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ge 1 of 5 
 

    

 

中國首辦 Fogra 數碼印刷專家考證  
(Fogra Digital Print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線上培訓)  

Fogra PSD –符合 ISO/TS 15311 國際標準認證  

(2022 年 2 月 23 日至 2 月 25 日) 
 

ProcessStandard Digital (PSD) 是由 Fogra 開發出來，是描述數碼印刷產

品的標準化工序，使用具有 PSD 認證的服務供應商能夠展示其高品質

及對輸出流程的了解。成功執行 PSD 能夠為印刷商帶來減成本、提高

質素、提升產能等效益。 

 

有關 Fogra PSD 認證： 

 PSD 認證是集合了有關生產印張評估的色稿評估標準 (ISO 12647-8)、合約打樣評估標準 (ISO 

12647-7)和數碼印刷標準 (ISO 15311)。這針對在檢查整間公司的工作流程是否根據預期的印刷

原理。 

 適合任何印刷相關的公司，專家必須要在實地進行 PSD 認證。 

 專家完成 PSD 考試後，所有有關之印張和文件必須要提交至 APTEC，APTEC 會檢查所有文件是

否妥當並提交至 Fogra 進行評估。如果成功通過認證，Fogra 將會發出證書和公司標誌，為期

兩年。 

 APTEC 將會作為專家與 Fogra 之間的橋樑。 

 

有關數碼印刷專家： 

 角色：參加者成功通過考試，他將會成為數碼印刷專家，能夠

聯同 APTEC 為在中國的印刷商提供 Fogra PSD 認證。 

 有效期：專家有效期為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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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Fogra 數碼印刷專家考證： 

 目標參加者：任何人士具有技術背景及色彩管理經驗  

 日期：2022 年 2 月 23 日至 2 月 24 日（星期三及四），上午 9:30 至下午 5:30 

 考試：2022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2:30 至 4:30 

 報讀要求：在色管理範疇具有基本知識和使用經驗  

 考試： 

‧ 形式：選擇題（開本形式） 

‧ 合格分數：50% 

‧ 重考：如果考試不合格，參加者可以有一次重考機會 

 考證費用：HK$ / CNY15,000 (包含考證所需的所有文件) 

 考試合格後，每位學員須支付 HK$ / CNY $3,500 作為本中心兩年之行政費，方能取得證書和成

為專家 

 續證：如果專家兩年後需要續證，需要通過網上考試，續證費為 CNY / HK$6,000 (包括了兩年

行政費和考試費)。 

 截止報名日期：21/1/2022 

 

內容： 

 數碼印刷技術：碳粉、噴墨印刷  

 PDF 與 PDF/X   

 ISO TC130 的重要印刷相關標準 

 合約打樣（ISO 12647-7）、色稿（ISO 12647-8）、數碼印刷（ISO 15311）標準 

 數碼印刷及數碼打樣的流程控制及品質控制 

 色彩管理技巧 

 不同的量度模式（ISO 13655） 

 數碼印刷標準化的最新發展 

 有關 PSD (ProcessStandard Digital) 的認證要求及程序 

 

聯絡及查詢：郭小姐 852-3589-5023 (jesskwok@aptec.hkprinters.org)  

微信號： jessiekwok20 

截止報名：2022 年 1 月 21 日 

**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mailto:jesskwok@aptec.hkprint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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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 

日期: 23/2 -24/2/2022 (星期三至四)  

考核：25/2/2022 (星期五下午) 

時間: 上午 9:30 –下午 5:30  

考核：下午 2:30 – 4:30 （必須完成整個課程方可參加考試） 

講者: 
APTEC 高級技術專家林冬南先生 (Fogra 授權的 數碼印刷導師) 

林先生多年前已取得 Fogra PSO 合作伙伴資格，近期他亦取得 Fogra 數碼印刷合作

伙伴（Digital Print Partner) 資格，同時亦是培訓師，現時為中國唯一的一位， 亦

為首位 Fogra 以外的 PSO 專家和數碼印刷專家的培訓師。林冬南是 ISO/TC 130 中國

代表專家之一，在色彩及印刷品質控制上經驗極為豐富。 

上課方式： Zoom 進行網上授課 （僅直播，不設重播） 

學員須自行下載 Zoom 軟體/APP 參加課程，開課前將會透過電郵/微信/whatsapp 接

收連結上課教材將單獨快遞給每位學員 

模式: 理論、示範 

語言: 普通話，輔以粵語及英文 

考證費用: HK$ / CNY15,000 

截止報名日期: 21/1/2022 

截止付款日期: 11/2/2022 

 

申請步驟： 

 請填妥申請表，電郵至 jesskwok@aptec.hkprinters.org，申請經審核後，將會收到確認通知及銀行資料，

必須於 2022 年 2 月 11 日或之前繳付所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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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gra 數碼印刷專家考證申請表 

 

考證費用 (請在適當位置加上) 

 Fogra 數碼印刷專家考證費用 HKD / CNY15,000 

 如以海外匯款形式繳付至香港，請加上銀行手續費 HKD300 

 如以本地銀行轉賬 (非恆生銀行)，請加上銀行手續費 HKD80 

 選擇支付至 APTEC 國內公司 

申請者資料: (所有資料必須填寫) 

報名日期:  

申請者姓名:  先生   女士/小姐 

(中文全名) (英文*全名拼音)： 

職銜: (中文) (英文) 

公司名稱: (中文) 

(英文) 

公司地址: (中文) 

 

(英文)  

 

城市（中國）:  郵區編號:  

郵寄地址 : 

(用以收取課堂筆記及

證書) 

 

公司網址:  公司電話:  

手提電話: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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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印藝行業經驗: 

年份/月份 

(由)    (至) 
公司名稱 職位及職務範圍 

    

    

    

    

    

    

    

 

曾為其他公司提供培訓 / 顧問經驗: 

年份 公司名稱 培訓 / 顧問服務內容 

   

   

   

   

   

 

 

如以人民幣付款至 APTEC 國內公司，並須國內增值稅普票，請填寫以下資料： 

單位名稱  

納稅人識別號 

 
發票描述 服務及行政費 - Fogra 數碼印刷專家考證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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