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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 Expert Certification Training
G7© 認證專家培訓 

認識國際數碼企業聯盟 (Idealliance)

國際數碼企業聯盟(International Digital Enterprise 

Alliance) 創立於1966年，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全

球共設有12個聯盟辦事處，為一國際性非營利數碼

傳播企業協會。Idealliance 透過開放且跨領域的技術

交流平台服務所屬的企業會員，包含多媒體創作公

司、數碼媒體服務廠商、印刷圖文傳播廠商、材料

供應商及技術研發單位等。Idealliance 以其專業的整

合能力與研發能量，配合完整的教育訓練課程與嚴

謹的認證機制，協助所屬的數千家會員公司提升產

業競爭力，持續為圖文傳播業界提供創新思維和靈

感。

Idealliance長期以來以制定印刷生產標準工作流程

(GRACoL©，SWOP©，XCMYK™，G7©，BrandQ©)

、內容管理(PRISM©)、郵件供應(Mail.dat©，Mail.

XML™)、紙(papiNet©)來提昇圖文傳播產業。同時

也是ISO標準、專案開發、認證、專業培訓及行業整

合的領導創新者，且服務於全球各地。Idealliance 現

是ISO認可最大及最重要的印刷認證機構，也是ISO

標準的世界最重要的貢獻者，推動著印刷、包裝、

出版、郵件與包裹的發展服務。

認識G7©

G7©為Idealliance所創立的印刷校正法，利用CMY

灰階控制印刷設備的色彩與階調表現，從而達成印

刷標準化的目的。印刷廠完成生產作業與品質標準

化後，不但可減少印刷失誤，提高生產效率，同時

也可大幅提升印刷廠獲利。標準化後，如果能進一

步通過國際認證，不但有助於提升印刷廠的企業形

象，更是拓展國際市場的捷徑。

G7©認可企業 (G7© Master)

G7©認可企業表示其設備和系統通過G7©方法進行校

準，並能夠提供達到指定標準的樣張和印刷品。不

但印刷企業能考取G7©認證，其他相關解決方案的

供應商、創意和印前媒體，也可能被認證為G7©認

可企業。很多國際知名品牌商指定G7©為標準的印

刷操作流程，到目前為止，全球有1,040家G7©認可

企業，美國佔600家，中國大中華地區有G7©認可

企業260家。

G7©認證專家 (G7© Expert)

G7©認證專家是已完成G7©認證專家培訓及考核的

行業專家及顧問，對最新的G7©色彩控制及校正方

法具專業的認識及應用經驗，G7©認證專家是被 

Idealliance 授權培訓及認證G7認可企業。到目前為

止，全球G7©認證專家共有928人，美國佔540人，

中國大中華地區有234人。 

G7©認證專家培訓 (G7© Expert Training)

G7©認證專家培訓，為執行G7©印刷設備校正的專

業人員而設，參加為期四天的專業培訓課程，考

核成績達到90％即可成為G7©認證專家，並登錄至

Idealliance 全球 Certified G7©Expert 資料庫中。G7©

認證專家的有效期為兩年，認證到期後90天內，可

參加網上續證考試。課程訓練G7©認證專家有以下

的能力，在印刷製程中實行印刷標準實務，並且能

夠在不同製程、油墨或基材上，達到國際印刷標準

品質，同時能有效降低成本、加快產品上市速度，

與提高客戶的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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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專家培訓師及課程簡介 

G7專家培訓師簡介 - 鍾錦榮先生 

歷任多屆香港印藝學會執行委員會

成員，從1972年開始從事印藝相關

工作已四拾多年。1979年成立廣

告製作公司，工作包括商業攝影、

照片沖印、分色製版及黑房特技製

作。1990年成立 AD Desktop Graphic Center，為香

港首間提供Macintosh桌上排版設計的培訓中心及輸

出製作等。於1982年出版《平面設計手冊》，成為

設計及製作人仕的參考工具書。1991年成立威仕系

統有限公司(WYS System Ltd.)，專門提供印前系統

及色彩管理系統整合及技術培訓。

近年專心研究色彩管理及印刷色彩標準化等項

目，2006年首位華人獲得認可為G7©認證專家資

格、2011年認可為G7©流程控制認證專家、2018

年認可為G7©專家培訓師。過去拾多年於印刷業技

能提升課程擔當導師，亦參與過香港印藝學會的研

究項目包括有「智能印刷色彩改善系統」Intelligent 

Color Printing Enhancement System 及「香港印刷規

格」Hong Kong Printing Specifications。

課程日期及時間

2019年1月22~25日 9.30am~5.30pm

授課語言

普通話 / 廣東話 / 輔以英文術語及專用名詞

上課地點

香港印藝學會

香港柴灣新業街11號森龍工業大廈2字樓B室

課程大剛

• 認識國際數碼企業聯盟 Idealliance

• 定義、術語及色彩管理複習

• G7© 理論及效益

• G7© 成功的秘訣

• G7© 校準原理及示範

•印刷標準及規範

• G7© 在印刷廠的應用（適用於所有印刷方式）

• G7© 在印前及創作流程的應用

• G7© 印刷控制

• 管理客戶期望

課程目標

• 學習如何正確地檢驗是否達到 G7© 要求

• 學習如何將 G7© 及 ICC 一起應用

• 了解 G7© 認可企業企劃

www.ideallia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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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認證專家培訓及考核細則 

申請者要求

•必須具備數碼色彩管理及印刷車間知識和經驗，

如未具備適當的知識和經驗，本會保留最終收生

之權利。

培訓課程及考核費用

• G 7 ©認 證 專 家 培 訓 及 考 核 費 用 ： 每 位 港 幣

$19,500或人民幣¥18,000(人民幣付款祇有香港

印藝學會的Invoice作會計用途，不包內地稅項)，

包含午餐費用，除本會取消課程外，已繳付之費

用將不獲退還；

• 付款方法有多種如：銀行轉帳、支票、微信支付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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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收取參加費用之10%作為行政

費。

報名截止日期

2019年1月15日

培訓期及考試

• 必須完成由 Idealliance 所舉辦為期四天之G7©認

證專家培訓及考試，必須取得90%方為合格，才

能成為G7©認證專家；

• 如參加者未能在考試取得合格，將會提供補考，

必須於一個月內進行。

G7©認證專家續證

• G7©認證專家資格有效期為兩年，如要續證，必

須參加重新考證(Re-certification)並取得合格；

• 續證以筆試形式進行，由本會安排場地考試或網

上考試。

G7©認證專家責任

• 每年必須為最少一間企業進行G7©培訓及實地認

證；

• 參與由 Idealliance 所舉辦有關活動，例如會議及

研討會等。

聯系 Idealliance 中國粵港澳大灣區辦事處

地址：香港柴灣新業街11號森龍工業大廈2字樓

聯絡人：黃令真小姐 Miss Amy Wong

電話：852-23891810

手機 : 852-66268229 / 86-13823545262

微信 : amy1532478996

電郵：enquiry@idealliance-gbachina.org

www.ideallia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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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資料

姓名

Name

中文
　　  先生　Mr.

　　  小姐　Ms.
English

職稱

Title

中文

English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中文

English

公司地址

Company Address

中文

English

公司電話

Company Number

手機

電郵

Mobile

微信

WeChat E-mail

匯款資料

銀行名稱 Bank Name :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 Ltd.

銀行地址 Bank Address : 香港皇后大道中1號

 1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戶       名 Account Name : 香港印藝學會有限公司

 Graphic Art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Ltd.

帳號 Account Number : 111-466512-001(HKD)

代碼 SWIFT Code : HSBCHKHHHKH

課程與認證費用 Training & Certification Fee : 港幣HK$19,500 (費用請於2019年1月15日前繳清)   

匯款時請加註 Invoice 號碼

Please include the Invoice Number as the reference when making payments.

G7©認證專家培訓申請表

www.ideallianc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