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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世界印刷與傳播論壇暨中國印刷論壇

2018 世界印刷與傳播論壇
暨中國印刷論壇

日本及澳洲印刷產業發展情況
2018 中國國際全印展主論壇—2018 世界印刷與傳播論壇暨中國印刷論壇早前於上
海圓滿舉行。會上，多位演講嘉賓分享各地印刷產業現況，今期《香港印刷》撮錄其
中有關日本和澳洲的資料。

日本印刷產業的現狀

於圖書市場。一直以來，雜誌都是日本出版商
和商店的穩定收入來源。雜誌市場的衰退，對
整個出版業的生態系統也有一定的影響。相反，
電子書市場近年正不斷擴大，其中電子漫畫佔
了主導地位。2017 年，電子漫畫市場更首度超
越印刷版漫畫，但出版商同樣面對著電子漫畫
違法上載、盜版等問題。

石橋邦夫
Kunio Ishibashi
日本印刷產業聯合會
國際關係部部長

廣告市場趨勢
自 2007 年後，日本的廣告市場經歷了急速衰退
期，但 2011 年起後又開始逐步回升，而電視廣
告市場一直保持平穩態勢。相比之下，網絡廣

日本印刷產業趨勢
自 1990 年起，日本印刷市場一直處於衰退，但

告市場的發展較報紙、雜誌的廣告市場為之蓬
勃。

近年的趨勢卻有所減緩。1991 年，日本印刷產

印刷業細分市場的趨勢

業佔 GDP 的比例為 1.9%，約 89,290 億日元；

根據日本印刷產業聯合會（JFPI）的調查，相

2015 年，這一比例為 1.03%，約 54,580 億日

比 2006 年和 2015 年的數據，日本印刷業細分

元，僅為 1991 年的 61%。

市場大多出現急速衰退的狀況，特別是出版市

出版市場趨勢

場，而廣告和包裝市場的所佔份額則有所增加。

根據日本印刷業月報的調查報告，日本雜誌市
場出現急劇衰退，其市場規模在 2017 年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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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印刷產業細分市場趨勢（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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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互聯網和智能手機面世後，電子媒體成為最
划算的大規模營銷的媒體，能夠向目標客戶傳
輸文字、圖片、聲音和影像等，減省了製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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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品的費用、郵資、速遞費用等開支。反之，
印刷品成為了一種昂貴的交流工具，不過仍然
受到不少客戶的重視。現時，大批量印刷已經
是少之有少，很多印刷品都改為小批量生產，
令印量持續下滑，因此不少印刷企業正設法升
級轉型，提供印刷增值業務以提升競爭力。
儘管印刷業出貨價值持續下跌，但從數量而言，
紙張和油墨的出貨量卻略有回升，反映印刷業
存在嚴重的價格侵蝕問題。為順應印刷需求減

2015年

少的現況，不少印刷公司的投資不再是著重總
體出貨量，而是致力提高生產效率，又或是從

若根據實際價值作判斷，只有包裝市場的價值
上漲，而其他的細分市場價值都低於 2006 年。

日本印刷產業細分市場趨勢（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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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印刷業也面對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加班時
人入行。年輕從業員不斷減少，老員工卻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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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印刷業每個範疇都出現勞動力不足。除

廣告

非印刷企業對未來有清晰的方向，否則將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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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市場需求的轉變，日本印刷業正設法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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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大趨勢。在 2018 年日本國際印刷展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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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AS）中，智能工廠是該展會的重點主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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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產業的轉移
香港印刷第
█
期

133

日本印刷產業面對的挑戰
間受到更嚴格的限制，蓬勃的建築業吸引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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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及相關服務的領域之中尋找更多商機。

而在智能工廠區中，也看到不少企業正積極研
發有關的解決方案和流程，以提升總體生產效
率，應對小批量生產和快速運輸的需求上漲。
此外，印刷業以往是一個「 被動 」的角色，只
為客戶提供印刷服務，但最終只會令整個行業

以往，印刷業是進行大規模營銷推廣的媒體中，

陷入價格戰之中。為此，印刷企業應提供更多

相對而言是最划算的。不少公司在進行大規模

的增值服務，例如為客戶提供設計方案、編輯

營銷時，對產品手冊、報紙插頁、郵購目錄、

服務、營銷、策劃、業務流程、物流等增值服

免費刊物等的需求量很大。印刷企業都需要高

務。石橋邦夫部長表示，印刷業不是存活的物

效的生產設備，才可應對數量龐大的訂單和生

種之中最強壯和最聰明的，不過卻是最能適應

產不同種類、款式的印刷品。

變化的。不論未來有什麼變遷，印刷業都可作
出配合，迎接時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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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印刷產業發展情況

業同樣集中在這處。在 2014 年至 2018 年期間，
澳洲印刷業業務呈現下降的趨勢，但現時已基
本趨於平穩。按照經濟標準而言，澳洲的年增
長率約為 0.3% 到 1%，經濟增長率則處於停滯
狀態，其中包裝行業營收佔了 40 億澳元，實際
增長約為 1%。整體而言，包裝業是一個低毛利
率、高科技的生產行業。

澳洲印刷業的研究調查
Andrew Macaulay

澳洲印刷工業協會與不同的出版商和協會合作

澳洲印刷工業協會 CEO

調查，合共訪問了 3,000 多名消費者，探討印
刷品如何影響他們的消費決策。調查發現，雖
然數碼化對印刷行業造成不少衝擊，不過兩者

澳洲的印刷產業概況

之間也存在互助互補的關係。

澳洲印刷業的成員大多是中小型企業，是僱用
員工最多的產業之一。如今，澳洲印刷業不再

電視、戶外廣播等都是非常有效的宣傳渠道，

是以製造業為主的產業，因此印刷企業在培訓

能夠迅速接觸到不同的目標客戶。調查抽取了

人才和智能製造方面尤為關注，當地政府也加

一些高價值、高識別度、高消費的品牌，並把

大力度支持，期望有更多人才加入澳洲印刷業。

印刷廣告和其他渠道的廣告結合在一起，例如
電視、戶外廣播、電台、互聯網。結果顯示，

目前，澳洲的經濟發展形勢良好，但是包裝印

結合印刷品的宣傳效果有效提升消費者的購買

刷業仍面臨不少挑戰。澳洲的就業率幾乎是

可能性，例如消費者想了解產品的興趣提升了

100%，但印刷行業出現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也

6.8 倍，可見回報率是頗大的，同時反映印刷品

很難吸引新血投身行業，成為限制印刷業進步

具備商業的重要價值。( 見下表 )

的一大障礙。澳元匯率的降低，實際上也促進
了出口業的發展。澳洲約有 41% 的印刷品進口

隨著經濟不斷發展，Andrew Macaulay 相信印

自中國，但不少澳洲印刷企業正積極轉型為出

刷是具備價值的，例如雜誌和報紙仍是兩種十

口商，而全球的低利率對當地印刷業存在著不

分有效的宣傳媒介，有助提升品牌的形象和消

少的影響。

費者的購買意欲。近年，澳洲印刷工業協會正
積極宣傳印刷產品的價值定位，期望能促進印

在澳洲，逾七成的人口居住在東岸城市，例如

刷行業的持續發展和營業能力。■

悉尼、墨爾本等，而約有 80% 的印刷包裝行
在兩個渠道上觀看廣告時的
基線提升（不包括印刷品）
我可能購買產品

結合印刷品與另一渠道的
基線提升

增長差異

14%

18%

29%

8%

47%

488%

我想告訴別人有關產品

37%

85%

130%

我想了解更多產品資料

10%

78%

680%

我想推薦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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