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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方：  承辦方： 

 

 

 

 

 

Fogra PSO 專家培訓  
Fogra PSO – 符合 ISO 12647 國際標準認證  

(2019 年 11 月 20 日至 11 月 22 日•上海) 
 

PSO 是指 “Process Standard Offset”，是符合 ISO 12647 國際標準的一項認證。2019

年11月20日至11月22日中國印刷科學技術研究院CAPT及印刷科技研究中心APTEC

將合作舉辦 Fogra PSO 專家培訓，培訓考試合格後將獲得 PSO 專家證書。獲證 Fogra 

PSO 專家可為印刷企業做 Fogra PSO 認證的現場評估。 

 

PSO 著重從印前至印刷的整個工作流程，以及如何達到 ISO 12647 的品質控制要求，此培訓針對具經驗的專

業人士，因此參加者必須具備印刷及色彩管理的知識，例如不會在此培訓過程講解有關印刷機的調控等，

而是集中講解如何執行正確的階調曲線以及如何達到目標的實地色的工藝流程，包括色彩管理在認證過程

的注意事項，以達到 ISO 12647 的標準。 

 

有關 Fogra PSO 專家： 

 角色：參加者考試合格後可取得 Fogra PSO 專家資格，獲證後可為中國之印刷廠進行 Fogra PSO 現場認

證 

 專家資格有效期：兩年（可續證） 

 專家必須在四年內(兩個資格期內) 完成最少一次 Fogra PSO 認證以延續專家資格，否則須再申請參加

培訓 

 在成為 Fogra PSO 專家期間，不能任職於任何印刷廠，否則其資格將會被取消 

 考試合格後，每位合資格專家須向 APTEC 支付 HK$3,500 作為每兩年資格期內的行政費用 

 

有關 Fogra PSO 認證： 

 主要針對膠印印刷廠，專家必須在印刷廠進行實地認證 

 專家完成認證後，必須將所有檔及印張寄往 APTEC，APTEC 將會檢查所有檔以確保齊全及無誤，然後寄

往 Fogra 進行審核，有關之審核均由 Fogra 及德國印刷協會（bvdm）共同完成，以及向合格之印刷廠

發出證書 

 Fogra PSO 認可印刷商資格有效期：兩年 

 APTEC 將會作為專家與 Fogra 之間的橋樑，為專家傳達並翻譯所有有關 Fogra PSO 認證的最新資訊 

 

 

合作單位：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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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gra PSO 專家培訓詳情: 

目標參加者： 顧問、器材供應商、印刷買家、印刷學校老師或專家等，不接受在印刷企業工作人士報

名。 

報名要求： 須具備色彩管理及印刷機設置和 CTP 器材的基本知識和使用經驗 

日期及時間: 20/11 及 21/11/2019 (星期三及四) 上午 9:30 –下午 6:00 

考核：22/11/2019 (星期五) 上午 9:30 至 11:30 

培訓導師: APTEC 高級技術專家林冬南先生 (Fogra 授權的 PSO 導師) 

林先生是中國首批 Fogra PSO 合作夥伴之一、ISO/TC130 中國代表專家之一，亦獲取多

個專業資格，在印刷標準化、色彩管理、Fogra PSO 範疇等具專業和豐富的實踐和培訓

經驗。 

地點：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 

地址：中國上海市水豐路 100 號 

模式: 理論 

語言: 普通話 

培訓費用: CNY18,000  ** 含午餐費用及內地稅項 

截止報名日期: 18/10/2019 

截止付款日期: 01/11/2019 

 

內容： 

 PSO 認證程式及專家守則 

 有關 PSO (ISO 12647) 以及如何執行  

 PSO (ISO 12647)的內容：階調增大 (TVI, Tone value increase)、色調擴展 (spread)、 實色控制 (solids)、

套准 (register) 等  

 TVI 的影響  

 CTP 的標準化製版  

 光學測量  

 有關印前技術 

 色彩管理 

 標準光源 

 檔案預備及預檢 

 合約打樣  

報名手續: 

 請填妥申請表，電郵至 zhongzhibo@keyin.cn，申請經審核及課程確認開班後，將會收到確認通知，必

須於 2019 年 11 月 1 日或之前繳付所有費用。 

報名諮詢：中國印刷科學技術研究院 鐘先生 86-150 1708 0449 (zhongzhibo@keyin.cn，微信號：150 1708 

0449) 

有關 Fogra PSO 專家培訓、Fogra PSO 認證諮詢： 

APTEC 甄小姐 852-3589 5023 (maviszhen@aptec.hkprinters.org，微信號：MayYan821)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mailto:電郵至maviszhen@aptec.hkprinters.org
mailto:電郵至maviszhen@aptec.hkprinters.org
mailto:zhongzhibo@keyin.cn
mailto:maviszhen@aptec.hkprint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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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方：  承辦方： 

 

 

 
 

Fogra PSO 專家培訓 – 申請表 
** 截止報名日期: 18/10/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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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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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頁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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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經驗: 

年份 公司名稱 培訓 / 顧問/ 教學服務內容 

   

   

   

   

   

 

酒店住宿 (可代訂，費用自理。請在以下方格內加上)： 

酒店： 上海甸園賓館 

地址： 中國上海楊浦區長陽路 2558 號 

費用： 約 CNY500/晚 (實際費用以預訂房間當日價目為准) 

是否需要代訂： 

 

 

 

□ 是，請代訂 

   □ 標準大床間(單床)  

   □ 標準雙人間(雙床)  

□ 否 

如需代訂： 入住日期：  退房日期：  

報名諮詢：中國印刷科學技術研究院 鐘先生 86-150 1708 0449 (zhongzhibo@keyin.cn，微信號：150 1708 0449) 

有關 Fogra PSO 專家培訓、Fogra PSO 認證諮詢： 

APTEC 甄小姐 852-3589 5023 (maviszhen@aptec.hkprinters.org，微信號：MayYan821) 

mailto:zhongzhibo@keyin.cn
mailto:maviszhen@aptec.hkprint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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