣告列印，產生更大的宣傳

效果。色粉列印也有極少數做小型包裝盒的列印。

電子墨列印有更寬廣使用範圍，因為電子墨成像在

最初引進時品質就最好的，而且沒有色粉加熱固化

的需求，列印在紙面、塑膠薄膜、金屬箔、合成

紙、自黏商標紙等等都很容易，加上攝影寫真集、

高品質媒材，因為有橡皮布轉寫，印刷媒材表面

性裝較有彈性因應。在色粉列印以前對塗佈紙表面

濕度較敏戚，在電子墨列印就十分不同。所以電子

墨超越色粉成像的使用範圍，而多數電子成像色粉

及電子墨列印，其列印寬幅大多在300mm上下，

色粉也有500mm寬幅，甚至於915mm的大圖輸出

機，應用在書版列印及工程圖、較粗的海報，但屬

少數例外情況。 

噴墨列印有連續式噴墨，用於紙箱、產品外

包裝標示、表單、收據和宣傳使用。熱泡式則只能

用水性墨，使用於小型黑白、彩色事務列印，墨頭

價格低須常更換，也有用於大圖彩色噴墨列印，至

今仍未佔有市場重要地位，而且發展前景仍然在侷

限之下。壓電式噴墨，使用電機方式，半導體震盪

壓縮墨室，產生噴墨之外，以往也可控制墨滴尺寸

達到更細緻的畫面銳利度及細緻性呈現效果。而壓

電式對噴墨要求可說只要流體合宜流動性就可以，

不論水性墨、油性的溶劑型環保噴墨，低VOC的

IPA環保溶劑噴墨、UV噴墨及最近從老舊熱熔蠟噴

墨，衍生而來的乳膠Latex噴墨，它和UV噴墨號稱

萬能噴墨，可適應在很多元媒材上面，UV墨使用

UV光固化（現在逐步改為LEDUV較省電、臭氧發

生免除了!），而Latex乳膠墨在材料為固體，須加

熱熔解為液態，使用壓電式噴頭噴列，一旦附著列

印媒材上一冷卻就固化附著，十分方便又能和UV

噴墨一樣多方面用途。在戶外大圖、室內大小海

報，各種材質如石、木、皮革、玻璃、珍珠板、帆

布、金屬、塑膠等等材質上成像，用途十分廣泛。

水性墨噴列媒材表面必須處理，才有好的列印效

果，以紙張為中心，布、絹、合成紙、塑料在有

處理後也可成像列印，海報也在室內比較不能抗

水、抗候。做報表、宣傳也一樣有些人使用。UV

及Latex乳膠，在未來工業裝璜、美化及製程應用

上有一定的發展前景，如果彩色打樣任何紙張都可

免處理直接列印使用。 

五、包裝印刷及環保節能

很多台灣包裝印刷業者，一直很懷念1980到

90年代，因經濟高度成長所帶來因包裝外銷產品的

包裝材料，雙位數成長榮景，這因為台灣產業已往

高科技、電子、光電產業移動，而傳統外銷產業的

外移、產業空洞化之下，台灣包裝需求量大幅降

低下，未來兩岸若更多免稅商品來往下，中國大

陸貨物長驅直入，對於包裝需求相對也會再降低。

唯有向全世界去做推銷如紙袋、商標到包裝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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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外銷，有些廠家也獲得相當成效，包裝印刷不像

傳播印刷受電子傳媒影響而日益萎縮，每年仍維持

2-3%成長，只要找對市場，有特色，在防偽及環

保回收上用心，包裝印刷仍俱有市場潛力的，尤其

數位科技下的包裝品生產更有發展空間。 

在地球暖化的壓力下，如何減少生產的材料

耗費，以及減少不良品發生提高良率固然很重要。

同時如何縮短製程，改變生產方式，更少材料，如

CTP製程已把印前工程做到最簡化改變，如果無版

列印將更進一步減少印版耗及上機準備時間。在材

料上使用不合VOC有機溶劑的材料，使用LED UV

更少的耗電又沒有臭氧發生，來做節能工作。像紙

張使用FSC、COC的可再生纖維認證供應鏈認證下

用紙，或PEFC認證紙張等，使供應來源的永續發

展。注意印刷油墨、材料的RoHs的毒性物不含有

的材料使用，工業生產如何顧及產品回收處理，這

一點印刷品，遠比電子書、電子閱讀器更為環保，

紙張有80-90%回收率，電子產品平均只有18%回收

率，而且必須花費很大人力去拆解。

六、電子書興起印刷業有危險也有機遇�

很多印刷同業一聽到電子傳媒、電子書興

起，都認為對傳播印刷產生極大衝擊和影響，甚至

於一厥不振。但電子書政府願意投入的是在閱讀器

的生產製造，而對於電子書中文內容產業沒有特別

加大推動力量，原因是我們的電子設備及E Paper

製造能力高強，嗅到很大的製造商機，創造數千億

外貿機遇。但電子書仍以低解析、黑白、低對比畫

面，和印刷品質有很大差異存在，只不過電子書一

冊可存數千本書內容是事實，但就算電子書內容版

權只有傳統書價20%，四千本書等於800本紙本書

價格，大約在20萬元之譜，多少時間才看得完，萬

一在一年多、兩年電子書掛掉，損失將十分嚴重

的，很多電子書授權序號是兩次到三次，也就是過

了幾年換到第三本電子書時掛掉，電子內容版權費

就成了平自無故損失，這一點紙本書版權一就一，

實體存在的。印刷產業可以自己把印刷品內容，編

輯轉檔成電子書，只要在合宜軟體及技術下就可

以，主要是在商業用文件、型錄及印刷品的轉檔，

一定比雜誌、書籍出版品的電子書製作更有機遇。

七、印刷技術研究中心的工作與目標�

印研中心成立十七年多以來，在油墨檢測、

製造，以及油墨適性研究上，有很深的研究，有很

深厚基礎，在色彩研究、色彩管理體系、特別色調

墨系統研發，也是同樣的深厚。實驗室並獲TAF國

家認證實驗室等級。在新科技、新技術引進上，也

希望更有助於同業的發展。同時也協助印刷同業

在創新、防偽科技上的研究向政府申請各項科專

計劃。在技術士技能檢定考試工作執行，建立色

彩、印刷的CNS國家標準，希望台灣和世界接軌，

同步的標準才能更容易溝通技術。提昇文化創意、

加強印刷文化創意能力。在ECFA簽定下， 政府對

印刷、包裝及相關產業扶持，印研中心也將扮演重

要角色。如何落實CIP3/4技術、MIS及ERP資管科

技，使印刷產業能從傳統中升級，從升級中邁向精

緻化、高度科技應用化。

印研中心在長遠以文字、色彩、影像三者資

訊科技，發展出更符合時代所需文字政策，文字輸

入及應用科技。色彩再現、色彩評價及色彩管理再

現科技。影像技術提昇，網路科技的應用，新的雲

端科技落實於產業的加值生產。以核心能力領導印

刷業在第二波數位變革下再次成功發展。

（本文轉載自印刷新訊84期）
（作者為本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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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台灣世界設計大會一 
讓世界看見不一樣的台灣印刷

國際三大設計組織Icsid、Icograda、IFI每六年

擇定一個城市，合辦世界設計大會。這項世界設計

大會素有「設計界的奧運」美譽。在2007年底，台

灣成功擊敗澳洲，爭取到2011年世界設計大會在台

北舉行。這次大會預計將吸引超過60國全球設計領

袖及菁英來台參與，預計將有3000名國際平面、工

業及室內設計師、設計科系學生及設計領袖來台參

與活動，預估將可帶來80億元新台幣的商機。而台

灣的印刷產業也將有機會在此一國際設計盛會中秀

出精緻印刷與紙製品的實力。

國家設計力即經濟力量的最佳展現，近年世

界各國皆極力發展文化創意相關產業，推動產業

升級，並運用大型設計活動打造國家或城市品牌

形象。例如倫敦的London Design Festival及日本的

Tokyo Designers' Week等。2007年，由經濟部與臺

北市政府、新聞局、文建會等15個部會參與籌備合

作，結合國內設計產、官、學界，歷經一年多的申

辦過程，自全球13個國家、19個城市當中脫穎而

出，奪得2011年「世界設計大會」主辦權，將在台

北舉行這場盛會。此次爭辦世界設計大會在台灣的

關鍵推手，也是台灣創意設計中心的執行長張光民

先生表示，這幾年，台灣選手相繼在德國紅點設計

獎（Red dot）、iF設計大獎賽中抱回佳績，而且質

與量大幅提升，是獲評審青睞的主因。張光民執

行長曾在2005年、2007年時擔任Icsid理事，在他任

內，就經常引薦其他國家會員代表到台灣參觀，實

地見識台灣的軟硬體條件，不過，他坦言，在決定

爭取主辦權時，有些忐忑。因為以台創中心單獨之

力，恐怕難以承辦如此大型活動，所幸台創獲經濟

部大力支持，張光民才大膽力爭。當年建議將此國

際盛會拉長為台灣設計年，就是時任次長的經長施

顏祥。藉著這次國際設計大會的舉辦，預計將是台

灣推動設計相關產業升級，強化國際接軌的最佳時

機，並在台灣建立國際化的設計行銷平台，並藉此

行銷台灣。

2011年因適逢民國100年，已由行政院明訂為

「設計年」。未來2011 IDA世界設計大會活動群包

括國際性設計論壇、國際設計工作營、國際會議、

設計晚會、設計之旅以及大規模的國際設計博覽

會…等，將有百件設計事件在台發生，活動場域擴

及全台，將會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型的設計盛事。

經濟部工業局亦要求所有法人研究單位務必參與展

出與設計相關的成果。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擬在

明年號召印刷業與紙製品業於展覽活動中展出最優

質的創新成果，讓台灣的印刷與紙器創作實力能夠

深植於國際設計人士的心中。

2011年世界設計大會將吸引全球設計領袖及

菁英來台參與，預計將有3000名國際平面、工業及

室內設計師、設計科系學生及設計領袖來台參與活

動。辦理世界設計大會亦將帶給台灣全面性的國際

曝光機會，提昇國家品牌形象，帶動文化觀光並以

設計創造商機與更高階的經濟效益。活動期間自

2011年10月9日-11月5日，活動地點方面，主會場在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及世貿1館、南港展覽館、松山菸

廠，還有其他設計文化活動將遍佈台北市。有關印

刷與紙器方面產品大會將規劃於松山菸廠之台灣經

典館、南港展場之國際網絡區及感動設計產業區。

此外，有自產製產品的印刷及紙製品廠商也可參加

2011世界設計大會授權產品認證申請，將優異創新

的印刷商品申請成為大會的認證商品（於產品印上

2011設計大會LOGO），可於展會期間銷售，並有

機會成為大會贈品探購主要項目，同時於長榮、華

航飛機獨家販售。（每件通過產品需繳交單筆5000

元授權金做為後續整體共同宣傳及通路之用）

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企劃訓練組／洪秀文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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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球頂尖的設計師將齊聚台灣討論設

計新趨勢，同時體驗「台灣設計力」；這不僅是設

計界的盛會，更是「行銷台灣」千載難逢的好機

會。為了把握這個機會，經濟部將國際設計大會擴

大舉辦成為期一年的「設計年」活動，除了大型國

際研討會、國際設計博覽會、國際設計大賽、設

計師工作營、新一代設計展等設計界的交流活動之

外，更延伸文化交流，設計之旅，以及全台地之設

計年認證活動，讓全國民眾皆能就近參與，進一步

了解設計，提升設計美學素養。

2011年將是台灣產業轉型的轉戾點，台灣不

再只是代工島，而是創意設計之寶島。而在這難得

的機會，身為設計業最密切合作夥伴的印刷業更不

應在此盛會缺席，要讓全世界看見台灣印刷產業如

何為設計打造耀眼的新價值。 

（文章參考資料：2011世界設計大會官方網

站、5月24日經濟日報）

（本文轉載自印刷新訊84期）

數位化並非遙不可及 
訪元茂涂國評副董事長

今年的TIGAX 10台北國際印刷機材展，元 茂

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75個全場最大攤位參展，

引起業界的囑目，不少人相當好奇，元茂為什麼

要用那麼多攤位，到底有什麼產品值得花那麼多費

用？

元茂國際涂國評副董在接受訪談時，回答這

個問題。他說：元茂在印刷產業界並非最大的公

司，而用最大的展區，當然引人關注，依常理似乎

是不用那麼大，免得有人以為我們太過招搖。其實

不然，多年來元茂在印刷這塊產業，相當的努力耕

耘，因而普獲客戶信賴，也獲日本原廠的支持，我

們這麼做一方面是我們展出的設備是那麼的多，必

須這麼大才夠用；另一方面是對台灣市場的誠意

與尊重，也是對TIGAX台北國際印刷機材展主辦

者的肯定。其實不僅我們，在我們展區的附近放眼

看去優質的廠商也不少，也是歷屆以來都相當用心

的展出，相對收穫也豐碩，正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的明證。

談到這次展出的主題，涂副董說：台灣市場

的走向是無版印刷數位化，尤其少量多樣的走勢，

元茂因應市場需求，這次展出完全數位化為主軸，

當然75個攤位大家都在期待。元茂想要告訴大家的

是，從傳統印刷蛻變為數位印刷並非那麼的遙不可

及，祇要你肯來，必定會感到不虛此行。

今年元茂的展區分為三大專區：①RISO專

區：包括單色快印、雙色快印、兩面同步印刷、

全彩數位快印等。②印前及印中專區：包括數位印

刷實務展演區以及Konica展示區等。③Horizon專

區：數位印後加工設備等。 

值得一提的是印前部分的「網際網路商務伺

服器」的操演，印刷廠可以藉著伺服器的架構，穩

定的網路接收檔案平台，網路傳檔節省往來交通人

物力及時間，自己擁有主機，免代管，節省時間，

自主性高。尤其是元茂數位服務中心，隨時在線上

為印刷廠解決各種印前的疑難雜症，提供即時的支

援，在數位化的過程中獲得莫大的幫忙，許多傳統

印刷廠老板起先談到數位化就畏縮，擔心不會操

作，經過元茂團隊的輔導，現在得心應手。 

談到這裡，涂副董說：其實這塊目前並不賺

錢，但這是時代的趨勢，數位化是印刷業必然要走

的路。許多之前觀望的廠家，看到別人那麼容易蛻

變，很快地也加入行列。 

元茂強調10月7日-10日在台北世貿一館恭 候

您的光臨，相信您會滿載而歸。元茂公司電話(02) 

2531-2323。

（本文轉載自印刷人雜誌19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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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電子屏幕閱讀類似書刊平面傳媒的內容

物，這樣的科技存在於電視、電腦屏幕已有很長久

時間。而電子產品、電腦除了用於演算、儲存、溝

通、顯示之外，在其他通訊，甚至於無線上網也日

益普遍。行動電話手機，除了通訊之外，也擔負

起不少記憶及電腦功能，更有人把手機拿來看電

影，自然需要合適的內容及閱讀方法配合，用多功

能手機看書也並非不可能的事。PDA個人數據處

理器，用在電子書閱讀上也都有一片天。但上述所

有電子設備都出現了一個問題，也就是使用動畫格

式播放書刊內容，每秒24或30格畫面，必須耗電保

持電子播映設備作用，更耗電的是背光板彩色顯示

屏幕，必須投光在整個屏幕，再用液晶或TFT做數

位控制以顯示播放部份的透光，加上各色濾的光線

阻隔，所以背光板耗電量很大，到閱讀面的光量只

有10%~20%以內用得到，這些持續耗電的裝置使

得攜帶型手機、PDA或NB筆電，待機時間往往在

五、六小時以內，不符合長時間的書本閱讀。

在2009年聖誕節，美國網路購物龍頭亞馬遜

公司，推出新一代Kindle電子書，不只操作容易，

而且有很人性化的介面，更重要是耗電極省，只有

在翻動變更畫（頁）面才須使用電力來驅動Eink做

畫面改變，所以幾個電池就可以閱讀兩千頁的書，

平時不變動時只借反射光顯示畫面不用耗電，而且

內部頁面顯示及更動機制同樣也在靜止畫面下，可

以在很長時間一直不用耗電的做頁面內容顯示，成

為一種似乎很理想的閱讀書本、刊物內容的工具，

因此在去年聖誕節一下子狂銷50萬部以上。

另外日本的Sony新力電器，同樣也推出使用

E paper電子紙的電子書，但操作性及銷售遠不及

Kindle好，最重要是Kindle在亞馬遜的郵購體系

下，很容易掌握新書轉成有版權電子書內容，隨

電子書同時或事後銷售，形成非常好的賣點，而

Sony就沒有這一個有版權新書的販售門路，產品

面臨不易行銷困境。另外，「電子紙」嚴格來講是

一張薄型電子顯示屏幕，只是電子紙是由許多微小

顯示的電泳膠囊排列構成的。俱有167dpi解析力，

是黑白的畫面。膠囊裡面的可變化顯示材料，受電

場刺激，產生黑色素堆積膠囊而表現出黑色字、黑

色圖像，反之用不同電場刺激下，白色素顯示在

上、黑色素改在下方，可顯示出空白地方的白色，

或者都在中間呈現半黑半白的灰色調以增加色階。

一旦畫面形成之後，讀者就可以閱讀到電子書屏幕

上的畫面，而電子書中各個電泳膠囊的顯示模式，

不必耗電就可穩定的呈現。因此不只不用耗電維持

頁面，而且長時間閱讀因反差小比較不傷視力。但

電子書仍存在若干問題是a黑白畫面、b解析度差、

c對比小、d白色底色較灰、e無法自體發光在黑暗

處無法使用等。事實上電子書不便宜，像kindle價

格在1.3萬元之譜，已經可買到不錯彩色屏幕的顯

示器，不只是有彩色，同時也可以有更高解析力，

所以彩色電子書，可以有網路系統，甚至於有無線

上網功能的電子書也在需求之列。是否要有上網以

外音響、發音功能，檢視辭典、大百科全書功能，

也都在一些需求之列。這也是電子視聽通訊器材的

界限越來越重疊而模糊的結果。至於電子書若有了

上網功能，不論有線、無線，都可以提高電子書的

使用功能，在另一方面也使得通訊業又多出相當的

透視電子書市場爭逐和轉變

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陳政雄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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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

而在電子閱讀器方面有很多元，俱有9吋以上

屏幕的設備都可以派上用場，但是蘋果公司的i pad

是一件非常凸出的閱讀工具，不只美觀、容易上手

操作，同時解析力、色彩飽和度都很優秀，加上畫

面安定性也都是使得閱讀非常賞心悅目的。一般電

子書對比值只有1.0十倍左右的反差，而i pad等屏

幕對比值都在3.0濃度值以上，有千倍反差值，使

得色彩、解析力十分令人激賞。不過有東西就有

挑戰者出現，有人說蘋果i pad記憶體只有32 Gb不

夠，有的說網路能力不足，有的人說9吋大一點畫

面仍不足，德國有人把這些不足之處改正成為新的

We Pad大別i pad的苗頭，不過蘋果產品總有蘋果公

司的味道，也不是他人模仿得來的，因此在i Phone

之後，i pad說不定極有可能成為蘋果公司另一件最

暢銷的產品。

在十多年前人們就在預測軟性電子時代來

臨，一張可捲收的觸控屏幕，既是電腦、也是閱讀

器，在可以觸控的極薄屏幕上做操控，還是一種理

想，但科技也正朝向這個方向去邁進，卻仍未能一

蹴可及，相信有一天我們學生可能就用這麼一冊

「電子書」，平時無字，使用時數以百計書本內容

在裡由顯示。而今天大家都在說電子書市場好的一

面，但以目前使用電泳式的E paper電子書，壽命

大約只有18個月，若以每本1.3萬元單價真的很不

便宜，每個月近800元的折舊，就可以買十多本教

科書了！而很多紙本書根本不用考慮版權問題，一

本書十年、百年皆可擁有閱讀權，是永久性的。電

子書的虛體版權也許會便宜一些，但是版權就一如

寄居蟹沒有永久的硬體外殼，而必須在電子書硬體

壽終正寢後，想辦法改變原有硬體序號放入新硬體

中，但搬了一次、兩次硬體後，電子書內容權利也

消失了！這是一個極為不利的地方，很多電子書的

宣傳，往往說一本電子書記憶體可存2,000本書的

內容，講得不錯，若是要再更換時，麻煩一大堆。

電子書的麻煩仍不只這一端，也就是一本舊書不

要了仍可以放入可回收資源垃圾，以二手廢紙做

85~90%的纖維回收，但電子書可要用人工，分門

別類以金屬、塑膠、電路板等等才可回收18%再生

物，剩下82%都成垃圾不夠環保。一本書泡了水大

致上可看，一本電子書泡了水一定泡湯，鄉下孩子

若家境不好怎麼可能再去買一本呢？而軟體內容又

如何再要回來呢？再再都是問題所在。

印刷業在這一波電子書浪潮中，面臨一個很

棘手的問題，因為電子書基本上會把印刷傳播功能

取代。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時代潮流，一如捷運 

會取代很多用路人的習慣，但捷運站旁等候客人計

程車也大有人在，卻只剩短程客人而已，所以到機

場、歌劇院、火車站等地方，計程車可能較有長途

客人的機會，因此要改變營運方式，但也不能說因

此不載各人上捷運站或不到捷運站待客。印刷的內

容物也極可能在印刷之後，變成光碟載體或上網路

傳播，印刷廠也要去學習這方面能力，做頁面資訊

的轉換，也要懂得利用網路傳輸及接受印件，甚至

於改變策略一方面也融入電子書或網路傳媒市場，

同時要在短印量、無版列印等方面市場去努力。在

國際間形成一個生產網路，大家來互通有無，這也

是轉型生存之道。印刷業的加值鏈急劇破壞，只有

將印前輸出中心，轉型到CTP印版輸出仍站不穩，

因為印刷廠也買了CTP。若印刷廠前段不做印刷編

輯設計、後端不做加工，只剩放印版在滾筒、放紙

張在飛達、放油墨在墨槽的單純代工，也活不了！

裝訂行業大量會被小量分散裝訂所取代，大部頭書

也不再用精裝出版，改CD、DVD光碟，所以裝訂

市場也變小，在這樣情況下印刷的產業鏈應思考如

何再突破因應，一如計程車的轉型思考才能活存下

去。

（本文轉載自印刷人雜誌196期）

（作者為本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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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講究環保、講究節能減碳救地球的意

識下，衍生出很多的學門和立論，為減少地球自然

森林面積的減少、減少使用一次能源來產生二氧化

碳，而導致地球暖化、二氧化碳排放等太多的問

題，這些出自於良善立意的活動卻也衍生出很多

商機，如世界上使用風力發電再生能源最發達的

德國，在全德國境內擁有超過1.2萬座的風力發電

塔，每座電塔平均發電量在1200kw/h左右，可產生

的電力十分可觀。但風力發電本身是一個很難控 

制發電量的發電方式，因為隨著風力的大小而發電

量也有大小的變化，當風力小到每秒2~3公尺以下

就很難發生電流，或者今天吹北風、等一下又吹東

風、也許明天又吹南風，發電機的葉片也得要隨著 

轉動，以因應風向之變化而增加設備成本。

今德國政府為了獎勵再生能源，以高價收購

風力發電電能（台灣也一樣），而供電業必須接受

這些多餘出來的發電量，卻無法即時使用及儲存的

窘境，也就是要使用者為這些不穩的供應、不合理

的高價位電力買單，來達到一個較清潔能源，使德

國在太陽能、風力發電等再生能源科技上領先全世

界，可以有很大商機。但相反的，在有風力的地方

設置一支支大又醜的風力發電塔，有干擾整個風場

系統，進一步干擾當地生態系統的現象。一南一北

相隔一百多米的兩支發電塔設置，當刮北風時，北

方的前塔有的15米風速、後塔就只有12.5米風速。

反之，當刮南風時，南方的前塔風速有12米、北方

變為後塔的風速降到只有10米，同樣都降了16%左

右風力，因此在有風場的地方大量設置風力發電

塔，使本來較流暢的低空風場流動受到干擾阻礙，

也降低很多季候風作用， 如以風傳媒的作物、病

蟲害的現象產生一些不良變化。而且高達一百米以

上的發電塔葉片，在高速旋轉下，阻礙一些候鳥的

遷徒飛行路徑及產生咻咻聲的噪音干擾。如果德國

境內每平方公里平原丘陵地上，大約有0.4支風力

發電塔，原本野鳥可飛行的路徑也將受到相當干

擾。因此當這些對風場干擾的現象，在小規模時期

並不明顯，一旦使用密度加大之後，則有以前未曾

料到的副作用浮現檯面極待解決。

FSC（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森林管理

委員會，加上COC（Chain of custody，COC）監管

鏈認證，形成對林業產品有效的生產、行銷運輸

到使用，極為綿密的追蹤認證體系，甚至於到回

收、再生紙系統，也列入FSC-COC森林認證的管

控系統。事實上整個FSC認証以木材產業為主體，

木材一旦砍伐之下，中間芯材可做樑柱、木板到小

中的支柱材料，只有邊材做為木片磨成機械紙漿，

用化學蒸煮成為化學紙漿然後造紙，所以FSC在紙

漿、紙張認證，卻很少及於包裝用瓦楞、紙板等包

裝材料，為了維繫FSC的COC生產鏈的監管，從深

入山林監管每一棵認證木材的砍伐，到整體運輸、

儲材、生產成木料、紙漿到加工製成品，其中造紙

又有其他長織、短纖不同來源漿料混合，今天有

50~70%再生紙漿使用下，FSC要盡絕不混合再生

漿，一定100%用第一手處女紙漿也不合理要求，

那麼混合多少再生將可被認證為FSC紙張，也是由

FSC所制定。以目前FSC組織，佔木材、紙漿、紙

張世界市場的12%左右，已經動用四萬多人做現場

訪視、監查及做記號管理工作，如果真正體系完成

後，可能要動用二、三十萬人來做，如果一個號稱

非營利組織，使用這麼龐大的人力架構，也勢必造

從FSC-COC森林認證談綠能產業現象

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陳政雄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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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很大的費用負擔，必須轉嫁於消費者。因為今天

要做可以再生森林產品的監管機制，是在防止像亞

瑪遜、印尼等地熱帶雨林被砍伐消滅的問題，但很

多有心人士，往往把用紙張的使用，渲染成因為用

一張紙山上就會少一棵天然的原生木一樣，這種過

度的引喻就像講，吃一塊豬肉山上的野山豬就少一

條一樣不切實際，事實上有絕大多數的原生森林是

因雨林開發而砍伐，絕少原生林是為了伐木做紙漿

而被砍伐。至於因造紙砍伐原生林至今是百不及

一，如三十多年前印尼外部加里曼島扭開發前期，

才有可能伐木做紙漿，如今全部改種植速生林，六

年以上即可做造紙漿的原料，而世界上紙漿的木片

來源大多數是木業的邊材，使用人家剩餘或種速生

木來供應，完全無涉及原生林的被砍伐危險。像日

本國內，巳有三十多年不准砍伐木材，台灣留有的

原始森林，三、四百年以上的槍木、杉木都受到極

度的保護，怎可能被砍伐呢？就算有伐木可能性也

是做為貴重雕刻、飾品、傢俱之用，想輪到做為造

紙的木片機率是沒有的。FSC組織具有其崇高的理

想，也有客人信服做這樣的反應，指定用紙一定要

有FSC認証紙張，這份用心都可以理解。但其中就

必須加以區隔及環環相扣的人才去認證，印刷廠內

必須有專屬的倉庫存放FSC的專屬認證紙，就算沒

有專屬倉庫，也要加以區隔的空間存放。情況就如

一個長年吃素的人，上桌和大家吃肉邊菜不去夾魚

肉吃，大家都方便，但如果他要求從切菜的砧板、

鍋碗，都要完全分開來做不沾葷的菜給她吃，辦是

辦得到但這一切也是麻煩多多。

如果把FSC-COC認為是一個吃全素不能吃

蛋、沾乳製品的嚴格管控也不為過，相形之下另

一個PEFC-COC認証就比較寬鬆，因此有PEFC認

証的森林製品要比FSC多，因為FSC的認證紙漿來

源不足，所以也妨礙到FSC計劃要提高認證紙漿比

例，未來須從50%提高到70%的計劃破局，因此拿

不到那麼多的FSC紙漿來源而作罷。而這些受認證

紙張所增加的成本流向，有相當部分用在管理人

力，也有相當大部份流向FSC組織，就如同一個人

去算命，向算命先生問：「我會不會發財！」算命

先生心想：「你要發財、破財那倒不一定！但至少

我有人上們先發一筆小財！」

在未來世界上再生纖維利用成為一個流行，

至少60%高一些達到70%的再生紙漿使用比例之

下，想做FSC的認證是不容易的，尤其包裝用的卡

紙、瓦楞紙到報紙，再生漿使用之下根本無法去

做認證。但要說環保再生漿在節能減碳又比FSC人

工林製漿、造紙更為環保，卻不能有太多再生漿比

例混入使用，才能當FSC認証用紙，這一點和FSC

認証木材、傢俱不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生產及使

用紙張國度，同時造紙發展速度也是世界之冠，所

實施的造林、製漿、造紙的「林漿紙」一體化的努

力，形成一個很注重環保的產業和生態鏈，不用擔

心木材、木片來源會混有原始森林的紙槳，因此不

用FSC監管也都符合FSC-COC的森林製品規範，是

否還要去認證可能到最後就見仁見智了！

（本文轉載自印刷人雜誌196期）

（作者為本會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