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氣最高才是兄弟 Brother 原廠大連供 T 系列噴墨複合機相挺上市
超高容量 連續供墨 單張不需一毛省最大
內嵌墨盒 多機一體 省錢速印高坪效
45°灌墨 不滴墨零麻煩 注墨不再手忙腳亂
超低成本 超高品質 力挺台灣新創企業
新聞發佈時間：民國 104 年 7 月 22 日
新聞稿共二頁，敬請惠予刊登。

根據「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報導指出，台灣文創業者已高達 6 萬多家，整體營業額
突破七千八百億元；而美國研究單位「全球創業精神發展機構」更於今年「全球創業精神指
標」中公布，台灣創業精神名列全球第 8，若以亞洲論，更領先亞洲其他國家；然而這項排
名若再分別以創業態度、能力和企圖為主要指標分項來看，創業企圖名列第三，顯見有夢想、
肯奮鬥的有為者，無不充滿動力與熱情；然而於創業能力這項實際指標上，難免因創業維艱，
而懸殊地直落第 15 名。
超過一世紀的 Brother 集團，是裁縫之子安井正義創辦人在保守的 20 世紀初至大阪學習裁縫
機維修時，眼見外國機器充斥市場，而日本卻從無屬於自己的品牌，於是立下雄心，發願打
造屬於本地的縫紉機開始；當時，不僅日人從沒想過能有自製縫紉機，現實條件更是匱乏。
所幸安井正義創辦人得到同胞兄弟襄助，同心協力走過創業艱難，以致一百多年後的今日，
Brother 於列印、影像處理、標籤及縫紉機等市場上屹立不搖，故更能體會創業者面對未來
不確定的焦慮以及現實條件的挑戰；將心比心，願以 At Your Side 的品牌精神，與「優越品
質、無言奉獻」的座右銘提供高品質、低成本的產品，扶助台灣新創企業，讓創業者感受義
氣最高、兄弟永遠挺你的暖心。
更因此，Brother 在七月份隆重推出「Brother 原廠大連供 T 系列」共四台新機－包括三合
一複合機 (列印/掃描/複印)：DCP-T300 及五合一 Wifi 複合機(列印/掃描/複印/無線網路/
行動列印)：DCP-T500W；六合一 Wifi 複合機(列印/掃描/複印/無線網路/行動列印/自動送稿
器)：DCP-T700W 以及最高階的 Wifi 傳真複合機(列印/掃描/複印/傳真/無線網路/行動列印/
自動送稿器)：MFC-T800W 等產品。
就是盼望透過創新與技術精進，與創業者與廣大中小企業族群一起打拼，提供成本打折、品
質不打折的高水準產品。6000 張高容量墨水盒與墨水補充瓶設計，平均單張列印成本只約 0.6
毛錢，滿足經濟實惠大印量需求；並以日本百年工藝品質，設計透明內嵌墨水盒，改良傳統
連供或改機印表機外掛式結構解決連供或改機後佔空間又無法清楚掌握墨水量的問題；獨創
45 度角注墨導入設計，防滴漏汙漬、也防支出浪費，從此補充墨水輕鬆又乾淨；更因應新創
業者節省空間與預算的考量，機身一體成形，並以複合機型解決除了列印機，還需增購掃描
機、複印機或傳真機等的需求；加上無線與 app 行動列印功能以及最貼心的防塵抽屜式大容
量紙匣，讓消費者從此不需再費心改機，也能擁有最高 CP 值與完整原廠保固的新一代連續供
墨噴墨複合機－「Brother 原廠大連供 T 系列」，滿足全方位列印需求。
台灣兄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小幡勇二特別強調，進入台灣市場六年，為感謝消費者讓
Brother 於去年底以黑白雷射複合機穩站市場第一、A3 噴墨複合機也衝破 50%高市佔率，為
回饋台灣消費者，推出新一代連續供墨解決方案「Brother 原廠大連供 T 系列」提供更高品
質的原廠列印體驗，從此避免非原廠墨水填充造成的機器損害與環境危害等問題，更大大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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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修繕機率與換機成本。
Brother 為落實「義氣最高」力挺台灣新創業者，趁著全新系列「Brother 原廠大連供 T 系
列噴墨複合機」上市機會，於 8 月底前，登入「Brother International Taiwan FB 粉絲團」
參加【義氣最高才是兄弟 創業維艱 Brother 挺你～】活動，就有機會獲得「Brother 原廠
大連供 T 系列」墨水二年免費供應。
更多相關訊息請至 Brother 官網：http://www.brother.tw
關於 brother 集團
西元 1908 年 Brother 在日本成立，目前於全球 44 個國家中設有 17 個生產據點(包含 5 個 Brother 企業工廠)和 52 個銷售公
司。其中，於 1979 年在台灣高雄設立家用縫紉機生產據點並出口至全球市場。成立至今超過一個世紀，Brother 已成為提
供創新產品和顧客滿意度的品牌代名詞。
藉由生產高品質的創新產品，Brother 在列印、影像處理、標籤及縫紉機市場成為領先品牌。主要產品包含雷射印表機、複
合機、傳真機、標籤機及應用範圍廣泛的家用和工業用縫紉機。矢志成為值得信賴的品牌，在各事業領域秉持著”顧客至上”
的方針，希望透過全面的解決方案不斷滿足顧客的需求。

關於 Brother International Taiwan LTD.
台灣兄弟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位於台北，是日本 Brother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於 2009 年在台灣成立之子公司，
也是第一家在台灣正式的銷售公司。以下為我們的經營理念(21 世紀全球憲章):「秉持”At your side.”的精神，透過高
品質的產品與服務製造出優良的價值並迅速提供給顧客。」

新聞聯絡人
台灣兄弟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唐儀 行銷主任
E-mail：daphne.tang@brother.tw
Tel: (02)2737-0211 ext.804
岱瑪金誠
張佩菱 總經理
E-mail：elsa@dia-mond.com.tw
Tel: 0918-962-465
岱瑪金誠
楊育姍 數位行銷部
E-mail：shan10477@gmail.com
Tel: 0933-201-597

附件：Brother 原廠大連供 T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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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

DCP-T300 原廠
大連供三合一複
合機

DCP-T500W 原廠大
連供五合一
Wifi 複合機

DCP-T700W 原廠大
連供六合一
Wifi 複合機

功能

列印、影印、掃
描

列印、影印、掃描、 列印、影印、掃描、 列印、影印、掃描、
無線功能、行動列印 無線功能、行動列 傳真、無線功能、
印、
行動列印、文件自
文件自動送稿器

介面

MFC-T800W 原廠大
連供 Wifi 傳真複
合機

動送稿器

高速 USB 2.0

紙張尺寸

A4 / LTR / EXE / A5 / A6 / 相紙 (102 x 152 毫米 / 4 x 6 吋) / 索引卡 (127
x 203 毫米 / 5 x 8 吋) / 2L 相紙 (127 x 178 毫米 / 5 x 7 吋) / C5 信封 / Com-10
/ DL 信紙 / Monarch

紙張置入
/輸出
自動
送稿器
原廠大連
供

100/50 張紙
20 張紙
BT6000 BK 大連供黑墨 (6000 頁 A4)*
BT5000 C/M/Y 大連供彩墨 (5000 頁 A4)*

墨水補充
瓶
優點

1. 降低打印成
本
2. 補充墨水輕
鬆無難度
3. 墨水不易濺
出
4. 節省空間，使
用方便
5. 黑墨採用高

1. 降低列印成本
2. 補充墨水輕鬆無
難度
3. 墨水不易濺出
4. 節省空間，使用
方便
5. 黑墨採用高級顏
料墨水，可防輕潑水
6. 支援無線、行動

1. 降低列印成本
2. 補充墨水輕鬆無
難度
3. 墨水不易濺出
4. 節省空間，使用
方便
5. 自動送紙匣，多
頁掃描好便利
6. 支援無線、行動

1. 降低列印成本
2. 補充墨水輕鬆
無難度
3. 墨水不易濺出
4. 節省空間，使
用方便
5. 自動送紙匣，
多頁掃描傳真，好
便利

級顏料墨水，可
防輕潑水

列印，節省時間，簡
化工作
7. 黑墨採用高級顏
料墨水，可防輕潑水

列印，節省時間，簡
化工作
7. 黑墨採用高級顏
料墨水，可防輕潑水

6.支援無線、行動
列印，節省時間，
簡化工作
7. 黑墨採用高級
顏料墨水，可防輕
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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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速度

每分鐘 27 ipm (黑白) / 10 ipm (彩色) (高速模式)
每分鐘 11 ipm (黑白) / 6 ipm (彩色) (標準模式)

列印
解析度
網絡功能

列印: 1200 x 2400 dpi
掃描: 1200 x 2400 dpi

尺寸及
重量
保固

-

內置無線網絡

435 公厘 (寬) x 374 公厘
(深) x 161 公厘 (高), 7.1 公斤

內置無線網絡

內置無線網絡

435 公厘 (寬) x 374 公厘
(深) x 180 公厘 (高), 8.3 公斤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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