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P新動向

IPP邁向12周年

工作成果及活動回顧 2017
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簡
稱：IPP）創會於 2005 年，
至 今 已 成 立 超 過 12 年。
IPP 旳成立是香港印刷媒
體業邁向專業化的里程碑，
現在仍不時舉辦不同類型
且多姿多采的活動，以下
將從豐富的會務中回顧過
去一年努力的成果。
■ IPP 的成立典禮獲得多位來自政界、
工商界的好友，以及友好團體和機構代
表出席支持，場面非常熱鬧。

積極推動資歷架構

印刷及出版業「過往資歷認可機制」目前只推行

IPP 的宗旨是「提倡持續進修，發揮專業力量」
，

學歷的高級管理及技術人員而推出「以資歷為基

為配合教育局於 2008 年 5 月起推行的「資歷架

礎的入會評核機制」
，幫助從業員以資歷架構中

構」政策，IPP 根據資歷名冊的級別來設計本會

第五和第六級的要求為藍本接受評核，合格後

的會員架構，以協助從業員獲得資歷認可。IPP

將成為「資深會員」或「全權會員」
，以獲得更廣

執行委員會則由香港印刷及出版界內五個主要

泛認可的資格。

第一至第四級，因此 IPP 為業內不少缺乏足夠

商會、協會、學會及學界代表組成，是業內唯
一以學歷及資歷招收會員的專業協會。

入會評核機制現正接受申請，申請表格及詳情
已上載至 IPP 網站：www.ipp.org.hk/chi/08_

現時 IPP 會員數目接近 370 名，其中包括 77 名

ipp_as.htm。申請者可選擇以下其中一個職能

永久資深會員及永久全權會員。為提高協會在

範疇作評核：

印刷媒體業的地位，IPP 非常重視拓展會員規模，

企業管理

生產管理

印前技術

市場營銷

支持，續會優惠將會繼續維持，另送港幣 100

印刷技術

品質管理

元現金券用於來年舉辦的活動。

印後技術

設計

資訊科技

估價及成本核算

往後將會投放更多資源，招募持有第一級至第
四級「資歷證明書」的同業加入。為回饋會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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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多元化的會員活動
為深化同業交流，IPP 於去年舉辦多場嶄新的活
動讓會員聯誼歡聚，而其他友會會員的熱烈參

業吸引之處、企業的管理模式和成功之道。參
加者均踴躍發問，場面熱鬧。

政府物流服務署印務科參觀活動

與更有效擴闊 IPP 會員的人脈網絡。

交流晚宴

■ IPP 馮 文
清會長（中）
及劉文邦副
會長（右）致
送紀念品予
講者黎景隆
先生（左）
。

■ 共有 30 位會員及同業好友參觀政府物流服務署印務科。

去年 8 月，IPP 帶領一眾會員和同業參觀政府物
流服務署印務科新辦公室及廠房，提升參觀者
對綠色印刷設備的認識。除了能近距離學習最
去年，在 IPP 舉行的交流晚宴上，利奧紙品集團

新的節能系統外，參觀者更與印務科代表互動

（香港）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首席財務官及集團

交流。這次活動的 30 個名額迅速告滿，參觀者

包裝業務總部董事總經理黎景隆先生，向與會者
講解制定財務管理的策略，以及與銀行建立互信
關係的經驗。當晚近 40 位參加者參與討論，IPP

均表示對綠色印刷有更深入的了解。

第十二屆會員周年大會暨演講會

期望藉此提升會員的管理技巧，同時讓會員及業
界好友互相交流，擴闊視野和社交圈子。

與 C E O 對話
■ 在第六屆會
長馮文清先生帶
領下，第十二屆
會員周年大會順
利召開。

■ IPP 馮 文
清 會 長（ 左 ）
和劉文邦副會
長代表致送紀
念品予馬劍影
女 士（ 右 二 ）
和葉卓雄先生
（左二）
。

去年 9 月，IPP 舉行「第十二屆會員周年大會暨
演講會」
，約有 60 位會員及友好機構代表齊來
到賀。在演講會環節中，IPP 邀得香港首家提供
專業搜索引擎優化服務公司 You Find Ltd. 的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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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 6 月，IPP 舉辦了「與 CEO 對話」講座，邀

事及創辦人朱俊昌先生，以「社交媒體大混戰，

請好利印科技（香港）有限公司馬劍影執行董

探索印刷及出版新路向」為主題，多角度分析數

事及柯尼卡美能達商業系統（香港）有限公司

碼社交媒體普及化對印刷及出版業帶來的影響，

葉卓雄董事長擔任演講嘉賓。兩位 CEO 向逾 40

並輔以外國成功例子預測業界未來趨勢，眾參

位印刷及出版界同業暢談投身業界的經過、印刷

加者均表示獲益良多。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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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IPP 第 十 度 與 富 士 施 樂 香 港 攜 手 合 辦

培育印刷媒體業新血

「IPP －富士施樂香港獎學金計劃」
，向表現出色

IPP 一向重視培育印刷業的新人才，積極招募就

的學生會員贊助港幣 5,000 元的獎學金，另設優

讀印刷相關課程的學生加入，過去一年曾為學

異獎兩名，由 IPP 委員任德聰先生贊助直昇機環

生會員籌辦演說技巧工作坊、義工服務和彩妝工

島遊，以嘉許同學於學術的表現。為鼓勵 2017

作坊等活動，同時邀請他們成為活動大使，參

年畢業的學生成為初級會員，IPP 再次豁免首年

與行業活動，以此擴闊年青一輩的知識及視野。

會費及入會費。

積極參與行業活動
除了致力為會員提供行業新知外，IPP 更積極支
持行業相關活動，受邀成為多個業內活動的支持
■ IPP 帶領一
眾學生會員到
大埔賽馬會流
金匯及賽馬會
耆智園為長者
拍攝證件相。

機構，例如香港印藝學會主辦的「第二十九屆香
港印製大獎」
、香港工業總會及香港設計委員會主
辦的聯校設計展覽「設計列陣 DesignXcel」等。

會員優惠
IPP 積極為會員爭取多項優惠，尤其是培訓和參
加技術研討會優惠，例如 IPP 會員報讀印刷科技
研究中心（APTEC）的課程，可享有優惠（新
技能提升課程除外）
，詳情請瀏覽：www.aptec.
■ 兩位學生
會員乘搭直
昇機環繞港
島一周。

hkprinters.org/。

結語
IPP 由衷感謝各會員所獻出的時間及睿智，不遺
餘力地服務印刷媒體業，期盼各位日後能夠繼續
鼎力支持協會。IPP 作為業界的專業機構，定當
肩負起推動行業發展的使命，凝聚同業的力量，
攜手邁向新里程。■

■ 學生會員很享
受 IPP 安排的彩
妝工作坊。

網址： www.ipp.org.hk
電話：（852）3589-5025
傳真：（852）3188-9424
電郵： info@ipp.org.hk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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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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