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墨傳真複合機連續
彩墨傳真複合機連續 7 年日本銷量冠軍 印表機領導品牌
印表機領導品牌 Brother 建國百年鉅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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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巧體積 時尚外型 節能環保 全方位滿足辦公商務需求
彩墨傳真複合機連續 7 年日本銷量冠軍，印表機領導品牌 Brother 集團-台灣兄弟國際行銷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兄弟國際行銷)正式來台成立子公司二週年，秉持著承擔企業責任，致力於
開發尊重環境、永續發展的產品，特別於建國百年之際，一次推出主打的 HL-2240D 雷射印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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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容量 250 張進紙匣；MFC-J6910DW 更是擁有超高規格的 250 張雙進紙
匣，
節能省時又環保，讓辦公商務人士，輕鬆升格經濟效率家。同時，為滿足不同市場需求，特別推
出的 MFC-J6910DW A3 網路彩色噴墨傳真複合機，能提供藝術創作及設計相關領域的專業人
網路彩色噴墨傳真複合機
士，速度更快、品質更完美的精湛色彩表現，簡單易懂的 3.3 吋全彩觸控 LCD 顯示螢幕，搭配人
顯示螢幕
性化的直覺操作介面，充分展現 A3 大尺寸輸出的最佳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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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表機領導品牌 引領綠能列印風潮 A4 黑白雷射複合機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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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田俊哉先生
先生表示：「Brother 來台正式成立屆滿二年，雖然身為台灣
台灣兄弟國際行銷董事長 太田俊哉
先生
複合機市場的後進者，但我們內在蘊藏的卻是日本彩墨傳真複合機零售市場連續 7 年銷量冠軍、
Brother 集團成立滿 103 週年，並時刻挑戰自己、成就超越完美的印表機領導品牌。我們堅持提
供消費者同級產品中功能最完整、體積最小、且最具價格競爭力的產品。而 Brother 也不負眾望，
根據 NPD 以及 Infosource 市場調查結果指出，Brother 黑白雷射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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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場排名，成為消費者最愛的列印輸出品牌!」
應邀來台的 Brother 兄弟國際株式會社經理 前田洋先生
前田洋先生，更是非常開心能出席此次台灣的年度
先生
旗艦機種活動，前田洋先生笑說，Brother 對於能率先推出先進的產品與功能感到非常驕傲，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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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不知不覺中達到降低成本與節省能源的雙贏局面，同時提供商用市場完整且高效益的綠能列

印解決方案，更能協助企業在隨時隨地掌握無限商機的可能性，將是超高 C/P 值的最佳選擇。

雷射複合機旗艦機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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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智慧型雙面列印技術的旗艦機種，輕鬆達到省時省紙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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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增加工作效率。根據行政院環保署統計室統計，99 年國人年度紙類資源回收總量高達 149
萬公噸，透過智慧型雙面列印技術
智慧型雙面列印技術，將能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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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
智慧型雙面列印技術
的紙張用量
座大安森林公園。高硬體規格的 HL-2240D 黑白雷射印表機每分鐘最多可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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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解析度的高品質文件，同時支援
解析度
頁標準碳粉匣與 2,600 頁的
高容量碳粉匣，除擁有優異列印效能與絕佳輸出品質，更具備節能、減碳、省紙的綠色環保優勢。
高容量碳粉匣
MFC-7860DW 網路雷射傳真複合機整合黑白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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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搭載環保節能的智慧型自動雙面列印技術
智慧型自動雙面列印技術，自動雙面列印速度更是高達 10ppm，讓列印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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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商務人士，再也不擔心浪費資源，不僅省時省錢同時還能輕鬆做環保。此系列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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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簡單快速的證件複印功能
證件複印功能，提供超乎想像的便利體驗，讓專業功能更能輕易上手。
證件複印功能
此外，MFC-7860DW 網路雷射傳真複合機亦針對商務人士需求，開發功能強大的
Scansoft®
網路雷射傳真複合機
Paperport™功能
功能，可將任何紙本文件轉換成電子文件，以電子化的方式儲存與管理，為企業提
功能
昇效率並大幅節省成本；同時支援有線網路與無線網路功能
支援有線網路與無線網路功能，一台可多人分享，再也不須被繁瑣
支援有線網路與無線網路功能
的線路束縛，並可於 app 下載 iPrint&Scan 應用程式後，直接從 Apple 設備列印或將文件掃描到
Apple 設備中，完全不需透過電腦，提供更高彈性的工作優勢，讓複合機的功能與您的想法一同
無限延伸。MFC-7860DW 雷射複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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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同時也能降低能源消耗與成本支出，可說是效能與綠能兼具，徹底滿足工作團隊對高品質輸
出的需求，為同級機種中的旗艦機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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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噴墨複合機 時尚外型 X 人性化科技
人性化科技 SOHO 族第一選擇
Brother 瞄準講求高品質與高效率的 SOHO 族及中小型企業客層需求，暨全球首創的
MFC-6490CW 後，再推出全新升級的旗艦 MFC-J6910DW A3 網路彩色噴墨傳真複合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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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等 15 種強大專業高階功能，是一台為 SOHO 族量身打造的智慧商用旗艦機種，全新採用 3.3

全彩觸控 LCD 顯示螢幕，搭配人性化的直覺操作介面，輕鬆展現專業級水準；環保的四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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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 Brother 獨家高容量 Innobella 墨水技術
墨水技術，
技術，可瞬間提升列印效能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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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能讓列印出來的彩色相片展現細膩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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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創造栩栩如生的畫面，特別適合如工程、建築、設計及創意部門等產業，能夠輸出連設計師
都驚豔的超高列印品質。
透過 MFC-J6910DW A3 網路彩色噴墨傳真複合機所列印精美的建築平面圖、圖表及繪圖，畫質
網路彩色噴墨傳真複合機
細緻完美、鮮明銳利，讓想法與理念更受眾人注目，同時也能節省寶貴的工作空間與採購無數機
器的成本。MFC-J6910DW A3 網路彩色噴墨傳真複合機不但配備大型商用機種的聰明功能，卓
網路彩色噴墨傳真複合機
越時尚的外型與全方位的人性化設計，更成為專業人士與 SOHO 族的第一選擇，能讓消費者於使
用同時，輕鬆享受高品質的大尺寸列印樂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