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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感謝您購買本產品。
基於安全理由，請詳閱隨附之文件，以便正確地使用專業應用程式軟體  Label Editor。

• 本手冊說明如何使用“Label Editor”。有關本產品的設定與操作，請參閱本產品使用
手冊。

• 本手冊是以基礎軟體已安裝在中文版 Microsoft Windows 8.1/8/7/Vista/XP 的電腦上，
且使用者具備使用此類電腦所需的基本用語與操作方式等知識為前提，所撰寫而成。對
於用語與基本操作等內容有所疑問時，請閱讀使用之電腦或作業系統的說明書等資料。

• 未經允許前，不可擅自複製本使用手冊之任一部分。

• 本手冊中的內容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本手冊中所描述之規格與設計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Microsoft、Windows 和 Windows Vista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國和其他國家
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本文件中所用其他公司或產品名稱均為其擁有者的商標或是註冊商標。 
安裝 Label Editor 時請確認軟體許可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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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使用須知
基於安全理由，請詳閱隨附之文件，以便正確地使用本產品。 
本手冊詳閱後請妥善保存以備日後參考。下列各項安全注意事項是保護使用者、周圍環
境及其財產免於受傷或受損的指示。防範符號是依照若未遵守指示或不當使用設備造成
人員受傷及設備損壞來分類的。

小心
若忽略此符號的指示資訊，可能會因處理不當而導致人身傷害或物品損壞。

安全注意事項中各個符號的定義與意義說明如下。

此符號指示“重要提醒”。

此符號指示“禁止事項”。

小心
隨附的光碟是電腦用的資料光碟片。請勿用音訊的 CD 播放器播放。否則會有損
壞聽力和音訊設備的風險。

持續使用本產品請小心可能造成眼睛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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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使用 Label Editor
作業環境

安裝 Label Editor 之前請確認您的電腦符合下列要求。

作業系統 Windows 8.1/8（32 位元 /64 位元）、Windows 7（32 位元
/64 位元）、Windows Vista（32 位元 /64 位元）、Windows XP

（32 位元 /64 位元）

Label Editor 所用硬碟
空間

約 300MB

驅動方式 光碟機

顯示器 XGA (1024 x 768)，全彩或更高

界面 USB、乙太 10BASE-T/100BASE-TX*、無線 LAN 網路 *

* 僅限支援網路連接的機型。

 小心
電腦升級至更新版本的 Windows 後，Label Editor 可能會無法正常操作。依所用的電
腦環境， Label Editor 亦可能會無法正常操作。

安裝 Label Editor 和印表機驅動程式

說明以 USB 連接線將印表機連接到電腦時所用的安裝方式。 
當印表機為支援網路連接的機型，並要將之經由網路連接到電腦時，請參閱各產品隨附
的手冊或光碟片上的“網路配置指南”。 

小心
在安裝畫面未顯示連接要求前，請勿將本產品連接到電腦。
本產品與電腦的連接方法  
s本產品使用手冊

 小心
• 請確認是以系統管理員權限的帳號來安裝 Label Editor。

• 安裝 Label Editor 前，請先關閉電腦上所有其他運行中的應用程式。

• 請確保安裝光碟片中的應用程式及印表機驅動程式組合。安裝其他的組合無法列印標
籤。

• 當兩台或多台產品連接到一台電腦時 
需為各個產品分別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第二台（或後續）產品連接到電腦後，將開
始安裝第二台或後續產品的印表機驅動程式。請依照畫面所顯示的說明進行安裝。新
安裝的印表機驅動程式命名為印表機驅動程式的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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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電腦並啟動 Windows。 
關閉所有運行中的應用程式。關閉所有的防毒軟體或類似軟體。

將隨附的光碟片置入電腦的光碟機。
安裝程式啟動。
選取 [ 繁體中文 ]，並按一下 [ 下一步 ]。

在安裝畫面出現後，確認內容後按一
下您的選擇。

安裝 Label Editor 和印表機驅動程式時
[ 安裝應用程式與驅動程式 ]：按一下此項
目。

只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
[ 只安裝驅動程式 ]：按一下此項目。
在軟體許可協議的確認視窗出現時，確認內容後按一下 [ 接受 ]。
s 至步驟 8

MEMO
• 如安裝有舊版本的應用程式會出現下列訊息。

請確認要先將舊版本解除安裝後才安裝新的版
本。

• 如出現下列畫面表示已安裝了該應用程式或驅
動程式。要新增或變更項目，按一下 [ 新增／
變更功能 ]。

• 如安裝程式未能開始，請採取下列程序。 
開啟 [ 電腦 ]（Windows XP 是 [ 我的電腦 ]）。 
雙擊 [CD-ROM] 圖示。

在許可協議的對話框出現時，確認內容後按一下 [ 接受 ]。
要中止安裝：按一下 [ 拒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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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擇要安裝應用程式的畫面上， 
確認勾選了 [Label Editor] 後按一下 
[ 下一步 ]。

在選取目的地的對話框出現時，確認目的地資料夾後按一下 [ 下一步 ]。
開始安裝。
要變更目的地資料夾：按一下 [ 瀏覽 ...]。

當完成的訊息出現時，安裝已完成。按一下 [ 完成 ]。
要建立桌面捷徑，請選取核取方塊。

接著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

確認要使用的印表機，然後按 [ 下
一步 ]。

當印表機為支援網路連接的機型，會在步驟  後出現下列選擇連接方式的畫面。

此畫面出現時，請按一下 [USB 連接 ]，然
後按一下 [ 下一步 ]。

遵照畫面說明將產品連接到電腦。
建立連接後，按一下 [ 下一步 ]。
本產品與電腦的連接方法 
s本產品使用手冊

當完成的訊息出現時，安裝已完成。按一下 [ 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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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安裝 Label Editor 及／或印表機驅動程式
 小心

• 解除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時，請將產品與電腦的連接斷開。

• 解除安裝 Label Editor 及／或印表機驅動程式前，請先關閉電腦上所有其他運行中的
應用程式。

• 要解除安裝 Label Editor 及／或印表機驅動程式，請使用隨附的光碟片執行下列程序。

將隨附的光碟片置入電腦的光碟機。

選取安裝的語言，然後按一下 [ 下一步 ]。

安裝程式開始時，按一下 [ 移除 ]。

按一下 [ 是 ]。
開始解除安裝。
要中止解除安裝：按一下 [ 否 ]。

只解除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
[ 否 ]：按一下此項目。

s 至步驟 6

當完成的訊息出現時，解除安裝已完成。按一下 [ 完成 ]。
解除安裝應用程式已完成。

接著解除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

按一下 [ 是 ]。

確認印表機後按一下 [ 移除 ]。



6

當完成的訊息出現時，解除安裝已完成。按一下 [ 是 ]。
電腦重新開機。

 小心
解除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後，請將電腦重新開機。

MEMO
亦可如下地解除安裝 Label Editor 
和印表機驅動程式。
選取“控制台”-“程式集”-“程式
和功能”並解除安裝 Label Editor 
及／或驅動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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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開啟和儲存檔案
如需操作 Label Editor 的其他資訊，請參閱 Label Editor Help。
s使用 Label Editor Help

建立新檔案
首先要配置新標籤的標籤帶寬度和長度。

啟動 Label Editor。 
雙擊桌面上的捷徑圖示。
亦可從 Windows 的開始選單開啟 Label Editor。

“所有程式”-“EPSON”-“Label Editor”-“Label Editor”
“新增／開啟”畫面出現。

在“新增／開啟”畫面上配置所需的項目並按一下 [ 確定 ]。
如要 [ 開啟檔案 ] 或 [ 瀏覽記錄 ]，請按一下該項目。然後指定檔案的畫面會開啟。
可選取並配置下列項目。

從清單中選取本產品。

按一下  並選取所要建立標籤的標籤帶寬度。

按一下此項目將獲得目前所裝的標籤帶寬度。

要建立新標籤或從另一檔案匯入資料來建立標籤時請按一下此項目。

要從另一檔案匯入資料來建立標籤時請按一下此項目。s執行連續匯入列印

顯示建立檔案的清單，以便確認及在預覽畫面中開啟檔案。s從記錄清單中開
啟檔案

開啟已建立的檔案。s開啟已建立的檔案

按一下此項目以顯示標籤目錄。s使用標籤目錄

按一下此項目以顯示標籤格式。s建立管理設備的標籤

按一下此項目以顯示設定畫面。s建立有條碼的標籤

配置好的標籤帶會出現在“版面編輯視窗”中，以便輸入和編輯文字。s建立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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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已建立的檔案
在“新增／開啟”畫面上按一下 [ 開啟檔案 ]。

MEMO
亦可從選單列開啟檔案。“檔案”-“開啟”

出現下列畫面時，選取檔案並按一下 [ 開啟 ]。
所選的檔案會出現在“版面編輯視窗”中，然後可輸入和編輯文字。

從記錄清單中開啟檔案
在“新增／開啟”畫面上按一下 [ 瀏覽記錄 ]。
出現下列畫面時，選取檔案並按一下 [ 確
定 ]。
所選的檔案會出現在“版面編輯視窗”中，然
後可輸入和編輯文字。

儲存已建立的標籤
在“版面編輯視窗”中按一下 。
檔案會以下列之一的方式儲存。
新建立的標籤：出現另存新檔對話框時，請指定目的地資料夾及檔案名稱，並按一

下 [ 儲存 ]。
修改的標籤：按一下 [ 儲存 ] 後，會覆寫檔案。

MEMO
亦可從選單列儲存。“檔案”-“另存新檔”／“檔案”-“儲存檔案”

結束 Label Editor
按畫面右上角的 。
Label Editor 已關閉。

MEMO
按一下  後如出現下列訊息， 則“版面編輯視窗”中

的當前資料尚未儲存。
[ 是 ]：儲存檔案。
[ 否 ]：不儲存檔案，結束 Label Editor。
[ 取消 ]：返回“版面編輯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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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標籤
下列是以如下的標籤範例，說明建立標籤的基本方法。
範例：

如何輸入文字 s步驟 2
如何插入外框 s步驟 3
如何插入符號 s步驟 4

如何列印 s步驟 5

在“新增／開啟”畫面上選取 [ 橫書 ] 並按一下 [ 確定 ]。
“版面編輯視窗”中出現編輯用的新標籤帶。

按一下 。
在該標籤上按一下，待游標出現後就可輸入
文字。

文字輸入完成後，請在標籤以外的部分按一
下。
會插入所輸入的文字。

MEMO
調整大小及位置
操作比例控點以便調整文字排列的大小和位置。



10

按一下 。 
出現對話框時，選取框邊並按一下 [ 確定 ]。
選取的框邊會插入列印區域內。
請依需要調整大小或位置。

按一下 。 
出現對話框時，選取符號並按一下 [ 確定 ]。
在“版面編輯視窗”中按一下即可將所選的符號插入所按位置。
請依需要調整大小或位置。

按一下 。
出現對話框時，配置所需的項目並按一下 [ 確定 ]。
開始列印。
要檢查設定或其他細節，請見下頁。s列印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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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標籤目錄
可選取喜愛的範本來建立標籤。

在“新增／開啟”畫面上選取 [ 標籤目錄 ]，然後按一下 [ 確定 ]。
將會出現 [ 標籤目錄 ]。
亦可在選單列選取“檔案”-“標籤目錄”來開啟該畫面。 

基本操作

目錄表。按一下此處的一個目錄可切換顯示的目錄頁面。 

一份目錄頁面。選取範本來編輯或列印。 

按一下  選取使用的標籤帶寬度。目錄頁面會顯示出與所選標籤帶寬度

吻合的範本。 

用來移動到下一目錄或上一目錄。 

用來翻動頁面。這些按鈕與目錄頁面中的  按鈕具有相同功能。 

可將常用的範本加入 。s加入我的最愛

按一下此圖示，將滑鼠箭頭移動到類別頁面中的範本以放大顯示該範本。
再按一下此圖示則取消放大顯示。 

列印所選的範本。 

用來變更所選範本的文字或字型。

顯示說明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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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範本上按一下，然後執行編輯或列印。 

要變更字型大小或執行其他編輯，按一下 。
將會出現“版面編輯視窗”。s建立標籤

要列印所選的範本，按一下 。
s列印標籤 

加入我的最愛
可將常用的範本加入 。

選取範本並按一下 。
亦可透過在範本上按右鍵並在顯示的選單上選取 [ 加入 ] 來執行相同的操作。 

該範本已加入 。 

按目錄表中的  顯示加入我的最愛的範本。

從  移除範本

選取範本並按一下 。
亦可透過在範本上按右鍵並在顯示的選單上選取 [ 刪除 ] 來執行相同的操作。 

重新列印先前列印過的標籤
按一下 。
將會顯示列印記錄。 
亦可透過按右鍵並在顯示的選單上選取 [ 加入 ] 來執行相同的操作。 

選取要列印的範本並按一下 。
要檢查設定或其他細節，請見下頁。s列印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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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原創色帶
說明如何建立具有重複列印之客制化訊息的原創色帶。 
列印色帶需用特殊的色帶標籤帶。有關可用標籤帶的種類資訊，請參閱本產品隨附的目錄。 

建立要列印在色帶上的文字。 
s建立標籤

輸入色帶文字， 
然後按一下 。
將會出現設定畫面。 

 指定色帶長度。 

 指定重複文字區塊之間的間距。 

配置設定並按一下 [ 確定 ]。
將會顯示出設定的狀態。 
要檢查色帶整體外觀，請見下頁。s檢查標籤的整體外觀

按一下 。
出現對話框時，配置所需的項目並按一下 [ 確定 ]。
開始列印。
要檢查設定或其他細節，請見下頁。s列印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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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管理設備的標籤
只要選取一個範本並輸入所需的設定，就能輕鬆建立管理設備的標籤。 

在“新增／開啟”畫面上選取 [ 設備管理 ]，然後按一下 [ 確定 ]。 
選取範本，然後按一下 [ 確定 ]。 

將會出現下列畫面。輸入設定，然後按一下 [ 確定 ]。 

 將會出現在步驟  所選取的範本。

 將會顯示出適合該範本的標籤帶寬度。按一下  選取標籤帶寬度。將選取之標
籤帶寬度的標籤帶置入印表機。

 輸入要列印在標籤帶上的文字。 

先建立起所選範本的清單檔案並輸入所有的資料後，就能用相同的範本列印多個
不同的標籤。   
使用清單檔案時，要在上述的步驟  中指定檔案路徑。  
支援的清單檔案格式：xls、xlsx、txt、csv、xl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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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畫面出現後，檢查字型和字體大小。

 版面視窗 
該畫面顯示了在步驟  選取範本並於步驟  輸入文字後的外觀。依需要調整
文字大小或位置。 

 資料新增視窗 
將會顯示在步驟  所輸入的文字。可雙擊儲存格來變更文字。 

 行號 
請將  輸入至  以便列印項目。只能列印勾選的項目。

 欄位屬性 
顯示範本標題。 

按一下 。
出現對話框時，配置所需的項目並按一下 [確定]。
開始列印。
要檢查設定或其他細節，請見下頁。s列印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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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連續匯入列印
連續匯入列印流程

 建立資料
可在“資料新增視窗”中建立資料。
亦可將其他應用程式建立的檔案資料匯入。
支援檔案格式的副檔名：xls、xlsx、txt、csv、xlsm

 小心
要使用 xls、xlsx 或 xlsm 的檔案資料時，電腦需安裝支援檔案格式的 Microsoft® Excel。

 版面
標籤會以此版面建立。

 列印標籤
將指定行的資料匯入先前建立的版面，可連續列印標籤。

建立匯入列印資料
在“新增／開啟”畫面上依下列順序按一下項目。
[ 匯入（橫書）]-[ 確定 ]-[ 新增匯入資料 ]

[ 讀取匯入資料 ]：匯入檔案上建立的資料時請按一下此項目。請遵照畫面說明操作。
s編排標籤

MEMO
“版面編輯視窗”出現後，可用下列操作之一顯示出新增匯入資料畫面。

• 請按一下 ，並遵照畫面說明操作。 

• 在選單列選取“檔案”-“匯入資料”-“新增”。

將會出現下列畫面。
請在“資料新增視窗”中建立標
籤。

版面編輯視窗

資料新增視窗

如在步驟  中選取了“讀取
資料”，會顯示出指定的檔案。

行號 

請將  輸入至  以便列印
項目。只能列印勾選的項目。

欄位屬性

文字輸入：雙擊目標儲存格並輸入資料。 
亦可在文字輸入列上輸入資料。

選取儲存格並按右鍵可執行下列操作。
剪下、複製、貼上、刪除、匯入資料、輸入欄位標題、排序、列印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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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排標籤
請將欄位屬性上的  拖曳
至“版面編輯視窗”以進行
編排。
該處會顯示出欄位內容。請依
需要調整位置和大小。

亦可透過在“資料新增視窗”
中選取儲存格並按右鍵，然後
在彈出選單上選取“匯入資料”
完成相同操作。

 小心
不論什麼樣的字符，匯入外框的大小固定。如匯入外框中字符太多，會自動縮小寬度以
適合匯入的外框。匯入外框沒有換行功能。 

MEMO
• 當前所選儲存格的內容已編排。

• 無法列印印刷區域外的資料。

列印標籤
按一下 。
出現對話框時，配置所需的項目並按一下 [ 確定 ]。
開始列印。
要檢查設定或其他細節，請見下頁。s列印標籤 

儲存已建立的檔案
儲存版面的當前狀態以及匯入的資料

按一下  或在選單列選取“檔案”-“儲存檔案”或“另存新檔”。

儲存資料以匯入另一檔案格式
可儲存的檔案格式：xls、xlsx、txt、csv
請在選單列選取“檔案”-“匯入資料”-“儲存”。

如出現指定目的地資料夾的對話框，請指定目的地資料夾並按一下 [ 儲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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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有條碼的標籤
MEMO

• 插入條碼時，請確認左右兩邊要留邊。

• 請用條碼掃描器檢查條碼標籤的讀取。

• 設定的項目會因條碼的類型而有所不同。配置所顯示的設定項目。

按一下  或 。
將會出現條碼設定對話框。

建立 QR 碼
亦可在“新增／開啟”畫面按一下 [QR 
CODE] 來開啟設定畫面。

選取條碼類型，輸入編碼，並配置其他
的設定，然後按一下 [ 確定 ]。

訊息出現後，按一下 [ 確定 ] 。
游標變成條碼的高度。

將游標移動至所需插入條碼的位置，並在該處按一下。
條碼插入該處。
比例控點出現後可用來調整位置和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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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功能
可用 Label Editor 建立下列標籤。

連號列印
主選單：插入 - 連號
請在英數字元連號視窗中設定。
當列印時，請在列印對話框上開啟“連號”。

新增日期與時間
主選單：插入 - 日期／時間
請在日期與時間設定視窗中設定。

裝飾文字
主選單：插入 - 藝術字
請在樣式視窗中輸入文字並設定。

新增背景圖案
主選單：插入 - 背景
請在選取背景圖案視窗中設定。可建立原始背景圖案
或使用文字為圖案。

亦可建立上述以外的各種標籤。其有關詳情，請參閱 Label Editor Help。
s使用 Label Editor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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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標籤的整體外觀
可在檢查標籤整體外觀的同時編輯標籤。
這對建立色帶等的長標籤時極有幫助。

在選單列的 [ 檢視 ] 選單上選取 [ 預覽（完整檢視）]。
將會出現視窗。 

紅色框圈住的就是目前顯示在“版
面編輯視窗”中的區域。 

按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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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印標籤 
請遵照下列步驟列印標籤。 

按一下 。
將會出現列印設定的對話框。

 選取要使用的印表機。 
亦可進行鏡像列印以及標籤帶的裁切方式等設定。 

 指定要列印的標籤數量。

 使用連號列印時開啟本項目。s其他功能

 使用連續匯入列印功能或列印管理設備標籤時開啟本項目。s其他功能，建立
管理設備的標籤

執行連續匯入：  
請開啟本核取方塊來連續列印。

使用全部資料列印：  
列印在“資料新增視窗”所顯示的行中所有的資料。

列印已透過資料新增視窗確認過的資料： 
列印在“資料新增視窗”中指定行中的資料時開啟本項目。只會列印出所選取的行。

 執行貼上 - 合併列印時開啟本項目。

依序列印：指定列印順序。

指定列印範圍：選取要列印的部分。

 在從一份清單建立多個標籤用於合併列印時指定列印順序，例如用於合併列印或
管理設備的標籤。 

配置設定並按一下 [ 確定 ]。
將會列印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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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Label Editor Help
在 Label Editor Help 中可查閱本手冊以外的其他功能，或不知如何用 Label Editor 建立
標籤時可供查閱。

開啟 Label Editor Help。
從選單列開啟。　

“說明”-“搜尋主題”

MEMO
• 亦可從 Windows 的開始選單中開啟 Label Editor Help。 
“所有程式”-“EPSON”-“Label Editor” -“Label Editor Help”

• 在“版面編輯視窗”中編輯時，按 [F1] 鍵就能啟動 Label Editor Help。

在選單中按一下想要了解的選單項目。

工具列 按一下按鈕使用該功能。

選單 顯示說明選單。
亦可用“搜尋”或“索引”來尋找想要了解的
項目。

說明 顯示出所選項目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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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其他應用程式列印
本產品可做為印表機使用。
可用市售的應用程式編輯資料，並以本產品列印該資料來建立標籤。
可能會因所用的應用程式而無法完全正確列印。

在印表機設定中指定本產品。
設定用紙。
指定當前所裝標籤帶的寬度、長度及標籤的邊界等。

輸入文字和圖像等。
將文字和圖像編排到列印區域內。

利用列印預覽功能檢視列印狀態。
列印標籤。

MEMO
列印圖像時 
本產品是以黑白色調列印彩色圖像。 
色調可以調整。色調調整可在印表機設定畫面的“內容”對話框中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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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難排解
涵蓋 Label Editor 無法啟動或列印無法完成等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

列印無法啟動
電腦畫面是否有訊息顯示？
請檢視訊息內容。

是否已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
請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s安裝 Label 
Editor 和印表機驅動程式

電腦裝好印表機驅動程式後是否有重新開
機？
除非電腦重新開機，否則印表機驅動程式
可能沒有正確安裝好。重新安裝印表機驅
動程式。s安裝 Label Editor 和印表機
驅動程式

產品是否已正確連接到電腦？
請檢查產品與印表機的連接線。s本產
品使用手冊

是否選取了正確的印表機？
選取錯誤的印表機將無法完成列印工作。

印表機是否離線？
如電腦沒有連接本產品就開機，印表機可
能會設定成離線。請取消離線狀態。　
Windows 8.1/8
請在 Charms Bar 依序選取 “設定” - “控
制台” - “硬體和音效” - “裝置和印表機”。
請選取本產品並按右鍵，然後在顯示的選
單上取消離線狀態。
Windows 7/ Windows Vista
請依序選取“開始”-“控制台”-“硬體
和音效”-“裝置和印表機”（Windows 
Vista 是“印表機”）。請選取本產品並按
右鍵，然後在顯示的選單上取消離線狀態。
Windows XP
請依序選取“開始”-“控制台”-“印表
機和傳真”。之後，請選取本產品並按右鍵，
然後在顯示的選單上取消離線狀態。

字符遺失或模糊
列印頭髒汙？
清潔列印頭。s本產品使用手冊

墨帶或標籤帶鬆弛？
請排除鬆弛處。s本產品使用手冊

邊界和用紙設定是否正確？
使用市售的應用程式時需設定邊界。請檢查
當前的設定。可用列印預覽功能或類似功能
來檢視列印。請確認在列印前先用預覽功能
檢視。s從其他應用程式列印

列印半途停止
請檢查標籤帶匣中是否有足夠的標籤帶。
如標籤帶已用罄，請更換新標籤帶匣。
s本產品使用手冊

列印後不裁切標籤帶
是否選取了“不裁切標籤帶”？
請檢查印表機驅動程式設定。

裁切刀片是否磨損？
裁切刀片用久會磨損變鈍。如此，請聯絡 
EPSON 客服中心。

無法正確地半裁切
是否啟用了“半裁切”？
請檢查印表機驅動程式設定。

是否選取了“不進行半裁切”？
請檢查印表機驅動程式設定。

半裁切刀片是否磨損？
裁切刀片用久會磨損變鈍。如此，請聯絡 
EPSON 客服中心。

MEMO
若上述步驟無法解決問題，或並非上述的
異常，請聯絡 EPSON 客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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