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數碼印刷近年急促發展，隨著其印刷質素的不斷提升，數碼印刷在印刷行

業上已佔一席位。在短版印刷及出版物款多量少的需求下，數碼印刷的速

度和按需印刷的特點為傳統印刷補不足。在美國，不少印刷商使用數碼印

刷為客戶印製書籍，為出版商大大減低存倉成本。 
 
此課程簡而精地講解數碼印刷的特點、限制、應用等，讓同業對數碼印刷

具一定的理解，並了解對公司發展業務帶來的優勢。 
 
課程內容： 
 

1. 數碼印刷與柯式印刷之工作流程 

2. 數碼印刷之分類： 

2.1 技術：碳粉、噴墨 、電子油墨（Electro ink）、

UV 噴墨 

2.2 紙度：平張、滾筒、大幅面 

3. 數碼印刷與柯式印刷之比較 

3.1 色彩 

3.2 印刷品大小 

3.3 後加工 

3.4 成本 

3.5 製作檔案之配合 

3.6 印刷物料 

4. 數碼印刷對出版帶來的之優點與限制 

4.1 按需印刷，減低存倉成本 

4.2 個人化印刷，提高出版物價值 

4.3 數碼印刷及電子媒體方案之整合 

5. 數碼印刷的應用個案分享 

5.1 展示不同的數碼印刷品 

 
課程對象： 從事出版及印刷之從業員* 

課程日期： PP053  4/12 及 11/12/2017 (星期一) 

上課時間： 晚上 7:00 至 10:00 (共 2 節，6 小時) 

上課地點： 印刷科技研究中心 -  

 香港灣仔愛群道 6 號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摩理臣山)1 樓 130A 室 

費用： HK$1,000 (資助後#: HK$500) 

  (香港印刷業商會或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IPP)或 

 印聯(Idealliance China)會員：HK$900 (資助後#: HK$450) 

 

 

*從事印刷出版之人士優先報名。 
#有關學費資助之條款及詳情，請參閱報名表內的「証書及學費資助」部份。 

 

 

從事出版及印刷之從業員 

數碼印刷之技術發展及應用 

查詢：(852) 3589-5024 唐小姐 

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有關本中心其它課程，請瀏覽

www.aptec.hkprinters.org 

合資格學員可獲由 
職業訓練局 

印刷及出版業訓練委員會
資助高達$500 學費* 

全新課程 



 

閣下從什麼途徑知道本中心課程？ 

 本中心電郵  公司推薦  朋友介紹  本中心網站  Facebook 

 職業訓練局印刷及出版業訓練委員會電郵     其它：                                            

 

公司主要業務：  

 商業印刷  包裝印刷  報紙印刷  器材/物料供應  輸出中心 

 出版  設計/廣告  攝影           其它：                                          

 

英文姓名（全名）： Mr.  M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地址： 住宅  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讀課程：數碼印刷之技術發展及應用 

  PP053 4/12 及 11/12/2017 (星期一)  晚上 7:00 至 10:00 

 

閣下之公司是否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員？  是 (會員編號：__________)   否 

閣下是否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會員？  是     否 

閣下或貴公司是印聯會員(Idealliance China)？   是 ( 公司會員    個人會員)  否 

數碼印刷之技術發展及應用 
報名表格 

報名須知  

1. 填妥報名表格，傳真至 3188-9424 或電郵到 info@aptec.hkprinters.org 報名，隨後連同學費以支票形式寄回香港灣

仔愛群道 6 號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摩理臣山) 1 樓 112 室印刷科技研究中心收。 

2. 支票抬頭“印刷科技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或 “Advanced Printing Technology Centre Limited”，期票恕不接納。 

3. 從事印刷出版之人士優先報名。 

4. 因課程學位有限，所有報名額滿即止。 

5. 除課程額滿或取消外，已交費用不設退款。 

6. IPP 會員優惠不適用於學生會員。 

7. 本中心會提供課程講義。 

証書及學費資助 

學員出席率達 100% (即出席整個課程)，可獲聽講證書及由職業訓練局印刷及出版業訓練委員會資助學費高達$500；

資助只適用於香港永久居民。 

 

申請方法 

於最後一節課堂時，將已填妥的課程問卷及學費資助申請表，一併遞交給本中心職員。凡成功申請之學員，將收到本中心

職員個別通知，以及由本中心發放資助。 

查詢：唐小姐 電話：(852) 3589-5024 傳真：(852) 3188-9424 電郵：ritatong@aptec.hkprinters.org 

適用於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員
或印聯公司會員 
公司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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