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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印刷趨勢對人才需求影響

印刷技術的發展與數位科技的連結已是

密不可分，無論在生產製程、業務開拓，或是

內控管理都息息相關。透過雲端與行動科技的

無遠弗屆，無論是遠距、依需、DIY的印刷服

務需求都可以輕易完成。根據印刷業界產業情

報機構 Smithers Pira在《2020年全球印刷市

場預測》的數據指出，全球印刷市場產值至

2020年將有約9108億美元，其中「數位印刷」

的應用可有效降低印刷成本，推估在 2019年

市場規模將達 190億美元，並在未來 5年內將

主導印刷技術成為市場主流。數位印刷發展的

趨勢對於印刷產業的重要性與影響如下：

（一）在智慧生產佈局上扮演更具關鍵性的角色

在產業發展趨勢積極朝向工業 4.0趨勢邁

進之際，數位印刷易於與生產管理、訂單系

統、雲端資訊界接的優勢，將在未來智慧生產

談數位印刷產業
人才需求與對策

■發表單位：財團法人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 中國印刷學會

的佈局上扮演更為關鍵性的角色。

（二）隨著數位印刷的設備與材料精進，更可廣

泛應用於生活周遭

透過數位噴頭技術與墨水開發技術的快速

精進，數位印刷可提供更多材質與立體物件印

製的解決方案，預期數位印刷將更廣泛應用於

生活周遭。

（三）整合傳統與數位印刷生產優勢與特色可創

造印件的差異化競爭力

未來整合傳統印刷機與數位印刷相關設備

的情形將更為普遍，透過兩種不同的設備優勢

可滿足不同市場的需求，繼而創造印件的差異

化競爭力，並發揮機器運轉的綜效。

由上述說明可知數位印刷對於印刷產業的

影響隨著設備不斷升級、可應用的被印媒材越

來越多樣化，可望在未來成為印刷的主流生產

方式。但因為數位印刷在不同製程環節上的應

數位印刷產業人才調查北部場次座談會 
由印研中心陳世芳董事長主持 (2)

數位印刷產業人才調查北部場次座談會 
由印研中心陳世芳董事長主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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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差異，衍生了許多不同的工作需求。

數位印刷服務在經營型態、製程與傳統

印刷產業有相當的差異，過去的傳統印刷服

務以大量印刷為主，客戶以企業為大宗。而數

位印刷服務可依需客製，即使只有單一數量也

可印，除可接受企業客戶下單，也接受一般的

個人的少量訂單。此外，為便於客戶於網上

下單，在價格上較傳統印刷公開透明。因數

位印刷服務帶入 B2C的銷售模式，與客戶的

接觸更為密切，也更為倚重網路行銷，因此

也影響了人才的需求面向。以下就數位印刷

電商服務的發展趨勢所驅動的人才需求分析 

如下：

（一）因應文創產業發展，滿足客製化需求，擴

展依需印刷的生產模式

文化創意產業擅長於「內容」與「文化價

值」的發想與行銷策略，透過印刷技術將產品

印製出來，兩者的結合創造了虛實整合最大的

價值（盧俊偉，2016），而企業主要的因應動

態與人才需求影響如下：

1.可依量印製的數位印刷設備操作人才

 傳統印刷費工耗時，數位印刷的發展逐漸

將傳統印刷取代，對於相關設備的操作人

員需求將提升。

2.懂得材料的知識及運用的文創商品開發設

計人才。

3.了解文創商品特性與發展的企劃人才。

（二）建立雲端平台，整合線上到線下的銷售模

式

網路和 APP等雲端平台結合物流系統帶

動了物聯網的發展，進行線上編輯、下單再結

合印製與物流配送，線上線下的整合是每個產

業都需要了解的新銷售模式，而企業主要的因

應動態與人才需求影響如下：

1.整體企業網站的規劃維護人才

 網站的規劃及內容成為了消費者對於企業

的第一印象來源，符合企業形象的網站成

為企業行銷的第一媒介，因此網站設計與

維運人才需求提升。

2.線上編輯與下單系統的後端程式開發人才

 隨著客製化市場與電子商務的普及，消費

者可透過網站或 APP進行線上編輯或下

單的需求提升，帶動了相關系統與資訊背

景的人才需求。

3.統整線上線下銷售庫存資料的 ERP管理

人才

 企業對於其供應鏈的資料盤點與資訊介接

需求提升，帶動 ERP管理的人才需求。

（三）整合應用多媒體行銷，打造企業品牌

為讓前述第 1、2項發揮到最大效益，需

要透過資源與媒體的整合，一改印刷服務商的

形象，讓企業品牌走到大眾面前，成為市場解

決方案的提供者。

陸理事長號召會員廠商
於北市公會一起接受數位人才問卷調查

數位印刷產業人才調查南部場次座談會
由印研中心張世錩總經理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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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印刷產業人才需求質性分析

經濟部工業局 107年委託「印刷數位化驅

動再造輔導與推廣計畫」執行數位印刷產業人

才需求調查。本調查希望瞭解業者在投入數位

印刷發展時所需之專業人才需求，以建立適切

的人才培訓計畫，減少國內印刷廠商對於數位

專業人才的需求落差。

根據本次人才調查，將數位印刷人才的需

求歸類為四大類別，共計 16個職缺。有 70%

的企業認為未來會增加聘僱的是數位印刷設備

操作人員、68.3%是增加聘僱印前設計、製稿

人員及，65%是增加聘僱網站（或 APP）系統

規劃及維護人員，49.2%的企業認為會增加聘

僱網頁美編人員，60.8%認為是增加聘僱資訊

設備管理（包括資安）。此外，65.8%的企業

認為預計減少聘僱或取消的職類為傳統印刷及

後加工設備操作人員。

設計在數位印刷服務中可區分為四項領

域 -產品開發、產品設計、製稿、網頁美編。

前兩項係針對相關的商品開發、公版版型開

發；製稿係針對客戶自來稿件進行完稿及檔案

檢查；網頁美編則為企業網站的網頁設計與美

術編輯。在設計類關鍵職缺中，有五成的調查

企業認為在產品設計、製稿及網頁美編的人才

招募難易上認為普通，但在產品開發這項專業

技能的人才招募卻有 34.2%的調查企業覺得困

難。

由於目前國內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廣設廣告

設計、商業設計、視覺傳達設計系等，人力供

給可說是相當充裕，但學生畢業後從事的以平

面設計居多，產品開發方面的並不多，對於數

位印刷業主而言，維持產品對於消費者的新鮮

感是吸引客戶的誘因，但因目前設計類科學生

普遍對於印刷適性上缺乏了解，以致在實際生

產出現落差，抑或無法善用材質特色做出令客

戶驚豔的商品，是最大的瓶頸。

在資訊類的關鍵職缺部分，多數受訪業

者認為重要，但是因為對於這方面專業感到陌

生以至於委外資訊公司來協助居多。調查發現

有 4成到 5成的企業覺得在資訊類人才招募上

感到困難的部分，然而這也是印刷產業在數位

化轉型上最關鍵的部分，未來在企業輔導與推

廣也應著重在此。此外，資訊類職缺的能力需

求，以及印刷業的經營模式與製程作業模式也

可提供給學界作為人才培育上之建議，適當調

整各領域課程的比重，使人才供給更符合產業

需求。

在印製技術類的關鍵職缺中，調查企業

普遍認為數位印刷設備的操作門檻低於傳統印

刷設備，所以較不限制人才的學歷與相關經驗

背景。但在新人到職後，普遍希望再多進行印

刷專業能力的加強，尤其在色彩管理方面。此

外，由於數位印刷服務業者，特別是 20人以

下的企業，身兼數職的情況較為普遍，例如資

訊人員或設計人員也身兼數位設備操作人員。

在人才招募的難易為普通，這類的職缺也可透

過輔導傳統印刷及後加工設備操作人員，經由

進修轉換為成數位印刷設備操作人員，減少企

業人才上的流動。

在行銷業務類的關鍵職缺以網路業務行

銷與客服的需求比例較高，在基本能力需求方

面以顧客溝通與管理為最需具備的職能。在人

才招募方面的困難度有五成以上受訪者認為普

通，但是流動率高，技能不符 (對於產業專業中心於近年來在 Digi+ Talent數位人才培育計畫中， 
輔導參訓學生的成績斐然屢獲獎項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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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缺乏了解，以至於難以適當回應客訴 )是

人才運用上的困難。

傳統印刷產業業者如欲邁入數位印刷市

場，需要設備的操作管理人員、印刷基本能力

人員、乃至於需要資訊人才的投入。上述人才

之實作能力、知識能量、經驗有待時間養成與

培育，而訪談中也發現業界對於高中職生投入

印刷產業的期待甚深，遠高於大專院校或碩士

因應對策及具體說明一覽表

人才問題 因應對策
人 才 發 展 措 施

具體措施 類別 單位

印刷人才缺乏，

教育體制內鮮少

相關學習課程

進行能力鑑定

及產學研合作

透過辦理 <印前製程人員技能檢定 >確

保印前人員符合企業所需，並且透過工

業局 <印刷及設計新銳能量輔導 >增加

工廠實習，幫助學生與產業接軌，減少

學用落差。

能力鑑定、

產學合作

勞動部

經濟部

不易辨識色彩管

理人才的專業能

力水準。

規劃辦理色彩

管理能力鑑定

工業局 <產業人才能力鑑定暨培訓創新

推動計畫 >，將建立色彩管理工程師之

職能基準與能力鑑定制度，作為企業除

學歷外篩選人才的參考。

能力

鑑定
經濟部

數位印刷產業的

發展形成跨職類

的人才需求，目

前產業界普遍缺

乏跨職類能力之

人才

進行在職進修

訓練

藉由工業局 <精緻印刷文創加值暨市場

拓展輔導計畫人才培訓課程 >、勞動部

<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及 <產業人

才投資系列課程 -數位內容與印前設計

相關課程 >的在職訓練課程，提升產業

員工對於跨職類的工作能力與知識。

在職訓練
經濟部

勞動部

勞動部「青年就業旗艦計畫」結合事業

單位用人需求，規劃客製化訓練內容。

計畫補助事業單位進用十五至二十九歲

青年訓練費，訓練期間以三個月為原

則，最高可補助三萬六千元。若事業單

位提供薪資達三萬元以上者，可延長訓

練至六個月，後三個月最高可補助九千

元。

在職訓練 勞動部

跨領域人才供給

不足，企業對資

訊數位人才需求

提高

進行產學合作

透過工業局 <Digi+ Talent>與印刷設計

新銳能量輔導，培育跨域數位印刷類人

才。

產學合作

培育
經濟部

上述人才發展措施相關內容可洽 
財團法人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綜合企劃組諮詢 (02)29990016分機 105

以上的學生。大專院校在培育多元通才的部分

雖多，但普遍對於印刷產業的認同度低，研究

所的部分培育人數亦相當有限。

人才問題與因應對策

數位印刷產業目前的專業人才需求，主要

的問題評估與因應對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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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第十八屆第四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

議於民國 107年 12月 28日（星期五）下午 3

時假本會會所召開，會中審核通過了「108年

度工作計畫暨預算書審議案」、「107學年度會

員子女獎助學金及大安高工圖文科清寒獎助學

金名單，提請複審案」、「第十八屆第十三次理

監事聯席會更改日期一案」、「2019年第 27屆

台北國際書展期間理監事值班表，提請討論

案」、「2019年上海國際廣告技術設備展覽會

進度說明案」、「本會預定 107年 4月開會員大

會，提請討論案」等案。

第十八屆第四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場景

第十八屆第四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會第十八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於民國 108年 1月 11日（星期五）下午 6時

假海釣船台菜海鮮餐廳召開，會中審核通過了

「107年 11、12月份收支對照表及資產負債

表案」、「裕典印刷廠有限公司等一家申請入

會」、「本會 107年度歲入歲出決算表」、「本

會 108年度工作計劃暨歲入歲出收支預算表

案」、「大地整合行銷有限公司等 16家因歇業、

遷移、拒繳或不明等原因提請應予停權案」、

「2019台北國際書展台灣印刷精品館籌辦報

告案」、「2019年上海國際廣告技術設備展覽

會進度說明案」、「第十八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

席會更改日期」、「107學年度會員子女獎助學

金及大安高工圖文科清寒獎助學金名單」、「本

會第十八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日期、地點及內容

案」、「本會會務人員年終獎金」等案。

第十八屆第十二理監事聯席會議場景

第十八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務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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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會第十八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

民國 108年 3月 15日（星期五）下午 6時假

景麗婚宴會館召開，會中審核通過了「108年

1、2月份收支對照表及資產負債表案」、「群

彩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二家申請入會」、

「2019台北國際書展台灣印刷精品館順利完

成報告」、「2019年上海國際廣告技術設備展

覽會順利完成報告」、「本會第十八屆第三次會

員大會日期、地點及內容案」等案。

第十八屆第二次監事會議
本會第十八屆第二次監事會議於民國 108

年 3月 20日（星期三）下午 2時假本會公所

召開，會中通過了「吳常務監事雪豐向監事

會請辭召集人職務」、「推舉新召集人並舉行交

接」等案。

推舉結果由涂國評常務監事擔任監事會召

集人一職。

第十八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場景

第十八屆第二次監事會議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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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本會第十八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於民國 108

年 4月 20日（星期六）下午 2時假台北市萬

華區柳鄉區民活動中心大禮堂順利召開，台北

市議員郭昭巖、陳炳甫，台北市商業會秘書長

陳四郎，榮譽理事長盧俊雄先生，財團法人印

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特助洪秀文小姐等均

蒞臨指導，使本會倍增光彩。

本會副理事長林平和及游明耀代表本會頒

發 107年度會員子女獎學金暨獎狀也是對本會

會員子女一種肯定與鼓勵。

本次大會並討論決議通過了下列議案。

1.107年度歲入歲出決算、收支報告表、

資產負債表及財產報告表。

2.108年度工作計畫暨歲入歲出預算表。

榮譽理事長盧俊雄先生致詞

陸理事長致開會詞

游明耀副理事長
主持提案討論

林平和副理事長
主持理事會工作報告

監事會召集人涂國評常務
主持監事會工作報告

曹常德常務理事
主持臨時動議

印研中心特助洪秀文小姐致詞

會務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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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議員陳炳甫蒞臨指導 台北市商業會祕書長陳四郎蒞臨指導

游副理事長與高中組得獎同學合影

林副理事長與大專組得獎同學合影

台北市議員郭昭巖蒞臨指導

107 年度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 
頒獎者與獲獎同學合影

會
務
報
導 

第十八屆第七期 ﹥﹥09



頒發大安高工清寒優良獎助學金
108年 1月 18日本會陸兆友理事長及林

平和副理事長及常務理事林文彬一行三人前往

大安高工致贈清寒獎助學金由大安高工校長陳

貴生及圖文傳播科主任黃金俊及註冊組長林家

緯代表接受。

本會陸兆友理事長及林平和副理事長及常務理事林文彬
致贈獎助學金由大安高工陳貴生校長 (左二 )代表接受

本會人員與大安高工陳貴生校長及主任 
座談印刷業願景

108年 3月 22日本會林平和副

理事長、游明耀副理事長及服務委

員會主委林文彬常務理事親赴社團

法人世界和平會，捐款愛心幫助弱

勢兒童基金會並與公益發展組高級

督導盧佩君 (左二 )小姐及白純如

小姐 (左一 )合影

愛心捐款

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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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新春團拜
108年度新春團拜於 108年 2月 11日上午

10時假公會會所舉行，新春新希望，在各理

監事互道恭喜發財、財源廣進、會務昌隆之祝

賀聲中進行，並祈爾後同心協力，共創佳績。

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好運旺年會
108年 2月 11日假臻愛會館舉行「2019

好運旺年會」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一年一

度的旺年會暨發行奉獻獎頒獎典禮在台北國際

書展前夕舉辦，此次迎來了 200多位海內外嘉

賓歡聚一堂，也為台北國際書展拉開了序幕。

「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係以非營利

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改良圖書發行制度、拓

展圖書行銷通路、提昇從業人員素質、推動書

香社會宏圖為其主要努力方向。

「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除了辦理

圖書出版發行及行銷制度相關研討會，整合發

行資源，建立產業秩序；透過「出版講堂」的

規劃，預計舉辦多場在職教育訓練課程，提昇

出版發行從業人員素質及經驗交流；並將持續

維護「台灣出版資訊網」，提供華文出版市場

行銷之趨勢，網羅最新訊息，創造出版契機；

更同時敦促政府，協助規劃並推動各類書展活

動，推廣全民閱讀，建立書香社會。

本會由陸兆友理事長及林平和副理事長

代表與會同樂並祝新春如意吉祥、闔家歡樂安

康。

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理事長林敬彬致詞 與會嘉賓大合照

理事長祝福大家萬事如意心想事成 理監事們互道恭喜發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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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台北國際書展展會時間 2/12-2/17為

期六天，由文化部主辦、台北書展基金會承

辦、台北市政府與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協辦。每年吸引超過五十八萬人次入館參觀，

為此台灣印刷精品館特地在綜合書區 A133規

劃安排 3D列印展品展示區、各類被印材展示

區、印研中心輔導成果展示區、網版印刷體驗

區、個人紀念品製作體驗區、心經拓印體驗

區、廠商展品展示及媒合洽談區。

今年台北國際書展以「讀書正好」為主

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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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各種類型的出版品蓬勃發展，每個人

必須廣泛閱讀吸收文字淬煉出的知識養分，以

利提升閱讀的力量、個人涵養、生活水平及培

養獨立思考的能力；然而閱讀的力量基石是建

立在印刷、出版等繁瑣工序完成的書籍、刊

物，因此印刷工藝技術的成熟度也連帶影響群

眾閱讀品質，也充分說明書籍與印刷有著密不

可分的關係。台北國際書展是個兼具印刷出

版、閱讀和國際交流的多功能展會，充分發揮

印刷和傳播的基本理念。此展會在國際交流方

面可以促進國際版權交易、提升國際出版合作

機會並藉此強化國際文化交流和充分扮演亞洲

出版人的專業知識與資訊平台的角色；在出版

專業方面可以有效開發海外市場和 B2B市場、

提升台灣的出版專業、促進與國際出版經驗交

流和促進數位出版的發展；在閱讀生活方面，

台北國際書展成功結合家庭、學校和企業，鼓

勵全民閱讀，並適時引薦最新國際出版趨勢予

台灣印刷出版人，活絡台灣出版市場，擴大全

民閱讀視野、豐富閱讀生活。

今年書展國際交流方面再次展現台灣位於

華文出版樞紐的地位，並再次確立成為亞洲最

重要的出版文化交流平台。本次招集 6家廠商

參與 2019台北國際書展之示範性展現，藉此

促使台灣印刷業者直接第一線接觸國內外出版

廠商，透過溝通交流亦提供因應全球市場需求

等情資。此次書展的亮點，是藉由台灣印刷精

品館展期期間，本會特別安排鉛字活版印刷之

心經拓印，由於時代的進步，大多民眾已經習

慣從螢幕等 3C產品接觸到文字及內容，卻難

以感受到文字的重量與情感，為此本會特地藉

由書展期間提供鉛字活版印刷之心經拓印體驗

機會，讓活版印刷的工藝文化不斷綿延傳承給

世人，還讓民眾有機會可以親自體驗活版印刷

的工藝之美。現場也有好好印 APP電商平台

及網版印刷講解與體驗活動。

2019 台北國際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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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展商資訊及內容如下：

現場買家詢問科億所印製之產品並進行商機媒合

科億所設計之背板及其印製之精緻明信片

科億印刷無論從編輯設計、掃瞄分色、影像處理、電腦組

版、網片輸出、傳統晒製印版、電腦直接輸出印版、數位打樣、

印刷、裝訂均在廠內完成可確保優良品質。專業特點包括：一、

色彩管理，落實製版印刷留成色彩管理。二、專業製版，直接電

腦製版精密網點輸出。三、專頁印刷，精準的電腦放墨校車快速

生產穩定。四、專業專訂，包含自動化折紙、配頁、裝訂及自裁

切。五、一貫作業，效率加且交貨快速。

在數位印刷科億也提供少量印刷服務，即便是一本書也能生

產。影像服務則包含影像修整、影像去背景、典藏品數位化。製

版服務包括數位打樣、CTF製版、CTP電腦直接製版。技術支援則

涵蓋色彩校正、行動印前、PDF轉檔支援。藉由本次書展，科億也

主動積極拜訪書展的出版商爭取未來更多的合作機會。同時，科

億也藉由本次書展邀約過去合作過的廠商在台灣印刷精品館內進

一步的洽談，尋求日後合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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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基國際有限公司從悠久的紙藝文化中，找尋創新材料的應用，結合文化創意、環保設計，運用

環保 PP合成材質且防水，打造全新互動式手做產品。順基的 DIY玩具更囊括國內外發明創作獎，例如：

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銀牌獎、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文化推廣特別獎 -金牌獎、韓國首爾國際發明

展 -銀牌、法國國際發明展最佳商品獎、香港文具展 -創意設計獎等等。順基除了不斷開發新的 DIY產

品系列，也接受客製化訂單生產，創新多樣特有商品，也有助於企業品牌形象提升。在書展期間，有

出版社前來洽談，希望能夠合作生產一些當作刊物贈品；也有動漫公司前來詢價，希望順基客製化生

產 DIY手做玩具；另外也有桌遊公司，希望結合順基開發出桌遊人物。另外也有學校老師，希望順基

開發出動物昆蟲做為教育教材。順基的展示品皆適合親子一同組裝完成，順基展示商品包括有創意公

仔系列、創意競賽系列、交通工具系列、機器人系列等皆不但好玩又有趣，搭配創新結構設計，讓大

人、小朋友可以輕鬆簡單組裝學完成，同時啟發手腦並用、益智學習。

順基國際設計一系列的 DIY文創商品

順基國際手動組裝文創商品受到大人小孩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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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裕印刷主要展示各式可愛造型之絨毛造型貼紙、雷射標籤貼紙及文化創意商品之筆記本、行李

吊牌、滑鼠墊、貼紙、紅包袋。文創商品主要是由順裕與原住民插畫家共同合作開發生產商品，所以

公司的產品多樣化。此外，順裕貼紙使用較特殊的絨毛為主，製作工序繁複但精美，近年來主要以出

口日本、美國、德國為主，現場有不少買家前來詢價。

順裕背板設計及其相關產品 順裕生產的絨毛貼紙詢問度頗高，頗受國際買家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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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茂國際企業從成立以來便積極開創事務印刷科

技新架構，為創造人類便利的生活和拓展文化資訊傳

播的領域為主旨元茂的商品市場佔有率、服務品質，

以及技術方便，在市場上都有極高的評價。在書展期

間，元茂展示並操作 RISO GOCCOPRO 100 數位網版製版機

及其應用方式予買家，包括基本的數位絹印、絹印燙

金和電印蝕刻。此台數位網版製版機與傳統大台的

製版機很不一樣，提供有需要少量多樣印製的中小型

企業多一樣選擇。網版製版流程簡單快速低成本即時

需求，製版過程不需要水、感光劑、暗房、藥水、乳

劑，也不需要清洗，製版成本便宜，同時也降低外包

費用成本、時間成本、人事成本及倉儲成本。即便是

一般人不需要專業技術也可簡單操作，電腦傳輸直接

製版，像使用印表機一樣按下列印即可輕鬆完成。元

茂於現場講解並操作數位網版製版，且於現場運用網

版印刷原理燙金紅包袋、絹印帆布袋和電印蝕刻，讓

民眾對網版印刷有更深入了解。

元茂國際企業現場展示的數位網版製版機及數位孔版快印機

陸理事長（左一）陪同香港貿易發展局台灣總經理潘慧心（左二）親臨元茂展位聽取網版印刷及冷燙紅包袋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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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紅什堂有限公司以 100%台灣插畫家原創作品、搭配了美術設計及故事文案組成一團隊，提供 IP

藝術授權與生活文創用品產業 !並請提供企業或個人量身克制支專案涉及文創商品數記服務。

印紅什堂是有紙感溫度的文創公司，是一極富特色的文創品牌 -undeer小印紅鹿，目前以筆記文具

設計與製作為主。其小鹿手本，除封面上有美術插畫師的奇幻療癒畫風之外，還有特殊多國專利機能

設計，整體超好的質感與奇妙的手感，不論是自用或送禮都是不錯的選擇。

觀眾前來詢問，有意願合作客製化生產

印紅什堂客製化生產之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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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濤印刷品有限公司從以手工為主的「捷美美工設計印刷社」開始，起初主要以印刷美編為主，

之後為了服務更多的客戶，引進最先進的電腦輔助，從事更精緻與快速編輯、設計來滿足客戶的需

求。隨後盈濤再度擴充公司領域，新增廠房和添購設備，本著設計、印刷的一貫作業模式，以更優於

以往的製程「快、精緻、美」來服務客戶。隨著電子網路時代的來臨，盈濤不斷的提升服務品質，架

構網路雲端校稿系統，雙方溝通不須出門，便可零誤差的即時編修稿件。未來要配合世界潮流，朝數

位化、客製化的方向邁進。服務項目則包含美編排版、變動式資料套印、信封、卡片、貼紙印製、大

圖輸出等。盈濤也積極和柚木葉原物料加工業者合作，利用天然的柚木葉做成書衣、書套來取代皮革

材料。為了吸引消費者的目光，盈濤現場也提供絹印上光體驗活動。

盈濤背板設計及其相關產品

民眾體驗絹印上光活動和拓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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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上海國際廣告技術設備展覽會於

3/05-3/08在上海國家會展中心展出，今年是

本會第五次於上海參展，延續以往參展吸取國

際參展經驗外，於今年第九次參與國際展會，

再次注入很多創意和作法，且集合各領域之參

展廠商共同規劃成一醒目之台灣印刷精品館區

塊，而成為參觀者之聚焦所在。今年台灣印刷

精品館劃分十個獨立展區由九家廠商展示，均

吸引了不少買家之關注及進行媒合交易。此對

所有參展成員而言，正是以優勢整合、團隊作

戰方式，從聯合參展進化到聯合接單模式的

實現。

不管台灣印刷業的競爭者是哪個國家，

只有投入國際競爭，才會知己知彼，調整競

爭策略。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等，一直是

台灣業者認為的競爭對手，但經過參展接觸國

際潛在客戶後，更可知道競爭國家的進步，以

及其競爭優劣勢何在，值得我們探討該如何

強化我們的競爭力。同時，亦借助中國大陸

為世界工廠之優勢，上海更是國際之都，參

展廠商更可以藉由參展之便，順勢汲取更多 

商機。

部份參展廠商與台灣貿易中心上海辦事處吳興蘭博士 (左四 )合影

上海數字印刷協會張洪濤副會長接受本會贈送紀念品 宴請嘉賓與參展廠商陸理事長致感謝詞



電話：04-2520-0152
傳真：04-2520-0085

優奇印刷成立於 1987年，秉持者「品質第一、顧客滿意」的經營理念，提供客戶更高品質與產品

附加價值。優奇秉持著專業技術水準、豐富的經驗、落實品質的承諾從事自黏商標生產，以滿足客戶

的需求，因應客戶以及市場的需求，陸續購置新型印刷機及設備，致力提升印前作業的精密與速度，

研發團隊追求更精良的技術及應用，務求提供給您最全方位的服務品質。

貼紙、標籤、吊牌、膜內貼、

紋身貼、促銷標、吸塑印刷

品、泡棉貼紙、轉印貼紙⋯⋯

等。

展品類別

電話：02-25595660
傳真：02-25595668

國高紙品成立於 1970年代，創業四十年來，始終專注於撲克牌的工藝改良設計生產及銷售。採用

先進的印刷設備，以及自動化的檢驗設備，生產制程中的面品質監控程序，以確保供應優質及穩定的

產品品質。為善盡地球公民的責任，本公司積極推動綠色產品所生產之撲克牌產品均不含甲醛 /鎘 /

鉛 /鱗苯二甲酸 (6P)，皆已通過亦取得 CE-EN71，part1,2,3 / ASTM F 963-03 / CPSIA / Intertek等多項測試，工廠亦取

得 FSC / Sedex認證，充分展現國高紙品對環境永續的承諾與行動。

採用歐洲進口紙張，於臺灣生

產製造，特殊材質及多元化的

產品設計，獨特的印刷技術，

加上精美包裝，自用與贈客兩

相宜。

展品類別

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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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參展業者簡介：



電話：02-2883-3579
傳真：02-6602-1689

創億商模擁有 10年的外貿經驗 , 從臺灣外銷到世界各地 . 從印前審稿到送貨到府 , 替您把關一切

程。旗下廠牌”My Fancy Cards”專做高端名片，多種紙材以及印刷選項任您挑選。

印件管理服務 (Print Management) + 高端名片 (High End Business Cards)產品項目

電話：03-520-3110  
傳真：03-520-2326

東明油墨創立於 1973年，創廠初期克服了各種物質與技術上的不足，
於 70年代經歷了兩次石油危機，而後更面臨來自國內外各品牌的競爭。在
如此嚴峻的環境下，東明油墨創新技術、投入研發與更新設備，使得產品
不斷精進。在平版油墨的技術研發上，東明油墨更與日本油墨大廠建立了
長期的技術合作關係至今。

至西元 2000年起，世界各國對於環保概念與環保要求日趨嚴謹，東明
油墨有感於對環境需有所貢獻，於 2002年取得台灣第一家美國大豆油油墨
認證廠商，更於隔年 2003年成為 SONY公司綠色夥伴，而後產品陸續符合歐
美各項規範認證。

使得東明油墨的產品除了供應台灣地區之外，也銷售至中港地區、美
國、中南美洲、泰國、菲律賓以及東南亞等地區。東明油墨經營理念為秉
持環境的貢獻、技術的提升、品質的穩定來服務印刷業界，我們期望自己
成長發展，共同在印刷業界創造共贏！

平版大豆油墨耗材類：
• CMYKOGV廣色域七原色油墨
• XCMYK 擴色域四原色油墨
• 高品質四原色油墨 (ISO 2846-1)
• 客製化 – 特別色調製
• 耐光（耐曬）油墨
• 金屬色油墨

• 螢光色油墨
• 防偽油墨
• 平版油墨助劑與光油。
技術顧問類：
• 色彩管理諮詢
• 調墨中心的建立與培訓

產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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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參展廠商接受 
中央電視台訪問



電話：02-2929-9860 
傳真：02-2929-9861

100%台灣插畫家原創的各種插畫角色，搭配了美術設計師以及故事文案人員的創意組合團隊，提

供 IP藝術授權予生活文創用品產業 !包括廣告行銷、文具、家飾、布料、禮品、親子與玩具以及出版

業等。另外，印紅也提供企業或個人量身客訂之專案設計及文創商品設計服務。

極富特色的自有文創品牌 -INDEER小印紅鹿，目前已筆記文具設計與製作為主。小鹿手本 – 除了封

面上有美術插畫師的奇幻療癒

畫風之外，還有特殊的多國專

利機能設計，整體超好的質感

與奇妙的手感，不論是自己收

藏或是送好友，絕對是在這紛

亂的時代必備的隨手療癒品！

手作筆記用具

展品類別

電話：02-23021265
傳真：02-2302-0983

順裕印刷有限公司 (以客為尊，品質至上 )為經營信念，以創新、信譽、品質為第一宗旨。

順裕印刷公司成立於 1983年經過三十年的努力，從表單印刷、書籍、一般彩盒、說明書到現今的

冷燙精美彩盒、文創貼紙，我們將不斷的創新達到客戶的需求。

貼紙、包裝

展品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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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 02-8772-8991
傳真 : 02-8772-2192

結合文化創意、環保設計，運用環保 PP合成材質且防水，打造全新互動式手做產品。

歡迎品牌授權合作，開發多元跨產業合作模式。創新多樣特有商品，提升企業品牌形象。透過

「QQ屋、紙仕真好玩創意館」，雙品牌模式推廣，讓好的文化創意傳遞分享給大家。

「QQ屋」可以開啟

無限想像、發揮創意，體

驗互動式手作遊戲，拉近

人人的距離，創造難忘的

回憶，讓快樂分享出去。

「紙仕真好玩創意館」有

紙藝文化創意展覽，解說

學習創意開發，推廣生活

動手體驗。

電話：02-2662-6535 
傳真：02-2662-6556

環韋影像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於 1984，主要以數位印刷及電子書製作等服務起家，歷經產業的變

革，觸角不斷延伸，本公司相對產業的觸角不斷延伸，於 2008年與樓志君先生合資成立【杭州尼莫資

訊技術有限公司】，公司坐落于美麗的西子湖畔，核心團隊是由多年在跨國影像軟體公司工作經驗的

技術專家組成，致力於高端的數碼影像軟體與商業影像應用方案的研發。

作為公司主打的擁有完全自主智慧財產權的產品，N8設計軟體在 2009年初一經上市，立即獲得

了各界大型商業影像機構的青睞

與認可，在短短時間內迅速成為

影樓，沖印廠，個性化印刷服務

公司等機構的標準設計軟體，獲

稱為行業最佳設計軟體。今天 N8

軟件已經進入影樓、工作室、沖

印廠、印刷廠、廣告公司等各個

行業，用戶用它來設計相冊、檯

曆、菜譜、版畫等各種個性化印

品，足跡遍及中國大陸、臺灣、

香港、馬來西亞、印度、泰國、

西班牙等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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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狂潮下，印刷產業的逆襲」
技術專題講座

108年 5月 3日假集思台大會議中心舉辦

「數位狂潮下，印刷產業的逆襲」技術專題講

座，此為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108年度

印刷數位化驅動再造輔導與推廣計畫。

目前台灣以文化印刷業為最大宗的台灣印

刷市場，印刷業者在面對出版媒體由量紙本大

幅轉向數位傳媒之後，印刷規模少量多元已是

不可逆的事實。面對斷崖式的印下滑，印刷產

業如何與未來的出版產業及數位時代的消費市

場共存共榮，並藉由此次的研討會的專家共同

分享討論，來提供思索未來轉型，調整經營策

略的方向，由本次專題講座能發人深省讓印刷

產也披荊斬棘走出一條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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