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專題

香港印刷業輝煌六十年
2009 年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華誕，如今國富民強，成就舉世矚目。六十年風雨
兼程，借著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東風，印刷業作為服務各行各業的基礎，與國民經濟
相互促進，在伴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更在文化傳播交流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今
期《香港印刷》也希望藉此機會，回顧香港印刷業的發展，在中港經濟發展中貢獻力
量，推動各行業的發展。

香

港的印刷業已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同

此在香港開設印刷廠的上海和廣州老闆也相繼

業向來默默耕耘，不斷發展壯大，在香

增加。這一批外來的師傅都擁有非常優秀的印

港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刷技術，尤其擅長書籍印刷。當時的香港印刷

就業人數和企業數目多年居於香港製造業首位。

業仍以石版印刷、活版印刷為主。

回顧香港印刷業近六十年來的發展歷程，大致
可以分為四個階段：服務本土所需的五十年代；

到五十年代，香港的印刷企業已發展至五百多

伴隨香港工業及經濟騰飛、提供大量產品包裝

家，其中約有 75% 是以員工數十人、機器十部

的六、七十年代；主要生產能力持續北遷，引

左右的中型企業，也有資產數百萬的大型印刷

領珠三角乃至中國印刷產業不斷發展的八十年

廠，以及家庭式經營的印刷小作坊。這個時候，

代至九十年代中後期；以及廣泛應用數碼新技

香港已經有意識地培育印刷界人才，成立了數

術及網絡、行業向專業化發展的新千年。

家專門栽培印刷人才的教育機構。

五十年代：服務本土所需

由於香港市場對印刷的需求不斷增加，本地的

建國初期，香港印刷業逐漸恢復，內地大批的

新技術。雖然平版印刷從三十年代已經引入香

印刷技術人員湧入，為香港提供了有力的技術

港，但在這個時期才開始蓬勃發展起來，在速

條件，而這些技術人員多來自上海、廣州，因

度和質量上，都比石版印刷更優勝，因而逐漸

印刷同業開始從外國輸入自動印刷器材和引進

淘汰了石版印刷，並為香港印刷業的發展奠下
了一個穩固的基礎。
五十年代中期，香港的大型印刷廠開始逐漸從
國外購進四色印刷機，帶動了彩色印刷革命性
的發展。其後，香港的《天天日報》首開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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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報紙印刷的先河，由於製版質量需求不斷
提高，於是引進了香港第一部電子掃描分色機，
更首先在香港採用了鏡頭分色製版技術。在行
業內，又積極推廣培訓計劃，對香港印刷業培
訓人才起了很大作用，同時為日後發展專業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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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國以後的香港印刷業以活版印刷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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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十年代末期，香港印刷業在生產能力、靈

際出版商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或代表處，形成

活性及質量方面，都有了重大的改善，成為東

良好的循環，促使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出版印刷

南亞的印刷中心，尤其是在彩色印刷方面。

中心之一。

六、七十年代：
伴隨香港工業起飛

這二十年間，可以說是香港印刷業的飛躍期。
行業素質大大提高，印刷工序趨向複雜化，印
刷品朝高質量方向發展，彩色印刷的需求日增，

六、七十年代，由於香港擁有良好的海運條件

並出現越來越多專門為印刷企業提供植字、設

和自由貿易環境，很多加工業如玩具、手錶、

計、分色製版及裝訂等服務的專業公司。

服裝、電子、塑膠製品也相應地蓬勃發展起來，
形成以香港為中心的加工生產集散地，香港工

由於香港地方小，印刷廠及這些專業公司自然

業起飛。加上大陸的轉口貿易產品需要大量包

匯集在一起，大多集中在同一棟大廈或在相鄰

裝印刷品，從而促使香港的包裝印刷業迅速發

的街區，不僅運輸極為便利，還能夠分工合作，

展起來。

互助互惠，資源互用，從而以最低的成本，獲
得最高的效益和質量，大大增強了區內印刷企
■ 排字房

這個時期，得益

業的競爭力，促進發展。此外，這個時期的活

於工人技術優良

版印刷已逐漸被發展成熟的平版印刷取代；而

及成本低廉的有

在企業內部管理和海外拓展方面，都有長足的

利因素，也吸引

發展。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資料，六十年代

了不少外商紛紛

的香港共有 600 多家間印刷廠，七十年代已增

來港投資。1963

至 1,500 多家，僱員也增加至近 20,000 人，增

年，日本印刷巨

長迅速反映了香港印刷業蓬勃發展。

頭凸版印刷、大
日本印刷分別來

■ 60 年代的
報章印刷機

港 開 設 印 刷 廠，
引進先進機器及技術和面向國際市場的機會。
於是香港的印刷廠也借此機會很快地便開發了
海外市場，尤以書籍印刷為最。在這個轉變中，
本地廠商在技術提高、機器購置、人才培訓等
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不但提高了效率及質量，
也增加了專業化的研究及更了解海外市場的需
求。
國際大出版商朗文、牛津、以及《讀者文摘》
等多本國際雜誌，也看中了香港交通通訊基礎
良好、人工成本及稅率低、經營環境穩定、出
版自由的優勢，都樂意在香港印書，並逐步把
地區總部設在香港，使香港的書刊雜誌印刷進
入快速發展階段。這一機會又吸引了一批外商
斥鉅資投資新技術設備進入香港印刷業，從而
提高了香港的出版印刷水平，進而吸引更多國

■ 70 年代香港
印刷廠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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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年代香港廠家使用的印刷器材。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後期：
穩步發展，北望神州
八十年代，香港的印刷業持續穩步發展，由於
港元對歐洲及其他貨幣貶值，使香港印刷業在
價格方面更具競爭力，而當時一些較具規模的
印刷廠訂單已近飽和，卓越的成績可見一斑。
香港印刷業以優質見稱，印刷品質量可媲美日

序。通過配備數位彩色圖像製版、輸入（掃描）

本、德國及美國印刷技術先進的國家，但在香

及輸出（圖像調整）裝置，更可連接微型電腦，

港印刷的成本（尤其是訂貨量少的短版印刷品）

以配合高解像度分色設備。此外，廣泛使用精

通常比這些國家低，香港在八十年代已經成為

密多色及可雙面印刷的平張或輪轉柯式印刷機，

國際印刷品供應中心，僅居於日本之後。據統

以及設有電腦輔助的印刷質量監控系統，使大

計，1986 年香港的印刷生產總額是 67.52 億港

批量的彩色印刷達致非常準確及一致。

元，增值額為 27.35 億港元；而印刷的增值額
在香港製造業整體中所佔的百分率，也從 1977

自內地改革開放以來，香港的印刷廠家已開始

年的 4.2％增至 1994 年的 11.5％，位居香港各

在內地設廠。但及至九十年代，因為香港工業

主要製造業增值額的第一位。

環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本地租金昂貴，勞工
短缺，工資大增，對印刷業的生產力造成了影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規模較小的香港本

響，這些因素削弱了印刷業的競爭力及廠商訂

土印刷企業主要從事海報、價目表、辦公室紙

立長期投資計劃的信心。為了減輕成本和保持

質文具、名片及邀請卡的印刷工作，產品供本

競爭力，香港印刷廠與其他製造業一樣，近

港銷售。規模較大的印刷商則兼營出口，包括

二十年間將生產線遷移至廣東珠三角一帶，形

印刷書籍、小冊子，記事本、賀卡、期刊和證

成了香港負責承接業務，珠三角加工的「 前店

券類產品（如支票、信用卡、股票）
，並為其他

後廠 」合作模式。憑藉香港在國際視野、市場

製造業提供包裝印刷服務。此外，證券及信用

營銷、資訊傳遞和物資供應等方面的長處，以

卡、電話卡等較高質量的產品需求日增，包裝

及珠三角地區在製造成本上的優勢，持續推動

印刷的發展仍具潛力，傳媒市場對報章、雜誌

引領中國印刷產業的不斷發展。另一方面，仍

等印件的需求也日益增長。

有不少印刷企業選擇將業務留在香港，迅速應
付及支援本地各行業的印刷需要。

九十年代的香港印刷商已採用最現代化的設備，
包括電腦排版系統、
電子分色掃描器、電
子分頁系統、自動裝
訂系統、多色自動印

■ 90 年代，香港的印刷廠已開
始應用桌面排版系統 (DTP) 和
電腦直接製版技術 (CTP)。

刷機及電腦印刷生產
香港印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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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統等。桌面出
版系統（DTP）已比
較普遍採用於排版、
分色、編頁及製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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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千年：數碼技術與網絡
行業更趨專業化

在高新科技不斷推陳出新的時代，對商業管理、
市場開拓及技術管理人才的需求，也大大有別
於以前，為了緊貼時代步伐，與高新科技同步
前進，印刷從業員需要不斷進修、自我增值；

從 20 世紀末期開始，科技不斷革新，知識型經

近年業界同仁更攜手，積極回應並全力支援政

濟成為主導，印刷技術也不例外，無論生產方

府推出的「 資歷架構 」
，推動行業邁向專業化。

式，管理方式，或營業模式都逐漸改變。加上
全球逐漸一體化，資訊科技和印刷技術的融合
已是大勢所趨。
香港印刷同業向來善於發揮彈性求變的求生技
能，並以團結的精神，適應市場的各種變化。
早在新千年以前，香港印刷企業便積極從德國、
日本、美國等印刷設備製造最為發達的地區，
引入了大量海德堡、曼羅蘭、高寶、三菱、秋
山、小森、高斯等一流印刷設備。
■ 印刷業是首批參與香港特區政府「 資歷架構 」的行業之一。

近年，印刷業更向數位化和網絡化發展，智慧
色彩控制、CTP 直接製版、數字模切、網絡印
刷等技術已相當普及。現時，我們在印刷出版

香港印刷業現狀及展望

中，已經通過衛星通訊、區域網絡使印刷文件

印刷業作為香港三大支柱產業之一，企業數目

實現遠端傳遞，同一種印刷品可以在世界各地

和僱員人數多年來位居全港第一，目前共有企

同步出版發行；物流網絡管理，通過數字化工

業超過 4,000 家，當中不乏在香港聯合交易所

作流程，有效地連接網絡及印刷各個環節，依

上市的大型企業，從業員約 40,000 名，勞資關

託網絡接單、實現遠端印刷生產甚至產品運輸。

係和諧融洽。印刷產品以出口為主，年總產值

我們下一步的目標，是希望推動整個印刷生產

逾 300 億港元（僅計算經香港出口的部份）
，向

流程的數字化、資訊化和網絡化，它比數碼印

來以產品質素高、服務專業、價格超值而享譽

刷技術更高一級，即通過 CIP4/PDF 開放介面

國際。

印前、印刷、印後加工及管理的垂直整合，使
整個印刷流程充分連貫，沒有阻礙，全部都以

因著香港採取免稅出口、不干預政策，法治健

數字資訊技術來推動自動化的機器運作，實現

全，金融、通訊、物流、仲介服務非常發達，

全自動化與最優化。

印刷商反應敏捷及勞工生產能力高，機器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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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具備懂外貿、外
語的優秀印刷從業員。

■ 香港優良的基礎建設和可靠的物
流通訊服務，有助印刷業的發展。

術設備先進，版權保護良好和出版自由，香港

地都設在這地區；而在中國印刷大省──廣東

的印刷品能夠具備價廉物美、交貨準時、快捷

省的龍頭印刷企業之中，絕大部分都屬於港資

可靠的優勢，在國際市場成功突圍，並且在國

企業。

際印刷評選中獲獎無數，技術水平與質素已獲
公認，為數不少的企業更擁有 ISO 9000 、ISO

隨著各省市提出各項優惠政策以吸引資金投入，

18000 、ISO 14000 認證及各種國際認證，出

珠三角的優勢開始減弱，港商近年更開始在泛

品有口皆碑。此外，香港優良的通訊網絡也為

珠三角、甚至更遠的省份投資，興建新的廠房。

印刷企業帶來更多的機會，海外出版商可通過

例如有大型的雜誌書刊型印刷企業在南方市場

衛星通訊和光纖網絡將高質影像傳送到香港。

打下穩固基礎後，繼續北上到國內一線城市如

與此同時，香港的出口信用保險制度完善，為

北京、上海等投資設廠；從事包裝印刷業務的

出口商提供多種度身定做的保險服務，能讓企

財團式企業跟隨客戶北遷，把生產點擴充到長

業放心開拓國際市場。不僅如此，香港還擁有

三角、環渤海一帶，這些新的落腳點都是近年

一批懂外貿、外語的優秀從業人員，既善於與

國內工業產業迅速冒起的重要地區，因為工業

海外客戶溝通，建立良好關係，也能夠透徹了

的冒起相當於對包裝印刷的需求；也有大型包

解他們的各種需要，信譽及服務深受海外買家

裝出口型企業選擇到國內第二線城市，一面利

的好評。種種優勢讓香港印刷業在國際上擁有

用內陸比較低廉的勞動成本，減低出口成本，

非常強大的競爭力，也讓我們能夠成功搭建起

保持自身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一面瞄準國

協助國內印刷同業「 走出去 」的橋樑，形成「 印

內的市場，期望尋找業務的新增長點。借助港

在中國 」的響亮品牌。

資和外資的先進技術、管理和全國湧來的人才
優勢，各地印刷業快速形成了從研發、設計、

港資印刷企業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以「 前店

製版、印刷、印後加工到包裝、倉儲、物流、

後廠 」模式開闢了香港印刷業發展的新篇章，

交易的產業鏈，同時支援了傳媒、創意、會展、

在香港回歸之後，與內地關係更加密切；過去

藝術等產業發展。

刷企業對內地、特別是廣東省的投資持續擴大，

近年港資印刷企業受到國內經濟、政策等因素

令生產規模倍增，對前景充滿信心。目前，香

帶來不少壓力，人民幣的不斷升值，加重了企

港印刷業已有 70% 以上的生產能力轉移到珠三

業的生產成本負擔，尤其是勞動成本和原材料

43

角地區，其中香港四大上市印刷企業的生產基

成本的上升，使企業舉步維艱；而勞動法的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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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推出，也令企業措手不及；加上席捲全球的
金融海嘯，在全世界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以經
營外單為主的香港印刷業也深受影響。幸好政
府及時推出多項有效的政策措施，不但直接緩
緩了企業的壓力，更讓印刷行業有了堅持前進
■ 出版印刷業在
文化創意產業中，
擔當重要的角色。

的信心，保持樂觀的信念與態度，迎接挑戰；
加上港資印刷企業資金技術實力雄厚、抗風險
經驗和能力都比較強，在行業協會的支持及幫
助下，能夠抓緊各種機遇，及時調整發展戰略，
適應國內外環境的變化；積極調整自身結構，

另一方面，在經濟不景氣的環境下，文化產業

大力控制印刷成本，精簡組織架構，完善生產

往往能夠得到飛躍式的發展，在追求個性、全

管理流程，持續改進生產工藝，以提高自身的

民創意的時代，大量的自由創作人、創意小團

市場競爭力。

體應運而生，出版印刷將他們的想法轉化為現
實，為他們提供一展身手的平台，創造出大量

現時環保已成為全球政府關注的焦點，香港印

的就業機會；而動漫、電影等行業也有了更多

刷同業也以實際行動，積極推行綠色印刷，廣

的可用素材；電影上映後，又需要出版印刷同

泛應用綠色原料（如大豆油墨、可再生樹林製

業運用設計創意，為周邊商品配上精美新穎的

成的紙）
、節能環保的印刷設備及工藝，並對生

包裝促銷，讓宣傳果效事半功倍。因此出版印

產廢料、廢紙、機器餘熱等進行分類回收、循

刷可以說涵蓋了整條文化創意產業鏈，為各行

環再用，使印刷業成為低污染的城市型文化產

各業拓展增值空間，成為增進社會穩定、促進

業的典範。同業更堅持在清潔生產上精益求精，

經濟發展的推助器。

引進了更多的高新科技，節能減排，透過在生
產廠房使用節能照明系統、減少 VOC 排放等方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香港印刷業在幾代香港

式，不但更進一步提升了生產效率，降低成本，

人手中不斷發展壯大。在新中國建國的六十年

更讓印刷行業透過不斷改進完善，為環保貢獻

間，尤其在改革開放後，香港與內地不斷交融，

更多的力量。各位印刷同業的努力取得了顯

在緊密依託祖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極力

著成效，大部分的港資印刷企業都已取得 ISO

促進整個中國印刷業的騰飛。未來或許考驗重

14001 等與環保有關的國際認證，更有行業翹

重，但各位印刷同業若能夠抓緊機遇，靈活變

楚屢獲中港政府頒發的環保成就獎，成績有目

通，定能脫穎而出，為促進經濟發展源源不斷

共睹。

地貢獻力量。■

■ 很多港資印刷企業在廠房推
行環保措施，實行清潔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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