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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敦煌莫高窟是享譽全球的世界級文化

遺產，是中國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也是

世界上現存規模最為宏大、保存最為完好

的佛教藝術寶庫。莫高窟的壁畫彩繪為研究

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及生

產發展提供了大量實物素材，具有珍貴的研

究價值。但經過 1700多年的變化，受自然

風化及人為破壞等主客觀環境的影響，窟內

彩繪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模糊不清、起甲、

鹽酥等病害現象導致色彩蛻化。此類病害

現象造成了彩繪文物色彩資訊的嚴重流失，

隨著近些年來環境問題的加劇，該現象仍有

繼續惡化的發展趨勢，不僅直接影響文物

的觀賞，而且影響文物資訊的表達與獲取。

如不及時採取科學合理的保護修復措施 ,將

給國家和民族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在文物彩繪保護領域，我國文博工作

者目前主要是利用彩繪保護材料，對壁畫

表面的起翹、龜裂部分進行加固，從而達

到減緩病害惡化的目的。此種方法在彩繪文

物的病害治理方面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但往往在文物彩繪色彩資訊保護方面缺少

足夠的考慮。事實上，由於經驗探索模式的

局限性以及修復工作操作的不可逆性，此

類保護及修復始終存在著一定的風險，可

能帶來潛在的其他隱患。傳統方法過於考

慮保護性材料對彩繪材料某類屬性的修復，

而缺乏對複雜性文物病害治理的全面分析 , 

可能給修復後文物引入其他潛在的危害，

比如文物原始色彩資訊的丟失即為一項主

要問題。

　　近年來，作為傳統方式有效的補充與

拓展，數位化方式的發展為彩繪文物的保

護與修復提供了新的動力，也為文物彩繪

的保護與修復提供了良好的手段和可能。

隨著數位採集技術與數位再現技術的成熟，

其成像精度和色彩再現能力已經可以基本

滿足文物彩繪數位資訊傳播的需要，為了

記錄和保存文化遺產資訊，國內博物館及

歷史文化遺跡保護機構均採用高解析度掃

描器或大面陣高解析度掃描 CCD成像系統

對彩繪文物進行文物圖像數位化採集，來

獲取彩繪文物表面的空間及色彩資訊。

此種方法雖然可以獲得高解析度的文物表

面空間圖元資訊，但在彩繪文物真實色彩

資訊的記錄和再現方面具有明顯局限性， 

無法保證色彩資訊的真實性、客觀性以及

準確性。主要表現在：

1) 基於色度學理論的三通道 CCD獲取文

物表面顏色資訊的方法，其實質是彩繪

文物顏料在特定光照環境下，顏色反射

資訊與場景光源的光譜功率分佈資訊在

RGB成像設備三個色彩波段的積分值，

武漢大學印刷與包裝系主任　萬曉霞 教授

敦煌壁畫
彩色複製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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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不同光源條件下，傳統三通道方式對於同一物體往往採集到不同的 RGB 值

此種方法獲得的顏色色度資訊，是一組

由光源光譜功率分佈、光照均勻性、光

源顯色指數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圖像採

集設備回應值，該資料具有明顯的設備

相關性（見圖 1），並非文物客觀、真

實的色彩資訊。這表明：傳統 RBG資訊

無法對文物色彩資訊進行客觀、準確的

記錄與表達。

2) 在利用上述方法獲取的顏色 RGB資訊進

行色彩再現時（如印刷再現），實質上

利用的是同色異譜原理。因此，設備的

差異、光照環境的不同等會對顏色再現

結果產生影響，因而無法實現色彩資訊

的真實再現。這就造成了對於同一文物

色彩，不同相機在不同光照環境下所獲

得的 RGB值往往不同。因此，利用該種

回應根本無法建立彩繪顏料色彩與其物

質基礎之間準確的對應關係，從而無法

實現顏料真實色彩的反演與再現。

　　鑒於上述情況，以顏色形成的物質基

礎為依據，發展基於光譜反射率資訊的顏

色獲取與再現方法，是文物真實色彩記錄

與表達的重要途徑。基於光譜的文物彩繪

表面顏色獲取與再現，是指利用全波段光

譜圖像採集設備，獲取彩繪表面每一點的

可見光光譜反射率資訊，並進行光譜資料

的分析和保存；隨後將光譜高維色域空間

的顏色資訊映射到顯示設備及傳播介質的

低維顏色空間中，結合光源資訊，實現文

物壁畫各種情景下的顏色準確再現。其中，

最關鍵的是需要採用光譜資料來記錄和再

現壁畫的色彩資訊。

　　2012年，武漢大學印刷與包裝系的課

題組向國家提出了申請，並獲得了國家科

技部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支持，開始針對

敦煌壁畫的色彩獲取和再現開展研究。此

研究主要包括彩繪文物光譜顏色資訊採集、

光譜顏色空間色域映射、光譜顏色資訊再

現三個部分。

1. 彩繪文物顏色光譜資訊採集

 在文物表面顏色的光譜資料獲取方面，

國內外研究者相繼提出了多種方法，其

中，按照獲取顏色資訊光譜帶寬的不同，

可以分為窄帶方法與寬頻方法兩大類。

 在窄帶光譜獲取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當

屬歐盟資助的 VASARI(visual art system for 

archiving and retrieval of image)專案，該

專案研究人員將干涉濾色片與單色相機

組合進行光譜獲取實驗，對幾類典型文

物作品進行光譜資訊獲取，並取得了一

些進展。挪威及日本的學者採用液晶可

調諧濾色片 (LCTF)與單色相機進行組合

來獲取光譜資訊，也取得了具有一定精

度的光譜資訊獲取結果。在國內，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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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畫彩色複製研究概述

上述利用窄帶光譜進行文物顏色資訊獲

取方面的研究，相關報導較少。

 除窄帶光譜獲取方法以外，美國孟塞爾

顏色科學實驗室於幾年前提出了採用寬

頻吸收濾色片與彩色相機配合，獲取文

物表面顏色光譜資訊的方法。該方法採

用兩個吸收濾色片與彩色相機組合，進

而獲取六通道的顏色資訊；隨後，利用

光譜重建演算法反算文物表面的光譜資

訊，取得了較大進展，該方面目前已作

為主要的光譜資料獲取手段，成功應用

於華盛頓博物館、紐約藝術館等歐美多

家文物機構。2004年在法國盧浮宮，專

家們通過寬頻多光譜拍攝技術對達芬奇

名畫蒙娜麗莎進行了光譜數位化採集（見

圖 2）, 從繪畫技法、顏料成分、原始輪

廓等方面，對採集結果進行了分析與鑒

定，並取得了良好的結果。

 由此可見，相比於窄帶方式，寬頻光譜

獲取方式在文物光譜資訊獲取方面，往

往可以獲得更為理想的精度。武漢大學

的研究人員通過比較，選擇了利用高空

間解析度的仙娜數碼後背和寬頻吸收濾

色片配合，獲取多通道的文物表面顏色

光譜資訊。該方法需要研究多個吸收濾

色片與彩色相機的最佳組合。

2. 光譜顏色空間色域映射

 在獲取文物色彩的光譜反射率資訊後，

接下來需要解決的問題如何在不同設備

介質中實現真實色彩資訊客觀、準確的

再現與表達。由於呈色機理與自身物質

屬性的不同，不同顏色設備所能再現的

色域範圍各不相同，但都明顯小於可見

光譜的色域範圍。因此，如何減少文物

色彩資訊從可見光譜色域向設備光譜色

域映射過程中光譜資訊的損失，是文物

真實顏色再現過程中首要解決的問題。

目前，在色度學層面，有關人眼視覺顏

色空間與設備顏色空間之間色域匹配演

算法的研究成果已經相當成熟，但由於

人眼視覺色空間與文物色彩的物質基礎

並不存在直接的關聯性，此種方法無法

實現文物真實色彩資訊的再現與表達，

為此，必須建立基於光譜的色域映射流

▲ 圖 2 利用寬頻方法獲取的不同波段下蒙娜麗莎的光譜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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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然而，光譜資訊的高維性與視覺無

關性，極大的增加了色域映射流程建立

的複雜性。這對於研究組來說，具有很

大的挑戰。

3. 光譜顏色資訊再現

 目前，基於光譜的彩繪文物真實色彩再

現主要通過文物色彩虛擬修復再現、電

腦數位化展示再現與實體顏色介質類比

再現三種方式來實現。

 文物虛擬修復再現主要指利用基於光譜

的顏料組分預測方法，結合顏料的光學

特性與顏料的物質基礎方面的研究成果，

最終確定壁畫破損部分的真實色彩光譜

資訊，並進行相應的數位化虛擬方式的

修復。較為成功的例子是美國孟賽爾實

驗室的專家，通過計算實現對文物顏料

的選擇進行預測，並通過對修拉油畫名

作《大碗島的星期天下午》所用顏料光

譜資訊的獲取與分析，針對鋅黃顏料變

色導致的作品整體光澤度變暗的問題在

LAB顏色空間中進行了數位化修復，從而

再現出該文物作品當年的原始風貌。

▲ 圖 3 光譜顏色資訊資料獲取裝置

 電腦數位化展示再現指利用電腦資訊處

理技術，通過建立數位化設備光譜色域

中的文物顏色光譜資訊與設備控制資訊

之間的關聯性，在數位設備上對文物真

實顏色進行展示再現。如東京工業大學

研發的六基色顯示系統 ,其對同色異譜效

應的抑制效果明顯。此外，日本千葉大

學提出了一種針對平面油畫類作品的，

與視角和光照無關的數位保持技術，對

任意光源和觀察條件下的電腦虛擬圖像

進行了準確再現。目前，在國內尚未見

到相關領域的研究。

 實體顏色介質類比再現指在紙張、布料

等介質上通過多色顏料再現物體真實顏

色。如美國孟塞爾實驗室開發的基於光

譜的色彩複製系統，通過光譜匹配演算

法，對顏料資料庫進行校正並確定了最

佳顏料組合，使原稿與複製品之間的同

色異譜效應降至最低。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真實色彩光譜

資訊的獲取及再現研究是國際文博界與顏

色科學界交叉領域的研究熱點，國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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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先于我國已經對此進行了較為深入細緻

的研究，並提出了大量極具應用價值的理

論與方法。然而，由於我國彩繪類文物與

國外油畫類文物在顏料成分、表面結構、

保存環境以及色彩構成等方面都存在一定

的差異性，我們需要在彩繪文物色彩資訊

再現領域建立適合方法。

　　針對敦煌壁畫，儘管我們目前在基於彩

繪文物光譜資訊獲取與再現流程（見圖 4）

▲ 圖 4 基於光譜資料的藝術品顏色複製流程

的部分環節進行了研究性的探索與嘗試，並

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從整體而言，在

文物色彩資訊的準確獲取及真實再現領域

我國無論在研究手段還是研究方法上都落

後於國外，還需要對文物彩繪顏料的物質

基礎、顏色光學特性表徵、顏色色彩再現

等三個方面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機理，

開展更加細緻深入的研究。

敦煌壁畫彩色複製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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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版印刷的破壞式創新
中華印刷科技學會理事長　黃義盛

　　還記得 2010年 2月 7日晚上電視新聞

報導「3部雙 B尾牙宴亮相、印刷廠業者犒

賞有功者」，隔一天聯合報的頭版新聞報

導「羨慕喔！印刷廠尾牙送三輛賓士」、

「有這款頭家，賣命也甘願」，這就是健

豪在 2010年的業績突破 15億台幣，花超

過 2000萬元辦超級無敵尾牙宴，席開 170

桌的相關新聞，接著輿論也跟著提到張訓

嘉總經理是印刷業的天才，他在這次尾牙

中提到「需要預備承受低價、速度與混亂

的衝擊」，所以有人開始問合版業者 「你

怕健豪嗎 ?」 而對傳統的印刷業者的評論是

「結構體大時常看不到腳下的新芽，也在

志得意滿中怠惰」，這些凸顯了健豪在印

刷產業的新地位，一家非合版業的肇始開

創者，如何能超越上櫃的白沙科技印刷、

驚嚇到傳統印刷大廠，原因何在？

　　合版印刷興起讓中小企業及一般消費

者的名片、海報、喜帖、桌曆、手冊、標籤

等文具印刷品，購進成本省了一半以上 (如

雙面彩色名片一盒過去約 200元，現在只

有 30元 )，過去傳統的印刷廠一般都避免

承接類似的零星小訂單，除了成本高低產

值外，交期與配送服務也都存在很多問題，

當合版印刷業兼顧低價、網上接單的方便

性、24小時的交期及配送到家的服務，所

有的文具印刷品訂單就集中到合版印刷廠，

但大家不經懷疑，這些零星的小訂單加上

這種價格破壞的行銷，經營上如何能賺錢；

以白紗科技公司的經營財務報表分析，顯

然是比其他上市櫃的印刷公司 (沈氏、秋雨

與花王等公司 )的經營利潤又高很多，健豪

尾牙的大手筆讓大家想到應是賺更多才對，

這種經營方式就是人棄我取的破壞式創新

模式 (Destructive Innovation)；凡是創新，

必然是對原有的思想、 理論、技術等有重

大的突破，並提出新的思想、理論、技術

等，創新者在於主動攻佔各大企業所丟棄

的市場，合版印刷的興起幾乎完全符合這

個論點，以下我們來探討這種破壞式的創

新模式在合版印刷上的具體做法，以及在

經營上所產生的綜效。

一、市場行銷上的破壞式創新

　　合版印刷除了在名片、海報、桌曆、

手冊、標籤等產品做價格破壞外，在整個

市場行銷的做法也有異於傳統印刷，這些

創新模式包括 :

1. 網路交易 (W2P)模式的創新 :

 　　先建立好網上交易機制，包括標準

版型、產品規格、紙張、印刷顏色、作

業軟體與格式、公開價格與經銷體制、

貨款預繳機制等，這些機制讓一般中小

企業及個人消費者很容易下單，讓合版

印刷業者訂單也能積少成多可以合版生

產，對特殊規格產品則另加價做例外生

產，網路交易除了省掉大量的行銷人員

及費用 (健豪號稱只有幾位業務人員 )，

也因預繳現金或現金交易產生現金結餘，

更可避免壞帳，但由白紗科技公司的財

報中，這效益並沒有明顯的呈現。

2. 市場與產品持續開發的創新 :

 　　傳統的合版印刷產品是名片、海報、

喜帖等，慢慢的發展到桌曆、月曆、手

冊、貼紙、大圖輸出、信封等，再發展

到相簿、畢業紀念冊、短版書籍、包裝

印刷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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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版印刷的破壞式創新

盒、文件夾、特殊印刷 (如 UV印刷 )、

辦公用品等，這些訂單的特性都是量小、

個性化及小眾市場需求，我也相信有天

涉入一般傳統的商業或出版印刷 (獨立版

)是可能的；未來這些合版印刷的服務也

將會由台灣走向國際，健豪的企圖心開

始建立多國語言的網路交易服務機制，

先將以日、韓、大陸及亞洲其他國家為

目標市場，這也將成為未來合版印刷能

持續成成長的動力。

3. 低價又能賺錢的破壞式創新 :

 　　以傳統的印刷品成本分析，原物料

約占 45%，毛利僅有約 10-14%左右，直

接人工與製造費用約占 35-40%;以白紗科

技合版印刷名片為例，兩面印刷最低出

廠價約 16元 /盒，平均價格約 23.5元 /

盒 (健豪應該高些 )，而每盒紙張成本最

低約 3.5元，平均的紙價成本應在 6元左

右 (特殊紙名片價格高很多 )，所以原物

料成本約占名片出廠價的 25-30%，扣除

直接人工與製造費用，估計合版印刷名

片的毛利約 45%，但海報的紙張成本占

出廠價的 60%，毛利率就低於 25%，貼

紙產品的毛利率就估計超過 60%；白紗

科技所有產品的平均毛利約 25%，這比

起沈氏藝術的 14%，秋雨創新的 7%是高

很多的；這些合版印刷產品的單位附加

價值是很高的，但一般因為短單及產值

小，加上固定成本、客戶溝通與儲運成

本後，傳統生產方式的單位總成本就高

得驚人，但訂單經過積少成多由合版生

產，再精簡流程、控管效率後，即使降價

那麼多後的經營效益就出來了，這也是

合版印刷會比傳統印刷賺錢的原因。

4. 服務性的破壞式創新 :

 　　健豪印刷一直歡迎海內外的客戶及

朋友的參訪，也歡迎同業甚至競爭對手

的參訪，他們不斷舉辦有關專業知識、

網上交易及客戶的培訓，這些培訓的對

象不限未來是否是健豪的客戶，他的目

標很清楚要讓所有人熟悉他的網上交易

環境，也持續開發更多的版型，甚至提

升多點網上印刷的作業系統，與經銷商

分享他的網上作業環境，建立完整的國

際性網路交易環境，這些目的將拉大他

與其他合版印刷廠的差異化服務，透過

這些技術性的創新，健豪有可能從一傳

統的合版印刷廠，變成另一個資訊技術

服務商，僅提供網上作業的服務而不印

刷，但收取策略合作廠商的每筆交易服

務費，這些都是可能市健豪未來發展的

想像空間。

二、生產與技術上的破壞式創新

1. 生產流程的破壞式創新：

 　　合版業網上接單後的處理流程，包

括線上品管及例外管理，後再自動落版

並全以 CTP出版，經過印刷後進入後加

工的流程，再由對每筆訂單做生產流程

及配送管理，做好這些工作除了要有好

的 IT技術外，追求各設備的最佳效率與

產值目標、建立標準作業流程以降低品

質問題、減少例外管理帶來的高成本等

都是管理的重點，健豪新廠更投資集中

供墨系統，以降低油墨成本及做好色彩

管理，購買傳統與數碼印刷及加工的自

動化設備，以創新產品開發及提升生產

效率，以換版為例，過去每換一次版的

目標是五分鐘（四色），現在新設備的

自動換版時間是 1分 20秒，以每小時換

5次版，自動化換版設備可提升約 50%

的生產效率。

2. 設備與原物料的破壞式創新 :

 　　購買最適當、自動化設備 (控墨、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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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線上色彩校正等 )、數碼的設備、追

求最適當品質及低成本原物料，就是要

追求未來最佳的效率與產值目標，同時

要達到最低的單位成本，再由產品與規

格、紙張、標準色及後加工的標準化作

業，讓合版印刷公司可以要求設備及原

物料供應商以低於 20%市場價供應，合

版印刷因此產生了內部的經濟效益。

三、財務與管理上的破壞式創新

1. 組織管理的破壞式創新 :

 　　傳統印刷廠的生產人員約占公司總

人數的 75%，管銷人員約占 25%，管銷

費用約占營業額的 8-10.5%左右；以合

版印刷的性質來看組織結構，行銷與生

產人員應該要比傳統印刷公司相對的少，

但網上作業、網管、網上行銷與服務人

員是應該要增加的，如果系統的架構是

完整的，理論上服務 100萬與服務 1000

萬人的組織人力是相差不大的；健豪提

到公司業務只有一位，管理人員也非常

的少，未來業務目標要達到 50億元，生

產人員外的人力增加是有限的，但如果

比較白紗科技、沈氏及秋雨等印刷公司

的組織來看，白紗科技的管銷人員基本

是偏高的，這也讓白紗管銷費用占到營

業額的 15%，相信在未來的改善空間是

有的。

2. 財務上的破壞式創新 :

 　　健豪一直堅持在行銷上採用預收或

現金銷售，因此應該可以有相當的現金結

餘，利用這些現金結餘，建豪在去年 11

月底前共買了 2萬噸的紙張，以銅版紙為

例，價格低於每磅 10元，這比起 2個月

前的市場紙價約低 20%以上，這是因為

同一規格紙張量化的採購效益；另以白紗

科技印刷的經營效率來看，不管應收帳款

周轉率、存貨週轉率或總資產周轉率來

看，都比傳統印刷的沈氏與秋雨印刷高，

但以固定資產週轉率來看，合版印刷接的

不是長版訂單，其效率則與不同的傳統印

刷公司有不同的差異。

四、結論

　　大家知道奇美是全世界最大的 ABS工

廠，過去 30年來，也是全世界最有競爭力

的 ABS公司，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奇美的成

功是專供幾項標準化產品，再簡化製程以

形成破壞式的創新，而創造今日的奇美集

團；最近很轟動的鴻海 60吋電視 4萬元有

找，外銷廠價也將在 1000美元以下，估計

全球一年可賣出百萬台，這讓全球 2.4億台

的電視市場造成很大的震撼，尤其對樂金

55吋 LED電視及三星 60吋的 LCD電視都

要降 50%價錢，這種價格破壞的做法，當

然對占有 35%國際市場的兩家韓商造成很

大的衝擊；但對鴻海帶來的效益是多重的，

60吋變成新的市場主流規格，輕鬆的打進

電視的通路，對夏普的 10代廠也產生產能

的綜效，對所有8.5代以下的LCD競爭對手，

都要重新思考未來的電視尺寸，對友達 LCD

工廠也會面對到同樣的問題；另一個效益

是來自於 LCD與 OLED (有機發光二極體 )

電視的競爭，因為降價擴大兩者的價格差

異，減少了 OLED進入電視市場的機會，也

造成奇美電子發展高解析度電視的機會，

在 2013的第一天股價奇美電子就漲停，這

是市場預期未來奇美電有轉虧為盈的機會，

這些都是破壞式創新的很好的範例。

　　標準作業 (SOP)是流程管理上很重要的

制度，但世界不會停留在我們的 SOP，因為

遵循 SOP可能會錯過世界變化，而成為落

後世界變化腳步的人，期待台灣的合版印

刷業的未來能儘早進入國際市場。



2013 香港國際印刷暨
包裝展籌備經過始末
─印刷新世代踏出開拓國際業務能力的第一步

10 ﹥﹥台北印刷公會會訊

起緣

　　本會印刷新世代菁英團隊於 101年 12

月 13日舉行成立大會，於大會中，就宣佈

將帶領台灣年青接班人學習培養開拓海外

業務市場的能力，首先向印刷新世代成員

發出參展香港印刷包裝展的參與意願調查

表，獲得十多位成員的肯定回覆，而於元月

十八日的本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中，

通過確立以本會名義申請參展 2013年香港

國際印刷暨包裝展。

由於參展經費，公會本無此預算，勢必向有

參與意願的新世代成員所屬公司募款捐助。

初步估算最少需有三十萬元以上的捐款，

才能支應參展所需的經費。於是開始發動

募款的動作，於 2月中旬募款的金額已接

近至少三十萬元的目標。為能獲得較優的

展覽攤位位置，於二月二十一日儘速向主

辦單位香港貿易發展局委託在台代理承辦

的聯合報系中國經濟通訊社遞出參展報名

表。展覽日期為 2013年 4月 27日∼ 30日

計 4天，展覽地點為亞洲國際博覽會（香

港赤臘角機場附近）。最初提供的攤位位

置，位於角落邊，後經反應，調整為目前

的位置，較位於中央區，此次承租三個單

元，攤位租金共約新臺幣二十四萬伍仟元，

確定攤位位置後，於二月二十七日，由本

會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匯出美金到主辦單位

指定銀行花旗銀行香港分行。完成了參展

的報名手續。

籌備過程

　　此次參展 2013香港國際印刷暨包裝

展，事前得到本會會員辰葳印刷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同時也是奧亞數位文創有限

公司的負責人呂錫昆先生的鼎力承諾，若

本會參展香港印刷包裝展，將協助提供籌

備參展活動一切必要之輔導，諸如參展會

場佈置設計、裝璜視覺設計及籌劃工作組

理事長　陳景浪

▲ 奧亞文創公司魏潔文執行總監主持籌備工作會議 ▲ 展品組對參展品篩選共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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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籌備工作主要內容 活動地點

3月1日 下午 討論參展主軸，展場視覺設計之風格及參展團隊成員之分工責任之編制。 公會會所

3月7日 下午

展品組
蒐集各式各類印刷展品。
設計組
蒐集展覽風格相關陳列物之圖片及設計構思。
總務組
完成團隊成員分工責任之編組。

公會會所

3月14日 下午

展品組
篩選印刷展品，確立參展主軸展品及提出亮點產品。
設計組
佈展陳列物件之設計圖檔確立，展場視覺設計及展場區塊佈置確立。
總務組
參展行程之交通住宿之規劃確立。

公會會所

3月21日 下午
完成小模白胚模型
訂論、修正、Feedback及確認 奧亞文創公司

3月28日 下午
完成小樣彩色模型
訂論、修正、Feedback及確認 奧亞文創公司

4月3日 下午
相關佈展陳列物件確認製作。
相關印刷展品物件篩選確認後打包整理。

公會會所

4月8日 下午
裝潢組
對佈展陳列物件驗收及印刷展品物件檢驗，裝箱包裹確認。

奧亞文創公司

4月10日 下午 參展行前，各工作組最後檢核及各項事務確認。 科樂公司

4月11日 下午 佈展陳列物件及印刷展品物件，台灣海運出貨到香港。 奧亞文創公司

2013香港參展籌備工作執行進度表

織及執行等，一切必要之協助等，奧亞數

位文創公司有多次辦理海外國際參展的經

驗，並獲得多項國際設計大獎的榮譽。尤其

在引入環保創新綠紙板，致力推廣綠色展

場的創新應用，於 2011年 11月在海外獲

得「創意商品」及「創意展區」的榮譽獎

項。為讓所有印刷新世代菁英團隊成員都

能夠有機會共同學習，共同成長，所以第

一次香港參展籌備會議，於三月一日（五）

下午三點在公會會所會議室召開。便 E-mail

通知所有成員，對此參展活動籌備工作有

興趣參與者，可踴躍參加。整個籌備執行

活動規劃，由奧亞數位文創公司魏潔文執

行總監全程參與輔導，由於至 4月 27日參

展日期，只剩不到二個月時間，在時間如

此緊迫情況之下，魏執行總監憑藉她過去

辦理參展的經驗，規劃出下列的執行進度

表，期盼參加工作的成員們，能夠在認真

的共同參與、分工合作、有效率執行之下，

獲至豐碩的學習成果。

　　在 3月 1日第一次的籌備工作過程中，

首先探討參展主軸之定位，展場視覺設計

之風格取向，相關展位需求之定調。及參

加團隊成員之分工負責之編制等。最後確

立分工編組任務分為展品組、設計組、裝

潢組及總務組等四大組別。

　　第一組展品組為負責參展印刷展品之

蒐集彙整，及篩選之任務，含現場展品之

解說溝通介紹之企劃，由科樂公司林建州

先生擔任組長，組員計有邦迪公司徐偉迪

先生，巨川公司王冠婷小姐、晶彩公司范

承泰先生，合達公司陳依青小姐等。

　　第二組設計組為負責展覽攤位規劃設

計及相關文宣設計之任務，由光隆公司陳

怡穎小姐擔任組長，組員計有西北公司李

孟謙先生、欣永霖公司黃筱雯小姐。

　　第三組裝潢組為負責進場佈展陳列架

之安裝及架設，展品陳列之佈置，撤展安排

事宜等，由綜美公司賴俊東先生擔任組長，

組員為尚暐公司徐煒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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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組總務組為負責整體參展行程之

交通住宿之規劃安排，展覽期間攤位解說

員及接待員之輪值時間安排協調，佈展陳

列材之台灣香港之間海運運送相關事宜，

及其他事務類之處置等，由科藝公司許造

元先生擔任組長，組員為長達公司林韋廷

先生。

　　為使本次由台灣來參展的攤位，呈現

是由台灣所匯集印刷及包裝之精緻產品，

除參與參展公司提供展品外，本會特邀金

印獎得獎之業界會員提供該公司優秀印刷

品，共同陳列展示。承蒙得獎業界會員，

對本公會的支持與鼓勵，計有山水印刷公

司、采泥藝術印刷公司、科億印刷公司、

中華彩色印刷公司、晶彩股份公司、辰葳

印刷公司等提供該公司優秀展品，特此深

表十二萬分感謝之意。

　　經由展品組將蒐集來各式各類的印刷

品，給予分類及篩選，再根據設定的參展

主軸，最後將展品定調為四個區塊，一為

包裝盒設計類區，二為精緻設計及特殊加工

類區，三為石頭紙產品專區，四為公會介

紹專區，每一專區有各自的亮點產品展示。

以呈現材質創新、巧思創新、技術創新之

精緻創意展品。

　　設計組根據展場視覺設計之風格的取

向，開始發想構思陳列展示架物件的設計

圖樣及展場區塊佈置之相關視覺設計及位

置配置等。經予討論、微調、修正後，進

行第一次小模白胚處理，於 3月 21日完成

▲ 參展廠商名冊上公會的廣告頁

▲ 石頭紙文宣說明

2013香港國際印刷暨包裝展籌備經過始末
─印刷新世代踏出開拓國際業務能力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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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模白胚模型。經由參與成員共同討論修

正及確認後，進行第二階段小樣彩色模型

的製作，於 3月 28日完成小樣彩色模型，

再經由參與成員共同討論、修正及確認後，

進行實體物件的製作。在此過程中，非常

感謝奧亞數位文創公司的全力配合及協助，

才能夠在如此緊迫的時間內，如期地完成

進行每一項預定的籌備工作時程。

　　總務組負責完成參展團隊成員之分工

責任之編組，每次籌備工作會議之通知、

連絡。整個參展行程之交通住宿之規劃，

及與旅行社和成員之間的接洽連絡之事宜。

協調安排展覽期間在展場攤位上擔任接待

員、解說員的人員之調派，確立輪值輪班

人員之工作分配表。及對諸如展場桌之桌

布，工作人員之制服等物件之採購事宜，

最後對印刷展品及陳列物件的海運運送處

理之相關事宜。任務可謂繁瑣，費心費力，

但也樂在其中。

　　裝潢組的任務是在籌備工作的後段才

開始啟動，由於本次所有佈展陳列架，均採

用 100％可回收的環保綠能紙木板製作，具

有堅固耐重，防潑水，可阻燃，輕盈易組裝

之特性，並以卡榫的結構成型，拆裝簡易，

並且可重覆多次使用。總共製作了十三大

箱之陳列佈置物，及至所有陳列佈置物件完

成後，模擬學習安裝及架設經點收後，將

其裝箱包裹，準備海運送至香港展覽會場，

裝潢組的主要任務是在展場攤位上、架設

安裝並配置所有陳列物件，以供印刷展品

的放置。及展覽結束後，撤展安排及將佈

展陳列材回運台灣，可謂任務重大。

結語

　　此次參展經費雖主要由參展成員所屬

公司之捐款贊助，但亦得到公會顧問及多

位理監事之認同與支持，到截稿止，募款

金額已達肆拾壹萬捌仟元正（詳見捐款芳

名錄），在此對捐助之顧問及理監事們，

表達最深的謝意。

▲ 石頭紙文宣說明

▲ 完成小模白胚模型共同討論 ▲ 完成小樣彩色模型共同討論

▲ 對完成佈展陳列物件之最後檢驗



14 ﹥﹥台北印刷公會會訊

2013香港國際印刷暨包裝展籌備經過始末
─印刷新世代踏出開拓國際業務能力的第一步

石頭紙文宣說明
公司名稱 職稱 姓名 贊助金額

光隆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長 陳景浪 伍萬元

科樂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會員 林建州 伍萬元

辰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會員 呂錫昆 伍萬元

科藝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理事 許賢哲 參萬元

邦迪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理事 徐雨憲 參萬元

綜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賴正忠 參萬元

尚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會員 徐煒昀 參萬元

陳嘉忠 榮譽顧問 陳嘉忠 參萬元

維美資訊用品印刷有限公司 理事 姚文瑩 貳萬元

加斌有限公司 會員 徐忠煌 貳萬元

漢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何登燦 壹萬元

采泥藝術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林清汶 壹萬元

王益宏 會務顧問 王益宏 壹萬元

金龍盧賬簿印刷有限公司 榮譽理事長 盧俊雄 伍仟元

大新圖書文具有限公司 理事 鄭志文 伍仟元

聖日企業有限公司 監事 林文彬 伍仟元

西北影像股份有限公司 會員 李孟謙 伍仟元

尚美圖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沈家杰 參仟元

友坤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理事 房文德 參仟元

連誠裝訂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蔡明輝 參仟元

鴻霖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鄭玉章 貳仟伍佰元

鴻霖印刷傳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黃世中 貳仟伍佰元

先施文具印刷有限公司 常務理事 葉穎睿 貳仟元

那魯灣創意行銷社 理事 劉展瑞 貳仟元

三源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理事 陳清煌 貳仟元

日昌印製廠股份有限公司 監事會召集人 賴國耀 貳仟元

弘明印刷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監事 陳俊宇 貳仟元

英誠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監事 潘添裕 貳仟元

東鑫文具印刷有限公司 監事 洪東漢 貳仟元

總計金額：肆拾壹萬捌仟元正

2013年度香港印刷及包裝展贊助參展活動捐款芳名錄

　　此次參展，記憶所及是本公會創立以

來，首次結合業界會員，帶領印刷年青接

班人，集體合作，共赴海外參展，以培養

開拓國際業務接單能力，相信也是台灣印

刷業界的一個創舉。而此次參展主軸，也

標示著，此菁英團隊是台灣專業的全方位

印刷服務聯盟，希望透過此次的參展，能

將台灣的印刷業務逐漸延伸到國際市場。

接下來的課題可能要構思，如何建立一個

以共同接單、產能共享，聯合採購、外銷

知識交流的商務服務管理平台，以因應未

來國際接單業務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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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服務由經濟部委託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策劃執行

電話：(02)2999-0016　傳真：(02)2999-0018
241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61巷27號11樓之3

印刷智庫網站：http://www.ptri.org.tw

電子書數位內容製作技術應用與輔導

特殊被印材料印製技術升級輔導

印刷色彩品質提升與數位流程應用整合輔導

紙器品質技術及設計開發輔導

國內外色彩認證輔導

印刷企業e化及知識管理輔導

印刷產業成果推廣及展覽活動

印刷專業人才培訓課程與研討活動辦理

印刷產業外銷推廣（組團參展 商機媒合）

印刷產業資通訊加值平台服務

產業升級轉型
印刷製程VOC減量輔導

廣色域環保印刷技術開發

UV LED乾燥系統應用輔導

印刷業環保認證及標章輔導

產品碳足跡與組織型溫室氣體盤查輔導

落實綠色環保

跨業整合創新
印刷應用技術跨領域合作研發

印刷及紙器相關產業研發聯盟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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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由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陳景

浪理事長，率領印刷新世代菁英團隊於

2013年 1月 9日至 13日至新加坡參訪，共

安排了一場圓桌論壇與四家企業參訪行程。

除了與新加坡方的交流以外，印刷新世代

菁英團隊各團員間，亦在此活動的相處中

更加熟稔，相信將使日後團隊間的合作更

加順利、融洽。

　　以下簡述各主要行程與收穫：

一、圓桌論壇

　　 與 會 者： 新 加 坡 印 刷 媒 體 公 會

(PMAS)、新加坡政府單位代表。首先，

由 PMAS 理 事 長 Mr. Lim Geok Khoon (KHL 

Printing)為我們簡介新加坡印刷業概況：根

據現有最新統計資料 (見附表 )：新加坡全

新加坡
參觀交流暨觀摩學習
訪問之旅

國印刷相關產業共 836家，印刷業總產值

約佔 GDP 0.8%。

　　新加坡印刷業外銷佔總印刷產值 25%，

共約 30家企業從事印刷外銷業務，佔全國

印刷業比例僅約 3-4%，外銷項目以雜誌、

書籍為主，但近年面臨來自中國的激烈價

格競爭，外銷量亦下降。此外，因為匯率持

續走升，使得外銷利潤逐年萎縮。關於印刷

品的外銷市場，PMAS 理事長 Mr. Lim Geok 

Khoon 的看法是：東南亞市場較有發揮潛

力，例如印尼的當地包裝市場就相當可觀，

若於當地設廠應具發展機會。PMAS 理事長

亦提到，新加坡與台灣存在合作機會，例如

銀行禮贈品市場，便有機會外包給台灣或者

中國。選擇的考量因素不外乎品質、成本、

交期、服務等等。

▲圓桌論壇場景之一－理事長陳景浪致詞 ▲圓桌論壇場景之二－新加坡印刷公會理事長林玉勤致詞

巨川資訊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王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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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新加坡政府開始計劃成立印

刷媒體中心 (Print Media Hub)，占地 25萬

平方尺，集結多家印刷業相關的企業進駐，

提供多項功能與服務：包含印前服務、課本

印刷、大圖印刷、商業印刷、裝訂服務等。

印刷媒體中心是為印刷需求者而成立的一

站式商務中心。他們能夠在同一屋簷下，通

過各進駐廠商的攜手合作，降低物流成本，

縮短物流耗時並提升整體印刷效率，滿足

其印刷需求。

　　此外，政府亦有許多機構提供多樣計

劃，協助新加坡印刷業更具競爭力。例如：

● Spring Singapore: 幫助企業發展，提升企

業融資與管理能力

●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WDA), e2 i: 

協助就業並提供職能培訓

●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IE) Singapore : 協

助企業推展外銷業務

　　在新加坡方的簡報與自我介紹告一段

落後，由陳景浪理事長簡述台灣印刷產業

現況，並讓各成員向 PMAS 自我介紹，以增

進雙方了解。其中代表邦迪設計印刷的許

偉迪先生，致贈每位 PMAS 與會者自家專利

設計筆記本，引起 PMAS 方各與會人員的興

趣，並開啟熱烈討論。最後全體合影，為

這次圓桌論壇畫下了完美的句點。

二、 參 訪 印 刷 媒 體中心 (Print Media 
Hub)：Procomp Printset Pte Ltd 公司

　　Procomp Printset Pte Ltd 企業簡介：

　　業務範圍主要為車體廣告、戶外大型

廣告、商品陳列架，亦包辦設計、分色與

印務。主要客戶為速食業，像是肯德基、

必勝客等等。

　　一開始，Procomp Printset Pte Ltd贈送

與會者精緻紅包袋，只見新世代團員開始

認真討論起該紅包袋印後加工的表面處理

▲本會致贈新加坡印刷公會紀念獎座 ▲新加坡印刷公會致贈本會紀念獎座 ▲贈送與會者精緻紅包袋

▲印刷媒體中心 (Print Media Hub) 大樓前合照

▲參觀 Procomp Printest Pte Ltd 公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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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參觀交流暨觀摩學習訪問之旅

方式，場景相當熱絡有趣！接著參觀工廠內

部，其中最令大家耳目一新的產品應用，是

做為銀行集點禮贈品，由使用者自行 DIY，

組裝由蜂巢板組合成的可愛卡通動物造型椅

子、書架。此即是運用創意並結合設計，替

原有素材加值的良好示範！陳理事長也特別

提醒團員們，未來台灣印刷業想走出新路，

這將會是發展重點方向之一。

三、參訪 Canon Showroom

　　 由 C a n o n  S i n g a p o r e  B u s i n e s s 

Development manager 的 Mr. Cheng Kok 

Siong先生，以設備供應商的角度，為我們

上了一堂「數位印刷趨勢」，以下為大家

歸納整理。

　　Mr. Cheng提到數位印刷是印刷紅海中

的藍海：首先介紹印刷業四大主流趨勢──

越來越短版、更快的交貨時間、個人化的內

容與全球化，而數位印刷正俱備了可因應

此四大趨勢的特色，亦即可變印紋、少量多

樣、雲端列印以及國際多點的生產模式。數

位印刷的應用範圍將越來越廣，包含帳單、

直銷郵件、書籍 (能有效降低庫存壓力 )與

報紙 (社區報 )。

　　Mr. Cheng亦與我們分享兩大極具數位

印刷商機的產業──製藥產業與出版業。

1. 製藥產業：多樣化的藥品種類、頻繁更

動特性。例如：在美國，每 4-6星期就有

一種新藥上市；一家製藥廠每年需修改

藥品使用說明書文字 8000次！

▲參訪 Canon Singapore Showroom 場景 ▲圓參觀團員與 Canon Singapore 經理曾國雄合照 ▲  C.O.S. Printers Pte Ltd. 經 營 者 Mr. Alfred Ang
分享他的經營哲學

▲創意禮贈品－可愛卡通造型椅子、書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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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版業：因個人出版模式蓬勃發展，數

位印刷能滿足其少量多樣的需求，並有

效降低庫存壓力。目前亞馬遜網路書店

上販售的書籍，大部分即採用數位印刷。

此外，絕版書的少量再版亦是數位印刷

機會點之一。

四、參訪 C.O.S. Printers Pte Ltd.

　　C.O.S. Printers Pte Ltd.企業簡介：主要

生產書籍、型錄、雜誌、期刊等，出口多

銷往英國、美國，少數亦銷往德國。

　　由 C.O.S. Printers Pte Ltd.經營者，亦為

在新加坡印刷媒體公會 (PMAS)服務 10餘

年的前理事長 Mr. Alfred Ang，與我們分享

他生意成功的根本：誠信。也提醒我們：切

記不要為了勉強接自己無法負荷的訂單 (不

論是交期或者品質方面 )而損害商譽信用，

將得不償失。Mr. Alfred Ang並提到，日後

具潛力的新興外銷市場，將以澳洲為主。

　　值得一提的是，Mr. Alfred Ang為了替

我們安排此次訪廠事宜，特地延後退休一個

月！並欣然表示願意擔任我們的顧問，日後

若印刷新世代菁英團隊遭遇任何困難，他都

樂意以印刷前輩的角色提供寶貴經驗，協助

我們朝向國際市場邁進的路途，能走得更加

順利。最後由陳理事長致贈 Mr. Alfred Ang 

感謝獎座，並留下了極具紀念性的合影，結

束了此回令大家獲益良多的參訪行程。

五、參訪 Winson Press Pte Ltd

　　Winson Press Pte Ltd企業簡介：擁有兩

大產品線，分別為包裝彩盒與標籤。為一家

族企業，現任經營者為第二代：機械工程

師出身的 Mr. Tan Jit Khoon，一路廣泛閱讀，

學習管理經營、銷售，並不斷應用所學，

結合創新思維，激發同仁彼此最好的一面。
▲  Winson Press 公司經營者 ( 站立者 ) Mr. Tan Jit Khoon

分享他的經營理念

▲ 理事長致贈感謝獎牌予 C.O.S. Printed 公司 ▲ 與會團員於 C.O.S. Printed 公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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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參觀交流暨觀摩學習訪問之旅

▲ 理事長致贈感謝獎牌于 Winson Press 公司 ▲ 與會團員於 Winson Press 公司合照

　　此次參訪的開頭，由經營者 Mr. Tan Jit 

Khoon先讓我們對 Winson這家企業有初

步的認識。從簡介中可以看出，Mr. Tan Jit 

Khoon相當重視企業價值觀與企業倫理，

並且謹守「以身作則」的鐵律，亦即先確

實從自己做好，然後才向外要求同仁，像

是：具強烈責任感以履行承諾、透過持續

不斷改進，以提供客戶創新並具附加價值

的替代方案。而 Winson的利基點在於它能

透過完善的採購與物流管理，簡化客戶的

採購步驟；以及準確的色彩管理，確保客

戶品牌形象一致性。最後在實地參觀之前，

Mr. Tan Jit Khoon秀出了一句饒富深意的話：

客戶買電鑽，要的不是電鑽本身，而是那

個「洞」！亦即客戶要的是解決問題，而

不是產品本身。因此，能夠為客戶提供全

套解決方案的企業，才能受到客戶青睞。

　　接著在參觀公司、工廠時，生動的手繪

績效目標特別引人注目，Mr. Tan Jit Khoon 

說明公開張貼這些績效目標的用意，是讓

全公司各部門間，大家都看得到各自在做什

麼。此舉可增進彼此瞭解，並有利於溝通

討論，最終達成共識，帶著公司朝向更好

的方向前進。且比起電腦印出的制式報表，

手寫更加及時而有人味。據說約花了半年，

同仁們才習慣這樣績效透明化的做法，在

改革的過程中，起初難免有反對聲浪，但

日後績效的提升，證明了 Winson 正走在正

確的道路上！

　　最後，Mr. Tan Jit Khoon與我們分享他

在自學管理經營路上，獲益良多的３本經

典書籍──《從 A到 A+》by Jim Collins、

《Mastering the Rockefeller Habits》by 

Verne, Harnish、《春田再造奇蹟 --中小企

業重整的典範 The Great Game of Business》

by Jack Stack。若能潛心研讀，相信必能豐

收纍纍！

　　結束了前三天緊湊而充實的參訪行程

後，本次參訪活動亦安排了市區觀光行程，

讓我們在導遊的解說之下，對於新加坡有

了另一層面的認識與了解，並一睹這個極

富活力的都市丰采。團員們在各著名景點：

魚尾獅公園、牛車水、小印度、印度廟都

留下了足跡，以及歡樂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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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專論 

▲ 於珍寶海鮮餐廳團員將品嚐龍蝦大餐 ▲ 背景景點為新加坡濱海灣金沙酒店

　　在此感謝陳景浪理事長，大方宴請成

員們品嘗當地美食名店「珍寶海鮮餐廳」！

晚餐後，大家移往附近的酒吧，繼續暢談

至深夜；酒酣耳熱之際，理事長也不忘集

合新世代團隊成員，繼續討論 4月香港參

展行事宜，令大家對於此次參展的使命，

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

　　行程進行到了尾聲，一夜好眠之後，成

員們各自帶回滿滿收穫前往樟宜機場，準

備返家。其中一段小插曲，想與大家分享：

我們的飛機誤點半小時，理事長顧不得休

息，仍把握時間，一一詢問每位新世代成

員前往香港參展意願，在旁看了真的很感

動！這趟新加坡參訪，理事長時時刻刻都在

為了參訪的順利進行而費神，一刻不得閒，

在此謹代表印刷新世代菁英團隊全體成員，

感謝陳理事長與新加坡印刷公會，共同策劃

了這次的參訪活動與付出的所有努力，相

信大家於此行所獲種種，將會成為未來帶

領台灣印刷業前往國際市場的豐沛養分！

▲ Winson Press 公司手繪績效目標看板之一 ▲ Winson Press 手繪績效目標看板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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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需特別感謝陳理事長的大力安排

促成，帶領我們印刷新世代的多位朋友們

去參觀了新加坡，此行讓井底之蛙的我看

到新加坡大力國際化的結果，加上得天獨

厚的地理及語言優勢，在國際化的舞臺很

好發揮。回頭想想台灣的位置也位於東亞

樞紐，相信只要把行銷面做更好一點，搭

配著現在數位行銷的熱潮，相信一樣也可

以做得嚇嚇叫！

　　先簡單介紹新加坡的總體經濟：新加

坡人口為 5,312,400人，其中 2百 91萬在

新加坡出生。人口結構呈現出高度多元化，

但總體上依然由華族，馬來族和印族等三個

主要種族組成。2011年的 GDP為 2,610億

美元為目前為世界第三大最具競爭力的國

家經濟體，台灣為第七。新加坡目前是全

球第四大的金融中心，全球三大煉油中心

之一，全球最繁忙的五大港口之一，世界

上最大的石油鑽井承包商和主要修船基地。

目前為世界第三大最具競爭力的國家經濟

體，台灣為第七。而以經商環境來評比，

新加坡為全世界最容易做生意的國家。

　　新加坡跟台灣一樣有著人口老齡化的

問題，而為解決這個問題，在過去的幾十年

裡新加坡政府一直鼓勵外國人移居新加坡。

大量的移民使得新加坡人口得以避免下降。

2009年，大約有 40%的新加坡的居民是外

國人，這個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在這個

國家，建築業的外國工人比例高達 80%，

而服務行業也高達 50%，儘管政府也承認

他們是至關重要的，但是依然在考慮如何

改善這個狀況。

　　新加坡印刷業簡介：新加坡全國印刷相

關產業共 836家，印刷業總產值約 20.8億

美元，佔 GDP 0.8%，參與印刷業的人口為

17,232人，其中最大間的五間印刷公司雇

了約 30%的總印刷業人口及佔了 48.8%的

整體印刷業產值，而企業規模小於 100萬

新幣 (2370萬台幣 )的公司占全部 836家的

72.8%及 7.6%的總產值。(如附表 )

企業規模 企業總數 員工總數
總產值 

（單位：百萬新元）

少於    100萬新元的企業 609 2,622 202

多於    100萬新元，少於     500萬新元的企業 162 3,325 321

多於    500萬新元，少於    1000萬新元的企業 29 1,682 211

多於  1000萬新元，少於   2500萬新元的企業 23 2,457 317

多於  2500萬新元，少於   5000萬新元的企業 8 1,808 298

擁有  5000萬新元或以上的企業 5 5,338 1,290

總　　計 836 17,232 2,639

2010年新加坡印刷業統計資料 (由 Spring Singapore提供 )

新加坡
印刷業概觀

邦迪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徐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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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業外銷佔總印刷產值 25%，共約

30家企業從事印刷外銷業務，佔全國印刷

業比例僅約 3-4%，外銷項目以雜誌、書籍

為主，但近年面臨來自中國的激烈價格競

爭，外銷量亦下降。此外，因為匯率持續

走升，使得外銷利潤逐年萎縮。

　　淺談新加坡產業新方向及面臨的問題：

畢竟對新加坡的印刷業不是太深入了解，

不過基本上全球印刷業應該面臨的問題應

該都差不多，我們從新加坡印刷媒體公會

會刊擷取文章的資料，來做個大概的分享。 

　　在 2012年 12月的新加坡印刷媒體公

會會刊中從他們合作的網站節錄了一篇文

章，文章主題是：“包裝印刷市場是成長

的”，作者是：Steven Waxson。作者開頭

中提到他一直都在找商業印刷中找尋成長

的新芽，不僅只有我相信它們的存在，我

每天都在我讀的文章中找到證據。而其中”

包裝印刷” 就是其中之一。

　　作者又從他讀到的文章做了幾個摘錄。

一、 包裝市場越來越個性化了。連海尼根

啤酒現在都推出可以讓消費者把自己

想要說的話，或者圖片印在瓶身。有

些包裝印刷廠現在都定時的推出新的

刀模 /設計讓客戶選擇，不再拘泥於無

趣的公版。

二、 各大品牌現在都更精確的認真投入他

們所瞄準的市場。市調顯示 : 各大品牌

現在都嚴格的檢視他們的包裝設計，

目的是避免過度的印刷及減少印刷原

料的庫存並要求印刷廠增加印刷次數

與減少每次印量。

三、 包裝印刷上面有著更多的 QR碼的使

用，讓客戶可以隨時連上他們的官網，

形成更個人化、少量化的印刷車數。

四、 市場行銷公司想要買更多綠色印刷的

產品，使產品印刷的使用更環保。

　　作者又談到了在數位印刷的持續進展

的狀況下，讓印標籤、印厚紙箱都不是問

題。如 Indigo 5600 讓數位印刷更能融入包

裝印刷產業了，它可以讓有多纖維的底層

板及較厚的塑膠板更容易地被印刷了，商

業印刷的廠家也可以印到 5百微米厚度的

板材。如原專業於印製大量 DM或宣傳品的

平版印刷廠當然也就可以購買如此的機器

來增加他們的產品線及擴大客戶端，藉此

進入包裝印刷的市場。不過作者也提到包

裝印刷是以 3D為基礎的，以 2D為主的平

板廠家需要多學習並磨練相關的知識。

　　而在 2011 年 12 月的 Print Week ( 印

刷週報 ) 有提到 1台數位壓線機 (Highcon 

digital dit cutting machine, Euclid) 由之前任

職於 Indigo 的 2位員工出來開的公司製造

的。這台機器可以將印好的包材壓上折線

及裁切 (最多到 0.6公分厚度 ) 。這樣的科

技省下了動輒 1至 2天的傳統製作刀模的

時間，在 15分鐘內就可以完成了。這樣的

科技對讓那些做少量多樣的包裝印刷廠有

極大的興趣。

　　大概看完了幾篇新加坡印刷媒體公會

會刊後，我看到了台灣印刷業的優點及缺

點，跟自己與自己公司的待改進的地方，也

期待台灣的印刷產業能趕快的找到創新點，

因為台灣的印刷業者要競爭的不是自己台

灣人，是跟世界的印刷人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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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 坡 印 刷 媒 體 公 會
Print & Media Association, Singapore (PMAS)簡介

新加坡印刷媒體公會　提供

Mr. Jason Ong
Executive Director
PMAS

Mr. Frank Daniel
Manager/Editor
PMAS

主要成員

Mr. Lim Geok Khoon
President
(KHL Printing)

Mr. Dean Chong
Vice-President
(Fabulous Printers)

Mr. Loh Wee Hiang
Honorary Secretary
(Times Printers)

Ms. Genevieve Chua
Honorary Treasurer

Mr. Tan Jit Khoon
Asst. Hon Secretary
(Winson Press)

Mr. Edwin Ng
Asst. Hon. Treasurer
(Markono Print Media)

Mr. William Chua
Committee Member
(HoBee Print)

Mr. Henry Ng
Committee Member
(Spectrum Press)

Mr. Ho Wah Hoi
Committee Member
(Ho Printing)

r. Kelvin Lim
Committee Member
(Grenadier Press)

Ms. Lee Ing Eileen
Committee Member
(Mui Kee Press)

Mr. Jan Ong
Committee Member
(Colourscan)

Ms. Serene Ler
Committee Member
(Starlite Printers)

展望
　　繼續努力為會員爭取最佳經商良機

使命
　　身為印刷業的喉舌，在國內及國際相關場合，積極維護同業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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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參訪團團員在魚尾獅前合照

發展歷史簡介
　　印刷和平面藝術產業在新加坡已有悠久歷史，最早可追溯到 19世紀末。早期

於新加坡從事印刷業的工匠多數來自中國，他們在家鄉時已掌握了一些技術；移

居新加坡後，則在城鎮中心建立了小印刷工作坊並從事簡單的印刷作業。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由 32間華人印刷公司發起的新加坡印務同業公會

(Master Printers Association, Singapore)於 1937年 8月成立，作為雇主協會，以保

護公司免受激進工人的干擾和抵禦進口紙高昂的價格。

　　不斷跟隨當地印刷行業的發展腳步，新加坡印務同業公會在 1956年做出一個

重大決定：協會為供應商打開了大門。雖然存在爭議，但此舉的確為印刷商和供

應商提供了一個更好的溝通平臺。

　　2000年 7月 18日，於第 62屆年會上，成員投票將「新加坡印務同業公會」

(Master Printers Association, Singapore)更名為「新加坡印刷媒體公會」(Print & 

Media Association, Singapore.) ，並續用至今。

活動專論 



「采泥」緣自於采泥陶藝教室，在機緣下成立印刷公司，開啟這段長達20多年的歷程。

印刷時期的業務內容最主要是印刷代工，合作的客戶有遠傳電信、麥當勞、長頸鹿美語

等。有鑑於印刷產業的激烈競爭，為尋求更多的業務來源，故於1996年成立設計部門，

運用之前印製代工時與各藝術家合作畫冊的經驗及接觸，嚐試以各種不同藝術家作品為

題材，如油畫、水彩、水墨、攝影、雕塑…等，將藝術元素巧妙的注入日常生活用品，

設計出實用、兼具美感的客製化年節商品，如日誌本、月曆、桌曆。合作的客戶有南山

人壽、新光人壽、國泰金控、中國信託等各大金融業，佛光山、香海文化等，此時的采

泥正式進入以藝術授權為主的經營領域，漸漸區隔出與同業間的差異。

由於科技的迅速發展，很多的紙製品也被電子化取代，嚴重的衝擊到傳統印刷產業。有

鑑於此，於2001年成立文化創意部門，致力於精緻的藝術禮品及文化創意商品，開發高

品質且量身訂製的VIP禮品，透過藝術加值企業形象。合作的客戶有遠智證券、新光人

壽、廣藝基金會、南山人壽等。同時也多次與政府單位及學術單位進行文創禮品的開

發，合作成功案例如：金門國家公園、台灣文學館、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等。除

此之外，采泥藝術事業也自行開發文創禮品，如陶瓷杯盤、隨身碟、茶葉禮盒、茶葉

陶罐、咖啡杯盤…等，運用圖像結構技術將藝術圖像重新於文創商品上呈現，結合台

灣優良茶品，完整呈現台灣味，行銷於各觀光、文創通路。

采泥沿革

蛻變

一路走來.... . .

1989 年       　成立采泥藝術印刷公司

2001 年       　成立采泥國際文化事業公司

2011 年          轉型采泥藝術事業公司

1987 年       　成立采泥陶藝教室 主力：陶藝教學

主力：印刷設計代工服務

主力：藝術授權商品開發

藝術影像授權服務

如畫冊、月曆、桌曆

主力：上述服務外
     藝術家原作經紀代理（     Art Gallery）

藝術家授權限量精品開發（  Art 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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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

采泥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林清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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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水杯墊-喜虎 ●  吸水杯墊-狒狒 ●  吸水杯墊-群聚● 吸水杯墊-看啥

●  台南文學館文創禮 ●  太魯閣國家公園雙杯組●  金門國家公園文創禮

●  台北市政府文創禮 ●  國立政治大學週年紀念禮 ●  太魯閣國家公園矽膠餐墊

（2）客製化藝術禮品

    

●  藝術咖啡杯-看啥 ●   藝術咖啡杯-群聚 ●  藝術陶罐-看啥 ●   藝術陶罐-群聚

（1）自由品牌藝術禮品

●  繪茶禮盒-蓋碗組 ●  繪茶禮盒-文鎮 ●   梵谷皮革滑鼠墊●  繪茶禮盒-文鎮

（3）古今笑談中系列禮盒 -本系列為經濟部技術處，101年度科專計畫項目成果。

茶罐+文鎮藝術禮盒 拼圖茶葉藝術禮盒 單罐茶葉精美小禮盒 雙罐茶葉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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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分享



99 年第四屆金印獎

圖書印刷類 第一名 
佛光山香海文化 
人間萬事12冊套書

綜合印刷類 第三名
太陽劇團來台演出紀念商品 
華麗時尚環保相框系列

包裝印刷紙盒類 佳作
ING安智證券 
花饗花茶杯盤組禮盒  

圖書印刷類/佳作        
周杰倫藝術寫真專輯

包裝印刷類 第二名
廣藝基金會

「好友」馬克對杯組

圖書印刷類 第二名    
無垢舞蹈劇團

「觀」節目冊

文具印刷類/筆記本類 第二名
佛光山香海文化

威德福海大日誌本

文具印刷類/筆記本類 第三名
無垢舞蹈劇團

「醮」節目冊、筆記本

文具印刷類/信封信紙類 第三名
ING安智證券
「好事連連」春聯紅包袋時尚組

新的里程.... . .

2011年，采泥在擁有深厚的藝術根基之下，開始嚐試接觸數位版畫、藝術原作經紀，及藝術精品開

發，企圖將藝術品的迷人魅力渲染展開，提昇國人對生活美學的認知、進而富足心靈。最重要的是，

讓所有喜歡藝術的人，能親近藝術、瞭解藝術、進而欣賞藝術。

關於數位版畫，采泥從傳統的紙張印刷業，到異材質印刷，對於色彩的要求非常精確與專業，透過這

些經驗，可製作出近似真跡於99%的技術，且密切地與藝術家溝通、調整，確實取得藝術家對作品的

認同，也獲得市場的好評。因此采泥擁有許多知名藝術家的獨家精品代理權，也因為對我們的信任，讓

我們更加堅定的朝著專業畫廊之路走下去。

采泥藝術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至今已20多年的歷史，隨著時代的變遷，原本為純印刷的代工，進而轉

至全方位的設計印刷服務、以及藝術禮贈品開發，再而朝向專業畫廊、藝術精品的事業前進。從傳統跨

足至精品產業，采泥藝術事業正重新建立新的品牌形象。

  
98 年第三屆金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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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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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泥藝術畫廊成立

圖書印刷類 佳作

當代藝術館

不確定的真相-李暉畫冊

廣告印刷類/桌曆類 佳作

藝術家 洪易

藝術造型桌曆  

包裝印刷類 第二名

遠智證券

中秋節藝術禮盒

101 年第六屆金印獎

100 年第五屆金印獎

文具印刷類/信封信紙類 第三名
國立台灣文學館

巴爾札克文學展創意商品

廣告印刷類/桌曆類 佳作
國立台灣文學館

巴爾札克文學展創意商品

文具印刷類/筆記本類 佳作
國泰金控VIP
日誌禮盒

特殊印刷類 第一名
金門國家公園

文創商品-古蹟篇

包裝印刷類/紙盒類 第二名
ING安智證券
2010 O'NATURAL中秋節禮盒

綜合印刷類 第三名
國泰金控

VIP貴賓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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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分享



G7認可企業
(G7 Master) 考證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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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標要求

G7
Grayscale

G7
Targeted

印張平均性：
n比較兩張 P2P25：CMYK色塊最大值 Delta-E76 < 3.0 ⅴ ⅴ

n兩張 P2P25及 IT8.7/4的比較：每個 P2P25及 IT8.7/4於實地色塊
最大色差 Delta- E76 < 6.0 不適用 ⅴ

P2P25量度（灰）：
n量度 P2P25第四行（量度 K）內的 23個色塊（不包括 0及 100）
n第五行（量度 CMY）內的 23個色塊（不包括 0及 100）

NPDC（CMY及 K-only）：
n平均 Delta L*（w ∆ L*）< 1.5
n最大 w ∆ L* < 3.0

灰平衡（CMY only）：
n平均 Delta F*（w ∆ F*）< 1.5
n最大 w ∆ F* < 3.0

ⅴ ⅴ

P2P25量度（實地）：
n指明目標印刷條件，包括認可的 CGATS規格（技術報告《Technical 

Report (TR)》）或 ISO標準
n CMYK實地油墨：CIE LAB Delta- E76 < 5.0
n RGB（疊色）實地：CIE LAB Delta- E76 < 6.0

不適用 ⅴ

使用紙白轉換（Substrate-corrected aims） 不適用 ⅴ

　　近年 G7認證越來越流行，考取成為 G7認可企業越

來越多，但很多人覺得 G7很難考取，其實明白了 G7的

方法，就不太困難。作為大中華區獨家地區代表印刷科

技研究中心 (APTEC)，在此為讀者分享柯式印刷商如何

成功考取 G7及箇中竅門，特別講解 G7 Grayscale及 G7 

Targeted兩個級別之達標要求。

一、 了解 G7 Grayscale及 G7 Targeted標準要求（適用於柯式印刷及數碼印刷，可使用
ISO或非 ISO標準紙）

二、 檢查量度儀

　　由於無論是哪一位 G7專家為企業進

行 G7培訓及認證，最後，所有印張都會提

交至 APTEC核實，根據 IDEAlliance規定，

APTEC會使用 i1iSiS或 i1iO進行量度。由於

常見的現象是儀器之間的差異引致不合格，

因此我們建議在做 G7之前，先檢查廠房及

專家所用量度儀的差異，我們建議定期校

正量度儀，確保量度儀是在穩定的狀態下

被使用。

香港印刷技術研究中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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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報導 

三、 印張要平均

　　印張左右上下平均性是合格要求之

一！我們會量度左右兩個 P2P以及中間的

IT8.7/4，請留意以上第一點的印張平均性合

格要求。

四、 印張乾透所產生的顏色問題

　　有些情況是考證時，印張尚未乾透就量

度，以為合格，但數天後，送往本中心時，

本中心量度後卻不合格，G7專家和廠房必

須在考證前進行多次測試，掌握印張乾透

後所帶來的顏色變化。

五、請謹記於開始前向本中心申請

 QR Code

　　我們現在要求所有企業必須於做認證

前向本中心申請附設有 QR Code的 P2P，亦

必須要遵循我們所提供的印張格式。

G7測試印張

以下是附加資料有關考取 G7 
Targeted之技巧：

一、物料的預備

　　 建 議 使 用 ISO 2846 油 墨 達 到 ISO 

12647-2的墨色的油墨。而紙張方面，可選

擇使用 ISO或非 ISO標準紙，若使用非 ISO

標準紙 (即如果所用紙張的紙白超過 CIE 

LAB Delta-E76 5)，則可運用「隨紙白修改目

標值概念 (substrate-corrected aims）」，就

是印刷目標值隨紙白而變，可運用 APTEC

所提供的運算工具，重新計算印刷目標值。

二、先量度 CMYK之 LAB值，密度及 TVI
值只作參考

　　第一次進行線性化校正印刷，目標是

先達到 CMYK及 RGB的 LAB數值，量度後

做G7校正補償曲線，然後進行第二次印刷，

目標是要達到CMYK、RGB及灰平衡的要求。

要注意，如果第二次印刷未能達標，有需

要進行多次的印刷，直至達標為止。當達

標後，操作員應該記錄該合格印刷的密度

及四色的網點擴大值 (TVI)，以作為以後印

刷生產的參考值。

三、建議的達標 Delta-E76 值於 3以下

　　縱使 CMYK及 RGB的達標要求值是 CIE 

LAB Delta-E76 5及 6，我們建議最好達到

Delta-E76 3以下，這會比較保險，因為正

如上述，可能是量度儀的差異或印張乾透

所產生的顏色變化問題，引致我們量度及

專家量度的數值有差異，如果太接近 5，最

終可能不合格。

　　要重申，無論是考取任何標準化的認

證或日常生產，定期維護設備是非常重要，

以確保設備在穩定的狀態下運作。

　　 有 關 G7 認 證 計 劃， 請 瀏 覽 www.

idealliance-china.org，聯絡 APTEC或 G7認

可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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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場景

第十六屆第十二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會第十六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於民國 102年 1月 18日（星期五）下午

6時假御品宴（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206號

3樓）召開，會中審核通過了「101年 11、

12月份收支對照表及資產負債表」、「雅

渥國際有限公司等二家申請入會」、「審

查本會 102年度工作計劃暨歲入歲出收支

預算表」、「審查本會 101年度歲入歲出

決算表」、「民全文具印刷品行等 33家因

歇業、遷移、拒繳或不明等原因提請應予

停權」、「王鈞霖先生遞補本會第十六屆

理事」、「決定本會第十六屆第三次會員

大會日期、地點及內容」、「本會擇日辦

理與廈門市印刷行業協會締盟參訪團」、

「102年度理監事自強活動舉辦方式、日

期及地點」、「參展 4月 27日至 30日之

2013香港國際印刷及包裝展」、「籌組第

八屆北京國際印刷技術展覽會參訪團」、

「是否同意支持太普高精密影像股份有限公

司對中國大陸進口印刷用 CTP版材課徵反

傾銷稅暨臨時反傾銷稅調查申請案」、「本

會擬具名向經濟部工業局提出申請協助傳

統產業技術開發輔導計劃嘉惠會員」、「會

務人員年終獎金如何核發」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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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理事長景浪致贈大安高工圖文傳播科清寒優良獎助學金，
由該校校長陳清誥代表收受

會務報導 

第十六屆第十三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會第十六屆第十三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於民國 102年 3月 8日（星

期五）午 6時假御品宴（台北市南

京東路二段 206號 3樓）召開，會

中審核通過了「102年 1、2月份收

支對照表及資產負債表」、「毅盈

企業有限公司等三家申請入會」、

「本會會員名冊審核」、「理監事

聯席會樂捐款項應開立收據」、「本

會理監事參與理監事聯席會時倘遇

捷運發生不可抗拒之延遲時是否仍

予樂捐罰鍰」等案。

　　本會 101年度大安高工清寒優良獎助學金業經第

16屆第 9次紀律委員會初審，第 16屆第 11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審議，計有林郁璋、吳優、巫雨芯、陳怡安等

四位通過，而為使這份鼓勵得以發揮實質效益，故於

102年 1月 17日上午由理事長陳景浪親赴大安高工致

贈獎助學金，並由該校校長陳清誥代表收受。

致贈 101 年度
大安高工清寒優良獎助學金

▲ 第十六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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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新春團拜

會務報導

　　102年度新春團拜於 102年 2

月 20日上午 10時假公會會所舉

行，新春新釐新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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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拜後，理事

長並針對 102年度會務工作之推行

與展望向與會之理監事報告，並祈

同心協力，共創佳績。

　　102年 1月 19日下午本會陳理事長景浪、林會

務副理事長平和、游業務副理事長明耀、涂常務監

事國評等七位理監事代表應邀前往羅東，參加宜蘭

縣印刷商業同業公會第十八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暨第十八屆理監事就職典禮，並敘情誼。

祝賀宜蘭縣
印刷商業同業公會大會
暨理監事就職典禮

▲ 左起游業務副理事長明耀、涂常務監事國評、宜蘭縣印刷商業同業
公會理事長張勝鈞、陳理事長景浪、林會務副理事長平和及夫人等，
於大會現場合影。

▲ 與會理監事們互道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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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專論 



同一書籍裝訂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永和路345號

Tel.02-2225-5033 Fax.02-2225-4987

新北市中和區橋和路120號13樓之7

Tel.02-2247-4733 Fax.02-2247-4966

柏萊科技印製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橋和路120號11樓之7

Tel.02-2247-4733 Fax.02-2247-4966

同一裝訂公司(二廠)

台灣印刷裝訂界唯一同時斥資增購兩套全球最先進「環保噴膠裝訂暨連線自動模切系統」，突破

傳統騎馬釘以釘質訂書針釘裝的方式，符合歐規、美規的環保要求之外，並連線自動摺紙、軋型

及打米線等，功能多元；舉凡電子產品型錄、技術手冊、說明書、郵簡、童書等皆適合製作。另

本公司尚有穿線／無線膠裝、騎馬釘裝等全方位裝訂服務，歡迎洽詢配合。

環保新世代

印刷精品化

環保噴膠· 創意造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