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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宣導

02﹥﹥台北印刷公會會訊

一、前言

《公司法》自民國二十年開始施行後，歷

經 26次的修正，除於 90年曾大幅度修正過，

其餘修正幅度皆不大。為因應新型態經濟發展

模式之興起，以及創新事業蓬勃發展及經濟轉

型之挑戰需求，行政院於 106年 12月 21日通

過經濟部擬具之《公司法》修正案，業經立法

院於 107年 7月 6日三讀通過，總計 449條共

修正 148條，變動幅度創 10年之最，主要聚

焦彈性化、電子與國際化、強化公司治理等 3

大主軸，期打造我國優質經商環境及建構友善

創新創業環境。

《公司法》修正
—鼓勵新創，加速投資

二、6大修法重點

(一 ) 打造友善創新創業環境

■ 納入企業社會責任：明定公司經營業務除

以營利為目的外，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

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係企業社會責

任首度入法，突顯我國對企業社會責任的

重視。

■ 可發行無面額股：新增非公開發行公司

(簡稱非公發公司）可以彈性決定採面額

股或無面額股 (股票上不載明金額，價格

可於每次發行股份時自由決定，較可真實

反應公司價值），協助新創事業先用低價

發行股票，吸引投資人趁早進場。

日期：107-07-27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傳播處 公司法詳見全國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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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非公發公司特別股類型：新增一股可

以抵多股的複數表決權、對特定事項行使

否決權的黃金股、只投資不參與董監事選

舉的特別股，以及保障當選董事席次參與

經營的特別股等，讓公司可以有更靈活的

股權設計，以符合國際潮流，並利吸引投

資。

■ 盈餘分派有彈性：公司可以每季或每半年

盈餘分派，有利投資人及早收回投資，提

高投資意願。

(二 ) 增加企業經營彈性

■ 放寬董事席次：除公開發行公司 (簡稱公

發公司）因《證券交易法》規定要設 5席

以上外，非公發公司可設 3席董事，或可

只設 1席或 2席，降低經營成本。

■ 擴大員工獎酬工具：母 (子）公司賺錢

時，如庫藏股、員工酬勞及新股認購權等

獎酬可分派給及於母 (子）公司，提升企

業攬才、留才彈性。

■ 可無實體發行股票：非公發公司可發行並

登錄無實體股票，以降低股票發行成本，

並符合無紙化潮流。

■ 非公發公司股東會議電子化：新增股東會

可以視訊或其他方式進行，因應數位化潮

流。

■ 刪除發起人持股 1年的限制：以貫徹股份

轉讓自由原則，有利新創吸引投資。

(三 ) 保障股東權益

■ 放寬股東臨時會召集權：繼續持有 3個月

以上之過半股份股東得自行召集股東臨時

會，不須經主管機關許可。

■ 增列股東會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之事由，

防止股東會突襲。

■ 保障股東提案權，公司不得任意刪除股東

提案。

■ 董事會不得任意剔除股東提名之董監事候

選人，保障股東提名權。

(四 ) 強化公司治理

■ 放寬董事會召集程序：董事長不召開董事

會時，過半董事得自行召開，解決僵局。

■ 落實股東會召集權人之權益：明定召集權

人有權向公司或股務機構請求提供股東名

簿，對拒絕提供者，並有處罰規定。

■ 簡化董事提名程序：提名股東只要敘明候

選人學經歷資格即可，董事會不再審查，

避免候選人被任意剔除。

■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有母子關係

之公司，與公司交易時，董事要揭露說

明。

■ 降低少數股東提起訴訟之門檻，並明定裁

判費超過 60萬元部分暫免徵收。

(五 ) 因應洗錢評鑑

■ 新增董監事及股東等資料的申報義務：除

一定條件公司可豁免申報外，均應申報實

受益人資料 (指董監事、經理人及持股超

過 10%之股東），有異動要隨時申報；若

沒變動，公司每年只須申報 1次實質受益

人資料即可。

■ 廢除無記名股票制度：避免無記名股票成

為洗錢工具，有助我國洗錢防制及因應

2018年亞太洗錢防制組織對我國評鑑。

(六 ) 與國際接軌

■ 廢除外國公司認許制度：亦即直接承認外

國公司具有法人的資格，外國公司來我國

營業只須辦理分公司登記即可，可簡化行

政程序。

■ 新增公司外文名稱登記：放寬公司除應取

中文名稱外，也可再登記外文名稱，以利

企業進行跨國業務。

三、結語

此次《公司法》修法，是希望在不大幅增

加企業法令遵循成本下，建立更健全的公司體

制，持續提供友善創新、創業環境，及適合全

球投資之環境，以促使我國商業環境能更有利

於各種產業發展，吸引更多國內外創業者在我

國設立公司；同時將引領企業除追求本身利益

外，亦能善盡社會責任，共創台灣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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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第十八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於民國 107年 5月 11日（星期五）下午 6

時假庭園會館召開，會中審核通過了「107

年 3、4月份收支對照表及資產負債表」、

「興瀚網版印刷有限公司等二家申請入

會」、「2018年上海國際印刷包裝紙業展覽

會「台灣印刷精品館」展後結案報告」、「大

安高工圖文傳播科清寒優良學生助學金申

請辦法修訂案」、等案。
第十八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場景

第十八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會第十八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

民國 107年 7月 13日（星期五）下午 6時假

星靚點花園飯店召開，會中審核通過了「107

年 5、6月份收支對照表及資產負債表」、「龍

讚裝訂股份有限公司一家申請入會」、「葉禮瑞

先生請辭台北市印刷公會監事一職案」、「陳貞

伶理事辭職及周賢謙先生遞補本會第十八屆理

事討論案」、「本會 107年度會員自強活動討論

案」等案。

第十八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歡迎遞補理事

第十八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場景

與台北市商業會陳四郎秘書長等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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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創會 60周年慶

107年 5月 19日陸理事長帶領本會理監

事一行，參加高雄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創會

60周年慶祝大會暨第 13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當天熱鬧非凡，從早到晚皆有安排節目，毫不

冷場，晚宴更是場面盛大、嘉賓如雲彷彿參加

一場盛大的嘉年華會，讓人心情跟著雀躍起

來，隨著他們的盛會我們也感染著興奮的心

情；高雄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在印刷界前輩等

促成下，創立於民國 47年 6月 29日至今一

甲子，實屬難得，並傳至現任吳文傑理事長之

手，在他領導有方之下，看得出他們的團結和

諧，熱誠與謙卑，且很有衝勁的將會務推動的

兄弟會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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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聲有色，身為兄弟會的我們也沾點光彩與喜

氣。特別與本會締結為兄弟會後，在互相更近

一層交流、了解與認識下，讓我們南北印刷團

隊的心更近，力量串聯更強大，誠摯希望因為

我們印刷人團結積極的合作力量創造我們更高

的存在價值，也為我們自己帶來更美好的願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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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印刷行業協會於 107年 6月 2日（星

期六）在博鰲召開第三屆會員大會，邀請本會

參加，本會由陸兆友理事長、林平和副理事長

及賴國耀常務理事代表出席與會。

海南省印刷行業協會第三屆會員大會

左起：盛鼎集團姜俊宇經理、中華印刷科技學會林家俊秘書長、葉振壁理事長、海南印刷行業協會王照忠副理事長、
本會陸兆友理事長、海南印刷行業協會郭勇理事長、中華印刷科技學會黃義盛名譽理事長、本會林平和副理事長、賴
國耀常務理事、翰文紙業何穎紅董事長合影。

郭勇理事長與陸兆友理事長相互交換紀念品

參觀海南印刷行業協會王照忠副理事長的工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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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7月 14日台中市印刷商業同業公

會第 29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特函邀請，本會陸

兆友理事長代表出席盛會，晚宴於台中南屯區

環中路的潮港城國際美食館餐敘。

台中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第 29屆第 1次會員大會

會議場景 與會來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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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屆 2019台北國際書展的主題精神

為：讀書正好 Time for Reading!我們在此高聲

呼籲何不即刻拾起手邊書本，轉身就投入一場

又一場美麗的文字與心靈小旅行呢？時時刻刻

都是讀書的良辰吉時，莫再蹉跎，就是現在！

2019年台北國際書展規劃核心主題為「讀

書正好」，倡導「讀書正」引領各方喚起閱讀

的愛好；彰顯「讀書好」其益處細數不盡，讀

書的正面能量和深遠影響力，帶領我們從個

人匯聚成一整個文化涵養豐厚、軟實力精實的

富裕國家社會。身處數位 時代，閱讀形式文

字載具更多元、內容資訊傳播更快速，橫跨世

代值得呵護灌溉的根源仍是對於閱讀的熱愛。

「讀書正好」：喚起我們即時開始閱讀，都是

生活當下最好的節拍！累積美好而成就未來的

最佳起點！

由文化部主辦，台北書展基金會承辦的第

27屆 2019台北國際書展，將於明年 2月 12

日至 2月 17日假台北世貿中心一、三館盛大

舉行，歡迎踴躍報名參展。

 2019台北國際書展以「讀書正好」為主

題，攜手各界共進，高聲呼籲時時刻刻都是讀

書的良辰吉時，莫再蹉跎，就是現在！

 參加 2019台北國際書展共享 6大利基，

包括：

1.全球對話正好

2019書展主題國為德國，以德國故事

(German Stories)為企劃焦點，展出多元圖書

類型，國際書區設置多功能「國際吧」舉辦豐

富閱讀、文化交流活動，參展出版社可享免費

預約版權中心桌次權利。

2.全民共享正好

展期提供桃園以南及宜花東讀者持台鐵、

高鐵票根免費入場參觀優惠。開放刷悠遊卡入

場服務，便利讀者快速進場。辦理「城市在閱

讀」活動，展前率先起跑。

3.青春閱讀正好

推出「開學趣書展！」活動，邀請全台高

中、國中、小學、幼兒園，預計全台將有上萬

名師生共同響應。將推出青春閱讀代言人，號

召青春族群響應「讀書好正」運動。開放 18

歲以下讀者免費入場。

4.多元體驗正好

規劃首次早場參觀優惠活動，推出專屬

限量驚喜，鼓勵讀者於上午入場參觀。首度

成立「兒童創意區」，集合吸引親子的手作、

創意、美術等多種高度啟發性、互動性活動，

增加兒童參觀的多元體驗。規劃「直播室」活

動，持續六天都有星光夜。

5.展場氛圍正好

續辦「最佳展位設計獎」，鼓勵參展單位

呈現特色、行銷品牌形象。設置閱讀休息區，

讓讀者身心充電，盡情延續參觀書展。

6.優惠好康正好

提供優惠參展價格。提供免費活動場地申

請，鼓勵舉辦各式閱讀推廣活動。提供國際作

家來台補助申請、擴大辦理活動補助專案。

2019 台北國際書展開跑囉

2019台北國際書
展徵展說明會，
文化部人文及出
版司司長陳瑩芳
（中）、台北書
展基金會董事長
趙政岷（右）及
執行長王秀銀
（左）合影。

文化部人文及出
版司司長陳瑩芳
呼籲出版業一起
向國際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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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技術處傳統產業創新聯盟 (簡稱

AITI)7月 4日在新北市政府舉辦「環保新革命 -

智慧化 LED-UV印刷固化系統交流座談會」。

本座談會由經濟部技術處指導、新北市政府經

濟發展局及 AITI傳統產業創新聯盟協辦、財

團法人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執行。本會

特別邀請新北市經發局 -劉宜玲專門委員、新

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倉中仁理事長及印刷

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陳世芳董事長等蒞臨

指導。

新北經發局劉宜玲專委表示，新北市大

部分皆為傳統產業；全國印刷業有 8千多家，

新北市就佔 2千多家，有關印刷業的市場拓

銷及環保問題一直是經發局關注的議題；另新

北市有提供 SBIR的研發補助，可減少研發成

本及風險；市場拓銷也有參展補助；環保部份

廢棄物處理問題，也積極的瞭解協調。本座

談會主題為印刷業環保方面的技術昇級，期

望透過本次會議將新技術及新科技分享印刷

業者，帶動產業轉型升級，預祝會議能圓滿 

順利。

本座談會分為四個專題，首先由印研中心

闕家彬協理說明「智慧化印刷光固化系統整合

開發計畫」，接著由印研中心陳政雄名譽董事

長介紹「LED-UV國內外應用趨勢」，再來是光

源企業陳世武經理介紹「LED-UV光固化系統

應用」，最後由迪愛禧佳龍油墨蘇瑞平組長分

享「LED-UV油墨印刷特性暨市場發展」。

新北市政府舉辦「環保新革命 - 智慧化
LED-UV印刷固化系統交流座談會」

圓滿落幕

「環保新革命 -智慧化 LED-UV印刷固化系統交流座談會」-專題講者和與會貴賓合照。（右一 -印研中心闕家彬協理、
右二 -世新大學陳忠輝老師、右三 -印研中心陳政雄名譽董事長、右四 -新北市經發局 -劉宜玲專門委員、右五 -印研
中心陳世芳董事長、右六 -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倉中仁理事長、右七 -印研中心洪文來董事、-左三 -台藝大陳昌
郎教授、左四 -迪愛禧佳龍油墨蘇瑞平組長、左七 -光源企業陳世武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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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研中心協理闕家彬表示，本中心於

108~109年將推動智慧化 LED-UV印刷，本技

術為經濟部技術處補助之在地產業創新加值整

合推動計畫，連結產官學研，集結其他領域型

法人 (精機中心、塑膠中心、鞋技中心 )及在

地政府、產業、學校等能量，將跨領域技術整

合及創新納入印刷產業，推動智慧量測回傳燈

組相關資訊及雲端配色技術，符合政府推動

5+N創新產業政策之「智慧機械」及「綠能科

技」，促成傳統產業升級轉型。

「環保新革命 -智慧化 LED-UV印刷固化系統交流座
談會」-迪愛禧佳龍油墨股份有限公司蘇瑞平組長分享
「LED-UV油墨印刷特性暨市場發展」。

「環保新革命 -智慧化 LED-UV印刷固化系統交流座談
會」-光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陳世武經理介紹「LED-UV
光固化系統應用」。

「環保新革命 -智慧化 LED-UV印刷固化系統交流座談
會」-印研中心陳政雄名譽董事長介紹「LED-UV國內
外應用趨勢」。

「環保新革命 -智慧化 LED-UV印刷固化系統交流座談
會」-印研中心闕家彬協理分享「智慧化印刷光固化系
統整合開發計畫」。

「環保新革命 -智
慧化 LED-UV印刷
固化系統交流座談
會」-新北市經發
局 -劉宜玲專委致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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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研中心陳政雄名譽董事長主講的 LED-

UV內容即從本身印刷經驗，及所見所聞，介

紹各種 LED-UV固化的印刷設備，以及 LED-UV

的優點、限制及其他型態旳 UV固化機制的差

異比較。由豐富的講演內容瞭解 LED-UV固化

的節能環保、無臭氧等性能，並以實例說明

LED-UV光源的較低溫特性，在印製過程中，

未產生高溫，有利於工廠環境管理，也提到，

UV光源固化機制有利於印刷品質（有較小的

網點擴大），也有利於塑膠被印材料的印製。

光源企業陳世武經理表示，為響應環保

趨勢及禁汞條約，使用 LED UV固化設備可節

能 80%以上，且使用壽命是傳統 UV的 10倍

以上，不會產生臭氧及不含水銀；超長的使用

壽命，減少了更換耗材的時間，提高了生產

效率，不僅可用於平面印刷，更應用於 3D列

印、電子業、木器業、傢俱業、塑膠地磚等產

業。

迪愛禧佳龍油墨蘇瑞平組長指出，UV油

墨與一般油性油墨乾燥方式不同，且不使用

有機溶劑，有順間硬化、耐磨擦及耐性佳等優

點；缺點為高成本及需使用專用清洗劑等。

本次座談會共有 31家業者、3所學校及 4

間研究法人參與，透過本次座談會，向與會業

者分享本計畫預計完成之技術成果，提供印刷

產業轉型的嶄新思考。若有意願參與本計畫請

洽詢印刷創新研究發展中心 02-29990016分機

201。

「環保新革命 -智慧化 LED-UV印刷固化系統交流座談會」-現場聆聽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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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O 數位孔版文創印刷 手作風潮興起

1	 近年來手作風潮興起：由於大量生產與產品的均質化，讓人們開始懷念手作的溫暖和愉悅有	觸感、溫度、

且限量生產的手工創作品，逐漸蔚為風潮。

2	 一種新型態消費模式－體驗式消費：美國康奈爾大學的一項心理學研究發現，新鮮經歷或一項學到的新

手藝與一件新商品最初帶給人們的喜悅程度不相上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物品的喜悅程度逐

漸下降，而對旅行的回憶和新的手藝依然令他們興奮如初。

3	 古希臘哲學家：一件好東西會給人滿足感，但愉悅的經歷將給人帶來身心的幸福感。

RISO 數位孔版文創印刷

•	 孔版印刷：製版印刷。運用孔隙的部分將油墨擠壓，使油墨通過網孔到印物表面

•	 孔版印刷的特點：手感、懷舊、有溫度的印刷

•	 RISO 有兩種孔版印刷機 ( 製版 )：GOCCOPRO數位網版製版機 /RISOGRAPH數位孔版印刷機

•	 GOCCOPRO數位網版製版機 ( 尼龍孔版 )- 是可以印在不同材質上的絹印

•	 RISOGRAPH數位孔版印刷機 ( 和紙孔版 )- 是只能印在紙上的絹印

GOCCOPRO 數位網版製版機　數位絹印

數位孔版文創印刷
GOCCOPRO	RISO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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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CCOPRO 數位網版製版機　數位絹印

•	 數位網版製版機兩種機型：100/QS200，主要是製版尺寸 /精準度 ( 套色位準 ) 的不同

	 GP100：最大製版尺寸 -長 810x 寬 297mm					QS200：最大製版尺寸 -A2 長 610x 寬 420mm

•	 製版方式：熱感式

GOCCOPRO 數位網版製版機　數位絹印原理

•	 絹印 ( 通俗名稱 ) ＝網版印刷 ( 專業名稱 ) ＝孔版印刷 ( 日本名詞 )

•	 簡單的介紹：絹印是將圖案印在 T-Shirt 上的一種印刷方法

•	 數位絹印原理：在數位感熱過後製好圖片的網版上放上油墨，使用刮刀印刷，油墨只會在感熱	後簍空的

圖案部分通過，並印在印刷物品上。

•	 分色說明：一色一版印刷套印

GOCCOPRO數位網版製版機 數位絹印原理

．分色說明：一色一版印刷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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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CCOPRO 數位網版製版機 數位絹印流程

GOCCOPRO數位網版製版機 數位絹印流程

GOCCOPRO 數位網版製版機　數位絹印 網版目數說明

•	 網版目數選擇：70/120/200 網目 ( 依照電子圖檔細膩程度和印刷材質去選擇需要的網版目數 )

GOCCOPRO 數位網版製版機 數位絹印 框架說明

•	 數位網版框架選擇：

GOCCOPRO數位網版製版機 數位絹印 框架說明

．數位網版框架選擇：

1. RETRO印刷JAM 2. RISO 3. 自訂尺寸的木/鋁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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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CCOPRO 數位網版製版機 特點

•	 快速、簡單、乾淨的作業環境

•	 不占空間

•	 大幅節省時間及人力

•	 對於老師：	可快速、簡單、方便、不占空間的教學／一學期就可以讓學生有多樣式的成果

•	 對於學生：可快速、簡單又經濟實惠的發揮創意小本經營／短時間內學到一技之長	( 之後可運用 JAM的

網站，持續創作設計，持續網路網版下單，物流至全台，在家就能做生意 )

•	 對於印刷領域：多元化區域服務、多樣少量即時客製化製版、教學、出租展覽辦活動

GOCCOPRO 數位網版製版機 種印法

•	 基本油墨絹印

•	 復古烤松香上光

•	 燙金箔

•	 電印蝕刻 ( 電解印刷 )

RISOGRAPH 數位孔版印刷機 懷舊復古印刷

RISOGRAPH 數位孔版懷舊復古印刷 作品RISOGRAPH數位孔版懷舊復古印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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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GRAPH 數位孔版懷舊復古印刷 活動RISOGRAPH數位孔版懷舊復古印刷活動

RISOGRAPH 數位孔版懷舊復古印刷 介紹

•	 操作簡單、多樣少量、低成本的印刷出手繪的手作感

•	 RISOGRAPH能夠做特殊色的印刷，是常被平面設計師、插畫家及獨立創作者拿來利用印刷表現

•	 RISOGRAPH印刷時會產生些許錯位、網點、擦痕的懷舊手感效果，讓每一份印刷品都有所不同而獨特

•	 另外孔版印刷為單色疊印的印刷方式，也就是一色一色套印上去，因油墨具透明度，因此可疊多色，每

疊一色，都會產生新色。那種非預期可知的疊色效果及過程相對變得有趣，是一台實驗性的製版印刷機

•	 RISOGRAPH的油墨為大豆或米糠提煉製成的環保半

水性乳劑油墨，容易被紙張纖維吸附，呈現出美術紙

張與油墨融合的樸質美感，這是不同於噴墨或雷射印

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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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OGRAPH 數位孔版懷舊復古印刷 差異化

•	 RISOGRAPH可以印出印刷做不到的印刷表現

•	 RG 油墨因具透明度，因此可疊多色，每疊一色，都會產生新色 ( 印刷廠第二色會完全覆蓋第一色 )

•	 螢光色系 /金 / 白多樣少量印刷

•	 色彩飽和鮮豔 ( 油墨品質穩定 )

•	 網點 / 錯位 / 擦痕懷舊手感效果

RISOGRAPH 數位孔版懷舊復古印刷 參考組合

RISOGRAPH數位孔版懷舊復古印刷參考組合

1 2 3 4 5

RISOGRAPH
數位孔版印刷機
A3/B4尺寸

RISOGRAPH
滾筒

A3/B4尺寸

RISOGRAPH
版紙

A3/B4尺寸

RISOGRAPH
大豆/米糠油墨

RETRO印刷JAM
RISOGRAPH
適用參考紙樣

RISOGRAPH 數位孔版懷舊復古印刷 油墨顏色

•	 RISO 共有 71 種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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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印刷行業協會邀請本會參加在博鰲

舉辦的 2018年年會，本會由陸兆友理事長、

林平和副理事長及我三人出席參加。此次邀

請的還有中華印刷科技學會葉振壁理事長、林

家俊秘書長、黃義盛名譽理事長、瀚文紙業何

穎紅董事長、盛鼎集團姜俊宇等相約在博鰲

會合。在前往參加開會之前，三人順道到三亞

一遊。

5/31到了海南島，才知道自己的身體好不好

搭乘中華航空 CI-537，15:20班機從桃園

出發 18:00抵達海南三亞機場。三亞 ~中國最

南端的濱海旅遊城市，海南省第二大城、南部

的中心城市和交通通信樞紐，是中國東南沿海

對外開放黃金海岸線上最南端的對外貿易重要

口岸。與美國的夏威夷、邁阿密同在一個緯度

─北緯 18~20度之間，它擁有全海南島最美

麗的海濱風光。亞龍灣湛藍如夢幻、大東海平

靜遼遠、三亞灣浪白風輕，它們的共同特點就

是海藍沙白、浪平風輕。到三亞旅遊，傍晚漫

步在三亞灣的椰夢長廊，觀看晚霞是最美好的

享受。陽光下的波濤、椰樹旁的吊床、白色沙

『海南遊記』

■賴國耀 /海外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

熱帶度假風情（東方夏威夷）

熱鬧的解放路步行街三亞鳳凰機場外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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灘上嬉戲的孩子，旖旎的熱帶風光讓遊客的身

心得到徹底的寧靜，享受“東方夏威夷”的美

譽。

出機場後搭乘公交車，沿著海岸線欣賞海

濱風光，到了新風路口下車，心想飯店在 118

號，拖著行李走一下就到了。誰知走了 50公

尺前面修路路口封路，要從旁邊另一條路繞過

去再走回新風路；走了 100公尺，心想快到

了，怎知就是沒入口繞不回來，好不容易，召

了一輛計程車，看到了三大行李、三位大漢，

拒載；司機師傅跟我們說：很近，直走拐個彎

繞回新風路，再過一個橋就到了，我們只好拖

著行李箱繼續前進，經過了最熱鬧的解放路，

步行區內汽車、機車、行人堵得水洩不通，三

人都是滿身大汗，只好再一次召計程車，這次

終於叫到車了，車資十元外加五元小費，過了

一個橋到市府對面全季酒店下車，到櫃台辦

理入宿，洗了個澡，晚上九點出來到商品街

享用海南特色的晚餐，飲了二瓶啤酒後，放

鬆身體，回房睡覺，結束了練身體的第一天

行程。

6/1參訪梵天淨土 -三亞南山文化旅遊區

在飯店吃完早餐後搭乘公交車到南山寺海

上觀音旅遊坐了快二個小時的車程，抵達了南

山寺，門票 60歲以上半票，70歲以上免費，

理事長要買票，不給他買，直接開邊門進入，

再買遊覽電瓶車票進去旅遊了。

〔不二法門〕佛教有八萬四千法門，不二

法門是最高境界，入得此門，便進入佛教得聖

境，可以直見聖道，也就是達到了超越生死得

涅槃境界。

〔密法歸華堂〕展現失傳一千二百多年唐

密文化的佛教道場，也是唐密失傳迄今建設最

為金碧輝煌、寶相莊嚴的佛堂，復原了盛唐時

期皇室宮廷用佛堂原本樣貌。

〔108 米南山海上觀音〕南山觀音聖像

是正觀音的一體化三尊，分別表示和平、智

美麗的夜景

長壽谷 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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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慈悲，為華夏造像之最，亦為世界造像之

最，工程建設歷時六年完成於二○○五年四月

二十四日舉行盛大開光大典。

〔長壽谷〕依攀山勢全長 2500米，堪稱

熱帶雨林奇觀，巧用天然行勢，以“流動”和

“靜止”的狀態皆是傳統“壽”文化的內核。

〔天竺勝迹佛陀館〕前身為上海世博會尼

泊爾國家館，在佛教界人士及十方善信大德的

發心努力下，從上海遷建至南山。

〔三十三觀音堂〕由三十三觀音群像漢龍

五爺財神殿兩大部分組成。“三十三觀音像”

和“天下第一聚寶龍硯”均獲得吉尼斯世界紀

錄。

〔南山寺〕南山佛教文化苑為近五十年來

新建的最大佛教道場，由已故中國佛教協會會

長趙朴初大德為南山寺親自選址，並親題「南

山寺」、「海天叢林」等墨寶。

〔梵鐘苑〕南山從民間陸續收集了三十九

口明清時期的古鐘，並新鑄了“和平”、“報

恩”、“祈願”三口仿唐鐘，四十二口鐘合觀世

音“四十二大願”之說。

〔金玉觀世音〕舉世聞名的“金玉觀世

音”供奉在金碧輝煌的“得大自在觀音閣”

內，這尊觀世音雕像被確認為世界最大的金玉

佛像並被錄入 1999年吉尼斯大全。

108米南山海上觀音聖像

祈願鐘金玉觀世音

祈願池南山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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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參訪完後，雙腳快走斷了，本想再

去海角天涯風景區，累了就沒去，直接搭公

交車回飯店休息了。在景點參觀時天氣實在太

熱了，陸理事長、林副跟我三個人各買了不

同造型之草帽遮陽，客串一下海南三劍客。 

哈 !哈 !

6/2  博鰲東嶼島大酒店參加海南省印刷行業
協會會員大會

早上搭乘高鐵抵達博鰲，專車接到東嶼

島大酒店參加海南省印刷行業協會第三屆會員

大會暨 2018年年會，在酒店萬泉的功能廳會

務交流，在郭勇理事長報告四年工作回顧，海

南目前有近三百家印刷企業，發展的總體情況

穩中有進，會中邀請了海南現任管理研究院院

長、海南大學教授王毅武教授，來詮釋海南自

由貿易區 (港 )政策體系與制度設計，印刷企

業的利好點的主旨演講、香港印藝學會名譽主

席、香港創新科技暨製造業聯合總會常務副主

席崔建昌先生作香港全球最低稅負下，香港印

刷企業出口訂單的經驗主旨演講、內容皆非常

的精闢，切合時勢所需。隨後陸理事長代表本

會跟郭勇理事長互相交換紀念牌，接著晚宴開

始，席間邊吃邊聊互相交換心得，實在獲益良

多。餐會結束後因時間還早，就到處走走，去

參觀自然形成的沙灘半島，其地形狹長、內側

萬泉河，沙美內海，湖光山色，內外相映構成

一幅奇異的景觀，在椰林下欣賞大自然的景

色，好不愜意。

博鰲會場花園一隅

海南三劍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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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參觀漁村享用新鮮海產及藝品店

大會圓滿結束後，隨即由海南省印刷行業

協會安排我們和中華印刷科技學會一行人參觀

漁村和藝品店，首先到達漁村除享用現撈漁獲

外，因天氣炎熱每人先來一顆大椰子解暑，漁

村的海產真的很新鮮，再配合啤酒，真是一個

字，讚 !漁村的海產皆來自黃岩海域，其海域

每年停捕三個月，讓海底生物休養生息，這三

個月政府補貼油費給漁民讓他們去其他海域捕

撈，這正是取之於大自然也照顧到大自然了。

接著我們去藝品店參觀，看到了千年貝葉及精

緻的雕刻品，但僅能參觀欣賞，無法買回，因

為海關不放行。到了晚上，協會招待去一家泰

式超豪華的飯店及 KTV去吃飯唱歌。結束一

天參訪之旅。

漁村風光 藝品店千年硨磲及精品

創意造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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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參觀工廠  回台北

金牛角公園位於所住飯店對面河溝中間的

一個小島上面，小島上有各式熱帶植物的生態

植物園，管制各式車輛進入，以提供人們休閒

的好場所，還有各式的運動設施，周遭的民眾

有的打拳、有的練劍還有跳舞、慢走，真是一

個休閒運動舒展身心的好去處。

接著協會派專車帶我們去參觀副理事長王

照忠的工廠，他的廠房非常大，一半租給當地

職業學校給學生上課及宿舍之用，另一半則為

工廠所在，先至工廠二樓聽取簡報並品嚐海南

特大顆現採荔枝，此荔枝無籽且甜是種在火山

爆發後之肥沃土壤上，配上香濃咖啡，真是一

大享受。從簡報當中我們了解海南印刷業的經

營現況及如何在競爭市場求成長及生存之道，

其工廠採一貫作業，各式的製版機、五色印刷

機，電腦品檢淘汰不良品等。

五天的海南參訪，到此告一段落，臨別海

南省印刷行業協會郭勇理事長贈送每人一包海

南特產咖啡豆及二罐椰子粉做為伴手禮。五天

之旅豐收滿滿，特別感謝海南省印刷行業協會

理事長郭勇、副理事長楊澤平、王照忠、肖巨

煌、黃守華、秘書長胡敬坡及海南省印刷行業

協會各位理監事的熱情招待，也一併感謝中華

印刷科技學會名譽理事長黃義盛、理事長葉振

壁及秘書長林家俊一路相伴協助。

珍重再見

金牛角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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