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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工作成果及活動回顧

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IPP）於 2005 年創會，至今已成立 13 年。IPP 的成立是香港

印刷媒體業邁向專業化的里程碑，多年來舉辦了不同類型的活動，為會員提供行業新

知，以下將回顧 IPP 過去一年豐富多采的會務！

積極推動資歷架構
IPP 的宗旨是「提倡持續進修，發揮專業力量」，

是業內唯一以學歷及資歷招收會員的專業協會。

配合香港教育局於 2008 年 5 月起推行的「資歷

架構」政策，IPP 根據資歷名冊的分級設計會員

架構，以協助從業員獲得資歷認可。現時，IPP

會員數目接近 340 名，其中包括 78 名永久資深

會員及永久全權會員。為回饋各會員對 IPP 長久

以來的愛戴和支持，續會優惠將會繼續維持，另

送港幣100元現金券用於2019年所舉辦的活動。

印刷及出版業「過往資歷認可機制」暫時只推行

第一至第四級，但業內不少缺乏足夠學歷的高

級管理及技術人員，已具備資格獲取第五或第

六級的資歷認可。為此，IPP 推出「以資歷為基

礎的入會評核機制」，幫助從業員以資歷架構中

第五和第六級的要求為藍本接受 IPP 的評核，

合格後成為「資深會員」或「全權會員」，獲得更

廣泛認同的資格。IPP 於 2018 年修改入會評核

機制，以口述簡報及面試作為評核措施，評核

費與入會費相同，申請人合格後更可以評核費

抵銷入會費。申請者可選擇以下其中一個職能

範疇作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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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ipp_as.htm。如欲了解更多詳情，請即致電

（852）3589 5025 與 IPP 秘書處聯絡。

■ IPP於 2005年的
創會典禮邀得多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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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理 生產管理

印前技術 市場營銷

印刷技術 品質管理

印後技術 設計

資訊科技 估價及成本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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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會員活動
為深化同業交流，IPP 於 2018 年舉辦多場活動讓

會員聯誼歡聚。除了 IPP 會員外，提供給友會會

員參加活動的優惠更吸引來自不同團體及機構的

參加者，以擴闊 IPP 會員的人脈網絡。

冬日蛇宴暨圓桌討論會

2018 年 1 月，IPP 成功舉辦冬日蛇宴暨圓桌討論

會。在輕鬆的環境下，多位業內管理人員一邊享

受美食，一邊分享企業轉型的經驗及發展，產生

協同效應，啟發了許多新思維及企業發展方向。

與 CEO 對話

IPP 於去年 4 月舉辦「與 CEO 對話」講座活動，

邀請利高印刷有限公司關偉良創辦人兼董事總經

理和新興印刷控股有限公司陳志堅行政總裁兼執

行董事擔任嘉賓進行分享，並由 IPP 劉文邦副會

長擔任主持。兩位管理人向來賓分享其從業經歷、

上市相關經驗、業務轉型、管理文化及成功之道。

印刷企業參觀活動—
雅昌文化集團（深圳）及
力嘉國際集團（東莞）

2018 年 7 月，IPP 特別安排 34 位會員及同業好

友參觀兩家大型印刷企業—雅昌文化集團深圳

藝術中心及力嘉國際集團東莞環保包裝印刷產業

園，讓參加者親身了解企業的運作模式及廠房設

施，並與管理層交流有關印刷技術發展的心得。

第十三屆會員周年大會
暨印刷工業 4.0 應用論壇

IPP 於 9 月 28 日在九龍塘創新中心舉行「第十三

屆會員周年大會暨印刷工業 4.0 應用論壇」，當日

超過 110 人出席，各位會員及友好機構代表齊來

道賀。

在論壇環節，IPP 邀請了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林健

明高級顧問（工業 4.0 及積層製造）、愛克發印藝

亞洲有限公司陳志偉董事總經理、佳能香港商務

影像方案及數碼印刷部陳志剛總監及總經理、海

德堡香港有限公司任子浩業務經理、理光（香港）■ IPP馮文清會長（右二）及劉文邦副會
長（左二）代表致送紀念品予關偉良先生
（右一）及陳志堅先生（左一）。

■ IPP馮文清會長（前排中）、劉文
邦副會長（後排左四）及 IPP 執行
委員會成員與來賓合照留念。

■ 34位會員及同業參加印刷企業參觀活動後合照留念。

■ 在第六屆 IPP馮文清會長 (右二 )
帶領下，第十三屆會員周年大會正式
召開，見證 IPP踏入十三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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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許秉衡產品市務經理及網屏圖像科技

（中國）有限公司盧龍華產品經理作為主講嘉賓，

並由 IPP 馮文清會長擔任論壇主持，讓業內人士

加深對「工業 4.0」新技術的交流。

第七屆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
暨十三周年慶祝晚宴

IPP 在 11 月 21 日晚上舉行「第七屆執行委員會就

職典禮暨十三周年慶祝晚宴」，當晚筵開九席，更

邀請了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陳百里副局長及中

聯辦宣傳文體部羅江副部長撥冗蒞臨主禮，令場

面生色不少。同時，晚宴邀得利奧紙品集團（香

港）有限公司黎景隆首席財務官兼集團董事，與

來賓分享「中國製造業的出路──由傳統製造升級

至智能製造（工業 4.0）」。各嘉賓在熱鬧歡愉的環

境中享用豐富晚宴，渡過了一個難忘的晚上。

培育印刷媒體業新血
過往一年，IPP 為學生會員籌辦了不少活動，例

如首次與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合作舉辦的

師友計劃、企業參觀及獎學金計劃，同時邀請學

生會員成為活動大使，在多個活動上擔任要職。

IPP 希望透過這些活動，擴闊年青一輩的知識及

視野，讓業界專業人士真正與年青人同行，扶持

學員成為社會及業界的未來支柱。為鼓勵 2018

年的畢業學生成為初級會員，IPP 再次推出豁免

首年會費及入會費的計劃，以吸納更多本年度畢

業生加入。

積極參與行業活動
除了致力為會員提供行業新知外，IPP 更積極參與

支持行業的相關活動，為推動行業發展出一份力。

2018 年，IPP 獲邀成為多個業內活動的支持機構，

例如香港印藝學會主辦的「第三十屆香港印製大

獎」和香港設計委員會籌辦的「量產客制化：香港

工業設計專業的挑戰與機遇」知識增值計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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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可享優惠（新技

能提升課程除外），詳情請瀏覽：www.aptec.

hkprinters.org 或致電（852）3589 5024 查詢。

結語
IPP 衷心感謝各會員獻出的時間及睿智，孜孜不

倦地為印刷媒體業作出貢獻，期盼各位繼續鼎力

支持。作為印刷媒體的專業機構，IPP 定當不遺

餘力地肩負起推動香港印刷媒體業發展的使命，

為業界凝聚更大的力量，共同迎接新的機遇和挑

戰。■

■ IPP 馮文清會
長（右二）、富士
施樂代表阮穎珊
小姐（左二）向
得獎學生會員頒
授獎學金。

■ 第七屆執行委員會委員、主禮嘉賓陳百里
副局長（前排右四）及羅江副部長（前排左四）、
分享嘉賓黎景隆先生（前排右一）一同於台上
祝酒，祝願印刷媒體業前路一片光明。

網址：www.ipp.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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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852） 3589 5025

傳真：（852） 3188 9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