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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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買家等 

課程編號： PP155     

授課語言： 廣東話 

截止報名： 9/7/2021 (星期五) 

時間：     下午 3:30 至 6:00 (共 6 節、每節 2.5 小時，共 15 小時)  

費用： HK$800 (香港印刷業商會或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IPP)會員可獲七五折：HK$600) 

 

首次聯同四大數碼印刷供應商一同舉辦 

數碼印刷技術及應用綜合課程 
令你全方位了解最新的數碼印刷應用和技術 
 

查詢：3589-5023 / elisewong@aptec.hkprinters.org 王小姐   

有關本中心其它課程，請瀏覽網址 www.aptec.hkprinters.org 

 

 

嶄新課程！ 

支持機構： 

額滿即止 
報名從速 

作為香港印刷業商會屬下技術轉移中心，印刷科技研究中心 (APTEC) 致力向行業推廣新技術，近年數碼印刷

是行業必定趨勢，因此 APTEC 開辦此課程，以破天荒形式舉行，除了由 APTEC 講解之外，四位數碼印刷供應

商亦首次一同參與，除了能夠為業界提供一個多元化和實用的課程外，令參加者更能「落地」

了解數碼印刷的發展。 

 
課程內容及安排：

節數 日期 內容 上課地點

1 21/7/2021 數碼印刷技術及發展概覽 

• 數碼印刷的發展 

• 技術概覽 

• 應用例子 

• 數碼印刷色彩新標準 (ISO 15311) 

香港灣仔愛群道 6 號香港專

業教育學院(摩理臣山) 地下

LT01室 

2 28/7/2021 獲得 Fogra PSD PrintCheck 認證及支援 Fogra 51，兼

備在線實時自動檢查以及自動調整的噴墨及數碼印

刷系統 

佳能香港有限公司：紅磡紅

鸞道 18號中國人壽中心 A座

3樓 

3 4/8/2021 六色引擎的數碼印刷機、自動化工作流程、多元化後

加工、專利技術連續送紙 

FUJIFILM BI HONG KONG：鰂

魚涌太古灣道 12 號太古城中

心第 4 期 11 樓 

4 11/8/2021 自動即時印品檢測、模擬 RGB/專色的四色數碼印刷、

全球首部具備自動連線裁切功能 

柯尼卡美能達：鰂魚涌英皇

道 1063 號 13 樓 1303-05 室 

5 18/8/2021 水性 inkjet 油墨 Latex，快乾、耐用、不含有毒化學成

份、持久性，適合戶外廣告和室內的展銷品 

理光：荃灣沙咀道 40-50 號 G

樓榮豐工業大廈 

6 25/8/2021 • 數碼印刷品質控制、數碼印刷認證 Fogra PSD 

• 參加者互動交流、與 APTEC 答問環節 

香港灣仔愛群道 6 號香港專

業教育學院(摩理臣山) 

 

http://www.aptec.hkprint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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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Chat 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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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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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讀課程編號 及 課程名稱：PP155 數碼印刷技術及應用綜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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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疫情關係，參加者可能需要登記個人資料方能進入供應商之大廈參觀，為了加快登記程序和時間，請問閣下是否同意本

中心預先將其資料(例如姓名、電話及公司名稱) 提供予供應商作登記之用途？這些資料只會用作此用途。如不同意，參加者

屆時需自行登記。 

 是   否 

 

課程報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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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於 7 個工作天內連同學費以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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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將視作取消留位。 

2. 如 貴公司 / 閣下報讀多於一個課程，請每一課程預備一張支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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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中心亦接受銀行轉帳、支付寶及微信（香港&國內錢包均可）之繳付，但只適用於【已成班】之課程，詳情請與

本中心職員查詢。 

5. 如課程報名人數不足，本中心有權取消有關課程。已繳交的學費將以郵寄支票/電子支付方式寄出退還。 

6. 除課程額滿或取消外，已交費用不設退款。 

7. 因課程學位有限，所有報名額滿即止。 

8. 現凡 APTEC 之學員均可以優惠價 HK$1,680（原價 HK$1,980）購買一年 Adobe CC 軟件學生與師生版（由登記日起計），

請填妥申請表格，連同 APTEC 發出之收據副本及所需款項交回 Senco-Masslink Technology Limited 即可。 

詳情請與本機構職員聯絡。 

9. 本人已閱讀及明白有關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https://bit.ly/3coBWkN) 

10. 如對以上課程有興趣，本中心亦提供實地員工培訓服務為公司度身訂造課程，歡迎垂詢！ 

證書  學員修業期滿後（如出席率超過 70%），本中心將於課程完結時發予聽講證書。 

查詢  王小姐 電話：(852) 3589-5023 傳真：(852) 3188-9424 電郵：elisewong@aptec.hkprinters.org 

適用於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員 

公司蓋印： 

https://bit.ly/3coBWkN
http://www.aptec.hkprinters.org/tc/tm_course_list.html
mailto:elisewong@aptec.hkprint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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