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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尖講者 

講者 講題 

David Steinhardt 

Idealliance 主席及行政總裁 

 

論壇主持人 

Forum Moderator 

 

講者簡介：David 花了 30 年時間，建立、重組和管理在傳媒、印刷業和出版界

成功的非牟利組織。他曾帶領過去以印刷為主 Graphic 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簡稱 GCA），轉型成為今時今日更具朝氣的國際數碼企業聯盟

（International Digital Enterprise Alliance，簡稱 Idealliance）。 Idealliance 為跨媒

體製作及傳遞發展了最佳作業方式、規格和認證，包括了數碼及印刷。在 David

的領導下，Idealliance 的工作已拓展至全世界，並促進了多項結盟和合併，促

成了國際色彩標準及推出多項以新興數碼媒體渠道為焦點的新計劃。 

 

Davide Sergio Nicosia 

創意策劃設計專家 

NiCE Ltd. 創辦人 

- 曾為多位知名客戶創作出成功的創意

策略 

- 針對產品造型至印刷技術等，開發了多

項原創意念 

- NiCE 提供創意策略和設計服務，專注環

球消費品的推廣計劃，曾獲多項業界殊

榮 

 

創作完美品牌的秘訣 

The best kept secrets of the perfect Holistic Brand Creation 

 

內容：品牌訊息與如何傳達予每個顧客是有何關係？如何在所有媒體中傳達一

致的致勝品牌特性，包括：電視、印刷、口碑、數碼媒體等，以及最重要是在

顧客購買的一刻，品牌需要什麼？一個全面品牌的方針以及如何傳遞最準確的

品牌基因往往是構成實際品牌以及想達到目標的差異，Davide 將會從多個知名

品牌：Steinway & Sons、Puma、Boss、Escada、SK-II、Pantene、Dolce & Gabbana，

分享 NiCE 的致勝過程。 

Rob Wallace 

品牌顧問 

Best of Breed Branding Consortium 管理合夥

人 

- 醉心於品牌策劃及包裝設計 

- 曾與世界上最出色的品牌宣傳公司合

作打造他們旗下最成功的全球品牌 

- 曾在美國、歐洲、拉丁美洲和亞洲主講

超過 50 項業界活動 

- 是設計管理學院（Design Management 

Institute）的董事會成員，也是該院設計

價值項目的聯席主席 

吸引消費者的個人化品牌體驗  

Hyper Customization – Engaging Consumers with Personalised Brand Experiences 

 

內容：個人化的宣傳策略越來越流行， Rob 會為大家講解如何透過數碼印刷

技術及設計，為多個知名的品牌創造個人化宣傳策略而取得成功，例如可口可

樂、萊利雅、喜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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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 講題 

Joseph S. Cha 

綜合媒體專家 

HipZone, Inc. 主席 

- 曾任QuebecorWorld Premedia主席及雅

虎公司企業服務的策略副總裁 

- 創辦了 XUMA 並擔任其行政總裁 

- 曾出任多個知名大企業的策略顧問，主

理改變管理工作 

 

綜合媒體工作流程  

Integrated Media Workflow 

 

內容；為了適應這個訊息萬變的市場環境，有成功的印刷商除了繼續提供紙媒

體的印刷服務外，同時開拓跨媒體的業務，從而為廠家帶來新的收入來源以及

發展機會，但印刷商需要了解如何採納此綜合媒體流程。 Joe 將會為大家講解

如何有效地執行綜合媒體流程，並且重點介紹新工具、技術及流程，以令印刷

商能更有效地創造、管理整個媒體製作流程。 

 

 

Lior Meron  

市場研究顧問 

InfoTrends 亞太區業務總監 

- 曾為多間首屈一指的企業帶領其亞太

區活動 

- 擅長建立市務和策略聯盟，繼而向亞太

地區引入來自領導市場印刷及印刷工

藝相關製造商的突破技術 

- 曾就廣泛格式、POD、油墨再製造、印

刷成本分析等進行牽頭研究和項目 

印刷在跨媒體中的角色  

Print in the Media Mix 

 

內容：現今最流行的是「流動」，以及如何將內容轉移到智能手機，似乎客戶

都想透過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觀看目標訊息。但這並不是完全的事實，如果你

看現今出版社以及編目者，印刷依然是主要的收入來源。Lior 將會分析印刷媒

體現今應該如何定位？數碼媒體和印刷媒體又如何互補，從而加強兩者的影響

力。 

Marc Levine 

印刷品質管理專家 

SCHAWK! 企業印刷品質總監 

- 在業內擁有 20 年經驗 

- 現時主要負責包裝業務，協助品牌將陳

列貨品的包裝帶出最理想的色彩，並建

立更一致、更長遠的品牌價值 

- 管理 Schawk 旗下印刷品質平台

ColorDrive，該平台在印刷品質數據的匯

報上融入了 ISO 標準 

- 領導專家團隊，集中推廣最佳作業方式

和標準化，包括 G7 企業印刷認證 

專色校正及控制新方案 

New Efforts in Spot Color Calibration & Control 

 

內容：從前印專色只須使用正確油墨，你就可印到你想要的效果。今日，要印

專色是不同的，品牌公司要求準確、一致的專色層次以及高預測性，當混合使

用專色和四色，單單管理實地色是不足夠的，一個新的方法去管理專色色調是

缺不可少。Idealliance 首次建議 SCHMO: Spot Color Halftone Metric 

Optimization ，現在已經正在發展為 ISO 標準 (ISO 20654)，用作校正專色的色

調，這是基於顏色，並不是基於密度。與 ISO 15339 相似，這是為所有印刷、

紙張和顏色而設計。在這環節中，Marc 會講解今日在工作流程中專色管理的

技術挑戰，以及如何發展較好的方法以特性化、校正及控制專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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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 講題 

Ron Ellis 

印刷品質控制顧問 

Ron Ellis Consulting LLC 主席 

Idealliance GRACoL 工作小組主席 

- 是色彩管理、自動化和工作流程整合

的專業顧問，並參與制訂標準 

- 擅長為品牌及廣告代理創作和推行色

彩流程管理 

- 是 Idealliance G7 認可專家、G7 Process 

Control 專家、G7 認可專家培訓導師，

以及 GRACoL 工作小組主席 

- 於歐洲、亞洲和北美洲主持培訓課程

及為各類型的顧客提供顧問服務 

G7 的兩個成功個案：分析 G7 工作流程如何改變你的業務 

Best Success Stories: How G7 Makes a Difference – 2 Case Studies that 

demonstrate how G7 workflows can change your business 

 

內容：今次 Ron 透過兩個真實個案，講解印刷商和印刷買家如何使用了 G7 工作

流程去改變他們的業務，原來可以有不同方法使用 G7，並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一個個案有關一些品牌公司如何使用 G7 節省成本、改善設計及實踐包裝；另

一個個案是一間大印刷商如何使用 G7 將數碼印刷、柯式印刷及大幅面印刷連在

一起，以配合國際買家之要求。 

Paul Cousineau 

新聞及出版科技策劃專家 

道瓊斯印前、持續改善及資訊科技副主席 

- 從事印刷業 39 年 

- 開發了多個獨有的技術應用在《華爾

街日報》及財經雜誌《巴隆氏》的日

常生產中 

- 被公認為其中一個在報業中顯赫的生

產和印刷專家 

- 曾帶領團隊取得多個引人注目的成就 

 

 

印刷、顧客與流動裝置（數碼） 

Print, Customers and Mobile (Digital) 

 

內容： 

• 道瓊斯的業務及其產品介紹，以及講解建立道瓊斯在市場的條件 

• 如何進行顧客分析並連繫至新產品 

• 檢視道瓊斯的新聞樞紐、如何結合新聞產品、如何推動革新、以及如何利

用這些概念和新技能去提供新的數碼和流動產品；公司如何從新聞及技術

角度 去推出更多的流動和數碼產品，並輔以例子 

Dianne Kennedy 

多媒體出版技術專家 

Idealliance 數碼及新興技術副總裁 

- 負責 Idealliance 的數碼技術規格發

展，並管理綜合端對端媒體工作流程

的最佳作業方式 

- 負責指導 Idealliance Print Quality 

eXchange 計劃、PRISM Metadata 計

劃、MailXML，並擔任 30 多個 

Idealliance 規格的編輯 

- 為 Idealliance 綜合媒體工作流程專業

認證計劃的設計師及培訓導師 

多媒體出版標準及技術發展趨勢 

Multi-Channel Publishing Standards and Technologies 

 

內容：手機、平板電腦的廣泛流行驅使了出版有著前所未有的技術改變，以及

追求公司內部的效率，於 2015 年行業在發生了改革，Dianne 將會著重講解行業

在 2016 年的狀況，以及提供一系列的行業規格資料，這些規格有助提升效益和

節省成本，內容包括了 PRISM、HTML5、EPUB 及 PDC。內容包括： 

 

 2016 出版趨勢 

 多媒體出版標準： 

- PRISM: 執行 DAM，並使用標準的 Metadata  

- HTML5: 使用 HTML5 以捕捉數碼內容 

- EPUB 最新發展 

- PRISM Distribution Container (PDC): 一個標準的數碼載體為手提電話

傳送多重複製的出版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