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數碼攝影的色彩管理工作坊
 
課程編號： MD427 

課程對象： 數碼攝影師或設計師 

入學條件： 略懂 Adobe PhotoShop CS 的應用 (Mac 版) 

日期：  8/2 至 8/3/2013 (逢星期五)  

時間： 晚上 7:00 至 9:30（共 5 節、12.5 小時） 

上課地點： 印刷科技研究中心 

費用： HK$2,200  

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員、IPP 會員或印聯會員
(IDEAlliance-China Member)優惠價：HK$1,980 
 

相信您經常發覺拍攝出來的相片，在不同的媒體上都會

有顏色的差異，未能有一致的效果。同時，使用 RGB

及 CMYK 的攝影顏色亦有所偏差，應該以 RGB 圖還是

CMYK 圖作標準？作為商業攝影師或設計師，應該對數

碼色彩具一定的認識，並明白在不同媒體上的色彩轉換

的原理。此課程旨在講解數碼色彩的基本理論，以及如

何製作不同媒體的 ICC 特性檔和 PhotoShop CS6.0 內作

顏色的轉換，以達至顏色一致性和模擬／預視印刷效

果。 

印刷色彩及品質控制課程 
 
課程編號： MD422 

課程對象： 印刷車間指導／經理、車長、生產部門 

主管、品質控制部門經理、技術員等 

日期：  20/2 至 27/3/2013 (逢星期三)  

時間： 晚上 7:00 至 10:00（共 6 節、18 小時） 

上課地點： 印刷科技研究中心 

費用： HK$3,300  

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員、IPP 會員或印聯會員
(IDEAlliance-China Member)優惠價：HK$2,970 
 

印刷的色彩過程控制，往往面對很多溝通及製作上的問

題，利用數碼色彩管理及以數據方法控制印刷生產過程

及質量，可有效實踐穩定、一致及可重覆性的印刷色彩

及品質。 

 

此課程為一綜合課程，除了課堂教授色彩及品質控制理

論及方法外，並配以示範、分組討論、實習及課後實務

習作，讓學員能學習到理論基礎的同時，能掌握實踐的

方法及技巧，應用於實際工作上。 

iBooks Author 電子書速成班 
 
課程編號：MD428  

入學要求：必須具 Mac 基本操作經驗    
日期：    14/2 至 28/2/2013 (逢星期四)  

時間：    晚上 7:00 至 9:30（共 3 節、7.5 小時） 

上課地點：印刷科技研究中心    

費用：    HK$1,200  

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員或 IPP 會員或印聯會員
(IDEAlliance-China Member)優惠價：HK$1,080 
 
 

現今的出版業已邁進了一個數碼化的新紀元。隨著全球

iPad 用家的數目急速增長，當中的電子書有助世界各地

龐大的讀者群更容易、更貼身地體驗閱讀樂趣。在美

國，電子書更率先在教育界大行其道。Apple 行政總裁

Tim Cook 舉例指現時有 2,500 個教室正使用以 iBooks 

Author 軟件而製作的電子教科書。可見電子書的影響

及發展潛力。 

 

iBooks Author 是個強大的電子書製作工具，在

MacOS10.7 或以上的免費軟件，用家能輕鬆地製作出富

美觀及互動性的電子書，只要將文字或圖片直接拖入程

式內，便可進行排版等操作，更可將電子書免費上載到

iBookstore 出版。本課程將教授使用 iBooks Author 製

作電子書的基本技巧，讓學員於短時間內輕易學懂簡單

工具，創造獨一無二的電子書，無須使用電腦程式。 

 

印前及印刷專題課程系列 
適合印刷及印前從業員、管理人、製稿員及設計師 

(2013 年 2 月份課程系列) 



 
 
 
 

印刷紙張的特性及應用課程  
 
課程編號： PM76 

課程對象： 有興趣認識印刷紙張的特性及應用的人士 

日期：  23/2 至 16/3/2013 (逢星期六)  

時間： 下午 2:30 至下午 5:30（共 4 節、12 小時） 

上課地點： 香港印刷業商會 

費用： HK$1,800  

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員、IPP 會員或印聯網絡會員
(IDEAlliance-China Network Member)優惠價：HK$1,620 
 

本課程為從事印刷、廣告、出版、產品包裝及有興趣

認識印刷紙張的特性及應用的人士而設。內容包括講

解紙張的製作過程；印刷紙張的分類、特性和應用；

印刷與紙張的關係；以及如何選擇合適的紙張，讓學

員對印刷紙張具全面的認識及瞭解，配以個案分析。

上課地點 

1) 印刷科技研究中心 -香港將軍澳景嶺路 3 號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D 座地下 D004 室 

2) 香港印刷業商會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48-50 號 2 樓 
 
 

報名辦法 

1) 填妥報名表格，連同學費以支票形式寄回香港將軍澳景嶺路 3

號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D 座地下 D004 室印刷科技研究中心收。

2) 支票抬頭“印刷科技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或“Advanced Printing 

Technology Centre Limited”，期票恕不接納。 

3) 因課程學位有限，所有報名額滿即止。 

4) 除課程額滿或取消外，已交費用不設退款。 

5) IPP 會員優惠不適用於學生會員。 
 

証書 

MD422、MD427 及 PM76：學員出席率達 70%，本中心會發予聽講

証書。 

MD428：學員完成整個課程，本中心會發予聽講証書。 
 

報讀課程：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姓名(先生/小姐)*：_________________學費：___________ 

英文姓名（全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人及電話（如與上述不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地址（公司 / 住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貴公司是否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員？  是     否 

閣下是否 IPP 會員？   是     否 

閣下或貴公司是印聯會員？ 

 是（ 公司會員  個人會員）     否 

*請刪除不適當的 

課 程 報 名 表 格

印刷科技研究中心通訊資料如下：          

地址：香港將軍澳景嶺路 3 號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D004 室 
電話：(852) 3928-2545  傳真：(852) 3928-2546 

電郵：info@aptec.hkprinters.org  

網址：www.aptec.vtc.edu.hk / www.aptec.hkprinters.org         

本中心尚有其它印刷相關課程，請瀏覽：www.aptec.hkprinters.org 

查詢： (852)3928-2549 岑小姐       傳真：(852)3928-2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