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 認可專家考証 - 平張印刷
G7 Expert Certification - Sheetfed Offset Printing
(舉辦地點：香港)
G7 認可專家


G7 認可專家(G7 Expert) - 主要對象是個人或獨立技術顧問，或者是就職於
具多於印刷企業之技術員。成為 G7 認可專家(G7 Expert)，可以為印刷企業
進行 G7 企業認證計劃培訓及認證。

有關 G7 認可專家考証
內容將會介紹 G7 校正方法，G7 有別於現時以網點增大值(TVI)及量度實地密度去評價色彩，是利用視覺
外觀方法、控制灰色的重現及量度中性灰色的濃度及色度值來評價色彩。並會講解如何計算印刷之亮度
範圍、暗調反差、亮調反差等概念，以及利用 Curve 4 軟件來繪畫中性灰印刷密度曲線(NPDC)，計算調整
後之輸出補償值，並講解如何利用新目標數據來調整印刷密度曲線，以達至高品質輸出效果，同時講解
如何利用 G7 來進行數碼打稿機的校正。然後隨即參加考核，考核合格，方能成為 G7 認可專家。

日期：

8/5 – 11/5/2018 (星期二至五) <考核為最後一天>

講者：

Mr. Ron Ellis (Chair of Print Properties & Colorimetric Council)

地點：

卓越培訓發展中心(印刷業)
地址：香港九龍九龍灣大業街 46 號職業訓練局九龍灣大樓 3 樓

時間：

上午 9:30 至下午 5:30 (午餐時間: 下午 12:30 至 1:30)

語言：

英文 (即場翻譯為普通話，並輔以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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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要求


所有申請者必須先參加評核試，並取得合格，同時必須具備豐富數碼色彩管理及印刷車間之知識和
經驗，印聯 / 印刷科技研究中心保留最終收生之權利，不得異議。



由於每班名額有限，每間公司只限最多兩名報名。

考核
必須完成由 Idealliance 所舉辦之 G7 認可專家考証，並取得考核合格，方能成為 G7 認可專家。Idealliance
以外機構所舉辦之有關考証，將不獲承認。


G7 認可專家考証：為期四天，最後一天考試



考核：G7 認可專家必須參加最後一天的筆試



合格要求：G7 認可專家必須取得 90%合格



補考安排：如參加者未能在考試取得合格，本中心將會提供補考，申請者必須於考証完結後一個月
內進行。

考証費用


G7 認可專家考証費用：每位 HK$19,500*



除考証取消外，已繳付之費用將不獲退還



如確認開課後參加者因事未能出席而要求延後或取消報讀，本中心將會額外收取考証費用之 10%(即
HK$1,950)作為行政費

*以上費用包午餐

印聯(Idealliance China)會員
申請者如在大中華區 (包括中國大陸、台灣、香港、澳門)，必須為印聯 (Idealliance China)個人或公司會
員。



個人會員: Idealliance 及 Idealliance China 網站上只會刊登個人聯絡資料 (不包含所屬公司名稱及
資料)，年費為 HK$1,800，申請者必須繳交兩年年費 (即 HK$3,600).



公司會員^: Idealliance 及 Idealliance China 網站上會刊登該公司資料 (如名稱、聯絡資訊等)，年費
為 HK$3,500，參加者必須繳交兩年年費 (即 HK$7,000)。

^如參加者所任職的機構為有效之公司會員則不需要繳交會員費用。

G7 認可專家責任
作為 G7 認可專家，必須要履行專家責任：


在有效期內必須為最少一間企業進行 G7 培訓及實地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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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參與由 Idealliance China 所舉辦有關 G7 活動，例如 G7 認可專家 / G7 認可企業會議、研討會
等。

G7 認可專家資格有效期及續牌考核
G7 認可專家資格有效期為兩年，到期後如要續牌，必須參加續牌考核 (Re-certification) 並取得合格：


續牌考核：申請者必須每兩年參與由 Idealliance China 安排的筆試或 Idealliance 之網上考核



G7 認可專家續牌考核費用：HK$2,340

報名手續


請填妥申請表，電郵至 corali@aptec.hkprinters.org，申請經審核後，會安排進行評核試。如通過及
收到確認通知後，必須 2018 年 3 月 3 日前繳付考証費及兩年印聯會員年費。



付款方法：


劃線支票：支票抬頭「印刷科技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只收香港支票。



電匯或銀行轉賬形式 (必須附上銀行轉賬單)：


銀行名稱：恒生銀行有限公司



銀行地址：香港九龍觀塘裕民坊 70 號



戶口號碼：024-388-741472-001



戶口名稱：印刷科技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銀行代碼：HASEHKHH



如果是香港以外地區 / 國家電匯至本中心，每次電匯將額外收取 HK$300 作為銀行手續費。



如香港境內付款：


並透過恒生銀行轉帳，無需支付銀行手續費。



但非透過恒生銀行轉帳，將額外收取 HK$50 作為銀行手續費。

查詢：
印刷科技研究中心(APTEC) / 印聯(Idealliance China)
電話：(852) 3589-5023
聯絡人：李小姐 (Cora)
電郵：corali@aptec.hkprinters.org
網址：www.idealliance-china.org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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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 認可專家考証申請表
請在以下方格內加上
考証費用


G7 認可專家考証費：每位 HK$19,500

會員費用
個人會員：兩年年費共 HK$3,600
公司會員：兩年年費共 HK$7,000
任職之公司現時為有效之公司會員
銀行手續費
於香港直接透過香港恒生銀行轉賬：無任何手續費
於香港非透過恒生銀行轉賬：手續費 HK$50
於香港以外地區電匯：手續費 HK$300
費用合共：

HK$

申請者資料：(所有資料必須填寫)
報名日期：
申請者姓名：

(中文全名)  先生
(English)

職銜：

(中文)

公司名稱：

(中文)

 Mr.

 小姐

 Ms.
(English)

(English)
公司地址：

(中文)

(English)

國家：

郵區編號：

公司網址：
公司電話：

公司傳真：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參加 G7 專家考証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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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印藝行業經驗：
年份/月份
(由)

公司名稱

(至)

職位及職務範圍

教育 / 專業資格：
年份

學院 / 簽發之機構

獲取資格 / 證書

曾為其它公司提供培訓 / 顧問經驗：
年份

公司名稱

培訓 / 顧問服務內容

推薦人 (請提供兩位)：
公司名稱：
推薦人姓名：

職銜：

電郵：

電話：

公司名稱：
推薦人姓名：

職銜：

電郵：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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