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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台灣富士軟片資訊「Innovation Magazine」創刊第一期。在一個大變革的

時代，為了時時刻刻支持客戶的成長與流程進化，我們將雜誌命名為 Innovation 

Magazine，內容收錄本公司上半年的新商品與活動等資訊，與客戶分享交流。

從今年 4 月本公司更名後，已經很快地過了半年。在過去六個月裡，台灣受到疫情蔓

延的影響，我們共同經歷了三級警戒，也有不少人增加遠端辦公頻率。

疫情的威脅考驗企業如何將危機化為轉機。另外，現今需要保持社交距離，為了確保

順暢的溝通，數位化變得越來越重要。台灣富士軟片資訊將與客戶一同加速 DX（數

位轉型），而為了成為協助客戶的 No.1 Business Solution Partner，我們將持續

精進全方位的服務，也敬請客戶繼續多多指教。

台灣富士軟片資訊

勝田明典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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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PREFACE

FUJIFILM BUSINESS INNOVATION：

「結合 Fujifilm 集團的優勢，客戶可以期待真正
的技術創新。」

－ FUJIFILM BUSINESS INNOVATION 總裁兼執行長真茅久則

A SPECIAL PROMOTIONAL FEATUR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JULY 2021 ISSUE OF FORBES ASIA

重生創造全球價值
Fuji Xerox 於 2021 年 4 月 1 日更名為 FUJIFILM Business Innovation。公司新任總裁兼執行長真茅久則（Hisanori 
Makaya）揭示 Fujifilm 品牌的全球成長策略以及個人管理哲學。

「我們更換品牌名稱，踏上全新的旅
程。」前身為 Fuji Xerox 的 FUJIFILM 
Business Innovation (BI) 總裁兼執行
長真茅久則表示：「我們將把握公司史
上最大的改變機會，充分運用 Fujifilm 
集團的智慧，為全球客戶提供創新價
值。」
3 月 31 日終止與 Xerox Corporation 
的技術協議之後，新名立即生效，也為
將近 60 年的 Fuji Xerox 劃下句點。公
司以 Fujifilm 品牌重生，準備走出亞太
地區、邁向全球市場。

真 茅 先 生 表 示， 公 司 新 名 反 映 
FUJIFILM BI 致 力 於 持 續 創 新 的 承
諾。「競爭隨著企業多元化、全球化
而日趨激烈，因此我們必須協助利害
關係人快速、準確地交換資訊。」他
解釋：「我們的角色是加速數位轉型 
(DX)，並提升工作效率，使客戶組織

A SPECIAL PROMOTIONAL FEATUR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JULY 2021 ISSUE OF FORBES ASIAA SPECIAL PROMOTIONAL FEATUR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JULY 2021 ISSUE OF FORBES ASIA

“I believe the MFP still has a huge role to 
play,” Makaya says. “Connecting a device 
to cloud services can support remote 
work. As times change, we will meet 
diverse customer needs by linking evolved 
MFPs with all kinds of software, either our 
own or third-party. Our mission as a lead-
ing company is to help create a bench-
mark for the various new ways of working.”

FUJIFILM BI continues to grow even 
though the work-from-home trend is slow-
ing demand for office printing. Despite the 
pandemic, sales volumes of its products 
equipped with robust security features sur-
passed the previous fiscal year’s numbers.

The pandemic also didn’t stop the 
company from innovating. It launched 19 
MFP models last June and successfully 
continued its mission by launching four 
additional models and 14 products of the 
ApeosPro, Apeos C and ApeosPrint series 
in April 2021, the company’s first product 
lineup under the Fujifilm brand. 

The company also provides network 
security and other IT-related outsourcing 
for small and mid-sized enterprises (SMEs). 
One such service is from the company’s 
recent acquisition of CSG Limited, now 
called FUJIFILM CSG Limited. This service 
originated from FUJIFILM CSG’s Code-
Blue business and has already launched in 
Japan, and the company is eyeing deploy-
ing i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s well.

When it comes to the new IT services 
business, Makaya believes the possibili-
ties are endless. 

“Last year, we established FUJIFILM 
RIPCORD, a joint venture with Ameri-
can startup Ripcord, and added a vari-
ety of engineering ideas to scanners 
equipped with robotics technology,” 
he says. “We succeeded in creating 
an automated solution that can scan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sheets, easily 
surpassing earlier conventional limits 
to document digitization. This means 
we can contribute enormously to cus-
tomers pursuing DX. We have already 
started sales in Japan, and are getting 
ready to expand into the Asia-Pacific. 

FUJIFILM BI will never stop bringing a 
brighter future for everyone.”

Hisanori Makaya was appointed Presi-
dent and CEO of FUJIFILM Business 
Innovation on April 1, 2021. Prior to that, 
he was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Fuji 
Xerox since June 2019 and senior vice 
president since 2017. Before Fuji Xerox, he 
held various leadership roles at FUJIFILM 
Holdings, including in corporate plan-
ning, healthcare and graphic systems. He 
graduated from the Faculty of Economics, 
Doshisha University, Kyoto, Japan.

“We’ve changed our brand and set out 
on a new path,” says Hisanori Makaya, 
President and CEO of FUJIFILM Business 
Innovation (BI), formerly Fuji Xerox. “We 
are seizing this change, the biggest in 
our company’s history, as an opportunity 
to leverage the full wisdom of the Fujifilm 
Group to deliver innovative value to cus-
tomer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name change was brought about 
right after the Technology Agreement with 
Xerox Corporation ended on March 31, 
closing the curtain on almost 60 years as 
Fuji Xerox. Reborn under the Fujifilm brand, 
the company is now set to expand beyond 
Asia-Pacific to the world.

Leaping into New Businesses
Makaya says the company’s new name 
reflects FUJIFILM BI’s commitment to con-
tinued innovation. “Competition is grow-
ing fiercer by the day as businesses diver-
sify and globalize, so we need to help our 
stakeholders exchange information quickly 
and accurately,” he explains. “Our role is 
to maximize our customers’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by accelerating digital transfor-
mation (DX) and improving work efficiency 
so that they can concentrate on what mat-
ters most to them.”

Makaya believes the company’s new 
name truly represents its mission.

“Fujifilm has a proven track record of suc-
cessfully transforming itself from a photo-
graphic film manufacturer to a developer 
of various high-growth businesses such as 
healthcare, and with this amazing trans-
formation, the Fujifilm story became a 
case study for many,” he notes. “Together 
with Fujifilm’s global branding, reach 

and expertise, customers can be further 
assured of the upcoming innovations for 
our products and services. We are also 
committed to providing our usual excel-
lent service and quality assurance to all our 
customers. Our after-sales maintenance 
service level will be the same, if not better.” 

Along with the rebranding,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step is expansion into new 
markets. Makaya’s wealth of experience 
in leading many major business changes, 

including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s a key 
reason why he was promoted as CEO.

“Back when I joined Fuji Photo Film (now 
FUJIFILM Holdings) in the early 1980s, there 
was already talk about film eventually dis-
appearing, so the company was destined 
to change,” he recalls. “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commercial printing and saw all kinds of 
new ventures. It might sound overblown, 
but periods of change can push people to 

evolve, and companies are the same. That’s 
why we never stop. The important thing is 
not responding to changes, but to antici-
pate them and guide our own evolution.”

Innovating Through Fujifilm 
Synergies
So, what changes will occur at FUJIFILM BI?

“Our biggest synergy within the Fujifilm 
Group is in commercial printing,” Makaya 
explains. “We are integrating related divi-
sions to bring optimal printing solutions to 
our customers, as well as expand product 
lineups and collaborate in sales. In health-
care, we also combined respective strengths 
in image processing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o support and improve diag-
nosis efficiency. Customers can expect tru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the combined 
strengths of the Fujifilm Group.”

While the company was previously lim-
ited to Asia-Pacific, FUJIFILM BI is ready 
to start selling products globally under the 
Fujifilm brand. It is also considering ways 
to provide IT solutions and services that 
match new work styles that have emerged 
during the pandemic.

The company’s passion for business innova-
tion continues. As more offices go paperless, 
FUJIFILM BI is currently reassessing the future 
viability of multifunction printers (MFPs).

FUJIFILM BUSINESS INNOVATION: 

REBORN TO CREATE GLOBAL VALUE

Hisanori Makaya

Hisanori Makaya

FUJIFILM Business Innovation
https://www.fujifilm.com/fbglobal/eng

“Customers can expect tru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the combined strengths of the 
Fujifilm Group.”
— HISANORI MAKAYA, PRESIDENT AND CEO, FUJIFILM BUSINESS INNOVATION

MANAGEMENT PHILOSOPHY
Makaya believes in inspiring employees to 
embrace change. He mentors employees on 
presentation skills by explaining that a story 
with a clear and logical flow is vital. He puts 
words into action when he organizes impor-
tant tasks using his favorite office tools: 
three beautiful and sophisticated pens and 
a leather-bound notebook. He believes that 
writing down the most essential content will 
help connect the dots and convey your story 
with clarity.

Fuji Xerox was renamed FUJIFILM Business Innovation on April 1, 2021. Hisanori Makaya, the company’s new 
President and CEO, outlines his global growth strategies under the Fujifilm brand and management philosophy.

跨足新事業

透過 Fujifilm 集團 
綜效進行創新

的能力最大化，協助他們專注於最重
要的事務。」
真茅先生認為公司的新名可以真正傳
達其肩負的使命。
「Fujifilm 成功從底片製造商，轉型
成為醫療等高成長事業的開發商，且
此一驚人的轉變使 Fujifilm 故事成為
許多人的研究案例。」他指出：「加
上 Fujifilm 的全球品牌推廣、版圖和
專業，可以確保為客戶提供未來的創

新產品與服務。我們同時也承諾為客
戶提供一貫的優質服務和品質保證，
售後維護服務的水準不變或甚至變得
更好。」
隨著品牌重塑，最重要的一步可能是
拓展新市場。真茅先生在主導併購等

因此，FUJIFILM BI 將發生哪些改變？
「我們與 Fujifilm 集團的最大綜效為
商用印刷。」真茅先生表示：「我們正
整合相關部門，為客戶帶來最佳的印刷
解決方案，並擴大產品陣容和進行銷售
協作。在醫療領域，我們將結合各自在
圖像處理和自然語言處理的優勢，以
支援與提升診斷效率。客戶可以期待 
Fujifilm 集團的整合優勢將帶來真正的
技術創新。」
過 去 公 司 業 務 僅 限 於 亞 太 地 區，
FUJIFILM BI 已準備好以 Fujifilm 品
牌、在全球銷售產品。同時，該公司正
設法提供疫情之下新工作型態的 IT 解決
方案及服務。
公司將延續商業創新的熱情。隨著無紙
化辦公增加，FUJIFILM BI 正重新評估
多功能事務機 (MFP) 的未來。

重大企業變革方面擁有豐富經驗，是
晉升為執行長的主要原因。
「 我 在 1980 年 代 初 期 加 入 Fuji 
Photo Film（ 現 在 的 FUJIFILM 
Holdings）， 當 時 已 出 現 底 片 終 將
消失的說法，所以公司注定要進行變
革。」他回想：「我從事商業印刷多年，
看過各式各樣的新創事業。聽起來可
能有些誇大，但是變革期間確實可以
促使人們進化，公司也一樣。因此，

我們從未停止。重點不是因應變化，而
是進行預測及引導我們自己進化。」

Hisanori Mak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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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哲學
真茅先生的理念是激勵員工擁抱變
革。他在指導員工的簡報技巧時，
強調故事必須明確與符合邏輯。他
常用最喜歡的辦公文具：三支精美
鋼筆和一本皮套筆記本，整理重要
任務、將文字化為行動。他認為，
寫下最重要的內容，有助了解全貌
及清楚傳達故事。

Hisanori Makaya

A SPECIAL PROMOTIONAL FEATUR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JULY 2021 ISSUE OF FORBES ASIAA SPECIAL PROMOTIONAL FEATUR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JULY 2021 ISSUE OF FORBES ASIA

“I believe the MFP still has a huge role to 
play,” Makaya says. “Connecting a device 
to cloud services can support remote 
work. As times change, we will meet 
diverse customer needs by linking evolved 
MFPs with all kinds of software, either our 
own or third-party. Our mission as a lead-
ing company is to help create a bench-
mark for the various new ways of working.”

FUJIFILM BI continues to grow even 
though the work-from-home trend is slow-
ing demand for office printing. Despite the 
pandemic, sales volumes of its products 
equipped with robust security features sur-
passed the previous fiscal year’s numbers.

The pandemic also didn’t stop the 
company from innovating. It launched 19 
MFP models last June and successfully 
continued its mission by launching four 
additional models and 14 products of the 
ApeosPro, Apeos C and ApeosPrint series 
in April 2021, the company’s first product 
lineup under the Fujifilm brand. 

The company also provides network 
security and other IT-related outsourcing 
for small and mid-sized enterprises (SMEs). 
One such service is from the company’s 
recent acquisition of CSG Limited, now 
called FUJIFILM CSG Limited. This service 
originated from FUJIFILM CSG’s Code-
Blue business and has already launched in 
Japan, and the company is eyeing deploy-
ing i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s well.

When it comes to the new IT services 
business, Makaya believes the possibili-
ties are endless. 

“Last year, we established FUJIFILM 
RIPCORD, a joint venture with Ameri-
can startup Ripcord, and added a vari-
ety of engineering ideas to scanners 
equipped with robotics technology,” 
he says. “We succeeded in creating 
an automated solution that can scan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sheets, easily 
surpassing earlier conventional limits 
to document digitization. This means 
we can contribute enormously to cus-
tomers pursuing DX. We have already 
started sales in Japan, and are getting 
ready to expand into the Asia-Pacific. 

FUJIFILM BI will never stop bringing a 
brighter future for everyone.”

Hisanori Makaya was appointed Presi-
dent and CEO of FUJIFILM Business 
Innovation on April 1, 2021. Prior to that, 
he was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Fuji 
Xerox since June 2019 and senior vice 
president since 2017. Before Fuji Xerox, he 
held various leadership roles at FUJIFILM 
Holdings, including in corporate plan-
ning, healthcare and graphic systems. He 
graduated from the Faculty of Economics, 
Doshisha University, Kyoto, Japan.

“We’ve changed our brand and set out 
on a new path,” says Hisanori Makaya, 
President and CEO of FUJIFILM Business 
Innovation (BI), formerly Fuji Xerox. “We 
are seizing this change, the biggest in 
our company’s history, as an opportunity 
to leverage the full wisdom of the Fujifilm 
Group to deliver innovative value to cus-
tomer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name change was brought about 
right after the Technology Agreement with 
Xerox Corporation ended on March 31, 
closing the curtain on almost 60 years as 
Fuji Xerox. Reborn under the Fujifilm brand, 
the company is now set to expand beyond 
Asia-Pacific to the world.

Leaping into New Businesses
Makaya says the company’s new name 
reflects FUJIFILM BI’s commitment to con-
tinued innovation. “Competition is grow-
ing fiercer by the day as businesses diver-
sify and globalize, so we need to help our 
stakeholders exchange information quickly 
and accurately,” he explains. “Our role is 
to maximize our customers’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by accelerating digital transfor-
mation (DX) and improving work efficiency 
so that they can concentrate on what mat-
ters most to them.”

Makaya believes the company’s new 
name truly represents its mission.

“Fujifilm has a proven track record of suc-
cessfully transforming itself from a photo-
graphic film manufacturer to a developer 
of various high-growth businesses such as 
healthcare, and with this amazing trans-
formation, the Fujifilm story became a 
case study for many,” he notes. “Together 
with Fujifilm’s global branding, reach 

and expertise, customers can be further 
assured of the upcoming innovations for 
our products and services. We are also 
committed to providing our usual excel-
lent service and quality assurance to all our 
customers. Our after-sales maintenance 
service level will be the same, if not better.” 

Along with the rebranding,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step is expansion into new 
markets. Makaya’s wealth of experience 
in leading many major business changes, 

including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s a key 
reason why he was promoted as CEO.

“Back when I joined Fuji Photo Film (now 
FUJIFILM Holdings) in the early 1980s, there 
was already talk about film eventually dis-
appearing, so the company was destined 
to change,” he recalls. “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commercial printing and saw all kinds of 
new ventures. It might sound overblown, 
but periods of change can push people to 

evolve, and companies are the same. That’s 
why we never stop. The important thing is 
not responding to changes, but to antici-
pate them and guide our own evolution.”

Innovating Through Fujifilm 
Synergies
So, what changes will occur at FUJIFILM BI?

“Our biggest synergy within the Fujifilm 
Group is in commercial printing,” Makaya 
explains. “We are integrating related divi-
sions to bring optimal printing solutions to 
our customers, as well as expand product 
lineups and collaborate in sales. In health-
care, we also combined respective strengths 
in image processing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o support and improve diag-
nosis efficiency. Customers can expect tru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the combined 
strengths of the Fujifilm Group.”

While the company was previously lim-
ited to Asia-Pacific, FUJIFILM BI is ready 
to start selling products globally under the 
Fujifilm brand. It is also considering ways 
to provide IT solutions and services that 
match new work styles that have emerged 
during the pandemic.

The company’s passion for business innova-
tion continues. As more offices go paperless, 
FUJIFILM BI is currently reassessing the future 
viability of multifunction printers (MFPs).

FUJIFILM BUSINESS INNOVATION: 

REBORN TO CREATE GLOBAL VALUE

Hisanori Mak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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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s can expect tru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the combined strengths of the 
Fujifilm Group.”
— HISANORI MAKAYA, PRESIDENT AND CEO, FUJIFILM BUSINESS INNOVATION

MANAGEMENT PHILOSOPHY
Makaya believes in inspiring employees to 
embrace change. He mentors employees on 
presentation skills by explaining that a story 
with a clear and logical flow is vital. He puts 
words into action when he organizes impor-
tant tasks using his favorite office tools: 
three beautiful and sophisticated pens and 
a leather-bound notebook. He believes that 
writing down the most essential content will 
help connect the dots and convey your story 
with clarity.

Fuji Xerox was renamed FUJIFILM Business Innovation on April 1, 2021. Hisanori Makaya, the company’s new 
President and CEO, outlines his global growth strategies under the Fujifilm brand and management philosophy.

「我認為 MFP 仍扮演重要的角色。」
真茅先生表示：「裝置連線雲端服務可
以支援遠距工作。隨著時代改變，我們
將連結進化後的 MFP 與各種自身、第
三方軟體，以滿足不同客戶需求。身為
領先企業的使命，就是為各種新的工作
方式建立基準。」
儘管在家工作減緩辦公室列印需求，
FUJIFILM BI 仍持續成長。疫情之下，
具備穩健資安功能的產品銷量仍超越去
年會計年度。
疫情亦未使該公司停止創新。該公司去
年 6 月推出 19 款 MFP 機型，並成功
延續使命，在 2021 年 4 月另外推出 
4 種機型和 14 款 ApeosPro、Apeos 
C 及 ApeosPrint 系 列 產 品， 且 是 
Fujifilm 品牌下的第一批產品。
公司同時為中小企業提供網路安全及
其他 IT 相關委外服務。其中一項來
自近期收購的 CSG Limited、現名為 
FUJIFILM CSG Limited。此服務源於 
FUJIFILM CSG 的 Code-Blue 業務，
已在日本推出，且正在考慮推廣至亞太
地區。
有關新的 IT 服務業務，真茅先生認為擁

有無限的可能性。
「 去 年 我 們 與 美 國 新 創 公 司 
Ripcord 成立合資公司 FUJIFILM 
RIPCORD，為配備機器人技術的掃
描器加入各種工程構想。」他表示：
「我們成功創造出可以掃描數億張紙
的自動化解決方案，輕鬆超越了傳統
文件數位化的限制。代表我們可以為
追求 DX 的客戶，帶來極大的貢獻。
我們已在日本開始銷售，並準備拓展
至亞太地區。FUJIFILM BI 永遠不會
停下腳步，將持續為所有人帶來更光
明的未來。」

真茅久則 2021 年 4 月 1 日起被任命
為 FUJIFILM Business Innovation 
總裁兼執行長。在此之前，他自 2019 
年 6 月起擔任 Fuji Xerox 的執行副總
裁、 2017 年起擔任資深副總裁。在加
入 Fuji Xerox 前，他曾在 FUJIFILM 
Holdings 擔任各種領導職務，包含企
業規劃、醫療和圖形系統。他畢業於日
本京都同志社大學經濟系。

FUJIFILM Business Innovation
https://www.fujifilm.com/fbglobal/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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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 ESG ！
富士軟片資訊攜手員工力行捐血、淨灘活動

「手」護魅力水岸景美溪淨溪活動

為全台血荒助一臂之力

台灣富士軟片資訊愛心不落人後
採購庇護工場產品

熱血不分南北、挽袖支援醫療前線

結合景美當地志工，台灣富士軟片資訊號召員工、舉行公

益淨溪活動，當天共吸引多位志工參與，在行經萬壽橋至

恆光橋段的景美溪沿線，共清理 28 公斤垃圾，包含 9 公

斤可回收的資源。

當日活動除清理及回收垃圾外，更結合在地文史導覽、水質檢

近日疫情與豪雨夾擊下，全台血庫存量告急，富士軟片資訊總

公司率先熱血響應，結合員工、大樓其他公司及社區里民，

一起挽袖、加入捐血的行列，當天共計募得 96 袋、24,000 

cc，為醫療用血盡一臂之力。

台灣富士軟片資訊採購桃園庇護工場產品，做為展示會活動的客戶贈禮之

用，善舉獲桃園市政府 109 年鼓勵企業團體訂購桃園庇護工場產品競賽

的銅質獎。

台灣富士軟片資訊位於高雄的南區營業二處同仁，發起公益捐

血活動，並廣為宣傳、號召同仁、同棟大樓其他公司行號、鄰

近社區響應，當天共計募得 53 袋、13,250 cc 熱血。

測教學與彩繪水黃皮吊飾的手做活動，讓員工了解在地的文化之外，更能深入體察河川生態保育重要性。

2021.8.14

2021.10.7

202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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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BRAND

台灣富士軟片資訊推出安心計劃
免租金租賃、軟體免費試用　全力支援企業疫情備援

隨著五月中新冠疫情警戒升級延燒，企業開始啟動備援應變計劃，以分流 / 異地 / 居家辦公、透過線

上互動減少群聚可能，除控制疫情傳散外，更同時維持營運之必要作業。台灣富士軟片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FUJIFILM Business Innovation Taiwan Co., Ltd）於 5 月 19 日宣佈推出疫情備援「安心

計劃」，以設備免費租用、多項遠端辦公相關解決方案線上試用，「疫」起挺台灣企業。

台灣富士軟片資訊行銷策略本部長何建賓表示，「為全力支援企業所需、面對台灣防疫以來最嚴峻挑

戰，身為企業最佳夥伴的台灣富士軟片資訊調度總部及內外資源，結合自身軟硬體服務及廣佈全台的

客戶支援網路，啟動『安心計劃』，協助企業快速備援辦公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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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計劃」包含企業建構第二辦公室、遠距辦公所需軟硬體。如免費承租企業所需的多功能事務

機，僅收取運費及依實際使用量計價。此外更提供 DocuWorks 文件傳送、DocuSign 電子簽核、

kintone 雲端作業 / 溝通與 FinalCode 文件資安存取等解決方案的免費 30-60 日試用。

除提供企業備援所需的軟硬體外，富士軟片資訊更以高規格防疫標準，進行設備的運送及安裝。相關

服務的工程師不但全程配戴醫療等級口罩，更將消毒酒精列為人員標配，在進出安裝地點時進行全身

及手部清潔、安裝後擦拭設備，為企業提供全方位的安心服務。

該方案共吸引 50 多家客戶租用多功能事務機、138 家客戶申請試用解決方案。

分流辦公必備
多功能
事務機

雲端平台
kintone

雲端資料庫

文件資安
FinalCode

機敏文件加密

團隊協作
DocuWorks
數位文件編輯

電子簽核
DocuSign
電子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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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VENT

今年第二波突然其來的疫情，加劇對企業的衝擊，影響

不僅更勝去年，也讓多數企業看到組織流程、工作環境

數位化的迫切－智聯網、資料雲、O 型辦公、ZERO 

TRUST…這不是未來，而是正發生在你我周遭的「新常

態」。疫後經濟新秩序逐漸復甦，喘息之餘的企業正紛

紛開始拚重整，以取得新常態的市場話語權。台灣富士

軟片資訊憑藉多年協助企業數位轉型的經驗，以「數位

加速力」為主題規劃一系列線上論壇，並展示我們引以

為傲的數位化解決方案。本次的線上活動共累計 1,403

人參與，12 家媒體採訪報導，強化了台灣富士軟片資

訊在數位轉型上的市場定位。

數位加速力
線上論壇暨展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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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之下，各大企業對於數位轉型

的需求不斷提升，而富士軟片資訊以顧

問式服務協助企業加速數位轉型，除

了 FUJIFILM 產品外，還提供知名 3rd 

Party 解決方案，協助打造企業的防疫

體質，轉化挑戰為成長契機，增加企業

的優勢與競爭力。」勝田董事長致詞時

提到。

數位化的進程刻不容緩！從去年延燒至

今的貿易戰、科技戰，加上疫情，如此

的變局下台灣的兩千大企業卻仍有 52%

尚未開始數位轉型。站在邁向數位次世

代的風口上，台灣富士軟片資訊希望透

過「自動化工作流程」、「智能遠程維

護」、「行動辦公與雲端」、「資訊安全」

和「量產型數位印刷」五大主軸的解決

方案，協助與會的企業主管或是決策者

一起落實、改變後疫情時代企業組織加

速數位化的有效方法與作為，從容面對

未來變局。

產品經理於 10 月 4 日媒體說明會，向媒體展示重點產品與解

決方案。

專業解說影片隨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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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VENT

2020 IPA 創新印刷大獎
台灣三家客戶榮譽獲獎

富士軟片資訊亞太總部宣布 PIXI 獎在舉行 12 年後、正式更名為創

新印刷大獎 (Innovation Print Awards)。主要目的為嘉獎亞洲各

國使用富士軟片資訊量產印刷機型，所印製的傑出及創新作品。

2020 年創新印刷獎吸引 16 個類別、共 242 件作品參與。此次

新增二個獎項，包含印刷技術類的「最佳創意設計獎」，此一類

別主要是應用數位印刷中的多種創意與創新，以展現 Iridesse ™

彩色量產型數位印刷機的特殊色多樣應用，此外 12 年來首次有

兩項得獎作品使用富士軟片資訊 Jet Press 超高速數位噴墨與 

Acuity 八色寬幅 UV 大圖噴墨設備。評審團包含來自亞洲印刷大

賽的專家諸如 Paul Callaghan 與 Major Wong Wing Kwong，

逐一審視各作品在印刷品質、數位技術使用、創新程度、商用價值、

整體美感的程度，並以品質為優先條件，選出來自八國共 17 件作

品獲得首獎。

今年台灣有三件作品獲得 IPA 獎項，首先，家裡蹲創意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的作品《台灣風景 2.5D 便條紙》，使用 200 磅美術紙，使

用富士軟片資訊高階量產設備輸出後，再加上後製雷雕，讓圖案有

立體的造型，突破了傳統便條紙思維，榮獲辦公室應用類別第一名。

家裡蹲創意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風景 2.5D 便條紙》

2020 IPA 頒獎

創億商模有限公司
《My Fancy Card》

正豐圖文製版有限公司
《非關男孩的俱樂部菜單》

14

而創億商模有限公司作品《My Fancy Card》是由三層卡組合，正面做雷雕處理，中間貼合了一張有色紙，背

面加上局部光的效果，用這種獨創的小巧思讓名片的設計更加值，榮獲辦公室應用類別第二名。

最後是正豐圖文製版有限公司的作品《非關男孩的俱樂部菜單》，這份菜單是為一間知名餐廳所設計的酒單，

除了整體設計獨特，由於輸出的色彩非常飽和，為整份作品加分，榮獲最佳創意設計類別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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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20_ 南區營業二處

8/18_ 中區營業處

8/24_ 中區營業處

9/9_ 南區營業一處   9/23_ 台北營業二處

  9/9-10_ 台北營業二處

全台 12 場客戶研討會
分享新品與解決方案應用

在 8 月中旬、疫情趨緩後，台灣富士軟片資訊全台

各區處積極主辦小型的客戶研討會，針對 Apeos

新品、對應的軟體應用，以及 Ragic! 雲端、RPA、

DocuSign 電子簽核等解決方案，展示產品及應用

實例。截至 9 月底，共舉行 12 場、有超過 200 家

客戶蒞臨參與，並給予我們第一手的回饋與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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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BUSINESS SOLUTIONS

後疫時代！
瞄準 AIoT 大趨勢，打造疫後轉型新場景

當台灣還在談論「疫後新常態」的同時，全球企業

已大刀破斧，以「打造疫後新場景」的全新思維，

試圖在逆境中創造機會、突破風口，搶先掌握未來

的長尾商機！

那麼你呢？打算採用什麼策略趕上這波復甦期？在

決定採取用什麼行動方案之前，讓我們先了解，全

世界因為 COVID-19 衍生了哪些新場景？

根據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The future

of work after COVID-19》報告指出，疫情重塑

全球辦公場景和勞工市場，不僅加速遠距辦公、電

子商務和流程自動化的應用情境，同時也讓高薪職

務的需求增加、低薪職務大量消失；直至 2030 年

前，全球每 16 名工作者，就會有 1 人被迫轉換工

作型態；近一半的勞工，必須學習新技能、適應新

型科技產品，才能保住飯碗。

未來工作場景充滿變數，但可預測的是，變動幅度與

「人群接觸距離的遠近」呈現高度正向關係。報告指

出，在短期內，「與人接觸緊密度 (High physical 

proximity)」愈高的工作場景，像是醫療產業、個人

服務相關（美容美髮、健身房等）、據點服務業（銀行、

商店、餐廳等）和旅遊 / 餐廳業等。這些以第一線服

務人員為主的工作型態，被迫轉變為線上作業或暫停

服務，雖說在短期內造成衝擊最大，但待疫情趨緩，

衝擊幅度也會變小，即使消費行為的轉變有可能成為

未來趨勢，但不是現在！

應用遠端科技 ABC，加速數位商務轉型 短期：「與人接觸」緊密度愈高，變動愈大！

圖片來源：Mckinsey_ The future of work after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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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把時間軸拉長，將有四大場景將受到

永久衝擊，包括以電腦為主的辦公室工作場景、

室內製造/倉儲業、旅遊/餐廳業和據點服務業。

不論何種產業，只要以電腦為主的辦公室工作場

景，將會持續擴大實施遠距辦公、WFH 居家辦

公和線上視訊會議，轉變為混和辦公模式。旅遊

和餐廳服務業的人力需求將減少，原因除了跨國

旅遊、出差需求降低外，此類型的低薪職務工作

內容，如訂單安排將由 AI 或 RPA 機器人取代。

無論疫情在短期或長期造成的衝擊，或是對各

種工作型態的影響，歸納報告重點，只要掌握

ABC 三大關鍵，就是你創建新場景的機會點：

● AIoT 串聯物聯網

● Big Data 大數據分析

● Cloud & Mobile 整合雲端行動化

長期：四大場景受永久衝擊，轉型勢在必行！

ABC 科技應用概念，最早被應用在 FinTech 金融圈。國內

也有不少金融業，如中國信託、國泰銀行皆已導入，甚至擴

大延伸至 ABCDEF 六大數位基礎，分別代表 AI 人工智慧、

Blockchain 區 塊 鏈 、Cloud Computing 雲端運算、

Big Data 大數據分析、Customer Experience 客戶體驗

和 FinTech 投資金融科技，以服務數位化、流程自動化、

產品智能化再加上場景金融化來推動數位轉型。

大家可能會想，我們不是大型企業，沒有足夠資金開發

AI 技術、建置數據資料庫或自行架設雲端設施，該如

何透過 ABC 技術，來獲得營收成長？

不用擔心！其實 ABC 應用場景，無論企業規模大小、

產業類別、單位部門，都可以實行！只要從企業內部工

作流程、文件管理著手，並導入適合的辦公室解決方案，

就能輕鬆實現數位化、數位優化，進而實現數位轉型！

台灣富士軟片資訊創建專屬企業的 ABC 新場景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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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BUSINESS SOLUTIONS

透過 AIoT 設備聯網，讓設備自行管理設備。

以往，辦公室的事務機和印表機大多由總務人員負責，包含設備

叫修、採購碳粉等耗材。但在疫情非常時期，倘若實施分流辦公，

該如何管理各單位多台事務機、耗材補充和緊急維修？

透過導入遠端應用 ABC，包括，AIoT-「EP-BB 企業夥伴自動服

務平台」串聯多台設備、Big Data -「RDHC 遠端裝置狀態檢查

服務」進行數據分析及 Cloud Service-「Device Log Service

雲端設備管理服務」，來讓設備自行維護管理設備。透過系統監

控每台設備的健康狀況、耗材主動寄送、即時管控印量成本的需

求，不僅能因應疫情減少接觸，亦能降低設備意外停機時間，解

放總務和 IT 人員的管理負擔！

善用資訊科技，展開一站式自動化流程，提升效率！

實現數位轉型之前，進行文件數位化和辦公流程數位優化是不可少

的階段。我們發現，現行許多企業仍保有許多歷史文件包袱，尚未

將紙本文件數位化存檔；因此，數位化第一步，是透過掃描紙本轉

換成數位電子檔，再透過 OCR 光學字元辨識，自動擷取並分析影

像檔中的重點資訊。

第二步，優化例行流程，也就是實行自動化。舉例來說，可將高度

重複的人工作業，交由 RPA 機器人執行，一個滿載機器然僅占人力

成本的 1/3，可讓高薪職務的員工專注於高價值工作上，大幅提升

營運效率、降低人力成本。

最後，運用現有雲端資料庫（如 Ragic!、kintone），將需要頻

繁更新或跨部門協作的表單、案件管理表、簽核流程等全數上雲！

僅需透過租用雲端辦公平台，將工作進度、資料處理改為雲端作

業，可透過手機即時查改資料及收取訊息通知，即使遠端辦公也

可達到與辦公室相同日常作業溝通。

智能遠程
設備管理

自動化
工作流程

面 向 一

面 向 二

A

A

B

B

C

C

EP-BB 智慧串聯設備

OCR 光學字元辨識，
文件數位化

RDHC 遠端健檢，數據分析
與預測

RPA 機器人快速蒐集，
啟動數位勞動力

Device Log Service 
雲端設備管理服務

Ragic 雲端資料庫，
行動辦公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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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現代化資料保護與設備管理，捨棄孤島分散管理模式！

無論身處轉型的哪一個階段，文件資安管理是企業必備的關鍵策略！

由於駭客攻擊手法已經超出傳統防護模式，單靠警示通知來應變早

已來不及；因此，可透過將事務機整合 Next Generation SIEM 新

世代安全事件管理系統（NG SIEM），其加入 AI 、Big Data 智能

分析能力，能對巨量多變的資安攻擊快速偵測、分析、加速應變處

理，提早解決資安威脅！

面對疫後轉變，全球企業營運模式和消費者購物行為已起了很大變

化，不論任何產業都應思考如何在新環境中打造新場景以獲取商機！

同時，企業也需檢視內部資源，並非什麼都要自己做，而是要善用

現有平台和合作夥伴，用最少資源達到最大綜效！

台灣富士軟片資訊擁有辦公室解決方案實戰經驗，協助超過百家企

業客戶，因應機敏文件管控和流程自動化需求佈局數位新場景，成

功讓客戶享受數位轉型後帶來的營運效益和新商機！

數位文件
資安

NG SIEM 單一平台彙整、
稽核、主動防禦

設備稽核紀錄

多功能事務機

處理分析巨
量多樣資料

過濾有用情報

加速即時反應

威脅規模

漏洞型態

攻擊目標

攻擊手段● 分析紀錄、偵測資安威脅
● 即時發送警告給系統管理員

中央管控：SIEM 系統

巨量

多樣

精確

快速

面 向 三

全面整合 SIEM，加快發現潛伏資安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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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二三木頭人遊戲中，完全演示出 IT 人員在資安

管控的難處！為了給予使用者便利，建置一個「可

信任 Trust」的安全管理環境，相信企業內部的人

和裝置均可信任，但如同《魷魚遊戲》所傳遞的訊

息：人性求生本能、貪圖便利，過多的信任等於向

駭客、惡意洩漏者敞開安全大門，將引發內部極大

的資安風險！

因此，在 2010 年，Forrester Research 前副總

裁、現任全球網路安全企業 Palo Alto Networks

的首席 CTO John Kindervag 提出「Zero Trust 

零信任」（Zero Trust Architecture, ZTA）概

念，強調任何的網路存取應預設為不可信任，亦即

企業內部的內外網絡、每一個裝置、系統和使用者，

皆需經過認證，才可依政策權限進行存取和監控。

此架構一提出，各大企業如 Google、Netflix、

Microsoft 也紛紛展開 Zero Trust 行動方案。

直至 2020 年 8 月，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所

（NIST），發布 NIST SP 800-207 規範，將 ZTA

架構納入其中，成為美國聯邦政府採用 ZTA 的指

南；甚至在今年五月，美國總統拜登一上任即下達

網路安全行政命令，要求美國政府單位、相關機構

和為其提供服務的軟體商，需於 60 天內制定 ZTA

實施計畫、完善備妥執法部門資安稽核所需的 Log

資訊和規定使用多重認證與安全加密等措施，全力

導入 Zero Trust 新秩序！

Trust 到 ZERO Trust 的轉變

其實你我每天都在玩《魷魚遊戲》
一場明爭暗鬥的資安攻防戰

一二三木頭人……

席捲全球的《魷魚遊戲》，深刻描繪職場和社會底

層人物的生活寫照；但對身為公司 IT 管理者的我，

倒覺得更像是一場和內部同仁明爭暗鬥的「資安木

頭人」攻防戰！

在這場「資安木頭人」遊戲中，場景如同我們身處

的辦公環境，IT 人員就像那巨型女娃機器人，並在

場景內打造一個內部網路安全環境，也就是傳統的

「可信任區域」。在此遊戲場域內，每位使用者皆

通過身份驗證並授權使用所有系統與裝置，IT 人員

僅在「可看的見的」範圍內實行安全監控；表面看

來，員工會乖乖地依循資安政策，但是，一旦在監

控視線外，所有人則可以恣意地橫向移動、存取裝

置和機敏文件，出現成千上萬的資安漏洞！

用 Zero Trust 終結人性戰爭，
啟動資安新秩序

10000370401C2020

isis

富士軟片資訊產品榮獲美國 NISTSP800-171 資訊安全

標準認證 - 最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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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ro trust 架構涵蓋範圍相當廣，包含使用者身份驗證、裝置、資料、應用程式、基礎設施、網路和企業資安政策，

此七大面向始終圍繞著 Never Trust, Always Verify 準則。透過以下架構圖，為您簡單說明，企業該從哪些面向以

及為什麼急需導入 ZTA 的原因？

首先，企業內部所有的工作流程、企業活動都要藉由裝置運行，例如電腦、行動裝置、事務機、伺服器等設備；加上，

全球進入物聯交鋒世代，所有裝置物件都能彼此串聯與溝通，那麼設備本體是否有足以抵擋資安危脅的安全機制、

能否主動偵測駭客入侵、惡意竄改的功能，以及完善日誌稽核明細和加密機制，才能防禦無所不在的資安風險？

第二，使用者身份驗證是存取裝置的第一道防線！不論透過單一認證或多因子驗證來確認使用者的合法身份，IT 人

員也需依照企業資安政策，謹慎考量每位使用者的存取權限，避免越權存取內部機敏文件，以強化整體的安全性。

第三，檔案和資料的紀錄追蹤。在架構整體 Log 操作紀錄的流程中，多數資安專家均推薦文件影像備份的管理模式，

不僅能將所有文件影像備存，同時也能詳細記錄 Who 哪位使用者，Where 在哪台電腦或事務機，What 操作哪一

份文件！讓所有操作都有詳細的 Log 紀錄，確保資安稽核無斷層！

富士軟片資訊已成功協助各大企業建置 ZTA 架構，不論從身份驗證和存取權限、零信任檔案管理和影像記錄備

份管理追蹤，或是從各種文件資訊安全歸檔、優化工作流程諮詢等等，我們提供各式文件資安解決方案，幫您

強化資安體質，無需再擔心人心難防的資安洩漏者！

邁向 ZERO Trust，從三大面向著手，提升資安絕不失手！

晉升 Zero Trust 的領先企業，交給我們！

安全策略執行
Security Policy Enforcement

企業資安政策
Organization Policy

安全威脅情報
Threat Intelligence

身份識別
Identities

資料
Data

應用程式
Applications

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

網路
Network

裝置
Devices

多因子身份驗證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使用者風險活動
User/ session Risk

裝置風險狀態
Device Risk State

設備資源盤點
Device Inventory

分類、標籤化、加密
Classify, Label, Encrypt

限制存取
Adaptive Access

存取與運作期間管控
Access and Runtime Control

即時威脅偵測
Threat Protection

參考資料來源：Microsoft；圖片重製：台灣富士軟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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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聲明稿提前出流出，使得合作夥伴、供應鏈和投資人開始質疑蘋果內部管理模式，進而影響努

力經營的聲譽與價值；此外，該案判決結果連動 APP 軟體產業生態對未來開發、上架的決策，進

而撼動相關產業股價走向。

一張紙洩漏，撼動各大產業

01

03

02

新品資訊提前外流，讓蘋果的競爭對手和仿冒商有機會光明正大地竊取或仿造商業機密，奪取不

少商機。

蘋果身為高科技龍頭，內部會議資訊卻因管理不當而遭外流，不僅讓投資人、果粉開始質疑蘋果

內部管理個資的嚴謹度，進而造成品牌負面形象，也讓以身為蘋果一員的員工士氣受挫。

蘋果內部文件外洩不只一次，彙整過往至今資安洩漏事件，已嚴重造成巨大損失，包括以下三大事件：

未上市新品資訊外流－企業營收和客群損失

內部會議內容全民皆知－品牌形象、員工士氣受挫

與 Epic Games 司法判決提前曝光—企業聲譽受創、股價下跌

蘋果公司內部機敏文件外洩事件層出不窮，包括新品

iPhone 13、新 iPad、Apple Watch Series 7 提前

曝光、與 Epic Games 司法判決聲明稿和內部會議細

節皆遭內部員工惡意洩漏；儘管該會議已禁止員工攜帶

電子裝置參與會議，只能透過手寫紙本紀錄，但會後所

有細節卻立即公開見報！為此，蘋果 CEO 庫克罕見動

怒，親自致信與員工溝通！

在信件中，庫克嚴厲指出：公司正盡一切可能揪

出洩密者，蘋果絕不容許企業機敏資訊外洩。

然而這份發給員工的內部信件，也被洩漏給媒體……再次指出，內鬼無所不在，不防不行！

蘋果內部消息不斷遭外洩
全力追查洩密員工！

AWILM 強化紙本資安防護殺手鐧

圖片來源：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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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蘋果有 AWILM 追蹤文件流向，就不怕被內鬼咬好幾口…

就算庫克這次鐵定決心，要全力追查洩密者，卻因

為沒有建置紙本文件資安管控機制，導致事後追查

難上加難！

這時候，如果有台灣富士軟片資訊 ApeosWare 

Image Log Management 文件影像備份管理解

決方案（AWILM），就能全面掌握機敏文件資訊

的流向。

身為企業文件守門員的 AWILM，透過影像備份、

儲存所有經由事務機複印、列印、掃描或傳真的文

件，監控使用者文件處理流程；不論是事前文件影

像備份，建立所有使用者處理文件的 Log 紀錄、事

中關鍵字監測機敏文件的動向，以及事後即時應變措

施，快速找出文件洩漏的源頭，誰在哪個時間點、洩

漏了哪些文件，即時揪出公司內鬼！

AWILM 
企業文件的守門員！  輕鬆追查文件洩密者、告別文件紀錄斷

文件影像備份解決方案
ApeosWare Image Log Management

建立影像備份紀錄 搜尋影像紀錄 / OCR 更精準 監控關鍵字報告

告知員工所有經由事務機 列印 /
複印 / 掃描 / 傳真 的文件將被
影像備份紀錄，達到嚇阻作用。

● 高達 320 萬筆

● 附註記錄文件處理細節和設備資訊

● 高達 500 組關鍵字

● 系統定期搜尋，主動回報管理員● 使用者

● 工作類型：複印 / 列印 / 傳真 / 掃描 / 其他

● 日期區間

● 關鍵字

● 設備

勾選篩選條件，快速搜尋文件流向，
立即找出外洩源頭：
誰在哪個時間點、外洩了哪些文件

追蹤敏感關鍵字，即時回傳報告，
捕捉資安漏洞現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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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Normal: Remote Working Style
迎接新常態：遠端辦公解決方案

「遠距辦公已成為工作新常態，您的組織或團隊準備好了嗎？」

這是從五月台灣第一次進入三級警戒以來，我們不斷詢問客戶的一個問題。然而，落實遠距辦公的

關鍵，無非就是要打破時空限制，如往常一樣建立一個和辦公室一樣工作的環境。當辦公定義不再

只是侷限於傳統的辦公室，如何確保團隊能在不同情境、情況下達到完美的協作，讓員工能在不同

的空間中，依舊能進行會議、共同協作及完善工作流程，讓工作效率事半功倍，打造更有彈性的遠

端安全工作環境？

2021 線上說明會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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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富士軟片資訊從五月至七月密集

舉辦一系列的遠端辦公線上說明會，

從數位化、自動化到最終的智慧化，

循序漸進勾勒出遠端辦公新場景，協

助企業即時佈署，一起發現未來次世

代的企業決勝點。

加 LINE 好友，
第一手掌握最新活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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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軟片資訊推出量產型數位印刷新品牌
Revoria PressTM PC1120 和 Revoria PressTM E1
系列新產品隆重登場

Revoria PressTM PC1120

富士軟片資訊以全新 Revoria 品牌推出兩款量產型數

位印刷設備，包含針對高端專業印刷市場的量產型彩色

印刷機 Revoria PressTM PC1120 ，以及兼具專業與

辦公室用、即需即印的黑白量產型數位印刷機 Revoria 

PressTM E1。

新品牌名 Revoria 源自「revolution」（革命）一詞和

「-ia」（國家或土地）。寓意為透過革新量產型印刷業

務、創造全新「領地」與前所未有的價值。新品牌更融

合「reborn」（重生）、「renew」（更新）和「refine」

（完善），呈現在 Revo「r」ia 的拼字中（包含「r」而

非「l」），以體現富士軟片資訊經歷重生、進入新階段

的決心。品牌識別以鳥類穿越肥沃土地、飛向冉冉升起

太陽，象徵富士軟片資訊將持續攜手客戶、邁向成功。

https://www.istockphoto.com/photo/close-up-of-two-women-
choosing-samples-of-wall-paint-interior-designer-consulting-a-
gm1291484089-38659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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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ria ™ Press PC1120 採單次 6 色引擎 (1-pass-6-color)，除了 CMYK 碳粉外，還可搭載兩組特殊

色碳粉，包括金色、銀色、白色、透明色、消光透明色以及粉紅色，藉由在銀色或金色上疊印 CMYK，可

列印各種耀眼的金屬色，創造豐富的色彩表現，進而擴展事業的可能性

搭載的獨家吸氣式送紙器以梭頭形狀和機制，運用空氣來牽引紙張，更精準地分

開和傳送不同類型的紙張，並且能夠大幅改善含大量紙塵、表面有不均勻紋理之

紙張，或容易多張送紙之塗佈紙的進紙效能，以達成不同紙張種類皆能穩定和連

續高速供紙。

● 6 色引擎為數位印刷帶來無與倫比的表達力

● 6 獨家吸氣式送紙器，精準有效率地連續供紙

● 運用 AI 人工智慧自動校正影像紙

產品標籤應用 - 特殊色銀色打造金屬感 以 AI 技術優化相片 - 更細膩、更光澤感、更滑順

AI 人工智慧會自動決定在頁面上適用於各種攝影影像的場景，並適度修正各種場景適用的影像；遇到如影

像太亮、太暗、背光曝光等需校正等影像缺乏光澤狀況時，會根據 AI 判斷自動進行色彩校正，而遇到膚色

不均等膚色校正問題時，也能夠透過自動校正功能使皮膚紋理表現得更平滑。

結合 AI 人工智慧和自動化技術，協助客戶拓展業務、提升生產力。

想了解更多產品介紹，
請掃描以下 QR Code 觀賞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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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軟片資訊推出量產型數位印刷新品牌
Revoria PressTM E1 系列
以絕美出色的輸出品質，升級黑白印刷應用

05. DIGITAL PRINTING SOLUTIONS

想了解更多產品介紹
請掃描上方 QR Code 觀賞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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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ria PressTM E1 系列

Revoria Flow 列印伺服器採用 64 位元架構，能夠提

供高速解譯以及高影像品質；同時。影像資料處理採用

FUJIFILM Business Innovation 獨特的 HQ 數位網屏

技術 (MACS)，可在設備上產生 2400x2400 dpi 的高

解析度平順影像，有效將列印引擎性能最大化。

Revoria PressTM E1 系列設備核心雷射組件 ROS 使用 VCSEL 技術，能夠以 32 道雷射光束同時

繪製影像，進行 2400 x 2400 dpi 的超高畫質輸出；而 EA-Eco LGK 碳粉具有 6.5 微米的極小

粒徑，能夠重現將相片中的漸層感表現得更為平順，以及調整圖片的濃度一致性，更能清楚呈現

細小的文字。同時，EA-Eco LGK 碳粉能使列印出的文字變得易於閱讀且較不刺眼，保護讀者的

眼睛。

● Revoria Flow 列印伺服器，同時具備高影像、高速處理

● 2400 x 2400 dpi 高解析度、EA-Eco LGK 碳粉，
造就超高影像品質

EA-Eco LGK 碳粉能夠清晰呈現細小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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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印刷的數位加值新思維
疫情衝擊印刷市場？不！疫情加速了數位印刷成長！

COVID-19 爆發影響了全球醫療、經濟、工作模式及休閒娛樂，同時也衝擊了印刷市場，面對衝擊，

印刷業者需要做的事情便是「順勢而為」。根據台灣富士軟片資訊的觀察，數位印刷在疫情下發展出

的三大趨勢包括：一、更精緻的包裝：疫情期間在家購物風氣興起，根據經濟部統計，今年 Q2 零售

業網路銷售額較去年同期成長 33.7%，電商客戶從 5 月以來大增 35%，因此包裝的重要性也相對增

加；二、更即時的訊息：外帶 / 外送服務崛起，餐飲業者提供外送或宅配服務之家數占比由去年 4 月

的 57%，提高至今年 5 月的 64.8%；更短版的出版：在家閱讀風潮興起，疫情帶動多種書系銷量提升，

如童書增八成，疫情後購書人數平均成長近六成，上半年總銷量較去年同期增六成。

根據以上種種數據可以知曉，數位印刷的需求並未消失，而是以另一種方式存在！在 Keypoint 

Intelligence 2020 所釋出的一份調查報告中也指出，相較於數位行銷，印刷品更能夠有效吸引消

費者目光，而其中又以含有客製化資訊內容的印刷品最受消費者喜愛，所以，重要的並不是找客戶

來購買我們的印刷品，而是思考如何將印刷品「加值」後，提供給客戶。針對數位加值，台灣富士

軟片資訊產品經理石晏規劃出了以下幾點。

所謂的產品加值，包括了紙張應用、特殊色應用，以及影像品質的把關。當客戶提交設計檔案時，我

們有多少紙材、色彩變化能夠讓客戶原先的設計在輸出後超出原先設計時的想像？此外，不論客戶要

印製向量或是 RGB 檔案時，印刷業者皆需衡量是否有足夠的印前軟體去支援客戶的需求。

● 產品加值

h t t p s : / /www . i s t ockpho to . com /pho to / co l ou r f u l - f r ench - f o l ded -page s -
gm114282355-566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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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評價發達的時代，所有服務皆會被快速地放大檢視及分享，所以「服務」，已然成為印刷流

程中的重要環節。從初步的檔案提供，就可能面臨到客戶需要即時轉換色彩，例如從 CMYK 四

色轉換到含有特殊色，或是檔案查檢、組頁排版等。富士軟片資訊提供的軟體能夠取代重複性的

工作流程，不僅操作簡單、人性化，更能讓員工有更多時間去應付自己的業務；而對應到打樣或

量產需求時，也能夠藉由儲存的工作紀錄快速生產，再進一步，印刷業者也能夠因應環境以及消

費者需求開發網路下單平台。

最後，概念加值便是讓客戶更快獲得市場趨勢、

資訊以及理解同業最新狀況。富士軟片資訊每年

舉辦 IPA 創新印刷大獎，讓客戶藉由比賽中的

作品交流，更加認識亞太各國透過富士軟片資訊

的設備所印製出的作品以及商業應用；另也會不

定期舉辦設計師、印刷業者以及廠商三方的研討

會分享活動，透過交流來激盪創意發想，這些活

動即是能夠讓終端消費者獲得市場資訊以及設計

印刷的概念加值服務。

富士軟片資訊認為以上針對商業印刷所規劃的三

大數位加值：「產品加值」、「服務加值」以及

「概念加值」，皆是印刷業者未來可以考量的投

資，希望以此幫助印刷業者增加其價值，將更好

的服務提供給終端客戶，增加客戶黏著度！

● 服務加值

● 概念加值

同業作品分享於富士軟片資訊活動展示櫃

* 創造差異化的服務加值範疇包括提供檔案修改、即需即印及網路下單

富士軟片資訊不定期舉辦研討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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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後辦公進化 你準備好了嗎？
FUJIFILM 發表新一代平價高規印表機
ApeosPrint / Apeos C325 印表機及複合機系列

上半年因疫情，台灣企業開啟長達 2 個多月的居家辦公模式，使企業及上班族紛紛意識到遠距辦公帶

來的彈性，以及成本管控等優點。同時，由於人口城市集中化及城市租金上漲壓力，更進一步帶來疫

後的辦公生態走向「去總部化」，以及對新型態商用辦公設備的需求。

觀察到此一趨勢，台灣富士軟片資訊隨即於今年 5 月推出新一代彩色 S-LED 印表機與複合機 -Apeos 

C325 系列，由於「體積精巧、高速輸出、智能操作」等特色，以及「平價高規」購入成本符合微商

務使用者需求，在各大網購通路中幾度熱銷缺貨，今天就讓小編為你開箱解密這款新機熱賣的原因。

根據台灣某不動產公司的觀察，後疫情商辦空間將迎來「去總部化」的改變，企業開始考慮採取「混

合辦公模式」，讓部份員工居家辦公，或考量疫情常態下規劃第二辦公室，甚至是採「非固定式座位」

等分流措施。面對辦公區域的縮減及分散，總務人員首先面臨最大的挑戰即是「如何在有限空間內，

建置相同生產力的辦公設備？」。

每分鐘 31 頁列印速度，在家也能高效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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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面對辦公區域縮減，或是生活空間與辦公混合的

趨勢，上班族需要的是可以更靈活擺放的辦公設備，因

此 Apeos C325 系列另一項特色即是「精巧、方正」的

外型設計能輕鬆融入在各種環境的限制中，特別是與其

他市售同級產品相較，不僅減少 40% 體積，重量更減少

30%，可以說是相當便利。此外，考量居家辦公的使用者

難免面臨生活與辦公空間的衝突，特別是家中如果有孩童

更不能不考量線路的收納問題。Apeos C325 系列支援

無線網路連線，印表機只要插電就能隨處擺放，不必考量

USB 線收納問題，或是與電腦同時擺放的限制。

富士軟片資訊更觀察到行動裝置的普及帶來「跨螢辦公」

趨勢，檔案與事務機之間的傳輸不再只侷限於電腦，而是

手機、平板等多種裝置的交錯，而在商業競速的環境中，

效率化最重要的就是「儘可能減少文件的傳輸路徑」。

Apeos C325 系列通過 AirPrint 及 Mopria 認證，不

論是 iOS 或 Android 的手機用戶，在不需另外安裝驅

動程式下，即可與連線印表機進行列印。如果想進一步

從事務機掃描檔案至手機，使用者也能選擇下載由富士

軟片資訊研發的 Print Utility app，跨裝置間的文件轉

傳設計可以說是相當便利。

不受空間限制的精巧體積、連線設計

支援跨裝置的工作傳輸

新上市的 Apeos C325 系列每分鐘輸出達 31 頁，不論

彩色、黑白皆維持同速輸出效能。此外，這款印表機的

印刷技術，更是採用與該品牌數位印刷機、影印機相同

的 S-LED 印字頭，這項技術透過 ASIC 驅動晶片精準控

制每一個 LED 光點的發光強度與時間，相較於傳統的雷

射列印系統，更能精確呈現原稿色彩與最佳化輸出效果，

讓使用者能同時兼顧「速度與品質」。
FUJIFILM 推出新一代平價高規彩色 S-LED 輸出
機種系列，圖為 Apeos C325 複合機系列。

Apeos C325 系列精巧的體積設計，相當適合居
家辦公或採取分流辦公的企業選購。

FUJIFILM Print Utility App 使行動辦公無縫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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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隨著行動裝置的使用改變人們對面板使用的習

慣，富士軟片資訊此次特別針對 Apeos C325 複合機

系列的彩色觸控界面進行大幅度的改版，將所有功能操

作都設計成一個個的 App，此外，還能將個人經常操

作的功能流程釘選在面板上，免去重複操作的時間，真

的是相當便利呢！

Apeos C325 系列複合機搭配 2.8 吋彩色觸控
面板，如同行動裝置一樣操作直覺。

產品小檔案

想知道更多 Apeos C325 系列的使用者體驗嗎？快掃描我！

「小宅實驗」怎麼說 設計師 Loui 怎麼說

* 僅適用於Apeos C325 z

Apeos 
C325 z / C325 dw  

ApeosPrint 
C325 dw

寬410x深430x高366 mm 寬410x深430x高255 mm

Apeos C325 z / C325 dw  
‧A4多功能複合機
‧2.8吋彩色觸控中文面板
‧支援Ethernet、USB和Wi-Fi
‧掃描至電腦、電子郵件、共用資料夾儲存
‧ID卡列印、複印和2合1列印

ApeosPrint C325 dw
‧A4印表機   
‧雙行式液晶顯示器（LCD）
‧支援Ethernet、USB和Wi-Fi

PrintPrint Copy ScanFax*

21kg

17kg

Colour Wi-Fi31 ppmA4 Colour Wi-Fi31 ppmA4

Print U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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