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轉眼間，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IPP）創會至今已有七年，一直深得各會員鼎力支持，

令會務得以邁步發展。過去一年，IPP 一如以往地致力推動印刷媒體業走向專業化，而

轄下的「學術及發展委員會」亦為會員舉辦各種多元化活動。現與大家回顧 IPP 在 2012

年豐富多采的會務，以及分享過往一年努力的成果！

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IPP）

積極推動資歷架構
協助從業員取得資歷認可
IPP 是業內唯一以學歷和資歷招收會員的專業協

會，並配合教育局於 2008 年 5 月起推行的「資

歷架構」政策，讓從業員可透過在工作上累積的

知識、經驗和技能，獲得相關的資歷認可。截

至目前，已有超過 610 名印刷及出版從業員透

過「過往資歷認可」機制，確認從工作中取得的

知識、技能和經驗，並獲頒發第一至第四級的

「資歷證明書」；當中更有超過 40 位從業員，憑

此資歷加入為 IPP 的「技術會員」。

因應行內對經驗豐富和資歷深厚的高級管理人員

及技術人員的需要，IPP 推出「以資歷為基礎的

入會評核機制」，以資歷架構中第五和第六級的

要求作為藍本。從業員可透過此機制接受評核，

合格者可以成為 IPP 的「資深會員」或「全權會

員」，而所獲取的資格更得到行業的廣泛認同。

2012會務精華回顧

第四屆執行委員會順利產生
七周年會慶隆重舉行
IPP 第七屆會員周年大會於 9 月 13 日圓滿舉行，

當日同時進行了兩年一度的「執行委員會選舉」。

會員大會後，隨即召開了執委會會議，就各職位進

行互選，結果眾望所歸，由任德聰先生連任會長，

而副會長由梁兆賢先生及馮文清先生當選。

為隆重其事，11 月 21 日，第四屆執行委員會就職

典禮與 IPP 七周年慶祝晚會聯合舉行，當晚在香

港世貿中心會筵開 15 席，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

長周愛國先生更撥冗蒞臨擔任主禮嘉賓，眾會員、

印刷出版界及政界友好共同見證新一屆執委會就

職的莊嚴時刻，並共同慶賀，場面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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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屆執行委員會於
七周年慶祝晚會上正式
就職，當晚氣氛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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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IPP）

■ IPP 於 2012 年 12 月
獲得由教育局頒發的「資
歷架構夥伴嘉許狀」，以
表揚 IPP 於人力發展上
積極應用資歷架構，肯
定其多年來的貢獻。



馮廣源先生成為名譽會士
會員規模繼續擴大
IPP 會員數目一直穩步增長，受到會員的認同。目

前，IPP 有 533 位會員，包括 52 位名譽會士及會

士，而其他級別會員則有 481 位，當中有 12 位是

永久資深會員（life member）。2012 年，IPP 更

邀得鶴山雅圖仕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長馮廣源先生

成為名譽會士，實在可喜。

此外，IPP 一向為會員爭取多項優惠，特別是參加

培訓和技術研討會，以配合「提倡持續進修，發揮

專業加量」的創會宗旨。為回饋各會員的愛戴，執

委會決定提供會員續會優惠，未來仍會進一步招募

新會員入會。

活動多元化
會員獲益良多

「德國 drupa 印刷展後技術發展趨勢」

分享會 

四年一度的德國 drupa 印刷展於 2012 年 5 月舉

行，全球印刷技術的龍頭及領導者均匯聚 drupa，

展出最新的印刷技術和解決方案。展會結束後的同

一個星期，IPP 聯同印刷科技研究中心（APTEC）

及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攜手合辦了「德

國 drupa 印刷展後技術發展趨勢」分享會。會上邀

請了業界翹楚總結展會的豐富內容，與業界分享

drupa 中的所見所聞，並展望行業的未來動向及技

術發展。這次活動受到業界的關注，吸引了 420

名參加者，並獲得惠普、柯尼卡美能達等供應商鼎

力贊助，反應非常理想。

午餐演講會

如何實踐印刷認證與 PSA 認證及其效益

IPP 於 9 月舉辦了「午餐演講會─如何實踐印刷

認證與 PSA 認證及其效益（Printing Certification 

and PSA）」，邀請到美國

羅徹斯特理工學院（RIT）

印 刷 學 系 教 授 Prof . 

Robert Chung 擔任演講嘉

賓，並由理光（香港）有

限公司贊助，參加者深感

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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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 Robert Chung 於
午餐演講會中介紹了由美國
RIT 推出的 PSA 認證。

■「德國 drupa 印
刷展後技術發展趨
勢」分享會邀得多
位行業專家分享展
會的精彩內容及新
技術發展趨勢，參
加 者 超 過 400 人，
備受業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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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鶴山雅圖仕印刷有限公司
董事長馮廣源先生（左）加
入 IPP 成為名譽會士。



職場工作坊

IPP 去年舉辦了兩場職場工作坊，分別為「教練

式管理人工作坊」及「成功管理 Y 世代工作坊」，

邀請了知名的企業培訓導師，並以業界真實個

案作為例子，與參加者分享如何裝備成為一位

成功的管理人，助其員工發揮所長，創造業績。

參加者對這兩個活動均有高度評價。

培育印刷媒體業新血
成為未來領袖
培育印刷業的新人才對行業發展來說相當重要，

因此 IPP 積極招募就讀印刷相關課程的學生入

會。為鼓勵學生會員積極學習，IPP 去年獲得

海德堡和 KBA 的大力支持，贊助兩位表現卓越

的學生會員於 5 月到德國參觀四年一度的 drupa

印刷展。兩位學生會員都表示，此行機會難得，

令他們眼界大開。

IPP 更第五度與富士施樂（香港）有限公司攜手

合辦「IPP ─富士施樂香港獎學金計劃」，向三

位表現出色的學生會員，每人贊助港幣 5,000

元的獎學金。

同時，IPP 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例如參觀印刷

企業、舉辦工作坊或比賽等，讓學生會員增廣

見聞，擴闊眼界，並鼓勵他們在學習之餘，亦

多參與行業活動。2012 年，學生會員組織了

「Newsletter 編輯委員會」，藉著製作 IPP 通訊，

加深對印刷媒體業的認識和興趣，並加強與業

界的聯繫。

秘書處遷往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支持各類行業活動
IPP 秘書處已於去年 6 月遷往位於調景嶺的香港知

專設計學院（HKDI）（地址：將軍澳景嶺路三號香

港知專設計學院 D 座地下 D004 室），環境理想。

此外，IPP 大力支持行業相關的活動，多次擔任支

持機構，包括：由香港設計中心主辦的「設計營商

周」、由香港印藝學會主辦的「第二十四屆香港印

製大獎」及「環保教育創意比賽 201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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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在導師的指
導下，嘗試運用於工
作坊學到的技巧。

■ 2012 年 10 月，IPP 學生會員參
觀百樂門印刷有限公司的生產廠房，
得到該公司管理層的熱情招待。

■ 富士施樂（香港）有限公司於 drupa
期間，贊助 IPP 舉辦「drupa 數碼印刷
發展海報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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