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伍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的前四章分別為緒論、文獻探討、研究方法以及結果與討
論，本章總結前四章，內容包括：
第一節 研究結果之整合
第二節 研究發現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之整合
在移印工藝中，正確的色彩複製常受到許多材料和作業條件變
異所影響，由於移印轉印至承印材料上的墨膜厚度較一般平版為
厚，使得承載油墨之移印版印紋深度控制在正確的色彩複製具有關
鍵性的地位。本研究主要在於探討樹脂移印版製版時，基於控制性
的考量，針對曬版時前露光時間與製版時所選擇之網屏線數兩種因
子對於印版網孔深度形成的影響。
實驗利用 UGRA 導表翻製實驗所需之測試底片，採用 BASF
點光源曬版機及連續型樹脂顯影洗版機製作樹脂移印測試版，以及
利用焦點式顯微測深儀量測印版印紋深度（依變項）之數據作為統
計分析用。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1、探討製版時影響樹脂移印版
印紋網孔深度變化的主要因素以及相關適性分析。2、探討製版時
前露光時間及網屏線數變化與印紋網孔深度形成之相關性以及建
立一影響印版深度變化之適當掌控方式。3、期使建立有效掌握影
響樹脂移印版製版品質之深度變因參數，縮短製版時程，強化樹脂
移印版製版的品質與效率。
本研究為兩因子實驗設計（Factorial Design）的研究，兩個實
驗因子分別為（1）製版時選擇之網屏線數（2）製版時控制印紋深
度之前露光時間，實驗設計為 4×5 兩因子設計（網屏線數因子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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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水準，分別為 80L/cm、100L/cm、120L/cm、150L/cm。前露光
時間因子有 5 個水準，分別為 0 秒、2 秒、4 秒、6 秒、8 秒。因子
水準的訂定乃為了使研究結果具有實用性與應用性，參考業者常用
之網屏線數與可能的前露光時間。
實驗設計共有二十種（4×5）不同的實驗處理組合，二十種實
驗處理組合以隨機的方式決定實驗的先後順序，每個處理組合各製
作 45 份樣本，故實驗結果可得 900 份樣本，再利用顯微測深儀量
測 900 份樣本印版印紋深度（依變項）之數據，將所測得之數據利
用 SPSS12.0 統計軟體來作資料分析。以下就研究假設的檢定結果
與發現作整理探討。
一、樹脂移印版深度控制特性描述
本研究 BASF 樹脂移印版之製版深度控制特性依實驗測量結果
如下：在同時考慮前露光時間及網屏線數變化兩項深度控制因子
時，整個實驗處理結果之印紋深度值介於 14 至 77μm 之間，印紋最
大深度值出現在完全無前露光時間（0 秒）以及網屏線數為 80 L/cm
時之實驗處理組合，其平均深度值為 76.444，其次為前露光時間 0
秒而網屏線數為 100 L/cm 之實驗處理組合，其印紋深度值為
64.222 ，印紋深度值最小為前露光時間 8 秒而網屏線數為 150 L/cm
之實驗處理組合，其平均深度值為 14.578。樹脂移印版印紋深度控
制基本特性如下：
（一）樹脂移印版印紋深度控制與前露光時間和網屏線數成反比，基
本上印紋深度隨前露光時間的增加而減少，同時也隨網屏線數的
增加而減少。
（二）前露光時間與網屏線數兩實驗因子對印版印紋深度控制有交互
作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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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設檢定結果
（一）兩因子變異數分析
本研究為 4×5 兩因子實驗設計，其兩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構
模式如下列所示，假設檢定之顯著水準（α 值）設定為 0.05。
Yijk＝μ…＋αj＋βk＋αβjk＋εijk＝μjk＋εijk
其中α代表前露光時間，β表網屏線數，αβ代表前露光時間與
網屏線數之交互作用，Yijk代表實驗處理與個別差異的函
數，μjk表實驗處理平均數，εijk表示實驗隨機誤差變異。
表 5-1 為兩因子實驗設計之檢定結果整理表，由表中得知前
露光時間、網屏線數以及兩因子之交互作用三者之檢定結果均具
有顯著差異，所以拒絕虛無假設Ho，支持對立假設Ha。因此：
1、當樹脂移印版製版時，若同時考慮前露光時間、網屏線數兩項
實驗因子，則前露光時間改變會影響樹脂移印版深度變化，且
同時網屏線數改變也會影響樹脂移印版深度變化。
2、前露光時間與網屏線數兩項實驗因子之交互作用顯著（假設檢
定達顯著差異），表示兩因子對樹脂移印版印紋深度的影響有
密切關係存在。
3、由於實驗因子間有交互作用存在，因此不宜直接進行前露光時
間與網屏線數兩因子實驗水準的主要效果比較，而應進行實驗
處理組合平均數的比較，即將一實驗因子固定，進行另一實驗
因子之「單純主要效果」分析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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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兩因子實驗設計檢定結果整理
實驗因子

因子之虛無假設（Ho）

檢定結果

前露光時間

α1=...=αj=0

有顯著差異（拒絕Ho，支持Ha）

網屏線數

β1=...=βj=0

有顯著差異（拒絕Ho，支持Ha）

兩因子之交互作用

αβ11=...=αβjk=0

有顯著差異（拒絕Ho，支持Ha）

備註

α表前露光時間因子、β表網屏線數因子、αβ代表兩
因子之交互作用，顯著水準（α值）均為 0.05。

（二）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
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乃因子間有交互作用時，採將一實
驗因子固定，進行另一實驗因子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檢定。單純
主要效果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構模式以及虛無與對立假設如下
列所示，檢定顯著水準（α值）均設定為0.05。
Yij＝μ＋αj＋εij
Ho：α1=...=αj=0
Ha：至少有一個αj不等於0
其中α代表實驗因子之常態隨機參數，Yij代表實驗處理與個別
差異的函數，μ表實驗處理平均數，εij表示實驗隨機誤差變異。
將前露光時間固定，分析不同網屏線數與印版深度值之單純
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檢定結果彙整如表 5-2 所示：
1、前露光時間固定為 0 秒時之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
由表 5-2 中可看出，當前露光時間固定為 0 秒時，不同網
屏線數實驗處理與印紋深度值之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為：
（1）檢定結果具有顯著差異，即網屏線數實驗水準改變對樹脂移
印版印紋深度的形成不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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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事後多重比較結果發現，製版時樹脂移印版印紋深度形成
隨網屏線數增加而呈遞減的現象，即對印紋深度平均值的形
成，網屏線數 80L/cm >100L/cm >120L/cm >150L/cm。
2、前露光時間固定為 2 秒時之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
由表 5-2 中可看出，當前露光時間固定為 2 秒時，不同網屏
線數實驗處理與印紋深度值之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為：
（1）檢定結果具有顯著差異，即網屏線數實驗水準改變對樹脂移
印版印紋深度的形成不完全相同。
（2）由事後多重比較結果發現，製版時樹脂移印版印紋深度形成
隨網屏線數增加而呈遞減的現象，即對印紋深度平均值的形
成，網屏線數 80L/cm >100L/cm >120L/cm >150L/cm。
3、前露光時間固定為 4 秒時之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
由表 5-2 中可看出，當前露光時間固定為 4 秒時，不同網屏
線數實驗處理與印紋深度值之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為：
（1）檢定結果具有顯著差異，即網屏線數實驗水準改變對樹脂移
印版印紋深度的形成不完全相同。
（2）由事後多重比較結果發現，製版時樹脂移印版印紋深度形成
隨網屏線數增加而呈遞減的現象，即對印紋深度平均值的形
成，網屏線數 80L/cm >100L/cm >120L/cm >150L/cm。
4、前露光時間固定為 6 秒時之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
由表 5-2 中可看出，當前露光時間固定為 6 秒時，不同網屏
線數實驗處理與印紋深度值之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為：
檢定結果沒有顯著差異，即網屏線數實驗水準改變對樹脂移
印版印紋深度的形成沒有差異，即對印紋深度平均值的形成，網
134

屏線數 80L/cm=100L/cm=120L/cm=150L/cm。
5、前露光時間固定為 8 秒時之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
由表 5-2 中可看出，當前露光時間固定為 8 秒時，不同網屏
線數實驗處理與印紋深度值之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為：
檢定結果沒有顯著差異，即網屏線數實驗水準改變對樹脂移
印版印紋深度的形成沒有差異，即對印紋深度平均值的形成，網
屏線數 80L/cm=100L/cm=120L/cm=150L/cm。
綜合以上言之，當前露光時間分別固定為 0 秒、2 秒、4 秒
時，樹脂移印版印紋深度形成與網屏線數增加成反比，即樹脂移
印版製版時，增加網屏線數將導致樹脂移印版印紋深度的減少。
而當前露光時間分別固定為 6 秒、8 秒時，樹脂移印版印紋
深度形成與網屏線數的變化沒有顯著關係，即樹脂移印版製版
時，改變網屏線數無法導致樹脂移印版印紋深度的減少或增加。
表 5-2：前露光時間固定之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結果彙整
固定因子

實驗因子

檢定結果

事後多種比較結果

前露光時間 0 秒 網屏線數

有顯著差異（拒絕Ho） 80L/cm>100L/cm>120L/cm>150L/cm

前露光時間 2 秒 網屏線數

有顯著差異（拒絕Ho） 80L/cm>100L/cm>120L/cm>150L/cm

前露光時間 4 秒 網屏線數

有顯著差異（拒絕Ho） 80L/cm>100L/cm>120L/cm>150L/cm

前露光時間 6 秒 網屏線數

無顯著差異（接受Ho）

前露光時間 8 秒 網屏線數

無顯著差異（接受Ho）

備註

1、 網屏線數實驗水準 80L/cm、100L/cm、120L/cm、150L/cm。
2、 顯著水準（α值）為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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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網屏線數固定，分析不同前露光時間與印版深度值之單
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檢定結果彙整如表 5-3 所示：
6、網屏線數固定為 80L/cm 時之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
由表 5-3 中可看出，當網屏線數固定為 80L/cm 時，不同前
露光時間實驗處理與印紋深度值之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為：
（1）檢定結果具有顯著差異，即前露光時間實驗水準改變對樹脂
移印版印紋深度的形成不完全相同。
（2）由事後多重比較結果發現，製版時樹脂移印版印紋深度形成
隨前露光時間增加而呈遞減的現象，即對印紋深度平均值的
形成，前露光時間 0 秒>2 秒>4 秒>6 秒>8 秒。
7、網屏線數固定為 100L/cm 時之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
由表 5-3 中可看出，當網屏線數固定為 100L/cm 時，不同前
露光時間實驗處理與印紋深度值之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為：
（1）檢定結果具有顯著差異，即前露光時間實驗水準改變對樹脂
移印版印紋深度的形成不完全相同。
（2）由事後多重比較結果發現，製版時樹脂移印版印紋深度形成
隨前露光時間增加而呈遞減的現象，即對印紋深度平均值的
形成，前露光時間 0 秒>2 秒>4 秒>6 秒>8 秒。
8、網屏線數固定為 120L/cm 時之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
由表 5-3 中可看出，當網屏線數固定為 120L/cm 時，不同前
露光時間實驗處理與印紋深度值之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為：
（1）檢定結果具有顯著差異，即前露光時間實驗水準改變對樹脂
移印版印紋深度的形成不完全相同。
（2）由事後多重比較結果發現，製版時樹脂移印版印紋深度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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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前露光時間增加而呈遞減的現象，即對印紋深度平均值的
形成，前露光時間 0 秒>2 秒>4 秒>6 秒>8 秒。
9、網屏線數固定為 150L/cm 時之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
由表 5-3 中可看出，當網屏線數固定為 150L/cm 時，不同前
露光時間實驗處理與印紋深度值之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為：
（1）檢定結果具有顯著差異，即前露光時間實驗水準改變對樹脂
移印版印紋深度的形成不完全相同。
（2）由事後多重比較結果發現，製版時樹脂移印版印紋深度形成
隨前露光時間增加而呈遞減的現象，即對印紋深度平均值的
形成，前露光時間 0 秒>2 秒>4 秒>6 秒>8 秒。
綜 合 以 上 言 之 ， 當 網 屏 線 數 分 別 固 定 為 80L/cm 、
100L/cm、120L/cm、150L/cm 時，樹脂移印版印紋深度形成與前
露光時間的增加成反比，即樹脂移印版製版時，增加前露光時間
將導致樹脂移印版印紋深度的減少。
表 5-3：網屏線數固定之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結果彙整
固定因子

實驗因子

檢定結果

網屏線數 80 L/cm

前露光時間

有顯著差異（拒絕Ho） 0 秒>2 秒>4 秒>6 秒>8 秒

網屏線數 100 L/cm

前露光時間

有顯著差異（拒絕Ho） 0 秒>2 秒>4 秒>6 秒>8 秒

網屏線數 120 L/cm

前露光時間

有顯著差異（拒絕Ho） 0 秒>2 秒>4 秒>6 秒>8 秒

網屏線數 150 L/cm

前露光時間

有顯著差異（拒絕Ho） 0 秒>2 秒>4 秒>6 秒>8 秒

備註

1、前露光時間實驗水準為 0 秒、2 秒、4 秒、6 秒、8 秒。
2、顯著水準（α值）為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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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多種比較結果

三、實驗因子迴歸模式分析
簡單線性迴歸結構模式如下：
Yi＝β0＋β1Xi＋εi
β0、β1為實驗因子之常態隨機參數，即迴歸模式之截距和斜率，
，Xi為實驗因子變
εi為誤差。Yi為印版印紋深度變化（效標變項）
化（預測變項）。
線性迴歸之虛無假設與對立假設為：
Ho：β1=0
Ha：β1≠0
將前露光時間固定，分析印版深度值與不同網屏線數之單因
子線性迴歸檢定與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5-4 所示：
（一）前露光時間 0 秒，深度值與不同網屏線數之單因子線性迴歸
由表 5-4 中可看出，當前露光時間為 0 秒時，印版深度值與
不同網屏線數之單因子線性迴歸分析為：
1、假設檢定結果有顯著差異，迴歸係數的斜率為-10.124，截距為
85.622，深度值與網屏線數的增加呈反比，迴歸模式為：
Y＝85.622-10.124X
2、迴歸模式的決斷系數R2值為 0.985，代表此模式能解釋前露光
時間 0 秒時之印版深度值變異量為 98.5﹪，與樣本資料的擬合
程度良好。
（二）前露光時間 2 秒，深度值與不同網屏線數之單因子線性迴歸
由表 5-4 中可看出，當前露光時間為 2 秒時，印版深度值與
不同網屏線數之單因子線性迴歸分析為：
1、假設檢定結果有顯著差異，迴歸係數的斜率為-6.791，截距為
61.689，深度值與網屏線數的增加呈反比，迴歸模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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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61.689-6.791X
2、迴歸模式的決斷系數R2值為 0.956，代表此模式能解釋前露光
時間 2 秒時之印版深度值變異量為 95.6﹪，與樣本資料的擬合
程度良好。
（三）前露光時間 4 秒，深度值與不同網屏線數之單因子線性迴歸
由表 5-4 中可看出，當前露光時間為 4 秒時，印版深度值與
不同網屏線數之單因子線性迴歸分析為：
1、假設檢定結果有顯著差異，迴歸係數的斜率為-2.444，截距為
35.444，深度值與網屏線數的增加呈反比，迴歸模式為：
Y＝35.444-2.444X
2、迴歸模式的決斷系數R2值為 0.757，代表此模式能解釋前露光
時間 2 秒時之印版深度值變異量為 75.7﹪，與樣本資料的擬合
程度適當。
（四）前露光時間 6 秒，深度值與不同網屏線數之單因子線性迴歸
由表 5-4 中可看出，當前露光時間為 6 秒時，印版深度值
與不同網屏線數之單因子線性迴歸分析為：
假設檢定結果沒有顯著差異，接受虛無假設，迴歸係數的
斜率為0，代表深度值與網屏線數的變化沒有顯著關係，而截距
為23.056，迴歸模式為：
Y＝23.056
（五）前露光時間 8 秒，深度值與不同網屏線數之單因子線性迴歸
由表 5-4 中可看出，當前露光時間為 8 秒時，印版深度值
與不同網屏線數之單因子線性迴歸分析為：
假設檢定結果沒有顯著差異，接受虛無假設，迴歸係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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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率為0，代表深度值與網屏線數的變化沒有顯著關係，而截距
為15.056，迴歸模式為：
Y＝15.056
綜合以上言之，製版時當前露光時間分別為 0 秒、2 秒、4
秒時，印紋深度控制與網屏線數的增加呈反比，即增加網屏線數
會導致印紋深度值的減少，且由個別迴歸線的斜率可以得知，隨
著前露光時間的增加，網屏線數的增加對印紋深度值減少的影響
愈不顯著，甚至當前露光時間到達 6 秒、8 秒時，增加網屏線數
對印紋深度值的減少幾乎沒有影響，其迴歸線斜率為 0。
表 5-4：前露光時間固定，深度值與網屏線數之線性迴歸結果彙整
檢定結果

斜率

截距

R2值

前露光時間 0 秒 網屏線數

拒絕Ho，即β1≠0

-10.124

85.622

0.985

前露光時間 2 秒 網屏線數

拒絕Ho，即β1≠0

-6.791

61.689

0.956

前露光時間 4 秒 網屏線數

拒絕Ho，即β1≠0

-2.444

35.444

0.757

前露光時間 6 秒 網屏線數

接受Ho，即β1=0

0

23.056

0.019

前露光時間 8 秒 網屏線數

接受Ho，即β1=0

0

15.056

0.018

固定因子

備註

實驗因子

1、網屏線數實驗水準 80L/cm、100L/cm、120L/cm、150L/cm。
2、顯著水準（α值）為 0.05。

將網屏線數固定，分析印版深度值與不同前露光時間之單因
子線性迴歸檢定與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5-5 所示：
（六）網屏線數 80L/cm ，深度值與不同前露光之單因子線性迴歸
由表 5-5 中可看出，當網屏線數為 80L/cm 時，印版深度值與
不同前露光時間之單因子線性迴歸分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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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假設檢定結果有顯著差異，迴歸係數的斜率為-15.427，截距為
86.458，深度值與前露光時間的增加呈反比，迴歸模式為：
Y＝86.458-15.427X
2、迴歸模式的決斷系數R2值為 0.948，代表此模式能解釋網屏線
數為 80L/cm時之印版深度值變異量為 94.8﹪，與樣本資料的
擬合程度良好。
（七）網屏線數 100L/cm ，深度值與不同前露光之單因子線性迴歸
由表 5-5 中可看出，當網屏線數為 100L/cm 時，印版深度值
與不同前露光時間之單因子線性迴歸分析為：
1、假設檢定結果有顯著差異，迴歸係數的斜率為-12.538，截距為
74.071，深度值與前露光時間的增加呈反比，迴歸模式為：
Y＝74.071-12.538X
2、迴歸模式的決斷系數R2值為 0.963，代表此模式能解釋網屏線
數為 100L/cm時之印版深度值變異量為 96.3﹪，與樣本資料的
擬合程度良好。
（八）網屏線數 120L/cm ，深度值與不同前露光之單因子線性迴歸
由表 5-5 中可看出，當網屏線數為 120L/cm 時，印版深度值
與不同前露光時間之單因子線性迴歸分析為：
1、假設檢定結果有顯著差異，迴歸係數的斜率為-9.873，截距為
61.922，深度值與前露光時間的增加呈反比，迴歸模式為：
Y＝61.922-9.873X
2、迴歸模式的決斷系數R2值為 0.965，代表此模式能解釋網屏線
數為 120L/cm時之印版深度值變異量為 96.5﹪，與樣本資料的
擬合程度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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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網屏線數 150L/cm ，深度值與不同前露光之單因子線性迴歸
由表 5-5 中可看出，當網屏線數為 150L/cm 時，印版深度值
與不同前露光時間之單因子線性迴歸分析為：
1、假設檢定結果有顯著差異，迴歸係數的斜率為-7.438，截距為
50.780，深度值與前露光時間的增加呈反比，迴歸模式為：
Y＝50.780-7.438X
2、迴歸模式的決斷系數R2值為 0.949，代表此模式能解釋網屏線
數為 150L/cm時之印版深度值變異量為 94.9﹪，與樣本資料的
擬合程度良好。
綜 合 以 上 言 之 ， 製 版 時 當 網 屏 線 數 分 別 為 80L/cm 、
100L/cm 、120L/cm 、150L/cm 時，印紋深度控制與前露光時間
的增加呈反比，即增加前露光時間會導致印紋深度值的減少，且
由個別迴歸線的斜率可以得知，隨著網屏線數的增加，增加前露
光時間對印紋深度值減少的影響愈不顯著。
表 5-5：網屏線數固定，深度值與前露光時間之線性迴歸結果彙整
實驗因子

檢定結果

斜率

網屏線數 80 L/cm

前露光時間

拒絕Ho，即β1≠0

-15.427 86.458 0.948

網屏線數 100 L/cm

前露光時間

拒絕Ho，即β1≠0

-12.538 74.071 0.963

網屏線數 120 L/cm

前露光時間

拒絕Ho，即β1≠0

-9.873

61.922 0.965

網屏線數 150 L/cm

前露光時間

拒絕Ho，即β1≠0

-7.438

50.780 0.949

備註

1、前露光時間實驗水準為 0 秒、2 秒、4 秒、6 秒、8 秒。
2、顯著水準（α值）為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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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距

R2值

固定因子

第二節 研究發現
移印工藝的色彩複製除了以網點面積與色塊大小表現外，還以
網點或線劃的墨層厚薄來表示圖像之層次，而在樹脂移印版上印紋
部分凹陷的深度愈深，填墨量就愈多，移印後轉移至被印物品上的
墨層就愈厚，反之就愈薄。由於油墨轉移旳濃度與色相受到墨膜厚
度的影響，故移印版印紋深度控制實為影響移印色彩複製與色調控
制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攸關樹脂移印製版品質的重要因素。由本
研究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
一、樹脂移印版印紋深度廣泛
根據本研究兩因子實驗設計，印紋最大深度值出現在前露光
時間 0 秒及網屏線數 80 L/cm 時之實驗處理組合，印紋最小深度值
出現在前露光時間 8 秒及網屏線數 150 L/cm 之實驗處理組合，樹
脂移印版印紋深度值在實驗處理中介於 14 至 77μm 之間，具有印
紋深度寬廣的特性，足於應付各類移印工業的印版印紋深度所
需。
二、印紋深度與前露光時間增加呈反比
製版時當網屏線數固定的情況下，印紋深度值隨前露光時間
增加而變小，兩者呈反比的情況，即樹脂移印版製版時，可利用
減少前露光時間以增加印版印紋深度。
三、印紋深度與網屏線數增加呈反比
除了前露光時間外，印紋深度也與網屏線數增加呈反比，在
前露光時間固定的情況下，印紋深度值隨網屏線數增加而變小，
在印紋深度控制時，也可利用換取較低的網屏線數底片以增加印
版印紋深度。
四、前露光時間與網屏線數對印紋深度控制有交互作用存在
當同時考慮前露光時間與網屏線數兩項印紋深度控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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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可以發現：
1、隨著前露光時間的增加，網屏線數增加對印紋深度值減少的影
響愈不明顯，甚至當前露光時間到達 6 秒、8 秒時，網屏線數
的增加對印紋深度值的減少幾乎沒有影響。製版時若同時採用
兩項深度控制因素時，應注意較高前露光時間對另一深度控制
因素之影響。
2、在相同的情況下，隨著網屏線數的增加，前露光時間增加對印
紋深度值減少的影響愈不顯著，此由個別迴歸線斜率可以看出
其中的關係。
五、樹脂移印版製版作業控制並非完全屬於經驗導向的，印版印紋深
度控制與品質應從實際製版資料的數據化與科學化著手，藉由相
關測試導具和儀器以獲取數據來分析，才能建立正確與標準的作
業模式。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一、研究過程發現樹脂移印版相關研究之文獻極少，因此建議未來
研究可朝向樹脂洗版顯影液的溫度、洗版機的速度、洗版機毛
刷壓力、製版室溫、濕度等其他操控因子或不同水準數目作調
整，以探討不同製版因子對製版深度控制的影響。
二、後續研究者亦可針對點光源、排光源等不同製版光源對樹脂移
印版印紋深度之影響，作一完整的光源特性與製版品質特徵探
討，以建立並掌握樹脂移印版的各項製版參數。
三、後續研究者可朝向使用相同的底片與製版控制導具，針對不同
品牌感光樹脂版之製版版紋複製特性與深度控制穩定性作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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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性比較研究，以進一步了解並掌握更完整的感光樹脂複製特
性。
四、移印版的製版版材種類繁多，除了感光樹脂外，尚有鋼版與銅
版等版材，後續研究者可針對不同製版版材在製版印紋深度控
制上之差異性做更詳細的特性描述，從而建立一套不同製版版
材深度控制的比較標準。
五、本研究主要著重於樹脂移印版製版品質的控制與穩定，並未針
對實際移印油墨的轉移作探討，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針對移印作
業時印版印紋深度與實際轉印在印刷品上的油墨厚度之相關
性作深入探討，更進一步掌握製版作業與移印品質之配適性。
六、由於實驗儀器的限制，本研究在實驗過程採焦點式顯微測深儀
量測印版印紋深度，並無法精確量測印版印紋網孔之形狀，因
此建議未來後續研究者，可採用高倍顯微影像擷取系統來作印
版印紋網孔形狀之量測，以更澈底了解並掌握製版的品質參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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