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新課程 

數碼印刷色彩管理課程 
 
課程編號：MD419  

課程對象：印刷車間指導／經理、車長、生產部門主管、品質控制

          部門經理、技術員等  

日期：    13/11 至 11/12/2012 (逢星期二)  

時間：    晚上 7:00 至 10:00（共 5 節、15 小時） 

上課地點：印刷科技研究中心    

費用：    HK$2,700  

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員或 IPP 會員或印聯會員
(IDEAlliance-China Member)優惠價：HK$2,430 
 

近年行業對數碼印刷的需求越來越大，用家除了利用數碼

印刷作數碼打稿、短版印刷外，亦有用作補印，但由於傳

統印刷與數碼印刷所使用的油墨不同，往往帶來了兩者色

彩的差異，透過色彩管理，可以令兩者色彩拉近。此課程

將會以實習及理論，教授色彩管理的運用，將傳統印刷和

數碼印刷進行色彩匹配，以及令學員認識數碼印刷機實現

傳統印刷機色彩之困難及要點。 

APTEC 與香港通用公證行(SGS)合辦 

模擬精益改善遊戲工作坊  
 
課程編號： PM75 

課程對象： 公司決策人, 高級行政人員 

日期：  26/10/2012 (星期五) 

時間： 上午 9:00 至下午 1:00（共 4 小時） 

上課地點： 卓越培訓發展中心（印刷業） 

授課語言： 廣東話及英文教材 

費用： HK$800 

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員或 IPP 會員或印聯會員
(IDEAlliance-China Member)優惠價：HK$720 
 

4 小時的模擬精益改善遊戲，由 APTEC 與香港通用公證行

(SGS)合辦，SGS 為一所國際性的機構，致力為不同企業提

供驗證、測試及國際認証服務。今次特別邀請精益管理的

資深管理人及專家，以遊戲方式讓學員體驗精益生產管

理。這個別開生面的教學方法，突破一般傳統的學習模

式，可用較少的資源去保持高質素學習，並提高生產力。

奇妙的是，使學員在短時間內節省平均 30%的成本。 
 
模擬精益改善遊戲工作坊以單件生產流(one-piece cellular 
flow)的技巧作開始，接續以看版(Kanban)作模擬示範，最

後用拉式生產系統(Pull System)及精益生產流(Lean Flow)
作結束。在整個模擬的過程中，附加的精益概念亦會分佈

在每個項目上，例如價值流程圖(Value Stream Mapping)，
學習使用非增值測試(NVA Test)、5S 及其他方法去發現生

產過程中的浪費。 
 

包裝盒印刷估價實務工作坊 
 
課程編號：PM74  

課程對象：包裝印刷公司的營業部、客戶服務部、估價部    
          和採購部從業員，以及對以單粉，粉灰及見坑 
          紙製作之包裝盒印刷估價有興趣之人士，報 
          讀者必須對印刷流程(印前至印後)具基本認識 

日期：    20/10 至 10/11/2012 (逢星期六)  

時間：    下午 2:30 至 5:30（共 4 節、12 小時） 

上課地點：印刷科技研究中心    

費用：    HK$1,500  

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員或 IPP 會員或印聯會員
(IDEAlliance-China Member)優惠價：HK$1,350 
 

此課程是全新的包裝印刷估價課程，針對以單粉、粉灰及

見坑紙製作之包裝盒的印刷估價，主要講解如何就印刷品

物料、每項生產項目、印後加工、包裝及運輸的成本作出

計算，課程以現今實際工作作業而設計，除了理論外，並

配以多個課堂習作，令學員能夠掌握基本的包裝盒印刷估

價技巧，完成課程後學員能夠對一般的包裝盒作成本計

算。 

 

印前及印刷專題課程系列 
適合印刷及印前從業員、管理人、製稿員及設計師 
(2012 年 10 月至 11 月份課程系列) 



 
 
 
 

印刷紙張的特性及應用課程  
 
課程編號： PM76 

課程對象： 有興趣認識印刷紙張的特性及應用的人士 

日期：  13/10 至 3/11/2012 (逢星期六)  

時間： 下午 2:30 至下午 5:30（共 4 節、12 小時） 

上課地點： 香港印刷業商會 

費用： HK$1,800  

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員或 IPP 會員或印聯會員
(IDEAlliance-China Member)優惠價：HK$1,620 

本課程為從事印刷、廣告、出版、產品包裝及有興趣認

識印刷紙張的特性及應用的人士而設。內容包括講解紙

張的製作過程；印刷紙張的分類、特性和應用；印刷與

紙張的關係；以及如何選擇合適的紙張，讓學員對印刷

紙張具全面的認識及瞭解，配以個案分析。 

紙品包裝盒製作技巧課程  
 
課程編號： MD418 

課程對象： 包裝盒或平面設計師，具有 Adobe Illustrator 及 

           PhotoShop 使用經驗更佳 

日期：  30/10 至 4/12/2012 (逢星期二) 

時間： 晚上 7:00 至 9:30（共 6 節、15 小時） 

上課地點： 卓越培訓發展中心（印刷業） 

費用： HK$2,200 

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員或 IPP 會員或印聯會員
(IDEAlliance-China Member)優惠價：HK$1,980 

 

現代的購物模式以自助選購為主，吸引的包裝設計絕對

有助產品的銷量，因此彩盒的需求近年不斷增加，但很

多時候往往設計的稿件，最終可能未必能配合實際的生

產要求，因此本中心特別開辦此課程，目的是講解包裝

盒結構設計的重要性、包裝盒製作竅門和新趨勢，令設

計師能夠有效地將設計運用於生產上。在課堂上，學員

能夠使用專業的電腦包裝系統製作紙盒，以達到理論與

實踐並重。 

 

上課地點 

1) 印刷科技研究中心 -香港新界將軍澳景嶺路 3 號香港知專設計

學院 D004 室 

2) 香港印刷業商會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48-50 號 2 樓 

3) 卓越培訓發展中心（印刷業）-九龍灣大業街 46 號九龍灣訓練

中心綜合大樓 3 樓 
 

報名辦法 

1) 填妥報名表格，連同學費以支票形式寄回香港新界將軍澳景嶺

路 3 號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D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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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課程學位有限，所有報名額滿即止。 

4) 除課程額滿或取消外，已交費用不設退款。 

5) IPP 會員優惠不適用於學生會員。 
 

証書 

MD418、MD419、PM74 及 PM76：如學員出席率達 70%，本中心會

發予聽講証書。 

PM75：學員修業期滿後，本中心會與 SGS 共同發予証書。 

報讀課程：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姓名(先生/小姐)*：_________________學費：___________ 

英文姓名（全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人及電話（如與上述不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地址（公司 / 住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貴公司是否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員？  是     否 

閣下是否 IPP 會員？   是     否 

閣下或貴公司是印聯會員？ 

 是（ 公司會員  個人會員）     否 

*請刪除不適當的 

課 程 報 名 表 格

本中心尚有其它印刷相關及 Adobe CS6 軟件課程，請瀏覽：www.aptec.vtc.edu.hk 

查詢： (852)3928-2549 岑小姐       傳真：(852)3928-2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