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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消息

技術交流會內容豐富

e-banner 於 2014 年 6 月 成 立， 為

e-print 集團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

1884）成員，以香港為核心基地，

主要提供專業而快捷的數碼噴畫及

展覽安裝工程服務，為客人帶來新

體驗。早前，香港首台 EFI VUTEk 

HS100 Pro 落戶 e-banner，促成了

這次極速噴畫魅力之旅的舉行。

■ 資料來源：EFI
TM

EFI ™（納斯達克：EFII）聯同引入香港首台 EFI VUTEk HS100 Pro 的用戶 e-banner，於

2015 年 5 月 29 日舉辦 VIP 客戶新世代極速噴畫體驗活動，為創建香港尖端噴畫市場

作專業分享及交流。整日的活動內容非常吸引，上午於酒店舉行技術交流會，介紹創

新科技，下午安排參觀 e-banner。共有 130 多位來自不同界別的人士參與，包括相關

用戶 、品牌經理人 、4A 廣告公司 、中港台同業及多個行業媒體。

EFI攜手e-banner舉辦
新世代極速噴畫交流會

創建香港尖端噴畫市場

■ 逾百位出席技術交流會的
來賓來自不同界別和地區。

■ EFI 亞太區副總裁 Mr. Stephen 
Green 深信 EFI 設備能成為用戶
開拓香港噴畫市場的強大後盾。

■ e-banner 業務拓展總監陳剛雄先生表
示，引進 EFI VUTEk HS100Pro 高端數
碼噴畫機，增強了客人對他們的信心。

■ EFI 香港台灣地區銷售經理姚瑋
倫先生分享了 EFI VUTEk HS100 
Pro 的技術亮點與規格。

■ EFI 亞太區 EPS 軟件解決方案銷
售經理 Mr. Mohamad Ibrahim 為來賓
介紹了 EFI 的 EPS/MIS 解決方案。

■ EFI 亞太區應用經理陳黎
明先生講解了數碼前端工作
流程 EFI Fiery 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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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I亞太區副總裁Mr. Stephen Green不僅對e-banner

的新業務 、新產能和新技術，送上衷心的祝福，

還為來賓介紹了 EFI 的銷售和服務團隊。他認為香

港市場一直充滿活力，勇於革新；e-banner 無疑對

尖端噴畫市場擁有高度敏銳的觸覺，投資千萬元

購置 EFI VUTEk HS100 Pro，正好顯示其對開拓全

新市場的決心和信心。他還保證：「EFI 每年都投

入 20％的營業額到研發團隊，銳意追求穩定先進

的技術，配合專業的服務團隊，深信能成為用戶

開拓香港噴畫市場的強大後盾，令他們勇往直前，

無後顧之憂。」此外，EFI 香港台灣地區銷售經理

姚瑋倫先生 、亞太區 EPS 軟件解決方案銷售經理

Mr. Mohamad Ibrahim、亞太區應用經理陳黎明先

生，也分享了 EFI 的設備技術與相關的解決方案。

e-banner 業務拓展總監陳剛雄先生表示，e-banner

向來以客戶為本，致力提供優質的網絡訂購噴畫

業務，以專業 、快捷 、簡單和便利的方式為客人

帶來優質的噴畫服務。投資 EFI VUTEk HS100Pro

高端數碼噴畫機，增強了客人對公司的輸出品質

和生產能力的信心，使業務突破傳統，取得香港

尖端噴畫市場的領導地位。

參觀 e-Banner 大開眼界

在參觀環節期間，嘉賓親臨並體驗了極速高品質

的生產設備的即場示範和優質的畫面輸出，更親

眼目睹 e-banner 整齊有序的不同生產環節，24 小

時不停運作的高效率運作流程，還有多樣化的產

品都令人大開眼界。在上午技術交流會開始前，

不少嘉賓都在簽名板前合影留念；到了下午參觀

時，e-banner 就利用這些相片製作成紀念品，來賓

紛紛表示 e-banner 的生產效率是將來合作的保證。

EFI VUTEk HS100 Pro

數碼 UV 噴畫機

參觀環節的重點是 EFI VUTEk HS100 Pro 數碼 UV

噴畫機，作為這系列的旗艦產品，是卷對卷和板材

兩用型設備，具有 3.2 米寬幅和海量產能，並以每

小時 100 張以上的板材處理速度和高精度灰階模

式進行生產，而且能全自動上版；同時還擁有絲網

印刷的生產力和柯式印刷的品質，是這兩類印刷機

的真正替代設備。在 Orion 軟件平台的驅動下，創

新的成像技術實現了客戶要求的色彩精準性和一致

性，達到理想的產能和數碼化的生產效率。其創新

及專利的 LED 加 UV 固化技術，在確保墨點精準定

位的同時，提高圖像質量，改善光澤度的控制，擴

大色域範圍和更寬幅面的輸出。其數碼成像技術和

供墨系統，降低了耗墨量，從而降低生產成本。

數碼前端工作流程
EFI Fiery® proServer 第 6 版

EFI 不僅擁有高耐用性的硬件產品，更推出了優化

的 Fiery proSever，以及網絡印刷和可變數據印刷的

多種全方位解決方案。EFI Fiery® proServer 第 6 版

作為一套新型 、可升級的靈活數碼前端工作流程，

致力提升處理速度。Fiery proServer 的 EFI FAST 

RIP（Fiery 加速系統技術）處理引擎能夠應對複雜的

矢量數據，處理速度要比競爭對手快七倍以上。 

Fiery proServer 第 6 版針對 EFI VUTEk 打印機而設

計，但同時也能夠與超過 500 種寬幅面和超寬幅面

打印機兼容，還支持 Fogra PSD 認證，並提供新的

拼接功能，增強可用性。新型 Fiery proServer 的動

態平滑功能更可確保一流的漸變輸出。這些解決方

案也在活動中，一一向為嘉賓介紹，又在參觀現場

展示與互動交流。■

■ e-banner 陳剛雄先生手
上的紀念品，是利用上午交
流會的嘉賓合照製成，在下
午的參觀環節上送出。

■ 眾 來 賓 能 夠 一 睹
EFI 旗 艦 產 品 VUTEk 
HS100 Pro的生產示範，
都感到十分雀躍。

■ EFI VUTEk HS100 
Pro 數碼 UV 噴畫機同
時擁有絲網印刷的生產
力和柯式印刷的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