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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非常感謝您選購可攜式標籤機LW-900P。

本書將說明LW-900P的使用方法。使用前請務必詳閱。

此外使用本產品前，請務必一併閱讀附冊之「Label Editor使用手冊」。

使用手冊中除了記載操作方法外，另有使用上的注意事項、使用訣竅等的有用資訊。請隨時備妥於手邊，以便立

即取用。

衷心希望您能永久愛用「可攜式標籤機」LW-900P與本說明書。

此外本產品內附保證書。向經銷店索取保證書時，請務必先確認經銷店已記載「經銷店名稱」、「購買日期」等

事項後，再收下保證書。

● 本裝置雖以在家庭環境中使用作為目的，但在靠近收音機或電視接收器附近使用時，可能會導致電磁波障礙。

請依照使用手冊內容，以正確方式使用。

● 本產品為台灣專用品。

● 嚴禁在未獲得授權的情況下，轉載本書的局部或全部內容。

● 本書內容可能在未經公告的情況下有所變更，敬請見諒。

● 本書雖已在製作時力求完善，但如有語意不清、錯誤、遺漏等問題時，請聯絡本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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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勿執行本書未記載的操作。否則可能造成事故或故障。

其他記載的公司名稱及商品名稱，分別為各公司的註冊商標或商標。

可攜式標籤機 LW-900P 使用手冊

台灣愛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10信義區松仁路7號14樓

電話：02-8786-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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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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備能在遭遇問題時隨時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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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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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忽略本圖示，以不當方式使用時，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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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示代表提醒注意之「注意」內容。

圖示代表不得為之的「禁止」內容。

圖示代表務必要執行之「強制」內容。

關於AC電源變壓器

僅可使用本產品內附的專用AC電源變壓器（AST1527Z），請勿使用其他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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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1527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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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V

請勿拉扯AC電源變壓器的電線、或在電線上堆放重物。否則可能造成火災或觸

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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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請勿對本產品施加踩踏、跌落或敲擊等強烈的衝擊力。否則可能造成損毀而引

發火災或觸電事故。

本產品損壞時，請先將AC電源變壓器從插座中拔出，並聯絡經銷店。否則當損

壞後繼續使用時，可能造成火災或觸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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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可能造成故

障或火災、觸電事故。

請將包裝本產品與使用手冊的包裝袋，保管於兒童無法取得的地點或加以丟

棄，以避免兒童將其套在頭上。否則可能造成窒息意外。

請勿在本產品上面潑灑飲料（茶水、咖啡、果汁等）或噴灑殺蟲劑。否則可能

造成故障或火災、觸電事故。

本產品遭到清水等液體淋濕時，請先將AC電源變壓器從插座中拔出，並聯絡經

銷店。否則若在此情況下繼續使用時，可能造成火災或觸電事故。

請勿自行拆解或改造本產品。否則可能造成火災或觸電事故。

並且請勿執行本書中未記載的操作。否則可能造成事故或故障。 

圓角器的保養方式

要拆下「圓角器集屑盒」時，請務必先關閉電源。否則若在拆下「圓角器集屑

盒」的狀態下啟動時，可能會造成手指被刀刃割傷等的危害。此外清理圓角器

時，請絕對不可將手指伸入圓角器內部。否則可能造成手指割傷。

關於圓角器

請勿在列印中或圓角器動作過程中，以手指觸摸標籤帶出口附近。否則可能造

成手指割傷。

關於半裁切

請勿在列印中或半裁切刀動作過程中，以手指觸摸標籤帶出口附近。否則可能

造成手指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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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請勿在本產品上面堆放物品、或是將本產品放置於搖晃的桌子或傾斜處等的不

穩定場所。否則可能會導致產品掉落或倒下，從而造成人員受傷。

請勿在執行列印等動作時，拆下AC電源變壓器或USB傳輸線。否則可能會變得

無法正常列印。

隨附的光碟為個人電腦用的「CD-ROM」。請絕對不可於一般音樂用播放器上

播放。否則可能發出過大音量，造成喇叭損壞。

長時間使用時，可能引發眼睛疲勞等問題，敬請多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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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充分確認使用目的與接著面的材質，並在不醒目的部位先行測試後，再

行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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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標籤帶時的注意事項

■ 請避免將標籤帶摔落，或加以拆解。否則可能造成故障。

■ 請勿拉扯從標籤帶取出口伸出來的標籤帶，或將其硬塞進取出口內。否則可能造成故障。

■ 請將標籤帶保管在陰暗處，避開陽光直射、高溫、潮濕、灰塵等環境。

 標籤帶開封後，請儘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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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標籤帶時的注意事項

 安裝前，請務必先旋緊墨帶。

請將鉛筆等物品插入要安裝的標籤帶孔

內，並沿箭頭方向輕輕旋轉來旋緊色帶。

若墨帶過鬆，在安裝到本產品上時，墨帶將接觸到列印頭，造成墨帶彎曲、破損等問題，導致標籤帶發生故

障、損壞等。請務必先將標籤帶的墨帶調整至緊繃狀態後，再安裝至本產品上。

 安裝標籤帶

將貼有標籤的一面朝向本身方向，將其按下。

若安裝方式正確時，標籤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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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籤帶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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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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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確

認標籤帶安裝於本產品上的狀態是否正確。

 請務必執行「標籤帶送出」動作

剛將標籤帶安裝到本產品上時，標籤帶及墨帶將處於鬆弛狀態。請務必實施“標籤帶送出”操作，讓標籤

帶處於緊繃狀態。

參照 P.13「標籤帶送出」

若未執行「標籤帶送出」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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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標

籤帶安裝至本產品上後，請務必執行「標籤帶送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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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
使用本產品時，請先詳細閱讀「安全上的注意事項」後，再依照其指示操作。

■ 使用完畢後，請將AC電源變壓器及USB傳輸線從本產品、插座、以及電腦上拔下。以避免出現被電源線絆倒

等意外事故。

■ 請避免在有陽光直射的場所、暖氣設備及發熱設備附近等溫度異常高或低的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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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場所及他人所有物等物品上。

■ 請勿以物體阻塞或封住AC電源變壓器插入口、USB傳輸線插入口、標籤帶取出口等處。

■ 請絕對不可用手觸摸列印頭。

■ 標籤帶請務必使用印有  LC標籤帶標誌的專用標籤帶。

■ 請勿使用已耗盡之標籤帶，或在未安裝標籤帶的情況下進行列印。否則可能造成列印頭過熱或故障。

■ 標籤帶送出的動作，請務必以本產品上的 （標籤帶送出）按鈕，或標籤編輯軟體的 （標籤帶送出）

與 （標籤帶送出裁切）按鈕操作。請絕對不可將其強行拉出。由標籤帶取出口強行將標籤帶拉出時，可

能導致無法正常列印，或該標籤帶變得無法繼續使用。

■ 使用標籤帶時請小心謹慎，避免其受到衝擊。

■ 進行半裁切或排出標籤帶時，會發出聲響，此為正常現象，並非故障。

■ 排出寬度較窄或長度較短的標籤帶時，可能會出現裁斷後的標籤帶飛出的情況。

■ 以剪刀裁切標籤帶時，請小心注意，避免剪傷手指。

■ 請勿將未印有LC標籤帶標誌的標籤帶，插入圓角器中。

■ 標籤帶上有半裁切的刀痕時，請將刀痕部位彎折後，再插入圓角器中。

■ 使用後請務必拔除AC電源變壓器，並關閉電源。

■ 長時間不使用時，請將AC電源變壓器、USB傳輸線、標籤帶，從本產品上拆下。並將本產品、AC電源變壓

器、標籤帶等，保管在無陽光直射、高溫潮濕、電磁及振動、灰塵等情況的陰涼地點。

■ 請勿執行本書未記載的操作。否則可能造成事故或故障。

■ 使用手冊中記載的內容、規格、設計等，可能會在未經公告的情況下有所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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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攜式標籤機 LW-900P主機 AC電源變壓器（AST1527Z）

標籤帶試用品

CD-ROM

USB傳輸線

LW-900P使用手冊 

（本書）

Label Editor

標籤編輯軟體使用手冊

清點內容物

請確認產品內容物是否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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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位名稱與功用

本產品各部位名稱（正面）

本產品各部位名稱（正面、內部）

本產品無電源開關。電源將在連接AC電源變壓器及透過電腦與USB傳輸線連線之後，自動開啟。電源開啟

後，本產品前方的電源指示燈將亮燈。

參照 P.10「連接電腦與本產品」

標籤帶確認窗

開啟按鈕

AC電源變壓器插入口

上蓋

USB插槽

圓角器集屑盒

標籤帶取出口

標籤帶安裝座

固定卡榫

標籤帶通道

電源指示燈

半裁切指示燈

標籤帶送出按鈕

圓角器插入口

圓角器裁切檯



使用方法篇

一併說明標籤帶的安裝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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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電腦與本產品
本產品無電源開關。電源將在連接AC電源變壓器及透過電腦與USB傳輸線連線之後，自動開啟。電源開啟

後，本產品前方的電源指示燈將亮燈。

1. 連接AC電源變壓器

透過內附的AC電源變壓器（AST1527Z），由家用電源插座（AC110V）提供電源。

 將AC電源變壓器的插頭，確實插入本產品後方的

AC電源變壓器插入口中。

 將AC電源變壓器的電源插頭，插入家用插座中。

•	 請務必先確認電腦上已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後，再行連接。

	 有關印表機驅動程式，請參照「標籤編輯軟體使用手冊」。

•	 請勿在本產品執行列印或標籤帶送出動作的過程中，拔除AC電源變壓器與USB傳輸線。否則將變得無法列

印或標籤帶送出，導致故障。

•	 AC電源變壓器請務必使用專用的（AST1527Z）型號。

•	 使用完畢後，請將AC電源變壓器及USB傳輸線從本產品、插座、以及電腦上拔下。以避免出現被電源線絆

倒等意外事故。

• 用力拉扯或反覆彎曲AC電源變壓器的電線時，可能導致電線斷裂。

• 可能因插頭短路等因素，導致安全功能啟動，造成AC電源變壓器的回路被切斷。

• AC電源變壓器不在保固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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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連接電腦

請務必先確認電腦上已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後，再行連接。有關印表機驅動程式，請參照「標籤編輯軟體使

用手冊」。

 將USB傳輸線連接本產品
將傳輸線的一端，插入本產品上的插槽中。

 將USB傳輸線的另一端，插入電腦的USB插槽中。

連接完AC電源變壓器與USB傳輸線後，本產品的電源將會開啟，電源指示燈（藍色）亮燈。

本產品的電源指示燈，將依據狀態，以下列方式顯示。

可動作狀態 ......................   指示燈亮燈

動作中狀態......................  指示燈閃爍（以亮燈與熄滅時間幾乎相同的間隔閃爍）

錯誤狀態 .........................  指示燈閃爍（以熄滅時間較亮燈時間長的間隔閃爍）

請先確認連接器的形狀與方向後，再行連接。

 

A型USB接頭

電腦上使用的接頭為此種A型USB
接頭。

B型USB接頭

本產品上使用的接頭為此種B型

USB接頭。

•	 電腦的電源關閉時，本產品亦無法啟動電源。

•	 在未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的情況下，連接電腦時，將顯示「新增硬體」畫面。請務必點選[取消]，並拔除傳

輸線。接著以隨附的CD-ROM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後，再行連接。

•	 有關印表機驅動程式，請參照「標籤編輯軟體使用手冊」。

•	 請勿使用USB分接器。

•	 對同一台電腦連接一台以上的LW-900P時，必須依照連接的台數，安裝相同數量的印表機驅動程式。第2台

以後的印表機驅動程式，將在連接其他台LW-900P後開始安裝。請依照畫面指示進行操作。此時新安裝的

印表機驅動程式名稱，將加註「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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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標籤帶

安裝至本產品上

 安裝前，請務必先旋緊墨帶。

請務必將鉛筆等物品插入要安裝的標籤帶孔內，並沿箭頭

方向輕輕旋轉來旋緊色帶。

 開啟上蓋
按下上蓋的開啟鈕，即可開啟上蓋。

請勿以握住上蓋的方式，拿起本產品。

 安裝標籤帶
將要安裝的標籤帶貼有標籤的一面朝向本身方向，將其按

下。若安裝方式正確時，標籤帶固定到本產品的卡槽內。

安裝前端露出較長標籤帶或全新的標籤帶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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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痕

中。

 關閉上蓋
以手指按住上蓋，將其完全蓋上。

• 若在未徹底推入標籤帶的情況下，蓋上上蓋時，可能導致本

產品或標籤帶損毀。

• 請如右圖所示般，按下上蓋上端的中央部位，將其確實關

上，直到發出「喀嚓」聲為止。

• 按下上蓋上端中央以外的部位時，可能不易關上上蓋。

將標籤面朝向 
前方

將標籤帶前端

穿過「標籤帶通道」

將標籤帶前端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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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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直的朝前方拉出。

安裝全新標籤帶時

 旋緊墨帶。

 標籤帶前端扭曲時，將其拉直。

 以貼有標籤的一面朝向前方的方式，將標籤帶筆直插入，並將拉出的標籤帶穿過「標籤帶通道」。

 

• 請將標籤帶保管在陰暗處，避免陽光直射、高溫、潮濕、灰塵等環境。

• 標籤帶開封後，請儘快使用。

• 請確實將標籤帶推入至最深處。

標籤帶送出

請務必執行「標籤帶送出」或「標籤帶送出裁切」操作！

安裝完標籤帶後，請務必實施「標籤帶送出」或「標籤帶送出裁切」操作，將標籤帶與墨帶拉直。

 按下本產品的 （標籤帶送出）按鈕，或點選標籤編輯軟體的 （標籤帶送出）或 

（標籤帶送出裁切）

使用「標籤帶送出裁切」功能時，將於送出約20mm的未列印標籤帶後，加以裁切。使用「標籤帶送出」

功能時，將送出約20mm的未列印標籤帶。

有關標籤編輯軟體，請參照「標籤編輯軟體使用手冊」。

手指放置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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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列印
可執行測試列印功能，確認本產品是否能正確運作。

 持續按住本產品上的 （標籤帶送出）按鈕3秒以上
即可執行測試列印。

 

標籤帶送出按鈕

使用過程中感覺疑似故障時，請執行此列印樣本動作。若無法列印出如同說明書上的樣本時，請洽詢原購買

店、經銷店、或是本公司客服中心。

參照 P.28「保固服務說明」

測試列印範本（18mm寬）

 

• 要執行測試列印時，請在已啟動電腦的狀態下，連接AC電源變壓器與USB傳輸線。

• 測試列印可支援各種標籤帶寬度，但各種標籤帶寬度的列印內容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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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上標籤帶
將列印好之標籤帶襯紙撕開後，加以黏貼。

 撕下襯紙  貼上後用力摩擦

 

以半裁切功能裁切刀痕

事先將半裁切功能設為 「啟用」時，將只會裁切標籤帶部份，因此可在標籤帶上形成刀痕，方便您撕下襯

紙。設定內容可利用印表機驅動程式變更。有關印表機驅動程式，請參照「標籤編輯軟體使用手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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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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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落圓弧修飾
將標籤插入裁切器的插入口後，可將標籤的角落修飾成圓弧狀。使用「角落圓弧修飾」功能不僅能美化標籤外

觀，還能讓標籤不易由角落剝落。

逐一修整標籤帶的角落。

 將標籤帶的單側延著其中一方的導軌，徹底插入至最深處。

以半裁切功能形成刀痕的一側，請先將刀痕部份彎折後，再行插入圓角器插入口中。

 聽到數次裁切音後，抽出標籤帶。
確認角落是否已經過圓弧處理。

 將標籤帶的另一側延著導軌插入，以同樣方式裁切。

• 列印過程中，圓角器無法使用。

• 請確實將標籤插入至最深處。

• 待聽到裁切音後，將標籤帶抽出。若未能順利裁切時，請重複操作一次。

•	 請勿將標籤帶以外的物品，插入圓角器插入口中。否則將造成圓角器故障。

•  請勿在將標籤帶插入圓角器的狀態下，將其左右移動，否則將導致中途卡住，而無法順利將邊緣裁切成圓

角。

• 6mm寬的標籤帶，無法使用圓角器。

• 請將標籤帶沿著圓角器導軌，筆直的插入。未沿著導軌插入標籤帶時，可能無法正確裁切標籤帶的邊緣。

• 剛購買時，圓角器集屑盒內可能殘留著製造過程中進行裁切檢查的裁切屑。

• 圓角器集屑盒開啟時，無法使用圓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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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角器保養方式

圓角器集屑盒內部會累積標籤帶的裁切屑。請定時拆下圓角器集屑盒，加以清理。

 拔掉AC電源變壓器，關閉電源。

請務必先關閉電源後，再行操作。

 拆下圓角器集屑盒

將手指伸入圓角器集屑盒下側，向外拉出。

 清除裁切屑

以棉花棒等物品，清除圓角器集屑盒內累積

的裁切屑。

 裝上圓角器集屑盒

將圓角器集屑盒安裝回原狀

要拆下「圓角器集屑盒」時，請務必

先關閉電源。否則若在拆下「圓角器

集屑盒」的狀態下啟動時，可能會造

成手指被刀刃割傷等危害。

此外清理圓角器時，請絕對不可將手

指伸入圓角器內部。否則可能造成手

指割傷。

更換圓角器刀刃
因圓角器屬於銳器，長時間使用後，將因為磨損而變

鈍。更換圓角器刀刃的服務必須收費。請洽詢原購買

店、可攜式標籤機經銷店、或是本公司客服中心。

參照 P.28「保固服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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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完畢時＜關閉電源＞

 拔除USB傳輸線
將USB傳輸線由本產品與電腦上拔下。

 拔除AC電源變壓器（AST1527Z）＜關閉電源＞

請將AC電源變壓器由電源插座與本產品

上拔下。請將電源線捲起。

•	 本產品無電源開關。電源將在連接AC電源變壓器與USB傳輸線後，自動開啟。需要關閉電源時，請拔下AC

電源變壓器。

• 長時間不使用時，請將AC電源變壓器、USB傳輸線、標籤帶，從本產品上拆下。並將本產品、AC電源變壓

器、USB傳輸線、標籤帶，保管在無陽光直射、高溫潮濕、電磁及振動、灰塵等情況的陰涼地點。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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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各種標籤帶
•	 詳細使用方法，請參照各標籤帶隨附的使用手冊與標籤帶的外包裝。

•	 以下標籤帶的設定，請依照下列說明。

標籤帶種類 設定方法

需要執行印刷濃度調整 以灰色文字標籤帶列印的內容出現擦痕

時

請在印表機驅動程式的「檔案」選

單 →「設定印表機」→	圖形標籤

中，將「濃度」設為「+３」後，

再行列印。

有關印表機驅動程式，請參照「標

籤編輯軟體使用手冊」。

將標籤帶安裝至本產品上後，請務必執行一次「標籤帶送出」，將標籤帶與墨帶拉直。

參照 P.13「標籤帶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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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故障時
發生無法動作或無法列印等問題時，請確認以下項目。

有關電腦畫面上顯示的訊息以及標籤編輯軟體的功能，請參照「標籤編輯軟體使用手冊」。

指示燈是否亮燈?
首先請利用指示燈確認本產品的狀態。

指示燈 指示燈狀態 本產品的狀態

電源指示燈 亮燈 代表處於可動作狀態。

熄滅 代表電源已關閉。

電源將在連接AC電源變壓器與USB傳輸線後，自動開啟。請確

認AC電源變壓器與USB傳輸線的連接狀態。

閃爍

（以亮燈與熄

滅時間幾乎相

同的間隔閃

爍）

以較長間隔閃

爍

代表準備列印中、正在列印中、或是正在標籤帶送出中。

以較短間隔閃

爍

代表正在裁切標籤帶中。

閃爍

（以亮燈時間較短，熄滅時間較

長的間隔閃爍。）

本產品發生錯誤。若電腦畫面上顯示訊息，請確認訊息內容。

未顯示訊息時，請確認本產品上蓋或標籤帶的安裝狀態等。若

仍然無法排除時，請將AC電源變壓器拔下。

若再次連接AC電源變壓器後，依然發生相同錯誤時，請洽詢原

購買店、可攜式標籤機經銷店、或是本公司客服中心。

參照 P.28「保固服務說明」

半裁切 

指示燈

亮燈 在印表機驅動程式設定成「檔案」選單 →「列印」→「內容」

→「選項」→「半裁切」的狀態下，進行列印。

熄滅 半裁切功能處於停用狀態（一般狀態）。

閃爍

（以亮燈與熄滅時間幾乎相同的

間隔閃爍）

正在執行半裁切動作中。

閃爍

（以亮燈時間較短，熄滅時間較

長的間隔閃爍。）

若再次連接AC電源變壓器後，依然發生相同錯誤時，請洽詢原

購買店、可攜式標籤機經銷店、或是本公司客服中心。

參照 P.28「保固服務說明」

指示燈正常亮燈時，請確認下頁起的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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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列印動作時 
本產品不會動作

電腦畫面上是否顯示錯誤訊息?

發生錯誤時，無法列印。請確認錯誤訊息的內容。

有關標籤編輯軟體與印表機驅動程式，請參照「標籤

編輯軟體使用手冊」。

是否已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

未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時，無法列印。

請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此外安裝後未重新啟動電腦

時，可能會出現印表機驅動程式安裝不正確的情況。

請重新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

是否已將本產品正確連接電腦?

請確認是否已使用正確的USB傳輸線連接電腦。

參照 P.10「連接電腦與本產品」

本產品是否已連接AC電源變壓器?

請確認本產品是否已連接AC電源變壓器?

參照 P.10「連接電腦與本產品」

找不到電源開關 
無法啟動/關閉

本產品前方的指示燈是否亮燈?

本產品無電源開關。電源將在連接AC電源變壓器與

USB傳輸線後，自動開啟。啟動後，本產品前方的電

源/半裁切指示燈將亮燈。需要關閉電源時，請拔下

AC電源變壓器。

無法正確列印文字

標籤帶的安裝狀態是否正確?

標籤帶安裝方式不正確時，無法正確進行列印。

請取出標籤帶，依照正確步驟重新安裝。

參照 P.12「安裝標籤帶」

列印頭是否髒污?

列印頭附著污垢或灰塵等雜質時，可能導致文字局部

出現擦痕。請以棉花棒沾市售的藥用酒精（乙醇）

後，擦拭列印頭。

參照 P.24「保養方式」

列印標籤後，不會自
動裁切標籤帶。

是否將標籤帶裁切功能設定為「不裁切標籤

帶」？

在印表機驅動程式的選項標籤中，將「標籤帶裁切」

設定為「不裁切標籤帶」時，將不會在列印後自動裁

切標籤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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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裁切刀刀刃的服務必須收

費。請洽詢原購買店、可攜式標籤機經銷店、或是本

公司客服中心。

參照 P.28「保固服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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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黏貼標籤帶貼上
標籤帶

是否已撕下襯紙？

請先撕下襯紙後，再行黏貼。

黏貼處是否有髒污或不平整的情況?

標籤帶無法貼在表面粗糙或有灰塵及油脂的地方。並

且也可能無法貼在經過特殊加工或使用特殊材質的表

面上。

參照 P.15「貼上標籤帶」

文字不完整或有擦痕

標籤帶的安裝狀態是否正確?

標籤帶鬆弛時，可能會造成文字不完整或有擦痕等問

題。

請執行標籤帶送出操作，拉直標籤帶。

列印位置有誤

應用程式上的設定是否正確?

使用市售的應用程式時，必須依據應用程式種類，調

整留白設定值與列印位置。請使用「列印預覽」等功

能，確認列印狀態。

出現上述項目以外的情況，或確認上述項目後，

問題仍未改善時，請連絡原購買店、可攜式標籤

機經銷店、或是本公司客服中心。

參照 P.28「保固服務說明」

圓角器裁切功能異常

是否正在列印中?

列印過程中，圓角器無法使用。

上蓋是否開啟?

上蓋開啟時，無法使用圓角器。

是否已將標籤確實插入圓角器插入口中?

未沿著導軌插入時，無法獲得良好裁切效果。請沿著

導軌插入標籤帶。

參照 P.16「角落圓弧修飾」

裁切屑是否已滿?

請拆下圓角器集屑盒，清除標籤帶裁切屑。

參照 P.17「圓角器的保養方式」

安裝的標籤帶寬度是否為6mm？

圓角器無法裁切6mm寬的標籤帶。

圓角器的刀刃是否已磨損?

圓角器長時間持續使用後，將因為磨損而變鈍。更換

圓角器刀刃的服務必須收費。請洽詢原購買店、可攜

式標籤機經銷店、或是本公司客服中心。

參照 P.28「保固服務說明」

半裁切功能異常

是否將半裁切功能設為「啟用」？

必須在印表機驅動程式的選項標籤中，設定「半裁切

功能」，方會在列印後執行半裁切動作。

是否將標籤帶裁切功能設定為「不裁切標籤

帶」？

在印表機驅動程式的選項標籤中，將「標籤帶裁切」

設定為「不裁切標籤帶」時，半裁切功能亦沒有作

用。

半裁切刀的刀刃是否已磨損?

因裁切刀屬於銳器，長時間使用後，將因為磨損而變

鈍。更換裁切刀刀刃的服務必須收費。請洽詢原購買

店、可攜式標籤機經銷店、或是本公司客服中心。

參照 P.28「保固服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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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方式

■ 本產品外側的髒污與污垢

請使用柔軟的乾布擦拭。髒污情況非常嚴重時，請以用力擰乾的濕布擦拭。絕對禁止使用揮發油、稀釋劑、酒精

等的溶劑、藥劑、化學抹布。

■ 列印內容缺損或有擦痕時

可能是列印頭附著灰塵所致。請以棉花棒沾市售

的藥用酒精（乙醇）後，擦拭列印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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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規格

■顯示
LED 2個

■列印
列印方式 熱轉印PRO列印方式

列印頭結構 薄膜熱敏列印頭（384dot、360dpi）

溫度補正 內建溫度感應器型自動補正功能

偵測標籤帶寬度 支援LC標籤帶規格偵測孔

標籤帶寬度 6、9、12、18、24、36mm

安裝標籤帶 列印頭迴避型前方安裝方式

 （內建偵測上蓋開啟回路）

裁切刀 內建於本產品內自動直線切斷方式

圓角器 內建感應器型自動圓角器集屑盒（半徑3mm）

半裁切刀 內建於本產品內自動直線壓切

■電源、其他
主電源 AC110V（必須使用隨附之AC電源變壓器AST1527Z）

電源開關 依據USB的VBus信號開啟電源

介面 USB

尺吋、重量 約85W ×182D ×146H （mm ）

 約900g（不包含標籤帶）

隨附品 標籤帶試用品

 AC電源變壓器（AST1527Z）

 USB傳輸線

 本使用手冊、標籤編輯軟體使用手冊

 CD-ROM（Label Editor）

■使用條件
溫度環境 工作時    5℃～35℃

 存放時 -10℃～55℃

溼度環境 工作時 30%～80％（不可結露）

 存放時   5%～80％（不可結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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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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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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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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非常感謝您選購可攜式標籤機LW-900P。

本書將說明LW-900P的使用方法。使用前請務必詳閱。

此外使用本產品前，請務必一併閱讀附冊之「Label Editor使用手冊」。

使用手冊中除了記載操作方法外，另有使用上的注意事項、使用訣竅等的有用資訊。請隨時備妥於手邊，以便立

即取用。

衷心希望您能永久愛用「可攜式標籤機」LW-900P與本說明書。

此外本產品內附保證書。向經銷店索取保證書時，請務必先確認經銷店已記載「經銷店名稱」、「購買日期」等

事項後，再收下保證書。

● 本裝置雖以在家庭環境中使用作為目的，但在靠近收音機或電視接收器附近使用時，可能會導致電磁波障礙。

請依照使用手冊內容，以正確方式使用。

● 本產品為台灣專用品。

● 嚴禁在未獲得授權的情況下，轉載本書的局部或全部內容。

● 本書內容可能在未經公告的情況下有所變更，敬請見諒。

● 本書雖已在製作時力求完善，但如有語意不清、錯誤、遺漏等問題時，請聯絡本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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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勿執行本書未記載的操作。否則可能造成事故或故障。

其他記載的公司名稱及商品名稱，分別為各公司的註冊商標或商標。

可攜式標籤機 LW-900P 使用手冊

台灣愛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10信義區松仁路7號14樓

電話：02-8786-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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