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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網絡營商昇華印刷

專訪保諾時執行董事佘紹基

網絡化及標準化已成為印刷業發展的大趨勢。在香港印刷行業中，有一家充滿活力的企

業—保諾時網上印刷有限公司（e-print），通過合版印刷善用資源、節約成本，結合

網絡營商的理念，把傳統印刷工業重新整合，使其煥發出新的生機，為印刷注入了增值

新能量。近年，e-print 更奪得「2012香港工商業獎：生產力及品質獎」等工商業、資

訊科技行業的重要獎項，多方面的成就皆獲得肯定。e-print 令人矚目的發展，與其獨

具慧眼、大膽創新、喜歡腦筋急轉彎的的執行董事佘紹基先生分不開。

■ e-print 執行董事佘
紹基先生憑著善於策劃
的靈活腦筋，以及勇想
敢試、力臻完美的精神，
帶領企業取得多項成就。
現已開設13家門市，圖
為觀塘總店。

 e-print 近年奪得多項殊榮，包括「2012香
港工商業獎：生產力及品質獎 」、「 香港服務名
牌 」、「2008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商業應
用系統獎（中小企─銀獎）」、「 香港傑出企業公民
獎－製造業銀獎 」及「 商界展關懷 」標誌。



■ 佘紹基先生與員工
一 同 出 席2012香 港
工商業獎頒獎典禮，
同享獲獎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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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新成就印刷
憑實力勇奪殊榮

香港的印刷業有過百年的歷史，相對於那些屹立

行業多年的老字號來說，創辦至今不過12載的

e-print 可算是行內的年輕小伙子，充滿朝氣，積

極進取。企業的掌舵人─董事總經理佘紹基先

生擁有擅於策劃的靈活腦筋，以及勇想敢試、力

臻完美的精神，為 e-print 打下良好的基礎，近

年更迅速發展，並且喜訊頻傳，奪得多項殊榮，

為印刷業爭光，實在可喜可賀！

●	憑藉其生產力、品質改良、領導、策略、卓

越管理及資源管理等多方面的出眾表現，從眾

多來自各行各業的公司之中脫穎而出，勇奪

「2012香港工商業獎：生產力及品質獎」。

●	從營運特色上一一只做四色（專色、跟色、大

數量、簽帳，則一律不做）、只收現金，突破固

有傳統印刷規則。從管理特色上，卻善用網絡

技術，創造自我監控管理系統（如：色彩管理

監測系統、客戶管理十大系統、生產控制中心

統籌系統、智能辨識拼版系統、客戶行為分析

系統、反追蹤系統、手機識別系統等），並早在

2008年榮獲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商業

應用系統銀獎」，這是過往開發網絡印刷系統，

其中一個成果。

●	在創新意念、品質、形象、環保及社會責任五

大方面接受「香港服務名牌選舉」的評審後，

取得「香港服務名牌（TOP 嘜）」。

●	作為一家有承擔的企業，盡力履行社會責任，

回饋社群，更獲頒「第香港傑出企業公民獎－

製造業銀獎」。

●	 e-print 連續四年獲嘉許為「商界展關懷」公

司。

從危機中洞悉商機
定位正確發展迅速

成功非僥倖，也非一朝一夕的事。佘紹基先生創

立 e-print 之前，已投身印刷業近二十年，起初

從事製版，九十年代初進入國內營商，發展印前

事業。後來，印刷工業亦出現了重大變革，製版

業被視為夕陽行業，這時，他必須要慎重思考，

下一步該怎樣走。

後來，一次台灣考察給佘紹基先生帶來了啟發，

當時有不少台灣製版企業結業，但也有少數成功

轉型至合版印刷。有見香港中小企對印量少、價

錢相宜的宣傳品印刷需求很大，加上香港已擁有

成熟的網絡技術人才，電訊網絡正好急速發展，

又得到四位從事印前耗材、製版、印刷及機器買

賣的朋友的信任入股，佘紹基先生決定結束國內

的生意，回流香港，重整旗鼓。無懼911事件帶

來的不景氣，在2001年十月成立保諾時網上印

刷有限公司（e-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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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起初集資得來的200萬港元，從開業時在香

港一個1,800呎的細小工廠單位聘用六名員工，

發展至目前香港與內地共有600多名僱員，門

市及廠房總面積達70,000餘呎，在觀塘工業

中心自置40多個單位，在全港開設13家門市，

近年更在馬來西亞自置物業及開拓了4家分店，

佘紹基先生可謂成功開闢了香港短版印刷版圖。

這12年間的快速進步成長，並不代表 e-print

急於擴張。事實上，公司頭幾年的訂單多得應

接不暇，但佘紹基先生堅持先為企業鞏固根基，

為未來發展作好充分的裝備（包括公司的網絡

基建），直到2006年才開始拓展分店。e-print

的規模越來越大，取得今日的成功，歸根究柢

是能夠突破固有思想，選取了正確的商業模式

─網上營商，並且緊貼市場脈搏，不斷融入

創新元素。

網絡世界改變營商環境
資訊科技令印刷業昇華

公司名稱已為未來定位

“e-print.com.hk”這個品牌名稱已清晰表明公

司的定位是網上營商，而中文名字「保諾時網

上印刷有限公司」更代表著對客戶「承諾保證

準時」。現時，e-print 每天接上過千份訂單，

不可能仍由傳統手法、工藝、流程，就可以做

到保證、承諾、守時。

■ e-print 網站
設有自助平台。

■ 客戶以自助形式，
就特定產品取得快速
報價和落單，還可以
直接與客戶服務人員
溝通，非常便捷。

■ 落單後可在網站追
蹤產品的生產進度，
整個流程一目了然。

■ 可直接在網站進
行產品校對確認。

■ e-print 自置的40多個工廠單位，
分佈在觀塘工業中心第1至4期。

報價

落單
在線服務

產品追蹤

訂單及報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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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同時做到品質好、價錢平、效率高、服務佳，

並非易事，加上 e-print 的生產廠房分散在觀塘

工業中心四棟工廠大廈多層的幾十個單位內，又

有港九新界十多家門市和國內的客戶服務中心，

增加了管理的難度。佘紹基先生說：「網絡世界改

變了營商環境，時至今日，還有甚麼比運用網絡

技術更能有效提升管理？」公司能夠在傳統印刷

的基礎上加入網絡技術新元素，透過開發注重與

客戶互動、促進生產管理的多個完善系統，讓網

絡化、標準化作業流程及科學管理的數據，成為

為企業保駕護航的最有力後盾。

實業依靠是什麼？

「網絡世界改變營商環境」，從網絡系統中，

e-print 的確取得絕對優勢，但是擁有系統後是否

就能成功？企業是否就能生存呢？佘紹基先生說：

「當然不可能，實業依靠是什麼，是生產能力及

管理能力，才有競爭力。」仍然保守地使用舊式機

器，管理又落後，有生意又如何呢？最後，老闆

就只有拼命的「做」。

■ designeasy 是網上簡易而選擇多的
製作系統，有過萬款設計可供選擇，客
戶能以相宜的價錢製成簡單的印刷品。

■ 客戶只需在 PHOTOBOOK 
1010軟件上加入照片、文字及
圖案，便可編輯成一本相冊。

■ 除了電腦版網站外，e-print 還設有手機版
的網站，讓客戶隨時隨地緊貼產品生產情況。

■ e-print 網站的全球點
擊率排名甚高，深受歡迎。

手機版網站

■ 客戶每一個步驟，都會收到 SMS 確認，令人十分放心。

報價完成通知

以下步驟 , 均有SMS訊息提示

落單完成通知

未付款通知

付款完成通知

核對打稿通知

取貨通知

手機版查單

■ e-print 每年在網絡技術方面的投資達到
1,500萬港元，用於不斷優化公司的各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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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rint 明白實業生存之道，因此生產廠房也不斷選

購先進的印刷設備、自動追色系統、後加工設備方

面，更引進各種自動化的摺紙機、膠裝龍、騎釘龍、

切紙機、啤工機，以及全新數碼印刷系列。從整體設

備來看，公司基本上都是選購比較新一代全自動化加

工機器設備。佘紹基先生說：「新設備只花三至五分

鐘就較版完成，而部份機器更是由新手阿姨操作，現

在只有機器維護、色彩管理、物料備貨等，才是全

線專人監控。」而所有機器設備已跟有關廠商家配對

好 e-print 的管理系統，並對應 CIP4，令作業員更

容易操作使用。

前瞻性的企業管理

生產控制中心統籌系統在收到訂單後，系統就編排優

先次序，將工作安排到不同的印刷車間，自動拼版。

結合網絡，合版印刷的優點得以充分發揮，把不同客

戶相同印量的印件組合成一張全開大版，就能夠共同

分攤製版及印刷費用，即使小批量製作，也能夠獲得

快捷高效的低成本印刷品。這系統也能做到時間管

理，提示不同部門的員工需要完成工作的時限。

除了這個系統外，更有色彩管理監測系統、客戶管理

十大系統、智能辨識拼版系統、客戶行為分析系統、

反追蹤系統、手機識別系統等。所有系統都是自己研

發出來，減少各管理者工作量，從而達致最高效益。

■ e-print 的廠房不斷選購先
進的印前、印刷、印後設備。

■ 生產控制統
籌系統會自動將
工作安排到不同
的印刷車間，自
動拼版。

相同印量的印件組合
成一張全開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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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佘紹基先生現在大部分時間都不在公司，

他喜歡觀察外面的世界，擴闊視野、吸收各種

精髓、增加開發靈感。e-print 的各式程序系統，

不少都是來自他的奇思妙想。例如：

●	生產控制統籌系統會自動根據交貨時間、優

先次序排單，並將工序分流至不同的生產線，

這借鑒了航空公司售票及航班編排系統，以

及警察的指揮中心，從而構思出來。

●	有一次，他在國內櫃員機提款後，立即收到

銀行的短訊通知，於是靈機一觸，將這個做

法放進公司，從而發展出自家的 SMS 信息系

統。

●	公司的反追蹤系統，就是他從一套外國電視

劇中取得靈感後，向員工提出這個新點子後，

IT 部就自行開發出來了。

CEO 懂得放權

員工享發揮空間

有了網絡科技和先進設備蘊含的巨大生產力，還

要有掌握企業發展路向的管理者。佘紹基先生透

露，e-print 的五位股東中，他的年紀最大，但其

他股東不是退休就是處於半引退狀態，平日見面

時只會談談去哪兒吃喝玩樂、遊山玩水，很少談

公事。這既顯示了股東們對他非常信任，也反映

出公司現由他主力營運管理。

企業的掌舵人、總參謀，要為公司制定發展方向，

構思執行計劃，指揮不同部門付諸實行。不過，

佘紹基先生坦言自己也是喜歡休閒自在的，因此

他每天都會思考：「我怎樣可以輕鬆一些，不用

事事親力親為那麼辛苦？」這個想法推動他善用

網絡技術，建立多個數碼化系統，不單使印刷增

值，也引導了 e-print 走向系統管理制度。當他

的思維、管理意念融入系統後，自己就無需參與

太多公司的日常運作，員工各司其職，公司仍然

運作暢順，前進發展。

身為執行董事的佘紹基先生曾形容，總經理徐柏

煒先生是「文官」管江山，自己是「武官」打江

山，各具專長；有些同事懂的東西他未必懂，就

算懂也未必如他們專業，所以給予原則方向後就

放手，他們一定可以發揮得更好。此外，公司營

造了互信開明的氣氛，佘紹基先生對員工有話直

說，員工也樂意向公司提出意見。很多系統輔助

軟件構想，都是前線員工提出，佘紹基先生認為

「協助員工成功就等於自己成功」。

■ 生產控制統籌系統的建立，借鑒了警局的指揮中心。

■ e-print 的股東極少
過問公司生意，完全交
給佘紹基先生打理。圖
為公司眾股東及友好興
高采烈地切乳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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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rint 的大家庭現有600多名成員，香港員工

平均年齡40歲，而國內員工更加年輕。佘紹基

先生認為，除了給員工有發揮的空間外，公司

前景、公平合理的對待、工資和獎勵等，都是

員工奮發上進的動力，也能凝聚他們，對公司

產生歸屬感。賞罰分明也很重要，例如透過資

料分析系統－管理者可以根據員工的營業額、

出錯率、客戶意見等以進行評核，繼而論功行

賞。

因此，佘紹基先生認為一個成功的 CEO 應當懂

得放權，同時懂得利用系統不斷積累的數據資

料，協助分析管理。

實踐社會責任
致力回饋社群

企業是社會的一份子，成功的企業必須具有社

會責任感。e-print 成立至今，一直本著「取諸

社會、用諸社會」的理念，對關注環保、扶助

弱勢社群、關懷社區	及員工不遺餘力，佘紹基

先生既身體力行，也鼓勵員工參與。2011年，

公司獲頒「香港傑出企業公民獎－銀獎」、「友

商有良－卓越企業嘉許狀」及「中小企業最佳

拍擋獎」，又連續四年得到「商界展關懷」標

誌，這正是各界對 e-print 多年來積極將企業公

民理念融入營運策略和管理措施中的肯定及嘉

許。

關注環保：除致力推動清潔生產，採取各種環

保措施外，還設有「剩餘及瑕疵品捐贈制度」，

將這類物資捐往不同機構，循環再用。

扶助弱勢社群：經常為社會福利機構、慈善團

體、學校社團等提供印刷或捐款贊助，並發動

員工積極參與募捐活動，關心受天災影響的災

民。

關愛員工：著重平等機會，無分彼此，和平共

融，殘疾人士、再培訓人士及弱勢社群都會聘

用，讓他們獲得尊重，享有同等的晉升機會。

重點項目：公司在香港書展推廣活動「印出理

想，印出作家夢」中，全力支持香港知專設計

學院的學生，實現出版及營銷體驗計劃，安排

一個展位給優勝學生落實畢業報告的營銷計劃。

■ e-print 支持香港書展「 印出理想，
印出作家夢 」活動，讓香港知專設計學
院的學生實現出版及營銷體驗計劃。

■ 公司每年都會舉行團年飯（左），眾
員工放下工作，聚首一堂；新春團拜
更安排醒師表演（下），與眾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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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佘紹基先生動靜皆宜，他有一個
農場偶爾會歸園田居，又喜歡充滿
動感的滑水，更熱愛到處遊歷，或
是上高山（右上圖的拉薩），或是
下深海（右下圖的潛水），這些都
可能讓他發掘到創新的靈感。

■ 佘紹基先生要 e-print 做到「公司有幾強，
生意有多大 」，非靠他一己的力量才能壯大。

思想突破框框
行動大膽創新

愛動腦筋、喜歡思考分析的佘紹基先生說：「勤

奮而取得成功的時代已經過去，單有學問也不足

夠，因市場變化比工業變化來得更快。」他不愛束

縛在公司，也因為想多掌握市場環境、行業趨勢、

客戶需要的是什麼，從而對業務作出適當的調較

和部署。走出辦公室後，他還可以在一個較抽離

客觀的位置，冷靜地觀察和思考，突破一些傳統、

固有的思想框框，為公司注入創新元素。

佘紹基先生過去也常常思考「怎樣編織更大的網

來捕捉更多的魚」、「怎樣擴大森林吸引不同獵物

走進來」，並且他要令公司本身強大，而非靠一己

的力量使公司壯大。他舉例：這幾十年間，香港

的大型連鎖超級市場逐漸淘汰士多和雜貨店，前

者是「公司有幾強，生意有多大」，後者卻是「老

闆有幾強，生意有多大」，e-print 正向前者的目

標進發。

持續創新是企業增長的不竭動力。對於 e-print 來

說，創新永無止境，「沒有傳統便沒有現在、沒有

創意便沒有未來」是公司的營運方針之一。生活中

許多的人、事、物都可觸發創意，帶來靈感，或

許有些看似天馬行空，但如果不去嘗試，就永遠不

知道結果。佘紹基先生深信「成功的唯一方法就

是行動」。試想想，如果他當初徒有鴻圖大計，卻

沒有付諸行動，就不會有今天 e-print 的成績吧。

e-print 有賴台灣業界擴寬了他們的視野，才有今

天的成果。佘紹基先生很感謝台灣嶄新股份有限

公司、威譽香港有限公司、家裡蹲創意印刷股份

有限公司、卡之屋網路科技印刷有限公司、建豪

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各 CE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