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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OONE

，可加購冷藏室隔板同時儲存紅酒白酒

高純度氮氣
高純度氬氣

觸控式按鈕
可設定 種任意毫升數〈例如 毫升〉

可調整光線強度

中央觸控顯示

清洗品飲機警示燈號

不銹鋼
黑色 塑膠

電熱模組

封閉式氣動活塞

系統串聯套件
白色或黑色側板
活塞增長墊片
冷藏室隔板
附加鑰匙的門把

品飲機兩側皆可直接串聯另一台品飲機

ENOONE 是   葡萄酒品飲機系列當中，唯一的迷你 2 瓶裝產品。專業的冷藏系
統可以使葡萄酒處在最佳適飲溫度、創新的    技術讓機身本身俱備優雅簡潔的
外觀。同時 ENOONE 的模組化功能，可以讓您在不用購置其它系列產品的情況下，
輕易將 ENO 以 2+2+2+2+2+ 的方式串聯在一起，成為無限延伸的品酒美學！

ENOONE 

ENOONE 

ENOONE 

模組化串聯



ELITE 2.5 是   最新一代機種，配備最高規格系統，低噪音、高效能、互動式 觸控面
板，提供最佳化葡萄酒味道與香氣保存，讓您體驗不凡的品飲享受。

     ELITE 2.5  4 瓶機
   可以使用內部隔板將葡萄酒隔為 2+2 的兩個冷藏室，
   並且分別設定不同溫度。

  ELITE 2.5  8 瓶機
   可以使用內部隔板將葡萄酒隔為 4+4 或  的兩個冷
   藏室，並且分別設定不同溫度。

   兩個冷藏室可以分別設定溫度範圍為 以供紅
   酒或白酒分別控溫

〈可自由切換〉
安裝於內場：服務人員於內場取酒以服務客戶
安裝於外場 客戶自行使用品酒卡取酒品飲

〈二擇一使用〉
高純度氮氣
高純度氬氣

內建壓力監控系統，一旦監測到壓力異常，品飲機即
   會發出壓力異常資訊於 液晶螢幕

觸控式互動液晶螢幕
     可設定 種任意毫升數 例如  毫升

可調整光線強度
根據系統功能改變而自行調校光線

主螢幕 : 圖形化液晶螢幕，位於機身正上方，顯
                      示品飲機各項資訊，可輸入商家名稱
子螢幕 : 觸控式互動液晶螢幕位於每個酒瓶上方

                     ，用以監控品飲機各項功能

《ELITE 2.5 

玻璃
不銹鋼
烤漆鋼材

高效能靜音壓縮機

氣動活塞

品飲機身內有安裝一個感應器以監控所有外部
      的環境參數〈溫度、壓力與濕度〉
品飲機內部晶片使用上述環境參數來自動調節

      品飲機的運作效能，提供更精準的出酒量與更
      高效的冷藏系統

機身左右兩側需各保留 
機身上方需保留 
機身後方需緊貼背牆
兩台品飲機可緊貼並排

晶片卡〈 〉

區域網路
通訊協定〈可以選擇 軟體管

      理品飲機，軟體需要額外購買版權費用〉

    -  不銹鋼
    -  黃金黑曜石

ELITE 2.5

ELITE 2.5 4

ELITE 2.5 8



FLUTE 2 

FLUTE 2

FLUTE 2

不僅僅可以保
存氣泡酒的味道與香氣，更重要的是其專利技術可以讓氣泡酒在開瓶之後仍能保存氣泡
的力道與細緻度。絕美的外觀設計讓您享受杯中美麗燦爛泡泡同時更增加視覺享受。

瓶裝氣泡酒品飲系統
同時適用 毫升與 毫升的氣泡酒

高純度氬氣

觸控式互動液晶螢幕
   可設定 種任意毫升數〈例如 毫升〉

智慧型 會根據系統功能改變而自行調校光線

互動式彩色 觸控式螢幕 〈 吋 〉，用以監
   控品飲機各項功能

玻璃
鋁條
不銹鋼
烤漆鋼材

著色鋁條外框
德國工業標準色彩系統〈黑光 〉

高效能靜音壓縮機

電動活塞

內建壓力監控系統，一旦監測到壓力異常，品飲   
   機即會發出壓力異常資訊於 液晶螢幕 

品飲機身內有安裝一個感應器以監控所有外
       部的環境參數〈溫度、壓力與濕度〉
品飲機內部晶片使用上述環境參數來自動調

       節品飲機的運作效能，提供更精準的出酒量

機身左右兩側及後方需各保留 
機身上方需保留 
兩台品飲機可緊貼並排

晶片卡〈 〉

FLUTE 2 



SPIRIT  是全新設計的〈即插即用〉溫室型烈酒品飲系統，為您量身打造品飲
白蘭地、干邑、威士忌與各式優質烈酒的最佳夥伴

瓶裝威士忌品飲系統

即插即用

室溫

安裝於內場：服務人員於內場取酒以服務客戶
配備供酒電子閥控制鎖：可用鑰匙關閉供酒電子閥

       ，停止威士忌供酒服務

觸控式按鈕
     可設定 種任意毫升數〈例如 毫升〉

配備 盞 燈

不銹鋼
石南實木〈 〉 
鏡面儲酒室
石南實木外殼
黃金色活塞與供酒龍頭

仿石南木〈 〉
鏡面儲酒室
仿石南木外殼
黃金色活塞與供酒龍頭

內建空氣壓縮機

氣動活塞

機身後方需保留 
機身上方需保留 
兩台品飲機可緊貼並排

          

SPIRIT

SPIRIT 



CLASSIC LITE

CLASSIC LITE 是 葡萄酒品飲機系列產品當中最受全世界客戶歡迎的型號之一，
對於各種環境的適應性佳〈品飲機身之深度只有 〉以及系統設計的多功能化是本
產品的最大特色，同時也是各式品酒沙龍、高級餐廳、知名酒店的最佳銷售幫手！ 

CLASSIC LITE 

CLASSIC LITE 4 : 4 瓶機〈有前台或後台機型可供選擇〉
    CLASSIC LITE 8 : 8 瓶機〈有前台或後台機型可供選擇〉

安裝於內場：服務人員於內場取酒以服務客戶
安裝於外場：客戶自行使用品酒卡取酒品飲

高純度氮氣
高純度氬氣

觸控式按鈕
   可設定 種任意毫升數〈例如 毫升〉

主螢幕 : 電子顯示螢幕，顯示品飲機資訊，可輸入商
                       家名稱
子螢幕 : 電子顯示螢幕，顯示酒品價格

    -  不銹鋼
    -  黑色 聚氨酯塑膠

   -  高效能靜音壓縮機〈可以選擇安裝於品飲機身左
       側或右側〉
   -  需排放冷凝水

   氣動活塞

壓縮機側需保留 
機身後方需保留 
兩台品飲機並排壓縮機須在左右兩側

   晶片卡〈 〉

   -  區域網路
   -   通訊協定〈可以選擇  軟體管理
      品飲機，軟體需要額外購買版權費用〉 

CLASSIC LITE 4 

CLASSIC LITE 8 



ENOROUND

ENOROUND 8+8 (不含檯面)

全新的 ENOROUND 完全採用 ELITE 的高端科技，結合觸控螢幕、電動活塞、氣體洩漏控
管系統，以及更多其它的自我監控功能，服務人員必然管理無憂。單一機型同時間可以
服務 2 組客人，讓 ENOROUND 除了最大化空間的美感以外，更能滿足客戶的品飲需求！

《ENO 功能簡介》

ENO ：圓形 瓶機
：配備 組 瓶裝的冷藏室 ，可以針對

                     紅酒和白酒分別控溫
：配備 套供酒系統，每套系統分別管理

瓶酒，可讓 組客戶同時取酒品飲

高純度氮氣
高純度氬氣

：
觸控式互動式液晶螢幕
可設定成 種任意毫升數〈例如 毫升〉

主螢幕 : 圖形化液晶螢幕，位於機身正上方，顯示
                     品飲機各項資訊，可輸入商家名稱
子螢幕 : 觸控式互動液晶螢幕位於每個酒瓶上方，

                    用以監控品飲機各項功能

不銹鋼
可麗耐頂蓋版〈顏色可選冰河白、星夜黑或深咖啡〉

高效能靜音壓縮機

亦會根據系統功能改變而自行調校光線強度

品飲機身內有安裝一個感應器以監控所有外部的環境
參數〈溫度、壓力與濕度〉
品飲機內部晶片使用上述環境參數來自動調節品飲機
的運作效能，提供更精準的出酒量與更高效的冷藏系    

     統

內建壓力監控系統，一旦監測到壓力異常，品飲機即會
  發出壓力異常資訊於 液晶螢幕

電動活塞

承重度足夠的檯面
檯面高度必須介於 之間

晶片卡〈 〉

區域網路
通訊協定〈可以使用 軟體管

    理品飲機，軟體需要額外購買版權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