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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安全注意事項…請務必遵守！

為了防止對使用者及其他人造成傷害或是造成財產損失，請務必遵守以下事項。

使用本產品時，請務必先仔細閱讀《使用手冊》後，以正確方式使用。並請將《使用手冊》妥善保管於

可立即取閱之處，以備隨時查閱。

● 以下將說明未遵守標示的指示內容，以不當方式使用時，可能造成的危害會損失程度。

危險
代表忽略本圖示，以不當方式使用時，可能造成人員死亡或重傷等意外的內容。

警告
如無視該標示之指示、實施錯誤操作的話，「可能會導致人員死亡或重傷」。

注意
代表忽略該標示之指示，以不當方式使用時，可能會導致人員受傷或造成財物損

失的內容。

● 以下圖示分別表示使用者應遵守的事項。

此圖示代表：需注意的注意事項。

此圖示代表：嚴禁操作的禁止事項

此圖示代表：務必執行的強制事項。

危險
關於電池的使用

電池中的鹼性液體誤入眼睛時，可能會造成雙目失明等傷害。萬一遇到這種情況，請

勿搓揉眼睛，應立即用自來水等大量清水對眼睛進行充分沖洗，然後前往醫院接受治

療。

   

警告
關於AC電源變壓器

請勿使用本產品專用的AC電源變壓器（APT0615Z）以外的其他變壓器，否則可能會導

致產品發生故障、異常發熱、冒煙等現象，並引起火災或觸電。

請勿對AC電源變壓器施加指定電源電壓以外的電壓，否則可能會導致產品發生故障、

異常發熱、冒煙等現象，並引起火災或觸電。

請勿拉扯AC電源變壓器的電線、或在電線上堆放重物，否則會引起火災或觸電。

請勿擅自拆卸、改造AC電源變壓器。

請勿在濕度較大的環境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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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言

警告
請勿以分接多個電源分接線的方式使用AC電源變壓器。

AC電源變壓器的電源線若有損傷，請不要使用。

關於電池的使用

在使用電池時，請勿將電池的正負極反置，否則可能會因充電或短路等原因而引發異

常現象，或是導致電池漏液、發熱或破裂。

如電池中的鹼性液體誤入口中，應立即漱口並前往就醫。

電池中的鹼性液體一旦滴落在皮膚或衣服上，可能會對皮膚造成傷害。萬一發生這種

情況，請立即用自來水等大量清水充分沖洗。

請勿將新電池、未使用過的舊電池、使用過的電池，或是不同品牌及種類的電池混合

使用，否則可能會因電池特性不同而導致電池漏液、發熱或破裂。

電池電量用盡後應立即將其從本產品中取出。如將電量耗盡的電池長期放置於本產品

中，則可能會因電池產生氣體而導致電池漏液、發熱或破裂，並對本產品造成損壞。

長時間不使用本產品時，應將電池從本產品中取出，否則可能會因電池產生氣體而導

致電池漏液、發熱或破裂，並對本產品造成損壞。

使用電池時，請務必遵照電池外部標籤或包裝上的注意事項；如電池使用不當，可能

會導致電池漏液、發熱或破裂，或是造成人員受傷或機器故障。

請勿將電池充電、加熱、焊接、拆卸、投入火中或改造，否則會引起火災、漏液或觸電。

請勿用針等金屬物品插入電池，否則會造成正負極短路。

請勿與金屬物品一起攜帶或保存，否則會引起觸電或漏電。

請勿剝下塑膠外殼或劃傷其表面，另外，已剝下塑膠外殼的電池請不要使用。

發生漏液、發出異味時，請立即將其遠離火源，否則會引起火災。

請勿沾水將其弄濕。

使用或保存的過程中，如聞到異味，並出現發熱、變色、變形或與過去不同的現象時，

請立即從本產品中取出並停止使用。

請勿在潮濕、灰塵較多、日光直射或靠近火源等高溫場所使用或放置，否則會引起觸

電、火災、發熱、破裂或漏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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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其他

如需對本產品內部進行檢修、調整、修理時，請聯絡您的經銷商。（如因自行拆卸、改

裝而導致本產品發生故障，即使在保固期限內，仍須酌收修理費用）。

當有異物進入本產品時請不要使用。 

請勿對本產品施加踩踏、跌落或敲擊等強烈的衝擊力，否則會造成本產品損壞，或是

引起火災或觸電。如本產品發生損壞，請在關閉電源後將AC電源變壓器從插座中拔

出，並與您的經銷商或代理商進行聯繫。如產品損壞後繼續予以使用，則可能會引起

火災或觸電。

請勿用潮濕的手來對本產品、AC電源變壓器或插頭進行操作，否則會導致產品發生故

障，或是引起火災或觸電。

請將安放本產品和《使用手冊》的塑膠袋放在兒童搆不到的地方或是予以丟棄，以防

止小孩將其套在頭上或吞食下去，從而導致窒息。

請勿在本產品上面噴灑飲料（茶水、咖啡、果汁等）或殺蟲劑，否則會導致產品發生

故障，或是引起火災或觸電。如不小心將水等液體灑在本產品上，請在關閉電源後將

AC電源變壓器從插座中拔出，並與您的經銷商或代理商進行聯繫。如繼續予以使用，

則可能會引起火災或觸電。

請勿擅自對本產品進行拆卸或改造，否則可能會引起火災或觸電。另外，請遵照本手

冊中的指示來進行操作，否則可能會引發事故或產品故障。

注意
關於電池的使用

使用電池時，請務必遵照電池外部標籤或包裝上的注意事項；如電池使用不當，可能

會導致電池漏液、發熱或破裂，或是造成人員受傷或機器故障。

關於自動裁切器

在列印過程中或是裁切運作過程中，請勿用手指觸摸標籤帶出口附近，否則可能會切

傷手指。

其他

請勿在本產品上面堆放物品、或是將本產品放置於不穩定的場所（如搖晃的桌子或傾

斜處），否則可能會導致產品掉落或倒下，從而造成人員受傷。

請勿在電源開啟狀態下拔出AC電源變壓器，否則可能會導致無法正常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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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關於可攜式標籤機列印出的標籤

本產品在使用時可能會因「加入可塑劑的材料（如氯化乙烯）等所粘貼物體的材質」、「環

境條件」、「粘貼標籤時的具體情況」等因素而發生以下不良現象：標籤顏色發生變化、

標籤發生剝落、文字消失、無法從所粘貼物體上剝下標籤、殘留標籤粘著劑、標籤顏

色滲入標籤底層、標籤底層損壞等。請先釐清使用目的以及粘貼標籤面的材質之後再

使用本產品。另外，對於上述不良現象所造成的損害或利益損失等，本公司不承擔任

何責任，敬請諒解。

使用時的其他注意事項

請勿將本產品在陽光直射、火源、空調設備附近等高溫或低溫的場所、潮濕或灰塵較

多的場所使用或存放。使用溫度範圍為10℃～35℃。 

標籤帶使用時的注意事項

■ 請避免標籤帶掉落，不要對其進行拆解，否則可能會導致故障。

■ 請勿拉扯、硬塞從標籤帶出口伸出來的標籤帶，否則可能會導致故障。

■ 請將標籤帶保管在陰暗處，避免陽光直射、高溫、潮濕、灰塵等。

 標籤帶開封後，請儘快使用。

用完的標籤帶中有已列印結束的墨帶。

請根據需要回收已列印結束的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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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標籤帶時的注意事項

安裝標籤帶時，請遵守以下注意事項。

■ 安裝前，先旋緊墨帶

 請將鉛筆等插入要安裝的標籤帶孔內，並沿箭頭方向輕輕旋轉來旋緊標籤帶。

 若墨帶過鬆，在安裝到本產品上時，墨帶將接觸到列印頭，出現墨帶彎曲、

破損等問題，導致標籤帶發生故障、損壞等。

■ 正確安裝到本產品上

 將標籤帶貼有標籤的一面朝上，將其按下。

 安裝方式正確時，標籤帶將被固定到本產品的卡槽

內。

 安裝新的標籤帶及前端露出較長標籤帶時，請先將

彎曲的標籤帶前端弄直，再將標籤帶穿過「標籤帶

通道」溝槽中。

 若標籤帶安裝方式不正確，列印時將出現標籤帶彎

折，墨帶跳出等情況，導致標籤帶故障或損壞。

■ 標籤帶安裝完成後，請務必立即執行「送出標籤帶」

操作（ ＋ ）

 剛將標籤帶安裝到本產品上時，標籤帶將處於鬆馳

狀態。請務必實施「送出標籤帶」或「送出 / 裁切」

操作，讓標籤帶處於緊繃狀態。

 若未執行「送出標籤帶」或「送出 / 裁切」操作，

列印時將可能出現標籤帶彎折，墨帶跳出等情況，

導致標籤帶故障或損壞。

參照 P.20「5. 送出標籤帶」

LW500TC_Lewis.indb   5 2010/9/28   上午 12:00:27



6　前言

其他注意事項

■ 使用本產品時，請仔細閱讀「安全注意事項」，按照其指示來操作。

■ 當不使用時，請將 AC 電源變壓器從本產品器及插座上拔下。避免出現被電源線絆倒等意外事故。

■ 請避免在陽光能夠直射的場所、車內等熱量聚集的場所、取暖設備及發熱設備附近等溫度異常高及

溫度異常低的場所、潮濕及灰塵較多的場所使用、保管。

■ 請勿將標籤粘貼到人體、其他生物、公共場所及他人的物品上。

■ 請勿以物品堵塞 AC 電源變壓器插口、標籤帶出口等處。

■ 絕對不能用手觸摸列印頭。

■ 標籤帶請務必使用印有  標籤符號的專用標籤帶。

■ 請避免使用已用完的標籤帶或在未安裝標籤帶的情況下使用 ，否則將造成列印頭過熱而故
障。

■ 送出標籤帶時，請務必透過 ＋ （＝送出標籤帶）操作。絕對不能用力用手拉扯標籤帶。

如拉扯從標籤帶出口露出來的標籤帶，可能導致無法正常列印，或使標籤帶變得無法使用。

■ 使用標籤帶時要小心輕放，避免碰撞。

■ 操作鍵盤時，請仔細小心。操作動作過於粗暴時，將導致故障。另外，請絕對避免用筆尖等尖利物

體來敲擊鍵盤。

■ 用剪刀裁剪標籤帶時，請注意不要傷到手指。

■ 請勿依賴自動斷電功能，使用結束後，請務必關閉電源。

■ 長時間不使用時，請將電池、AC 電源變壓器、標籤帶從主機上卸下。本產品、電池、AC 電源變壓器及

標籤帶等，請保管在陰暗場所，避免陽光直射、高溫潮濕、電磁及振動、灰塵等。

■ 長時間放置電池時，可能會出現漏液現象。請按照電池上標明的使用時間及時更換新電池。

■ 廢棄舊電池請遵守相關條例。

■ 請勿進行本書沒有記載的任何操作，否則可能會導致事故及故障。

■ 本公司保留於不通知用戶的情況下自行變更使用手冊中所載內容、規格及設計的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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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冊的使用方法
本書的結構

本書的結構如下。

準備
使用本產品前的準備工作介紹。

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分為 1、2 部分。「使用方法 1」介紹了從輸入文字到粘貼標籤的基本操作。

「使用方法 2」介紹在文字畫面上進行添加段落等的操作。對於第一次使用可攜式標籤機的用戶來說，我

們推薦從「使用方法 1」開始的順序來仔細閱讀。

功能
彙整不同操作按鈕的內容，介紹使標籤看起來更漂亮，樣式，製作創意性更強的標籤資訊。請先充分理

解「使用方法」內容的基礎後，再閱讀本篇。

活用
為方便您進一步使用可攜式標籤機，將不同的按鈕操作進行匯整，介紹文件等各種登錄的功能，可攜式

標籤機資訊。

本手冊的使用方法

本書使用以下符號來介紹

【　符  號　】 【　說　明　】

、 表示操作步驟。

、 表示文字按鈕。

、 、 表示功能按鈕。

表示移動游標，選擇功能表的按鈕。

參照 提示相關事項的參照頁碼。請根據需要，參閱參照頁的有關內容。

表示有用的補充資訊。

表示功能限制及條件等需注意的事項。

關於標籤樣本：  本書中使用的標籤樣本全部是示意圖。將本產品列印的標籤帶進行縮小與調整留邊後用

於說明書中。

LW500TC_Lewis.indb   7 2010/9/28   上午 12:00:29



8　前言

目錄

前言

安全注意事項…請務必遵守！ ........................... 1
標籤帶使用時的注意事項 .......................... 4
安裝標籤帶時的注意事項 .......................... 5
其他注意事項 ............................................ 6

本手冊的使用方法 ............................................. 7
本書的結構 ............................................... 7
本手冊的使用方法 ..................................... 7

確認包裝清單 .................................................. 10

準備

各部位名稱與功能 ........................................... 12
本產品的各部位名稱（表面） .................. 12
本產品的各部位名稱（內部） .................. 12
本產品的各部位名稱（底部） .................. 12

操作面板的名稱和功能 .................................... 13
螢幕的查看方法與功能 .................................... 15

顯示器（畫面）的注釋 ........................... 15
使用前的準備 .................................................. 16

1. 連接AC電源變壓器（需自行購買） ...... 16
2. 安裝電池（需自行購買）使用時 ......... 16
3. 安裝標籤帶 ......................................... 18
4. 開啟電源 ............................................. 20
5. 送出標籤帶 ......................................... 20

使用方法1

按步驟製作標籤（文字輸入～標籤製作完成） . 22
1. 輸入文字 ............................................. 22
　編碼輸入法 .......................................... 24
3. 輸入空格 ............................................. 25
2. 輸入英文字母 ...................................... 25
4. 輸入圖形 ............................................. 26
　輸入表情圖 .......................................... 27
5. 確認列印影像（列印預視） .................. 28
6. 列印 .................................................... 29
　感覺標籤上的文字有些細 .................... 30
　將「粗體字」設為固有值 .................... 30
7. 貼標籤 ................................................. 31
8. 使用完畢時（關閉電源） ...................... 32

使用方法2

建立文章 ......................................................... 34
游標按鈕的使用方法 ............................... 34
輸入文章 ................................................. 35
刪除 /插入文字 ........................................ 35
刪除全文 ................................................. 35

加入行（換行） ................................................ 36
新增行 ..................................................... 36
將文字移動到下一行 ............................... 37
取消換行 ................................................. 37

新增段落（換段落） ......................................... 38
建立新段落 ............................................. 38
分割段落 ................................................. 39
刪除特定段落 .......................................... 39

功能

改變標籤方向（直書 /橫書）............................. 41
使用 按鈕 ....................................... 41

指定文字大小 .................................................. 43
使用 按鈕 ....................................... 43

使用編輯選單功能 ........................................... 45
編輯選單列表 .................................................. 46
功能介紹 ......................................................... 48

活用

開啟 /登錄文章（檔案） .................................... 53
選單 .............................................. 53

登錄檔案 ................................................. 53
開啟文件 ................................................. 54
刪除檔案 ................................................. 54

使用預設標籤格式 ........................................... 55
標籤的製作方法 ...................................... 55

輸入連號數值 .................................................. 56
製作附帶連號數字的標籤 ........................ 56

輸入條碼 ......................................................... 58
條碼選單一覽表 ...................................... 58
輸入條碼 ................................................. 59

特殊列印（連續 /鏡像） .................................... 61
特殊列印選單列表 ................................... 61
連續列印相同標籤（連續） ...................... 62
列印鏡像文字（鏡像） ............................. 62

變更環境設定 .................................................. 63
環境設定選單列表 ................................... 63
調整列印濃度 .......................................... 64
調整螢幕濃度 .......................................... 64
設定「自動裁切」 .................................... 65

設定各種預設值（儲存值） .............................. 66
變更儲存值 ............................................. 67

LW500TC_Lewis.indb   8 2010/9/28   上午 12:00:29



前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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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前言

確認包裝清單
請確認包裝清單中的產品是否齊全。

本產品包裝不含電池。建議購買使用 3 號鹼性電池（6 個）。

本產品包裝不含 AC 電源變壓器。若有需要，請自行選購本產品專用的 AC 電源變壓器 (APT0615Z)。

可攜式標籤機LW-500主機

標籤帶試用品

使用手冊

可攜式標籤機

LW-500使用手冊（本書）

關於詳細情況，請瀏覽本公司首頁（地址 http://www.epson.com.tw/）或諮詢您所購可攜式標籤機的

經銷商，代理商、本公司客戶服務部。

參照 P.88「保固服務說明」

快速索引

快速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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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546

將AC電源變壓器連接到本產品時，開啟電源。

建議第一次使用本產品的用戶先閱讀本篇。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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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準備篇

各部位名稱與功能

本產品的各部位名稱（表面）

本產品的各部位名稱 
（內部）

標籤帶確認窗

螢幕
上蓋握柄

AC電源變壓器插入口

本產品的各部位名稱 
（底部）

上蓋

標籤帶固定座

固定卡槽

標籤帶出口

標籤帶通道

電池蓋

把手

電池槽

AC電源變壓器插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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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篇　13

操作面板的名稱和功能

下面介紹各按鈕的功能。 ＋ 的組合標誌，表示同時按 和相應按鈕時的功能。

① （列印）

將輸入的內容列印到標籤帶上，並自動送出裁切。

參照 P.29

 ＋ （＝送出 / 裁切）

先在不列印的情況下轉動約 18mm 的標籤帶，

然後裁切。

參照 P.20

② （連續 / 鏡像）

進行連續列印、鏡像列印。

參照 P.61

③ （列印預視）

列印的整體圖像會以跑馬燈方式顯示在螢幕

上，可對列印圖像進行確認。

參照 P.28

④ （直書 / 橫書）

切換直書輸入 / 橫書輸入。

參照 P.41

⑤ （文字大小）

切換文字的大小。

參照 P.43

⑥ （編輯選單）

切換標籤的框 / 表格、英文字型、裝飾字、字

元間距、定長印刷、背景列印、分散配置。

參照 P.45

＋ （環境設定）

更改畫面的顯示濃度、列印濃度，自動裁切及

儲存設定。

參照 P.63

⑦ （檔案）

對製作的檔案進行登錄、開啟、刪除。

參照 P.53

 + （＝樣版）

開啟預設標籤格式。

參照 P.55

⑧ 

輸入連號。

參照 P.56

 ＋ （＝條碼）

輸入條碼。

參照 P.58

⑨ （符號）

輸入符號。

參照 P.26

 ＋ （＝圖形）

輸入圖形文字與插圖。
參照 P.26、27

18

注/倉/英 編碼切換 切換/空格 選擇/換行

編輯選單

環境設定

符號

圖形

刪除/取消=

[ ]

~

{ }

全部清除

連號

條碼

檔案

樣板

選字 段落Caps Lock電源

列印

Shift

送出/裁切

直書/橫書列印預視

連續/鏡像

文字大小

ㄅ

ㄆQ
手

ㄊW
田

ㄍE
水

ㄐR
口

ㄔT
廿

ㄗY
卜

ㄧU
山

ㄛI
戈

ㄟO
人

ㄣP
心

ㄇA
日

ㄋS
尸

ㄎD
木

ㄑF
火

ㄕG
土

ㄘH
竹

ㄨJ
十

ㄜK
大

ㄠL
中

ㄤ

:

;

ㄈZ ㄌX
難

ㄏC
金

ㄒV
女

ㄖB
月

ㄙN
弓

ㄩM
一

ㄝ
,

,
,,

ㄡ
.

ㄥ

?><

/

ㄉ ˋˇ

# $

ㄓ

%

ˊ ˙

&^

ㄚ ㄞ ㄢ ㄦ

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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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準備篇

⑩ 文字按鈕（ 、 、 、 、 等）
輸入文字。

參照 P.22

11  （Shift）

與功能按鈕同時按下時，可啟動功能按鈕上方

標示的功能，與文字按鈕同時按下時，則能夠

輸入小寫字母或英文標點符號。

12  （POWER）

開啟 / 關閉電源。

參照 P.20

13  （輸入切換）

依照「注音輸入→倉頡輸入→英文輸入」的順

序切換輸入狀態。

參照 P.22、23

 + （＝Caps Lock）

切換到大寫輸入狀態。

參照 P.25

14  （編碼切換）

搜尋不清楚讀音的中文字。以 BIG5 編碼轉換

無法輸入的中文字。

參照 P.24

15  （中文字轉換、空格輸入）

將反白的拼音轉換成中文字。沒有反白文字時，

輸入空格。

參照 P.22、26

 + （＝選字）

中文字轉換時，縮短轉換對象中的拼音。

參照 P.24

16  （游標按鈕）

將游標或候選字上下左右移動。

參照 P.34

 ＋  

（＝游標跳轉）

將游標移動至段落起始處、段落末端、行首、

行末。選擇功能時，將顯示第一個候選選項與

最後一個候選選項

參照 P.34

17  （選擇 /換行）

於選擇功能時確定選項，或於輸入或轉換文字

時確定文字。無反白文字時，將建立新行（換

行）。

參照 P.36

 + （＝換段落）

建立新段落。

參照 P.38

18  （刪除 /取消）

刪除游標位置（游標左側）的文字。正在操作

各種功能時，操作將被取消。

參照 P.35

 ＋ （＝全部清除）

刪除段落及文章。

參照 P.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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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篇　15

螢幕的查看方法與功能

顯示器（畫面）的注釋

■ 文字畫面

①	行首符號（  … 、  … ）

顯示於行首，代表該行屬於第幾行。 、

代表可列印的行， 、 代表在此行中未輸

入文字（未確定文字）。 、 代表無法列印

的行。顯示 時，無法列印。

參照 P.36

②	反白文字（例：ㄊㄞ）

屬於暫定文字，列印時不會列印出來。可利用

轉換成中文字。

③	確定文字（例：123）
已確定輸入的文字，列印時將會列印出來。

④	文字模式指定符號（ ）

以文字、行、段落變更書體、裝飾字等功能後，

顯示的符號。

參照 P.45

⑤	游標（  ）
代表執行操作的所在位置。可將游標位置作為

基準，插入或刪除文字與符號。

參照 P.34

⑥	記憶體已滿符號（ ）

當已超過可輸入的文字上限（約 90 個字），無
法繼續輸入文字時，顯示的符號。

⑦	定長指示燈

代表目前安裝的標籤帶寬度與列印時的長度預
估值。可能因顯示設定狀態而隱藏。

⑧	背景指示燈

指定背景列印時，該燈亮起。

⑨	外框 /表格指示燈

指定外框、表格時，該燈亮起。

⑩	裝飾字指示燈

在游標位置的行上指定裝飾字時，該燈亮起。

11  字型指示燈

與游標位置的文字對應的字體亮起。

12  自動裁切指示燈

將自動裁切指定為「執行」時，該燈亮起。

13  直書、橫書指示燈

指定「直書」或「橫書」時，該燈亮起。

14  文字大小指示燈

游標位置的文字大小對應的指標將會亮起。

數字顯示點數（pt）。
*1pt 約為 1/16 英寸（約 0.35mm）。

15  注音輸入指示燈

16  倉頡輸入指示燈

在「注音或倉頡輸入」狀態下，該燈亮起。

17  英文輸入指示燈

在「英文輸入」狀態下，該燈亮起。

18  大寫輸入指示燈

同時按下 及 Caps Lock 輸入狀態時，該
燈亮起。

參照 P.25

B
R

C
a
p
s

L
o
c
k

A
B
C

P
L

C
R

H
V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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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準備篇

使用前的準備

1. 連接AC電源變壓器（需自行購買）

利用本產品專用的AC電源變壓器（APT0615Z）通過家用電源插座（電流110V）來獲取電源。

 將AC電源變壓器的插頭緊緊地插入本產品內側的

AC電源變壓器插入口，並確保穿過電線導向槽。

※  如未將插頭插緊，可能無法獲取電源。

 將AC電源變壓器的電源插頭插入家用電源插座。

• 使用完畢後，請立即將 AC 電源變壓器從本產品及電源插座上拔下。以防止發生被電線絆倒等意外

事故。

• 倘若用力拉扯或反復彎折 AC 電源變壓器的電線，可能會導致其斷線。

• 有時會因插頭短路等原因而導致安全功能自動開啟並切斷 AC 電源變壓器的電路。

• AC 電源變壓器不在保固範圍內。

2. 安裝電池（需自行購買）使用時

在本產品中裝入6顆3號鹼性電池（另購）。出門在外等無法使用AC電源變壓器的情況下，可以將電池作

為電源來列印標籤。

 拆下電池蓋。

扳下掛鉤，取下電池蓋。

請務必先關閉電源之後再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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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篇　17

 安裝電池

請注意電池的正負極性，在本產品中裝入6顆3號鹼性電池。

 裝上電池蓋

請將電池蓋上的凸起部分對準產品上的凹槽，將電池蓋蓋

緊直到聽到「啪嗒」一聲為止。

• 本產品使用 3 號鹼性電池。不能使用充電式電池。如使用其他種類電池，可能會導致電池使用壽命

縮短、或是發生無法顯示電池消耗資訊等現象。

• 雖然電池的電源容量足以用來列印標籤，不過就成本性而言，使用電池列印標籤的方式成本極高。

因此請儘量使用 AC 電源變壓器。

• 請務必使用專用的 AC 電源變壓器（APT0615Z）。

• 請務必關閉電源後再更換電池。如在連接電源狀態下更換電池，則已登錄的檔案、輸入的文章、學

習內容等資料可能會消失。此外從本產品中取出電池，並放置超過2分鐘以上時，全部的資料可能

會消失。

• 如要保存登錄的檔案、輸入的文章等資料時，建議將電池（另售）正確安裝至本產品上再進行使用

及保管。

• 在寬幅標籤帶上列印大型文字時，會在一瞬間消耗大量的電力，即使在使用新電池的情況下也會出

現「請更換電池！」的訊息。此現象並非故障，請放心。

• 隨著電池電量的消耗，列印速度會逐漸變慢。如繼續使用下去的話，會在螢幕上顯示「請更換電 
池！」的訊息。此時，請立即更換新的 3 號鹼性電池（6 顆）、或使用 AC 電源變壓器（APT0615Z）。
如不更換電池並繼續使用下去的話，在操作或列印過程中可能會發生電源中斷現象。

• 全新的 3 號鹼性電池（6 顆）可供本產品在常溫狀態下列印完 1 盒 18mm 寬的標籤帶（8m）。不過，

在低溫場所使用，或是在寬幅標籤帶上列印文字時，電池消耗速度會加快。建議在列印時使用 AC
電源變壓器（APT0615Z）。

• 使用完畢後請務必關閉電源。

• 長時間不使用本產品時，請將電池從產品中取出，以防發生電池漏液現象。

• 在廢棄舊電池時，請遵照相關法規條例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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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準備篇

3. 安裝標籤帶

 將標籤帶「拉直」

請將鉛筆等插入要安裝的標籤帶孔內，沿箭頭

方向輕輕旋轉，懸緊標籤帶。

 開啟上蓋

• 請務必在關閉電源之後再進行操作。

• 上蓋會在圖中位置停止。請勿繼續強行開啟。

•請勿以握住上蓋的方式，拿起本產品。否則可

能會因上蓋脫落而造成本產品摔落，導致受傷

或本產品損毀等意外。

 安裝標籤帶

將貼有標籤的一面朝上，用力將標籤帶按下。

安裝方式正確時，標籤帶將被固定到本產品的

卡槽內。

安裝新的標籤帶及前端露出較長標籤帶時，請

先將彎曲的標籤帶前端弄直，再將標籤帶放入

「標籤帶通道」的槽內。

 關閉上蓋

用手指輕輕按上蓋，緊密關閉。

• 如果沒有將標籤帶按到位就將上蓋關閉，可能

會導致本產品及標籤帶損毀。

• 請確實關閉上蓋。

貼有標籤的一面朝上

將標籤帶前端拉直

將標籤帶前端放入

「標籤帶通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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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篇　19

取出標籤帶的方法

為了安定的列印出完美成果，標籤帶採用非常牢固

的方式固定在本產品上。如需取出時，請用手指夾

住標籤帶兩側的手指凹槽，筆直的朝上方取出。

• 請勿拆下上蓋進行使用。

• 本產品可使用6mm、9mm、12mm、18mm等4種寬度的標籤帶。不同寬度的標籤帶可列印的行數

不同。

參照 P.36「標籤帶寬度和可列印行數」

• 請將標籤帶保管在陰暗處，避免陽光直射、高溫、潮濕、灰塵等。

• 標籤帶開封後，請儘快使用。

• 12mm 寬幅的標籤帶和 18mm 寬幅的標籤帶所列印出的最大文字大小相同。

• 安裝時，請將標籤帶安裝到位。

• 安裝了本產品不支援寬度的標籤帶或安裝方式不正確時，會顯示「確認標籤帶！」及「沒有標籤

帶！」。請正確安裝本產品支援的標籤帶類型。

手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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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準備篇

4. 開啟電源

請在開啟電源前再次進行確認。

•  AC 電源變壓器是否已正確連接到本產品和插座上？

•  是否已正確安裝電池？（以電池作為電源時）

 按 

電源接通後，會顯示標題畫面。

如已輸入文章，則標題畫面後將顯示文章，指定功能的指示燈亮起。

參照 P.15「螢幕的查看方法與功能」

自動關機

開啟電源後閒置約 5 分鐘時，自動關機功能將會自動關閉電源，以防止電池電量耗盡（電源關閉後，

輸入的文章不會消失）。再次按下 （電源）時，將回到自動關閉電源前的狀態。

正在建立、修改造字資料，或與電腦連線時，自動關機功能不會啟動。

若能隨手在不需使用時關閉電源，將比自動關機功能更為省電。

5. 送出標籤帶

標籤帶安裝好後，為了將標籤帶拉直，請務必實施「送出標籤帶」或「送出裁切」操作。

 同時按  和 （=送出裁切 / 送出標籤帶）

顯示「送出標籤帶」功能表。

 透過  來選擇「送出標籤帶」或「送出裁切」。

 按 

「送出標籤帶」操作下，標籤帶將被轉動約18mm。

「送出裁切」操作時，將在送出標籤帶後，自動送出裁切。

執行「送出標籤帶」或「送出裁切」後，標籤帶將被拉直。標籤帶安裝好後，請務必實施「送出標

籤帶」或「送出裁切」操作。

緊接著
製作標籤的準備工作已完成。下面，我們將實際製作標籤。

參照 P.22「按步驟製作標籤」

※  已設置的輸入狀態會顯示約     
      1秒鐘。

※  顯示行首符號（ ）和游 
      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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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1
～製作簡單標籤～

首先我們將試著製作簡單標籤。

請確認文字輸入、列印等的可攜式標籤機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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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步驟製作標籤（文字輸入～標籤製作完成）

按 步 驟 製 作 右 側 的 標 籤 樣 本（ 寬 度

18mm），可輕鬆瞭解從文字輸入到標籤列

印等基本操作。 ！
DVD

 按 ，選擇「注音輸入」

 輸入「慶祝」的注音

注音輸入 ：

5

輸入的注音顯示為

反白文字。

 按

第1個後補選項閃

爍。

每按下 ，依次顯示下一個後補選項，

常用片語和單獨中文字同時有候補選項時，

先顯示常用片語。

 按 「慶祝」被確定，行首符號由

變成 。然後，輸入「特別」的注音。

！
DVD

1. 輸入文字

先輸入「注音」，再轉換成文字。

例如：

輸入下列文字

按 ，選擇「特別」，然後按

，「特別」被確定。

 接下來，輸入「版」的注音，然後按

用 鍵選擇「版」，然後按

，「版」被確定。

 「慶祝特別版」被確定，返回文字畫面。

（用18mm寬度的標籤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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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了錯誤文字時，請按 按鈕，刪除文字，重新輸入正確的文字。

• 一旦選擇過的片語，將從下一次開始優先被顯示（智慧記憶功能）。

• 每次能夠輸入的注音最多為 16 個文字。但是，顯示器上最多顯示 5 個文字。

• 要取消轉換時，按 。

• 第 步顯示文字後補選項時，按 ，後面的候補選項依次顯示。連續按

，會加速顯示。同時按  和  ，會顯示末尾的候補文字。

• 一次輸入長的注音時，會降低轉換效率，不能順利轉換。請一次輸入約 10 個注音來轉換中文字，

然後再輸入下一個注音。

文字按鈕上標注的符號「!」、「%」、「’」等，在按 的同時，會依照對應的文字按鈕進行輸入。

例如：

 按 不放，按 。

！
DVD

！
DVD

輸入此符號

 輸入第2行時，按 ，首先執行換行。

顯示行首符號 。

 輸入「附現場演唱」的注音

注音輸入  ：

 按 ，確定「附」。按 ， 
選擇「現場」、「演唱」，然後按 

確定。

行首符號由 變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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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聲調符號」操作說明
在注音輸入模式下，可加上聲調符號轉換文字。

加上聲調符號轉換文字後，能比未加聲調符號的時候，更快速的找到所需候選字。

一聲：無聲調符號

二聲：ˊ

三聲：ˇ

四聲：ˋ

輕聲：˙

範例）

ㄏㄠˇㄔ 好吃

ㄘㄜˋㄗ˙ 冊子

參考

編碼輸入法

對於不知道讀音的中文字，可以用4位的

「Big5代碼」輸入。

例如：輸入「侖」

 確認沒有反白文字和閃爍文字。

 從中文字轉換表中查出要輸入的中文字

的Big5代碼。

侖....A8DA

 同時按 和 ，即可輸入代

碼。

B i g 5

 連續按下A、8、D、A。代碼「A8DA」

被輸入。

代碼輸入不正確

時請按 。

由後面的位數開
始逐次刪除一個
字。

 代碼輸入完畢的同時，所對應的中文字閃

爍顯示。

B i g 5
侖

A8DA

 顯示您所希望的中文字時，按下

。「侖」被輸入。

侖

• 有反白文字時，不能操作。

• 代碼輸入錯誤時，請按 ，重新輸入。

B i g 5     A8DA

LW500TC_Lewis.indb   24 2010/9/28   上午 12:00:50



使用方法篇　25

DIC546

！
DVD

 輸入「DVD」

輸入： D 、 ＋ 、 ＋ D

（Cops Lock時輸入： ＋ D 、 、 D  ）

注音輸入時，「DVD」以臨時確定文字（反白）的形式顯示。

按 確定，英文輸入時輸入「DVD」。

輸入下列文字

• Caps Lock

  在按 的同時，按 ，切換到 Caps Lock 狀態。取消時，再次按 ，同時按 。

• 英文輸入時，可直接輸入英文字母，按 。

2. 輸入英文字母

按 ，可直接輸入英文。大寫輸入時，使用 按鈕。

例如：

DV D

3. 輸入空格

輸入空格時，文字畫面上會顯示「 」（半形空格），列印時變成約半個文字的空白。

 確認沒有反白文字

 按

輸入半形空格。

DV D

•有反白文字時，按 則轉換成中文字。

•空格除半形空格（  ）外，還包括占 1 個文

字的全形空格（  ），通過記號功能表輸入。

參照 P.26「4. 輸入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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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VD

 按 +

顯示「圖形」功能表。

 以  ，選擇「音樂」

 按

顯示「音樂」符號。

 以 ，選擇「 」

 按

「 」被輸入。

DV D

4. 輸入圖形

從符號功能表中指定操作面板上沒有標示的符號。

例如：

• 有反白文字時，不能操作。

• 能夠輸入的符號，請參照附錄。

參照 P.76「符號一覽表」

• 中途放棄操作時， 或按 ，取消操

作。

• 下次將優先顯示曾選擇的符號（智慧記憶功

能）。

• 符號功能表中「編輯」內的符號分別具有以

下功能。

（線輸入符號）：輸入垂直線。
（全形空格）：輸入全形空格。

• 半形空格可透過 按鈕輸入。

半形空格

全形空格

在此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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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輸入表情圖
使用圖形功能表的「表情圖」，能將32種臉部輪廓和25種表情（臉）進行組合，簡單地製作人

物或動物的專用符號。

例如：

 按 +

顯示「圖形」功能表。

 按 、 ，選擇「表情」。

 按

顯示「表情」符號。

 按 、 ，選擇「 」

 按

確定「 」，「臉」的候補選項將閃爍顯示。

 按 、 ，選擇「 」

在顯示器右上角上，顯示選擇的輪廓和臉的合成效果。

 按

「 」被輸入。

• 有反白文字時，無法輸入符號。

• 臉型圖的輪廓和臉的一覽請參照符號一覽表。

參照 P.76「符號一覽表」。

• 中途取消時，按

• 選擇的臉型圖將從下次開始優先顯示（智慧記憶功能）。

• 在文字較小的情況下選擇臉型圖時，圖像可能會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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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確認列印影像（列印預視）

列印時顯示要列印的影像，確認製作完成情況。可避免列印失敗，浪費標籤帶。

 確認是否已安裝標籤帶

請正確安裝實際要列印的標籤帶。標籤帶寬度不符時，無法正確顯示列印預視影像。

 按

列印影像會以播放方式顯示。

在顯示器左側顯示被列印的標籤長度。

列印預視結束後，返回到文字畫面。

• 在列印預視狀態下，按下 、 、 中的任一按鈕，將在按下

按鈕的時間內顯示會暫停，此時，可仔細確認顯示內容。放開按鈕後，則繼續顯示。

• 要中途退出列印預視時，請按 或 。

• 文章長度大於定長指定的長度時，顯示「字數超出限制？」。直接按 ，則取消定長，強制

執行列印預視。

• 顯示列印預視僅限文字畫面輸入時。

• 未安裝標籤帶或未安裝到正確位置時，顯示「請確認標籤帶寬度！」及「沒有標籤帶！」，不顯示

列印預視。

• 行數較多，超出安裝的標籤帶可列印範圍時，將顯示「超出行數」，並且不會顯示列印預視。

• 列印預視雖可大致反映列印情況。但仍可能會與實際列印結果不一致。

• 列印預視時所顯示的標籤長度可能會產生誤差。

X .X
cm 慶功特別版！

附現場演唱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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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列印

列印前，請確認是否已正確安裝標籤帶，以及是否正確連接AC電源變壓器（APT0615Z）。

 按

先顯示「準備中」，之後，顯示標籤長度、列印張數，然後開始列印。

列印結束，自動送出裁切。

• 要中途放棄列印時，請按 。

• 如果在列印過程中按 （電源），將中止列印，並送出裁切後，關閉電源。

• 重複印刷相同標籤時，列印張數顯示會增加。列印張數顯示在達到「100張」後，將轉為顯示「1
張」。更改列印內容（文字及格式等），關閉電源後自動恢復為「1張」。

• 指定留白「極少」時，標籤帶前面的留白處會列印裁切標誌。故使用剪刀進行裁切，可以製作「極

少」留白的標籤。

參照 P.50「留白」

• 進行特殊印刷（連續印刷、鏡像印刷）時，使用 按鈕。

參照 P.61「特殊列印（連續 / 鏡像）」

• 標籤帶轉動時，會發出聲響，此為正常現象，並非異常。

• 文章長度大於定長指定的長度時，將顯示「字數超出長度」。直接按 ，則取消定長，強行

印刷。 

• 裁切時，襯紙有可能出現起毛現象，但不影響標籤的製作。

• 標籤內容較為複雜時，列印前的處理時間可能會較長。

• 請勿將手指伸進標籤帶出口。

• 在列印完成之前，請不要用力拉標籤帶。

• 不印刷反白文字。

• 若在列印過程中打開上蓋，將無法正常列印。請勿在列印過程中打開上蓋。

• 請避免已列印出來的標籤過多地堆積在標籤帶出口附近。

• 按下 時，如沒有安裝標籤帶或沒有安裝到正確位置時，會顯示「沒有標籤帶！」、「請確

認標籤帶寬度！」，此時無法列印。

• 按下 時，如文字數過多，超出安裝的標籤帶可列印的範圍時，將顯示「字數超出限制　強

制執行？」，這時，請按下 或 以外的按鈕返回文字畫面，減少字數或調整文字大小。

如按下 或 ，則解除定長，執行列印。

• 列印時顯示的標籤長度僅為約略值。可能會存在誤差。

1
x.x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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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感覺標籤上的文字有些細

列印出的標籤上的文字（黑體）很細時，指定「裝飾字」-「粗體」，文字即可變粗。

參照 P.49「裝飾字」

  將「粗體字」設為固有值

使用「環境設定」設定「粗體」後，儲存值會被更改，因此即使執行全文刪除，也無需再次

指定裝飾字。

 同時按 和 ，執行全文刪除。

 同時按 和

顯示環境設定。

 選擇「儲存值」，按

 選擇「裝飾字」，按

 選擇「粗體」，按

 選擇「結束？」，按

儲存值被更改，返回文字畫面。

設定其他預設值（儲存值）時，參照 P.62「設定各種預設值（儲存值）」

使用「粗體」時，也會套用到中文字（黑體）以外的英文字型上。

指定「粗體」後，文字可能會被擠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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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貼標籤

將列印好之標籤背面襯紙撕下，並黏貼到所需位置。

 撕下襯紙  以用力摩擦方式確實貼上

• 部分標籤紙種類可能會有襯紙不易撕下的情況。

• 若在標籤上淋上稀釋劑等溶劑，或以尖銳物品用力摩擦，可能會造成標籤破損、剝落、文字掉落等

情況。

• 以金屬磨擦白色墨水標籤上的文字部分，可能會造成文字變黑，但只需以橡皮擦等物品輕輕磨擦，

即可恢復原狀。

• 黏貼在凹凸不平的表面上時，將比較容易脫落。

• 黏貼在潮濕或已被油煙與汙垢等弄髒的表面上時，將難以貼上，並且容易脫落。

• 將標籤黏貼在已用原子筆等物品書寫過的平面上，可能會因為原子筆的墨水滲透到標籤中，造成標

示內容模糊不清。

• 黏貼在會直接接觸到雨水或陽光的位置，可能會因使用環境的因素，造成標籤加速劣化。

• 請勿將標籤粘貼到人體、其他生物、公共場所及他人所有物等物品上。

• 關於使用「可攜式標籤機」製作的標籤

 可能會因為黏貼物材質為聚氯乙烯之類的添加可塑劑材料、或是環境條件、粘貼時的狀況等因素，

出現以下現象：標籤顏色改變、脫落、文字消失、從粘附體上脫落，殘留膠水，標籤顏色滲透到標

籤底部，標籤底部受損而妨礙美觀等。使用前請先充分確認使用目的與黏貼物材質等。對於因此產

生的損失及衍生利益損失等，本公司不負任何責任，敬請見諒。

可攜式標籤機的標籤帶，除黏貼標籤外，本公司還提供不同用途的標籤帶。

  參照 P.72「標籤帶的分類使用」

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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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用完畢時（關閉電源）

 按 （電源）

在開啟電源的狀態下，按 （電源），則顯示結束資訊，然後關閉電源。即使電源關閉，已輸入

的文章及檔案等資料也不會消失。再次開啟電源時，將顯示已輸入的文章。

 拔下AC電源變壓器（APT0615Z）

請將AC電源變壓器從插座上拔下，並從本產品上拔下插頭。請將電源線纏繞起來。

長時間不使用時，請將 AC 電源變壓器、標籤帶、乾電池從本產品上卸下。請避免將本產品、AC 電

源變壓器、標籤帶、乾電池使用或存放於陽光直射、高溫多濕、磁場及震動、灰塵較多的場所。但是，

如要保存登錄的檔案、輸入的文章、學習內容等資料時，建議在以正確方式安裝電池的狀態下進行

保管。長時間放入電池進行保管時，電池可能會漏液，請按照電池上記載的使用期限更換電池。

緊接著
透過以上步驟，完成了基本操作。下面，我們將製作多行、多段落的標籤。另外「功能」中還有多

種功能可以利用，製作出精美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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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2
～製作符合要求的標籤～

製作多行的標籤，並將文章換段落等，對標籤的效果圖進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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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文章
下面介紹輸入文章，插入、刪除文字，全部刪除等編輯方法。

游標按鈕的使用方法

畫面上顯示的直線「  」稱為游標。游標表示插入、刪除文字的位置。

使用游標按鈕 來移動游標。

本產品螢幕最多可顯示6個文字×2行。如果輸入更多的文字時，則前面已

輸入的行及文字會隱藏起來，但只要移動游標，就能夠對已輸入文字進行

確認。

游標按鈕 游標的移動方向

向左移動1個文字。連續按下時，游標將會快速移動。

向右移動1個文字。連續按下時，游標將會快速移動。

移動到上一行。連續按下時，游標將會快速移動。

移動到下一行。連續按下時，游標將會快速移動。

＋
移動到行首。

反覆按下此按鈕時，則依次移動到上一行的行首、上上行的行首。

＋
移動到行尾。反覆按下此按鈕時，則依次移動到下一行的行尾、下下行的

行尾。

＋ 移動到段落前端。反覆按下此按鈕時，則移動到上一段落的前端。

＋ 移動到段落末端。反覆按下此按鈕時，將移動到下一段落的末端。

＋ 的組合標誌，表示在按下 的同時按住該按鈕的操作。

游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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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 /插入文字

將游標移到文字的後面（右側），按 刪除文

字。

插入文字時，將游標移動到要插入的位置。

例如  ：刪除「進行定期檢查」中的「定期」，

插入「特別」，變成「進行特別檢查中」

 通過 ，將游標移到「期」的後

面（右側）

 按 2次，刪除「定期」

 輸入「特別」

插入的文字數大於允許輸入的字數（約 90 個 
字）時，在文章末端會顯示記憶體已滿符號 

（ ），自動將多出的文字從末端開始依次刪除

刪除全文

關閉電源後，已輸入的文章也不會消失。想刪除

所有已輸入文章時，執行「刪除全文」。

 同時按 和 （＝清除）

顯示「刪除」功能表。

 選擇「刪除全文」，按

刪除全文，回到文

字畫面。

刪除全文操作將刪除所有已輸入的文章。文章

的字體及外框等各功能的指定內容也會被刪

除。在執行刪除前，請務必充分確認。

• 刪除全文操作不刪除以下內容。

檔案、儲存值、中文字及符號等智慧記憶內

容、文字的輸入狀態。

• 想將所有設定值恢復成預設值時，請對本產

品進行初始化。

參照 P.68「初始化本產品」

• 只刪除游標所在段落時，選擇「刪除段落」。

參照 P.39「刪除特定段落」

• 要中途放棄操作時，按 ，取消操作。

×2次

輸入文章

通過鍵盤上的文字按鈕輸入字母，按 後，轉換成中文字等。

參照 P.22「按步驟製作標籤」

LW500TC_Lewis.indb   35 2010/9/28   上午 12:00:59



36　使用方法篇

DIC546

加入行（換行）

輸入2行以上的文章時，執行「換行」（按 ）。

■標籤帶寬度和可列印行數
本產品可列印 6mm 到 18mm 寬度的標籤帶。

安裝的標籤帶寬度不同，則能夠列印的文章行數也不同。

標籤帶寬度 6mm 9mm 12mm 18mm

能夠列印的行數 最多2行 最多3行 最多4行 最多4行

• 可根據行首符號來判斷目前顯示的文章位於第幾行。行首符號包括空白行首符號  … 、  …

和 、實際行首標記  … 、  … 兩種。空白行首符號表示沒有輸入任何文字，不列印該行。

•  表示不能再加入大於該數值的行。顯示 時，即使按 也會顯示「行數超限」。請先

刪除帶 的行，再進行列印。

參照 P.69「顯示錯誤提示時－超出行數。」

新增行

於行末端按下 ，即可在新行中輸入（換行）。

例如  ：輸入3 行文章

 輸入「營業一科」，按

第2行上顯示行首符

號。

 輸入「營業二科」，按

第3行上顯示行首符

號。輸入第3行。

如有反白文字時，即使按下 也無法換行，只會確定輸入文字。

LW500TC_Lewis.indb   36 2010/9/28   上午 12:01:01



使用方法篇　37

DIC546

將文字移動到下一行

如果在行中間進行換行，則游標後面（右側）的

文字會移動到下一行。

例如  ：將「營業一科王大明」分成兩行

 以 ，將游標移到「科」的後方

（右側）

 按

第2行上會顯示行首

符號，「王大明」移

動到第2行。

有反白文字時，即使按 也不能換行，

請先確定文字再進行換行。

取消換行

將游標移到行首符號，按 ，則該行文章移動

到上一行，與上一行行尾銜接起來。

例如  ：取消第2行的換行

 將游標移到第3行行首符號 的後面（右側）

 按

第3行的「營業一科」

銜接到第2行。

•	將游標移到最後一行的前端，按 ，則

第 3 行的文章銜接到第 2 行，第 3 行自動被

刪除。

•	不能刪除第 1 個段落的第 1 行的行首符號 、

。

在中途換行
取消中途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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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段落（換段落）
下面的標籤由兩組組成。本產品將該區塊稱之為「段落」。所謂段落，是指以區塊為單位進行列印的「行

的集合（或1行）」。在1個標籤中設計2個段落，可以在其中設計不同的行數，更改各段落的配置。

本產品最多能在1個標籤（文章）中建立2個段落。

■2個段落的標籤
列印時，各段落採用橫向連接印刷方式，但液晶螢幕上則顯示成各段落垂直對齊的形式。

【標籤上】 【液晶螢幕上】

建立新段落

同時按 和 （＝換段落），就會產生新的段落。

例如  ：輸入2段文章

 131
 132
 133

段落1 段落2

 第1段輸入

在第1行，輸入 
「  內線」

在第2行，輸入 
「業務部」

 將游標移到文章末端，在按下 和

（＝換段落）

產生新的段落，顯

示 。

 第2段輸入

在第１行，輸入「營

業一科 131」

在第２行，輸入「營

業二科 132」

在第３行，輸入「營

業三科 133」

• 存在反白文字時，無法換段落就確定文字。

• 已存在段落 2 時，不能換段落。

 131
 132
 133

段落1 段落2

段落1

段落2

科　１３２
科　１３３

LW500TC_Lewis.indb   38 2010/9/28   上午 12:01:04



使用方法篇　39

DIC546

刪除特定段落

刪除不需要的段落。

例如  ：刪除段落1

 將游標移到要刪除的段落1

只需將游標移到要

刪除的段落中任一

位置即可。

 同時按 和 （＝刪除）

顯示「刪除」選單。

•	如選擇「刪除全文」，則已輸入的所有文章將

被刪除。

•	刪除段落將刪除游標所在段落中的所有內

容。段落的字體及邊框等各功能的指定內容

也會被刪除。在執行刪除前，請務必充分確

認。

 使用  ，選擇「刪除段落」，按

段落被刪除，返回

到文本畫面。

要中途放棄操作時，按 ，取消操作。

分割段落

在段落中途換段落時，游標後面（右側）的文字

移至新的段落。

例如：新增段落

 將游標移到第1行「  」的後面（右側）

 按 的同時，按 （＝換段落）

游標之後（右側）

部分將被換段落，

變成新的段落。

游標位於新段落的

第1行。

•	存在反白文字時，無法換段落，請先確定文

字再進行換段落。

•	已存在段落 2 時，不能換段落。

•	通過段落分割產生新段落時，其格式與原段

落相同。

•	通過行數來指定段落格式中的文字大小時，

段落分割後，各段落的行數會出現改變，變

得與指定行數不一致。此時，文字大小的指

定被解除，返回至初始設定值。

參照 P.43「指定文字大小」

131

在段落1「  」的後面（右

側）進行換段落。

 131
 132
 133

段落1 段落2

131
段落1 段落2

 131
 132
 133

段落1

段落1

刪除段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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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自由自在的使用可攜式標籤機功能～

「改變標籤方向」

「美化標籤外觀」

如有以上需求時，可利用各功能的按鈕來更改與指定各種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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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標籤方向（直書 /橫書）
使用 按鈕

使用 按鈕，可將標籤方向切換為「直書」或「橫書」。

橫書標籤   直書標籤

 按
顯示「直書」時，將以直書方式輸入。

顯示「橫書」時，將以橫書方式輸入。

顯示器上的「直書」、「橫書」指示燈也會亮起。

參照 P.15「螢幕的查看方法與功能」

• 有反白的文字時，不能更改「直書」、「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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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

 列印直書輸入的2位元數字

「2 位數」是將 2 位元數的數字作為 1 個文字進行處理。在直書輸入的標籤中，如果日期及地址門牌

號等使用「2 位數」，列印時能夠對齊，很美觀。

例如  ：輸入「第14次大會紀錄」

 按 ，指定「直書」

 按

顯示「符號」功能表。

 使用 鍵選擇「2位數」，按

顯示2位元數字的候

補選項。

 從選項中選擇「10」，按

此處由於「十位」

是10數字欄位，因

此，選擇「10」。

顯示10數字欄位範

圍的選項。

 從10數字欄位選項中選擇「14」， 

按

10
101112131415

游標位置會顯示

「14」。

 繼續輸入文章

• 中途放棄操作時，按 ，

• 2 位元數的數字，先按 選擇「2 位

數」，然後再輸入。如按文字按鈕後進行

輸入，則不會變成 2 位元數字。

• 有反白文字時，不能使用 按鈕來輸

入 2 位元數字。

　
0010 20

10
101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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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的行數 選項

1行 1
1a
/41

 特大 1 a、 1
1b
/42

 大 1b、 1
1c
/43

 中 1c、 1
1d
/44 小 1d

2行

2 行
大大2a

/61
 大大 2 a、 2

2b
/62

 中中2b、 2
2c
/63

 大細2c、

2
2d
/64

 大小2d、     2
2e
/65  小大2e、

2
2f
/66

 細大2f

3行

3
3a
/41

 平均 3 a、 3
1 3b

/42
 1大3b、 3

2 3c
/43

 2大3c、

3
3 3d

/44
 3大3d

4行 4
4a  平均 4 a

指定文字大小
使用 按鈕

使用 按鈕，可以按層次來切換文字大小。可以從以下的選項組合來選擇各行的文字大小。

 
1

1a
/41

 特大 
1

1c
/43

 中

 反覆按 ，直到所需要的文字大小顯示出來為止。

每按一次 ，切換選項。

有游標行的文字大小，可以通過顯示器上的指示燈進行確認。

• 有反白文字時，不能更改「文字大小」。

• 是對於有游標的段落進行的指定。

• 建議在切換選項後，通過列印預視等對圖像進行確認。

根據不同的標籤行數，顯示可以選擇的文字大小如下。通過顯示的圖解（行的大小），可以對各行的文

字大小、比例配置等進行確認。

購買時的預設值為加粗。

1
1c
/43

LW500TC_Lewis.indb   43 2010/9/28   上午 12:01:12



44　功能篇

DIC546

1行的文字大小

如果選擇了
1

1a
/41 特大1a · 1

1b
/42 大1b · 

1
1c
/43
中1c · 1

1d
/44 小1d，則根據標籤帶寬

度，按以下文字大小印刷。

列印樣本

    

G
[24]

L
[19]

M
[13]

S
[10]

P
[6]

18mm 特大 大 中 小 －

12mm 特大 大 中 小 －

9mm － 特大 大 中 小

6mm － － 特大 大 中、小

由於標籤帶上能夠列印的文字大小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對於某些標籤帶寬度及列印行數，部分默

認格式無效。

•	標籤帶寬度不同，各行的文字大小也不同，可透過文字大小指示燈來確認。

• 當指定行數和實際已輸入的行數不同時，按實際行的初期設定值進行列印。

• 由於修飾、文字大小、且筆劃數多的文字，文字可能會被擠壓。

• 12mm 寬度標籤帶和 18mm 寬度標籤帶列印的最大文字尺寸相同（最大列印刷寬度為 9.0mm）

 

文字大小     
pt標籤

帶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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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編輯選單功能
透過適度的更改文字字體及大小，可製作出外觀漂亮的標籤。

更改標籤外觀時，按 ，從顯示的功能表中選擇功能。根據不同的功能，可指定的範圍（本行、本

文等）不同。

的功能

功能分類 功能 內容 指定範圍

留白 指定標籤前後留白的長度。

本文定長列印 指定標籤的長度。

背景列印 在整個網底上添加網底。

外框 /表格 指定修飾框、表格。 段落

本文分散配置 指定各行的分散對齊位置。

英文字型 指定、英文數字的字體。 本行

段落

本文

裝飾字 進行空心、陰影、空影修飾。

字元間距 更改字元間距。

關於指定範圍和游標位置
對於裝飾字功能、對齊功能，指定有效範圍。請參考下面插圖，來確認游標的位置。

指定範圍 游標位置和有效範圍 說明

本文

與游標位置無關

本文都變成了指定的文字格式，文

字畫面上沒有任何改變。

本行

僅指定有游標的行

指定文字格式的游標所在行的行首

會顯示「 （文字模式指定符號）」。

段落

僅指定有游標的段落

指定裝飾字功能時，游標所在段落

的行的全部行首會顯示「 （文字

格式指定符號）」。指定對齊功能時，

文字畫面上沒有任何改變。

• 「 （文字格式指定符號）」不會列印出來。

• 「 」能刪除。刪除「 」後，反映「本文」指定的內容或儲存值。

• 指定「本文」時，「 」不會顯示出來。

一二三四五
甲乙丙丁戊
一二三四五

有效範圍

有效範圍

有效範圍

第2段

第1段 游標位置

一二三四五
甲乙丙丁戊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甲乙丙丁戊
一二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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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選單列表
加粗為購買時的初始預設值。

選單 一級選項 下個選項

 外框 /表格  無

   表格   01        02       03        04

          

 　　　　　 外框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表格

製作圖中所示的表格標

籤。

參照 P.48

外框

加上圖中所示的修飾框。

參照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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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單 一級選項 下個選項

 英文字型  黑體

   HV體
   CR體
   PL體
   BR體

 裝飾字   標準

    空心

  　　  陰影

    空陰影

  　　  粗體

    斜體

 字元間距  標準

   緊密

 分散配置      靠前

    置中

    分散

    靠後

 留白  標準

   極少

 

 定長列印  不執行 1.0cm-50cm   靠前

   錄音帶 MD   置中

   迷你DV 8mm錄影帶   分散

   VHS FD / MO   靠後

   CD/DVD外盒 B5檔案

   A4檔案 
 

 背景列印  無00 　　        波浪01

    菱形02  櫻花 03

    撲克04   藤蔓 05

    網點06   去背 07

裝飾字

指定裝飾字。

參照 P.49

留白

調整標籤前後的留

白。

參照 P.50

字元間距

調整字元間距。

參照 P.50

英文字型

選擇英文字型。

參照 P.49

定長列印

製作指定長度的標

籤。

參照 P.51

背景列印

製作定型網底的標

籤。參考圖片來選

擇網底圖案。

參考 P.51

對齊

指定各行文字的對

齊方式。

參照 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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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紹

●外框 /表格
在文章（段落）的周邊添加外框及表格。

無（購買時的預設值）
不添加外框/表格。

表格
用線框將文章（段落）圍繞起來，在行間劃橫線。

在多個段落中指定相同的表格時，形成前後相隔的表。

透過顯示的圖片可以確認表格的種類。

參照 P.38「新增段落（換段落）」

要在標籤表格中增加直書線時，先按 從顯示的記號功能表中選擇「編輯」，選擇其中的 。

外框
在文章（段落）的周邊添加外框。

可透過顯示圖來確認外框種類。

表格/外框的種類也可使用數字按鈕來指定編號。

參照 P.46「編輯選單列表－外框/表格」

文字畫面內輸入

RDS　本館
 1 1 0 3 _ U

線按 ＋ 進行換段落，輸入段

落２（如圖所示）。

段落1 段落2

標籤的行之間增加直書線

表格
　　　01

外框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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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字型
選擇「英文字型」時，中文字字體僅限使用黑體，無法變更。

黑體（購買時的預設值） HV體

CR體 PL體

BR體

●裝飾字
選擇裝飾字。

標準（購買時的預設值） 空心 陰影 空陰影

粗體 斜體

文字較大或筆劃數較多時，文字可能會被擠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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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切符號

●分散配置
複數行時，指定各行的「分散配置」。

  靠前（購買時的預設值） 各行首對齊。

  置中 將各行置中。

  分散 以長度最長的行為標準，將其他行分散對齊。

  靠後 將各行尾對齊。

已將字元間距指定為「緊密」時，即使再指定「分散」，也將以「緊密」為優先。

●留白
指定標籤前後留白的長度。

標準（留白：前後約10mm） 極少（留白：前後約1mm）

將留白指定為「極少」時，標籤帶前面的留白處將會

列印裁切標誌。使用剪刀進行裁切。

●字元間距
選擇文字的間隔。

標準（購買時的預設值） 緊密

關於字元間距指定

• 已設計好較小字型大小的文字格式，即使指定為「緊密」，也可能出現字元間距並未緊密的情況。

• 文字較大時，縮小字元間距，文字較小時，加大字元間距，即可美化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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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字數較多，文章長度超出指定長度時，將顯示「字數超出限制」，並且無法進行定長列印。請

減少文字字數或透過指定文字大小的方式來縮小文字。

• 定長列印中指定的標籤長度僅為概略值。可能會與實際列印出來的長度完全不一致。

●背景
在標籤的整個網底中添加背景。透過顯示的圖片來確認網底圖案。

背景列印時，會在文章的前面列印裁切標誌。

使用剪刀進行裁切後，可製成帶有背景的標籤。

在已指定網底的情況下，列印預視可能會出現無法辨識出網底或不顯示文字等情況，但不會影列

印。

01

mm 
mm 

●定長列印
指定要列印的標籤長度。

指定長度後，選擇整個標籤中文字的列印位置。可透過顯示的圖片確認位置情況。

可在1.0cm～50cm的數值範圍內，指定標籤長度。

選擇不同用途的定長後，自動指定標籤長度。建議您使用下方表格中列出的「標籤帶建議寬度」的標

籤。

用途 長度 標籤帶建議寬度 用途 長度 標籤帶建議寬度

錄音帶 9.5cm 9mm FD/MO 7.0cm 18mm

MD 5.5cm 4mm CD/DVD外盒 11cm 4mm
迷你DV 4.0cm 9mm B5檔案 15cm 12mm

8mm錄影帶 7.0cm 9mm A4檔案 20cm 12mm

VHS 14cm 1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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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
～ 可攜式標籤機進階使用方式～

本產品具有更多方便的功能，

可以保存製作的標籤檔以及輸入不知讀音的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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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反白文字時，無法操作。

• 檔案編號也可使用數字按鈕來選擇（步驟 ）。

• 要中途放棄操作時，按 或 ，取消操作。

• 資料已滿，無法登錄時，將顯示「檔案已滿」。請刪除不需要的檔案。

• 本產品最多可登錄約90個文字、3個檔案。

開啟 /登錄文章（檔案）
預先將已建立的文章登錄成檔案，即可於必要時將其開啟，進行更改及列印。檔案中保留原來的文字和

版面等標籤資訊。

• 如要儲存登錄的檔案或輸入的文章等資料時，建議使用電池（另售）。

本產品電源關閉超過約 2 分鐘以上時，所有資料有可能會消失。

• 更換電池時所需時間（約 2 分）內，雖然可以透過後備回路提供本產品電源，但也請儘快更換電池。

• 長時間儲存，會導致電池消耗，造成資料流失。

選單

按鈕的選單列表（加粗為購買時的初始預設值。）

選單 功能 參照頁碼

登錄   儲存已建立的文章 P.53
開啟  開啟已登錄的文章 P.54
刪除  刪除已登錄的文章 P.54

登錄檔案

 

用 選擇登錄編

號，按

 確認內容後，按

顯示「執行登錄」。

 按
顯示「檔案」功能表。

 選擇「登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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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文件

將檔案中登錄的文章開啟至文本畫面。如果執行

開啟檔案動作，則正在編集中的文章將全部被刪

除，變成開啟的檔案文章。

 按
顯示「檔案」功能表。

 選擇「開啟」，按

 

用 選擇編號，按

，變成開啟內容的確認畫面。

 確認內容後，按

• 如果執行開啟檔案，則文字畫面中建立的文

章將會消失，無法還原。請事先將需要的文

章登錄到檔案中。

• 有反白文字時，無法操作。

• 檔案編號也可使用數字按鈕來選擇（步驟 ）。

• 要中途放棄操作時，按 或 ，取消
操作。

• 在文字畫面中沒有文章的狀態下開啟文章

時，按步驟

刪除檔案

 按
顯示「檔案」功能表。

 選擇「刪除」，按

 

用 選擇編號，按

 確認內容後，按

使用 可以確認文

章。

 按

檔案被刪除。

返回文字畫面。

刪除的檔案無法還原。

• 有反白文字時，無法操作。

• 要中途放棄操作時，按 或 ，取消
操作。

文件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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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預設標籤格式
本產品已內建資產管理卡、地址&名稱、注意等用途的預設標籤格式。

可直接開啟列印，或變更輸入內容與裝飾效果後，再行列印。

標籤的製作方法

使用預設標籤格式製作標籤的流程如下。

 決定使用的預設標籤格式

請選擇要使用的預設標籤格式。

 在按住 的同時，按下 （＝樣版）

螢幕將顯示「預設標籤格式」選單。

 選擇預設標籤格式的分類

以  選擇包含所需預設標籤格式的分類後，按下 。

螢幕將轉換成指定選項的畫面。

 指定要使用的預設標籤格式

以  選擇所需的預設標籤格式名稱後，按下 。 2 0 X X

開啟預設標籤格式後，之前在文字畫面中輸入的文章將會消失。開啟預設標籤格式前，請將所需的

文章登錄為檔案。

參照 P.53「登錄檔案」

如需中途停止操作，請按下 或 ，回到前一個步驟。

 修正內容

希望修正開啟之預設標籤格式內容時，請視需要刪除文字與符號來變更內容。

• 如需中途停止操作，請按下 或 ，回到前一個步驟。

• 無法變更預設標籤格式預先指定之編輯功能的設定值。

 列印

參照 P.29「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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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連號數值
按 可輸入連號數值。

製作附帶連號數字的標籤

要製作多張只有數字或英文字母部分不同的標籤時，只需指定「連號數字」，則每列印一張，其數字部

分就會自動遞增。

連號數字包括1位數數字和最後1位數數字。最多可輸入2位數數字。

例如  ：使用連號數字， 製作附帶4、5、6…的標籤

 將游標移到要附加連號數字的位置

 按

顯示「輸入連號數值」功能表。輸入開始值

和結束值。

 開始值輸入「4」，按

 結束值輸入「6」，按Ｎ

輸入連號數值（連

號數字符號Ｎ  + 數
值區「4」）。

• 有反白文字時，無法操作。

• 要中途放棄操作時，按 ，取消操作。

• 「開始」和「結束」的數值，最多可輸入2位數數字。

• 文字畫面中的連號數字符號，顯示為Ｎ。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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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顯示列印範圍的確認畫面。

 按

按順序依序列印從「4」到「6」的標籤。

• 連數的數值可指定數字0～9或00～99。不能指定小數點或負數。

• 出現「開始」的數值指定了「04」的2位數數字，「結束」的數值指定了「6」的1位數數字等，2
處的格式不同的情況時，會按照「開始」的格式來進行列印。

• 「開始」的數值比「結束」的數值大時，以小的數值來列印。

• 1篇文章中最多只能輸入1組連號數字。

• 要更改連號數字的數值時，請將游標移到連號數字後面（右側），按 ，顯示「輸入連號數

值」功能表。以後的指定方法、輸入順序相同。

• 要刪除連號數字時，先將游標移到連號數字的後面（右側），再按 。

• 與標準文字一樣，連號數字（連數標記Ｎ數值區）中也可指定文字格式、段落格式的編輯功能。

• 標籤和標籤之間會列印裁切標誌。使用剪刀沿著裁切標誌進行裁切。

• 指定連號數字的標籤超出一次可以列印的長度（16m）時，顯示「超出長度」，不能印刷。請減少

數字，縮短標籤的長度。

• 搭配連續列印使用時，能夠列印對應張數的附帶連號數字標籤。

參照 P.62「連續列印相同標籤（連續）」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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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

製作印有條碼

的標籤。

參照 P.59

輸入條碼
按住 的同時，按下 （＝條碼）後，即可輸入條碼。

條碼選單一覽表

粗體為原廠預設值。

選單 一開始的選項 下一層選項 下一層選項 下一層選項

條碼  EAN-8  整體寬度 

    EAN-13  較窄 
    CODE128  標準

      較寬

    CODE39  整體寬度  粗細比例  Ｃ／Ｄ 
      較窄  2.0  有

      標準   2.5   無

      較寬  3.0

    ITF  整體寬度  粗細比例  Ｃ／Ｄ 
    CODABAR  較窄  2.0  有

      標準   2.5   無

      較寬  3.0

    UPC-A  整體寬度  
    UPC-E  較窄

      標準

      較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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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 的同時，按下 （＝條碼）

螢幕將顯示「條碼」選單。

 選擇「 ITF」後，按下

 選擇「較寬」後，按下

螢幕將顯示「粗細比例」。

 選擇「3.0」後，按下

螢幕將顯示「C/D」。

 選擇「有」後，按下

螢幕將轉變為條碼的數值輸入畫面。

I T F

輸入條碼

可輸入符合各種規格的條碼。

可列印的條碼規格與可指定之項目

規格
整體寬度

較窄 /標準 /較寬

粗細比例

2.0/2.5/3.0
C/D
有 /無

EAN-13、EAN-8
CODE128
UPC-A、UPC-E

○ － －

CODABAR、ITF、
CODE39

○ ○ ○

粗體為原廠預設值。

○：可指定

－：不需指定

整體寬度：條碼整體寬度

粗細比例：細條紋與粗條紋的粗細比例

C/D：有無校驗碼

製作條碼時，請依照該條碼的規則輸入。

例  ： 輸入「 ITF」條碼（整體寬度 較寬、粗細比例3.0、有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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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

回到文字畫面。游標位置將顯示條碼符號 
（ ）。

 以數值按鈕輸入條碼的數值

螢幕將顯示數值。右上方的網狀部份將自動

產生校驗碼。

可輸入的位數會隨著規格而改變。

I T F      C / D 5
[123456789]

• 有反白文字時無法操作。

• 如需中途停止操作，請按下 或 ，回到前一個步驟。

• 每篇文章最多只可輸入 1 個條碼或連號。

• 因條碼的資料量較大，儲存至檔案中時，會佔用大量記憶體容量。

• 需變更條碼數值或規格等項目時，請將游標移動至條碼符號（ ）的正後方（右側），並在按住

的同時，按下 （＝條碼）。螢幕將顯示「條碼」選單。之後的指定方法與輸入步驟相

同。

• 如需修改條碼數值時，請於數值輸入畫面中刪除原有數字後，再輸入新數字。

• 要刪除條碼時，請將游標移動至條碼符號（ ）的正後方（右側）後，按下 。

• 雖然條碼符號與一般文字相同，皆可指定編輯功能，但套用的內容如下。

套用至條碼符號的功能

背景、定長、留白

外框 / 表格、分散

• 列印完成之條碼，請先以您手上用來讀取該條碼之條碼機確認確實可讀取後，再行使用。若您手上

的條碼機無法讀取時，請調整「整體寬度」或「粗細比例」後，再次確認。

• 列印條碼時，建議選擇條碼機較易辨識之白底黑字標籤帶。

• 可輸入的位數會隨著規格而改變。ITF與NW-7為1～29位數。CODE128與CODE39為1～17位數。

•  ITF僅限使用偶數位數。在將校驗碼設為「有」，並輸入偶數位數，或是設為「無」，但輸入奇數

位數時，第1位數將自動產生空白碼（0）。

• UPC-E 的校驗碼不會顯示在數值輸入畫面與條碼的數字中。

• CODABAR必須在開頭與末端輸入「A、B、C、D」中的其中一個字，否則將造成條碼機無法讀取

該標籤。

• 條碼的條紋長度（線的部份）與數字的長度可能會不一致，但不會在使用時造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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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列印（連續 /鏡像）

按 ，可指定連續列印、鏡像列印。

特殊列印選單列表

加粗為購買時的初始預設值。

選單 一級選項

特殊列印 
 連續列印   不執行

   連續 2 張

   ：

   連續9張
   連續10張
   連續12張
   連續14張
   連續16張
   連續18張

   連續20張

   連續25張

   連續30張

   連續35張

   連續40張

   連續45張

   連續50張

   連續60張

   連續70張

   連續80張

   連續90張

   連續100張

  

 鏡像列印  

連續列印

連續列印相同標籤。

參照 P.62

鏡像列印

鏡像翻轉後列印。

參照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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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列印相同標籤（連續）

只連續列印指定張數的相同標籤。

例如  ：連續列印3張相同標籤

 輸入文章，按

顯示「特殊列印」功能表。

 選擇「連續列印」，

按

 選擇「連續3張」，按

× × c m
1 / 3

• 使用「特殊列印」功能表選擇設定值後，執

行特殊列印。

• 要中途放棄操作時，按 或 ，
取消操作。

• 標籤和標籤之間會列印裁切標誌。使用剪刀

沿著裁切標誌進行裁切。

• 指定張數的標籤總長大於 16m 時，無法列 
印。請減少列印張數或減少文字數等來縮短

標籤長度。

• 連續列印輸入連號數值的標籤時，可以列印

對應張數的附帶連號數字標籤。

參照 P.56「製作附帶連號數字的標籤」

列印鏡像文字（鏡像）

先將已輸入的文字進行鏡像翻轉，再進行列印。

鏡像

正像

 輸入文章，按

顯示「特殊列印」功能表。

 選擇「鏡像列印」，

按 。

列印鏡像標籤。

× × c m
1

使用「特殊列印」功能表選擇設定值後，執行

特殊列印。

要中途放棄操作時，按 或 ，恢

復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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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環境設定

環境設定選單列表

同時按 和 （=環境設定），可更改畫面的顯示濃度及功能儲存值設定。

（加粗為購買時的初始預設值。）

選單 一級選項 下個選項

環境設定 
 顯示濃度   -5
   ：

   標準

   ：

   +5
  
 列印濃度  -3 
   ：

   標準

   ：

   +3
 
 自動裁切  執行

   不執行

    
    
    

 儲存值  復原？

   外框 / 表格  
   英文字型

   裝飾字

   字元間距

   分散配置

   留白

   定長列印

   背景列印

   結束？

可設定更詳細的項

目。設定方法與一

般編輯功能等相

同。

自動裁切

設定列印時是否自

動裁切。

參考 P.65

儲存值

儲存值。

參考 P.66

顯示濃度

設定畫面顯示的濃

度。

參考 P.64

列印濃度

設定列印的濃度。

參考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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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列印濃度

列印濃度可在「 -3～標準～+3」的7級範圍內進

行設定。在列印較淡及較濃的情況下，請調整列

印濃度。一般情況下，請使用「標準」級。

 同時按 和 （＝環境設定）

顯示「環境設定」選單。

 選擇「列印濃度」，

按

 透過  ，

調整濃度， 

按

設定列印濃度。

• 有反白文字時，無法操作。

• 要中途放棄操作時，按 或 ，取消

操作。

• 本產品內建溫度感應器，可根據列印頭溫度

自動將列印濃度維持在固定值。

• 將列印濃度設定為「標準」以外時，電池的

消耗速度將會加快，列印出來的字可能會有

模糊不清或歪斜的情況。另外，標籤的文字

可能變得容易脫落掉色，請多加注意。

• 使用灰色字元標籤等標籤，列印出現模糊時，

請設定為「+3」。
參照 P.72「標籤帶的分類使用」

• 列印濃度在刪除全文及電源關閉後不會恢復

到預設值。如想重新設定，請初始化本產品。

參照 P.68「初始化本產品」

調整螢幕濃度

液晶螢幕的顯示濃度可在「 -5～標準～+5」的11
階段進行設定。液晶螢幕的顯示畫面不清楚時，

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驟進行調整。

 同時按 和 （＝環境設定）

顯示「環境設定」功能表。

 選擇「顯示濃度」，

按

 透過  ，

調整濃度， 

按

預設值為「標準」。

系統將設定顯示濃度，並回到文字畫面。

• 有反白文字時，無法操作。

• 要中途放棄操作時，按 或 ，取消

操作。

• 顯示濃度在刪除全文及電源關閉時不會恢復

成預設值。如想重新設定，請初始化本產品。

參照 P.68「初始化本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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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自動裁切」

本產品列印時自動裁切標籤。但也可設定成「不執行」。

對於不能使用本產品裁切刀裁切的燙熨標籤、列印時請設定成「不執行」。

參照 P.72「標籤帶的分類使用」

 按 和 （＝環境設定）

顯示「環境設定」選單。

 選擇「自動裁切」，

按

 選擇「不執行」，按

自動裁切將被設定

成停用，並返回文

字畫面。

後面的列印將全部不執行自動裁切。請取下

標籤帶，用剪刀等來裁切標籤。

要啟用自動裁切時，在步驟 中，選擇「執

行」。

• 有反白文字時，無法操作。

• 要中途放棄操作時，按 或 ，取消

操作。

• 若不執行自動裁切，可取出標籤帶，然後，

在標籤帶一側留有 3mm 左右的標籤帶，使

用剪刀將其剪下。

• 即使在設為「不執行」的狀態下，也可透過

「送出標籤帶」功能表中的「送出裁切」來

送出裁切。在更換成可裁切的標籤帶等情況

下，如果只想對剛剛換上的標籤帶進行自動

裁切，請執行「送出裁切」。

參照 P.20「5. 送出標籤帶」

•裁切刀長時間使用會磨耗，建議洽服務中心

更換。

• 自動裁切在刪除全文及電源關閉後將恢復為

預設值。請透過該操作來修改設定或重置列

印設定值、本產品初始化等操作。

參照 P.68「初始化本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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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各種預設值（儲存值）
可更改「英文字型」及「留白」等儲存值。

本產品可使用 按鈕來指定以下功能。

按鈕功能

按鈕 可指定功能

外框 /表格、英文字型、裝飾字、字元間距、分散配置、留白、定長列印、

背景列印

選擇各功能後，被選擇的選項即為儲存值。若每次固定要使用之設定值，可執行儲存功能。

• 關於各功能的預設值，請參照 P.59「選單列表」。

• 透過 按鈕指定的內容在執行刪除全文操作後，將重置為儲存值。

• 登錄到檔案中的內容反映檔案登錄時的指定內容。

變改設定儲存值時，需要執行刪除全文操作。

參照 P.35「刪除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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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儲存值

 同時按 和 按鈕（＝清除），刪除

全文

更改設定儲存值時，需要執行刪除全文操作。

參照 P.35「刪除全文」

 同時按 和 （＝環境設定）

顯示「環境設定」功能表。

 選擇「儲存值」，按

 選擇要更改的項目，

按

 選擇希望設定的選

項，按

各項目的設定方法與一般情況下的編輯功能

相同。

參照 P.45「使用 功能」

 需要更改的所有專

案完成設定後，選
擇「結束？」，按

儲存值被更改，返回到文字畫面。

• 要中途放棄操作時，按 或 ，取消

操作。

• 步驟 中，如選擇「復原？」，則將更改後

的設定儲存值重置為購買時的儲存值（初始

預設值）。

將儲存值復原為初始預設值

將更改後的儲存值設定復原為購買時的儲存值（初

始預設值）。

 同時按 和 按鈕（＝清除），刪

除全文。

將儲存值設定復原為初始預設值時，需要進行

刪除全文。

參照 P.35「刪除全文」

 同時按 和 （＝環境設定）

顯示「環境設定」功能表。

  選擇「儲存值」，按

 選擇「復原？」，按  

儲存值復原為預設值。

要中途放棄操作時，按 或 ，取消
操作。返回文本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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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本產品

• 本產品屬於電子設備，偶爾會因靜電及其他原因導致無法正常運作。

• 當本產品由於不正常狀況而造成顯示內容錯亂、電源無法開/關等無法正常運作的情況時，請執行

「初始化本產品」。

• 執行初始化後即可正常使用，但是如果執行了主機初始化後仍然不能重置正常運作的狀態時，請您

透過原購買店或代理店進行維修。

另外，一旦進行了初始化，或維修、檢查過後，檔案資料等的所有登錄內容和學習內容都將消失，

無法還原。敬請見諒。

何謂初始化
透過初始化，將本產品所有設定值重置為購買時的狀態。

執行初始化前，請充分確認。

初始化
復原儲存值

（P.63）
刪除全文

（P.35）

輸入 文字畫面中的文章 ● － *1 ●

輸入狀態和Caps Lock ● － －

資料 檔案資料 ● － －

設定 自動裁切設定值 ● － －

列印濃度設定值 ● － －

顯示濃度設定值 ● － －

各種儲存值 ● ● －

● ： 還原為購買時的狀態。

－ ： 保留不變。

*1  要執行還原為預設值的「復原儲存值」操作時，需先執行刪除全文。

功能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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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

 按下 來關閉電源

若按下 後，依然無法關閉電源時，請拆下 AC 電源變壓器與電池。接著重新裝上 AC 電源變壓器

與電池，並再次按下 來開啟電源。

接著依照步驟 開始的操作要求進行初始化。

 同時按 和 ，再按

「是否執行主機初始化？」閃爍顯示。

• 如想取消初始化，請按 以外的按鈕。

• 初始化是否沒有任何影響？

之前已登錄的檔案等所有資料及學習內容將會消失。執行初始化前，請充分確認。

 按

顯示「初始化　執行」，開始初始化本產品， 執行結束後， 顯示標題畫面、拼音輸入格式，進入

文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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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測試
可執行列印測試來確認本產品能否正常運作。

 同時按 和

（＝刪除），

刪除全文

執行列印測試前，需要刪除全文。

參照 P.35「刪除全文」

 輸入「demo」

參 照 P.25「2.輸
入英文字母」

 同時按 和 按鈕

執行列印測試。

• 若使用過程中感覺有故障時，請執行列印測

試。列印測試效果與樣本不符時，請與您購

買本產品的經銷商、代理商或本公司客戶服

務部聯繫。

參照 P.88「保固服務說明」

要中途取消列印時，按 。

樣本
 9mm 寬標籤帶 12mm 寬標籤帶

　ｄｅｍ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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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帶的分類使用
使用熨燙標籤、熨燙轉印標籤帶、透明亞光標籤、熱收縮管標籤、優質紙標籤、灰色字元標籤、索引標
籤請遵守以下規定。標籤帶種類，依國家、地區而有所不同。

標籤帶種類 設定方法

禁止使用自動裁

刀

熨燙標籤、透明亞光標籤 ①為避免裁切刀磨耗，在「自動裁切」設定為

「無」的狀態下印刷。②將標籤帶從本產品取

出。③在靠標籤帶一側留有3mm左右的標籤

帶，使用剪刀將其剪下。

參照 P.65「設定「自動裁切」」

需要調整列印濃

度

透明亞光標籤 將列印濃度設定成「＋3」後開始列印。

優質紙標籤、熨燙轉印標

籤帶、灰色字元標籤

列印顏色較淡時，將列印濃度設定成「＋3」後

開始列印。參照 P.64「調整列印濃度」

需要設定鏡像 熨燙轉印標籤帶 將鏡像設定成「有」後列印。

參照 P.62「列印鏡像文字（鏡像）」

關於標籤帶的詳細使用方法，請瀏覽標籤帶包裝盒及附帶的使用手冊。

將標籤帶安裝到本產品後，請務必執行一次「送出標籤帶」，拉緊標籤帶及墨帶。

參照 P.20「5. 送出標籤帶」

• 使用熨燙標籤、熨燙轉印標籤帶時，請準備好熨斗。

• 使用熱收縮管標籤時，請準備好工業用吹風機。

•	標籤帶的種類會依國家 / 地區不同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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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出現以下圖示時

圖示消失時

操作錯誤時，圖示會突然消失。另外，  5分鐘內未進行任何操作，電源將會自動關閉，顯示畫面消失（自

動斷電）。

顯示錯誤提示時

錯誤提示 原因、對策

電池電量耗盡。請關閉電源，將電池全部更換成新的3 號鹼性電池。 

注意，不要將電池 方向裝反。請確認電池 極。此外，請儘

量使用本產品專用的AC電源變壓器。

參照 P.16「1. 連結AC電源變壓器（需自行購買）」

參照 P.16「2.安裝電池（需自行購買）使用時」

未安裝標籤帶。請關閉電源，以正確方式安裝標籤帶。

參照 P.18「3. 安裝標籤帶」

在本產品上安裝了寬度無法使用的標籤帶，或未安裝在正確的位置。請確

認標籤帶。

安裝了本產品不支援寬度的標籤帶或安裝方式不正確。請確認標籤帶。請

安裝標籤帶。

參照 P.18「3.安裝標籤帶」

由於連續列印，導致列印頭過熱。請取下標籤帶，放置一段時間來冷卻列

印頭。

由於文章行數過多，使用當前安裝的標籤帶不能進行列印或列印預視。請

按任意按鈕，返回文字畫面，安裝較寬的標籤帶，或刪除帶 符號的行，

減少文章行數。

參照 P.36「標籤帶寬度和可列印行數」

文章長度超過定長指定的長度。請減少文字字數或縮小文字大小。

參照 P.51「定長列印」

文章長度超過定長指定的長度時。

參照 P.51「定長列印」

登錄檔案的記憶體已滿，無法繼續登錄。請按任意一個按鈕，返回文字畫

面，刪除不需要的檔案。

參照 P.54「刪除檔案」

請更換電池！

沒有標籤帶！

請確認標籤帶寬度！

超出行數。

超出長度。

字數超出限制
強制執行？

檔案已滿。

確認標籤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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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提示 原因、對策

在未登錄檔案的狀態下，執行了檔案的開啟或刪除操作。按任意按鈕，返

回文字畫面。

參照 P.53「登錄檔案」

指定的連續列印內容過長，超出了單次可列印的標籤帶長度（16m）。請

按任意按鈕，返回文字畫面，更改連續列印的指定內容。

參照 P.61「特殊列印（連續 /鏡像）」

在未輸入文字的狀態下對文字大小進行指定。

請按任意按鈕，返回文字畫面，然後輸入文字。

指定的連續數字列印或連續列印內容，超出單次可列印的標籤帶長度

（16m）。請按任意按鈕，返回文字畫面，透過減少張數、文字數的方

式，來縮短標籤帶的長度。

參照 P.61「特殊列印（連續 /鏡像）」

只能輸入1組連續數字。請按任意按鈕，返回到文字畫面。

馬達運轉出現故障。請關閉電源後再次連結。如反覆出現相同提示，請將

商品送往購買可攜式標籤機的經銷商或代理商處進行修理。

參照 P.88「保固服務說明」

裁切刀運轉出現故障。請關閉電源後再次連結。如反覆出現相同提示，請

將商品送往購買可攜式標籤機的經銷商或代理商處進行修理。

參照 P.88「保固服務說明」

在確認以上情況後，問題仍未解決時，請諮詢本公司客服部門。

參照 P.88「保固服務說明」

沒有檔案。

無法執行特殊
列印。

未輸入文字

超出長度。

連號最多只有
一組！

馬達
異常！

裁切器
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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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故障時

無法正常運作

本產品為電子設備，在極少數的情況下，可能會

因靜電或其他因素造成故障。

如因故障而出現顯示內容變形或無法開啟 / 關閉

電源等不正常情況時，請執行「本產品初始化」。

參照 P.68「初始化本產品」

按下 時，螢幕未顯示任
何內容

● 是否已正確連結AC電源變壓器？
請確實將其連接本產品的AC電源變壓器插孔與電

源插座。

參照 P.16「1.連結AC電源變壓器（需自行購

買）」

● 電池是否安裝正確？

電池的 極方向錯誤時，無法開啟電源。請

確認刻印在電池座內的電池正負極方向，並確認

所有電池的安裝方向是否正確。

參照 P.16「2. 安裝電池（需自行購買）使用時」

● 使用的AC電源變壓器是否非本產品專用型

號?
使用的AC電源變壓器（APT0615Z）非本產品專

用的AC電源變壓器時，可能會造成本產品的迴路

受損，或機身過熱等極度危險情況。

● 電池電量是否已耗盡？
使用電量已耗盡的電池時，可能會無法開啟電源。

請更換成新電池。

● 螢幕的顯示濃度是否合適？
可能因螢幕的顯示濃度而無法看到顯示內容。螢

幕不清楚時，可調整顯示濃度。

參照 P.64「調整螢幕濃度」

液晶螢幕顯示

● 自動斷電功能是否已啟動？
本產品閒置超過5分鐘時，電源將自動關閉，螢幕

畫面也會消失。（自動關閉電源功能）。

● 上蓋是否開啟？
打開上蓋將會啟動保護迴路，進而關閉本產品電

源

● 是否執行了不當操作？
本產品在操作錯誤按鈕時，螢幕將瞬間閃爍一下。

即使按 ，也不開始 
列印

● 是否尚未輸入文章？
尚未在文字畫面中輸入任何內容時，將不會執行

列印動作。

● 螢幕是否顯示訊息？
顯示錯誤訊息時，不會執行列印動作。

參照 P.73「當出現以下圖示時」

顯示準備中時，請稍候片刻。

● 安裝的標籤帶中是否尚有標籤帶，安裝方式

是否正確？
若標籤帶中的標籤帶已耗盡，或上蓋未正確關閉

時，將無法列印。請以正確方式安裝標籤帶後，

再確實關閉蓋上。

參照 P.18「3. 安裝標籤帶」

● 電池電量是否已耗盡？
使用電量已耗盡的電池時，將無法開啟電源。請

更換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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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出的文字有缺陷或有
損缺

● 標籤帶的安裝方式是否正確？
標籤帶安裝方式不正確時，將無法確實列印。

請取出標籤帶後，再依照規定步驟重新安裝。

參照 P.18「3. 安裝標籤帶」

● 列印頭是否髒汙？

列印頭上附著髒污或灰塵等汙垢時，可能導致文

字的局部區域出現擦痕。請以沾濕酒精（乙醇）（）））

的棉花棒清理列印頭。

參照 P.77「關於保養方式」

● 電池電量是否已耗盡？
電池的電量耗盡時，將顯示「電壓過低！」。請盡

快將所有電池更換為全新的鹼性電池或充電式鎳

氫電池（6顆3號電池），或改用本產品專用的AC
電源變壓器（APT0615Z）。若在未更換電池的情

況下繼續使用時，可能會在操作或列印過程中斷

電。並請正確設定電池的種類。

列印標籤後，不會自動 
裁切

● 是否設定成自動裁切為不執行？
將列印設定中的自動裁切功能設為不執行時，將

不會在列印後自動裁切。

參照 P.65「設定「自動裁切」」

● 裁切刀的刀刃是否已磨損？
因裁切刀屬於刀具類，長時間持續使用後，將因

為磨損而變得不易裁切。請聯絡原購買店、經銷

店、或是本公司客服中心。

參照 P.88「保固服務說明」 

列印動作中斷

● 標籤帶內是否還有標籤帶？
若標籤帶內已無標籤帶時，請安裝新的標籤帶。

參照 P.18「3. 安裝標籤帶」

● 電池電量是否已耗盡？
電池的電量耗盡時，將顯示「電壓過低！」。請盡

快將所有電池更換為全新的鹼性電池或充電式鎳

氫電池（6顆3號電池），或改用本產品專用的AC
電源變壓器（APT0615Z）。若在未更換電池的情

況下繼續使用時，可能會在操作或列印過程中斷

電。並請正確設定電池的種類。

檔案內容消失

● 是否曾將本產品初始化？
將本產品初始化後，之前登錄的檔案、通訊錄、

造字、字典等資料將全部消失。

參照 P.68「初始化本產品」

● 是否曾在開啟電源的狀態下更換電池？
更換電池時，請務必先關閉電源。如果在通電狀

態下更換電池，可能會導致已儲存的檔案等資料

全部消失。

● 是否在執行作業的過程中拔掉AC電源變壓

器或電池？
若在檔案登錄時顯示「進行登錄」以及列印時顯

示「準備中」及「列印中」、關閉電源等狀態下，

拔下AC電源變壓器及電池，則已儲存的檔案等資

料可能會全部消失。

無法貼上標籤

● 是否已將背面的襯紙撕下？
如為黏貼型的標籤，請先將背面的襯紙撕下後再

行黏貼。

參照 P.31「7. 貼標籤」

● 貼面是否過於髒污，表面是否凹凸不平？
無法貼在表面不平整或沾有灰塵與油污的黏貼面

上。並且可能無法黏貼在經過特殊加工的黏貼面，

或是使用特殊材質製成的黏貼面上。

如發生上述內容以外的情況，或確認上述項目

後，問題依然未改善時，請聯絡原購買店、經

銷店，或是本公司客服中心。

參照 P.88「保固服務說明」

擦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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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保養方式

■ 本產品外側的污垢與灰塵
請使用柔軟的乾布擦拭。若髒污情況極為嚴重時，請以用力擰乾後的濕抹布擦拭。嚴禁使用揮發油、

稀釋劑、酒精等的溶劑與藥劑，或是化學抹布等物品擦拭。

■ 出現漏印、擦痕時
可能是列印頭沾黏灰塵所致。請以棉棒沾醫療用酒精（乙

醇），清潔列印頭。

■ 是否為特殊標籤？
若列印出現擦痕時，建議將列印濃度設為「+3」後再行列印。例如灰字標籤。

有關標籤帶的詳細使用方法，請閱覽標籤帶的包裝盒與隨附的使用手冊。

擦痕

LW500TC_Lewis.indb   77 2010/9/28   上午 12:01:51



78　附錄

DIC546

輸入文字列表

文字按鈕排列

輸入文字表

「大」表示不按 時的狀態，「小」表示按 後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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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一覽表

符號一覽表中的符號與列印出來的符號可能會有不一致的情況。

分  類 符 號

希臘文

歐　洲

注音

ㄅㄆㄇㄈㄉㄊㄋㄌㄍㄎㄏㄐㄑㄒㄓㄔㄕㄖㄗㄘㄙㄧㄨㄩ

ㄚㄛㄜㄝㄞㄟㄠㄡㄢㄣㄤㄥㄦˊˇˋ˙

平假名

片假名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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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符 號

省略

括號

箭 頭

○△□☆

單位

運算

數字

２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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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圖 形

公共 

環境

貨物

警示

工作

運動

娛樂

電影

音樂

生物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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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圖 形

食物

常用

生活

節日

家庭

生肖

星座

標示

編輯

季節

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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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圖 形

學校

建築

醫院

號誌

星期

月

藝術字

表情

輪廓

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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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框 /表格一覽表

符號一覽表中的符號與列印出來的符號可能會有不一致的情況。

表格

01 02 03 04

外框

01 16 31 46 61

02 17 32 47 62

03 18 33 48 63

04 19 34 49 64

05 20 35 50 65

06 21 36 51 66

07 22 37 52 67

08 23 38 53 68

09 24 39 54 69

10 25 40 55 70

11 26 41 56 71

12 27 42 57 72

13 28 43 58 73

14 29 44 59 74

15 30 45 6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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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規格

■輸入
輸入裝置 QWERTY 排列鍵盤（拼音式）
 文字按鈕 48、功能按鈕 19
輸入狀態 注音輸入、倉頡輸入、英文輸入
 小寫輸入、Cops Lock（僅輸入英文時）、符號輸入、編碼轉換輸入（Big5）
 預測輸入，具備學習功能多語句轉換
中文字轉換方式 常用語轉換字典　約 48000 個
 單一中文字轉換字典　約 7700 個

■顯示
顯示裝置 點矩陣 STN 液晶面板
文字顯示 102dot×32dot（6chr×2line）
顯示濃度 -5 ～標準～ +5（11 級）
指示燈 25 個

■儲存
記憶體 約 90 個字

內部儲存檔案 約 90 個字、3 個檔案

■字型
內建字數 共 14,871 個文字（漢字 13,060 字 / 符號 2,157 字）
 英數文字、符號、其他
內建字型 Bitmap 字體
 黑體 / 宋體 / 楷書體（中文字字體）
 HV 體 / CR 體 / BR 體 / PL 體 / ST 體 / CB 體（英數文字）

■列印
列印方式 熱轉印 PRO 列印方式
列印濃度 -3 ～標準～ +3（7 段可調式）
列印頭結構 薄膜熱敏列印頭（64dot、180dpi）
標籤帶寬度 6、9、12、18 mm
裁切刀 自動裁切刀

■列印功能
文字構成 5 級 5 種
特殊列印 連續、鏡像
連號數字功能 加法－方向（可指定重複次數）、1 位數連續數字、2 位數連續數字
條碼 8 種
樣版 22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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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其他
主電源 AC110V（需使用本產品專用的 AC 電源變壓器 APT0615Z）
備用電池 3 號鹼性電池專用×6
電源開關 按鈕式
自動關機 於閒置約 5 分鐘後自動關閉電源
尺寸 約 178W×213D×56H（mm）
重量 約 560g（不包括電池、標籤帶）
隨附品 LC 標籤帶試用品（12mm）、使用手冊、快速索引
選購品 LC 標籤帶、AC 電源變壓器（APT0615Z）

■使用條件
溫度環境 工作時 10℃ ～ 35℃
 存放時 -10℃ ～ 55℃
濕度環境 工作時 30％ ～ 80％（非結露）
 存放時 5％ ～ 80％（非結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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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用者產品保固卡
（視同產品售後服務保證書。請妥善保存，遺失恕不補發）

感謝您購買產品，為提供您更好的服務，請務必上網註冊完整產品與個人資料，即可享有多項會

員專屬權益！請立即行動，用下列方式登錄 --

網站登錄

您可以直接到網站完成線上登錄，立即成為會員，享有會員優惠待遇！

Epson 網址 : http://w3.epson.com.tw/register。

為了確保您的權利，請仔細閱讀本保固卡背面說明。

本產品保固卡請自行保管 ( 無須寄回 )，以便日後提供售後服務之用。

機器型號：LW-500 機器序號：

客戶資料：

產品擁有者 □個人 □公司

聯絡人 性別 □男  □女

公司名稱

聯絡電話 手機

郵寄地址 □□□

經  
銷  
商  
蓋  
章  

本產品保固卡未加蓋經銷商店章或有塗

改、填寫資料不全情形者視同無效。

購買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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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固服務說明

憑產品保固卡自購買日起主機保證期為一年，於保固期內，在正常使用狀態下發生故

障時免費維修，但耗材和消耗性零件除外。

1. 保固期的計算方式 

購買日期未詳填或未於購買後 1 週內進行線上登錄者，則以本公司出貨日起算 1 年。

2. 當本產品需要送修時，請攜帶整組機器（含耗材）。修理或檢查時，原機器內保存的

資料檔等記錄會消失。請諒解。

3. 雖在保證期限內，如有下列情況者，維修中心得酌收維修費用或材料成本

	未遵照操作手冊、說明書規定或不當使用本產品。 

（如未按規定使用電源或原廠耗材）

	擅自拆修、添附或修改本產品。

	異物入侵。

	使用非原廠之耗材或零件，而導致本產品受損。

	由於天災、地變、未按手冊指示的方式搬運導致跌落、電壓異常或安裝不良所造

成之故障及損害。

 消耗性零件更換。

4. 保證期滿後屬調整、保養或是維修性質之服務，則收取維修工時費用。若有零件需

更換零件費用另計。

5. 本產品保固卡若有塗改、填寫資料不全、未加蓋經銷商店章等情形者，均視同無效。

6. 客服專線：（02） 802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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