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專題

中國文化產業發展集團公司陳彥董事總經理

探索印刷的未來
「2017 全國印刷經理人年會 」以
「 智造．連接 為印刷賦能 」為主
題，在年會首天會議的主論壇上，
講者們都圍繞著「 多維度智造力
大變革，重塑印刷工業文明活力 」
作出具深度且廣度的分享。
在萬物互聯的時代背景下，互聯網
基礎設施、科技進步等都帶來深
刻社會變革，亦將催生新的印刷物
種。中國文化產業發展集團公司董
事總經理、北京科印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陳彥女士以「 探索
印刷的未來 」為題，更以「 新物
種 」一詞為演講的切入點，發表

▓ 中國文化產業發展集團公司董
事總經理、北京科印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陳彥女士在「2017 全
國印刷經理人年會 」上分享對印刷
業未來發展的看法。
( 圖片來源：全國印刷經理人年會 )

深度主旨報告。

探

討印刷的未來，就必須要探討現在的狀
況。現時，手機是每個人的必需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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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使用手機的時間愈來愈多，而各種商貿和社

如果想探索印刷業未來的路向，首先要了解變

交活動都逐漸與手機和互聯網有關。過去，踏

化背後的一些原因和變化產生的基礎。時代不斷

踏實實的工作都能夠得到踏踏實實的回報，但

轉變，人類也不斷進步。現時，人們開始對人

時至今日，這種說法已經逐漸變得脆弱，在今

工智能時代展開熱烈的討論，更有「 未來已來 」

天的社會未必不適用了。眼看著周遭的環境，

這一種說法，意指人工智能已經在人類生活的

變化總是無處不在的。對印刷企業而言，變化

不同方面出現了，只是人們尚未發覺。面對這樣

是無休止的，因此應該認真思考以哪種方式，

的改變，人類社會也發生著相應的演進與變化。

才能把握住變化，面對印刷業的現在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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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變化的世界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人類進化的進程
工具時代
公元前 250 萬年
至 0.6 萬年

農業時代
公元前 4000 年
至公元 1763 年

工業時代
1763 年至 1970 年

社會基本面的演進與變化
工具時代和農業時代的人們都是用雙手或簡陋
的工具來完成所有工作。然而，在時代的進步

信息時代
1971 至現在

人工智能時代
未來已來 ?

經歷了這麼多的重大變化之後，印刷企業也不
能故步自封，隨之而來有不同方面的革新，因
而催生了新的印刷物種。

下，機器為人類帶來不少便利，為人們釋放了

變革催生的「 新物種 」

雙手，也節省了不少時間；而人們亦不斷創新

在現時的社會環境下，人們都面臨著消費升級。

求變，製造不同的交通工具和機器，為往後的

當生活基本所需、衣食住行都得到了滿足後，

發展奠下了一定的基礎，而在工業時代下，其

人們便會追求提升生活水平，享受更豐富的物

實也能看到信息文明逐漸浮現。

質，消費的提升亦隨之帶來不少變化，當中包
括美學消費、儀式感、個性體驗、意義消費和

過去 20 年以來，全球一同邁向互聯網時代，並

參與感。

完成了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建設工作，從而誕生
了新的業態。2017 年，全球上市公司市值排名

台灣資深音樂人馬世芳早前組織了首屆電台復

首 10 名中，有七家都是互聯網公司，包括蘋

活節，在撒哈拉沙漠上進行 24 小時馬拉松式的

果、谷歌、微軟、Facebook 、亞馬遜、阿里

海盜電台直播，在活動的最後，更以充滿儀式

巴巴和騰訊。實際上，這七家互聯網公司都為

感的方式把整艘海盜船燒燬。活動創辦人期望

整個社會提供了信息化設施的建設，並帶動著

這場「 海盜船之火 」能成為電台文化的復興之

各行各業一同發展。

火，成為重點大眾視野之光，而這次活動亦成
功引起了媒體的注意和廣泛的討論。

10,000 億美元

6,576 億美元

5,011 億美元

3,979 億美元

6,176 億美元

4,941 億美元

3,914 億美元

▓ 15 位 DJ（唱片騎師）以接力的形式，
在撒哈拉沙漠完成了一場不間斷的電台
直播，最後還從燒燬中的海盜船前合照，
期望電台文化能重新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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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國著名科技企業小米，就非常善用參

「 新物種 」的出現，還不只限於網上，更從網上

與感。透過互聯網，小米就能跟消費者作直接

走到網下。當當網是國內著名的購物網站，而

的互動，甚至在產品開售以前，讓消費者參與

亞馬遜更是全球最大的線上零售商，近年兩家

手機系統的開發，大幅增加消費者的參與感，

企業均不約而同地開設線下實體書店，但營運

也讓小米的銷量不斷提升。美學消費、儀式感、

的模式卻有別於傳統的實體書店。第一，哪些

個性體驗、意義消費和參與感在日常生活當中

是暢銷圖書、哪些書應該上架，都有龐大的數

逐漸興起，也慢慢地改變了消費需求。面對這

據支持，從而在入貨、上架等方面作出更好的

些變化，企業都需要更多的創新、更多的變革，

決定。第二，每本圖書上都會有一個卡片，而

以迎合源源不絕的客戶需求。

消費者可以掃瞄卡片去看這本書的評論，更能
夠完成下單、分享、購買等步驟，可見「 新物

智能手機普及 萬物互聯

種 」把線上和線下聯動起來。

手機的出現和普及，讓不同類型的「 連接 」變
得更加容易。
「 連接 」是現今社會非常重要的概
念，包括人與人的連接、人與物的連接、算法
與算法的連接、互聯物與物聯網、雲計算與社
交網絡。種種的連接以後，便構成了萬物互聯
的情況，更會衍生出不同的「 新物種 」
。

萬物互聯 進化一批「 新物種 」
現時，每個人都會有一部手機，而手機上的流
動應用程式（APP）在信息化之前是沒有的。
有了一定的生活水平、手機和移動互聯網，才
能夠衍生 APP。有了 APP 以後，更有了不同
類 型 的 網 絡 收 費 平 台， 例 如 UBER ( 優 步 ) 、
WeChat（微信）等等。這些平台都帶動了更多

▓ 國內著名購物網
站當當網和全球最
大的線上零售商亞
馬遜近年更開設實
體 書 店， 將 線 上、
線下聯動起來。

的「 新物種 」
，例如《羅輯思維》就是微信上
的一個工作號，但有了大量聽眾的支持下，更
推出了「得到 」APP。
「得到 」這個 APP 並沒

不少「 新物種 」都包含了生活美學，從而有

有任何實體產品，但在線卻有幾百萬付費的聽

助帶動消費。作為中國第五大連鎖超市，永輝

眾，可見這就是新生態之下的「 新物種 」
。

超市為了吸引更多的消費者，更開啟了「 超級
物種 」這個新業態。這種「 餐飲＋超市 」的
業態，讓消費者可以直接選購食材，更可即場
烹調和享用。除了餐飲服務外，店面的裝潢和
燈光等都能讓消費者有全新的體驗。此外，亞
馬遜也收購了美國的全食超市（Whole F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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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希望打造相若風格的「 新物種 」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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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新的物種和線下的食品之間有了緊密的聯動
和融合，在世界各地更成為了一個潮流趨勢。
▓《羅輯思維》是中國非常受歡迎的談
話節目，由羅振宇主持，談話內容極
為廣泛，牽起了碎片化學習浪潮。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吸引了數百萬人一起參與。消費者更可以設置
個人的專屬密語，並分享至其他陌生的消費者，
互相評論從而贏取精美的定製密語瓶。在消費
者參與遊戲的同時，可口可樂更聯合了消費者
之間的互動，可見在傳統的瓶子包裝上加上智
能化的設計，有效推廣品牌、帶動產品的銷量，
並讓消費者有更多不一樣的體驗。
▓「 餐飲＋超市 」的新業態
近年逐漸流行，滿足消費者
不同方面的需求和體驗。
▓ 可口可樂的
「 密語瓶 」項目
加入了智能化設
計，在中國掀起
了一股潮流。

印刷包裝「新物種」
人類發展的歷程不斷推進，社會環境、生態和
消費模式也產生了不少的變化。既然周遭事物
不斷地改變，印刷包裝行業也不能夠一成不變，
否則就會追不上充滿變化的未來。其實，從兩
個「 端 」就可以知道印刷包裝行業該做怎樣的

除此之外，連紙質雜誌也不斷邁向智能化。全

轉變，才能適應今天社會所需要的「 新物種 」
。

球知名的時尚雜誌《ELLE》早前全新推出《Super
ELLE》雜誌，在推出當天就突破了 10 萬本的銷

第一個「 端 」是產品端，並且應該具備四化能

售量，主要是因為出版商把雜誌變得「 活 」起

力，包括智能化、綠色化、個性化和定製化。

來。雖然《 Super ELLE》看起來就是一本傳統

有了產品端的需求，再去跟消費者和品牌連結

的紙質雜誌，但實際上卻是結合了 AR 增擴實

之後，其實網下的推演也需要製造端去發生根

境技術，例如讀者可以透過手機掃瞄二維碼，

本性的改變，而製造端則是第二個「 端 」
，就

之後就能看到封面人物在採訪時的花絮，從文

需要智能化、互聯化和柔性化的生產能力。這

字、圖片和影像中有不同形式的互動。其實印

兩端的組合，從產品的形態加上工廠的能力，

刷品也是可以跟智能化聯合在一起，從而為印

便能進化出適應今天社會所需要的印刷包裝

刷企業帶來更多新的商機。

「 新物種 」
。

產品端：智能化
一直以來，可口可樂的營銷策略都不斷創新，
因此其銷量在全球一直高企。近年，可口可樂
更推出不同的精緻包裝，以拉近與消費者的互
動。最近，可口可樂和一家中國企業合作，並
聯同旗下的考拉 Go 軟件，共同策劃了一個名
為「 密語瓶 」的項目。考拉 Go 是一款基於微

▓ 紙質讀物也可
以 結 合 智 能 化，
打造出多元化的
閱讀效果。

信、LBS 定位及 AR 技術的軟件，而「 密語瓶 」
項目本來只是在瓶子包裝上加了「 握拳 」
、
「碰
杯」
、
「 今天星期五 」等字句，但這個活動卻

「 UPM 雅光 」9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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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端：綠色化

《我的名字去哪了》
（
《 The Little Girl ／ Boy
Lost Her ／ His Name》
）是一本非常適合小孩

對於各大品牌和消費者而言，綠色化都是一個

子的兒童圖書，因為整個故事的編排正是按照

非常關切的部份。中國兩大電商巨頭—菜鳥

小孩子名字的英文字母而排序，即使有兩位小

網絡和京東物流都需要龐大印刷包裝，而且近

孩子的名字相同，但當中的故事也可以有分別，

年正積極使用綠色化包裝。菜鳥網絡致力推動

是一本專屬的兒童圖書。陳彥董事總經理指出，

的「 綠動計劃 」
，目標是到 2020 年，讓阿里零

即將引入這類個性化圖書至中國，期望其他企

售業務 50％的包裝，替換為完全可降解的包裝

業也能緊緊追上時代轉變，推出愈來愈多不同

材料。如果印刷包裝企業也可以提供更多綠色

種類的個性化產品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的解決方案，或許就更能滿足綠色化的需求。

▓ 菜鳥網絡早前
與一撕得合作，推
行「 綠 色 包 裹 」
，
而新紙箱自帶的波
浪雙面膠取代了傳
統封箱膠紙，減少
浪費。

▓ 現時消費者的
需求不再是共性
需要，而是更多
元、具差異的個
性化產品。

產品端：定製化
奧利奧餅乾（Oreo）早前推出了定製的專屬版
音樂盒（Oreo Music Box）
，只是限量定製兩
萬套，卻在九小時內售完。這個定製音樂盒在
阿里零售平台發售，吸引大量消費者前往搶購，

另一方面，京東物流亦致力實行「 京東青流計

而產品的特別之處在於有多種玩法。除了把餅

劃」
，目標是三年內減少 100 億個一次性紙箱使

乾放上去後可以播放音樂外，放上咬了一口和

用，並推動可循環再用紙箱的方案。往後，包

咬了兩口的餅乾也會轉換了音樂，消費者也可

裝材料必然朝向可循環、可降解的方向，並且

以提前錄音作表白之用。此外，消費者可以用

是符合綠色化的生產過程，因此印刷包裝企業

手機掃瞄包裝上的二維碼，就能進入 AR 模式，

應努力把工廠、產品、設計做得更「 綠 」
，讓

顯示出與音樂對應的實景 MV 動畫。手機與包

企業能夠立於市場不敗之地，伴隨著市場變化

裝的互動，突顯出定製化的魅力，而特別的包

而革新。

裝甚至能令產品升價 10 倍，可見包裝為品牌帶

產品端：個性化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升，消費者對於產品的要求
亦相對提高，並且追求與別不同的產品，期待
彰顯其個性。個性化產品的出現，正是人們有
香港印刷第
█

了基本的滿足，隨之衍生更多的需求。有見及
此，不少產品逐漸朝個性化的方向發展。英國
童書公司 Lost My Name 推出的個性化兒童讀
物，便為該公司帶來了龐大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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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強大的傳播力和升值能力。

▓ 嶄新的定製
化包裝設計，為
產品帶來更多更
廣的關注度，同
時大幅提升產品
的價值。

製造端：智能化、互聯化、柔性化

新的產品應用，是需要整個行業從材料、設計、
印製、包裝等方面的集體努力。陳彥董事總經

近年，行業訂單數量愈來愈少，但客戶要求的

理提到，今年 7 月她曾在一個設計行業的活動

交貨速度則愈來愈快。在這種環境轉變的推演

上分享對好產品的看法，即新時代下的好產品

下，印刷包裝企業便需要在製造環節上作出更

該有哪些要素。

改，包括從智能化、互聯化和柔性化等方面有
所提升，從而改變生產能力。

好產品 ＝ 好技術 X 創意．美學．情感體驗 X 環境友好

好的產品需要有好的、新的「 技術 」
，才能夠
把設計中的「 創意 」和「 美學 」展示出來，讓

▓ 傳統的茶包加上
小衣架，這個可愛
的設計讓茶包掛在
杯邊，使商品變得
不一樣。

消費者在使用產品時得到滿足的「 情感體驗 」
。
雖然「 環境友好 」放在最後，卻是最重要的部
分，是能夠讓產品成為一件有競爭力、有價值
的好產品。
最後，陳彥董事總經理引用了財經作家吳曉波
▓ 雞蛋盒的設計就像
是 母 雞 剛 生 下 雞 蛋，
象徵雞蛋的新鮮，讓
包裝為產品增添另一
重的意義。

的話—「 在新經濟的視野中，當今中國沒有

傳統產業，沒有夕陽行業。有的是生生不息的
創新與對舊模式的顛覆！未來五年，是新秩序
的建成時期。敗局日日發生，奇蹟時時出現。」
她認為現時世界變化太多，不少人都說印刷業
是夕陽行業，但其實印刷行業與各行各業都有
著緊密的聯動，加上不斷的創新求變，讓印刷
行業得以持續地發展。她期望所有的印刷同業
都能一同創造行業奇蹟，一同努力，讓印刷成
為榮耀！■

▓ 有企業更把機器的
「 語言 」印在包裝上面，
有趣的字句能觸發消費
者分享的欲望，提升商
品的價值和趣味性。
▓ 消費者在購買時可以自行拼湊飲品
上不同的字眼，成為一句窩心的說話。
面對飲品淡季的冬季，新穎的設計也為
該企業提升百分之四十的銷售量。

「 UPM 雅光 」9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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