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仔細閱讀本文件，安全正確地使用本產品。

若產品故障，請查閱隨付的保證卡，並洽詢您原購買的商家。若需更進一步的協助，請聯絡您當地的 EPSON 客服中
心。

下列為客服中心的網址：
http://www.epson.com.tw/CustomerAndDownload

安全使用須知

基於安全理由，請詳閱隨附之說明書，以便正確地使用
本產品。詳閱所有的使用須知後，請將本快速索引收妥
以供日後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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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險
若忽略此符號的指示資訊，可能導致嚴重或者致命的
人身傷害。執行具有危險標示的作業程序時，請務必格
外小心。

警告
若忽略此符號的指示資訊，可能會因處理不當而導致嚴
重的人身傷害甚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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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說明如下。

此指示一個重要的提醒。

此指示一個禁止的事項。

此指示一個強制的步驟。

 

危險

處置電池時
電池液不慎進入眼睛時，切勿揉眼，請立刻以清水充分
沖洗後立即就醫。

快速索引

繁體字

警告

處置電池時
請將電池置於遠離兒童之處。若吞入電池會極為危險。
若吞入須立即就醫。

使用本產品時
請勿對本產品粗暴施力或撞擊，例如站立其上、摔落
或敲打。否則，產品可能破裂，因而可能導致火災或電
擊。如發現損壞，請立即關閉電源，拆下電池，再聯絡 
EPSON 客服中心。如繼續使用可能導致火災或電擊。

請小心不要將茶、咖啡或果汁等飲料灑到產品上，或噴
灑殺蟲噴霧劑。這樣可能造成故障、火災或電擊。如產
品上灑到任何液體，請立即關閉電源，拆下電池，再聯絡 
EPSON 客服中心。如繼續使用可能導致火災或電擊。

請勿觸摸灼熱的列印頭。否則，會有灼傷的風險。

請勿開啟後護蓋以外的其他護蓋。這樣做可能導致火災
或電擊。請務必依照本快速索引的說明使用產品。否則
可能發生損壞或傷害事件。

如發現下列任何的異常，請立即關閉電源，拆下電池，同
時聯絡 EPSON 客服中心。
• 產品若產生冒煙、異味或不正常的雜音
• 產品內若有液體或異物進入
• 產品若摔落或損壞

手濕時請勿操作本產品。可能會導致故障、火災或觸
電。

處置切紙器時
列印中或使用切紙器時，請勿觸摸出紙槽口 (標籤出來
處)，因為會有受傷風險。

其他事項
請勿將產品、電池、電源纜線、或標籤帶匣用於或存放
於下列場所。
•  陽光直曬處。
•  可能的高溫處，例如關閉車窗的車內。
•  可能的高溫處，例如加熱器附近，或是溫度極不穩定

處，例如空調排氣管附近。
•  會因灑水器或下雨而弄濕產品的地方，例如浴室內或

戶外。
•  多塵場所或產品會暴露到煙霧或蒸汽的地方，例如廚

房或除濕機附近。
•  不穩定處，例如搖晃的桌子或傾斜的地方。
•  可能會受到振動或震動影響的地方。

請將產品或本快速索引的包裝塑膠袋置於遠離兒童之
處。兒童吞入或將頭伸入這些袋子中可能會窒息。

小心

處置電池時
若電池滲漏出液體，須用布拭乾並更換電池。若該液體
沾染到皮膚，須立即用水洗淨。

若電池使用不當，可能會造成洩漏、過熱、爆炸、腐蝕、
或損壞產品，因而可能導致火災或受傷。
• 請勿新舊電池並用，或混用不同類型的電池。
• 請使用鹼性電池或充電式鎳氫電池。
• 請以正確的方向使用電池。
• 電池耗竭後請立即取出。
• 產品長期不用時，請取出電池。
• 切勿加熱電池或擲入火中或水中。
• 取出電池時，請勿用金屬鑷子夾取或使用任何有銳利

尖頭的金屬物，例如機械筆或圓珠筆取出電池。
• 請遵從電池包裝標籤或盒子上的注意事項正確使用。
• 使用充電式鎳氫電池時，請遵從您所使用之充電器及

電池的使用說明書正確使用。

棄置使用過的電池時，請務必遵照法規。

使用本產品時
請勿站立產品上，或將之置於不穩定處，例如搖晃的桌
子或傾斜的地方。否則，產品可能掉落並造成受傷。

請勿使用潮濕的清潔布或溶劑，例如酒精、稀釋劑或
苯精。

 處置標籤帶匣時
• 請確認使用專用的 LC 標籤帶。
• 請勿將標籤帶摔落或拆解。這樣可能造成損壞。
• 請勿拉扯標籤帶。而要確認是以  +  送出標籤帶。

否則，標籤帶匣可能會故障而無法使用。
• 標籤帶匣中無標籤帶時請勿使用。這樣可能造成印表機過熱

而可能導致損壞或故障。

備忘

標籤帶匣中有墨帶。棄置標籤帶匣時，請務必遵照當地廢棄
物法規。

 其他的小心事項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輕輕的操作鍵盤。
• 請勿觸摸列印頭。
• 使用剪刀裁剪標籤時，請小心不要割傷手指。
• 請勿將標籤黏貼到人體、其他生物、公共設施或他人的財

物。

關於「可攜式標籤機」製作的標籤
依照所用的環保標籤及要貼上標籤的物品特性，或是環境條
件、黏貼時的狀況等因素，出現以下現象：標籤顏色改變、脫
落、文字消失、從黏附體上脫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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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難排解

 問題

無法正常操作。
若無法正常操作，例如電源無法開啟或關閉，或顯示中斷時，
請將產品初始化。

雖然按下了  但仍然沒有圖像出來。
電池的置放是否正確？
請檢查電池已正確置放。
電池是否沒電？
請更換新的電池。

顯示器關閉。
是否啟用了自動關閉電源功能?
若超過 5 分鐘沒有操作，就會自動關閉電源。
是否曾錯誤地執行一項功能? 
若按鍵操作不正確，顯示器會暫時關閉。

備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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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更換電池！ 此訊息可能的原因為：
•  電池沒電或置入方法錯誤
•  混用了其他類型的電池或舊電池
如是這樣，請置入正確的電池或更換新電
池。

印字頭溫度過 
高！

列印頭太熱。請關閉電源並取出標籤帶
匣。靜待一會兒後再開始列印。

超出行數。 字數超出限制。
請按下  刪除游標指示的行數。

字數超出限制 輸入的字數超出規定的標籤帶長度。請按
下   調整標籤帶長度或縮短字數。

字數超出限制 
　強制執行？

直接按下  後，可解除字數限制執
行列印或預覽。

未輸入文字 請按下任意按鍵返回文字畫面，並輸入
文字。

檔案已滿。 最多只可登錄5個檔案。請按下任意按鍵返
回文字畫面，並刪除不要的檔案。

沒有檔案。 僅已有登錄檔案時，方可開啟或刪除檔
案。

圖形套字最多 
１０個！

標籤可容納的圖形套字最多為10個。請減
少圖形套字的字數。

馬達異常！ 馬達運轉中發生異常。關閉電源，然後再
次打開。若出現相同訊息，請關閉電源並
連絡 EPSON 客服中心。

緞帶長度 
字數超出限制

請按下任意按鍵返回文字畫面，並減少文
字或是縮小字體。

使用前
1. 備妥電源供應
本產品可使用3號鹼性電池或3號充電式鎳氫電池。

1. 請拆下後護蓋。

2. 安裝電池。

備忘
要繼續安裝標籤帶匣時，先不用關上護蓋並進入步
驟 2。

3. 關閉護蓋。關閉到護蓋扣入定位為止。

設定電池種類

請依據您所使用的電池設定「電池種類」，可有助於延
長電池使用時間。
預設為「鹼性電池」，若是使用充電式鎳氫電池時，請將 
「電池種類」設定為「鎳氫電池」。

1. 請按下  + 。
2. 請用   選取「電池種類」，並按下 。
3. 請用   選取電池的種類，並按下 。

c 若未正確設定「電池種類」，有時可能不會顯示電
池耗用的通知訊息。

2. 安裝標籤帶匣

1. 將標籤帶拉直。

2. 請拆下後護蓋。

3. 請置入標籤帶匣。 
將之壓下直到扣入定位為止。
安裝新標籤帶或標籤帶的尖端較長時，請將標籤帶
穿過“標籤帶通道”溝槽中。

c
•  在標籤帶停止前，請勿按下“裁切按鈕”。
•  請勿用手指拉出標籤帶。

4. 蓋上後護蓋。
關閉到護蓋扣入定位為止。

如何取出標籤帶匣

c 請用手指夾住標籤帶兩側的手指凹槽，筆直的朝
上方取出。

3. 開啟電源

1. 請按下 。
顯示標籤帶寬度選擇畫面。

2. 請用   選取設定好之標籤帶匣的標籤帶寬
度，並按下 。

  已選擇的標籤帶寬度可透過標籤帶寬度指標確認。

c
若選擇不相符的標籤帶寬度，將無法以正確
文字大小進行列印。如欲重新選擇標籤帶寬
度時，請重新開啟電源後再次選擇。

備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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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送出標籤帶

c 在標籤帶停止前，請勿按下“裁切按鈕”。

標籤帶匣置入後，請確認要送出標籤帶。
1. 請按下  + 。
2. 請用   選取「送出標籤帶」，並按下 。
3. 送出標籤帶。

裁切時請按下“裁切按鈕”。

5. 建立標籤

注音輸入時

例：臺灣Taiwan
1. 請按下  + 。
2. 請用   選取「注音」，並按下 。
3. 請按下以下的按鍵後，再按下 。

、 、 、
4. 出現「臺灣」後，請按下 。

確定輸入。
5. 請按下  切換至abc輸入。
6. 請按下以下的按鍵。

 + 、 、 、 、 、
畫面上就會出現「臺灣Taiwan」。

倉頡輸入時

倉頡輸入有2種方法，一種是輸入字碼後變換成文字，另
一種則是從預測選字中選擇文字後輸入。在此說明從預
測選字中選擇文字後輸入的方法。
例：你好Nihao

1. 請按下  + 。
2. 請用   選取「倉頡」，並按下 。
3. 請按下以下的按鍵。

、 、
4. 輸入的文字上方會顯示出預測選字，請按下  

移動游標。
5. 請用   選取「你」，並按下 。

確定輸入。
6. 請按下以下的按鍵。

、
7. 輸入的文字上方會顯示出預測選字，請按下  移

動游標。
8. 請用   選取「好」，並按下 。

確定輸入。
9. 請按下  切換至abc輸入。
10. 請按下以下的按鍵。

 + 、 、 、 、  
畫面上就會出現「你好Nihao」。

有關本產品的其他操作以及可以建立的標籤，請參閱
以下章節的說明。 
s編輯字元、實用功能、製作原創設計的標籤
將完成的標籤登錄至本產品中。s登錄、開啟檔案

加上聲調符號
在注音輸入模式時可以輸入聲調符號。
若輸入聲調符號，就能夠更快轉換成想要的文字。

1. 請按下 。
按下  後，就會切換至以下的符號。
一聲：無聲調符號 二聲：́
三聲：̌         四聲：̀  輕聲：̇
範例） ㄧ、ㄢ、̌ 、ㄔ、ㄤ、̀  演唱

6. 列印標籤
1. 請按下 。

出現要列印標籤帶的長度及列印的份數，並開始
列印。

2. 在標籤帶停止後，請按下“裁切按鈕”切開標籤帶。

c 在列印完成前，請勿按下“裁切按鈕”。

調整列印濃度
1. 請按下  + 。
2. 請用   選取「列印濃度」，並按下 。
3. 調整列印濃度請用  ，並按下 。

備忘
一般情況下，都請將預設值設定為；「標準」。

7. 黏貼標籤紙
1. 撕掉襯紙。
2. 以用力摩擦方式確實貼上。

 用畢請關閉電源
1. 請按下 。

若長期不用請取出電池。
備忘

若預定會馬上使用時、或是下次也希望使用登錄
的檔案時，請正確裝好電池不要取出，並妥善保管
本產品。在取出電池或電池耗盡的狀態下，經過
約2分鐘後，登錄的檔案、輸入的文字及預測選字
的學習內容等資料都將會全部刪除。

規格

 主體
尺寸 約 173 (W) x 109 (D) x 58 (H) (mm)
重量 約 400g（不含電池、標籤帶匣）

 使用條件
操作溫度範圍  10 到 35 攝氏度
存放溫度範圍 -10 到 55 攝氏度

 電源
電池 鹼性電池或充電式鎳氫電池 ×6

 支援的標籤帶寬度
6 mm, 9 mm, 12 mm, 18 mm

編輯字元

實用功能

製作原創設計的標籤
本項目中將會說明如何製作出個人專屬的原創圖形套字
或緞帶等富有設計感的標籤。

 製作原創緞帶

♪I hope you like it ♪♪I hope you like it ♪

可將喜歡的文字或圖案連續地列印在一條緞帶上，製作
出原創緞帶。
例如想製作寫有留言的緞帶用來包裝禮物時，會非常
方便。

c 列印緞帶需用特殊的緞帶標籤帶。

備忘
緞帶以外的標籤帶匣也可使用此功能進行連續列印。

1. 文字輸入後，請按下  + 。
2. 請用   選取「緞帶製作」，並按下 。
3. 請用   指定「緞帶長度」，並按下 。

亦可用數字按鍵指定緞帶長度。
指定範圍：5.0～99cm

4. 請用   指定「文字間隔」，並按下 。
亦可用數字按鍵指定文字間隔長度。
指定範圍：1.0～99cm

5. 確認文字的重覆次數，並按下 。
輸入的文字會依指定的間隔列印。

在緞帶上連續列印不同的文字

使用本產品的送出標籤帶功能，就可以在一條緞帶上輸
入不同的文字。

1. 文字輸入後，請按下 。
2. 請按下  + 。
3. 請用   選取「送出長指定」，並按下 。
4. 請用   指定文字與文字之間的間隔，

並按下 。
會依指定的長度送出標籤帶。 
亦可用數字按鍵指定文字間隔長度。
指定範圍：2.0～99cm

5. 輸入下列文字，並按下 。
輸入的不同文字會依指定的間隔列印。

備忘
如欲列印各種Kitty圖形文字時，可自動選擇圖形文字
的隨機列印就非常方便。s隨機列印Kitty圖形文字

 換段落
如欲在標籤上製作區塊，且於每一區塊使用不同格式
時，請進行換段落。
每一張標籤最多可製作2段落。

1. 文字輸入後，請按下  + 。
游標位置後方（右側）的文字會移至新段落。
印刷時，各段落會採橫向接續列印，但畫面上各段
落是呈現縱向排列顯示。

 製作圖形套字
可將圖案與英數字組合，製作出原創的圖形套字。

＋

c • 圖形套字無法使用繁體字。僅可使用英數字。
• 圖形套字的文字有圖形套字專用的字體。無法變更為

其它字體。

1. 請按下 。
2. 請用   選取「圖形套字」，並按下 。
3. 請用   選取您期望的圖形套字設計，並按下 

。
4. 請用   選取英文字或數字，並按下 。
5. 輸入文字，並按下 。

英文字僅可輸入1個字元，數字則可輸入2位數。

成品的感覺可透過預覽進行確認。s預覽列印結果

初始化本產品
產品受到靜電或其他因素影響時，可能會停止功能。
若無法正常操作，例如顯示中斷等，請將產品初始化。

c 初始化本產品。
已輸入文字，檔案資料等所有登錄內容將會刪除
及所有的設定值都會回復到預設值。

1. 請按下  關閉電源。
2. 請按住  + ，並按下 。
3. 訊息出現後，請按下 。
產品就會初始化。 
要取消：請按下除了  之外的任何一個按鍵。

各部件的名稱和功能

12. 聲調符號∕標點符號，  + ：另一選擇符號。
s加上標點符號

13. 選擇∕換行，  + ： 製作新段落。
14. 游標鍵， 

 +    ： 前往前一或下一檔案。
15. 切換∕空格，  + ： 縮短詞組
16. 切換輸入法

可切換中文輸入、ABC輸入、abc輸入。
 + ：設定中文輸入模式

（注音輸入、倉頡輸入）。
17. 電源
18. 組合鍵
19. 字元鍵

 顯示設定
在此顯示可檢查設定值。指標顯示設定值是否啟用。

1. 列印，  + ：鏡像列印、緞帶製作列印。
s使用標籤的鏡像書寫，製作原創緞帶

2. 預覽，  + ：送出標籤帶。
3. 檔案，  + ：設定列印濃度與電池種類。
4. 顯示設定
5. 直∕橫
6. 文字大小
7. 字體
8. 編輯
9. 刪除，  + ： 刪除全文。
10. 裁切按鈕
11. 符號，  + ： 指定外框。

1. 行首符號：指示出位於那一行。多行格式時會出現。 
備忘
：若出現表示超出行數。

2. 文字模式指定符號：指定行或段落，並進行裝飾字等
的設定時即會顯示。

3. 確定文字：輸入已確定的文字。
4. 中文輸入顯示：設定為中文輸入模式（注音輸入、倉

頡輸入）時即會亮燈。
5. 標籤帶寬度指標
6. 記憶體已滿符號：超過可輸入字數（約90字）時即會

顯示。
7. 游標：指示出正在執行操作的位置。 

也就是正要輸入文字 或刪除符號等等的地方。
8. 閃爍文字。持續按著相同按鍵，就會出現候選文字。
9. 反白文字。屬於暫定文字，不會被列印出來。 

可按下  鍵來轉換文字。
10. 文字大小
11. 直∕橫

本節說明能幫您建立標籤的各種功能。

 更改字體大小
可分等級一步步更改字體大小。
段落的製作方法 s換段落

1. 請用游標對齊欲更改字體大小的段落，並按下 。

2. 請按住 ，直到變為您期望的字體大小。
圖形文字、可愛文字、插圖有時會依字體大小不同而在螢
幕顯示及與實際列印而所差別。 s背面的“符號表”

 變更英數字的字體
繁體字的字體只有黑體字，無法變更字體。

1. 請按下 。
2. 請按住 ，直到變為您期望的字體。

 套用字型
1. 請按下 。
2. 請用   選取「裝飾字」，並按下 。
3. 請用   選取字型，並按下 。
4. 請用   選取適用範圍，並按下 。

c 小型的裝飾字或筆畫較多的字元可能無法列印清楚。

 添加外框
1. 請按下  + 。
2. 請用   選取一個項目，並按下 。

以相同的方法輸入外框編號來選取。

可用外框 s背面的“符號表”

 指定標籤長度
1. 請按下 。
2. 請用   選取「定長列印」，並按下 。
3. 請用   選取數值或者輸入數值，並按下 。
最大長度： 99cm

 調整字元間距
1. 請按下 。
2. 請用   選取「字元間距」，並按下 。
3. 請用   選取一個項目，並按下 。

 將字元排成直列
1. 請按下 。
2. 請按住 ，直到變為您期望的標籤方向。

                                       

 使用標籤的鏡像書寫
1. 請按下  + 。
2. 請用   選取「鏡像列印」，並按下 。

 登錄、開啟檔案
最多可登錄5個已製作完成的標籤檔案。
事先將標籤登錄為檔案，以後只需開啟檔案就能輕鬆地
列印相同標籤。

登錄檔案

1. 請按下 。
2. 請用   選取「登錄」，並按下 。
3. 請用   選取登錄編號，並按下 。
4. 確認內容後請按下 。

欲儲存登錄的檔案時，請正確裝好電池不要取出， 
並妥善保管本產品。在取出電池或電池耗盡的狀態
下，經過約2分鐘後，登錄的檔案將會全部刪除。

開啟檔案

1. 請按下 。
2. 請用   選取「開啟」，並按下 。
3. 請用   選取登錄編號，並按下 。
4. 確認內容後，請按下 。

 訊息 沒有列印，雖然已經按下 。
文字是否輸入?
若不輸入文字，就不會列印。
顯示器上有什麼訊息?
查看該訊息並採取正確的步驟。
標籤帶是否用完？
安裝新的標籤帶匣。

字元無法正確列印。
標籤帶匣是否正確置入?
請正確置入標籤帶匣。
列印頭是否髒汙?
清潔列印頭。
電池是否沒電？
請更換新的電池。
是否選擇了不相符的標籤帶寬度？
請選擇本產品設定好的標籤帶寬度。

在文字中間結束列印。
標籤帶是否用完？
安裝新的標籤帶匣。
電池是否沒電？
請更換新的電池。

登錄的檔案不見了。
是否初始化了產品？
初始化本產品後，已登錄的檔案等資料將全部刪除。
是否在本產品運作期間取出電池？
在開啟電源的狀態下更換電池時，已登錄的檔案等資料可能會
全部刪除。

是否已裝入電池？
在取出電池或電池耗盡的狀態下，經過約2分鐘後，登錄的檔案
將會全部刪除。

是否在運作期間取出電池？
當顯示為檔案登錄時的「進行登錄」、或是列印的「準備中」及「列
印中」時，若取出電池，已登錄的檔案等資料可能會全部刪除。

無法黏貼標籤。
是否撕掉背紙?
要撕掉背紙後才能黏貼標籤。
是否將標籤紙黏貼於髒汙的地方或粗糙表面的地方?
黏貼處的材質或環境狀況讓標籤紙可能無法黏貼。

清潔

外部髒汙
用軟布擦拭。若是非常髒汙，請沾水後擰乾擦拭。

c 切勿使用化學藥劑或溶劑，例如苯精、稀釋劑、或
酒精，或化學除塵劑。

列印頭髒汙    
若列印品質變得不清或有些部
份不見了，可能是列印頭有些
髒汙。
請用棉花棒沾酒精(市售乙醇)
來清潔。

請按字元鍵並輸入文字。s各部件的名稱和功能
文字會在游標的位置輸入。s顯示設定

 刪除字元

1. 請按下 。
刪除前一字元。

 斷行

1. 請按下 。
從游標旁的字元斷行。

 刪除全文

1. 請按下  + 。
2. 出現確認信息後，請按下 。

文字將會刪除。

 預覽列印結果

1. 請按下 。
全文會出現在顯示器上。
標籤的示意圖會以跑馬燈的方式顯示於顯示設定
上，可以確認成品的感覺。

 變更轉換對象的長度
在因轉換對象長度不正確而導致無法轉換時，就要變更
轉換對象的長度。

1. 請按下  後，在出現候選文字的狀態下，再按
下  + 。

2. 會出現轉換候選文字，再按下 。

 在標籤上添加符號或字元

1. 請按下 。
2. 當分類出現時，請用   選取一個項目，

並按下 。
3. 符號出現後，要選取符號請用  ，

並按下 。
可用的符號及字元 s背面的“符號表”

 隨機列印Kitty圖形文字

1. 在尚未輸入文字的狀態下按下 。
隨機選擇的Kitty圖形文字即會列印出來。

 加上標點符號
可以在倉頡輸入∕英文輸入模式時加上標點符號。

1. 請按下  或  + 。
按下  後就會切換成下一個符號。

能輸入的標點符號
按下 

按下  + 

注音輸入模式時能夠輸入聲調符號。 s5. 建立標籤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14151617

18

19

Heiti： Pop： Reisho：

標準： 空心字： 陰影：

空陰影： 粗體：斜體：

標籤的情況 畫面上的情況

圖案 圖形套字英數字

用原子筆或鉛筆。

標準： 緊密：

橫書： 直書：

不執行： 執行：

台灣愛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10信義區松仁路七號14樓
電話：02-87866688（代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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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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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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框

1. 圖形文字

2. 可愛文字

Kitty

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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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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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插圖

圖形套字

2位數

符號

橫書

直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Kitty

1. 動物

2. 昆蟲／魚

3. 花／植被

4. 交通

5. 食物

6. 雜貨

7. 愛好

8. 常用

9. 節日

10. 生活

11. 臉

12. 學校 

13. 工作

14. 星座

15. 顯示

1. 描述

2. 省略

3. 括號

4. 箭頭

5. ○△□

6. 單位

7. 藝術字

8. 數字

9.希臘文

10. 歐洲

11. 平假名

12. 片假名

13. 編輯

備忘
依字體大小、行數、外框的種類等，外框與文字可能會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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