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P 的 2030 年願景
我們的目標是成為世界上

最具永續性和公正性的科技公司

永續發展策略

目 錄

我們以科學為基礎並依照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議程，將 HP 與我們這個時代最具決定性和緊迫性的問題緊密連
結，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可以作為一個品牌發揮最大的影響力：氣候行動、多元文化和數位平等。

我們優先考慮可以利用 HP 技術、人才和平台來發揮最大效益的工作。我們支援文化轉移，將「永續影響」和目標完全整合至我
們業務和生態系統的各個層面。

氣候行動 多元文化 數位平等

推動實現淨零碳、完全可再生的經濟，

同時設計業界最具永續性的產品和解

決方案組合。

打造具有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的

健全文化。在我們的生態系統中推動

人權、社會正義以及種族和性別平等，

為所有人謀福利。

率先啟動和開創整體解決方案，打破

阻礙人們獲得成功所需的教育、工作

和醫療保健的數位鴻溝。推動數位包

容性以改變生活和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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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LaserJet Pro M404dn + 550 張紙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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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rJet Pro M501dn
A4 黑白 43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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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rJet Enterprise M507dn
A4 黑白 43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11

Laserjet Enterprise M610dn
A4 黑白 52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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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rJet Enterprise M611dn
A4 黑白 61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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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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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循環經濟

保護和恢復全球森林

減少碳足跡
我們的願景是成為一家由服務模式驅動的完全循環式

發展的公司。我們努力在 2030 年前使產品和包裝的循

環利用率將達到 75%。我們透過維護、升級、維修和

創新的服務型商業模式來延長產品壽命。在產品的使

用壽命結束，我們盡可能重複使用或回收所有產品。

我們希望能實現使用 100% 的可再生能源，並在製造

過程中達到零廢棄物的目標。

自 1991 年 HP 地球夥伴回收計畫設立以來，數十年來

HP 一直都是閉環塑膠回收領域的領導者。至 2020 年

為止，我們已累計使用 125,000 公噸再生塑料，製造

了超過 49 億個 HP 和三星原裝墨水匣 / 碳粉匣，其中

也包括來自回收的 HP 墨水匣 / 碳粉匣。這使得 9.16 億

個 HP 原裝墨水匣 / 碳粉匣及約 1.27 億個衣架和 50 億

個消費後塑膠瓶不再被當成垃圾掩埋，取而代之的是

升級回收這些材料以利繼續使用。

恢復健康的森林對 HP 業務的未來至關重要。2019 年，我們啟動了 HP 永續森林協同合作計畫，來支持我們為列印業務而建立的

森林積極化未來策略。2020 年，植樹節基金會 (Arbor Day Foundation)、晨鳴紙業 (Chenming Paper)、Domtar、新葉紙業 (New Leaf 

Paper) 和國際紙業 (International Paper) 加入了 HP 永續森林協同合作計畫，加速恢復森林的工作。

自 2016 年起，我們達成了 HP 品牌紙張的零砍伐森林目標，以及自 2020 年起則達成了紙質品包裝的零砍伐森林目標。

2019 年，HP 承諾提供 1,100 萬美元支援 WWF 恢復部分巴西受威脅的大西洋森林，並改善中國國有和私有林場的管理，最後恢復、

保護共計 200,000 英畝的森林，並將其過渡至專責的管理機構進行負責任的管理。

此外，我們加入了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1t.org 專案，並透過植樹節基金會 (Arbor Day Foundation) 的倡議，種植

了 100 萬棵樹，其中包括為每位 HP 員工皆種植一棵樹。

我們共同努力減少整個價值鏈的氣候影響，投資於可再生電力，制定公開的和以科學為基礎的溫室氣體 (GHG) 減排目標，並對

我們的進展做出透明的報告。我們與合作夥伴共同推動更廣泛的變革，例如積極響應 America Is All In 和氣候與能源解決方案

中心的氣候行動聲明。

為了更能滿足投資者和其他利害關系人的需求，今年我們在報告中增加了氣候相關財務披露特別小組指數。

HP 在 2020 年的碳足跡 相當於 44,890,100 公噸的二氧化碳當量 (CO2e)，比 2019 年減少了 4%。 與產品使用相關的溫

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13%，抵消了與產品製造相關的 5% 的增長，部分原因是 COVID-19 影響了不同產品線的銷售，尤其

是個人系統業務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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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以上 100%
的 HP 原裝墨水匣含有 
4–75% 的消費後再生
材料。

的 HP 原裝碳粉匣含有 
1–75% 的消費後或工
業後再生材料。

2020 年碳足跡 至 2020 年
64%

35%

1%

供應鏈

產品與解決方案

營運

56%

33%

51%

3%

在全球營運中使用 51% 

的可再生電力

與 2015 年相比，一級

生產供應商和產品運

輸相關的溫室氣體排

放強度已減少 3%

自 2010 年起，供應鏈

二氧化碳當量 (CO2e) 

已減少 138 萬

與 2015 年相比 , 營運活

動中範疇 1 (Scope 1) 和範

疇 2 (Scope 2) 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減少了 56%

與 2015 年相比，HP 產

品使用溫室氣體排放的

強度已減少 33%

處理塑膠廢棄物
自 2016 年以來，HP 透過在海地的試點計畫，持續不

斷地致力於減少海洋回收塑料。目前這個計畫已減少

了超過 6,000 萬個塑膠瓶進入水域和海洋中。HP 於 

2020 年耗資 200 萬美元，在海地開設了一條全新的

塑膠清洗線，以生產清潔、高品質的再生塑料，用於 

HP 產品，包括 HP 原裝墨水匣和公司的最具永續性的

電腦產品組合。

為 擴 大 我 們 的 影 響 力，HP 於 2020 年 加 入 Project 

STOP 計畫以協助東爪哇建立循環廢棄物管理系統並

為當地，其中包括那些從事非正式廢棄物處理工作的

人們創造營收的機會。

2020 年 4 月，HP 與 UL 合作，首次取得海洋回收塑

料認證。

4 5



HP 印表機採購指南一覽表

1 G3Q47A 18877
HP LaserJet Pro M203dw
A4 黑白 28 頁｜雷射｜非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越 南 3,891

2 G3Q47A 18877
HP LaserJet Pro M203dw
A4 黑白 28 頁｜雷射｜非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越 南 3,838

5 W1A53A + 
D9P29A

17951
HP LaserJet Pro M404dn + 550 張紙匣
A4 黑白 38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菲律賓 7,177

6 W1A53A + 
D9P29A

17951
HP LaserJet Pro M404dn + 550 張紙匣
A4 黑白 38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菲律賓 7,071

7 J8H61A 17405
HP LaserJet Pro M501dn
A4 黑白 43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菲律賓 9,168

7 1PV87A 16992
HP LaserJet Enterprise M507dn
A4 黑白 43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菲律賓 9,168

9 7PS82A 17893
HP LaserJet Enterprise M610dn
A4 黑白 52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中 國 17,804

10 7PS84A 17893
HP LaserJet Enterprise M611dn
A4 黑白 61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中 國 26,704

15 CF236A +
CF239A

17406
HP LaserJet Enterprise M712dn + 550 張紙匣
A4 黑白 41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中 國 25,235

16 CF236A +
CF239A

17406
HP LaserJet Enterprise M712dn + 550 張紙匣
A4 黑白 41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中 國 24,510

17 CZ244A 18677
HP LaserJet Enterprise M806dn
A4 黑白 55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日 本 52,290

20 W1Y44A 17173
HP Color LaserJet Pro M454dn
A4 黑白 27 頁 / 彩色 27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越 南 11,077

22 7ZU78A 18444
HP Color LaserJet Enterprise M555dn 
A4 黑白 38 頁 / 彩色 38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日 本 28,309

23 J7Z99A 18778
HP Color LaserJet Enterprise M652dn
A4 黑白 47 頁 / 彩色 47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日 本 29,393

24 CE712A  
HP Color LaserJet CP5225dn
A4 黑白 20 頁 / 彩色 20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中 國 42,955

27 T3U44A 16991
HP Color LaserJet Enterprise M751dn
A4 黑白 41 頁 / 彩色 41 頁｜雷射｜非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日本 51,706

27 T3U51A 18316
HP Color LaserJet Enterprise M856dn
A4 黑白 56 頁 / 彩色 56 頁｜雷射｜非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日本 51,706

28 G3Q79A
HP LaserJet Pro MFP M227fdn
A4 黑白 28 頁｜雷射｜非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越南 4,478

30 W1A29A 16821 HP LaserJet Pro MFP M428fdn
A4 黑白 38 頁｜雷射｜非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中國 6,588

31 1PV65A 19207 HP LaserJet Ent MFP M528f
A4 黑白 43 頁｜雷射｜非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中 國 26,333

33 7KW75A 16012
HP Color LaserJet Pro MFP M283fdw
A4 黑白 21 頁 / 彩色 21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越 南 11,503

34 W1A80A 16822
HP Color LaserJet Pro MFP M479fdw
A4 黑白 27 頁 / 彩色 27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中 國 18,977

35 7ZU86A 18457
HP Color LaserJet Enterprise MFP M578f
A4 黑白 38 頁 / 彩色 38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中 國 24,094

39 5HB10A
HP DesignJet T650
熱感噴墨｜不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中 國 65,352

41 W3Z72A HP DesignJet Z9+ 44in Postscript
熱感噴墨｜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中 國 92,751

5 6FW06A ScanJet Pro 2000 s2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中 國 8,955

8 6FW09A 19007 HP ScanJet Enterprise Flow 5000 s5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中 國 14,392

項 次 型 號 環 標 證 號 型    號 產 地 契 約 金 額
( 新臺幣元，含營業稅 )

項 次 型 號 環 標 證 號 型    號 產 地 契 約 金 額
( 新臺幣元，含營業稅 )

6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採購部 印表機案號：LP5-11001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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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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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第
2
組



黑白雷射黑白雷射

8 9

可用紙張 標準 A5/A4/Letter 紙張

列印速度 A4 紙張每分鐘 28 頁

輸出格式 黑白輸出

解析度 1200 x 1200dpi

記憶體 提供 256MB

介面 USB 萬用序列埠，附專用電纜線

列印技術 碳粉電子顯像式

印表機控制語言 HP PCL 5/PCL 6 及 PostScript Level  III

送紙匣 250 張 標準 A4 用紙

網路功能
具內建 10/100Base-TX 網路列印功能，並提供 10/100Base-TX 網路卡
需提供 Web 介面並可修改 SNMP Community Name

面板 具備取消列印作業功能按鍵

驅動程式 提供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中文版列印驅動程式 (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

碳粉匣型式 非一體成型

提供雙面列印功能 有

採 購 資 訊 採 購 資 訊

產 品 特 色 產 品 特 色

HP LaserJet Pro M203dw HP LaserJet Pro M404dn + 550 張紙匣

項     次 : 項     次 :項     次 : 項     次 :契約價 : 契約價 :契約價 : 契約價 :1 52 6NT$3,891 NT$7,177NT$3,838 NT$7,071

第1組 第1組

越南
製造

菲律賓
製造

可用紙張 標準 A5/A4/Letter 紙張

列印速度 A4 紙張每分鐘 38 頁

輸出格式 黑白輸出

解析度 1200 x 1200dpi

記憶體 提供 256MB

介面 USB 萬用序列埠，附專用電纜線

列印技術 碳粉電子顯像式

印表機控制語言 HP PCL 5e/PCL 6 及 PostScript Level  III

送紙匣 100 張多用途進紙匣 x1、250 張進紙匣 x1、550 張標準 A4 用紙 x1

網路功能
具內建 10/100/1000Base-TX 網路列印功能，並提供 10/100/1000Base-TX 網路卡
需提供 Web 介面並可修改 SNMP Community Name

面板 具備取消列印作業功能按鍵 

驅動程式 提供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中文版列印驅動程式 (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

碳粉匣型式 一體成型 

提供雙面列印功能 有

A4 黑白 28 頁｜雷射｜非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A4 黑白 38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環標字第 18877 號 環標字第 17951 號



黑白雷射黑白雷射

10 11

採 購 資 訊 採 購 資 訊

產 品 特 色 產 品 特 色

HP LaserJet Pro M501dn HP LaserJet Enterprise M507dn

項     次 : 項     次 :契約價 : 契約價 :7 7NT$9,168 NT$9,168

第1組第1組

菲律賓
製造

菲律賓
製造

A4 黑白 43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A4 黑白 43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可用紙張 標準 A5/A4/Letter 紙張

列印速度 A4 紙張每分鐘 43 頁

輸出格式 黑白輸出

解析度 1200 x 1200dpi

記憶體 提供 256MB

介面 USB 2.0 萬用序列埠，附專用電纜線

列印技術 碳粉電子顯像式

印表機控制語言 HP PCL 5e/PCL 6 及 PostScript Level  III

送紙匣 550 張標準 A4 用紙 ( 不含手動送紙 )1 個

網路功能
具內建 10/100/1000Base-TX 網路列印功能，並提供 10/100/1000Base-TX 網路卡
需提供 Web 介面並可修改 SNMP Community Name

面板 具備取消列印作業功能按鍵 

驅動程式 提供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中文版列印驅動程式 (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

碳粉匣型式 一體成型 

提供雙面列印功能 有

可用紙張 標準 A5/A4/Letter 紙張

列印速度 A4 紙張每分鐘 43 頁

輸出格式 黑白輸出

解析度 1200 x 1200dpi

記憶體 提供 512MB，可擴充至 1.5GB

介面 USB 萬用序列埠，附專用電纜線

列印技術 碳粉電子顯像式

印表機控制語言 HP PCL 5e/PCL 6 及 PostScript Level  III

送紙匣 550 張標準 A4 用紙 ( 不含手動送紙 )1 個

網路功能
具內建 10/100/1000Base-TX 網路列印功能，並提供 10/100/1000Base-TX 網路卡
需提供 Web 介面並可修改 SNMP Community Name

面板 具備取消列印作業功能按鍵 

驅動程式 提供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中文版列印驅動程式 (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

碳粉匣型式 一體成型 

提供雙面列印功能 有

環標字第 17405 號 環標字第 16992 號



黑白雷射黑白雷射

12 13

採 購 資 訊 採 購 資 訊

產 品 特 色 產 品 特 色

HP LaserJet Enterprise M610dn HP LaserJet Enterprise M611dn

項     次 : 項     次 :契約價 : 契約價 :9 10NT$17,804 NT$26,704

A4 黑白 52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A4 黑白 61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可用紙張 標準 A5/A4/Letter 紙張

列印速度 A4 紙張每分鐘 52 頁

輸出格式 黑白輸出

解析度 1200 x 1200dpi

記憶體 提供 512MB，可擴充至 1.5G

介面 USB 2.0 萬用序列埠，附專用電纜線

列印技術 碳粉電子顯像式

印表機控制語言 HP PCL 5/PCL 6 及 PostScript Level  III

送紙匣 550 張標準 A4 用紙 ( 不含手動送紙 )1 個

網路功能
具內建 10/100/1000Base-TX 網路列印功能，並提供 10/100/1000Base-TX 網路卡
需提供 Web 介面並可修改 SNMP Community Name

面板 具備取消列印作業功能按鍵 

驅動程式 提供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中文版列印驅動程式 (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

碳粉匣型式 一體成型 

提供雙面列印功能 有

可用紙張 標準 A5/A4/Letter 紙張

列印速度 A4 紙張每分鐘 61 頁

輸出格式 黑白輸出

解析度 1200 x 1200dpi

記憶體 提供 512MB，可擴充至 1.5GB

介面 USB 2.0 萬用序列埠，附專用電纜線

列印技術 碳粉電子顯像式

印表機控制語言 HP PCL 5/PCL 6 及 PostScript Level  III

送紙匣 550 張標準 A4 用紙 ( 不含手動送紙 )1 個

網路功能
具內建 10/100/1000Base-TX 網路列印功能，並提供 10/100/1000Base-TX 網路卡
需提供 Web 介面並可修改 SNMP Community Name

面板 具備取消列印作業功能按鍵 

驅動程式 提供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中文版列印驅動程式 (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

碳粉匣型式 一體成型 

提供雙面列印功能 有

第1組

中國
製造

第1組

中國
製造

環標字第 17893 號 環標字第 17893 號



黑白雷射黑白雷射

14 15

採 購 資 訊 採 購 資 訊

產 品 特 色 產 品 特 色

HP LaserJet Enterprise M712dn + 550 張紙匣 HP LaserJet Enterprise M806dn

項     次 : 契約價 :17 NT$52,290

A4 黑白 41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A4 黑白 55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項     次 : 項     次 :契約價 : 契約價 :15 16NT$25,235 NT$24,510

可用紙張 標準 A5/A4/B4/A3/Letter 紙張

列印速度 A4 紙張每分鐘 41 頁

輸出格式 黑白輸出

解析度 1200 x 1200dpi

記憶體 提供 512MB，可擴充至 1G

介面 採標準 USB 萬用序列埠，附專用電纜線 

列印技術 碳粉電子顯像式

印表機控制語言 HP PCL 5e/PCL 6 及 PostScript Level  III

送紙匣 250 張標準 A4 用紙 ( 不含手動送紙 )2 個外，另提供 500 張 A4/B4/A3 通用紙匣 1 個

網路功能
具內建 10/100/1000Base-TX 網路列印功能，並提供 10/100/1000Base-TX 網路卡
需提供 Web 介面並可修改 SNMP Community Name

面板 具備取消列印作業功能按鍵 

驅動程式 提供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中文版列印驅動程式 (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

碳粉匣型式 一體成型 

提供雙面列印功能 有

可用紙張 標準 A5/A4/B4/A3/Letter 紙張

列印速度 A4 紙張每分鐘 55 頁

輸出格式 黑白輸出

解析度 1200 x 1200dpi

記憶體 提供 1G，可擴充至 1.5G

介面 採標準 USB 2.0 萬用序列埠，附專用電纜線

列印技術 碳粉電子顯像式

印表機控制語言 HP PCL 5/PCL 6 及 PostScript Level  III

送紙匣 500 張標準 A4 用紙 ( 不含手動送紙 )1 個外，另提供 500 張 A4/B4/A3 通用紙匣 1 個

網路功能
具內建 10/100/1000Base-TX 網路列印功能，並提供 10/100/1000Base-TX 網路卡
需提供 Web 介面並可修改 SNMP Community Name

面板 具備取消列印作業功能按鍵 

驅動程式 提供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中文版列印驅動程式 (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

碳粉匣型式 一體成型

提供雙面列印功能 有

第1組

中國
製造

日本
製造

第1組

環標字第 17406 號 環標字第 18677 號



彩色雷射彩色雷射

16 17

採 購 資 訊 採 購 資 訊

產 品 特 色 產 品 特 色

HP Color LaserJet Pro M454dn HP LaserJet Enterprise M555dn

項     次 :項     次 : 契約價 :契約價 : 2220 NT$28,309NT$11,077

A4 黑白 27 頁 /彩色 27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第1組

越南
製造

日本
製造

第1組

可用紙張 標準 A4/Letter 紙張

列印速度 彩色全彩列印每分鐘 27 頁 /A4 尺寸，黑色列印每分鐘 27 頁 /A4 尺寸

輸出格式 黑白輸出

解析度 600 x 600dpi

記憶體 提供 256MB

介面 採標準 USB 2.0 萬用序列埠，附專用電纜線 

印表機控制語言 HP PCL 5c/PCL 6 及 PostScript Level  III

送紙匣 250 張標準 A4 用紙 ( 不含手動送紙 )1 個

網路功能
具內建 10/100/1000Base-TX 網路列印功能，並提供 10/100/1000Base-TX 網路卡
需提供 Web 介面並可修改 SNMP Community Name

面板 具備取消列印作業功能按鍵 

驅動程式 提供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中文版列印驅動程式 (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

提供雙面列印功能 有

可用紙張 標準 A4/Letter 紙張

列印速度 彩色全彩列印每分鐘 38 頁 /A4 尺寸，黑色列印每分鐘 38 頁 /A4 尺寸

輸出格式 彩色輸出

解析度 1200 x 1200dpi

記憶體 提供 1GB，可擴充至 2GB

介面 採標準 USB 2.0 萬用序列埠，附專用電纜線 

印表機控制語言 HP PCL 5c/PCL 6 及 PostScript Level  III

送紙匣 550 張標準 A4 用紙 ( 不含手動送紙 )1 個

網路功能
具內建 10/100/1000Base-TX 網路列印功能，並提供 10/100/1000Base-TX 網路卡
需提供 Web 介面並可修改 SNMP Community Name

面板 具備取消列印作業功能按鍵 

列印技術 碳粉電子顯像式

驅動程式 提供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中文版列印驅動程式 (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

提供雙面列印功能 有

A4 黑白 38 頁 / 彩色 38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環標字第 17173 號 環標字第 18444 號



彩色雷射彩色雷射

18 19

採 購 資 訊 採 購 資 訊

產 品 特 色 產 品 特 色

HP Color LaserJet Enterprise M652dn HP Color LaserJet CP5225dn

項     次 :項     次 : 契約價 :契約價 : 2423 NT$42,955NT$29,393

A4 黑白 47 頁 /彩色 47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A4 黑白 20 頁 /彩色 20 頁｜雷射｜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可用紙張 標準 A4/Letter 紙張

列印速度 彩色全彩列印每分鐘 47 頁 /A4 尺寸，黑色列印每分鐘 47 頁 /A4 尺寸

輸出格式 彩色輸出

解析度 1200 x 1200dpi

記憶體 提供 1GB，可擴充至 2GB

介面 採標準 USB 2.0 萬用序列埠，附專用電纜線 

印表機控制語言 HP PCL 5c/PCL 6 及 PostScript Level  III

送紙匣 550 張標準 A4 用紙 ( 不含手動送紙 )1 個

網路功能
具內建 10/100/1000Base-TX 網路列印功能，並提供 10/100/1000Base-TX 網路卡
需提供 Web 介面並可修改 SNMP Community Name

面板 具備取消列印作業功能按鍵 

列印技術 碳粉電子顯像式

驅動程式 提供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中文版列印驅動程式 (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

提供雙面列印功能 有

日本
製造

第1組

中國
製造

第1組

可用紙張 標準 A5/A4/B4/A3/Letter 紙張

列印速度 彩色全彩列印每分鐘 20 頁 /A4 尺寸，黑色列印每分鐘 20 頁 /A4 尺寸

輸出格式 彩色輸出

解析度 600 x 600dpi

記憶體 提供 192MB，可擴充至 448MB

介面 採標準 USB 2.0 萬用序列埠，附專用電纜線 

印表機控制語言 HP PCL 5c/PCL 6 及 PostScript Level  III

送紙匣 250 張 A4/B4/A3 通用紙匣 ( 不含手動送紙 ) 一個

網路功能
具內建 10 Base-T/100 Base-TX 網路列印功能，並提供 10 Base-T/100 Base-TX 網路卡
需提供 Web 介面並可修改 SNMP Community Name

面板 具備取消列印作業功能按鍵 

列印技術 碳粉電子顯像式

驅動程式 提供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中文版列印驅動程式 (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

環標字第 18778 號



彩色雷射彩色雷射

20 21

採 購 資 訊 採 購 資 訊

產 品 特 色 產 品 特 色

HP Color LaserJet Enterprise M751dn HP Color LaserJet Enterprise M856dn

項     次 :項     次 : 契約價 :契約價 : 2727 NT$51,706NT$51,706

A4 黑白 41 頁 /彩色 41 頁｜雷射｜非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A4 黑白 56 頁 /彩色 56 頁｜雷射｜非一體成型｜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日本
製造

第1組

軍方
A3 彩雷
首選

軍方
A3 彩雷
首選

日本
製造

第1組

可用紙張 標準 A5/A4/B4/A3/Letter 紙張

列印速度 彩色全彩列印每分鐘 56 頁 /A4 尺寸，黑色列印每分鐘 56 頁 /A4 尺寸

輸出格式 彩色輸出

解析度 1200 x 1200dpi

記憶體 提供 1.5GB

介面 採標準 USB 2.0 萬用序列埠，附專用電纜線 

印表機控制語言 HP PCL 5c/PCL 6 及 PostScript Level  III

送紙匣 550 張 A4/B4/A3 通用紙匣 ( 不含手動送紙 ) 一個

網路功能
具內建 10/100/1000Base-TX 網路列印功能，並提供 10/100/1000Base-TX 網路卡
需提供 Web 介面並可修改 SNMP Community Name

面板 具備取消列印作業功能按鍵 

列印技術 碳粉電子顯像式

驅動程式 提供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中文版列印驅動程式 (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

提供雙面列印功能 有

可用紙張 標準 A5/A4/B4/A3/Letter 紙張

列印速度 彩色全彩列印每分鐘 41 頁 /A4 尺寸，黑色列印每分鐘 41 頁 /A4 尺寸

輸出格式 彩色輸出

解析度 1200 x 1200dpi 

記憶體 提供 1.5GB，可擴充至 2GB

介面 採標準 USB 2.0 萬用序列埠，附專用電纜線 

印表機控制語言 HP PCL 5/PCL 6 及 PostScript Level  III

送紙匣 550 張 A4/B4/A3 通用紙匣 ( 不含手動送紙 ) 一個

網路功能
具內建 10/100/1000Base-TX 網路列印功能，並提供 10/100/1000Base-TX 網路卡
需提供 Web 介面並可修改 SNMP Community Name

面板 具備取消列印作業功能按鍵

列印技術 碳粉電子顯像式

驅動程式 提供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中文版列印驅動程式 (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

提供雙面列印功能 有

環標字第 16991 號 環標字第 18316 號



黑白多功雷射黑白多功雷射

22 23

採 購 資 訊 採 購 資 訊

產 品 特 色 產 品 特 色

HP LaserJet Pro MFP M227fdn HP LaserJet Pro M428fdn

項     次 :項     次 : 契約價 :契約價 : 3028 NT$6,588NT$4,478

黑白 28 頁｜雷射｜非一體成型碳粉匣｜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黑白 38 頁｜雷射｜一體成型碳粉匣｜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越南
製造

第1組

中國
製造

第1組

列印技術 碳粉電子顯像式

列印速度 A4 紙張每分鐘 28 頁

輸出格式 黑白輸出

解析度 1200 x 1200dpi

記憶體 提供 256MB

影印速度 A4 紙張每分鐘 28 頁

掃描功能 平台式掃描，光學解析度 1200dpi，及 256 灰階

提供自動文件送紙器 有

進紙匣 250 張標準 A4 通用紙匣 ( 不含手動送紙 )1 個

可用紙張 標準 A5/A4/Letter 紙張

介面 採標準 USB 2.0 萬用序列埠，附專用電纜線

網路功能
內建 10/100Base-TX 網路列印功能，並提供 10/100Base-TX 網路卡
需提供 Web 介面並可修改 SNMP Community Name

面板 面板具備取消列印作業功能按鍵

驅動程式 提供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中文版列印驅動程式 (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

傳真功能 傳送速率 33.6 Kbps

列印技術 碳粉電子顯像式

列印速度 A4 紙張每分鐘 38 頁

輸出格式 黑白輸出

解析度 1200 x 1200dpi

記憶體 提供 512MB

影印速度 A4 紙張每分鐘 38 頁

掃描功能 平台式掃描，光學解析度 1200dpi，及 256 灰階

提供自動文件送紙器 有

進紙匣 250 張標準 A4 通用紙匣 ( 不含手動送紙 )1 個

可用紙張 標準 A5/A4/Letter 紙張

介面 採標準 USB 2.0 萬用序列埠，附專用電纜線

網路功能
內建 10/100/1000Base-TX 網路列印功能，並提供 10/100/1000Base-TX 網路卡
需提供 Web 介面並可修改 SNMP Community Name

面板 面板具備取消列印作業功能按鍵

驅動程式 提供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中文版列印驅動程式 (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

傳真功能 傳送速率 33.6 Kbps

環標字第 16821 號



彩色多功雷射

25

黑白多功雷射

24

採 購 資 訊 採 購 資 訊

產 品 特 色 產 品 特 色

HP LaserJet Ent MFP M528f HP Color LaserJet Pro MFP M283fdw

項     次 :項     次 : 契約價 :契約價 : 3331 NT$11,503NT$26,333

黑白 43 頁｜雷射｜一體成型碳粉匣｜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黑白 21 頁 /彩色 21 頁｜雷射｜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越南
製造

第1組

列印技術 碳粉電子顯像式

列印速度 A4 紙張每分鐘 43 頁

輸出格式 黑白輸出

解析度 1200 x 1200dpi

記憶體 提供 1.25GB

影印速度 A4 紙張每分鐘 43 頁

掃描功能 平台式掃描，光學解析度 600dpi，及 256 灰階

提供自動文件送紙器 有

進紙匣 550 張標準 A4 通用紙匣 ( 不含手動送紙 )1 個

可用紙張 標準 A5/A4/Letter 紙張

介面 採標準 USB 2.0 萬用序列埠，附專用電纜線

網路功能
具內建 10/100/1000Base-TX 網路列印功能，並提供 10/100/1000Base-TX 網路卡
需提供 Web 介面並可修改 SNMP Community Name

面板 面板具備取消列印作業功能按鍵

驅動程式 提供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中文版列印驅動程式 (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

傳真功能 傳送速率 33.6 Kbps

提供雙面列印功能 有

中國
製造

第1組

列印技術 碳粉電子顯像式

列印速度 彩色全彩列印每分鐘 21 頁 /A4 尺寸，黑色列印每分鐘 21 頁 /A4 尺寸

輸出格式 彩色輸出

解析度 600 x 600dpi

記憶體 提供 1.25G，可擴充至 2G

影印速度 彩色全彩影印每分鐘 38 頁 /A4 尺寸，黑色影印每分鐘 38 頁 /A4 尺寸

掃描功能 平台式掃描，光學解析度 600dpi，及 256 灰階

提供自動文件送紙器 有

進紙匣 550 張標準 A4 用紙 ( 不含手動送紙 )1 個

可用紙張 標準 A5/A4/Letter 紙張

介面 採標準 USB 2.0 萬用序列埠，附專用電纜線

網路功能
內建 10/100/1000Base-TX 網路列印功能，並提供 10/100/1000Base-TX 網路卡
需提供 Web 介面並可修改 SNMP Community Name

面板 面板具備取消列印作業功能按鍵

驅動程式 提供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中文版列印驅動程式 (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

提供雙面列印功能 有

傳真功能 傳送速率 33.6 Kbps

環標字第 16012 號環標字第 1920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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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購 資 訊 採 購 資 訊

產 品 特 色 產 品 特 色

HP Color LaserJet Pro MFP M479fdw HP Color LaserJet Enterprise MFP M578f

項     次 :項     次 : 契約價 :契約價 : 3534 NT$24,094NT$18,977

黑白 27 頁 /彩色 27 頁｜雷射｜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黑白 38 頁 /彩色 38 頁｜雷射｜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中國
製造

第1組

列印技術 碳粉電子顯像式

列印速度 彩色全彩列印每分鐘 38 頁 /A4 尺寸，黑色列印每分鐘 38 頁 /A4 尺寸

輸出格式 彩色輸出

解析度 1200 x 1200dpi 

記憶體 提供 1.25G

影印速度 彩色全彩影印每分鐘 38 頁 /A4 尺寸，黑色影印每分鐘 38 頁 /A4 尺寸

掃描功能 平台式掃描，光學解析度 600dpi，及 256 灰階

提供自動文件送紙器 有

進紙匣 550 張標準 A4 用紙 ( 不含手動送紙 )1 個

可用紙張 標準 A5/A4/Letter 紙張

介面 採標準 USB 2.0 萬用序列埠，附專用電纜線

網路功能
內建 10/100/1000Base-T 網路列印功能，並提供 10/100/1000Base-T 網路卡
需提供 Web 介面並可修改 SNMP Community Name

面板 面板具備取消列印作業功能按鍵

驅動程式 提供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中文版列印驅動程式 (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

提供雙面列印功能 有

傳真功能 傳送速率 33.6 Kbps

列印技術 碳粉電子顯像式

列印速度 彩色全彩列印每分鐘 27 頁 /A4 尺寸，黑色列印每分鐘 27 頁 /A4 尺寸

輸出格式 彩色輸出

解析度 600 x 600dpi

記憶體 提供 512MB

影印速度 彩色全彩影印每分鐘 27 頁 /A4 尺寸，黑色影印每分鐘 27 頁 /A4 尺寸

掃描功能 平台式掃描，光學解析度 1200dpi，及 256 灰階

提供自動文件送紙器 有

進紙匣 250 張 A4 通用紙匣 ( 不含手動送紙 )

可用紙張 標準 A5/A4/Letter 紙張

介面 採標準 USB 2.0 萬用序列埠，附專用電纜線

網路功能
內建 10/100/1000Base-TX 網路列印功能，並提供 10/100/1000Base-TX 網路卡
需提供 Web 介面並可修改 SNMP Community Name

面板 面板具備取消列印作業功能按鍵

驅動程式 提供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中文版列印驅動程式 (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

提供雙面列印功能 有

傳真功能 傳送速率 33.6 Kbps

中國
製造

第1組

環標字第 16822 號 環標字第 1845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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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購 資 訊 採 購 資 訊

產 品 特 色 產 品 特 色

HP DesignJet T650 HP DesignJet Z9 + 44in Postscript

項     次 : 項     次 :契約價 : 契約價 :39 41NT$65,352 NT$92,751

熱感噴墨｜不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熱感噴墨｜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中國
製造

第1組

中國
製造

第1組

列印模式 熱感噴墨列印、氣泡式噴墨

解析度 黑白列印可達 2400dpi×1200dpi

墨水匣 墨水匣為各色分離式

列印速度 在高速模式下列印，每小時 180 平方英呎

列印寬度 A0 尺寸

送紙方式 提供單張及捲筒進紙方式

記憶體 提供 1GB

介面 採標準 USB2.0 High Speed( 相容於 USB1.1)，均應附專用電纜線

驅動程式 提供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中文版列印驅動程式 ( 支援 ISO，Android 作業系統 )

提供雙面列印器 有

網路功能
具內建 10/100/1000Base-TX 網路列印功能，並提供 10/100/1000Base-TX 網路卡
需提供 Web 介面並可修改 SNMP Community Name

列印模式 熱感噴墨列印

解析度 彩色列印可達 2400dpi×1200dpi

墨水匣 採用九色墨水匣，墨水匣設計為各色分離式

列印速度 在高速模式下列印，每小時 795 平方英呎

列印寬度 A0 尺寸

送紙方式 提供單張及捲筒進紙方式

記憶體 提供 128GB ( 虛擬 )

驅動程式
提供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中文版列印驅動程式；
支援 ( ISO，Android ) (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配備 
提供中文使用手冊、原廠腳架、原廠自動裁紙器、置紙槽及噴墨繪圖滾筒紙 A1 尺寸
30 公尺

網路功能
具內建 10 Base-T/100 Base-TX/1000 Base-TX 網路列印功能，
並提供 10 Base-T/100 Base-TX/1000 Base-TX 網路卡
需提供 Web 介面並可修改 SNMP Community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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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購 資 訊 採 購 資 訊

產 品 特 色 產 品 特 色

HP ScanJet Pro 2000 s2 HP ScanJet Enterprise Flow 5000 s5

項     次 : 項     次 :契約價 : 契約價 :5 8NT$8,955 NT$14,392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中國
製造

第2組

中國
製造

第2組

機型 自動送紙

光學解析度 600dpi ( 含 )

最大輸出解析度 1200dpi ( 含 )

介 面 USB 3.0 介面 ( 附傳輸線 )

掃描速度 在 A4 尺寸 200dpi 黑白掃描模式單面 65PPM( 含 )，雙面 130IPM( 含 )

掃描範圍 雙面 A4 尺寸 ( 含 )

掃描模式 一次掃描、彩色、灰階、黑白

影像感應元件 接觸感應式 CIS 方式

提供超音波文件重疊進紙偵測

提供自動文件送紙器 

提供掃描軟體，並提供傾斜校正，去除黑邊功能

驅動程式 提供 Windows 10( 含 ) 以上中文系列版本驅動程式 (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

機型 自動送紙

光學解析度 600dpi ( 含 )

最大輸出解析度 600dpi ( 含 )

介 面 USB 3.0 介面 ( 附傳輸線 )

掃描速度 在 A4 尺寸 200dpi 黑白掃描模式單面 35PPM( 含 )，雙面 70IPM( 含 )

掃描範圍 雙面 A4 尺寸 ( 含 )

掃描模式 一次掃描、彩色、灰階、黑白

影像感應元件 接觸感應式 CIS 方式

提供自動文件送紙器

提供掃描軟體，並提供傾斜校正，去除黑邊功能

驅動程式 提供 Windows 10( 含 ) 以上中文系列版本驅動程式 (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

環標字第 1900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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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要求的一些範例：

• 外包產品設計：針對我們的 ODM 供應商，我們會確保他們遵循安全軟體開發生命週期的最佳做法，並針對所有已知的開發策 
 略進行滲透測試

• 電子零件採購：確保全球產品的所有電子零件均符合「US DoD DFARS 252.246- 7008 - 電子零件來源」的規定

• 安裝軟體 / 韌體：所有預載的軟體，韌體，以及客戶的來源系統母檔安裝，都在嚴格的規範底下操作，確保系統是在安全無害 
 的環境下建立

• 製造控制：使用最新的作業系統，在用於支援或生產產品的所有系統上執行反惡意軟體掃描，為 IT 系統建立安全的環境

• 下游供應商管理：將需求向下追溯到供應鏈的各個層面

• 通知：清除所有針對要求外洩通報路徑層級

• 運輸、倉儲和人身安全：運用技術以避免遺失、公開和秘密追踪，並透過即時監控以檢查異常情況，例如偏離路線或計畫之  
 外的路障、警報系統、安全警衛、禁區、錄影監控鏡頭和外部圍欄等

產品供應鏈網路安全性 

為供應商、製造合作夥伴和物流合作夥伴訂定標準

產品設計與 SDLC
（系統發展生命週期）

電子零件的採購
與供應商開發

安裝軟體與韌體 製造控制

下游供應商管理 人身安全

運輸與倉儲

HP 產品供應鏈安全性

HP 非常重視產品供應鏈的網路安全，並且瞭解這是病毒、惡意軟體或後門程式等

風險的切入點。這首先要對我們從零組件層級到物流合作夥伴的供應鏈廠商進行

大範圍審查。

為了讓供應商滿足顧客對我們的期望，我們制定了產品網路安全標準，其中列出

專門保障產品完整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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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映像安全性 HP 產品安全性和隱私

HP 理解在為顧客部署和交付個人電腦系統資產時，隱私、安全性和資料保護具有極

高的重要性。HP 會確保在出廠的個人電腦系統上載入軟體映像 / 韌體並提供授權，

這符合 HP 生產同級最佳安全性產品的策略目標。HP PSO（個人電腦系統操作）已獲

得映像載入過程和動態設置服務的 ISO 27001：2013 安全認證。

隨著網路攻擊變得更加常見和複雜，安全漏洞也成為了顧客日益關注的問題。為了應

對這個狀況，我們將不斷開發 HP 產品、解決方案和服務，以提供領先業界的彈性功

能，預測不斷變化的攻擊和威脅情況。

從設計開始，一路到客戶使用、翻新和回收，我們所有產品的設計原則都遵循安全性

和隱私原則。我們將保護、檢測和恢復功能內建到整個裝置之中，而不僅是透過軟體，

這樣就能為顧客提供單獨、可審核的機制來管理安全性風險。為了防範未來的惡意軟

體，PC 和印表機都必須具備硬體級別的安全性，並且需要無縫整合客戶的大規模 IT 

網路安全基礎架構。這就是 HP 策略的基礎。

我們由公司各部門的企業負責人組成安全性管理審查委員會 ，負責監督和調整所有

產品組合內的安全性方針，並提供必要的資源，以鞏固 HP 的產業領導地位。我們亦

於 2017 年成立一個外部安全顧問委員會，為 HP 提供用於加強自身安全工作的洞見。

三名創始成員都對駭客領域及安全技術和策略的最新發展方面，擁有獨到的第一手專

業知識。

我們聘請網路安全專家，並採用領先業界的工具進行網路安全性架構審查、滲透

測試、代碼審查以及自動化代碼掃描。當出現問題時，我們會根據 HP Coordinated 

Vulnerability Disclosure 政策的規定，採取適當的措施，修復通報的安全性漏洞。

軟體映像包括作業系統、請求的第三方應用程式以及顧客請求系統運行所需的診斷

工具。映像讀取過程涵蓋了將經過驗證和確認的映像，放置到系統上的端對端過程。

動態設置服務令顧客可以透過安全的 VPN 連線，將映像環境延伸到 HP 的工廠或預備

中心，從而使顧客在發貨前控制新產品的設定動作。顧客可以透過此連線直接管理和

設置映像、應用程式、網域加入、HDD 加密、BIOS 設定和單位個人化。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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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無僥倖！
多功能影印事務機
成 IT 防護網關鍵

自 2016 年爆發國內某銀行 ATM 盜領事件後，台灣社會大眾也開始驚覺數位

安全的重要性，了解到原來駭客攻擊不只資訊業界受影響，而是周遭生活的

大小事都與數位安全息息相關。

您的列印系統是否受到完善的安全保護呢？

為了讓您的企業資安防護網更健全，建議您

至HP網站了解更多印表機資安相關資訊：

駭客搞破壞，國家安全與經濟面臨巨大危機

鑒於各類資安事件影響衝擊，加上台灣的國際地理情勢等

影響，總統蔡英文於剛上任時即提出「資安即國安」的戰

略發展藍圖，一方面制定資訊安全防護專法、成立專責的

國家管理機關外，同時亦大力推動資安相關產業的發展，

與民間單位聯合組成資安情報網，主要的目標就是要確保

國家安全與經濟民生不被駭客或網軍搞破壞。

今年 (2020) 初全球受到新冠肺炎影響，國際緊張情勢也因

此升高，台灣許多機關與企業如醫療研究院所、公務單位、

大型能源企業等，也都遭遇到不同規模與手法的資安攻擊事

件，面臨到關鍵服務停擺，或是機敏資料遭到竊取等，顯見

資訊安全已經成為所有人須共同面對的挑戰。

資安防護本非易事，爆炸性成長的聯網設備令情況雪上加

霜。時至今日，駭客不僅可以攔截衛星通訊、駭進商用客機

系統、綁架並遠端控制汽車的油門與剎車，甚至駭進心律調

節器。一旦透過聯網設備駭進內網，想要植入惡意程式、埋

下勒索病毒、攔截關鍵機密，都只在彈指之間！

萬物互聯，所以萬物皆可駭。當企業重金投資網路防禦、病毒

偵測等解決方案時，往往忽略了一個簡單的保防觀念：「看起

來最無害的，其實最危險。」而這句話，就印證在每個企業

都會使用的多功能事務機上。

萬物皆可駭，印表機或影印機都不意外

駭進印表機或影印機困難嗎？一點也不難。在國外曾有高中

生成功入侵 15 萬台網路印表機，遠端操控印出想要的內容。

美國多所知名大學的印表機與傳真機也曾被駭客綁架，印出

反猶太人傳單。然而這些都只是輕傷害案例，駭客的野心遠

不止於此。

多功能事務機其實就是一台聯網電腦，有處理器、記憶體、

作業系統、韌體、網路連線，可執行 Java script，也可以連

結到公司的檔案伺服器與郵件伺服器。而只要是聯網電腦，

就有漏洞可鑽。

最常見的漏洞，是透過無線網路連接多功能事務機植入惡意

程式，直接侵入內網。多功能事務機的安全防護不如個人電

腦，也很少進行系統弱點更新，容易入侵與植入。駭客進入

內網後即可為所欲為，無論要攔截列印數據、竊取文件或持

續滲透整個網路，都能輕易達成目的。

從內到外，威脅無所不在

也有駭客將惡意程式碼植入列印流中，以社交工程或釣魚手

法誘導使用者列印這份文件，趁機控制事務機。事實上，多

數印表機並沒有能力檢測列印流、也無法查知是否被植入惡

意程式，給予駭客十分充裕的時間可以遂行惡意攻擊。

另一個易忽略的漏洞，是實體文件的安全性。多數多功能事

務機沒有文件傳輸加密與身分驗證機制，因此一份文件在傳

送階段可能被駭客攔截，印出來後若沒有馬上領取，也可能

被有心人士窺看或竊取，卻無法追查。

實務案例上，也曾有多功能事務機作業系統被駭客用逆向工

程破解、改寫，最終被挾持，成為企業的資安破口。報廢的

了解更多列印安全防護

多功能事務機中若有硬碟或其他儲存媒介，也可能被有心人

士還原資料，造成重要資料外洩。

83% 事務機曝險，為駭客開後門

Spiceworks 調查發現，從 2014 年到 2018 年，透過多功能事

務機入侵的事件佔比從 4% 快速成長到 16%，足見駭客已經

從印表機安全漏洞中得到許多甜頭。然而企業端卻尚未覺醒：

高達九成企業的資安政策中，沒有包含事務機；僅有 17% 的

事務機有惡意軟體防禦，全產業界的曝險程度高達 83% ！

仔細想想，一台多功能事務機每天經手的重要資料，可能比

一個總經理特助還要多！然而 Spiceworks 指出，IT 人員對印

表機的資安關注程度僅達 18%，遠低於 PC(91%)、行動裝置

(77%) 與伺服器 (77%)*。如果您是惡意者，您會選擇重兵看

守的正門突入，還是從沒有守衛的後門悄悄潛入？答案已經

呼之欲出。

五大防禦，拆解資安未爆彈

台灣惠普 (HP) 列印系統事業群業務經理蔡鴻州提醒，有鑑於

針對多功能事務機的威脅與攻擊與日俱增，企業應慎選有提

供多重安全防護功能的商用列印解決方案。其中企業最迫切

需要的安全功能包括五大類：

一、  BIOS 自動檢測、保護與修復：主動偵測入侵威脅，以數

位簽章確認 BIOS 代碼正確性。BIOS 受感染時，可自動

啟動備援 BIOS 將受感染的 BIOS 回復。

二、  追蹤使用行為：避免未授權的存取與使用，事後亦可追

溯還原事件。

三、  多重硬體防盜鎖：針對硬碟、主機板、記憶體、事務機

本體的多重硬體防盜機制，以及控制面板安全鎖定功

能，每個環節都受到保護。

四、  登入管理：採用智慧卡、員工感應卡或 PIN 碼等管理機

制，管控列印行為。

五、  網路安全：關閉無用的端口與協議，並確保設備受到防

火牆保護。敏感文件應採取加密傳輸的安全列印方式。

資安沒有僥倖，全面查驗搶先機

多年來 HP 一直致力在業界宣導印表機資安防護的概念，也

正是因為對資安的全方位重視，讓 HP 榮登 IDC MarketScape 

2018 多功能事務機評估報告的全球品牌領導者。「資安沒

有僥倖，多一台安全的印表機，就少一分威脅；」蔡鴻州強

調，「我們建議資訊長盡快查驗企業 IT 環境中的事務機，找

到潛在風險熱點，並盡快採取必要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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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獲 金 額

945 萬美元
查 獲 物 品

共計70 萬件

亞太地區查獲膺品摘要 – 2020 年 / 11 月 ~2021 年 / 4 月

引發智慧財產權的法律危機

GREATER
CHINA

GREATER
ASIA

INDIA

HP原廠耗材防偽標籤更新啦!!   
保護消費者免受仿冒品危害

HP 防偽客戶貨品檢查服務保護 
HP 客戶免受品質低劣的假貨危害

全新的安全性標籤具有全新的防偽技術  

「全像位移技術」以及 QR 碼技術。   

讓偽造者更加難以偽造。

保護貴公司免受仿冒品危害

全新防偽標籤

只要遵循以下簡單幾個步驟，即可針對標案流程收到的報價進行評估，

避開使用仿冒品的風險。

警惕可疑的行銷方式，避免線上拍賣網站上的批發品，或者價格與其

他產品差異甚大的產品。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要是這筆交易好得太

不真實，就切勿上當。

僅向 HP 授權行銷合作夥伴購買產品，避免成為仿冒品的受害者。

明確表示要購買 HP 原廠產品，在標案流程或購買過程中不吃虧。

若要深入瞭解新的安全性標籤， 

請造訪 www.hp.com/go/ok

若您懷疑收到的產品 可能含有仿冒品，HP 提供免費現場檢查服務 ( 適用於大型或中型客戶 )。
請傳送電子郵件至 apj.anticounterfeit@hp.com 以申請免費檢查服務

NEW

無 QR Code 
安全標籤  無法辨識

如果您的防偽標籤是符合以下任一圖示，表示您擁有 HP 正廠的原廠耗材或耐用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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