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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亮原助理教授

圖一　動、轉、變為產業“新”的「驅動力」循環概念圖

（熊亮原繪製）

崑山科技大學資傳系　熊亮原助理教授

前言

台灣經濟逐年衰退，全世界經濟整體發展走向

轉為內銷為需求，然而內銷需仰賴本國人口數與

購買力，無法有效爭取外匯提振經濟。目前衝擊

我國產業發展兩大因素為：1.外銷生產能量大幅衰

退; 2.創新產品品牌未國際化; 3.競爭國國際化程度提

升; 4.價格競爭力不足。而內部因素不外：1.研發專

利未能深耕; 2.全線管理未能落實; 3.政府輔導成效

落差太大。諸如上述內外環境因素，對許多印刷產

業而言，如果內銷失調，外銷又無法突破的時候，

產業因該重新思考，過去僅以印製紙張、書籍或相

關紙器的生產，取而代之的應該將印刷技術應用於

不同材質的研發與創新。這樣的思維必須從一個

「動」、「轉」、「變」的經營理念（如圖一），

也就是產業要升級必須先引發「動」的能量，有了

「動」才能使產業有「轉」的力道，進而達成產業

升級的質「變」，如此產業可達良性循環以為生存

之道。

絕大部分的產業認為經營獲利就是「王道」，

但是我們認為產業要能「持久獲利」才是「真王

道」。印刷產業要如何能夠維繫「真王道」而「持

久獲利」？很重要的經營理念就是印刷產業必須掌

握設計核心技術、順應潮流「做好色彩管理」。

壹、設計印刷與色彩管理 

印刷產業的生產流程非常清楚，過去是以印

前、印中以及印後加工為主要生產流程，這種不可

逆的生產流程，一直是印刷產業不變的定律。但是

印前的設計定義與涵蓋的複雜度太廣，舉例來說:攝

影、光源、設計、 影像處理、檢測設備、打樣與

製版等環節，這樣的印刷前端生產作業環節涵蓋相

當多的生產及檢測設備，也須克服最複雜的環境光

源;但卻也因為環節過於複雜，使得最重要的色彩

管理技術無法落實於印前系統，導致影響後端印刷

的色彩再現，這是鮮少有人注意到的問題。事實上

決定印刷的色彩是否達於標準關鍵因素只要注意四

個簡單的原則:1)色彩一致(consistency); 2)設備檢測

(calibration); 3)特性描述(characteristics); 4)空間轉

換(conversion)。單就4C很多人認為老生常談，沒有

徹底深入瞭解這四個因素的關係與應用，因此對於

印刷產業而言進步有限，而正因為這樣不清不處的

觀念，卻是造成印刷產業常年對於色差的觀念有嚴

動

新

轉

變

經營印刷，請先把色彩做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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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專論	 	經營印刷，請先把色彩做對？

重偏差的主因，形成幾個現象:1.印前需要花很多的

時間修色。2.業務窮於應付克服客戶與廠務色差爭

議。3.印刷師傅永遠在做多餘的顏色加減。4.永遠

把色差怪罪於印刷的責失。這些印刷廠痛苦的經驗

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開會結果最後還是找不到

原因，也沒有務實解決。這些現象只證明一件事，

就是增加工時、浪費紙張與油墨以及客戶信賴敢流

失，終極就是增加成本。然而更令人感到憂心的

是，許多色彩設計者卻以專家自居，卻未能深入瞭

解色彩管理的精髓。我們應該反思，如果這種印刷

產業長年發生的痛苦現象一直未予以改善，印刷產

業就要重新思考其核心技術是否出了問題？是否色

彩管理要全面升級？

事實上，如果印刷廠做好色彩管理流程，基本

上不會產生上述的情況，因為造成印刷色差的責任

其實百分之七十來自於印前的攝影、設計而不是印

刷；這可能引發許多前端設計者相當大的質疑。最

前端相機的ICC、標準光源燈、色管軟體應用與螢幕

校色工作都沒有做的話，那根本就談不上色彩管理

了！生產流程沒有色彩管理會發生什麼狀況？色彩

管理需要做到哪些標準？簡單地說就是人、設備與

顏色要達到標準化。標準化的目的在公司的人員思

維、公司的設備（螢幕、數位打印機）與必須的檢

測工具、軟體與生產流程管理都要標準化；這些都

是必經的養成的過程，是不能忽略的。

因此，設計印刷者是否有正確的色彩管理觀念

是首要的因素。舉例來說：台灣有來自全世界最多

的油墨與複雜的紙張，印刷機品牌也非常多，如果

設計者不了解印刷生產過程，沒有做指定描述檔或

是沒有做ICC溝通，設計者將檔案交付印刷廠而又沒

有做確認溝通，一但印刷業者收到檔案，打開執行

之時，就已決定印刷的命運(一定產生色差爭議)。為

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因為設計者如果不了解用何種

紙張？何種印機？後端印刷就會產生色差的現象，

再怎麼加/減油墨，再怎麼修色，也無法達到預期的

色彩再現。然而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大多數的專

業設計者，根本不知道如何正確使用Photoshop影像

處理中的顏色設定、指定描述檔與轉換為描述檔的

功能，甚至不知道在什麼時機使用？色彩管理策略

(Policy)為何？要如何規劃色彩空間、兩個色彩管理

的ICC profile文件、來源色與目的色域空間等等。

台灣技專院校有許多廣設科、商設科、美工科

等相關設計科系培育的學生若沒有透過有印刷製程

的專業技能訓練，畢業後投入職場，甚至自行創

業，對於我國印刷產業要做好色彩管理令人憂慮，

因為這樣的職能是無法達到色彩管理基本要求

。因此，教學者必須拿出具體的色彩管理專業

實務課程，對學生施以正確的教育訓練，銜接導以

專業技能素養，學以致用的技職教育體系才能落

實。而確實地將訓練學生與從事設計工作之就業人

士轉為產業助力，有助全面提升我國印刷生產品

級。

貳、合版印刷與色彩管理

「合版印刷色差十趴是合理的！」此話不知從

何而生？顯然這是對色彩管理不負責任的一個藉

口。要做好印刷的整體觀念就是先做好「色彩管

理」！印刷對色彩的要規範實際上是以Lab值來衡

量的，十趴是RGB還是CMYK為標準？許多設計者

至今還認為Photoshop影像處理是以RGB與CMYK作

為看色依據，以為PANTONE色票上的比例就是印

出來的顏色。這裡必須要做一個觀念上的釐清，所

有在螢幕上的RGB與CMYK只代表訊號，因為無論

平版印刷或是合版印刷，只要是在不同機器上，印

刷就會產生不同的色差，真正的顏色是以Lab為標

準。因此要做好色彩管理最首要的工作是「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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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何謂溝通？溝通要做到兩件事：

1.設計人與印刷廠的溝通; 2.檔案內部描述檔正確

的溝通。『把色彩做對』(Do the color right!)（如

圖二）有什麼好處？把色彩做對就是產品升級，產

品升級附加價值自然提昇。因此做好色彩管理檔案

溝通的第一線人員就是印刷廠業務人員，這是我過

去多年從事外銷印刷的觀念與做法。事實上印刷的

關鍵問題就在『沒有把色彩做對』。因此印刷產業

應正本清源探究衰退之端倪，如何挑戰多元產業之

變化，如何做對色彩使印刷產業發生效益，必須從

色彩管理與檢測核心技術做起，這是印刷業者的責

任。因此所謂「十趴」的問題是不應存在的！

台灣印刷產業這種特殊現象，在於產業忽略了

教育訓練，就是業務除了積極爭取業績外，他必須

經過色彩管理教育訓練的，印刷產業發生色差，其

癥結有一部分原因來自於絕大部分的業務員(sales)

並沒有色彩管理的「技能素養」，甚者許多獨立經

營者(broker)也不瞭解印刷人與檔案間要如何專業溝

通。因此，業務人員不僅要懂色彩管理，也要懂得

如何向客戶取得ICC的標準檔案。其做法是：印刷之

前就要溝通(否則一開始工作就讓後端承擔苦果)。

業務員溝通什麼？簡單地說，就是取得客戶確定的

ICC數據，因為不同的ICC在指定描述檔中色彩表現

會有層次差異與顏色差異；加上我們人眼辨色的機

能不同(就是我們專業術語的「同色異譜」現象)，而

況在不同的光源下辨色，就更容易產生視覺上的差

異。因此在不同光源下檢視同一種印刷物件(印刷業

者與客戶最常發生的事)，色差的認知與差距可想而

知。「標準光源燈」在色管工作流程中佔有極重要

的地位，標準光源燈對於前端製作流程中的攝影非

常重要，而後端的成品驗收更是標準化所仰賴的設

備。攝影的光源為何要定為D50與D65，甚至是為何

要D55？國內許多相關業者無法說出具體的原因，

這是很糟糕的現象(也是造成攝影作品無法達到國際

水平要求的原因)，其實應該是說要先瞭解目的物

的要求和軟體應用，再施以不同光源與配和色彩管

理作業流程，才能印製出優質的「攝影設計印刷作

品」。國內色管專家王振昇先生對於色管就有更精

深的闡述，他把色彩管理流程比喻為國際匯差的換

算，匯率的換算就好比ICC色彩空間平台，無論是各

種國家的幣值透過匯率換算應該是一樣的，正如好

的色彩管理不會有色差的問題，但是有匯差的原因

在於太多的校稿、修圖、重打樣與事後溝通協調，

浪費了我們許多的時間與成本，直接壓縮了經營者

的獲利。因此談到Lab值的轉換又是我們從事與色彩

管理相關設計人員與業者間一個必要的觀念。

叁、 推動x-rite/PANTONE色管國際證

照

經濟部技術處（Depar tment  of  Indus t r ia l 

Technology of MOEA）於2005年進行推動成立

「傳統產業創新聯盟」（Alliance of Innovation in 

Traditional Industry, AITI），希望達到2015年國家

發展策略扶植傳統產業的目標。

圖二　把色彩做對(陳士達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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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專論	 	經營印刷，請先把色彩做對？

有鑒於此，崑山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近年來多

次舉辦印刷科技與色彩管理活動，承蒙眾家產業先

進及學界支持與贊助，活動展現成效獲得極高評

價，也獲得北、中、南相關產業公會的肯定，並受

到前工業局杜局長紫軍的嘉許與印研中心陳董事長

的認同；資訊傳播系張世熙主任特別與本人推動色

彩管理與檢測技術，將色彩管理與檢測列為印刷

傳產業生產鏈的重要核心技術，成立色彩管理與

檢測中心，張主任與x-rite/PANTONE公司副總裁Mr. 

Murphy Keely於今年3月1日正式簽約（如圖三），

該中心通過全世界最大色彩管理與標準公司x-rite/

PANTONE的認證，成為美國以外，全亞洲唯一具

有色彩管理與認證技術中心（如圖四），本系成為

x-rite/PANTONE公司唯一授權，可以對產業實施教

育技術訓練的美國本土以外唯一國際證照考場。本

人也參與印刷色彩管理生產並通過美國IDEAlliance 

G7專家認可；與專業實務見長的陳士達老師、張世

熙主任共同接受世界級x-rite/PANTONE公司技術訓

練發展經理Dr. Mark Gundlach全力在專業技術的支援

與指導，三位老師均獲授權（如圖五），成為亞洲

首批種子教師（目前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系

韓豐年主任通過證照考試，與我系簽約合作，共同

在北部地區辦理此國際證照訓練班）。

本教育訓練課程為Color Control Freak(CCF)，色

彩管理職能訓練國際證照班，課程精神在:(一)強化

色彩管理專業能力。(二)增加個人及產業職場競爭

力。(三)提高學生色彩管理認知專業職能，厚植就業

實力。(四)優化產業色彩溝通與提升生產效能與品

質。CCF課程的內容正是一個色彩管理的標準作業流

程教學概念，以專業的十四項色彩管理專業課程輔

以e-learning教材完成教育訓練(如表一)。

因此，無論在學學生或在職業人士，想要深入

瞭解色彩管理的優勢，必須完全紮根，學好色彩管

理的精神，才會有更優質的創意，否則是無法走出

對色彩管理一知半解的迷惘。

圖三　經濟部工業局洪輝嵩長官簽約見證（右二張世熙主任）

圖四　崑山科大與美國x-rite PANTONE同步之色彩管理中心

圖五　熊亮原教授接受x-rite PANTONE公司副總裁頒授講師證



6

表一　 CCF國際證照十四項色彩管理專業教

學課程

Module1	色彩管理概論/	

Module2色彩基本理論

Module3	色彩描述檔與色彩管理的4C	

Module4	色彩工作空間與色域對應

Module5	應用軟體的設定

隨堂認證考試

Module6	色彩管理-螢幕

Module7	軟式打樣/	

Module8	色彩管理-螢幕

Module9	色彩管理-RGB印表機

Module10	Photoshop	and	Illustrator的檔案處理

Module11	InDesign的檔案處理

隨堂認證考試

Module12	色彩管理-CMYK	印表機

Module13	特別色的管理/

Module14	Adobe	PDF/X

國際證照認證考試

肆、結論

「色彩管理與檢測」學門已成為全球色彩與材

料應用的技術顯學，尤其是產業界無不以此為工業

發展與產品製造重要的核心技術，其應用範圍在設

計、包裝、紡織、染整、印刷、汽車、光電、面板

等高科技之應用學門。尤其歐美先進國家早以此技

能深入各產業當中；中國清華大學在前年(2010)已

正式設立色彩管理所，而日本千葉大學早在二十幾

年前就已設立印刷高科技垮領域整合系所，都是針

對相關科系發展為一跨領域之學門，顯見色彩管理

與檢測成為一種產業核心能力。歐美與日本先進國

家將「色彩管理與檢測」設置為認證標準，可以主

導該國產品創新與產品國際化標準。因此印刷工業

無論是要升級、轉型(改行)，做好色彩管理是唯一不

變途徑。

印刷科技如今更是與民生應用息息相關，與包

裝工業、設計攝影、紡織工業、陶瓷工業與品牌企

業等相關產業更密不可分；個人也希望結合國內色

彩實務專家，透過不斷的講演，扭轉許多產業因過

去不了解而疏於「色彩管理與檢測」的心態，呼籲

印刷產業應把握契機，為提升產業自我「色彩管理

與檢測」之核心能力而努力，為台灣色彩管理教育

訓練與外銷競爭通路做出貢獻。



7

	印刷專論	 	經營印刷，請先把色彩做對？



8

緣起

本會與廈門市印刷行業協會之接觸，起緣於今

年六月在廈門市舉辦第四屆海峽論壇，本會受邀參

加此次的活動，而接待方福建省印刷行業協會，於

活動開始的當天晚上，而請廈門市印刷行業協會做

為東道主，特別邀請本會與台灣區印刷公會的代表

餐敘、聯誼、交流。當天晚上理事長黃國生代表廈

門市印刷行業協會，特別致贈每位與會代表紀念禮

物。在本會第十六屆第四期的會訊第七頁上，我們

有特別的刊登。當時我們也表示，適逢今年十月在

台北將舉行二年一度的第十四屆的台北國際印刷展

（2012 TIGAX）展覽會，歡迎屆時組團到台北參

觀，順便到台灣旅遊。在八月間，本會正式去函邀

請廈門市印刷行業協會能夠組團來台，然後能與本

會進行交流。結果在黃理事長與多位副理事長的籌

劃號召之下，帶領了共有37位團員的參觀訪問團，

於十月十七日到達台北，展開為期六天蒞台的參觀

訪問與觀光旅遊的行程。

10月17日

廈門市印刷行業協會蒞台參訪團於下午二點左

右到達台北機場，首先前往故宮博物館參觀，而於

六時參加由本會所安排的交流、聯誼歡迎晚宴。

本次交流聯誼歡迎晚宴，由本會名譽理事長陸

兆友所召集的海外交流委員會所籌劃執行。為使本

次活動盡善盡美，每一細節環結，都儘量設想周

到。例如整個活動程序的安排，晚宴餐廳的選擇，

致贈紀念品、伴手禮的挑選，每位與會者貴賓名牌

廈門市印刷行業協會蒞台參訪紀實
─從締結友好協會，探索開拓大陸印刷業務市場

理事長陳景浪致詞

廈門市印刷行業協會理事長黃國生致詞

理事長　陳景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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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製作，及座位桌次的安排，務必使每桌都平均分

配有本會與廈門市印刷協會的人員，甚至將女性、

夫人集中在同一桌，以達到交流、聯誼最大的效

益。雙方與會嘉賓共達七十二位，席開七桌，可謂

座無虛席，高朋滿座。

六點準時交流晚宴開始，由海外交流委員會主

委陸兆友名譽理事長擔任司儀，首先介紹我方與會

理監事及會員共計三十五名，再由理事長本人致歡

迎詞。表示廈門市印刷行業協會此次組團有多達37

位成員來台北與本會交流訪問，讓本會增加許多光

彩與榮耀。並預祝這次的行程，參加印刷論壇，參

觀工廠、參觀印刷機材展等活動、能夠有豐碩的收

穫外，整個旅遊行程，能夠非常愉快地欣賞台灣的

風光，體驗台灣各地的人文風味，而能夠留下美好

的回憶。接下來由本會監事會召集人賴國耀先生約3

分鐘的簡介本會自1947年成立以來的沿革與概況。

此時，再由廈門市印刷行業協會洪雙化秘書長

介紹此次來台參訪的37位團員，接著由黃國生理事

長致詞，表示感謝本會熱烈的歡迎，與週詳的規劃

及熱情接待，使他們非常感動。覺得有很多方面，

值得向本會學習，也希望與本會能夠建立長期的友

誼關係，建議與本會簽署締結友好協會，以增進兩

會相互之間的瞭解和友誼，發展促進兩會的友好合

作關係。接下來也由洪秘書長約3分鐘的簡介該協會

自1995年成立以來的發展與現況。

於行前，由廈門市印刷行業協會提議與本會締

結友好協會，並提供草擬友好協會協議的內容予本

會參考。由於事出突然，經由本會原則同意，故於

此次交流會，安排兩會先行簽署締結友好協會備忘

錄，由兩會理事長代表簽署，而副理事長及常務理

事們則觀禮見證。是為本次交流會的重大成果。

（於十一月九日本會第十六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

中，決議通過同意與廈門市印刷行業協會締結友好

協會，並擇日組團前往廈門參訪，並行雙方正式締

結儀式。）

簽署儀式完畢後，首由本會致贈乙座紀念獎座

予廈門市印刷行業協會，內書寫「情誼永固」，希

望兩會有如兄弟之友誼，永遠凝固在一起。再由廈

致贈「情誼永固」紀念獎座

簽署締結友好協會備忘錄

回贈「龍騰飛躍」漆纖雕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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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市印刷行業協會致贈本會乙座附龍的漆纖雕花

瓶，象徵祝本會會務發展有如龍騰飛躍。接著本會

致贈每位團員乙份伴手禮，是由本會理事鄭玉章先

生所屬公司所製作的精美包裝印刷設計的產品。請

黃國生理事長代表接受，而廈門市印刷行業協會也

帶來了廈門當地的茗茶予本會，由本人代表接受。

行儀至此，交流會已至尾聲，接著便是餐敘聯誼及

卡拉OK了。

海外交流委員會主委陸兆友名譽理事長特別為

今晚的餐敘，準備提供了金門高梁酒，讓大家盡情

把酒交歡，讓大家的熱情興奮起來。在佳肴美酒之

下，兩會與會嘉賓在盡情的歡樂交流、舉杯交歡、

高歌歡唱之中，將兩會的情誼永久建立起來了。最

後廈門市印刷行業協會的嘉賓們，在感受本會熱情

的接待當中，每人手拿伴手禮，滿懷歡樂的心情，

搭上遊覽車返回飯店，完美結束訪台第一天的行

程。

10月18日

今日行程兵分三路，第一團計十二人，參加九

點，位於台北市信義路五段台北世貿中心一館，所

舉辦的兩岸四地印刷論壇，由何登燦理事陪同前

往。第二團計十九人前往位於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

的山水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參觀工廠，由理事長

本人及多位理監事陪同參觀。第三團夫人團計五

人，由理事長夫人姚小姐及何登燦理事夫人簡小

姐，陪同接待市區觀光及知名百貨商場購物。第一

團及第二團於十一點會合，參加第十屆兩岸四地印

刷業聯誼會，並於下午二點參加TIGAX 12台北國際

印刷機材展開幕典禮。其後自由參觀TIGAX 12台

北國際印刷機材展。最後三團，在下午六時會合，

參加由台灣區印刷暨機材同業公會在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所舉辦的TIGAX 12台北國際印刷機材展迎賓晚

宴。

參觀工廠訪問團，約於九點三十分到達山水彩

色印刷公司，比預定時間晚了約三十分鐘。因必需

於十時三十分離開，趕往下一活動，所以僅有一小

時的參觀時間。該公司吳文和廠長，只好快馬加

鞭，在門口迎接我們，直接帶往五樓的會議訓練教

室，省略稱呼與公司簡介，直接介紹該公司的特

色產品－3D立體光柵U.V.印刷的技術及展示說明作

品。並為每一位參觀團員準備一套3D U.V.印刷的產

品，以供參考。

由於該公司都承接世界名知名牌公司的印刷業

務單,對於產品品質的需求非常的高，因此品管的

檢測非常的嚴格，一絲絲的色差都不允許，每一個

完成印刷品，都還要再用色差檢測儀器檢查通過。

無怪乎吳廠長說他們承接的價格，平均都比外面價

格高一倍。聽完了解說，就到每一層樓參觀，每到

一層樓，就要刷卡開門，可謂嚴格管理門禁，不能

隨意讓產品流失。因為客戶都與他們公司簽訂保密

安全協定，唯恐新產品還沒發表，就從這裡走漏消

息。由於時間短促，只能走馬看花，匆匆一緲，時

間一到，就趨車趕往下一行程。

上午9~11時，為四場兩岸四地印刷論壇講座，

有中國印刷科學研究所陳彥所長，主講：「中國

十二五計劃中，環境保護與節能減碳的要求與發

展」。中國文化大學李天任前校長主講：「未來資

訊傳媒的發展」。方正電子集團劉曉昆總裁主講：

「雲端科技與印刷產業的應用」。TIGAX陳政雄執

行長主講：「數位列印科技的發展」。緊接著上午吳文和廠長展示說明產品

卡拉ok歡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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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時10分至中午12時10分，為第十屆兩岸四地印

刷業聯誼會。計有台灣區印刷暨機材同業公會陳金

茵理事長，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許錦楓秘

書長，中國印刷技術協會張雙儒常務副理事長，香

港印刷業商會楊金溪會長，香港印藝學會陳培基前

主席，澳門印刷行業協會周紹湘會長，廣東省印刷

複製業協會孔環基秘書長，廈門市印刷行業協會黃

國生理事長，溫州市印刷行業協會陳平勛秘書長等

各公協會理事長上台致詞，報告當地印刷業界的狀

況，達到相互聯誼，增進瞭解的成果。

期盼

近年來，兩岸在和平發展的基礎上，經貿的往

來，文化的交流，貨物的暢流，越加頻繁。而台灣

與福建相隔台灣海峽相鄰，具地理上鄰近的優勢。

廈門市印刷行業協會欲與本會締結友好協會，根據

草擬的協議內容，兩會本著平等自願，互惠互利，

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原則，在經濟、技術、資

訊、人才等方面建立做到資源共享。積極鼓勵各自

參觀山水印刷工廠團體合照

舉杯祝賀

會員建立互助交流，經濟聯合，為會員之間聯合協

作，提供優惠和方便，以便取長補短、互通有無，

相互促進，共同創造良好的條件和發展環境。由上

觀之，是否可探索，透過與廈門市印刷行業協會締

結友好協會的管道，來開拓台灣印刷業界，在大陸

發展印刷業務市場的可行性。

例如，將兩岸各自商品的獨特優勢，給予挑選

整合互換，達到互補互利的效益。例如紙製品的日

用筆記簿或日曆、月曆或產品包裝彩盒，產品宣傳

書冊等，台灣具有創意設計品味及文化創意之紙製

品，可輸往大陸。而大陸可大量生產，物美價廉的

紙製商品，則可輸往台灣。在人才交流方面，未來

若開放大陸人才來台就業之政策，則台灣方面的創

意設計人才及經營管理人才，可與大陸的技術勞動

人才等相互交流，達資源共享之效益。又如大陸龐

大的內需市場，可否透過積極鼓勵各自會員建立互

助交流，經濟聯合，達到共同發展的良好條件等。

均是兩會正式締結友好協會之後，可共同攜手合

作，為各自會員做最好服務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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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計劃－上課學習心得報告

在山富紙業從事印刷行業已經快要15年了，過

去曾經上過在職訓練的課程已經是10年前的事情

了，當時Photoshop還是4.0版，非常感謝台北市印刷

商業同業公會與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

提供了充電起飛計畫刊物編排實務班的課程，我們

公司有、鄭長明、劉興瑋、葉馥華、郭玉倫、李宛

真五位學員參加此次的教育訓練，每個人犧牲了自

己的假期在忙碌了一週後，最期待的是週末來臨，

感謝印研中心及公會於每週六舉辦了八次共48小時

的進修課程，讓我們能夠在放假時也能充電，也感

謝本次授課的吳宏信老師的教學認真、講解生動，

在短時間內引發我們極大的興趣，即使是初學的我

們都能容易上手，使我們非常受用，上課環境舒適

電腦設備齊全，還貼心的提供茶水，使大家都能專

注於課程上。每次在下課的回家的路上，大家都會

在車上討論起今天的課程，從開始的第一天至課程

結束的最後一天，每次不同的學習課程，都充分的

充電計劃課程學習心得分享 山富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鄭長明

101年度充電起飛計劃「刊物編排實務班」

本會與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

術研究中心共同向勞委會爭取辦

理之101年度充電起飛計劃「刊物

編排實務班」歷經千辛萬苦，終

在101年8月18日正式開班，101

年10月13日圓滿完成。理事長並

於開訓日及結訓日，親至訓練上

課教室向受訓學員鼓勵嘉勉及勉

勵。此一充電起飛計劃共計嘉惠

會員員工15名免費完成受訓，而

本會並將與印研中心持續爭取明

年度該計劃之進行，俾便讓更多

之會員受益。

理事長頒發結業證書予鄭長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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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公司已經2年多了,想當初來公司時是應徵裝

訂,因為之前在影印店工作過,所以對我來說裝訂已經

駕輕就熟,然而老闆非常器重我在裝訂部一個月便把

我調上來電腦部,其實我對電腦一竅不通,在家裡只是

玩個線上遊戲或看看網頁,經過1年多在公司的培養

跟訓練,至少現在對一些工作上的應用軟體已經有基

礎了,有天老闆問我願不願意去上排版課,對於我有點

基礎的我當然又是一大挑戰了

於是我跟公司的兩位女同事一起參加了這個

Adobe InDesign排版的課程,第一天到達印刷公會教

室的時候,我們老闆也有上來關心,真的讓我們備感溫

馨,印刷公會也幫我們準備了茶水及各種貼心的服務,

然後介紹老師正式登場了,老師是一個微笑掛在臉上

的人,更是讓大家學員們有積極學習的衝力,但是第一

天學到下午就出了一些小狀況,老師講的點快,讓學員

們有點消化不良,經過學員們上課反映後給老師,老師

把速度放慢下來,我們才可以慢慢去了解跟體會,當然

老師也會親自到每個學員的電腦桌面前問問看有沒

有問題並且對學員提的問題一一的解剖說給我們聽

經過兩個月的學習使我們對排版的軟體更深一

步的了解,也對我們再公司工作上有一大幫助,往後希

望有此課程的話我跟學員們也都希望再次參加,感謝

印刷公會及我們公司給我這個機會參加這個課程,也

感謝吳老師這兩個月諄諄的教導

吸引著我們，讓我們不受一周工作後的疲累影響。

本次上課的主題是indesign-電子書的排版。之

前我們完全沒接觸過這個軟體，首次上課老師幾乎

是直接切入主題，有點震憾，但也充份了解之後課

程大概走向。現在力推環保、無紙化，電子書也日

漸重要；我們從如何建立主頁一直到建立一本書

冊，從如何更改一句樣式至如何一鍵套用至整頁，

老師有問必答的態度讓我們更是積極的學習。

在學習ind e s i g n的同時，有時也會學習到

photoshop及illustrator；這對我們而言依舊陌生，記

得最有興趣的，就是老師教「去背」這項課程時，

去背再合成，將同一組人物套用在不同的場景裡讓

我們覺得很有趣。在沙漠中行走的隊旅，滑鼠一

動，就換在大草原上了。到了期末交作業，成果一

做出來雖然十分粗糙，但還是很有成就感，畢竟是

從零開始！十分感謝公會這次給我們這麼棒的充電

計劃！希望日後還能有機會再次參予更多的進修課

程，將來如果有機會，一定會從事相關繪圖排版的

工作學以致用。

活到老，學到老
承亞興企業有限公司　江宏哲

上課場景

理事長頒發結業證書予江宏哲先生

開訓典禮與全體學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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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新世代菁英團隊成立大會
－台灣印刷產業的未來新希望－

理事長　陳景浪

本會印刷新世代菁英團隊於12月13日（星期

四）下午在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30號公務人力發展

中心福華文教會館舉行成立大會，大會開始由本人

致開會詞。首先說明，成立印刷新世代菁英團隊的

由來，是在去年4月本人接任理事長之職，即思考如

何運用公會平台，結合業界，帶領業界走出台灣內

需市場，而能向海外開拓國際市場，來服務會員，

以及促進產業的發展，以實踐達成當選理事長之職

的抱負與使命感。

然而二、三十年來業界雖然體認到必需發展開

拓外銷市場，但雖經印刷先進前輩領導者的呼籲，

然成效有限。主要原因在於業界經營者大都以生產

技術導向，致力如何提高生產效率，降低成本，提

高品質，以增強其價格競爭力，而對於如何以國際

行銷經營手法，爭取海外印刷業務，以及欠缺英語

語言溝通能力等，故雖有心卻力不逮，始終無法開

展出印刷外銷之途徑。

而我發現許多業界先進的子女，已陸續在他們

自有的公司任職工作，而這群子女均受完整良好專

科大學以上之教育，甚至不乏出國留學深造者。此

二世代普遍具有國際觀，接受數位資訊相關的體

驗，且均具一定語言能力，是上一代經營者從事國

際行銷業務所欠缺的能力。另有鑑於科技發達，電

腦普及，網路盛行，整個經營環境與二、三十前

已不可言喻。面對數位時代的到來，印刷產業勢必

面臨巨大的蛻變，始能繼續存活與茁壯。而直覺印

刷二世代若能透過有系統性、計劃性、長期性的培

育活動，應可勝任印刷產業發展外銷業務之任務。

故自去年九月間開始，即陸續訪談有在參與經營的

業界二世代成員，闡述成立印刷菁英種子團隊的願

景與目的，以取得他們的瞭解與認同，最後結合了

十七、八位的二世代成員，並在印刷技術研究中心

鼎力協助轉導之下，於今年二月間，開始啟動印刷

二世代的活動，由於這項活動對於產業的發展深具

意義，公會理監事們認為應該在公會理監事

會體系下，擴大廣邀業界青年創業者及

年青接班人加入，以加大其效益。

遂於九月間，第十次理監事會

議中決議成立「印刷新世代

菁英團隊」，以原「印刷

二世代菁英團隊」為班

底，再發函會員業界，

廣邀具四十歲以下年青

接班人及青年創業者，登

記加入。最後終於擇期於今

日，舉辦成立大會，重新再出

發。
成立大會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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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專論	 	印刷新世代菁英團隊成立大會

菁英團隊成立後，第一個要帶領年青接班人

走出台灣，面向海外的活動，就是訂於102年1月

9~13日五天四夜的新加坡參觀交流暨觀摩學習訪問

活動。此活動經由新加坡印刷與媒體公會的協助安

排。主要目的希望向印刷外銷成效很有亮點的新加

坡印刷業界觀摩學習。第二個活動就是參展明年4月

底在香港舉辦的印刷包裝展，希望能帶領年青接班

人，透過參展，面對國際潛在客戶，而能學習開拓

海外國際市場的能力。

今年4月26日~29日在香港舉辦印刷包裝展及禮

贈品展時，就由印研中心組團參觀，人數達30多

名，而印刷二世代成員也有十餘位參加。而在去之

前的4月19日~22日在台北世貿一館也舉辦台灣國際

禮品暨文具展，一方面讓未能去香港的成員也有觀

摩學習機會，一方面讓能去香港的成員有所參考比

較，也由印研中心鐘旭東經理帶領印刷二世代成員

到台北展場指導參觀重點與要領。當時就已向印刷

二世代成員宣佈，要帶領大家參加明年香港印刷包

裝展，將帶領台灣年青接班人學習開拓海外業務市

場。所以現在成立印刷新世代精英團隊，明年4月底

參展香港印刷包裝展，是我們重要的活動之一。另

外將陸續安排下列之活動：

1.安排成員互訪之活動，讓成員之

間，瞭解各成員公司的優勢與專

長，以利未來共同合作

之基礎。

專題演講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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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舉辦成員之間的讀書會、研習會、研討會

等，讓成員共同學習，共同成長，來瞭解有關國際

貿易、海關稅務等之實務，或增強國貿與印刷專業

英文用語，以及探討如何共同聯合接單，成員之間

如何分工，如何分享利益之機制等等，期以相互結

合成－堅強營運團隊，以台灣的集體形象，共同攜

手一同邁向國際市場。這是我們成立印刷新世代菁

英團隊的期許與目標。

本次成立大會活動程序中，針對印刷新世代成

員，特別安排二場專題演講，首場由財團法人印刷

工業技術研究中心董事長陳政雄先生主講全球印刷

產業發展趨勢。希望新世代成員在各自工作職務上

埋頭苦幹之際，努力工作之餘能夠宏觀了解，印刷

產業在整個全球發展的趨勢與變化，對於所繼承企

業的長期發展，能夠有所因應的認知。

諸如要體認市場、科技、人才和商機是主導所

有產業的發展，西元2000年四大軟片製造業一切正

常，但到2006年數位相機普及，全球軟片銷售只剩

六分之一，軟片市場崩盤。CTP製版科技是印刷數

位科技中繼站，CTF製版已消滅了，往後無版列印

才是發展主流。印刷若只用原來網路科技不再往雲

端科技發展，是無法在傳媒市場上取得棲身之地。

包裝印刷仍會成長，工業裝飾印刷也有很好的前瞻

性，防偽精緻化及環保訴求。

人才是一切事業的根本，不只是引進新科技，

更要有人把設備材料發揮極致，在市場上力求突破

和發展，敏銳看出客戶需求，把好東西賣出好價錢

的人才。企業的文化是由人所構成的，誠信、創

新、努力，凡是以總體利益做考量，而不是狹隘個

人主義，公司才能圓融運轉，朝向成功方向發展。

第二場由中華印刷科技學會副理事長葉振壁先

生，主講新世代印刷人對未來印刷產業扮演角色。

期許印刷新世代成員在承續上一代的企業發展中，

要能夠開創新的商業營運模式，掌握永續發展的環

印刷新世代菁英團隊成員名單

次 序 姓　名 所　屬　公　司

1 黃俊凱 盛康企業有限公司

2 邱顯鈞 欣光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3 殷鴻逸 布萊特數碼科技有限公司

4 賴俊宇 綜美實業(股)公司

5 許造元 科藝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6 徐煒昀 尚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 王應齡 群富印刷有限公司

8 賴俊東 綜美實業(股)公司

9 陳怡穎 光隆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10 徐季業 加斌有限公司

11 徐偉迪 邦迪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12 陳芃源 上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3 范承泰 晶彩股份有限公司

14 范禹晨 晶彩股份有限公司

15 吳柏興 國振社企業有限公司

16 林建州 科樂印刷事業(股)公司

次 序 姓　名 所　屬　公　司

17 陳彥廷 合達包裝有限公司

18 陳依青 合達包裝有限公司

19 陳伶虹 合達包裝有限公司

20 李孟謙 西北影像股份有限公司

21 張雁翔 欣僑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22 葉禮瑞 經典數位印刷有限公司

23 黃國峻 肯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4 王冠婷 巨川資訊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5 黃癸陵 啟耀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26 邱文佳 長霖彩藝有限公司

27 林雨璇 長霖彩藝有限公司

28 任俊宇 利豪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29 林韋廷 長達印刷有限公司

30 葉松軒 中益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31 謝宗佑 大堡資訊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32 林俊男 科樂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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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與綠色印刷的趨勢及企業轉型中經營策略的做

法。諸如組織一個好的團隊，有好的管理機制，掌

握有價值的目標市場，集中公司的資源來發展有價

值的目標客戶與產品。由印刷品提供者轉型到市場

服務提供者，服務是維繫長期客戶關係重要的因

素，很多新的業務與商業模式都來自於服務的觀

念。

而與會貴賓中國印刷學會理事長王祿旺先生，

亦致辭期勉印刷新世代成員要致力於網路科技的運

用，該學會訂於2013年1月4日下午將舉辦一場“印

刷業網路行銷20招”之演講會，歡迎成員踴躍參

加。

王理事長並表示他長期與大陸印刷業界與學界

亦建立友好關係，願來促成台灣印刷新世代成員與

大陸印刷新世代，進行交流互動，期能將兩岸的印

刷新世代連結起來。能為台灣的印刷產業延伸到對

岸，起一定的作用。

中場休息後，接著的活動為印刷新世代菁英團

隊成員的自我介紹。目前總共登記成員為32名（見

成員名單），除了一名屬於年青創業者，其餘偕為

年青接班人，每位成員自我介紹的內容概要為所屬

公司的介紹及主要業務內容及主要設備內容，出生

年月，大學以上之學歷，學校畢業或服兵役後之工

作經歷，及對目前工作感想或對公司的未來發展的

看法。相互的自我介紹，讓有的第一次才見面認識

的成員之間有初步的認識與了解，可做為往後相互

互動，共同學習、成長、合作的基礎。

最後的程序為印刷新舊世代的交流座談，由座

談當中也點出了，新舊世代對於公司經營的看法，

存在了一些代溝的現象。由於年青接班人與上一代

的父執輩成長的時空背景的不一樣，對於承續接棒

企業的未來發展及經營處理的模式，有不同的見

解。經與會印研中心陳政雄董事長現場解說，認為

在公司可承受範圍內，應該讓年青接班人去嚐試他

們認為的方式，縱然會發生錯誤，也可以從錯誤中

學習，而得以成長。整個活動延長到下午五點圓滿

結束，期盼印刷新世代菁英團隊的成立，將帶來台

灣印刷產業未來發展的新希望。

	活動專論	 	印刷新世代菁英團隊成立大會

全體與會人員合照



18

辰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辰葳印刷引領同業並轉化致力綠色

經濟發展

辰葳印刷創立於1987年於台北士林，創立初期

專門服務國際級大飯店及主題餐廳之特殊印刷設計

規劃及製作生產。1990年起開始發展鎖定國際連鎖

品牌做特殊包裝及店頭陳列規劃設計、製作生產至

今。多年來領導著3D紙製陳列架產業，不斷地技術

創新，從研發 - 規劃 - 設計 - 生產引領台灣印刷市

場之另一塊領域。今年辰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更榮

獲台灣區2012金印獎複合印刷類三個作品，奪得

金、銀、銅牌。

辰葳印刷為印刷產業前瞻者之一，不斷探究台

灣印刷更多的發展機會，三年前領先同業引入環保

創新綠紙板，同時，辰葳印刷更進一步深耕並活化

綠色新思維的創新應用，於2009年創立奧亞數位

文創有限公司，透過文化創意軟實力及數位科技結

合，期許開創印刷產業創價新局面。

奧亞數位文創－綠色　人文　藝術 

美學生活的社會企業

奧亞數位文創致力於美學生活的推廣，認同

「綠色」是一種生活態度，更是一種「善」的表

現。因此，奧亞以此綠色態度為基底，將台灣深厚

的人文、藝術底蘊融入，以文化滋養生活、以藝術

培養美學、以環保守護環境，成就對於環境友善卻

又不失文化感動的美學元素。期許將來，環保、文

化、創新能成為生活態度中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

落實美學生活的實踐。

奧亞數位文創基於對環境友善的信念，引進

100%可回收且經歐盟FSC認證的環保綠能紙木板

「Re-Board」，推出「Green Circle的3R& 3C」綠色

理念，透過奧亞的「創新、整合、行銷」的核心能

力，除了落實文創的應用與推廣，更能開創並引領

綠色美學經濟。

環保綠能紙木板創新應用，跨入文創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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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展場的創新應用，帶動會展產

業的綠色新趨勢

奧 亞 所 引 進 的 環 保 多 功 能 紙 木 板 「 R e -

Board」，具有堅固耐重、防潑水、可阻燃、輕盈

易組裝之特性，相較於一般MDF板，紙木板較其輕

1/5，此外，紙木板具專利的三明治式夾層設計，其

每平方公分可承受70kg，耐重度可比擬MDF板或塑

板，提供現有展示陳列上更多元的應用。

奧亞數位文創致力於推廣綠色理念，提出「綠

色展場Green Circle-3R & 3C」的整體概念，所謂3R

即指：Reuse、Reduce、Recycle，從概念發想、材

質規劃、設計解構、生產製作、運輸物流、現場施

工、拆解倉儲，全程落實「綠色」的作業標準。

除了透過生產過程的優化，更進一步融合

3C(Construction、Creativity、Content)的多元理念。

突破現有木工現場施工，及用完即破壞丟棄之困

境，運用創新綠色紙板作為主要建材，搭建以卡榫

的結構成型，提供拆裝簡易並且可重覆多次使用的

優勢，攤平包裝方式也降低運送與倉儲成本。奧亞

「創新、整合、行銷」的核心能力，透過完整且精

緻豐富的視覺呈現，以主題情境式的氛圍營造來突

顯場館特色與創造感動，形塑企業品牌價值。

奧亞數位文創針對個別需求客製化視覺效果、

量身訂製少量多樣；客戶也可選擇模組化的既有產

品組合，彈性、快速、可循環搭配使用，以最少的

預算創造出最高效益。目前展場綠色模組商品已成

功研發達數30件，足以滿足與支持國內外參展者的

需求與展場的變化。

成功經驗　融合文化底蘊的綠色展
場，榮獲兩項大獎

2011年11月第4屆海峽兩岸創意(廈門)文化產業

博覽交易會，奧亞一口氣獲得「創意商品」銀獎與

	經營分享	 	環保綠能紙木板創新應用，跨入文創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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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展區」銅獎，引起參展廠商的矚目。以客家

藍染青花視覺結合中國古老的卡榫工法，並以綠色

創新紙板發展出的青花藍染套組桌椅，獲得大會評

審團一致的推薦與肯定；整個展區有別於其他木作

施工的碧麗堂皇與氣勢逼人的地方館，運用「台灣

花布」及「客家藍染」兩大台灣元素，營造出屬於

台灣專屬時尚的場展氛圍。奧亞整個展區以綠紙板

打造並以GreenCircle為主軸，融入道地的人文精神

與美學元素創造的情境，展現出深厚的文化底蘊與

創新展演概念。

綠色種子的培育與產學紮根

雖然Re-Board綠材質具有的特性，展現高度創

造力，但是社會大眾對它的瞭解卻不夠，為了讓紙

木板的嶄新概念加速普遍，奧亞數位文創成立產學

培訓中心，扮演播種、發揚、散播的角色，透過人

才培訓，讓學生認識綠材，從綠材中揮灑創意，再

透過展演、博覽會、設計比賽的方式嶄露頭角。

2012年5月圓滿落幕的「新一代設計展」中，

奧亞與長庚大學合作展現了綠色展場設計的未來概

念，獲得2012新一代設計展展場設計獎銅獎的肯

定。全場設計，以「醉了，intoxicate」的主題概

念貫穿全場氛圍，並以創新環保紙材建構出綠色空

間美學。外牆則透過片與片之間的高低與視角的漸

變，塑造出流動光影與層次感。簡潔的穿透力中，

堆積出空間感；質樸的原色，輔以暖色燈光的營

造。奧亞數位文創除了協助學生們展場設計的火花

能實踐，更將綠色理念推進新一代設計展，希望讓

未來設計新秀能相信與重視「對地球友善」的設計

力。

環保綠能紙木板，廣泛應用於商業展

場、藝文展演、零售百貨、櫥窗陳列

在歐美市場運用綠材質趨於成熟的此時,瑞典原

廠卻屢次驚豔於台灣奧亞對於綠材質的創意開發與

巧妙運用,給予極大的評價與鼓勵支持。除了在展

覽、零售百貨積極開拓通路之外，結合更多綠色可

能與實踐,並帶著文化創意元素走向國際, 呈現台灣

的軟實力是奧亞的目標與嚮往。

2011年舉行的「一期一會品荷賞」，以日式和



21

	經營分享	 	環保綠能紙木板創新應用，跨入文創產業

風花園的情境空間進行展演，希望把生活週邊有關

美的感受，落實為生活的應用，特別的是結合數位

科技及自然荷花意念的與轉換，讓生活美學隨處可

見。

2012台北國際禮品暨文具展，以金門文化底蘊

為主軸，結合在地記憶與綠色新創意，產製具有魅

力的金門文化特色商品，現場更營造獨特文化氛圍

的情境深植金門人文精神，用創意與文化發聲，傳

述在地的感動與內涵。

建一只綠色原民紙部落＿原民風味館

位於北美館旁花博公園內的「原民風味館」，

目前由奧亞承攬經營，創建台北最大原住民文化體

驗館，提供全台原住民族產業交流平台，帶動原鄉

部落觀光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整個館內的設計概

念取自原住民對大地的保護與景仰的環保、自然態

度，全館使用可承重、百分之百回收的綠色環保特

殊紙木板，以「綠色紙部落」的概念為主軸，除了

具體呈現原民對大自然的友善珍惜態度外，更傳遞

了原民文化的特色與底蘊。包含在織品區打造紡織

工坊、農特產品區建蓋出一座部落廚房、音樂出版

品區形塑出石板屋，體現部落裡各個生活場域。結

合外部綠建築、內部環保建材，以綠色的概念，展

現出部落大自然的感覺。

設計&數位技術　貼近人性的感動

奧亞魏潔文總經理說：「數位是未來生活中日

趨重要的呈現與體驗模式，技術當然是競爭之本，

但成功關鍵在於人性化需求的創造。綠色環保是絕

對需要且實踐的趨勢，它所代表的意義除了對環境

友善或永續生命，還有貼近人性的感動創造。當會

展產業談論著綠色展場、數位展示，還是都要回歸

以人為本的體驗思維，這是我們對自己的更深層期

待與要求，也是希望傳達給客戶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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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印刷業發展的熱點與機遇
中國印刷科學研究所所長　陳彥（中華印刷科技學會整理）

中 國 印 刷 科 學 技 術 研 究 所 陳 彥 所 長 ， 在

TIGAX12以『中國印刷業發展的熱點與機遇』發表

產業趨勢看法，她提到面對國際經濟複雜多變，中

國印刷業還是逆勢而上、蓬勃發展的，中國現在是

世界第三大印刷市場，2011年產值達8677億元人

民幣，對外加工貿易額達680億元，2006到2010

年的印刷年均增長率19.3%，遠高於國民生產總值

(GDP)11.2%的成長;而印刷產業結構也逐步往合理優

化走，包括向品質提升、向效益增長、向科技進步

轉變，並進行內部整合、外部購併重組，政府對優

質印刷企業的扶持力度也加大，珠三角、長三角、

環渤海、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印刷產業集聚群完成佈

局，並逐步優化；印刷產業園區與基地建設在中國

方興未艾，以園區為引擎的產業集群帶來規模經濟

效應，加強了企業之間的合作共贏，促進了企業間

技術、管理、經驗、制度上的交流，有助於區域品

牌的形成，拉升了中國印刷業的整體發展水準。

數字與技術是中國印刷業兩大技術熱點，在中

國市場CTP的應用已經是公認的成熟產品，人們已

經進入言必稱數字印刷的時代，數位印刷與印刷數

位化工程專案納入“十二五”期間重點工作。截至

2011年7月，中國生產型數碼印刷機的裝機量達到

3,298台，近五年來的數碼印刷設備的裝機量年均

增長率都在30%以上，2011年起包括江蘇鳳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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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動向	 	中國印刷業發展的熱點與機遇

傳媒集團、中編印務有限公司及虎彩集團都安裝了

噴墨全連線數位按需印刷生產系統(Prosper1000 及

T300等)，噴墨加膠印將促進數位元印刷加速發展，

按需出版印刷(POD)、影像印(Photobook)、帳單行銷

(Transpromo)與個性化直郵印刷(VDP)是數字印刷最

熱門的幾個市場應用方向；

綠色印刷的推動也會帶來另一發展的春天， 

2011年是中國的綠色印刷元年，政府陸續制定綠色

印刷規範，如環境標誌產品技術要求印刷，新聞出

版業“十二五”時期發展規劃，關於中小學教科書

實施綠色印刷的通知等，共有103家印刷企業通過了

綠色印刷環境標誌產品認證，政府採購項目向綠色

印刷企業傾斜，綠色印刷範圍將從教科書拓展到食

品、藥品包裝印刷等，鼓舞印刷業者綠色環保的自

主意識也在不斷覺醒，也推動了柔印技術在中國的

發展，也符合海外客戶對綠色刷品的要求。

針對中國印刷產業發展的新境遇，陳彥所長提

到包裝印刷是被寄予厚望的成熟市場，由於國內消

費需求不斷增長，會帶動包裝印刷的增長，2010

年產值為1980億人民幣，年增長為13.2%，未來中

國包裝印刷業將向著產品科技含量高、功能方便快

捷、材料綠色環保的方向穩步前行，其向高技術、

國際化、環保化發展的趨勢將愈加明顯。

網路印刷(W2P)也是大家關切的焦點，中國淘

寶網一年的印刷業務量達到28億元，加上其他網站

的網路印刷一年總產值超過400億元，網路印刷正

以每年超過200%的速度遞增，預計2012年底網路

印刷的產值占比將達到8%。美國的網路印刷占在商

業印刷總收入的比例將從2009年的15%增加到2014

年的30%，各種網路印刷平臺中，名片、廣告宣傳

單頁、產品名冊、請柬等商業印刷活件都是主打產

品，除了商業印刷，數位影像印刷也獲得快速的發

展， 2000年美國市場僅5億美元，2008年已成長至

148億美元，估計到2014年可達160億美元，但網路

印刷的發展也需要更多先進技術的開發和創新。

印刷電子則是全新的市場與生意，就是通過印

刷的方式，將功能材料以油墨的形式印刷到承印物

上，形成導電的線路。採用印刷電子技術，可以印

製光伏電池、RFID天線、終端顯示器、軟體盤……

這個市場的空間可以無限想像。2011年全國印刷

電子產業技術創新聯盟成立，蘇州納格光電科技有

限公司，開發出透明導電膜產品，應用於手機及互

動電視中的觸摸顯示幕，北京中科納新印刷技術有

限公司，開發納米材料RFID印刷天線製作技術，天

津長榮印刷設備股份有限公司引進國外技術，啟動

了紙電池研發生產項目。印刷電子的發展，拓寬了

“印刷”的範疇，豐富了印刷品的功能。珠三角、

長三角地區有不少優質印企展開了RFID、PCB（印

刷電路板）製造等專案的探索。

陳彥所長的結論是印刷複製業是國家將重點推

進的九大文化產業之一，文化創意也是印刷轉型升

級的推手，是潛力巨大的綠色產業，是世界公認的

朝陽產業，將成為中國經濟新的經濟增長點，印刷

行業，正在憑藉文化、創意、科技的力量改變舊方

式，全面提升著中國印刷行業的核心競爭力，傳統

印品被植入文化創意元素，將煥發新生機，全面提

升著中國印刷行業的核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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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業走向標準化已經是必然之路，尤其是G7近年需求漸大，目前大中華區G7認可企業已超過140家，

遍佈全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台灣。為了令同業對各認證有進一步的了解，特別為讀者一次過介紹不同的認

證。

香港印刷業商會轄下之印刷科技研究中心(APTEC) 自2007年7月起成為IDEAlliance大中華區獨家地區代

表，推動G7認證及印刷標準化，以及是大中華區唯一簽發G7認可企業證書的機構；於2012年9月，APTEC亦與

美國享負盛名的美國羅徹斯特理工學院（RIT）大學簽定合作協議，成為其大中華區獨家地區的合作伙伴，推

動由該校發展的Printing Standards Audit（PSA）認證。

G7是由美國IDEAlliance發展出來，“G”代表灰色，“7”是代表國際標準協會 (ISO) 所定的七種基本墨色(C M 

Y K R G B)，並非GRACoL 7。G7可應用於不同的印刷方法和打稿，是一種校正方法，不是標準，是品質控制的

方法，利用灰平衡 (gray balance)作為校正的基礎，是結合印刷數據化 (print-by-number) 及目測的應用。

使用G7可以更快、更有效地達到ISO 12647、GRACoL等標準，也令到校機時間縮短，效率得以提高。企

業可以考取成為G7認可企業（G7 Master），以證明企業懂得使用G7校正方法。

G7認可企業 (G7 Master) 認證須知

無論考取何種證書，最重要是印刷機和器材的穩定性，考取G7認可企業也是一樣。

現時大中華區所有柯式印刷及印前企業考獲的G7認可企業，均屬於G7 Targeted或G7 

ColorSpace級別。G7認可企業資格為期一年，必須每年重新認證。

G7 Targeted達標要求（可使用ISO或非ISO標準紙）

要考獲此級別，必須達到中性灰的要求（量度兩個P2P），同時印張左右要平均，

CMYK和RGB也必須達標。建議企業考證時使用ISO 2846之油墨，或CMYK墨色達ISO12647之要求；而紙張方

面，可選擇使用ISO或非ISO標準紙，如企業使用非ISO標準紙，則可運用「隨紙白修改目標值概念(substrate-

corrected aims）」，就是目標值隨紙白而變，企業可使用APTEC所提供的運算工具，重新計算印刷目標值，假

如印張達到要求，企業就可以取得G7 Targeted-Relative的資格。企業亦可選使用ISO標準紙張考證，如果印張達

標，企業可以取得G7 Targeted的資格。

G7 Colorspace達標要求（必須使用ISO標準紙）

印前公司（例如製版或提供數碼打稿服務的企業）則考取G7 Colorspace，或柯式印刷企業亦可選擇考核此

級別。企業要考獲此級別，必須使用ISO標準紙張；同時，除了達到上述G7 Targeted的要求外，IT8.7/4整個數

據庫也必須達到達標要求。

印刷標準化認證知多少
香港印刷科技研究中心　提供

G7認證各級別的達標要求一覽：

達標要求

G7認可企業級別

G7 Targeted

(柯式印刷企業)

G7 Colorspace

(柯式印刷企業) (打稿企業)

印張平均性要求 √ √ √
P2P內中性灰要求 √ √ √
P2P內CMYKRGB要求 √ √ √
IT8.7/4整個數據庫要求 √ √

G7 認證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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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動向	 	印刷標準化認證知多少

在台灣，已有G7認可專家協助企業考取G7認證 (可瀏覽www.idealliance-china.org查閱G7專家名單)，專

家會提供實地培訓及審核。無論是透過哪一位專家，專家必須將印張提交至APTEC進行最後核實，如果認

證合格，APTEC將會簽發「G7認可企業(G7 Master)」證書，企業資料將會上載至www.idealliance.org及www.

idealliance-china.org，在IDEAlliance-China網站上，會列明每間G7認可企業的級別。

G7 PC認可企業是G7認可企業的「進階版」，亦是由IDEAlliance發展出來。PC是

“Process Control”的簡寫，代表持續流程控制概念，並將G7應用在日常生產流程中，從

而提升生產質素，亦作為考取PSA或PSO的基礎。要考取G7 PC認可企業，必須進行為期四

季的評估，具體要求如下：

第一季：

1. 印張達到G7 Targeted或G7 ColourSpace要求；

2. 數碼打稿達到G7 ColourSpace要求；

3. 通過G7 PC認可專家實地的生產流程評估；

4.  提交所有有關的標準操作守則（SOP,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第二至第四季：

每季提交平日生產的印張，印張上必須加上控制色帶，現有的G7認可企業，可申請升級為G7 PC認可企業；而

尚未獲得G7認可資格的企業，也可直接申請考取成為G7 PC認可企業。G7 PC認可企業資格為期一年，必須每

年重新認證。

APTEC代表已取得G7 PC認可專家資格，可以為企業進行培訓。

 

PSA全名為Printing Standards Audit，是由RIT發展出來的一個認證項

目，剛於今年九月引入大中華區。PSA是透過公正及客觀的認證程序，重

點是審核印刷企業能否根據顏色數據庫(characterization dataset)而印刷及製

作打稿，並審核由印前至印刷的流程。申請認證的企業可選擇GRACoL 或 

SWOP 為目標值。如果印刷企業選擇GRACoL (SWOP)，並成功通過PSA認證，將會取得 “PSA Certification to 

CGATS TR006 (TR003, TR005) Dataset according to CGATS TR016” 的資格；如果該企業同時為G7認可企業 

(G7 Master)，將會取得由IDEAlliance頒發的 “G7 GRACoL (SWOP) Certified” 資格。取得PSA認可資格，印刷

企業可以展示他們能夠掌握標準化的應用。PSA有效期為兩年，但需要進行中期審核。

根據PSA的規定，PSA顧問／培訓員和PSA審核員的角色必須分開，只有從事印刷教育機構之人士方能成為

PSA審核員，並且不能與申請之印刷企業有任何商業關係。審核員的角色是於PSA考核當日進行實地審核，並

撰寫審核報告，最終印張量度、分析及證書頒發，則是RIT的工作。

G7 PC認證計劃

PSA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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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審核員完成一天的實地審核，申請的公司必須將印張寄往RIT進行量度，RIT將會就以下的範疇作評估。

_  PDF檔案處理：檢視PDF檔內的總油墨量處理及色彩管理／轉換的處理。

_    打稿的達標：是根據ISO 12647-7，包括打稿紙張顏色、CMYK實地的偏差寬容度 (即是與目標值之最大差

別)、印張均勻度、階調增值、中灰、IT8.7/4及IDEAlliance 控制色帶顏色要求。

_  印前及CTP製版的審核：包括製作流程、版材品質控制、版材處理及維護、RIP設定等。

_   印張達標：將會從多方面的檢視，包括偏差寬容度 (即校準後印張 (OK 印張) 與目標值之最大差別，檢查包

括IT8.7/4、CMYK實地、50%CMYK和中灰)、變化寬容度 (即印品與OK 印張之最大差別，檢視包括CMYK實

地、50%CMYK和中灰)、印張均勻度 (IT8.7/4)。PSA重點必須使用ISO 2846-1標準油墨，可使用ISO TS10128

內所列明的其中一種校正方法 (即階調增值、灰平衡或色彩管理Device-link)，目標值亦可根據GRACoL或

SWOP再隨紙白而重新計算。

_   在印張評估上，PSA的分數計算方法是基於偏差寬容度、變化寬容度和印張均勻度而計算，每部份有不同的

比重及級別(Level A、B、C)，然後計算總分數。

APTEC代表已取得認可的PSA顧問 (PSA Consultant)資格，可以為企業進行培訓及提供顧問服務。全球第一間

PSA認可企業－鴻興印刷(中國)有限公司，都是由APTEC提供培訓。

PSO全名為Process Standard Offset，是一項認證計劃，是由

Germany´s Printing and Regional Printing and Media Industries 

Federation (bvdm) 組織發展出來，並由德國Fogra及瑞士Ugra執行

認證。PSO跟PSA相類似，都是審核由印前至印刷的整個流程，

但最大的分別在於PSO以ISO 12647為標準。而Fogra PSO及Ugra 

PSO考核內容大致相同，不同的是Ugra PSO需要審核公司架構及文件，即需要符合ISO 9000。

現時全球分別有380間企業取得Fogra PSO資格及94間取得Ugra PSO資格。PSO有效期為兩年，但需要進行

中期審核。

PSA相關之標準文件

工作流程 目標 寬容度 相關之標準

PDF檔案處理 

(Data Reception)
ISO 15930 PDF 不適用

ISO 12647-2 Data Delivery 

(4.2.1)

打稿 

(Proofing)
ISO 12647-7 Proofing ISO 12647-7

ISO TS 10128 (Calibration)

ISO 2846-1 (Ink)

ISO 13655 (Measurement)
印刷機校正及印張達標

(Press  Cal ib ra t ion  & P roduc t 

Conformance)

TR003 (SWOP) CGATS TR016

TR005 (SWOP) CGATS TR016

TR006 (GRACoL) CGATS TR016

PSO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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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動向	 	印刷標準化認證知多少

企業要考取Fogra PSO，可以選擇Prepress、Press或同時考取Prepress和Press，培訓及認證是由認可的Fogra 

PSO Partner進行，印張則由Fogra及vdm一併檢查和量度，如果合格，Fogra及vdm將會一同發出證書，該企業將

會榮獲為 “Certified Printing Company According to ISO 12647 – PSO”。APTEC代表亦取得Fogra PSO Partner

資格，可以為企業進行培訓及審核。

至於Ugra PSO，培訓由Ugra PSO專家進行，認證則必須由Ugra 派員實地審核，印張亦是由Ugra量度，如果

合格，Ugra將會發出Ugra PSO認可企業證書。

不同認證的一覽圖表

 

總結

現時在大中華區內，仍然以G7最為流行，取得G7認可企業的數目是最多，因成本較為低，是踏入印刷標

準化的第一步。不過無論是哪一項認證，考證的真正意義是提升企業生產力，而不應該只為證書而考證。

PSO所核實之範疇：

核實之範疇 相關之標準 Fogra PSO Ugra PSO

公司架構及文件處理
Organisation & Documentation

ISO 9000 n/a √

檔案處理
Data reception

ISO 15930 √ √

色彩管理
Color management

ISO15076 √ √

螢幕
Display

ISO 12646 √ √

打稿
Proof

ISO 12647-7 √ √

印刷
Print

ISO 12647-2 √ √

油墨
Ink

ISO 2846 √ √

標準觀色環境
Standard Illumination

ISO 366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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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 報 導

101年度教育獎學金芳名錄

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101年度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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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彩股份有限公司 李藍紅 周郁庭 87.44 88.59 88.015 1 大專

震大打字印刷有限公司 林明聰 林育如 85.93 89.97 87.95 2 大專

湯承科技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林淑卿 林詩涵 86.11 85.78 85.945 3 大專

啟文企業有限公司 葉秀卉 謝宛儒 85 86.33 85.665 4 大專

名格文化印刷設計事業有限公司 林銘鋒 林重佑 GPA3.87 GPA4.05 >85 5 大專

高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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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閎大商行 林瑞昌 林筱晴 92.68 95.81 94.245 1 高中

文章印刷品有限公司 林文彬 林怡慧 91.82 92.51 92.165 2 高中

力久印刷攝影有限公司 簡岳田 簡維廷 82.7 81 81.85 3 高中

煜峰彩色印刷事業(股) 曾鳳珍 郭明彥 82.4 80.8 81.6 4 高中

大安高工清寒優良獎助學金芳名錄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智　育 備　註

圖傳三乙 9908228 林郁璋 88.9

圖傳二甲 0008103 吳　優 83.3

圖傳三乙 9908205 巫雨芯 77.9

圖傳三甲  996011 陳怡安 77 進修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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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務報導	 	各項會務報導

湖南長沙市印刷行業協會於TIGAX 12展會期間與本會續述情誼

長沙市印刷行業協會一行在該會會長高金海帶

領下，於101年10月18日下午TIGAX 12展會期間在

Kodak台灣區總代理華旭實業有限公司安排下，與本

本會理監事代表們與長沙市印刷行業協會參訪代表於會場合影長沙市印刷行業協會致贈本會花開富貴湘繡乙幅

會理事長陳景浪暨理監事代表們假該公司展區續述

情誼，並互贈紀念禮物。

本會會員大誠設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接受表揚

本會會員百美紙品有限公司（右一）接受表揚時與同梯次受獎者合影

台北市商業會優良商號表揚

台北市商業會為加強推行商業道德及商場禮貌

運動，特舉辦優良商號選拔，101年度優良商號選拔

業經本會理監事會通過，推薦「大誠設計印刷股份

有限公司」、「百美紙品有限公司」等二家會員公

司，並由台北市商業會評審委員會通過獲選，於101

年10月30日下午在國軍英雄館舉行之台北市商業會

慶祝第66屆商人節暨表揚大會中獲頒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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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之印刷產業解決方案暨從色彩管理技術談印刷多元經營研討會

與會嘉賓與本會理監事代表合影

研討會場景

理事長陳景浪致詞

本會於101年10月25日下午假台灣金融研訓院

502室（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62號）舉辦之「Adobe

之印刷產業解決方案暨從色彩管理技術談印刷多元

經營研討會」，旨為協助會員同業們了解Adobe工具

軟體在印刷產業上的幫助，也宣導軟體使用的正確

方式，同時讓會員們能夠在軟體升級和採購上享有

更佳之優惠及保障。亦針對印刷產業最重要的色彩

管理一環，敦請崑山科技大學熊亮原教授以其產學

上豐富之經歷，論述從色彩管理技術談印刷業如何

多元化經營，以期對會員同業們有所助益。

會後摸彩

報到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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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務報導	 	各項會務報導

101年度大崙尾山登山健行暨摸彩會員自強活動

本會101年度大崙尾山登山健行暨摸彩會員自

強活動於101年11月17日上午舉辦完成，活動當日

雖天候不佳，風雨中，近兩百名與會會員們仍興致

盎然，且更拉近了彼此之情誼，理事長於摸彩前，

向與會會員致詞時表示「雖然天公不作美，但每位

參與會員可謂精神可嘉，今天大家的參與，代表著

對公會的活動給予熱烈的支持，再次代表公會，

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而此次活動，由聯誼委員

會主任委員邱仕樟常務理事負責，經過其精心的規

劃與執行，整個健行路線，帶領我們走入山林、走

入自然，而路線又帶有點刺激性，相信大家一路走

過來，必能有所回味，難以忘懷。且今天摸彩活動

的獎項，必定能讓大家有中獎率高，更有讓人心動

之獎額的感受」，活動在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圓滿完

成。

報到場景

摸彩活動現場

理事長致詞 理事長摸彩中

頭獎由文祥印刷有限公司獲得 理事長獎由科藝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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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場景

光群子公司光鋒科技公司回贈觀摩參訪時科技應用合照成品乙幅

▲

績優廠商觀摩活動

本會鑒於本業經營環境艱鉅，但績優之業界廠家仍比比

皆是，為讓會員業界們廣泛汲取績優廠家之產業經營理念，

引領出新思維，並在一片紅海中開創藍海天地，於101年11月

21日（星期三）12:00~20:00舉辦績優廠商「光群雷射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觀摩活動，共計會員30名參加，與會者均對該

公司之經營理念及自本業技術延伸跨領域之契機與模式深感

獲益良多。

本會與會者合影，理事長陳景浪致贈公會紀念旗及會刊，由光群雷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陳皓凱代表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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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務報導	 	各項會務報導

參觀場景

本會第十六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民國101

年9月14日（星期五）下午6時假儷宴會館（台北市

林森北路413號）召開，會中審核通過了「101年

7、8月份收支對照表及資產負債表」、「宇田企業

有限公司等四家申請入會」、「陳清煌先生遞補本

會第十六屆理事」、「推薦大誠設計印刷股份有限

公司等三家會員參加台北市商業會101年度優良商號

選拔」、「舉辦本會101年度廠商觀摩暨會員自強

活動」、「籌辦台北印刷新世代菁英團隊」、「第

十六屆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議時間更動」、

「公會影印機老舊已漸不堪使用」、「各工作委員

會召開時是否比照理監事聯席會議出席規範」、

「召開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以加強會務運作」、

「公推薦提名常務理事林平和為會務副理事長及常

務理事游明耀為業務副理事長」等案。

第十六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第十六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場景

第十六屆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

與基隆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聯誼交流活動

本會第十六屆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民

國101年11月9日（星期五）午5時30分假儷宴會館

（台北市林森北路413號）召開，會中審核通過了

「101年9、10月份收支對照表及資產負債表」、

「台灣尚好禮文創股份有限公司等八家申請入

會」、「本審查本會101年度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

暨大安高工清寒優良獎助學金申請」、「廈門市印

刷行業協會擬與本會締結友好協會」、「新加坡印

刷與媒體同業公會竭誠歡迎本會組團前往參訪」、

「辦理CPR講座系列」、等案。會後並與基隆市印

刷商業同業公會舉行一年一度的兩會聯誼交流活

動。

本會會務顧問邱垂裕於餐敘聯誼時致贈101年度自強活動摸彩品六份。

第十六屆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場景

基隆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張金來致詞



34

第六屆台灣金印獎圓滿落幕

由經濟部工業局指導，台灣金印獎執行委員會

所舉辦之第六屆金印獎大賽，秉持著促進印刷業技

術與鼓勵文化創意之信念，透過比賽來提升整個產

業的共同升級。鼓勵台灣印刷、出版業能不斷產出

高品質與更具競爭力之印刷品，進而表彰國內印刷

產業的優秀印刷技術與品質肯定的最高榮譽。發揮

文化傳播及提昇各類印刷產業附加價值之功能，激

起印刷產業共襄盛舉的團結意志及追求優良品質的

榮譽感，一起為「Printed In Taiwan」的台灣印刷精

品王國的目標前進，讓台灣的印刷產業品質受到國

際肯定並佔有一席之地，獎勵突破與創新，提昇產

業國際競爭力，積極爭取外銷市場。

本次金印獎乃由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

業公會輪值主辦，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台灣

省印刷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中國印刷學會、社團

法人中華印刷科技學會、高雄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等協辦。在各公會理事長及執行委員與十二位專業

領域之評審委員們不辭辛勞共同選拔之結果，已於

10月8日假國際會議中心公佈得獎名次並完成頒獎

儀式，工業局副局長呂正華先生並蒞臨指導致詞嘉

勉。同時在頒獎典禮中亦頒發印刷貢獻成就獎予本

會榮譽理事長盧俊雄等業界耆老。此外，部份得獎

作品並於10月18日至21日假世貿一館Tigax機材展上

公開展覽。

本會會員得獎芳名錄

作 品 名 稱 獎 　 項 公 司 名 稱

1.		圖書印刷類

「故宮藏畫大系六」圖錄 第二名 四海電子彩色製版股份有限公司

施金輝－百幅觀音畫集 佳　作 秋雨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當代藝術館　不確定的真相－李暉畫冊 佳　作 采泥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精彩一百　國寶總動員 佳　作 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		雜誌印刷類

國家地理雜誌136期 佳　作 秋雨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4c.	廣告印刷類　月曆類

台灣龍年板彫蠟彩藝術月曆 第一名 晶彩股份有限公司

4d.	廣告印刷類　桌曆類

2012洪易藝術造型桌曆 佳　作 采泥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6b.	包裝印刷類　紙盒類

遠智證券　2011中秋節藝術禮盒 第三名 采泥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7c.	特殊印刷類　複合材料印製品類

露華濃超豐狂激濃膠原睫毛膏PS 第一名 辰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莉婕4月份CS端架 第二名 辰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戀愛魔鏡11月份壁上櫃－HS 第三名 辰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7d.	特殊印刷類　其他類

富春山居圖 佳　作 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8.		票券印刷類

古典小說郵票　水滸傳 佳　作 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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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嘉賓合影

本會與會代表合影

本會榮譽理事長盧俊雄獲頒印刷貢獻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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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PSA認證＿友會報導

香港印刷科技研究中心 (APTEC) 與美國羅徹斯特理工學院 (RIT) 

簽訂合作協議，成為RIT大中華區獨家地區代表，推動PSAsm認證

美國羅徹斯特理工學院 (RIT)及香港印刷業商

會屬下印刷科技研究中心（APTEC）攜手推廣印刷

標準化，APTEC成為RIT大中華區獨家地區的合作伙

伴，地區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和澳門，推動

由RIT發展的Printing Standards Audit（PSAsm）認

證。

這次APTEC與RIT合作，意義重大，為了隆重

其事，於2012年9月10日特別舉行簽約儀式，RIT的

Professor Robert Chung特別來香港，與APTEC管理委

員會何家鏗主席在香港印刷業商會會所簽定協議，

商會眾理監事見證了這個重要時刻。

PSAsm（Printing Standards Audit）是一個認證

項目，透過公正及客觀的認證程序，審核印刷企業

能否根據數據庫(characterization dataset)而印刷及製

作打稿。取得PSAsm認可資格，印刷企業可以展示

他們能夠掌握標準化的應用。

在商會眾理監事見證下，APTEC管理委員

會何家鏗主席(左)與RIT的Professor	 Robert	

Chung(右)簽定合作協議，APTEC成為其大中

華區獨家地區的合作伙伴，推動由該校發展的

Printing	Standards	Audit（PSAsm）認證。

TIGAX 12開幕剪綵

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第二十屆理監

事就職典禮。

此外本次TIGAX 12光是噴墨設備達到兩百多

部，足見台灣印刷產業將從有版印刷轉向無版列印

趨勢非常的清晰，但做為投資者的印刷及相關業

者，雖明白這一個轉變風潮，但如何使用這些數位

列印設備，形成有利基的市場模式，撥雲見日，找

到新的著力點，建立起成功的數位印刷營運模，方

是TIGAX 12予印刷業界值得深思之處。

第十四屆台北國際印刷機材展於十月十八日下

午兩點於世貿一館正式開幕。本次展覽係由台灣區

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主辦，包括立法院洪

秀柱副院長、工業局呂正華副局長皆蒞臨致詞剪綵

祝賀展會圓滿成功，揭開為期四天的展會序幕。

今年的TIGAX結合兩岸四地印刷業交流聯誼活

動，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澳門，還有菲律賓的印

刷團體皆共襄盛舉前來參加，使得交流活動格外熱

絡。十八日當天晚上並由主辦單位舉辦歡迎晚宴及

TIGAX 12開幕典禮場景

TIGAX 12台北國際印刷機材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