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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本包裝設計比賽看食品包裝的新潮流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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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成立，以綿延不斷的創意為客戶提供優質設計及印刷製作的接單模式。並在短時間累積實力，跨領

 域邁向出版編輯規劃、展場股計、活動規劃設計等多元服務型態。

‧業務包含三大方面：‧視覺設計：平面設計、專刊企劃編輯出版、展場設計。

 ‧活動規劃：行銷活動及發表會內容規劃、FB粉絲專頁活動發想、定期PO文話題行銷。

 ‧多媒體製作：腳本企劃撰寫、分鏡拍攝畫面、簡介影片製作剪接、AR設計。

‧成立FB印刷案內所粉絲專頁，提供設計印刷知識分享，已累積逾數萬名會員。

‧提供24時不打烊印刷商品下單，手機APP操作下單及進度資訊掌握，線上信用卡金流及超商繳費服務。

‧AR實境內容設計及印刷物聯網（開發中）

‧透過柱鏡光柵片的圖檔製作及印製技術，讓2D影像呈現3D立體視覺效果，亦可利用多圖影像重合，使影像

 產生栩栩如生的動畫特效，增添視覺效果及閱讀樂趣。

‧利用網點角度產生的效果，使在特定網屏下才能顯現圖紋的技術，使印刷更添趣味感，亦可用於防偽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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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以Apple MacBook機身貼設計為例

  　　面對全球印刷產業的劇烈變化，首篇葉理事長從五大設備品牌
的發展來看未來的印刷變化，探討了這幾家龍頭品牌企業的全面數
位化策略，並詳細介紹了各類數位化創新設備及解決方案。由此可
見，2019年「綠色化、數位化、智能化、融合化」將會是世界印刷
業發展最重要的議題。除此之外，對數位印刷及數位後加工技術，
各家都有各自發展特色，印刷未來市場也將會有變化，印刷廠之經
營模式也值得我們再研究。
　　接著藉由黃名譽理事長「2018年世界印刷與傳播論壇暨中國印
刷論壇紀實」一文來探討世界印刷業最新的發展現況，分析中國、
美國和歐洲圖文印刷業發展現況與未來趨勢；同時闡述日本市場衰
退後的增值服務，以及急起直追中的印度市場。內容詳實，旁徵博
引，對讀者非常具有啟發性。
　　本期也介紹了兩家在創新方向值得學習的成功企業-台灣之光
的正美集團 (Cymｍetrik)與美國的翹楚Cimpress(Vistaprint)。
說明他們如何以創新生態企業與跨領域合作投資，讓印刷產業實現
更靈活、更多電子商務標準體驗及更好的工程設計，以強化自身的
競爭優勢。
　　嶄新科技呂總一向是市場領航的專家，他分享了「印刷未來的
大資料思維」，引導思考利用大資料開發出傳統印刷意想不到的效
益。另外還有其他精彩的特別報導也分別對印刷版式的探討、噴墨
科技、潛影防偽效果的研究、印刷色彩管理、多層塗布技術及紫外
線光固化技術，深入探討企業效率和品質的提升，智慧和規模化製
造，產業的融合和結構性轉變等各面向，都是目前行業關注的熱點
，值得印刷同業們的探索與瞭解。
　　學會於民國一〇八年六月十九日召開了第十五屆第一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重新票選出第十五屆常務理、監事、副理事長及理事長
。未來，學會將繼續舉辦學術研討，分享相關知識促進產業升級，
同心同力實現行業的永續經營。最後感謝各位卸任理監事們對於印
刷產業與學術發展付出與貢獻，期許新任理監事們能持續為產業的
進步及創新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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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世界大印刷機製造廠設備發展方向
來看未來印刷變化趨勢

中華印刷科技學會理事長 葉振璧

專題報導 | 從世界大印刷機製造廠設備發展方向來看未來印刷變化趨勢

平版印刷所使用印

刷 機， 從 事 印 刷 大 家

都很熟悉，世界有五大

印刷機品牌，這幾家大

品牌分佈在日本和德國

兩個國家，這幾家大品

牌如此集中地分佈在這

兩 個 國 家， 這 兩 個 國

家是挑起了兩次世界大

戰，戰後作為百廢待興

的戰敗國，他們又很快

的憑藉實力躋身發達國

家之列，德國、日本似

乎成了一流印刷機械的代名詞。在設計製造高速

印刷國際先進技術，眾所周知，世界公認大印刷

機品牌：德國海德堡（Heidelberg Press）、羅蘭

（Man Roland Press） 和 高 寶（Koenig & Bauer 

Aktiengesellschaft, KBA）；日本的三菱（Mitsubishi 

Press）和小森（Komori Press）。首先，讓我們

來感受到大品牌張頁式紙平版印刷機代表機型先進

的技術特點。

首先我們來探討海德堡張頁式平版印刷機的技

術，海德堡平版印刷機輸紙方式普遍採用步帶式標

準輸紙或真空吸氣帶式輸紙，標準輸紙系統具有

穩定的結構，可以適用於多種被印材料的印刷，

而吸氣皮帶式輸紙則使操作與調節更方便快捷；紙

台的上升採用無階段方式，可針對紙張的實際厚度

改變上升高度，使吸嘴與紙堆的相對位置保持穩

定；下擺式遞紙咬牙可確保遞紙系統結構簡單、調

整方便；印刷滾筒排列採用「七點鐘」方式用於採

用倍徑壓印滾筒的印刷機，可滿足滾筒排列要求，

方便傳紙，有利於印刷品質的提高，尤其特別適合

包裝印刷的厚紙板類被印材料的印刷；輸墨系統

採用 21 隻墨輥排列，滿足「前重後輕」的上墨原

則，並可實現墨流快速反應；潤版系統是由 5 隻

水輥組成，水斗輥與墨斗輥相仿做分區處理，並採

用一排軸向可調吹風扇將多餘的潤版液蒸發掉。潤

版裝置具有自動速度補償功能，可實現快速水墨平

衡及在印速改變時確保供水穩定；收紙裝置採用吹

氣導紙，雙增噴粉裝置可使紙張平穩齊整，還可

節省 30% 的噴粉量。除外，海德堡還在增強印刷

機自動化控制能力方面努力。從 CPC 油墨遙控與

套準系統、CPTRONIC 印刷機一體化控制系統到

CP2000 印刷機自動控制系統，實現了印刷品質

的自動監測及控制。透過配置全數位化電子顯示系

統，還可實現一體化操作與管理，從而能夠達到更

優秀的產品品質、更短的印刷準備時間和更少的印

刷機維護、更高的印品產量。

在最近的大型印刷展中，更可看出大規模展出

海德堡最先進的數位化與智慧化印刷解決方案。並

於「海德堡全面數位化」的策略引領之下，在自身

轉型和推動產業變革方面所獲得的卓著成效，以及

海德堡與中國合作夥伴在資本、技術、商業模式和

產業生態等多方面的創新合作成果。

如在中國廣印展（Print China 2019）以「海

德堡全面數位化（Heidelberg Goes Digital）」為

主題，走向數位化智慧化印刷整體解決方案，海德

堡展出最先進的數位化與智慧化印刷解決方案，其

中包括：

（1） 首 次 亮 相、 海 德 堡 多 色 平 版 印 刷 機

Speedmaster CD 102 八 色 加 UV 上 光 印 刷 機。

（2）新一代生產型數位印刷機 Versafire EV。

（3）內涵更豐富、功能更強大的 Prinect 工作流

程管理系統。

（4）Polar 高速裁紙機 Polar 115 PF 與 Compucut 

Go 連袂展示自動化裁切的強大威力。

（5）以高度自動化配置、操作簡單著稱的 Stahl

全自動折紙機 CH 78。

（6）中國印刷業的第一個「網路彩盒（Web to 

Box）」數位化包裝印刷平台等等。

多款數位創新產品精彩亮相，朝向設備數

位化是海德堡數位化策略一部分，所以此次在

Print China 所展示的設備，包括 Versafire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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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fire 106 整 合 網 路 彩 盒（Web to Box）、

Speedmaster CD 102-8+L UV 整合 Push to Stop

的功能等，都在強調如何為客戶提高 OEE（整體設

備效率）與獲利能力。茲將海德堡展出的亮點設備

簡略說明如下：

（一）Speedmaster CD 102 八色加 UV 上光

印刷機／這是海德堡青浦廠迄今為止所生產最長的

一款印刷機。「Push to Stop」概念亮相中國市場，

為高端包裝印刷業提供智慧導航印刷解決方案。該

款設備攜帶自動化、數位化和智慧化的先進配置，

包括第二代 Prinect 印控中心控制台、第二代智慧

操作導航系統、智慧大螢幕、全自動換版等。現場

演示的特效光油印刷及 Multicolor 專色替代解決方

案可幫助用戶大幅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

提升印品附加值，充分獲取差異化策略帶來的競爭

優勢。

 （二）Versafire EV 數位印刷機／新一代量

產型數位印刷機，擁有 2,400 ×4,800dpi 超高精

度圖像印刷品質，該機的一大亮點是第五色可換色

序並可先印白墨打底。其全新碳粉可印刷白色、透

明色、螢光黃或螢光紅。該機承印物廣泛，可印厚

達 360g/ ㎡卡紙，長紙列印可達 1.26 米。基於海

德堡 Prinect 色彩管理和 Prinect 數位控制系統，

Versafire EV 可達到最接近傳統印刷的印刷品質。

 （三）Polar 高速裁紙機 115 PF ／海德堡在

印後自動化、數位化和智慧化方面的創新同樣可圈

可點。Polar 高速切裁紙機為精準、平穩、品質始

終如一的裁切提供保障。數位化流程為裁切提供直

接清晰的工作指導，使生產準備時間和廢張大大減

少，使傳統裁切上升到高效、經濟、低碳的全新境

界。Polar 115 PF 與 Compucut Go 連袂展示自動

編制裁切程式，準備時間幾乎為零，裁切無憂。

 （四）Stahl 全自動摺紙機 CH 78 ／以高度

自動化的配置、數位化流程、操作簡單而著稱。該

機可自動完成折紙輥和折頁柵板的設定，托盤式飛

達無需經過人工堆疊，效能輕鬆提升 30%，與傳

統折頁完全不同。其可自動接收從印前傳來的印件

預設資料，加上其自動生成的折頁程式，系統自動

將資料與資訊傳給操作者，引導人員操作，使設備

的準備時間和印件轉換時間縮短，生產效率大大提

高，生產對人的要求和依賴隨之降低。

 （五）Primefire 106 數位印刷系統／這部海

德堡亞洲首台設備在中國深圳賢俊龍彩印公司成功

裝機，並於廣印展期間於賢俊龍彩印舉辦亞洲首

演，該明星設備十大焦點全揭秘：

Speedmaster CD 102 八色加 UV 上光印刷機

Versafire EV 數位印刷機

Polar 高速裁紙機 115 PF

Stahl 全自動摺紙機 CH 78

Primefire 106 數位印刷系統

專題報導 | 從世界大印刷機製造廠設備發展方向來看未來印刷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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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亞洲首次亮相。

（2）開啟 B1 幅面工業化數位噴墨印刷的全新里

程碑。

（3）基於 Speedmaster XL 106 技術平台升級研

發而成。

（4） 使 用 Prinect 特 別 色 替 代 分 色 技 術

（Multicolor）。

（5）七色印刷，覆蓋 95% 以上的 Pantone 色域。

（6）最高解析度達 1,200×1,200dpi。

（7）印刷品質媲美傳統平版印刷。

（8）集數位印刷靈活多變與平版印刷生產穩定出

眾於一身。

（9）安全環保，符合食品包裝生產的標準。

（10）按需印刷，引領工業化數位印刷的未來。

數位化策略引領印刷業未來

海 德 堡 於 2016 年 發 佈「Heidelberg Goes 

Digital 海德堡全面數位化」策略，旨在透過數位化

轉型協助客戶提升企業的整體競爭力與獲利能力。

同時，海德堡還在公司內部從銷售、研發、製造、

服務、管理等多方面入手，積極突破，挖掘潛力，

再創輝煌。從 2000 年起，海德堡就開始致力於設

備數位化、流程整合化與生產智慧化。如何應對未

來，如何實現智慧印刷和印刷業 4.0 ？海德堡的答

案是「Push to Stop」，在工業 4.0 時代，要充分

利用數位化、自動化、智慧化的生產環境來提升設

備性能和生產效率，只有如此，印刷業才能成為未

來的贏家。

今天，海德堡數位化策略再度引領印刷產業革

新。海德堡的追求與構想，早就超出設備數位化的

範疇。生產要素的全面數位化、生產流程的全面數

位化、平台的全面數位化、價值鏈的全面數位化、

企業運營的全面數位化、印刷業生態環境的全面數

位化…，所有這些，都將依託海德堡大數據解決方

案-數位化策略的核心，得以穩步落實和往前推進。

在 2019 Print China，海德堡為全球印刷人

所精心規劃奔向數位化未來的願景正在緩緩展

開。海德堡印刷機械公司首席執行長、德國機械

設備製造業聯合會對外貿易委員會主席 Rainer 

Hundsdörfer 表示：我們一貫重視大中華區市場

對全球印刷業的影響和推動力，對其長期穩健發展

深信不疑，對客戶承諾始終如一，對青浦工廠的投

入堅持不懈。我們堅信：在實現印刷業 4.0 的過程

中，將與全體印刷人攜手，共同構建印刷業的全新

生態環境，使中國不但從印刷大國腳踏實地邁向印

刷強國，更能夠厚積薄發，成為數位化變革的生力

軍和全新標竿。

海德堡長榮合作共創新未來

在 2019 年 3 月，海德堡印刷機械股份公司決

議。長榮股份持有海德堡印刷機械股份公司 8.5%

的股份，成為其第一大股東。海德堡和長榮已有五

年的成功合作，特別是在過去三年多的時間裡，長

榮透過海德堡的全球銷售網路實現 300 台的設備

銷售，雙方共同為全球印刷業客戶提供先進的產品

和優質的服務。

對全球市場而言，海德堡與長榮的緊密策略合

作將會帶給客戶們更豐富、更完善的包裝印刷整體

解決方案。雙方的深入合作將進一步鞏固海德堡的

市場領導地位，強化其創新實力和持續推進數位化

轉型的能力。同時，也將促進長榮的數位化智慧化

發展，有助於為行業帶來更高效能和創造新價值。

兩強合作不僅是雙方企業的需要，更是市場發展的

需要，是全行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海德堡正在推動數位化轉型策略，而長榮也正

在全面推進智慧化轉型升級的過程中，將雙方企業

的獨特優勢整合起來，可加快包裝印刷解決方案的

開發，更加滿足在一體化和數位化趨勢下全球市場

需求，滿足中國客戶對高端化、定製化的需求。天

津長榮的核心優勢和實力全力支持海德堡數位化轉

型發展，並將與海德堡「協同共進，追求卓越」。

今後，海德堡和長榮將獨立管理，全面合作，多領

域更加廣泛地聆聽客戶需求，為客戶提供更加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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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品和服務。

積極數位化改革期再創輝煌

數位化改革為什麼如此重要，海德堡已經從一

個設備供應商變為解決方案供應商，我們將成為印

刷業平台的全方位數位化服務供應商。數位已經成

為我們資產，也必將成為服務大中華區市場、助力

廣大客戶成功的最強支柱。        

海德堡為了推動印刷業數位化改革，創建印刷

業新生態，已經豎起一座新的里程碑。讓客戶屹立

於時代潮流，成為印刷業未來的贏家，這就是海德

堡數位化策略的主旨和目標，讓我們共同擁抱數位

化，迎接美好未來！

曼羅蘭張頁式平版印刷機的技術

曼羅蘭 700 標準型印刷機採用下擺式前規和

下擺式遞紙，使紙張輸送時平穩準確；雙倍徑壓印

滾筒，減少了多色機組間紙張交接次數，使紙張交

接誤差大大降低，並可使印品表面平滑，減小壓印

時的網點變形、背印、拉傷；採用「七點鐘」滾筒

排列，可以使印刷紙張完全透過橡皮滾筒壓印後才

交接給遞紙滾筒，減少了由於印張尾部印刷過程中

進行紙張交接所帶來的網點變化及套印問題；供墨

系統使用僅十六根墨輥的快速反應墨路系統，供墨

方式採用中央給墨法，並帶有主墨輥「自動分級調

節」及「墨鏈自動分離」功能，具有墨輥直徑大、

散熱性能好、適用於高速印刷的特點；潤濕系統

採用 Roland Deltanmatic 三角式濕潤系統，對消除

「鬼影」，減少「白斑」；採用無筒身筒腹的「一

字型」傳紙裝置，可以防止對印張產生接觸及拉

髒，還可以不必加裝防拉髒網布，操作十分方便，

有利於減少印品損耗；印版的對角線套準，可利用

傳紙器的偏心自動調節完成，不必透過印版滾筒偏

心調節，從而減少了過版紙浪費，克服了由於印版

滾筒的偏心調節對橡皮滾筒及靠版墨輥所產生的平

行度偏差。

曼羅蘭一直引領全球優質平版印刷技術的開發

和供應。在後來有許多屢獲殊榮的技術和專利發明

創造了歷史，成為世界印刷行業的基準。

如今，印刷行業面臨著一場規模空前的挑戰。

不斷螺旋式上升的成本，利潤率不斷降低，越來越

嚴格的印刷買家，這些都威脅著印刷企業持續盈

利的能力。作為世界各地印刷公司堅持選擇的合

作夥伴，曼羅蘭平張印刷系統有限公司以一系列創

新的、領先的解決方案和服務，不斷ö明客戶確保

持續盈利的能力，在迅速變化的時代保持持續的增

長。

曼羅蘭各種端到端的解決方案，專門為滿足包

裝行業的各個需求而精心定制的，通過客戶的回

饋、廣闊的行業知識和不斷深入研究的方案在不斷

地進步和完善。因此，各種打破行業格局的尖端技

術如 ROLAND InlineFoiler 聯線冷燙裝置等，ö明

世界各地的包裝企業突破瓶頸，進一步擴大其印刷

品範圍。

ROLAND 700 DirectDrive 和 ROLAND 700 

HiPrint 平版印刷機已經成為行業標準的設備，在高

產、多功能性和高可靠性方面享譽全球。其他高生

產率的包裝解決方案，包括四開幅面的 ROLAND 

500 平版印刷機、對開幅面的 ROLAND 700 平版

印刷機和特殊的 0B 加大和 3B 加大幅面尺寸，速

度高達每小時 18,000 印張。

曼羅蘭的包裝印刷解決方案是高度靈活的，其

適用範圍非常廣泛。例如，一個典型的包裝解決方

案可能包括帶有上光單元的 ROLAND 708LV 平版

印刷機，可以實現能增強印刷機交付的高品質印張

的增值印刷效果。

對於較大的幅面，裝有高速包裝裝置套件的幅

面 5 和幅面 6 的 ROLAND 900 平版印刷機的運行

速度可高達每小時 16,000 張。

無論包裝有什麼需求，曼羅蘭都能為您提供定

ROLAND 700 DirectDrive

ROLAND 900

專題報導 | 從世界大印刷機製造廠設備發展方向來看未來印刷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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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解決方案，並在印件生產的每一個階段提供卓

越的品質。在商業印刷中不斷創新，曼羅蘭創新應

對商業印刷和出版印刷行業不斷變化的需求，確保

它仍是世界各地印刷企業首選的印刷機製造商。

印刷公司需要知道他們在印刷技術的投資能不

能在其使用壽命的整個過程中保留其價值和效率，

繼續保持最高的效率和盡可能高的品質輸出。在一

個需求短版印刷、個性化的設計和減少印製時間的

競爭激烈的市場中，曼羅蘭高度可定制的解決方案

結合了平版印刷的速度和數位印刷的靈活性，提供

別人無法匹敵的品質和設計機遇，使商業印刷和出

版印刷更具效率。

ROLAND 700 DirectDrive 直接驅動印刷機能

同時進行換版、清洗和許多其他工藝操作，使印刷

機操作人員可以實施在過去由於過多限制而難於進

行的短版印刷，通過廣泛的高增值的連線工藝而進

一步提高了生產力。

以連線部件改裝印刷機的選配項，確保曼羅蘭

的客戶擁有自己的強大的解決方案，可在整個生命

週期適應任何新的需求。曼羅蘭不斷創新的紀錄有

助於開發解決方案，讓商業印刷企業在競爭中保

持領先地位，不斷擴大他們能夠提供的服務範圍。

採用 LEC-UV（低能量 UV 固化）的即印即用解決

方案。一種新的組合噴墨解決方案，集成在用於個

性化印刷的印刷機上。Autoprint Smart 自動印刷

優化功能，利用 DirectDrive 直接驅動技術以及完

全聯線的品質控制功能，自動處理大批量印件，具

有超快的印刷準備的時間。在 ROLAND 900 XXL

雙面印刷機上一次送紙印刷 64 頁的高產量商業印

刷。新的印刷機控制台和使用者介面，減少操作人

員的關注，操作更為方便。

零售及廣告印刷與大幅面一次送紙生產的能

力，在大幅面和零售及廣告印刷不斷成為有吸引力

的增長領域時，印刷企業要能夠始終如一地高品質

生產，效率和成本效益相結合才能實現盈利。曼羅

蘭的“一次送紙生產力”以其形成商標的“最高的

效率，最高的品質”的做法，可以確保大幅面印刷

和零售及廣告印刷企業提高生產率，保持較高的利

潤。

ROLAND 900 XXL 雙面印刷機是世界上最

大、最先進的大幅面印刷機，可以在一張紙上高

速印刷 64 頁 A4 幅面的頁面。四種大幅面（幅面

7、幅面 7 B、幅面 7B 加大和幅面 8）可以與廣

泛的各種聯線加工功能一起使用，不需要第二次送

紙，縮短了印刷準備過程，簡化了組織結構，縮短

了印製時間。曼羅蘭聞名遐邇的靈活性具有卓越的

工作效率，將永遠能夠滿足印刷行業的具體需求。

OnePassö 一次送紙技術，歡迎來到曼羅蘭聯線增

值印刷的世界。觀察、觸摸、感知，並探索一切特

別的事物：由 OnePassö 一次送紙技術帶來的無

與倫比的聯線印刷效果。功能上光，冷燙，啞光 /

亮光，高光澤，香味，珠光以及質感上光 , 生動的

畫面，逼真的效果，美觀與實用並舉。

FutureProof 面向未來功能

在迅速發展的市場中，印刷公司幾乎不可能預

測印量和客戶結構在今後幾年裡將會發生怎樣的變

化。而事業能否成功取決於如何快速應對行業發展

和客戶的新需求。來自曼羅蘭的 FutureProof 面向

未來功能為印刷企業提供了一個低成本高效益的解

決方案，用以應對不可預見的市場變化和不斷增加

的需求，從而保護投資。來看看這個套件的好處：

•更快的校機準備（眾多 QuickChange 快速轉換

模組）。

•集成的顏色測量和控制技術（ InlineColorPilot

聯線自動供墨導控系統）。

• 用 於 處 理 捲 筒 紙 的 單 張 紙 裁 切 系 統（ 

InlineSheeter 聯線裁切裝置）。

•印張檢查（ InlineInspector 聯線檢測裝置）。

這些套件在設備購買之日起至少 3 年內都可以

根據需求輕鬆改裝。

印刷技術中心瞭解並領先於您的業務在過去的

100 年裡，平版印刷不斷地取得進步，印刷技術中

心將專業知識和技能很好地結合在一起，不斷推動

這個創新歷史的發展。與我們合作，開發新的解決

方案，或在實驗室條件下測試印刷車間的產品。我

們提供為您在競爭中取得優勢而進行研究和開發所

ROLAND 900 X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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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一切，優化市場化，實施和測試試驗系統，

培訓操作人員。

印刷技術中心可以根據您的需求和要求來定制

印刷展示內容。與我們的技術團隊一起，幫助您做

出堅定、長期的和可持續基礎上做出投資決策所需

要的技術測試。無論您的目標是提高操作的效率，

還是提高印刷產品的品質：有了增值印刷則創意無

窮。

印刷技術中心也是 printservices 印刷技術支

援、printcom 普 德 康 印 刷 材 料、printnetwork 印

刷系統、printadvice 印刷諮詢所提供服務的測試

中心和展示中心。瞭解您的業務，保持領先的地

位。printnetwork 印刷系統，曼羅蘭在全球各地有

2000多個印刷網路，提供網路集成和實用的工具，

幫助世界各地的印刷工廠以超高效率的優化流程，

提高產品品質，提高盈利能力。

printnetwork 印刷系統提供了自動化的工作流

程解決方案，包括從印前準備到調度，到色彩控

制和聯線檢測品質管制的全套操作。隨著印刷作業

透明度的提高，完整的工藝文檔和可操作的具有安

全性的印刷企業可以優化流程，實現更高水準的效

率，降低運營成本。

 高寶張頁式平版印刷機的技術，KBA105 具

有 21,000 張／小時設計時速的極高印速，除採用

目前流行的下擺式遞紙、下擺式前規、倍徑壓印滾

筒、氣墊傳紙、紙台自動居中、氣動收紙裝置外，

還獨創了給紙飛達，吹、吸嘴均可電動調節，使

調節更快捷、方便，輸紙更穩定、準確；採用真空

輸紙，可實現階段變速傳紙，氣腔可以保證在靠近

給紙臺端吸氣壓力大，靠近前規一端氣壓為零，完

成了紙張交接所需要的速度變化；氣動側拉規可實

現精確定位，用光電控制拉紙不到位問題；超聲波

雙張檢測裝置對厚紙、特殊印刷材料及墨色濃厚的

印品十分有利；輸墨裝置是採用五根不同直徑靠版

輥的單墨路輸墨系統，展墨輥可橫向展動，用以消

除「鬼影」，墨輥數量少（十五根），直徑大，可

實現印刷墨色快速變換，減少了紙張浪費和清洗時

間；潤濕裝置採用直線式傳水，可同時適用於普通

濕潤系統；傳紙及壓印滾筒採用「錨爪式」叨牙，

可省去了印刷過程中厚薄紙轉換時必須的調節牙排

工作；上版方式可採用全自動上版（有輸、收版盒）

或自動上版（有輸版盒），減少了停機輔助時間，

提高了生產效率；利用傳紙滾筒可進行對角線套準

調節，而無需使印版滾筒單邊偏斜移位，保證印刷

機的運轉精度。

張紙平版印刷，Koenig ＆ Bauer（KBA）的

綜合單張紙平版印刷產品系列涵蓋從 B2 到超大幅

面的整個範圍。在所有格式類中，高性能利必達印

刷機在生產率，靈活性和效率方面設定了行業標

準。在大幅面和包裝印刷方面，Rapidas 還是公認

的市場領導者。創新的印刷和後整理解決方案，獨

特的技術特性和量身定制的配置，以滿足日常規

範以外的要求，一直是 Koenig ＆ Bauer（KBA） 

Sheetfed 的優勢。

用 於 折 疊 紙 盒 市 場 的 數 位 單 張 紙 印 刷，

VariJET 106 將噴墨技術集成到高性能利必達 106

平版印刷機的平台中。一致的模塊化概念將數位噴

墨的機會與平版印刷工藝的公認印刷和在線精加工

功能相結合，適用於具有附加值的打印作業，使用

VariJET 106，您可以完美地生產未來的包裝，無

論是個性化和個性化的印刷產品，還是中短版的不

斷交替。作為模塊化系統，VariJET 106 可以根據

您的特定生產需求進行精確配置。這使得 VariJET 

106 如此獨特：上游和下游流程的模塊化集成，數

位印刷與 Rapida 平台的成熟模塊相結合，通過在

線生產實現完美的套準精度，出色的投資回報率，

經濟高效地生產超短到中等運行，減少資源消耗，

存儲成本和浪費，測試包裝和新活動的絕對靈活

性，對市場需求的最快響應。包裝市場面臨新的挑

戰，所有包裝產品中只有一小部分的設計保留了一

年多。對於相同產品，越來越多的不同折疊紙盒沒

有停止的趨勢。在有針對性的，有時是快速移動的

活動中銷售蓬勃發展，包裝是產品與客戶之間溝通

的唯一媒介。

印後加工 Postpress 技術，是什麼讓您的印刷

產品真正獨特？當然，卓越的印刷和後整理品質是

一個主要因素。但是原創的改進和特殊的觸覺或視

覺印像也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將您的印刷產品打

造成時尚的產品 - 並在市場上佔據領先地位。

專業可靠：Koenig ＆ Bauer（KBA）單張紙平
KBA105

專題報導 | 從世界大印刷機製造廠設備發展方向來看未來印刷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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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半式 75 或 76

適用於各種應用的理想印刷機 - Koenig ＆ Bauer
（KBA）能夠為您提供三種 B2 菊半式型號 Rapida 75，
Rapida 75 PRO 和 Rapida 76。它們共同涵蓋了商業和包
裝領域的所有典型應用。

中等格式 105 或 106

適用於每個用戶的理想單張紙平版印刷機 - 採用中
等格式的 Rapida 三重奏，Koenig ＆ Bauer（KBA）能夠
承諾：根據您的個人情況和生產要求量身定制的印刷機。
所有三台中畫幅印刷機都基於印前製作世界冠軍利必達
106 的平台。

大格式 145 或 164

大幅面型號 Rapida 145 和 Rapida 164 是這種格式
級別中最現代化的單張紙平版印刷機。無數獨特的功能和
自動化組件提供極短的準備時間。產量高達 18,000 張 /
小時，大幅面 Rapidas 的生產速度同樣快。與所有利必達
印刷機一樣，大幅面型號也可以根據印刷公司的個性化需
求進行精確定制。

超大格式 185 或 205

XXL 超大幅面格式的基準知識有兩個名稱：利必達
185 和利必達 205. 兩者都具有相同的高自動化水平，這
是所有利必達單張紙平版印刷機的典型特徵。憑藉這种血
統，他們在廣泛的細分市場中得分 - 遠遠超出了經典海報
印刷領域。

此格式類還為顯示器，大批量包裝或書籍的生產提
供了優化潛力。無論尺寸大小，Rapida 185/205 都是一
種迷人的生產替代品。

版印刷機的重新定位模型，業務擴張，重組或僅遷

移到新公司場所通常取決於您現有機器基地的成功

搬遷。我們的服務專家為您提供所有必要的步驟，

從準備搬遷到新站點的重新安裝。

全面的生產和位置分析構成了項目特定的財

務，流程和重新安裝計劃的基礎。通過這種方式，

我們還可以幫助您簡化生產流程，改善工作流程並

降低成本 - 除了實際的印刷機搬遷，您將在未來獲

得寶貴的生產時間。提供三種經過驗證的重新定位

模型，可根據您的個性化需求進行理想匹配。  

工作流程，將您的業務轉變為完全聯網的印刷

廠不再僅僅是對未來的願景。在訂單收貨和成品出

貨之間只有最少的接口的端到端工作流程是現代印

刷廠實踐中的關鍵因素。Koenig ＆ Bauer（KBA）

通過專業知識和智能，個性化定制的軟件解決方案

支持貴公司的數位化轉型。

旋轉模切機

利必達 RDC 106 代表了在線模切的最佳性能。獨立
定制的模切解決方案可使您的印張成形，並為最終產品提
供順暢的下游加工。利必達技術使其成為可能。

平板模切機

紙張，紙板，塑料薄膜和瓦楞紙板 - 使用 Iberica 平
板模切機，您可以處理各種基材。多種技術解決方案和選
項使您可以配置量身定制的機器，滿足您的包裝生產的所
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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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森張頁式平版印刷機的技術

小森印刷機的給紙裝置採用了八吸嘴設計，可

以對 0.04mm-0.8mm 厚的紙張實現穩定輸送；採

用機械式、光電式及感應式相結合的雙張、空張檢

測裝置，可對給紙過程的歪斜、雙張、空張等印刷

故障進行控制，保證紙張輸送準確無誤；遞紙機構

在擺動遞紙牙軸上安裝了防散尾裝置以補償紙張散

尾；同樣採用雙倍徑壓印滾筒及雙倍徑遞紙滾筒，

可滿足印刷被印材料及印刷品質要求；傳遞紙滾筒

上的牙軸採用了大直徑扭力桿牙軸，可增加其強

度，提高安全性及穩定性，叨紙牙墊調整裝置則可

以對厚薄紙作出快速反應，減少了調機時間；由於

使用了特殊加苛進行 ±0.2mm 偏斜的滾筒軸承，

印版的對角線套準調整可透過印版滾筒的軸向偏斜

來實現；輸墨系統採用長墨路方式，依靠四根不同

直徑的靠版輥和四根竄墨輥保證印版墨色均勻；輸

水系統採用反轉傳水的五輥連續供水方式，可直接

為版面提供穩定、均勻的潤版液；收紙採用防印張

偏斜裝置，還配有可自動分離有問題印張的雙收紙

裝置。

小森（Komori）公司在最近大型印刷展出以

「Innovate to Create- 綠色高效、智印未來」為主

題，介紹小森最新的產品與印刷解決方案，為到現

場參觀的來賓帶來一場技術創新的視覺盛宴。小森

公司，在應用多方位、精彩不斷，智慧型、數位化、

自動化的小森包裝印刷與數位印刷解決方案是吸睛

的焦點。其五大創新亮點吸引目光：

一、包裝印刷解決方案精湛演藝

配備連線上光座、H-UV L（LED）乾燥裝置的

40 英吋七色平張印刷機 Lithrone G40，完全模擬

印刷車間的作業流程，展現了包裝印刷全方位的需

求。其獨特的機械結構與優化的飛達與收紙部位，

無論印製薄紙或厚紙，都可以進行高速的印刷。配

備連線上光座與 H-UV L（LED）快速乾燥裝置，

可以快速乾燥印張、縮短印刷作業準備時間、減少

紙張的耗損、簡化印刷的工序，以更高的境界滿足

少量多樣與短交貨期的需求。以不同厚度的紙張展

示高附加價值的包裝印刷，其印刷速度達每小時

17,200 張，最大的紙張尺寸為 720×1,030mm，

並使用 KP-Connect Pro、自動換版等裝置，在提

昇印刷品附加價值的同時，也大大的提昇了生產效

率。

二、數位印刷解決方案導航未來

小森公司在數位印刷方面的發展表現不俗，

B2 幅面 UV 直接噴墨成像的 Impresmia IS29 數位

印刷機已成功在全球市場安裝超過 20 台，表現受

到市場青睞，市佔率也逐漸提升。Impremia S29

是小森公司在數位印刷發展上重要的產品，集結所

有小森產品的最佳性能、創新技術等多項優勢而設

計出來的革新產品，不僅結合數位印刷與平版印刷

的優勢，具備高品質、高穩定性與高可靠性的輸出

品質，可以同時滿足多樣化的市場需求，幫助印刷

廠提升印刷利潤。

Lithrone G40

專題報導 | 從世界大印刷機製造廠設備發展方向來看未來印刷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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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在 展 會 現 場 實 機 演 示 過 程 中，Impremia 

IS29 以解析度 1,200×1,200 dpi，不需要印版就

能以高清的品質印刷一張張不同的圖案成品；不挑

紙，紙張不需預先處理，適用的紙張厚度廣；單面

印刷時速每小時可達 3,000 張，雙面印刷時可達

1,500 張，優異性能博得參觀來賓的喝彩。此外，

小森公司另一台備受矚目的數位印刷機，奈米油墨

的「Impremia NS40」也將於今年隆重登場，全球

市場對於這台顛覆創新的數位印刷機，無不引領期

待，值得大家拭目以待。

三、商業印刷解決方案革新再創新

對於商業與出版印刷領域的發展，小森公司具

有優良又悠久的經驗。在此次展會中，小森公司以

能滿足客戶廣泛需求的 Lithrone G37 機型，現場

演示厚紙、霧光紙、合成紙（特殊紙材）的實機展

演，其高品質的印刷結果，讓現場來賓驚艷。

展會中展示的 Lithrone G37 是一部配置 H-UV 

L（LED）快速乾燥裝置的四色平版印刷機，其機

身結構緊湊，可以印製對開的尺寸。不論是在商業

印刷或是出版印刷，都可以全方位的滿足薄紙與厚

紙的印刷需求。

四、小森雲端解決方案智慧型連接

小森公司一直希望可以幫助印刷廠打造全面自

動化、數位化與智慧型的印刷解決方案。因此在這

次的 Print China 2019 展會中，小森公司將智慧

型的印刷廠概念作了完整的展示：會場所有的設

備互聯，實現一貫化連接與綜合管理的智慧型印刷

廠。而完成這項龐大工程的核心技術就是小森雲端

解決方案的 KP-Connect Pro，其可以簡化印刷作

業的調度、可以隨時查看生產作業的現況，將整個

生產流程透明化，因此所有的印刷工序都可以進行

數字化的管理，透過智慧型的操作與並行控制技

Lithrone G37

術的作業準備，完整呈現出小森雲端解決方案 KP-

Connect Pro 的智能性。

現實中的印刷廠，因為不同廠牌的生產設備，

所以對於整廠的一貫化作業帶來了管理上的困

難。而在展會上，小森公司以 KP-Connect Pro 將

Impremia IS29 數位印刷機與現場所有的平版印刷

機與後加工設備，進行綜合性的管理，充份展現小

森雲端解決方案的優良性能。而且在 KP-Connect

展區，從印前、印刷到印後加工所有的印件數據都

透過 KP-Connect Pro 進行自動無縫接軌與數字化

管理，將不同的工序串連起來，而這項技術最關

鍵的產品就是 Connected Automation （關聯自動

化）。

五、小森綜合印刷服務產品整齊亮相

從專業的印刷機製造商成功的轉型為綜合印

刷工程服務商，小森公司以多款 PESP 產品，包括

K-Supply 印刷材料、Scodix 印後加工產品、綠色

環保墨輥自動清洗機、印刷樣品展示區多樣化的呈

現小森公司綠色、高效、環保的綜合服務，期待可

以為更多的客戶提供更簡便、更全方位的一站式服

務內容。

綜觀這幾家大的印刷設備製造廠，除原有設備

改善，省能源、智慧化、自動化、數位化及整體解

決方案，走向綠能化與智慧印刷未來，除此之外，

對數位印刷及數位後加工技術，各家都有各自發展

特色，印刷未來市場也將會有變化，印刷廠之經營

模式 < 也值得我們再研究。

資料來源 :
設計印象 #104, 海德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
曼羅蘭公司 , https://www.koenig-bauer.com/（KBA）,
小森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komori.com

Impremia IS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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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世界印刷與傳播論壇暨
中國印刷論壇紀實

中華印刷科技學會名譽理事長 黃義盛

2018 年世界印刷與傳播論壇暨中國印刷論

壇於 10 月 23 日在上海舉辦，是由世界印刷與

傳 播 論 壇 組 織 (World Print and Communication 

Forum，WPCF)、中國印刷技術協會、中國印刷科

學技術研究院、杜塞道夫展覽 ( 上海 ) 有限公司主

辦，大會主題為「與世界對話 : 面向印刷智能新時

代」，參與論壇的嘉賓有來自美國、歐洲、日本、

印度、澳大利亞及中國印刷發行司、北京印刷學

院、印刷博物館、中國惠普、北高司圖文印刷、北

大方正、雅昌、裕同、上海翔港包裝等單位，論壇

由中國印刷技術協會褚庭亮先生主持，以下是各單

位的演講內容摘要整理。

 
中國印刷業現況及未來發展

 由中國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印刷發行司司長劉

曉凱先生提到，2017 年中國印刷企業數量接近 10

萬家，是 1979 年的 9 倍，年總ö值超過 1.2 萬億

人民幣，是 1979 年的近 250 倍，年均增長率約

15.7%，行業的人均產值約 42.8 萬元人民幣，是

1979 年的 73 倍，其中年產值超過 5000 萬人民

幣的有 3723 家，而 2017 年中國印刷機械行業總

產值約 500 億人民幣；截至 2017 年 12 月，共有

外商投資企業近 2000 家，總投資額超過 400 億

美元，2017 年中國進口印刷設備及器材達到 23.7

億美元，較 2016 年增加 16.5%，印刷品對外加工

貿易額達到 842 億人民幣 ( 約 120 億美元 )。

就中國印刷產業未來發展的新機遇，「綠色

化、數字化、智能化、融合化」是中國印刷產業的

發展策略，他提到中國印刷業正在結構性的轉變，

朝著產業重質量效率、企業規模化及市場優化提

升，而以智能製造、創新科技的印刷新商業模式經

營，加速融合全產業鏈、跨產業及印刷融合互聯網

+ 的方式發展，培育中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印刷企

業；在國際合作上，強化國際外貿平台，擴大開放

及完善外商投資、擴大設備器材國際性的合作及創

新，統籌布局支持印刷企業走出去。

2018 及 2019 年美國經濟及印刷產業現況

Mr. Micheal Makin 是 世 界 印 刷 與 傳 播 論 壇

(WPCF) 現任主席及美國印刷工業協會 (PIA) 會長，

他分享美國美經濟及印刷業現況，主要內容包括美

國總體經濟的現況，2019 年的展望及印刷業現況

與未來預測。

美國總體經濟的現況

2018 年美國的經濟正高速成長 ( 表 1)，第二

季 GDP 比 2017 年同期增長約 4.1%，是過去 10

個季度增長率最高的，是自 2009 年 6 月來的 110

個月裡的持續成長，也是美國 164 年中，增長持

續時間第二長的經濟擴張期。

就就業情況，2018 年 5-7 月，平均每月有

224,000 個就業機會，連續 94 個月保持增長，勞

動參與率上升 62.9%，失業率降至 2017 年最低點

(3.9%)，工資上漲率約 2.7%，薪資壓力依然存在，

減稅措施應該有利於維持消費者信心，但這期間的

通貨膨漲率卻保持低水平，僅略有上升，消費者與

企業信心都增強，受到國內及國際銷售景氣、解除

管制與降低稅收，企業利潤是增加的，且第二季的

工業生產率終於有 1% 的提升。

表 1:2016-2018 年美國經濟季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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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19 年的美國經濟，有 50% 的調查受

訪者認為經濟仍持續成長約 3%，主要是受解除管

制及減少公司稅所驅動，也讓美國國際競爭力得到

提升約 0.5% 至 1% 間，企業利潤和股票市場上漲

也增加這預測的可信度。

但 2019 年美國經濟仍有些風險，如受到時有

短缺或金融危機的可能外部衝擊，過度繁榮導致超

額投資，進而引發減產及裁員，人口老年化也阻礙

經濟成長，短期與長期對應的收益率曲線是經濟衰

退的預報器，當前經濟的下行風險包括貿易限制 /

壁壘減緩美國與全球經濟發展，勞動力短缺和移民

問題限制經濟增長，交通與基礎建設不足是發展的

瓶頸，成本、物價壓力及美聯儲施測的可能性，通

貨膨脹導致利率上漲及其他突發問題如貿易戰、軍

事衝突、社會及醫療保險、美國郵政虧損、川普總

統被彈劾等。

預測 2019 年美國經濟，強勁發展約 3% 增長，

緩慢發展約1.5%增長，悲觀衰退約-2%的負增長。

美國印刷產業現況

據美國供應鏈管理 (ISM) 的報告，2017 年美

國印刷產業無論在出貨量、新訂單、產量、就業機

會在 18 個製造行業中增長率都排名第一，但出口

增長率則排名第二，另據Print Market Atlas 報告，

2017 年美國印刷總出貨額約 1,652 億美元，其中

印刷媒體約 819 億美元，印刷相關業務約 833 億

美元，印刷相關企業約 43,379 家，其中印刷業約

26187 家，印刷相關企業約 17192 家，總就業人

數共 88 萬人。印刷業是美國經濟復甦的得利者，

主要是印刷業者調整自己的商業模式，以適應新的

產業趨勢，如在直郵營銷及數位服務的發展都有很

好的成果，但傳統的印刷服務還是主力，根據美國

人口調查局在 2015 年的數據，傳統印刷收入比網

路數位服務收入在報業是 6:1，在雜誌與書刊業都

是 4:1。

 2017 年美國印刷業的平均淨利率約 2.9%，

其中領導大型業者約 8.5%，一般印刷業者僅有約

0.7%，而印刷商提供的服務範圍，有 60% 以上印

刷業者都提供數位印刷、單張印刷及遠端數位服

務，其他都低於 40% 以下。而據美國田納西州立

大學 (Middle Tennesee State University) 對美國印

刷業的調查提到，印刷商提供的十大產品為郵件廣

告、手冊、宣傳冊、海報、名片、目錄冊、文具、

插頁、標語和橫幅、快速印刷等，而消費者較需要

的產品包括各種標籤、特殊印刷及加工、廣告相關

服務等，另消費者需要的輔助性服務包括網路印

刷、使用工具包、物流、數據庫管理、數字資產管

理、郵件管理、CD/DVD 服務、創意設計、數碼攝

影、跨媒體服務等。

遠交近攻促進中國印刷產業發展

比較 2016 年 DRUPA 國際印刷展，北京國際

印刷展有它的獨特的曲調及目標，印刷展除了扮演

印刷產業的技術與市場的交流平臺外，也展現中國

製造的印刷設備往外走的機會，結合及吸收歐美的

高端設備廠商，強攻以亞洲為目標市場的機會，我

們看看展館單位舉辦論壇的安排，包括國際印刷工

業發展論壇、亞太日、中美印刷高峰論壇、德國與

歐洲知識產權保護及展會維權、中國數字印刷高峰

論壇、包裝印刷發展財富論壇等、環球印刷聯盟會

議、美國印刷產業市場及機遇等，這些活動都是戰

略性依照中國印刷產業發展政策，透過印刷展與論

壇來建立與不同國家印刷相關業者的關係，促進交

流來達到中國印刷產業的發展。

5 月 8 日的第四屆國際印刷工業發展論壇

（Forum-PI 2017），邀請英國、美國、義大利、日

本、印度、印尼、越南、緬甸、巴基斯坦、伊朗、

中國大陸及港澳臺等國家和地區的印刷協會、印刷

及設備器材製造企業、大專院校的高層，行業資深

專家，專業媒體代表共同參與，論壇的內容由中方

以創新來推動印刷業可持續發展為主題，介紹中國

印刷業的發展狀況、「十三五」發展規劃和加強與

全球印刷業的合作，接著由英國、印度、義大利、

印尼等介紹各國印刷業的發展現況，下午的議題則

以「前沿技術 ·市場發展 ·未來走勢」和﹝一帶一路 · 
Mr. Micheal Makin 對美國印刷業 2019 年的發展

預測，認為印刷業的銷售成長與利潤率應可維持

2018 年成長的幅度，而印刷業的前景應都關注數

表 2: 美國印刷商提供的印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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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印刷，最熱門的產品包括藥品、化妝品及食品標

籤、郵件廣告及海報、包裝 / 信封、特種印刷及加

工、數位印刷、宣傳冊、插頁、手冊、名片及賀卡

等，而較冷門市場包括雜誌、報紙、文具、金融及

法務印刷品、票據印刷及目錄冊等，最後他提到印

刷業要關注美國前 10 大規模產業對印刷品需求，

包括包裝食品業、醫療 / 醫藥、出版業、電信業、

銀行 / 保險業、房地產業、旅遊 / 娛樂業、汽車業、

飲食業、家居裝修業等。

歐洲圖文印刷產業發展概況

Beatrice KLOSE 女士是歐洲印刷和數位通信

聯合會 (INTERGRAF) 秘書長，該聯盟共有 22 家

會員協會分布於歐洲 22 個國家，成員大多是印刷

業的歐洲國家協會。她提到 2018 年歐洲印刷業約

113,000 家印刷廠 ( 最多約 13.5 萬家 )，62 萬印

刷從業員 ( 最高約 95 萬人 ) ，其中 89% 的歐洲印

刷廠員工不到 10 人，歐洲印刷市場規模約 800 億

歐元 ( 最高約 1200 億歐元 )，其中德國、英國、

義大利、法國及西班牙是歐洲前 5 大印刷國；以歐

盟 28 國平均每家印刷廠僅有 6 名員工，比較中國

印刷廠則約 33 個員工，美國則約 21 個員工。

2018 年歐洲印刷產業經營仍然面臨挑戰，主

要是印刷消費市場結構正在改變，以 2016 年印刷

業產值約 535 億歐元，比較 2015 年產值下降約

3.5%，其中除了書刊印刷外(+3.7%)，新聞(-3%)、

雜誌 (-10%)、目錄及廣告 (-4.1%) 印刷品需求持

續下滑，總印刷品的產值若比較 2008 年則下降約

22.3%；另勞動成本的增加也帶來壓力，以 2015

年資料比較 2008 年，勞動成本增加約 14%，而

自 2015 年起，印刷業的勞動成本漲幅已超過平均

製造業，而自 2017 年 10 月以後的紙價漲幅接近

18%，這讓整個印刷生產成本急遽增加。

2017年歐盟(EU)印刷品出口額約55億歐元，

其中 39% 是書籍，前三大外銷區是瑞士、美國及

挪威，而 2017 年歐盟印刷品進口額約 29 億歐元，

其中有約 15 億元是書籍，中國、美國及香港是前

三大進口區；歐盟進口中國印刷品是由 2000 年的

2.4 億歐元成長到 2012 年的 10.6 億歐元再減至

2017 年的 8.9 億歐元，以中國 2017 年進口額比

起 2016 年是減少約 7.3%，但比起 2012 年仍增

加約 16.3%，比起 2000 年更是增加 270%。

中國出口到歐盟的印刷品中，書約占 43%(3.8

億歐元 )、卡片占約 23%(2 億歐元 )、圖片約 7%、

表 3:2000-2015 年歐盟圖文印刷產業概況

表 4:2003 至 2016 年歐盟圖文產品產值變革

表 5:2000-2017 年歐盟印刷品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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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圖簿約 12%，月曆約 4%；進口國家英國占約

39%(3.5 億歐元 )、德國占約 15%(1.3 億歐元 )、

法國約 10%、荷蘭約 9%、西班牙約 7%、義大利

約 5%。2017 年歐盟對美國印刷品進口約 10.2 億

歐元，63% 是圖書約 6.42 億歐元，另出口印刷品

約 9.29 億歐元，其中約 66% 是圖書約 6.13 億歐

元，印刷品貿易是逆差約 9400 萬歐元；如果歐洲

委員會依照歐洲印刷產業聯盟所提議，將歐盟木材

法規 (Europeam Timber Regulation) 範圍擴大到印

刷品，廉價進口的印刷品未來將會受影響。

自 2013 年來，歐洲圖文印刷業營業額變化

已趨穩定 ( 約 800 億歐元 )，雖然歐盟各國有所

差異，但整體在印刷品貿易是保留順差的，好消

息是 2014 年以後的紙本圖書是增長的，Beatrice 

KLOSE 女士認為圖文印刷有望復甦，但更重要的

是 2015 年以後，歐盟的包裝印刷市場規模已超過

圖文印刷，而且逐年成長中，就印刷製程分析，柔

印和噴墨印刷預計將進一步增長，但平版印刷和凹

版印刷量持續減少。 

日本印刷產業的現狀

由日本印刷產業聯合會（JFPI）公共關係部部

長石橋邦夫先生，來介紹日本印刷產業的現狀。

談到日本印刷產業趨勢是一直在衰退，但是近來

衰退的趨勢有所減緩，印刷產業占 GDP 的比例在

1991 年是 1.9%，但到 2015 年僅ö 1.03%，總

市場規模在 1991 年是 8.9 兆日圓，但到 2015 年

僅有 5.45 兆日圓約 500 億美元。

就日本出版市場分析，雜誌市場急劇衰退，在

2017 年落後於圖書市場，雜誌一直是出版商和書

表 6:2017 年歐盟印刷進出口資料

表 7:2017 年歐盟由中國進口印刷品統計

表 8: 歐盟印刷製程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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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收入的穩定來源，它的衰退受到出版業生態系統

的密切關注，而電子書市場不斷擴大，其中電子漫

畫占主導地位，2017 年電子漫畫市場超過紙質漫

畫，但電子漫畫的違法上傳是出版商面臨的嚴峻問

題；分析廣告市場，2007 年後經歷了急速衰退期，

但自 2011 年後開始逐步升溫，電視廣告市場保持

穩定態勢，2011 年後推廣媒體市場開始穩定，網

路廣告市場繁榮發展，報紙和雜誌廣告市場持續衰

退，2017 年的報紙廣告額約 5147 億日圓，僅是

2006 年的 51.5%，雜誌廣告約 2023 億日圓，僅

是 2006 年的 42.3%，插頁廣告約 15094 億日圓，

則是 2006 年的 312.8%。

比較日本 2015 年級 2006 年印刷業的結構，

出 版 市 場 由 2006 年 的 31.3% 降 至 2015 年 的

18.8%，但廣告及包裝市場結構都明顯增加的，但

如果看市場規模則僅包裝箱是成長的，其他的市場

值都是衰退的；日本印刷業衰退原因是來自於互聯

網與智能手機出現後改變了傳統的傳播上，在過去

印刷業是進行大規模行銷最划算的媒體，所以產品

手冊、報紙插頁、郵購目錄、免費刊物等需求量

大，印刷商需要高效的生產設備來滿足大規模行銷

需求，但現在電子媒體成了大規模行銷最划算的方

式，能直接向目標客戶傳輸文字、圖片、聲音和影

像，避免了郵資，印刷品成了一種昂貴的傳播工

具，但仍受到客戶的信任，印刷品都具有針對性和

集中性，追求高效的小批量生產，未來印量會持續

下滑，印刷商必需提供其他印刷增值業務來因應。

儘管印刷業出貨價值持續下跌，但紙張和油墨

表 9:1983-2015 年日本印刷業產值統計

來源：日本印刷技術協會（JAGAT） 

來源：日本印刷技術協會（JAGAT） 

表 10:2006-2017 年日本廣告額統計

的出貨量卻略有回升或者說持平，2009 年為止實

際印量都呈輕微上漲趨勢，2009 年之後的紙張和

油墨出貨量急劇下降，反映出實際需求的下降，但

2009 年後，印刷業出貨價值整體下滑，紙張和油

墨出貨量並未下滑，這一情況表明印刷業存在嚴重

的價格侵蝕問題；為順應印刷需求的減少，很多印

刷公司的生產力隨之減小，而新增的用於廣告和出

版的捲筒紙膠印機數量，在 2007 年有 1402 台，

但 2017 年卻僅有 1016 台，印刷商新增的投資多

用於提高效率，而不是提高總體出貨量，很多公

司試圖從印刷及相關服務領域發掘商機，如物流服

專題報導 |  2018 年世界印刷與傳播論壇暨中國印刷論壇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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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006 及 2015 年日本印刷業結構分析

　 

2006 結構率 2015 結構率 2015/2006

出版 2192 31.3% 1027 18.8% 46.8%

廣告 2279 32.5% 2025 37.1% 88.9%

證券 110 1.6% 84 1.5% 76.4%

商務 903 12.9% 756 13.9% 83.7%

包裝 888 12.7% 1009 18.5% 113.6%

特種 233 3.3% 232 4.3% 99.9%

其他 406 5.8% 319 5.9% 78.7%

合計 7011 100% 5452 100% 77.8%

來源：日本印刷技術協會（JAGAT） 

來源：日本印刷技術協會（JAGAT） 

務、業務流程外包服務等。 

儘管印刷業出貨價值持續下跌，但紙張和油墨

的出貨量卻略有回升或者說持平，2009 年為止實

際印量都呈輕微上漲趨勢，2009 年之後的紙張和

油墨出貨量急劇下降，反映出實際需求的下降，但

2009 年後，印刷業出貨價值整體下滑，紙張和油

墨出貨量並未下滑，這一情況表明印刷業存在嚴重

的價格侵蝕問題；為順應印刷需求的減少，很多印

刷公司的生產力隨之減小，而新增的用於廣告和出

版的捲筒紙膠印機數量，在 2007 年有 1402 台，

但 2017 年卻僅有 1016 台，印刷商新增的投資多

用於提高效率，而不是提高總體出貨量，很多公

司試圖從印刷及相關服務領域發掘商機，如物流服

務、業務流程外包服務等。

談到日本印刷產業的問題，包括眾多印刷業瓜

表 12:1997-2017 年日本印刷、紙類及油墨出貨量統計

分持續下滑的業務量，在出版和廣告印刷部門尤為

顯著，而勞動力短缺是來自於加班時間的嚴格限

制、繁榮的建築行業更具吸引力、年輕工人減少、

退休工人增多等，這也造成生產成本增加，加上運

輸、紙張和油墨成本都上升，但印刷價格卻很難漲

價，傳承給下一代也是一個難題，除非你對於產業

的未來有清晰的認識。

對未來印刷業的挑戰，因應小批量生產和快速

運輸的需求，印刷公司需要提升總體生產效率，智

慧工廠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之一，智慧工廠也成

為 2018 年日本國際印刷展覽會（IGAS）的主題

之一；未來印刷業只為客戶提供印刷服務不能體現

增值服務 和差異化，會讓印刷產業始終陷於價格

戰中，新的數碼印刷機及加值設備 ( 如 Scodix、

MGI 等 ) 是可以讓印刷商為客戶提出更好的想法或

者設計方案，而有能力的印刷商提供完整的設計方

案、編輯服務、行銷或策劃服務對於客戶是很重要

的，可以藉此為業務增值，BPO（業務流程外包）

和物流服務也是印刷商很重要的增值服務。

印度印刷產業現況

Mr. Raveendra Joshi 先生是全印度印刷商聯

合會主席，首先介紹了傳媒行業發展史、印度印刷

業及出版業的發展情況，印度對紙質版印刷品的需

求有一定下降，但商業印刷、包裝印刷和新興印刷

迅速增長，占據了行業中非常大的比例，並對未來

印度印刷業發展做出了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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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未來印度的經濟，相對於國際老年化社會

的來臨，印度是相對的年輕的，以歐盟的調查，

到 2050 年印度超過 65 歲人口僅占約 20%，但

日本已超過 65%，美國也超過 35%，中國則接近

40%，而依經濟學人預測，就國際經濟規模 (GDP)

來言，到 2050 年中國將由 2014 年的第二大成為

第一大的經濟體，美國將退為第二位，而印度將由

2014 年的第九大進為第三大經濟體。

    印度現在的印刷產業正方興未艾，現共有

約 25 萬家印刷企業，有約 260 萬員工，36 所印

刷學院，每年 3500 名印刷工程專業畢業生及 13%

的複合增長率，2018 年的印刷業產值約 3740 億

盧比 ( 約 53 億美元 )，國產的印刷設備國內銷售

額由 2009 年的 10 億美元增至 20 億美元，但同

時期印刷設備出口額則由 100 億美元增至 200 億

美元，現有約 813 家造紙廠，產值約 80 億美元，

直接創造 50 萬名工作機會及 150 萬名間接工作

機會，印度的印刷相關產業的增長率現居全球第二

位。

 印度印刷業現在年營業額約 80 億美元，印

度書籍、期刊和商業印刷品出口至全球 120 個國

家，2014 至 2015 年出口額達 3 億美元。印度現

在的印刷出版行業市場約 56 億美元，年增長率約

10%，其中新聞出版約 30 億美元，雜誌約 4 億美

元，學術出版物約 16 億美元，非學術出版約 6 億

美元，出版增長主要原因來自於 GDP 增長、中產

階級的崛起、識字率的提高及擁有年輕及知識匱乏

的人口，據出版商預測，印度將成為全球英語書籍

購買市場的第三位，僅次於美國及英國，全球出版

商現在都在關注印度，不僅僅是印刷，而是成為一

個注重內容的市場，也成為出版服務的外包中心。

2018 年印度的印刷投資有約 61 台新機共

約 360+ 印刷機組，490 套二手印刷裝置，公約

2150+ 套印刷機組，進口印刷機還是較受歡迎。

印刷及傳媒技術的發展與演變

國際標準化組織印刷技術委員會 ISO/TC130 

主席、北京印刷學院副校長蒲嘉陵先生，在印刷世

界論壇分享「印刷及傳媒技術的發展與演變」的精

彩內容。

˙ 數位技術的發展
他提到過去 30 年來中國印刷業的發展，數

位化技術是主要的催動力量，1975 年前，全球印

刷業是屬於模擬技術時代，以熱排及照相技術來

製版，1975 年到 1990 年間的電子分色出版系統

(CEPS)，1990 至 2000 年的電腦底片輸出 (CTF)，

這段時期是屬於模擬數位技術時代，2000 年後的

電腦直接製版 (CTP)，這才正進入數位化與電腦集

成技術時代，而中國印刷業使用 CTP 在 2011 年

才達到 50%，到到 2016 年 CTP 數位化以達到

97.2%。

數位化技術進一步驅動產業發展往智能化方向

走，過程由數位化結合網路化，利用大數據技術進

而發展人工智慧，而進入指數型發展曲線的快速增

長階段，而演變出智能化的產業革命；在數位化

階段形成電腦集成製造，在網路化階段，將設備、

材料、系統和人之間的產生互聯互動，而收集大數

據，以多維度數據的識別、分析、決策和應用 / 執

行，這才能發展人工智慧，進而滿足印刷生產、管

理和服務的各種需求，這也是印刷業發展智能化產

業願景。 

2017 年中國印刷業總產值已達 13,157 萬億

元人民幣，較 2016 年增加約 4.68%，年增長速度

已由 L 型減緩成 U 型，而彩色數位印刷機裝機數

量仍持續增加，年增加率雖然減緩但仍超過 10%

以上，其中高端彩色數碼印刷機成長幅度是高的，

這很清楚的說明即使傳統有版的印刷技術仍滿足大

部分的大眾化需求，但個性化及短版的需求越來越

多，這需要無版數位印刷來滿足，這也是未來印刷

市場的定位。

 

˙「雲端」技術帶來的衝擊與傳媒型態的演變
雲端技術服務是來自於網路 + 數位內容結合

互動顯示媒體來創造資源，2017 年中國上網人數

達 7.72 億人 ( 占總人口約 55.8%)，其中 97.5%

為手機網民 (7.35 億人 )，但年增率已接近飽和情

況，據調查 2017 年平均網民上網時間，平日每天

表 13:2007-2018 年印度印刷產值統計

專題報導 |  2018 年世界印刷與傳播論壇暨中國印刷論壇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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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5.4 小時，假日則約 3.9 小時，所以低頭族會對

人類進化帶來的下一階段是有待觀察的。

由中國蔡倫在西元二世紀發明紙，到西元六至

七世紀發明雕版技術，到西元十一世紀畢昇發明活

版印刷，在到西元 19 世紀發明的銀鹽照相前，人

類的傳播方式是以寫本為主，以後才變成以紙的印

表 14: 印刷技術的發展

表 15: 未來印刷技術發展趨勢

表 16: 中國數碼印刷機需求與印刷品的市場定位

本傳媒，但 1930 年代出現電視、1940 年代出現

電腦、1950 年代產生矽半導體技術、1970 年代

的互聯網到 1980 年代的液晶平板顯示 (LCD)，讓

傳媒慢慢走進多媒體時代，進入 2000 年後，結合

網路及智慧手機，加速數位內容以多媒體型態的傳

播，包括電子紙、剛性與軟性的液晶顯示、有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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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傳播媒體的發展過程

表 18:2016 年諸國傳媒產業的結構

光器件等的數位傳播衝擊了傳統的紙本傳媒。

    在中國，過去 10 年數字出版年均增長率是

33.8%，2016 年數字出版產值是 5720.9 億人民

幣，但傳統出版僅是 1645.2 億人民幣，以 2015

年的中國出版市場結構分析，報紙產值約 626.2

億元 (-10.3%)、圖書 822.6 億元 (+4%)、雜誌期

刊約 201 億元 (-5.2%)，音像出版物約 38.7 億元

(-3.6%)，但數字出版物約 4403.9 億元 (+30%)，

其中廣告佔 48%，移動出版佔 24%，線上遊戲佔

20%；比較傳統媒體出版物，新媒體出版物除了閱

讀舒適性較差外，對於與讀者產生互動、攜帶、時

效即時、儲存都較方便，更適合時事、新聞、娛樂、

諮詢及工具類出版，而對傳統的出版業者，若能與

新媒體作融合發展，這就是發展的機遇，否則就會

面對到媒體產品、消費者需求等產業改變的挑戰。

˙ 印刷的再定義
國際標準 ISO/TC 130’sScope 2k7 對印刷

的再定義，印刷是從圖像元素的產生開始，一直到

其最終處理的結果和集合體按照終端應用的要求被

輸出或呈現的一個過程（與此對應的技術稱為印刷

技術，對應的產業稱為印刷產業 )，最終得到的產

品可以是數位形態（虛擬印刷產品），也可以是物

理形態（實物印刷產品）呈現，物理形態的印刷產

品可以採用油墨、色粉和其它標記或功能材料呈現

在不同的基材上，但對最終印刷產品的呈現方式沒

有限制，對所使用的基材、油墨和其它標記或功能

材料的種類也沒有限制。

    印刷是以微米甚至奈米尺寸的微小功能單

元（圖元）及其排列組合（圖文元素及其組合體）

在適當載體或空間的大面積、精準擺放，所以印刷

領域進一步擴大到各種視覺及圖性化的產品，如傳

媒印刷、裝飾印刷 ( 建材、織物、金屬及塑膠等 )、

功能印刷 ( 綠色片、偏光膜、拓平導電膜、生物晶

片等 )、器件製造 ( 有機發光器件、智慧標籤、感

測器、光電池 )、3D 列印等。

專題報導 |  2018 年世界印刷與傳播論壇暨中國印刷論壇紀實



19

創新生態鏈印刷企業 :

　　認識正美集團 (Cymmetrik)

  正美集團以標

籤印刷為主要業務，

到 2019 年 成 立 剛

滿 50 周年，在台灣是一家低調、且不廣為人知的

印刷企業，如果提到集團印刷的年營業額約 100

億台幣，年產超過 120 億張的標籤，全球擁有約

5000 名員工，很多印刷業者都會嚇一跳；依經濟

部工業局統計，台灣印刷業年產值才僅約 700 億

台幣，年營業額超過 30 億台幣以上的印刷公司在

台灣肯定是第一名，而 100 億台幣的年營業額，

可擠進大中華區印刷業前 20 名，這麼低調有規模

的印刷企業，難怪在中國被稱為「潛水中的大鱷」。

特別報導 | 創新生態鏈印刷企業 - 認識正美集團 (Cymmetrik)

中華印刷科技學會副理事長　許茂元

食品飲料 個人護理 電腦周邊 通訊設備 醫療產業 汽車

外觀裝飾產品
變動印紋標籤、

立體圖文標籤

收縮套標、軟管

片材、3D 標籤

導光產品、

銘板、熱轉寫薄膜

塑膠 / 玻璃、

背蓋防爆膜

儀器面板、

藥品標籤、

醫療手環

儀表面板、

電源面板

功能性 / 內構件

一 物 一 碼 結 合

多 功 能 平 台 應

用

盒相對應條碼

序號標籤

電池標籤、

RFID 標籤、

防偽標籤

保護膜、

電池標籤、

模切產品

不織布 / 導電

片 耗 材、RFID

標籤

動力電池

機構件、

警告標籤

成為全球印刷應用及加值服務的領導者

表 1：全方位客戶需求的產品與服務

˙ 提供全方位客戶需求的產品與服務

正美集團經營的願景，是要成為全球印刷應用及加

值服務的領導者，全球共有 9 個生產據點、2 個辦

事處，客戶遍及全球 500 大企業，橫跨食品飲料、

個人護理、電腦與周邊、醫藥、石油化學、家庭用

品、消費品包裝、醫療、汽車、儀器、通訊設備及

其他產業；產品及服務是以印刷技術為核心，包括

自黏標籤 ( 警告、條碼 / 序號、促銷標籤等 )、保

全標籤 ( 防偽、RFID、防拆、水溶性、防盜等 )、

特殊標籤 ( 收縮套標、軟管片材、耐高溫、牙刷背

卡、保護膜等 )、機構件 ( 導光產品、觸控板、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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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標籤、面板 / 銘板 / 標牌、儀表面板、模切產品

及薄膜等 )、外殼裝飾 ( 模內薄膜、模內標籤、模

內轉寫等產品、熱轉寫薄膜、金屬外殼裝飾 等 ) 及

其他印刷品，專注標籤印刷及不斷的精進技術，讓

正美公司發展出完整的標籤產品來服務全方位的客

戶。   

    

˙ 整體解決方案 (Total Solution)/

創新 (Innovation) 發展解決方案提供者

除了標籤印刷產品外，正美對客戶服務從瞭解

需求、客製化方案規劃、打樣、驗證、生產流程、

倉儲及運送的相關安全性等作業流程，到嚴控各細

節及提供最可靠的全流程解決方案，來滿足客製化

需求 ; 正美也提供更多創新發展的解決方案，這包

括架構符合 ISO13485、YY/T0287-2003 認證的

醫療車間環境、門禁進出管理及標準生產流程，提

特別報導 | 創新生態鏈印刷企業 - 認識正美集團 (Cymmetrik)

長期合作客戶品牌列表

與各廠牌合作產品

正美工藝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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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醫療電子儀器印刷及專業耗材解決方案；結合獨

立軟體開發商（ISV）所建構的平台及系統，可滿

足防偽、溯源、行銷、庫存管理等需求，實現與消

費者的一對一深度互動，將品牌商與消費者緊密連

接的數碼解決方案；整合印刷防偽基材、油墨、印

刷加工防偽技術、數碼技術的整體防偽解決方案；

提供從標籤、硬體設備、軟體到售後支援的一站式

完整 RFID 解決方案，這就是正美集團的願景，要

成為「全球印刷應用及加值服務的領導者」的具體

作法。         

生產據點選擇，仍以貼近客戶、提供在地支

援、掌握客戶需求、提供材質選用、設計規範、製

程及加工建議、檢測方法等專業意見，協助客戶在

產品設計開發與縮短新產品上市時間，這也是正美

全方位的服務層次 (Full Spectrum Services)。

˙ 混合 (Hybrid) 製程、加工與研發能力，

提供客製化解決方案 (Customized Solution)

正美集團以 50 年的專業印刷技術與經驗來整

合供應鏈能力，提供最適化的製造流程，追求最大

的成本效益，來創造顧客價值；在生產配置上，以

數位印前系統來提升製版及產品品質，擁有輪轉凸

版、網版、柔版、凹版、平版、數碼印刷等最完整

的印刷製程，也具備點膠、雕銑、模切、貼合、燙

金、壓凸、熱壓成型、自動沖床等各式加工技術，

完整的生產製程，才可滿足客戶多樣化的產品需

求；並於 2010 年成立研發中心，於台北、昆山、

上海、深圳設立四個專業實驗室，統合專業研究人

員能力，針對印刷製程建立標準化的平台，在材料

組成、結構設計、製程技術不斷突破，為顧客創造

更高的價值，透過這些研發與產品開發平台，整合

跨領域的技術，提供客製化的解決方案，至今正美

集團擁有的專利總數已超過 265 個 ( 最近每年都

超過 40 個 )。

      

˙ 完備之管理體系 / 國際認證、持續提案改善平台

 做為一家國際級的供應鏈企業，取得國際

認證，是讓國際品牌商信任的必經途徑，正美

集團旗下各廠均取得 ISO 9001（品質管理）驗

證，部分廠別因為服務特定產業的關係，也個別

取得 IECQ QC 080000（有害物質管理）、ISO 

14001（環境管理）、OHSAS 18001（職業健

康安全管理）、IATF 16949（汽車產業）、ISO 

13485（醫療設備產業）、G7 色彩管理認證、

MH13013/18369/28059、FSC 國際森林認證等

多項國際驗證資格。此外，因應客戶對標籤產品之

規格與材料要求日益複雜，國際上對電子產品標籤

也有諸多安全性之要求，正美集團也投入相當的資

源申請 UL 與 CSA 認證，產品與服務均經得起世

界級認證嚴格的考驗，也贏得許多的榮耀及肯定，

包括太陽杯亞洲標籤大獎、世界標籤大獎、中國印

刷技術大獎等及許多客戶頒發的最佳供應商、合作

夥伴等，這些鼓勵讓正美能努力往前走，認證也提

升正美對外的競爭優勢。

 2004 年起，正美集團推動改善提案的品管

圈活動，透過精實生產 (TPM)、全面品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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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M)、全面生產維護 (TPS）等 3T 平台，整合

改善提案並分享給跨部門，以 2017 年各廠累計共

26,512 件改善提案，這對提升效率與品質、發揮

整體公司的創造力與執行力有很大的效益。

  

人才是正美集團發展的關鍵資源，目前公司平均員

工年齡約 36 歲，30% 員工低於 30 歲，50% 經

理級主管在 30-40 歲間，60% 的研發人員具碩、

博士學歷，而全球化多元人才佈局是集團發展的動

力，員工背景除了管理、營銷、生產及印刷加工外，

還包括光電、生物醫療、工業設計、材料 / 高分子、

化學化工、機械、資訊等多元人才都融合在一起，

分別肩負不同的目標與任務，讓集團能永續經營發

展。

˙ 可持續發展 (Sustainability) 與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正美集團也特別重視環保及環境永續發展相

關議題，除了取得社會與環境責任政策相關的國

際標準認證 (ISO 14001、QC 080000、OHSAS 

18001、FSC 等管理體系 ) 外，並依循「負責任商

業聯盟行為準則」(RBA) 在勞工、健康與安全、環

境、道德規範、管理體系的重點要求，作為推動企

業社會責任 (CSR) 活動的依據，在所有商業互動關

係中，應遵循 RBA 到的規範的標準如誠信經營、

無不正當收益、資訊公開、知識財產權、公平交易、

廣告和競爭、身分保護及防止報復、負責任採購礦

物及重視隱私等，而自 2010 年起全面推動企業社

會責任相關活動，聚焦環保及社會服務等主軸。

在實際執行上，推動減少使用 (Reduce)、重

複使用(Reuse)、回收再使用(Recycle)的3R概念，

透過改善個案來展示、交流及推廣表揚，達到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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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的目標。在節能減碳目標上，改用 LED 及其

他節能措施，期能達到年減 2% 的單位耗電量；在

水資源節約上，廢水回收及雨水收集，用於綠化帶

澆灌及清洗等；透過節能減排來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量，並針對廢棄物處理、生產排廢、用水、用電能

源消耗、製程耗料、材料回收等項目進行資料統計

及控管，且持續提出改善方案；推展綠色印刷、運

用可再生、輕薄、無毒的環保材料和水性油墨，降

低廢棄物對環境的衝擊，落實節能減排，正美集團

持續為美化商品、美化生活的使命作出更大的努

力。

重視勞工權益、職業健康、安全生產、培育專

業技術人才、鼓勵員工參與公益，支持環境保育及

社區關懷，以實際行動回饋社會，包含淨灘或淨

山、認養綠地、關懷弱勢族群 ( 如智障、盲人 )、

關懷老人、學童課後輔導等，秉持誠信的核心價

值，堅持以人為本的信念，這是正美集團重視企業

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Sustainability)，並善盡企業

公民 (Corporate Citizen) 責任的具體做法。

 

˙ 生態鏈創新發展商品、服務與解決方案

正美集團今天能有這個規模，是經過很多次的

演進得來的成果，每次的演進，都要盡可能滿足客

戶的需求，想辦法做出客戶需要的產品，也因而培

養出多創新製程加工技術與研發能力、提升專業生

產環境 ( 如無塵室、國際認證、食品安規等 )、學

習到新材料與特殊專業工藝、融合不同領域專精人

力與技術 ( 觸控板印刷就需要光學與力學技術 )、

而跨入新市場與領域、擴大產業價值供應鏈，也墊

高競爭門檻。這些堅持讓正美由傳統標籤到電子標

籤、日化標籤、防偽標籤、特殊標籤、智能標籤、

數碼標籤等不同領域，也由標籤跨入機構件 ( 面板

與模切等 )、外殼裝飾 ( 模內裝飾 ) 等不同領域，

服務的內容也由產品提供，擴大到標籤供應鏈的整

體解決方案服務，進而跨入創新及智能服務解決方

案 ( 醫療、數碼、防偽及 RFID 等 ) 服務，這就是

極致發揮產業生態鏈的創新發展。  

在國際印刷業界，這種創新生態鏈發展最佳的

範例是大日本與凸版印刷，他們現是全球最大的印

刷廠 ( 年營業額約 150 億美元 )，過去 100 年的發

展歷程，也是要滿足客戶的需求，追求持續的演進

與創新，也因應市場環境變化與需求、累積公司技

術與專精人力而跨入新領域 ( 如光電、醫療、電池

等 )；另外鴻海集團的發展也是以滿足客戶的需求，

持續擴大產業價值鏈的上下游投資，尋找跨入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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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產業的市場機會，凝聚集團的國際競爭力，這也

是產業創新生態鏈的發展。中國小米集團在 5 年內

投資約 100 家公司，以小米粉絲平台為市場基礎，

為這些公司提供品牌、用戶、通路與資金的支援，

讓質優價廉的產品能快速取得市場地位，小米的生

態鏈產業在 2017 年就創造 37 億美元的營業額，

其中有 4 家是獨角獸企業，這是很成功的發展策

略。

˙ 創新生態鏈企業 / 跨領域合作與投資

 2014 年起，正美開始規劃新創事業，主因

是 2011 年到 2014 年間消費性電子產品跌價，公

司營收成長趨緩，利潤更是因為客戶不斷降價的要

求而被壓縮，為求突破，以「傳統老工藝、現代新

價值」理念，保留正美傳統的經營價值，開始結合

跨領域業界合作，尋找產業新應用、探索新商機、

開發新市場、創造新價值，並投資設立新創公司。

集界科技公司成立於 2016 年，服務內容是提供智

能碼 (Smart Code) 解決方案，以標籤條碼結合品

牌商與消費者間的雲端互動服務，這種一物一碼

(UID) 的應用，不管是會員集點 (Loyalty Program)

活動、防偽認證 (Authentication)、大數據分析 (Big 

Data)、行銷活動 ( 抽獎、社交分享等 )、虛實整合

(O2O) 及追蹤溯源 (Track & Trace) 等解決方案，

由標籤設計、QR 碼測試、資料庫及網站測試，到

後端數據分析、提升用戶體驗、拓展個性化行銷等

工作，都成為公司對客戶的服務內容。

  合流科技公司成立於 2017 年，通過高效、

創新的信息交換及系統整合手段，致力於企業間

供應鏈的優化服務、建置商品資料庫及應用軟體

開發，佈局工業 4.0 產業發展趨勢，主要產品及服

務包括企業供應鏈 EIP 平台及依需列印 (POD) 服

務，服務對象有台電、永豐餘、波若威科技等，

RFID 標籤溯源應用服務，服務物對象如社團法人

台灣永續供應協會等、整合式客服系統提供供應鏈

協同 / 金融、分散式的安全資料庫等，服務對象如

億科國際公司等，其重點任務是利用 AI 和區塊鏈

(Blockchain) 技術來管理供應鏈，如產品溯源或追

蹤廢棄物流向 。

正美集團要賣面膜，更是讓人無法想像的事。

拓金造物公司成立於 2018 年，結合正美對印刷

電極材料 (Printed electrode) 及印刷加工技術的

專業，開發出新一代的微電流面膜 (Micro-current 

mask)，這是利用微弱的電流來打開細胞間通道、

讓精華液能深入滲透而有效吸收的保養機制。微電

流面膜點子不是來自正美，但生產解決方案卻是正

美的核心印刷，這製程是將電池的正極與負極轉換

成油墨配方，印刷在面膜布材上，不必外加電池，

只要加入精華液後即可產生微小電流，讓皮膚更易

吸收，也使敷面膜不再只是做表面功夫；水電子技

術除應用在面膜外，正美集團聘請醫材專業人員接

棒做深入研究，未來可望發展出傷口修復、電子人

工皮等高階醫材，這些新創公司的重點任務，不僅

是為正美集團的技術找到出海口，更要擔任整個生

態產業的情報蒐集站，期能走出另一條路。  

新印刷時代的來臨，要有國際化視野、電子商

務平台、數位技術發展與運用、智能包裝的互動與

體驗、自動化設備與流程、跨領域發展、策略夥伴

的合作與聯盟、新的商業經營模式等，這些在正美

集團的現有經營模式上處處可見，正美的產品一直

在生活周遭，賦予產品生命力，讓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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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噴墨歷史久，在質和量仍居前緣

TIGAX 台北國際印刷機材展  

陳政雄 執行長

噴墨列印仍居數位列印的最前緣。在 UV 墨噴

列方面，對目前印刷業轉化數位列印最早，比例最

高的商標列印，仍以數位 UV 噴墨為主體，電子成

像除了 Indigo 仍有很好市場之外，Konica Minolta

的 Accurio Label 又是走回頭路，向電子色粉成像

靠攏。而 Epson 愛普生本來用水性墨的 SurePress 

L-4533AW 商標列印機，也再開發使用 UV 墨的

SurePess L-6043VW，雖然很多科技的來來回回，

令人眼花撩亂，但每一家數位列印廠都有自己的盤

算，因應市場及應用需求。自四十多年前連續式

噴墨為基礎的水性墨，至今水性墨仍是主流噴墨

方式之一，有人想把水性墨免處理在一般平印塗

佈紙、雪面紙、非塗佈紙上列印的理想，也逐步

在接近。在 DRUPA 16 日本花王化學公司，提出

了把水性墨直接在塑料上噴列的理想，也有日本廠

家在測試，若是能成功，那麼水性墨可以使用的範

圍，又有相當層面上的擴大。因此目前只能說，有

一陣子戶外海報列印在帆布、塑膠材質表面的溶劑

型噴墨，已完全看不到未來。至已折衷的 IPA 弱

溶劑（輕溶劑）的噴墨方式，是否有前途，也是十

分黯淡的。水性墨俱有各種噴墨頭的適應力，包括

使用電荷磁場移位及回收非印紋部份墨水的連續式

噴墨，都可以順利噴列出來，所以水性噴墨是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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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噴墨用墨水，主要以水做為溶媒，加入一些連結

劑、聚合料，一如水泥漆一樣，可以用水來稀釋調

節，但是在加熱乾涸之後，墨水中的連結料將產生

化學聚合的不可逆反應，所以想用水再洗刷乾涸下

的水泥漆，也不會脫落，因此目前多數水性噴墨，

大多俱有樹脂乾固後聚合包覆顏料特性，不只可以

產生不再溶解於水中，更因某些奈米顏料微粒，在

樹脂良好包覆之下，也可以防止臭氧的侵襲及耐光

性變好的優點。若回想 1990 年代的噴墨墨水，除

了水份及染料（很微小只有 2 ～ 5nm 奈米粒徑），

並沒有良好連結劑及聚合料，所以當時的噴墨列印

的印刷品，如在 80 g/m2 的非塗佈紙進行一面列

印後，會透印到紙張背面，更可以看到很多墨水會

順著紙面毛細管產生毛邊的不良現象，這一種現

象由早期的黑白文字列印，甚至到 1998 年 HP 的

DesignJet 水性噴墨機，都存在著色暈染的問題。

而且在染料墨逐步乾燥中，色彩也存在有變化、不

安定的問題在。在 1988 年當時用 HP DesignJet

噴墨機的染料墨來做數位打樣，可說聊備一格，不

能十分準確在印刷機印刷時色彩有良好再現。直到

2000 年換成 Epson Stylus Pro 10000 型，使用

奈米水性墨顏料，有良好的耐候性樹脂包覆的新一

代墨水出來，在色彩安定性及耐水性方面，獲得十

分長足進步，尤其耐光、耐候性，Stylus Pro 可以

達到 3 ～ 50 年的耐候性，是染料墨水無法比擬的，

也奠定了水性顏料噴墨在數位彩色打樣的地位。

但水性顏料墨水，在目前成為世界上大圖噴

繪中如大海報、複製畫、相片、打樣等噴列，而

且在書籍、個性化出版，到大尺寸包裝，只要

1200×1200 dpi 可變墨點的高級列印，都使用水

性奈米顏料墨水噴列，有很極緻的小墨滴，約到

1.5pl、2pl 的微針點尺寸，表現出影像極度的細微

層次，也因為這麼小的墨滴，更要求顏料的粒徑均

勻性、不阻塞噴嘴。那麼對於極微量的墨水噴列，

若紙面沒有預塗（有的由紙廠就塗佈水性噴墨的受
噴墨科技改善輸出時文字毛邊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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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層，有的買了材料後才做表面受墨處理）來使水

性墨在噴列時，能在紙面、布面、不織布到塑料表

面，產生受墨性而不暈染，且又能集中於塗佈面

上，形成很好均勻墨色呈現，因此在應用水性噴墨

時，如何找尋合宜噴列媒材，有良好受墨條件或使

用者的事先處理十分重要，否則水性墨的墨色無法

十分良好將色彩效果呈現出來。目前世界上高端

的文化、商業、包裝列印機，只有 Konica Minolta 

AccurioJet KM-1 及孿生機小森 Komori Impremia 

IS29，採用 UV 墨噴列，以 LED UV 光做墨水的

即時固化，雖為 1200×1200 dpi，但仍比水性墨

有反光粗化的現象。至於其他張葉噴列，最早的富

士軟片 Jet Press 720 及新一代的 750 型，都是

有機上預塗固化的受墨層，再做熱風固化乾燥。

海德堡 Primefire 106 為 B1 大尺寸，使用 7 色噴

列，有廣色域效果，也採用富士軟片的 Samba 噴

墨頭，以及預塗紙面工藝，進行 7 色水性墨噴列。

Koenig & Bauer 科尼希鮑爾的 VariJET 包裝卡紙

列印機，以及更大尺寸（1.2×1.6 米）的瓦楞紙列

印機，也和海德堡一樣採用富士軟片的預塗及彩色

噴墨技術，達到極高的列印品質，另外在 RotaJET

由 76 到 225 型系列數位輪轉列印機，皆同樣採

用預塗及水性墨彩色噴列科技。在 HP 惠普的平台

式噴墨、大圖彩繪噴墨機，幾乎使用 UV 噴墨的佔

大多數，也有使用 Latex 乳膠墨噴列，但需加熱

至 70 ～ 80℃才能固化，與 UV 墨幾乎有相同對

於帆布、PVC 膠膜、紙張、不織布的列印能力。

在小尺寸 B2 系列捲對捲的 HP PageWide T200，

到 B1 寬幅系列的 PageWide T410，甚至最大尺

壓電式噴頭作用示意圖 2018TIGAX 台北國際機材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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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 PageWide T1100（寬幅 2,800mm）的巨大包

裝列印機，全部採用水性墨噴列，但唯一不同的

是媒材列印上的預塗層，HP PageWide 並不是用

Anilox Roller 微穴輥做整面塗佈的，而是以另一組

粗噴頭，來做四色有印紋地方才噴列，並不是為了

省塗佈料，而是使塗佈料在列印面之外的非印紋部

份，不露痕跡。而 HP PageWide 系列噴墨機，採

用較耐用的熱泡式噴墨頭進行加熱噴列，但在耐用

性方面仍不及壓電式噴墨頭耐久。

免預塗的水性噴墨，已有六、七年歷史，但原

廠噴墨頭耐不住，本來可用兩、三年的噴頭，在

3 ～ 5 個月就壞掉了！在 2018 年 IGAS 印刷展，

網屏公司展示的 Truepress Jet520HD，其免預塗

的墨水，可直接在平版印刷亮面、霧面塗佈紙上，

做出與平版印刷相近的彩色印紋，而 Truepress 

Jet520HD科技，源自Ricoh理光噴頭及墨水科技，

所以在 Ricoh Pro VC60000 也有水性墨預塗佈科

技，另外有 Pro VC70000 型，為免塗佈的水性噴

墨機，在水性墨噴列科技上，又向前邁進一步。

Epson 水性墨噴列方面，在新一代高速精準

的 PrecisionCore 精點噴墨頭支援下，成為辦公室

OA 自動化列印，以及網路列印、影印機等，替代

色粉列印、免預熱、耗電省、墨水價格低，產生全

新的革命性環保、省電，不發熱的優點，用電量只

有色粉列印機的六分之一，成為市場一個新的風

向。印刷生產的小尺寸彩色辦公室列印方面，Riso 

ComColor 油性彩色、雙色噴墨列印，也走出自己

一片天，雖為油性墨，但沒有溶媒釋放。

如果要說水性墨及 UV 墨，將來會如何再發展

下去，不會像古時候有楚河漢界一刀分，特殊的

非吸收材質到玻璃是由 UV 墨來噴印，水性墨在紙

特別報導 | 水性噴墨歷史久，在質和量仍居前緣

張、卡紙，像以前凹版印刷 2.8 米寬幅的包裝面

紙生產，印量至少需 10,000 公尺起跳，現在使用

HP PageWide T1100 有 2.8 米寬幅的水性墨列印

機，可以沒有印版，要列印 2,000 米、500 米，

甚至打樣都可以，改變噴墨列印在大尺寸、小批量

的生產模式。另外本文提及不用在媒材面預塗的科

技，還有水性墨在塑膠薄膜直接噴列的科技，都使

得未來把不可能的事化為可能，也把 UV 墨、水性

墨的界線給模糊化了！

在噴墨列印科技上，尤其要求高列印品質的需

求，水性噴墨可形成非常好的印紋品質，主要在

水性墨的流動性比 UV 墨好，因為黏稠度低，且在

噴出噴孔之後，墨滴水份的內聚力很好，如大家看

噴水池的水柱，邊上很晶瑩的水珠都很圓潤透亮，

這種要歸功水的內聚力好，所以水性墨在噴孔出來

時，本來為條狀的形狀，在空中收斂成珠狀，但受

空氣力學的影響，不是完全的圓珠型，而是淚滴

型，如雨滴在大氣中下墜的「淚滴狀」。反觀 UV

墨，本身分子量輕，呈現如鼻涕的黏膏狀，所以無

法在 2 ～ 4mm 的噴列間距中，收斂形成珠狀、淚

滴狀很工整墨滴外型，所以無法形成很好的墨點位

置排列及外型圓潤的墨滴印紋來。這一些研究，在

壓電式的噴頭每秒由 1.5 萬到 5 萬滴的大小不同墨

滴，這種「撒豆成兵」的科技在噴頭的噴墨式尺寸

變化，其壓電的波型研究十分重要，也在未來成為

噴墨科技十分重要的噴墨顯學。

噴墨科技墨點在紙上的的各種表現 極細墨點顯微飛濺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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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未來的大數據思維

嶄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呂理哲

我們都知道新技術都是為了提升效益而被發明

的，不論一系列流程的效益提升，還是一小段工序

效益的改善，都能提升生意的競爭力。20 年來的

生產和管理的數位化曾經改變印刷業的競爭業態，

目前供過於求的業態，不正是效益普及的結果？

所有的新技術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發展出來

的，一種新知識帶動各種新技術、新應用，再衝擊

出更新的知識，更新的技術和應用。一個工程師在

建造雷達設備的磁電管時，發現口袋裡的花生巧克

力溶解了，因而發明了微波爐；幾十年前科學家發

現 DNA 攜帶遺傳功能，到今天人類有了 DNA 編

輯器，可以預防和治療疾病，未來可能甚至選擇自

己的後代。

技術和知識疊加再疊加，到了互聯網發展成移

動互聯網以來，人類生活方式被網路效益天翻地覆

地改變了，各種生意也因為溝通的效益提升，出現

劇烈的變化。下一步的技術衝擊勢必越來越快，印

刷業將要面對是什麼新形式的挑戰？

我們都知道“大數據”正在改變商業的效益，

竟然針對消費者提供精準廣告，大眾的注意力都聚

焦於自己的隱私的威脅和廣告的無孔不入，殊不知

大數據正在對人類知識疊加的速度大踩油門向前

衝。

徐志摩創造了『數大就是美』這句話，在我們

的腦子裡起了奇妙的作用，看到滿山遍野的櫻花，

海灘的沙，天上的繁星就自然而然有了美的感覺，

今天大數據的影響我們，不只是量變引起質變，更

超出了這一層含義，是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的改

變。

有個專家把大數據思維分析成幾個不同的層

次，從大量的、看似雜亂無章的數據點，總結出原

來找不到的相關性。例如網路書店從客戶購買的歷

史數據中，發現買偵探小說的讀者大都喜歡食譜類

的內容，加上其他社交網絡的數據，可能發現這些

人大多傾向投票給民主黨 ...，大數據可能發掘出諸

如此類以往無從知道的“知識”。

大數據思維和過去通過大量數據挖礦的概念是

有區別的，大數據思維在於收集數據時 不必要有

特定目的，至於未來如何使用數據，得視特定的應

用再說。現在大家使用的輸入法、搜尋引擎、社群

平台、網路商店，甚至大部分的手機 APP 都把你

輸入的所有的資料，保存到他們的大數據裡面，今

天可能沒有特定的目的，未來能夠得到什麼結果事

先也不知曉，明天數據量夠大了，用途或目的才會

被開發出來，從這些數據中，人們發現了很多過去

沒有想到的規律。

看看一個大數據在醫療制藥方面的應用，今天

所有的新藥的研制過程中，科學家們需要分析疾病

產生的原因，尋找出能夠消除這些原因的物質，然

後才能合成新藥。

根據醫學院的統計，從最具價值的研究論文發

表算起，沒有 20 年的時間新藥無法上市。以美國

的專利法規定的有效期限最高 20 年，等到新藥上

市時已經沒有幾年的時間可以去把投入的研發資金

賺回來，這就是為何有效的新藥價格昂貴的原因。

有了大數據，可以利用電腦將世界上已經被批

准的藥（約 5000 種）和已知的疾病（約一萬種）

配對，就會發現藥與病的可能關聯，比如斯坦福大

學醫學院的一個案例，某一種用來治療心臟病的藥

物，對服用者的胃病也有效。有了這個線索，研發

單位直接進入相應的臨床試驗，省去傳統開發新藥

的冗長過程，最後找到治療胃病的新藥，只用了三

年的時間，成本也只有傳統流程的 15%。

大數據收集了許多事實數據，不需要做任何假

特別報導 | 印刷未來的大數據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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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就可以直接對胃病有效這部分進行臨床試驗，

這是大數據思維改變醫藥產業的案例。大數據可能

從結論中倒回去求得以往不知道的規律，甚至不需

要任何科學假設或理論。

矽谷有一個創業者 David，他發現美國的餐

館、酒吧等小企業，平均壽命不超過五年，。於是

他花了一年的時間，調查了美國酒吧行業的情況，

排除了經營不善的理由，發現其中的癥結在於約有

23% 的酒都被酒保們偷喝了，或免費招待自己的

朋友，由於每一次的交易的損失都非常小，不易察

覺，只有靠酒吧老板自己坐鎮盯得緊，才能減少損

失。

David 幫酒吧改造酒架，不但將酒瓶裝上 RFID

識別晶片，還讓每個酒瓶的重量都能隨時傳回電

腦，因此每一瓶酒的消耗和每一筆交易的記錄都能

追蹤，老闆隨時可以了解自己酒吧經營的細節。更

進一步，使用 David 管理系統的客戶越多，大數據

更跨出單一酒吧的範圍，透過掌控宏觀（多數人在

不同酒吧的行為）規律，David 能提供的信息服務

越豐富，酒吧老闆不但知道了自己門店的營運細

節，也能知道從不同的季節，不同的區域，不同的

產品的酒類銷售數據中去改善營業的效益，競爭力

不再受限於店主的知識和運氣了。

酒吧的案例說明了，透過掌控宏觀規律，大數

據可能擴充特定行業的經營知識。

我們都知道煙草公司有錢聘請一流的律師，來

應付吸煙導致肺癌提出的集體訴訟，即使控方提出

美國外科醫協會的研究報告顯示，吸煙男性肺癌的

發病率是不吸煙的男性的 23 倍，我們看起來是鐵

證如山的研究報告，厲害的律師卻能反駁，這個研

究報告無法證明吸煙和肺癌的因果關係。

1997 年美國密西西比州的總檢察長麥克·摩

爾帶領 40 多個州的總檢察長再次對煙草公司提起

訴訟。還聘請了包括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

學院教授們在內的很多頂級專家。

這些專家們派助手和學生到第三世界國家的農

村的地區，去收集相同族群、相同收入和生活習慣

等人群的對比數據。目的就是既排除了基因等先天

的因素，也排除了其他和生活習慣等後天的因素。

只比對出吸煙對身體影響。大數據呈現了煙草和肺

癌之間無法否認的關聯性，最終讓煙草公司低頭和

各州達成和解，同意賠償 3655 億美元。

連法院都認可了從不同維度找到的強相關性，

可以取代因果關系作為法律證據。因此，用不同維

度找到的強相關性可以取代因果關系，這是大數據

改變社會思維的一個拐點。

思維方式改變了，做事的方式也會跟著改變。

大部分的印刷廠多用 ERP 來管理生意，ERP

追蹤每一筆訂單的來龍去脈，也管理了公司資源和

這筆訂單生產交貨發生的關聯，有效益的印刷廠都

能利用 ERP 數據來規劃自己的資源，但是似乎沒

有印刷廠有能力跨出自家的區域網路，取得宏觀的

數據來顛覆整體產業。

今天，沒有人知道在雲端大數據如何應用於印

刷生意，一家經營多年的印刷廠，電腦裡處理過的

內容包括書本或廣告，無以計數，頂多保留數據作

為再版的用途；但是美國的 LightingSource 就利用

了，幫助出版社客戶建立內容數據庫的機會，保留

了所有客戶的電子書數據，最後成為歐美最大的按

需印書的贏家。

其實，大數據可以購買，也可以交換，而且許

多大數據基本是對外開放的，尤其是各國政府都應

社會需要開放了許多公共數據，電商平台出售收集

到的數據或和廣告平臺交換從中獲利，已經是公開

的秘密。

既然然大數據不一定得自己去收集，只要有人

想出改善印刷服務的關聯特性，很容易利用大數據

開發出傳統印刷業不知道的生意效益。

今天想印刷的未來，大數據思維不可忽視。

特別報導 | 印刷未來的大數據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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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性創新印刷商 :
美國 Cimpress(Vistaprint) 印刷公司

 中華印刷科技學會理事  黃俊凱 

全球最大的網路印刷服務商 Cimpress，2018

年度營收約 25.9 億美元 ( 表 1)，較 2017 年增加

21.4%，較 2008 年的 4 億元營收增長約 6.5 倍，

較 2004 年的 0.59 億元增加約 44 倍，2019 年度

前三季的營收則約 20.8 億美元，較 2018 年同期

增加約 5.8%。現在的 Cimpress 由超過 15 個不同

的品牌組成，在約 50 個地點、30 多個國家和 6

個大洲僱用了近 12,000 名員工，也在澳大利亞、

奧地利、巴西、加拿大、中國、法國、印度、愛爾

蘭、意大利、日本、墨西哥、荷蘭、英國和美國

設有生產基地，2018 年北美營業額約占 45.8%、

歐洲地區約占 48.5%，其他地區約佔 5.7%，主要

業務部門營業額有 Vistaprint 約佔 56%、其他網

上交易公司 (Upload and Print) 約佔 28%，國家筆

(National Pen) 公司約佔 13%，其他業務約佔 3%，

購併是 Cimpress 業務快速發展的主要策略，也因

而擁有多品牌、多樣的商品及服務方式，在全球各

地以同性質的體制服務所有的目標客戶。

˙ 大 規 模 訂 製 平 台 (Mass Customization 

Platform) 服務是商業模式的核心

 Cimpress 公司的業務是以滿足個人客戶需求

的商品及服務為中心，發展大規模訂製平台 (Mass 

Customization Platform) 服務是商業模式的核心

( 表 2)，把小額個性化訂單且以大規模的生產效率

( 表 3) 實現，透過電腦整合製造來服務全球客戶，

也就是量身訂製來滿足客戶需求。以 2016 年為

例，Cimpress公司就服務超過1700萬客戶(表4)、

生產 4600 萬個性化商品，其中有約 610 萬個性

化襯衣、59 億張名片，目標客戶含微小中大企業、

設計、零售及印刷公司、各機關團體、家庭等，

產品包含行銷印刷品 ( 名片、小冊子、目錄、傳單

等 )、標牌及展示架、行銷商品、包裝品及袋子、

紡織商品及衣服、紀念品及禮品、包裝印刷品 ( 紙

箱、紙盒、標籤等 )、相簿、辦公用品 ( 筆、紙品、

USB、貼紙等 )、邀請卡及說明書等，這些商品都

可以以個性化的方式呈現，且保持優良品質、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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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04-2018 年 Cimpress 營收值

來源 :Cim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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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低成本的競爭優勢。

到 2018 年，Cimpress 公司共有近 300 個專

利，在商品技術上，在平台上提供設計與內容創意

服務、內容管理及跨市場行銷 ( 含多國語言 ) 服務，

在線訂購並追求標準化、印前自動化、自動調度和

自動化製造流程，並以供應鏈管理提供由設計、原

料、策略外包、品質、成本、物流及品牌服務管理

( 含永續發展 ) 等完整的技術，來滿足客戶的需求，

這些也都以規模生產的理念建構在大量客製化平台

(Mass Customization Platform) 運作，所以持續的

投資在技術及系統發展上，以整合產品開發、客戶

服務及訂單處理、生產自動化流程、品質及成本控

制、倉儲及物流服務等是必須的。

管理與組織結構上，Cimpress 公司採取分權

化組織 (Decentralize) 及部門自主的方式，讓全球

各地及各業務部門實現其既定願景、戰略和長期目

圖 2: 大規模訂製平台 (Mass Customization Platform) 服務

來源 :Cimpress 網站

表 3: 訂單數量與成本曲線圖

資料來源 :Cimpress 年報

表 4:2016 年度 Cimpress 的總服務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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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總公司僅關注大型設備、物流服務、合同原物

料等採購業務上，希望達成成本、品質與效率上的

目標，並集中發展大規模訂製平台 (MCP) 技術，

共享標準與技術服務，客戶端的服務、自動化製造

及供應鏈、物流及倉儲等相關流程及解決方案系統

則佈署到業務所在地，這是 Cimpress 公司競爭優

勢的核心，所以組織配置分散在瑞士、印度、荷蘭、

捷克及美國，而各業務部門也都擁有軟件及系統工

程能力，來強化各地的自動化製造、精益生產、流

程控管、材料、品質及色彩管理等，系統也接受第

三方技術的連結，來實現更靈活、更多電子商務標

準體驗及更好的工程設計，來提升更多的競爭優

勢。

˙多品牌及多渠道的業務發展策略

多品牌及多渠道的業務發展的分權化則是很

具體的，Vistaprint 品牌網站的運營北美，歐洲，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服務約 1700 萬微型企業，

提供低成本及專業品質的營銷商品；Druck.at，

Easyflyer，Exagroup，Pixartprinting，Printdeal，

Tradeprint 和 WIRmachenDRUCK 等 網 路 印 刷

(Upload & Print) 業務則專注在提供圖文專業人士

的服務，包括當地的印刷商、經銷商、藝術家、

廣告代理商及專業設計技能的客戶等；國家筆

(National Pen) 經營的小品牌則專注於定製書寫工

具和為中小型企業提供促銷產品、服裝和禮品，其

每年為 20 多個國家的 100 多萬家小企業提供服

務，營銷方法通常是直郵和電話銷售，以及小型但

不斷發展的電子商務網站；其他業務包括印度、日

本等的經營模式都依市場及客戶的特性，而採取個

別的行銷通路與服務內容；Cimpress 各品牌的相

關營運內容如下 :

˙BuildASign 是一家快速發展的基於互聯網的帆布

印刷牆裝飾，商業標牌和其他大幅面印刷產品供應

商，總部位於德克薩斯州奧斯汀市。

˙Druck.at 是奧地利領先的網絡印刷產品供應商，

包括多頁宣傳冊，文件夾，傳單，名片，標牌和橫

幅。 

˙Druckwerkdeal 熱衷於為荷蘭和比利時的中小型

企業提供各種印刷材料的“客戶幸福感”。主要產

品系列包括標牌，印刷品，廣告材料，公司服裝和

促銷禮品。

˙Easyflyer 為法國客戶提供一系列小型和大型印

刷產品，熱衷於提供最佳的客戶體驗。 

˙Exaprint 為法國和西班牙的印刷，設計和營銷專

業人士提供服務。他們在名片，傳單，小冊子，橫

幅，海報，易拉寶和剛性標牌上提供各種高質量和

創新的裝飾選項。 

˙National Pen 是 20 多個國家中小型企業定製書

寫工具的領先供應商。該公司還銷售其他促銷產

品，包括旅行杯，水瓶，科技產品和貿易展覽品。

˙Pixartprinting 是一家領先的網絡印刷公司，為歐

洲各地的客戶提供服務。該公司為圖形設計機構，

印刷經銷商和本地印刷商提供印刷服務。 

˙Printi 總部位於巴西，是美洲領先的在線印刷公

司之一，提供廣泛的可定製印刷產品組合，包括名

片，傳單，標籤，橫幅等。

˙Tradeprint 是英國領先的在線貿易印刷商，為當

地印刷商，印刷買家和圖形藝術專業人士提供服

務。Tradeprint 提供定制產品，包括傳單，傳單，

名片，小冊子，海報，信頭等。 

˙VIDA 是一家位於舊金山的電子商務平台，提供

原創，高品質的服裝，配飾和家居裝飾產品，由世

界各地的藝術家和設計師設計，按需大規模生產。 

˙Vistaprint 是 Cimpress 最大的業務，為全球

1600 多萬小企業主提供專業的印刷和數字營銷

產品，以合理的價格推廣他們的業務。

˙Vistaprint Corporate Solutions 提供 ProShop

解決方案，作為公司的私人網站，並提供他們

的定制打印和促銷項目。從管理員批准到日常

企業定價，ProShop 有助於簡化訂購營銷材料

的流程，同時確保品牌和預算控制。 

˙ 這種跨職能的全印度國內業務為各種規模的

本地企業提供便利，可靠，便捷的圖形設計，

服務和質量。Vistaprint India 與 Vistaprint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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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2019 前三季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4 年度 2012 年度

營業額 2.076.362 2,592,541 2,135,405 1,788,044 1,270,236  1,020,269 

成長率 +5.9% +21.4% +19.4% +19.7% +8.8% +24.9%

毛利額 1,019,695 1,312,742 1,098,430 1,013,039 819,143 665,064 

毛利率 49.1% 50.6% 51.4% 56.7% 64.5% 65.2%

技研費用 8.2% 9.5% 11.4% 12.4% 13.9% 12.7%

行銷費用 27.3% 27.6% 28.6% 30.1% 34.7% 36.8%

管理費用 5.7% 6.8% 9.7% 8.1% 9.2% 10.3%

營業利益 114,242 157,800 -45,702 78,193 85,914 55,174 

營業利率 5.5% 6.1% -2.1% 4.4% 6.8% 5.4%

其他收入 0.8% -0.8% 0.5% 1.5% -1.7% 0.2%

利息費用 -2.3% -2.0% -2.1% -2.1% -0.6% -0.2%

稅前利益 84,256 66,366 -79,317 66,095 56,610 55,845 

稅前利率 4.1% 2.6% -3.7% 3.7% 4.5% 5.5%

業務截然不同，但利用相同的核心技術。

˙WIRmachenDRUCK 是一家德國網絡印刷公司，

以低廉的價格為平面設計師和印刷經銷商提供各種

高度可定制的產品 ; 從促銷產品到定制飲料罐。

˙YSD 為中國的品牌和知識產權所有者提供端到

端的大規模定制解決方案，支持多種渠道，包括零

售店，網站，微信和電子商務平台，以提升品牌知

名度和競爭力，開拓新市場。 

˙分權化管理與財務管理系統

    面對這麼多品牌、商品、通路與客戶、巨

量訂單等的複雜經營，除了要有專精的服務平台、

人才、供應鏈管理等機制外，Cimpress 在財務目標

是如何最大化每股的內在價值，並持續投資在大規

模訂製平台技術，財務管理系統也把內部管理報告

與各地自主經營管理相結合，也特別重視自由現金

流管理系統。財務決策是以 Cimpress 是長期唯一

的擁有者，防止短期投資行為、尋求長期觀點的投

資者，根據風險、回報和時間來評估最高現金流的

資本配置，而採取自我新投資或購併、股票回購、

股權投資或減少負載等具體做法，這些都充分表達

在每季的財務報表，由 Cimpress 過去的損益表 ( 表

4) 看到，毛利率由 2012 年的 65.2% 降至 2018

年的 50.6%，但營業費用也由 2012 年的 59.8%

降至 2018 年的 43.7%，導致 2018 年的營業利率

提高至 6.1% 左右， 而 2018 年營業費用中，技術

研發費占約 9.5%，行銷費占約約 27.6%，管理費

表 4:2012-2018 年 Cimpressn 損益表                        資料來源 : 公司財務報表  

占約 6.8%，比起 2012 年，營業費用因為規模擴

大，營業費用率就降低了。

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 ClaytonChristensen 提

到，將產品或服務透過科技性的創新，並以低價針

對特殊目標消費族群，突破及改變現有消費市場稱

為破壞式的創新 (Disruptive Innovation)，Cimpress

公司跟台灣的健豪公司都是這種商業模式而取得

業界的領導地位；但依 Cimpresss 年報提到，大規

模訂製業務市場規模在北美及歐洲共約 1000 億美

元，如果包括其他地區就可能超過 1500 億美元，

這幾乎是傳統包裝印刷產業的 30%。Cimpress 的

成功除了發展大規模訂製平台及完善的供應鏈管理

外，自2012年起，以購併作為主要的投資策略(共

花約 9 億美元 )，這個策略讓 Cimpress 擴充更多

的產品及服務，並整合通路來擴大營業規模，達到

經營上的規模綜效。

大量訂製服務平台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

點、對需求客戶提供所需要的客製服務，這對商品

及服務內容及業務是很有發展空間，而累積的市場

數據也有助於對消費者了解及市場的行銷；訂單連

結到自動化製造流程、物流及倉儲等相關供應鏈流

程管理及解決方案，即時滿足客戶低成本的客製化

商品及服務需求，加上完整的財務管理機制，以購

併擴大商品品牌、服務內容、多元客層，且整合不

同專業人力、優化技術及營運通路等資源策略，這

是創立約 20 年的 Cimpress 成功、維繫長期成長

及競爭優勢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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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不同印刷版式測試印製
潛影防偽效果之研究

吳文和、吳欽、石金福

研究動機、目的及方法

我們做此研究主要是客戶想在其印刷品有防偽

效果，但又不希望增加太多的成本，在眾多的防偽

技術中，要思考採用一種不會增太多的成本下又可

以達到防偽效果，其中版紋設計在防偽印刷中常

被使用的一種技術，在眾多版紋設計中以潛影防偽

技術為非常普遍的一種技術，而此技術都是以凹版

印製為主，主要是凹版可以印製出潛影的特性，簡

單說就是凹版可印製最佳的油墨厚度，在正常下觀

看看不出隱藏的資訊，只有將印刷品與眼睛視覺平

行或某個角度下才可看出隱藏資訊。但以凹版方式

印製其版費偏高且製版時間較長，因此要將此技術

用在一般少量多樣的印刷品上，從時間及成本考量

下，客戶採用意願不高，經過思考及參考一些資料

後，我們提出可以達成滿足客戶的需求同時不增加

成本下，除了凹版印刷外，是否還有其他印刷版式

可以來完成潛影防偽效果的印製，這是本研究的研

究動機。

在考量各種版式印刷的特性外，在不添購其他

設備而以公司現有的機器設備來做實驗，研究結果

可能成功或失敗，因此，不論本研究最終是否可以

達成目標，在沒有真正的實驗很難判定最終的結

果，所以本研究希望從實驗過程中，去做更深入探

討每種印刷版式在印製一些特殊的防偽效果的可行

性，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要經過實際實驗的過程與結

果中，去探討是否有新的想法及產生以前沒有想到

一些相關知識，進而將技術實際應用在商品上。因

考量到實驗設備與時間成本的問題，而無法一次性

做許多參數設定，因此，先參考以凹版印製成功的

樣品，經測量結果的參數做為本實驗數據參考。因

每種印刷版式都有其特性與限制，本研究想用其他

印刷版式來印製完成潛影防偽效果，可能不容易輕

易達成或有可能其他版式都無法實現，也可能有接

近凹版印刷的潛影防偽效果。

首先收集一些有潛影防偽效果印刷品，分析其

效果與設計，如新台幣鈔票或人民幣上都有潛影防

偽效果，分析其參數與設計技巧，然後收集相關文

獻後閱讀整理，並選用軟體實際設計幾款樣式，

首先做初期的潛影底紋製作，初步先完成肉眼無法

辨識影藏的效果，後續再選用幾種的印刷版式去實

驗。先假設一些可行的參數邊做邊修正，直到找到

最佳效果後，再做印製並整理分析，並探討實驗過

程與結果，確認本研究是否可行。

從一些資料上知道防偽技術從防偽的角度通常

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普及型防偽技術，此技術不

需透過任何工具或用對方法，直接以眼睛就可以輕

易辨識真偽，屬於一線防偽技術。第二類專業性

防偽技術，需透過簡易工具才能辨識真偽，如光柵

板當解碼工具，屬於二線防偽技術。第三類機密性

防偽技術，要透過專家或高精密的儀器才能辨識真

偽，屬於三線防偽技術。在當今許多高難度印刷防

偽技術中，採用人眼視覺辨識特徵與光學防偽技術

相結合，具有難仿製的優勢，在目前主流的高科技

防偽技術中需借助特殊材料與昂貴設備 ( 有些設備

是被管制，如高解析的輸出設備 )，雖然可以達到

很高的防偽效果，但是相對於在生產技術和設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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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美金 100 元鈔票藍色為動態疊紋效果

圖 2 英鎊 50 元鈔票綠色為動態疊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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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很高的要求，因此在防偽製作成本上會很高，使

得這類防偽技術在推廣和使用受到了很大限制。例

如現今美金 100 元 ( 圖 1) 與英鎊 50 元 ( 圖 2) 中

嵌入一條微透鏡疊紋技術，其透鏡規格比 600lpi

還高，製作解析度高達 100000dpi，這是現今的

一般印刷技術都無法達到的極限，同時這些高解析

的設備也是被管制，相信一般人都無法順利的取

得。

本研究主要是在眾多的版紋設計與不同印刷版

式中，找出與潛影防偽有關的技術，並做為研究的

主題，而對於印刷潛影效果的認知會因每個人的認

知而有所不同，本研究先將所謂潛影技術定義的設

計圖像是經過印刷過程產生的圖像，通常在一般正

常的視覺下無法察覺影藏的資訊，但透過正確方法

或其他工具則可將影藏資訊呈現出來，此技術都歸

類於潛影防偽技術。因此本研究會涉及到一線的防

偽技術及二線的防偽技術，例如新台幣 100 元、

500 元、1000 元的右下角團花潛影效果。當置放

一片 62.4LPI 光柵板時可以呈現出影藏數字 ( 屬於

二線防偽 )，如圖 3，其中以 100 元的效果最佳，

目前大部分的鈔ö在設計潛影防偽效果上是不用解

碼工具，而是要將鈔ö與眼睛視覺在一個角度下可

以看出影藏的資料 ( 屬於一線防偽 )，如圖 4，各

國鈔ö都有類似防偽功能，如人民幣 100 元在右

上角位置擺上 62.4LPI 光柵板轉到正確角度也可以

看到 100 字樣。新台幣用 62.4LPI 光柵看到 100

字樣及下沉 8mm 的疊紋深度 ( 用 62.4LPI 當解碼

片是否是巧合不得而知 )，從光柵板置放在影藏資

訊的上面可以看出疊紋現象，我們也可以反推出光

柵板週期 ( 一個透鏡的大小 ) 比潛影圖象週期大。

也可以代入疊紋公式反推出如何修正潛影圖象。本

研究使用 Photoshop 軟體做過網處理時，所輸入

的數值會與實際測量的參數不同，尤其是不同的過

網角度所量出的角度完全不同，當第一次輸出後看

到疊紋大小，我們可用疊紋公式去修正到正確的參

數 ( 疊紋的另一種測量方法 )。 

 

潛影技術探討

在印刷版紋設計中將線條規則 ( 或不規則 ) 的

排列在版面上，改變其部分線條的角度、粗細、密

度、形狀等，就可以完成隱藏的圖像，但一般的視

覺看不出隱藏的圖像，而需要特別的方法或工具才

能看到被隱藏的圖像，這個圖像稱之為潛影。常見

潛影防偽技術中，第一類是不需工具在特定的角度

下可以看出隱藏的圖像，如圖 4 壹百元台幣，第二

類是需要解碼工具才能將隱藏的圖像呈現出來，如

圖 3 在壹百元台幣上置放一片 62.4LPI 光柵板就可

以看出 100 的數字，稱之開鎖 ( 解碼 ) 防偽的方法，

開鎖是指要借助特定的解碼片 ( 光柵板、微透鏡陣

列、黑白線底片 )，透過調整解碼片的角度和位置，

則可將印刷品隱藏的圖像呈現出來的一種潛影防偽

技術，屬于隱性防偽。開鎖防偽的的原理比較簡

單，利用解碼片上的線條阻擋反射光 ( 黑白線 )，

或折射方式 ( 光柵板 ) 進而改變開鎖圖像中潛影區

域的顏色深淺。開鎖潛影實際上是一個由線條的移

位產生的浮雕潛影，由於開鎖圖像上隱藏的圖像之

分布頻率較高，在正常視覺下無法分辨出線條的變

化，所以在製作防偽圖像時，其加密潛影的圖像不

能被看到。以下針對潛影製作方法、潛影設計原則

及潛影防偽功能做詳細說明：

( 一 ) 潛影的製作方法

潛影的製作方法主要是改變線條的形狀 ( 線條

或圓點 ) 和排列來建立，其製作方式不一樣且潛影

的外觀特性不同，所以防偽效果也不一樣。如 1. 線

條角度變化、線條的粗細一致、間隔一致，改變線

條的排列角度形成潛影 ( 如兩組不同角垂直交叉組

合 )。2. 線條粗細變化，改變線條的粗細，形成顏

色密度的差異，產生潛影。3. 線條密度變化，改

變線條的分佈密度，形成顏色密度的差異，呈現潛

影。4. 浮雕潛影是對線條進行彎曲變形，形成的潛

影圖案具有凹凸效果 (PHOTOSHOP 軟體中扭曲移

置效果 )。5. 折光潛影，折光潛影是一種隱形潛影，

正視時，看不到潛影圖像，對光斜視時，潛影顯現。

新台幣的 100、500、1000 元的紙幣都採用折光

圖 3 將 62.4LPI 光柵板置放在鈔卷上可以看出

100 的字樣

圖 4 從某個角度可以看出 100 的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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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影技術。主要是利用了油墨凸起對斜向光線的阻

隔作用。實現折光潛影的首要條件是印刷油墨必須

具有一定厚度。墨層越厚，折光潛影效果越明顯，

因為線條能擋住的光越多，顏色深淺差異越大，事

實上油墨的厚度是影響潛影的效果最大關鍵之一，

也是本研究最主要的核心重點，我們將採用不同的

印刷版式來印製折光潛影，因不同的版式印製出來

油墨厚度完全不同，平版是墨厚最小，網版可以印

製最厚的墨厚。其次，若是線條非常細，間隔緊

密，或線條過粗，正常條件下就能看到潛影。折光

潛影對印刷技術的要求非常高，印刷過程中，要求

縱向及橫向的油墨擴大程度相同 ( 網點擴大率 )，

否則就會產生顏色濃度的差異，正常條件下就能看

到潛影。基於上述的要求，折光潛影一般採用凹版

印刷才能完成。也有人採用凹凸壓印 ( 燙金 ) 的方

式來實現折光潛影效果，其原理與凹印油墨折光潛

影一樣，不需要油墨，直接對紙張壓印，形成凹凸

線條，凸起的線條相當於凹印油墨線，對光斜視，

與視覺方向垂直的凸線阻擋部分反射光，產生潛影

圖案。目前有些國家的鈔票防偽或特殊印件使用這

一技術。

( 二 ) 潛影設計原則

1. 在視覺美觀上潛影設計也是非常的重要，並

結合版紋的特點，一般設計潛影是在版紋的底層，

上面疊印團花、文字等元素，潛影設計的顏色不宜

太深而過於明顯。另外，要控制潛影的邊緣效應，

做到線條對接自然，邊緣過渡平滑，減少潛影邊緣

跳變問題，如圖 5 邊緣處理不好就看到影藏的圖

案。

 2. 製作灰度圖像扭曲時，圖像的反差越大，

扭曲的視覺效果越好，因為線條變形的強度與圖像

中的灰度值有關，灰度值越大，偏移量也就越大(扭

曲越強 )。因此，圖像扭曲的防偽功能更強，假如

沒有原來圖像是很難仿制出相似的扭曲效果。另

外，製作圖像扭曲時，線條分佈較密，扭曲潛影還

原的圖像細節資訊越多，效果越逼真。對於扭曲深

度的選擇，當圖像顏色較淺時，設定較大的扭曲深

度，潛影效果較好；當圖像顏色較深時，設置較小

的 扭曲深度，潛影效果較好，以上陳述都要依照

潛影的效果與圖像決定，效果好壞最終都要以實際

印出來為準，效果不佳就是要修正到讓視覺看不出

隱藏的圖像。如圖 6，正常視覺看不出有隱藏的資

圖 5 邊緣處理不好明顯看到 1000 數字 圖 6 正常視覺不易看出有隱藏的資訊

圖 7 因四色套印不準而露出隱藏數字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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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3. 注重防偽功能優先，底圖的線條要細、密，

可使用複雜的曲線或細微圖形。其次，可以使用特

有的圖像做潛影，提高防偽性能。最後，對於整體

的潛影，可選擇一些潛影進行變形處理，增加造假

難度，還可以作為暗記進行高階隱性防偽。

4. 為滿足防偽印刷技術要求，在設計上要配合

各種版式印刷技術優缺點，避免設計的效果無法通

過正常印刷完成，例如線條過細、過密與使用的顏

色種類過多等不利於印刷之因素。

( 三 ) 潛影的防偽功能

1. 防止掃描後用四色套印，潛影是由細線構

成，採用特別色滿版油墨印刷。由於線條較細，假

如偽造採用普通四色網點套印方式複製時，線條會

變粗及套印不準而跑色，潛影字樣就會露出且顏色

變化差異大無法達到潛影效果。如圖 7 因四色套印

不準而露出隱藏數字 1000。

2. 目前以扭曲移置潛影的印刷防偽方法，其多

種版式都可以完成且效果佳，唯要用光柵等工具當

解碼用，潛影的線條為無縫連接，過渡自然，用普

通的圖形設計軟體就可以製作出來。扭曲移置潛影

方法，每根細線的變化特徵不一樣，即使採用相同

的製作軟體，如果沒有獲得原圖像和扭曲移置設置

參數，是無法製作出一樣的效果。

3. 有些防偽潛影線條非常細，對不同版式要求

印刷技術要求高，一般採用滿版特別色印刷，對於

用常規的四色網點套印方式有很好的防範作用。折

光潛影防偽等級更高，平版印墨層厚度較低，普通

網版印刷解析度達不到要求，一般需要凹版印刷技

術，但是設備成本非常高。因此本研究就從幾種印

刷版式試圖找到除了凹版印刷外，是否其他版式也

能達一線的防偽方法，目前確認製作二線潛影防偽

技術比較容易達成。

( 四 ) 潛影防偽功能的提升

借助特定的設計技巧，可進一步提高潛影的防

偽級別。目前常用的方式有以下幾種：

1. 多種變化形式組合利用線條的多種變化製作

潛影。例如，製作潛影時，同時改變線條的形狀和

寬度。

2. 雙重潛影疊加同一底圖中設置兩種潛影效

果。例如，利用線條 角度的變化生成一幅潛影圖

像，同時又對線條進行粗細變化，生成另一幅潛

影圖像。如圖 8 為將兩種不同角度潛影效果合成

一張潛影防偽圖像，將光柵板轉不同角可以解出兩

組或多組隱藏資訊，採用雙重潛影時，最好有一種

視覺效果較強，一種視覺效果較弱，以消除彼此的

干擾。在折光潛影的基礎上，建立線條粗細變化潛

影，使得折光潛影的隱蔽效果更好。

3. 扭曲變形的潛影由於製作步驟較為簡單，容

易被仿制。可對潛影圖像進行一些變形處理，如拉

伸、擠 壓、扭曲等。如果變化的參數和步驟未被

破解，即使使用相同的軟體也無法仿製。特別是手

動隨意變形很難模仿，對多個潛影做不同的變形處

理，消除整個版紋的規則性，防止造假者模仿出一

小部分後以拼接、修改完成整個版紋的仿製。

 圖 8 將兩種不同角度潛影效果合成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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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一、實驗設計

本研究製作潛影效果主要分兩大類效果，第一

類如新台幣正面右下角團花圖案，將其拿起來與

眼睛視角達到某個角度可以看到 100 數字，但正

常的觀看是看不到 100 的數字，此圖案也可以用

0.68mm62.4LPI 的光柵板置放在上面看出 100 的

字樣，本研究為配合國內生產兩種規格的光柵板，

0.8mm50LPI 及 0.58mm100LPI。因此本研究就以

兩種規格去繪製潛影圖像。新台幣的繪製主要是利

用互相垂直線條交錯，然後以團花 ( 花紋 ) 的結構

去消除邊緣線交錯地方，讓人眼無法清楚辨識影藏

的字樣，所以隱藏的效果是非常重要，從設計的角

度選用的花紋應該是非常關鍵的要素，因此會選多

種花紋或團花做實驗。第二類潛影效果是以線條及

網點去製作潛影效果，但必須用光柵板去做解碼工

具。而圖像分為平網的效果及圖像的效果。

圖 9  5 種不同  

圖 10 加密文字為數字 1000

圖 11 將各種不同參數潛影圖像完成拼大版

特別報導 | 採用不同印刷版式測試印製 - 潛影防偽效果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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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無水平版輸出線條效果    圖 13 平版互斥油墨效果

二、實驗設備與材料

實 驗 設 備 規 格： 底 片 輸 出 設 備 解 析 度

是 5080dpi， 印 版 輸 出 機 其 最 高 解 析 為 X 軸

2400dpi，Y 軸 9600dpi，數位印刷機解析度為

600dpi，數位噴墨印刷機，解析度 X 軸 720dpi，

X 軸 1200dpi， 平 版 印 刷 機 為 海 德 堡 CD102

印 刷 機， 網 版 印 刷 機 為 日 本 Sakura 網 版 印 刷

機。 解 碼 光 柵 材 料 規 格 是 厚 度 0.8mm50LPI 及

0.58mm100LPI。

三、潛影軟體

本研究使用的軟體以 adobe 繪圖軟體做為防

偽影像處理，點陣影像以 Photoshop 為主，向量

檔以 Illustrator 為主，搭配外掛的程式，同時也參

考國外著名的防偽軟體，如中國的方正超線防偽軟

體及 JURA 防偽軟體，透過網站下載參考說明說

及試用軟體作為比較，當然傳統的繪製軟體沒有專

業軟體處理的快，但只要了解其製作原理還是可以

繪製出不錯的效果。

四、潛影影像設計測試

圖案的選擇與尺寸大小的決定，尺寸兩種，

70mm*10mm 及 140mm*20mm，圖檔解析度設

定 1200dpi，依印刷版式檔案的改變 ( 如單色改為

4 色以增加油墨膜厚 ) 等。本研究依不同的潛影效

果會有不同製作方法與步驟，這是本研究核心技

術。選擇 5 種不同花紋做為實驗的樣本，如圖 9

為 5 種不同花紋及圖 10 為加密數字。第一類潛影

完成有5種花樣及兩種線數兩種角度總共有20組。

第二類潛影完成有 5 種花樣及兩種線數及兩種角

度。及另一種過網形狀為圓形網點，總共有 30 組。

最後將做好的檔案拼成大版，如圖 11，再依各種

版式分別輸出成印版或檔案。

五、幾種不同版式印刷

第 一 種 版 式 為 數 位 UV 噴 墨 印 刷， 本 研

究 採 用 的 數 位 噴 墨 印 刷 機， 解 析 度 設 定 為

1200*600dpi。

第二種版式為數位碳粉印刷機，最高解析度為

600dpi，採用過網網線為圓形網點接近 200LPI。

第三種版式採用無水平版印刷機，印版為

TORAY 無水平版，以 9600dpi*2400dpi，400lpi

過網輸出。油墨為單色黑印製在白卡紙上。

第四種版式採用 Sakura 網版 UV 印刷機，網

版採用 380 目。使用兩種油墨，一種為透明油墨

印在光銀特多龍材料，另一種調配紅色墨印在白卡

上面。

第五種版式採用平版 UV 印刷機，印刷座以

輸出加密圖像的 PS 版，印上互斥油，上光做以

100LPC 的網紋輥印製光油，機上油墨與上光油本

身是互相排斥的效果。被印材料為光銀特多龍。

肆、研究結果與建議

實驗結果，第二類潛影技術的每種版式的印刷

都能達到隱藏與解碼效果，只有影像的解析能力因

印製的版式不同有一定的差異性，其中以用無水平

版印刷的效果最佳，因其輸出的解析度 9600dpi

特別報導 | 採用不同印刷版式測試印製 - 潛影防偽效果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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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網版印在有顏色卡紙效果 

   圖 15 網版印在白卡紙上效果

   圖 16 拼 25 模第二類潛影效果

   圖 17 拼 24 模第二類潛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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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線數高 400lpi，如圖 12，而效果比較差的是平

版互斥油墨，因線條表現層次較差，如圖 13。本

實驗結果要特別關注第一類潛影防偽技術，其數位

噴墨介於可行與不可行之間，從多次的噴墨實驗

中，發現此技術只要再修正一些參數或等未來提升

噴印的解析度應該是可行的，雖然目前效果不是完

美但其可行性非常的高。

     

從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得到許多的寶貴經驗，

本實驗採用 5 種花紋來製作兩大類的潛影效果，首

先我們證明圖像花紋的選擇是否影響潛影的效果，

實驗結果證明是會影響，但不是很大關鍵 ( 尤其是

第二類的潛影防偽技術 )，紋路的花樣結構，顏色

深淺都會有不同的效果。我們認為用 5 大版式都可

以完成不錯的第二類潛影效果，但不易推廣，因在

解碼過程中，需要一片正確的解碼片，有人認為不

方便，但它確是一種很棒的潛影防偽方法，同時在

不增加任何生產成本或只是多花費一些處理時間，

並且可以搭配各種印刷設計即可達到美觀又具有防

偽功能。至於第一類的潛影防偽技術，一般都是以

凹版的方式來完成，經本實驗多次的測試與修正，

認為數位噴墨是有機會完成第一類潛影防偽技術效

果，雖印製出的效果與凹版有些落差，從分析結果

得知，數位噴墨的油墨符合凹印的潛影油墨厚度，

但可能其解析度不夠高，造成潛影圖像效果不是很

好，相信未來數位噴墨印刷機不論在解析度與速度

上都已顯著的進步，未來印製可變的潛影防偽效果

應可以輕易達成。

另外，在第一類的潛影防偽實驗中，互斥油實

驗發現影藏效果不佳，印完後隱藏的數字就出現，

但印在光銀特多龍時，在光線折射下可以看到數字

的變化，雖然無法達成原先希望影藏數字 1000 不

輕易出現的設想。但也可以證明互斥油印製可以用

在另類折光效果設計。無水平版與數位碳粉以單黑

印製因油墨厚度不夠，所以無法達到第一類的潛影

效果，採用正常 4 色印製又因四色套印不準而讓

隱藏圖像顯示出，證明四色印刷來印製潛影有其難

度，是不可行。在整個實驗中，發現網版印刷是比

較特殊的，第一次以透明墨印在光銀特多龍時，影

藏圖像更強烈的顯示出，效果比互斥效果來的強

烈，第二次換上紅色墨印在白卡上，雖看不隱藏的

圖像，轉任何轉度也無法看到我們所預期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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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9 拼 25 模第二類潛影效果

   圖 20 拼 25 模第二類潛影效果

 圖 18 解碼時無法全部清晰呈現部分不見

 圖 21 解碼時可以全部清晰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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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判定是油墨太稀厚度不夠，第三次將第一次透

明加第二次紅色墨來增加油墨黏度，希望能增加油

墨的厚度，結果印在有顏色紙材比白卡上效果佳，

最後印出來發現與凹版印刷效果近似，如圖 14 及

圖 15，證明網版是有機會完成第一類的潛影效果。 

          

在許多次數的實驗中，當發現實驗結果與預期

有很大落差，通常都會放棄實驗，在做本研究之

前，我們已經有多次的失敗的經驗，認為只有凹版

印刷才能印製出第一類潛影防偽效果，或是因為其

他印刷版式印製的油墨厚度不夠或太高，或者其它

版式的解析度不夠，不論是何種因素造成失敗的原

因，凹版印刷能夠成功，必有一定成功的要素與條

件，相信早期在使用凹版來印製潛影防偽效果，應

該也是經過許多次的實驗，如線條的頻率，粗細，

角度方向、圖案花紋設計，油墨的黏度，凹版印紋

深度等都是影響潛影效果好壞的因素，因此，只要

知道有成功的案例就可以去推廣與應用，所以目前

市面上看到第一類的潛影防偽都是凹版印刷就是這

個道理。本實驗捨棄以凹版印刷印製第一類的潛影

防偽效果，並以簡單快速的方法來達成潛影效果取

代凹版印刷。從這次實驗心得，我們認為數位有機

會來完成，但更可以肯定網版應該可以達到第一類

的潛影防偽效果，只要用對方法與選用正確的網目

及油墨等適合參數也可以完成我們的目標。

最後，將製作好的第二類潛影效果設計成名

片，如圖 16、17 以 520 mm*356mm 拼成 25 模

及 24 模印刷，發現防偽圖像在數位印刷機解譯過

程中印刷會被壓縮，經光柵片解碼時無法全部清晰

呈現隱藏效果，如圖 18。

經過多次的測試，證明是我們使用的數位印刷

機 RIP 問題。為了讓每一模效果都一樣，經過實驗

結果是要將原版面拆成兩個版面印刷才沒有問題，

如圖 19、20 的版面拼法，才能完全解出全部的隱

藏訊息如圖 21，但這樣得印法需要花兩倍時間才

能完成。

我們提出這樣的解決方法雖然不是最佳的方

式，但主要是要說明每種方法或機器設備都有其限

制，但要真正做過或實驗才能證明所提出的想法是

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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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一體化整合服務 提供全方位解決方案

色彩管理還是色彩管你？
Color Management or Color Control You

印刷這門傳統又精密的技術，已從過往的工藝

印刷漸漸結合工程印刷的方向發展，這意味著從過

往的感官印刷演進到現今的數字印刷，這並不代表

印刷工藝會消失，反而是將印刷工藝結合工程推向

更高品質的印刷生產。因此我們可以藉由數字印刷

建立良好的印刷流程、提高品質、減少損耗及提升

企業形象與競爭力。

色彩管理，還是色彩管你？

現今印刷企業面對提升品質、增加效率的競

爭壓力，將過往粗放式操作轉變為標準化操作已成

趨勢。在機台上靠經驗來調節墨鍵的作法正在被改

變，上機就能立刻跟到顏色，並直接進入量產的方

式在全球已是一種趨勢了！因此，越來越多的色彩

管理趨向於一體化整合型的服務，印刷企業更需要

的應該是能夠提供全方位整體解決方案的服務團

隊，協助印刷企業解決色彩控制的問題。

過往印刷企業投入或多或少的資金來控制顏

色，為的就是確保生產都能達到色彩穩定，而在建

構色彩穩定之前必須先將最重要的設備穩定及物料

穩定建構完善。設備穩定來自於確實的保養維護，

物料穩定來自於進料的嚴格把關，當這兩項建構完

整了，再來落實色彩管理就會容易且有效率許多。

因此，印刷企業能夠將「設備穩定、物料檢驗、技

術整合」三項元素連貫整合，便可在短時間內開始

實行標準化印刷。( 見圖 1)

一、設備的穩定

現行的 CTP 設備和印刷機已經非常成熟，只

要確實保養維護及使用得宜，均可達到客戶嚴格

的要求。唯印刷標準化實行後，這兩項設備相對上

變成比較被動，而前端色彩管理系統及檢測設備則

成為需要提升的項目，而兩類的設備市場可供選擇

的品牌眾多，投資者必須要徹底了解這些設備的功

能與保養維護，評估可否與工廠現有的工具搭配運

作，才能作出理性的選擇。

( 一 )CTP 設備需要了解的項目／ (1) 運用 RIP 有效

控制網點顏色來確保印刷品質。(2) 製版機的維護

項目來確保印版品質，例如氣壓定期確認、機台定

期清潔…等。(3) 沖版機的維護與檢查來確保印版

品質，例如藥水補充液定期確認、機台定期清潔…

等。(4) 印版網點測量並紀錄來確保印版品質。(5)

印版進料版厚檢驗來確保製版品質。(6) 版房溫度

控制與紀錄。

( 二 ) 印刷機需要了解的項目／ (1) 印刷機的定期檢

查與保養維護，例如水輥、墨輥、壓力、墨鍵…等。

(2) 潤版系統的維護與進料檢驗，例如酒精濃度、

東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業務經理、色彩管理師   卓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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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印刷企業標準化印刷的落實，必須確實將

“設備穩定、物料檢驗、技術整合”做好整合管

理

轉載自設計印象雜誌第 1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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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HP 值、導電值。(3) 橡皮布與襯紙的正確使

用，維護印刷的網點穩定與機台壽命。(4) 印刷環

境的溫度與濕度控制與紀錄。

二、物料的檢驗

影響印件未達標準的原因主要來自紙張和油

墨。紙張是佔印刷品成本中最重的物料，而較低價

位的紙張特別是灰銅紙，在白度與 Lab 值都與 ISO 

12647-2 的要求有較大的差異，使得印件經常不能

達到標準。在四色油墨方面，因 ISO 2846 的考核

規格沒有限定墨層厚度與網點增值，當遇到規格較

差的紙張，就要開始浪費時間在印版上調校，或是

用到特別色才代替四色油墨來印刷，所以寬容度高

且品質穩定的油墨就顯得格外重要。

良好的油墨除了色彩濃度要有一定程度的水

準之外，更重要的是考驗油墨好壞與穩定性，油墨

好壞可從油墨的流度、黏度、抗分裂性與乳化控制

來判斷，而油墨穩定性除了要做到長車印刷順利之

外，也必續做到每批油墨都能維持一樣的品質。這

樣才能大大減低印刷時的準備時間，進而達到印刷

穩定與降低無謂的損耗。

三、技術的整合

因前端及檢測設備佔了標準化印刷重要的位

置，唯市場真正稱職的前端技術人員比較難找，而

且大部分的技術性資料都來自於商業考量較大的供

應商，往往忽略了提供各部門的整合培訓的重要

性。我們建議考核一些較為實用且有效益的認證，

從當中的培訓課程提升員工技術，進而令各部門員

工有正確方法來提升產品品質與生產效率。(見圖2)

印刷色彩管理專業培訓及認證

東明油墨的色彩管理技術支援，是擁有 G7 

Expert 專家、pressSIGN Expert 專家、國際色彩配

墨培訓及色彩管理規劃的團隊，可為客戶提供整體

色彩管理規劃，從色彩理論、印前、印刷的培訓認

證和在廠服務。

培訓會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與印前及印刷的人

員溝通，相互理解在標準化印刷上所碰到的問題，

進而令各部門的人員均能充分合作，達到預期的目

標。G7 校正方法和 pressSIGN 印刷控制評分軟體

各有其優點，印刷廠同時具備兩種能力，便能確保

在印前技術、印刷工藝和生產過程控制方面，均能

達到得心應手的水平。

IDEAlliance G7 Master 認證服務

G7 是一套校正印刷機或打樣機的方法，它補

足了 ISO 12647 對灰平衡描述含糊的缺點，以及對

新的技術工藝流程方面的加強，例如 CTP、ICC、

數位打樣…等。因此 G7 可以同時應用於多種設備

的顏色校正，包括平版、柔版、數位…等，讓不同

印刷領域達到數字印刷的控制目的。

因使用相同的 G7 灰平衡，可以減少不同印刷

方法之間的檔案轉換，讓打樣到印刷有更匹配的顏

色，一致化 ISO 標準印刷品的目測效果。

運用 pressSIGN 印刷檢驗軟體

pressSIGN 是一套針對平印過程進行檢測及控

制，使印機保持輸出精確色彩的工具，可以有效的

減少印刷準備時間並且提高印刷質量，使印刷品

更容易地達到國際印刷標準 ( 例如 ISO 12647、

GRACol G7) 的要求，而且 pressSIGN 讓印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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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將印刷標準化深入淺出、化繁為簡。將印

刷買家提供的檔案至適合的三種印刷方式，始能

一致的印製出買家的要求標準，並做出檢驗評分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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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大大縮短並改善印前部門、品質管理和印刷買

家之前的溝通。

pressSIGN 支援多種品牌的分光光度計、色帶

掃描儀器來測量印刷品，以及系統化步驟逐步引導

使用者進行色彩校正。透過量測的 Lab 值、網點增

值、疊印率、灰平衡進行標準化評估，印刷企業可

以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標準化生產。

( 一 ) 服務內容／ (1) 三項數據檢測追蹤：製版、印

刷、油墨。(2) 根據三項的數據檢測，規劃出印刷

穩定的方案。(3)數字印刷基礎色彩學理論培訓。(4)

協助達成 G7 Master 認可企業資格 ( 主要包括三種

級別：Gray、Targeted、Colorspace)。

( 二 ) 選配服務／ (1)Curve-G7 校正軟體及儀器。(2)

pressSIGN 印刷控制評分軟體及儀器。(3) 印前打

樣系統色彩匹配整合方案。(4) 擴色域 xCMYK/ 廣

色域 xCMYKOGV 印刷方案。(5) 國際色彩標準配

墨方案。( 見圖 3)

國際色彩標準配墨方案

東明油墨一直以來不斷的努力精進特別色調墨

能力，藉由我們豐富的調墨經驗，同時搭配 x-rite

分光密度儀、IFS6 電腦配色系統及東明油墨數據分

析。不只為客戶提供製作特別色服務，也為客戶量

身打造適合的配墨中心，並提供完整的調墨技能陪

訓。近年來特別色市場需求逐漸增加，建立數據化

的特別色管理系統顯得格外重要，不僅在調色能更

快速準確，同時使調製墨量更精準，避免過多油墨

產生，進而降低成本，在單印刷時也能避免色差發

生。

InkFormulation 6 配墨軟體提供快速、準確、

穩定的油墨配色、配方創建、存儲、驗證和檢索解

決方案，為油墨供應商和印刷廠在配方和油墨系列

方面提供更多的靈活性，同時也改進基本材料的處

理，自動決定合適的墨層厚度，幫助印刷廠和油墨

供應商加速油墨配色工藝流程，在多種類型的基材

和墨層厚度中實現穩定的可複製結果。

該軟體具備以下全新的功能：(1) 基本材料模

組／用戶能更好地運用油墨數據庫。(2) 膠片厚度

校準模組／軟體會自動計算所需的膠片厚度並應用

於整個油墨系列。(3) 過剩管理功能／其能夠讓過

剩的油墨在配色過程中重新用於新配方。(4) 數據

交換／支援新一代的 CxF 色彩交流的通用文件格

式。( 見圖 4)

那麼，投資配色系統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項

呢？

 ( 一 ) 設備的要求／除了配色系統軟體和分光密度

儀之外，展色機和其精密的油墨定量儀也是製作色

條樣版時極為重要的配套設備。因為配色系統軟體

和分光密度儀只是用作出配方和測量顏色的儀器，

可以說是很被動的工具。

若製作色條時因展色機不穩定又沒有精密的油

墨定量儀而影響每次製作色條的顏色值，而這兩種

儀器只可照實量度出這不穩定色條的數據。計算機

圖 3：完整的印刷色彩管理專業培訓、顧問及認

證服務。從設備穩定、物料檢驗、技術整合做全

面性的標準化，讓印刷企業打好基礎並取得印刷

國際認證

圖 4：國際色彩標準配墨能帶給印刷企業在特別

色印刷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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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因為輸入的都是錯的數據，所以輸出的數據

也都是錯的。墨層厚薄是影響色準的一大因素，

精準的展色機和精密的油墨定量儀可以展出墨層厚

度是否適合印刷的色條，同時又能預知該模擬色條

的特別色在印刷時印刷機開啟墨鍵的放墨狀態。但

是，市場上很多不達標的設備問題大多數是出現在

展色機上，特別是沒有配備輸出墨量可細調至每格

0.005ML 的精密油墨定量儀的設備。因為市場上

面的展色機，一般都是小型機械工廠出品，大部分

沒有色彩技術，更不知道計算機配色系統的精準要

求，因此沒有配上合適硬度的搓墨輥組件，令展色

條時的壓力不平均，使得製作色條的重複性較低。

同時也沒有配上述精密的油墨定量儀，從而影響製

作色條時的墨量控制。

因此一台高標準的展色機加上完善的高水平技

術，才可能在製作色條時預知所需要調配專色的墨

圖 5：標準化配墨的流程              圖 6：標準化特別色配墨的八大步驟

層厚度和印刷機需要開啟

墨鍵的百份比。舉例：

同一種特別色在製作色

條時的油墨量多或少於

0.01ML，其 LAB 值便可

能會有△ 1.5 以上的落差

值。而一般配色允許的公

差值應低於△ 1 才算合

格。因此沒有精準的油墨

定量儀和展色機是不可能

有把握地調配到低於△ 1

的特別色。

( 二 ) 操作員的技術要求／正所謂台上一秒鐘、台下

十年工，因此一般操作員必須要經過分段式的七、

八天技術轉移培訓，加上一兩個月的練習才能應付

自如，其中比較重要的一個環節，便是要指導學員

怎樣自行創建特別色的數據庫。

( 三 ) 物料的配合／在數據庫所需要的特別色基礎

墨，其彩度和濃度必須要足夠應付印刷買家所需求

的特別色。又因為一般特別色是需要二至四種基礎

墨來調配，因此其每一種基礎墨的公差值必須低

於△ 1，並且要保證每一批次的來貨都能保持低於

△ 0.3，否則已做好的數據庫，因其基礎墨來貨每

次的不穩定，而會影響其配色速度與準確性。

另外，數據庫的基礎墨色種必須要比 Pantone

基礎色種更多，才能面對客戶各式各樣特別色的色

彩要求，其原因來自於平版印刷時 Pantone 色票只

有分類成塗佈紙 (Coated) 及非塗佈紙 (Uncoated)。

而這兩類 Pantone 色票紙張白度相較於市場常用

紙張好上許多，因此當我們遇到白度較差的灰銅紙

時，加上油墨又具有半透明的特性，此時只運用

Pantone 基礎色調色在灰銅紙上就會遇到彩度不夠

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建立更豐富的數據庫基礎

墨，才能克服紙張種類的不同 ( 見圖 5、6)。

東明油墨 03-5203110

http://www.tmpi.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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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塗佈技術與紫外線光固化印刷技術

應用於消費性電子產品保護貼之研究

- 以 Apple MacBook 機身貼設計為例

世新大學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王連任

勻彩科技塗料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引言

近年來台灣印刷產業為因應「綠色印刷」的宗

旨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其中又以紫外線光固化塗佈

與印刷進展最為迅速。由於薄膜化基材和薄膜塗層

的高生產能力都有很高的評價，因此通過運用紫外

線光固化技術來提高具耐刮、抗刮性的成膜表面的

運作效率亦變得非常重要。研究過程中因應此次產

品設計的結構，輔以多層塗佈製程產生出各個功能

層之結構需求，藉以開發出以塗佈與印刷為訴求的

消費性電子產品專用保護機身貼。研究中採取鉛筆

硬度測試、耐磨耗測試、拉力測試、全光譜透射率

測試，輔以紫外光固化合成成分和微凹印刷塗層並

採用非接觸乾燥等技術相結合，從而獲得較高的性

價比。在設計硬塗層結構的初期，深入瞭解塑料材

料的物理性質和機械性能以及製程整合的規劃是非

常重要的課題。如能正確的選擇與使用，將可以預

防或降低塗層製程不良和塗層平坦性不佳的現象發

生。最終再利用相關 UV 印刷多層次技術開發出以

Apple MacBook 外觀設計為主軸的機身貼。

壹、緒論

在包裝工業中，塑膠薄膜有很多的優點與特

性，卻克服不了表面抗刮與耐磨耗的衝擊與窘境，

有鑑於塑膠薄膜應用廣泛的驅使下，必須使用相對

環保與節能的製程，需改良出在製程過程不會造成

對環境保護與健康疑慮的副產物及廢棄物的綠色製

程 (Green Manufacturing Process) 前提下，進而

應用上解決並強化其表面對物理耐受性的有效性處

理。

近幾年來，仔細觀察保護貼市場即可發現 PET

使用不外乎在有螢幕的電子相關產品上，藉由 PET

表面的抗刮塗層防護達到螢幕保護的效果．但是除

了保護螢幕外，PET 是否還有其他未開發的應用

面呢？抱持著創新產品、新應用的想法，尋找開

發的新契機，在因緣際會下得知 Apple MacBook 

Series 機身貼市場有開發的可能性。就觀察筆電市

場發現蘋果筆電主體色各分為鋁合金原色或陽極處

理成金色，產品外觀很單一，但此類筆電一旦發行

既廣受蘋果或相關圖文專業愛好者的熱烈歡迎與使

用，但礙於此類客製直接印刷筆電主體製造成本過

高，生產數量亦無法太多以及市場充斥著一般貼紙

濫竽充數，就此類產品的市場來看，還有極大的發

揮與想像空間，因此發想以 PET 為載體與搭配 UV

相關製程與多層塗佈技術應用來開發機身貼市場的

可能性，並藉由印刷圖像的可變化性有效創造產品

的差異化，成功引導消費者對產品的認同感以達到

最終消費的目的。因 PET 與一般貼紙最大的不同

在於本質屬性，PET 擁有摔不破撕不爛與一定程度

抗刮防潑水的特性，再加上本研究開發的抗刮硬化

層與不殘膠配方，消費者在選購喜歡的印刷 PET

時無需在意對位不準確或是重複撕貼導致產品破裂

不堪或是背膠不黏的可能性。再者這次針對 PET

本身堅韌，拉伸、抗衝擊強度、耐磨性，電絕緣性

等特性，與 UV 印刷完美結合下，並不會因為產品

機身本體自身材質影響 PET 品質或是 UV 印刷的

質感。並且在燈光照射下，PET 經 UV 塗佈後的硬

化層本身也會呈現高透質感，這是紙質印刷品無法

達到的效果。成功開創出以綠色製程暨環保為訴求

UV 塗佈與印刷應用於機身貼市場的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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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開發動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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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VOCs為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的簡寫，

直譯為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定義方面，各國皆有些

微差異。在台灣，根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所發布的

「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 環保

署，2002) 定義如下：揮發性有機物係指有機化合

物成分之總稱，而在 CNS 15040，15039-2 中，

VOCs 則係指在常溫、常壓下會自然蒸發的任何有

機液體、固體。

依 照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的 定 義， 如 果 在 氣 壓

101.32kPa 下， 該 化 合 物 的 沸 點 在 50 ° C 到

250° C，就是 VOCs。表 1 列出了產業界一些常

見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對人體的危害。由表中資料

得知，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對人體具有刺激性和毒

性；部分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會形成可吸入的懸浮

粒子，引起人們的眼睛不適、呼吸道病徵和增加哮

喘病發機會。此類化合物的存在也會引起人體免疫

失調，影響中樞神經系統功能，使人體出現頭暈、

頭痛、嗜睡、無力、胸悶等症狀；還可能影響消化

系統，出現食慾不振、噁心等，嚴重時可能損傷肝

臟和造血系統 ( 彭志剛，賴韋豪，2018)。

表 1 常見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對人體的危害

種類 影響

甲苯 (Toluene) 抑制中樞神經系統

二甲苯 (Xylene) 器官協調功能降低

對 - 二氯苯

(para-Dichlorobenzene)
肝臟損害、致癌因子

乙苯 (Ethylbenzene)
對眼睛、皮膚和呼吸道具

有刺激性

苯乙烯 (Styrene) 疑似致癌物及致突變物質

甲醛 (Formaldehyde)
嚴重刺激呼吸道可致發炎，

有致癌性

乙醛 (Acetaldehyde) 急毒性，強烈皮膚刺激性

( 資料來源 :彭志剛，賴韋豪，2018)

再者，VOCs 在紫外線的作用下，將產生高活

性的自由基，與其他污染物及有機物反應後，會

形成臭氧、過氧醯基硝酸鹽、醛類等污染物，而

VOCs 若與氮氧化物進行光化學反應，則會產生煙

霧使 PM2.5 升高，這些都會造成環境污染、生物

健康狀況危害、農作物產量降低等問題。

( 一 ) 塗料 VOCs 問題與危害現況

1、塗料的空氣污染物可分為粒狀物、酸鹼等氣體、

VOCs 三種，為使塗料易於操作或乾燥成型，傳統

溶劑型的塗料約含有 70~80% 的有機溶劑，故在

塗料調配、儲放、清洗、塗裝、乾燥各個步驟都會

排放出 VOCs。這些溶劑如前述，會產生臭氧造成

空氣污染，不同的有機溶劑產生臭氧的比例如表 2

所示，每克發生光化學反應的 VOCs 產生的臭氧

量 是 用 MIR 值 (Maximum Incremental Reactivity 

Values) 來表示。以酯類為例，MIR 在 0.1~1.2 之

間，數值越高表示產生的臭氧量越多，芳香烴類的

MIR 高達 4.0~9.0，最容易造成環境污染 ( 周子琪，

邱國創，2017)。

表 2 有機溶劑的 MIR 值

溶劑種類 MIR 值

酯類 (Esters) 0.1~1.2

脂肪烴 (Aliphatic Hydrocarbons) 0.4~2.7
醇類 (Alcohols) 0.4~3.4
酮類 (Ketones) 0.4~4.3
乙二醇醚酯類 (Glycol Ethers Esters) 1.4~1.7

乙二醇醚類 (Glycol Ethers) 1.8~3.8

芳香烴 (Aromatic Hydrocarbons) 4.0~9.0

( 資料來源 :周子琪，邱國創，2017)

2、在陽光照射下，NOx 和大氣中的 VOCs 發生光

化學反應，生成臭氧，過氧醯基硝酸鹽 ( 過氧硝基

酞，Peroxyacetyl Nitrate，PAN)，醛類光化學煙

霧 (Photochemical smog)，極易造成二次污染，刺

激人的眼睛和呼吸系統，危害人的身體健康。這些

污染的同時也會危害農作物的生長，甚至導致農作

物的死亡。

3、大多數 VOCs 有毒，有惡臭，使人容易染上累

積性呼吸道疾病。在高濃度突然作用下，有時會造

成急性中毒，甚至死亡。

4、大多數 VOCs 都易燃易爆，在高濃度排放時易

釀成爆炸。

5、部分 VOCs 可破壞臭氧層 ( 陸長安，2016)。

( 二 ) 減少使用 VOCs 的綠色製程在印刷界快速形

成趨勢

近年來，隨著全球環保意識的大大增強，在印

刷暨包裝界儼然已被要求走向「綠色印刷」以及碳

足跡減量行動，目前環保印刷以水性油墨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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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ink)、UV 油墨 (UV ink) 與 UV 硬化塗層與

上光 ( Hard coating and Overprint Varnishes ) 等

應用已逐漸成為食品與衛材包裝廣為採用的印刷與

塗佈方式，成為現今發展最快，最有前瞻性的印刷

產業。也將是有效減少使用相關 VOCs 溶劑的最佳

例證。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係應用紫外光固化 (UV curing) 塗佈與

印刷成型之特性增進聚酯薄膜 (PET) 之抗刮、耐

磨等特性可廣泛應用在精密度高光澤的印刷品與精

美外殼表面層應用中可起到表面耐磨、耐酸、耐刮

傷等功用。因應現有高價值印刷品處理上光 (Gloss 

Lamination/Over Print Coating) 的方式，可透過

UV curing 輔以運用卷對卷塗佈製程產生其高硬化

成膜速度、高光澤性、高塗膜厚度、優良柔軟延展

性、抗刮、耐磨等特性來保護印刷品 ( 基材 ) 與精

美外殼 ( 美化外觀 ) 擁有高等級的防髒污，抗指紋

等功效，達到塗佈後增加印刷品與精美外殼亮麗與

閃亮光澤的附加價值。以多層塗佈技術進而縮短製

程時間、降低溶劑汙染之目標，提振產業競爭力。

貳、文獻探討

一、增強型 3H 主要成分組成介紹

針對過去 PET 光學薄膜紫外光 UV 硬化層塗

佈技術在 3H 等級中，鋼絲絨耐磨耗測試僅測來回

10 次 ( 鋼絲絨 #0000 加以 200g 負重 ) 無刮傷即

算符合現有需求，殊不知現今光學薄膜不是僅僅應

用在數位面板外層保護，而需考慮觸控與接觸所帶

來的嚴苛應用。於是乎開發了強效增強型 3H 硬化

層塗佈材料進而提高鋼絲絨耐磨耗來回超過 400

次，鋼絲絨 #0000 與負重甚至高達 1Kg，藉以增

強其耐磨性以提升該光學薄膜的耐用性與使用壽

命。製備紫外光固化樹脂的組成成分有：反應性單

體 (reactive monomer)，寡聚物 (oligomers)，光起

始劑 (photoinitiator) 混合物，添加劑 (additives)。

( 一 ) 反應性單體 (reactive monomer)

    本 研 究 使 用 的 反 應 性 單 體 為 雙 季 戊

四 醇 五 丙 烯 酸 酯 (Dipentaerythritol Penta 

Acrylate，DPEPA) 與 雙 季 戊 四 醇 六 丙 烯 酸 酯

(Dipentaerythritol Hexa Acrylate，DPHA) 多官能

基混合型產物。

( 二 ) 寡聚物 (oligomers) 應用說明

本研究所使用的寡聚物 (oligomers) 係與勻

彩科技塗料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合作開發提供，合

成 所 製 備 組 成 物 為 2-Propenoic acid，Reaction 

products with Pentaerythritol and Polyisocyanate

寡聚物。

寡聚物關鍵成分係含有季戊四醇三丙烯酸酯

(Pentaerythritol Triacrylate，PETIA)， 而 PETIA

亦可以經由季戊四醇與丙烯酸酯化反應合成。再加

入聚異氰酸酯 (Polyisocyanate) 與具有羥基 (-OH)

的丙烯酸 -2- 羥基乙酯 (2-HEA) 反應合成單邊具有

雙健的丙烯酸樹脂，再以多羥基的樹枝狀聚酯多元

醇進行部分反應形成為本研究使用與製備的樹枝狀

寡聚物。

( 三 ) 光起始劑 (photoinitiator)

本研究所使用的光起始劑 (photoinitiator)，

係為 α- 羥基酮 (α-hydroxy ketone)、硫雜蒽ö

(thioxanthone，TX) 與反應性胺助引發劑的多元

配比組成物，對於 UV 固化塗料，在進行無色透明

塗料的固化或高顏料含量體系的表面固化時，光

起始劑可參考使用 CIBA 系列產品 Irgacur 184 與

Darocur 1173。而深層固化直接考慮使用異丙基

硫 雜 蒽 ö (Isopropyl thioxanthone，ITX) 並 輔 以

Sartomer CN371( 反應性胺助引發劑 ) 搭配，製備

配方整體固含量以不超過 10% 為原則。

( 四 ) 添加劑 (additives)

本研究製備配方中所使用的添加劑為聚醚矽氧

烷共聚物 (Polyether siloxane copolymer)，業界常

稱流平劑或整平劑 (Levelling agent)，是目前最常

用的表面助劑。該助劑可以防止貝納德漩渦的形

成 ( 圖 2)，所謂貝納德漩渦是在塗佈過程的表面溶

劑會在揮發過程中氣、液相界面處表面張力快速升

高，內部表面張力較低的液體會快速流向表面而形

成凸起，這就使得在乾燥與固化過程中產生不平坦

或不規則的結果、引起橘皮、流掛、縮孔、針孔等

現象 ( 圖 3、4、5)。如下圖所示。 ( 續下頁 )

一般而言，添加劑內如有二甲基 (-CH3) 含量

且分子鏈達到一定長度將會增加表面爽滑效果可提

升表面抗劃傷、抗黏以及易清潔等性能。

本添加劑目前使用畢克化學 (BYK-A member 

of ALTANA) BYK-333、BYK-350 自行二液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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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成，配方整體固含量以不超過 5% 為原則。

1、BYK-333，聚醚改性二甲基聚矽氧烷共聚物表

面助劑，優異的底材潤濕，防止縮孔並增加表面滑

爽性。應用其特性可提升表面成膜密著性。

2、BYK-350，屬聚丙烯酸酯表面助劑，用於中等

極性溶劑型塗料體系和印刷油墨，明顯改善流平性

並增加光澤。用於烘烤體系和 UV 體系的多用途助

劑。適合薄塗和厚塗。研究中係應用厚塗能力提升

塗佈穩定性。

 

( 五 ) 溶劑

本研究使用下列兩款溶劑 :

1、甲乙酮 (Methyl ethyl ketone，MEK)

甲乙酮 (MEK)，又稱丁酮，它可溶於水，最常

用作工業溶劑。

原先 MEK 的排放在美國被規定為有害空氣

污染物，因為它是一種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但因

其有助於形成對流層 ( 地面 ) 臭氧。2005 年，美

國環境保護局從有害空氣污染物 (Hazardous Air 

Pollutants，HAPs) 清 單 中 刪 除 (Federal Register 

Volume 70，Issue 242，December 19，2005)。

2、乙酸乙酯 (Ethyl acetate，EAc)

EAc 是無色、易燃、易揮發的液體；有特殊香

味；微溶於水，易溶於有機溶劑。是乙酸中的羥基

被乙氧基取代而生成的化合物。

根據我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Food 

Drug Administration，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食品添加物手冊 ( 民國 105 年發行 )，

附錄六，「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

準」，針對食品範圍及限量之第 ( 十 ) 類，香料

(Flavoring agent)，編號 10001，EAc 本品可於各

類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研究製備使用的

EAc 溶劑是使用 CAS No. 141-78-6，歐盟 FL No. 

9.001 與 FEMA No. 2414。

因此本研究所使用之食品級 EAc 雖佔總含量

5~15%，但因固化過程中將其揮發，所以承印物

表面內含值幾乎是微乎其微，完全符合市場允許使

用原則。

二、可重複撕貼 PSA 感壓膠主要成分組成介
紹

感 壓 膠 (Pressure Sensitive Adhesive，PSA)

是一種黏著劑，是為了具永久黏著力或可移動的應

用而設計的，當壓力被施加到黏附的粘著劑上時，

能短時間內，即可達成良好接著效果的接著劑，能

像流體一樣快速濕潤表面、但剝離時又能如同固體

般的離開被披覆物。本研究係以丙烯酸酯系作為此

圖 2 貝納德漩渦示意圖

圖 4 無流平劑的透明塗層 (左 )和添加改性矽氧烷

流平劑的差異 (右 )

( 資料來源 : EVONIK INDUSTRIES，Products-Services-Data Sheets，2014)

( 資料來源 : EVONIK INDUSTRIES，Products-Services-Data Sheets，2014)

圖3 表面紋理有和沒有添加流平劑的差異(橘皮)

圖 5 可以用含聚矽氧烷之流平劑消除塗層凹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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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應用黏著劑。丙烯酸酯系黏著劑與橡膠系黏著劑

相較之下，具有諸多優點配方簡單、耐候性好、低

毒 ( 經濟部石化產業高值化推動辦公室，2013 與

鄒怡佳，2013)。

本研究使用的 PSA 係為丙烯酸酯系其組成

成分有：丙烯酸丁酯丙烯酸甲酯共聚樹脂 (Butyl 

acrylate-Methyl acrylate copolymer，BA-MA 

copolymer)，三聚氰胺樹脂 (Melamine resin)，蒎

烯樹脂 (Alpha-Pinene)。此 PSA 最適合金屬與塑

膠薄膜間或鋁合金與塑膠薄膜間的貼合。

三、光固化基本條件簡介

( 一 ) 光固化原理

光固化塗佈在光照射下所發生的化學反應遵循

以下基本的光化學反應基本定律，分光化學反應

第一定律 (Grotthuss-Draper law)、光化學反應第

二定律 (Stark-Einstein law) 以及光吸收定律 (Beer-

Lambert law)。由定律可知波長越短能量越高。紫

外光波長比可見光短，因此能量較高，會對生物細

胞產生破壞作用，長期曝曬下可能導致基因突變、

重則引發皮膚癌或免疫系統的傷害，所以盡量避免

長時間照射，所以盡量避免紫外光對人體照射。

( 二 ) 光固化反應

光引發是利用光起始劑的光解反應而得到活性

自由基。而光引發自由基聚合反應包含以下四大過

程 : 起始反應 (initiation reaction)、連鎖反應 (chain 

reaction)、成長反應 (propagation reaction) 與終

止反應 (termination reaction)。( 王維廷，2008)。

四、聚酯薄膜 (PET) 樹脂

( 一 ) PET 樹脂簡介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 蔡信ö，1996)，英

文名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簡稱 PET)，一般

是選材非工程塑ö級主要用於瓶、薄膜、片材、耐

烘烤食品容器等。主要是由對苯二甲酸 (PTA) 及

乙二醇 (ethylene glycol) 以醋酸銻為催化劑，縮合

聚合反應而生成。

( 二 ) PET 薄膜的製造與特性 ( 表 3)

表 3 聚酯薄膜 (PET) 特性與說明

特性 說明

機械強度大

拉伸強度是聚乙烯 (polyethylene，PE)
的 5-10倍，因此 10µm 與 9µm 已在市面

上廣泛使用。
耐熱性好 熔點 260°C，軟化點 230~240°C。

耐化學藥品性

耐油性，耐藥性好，不易溶解，有很好的

耐酸性腐蝕力，能耐有機溶劑，油脂類

的侵蝕，但在接觸強鹼時容易劣化。

阻隔性 有良好的氣體與異味阻隔性。
耐溼耐水性 浸水狀況下之機械、化學特性變動少。

透明度
透光率在 90% 以上，光澤度好，特別適

合裡刷，印刷適應性較好。

挺度佳
挺度佳，延伸性小，印刷時易套準，易操

作。

五、卷對卷與精密微凹塗佈製程技術

本 研 究 採 用 Roll to Roll & Micro-Gravure 

Coating 精密微凹塗佈製程技術，塗佈設備係由

送料機 (Roll Feeder)、微凹塗佈頭塗佈機 (Micro 

Gravure Coater)、 三 十 米 特 製 烘 乾 系 統 ( 隧 道

式 飄 浮 乾 燥 烘 箱 )、UV 光 固 化 光 源 系 統 (UV 

Irradiation Equipment) 以及最後收卷收料機 (Take-

up Roller)。本節重點會就前三項多做一些說明，

但對於送料機及收料機在此不做任何闡述。

( 一 ) 微凹塗佈頭塗佈機 (Micro Gravure Coater)

根據富士機械工業株式會社官網所提供的資

料，目前業界常用各種塗佈方法可依照應用別區

分 以 下 幾 種 :Gravure Coating、Gravure Offset 

Coating、Kiss Coating、Thinner Coating、Thicker 

Coating、Other Coating Method 等方式 ( 富士機

械工業株式會社官網，2018)。

本研究微凹塗佈該應用之可塗佈厚度與黏度

參數可參考吻合塗佈 (Kiss Coating) 與極薄塗佈

(Thinner Coating)。

本 研 究 是 使 用 微 凹 版 塗 佈 (Micro-Gravure 

Coating) 技 術， 屬 於 MCD(Micro Chamber 

Doctor) & Kiss Reverse 塗佈頭並整合 D-Bar 的一

種塗佈形式，該形式是因為薄膜塗佈過程均勻度要

求非常高，塗層厚度亦超薄，一般控制在成模後介

於 5µm，因此生產這類產品，就必須應用超薄塗

佈技術。在卷對卷 (Roll to Roll，R2R) 卷材塗佈成

型製程中，我們選用微凹塗佈為這次研究的主軸與

應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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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雕刻輪 (Engrave Roll) 常用紋路圖案說明

常用的紋路形狀有金字塔型 (pyramidal)、四邊

形 (quadrangular)、三角螺旋形 (tri-helical) 等三類

延伸 ( 圖 6) (Lee A. Ostness，2007)。微凹版塗

佈製程上此次使用的雕刻輪表面凹槽 (cell) 是三角

螺旋形 (tri-helical) 刻槽，本研究現行所使用之雕刻

輪規格如表 4。

表 4 本研究現行所使用之雕刻輪規格表

Specification Parameter Remark
Outer Diameter 50mm
Length 1500mm
Cell shape Tri-helical
Mesh 150
Screen 900LPI
Basic Groove 
Angle

45°

Reference 
Thickness(Wet 
µm)

4µm -9µm Coating weight 
of approximately 
10(g/m2)

( 三 ) 三十米特製烘乾系統

係使用隧道式漂浮乾燥烘箱 (Tunnel floating 

drying oven，TFD)，溫度設定規格如表 5。系統

內部需考慮不佔空間，亦可設置模組化方式分段

建立獨立熱分析系統 (Independent thermal profile 

system)，分段控制並縮小隧道加熱腔體，大大降

低烘箱內熱溫度控制的困難度，減少不必要的損

耗，提高質量品質與產能。在調整烘乾系統參數

時，必須瞭解承印物材料，光固化樹酯組成物與溶

劑成分等各項材料物性參數。

表 5 TFD 溫度設定規格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溫升條件 50 °C 70 °C 80 °C 90 °C 80 °C 70 °C
長度配置 ( 米 ) 5 5 5 5 5 5

預熱段 預熱段 升溫段 升溫段 降溫段 降溫段

             預烘表面乾燥流程走機速 10~13 米 / 每分鐘

( 四 ) 紫外輻射光源系統

目前應用的紫外輻射光源為汞蒸氣弧光燈 ( 低

壓汞燈、中壓汞燈、高壓汞燈、超高壓汞燈 )。

本研究所使用的光源系統中，紫外線 UV 燈

管係使用中高壓水銀紫外線汞弧光燈 (Medium & 

High Pressure Mercury UV arc Lamp) 與 高 壓 金

屬鹵素紫外線燈 (High Pressure Metal Halide UV 

Lamp) 係為 Primarc 公司所生產的產品。

1、 中 高 壓 水 銀 紫 外 線 汞 燈 (Medium & High 

Pressure Mercury UV arc Lamp)

最適合 UV 光固化塗料與油墨的紫外線波長是

介於 200nm 和 400nm 之間。圖 7 為高壓汞燈簡

易結構。MPMA 燈的光譜輸出以 365nm 為主波

長、有效放射 254nm、303 nm、313 nm 的紫外

線，適合光學級薄膜與高透度基材塗佈。

2、高壓金屬鹵素紫外線燈 (High Pressure Metal 

Halide UV Lamp)

除了廣泛的中高壓汞弧光燈，Primarc 公司還

在不斷開發一系列光譜增強型金屬鹵素版本。高

壓金屬鹵素紫外線燈 (High Pressure Metal Halide 

UV Lamp，HPMH Lamp) 是具有金屬鹵化物添加

劑的汞蒸汽燈，其產生特定波長的紫外線輻射以精

確匹配被固化的光起始劑。添加金屬鹵化物會使標

準燈的光譜輸出發生偏移，從而產生更長的波長。

這些較長的波長可以實現更大的固化深度，使其特

別適用於著色和較厚塗層的固化。表 6 是研究中

現行使用 Primarc MPMA 燈與 HPMH UV 燈的光

譜表現。

表 6 Primarc MPMA 燈、HPMH UV 燈的光譜表現

Medium & High 
Pressure Mercury 
UV arc Lamp

High Pressure 
Metal Halide UV 
Lamp

Power(Wattage) 15.0KW 15.0KW
Effective Radiation 365nm 、254nm、

303nm、313nm
250nm~450nm

( 資料來源 : Primarc 公司官網，2018)

圖 6 現行雕刻輪常用紋路圖案與本研究使用之紋路

 圖 7 高壓汞燈簡易結構

 ( 資料來源 : https://www.pcim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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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V 燈源反射器 ( 燈罩 ) 裝置

業 界 常 用 的 的 反 射 器 的 結 構 外 型 (Form 

Factor) 大致有 3 種，聚焦型、直線型、擴散型。

一般 UV 硬化與 UV 油墨使用聚焦型與直線型居

多，本設備則是使用聚焦型燈源反射器，聚焦型反

射器其燈罩設計採橢圓形反射器，使用橢圓形設計

的原因，乃是因為其反射器基本上會有兩個焦點，

燈管是裝置上第一個焦點，第二個焦點是塗層與基

材承印物表面。如圖 8 可以明顯地看出使用兩種不

同類型的反射器，光源能量分布在基材表面上的亦

有不同。橢圓形反射器能讓基材表面得到聚焦的光

束，將反射的能量集中，形成高的光通量強度，進

而達到最大固化效率。最適用於現行卷對卷連續平

面基材塗層的固化。至於拋物形的反射器提供平行

光束，紫外光強度分布寬且平均，產生的點光源強

度不及橢圓形反射器，較適於立體部件的塗層固化

應用。

六、UV 平版印刷機

本 研 究 承 印 物 印 刷 係 使 用 ROLAND 700 

HiPrint 印刷機 ( 圖 9)，該印刷機廣泛應用多元承

印材料的真正多功能的印刷機。HiPrint 印刷機上

增加了眾多最新技術和創新功能，幫助用戶提高性

能，提高生產率，降低運營成本。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可於基材另側表面利用其他加工印刷製

程讓印刷面有抗刮層和基材層等保護，抗刮層經

由表面測試後具有 3H 與鋼絲絨 #0000 與負重甚

至高達 1Kg 的保護能力，而印刷層可依使用者需

求印製具有裝飾性之花紋、圖形、線條、網紋或

立體圖像等印刷圖案，同時亦具有美觀及裝飾性之

效果，且產品製造商可透過本創作在不需額外加裝

或加貼複合保護膜的情況下透過淋膜或貼合達到抗

刮耐磨之目的，便可節省另外複合製程或設備之費

用。最後利用熱烘塗佈丙烯酸酯系感壓膠完成背膠

( 底膠 ) 層。

研究流程中的硬化層配方成分比例即可測試與

驗證出該配方能否達到鉛筆硬度 3H 與耐磨耗測試

(#0000@1Kg load) 兩項嚴苛考驗。

二、實驗材料

本研究使用紫外線光固化硬化精密塗佈製程目

前主要配方藥水係為自行研究製備的光固化樹脂主

配方與搭配四家廠家提供之 PET 聚酯薄膜基材做

 圖 8 聚焦型與直線型反射燈罩

( 資料來源 :Hill Technical Sales Corp 官網，2018)

圖 9 ROLAND 700 HiPrint UV 印刷機

     Elliptical     Parabolic 單位 : 英吋 (i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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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塗佈承印物 ( 表 7)。實驗中預期驗證結果必須達

到如表 8 的要求。

表 7 各廠家所提供 PET 型號

基材 (Film) 廠商 光學級薄膜

產品種類

厚度 表面處理

 SH88H 100µm

Inside-Primer
Outside-Primer

 UY42 100µm

 C879 100µm

 CH995Y 100µm

表 8 驗證必須預期達到的要求結果

光學級

薄膜種類

SKC 

SH88H

Toray

 UY42

新光

C879

NY 

CH995Y
材料厚度 Film 材厚度 100µm 100µm 100µm 100µm

製程膜厚 HC 塗佈 5µm 5µm 5µm 5µm
測試結果 穿透率 91% 91% 91% 91%
光學特性 Haze ≦ 0.5% ≦ 0.5% ≦ 0.5% ≦ 0.5%

物理特性

H/C 塗佈厚度 5µ 5µ 5µ 5µ

鉛筆硬度 3H 3H 3H 3H

耐磨耗測試

(#0000@1Kg 

load)

400~500 

Cycles

400~500 

Cycles

400~500 

Cycles

400~500 

Cycles

三、鉛筆抗刮硬度測試

本 研 究 利 用 Prema PPH-1000 鉛 筆 式

硬 度 計 進 行 測 試， 此 驗 證 方 式 符 合 ASTM 

D3363(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即美國材料與試驗協會的規格，以評

估基材上塗膜的硬度等級 ( 表 9)。

表 9 鉛筆硬度表的標準

6B-5B-4B-3B-2B-B-HB-F-H-2H-3H-4H-5H-6H-7H-8H-9H
較軟                                                                         較硬

四、耐磨耗測試

本 研 究 係 利 用 Jiin Liang Abrasion Tester 

A20-3339 返複式耐磨耗測試機 ( 圖 10)，測試要

求係使用不鏽鋼棉球 #0000 並負重 1Kg 做耐磨極

限 ( 刮傷 ) 的驗證。

此驗證方法已超過業界所定義的 #0000 並負

重 500g 的要求。

 本實驗之磨耗評測標準如下表 10 說明，主

要利用耐磨耗的物理測試極限來定義其測試驗證標

準，依標準來分類驗證塗佈後的配方效果是否達到

預期結果，如表 10 驗證必須預期達到的要求結果

所描述的耐磨耗測試 (#0000@1Kg load) 之要求。

表 10 磨耗評測標準
測試標準 耐磨耗極限 ( 刮傷 ) 詳細說明

╳不良 100~200 Cycles 磨耗100回後刮傷嚴重明顯易見。

△普通 200~300 Cycles 磨耗 100~200回即有無法用肉眼

觀察之細小刮痕；至 200~300回

即可用肉眼觀察出刮痕，但較吃

力；因樣品磨耗更多回數後刮傷

亦表現較不明顯，較其他樣品難

觀察出刮傷。

○佳 300~400 Cycles 磨耗 300回左右即有無法用肉眼

觀察之細小刮痕；至 300~400回

刮痕始明顯許多，但用肉眼仍無

法觀察到；約 400~500回後刮痕

可用肉眼觀察出。

◎優良 400~500 Cycles 磨耗 400回左右即有無法用肉眼

觀察之細小刮痕；至 400~500回

刮痕始明顯許多，但用肉眼仍無

法觀察到；約 500~600回後刮痕

可用肉眼觀察出。

╳不良△普通○佳◎優良圖 10 返複式耐磨耗測試機與不鏽鋼棉球 #0000 外觀

( 圖片來源 : 本研究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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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試驗方法依據 JIS-Z-0237 之規範與拉力測試

示意圖

 圖 13 掌中光全光譜穿透率量測儀

( 圖片來源 : 東方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官網 )

圖 14 伏貼檢查點

( 圖片來源 : 本研究提供 )

圖 15 表面硬度測試狀態

( 圖片來源 : 本研究提供 )

五、黏著力 (180°剝離 ) 拉力測試

本研究係利用型號為 PT-1699V( 圖 11) 電

腦伺服系統拉力試驗機 (Single Screw Computer 

Servo System Tensile Strength Tester)( 寶大儀器

官網 )，針對 Apple MacBook 機身貼進行黏著力的

測試，將材料規定的試樣尺寸，置於拉力試驗機上

測試 ( 圖 12)。

六、全光譜穿透率測試

本研究係使用掌中光 (TSM) 全光譜穿透率量

測儀 ( 圖 13)，並符合 ASTM E 275-93 穿透率

量測規範。測試方式係選用測試波長範圍 380-

750nm，每測試待測物皆需歸零調整後，方能測

試。

七、實機機身貼燒機測試

本研究進行背膠塗佈 PSA 感壓膠材料與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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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拉力試驗機

         ( 資料來源 : 寶大儀器官網 )



55

二、耐磨耗測試結果

最佳配方成分固含量比例與耐磨耗程度，合成配

方。

Item wt. % Remark
甲乙酮 35 Methyl ethyl ketone
乙酸乙酯 5-15 Ethyl Acetate
丙烯酸酯反應性單體 20 Acrylate monomer
丙烯酸酯寡聚體 25 Acrylate oligomer
光起始劑 5-10 Photo-initiator system
聚醚矽氧烷共聚物 1-5 Additive(polyether siloxane 

copolymer)

合成配方測試結果 :

磨耗 400-500 Cycles ( Low carbon #0000 ,1kg load )
    

SKC SH88H Toray UY42 C879 CH995Y

( 表內圖片來源 : 本研究提供 )

三、黏著力 (180°剝離 ) 拉力測試結果

本配方與承印物確定後即進行表面的背膠 ( 底

膠 ) 塗佈製作，經由在 100um 材料背面塗佈約

30um的感壓膠並設定其初始黏度大於7gf以上(對

鋼板黏著力 )，進行表面黏著力測試，其目的在於

符合機身貼貼覆於 Apple MacBook 鋁合金外殼最

佳效果。表 12 為本研究設計之 PSA 感壓膠塗佈

熱固化實作參數。

表 12 PSA 感壓膠塗佈熱固化實作參數

烘箱段 六米

走機速 每分鐘 12米
烘箱溫度 100°C
乾燥時間 30秒
承印物寬幅 1200mm

四、全光譜穿透率測試結果

本研究所使用的硬體設備為 TSM 全光譜穿

透率量測儀，軟體為掌中光 Pro Transmittance 

Tester v1.7.0 版本，測試條件如下表 13。研究結

果可知 ( 圖 17，測點 A-1) 與 ( 圖 18，測點 A-2)

皆能達到第三章研究設計所述之表 8 驗證必須預期

圖 16 磨耗測試狀態

( 圖片來源 : 本研究提供 )

後，即進行實機測試，經由在 100um 材料的背面

塗佈上約 30um 的厚度，裁切後，進行試貼於實

際主機上之效果，針對伏貼檢查點進行驗證，如圖

14 所示。

將產品試貼於實機上進行燒機循環測試，以開

機 4 小時休眠 1 小時為一組循環，每天進行 2 次

的循環測試持續一星期做表面狀態的觀察，觀察產

品在高低溫循環下膠性的變化與貼附性的改變，依

結果判定後續材料性質參數的調整。並經由燒機測

試，觀察所示區塊皆伏貼。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鉛筆抗刮硬度測試結果

配方與承印物都確定後即進行表面的塗佈製

作，測試表面硬度，本研究利用 Prema PPH-1000 

鉛筆式硬度計，荷重 750g 進行測試劃線，測試結

果如下表 11 所示，表面硬度測試約落在 3H 左右。

可參考表面硬度測試狀態 ( 圖 15)。

 表 11 各廠家 PET 表面硬度測試

依序為 SKC SH88H PET、TORAY UY42 PET、新光

C879 PET、南亞 CH995Y PET

次數 1 2 3 4 5
測試結果 3H 無劃傷 3H 無劃傷 3H 無劃傷 3H 無劃傷 3H 無劃傷

次數 1 2 3 4 5
測試結果 3H 無劃傷 3H 無劃傷 3H 無劃傷 3H 無劃傷 3H 無劃傷

次數 1 2 3 4 5
測試結果 3H 無劃傷 3H 無劃傷 3H 無劃傷 3H 無劃傷 3H 無劃傷

次數 1 2 3 4 5
測試結果 3H 無劃傷 3H 無劃傷 3H 無劃傷 3H 無劃傷 3H 無劃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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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上蓋與底座示意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像授權

( 圖片來源 : 本研究提供 )

達到的要求結果。

    表 13 全光譜穿透率量測儀測試條件設定

光譜儀序號 OS361AC55000764
測試波長範圍 380-750nm
積分時間 1 ms
平均測試次數 20
平滑度 10

1區與 2區合成配方測試結果

測點 A-1 B-1 C-1 D-1 E-1
平均穿透率 93.97% 93.73% 93.36% 93.09% 93.81%
測試結果 Pass Pass Pass Pass Pass
測點 A-2 B-2 C-2 D-2 E-2
平均穿透率 93.82% 93.46% 93.54% 93.76% 93.08%
測試結果 Pass Pass Pass Pass Pass

註 : 平均穿透率係為可見光 380nm-750nm

五、實機機身貼燒機測試結果

本研究進行七天實機燒機測試，測試結果如下

表 14 所示從第一天直到第七天皆無浮邊產生，確

定此規格數據即可進行生產製作。

表 14 實機燒機測試 DAY1~DAY7

燒機測試 DAY1 DAY2 DAY3 DAY4 DAY5 DAY6 DAY7

時間長度 燒機 4H，休眠 1H，各兩回 (Cycles)。
機身貼

狀態
伏貼 伏貼 伏貼 伏貼 伏貼 伏貼 伏貼

六、多層次複合結構圖

本研究多層次複合層結構圖依需求有以下兩種

結構，主要是由 UV 光固化 3H 硬化層、UV 光固

化印刷層、光學 PET 聚酯薄膜、PSA 感壓膠、離

型紙所組成。詳細結構如下表 ( 表 15) 所示 :

表 15 複合層結構一與結構二

5µm UV 光固化 3H 硬化層 5µm UV 光固化 3H 硬化

層

5µm UV 光固化印刷層 100µm 光學 PET 聚酯薄膜

100µm 光學 PET 聚酯薄膜 5µm UV 光固化印刷層

30µm PSA 感壓膠 30µm PSA 感壓膠

100µm 離型紙 100µm 離型紙

七、Apple Macbook 機身貼圖面尺寸最佳抄數
與繪製

多層次複合材料製作完成後，則針對實機尺寸

進行抄數繪製精準圖面，圖面僅放主機全覆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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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合成配方測點 A-1

圖 18 合成配方測點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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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百駿圖筆電機身貼 -歷史與科技的融合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像授權

( 圖片來源 : 本研究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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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 19 所示 :

伍、產品特色與結論

一、產品介紹與展示

適用機型：Apple MacBook 13inch

材質：PET/UV Printing/UV Hard Coating

產品特色 :

( 一 ) 提供抗刮、高耐磨保護，兼具機身防護功能

( 本研究與開發重點 )。

( 二 ) 高質感機身貼覆賦予 MacBook 新生命，不

只能保護消費者心愛的筆電，也能藉由賞心悅目的

圖案展現個人風格，長久使用還能保護機身本身金

屬原有美色 ( 圖 20)。

( 三 ) 使用 PSA 丙烯酸系感壓背膠 ( 底膠 )，可重

複撕貼，輕鬆撕除無殘膠的負擔。

( 四 ) 表面經特殊處理，防潑水，指紋髒污易擦拭

不殘留。

( 五 ) 獨家研發設計，實機量身打造，完美對應機

身曲線美。

 

二、結論

( 一 ) 藉由 PET 產品之特性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案

授權相結合的想法促成下，以 PET 為載體，運用

針對 Apple MacBook 筆電之全鋁造型獨家開發特

殊抗刮、耐磨配方之 UV 印刷技術與塗佈技術所製

成的筆電專用 UV 印刷或光學級保護機身貼，就其

PET 高質感外觀並配合本研究開發抗刮、耐磨 UV

塗料與不殘膠等配方相結合，可重複撕貼與易清潔

的特性打入筆電與 3C 市場供應鏈，成功開創出以

UV 印刷、塗佈為基礎，為 PET 因加以印刷與塗佈

製作前提下，成功為市場打造出新的產品。

( 二 ) 開發 UV 光固化樹脂組成物除了要能合成及

調配出所需參數特性外，還必須注重綠色工業的觀

念，本研究開發出 PET 基材專用 UV 光固化樹脂

組成物及建立配方調配技術，這可為圖傳相關系所

在 UV 光固化樹脂開發技術與應用上有一定程度的

瞭解，並在產學合作中開發出國產在地化相關 UV

樹脂原料，期望在未來不必再依賴國外產品，可起

到節省成本與備料時間，提升產業競爭力，促進產

業升級。

( 三 ) 本研究所製備之 UV 樹脂組成物中的反

應性單體、多官能基多分樹枝狀結構之分支化聚酯

丙烯酸酯寡聚物以及經配比重組的光起始劑與添加

劑，可以經延伸應用於 UV 光固化油墨的開發所需

的基本組成用的必備原料。

本文關於 UV Curing 硬化層研究與應用的部

分是節錄研究生碩士論文，得以延伸完成多層塗

佈技術的研究，承蒙山水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廠長吳文和博士、世新大學圖文傳播暨ö位出版

學系馬立懿博士以及郝宗瑜博士親自指導，並感

謝勻彩科技塗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智郁先

生、技術長林弘曄先生及諸多貴人鼎力相助，提

供了專業學識與寶貴意見，實在獲益良多，銘感

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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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印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吳文雄為印刷業權益請命

台灣印刷產業在科技、技術新知上的交流平台

首推「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與「中華印刷

科技學會」所發揮的傳播功能，他們經常性在全國

各地辦理新知研討及專題演講等，令各地業者們

獲益匪淺；此外在同業間的情誼交流上最具功能性

的當屬「中華民國印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了，他們串聯了台灣各都會的印刷公會團體籌組成

全國性聯合組織，定期舉辦各式活動，為同業發

聲、爭取福祉等。

照亮全國印刷業的燈塔

「中華民國印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於

2015 年 12 月 25 日改制成立，原班底係為「台灣

省印刷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的既有成員，2015

年 7 月由台灣省、高雄市直轄市、台南市、台南市

大台南、台中市、台中市直轄市等公會向內政部申

請成立備案，嗣後，更積極結合台北市、新北市、

高雄市及桃園市公會等加入，促使中華民國全國印

刷聯合會的陣容更為堅強，進而成為名符其實的全

國性印刷社團組織。

今年元月 12 日，中華民國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全國聯合會假台中市僑園飯店舉辦會員大會，由

東道主台中市印刷公會負責籌措召開大會事宜，在

改選理監事過程中會員們一致推舉台中哲興印刷董

事長吳文雄榮任第二屆理事長，吳董於 2003 年曾

任台中市印刷公會理事長、2012 年擔任台灣省公

會第 17 屆副理事長、2015 年則榮任中華民國全

國聯合會常務監事召集人，另於 2012 年時亦榮獲

台灣第六屆金印獎頒贈「印刷產業貢獻獎」的表

轉載自設計印象雜誌第 103 期

設計印象雜誌社長  夏書勳

特別報導 | 中華民國印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吳文雄為印刷業權益請命

吳文雄(右2)當選印刷全國聯合會第二屆理事長，

與第一屆廖萬來 (左 1) 理事長進行交接典禮

吳文雄當選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家人們獻花致賀 吳文雄 (中 )常與全國各友會們交流聯誼

吳文雄理事長 (右 3) 與來自於全國印刷界的貴

賓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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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 中華民國印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吳文雄為印刷業權益請命

揚，其個人不但擁有豐富的社團服務經歷，而且在

事業、家庭的經營上也非常成功，前輩風範令人景

仰。

吳文雄理事長係於 1955 年小學畢業之後即進

入興台製版廠 ( 現為興台印刷 ) 當學徒，從事早期

玻璃版的平版照相製版技術學習，一直到 1970 年

方藝成出師而自行創業，為台中地區印刷廠做製版

服務；1978 年同時添購兩部單色印刷機，一部台

製，另一部則是日本秋山印刷機，專門印製考卷、

書籍、漫畫書等各種黑白印件，同時照相製版部份

也改為僅生產自己公司內部的印件為主，停止對同

業的服務。

為公會掌舵為同業服務

吳理事長表示，其實自己早已屆退休之齡，近

年來更很少到公司走動，平常都是在家畫畫寫字、

蒔花種菜及做做運動，偶爾出國拍些風景照等，本

來已經打算淡出印刷圈了，沒想到這次全國聯合會

的理監事們如此熱情的邀約，在大家的盛情難卻之

下，只有勉力追隨前屆廖萬來理事長的驥尾，繼續

推動會務的發展。

「傳承、創新、和諧」是中華民國印刷商業同

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的創會宗旨，同時也是勗勉會員

同仁們的精神標語。吳理事長說，因為全國聯合會

現行使用的規章仍然延續了原來省聯合會的模式在

運作，有些地方可能已不合時宜，吳理事長將會協

調熱心的同業們共同討論研商，並聽取建言設法更

正後，再提交到下一次的會員大會中追認通過。

目前全國印刷產業所面臨共同的重大難題無非

是包括廢氣、廢水排放、廢棄物處理、噪音、技術

人才的取得與養成、招標方式、業必歸會、印刷外

銷、關稅等諸多問題，吳文雄承諾既然他已受到大

家委以重任，定然會竭盡所能向相關各級政府單位

爭取，是制定預算補助解決也好，或輔導協助改善

也罷，總之就是要政府正視印刷產業當前所面臨的

種種困境。

印刷難為要讓政府知道

由於印刷全國聯合會的會員廠商們十分之八九

都是屬於小型代工廠，近年來受到大環境不良的嚴

重性影響，以及網路化、數位化的衝擊，合版接案

模式的盛行等，都經營得非常辛苦，想轉型卻苦於

相關專業知識、常識欠缺，想申請輔導也找不到門

路，以致於日復一日的在削價競爭中苟延殘喘，台

灣的印刷行情的巨幅崩盤不是沒有原因的。公會的

立場雖然感到扼腕歎息，卻是愛莫能助。

吳理事長是一位敦厚賢達、謙和慈祥的長者，

但是談起時下的國家、社會、本業亂象，卻也不免

令其義憤填膺而大加撻筏；他舉例道，就以現今的

印刷教育來說，以前大專或高工正規印刷科系學生

尚可以實際所學在畢業前和產業進行建教合作，研

習實務經驗，畢業後即可很快投入職場工作；現在

卻不然，各級學校怕以「印刷」之名招不到學生，

都冠冕堂皇的改以圖文、影像、視覺、傳播而名之，

雖然滿足了學校及學生們的虛榮心，然而卻造成了

教育資源浪費，學生們所學非所用，印刷產業技術

人材嚴重斷層的現象。

其次就是政府機關帶頭戕害印刷生存命脈，姑

且不論政府是否有誠心輔導印刷產業升級，光以從

各級公部門或公營單位的印件招標方式來說，第吳文雄理事長(左 )與筆者在哲興印刷大廳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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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一定要比到最低價才有得標的機會；第二、

得標後還得多次議價，非得殺到業者血本無歸不

可；第三、業務成交後，又偶爾會碰到被要求附帶

免費印一些小東西，算是回饋；業者們為了生存也

只能忍氣吞聲的接受，這樣子的作為，叫台灣印刷

景氣如何好得了。

政策不轉彎印刷難存活

台灣已經步入高齡化社會，傳統產業的生產力

都已在逐漸衰退當中，國家的教育政策、勞基法如

果不趕快調整，相信會有很多行業將會在無情的洪

流中銷聲匿跡，而我們的經濟或許有朝一日也會淪

落為貧窮、落後的待援助國家。

「印刷」自古以來就是協助國家政治、經濟、

教育、文化、民生發展的重要工業，即使是科技昌

明的現代，也到處都有著印刷的蹤跡，所以吳文

雄理事長語重心長的呼籲，希望全台各大印刷公

會，學會不但要緊密團結為我們的廣大業者喉舌、

陳情，同時也誠懇希望同業間不要再互相殘殺，自

斷生路，大家同心協力重建市場機制，有合理的利

潤，才有辦法維持永續經營。

吳文雄理事長分析道，因為印刷市場的蕭條景

象，會直接影響到業者們更新設備、提昇品質、強

化技術的意願，跟著也牽動了機材廠商們紛紛縮小

服務編制，或乾脆退出台灣市場，造成一連串不良

的效應，最終結果是中型廠縮小營業規模，小型廠

變成印刷仲介，員工們則是自求多福另謀出路，其

所衍生的社會問題不可謂不大。

轉型也需規劃正確方向

吳文雄理事長 (左 1) 三代同堂、美滿和樂的全

家福照

哲興印刷非常重視公司團隊士氣，經常舉辦旅遊

活動

特別報導 | 中華民國印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吳文雄為印刷業權益請命

吳理事長以自己的哲興印刷成長過程為例，該

公司原本也是以文化類印刷為主，但他為了迴避後

來削價競爭的局面，早在十多年前遷移到台中工業

區之後，便逐漸轉型為以彩色包裝紙盒、UV 塑材

等不吸墨的素材印刷為主，近年來更增設「專色部

門」，由專業人士採用電腦調墨，專門印製高品質

外銷塔羅牌卡，以及知名品牌高級紙盒等；此外，

該公司數年前另添購多部數位印刷設備，專業代客

複製各類藝術作品，如油畫、水墨畫、膠彩畫、素

描作品、攝影作品、宗教影像等數位典藏作品，並

分別於 2016、2017 年榮獲台灣金印獎的榮耀。

其第二代的三兄弟更克紹箕裘，不但本業上的

經營青出於藍，在跨業發展上亦是做的有聲有色，

其所研發的 RFID 商品包括有感應卡、感應扣、感

應手環、NFC 商品等都是穩定成長中。所以說，

吳理事長個人除了為哲興印刷打下厚實基礎之外，

在第二代的教育與事業傳承上也是相當的成功。

全國印刷聯合會 04-25245265

E-mail:chiju33@yahoo.com

哲興印刷 04-23598883

http://www.p68.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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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看全球印刷業表現良好

全球印刷整體狀況良好。大多數全球指標在過

去五年中都有所攀升，大約40% 的印刷企業認為

他們的公司處於“良好”狀態，但有13% 的調查

者認為狀況“較差”。另外不同的區域和市場其調

查結果有很大差異，北美、歐洲、澳洲仍是穩定增

長的區域，亞洲、中東以及中、南美呈持續發展態

勢，而非洲卻明顯衰退。

包裝和功能印刷繼續增長，商業印刷和

蒙迪集團已開發出一種軟塑料包裝袋的原型，

其中包含至少20% 的消費後塑料廢物。

這款袋子適用於包裝洗滌劑等家用產品，是

Project Proof 的一部分。Project Proof 是蒙迪對

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EMF) 新塑料經濟倡議的承

諾。

蒙迪現在將進一步開發其袋子的原型，以確保

它是一種適合其跨國快速消費品客戶的可行產品。　　

Project Proof 的製定用於審查是否有可能生產兩

種新的軟塑料包裝產品：一種是用於軟包裝的可回

3D 列印技術應用廣泛，一家西班牙新創公

司，就研發出3D 列印的素牛排，以植物蛋白當

原料，十分鐘就能印好。 圖／翻攝自 CBS New 

York 牛排煎得吱吱作響，讓人食指大動，不過

仔細看，這塊肉的紋路，看起來有點不同。 西

班牙新創公司執行長西昂提：「原料是由米蛋白

豆蛋白組成，我們還用了海藻纖維，把這些混合

起來，就製成和肉結構相同的替代品。」 素牛

排不稀奇，厲害的是利用3D 列印技術，花費10

分鐘製成，接著再用2 分鐘煎好。 參觀民眾：

「這是3D 列印製作的喔，我覺得很好吃。」 這

項技術，由一家西班牙創新公司研發，未來他

們想募到更多資金，改良技術，最終目標是取

代真的肉，減輕環境負擔。 西班牙新創公司執

行長西昂提：「我們想要增加產量，不用3D 列

印機，是用更大的機器，讓想生產素肉的食物

生產公司，也能有客製化的機器。」 3D 技術除

了能製造食物，還有科學家動腦筋，想讓3D 列

印機化身成攜帶式藥局。 薩塞克斯大學教授米

尼拉薩曼：「病患基本上可以帶著，他們隨身

帶著裝置，可以在時間到，或需要的時候印製

藥物。」 英國科學家正在研發一款迷你3D 列印

機，一分鐘內就能製造出藥物，未來如果研發

成功，病患不用跑遍藥局，隨時都能製作需要

的 藥 物。 詳 細 報 導 請 見： news.tvbs.com.tw/

world/1091903?from=Copy_content
全 球 印 刷 業 表 現 良 好 企 業

對 數 字 化 轉 型 越 發 有 信 心蒙迪開發出新型軟包裝袋，

包 含 至 少 20% 回 收 塑 料 摘錄自：大中華印藝網

摘錄自： 科印網

摘錄自：TVBS 新聞網

味 道 不 輸 真 的 肉！　 新

創 公 司 推 3D 列 印 牛 排

收塑料，其中含有一定比例的消費後廢物; 另一種

是用於食品應用的封口(FFS) 袋。

該項目的第一階段製作了原型袋。所使用的消

費後廢物被認為是不清潔和未加工材料的最壞情

況。經過多種工藝的洗滌和分選，得到了一種適合

生產軟包裝的可回收聚合物樹脂。這被加工成一個

最終的原型，一個完全可用的站立袋。

蒙 迪 消 費 者 包 裝 公 司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經 理

Graeme Smith 說:“我們想知道在最糟糕的情況

下，我們能做出什麼樣的產品。”

據該公司稱，這一進展突顯出，如果採用更好

的質量、預先分類的材料作為投入，就有可能生產

出更好的產品。蒙迪認為，更好的垃圾收集機制和

對可回收包裝的關注將改善這一過程，並有助於形

成可持續閉環。

Project Proof 的第二部分側重於長壽食品

袋。食品應用標準由參與的快消品公司按照高技術

規範執行。蒙迪承認，雖然經常在食品標準塑料包

裝中發現的鋁屏障可以延長貨架期，但它在回收方

面造成了問題。

因此，Project Proof 為快速消費品公司創造

了重新評估並可能降低某些要求的規格的機會，從

而可以使用更可持續的材料。

蒙迪報告說，已經有一些材料在單一材料結構

的基礎上進行測試，沒有像鋁那樣的問題層，這將

使現有廢物流中的回收成為可能。

然而，結論是需要在這一領域進一步發展，因

為目前的產品沒有達到品牌所有者設定的基本最低

規格。目前正在討論聯合開發協定，以爭取未來的

研究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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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自然·通訊》雜誌11 日發表了一項材

料學最新進展：英國牛津大學科學家研發出一種完

全可循環、非常安全的透明薄膜，甚至可以取代現

有的用於食品包裝的金屬塗層複合材料。該薄膜採

用了一種全新環保製造工藝，比目前行業所使用的

材料更容易循環利用。

當今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關鍵要求，就是在滿足

食品安全的前提下盡可能延長食品的保質期。但遺

憾的是，目前的食品包裝方式存在嚴重環境問題。

鑑於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需求，人們對包裝的要求不

僅僅是“可回收”，還必須“可回收循環利用”，

而當前常見的包含金屬塗層的複合材料卻在這方面

存在極大不足— —它能夠提供一種屏障，對於食

品的保存至關重要，但這種材料極難分離和循環利

用。

因此，牛津大學科學家德莫特·奧哈爾及其同

事，研發出了一種可循環的環保薄膜，它可以替代

目前食品包裝中所使用的金屬塗層，同時能為食品

提供類似級別的防護。

研究團隊合成的這種薄膜，由層狀雙氫氧化物

（一種無機材料）組成，生產工藝既便宜又綠色環

保，所需材料是水和氨基酸。所得薄膜呈透明色，

像金屬塗層一樣可以隔絕氧氣和水蒸汽，同時較為

結實。由於這種薄膜是合成的，因此其成分完全可

控，這就極大提高了它們與食品接觸時的安全性。

 研究團隊表示，目前，這種薄膜已經符合食

品接觸用材料的安全標準，現階段還需要進行進一

步的測試，就能實際用於市面上的食品包裝。

可 循 環 利 用 食 品 包

裝 透 明 薄 膜 問 世

摘錄自：必勝印刷網 

出版物印刷遭冷遇

觀察細分市場可以看到，包裝和功能印刷市場

繼續增長，商業印刷和出版物印刷( 圖書印刷除外)

遭到冷遇。參與調研的供應商在調查中普遍表現出

對包裝和功能市場的信心，且從近幾年的報告中能

夠看出對這部分市場越來越看好，其比例從2014

年的18% 大幅升至2017 年的53%。

印刷企業對數字化轉型越發有信心

在數字印刷方面，整體運轉週期延長，生產前

置時間縮短，業務量不斷增多。然而，數字印刷的

營業額比例僅僅呈緩慢增長的態勢，數字打印業務

佔總營業額的比例從2013 年的25% 緩慢攀升至

2018 年的29%。

值得注意的是，參與調查的印刷企業中的越來

越多的人認為，他們的企業將通過數字化轉型，以

應對不斷變化的市場形勢，並最終取得成功。儘管

印刷企業整體利潤率下降，在紙張和原材料價格大

幅上漲的情況下，大多數印刷企業開始著力於通過

提高產能利用率和控製成本來增加銷售額，從全球

範圍來看，印刷工價甚至略有提升。

設備供應商利潤微薄，銷售額增加，其
中單張紙膠印仍占主導地位

對設備供應商的調查結果顯示，銷售額有所增

長，但利潤明顯微薄。雖然數字印刷銷售額佔比有

所增加，但單張紙膠印仍最常用的印刷技術，66%

的印刷企業仍然採用單張紙膠印技術進行生產。單

張紙膠印總量在包裝印刷領域繼續增長，但在商業

印刷中首次出現明顯減少的情況。

設備投資偏向積極，投資預期印後加工
佔首位

在投資支出方面，印刷企業總體表現積極：

41% 的印刷企業2018 年比2017 年的投資費用有

所增加，只有15% 的印刷企業投資減少。除非洲

之外，全球其他區域的投資支出總計都有增加。

2019 年，印刷企業的投資目標是印後加工佔

首位，其次是印刷技術和印前工作流程。在印刷技

術方面，單張彩色數字印刷技術是在幾乎所有市場

都被提及的投資方向。只有包裝印刷是一個例外，

單張紙膠印是包裝印刷企業的投資重點，數字印刷

在包裝領域的應用只增加了5%( 標籤印刷除外，數

字印刷在標籤的應用達到了40%)。

其他方面，比如網絡印刷的總量適度增加。相

對於2014 年，2018 年有更多的印刷企業引入網

絡印刷，比例從17% 升至23%，但是訂單來自網

絡印刷的比例不變，兩年的調查結果都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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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車的朋友最怕的狀況之一就是爆胎了，尤其

是在高速公路上如果出現這樣的狀況，肯定會驚

嚇到不知所措。不過，或許未來可以減少這樣的

狀況發生了。法國輪胎大廠米其林於一年一度的

Movin’On Summit 高峰會上正式推出了一款免充

氣輪胎”Uptis Prototype ”，最快將在2024 年投

入乘用車市場。

其實先前在2017 年，它們就曾經推出過一款

Vision 概念輪胎，當時他們提出的概念包含四個

理念，包括免充氣、可透過3D 列印技術製造、採

用再生材料、可互聯。而這次發表的新品”Uptis 

Prototype ”則是Vision 概念胎的延續作品。同時

米其林也表示，Vision 的四個概念將會逐步運用到

量產產品中，Uptis Prototype 是米其林與通用汽

車共同合作打造，免充氣的特性能夠減少外界因素

對於輪胎造成的損傷，也能消除胎壓造成的安全隱

患，同時還能降低備胎與生產設配的成本。從官方

公布的原型胎照片來看，內部結構也與市面上常見

的輻射層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輪胎與輪框如何裝配

又是另一個很大的學問。

Uptis Prototype 目前還是概念階段，但已經

率先應用在Chevrolet Bolt EV 車款當中，預計年底

前將在密西根州展開道路實測。

台灣包裝協會日前舉辦108 年度第22 屆第二

次會員大會，經濟部多位局處首長應邀出席，會員

參與踴躍，再次凝聚這個大家庭的向心力，共同為

推動台灣包裝產業的發展挹注新動能。

該協會理事長汪麗艷表示，受惠於南港展館二

館竣工啟用，將於6 月19 日登場的2019 包裝工業

展，不但展出規模為歷年之最，且透過整合包裝、

塑膠、印刷等產業優勢的KNOW-HOW，充分展現

同業合作及跨業結盟的高CP 值亮點，將在本屆展

會大放異采。

汪麗艷表示，中美貿易戰持續延燒，衝擊全球

經濟發展，世界各國買主為分散風險及降低高關稅

綜合日本時事通信社的報導，京都大學的研

究人員研發出了一種新的高清無墨全色打印技

術。利用物體本身結構對光產生反射、衍射、

干涉等物理作用產生顏色，也即是所說的“結

構生色”。這份研究論文發表在英國科學雜誌

《Nature》電子版上。

結構生色存在自然界當中，如金龜子、孔雀

等翅膀上的顏色，具有獨特的光澤，角度不同會

呈現出不同的顏色。

在此之前，使用結構生色的印刷技術費用極

高，且很難進行精密印刷。京都大學成功研究出

了成像清晰且價格低廉的印刷技術。

 京都大學的印刷技術，首先在紙上塗抹丙烯

酸樹脂、聚碳酸酯等高分子化合物溶液，用光照

射想要印刷的圖像“面罩”。只有曝光的部分會

出現裂痕形成多重結構，在溶劑的作用下，所受

光照波長的不同，就會出現所想要的顏色。

這種印刷方法不需要使用墨水，因此不會破

壞環境，也不會掉色。

京都大學特別助教伊藤真陽提到此種技術時

表示，可以有效防止製造假幣，“不必安裝特殊

的光源裝置，就可以印刷各種顏色”。”

可以想見未來應用層面將越來越廣。

不 用 擔 心 爆 胎！ 米 其 林 與

通 用 汽 車 推 出 最 新 Uptis 

Prototype 免 充 氣 輪 胎

包 裝 協 會 年 會 聚 焦

包 裝 展 高 CP 值 亮 點

摘錄自：INPLUS.TW 

摘錄自： 經濟日報

摘錄自：必勝印刷網

日 本 京 都 大 學 研 發 出 高

清 無 墨 全 色 打 印 技 術

的波及，紛紛尋覓其他替代市場，台灣將受惠轉單

效應，危機就是轉機，這是業界的機會。尤其台灣

包裝產業鏈完整且範疇廣泛，無論精密設備或材料

的CP 值高，加上全面導入智慧製造，逐步朝人機

協同無人化生產目標邁進，在國際市場具備高競爭

力。

出席會議貴賓也一致認為，中美貿易戰是台灣

產業發展的機會，台商回流家數及投資金額持續攀

升，而眾多工業產品的「門面」與保固均需要高精

密包裝技術的支援，無論包裝機械或材料均是產業

供應鏈的重要一環。迎接此波轉機，他們建議業者

加快技術創新腳步，從自動化升級到智慧化，擴大

結合資通訊技術，進而躍居世界包裝工業智慧製造

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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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八年六月一日(星期六)上午九時於國
立台灣藝術大學教學研究大樓10樓國際會議廳，
召開中華印刷科技學會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

論文研討會，現場並邀請正美集團董事長蔡國輝

為與會嘉賓進行專題演講，由本學會葉振璧理事

長主持。

本學會承蒙各理監事及工作同仁的支持與配

合，以及印刷業先進的指教和贊助，使本會的會

務及活動得以不斷精進，並且順利完成年度工作計

畫，特此感謝大家的護持。本會在107年度舉辦多
場印刷學術研討會，並且進行數次境內外參訪交

流，同時到大陸參訪印刷產業相關單位，促進產學

交流。

感謝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永豐紙業股份有

限公司、亞細亞國際紙業股份有限公司、科樂印刷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堅成裝訂股份有限公司、連誠裝訂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愛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財團法人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台灣

上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紅藍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

司、東興紙品股份有限公司、秋雨創新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御牧股份有限公司、柏通股份有限公司、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大園紙品廠等，熱心協助本會會

訊、大會手冊及2019中華印刷科技年報印製及相
關會務贊助事宜，特予致贈感謝狀各乙幀。

第十五屆理、監事當選人員名單：

 理       事：葉振璧、許茂元、楊炫叡、賴松喜、
郭立人、郝宗瑜、陳正剛、吳文和、

陳世芳、周遵儒、李亦君、馬立懿、

徐明景、韓豐年、李孝春、黃益雄、

江允貴、洪文來、李智郁、陳文福、

林建州、林家俊、黃俊凱、吳艾如、

湯圭民、黃義欽、蘇澤民；共計27
員。

候補理事：熊亮原、張漢平、林政松、劉浚冶、陳

仙舟、孫國欽、許朝欽、葉萬清、陳烈

銘；共計9員。

監        事：李興緯、蘇秉志、蔡明球、李永昌、
洪秀文、徐肇奕、蘇有；共計7員。

候補監事：廖學一、邱迪先；共計2員。

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論文研討會與產學業界先進合影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印 刷 科 技 學 會
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論文研討會
以及第十五屆理、監事選舉活動花絮

葉振璧理事長致贈感謝狀予贊助本會會務推展之相關單位代表

本會葉振璧理事長主持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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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印 刷 科 技 學 會 第 十 五

屆 第 一 次 理 監 事 聯 席 會 議

民國一○八年六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六時
於第一大飯店敘香園餐廳（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

路二段63號），召開本會第十五屆第一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由本會葉振璧理事長主持會議，會議

重點為選舉第十五屆常務理事、常務監事、理事

長及副理事長。

經由與會理監事投票結果確定由葉振璧、許

茂元、楊炫叡、賴松喜、郭立人、郝宗瑜、陳正

剛、吳文和、陳世芳等九員當選為常務理事；李

興緯當選為常務監事；許茂元、楊炫叡等兩員當

選為本會副理事長；葉振璧當選連任為本會理事

長。

本次會員大會嘉賓雲集。照片左起為本會名譽理事長黃義
盛、中華民國印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名譽理事長廖
萬來、高雄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總幹事李金津、臺北市印
刷商業同業公會陸兆友理事長、高雄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常務理事翁乃庚、中華民國印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吳文雄。

TIGAX 台北國際印刷機材展執行長陳政雄為本會第十五屆
會員大會致詞

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理監事選舉開票實況

名譽理事長黃義盛發表對學會未來展望

本會常務理監事及副理事長、理事長選舉實況

理監事聯席會議會務報告實況

正美集團蔡國輝董事長於大會中担任專題講演

會務報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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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八年五月六日，香港印藝學會於香

港旺角希爾頓花園酒店舉行第十九屆執行委員會就

職典禮暨午宴，本會葉振璧理事長、黃義盛名譽理

事長、林家俊秘書長及徐肇奕監事代表本會出席觀

禮。

本會葉振璧理事長、黃義盛名譽理事長及徐肇奕監事出席
香港印藝學會第十九屆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暨午宴

香港印藝學會主席蔡榮照帶領來賓祝酒，祝願各位大展鴻圖、
家庭美滿；眾人舉起酒杯，場面熱鬧溫馨。

香港印藝學會蔡榮照主席與本會監事徐肇奕於香港旺角希爾
頓花園酒店合影

出 席 香 港 印 藝 學 會 第 十 九 屆

執 行 委 員 會 就 職 典 禮 暨 午 宴

2019 年 台 北 國 際 包 裝 工 業 展

TAIPEI PACK - 從日本包裝設計

比賽看食品包裝的新潮流研討會

『從日本包裝設計比賽看食品包裝的新潮流研討會』實況

 本會葉振璧理事長及林家俊秘書長於民國 108
年 6月 21日 (星期五 )下午一點至南港展覽館 1館
4樓 402a會議室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號 )代
表本會出席由台灣包裝協會與公益社團法人日本包

裝技術協會主辦之「2019年台北國際包裝工業展
TAIPEI PACK–『從日本包裝設計比賽看食品包裝
的新潮流研討會』」。

台灣包裝協會原名「中華民國產品包裝學

會」，協會的會員廠商，分屬包裝設計、包裝機械、

包裝材料三大領域。主要業務為推廣包裝設計創

新，增加產品附加價值、研發系統包裝機械的趨勢。

對於海外拓銷台灣本地包裝產業更是不遺餘力。

本次與公益社團法人日本包裝技術協會合辦之

研討會主要探討日本包裝設計比賽之獲獎設計與材

料之創新，包裝協會希望藉由舉辦此類研討會，讓

台灣本地廠商更了解國際趨勢以及日本之精良設

計，期能帶給業界更多火花及促進台灣包裝產業踏

足國際市場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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