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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權利

依本合約規定提供之本軟體及一切隨附說明文件，係完全由私人經費開發之商用電腦軟體與說明文件。

安全資訊

• 請將電源線連接到本產品附近且妥善接地的電源插座，而且必須易於使用。

請當心： 請勿在雷雨天氣使用傳真功能。請勿於雷雨天氣時安裝本產品或連接電子產品或電纜，如電源線或電話線。

• 將本產品連接到公共交換電信網路時，只能使用 26 AWG 或更大的電信 (RJ–11) 電纜。

• 除了在操作手冊以外的事項，任何服務及維修，請接洽專業的技術人員。

• 本產品採用特定的 Lexmark 零件，其設計、測試及檢驗均符合全球最嚴格的安全標準。某些零件的安全特性可能不顯著。如果使用其他替代零件，

Lexmark 不負任何責任。

請當心： 請確定所有外部連線 （例如：乙太網路和電話系統連線）已適當地安裝在它們的 Plug–in 連接埠中。

• 本產品係採用雷射裝置。

請當心： 使用非本文指定之程序控制、調整或效能，可能導致有害之輻射外洩。

• 您的產品使用的列印過程，將會在列印材質上加熱，熱量可能會使列印材質產生釋出物。您必須瞭解本操作手冊有關選擇列印材質的指引，避免可能

有害的釋出物。

印刷慣例

請注意： 請注意 表示某些事物可能對您有幫助。

請當心： 請當心 表示某些事物可能對您造成傷害。

警告： 警告 表示某些事物可能對您的產品硬體或軟體造成傷害。

此符號表示該表面或元件會發熱。

請當心： 為避免被發熱表面或元件燙傷的危險，請先讓該表面或元件冷卻之後再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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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尋找多功能複合機的相關資訊

Lexmark™ X340/X340n/X342n 多功能複合機隨附下列資源：

安裝 指南

用戶手冊

光碟片

說明 到何處尋找

安裝 指南為您提供軟硬體的安裝指示。 您可以在多功能複合機包裝箱中或 Lexmark 網站上找到
此文件。

說明 到何處尋找

用戶手冊 為您提供有關使用多功能複合機的指示
和其它資訊，例如：

• 維護
• 疑難排解
• 安全資訊

您可以在 Lexmark 網站或多功能複合機隨附的軟體光碟
片上找到此文件。

說明 到何處尋找

此光碟片內含驅動程式、軟體及出版品檔案。 您可以在多功能複合機包裝箱中找到此光碟片。請參閱
安裝 指南，取得安裝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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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我檔案

網站

記錄下列資訊 （載於商店開立的收據和多功能複合機的背部），請於聯絡我們時備妥該資訊，以利我
們為您提供更快速的服務：

型號：

序號：

購買日期：

購買商店：

說明 到何處尋找

此檔案內含有關多功能複合機和未出現在其他說
明文件中之軟體的最新資訊，以及作業系統特定的
相關資訊。

若要存取讀我檔案：

1 按一下開始  程式集或所有程式  Lexmark  
Lexmark X34x 系列。

2 選取讀我檔案。

說明 到何處尋找

我們的網站內含各種資訊。

請注意： 網站的所有路徑隨時會有變更。

請造訪我們的網站：www.lexmark.com。

1 前往網站。

2 從頁面左上角的下拉清單中選取國家或地區。

3 選取所需資訊的鏈結。

http://www.lexm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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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裝多功能複合機

拆開多功能複合機的包裝之前，請先選好一個平坦的表面來放置它。請保留適當的空間，以利空氣流
通及打開蓋板和送紙匣。

空間

前面 400 公釐 （16 英吋）

後面 175 公釐 （8 英吋）

右邊 127 公釐 （3 英吋）

左邊 50 公釐 （2 英吋）

上方 175 公釐 （7 英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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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其他語言的面板罩

下列指示只適用於隨附一個或多個其他語言之面板罩的多功能複合機。

1 取下面板罩。

2 針對您的語言選擇正確的面板罩。

3 將面板罩對齊多功能複合機上的按鈕，往下壓，讓面板罩鎖定在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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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其他送紙匣

本多功能複合機支援選購性送紙匣，它最多可讓您載入 550 張紙張。

請當心：安裝多功能複合機之後，如果您要安裝 550 張送紙匣，請先關閉多功能複合機電源，
並從牆上拔掉電源線，再繼續作業。

1 拆開 550 張送紙匣的包裝，並移除所有包裝材料。

2 將送紙匣放置在您為多功能複合機選好的位置。

3 將多功能複合機的孔洞對準 550 張送紙匣的定位支撐架，然後將多功能複合機往下放入定位。

4 按一下開始  設定  印表機或印表機和傳真。

或

按一下開始  控制台  印表機和其他硬體  印表機和傳真。

5 選取多功能複合機圖示。

6 按一下檔案  內容。

7 按一下裝置設定標籤。

8 從 「可安裝選購品」清單，選取送紙匣 2。

9 從下拉功能表，選取 550 張送紙匣。

10 按一下套用。

11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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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將電源線連接至牆上的插座。

13 按下電源開關。

將多功能複合機備妥來進行列印和掃描

安裝 USB 連接軟體

您可以利用軟體與說明文件 光碟片，來安裝下列作業系統適用的印表機驅動程式和掃描軟體：

• Windows 2003
• Windows 2003 x64
• Windows XP
• Windows XP x64
• Windows 2000

請注意：Windows XP x64 位元版本適用的驅動程式，可在 www.lexmark.com 找到。

1 插入軟體與說明文件 光碟片。

2 遵循畫面上的指示。

3 連接 USB 電纜，然後開啟印表機電源。

這時會出現 「即插即用」畫面，且電腦的印表機資料夾中會建立印表機物件。

如果軟體安裝畫面沒有出現：

1 從桌面，按兩下我的電腦。

從 Windows XP，按一下開始，來存取我的電腦圖示。

2 按兩下光碟機圖示。必要時，請按兩下 setup.exe。

1

2

http://www.lexm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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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軟體安裝畫面出現時，請按一下安裝或立即安裝。

4 遵循電腦畫面上的指示來完成安裝程序。

安裝網路連接軟體（限 X342n）

您可以利用軟體與說明文件 光碟片，來安裝下列作業系統適用的印表機驅動程式和掃描軟體：

• Windows 2003
• Windows 2003 x64
• Windows XP
• Windows XP x64
• Windows 2000

請注意：Windows XP x64 位元版本適用的驅動程式，可在 www.lexmark.com 找到。

1 連接乙太網路電纜，然後開啟印表機電源。

2 插入軟體與說明文件 光碟片。

3 遵循畫面上的指示。

這時會出現 「即插即用」畫面，且電腦的印表機資料夾中會建立印表機物件。

請注意：正在使用 USB 連線時，乙太網路連線無法運作。一次只能使用一種連線連接埠。

如果軟體安裝畫面沒有出現：

1 從桌面，按兩下我的電腦。

從 Windows XP，按一下開始，來存取我的電腦圖示。

2 按兩下光碟機圖示。必要時，請按兩下 setup.exe。

1 2

http://www.lexmark.com


將多功能複合機備妥來進行傳真
14

3 當軟體安裝畫面出現時，請按一下安裝或立即安裝。

遵循電腦畫面上的指示來完成安裝程序。

將多功能複合機備妥來進行傳真

您可以將印表機連接至電話、答錄機或電腦數據機之類的設備。如果發生問題，請參閱第 72 頁安裝的
疑難排解。

請注意：本印表機是類比裝置，直接將它連接至牆上的插座，可達到最佳運作效果。其他裝
置（例如：電話機或答錄機）可以成功連接至印表機，以透過印表機來運作，如安
裝步驟所示。如果您需要數位式連線（例如：ISDN、DSL 或 ADSL），則需要其他
廠商的裝置 （例如：DSL 過濾器）。

您不需要將印表機連接至電腦，但必須將它連接至電話線路，才能夠傳送及接收傳真。

您可以將印表機連接至其他設備。請參閱下表，來判斷印表機的最佳安裝方式。

直接連接至壁式電話插座

請當心：將本產品連接到公共交換電信網路時，只能使用 26 AWG 或更大的電信 (RJ–11) 
電纜。

您可以直接將多功能複合機連接至壁式電話插座，來複印或傳送及接收傳真，而不必使用電腦。

1 確定您有電話電纜和壁式電話插座。

2 將電話電纜的一端連接至多功能複合機的 LINE 連接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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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電話電纜的另一端連接至作用中的壁式電話插座。

請注意：如需有關將多功能複合機連接至電信設備的其他資訊，請參閱多功能複合機隨附的
其他安裝指示。安裝步驟可能會因國家或地區而異。

連接至電話

將電話連接至多功能複合機，來將傳真線路當作一般電話線路。然後將印表機安裝在電話所在處，來
複印或傳送及接收傳真，而不必使用電腦。

1 確定您備有以下各項：

• 電話

• 兩條電話電纜

• 壁式電話插座

2 將一條電話電纜連接至多功能複合機的 LINE 連接埠 ，然後將它插入作用中的壁式電話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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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多功能複合機的 EXT 連接埠  取下保護插頭。

4 將另一條電話電纜連接至電話，然後將它插入多功能複合機的 EXT 連接埠 。

請注意：如需有關將多功能複合機連接至電信設備的其他資訊，請參閱多功能複合機隨附的
其他安裝指示。安裝步驟可能會因國家或地區而異。

將多功能複合機備妥來進行複印

X340/X340n/X342n 可作為獨立式影印機，不需要其他設定，也不需要連接至電腦或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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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瞭解多功能複合機

瞭解多功能複合機的組件

使用 功能

1 自動送件器紙張托架 延伸後可支撐長型材質。

2 紙張導引夾 確定送紙正確。

3 自動送件器 複印、掃描或傳真多頁文件。

4 頂蓋 存取掃描器玻璃。

5 控制面板 操作多功能複合機。請參閱第 20 頁使用控制面板按鈕，取得其他
資訊。

6 輸出紙張托架 將長型紙張保留在前輸出紙匣中。

4

8
9

10

13

5

6

11

12

14

7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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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前輸出紙匣 保留退出多功能複合機的紙張。

8 前蓋 存取碳粉匣。

9 送紙匣 自動載入紙張。

10 手動輔助式送紙器 手動載入紙張。

11 紙張存量指示器 驗證送紙匣中的紙張存量。

12 存取按鈕 鬆開前蓋。

13 掃描器玻璃 掃描、複印或傳真單頁文件。

14 掃描器鎖定裝置 在運輸期間鎖定掃描器。

使用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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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功能

15 後軸心 掀開頂蓋以配合較厚文件的尺寸，例如：書籍。

16 電源開關 開啟或關閉多功能複合機電源。

17 電源供應器連接埠 將多功能複合機連接至電源。

18 防塵蓋 保護長度超出多功能複合機的較大尺寸紙張。

19 後蓋 從印表機取出退出的厚重紙張。

20 乙太網路連接埠 利用乙太網路電纜將多功能複合機連接至網路。

請注意： 此連接埠只適用於 X342n。乙太網路連接埠和 USB 連接
埠不能同時使用。

21 USB 連接埠 利用 USB 電纜將多功能複合機連接至電腦。

22 LINE 連接埠 將多功能複合機連接至作用中的電話線，以傳送及接收傳真。

23 EXT 連接埠 將多功能複合機連接至電話機或答錄機。

24 握把 掀開多功能複合機。

23

16

17
18

19
20

24

2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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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控制面板按鈕

顯示幕會顯示以下各項：

• 多功能印表機狀態

• 訊息

• 功能表

按下 功能

1 Copy （複印） 存取 Copy （複印）模式，來進行複印。

請注意： 當按鈕指示燈亮起時，會選取此模式。

2 Fax （傳真） 存取 Fax （傳真）模式來傳真。

請注意： 當按鈕指示燈亮起時，會選取此模式。

3 Scan （掃描） 存取 Scan （掃描）模式來掃描。

請注意： 當按鈕指示燈亮起時，會選取此模式。

4 Scale （比例） 依照複印文件的原始尺寸來控制複印文件的尺寸。

5 Collate （逐份列印） 控制完成多頁工作的順序。

6 Options (Copy) （選項 - 複印） • 調整紙張來源。

• 調整省紙功能設定。

7 Speed Dial （快速撥號）按鈕 存取前五個程式化快速撥號中的任一個號碼。

8 Shift （Shift 鍵） 存取快速撥號 6–10。

請注意： 按下 Shift （Shift 鍵），然後按下第一個快速撥號按
鈕，即可撥打快速撥號 6。按下 Shift（Shift 鍵），然後按下第
二個快速撥號按鈕，即可撥打快速撥號 7，依此類推。

9 Options (Fax)
（選項 - 傳真）

• 存取 Broadcast （廣播）功能。

• 延遲傳送傳真。

• 取消傳真。

10  (On/Off Hook)（開 / 關 - 接通） 手動傳送或接收傳真。

1 2 3 4 7

8

65

9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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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edial/Pause （重撥 / 暫停） • 在 Fax （傳真）模式中，重撥最後一個輸入的號碼。

• 在所要撥打的號碼中插入三秒暫停，以等待外線或接通自動
應答系統。只有在已開始存入號碼時，才可以輸入暫停。

12 Phone Book （電話簿） 存取任何已存入快速撥號。如需有關存入快速撥號的其他資訊，
請參閱第 47 頁設定快速撥號。

使用此 功能

13 • 捲動功能表選項。

• 減少數字。

14 • 捲動功能表選項。

• 增加數字。

15 • 選取出現在顯示幕上的選項。

• 儲存設定。

16 Numeric keypad （數字鍵台） 在 「複印」模式中：選取您要複印的份數。

在 「傳真」模式中：

• 輸入傳真號碼。
• 在建立電話簿項目時選取代號。
• 鍵入數字，來輸入或編輯顯示幕上的時間或日期。

17 Content （內容） 選取所要複印或傳真的文件內容類型。請選取下列其中一項：

• 文字

• 混合 – 文字和相片

• 相片

18 Start （起始） 起始複製、掃描或傳真 （視所選模式而定）。

按下 功能

13 14 15 16

19

1817

202122



使用控制面板功能表
22

使用控制面板功能表

導覽控制面板功能表

1 按下 Menu （功能表）。

2 重複按下  或 ，等所要功能表出現時，再按下 。

3 重複按下  或 ，等所要功能表選項出現時，再按下 。

4 重複按下  或 ，直到出現所要的設定。

5 按下  來儲存設定。

列印功能表項目清單

1 從控制面板，按下 Menu （功能表）。

2 重複按下  或 ，等 REPORTS（報告）出現時，再按下 。

3 重複按下  或 ，等 Print Menus（列印功能表）出現時，再按下 。

多功能複合機會列印一份所有可用功能表和預設值的清單。

列印網路設定頁（限 X342n）

您可以列印網路設定頁來檢視網路設定。

請注意：此功能表項目只適用於未插上 USB 電纜的情況。

1 從控制面板，按下 Menu （功能表）。

2 重複按下  或 ，等 REPORTS（報告）出現時，再按下 。

3 重複按下  或 ，等 Network Setup（網路設定）出現時，再按下 。

19 Stop （停止） • 將設定還原為預設值 （視所選模式而定）。

• 取消複製、掃描或傳真工作。

• 結束功能表。

20 Darkness （明暗度） 從五個明暗度設定中選取一個設定。

21 Menu （功能表） 顯示控制面板功能表或子功能表。

22 Back （返回） 返回前一個功能表，但不儲存任何變更。

請注意： 先按下 ，再按下 Back （返回）來儲存設定。

使用此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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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這時多功能複合機會列印網路設定頁。

Copy Defaults （複印預設值）功能表

Fax Advanced （進階傳真）功能表

使用此 功能

Darkness （明暗度） 使較淡的文件變濃或使較濃的文件變淡，以提高備份的可讀性。

Content （內容） 指定複印文件的類型：文字、混合或相片。

Number （數字） 指定列印份數。

Scale （比例） 指定影像備份的縮放百分比。

Collate （逐份列印） 逐份列印複印的文件。

Paper Source （紙張來源） 選取您要使用的紙張來源。

Paper Saver （省紙功能） 選取頁面上所要列印的頁面影像數目。

使用此 功能

Auto Answer （自動應答） 修改應答設定。

Behind PABX （透過 PABX） 指出是否有電話切換裝置。

Dial Method （撥號方法） 選取傳真工作撥號方法應採用脈衝或音調的時機。

Fax Forwarding （傳真轉發） 將傳真轉發至其他傳真機。

Fax Footer （傳真頁尾文字） 將頁尾文字加入傳真中。

Auto Reduce （自動縮小） 自動縮小傳真文件的尺寸。

Confirmation （確認） 在傳送傳真後或傳真發生錯誤時列印確認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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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x Defaults （傳真預設值）功能表

變更預設模式

多功能複合機的設定預設值為複印模式。若要選取其他模式作為預設值：

1 按下 Menu （功能表）。

2 重複按下  或 ，等 MACHINE SETUP（機器設定）出現時，再按下 。

3 重複按下  或 ，等 Mode（模式）出現時，再按下 。

4 重複按下  或 ，直到出現所要的模式。

5 按下  來儲存設定。

設定 Timeout （逾時）選項

如果您利用控制面板按鈕來變更特定工作的複印或傳真設定，多功能複合機會在設定好的時段後回復
預設值。

使用此 功能

Content （內容） 選取傳送影像的品質。

請注意： 變更內容也可能會增加傳送傳真所需的時間。

Original Size （原始尺寸） 指定所要傳真之原始文件的預設尺寸。

Darkness （明暗度） 使較淡的文件變濃或使較濃的文件變淡，以提高傳真的可讀性。

Rings （響鈴次數） 指定多功能複合機自動應答送入傳真前的響鈴次數。

Distinct Ring （來電響鈴） 選取指出送入傳真的響鈴類型 （如果傳真號碼有來電響鈴的話）。

Redials （重撥次數） 選取傳真傳輸失敗後嘗試的重撥次數。

Redial Wait （重撥等待） 選取自動重撥前的等待時間 （以分鐘計）。

Paper Source（紙張來源） 選取您要使用的紙張來源。

Speaker （揚聲器） 開啟或關閉揚聲器，以監控傳真撥號音。

Volume （音量） 指定送入傳真的電話響鈴音量，或指定揚聲器音量來監控傳真撥音號。

Prefix （前置號碼） 設定撥打自動撥號號碼前所要撥打的延伸號碼。比方說，如果必須撥打延伸號
碼來接通外線，請輸入前置號碼。

ECM （錯誤修正模式） 確保能夠與另一台備有 ECM（錯誤修正模式）的傳真機進行精確無誤的傳輸。

Station ID （工作站 ID） 設定出現在傳真頁首的傳真機號碼或 ID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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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設定多功能複合機回復預設值前所等待的時間長度：

1 按下 Menu （功能表）。

2 重複按下  或 ，等 MACHINE SETUP（機器設定）出現時，再按下 。

3 重複按下  或 ，等 Timeout（逾時）出現時，再按下 。

4 重複按下  或 ，等所要時間長度出現時，再按下 。

5 重複按下 Back （返回），返回 Ready（備妥）提示。

設定網路選項（限 X342n）

請注意：這些功能表項目只適用於未插上 USB 電纜的情況。

1 按下 Menu （功能表）。

2 重複按下  或 ，等 NETWORK SETUP（網路設定）出現時，再按下 。

3 重複按下  或 ，直到下列其中一項出現：

• Enable DHCP（啟動 DHCP）

• IP Address（IP 位址）

• Netmask（網路遮罩）

• Gateway（閘道）

4 按下  來調整以上任何項目。作好必要的調整後，請按下 ，這時，印表機會儲存您的設定，

然後返回 Ready（備妥）提示。

若未作任何調整，請重複按下 Back （返回），以返回 Ready（備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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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功能複合機軟體

使用列印內容

「列印內容」是一種軟體，當印表機連接至電腦時，此軟體可以控制列印功能。您可以根據您要建立
的專案類型，來變更 「列印內容」中的設定。

開啟列印內容

從任何程式，幾乎都可以開啟 「列印內容」：

1 開啟文件後，請按一下檔案  列印。

2 從 「列印」對話框，按一下內容、喜好設定、選項或設定。

使用 「列印內容」標籤

使用此 功能

列印內容 為您要列印的文件選取最佳列印設定。

Presto! PageManager • 掃描、共用及組識相片和文件。

• 檢視、編輯、傳送及備份多種格式的檔案。

QLINK • 掃描至各種應用程式。

• 配置其他應用程式以進行掃描。請參閱第 56 頁，取得其他
資訊。

• 自訂掃描設定。請參閱第 58 頁，取得其他資訊。

標籤 選項

版面配置 • 選取列印頁中的文件列印方向：直印或橫印。

• 選取頁數的列印順序。

• 選取每張材質所要列印的頁數。

紙張 / 品質 • 選取紙張來源。

• 指定載入的紙張類型。

浮水印 新增、編輯或移除浮水印。

設定檔 新增個人設定檔。

關於 列出版權和檔案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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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resto! PageManager （限 USB 連接）

您可以利用 Presto! PageManager 來掃描、共用及組織相片和文件。

若要開啟 Presto! PageManager，請按一下開始  程式集或所有程式  Lexmark 應用程式
Presto! PageManager。

若要存取 Presto! PageManager 說明：

1 開啟 Presto! PageManager。

2 按一下說明  說明。

使用 QLINK （限 USB 連接）

您可以利用 QLINK 來執行下列作業：

• 掃描至各種應用程式。

• 配置其他應用程式以進行掃描。請參閱第 56 頁，取得其他資訊。

• 自訂掃描設定。請參閱第 58 頁，取得其他資訊。

若要開啟 QLINK，請使用下列其中一種方法：

• 從多功能複合機控制面板，按下 Scan （掃描）。

• 按兩下桌面上的 QLINK 圖示。

• 按一下開始  程式集或所有程式  Lexmark  Lexmark X34x 系列  Q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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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載入紙張和原始文件

將紙張載入送紙匣

1 請確定下列事項：

• 您使用的是雷射印表機專用紙。

• 紙張沒有用過或損壞。

• 如果您要使用特殊紙張，請遵循紙張隨附的指示。

• 請不要將紙張用力推入多功能複合機中。

• 在控制面板中設定正確的紙張類型，或利用電腦設定正確的紙張類型。請參閱設定紙張
類型和尺寸，取得其他資訊。

2 移除送紙匣。



將紙張載入送紙匣
29

3 將送紙匣放置在平坦的表面上，按下導引夾鎖定裝置，然後滑動後導引夾，將它鎖定在您要的

紙張長度。

請注意：若要載入長型紙張 （例如：Legal 尺寸的紙張）：

• 按下送紙匣背部的按鈕，然後延伸送紙匣，將它鎖定在定位。

• 將防塵蓋安裝在多功能複合機背部，以保護長度超出多功能複合機邊緣的紙張。

4 準備一疊紙張，並將整疊紙前後彎曲彈動或展開成扇狀。在平坦的表面上，將紙張邊緣弄直。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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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載入紙張時，請將列印面朝下。

請注意：載入銜頭紙時，請將設計面朝下。紙張上緣應放置在送紙匣前部。

6 確定紙張低於送紙匣內壁左邊的滿線上限。

請注意：載入過多的紙張可能會造成夾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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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捏住並調整紙張導引夾，使它們輕輕碰觸紙張堆疊的邊緣。

請注意：請不要讓紙張導引夾推擠材質，以免材質彎曲。不正確的調整方式可能會造成夾紙。

8 關上送紙匣。

請注意：送紙匣前部的紙張存量指示器會顯示送紙匣中目前的紙張數量。

請注意：遇到送紙問題時，請使用手動輔助式送紙器。請參閱第 32 頁將紙張載入手動輔助
式送紙器，取得其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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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紙張載入手動輔助式送紙器

您可以利用手動輔助式送紙器來列印專用透明投影膠片、貼紙、信封或卡片。您也可以利用手動輔助
式送紙器，暫時送入送紙匣中目前未載入的紙張類型或尺寸。

有關可用於手動輔助式送紙器的列印材質的資訊，請參閱第 33 頁載入各種紙張類型。

1 請確定下列事項：

• 您使用的是雷射印表機專用紙。

• 紙張沒有用過或損壞。

• 如果您要使用特殊紙張，請遵循紙張隨附的指示。

• 請不要將紙張用力推入多功能複合機中。

• 在控制面板中設定正確的紙張類型和尺寸，或利用電腦設定正確的紙張類型和尺寸。請
參閱設定紙張類型和尺寸，取得其他資訊。

2 將一張紙放置在手動輔助式送紙器的中央（放置時面朝上，且前緣先送入手動輔助式送紙器），

然後將紙張導引夾調整為紙張寬度。

多功能複合機會自動喫合列印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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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入各種紙張類型

尺寸 （公釐 / 英吋）

輸入來源 / 容量 1

250 張送紙匣 手動輔助式送紙器
550 張送紙匣
（選購性）

普通紙

Letter 紙張 (215.9 x 279/8.5 x 11) 

A4 紙張 (210 x 297/8.27 x 11.69)

Folio 紙張 (215.9 x 330.2/8.5 x 13)

Legal 紙張 (215.9 x 355.6/8.5 x 14)

Executive 紙張 (184.2 x 266.7/7.25 x 10.5)

JIS B5 紙張 (182 x 257/7.2 x 10)

Statement 紙張 (140 x 216/5.5 x 8.5)

A5 紙張 (148 x 210/5.83 x 8.27)

是 /250 是 /1 是 /550

信封 2

9 號信封 (98.4 x 225.4/3.88 x 8.88)

10 號信封 (104.8 x 241.3/4.12 x 9.5) 

DL 信封 (110 x 220/4.33 x 8.66)

C5 紙張 (162 x 229/6.38 x 9.02)

B5 紙張 (176 x 250/6.93 x 9.84)

7 3/4 號信封 (98.4 x 190.4/3.88 x 7.5)

否 /0 是 /1 否 /0

紙張貼紙 3

Letter 紙張 (215.9 x 279/8.5 x 11) 

A4 紙張 (210 x 297/8.27 x 11.69)

否 /0 是 /1 否 /0

專用透明投影膠片

Letter 紙張 (215.9 x 279/8.5 x 11) 

A4 紙張 (210 x 297/8.27 x 11.69)

是 /50 是 /1 是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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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使用不支援的材質尺寸可能會損壞多功能複合機。

卡片 4

Letter 紙張 (215.9 x 279/8.5 x 11) 

A4 紙張 (210 x 297/8.27 x 11.69)

Folio 紙張 (215.9 x 330.2/8.5 x 13)

Legal 紙張 (215.9 x 355.6/8.5 x 14)

Executive 紙張 (184.2 x 266.7/7.25 x 10.5)

JIS B5 紙張 (182 x 257/7.2 x 10)

Statement 紙張 (140 x 216/5.5 x 8.5)

A5 紙張 (148 x 210/5.83 x 8.27)

否 /0 是 /1 否 /0

1 容量上限可能因紙張厚度而減少。
2 使用手動輔助式送紙器時，一次只能送入一個信封。
3 多功能複合機只適用於偶爾列印紙張貼紙。使用手動輔助式送紙器時，一次只能送入一張紙張貼紙。請不要
搭配多功能複合機使用乙烯樹脂 (Vinyl) 貼紙。

4 使用手動輔助式送紙器時，一次只能送入一張卡片。它必須從後輸出槽退出。不支援個別的明信片尺寸，例
如：4 x 6。Lexmark 建議使用雷射印表機專用的完整尺寸明信片。

尺寸 （公釐 / 英吋）

輸入來源 / 容量 1

250 張送紙匣 手動輔助式送紙器
550 張送紙匣
（選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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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紙張類型和尺寸

使用控制面板

1 按下 Menu （功能表）。

2 重複按下  或 ，等顯示幕第一行出現 PAPER SETUP（紙張設定）時，再按下 。

3 重複按下  或 ，等顯示幕第一行出現 Size/Type（尺寸 / 類型）時，再按下 。

4 重複按下  或 ，直到出現您要使用的紙張來源。

5 按下 。

6 重複按下  或 ，等選取您要使用的紙張尺寸時，再按下 。

7 重複按下  或 ，直到選取您要使用的紙張類型。

8 按下 。

9 若要返回 Ready（備妥）提示，請按下 Stop （停止）。

請注意：如果您要從電腦列印，請繼續執行使用控制面板。

使用電腦

1 開啟文件後，請按一下檔案  列印。

2 按一下內容、選項、設定或喜好設定。

3 從 「紙張 / 品質」標籤的 「材質」下拉清單中，選取紙張類型。

4 按一下進階按鈕。

5 選取紙張尺寸。

6 按一下確定。

7 按一下確定。

8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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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原始文件載入自動送件器

您最多可將 50 張原始文件載入自動送件器，來掃描、複印及傳真。

• 先移除原始文件中的釘書針和迴紋針，再載入自動送件器。

• 自動送件器可能無法適當地送入損壞或折疊的文件。發生這種情形時，請使用
掃描器玻璃。請參閱第 37 頁將原始文件載入掃描器玻璃，取得其他資訊。

1 將原始文件載入自動送件器，載入時面朝上。

請注意：請不要將明信片、4 x 6 卡片、小物品或薄材質 （例如：雜誌剪報或非碳紙張）載
入自動送件器。請將這些物品放在掃描器玻璃。

2 調整自動送件器上的紙張導引夾，使它們靠放在紙張邊緣。

請注意：若是使用長型紙張，請延伸自動送件器紙張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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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原始文件載入掃描器玻璃

您可以掃描、複印及傳真相片、文字文件、雜誌文章、報紙及其他出版品。

請注意：請不要將明信片、4 x 6 卡片、小物品或薄材質 （例如：雜誌剪報或非碳紙張）放
置在掃描器玻璃。

1 打開頂蓋。

2 將文件放置在掃描器玻璃的左上角，放置時面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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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上頂蓋，以免掃描影像的邊緣色彩變濃。

選取輸出位置

多功能複合機有兩個輸出位置：前輸出紙匣和後出紙托盤。

前輸出紙匣

前輸出紙匣只應該用來輸出普通紙。如果是信封、貼紙、卡片及專用透明投影膠片，請使用後出紙托
盤。若要使用前輸出紙匣，請確定後蓋已關上。

此送紙匣應該用於大部分的工作，且建議用於需要連續使用 50 張以上之普通紙的工作。

請注意：如果在使用前輸出紙匣時發生問題 （例如：過度扭曲），請嘗試改用後輸出槽。

後出紙托盤

您可以將後出紙托盤用於所有紙張類型；不過，如果是信封、貼紙、卡片及專用透明投影膠片，建議
您使用此槽。若要使用後出紙托盤，請打開後蓋。

紙張通過後出紙托盤輸出時面朝上，且最後一頁在最上面。若要避免夾紙，請不要在列印時打開或關
上後蓋。

後出紙托盤

前輸出紙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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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列印

列印文件

1 載入紙張。

2 開啟文件後，請按一下檔案  列印。

3 按一下內容、 選項、設定或喜好設定。

4 調整設定。

5 按一下確定。

6 按一下確定或列印。

列印信封

1 將信封載入手動輔助式送紙器，載入時面朝上。

請注意：確定信封口面朝下。

2 開啟文件後，請按一下檔案  列印。

3 按一下內容、 選項、設定或喜好設定。

4 從 「版面配置」標籤，選取橫印。

請注意：

• 大部分的信封都使用橫印。

• 確定您也在軟體應用程式中選取了相同的列印方向。

5 從 「紙張 / 品質」標籤，選取紙張來源。

6 從 「材質」下拉清單，選取信封。

7 按一下進階按鈕。

8 選取載入的信封尺寸，然後按一下確定。

9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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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一下確定或列印。

列印專用透明投影膠片

1 載入專用透明投影膠片

請注意：

• 如果您要使用手動輔助式送紙器，請一次載入一張專用透明投影膠片。

• 確定您使用的是雷射印表機專用紙。

2 開啟文件後，請按一下檔案  列印。

3 按一下內容、 選項、設定或喜好設定。

4 從 「紙張 / 品質」標籤，選取紙張來源。

5 從 「材質」下拉清單，選取專用透明投影膠片。

6 按一下進階按鈕。

7 選取載入的專用透明投影膠片尺寸，然後按一下確定。

8 按一下確定。

9 按一下確定或列印。

列印逐份列印份數

如果您要列印多重列印份數的文件，您可以選擇將每份當作一組來列印 （逐份列印），或是將各份當
作頁數群組來列印 （非逐份列印）。

1 載入紙張。

2 開啟文件後，請按一下檔案  列印。

3 從 「列印份數」，選取逐份列印勾選框。

4 按一下確定或列印。

將多頁列印在一張材質上

1 載入紙張。

2 開啟文件後，請按一下檔案  列印。

3 按一下內容、 選項、設定或喜好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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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 「版面配置」標籤的 「每張頁數」下拉清單中，選取每張頁數。

5 按一下確定。

6 按一下確定或列印。

先列印最後一頁（反序）

1 載入紙張。

2 開啟文件後，請按一下檔案  列印。

3 按一下內容、 選項、設定或喜好設定。

4 從 「版面配置」標籤，選取後至前勾選框。

5 按一下確定。

6 按一下確定或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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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傳真

您可以將原始文件載入自動送件器或掃描器玻璃。

自動送件器 掃描器玻璃

請將自動送件器用於多頁文件。

請注意： 請不要將明信片、4 x 6 卡片、小物品或薄材質（例
如：雜誌剪報或非碳紙張）載入自動送件器。請將這些物品
放在掃描器玻璃。

掃描器玻璃適用於單頁文件、明信片、4 x 6 卡
片、小物品或薄材質（例如：雜誌剪報或非碳
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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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傳真

請注意：請確定多功能複合機已連接至作用中的類比電話線路。

自動傳送傳真

1 確定多功能複合機電源已經開啟。

2 將原始文件載入自動送件器 （面朝上）或掃描器玻璃 （面朝下）。

請注意：請不要將明信片、4 x 6 卡片、小物品或薄材質 （例如：雜誌剪報）載入自動送件
器。請將這些物品放在掃描器玻璃。

3 從控制面板，按下 Fax （傳真）。

4 輸入傳真號碼，然後按下 Speed Dial 1（快速撥號 1）、2、3、4 或 5，或是按下 Phone Book
（電話簿）來選取號碼。

請注意：

• 如果您沒有「快速撥號」清單，但想建立一份，請參閱第 47 頁設定快速撥號。

• 如果您沒有 「電話簿」清單，但想建立一份，請參閱第 48 頁使用電話簿。

5 按下 Start （起始）。

6 出現提示時，如果是多頁，請按下 1 （表示 「是」）；如果已掃描整份文件，請按下 2 （表示

「否」）。

手動傳送傳真

1 確定多功能複合機電源已經開啟。

2 將原始文件載入自動送件器 （面朝上）或掃描器玻璃 （面朝下）。

3 從控制面板，按下 Fax （傳真）。

4 按下  來取得撥號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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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輸入傳真號碼，然後按下 Speed Dial 1（快速撥號 1）、2、3、4 或 5，或是按下 Phone Book
（電話簿）來選取號碼。

請注意：

• 如果您沒有「快速撥號」清單，但想建立一份，請參閱第 47 頁設定快速撥號。

• 如果您沒有 「電話簿」清單，但想建立一份，請參閱第 48 頁使用電話簿。

6 當您聽到傳真撥號音時，請按下 Start （起始）。

控制面板會提示您放入另一頁。

7 出現提示時，如果是多頁，請按下 1 （表示 「是」）；如果已掃描整份文件，請按下 2 （表示

「否」）。

將傳真傳送至群組（廣播傳真）

您最多可同時將傳真傳送給 8 個人。

請注意：您無法將此群組儲存在電話簿中。

1 將原始文件載入自動送件器或掃描器玻璃。

2 從控制面板，按下 Fax （傳真）。

3 在 Fax （傳真）下，按下 Options （選項）。

4 重複按下  或 ，等 Broadcast（廣播）出現時，再按下 。

5 按下 。

6 輸入傳真號碼，然後按下 。

7 如果有其他號碼，請利用數字鍵台按下 1 （表示 「是」）；如果已輸入最後一個號碼，請按下

2 （表示 「否」）。

在排程的時間傳送傳真（延遲傳送）

延遲傳送功能可讓您立即掃描文件，但以後再傳真該份文件。

1 將原始文件載入自動送件器或掃描器玻璃。

2 從控制面板，按下 Fax （傳真）。

3 在 Fax （傳真）下，按下 Options （選項）。

4 重複按下  或 ，等 Delay send（延遲傳送）出現時，再按下 。

5 按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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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輸入傳真號碼，然後按下 。

7 如果有其他號碼，請利用數字鍵台按下 1 （表示 「是」）；如果已輸入最後一個號碼，請按下

2 （表示 「否」）。

8 輸入您要傳送傳真的時間，然後按下 。

請注意：會在指定時間撥打傳真號碼，然後將傳真傳送至所有的指定傳真號碼。如果對廣播
清單上的任何號碼所進行的傳真傳輸不成功，則會重撥不成功的號碼。

撥號前新增前置號碼

前置號碼功能可讓您撥打延伸號碼來接通外線或先關閉話中插接再傳送傳真。

1 從控制面板，按下 Menu （功能表）。

2 重複按下  或 ，等 Fax Defaults（傳真預設值）出現時，再按下 。

3 重複按下  或 ，等 Prefix（前置號碼）出現時，再按下 。

4 輸入傳送傳真前您要撥打的前置號碼，然後按下 。

5 按下 Stop （停止），返回 Ready（備妥）提示。

撥號時新增暫停

暫停功能可讓您在撥號時新增暫停，來等待外線或導覽自動電話系統。

撥打傳真號碼時，請按下 Redial/Pause（重撥 / 暫停）來插入暫停。在顯示幕上，會以逗點 (,) 代表暫停。

接收傳真

自動接收傳真

當多功能複合機設為「自動應答」時，它會在所指定的鈴響次數後應答送入傳真。建立連線之後，多
功能複合機就會自動接收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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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動接收傳真

當傳真和電話共用一條電話線時，我們建議您使用此功能。將多功能複合機設為手動應答模式，即可
選取所要接受的送入傳真。

1 取消選取自動應答：

a 從控制面板，按下 Fax （傳真）。

b 按下 Menu （功能表）。

c 重複按下  或 ，等 FAX ADVANCED（進階傳真）出現時，再按下 。

這時會出現 Auto Answer（自動應答）。

d 按下 。

e 重複按下  或 ，等顯示幕最後一行出現 No（否）時，再按下 。

f 若要返回 Ready（備妥）提示，請按下 Stop （停止）。

2 當電話響起時，請按下 。

3 如果您聽到傳真撥號音，請按下 Start （起始）。

這時多功能複合機會接收傳真。

轉發傳真

如果您外出時仍要接收傳真，請使用傳真轉發功能。傳真轉發設定分為三種：

• Off （關） — （預設值）

• Forward （轉發） — 多功能複合機會將傳真傳送至指定傳真號碼。

• Forward and Print（轉發及列印）— 多功能複合機會列印傳真，然後將它傳送至指定傳真號
碼。

設定傳真轉發

1 從控制面板，按下 Fax （傳真）。

2 按下 Menu （功能表）。

3 重複按下  或 ，直到選取 FAX ADVANCED（進階傳真）。

4 按下 。

5 重複按下  或 ，直到選取 Fax Forwarding（傳真轉發）。

6 按下 。

7 重複按下  或 ，直到選取 Forward（轉發）或 Fwd. and Print（轉發及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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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下 。

9 輸入所要的傳真轉發號碼。

10 按下 。

列印傳真活動報告

1 從控制面板，按下 Fax （傳真）。

2 按下 Menu （功能表）。

3 重複按下  或 ，直到選取 REPORTS（報告）。

4 按下 。

5 重複按下  或 ，直到選取 Fax Call log（傳真呼叫記錄）或 Fax Job log（傳真工作

記錄）。

6 按下 。

自訂傳真設定

設定快速撥號

若要使傳真的傳送作業更加容易，您最多可以輸入 99 個快速撥號。

1 從控制面板，按下 Fax （傳真）。

2 按下 Phone Book （電話簿）。

3 重複按下  或 ，直到選取 Edit（編輯）。

4 按下 。

這時顯示幕上會出現 Add（新增）。

5 按下 。

6 輸入快速撥號號碼 (1–99)，然後按下 。

請注意：

• 您不必按照順序來輸入快速撥號。

• 您可以透過 Speed Dial （快速撥號）按鈕，來存取快速撥號 1–10。請參閱第
48 頁使用 Speed Dial （快速撥號）按鈕，取得其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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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利用鍵台輸入快速撥號名稱，然後按下 。請參閱第 50 頁輸入字元，取得其他資訊。

請注意：多功能複合機不支援雙位元組字元的名稱，例如：中文、日文或韓文。您不能使用
這些語言輸入名稱。

8 輸入傳真號碼，然後按下 。

9 如果有其他號碼，請利用數字鍵台按下 1（表示「是」）；如果已經完成，請按下 2（表示「否」）。

使用 Speed Dial （快速撥號）按鈕

您可以利用 Speed Dial （快速撥號）按鈕來存取快速撥號 1–5 和 6–10。當您將快速撥號 1–10 儲存
時，這些按鈕就會自動存入。如需有關如何將快速撥號加入電話簿的指示，請參閱第 47 頁設定快速撥
號。

1 將原始文件載入自動送件器或掃描器玻璃。

2 從控制面板，按下 Fax （傳真）。

3 按下 Speed Dial （快速撥號）按鈕。

a 按下 Speed Dial 1 （快速撥號 1）、2、3、4 或 5，來當作前 5 個快速撥號。

b 按下 Shift （Shift 鍵），然後按下 Speed Dial （快速撥號） 1、2、 3、4 或 5，來當作快

速撥號 6–10。

請注意：Shift（Shift 鍵） + Speed Dial 1（快速撥號 1）就是快速撥號 6。Shift（Shift 鍵）
+ Speed Dial 2 （快速撥號 2）就是快速撥號 7，依此類推。

4 按下 。

5 按下 Start （起始）。

使用電話簿

若要存取 Phone Book （電話簿）功能表，請按下 Phone Book （電話簿）。

使用此 功能

Edit （編輯） 編輯個別快速撥號、建立新的快速撥號，或刪除快速撥號。

Search （搜尋） 依號碼或名稱搜尋快速撥號。

• 若要依快速撥號號碼搜尋，請按下 #，接著按下二位數快速撥號，然後按下 
。

• 若要依名稱搜尋，請按下包含所要快速撥號名稱第一個字母的號碼，然後按
下  或  來捲動快速撥號。當選取所要的名稱時，請按下 。

Print （列印） 列印電話簿列出的所有快速撥號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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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特殊響鈴

1 從控制面板，按下 Fax （傳真）。

2 按下 Menu （功能表）。

3 重複按下  或 ，直到選取 FAX DEFAULTS（傳真預設值）。

4 按下 。

5 重複按下  或 ，直到選取 Distinct Ring（來電響鈴）。

6 按下 。

7 重複按下  或 ，直到選取您要的設定。

8 按下  或 ，來開啟或關閉設定。

9 按下  來儲存設定。

設定工作站 ID

1 從控制面板，按下 Fax （傳真）。

2 按下 Menu （功能表）。

3 重複按下  或 ，直到選取 FAX DEFAULTS（傳真預設值）。

4 按下 。

5 重複按下  或 ，直到選取 Station ID（工作站 ID）。

6 按下 。

7 輸入傳真號碼，然後按下  來儲存。

8 利用鍵台輸入傳真機的名稱，然後按下  來儲存。請參閱第 50 頁輸入字元，取得其他資訊。

請注意：

• 傳真機的名稱不應超過 20 個字元。

• 多功能複合機不支援雙位元組字元的名稱，例如：中文、日文或韓文。您不能
輸入使用這些語言的名稱。

9 按下 Stop （停止），返回 Ready（備妥）提示。



取消傳真工作
50

輸入字元

若要輸入傳真工作的名稱或工作站 ID，請使用英數字鍵台。重複按下適當的鍵，直到顯示幕上出現您
要使用的字元。

請注意：

• 若要新增空格，請按下 。

• 若要往回一個空格，請按下 。

取消傳真工作

1 在 Fax （傳真）下，按下 Options （選項）。

2 重複按下  或 ，直到顯示幕第一行出現 Cancel（取消）。

3 按下 。

4 重複按下  或 ，等您看到您要取消的工作時，再按下 。

5 按下 1，來確認您要取消工作，或按下 2，來返回功能表。

鍵 字元

1 1 @

2 A B C a b c 2

3 D E F d e f 3

4 G H I g h i 4

5 J K L j k l 5

6 M N O m n o 6

7 P Q R S p q r s 7

8 T U V t u v 8

9 W X Y Z w x y z 9

0 0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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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複印

您可以將原始文件載入自動送件器或掃描器玻璃。

複印

1 載入紙張。

請注意：如果您要使用 Letter 紙張或 A4 紙張以外的紙張尺寸，請利用控制面板來選取紙張
類型和尺寸。請參閱第 35 頁設定紙張類型和尺寸，取得其他資訊。

自動送件器 掃描器玻璃

請將自動送件器用於多頁文件。

請注意： 請不要將明信片、4 x 6 卡片、小物品或薄材質（例
如：雜誌剪報或非碳紙張）載入自動送件器。請將這些物品
放在掃描器玻璃。

掃描器玻璃適用於單頁文件、明信片、4 x 6 卡
片、小物品或薄材質（例如：雜誌剪報或非碳
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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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原始文件載入自動送件器 （面朝上）或掃描器玻璃 （面朝下）。

3 從控制面板，按下 Copy （複印）。

4 輸入您要列印的份數。

5 按下 Start （起始）。

逐份列印份數

如果您要製作多重列印份數的文件，您可以選擇將每份當作一組來列印 （逐份列印），或是將各份當
作頁數群組來列印 （非逐份列印）。

1 將原始文件載入自動送件器 （面朝上）或掃描器玻璃 （面朝下）。

2 從控制面板，確定已選取 Copy （複印）模式。

3 利用數字鍵台來輸入您要列印的份數。

4 在 Copy （複印）下，重複按下 Collate （逐份列印），直到 On（開）出現。

5 按下 。

6 按下 Start （起始）。

將多頁複印在單張材質上（省紙功能）

「省紙功能」功能可讓您將多頁文件的連續頁數複印在單一紙張上。

1 載入紙張。

2 將原始文件載入自動送件器 （面朝上）或掃描器玻璃 （面朝下）。

3 從控制面板，確定已選取 Copy （複印）模式。

4 在 Copy （複印）下，按下 Options （選項）。

5 重複按下  或 ，等選取 Paper Saver（省紙功能）時，再按下 。

6 重複按下  或 ，直到選取您要使用的設定。

請注意：

• 2-Up — 將兩份複印文件列印在同一個頁面上。

• 4-Up — 將四份複印文件列印在同一個頁面上。

• Off （關） — 將一份複印文件列印在頁面上。

7 按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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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下 Start （起始）。

9 出現提示時，如果是多頁，請按下 1 （表示「是」）；如果已完成您在「省紙功能」模式下所

要列印的頁數之複印作業，請按下 2 （表示 「否」）。

放大或縮小影像

1 載入紙張。

2 將原始文件載入自動送件器 （面朝上）或掃描器玻璃 （面朝下）。

請注意：請不要將明信片、索引卡、小物品或薄材質 （例如：雜誌剪報）載入自動送件器。
請將這些物品放在掃描器玻璃。

3 從控制面板，確定已選取 Copy （複印）模式。

4 重複按下 Scale （調整比例），直到所要的選項出現。

請注意：選取 Custom（自訂），來輸入放大或縮小的特定百分比。

5 按下 。

6 按下 Start （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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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掃描

X340、X340n 或 X342n 可讓您透過 USB 連線，將掃描影像傳送至電腦。此外，X342n 還可讓您掃
描文件，然後透過網路將掃描文件傳回電腦。

您可以將原始文件載入自動送件器或掃描器玻璃。

自動送件器 掃描器玻璃

請將自動送件器用於多頁文件。

請注意： 請不要將明信片、4 x 6 卡片、小物品或薄材質（例
如：雜誌剪報或非碳紙張）載入自動送件器。請將這些物品
放在掃描器玻璃。

掃描器玻璃適用於單頁文件、明信片、4 x 6 卡
片、小物品或薄材質（例如：雜誌剪報或非碳
紙張）。



利用控制面板掃描文件（限 USB 連接）
55

利用控制面板掃描文件（限 USB 連接）

1 請確定下列事項：

• 電腦電源已經開啟。

• 電腦已連接至多功能複合機。

• 軟體已載入電腦中。

2 將原始文件載入自動送件器 （面朝上）或掃描器玻璃 （面朝下）。

請注意：請不要將明信片、索引卡、小物品或薄材質 （例如：雜誌剪報）載入自動送件器。
請將這些物品放在掃描器玻璃。

3 從控制面板，按下 Scan （掃描）。

4 重複按下  或 ，直到出現您要使用的應用程式。

請注意：

• 如果您沒有看到您要使用的應用程式，請配置其他應用程式來進行掃描。請參
閱第 56 頁配置其他應用程式來進行掃描，取得其他資訊。

• 利用電腦調整掃描設定。請參閱第 58 頁自訂掃描設定，取得其他資訊。

5 按下 Start （起始）。

這時多功能複合機會掃描文件。

6 出現提示時，如果是多頁，請按下 1 （表示 「是」）；如果已掃描整份文件，請按下 2 （表示

「否」）。

利用電腦掃描文件（限 USB 連接）

1 請確定下列事項：

• 電腦電源已經開啟。

• 電腦已連接至多功能複合機。

• 軟體已載入電腦中。

2 將原始文件載入自動送件器 （面朝上）或掃描器玻璃 （面朝下）。

3 開啟 QLINK：

• 按兩下桌面上的 QLINK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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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開始  所有程式  Lexmark  LexmarkX34x 系列  QLINK。

4 選取您要使用的應用程式。

請注意：如果您沒有看到您要使用的應用程式，請配置其他應用程式來進行掃描。請參閱第
56 頁配置其他應用程式來進行掃描，取得其他資訊。

5 如果您要調整掃描設定，請參閱第 58 頁自訂掃描設定。

6 按下 Scan Now （立即掃描）。

這時多功能複合機會掃描文件。

配置其他應用程式來進行掃描

請注意：安裝 QLINK 時，它會自動選取可用的應用程式來進行掃描。

1 開啟 QLINK：

• 按兩下桌面上的 QLINK 圖示。

• 按一下開始  所有程式  Lexmark  Lexmark X34x 系列  QLINK

2 按一下新增應用程式。

3 按一下瀏覽，然後瀏覽至儲存應用程式的資料夾。

4 選取您要使用的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開啟。

5 輸入應用程式名稱。

6 輸入要出現在顯示幕上的程式名稱。

請注意：您也可以變更此應用程式的掃描預設值。

7 按一下確定。

直接從應用程式掃描文件（限 USB 連接）

您可以直接從 TWAIN 和 WIA 相容應用程式掃描文件。請參閱應用程式說明，取得其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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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文字來進行編輯 (OCR)

您可以利用光學字元辨識 (OCR) 軟體功能，將掃描影像轉換成可以利用文書處理或試算表應用程式來
編輯的文字。

1 確定已安裝 ABBYY FineReader。

請注意：起始安裝期間，會將 ABBYY FineReader 安裝為多功能複合機軟體的一部分。若要
驗證它已正確安裝，請按一下開始  程式集或所有程式  ABBYY FineReader 6.0
Sprint，來確定已列出 ABBYY FineReader。

2 將原始文件載入自動送件器 （面朝上）或掃描器玻璃 （面朝下）。

3 按一下開始  程式集或所有程式  Lexmark 應用程式  Presto! PageManager。

這時 PageManager 會隨同 「掃描按鈕」對話框一起出現。

4 從 「掃描按鈕」對話框，按一下 。

請注意：如果 「掃描按鈕」對話框沒有出現，請按下 F9。

5 從 「掃描管理員」對話框，按一下預覽。

6 依照需求來調整掃描設定。

請注意：為求最佳效果，請選取黑白，不要選取彩色。

7 按一下掃描。

這時會出現 ABBYY FineReader。

8 從工具列，按一下讀取。

9 按一下儲存。

10 選取傳送目的地，然後按一下確定。

11 編輯及儲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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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掃描設定

1 開啟 QLINK：

• 按兩下桌面上的 QLINK 圖示。

• 按一下開始  所有程式  Lexmark  LexmarkX34x 系列  QLINK。

2 選取掃描目的地。

3 按一下編輯。

4 調整掃描設定。

5 按一下確定。

透過網路來掃描

請注意：只適用於連接至網路的 X342n

1 在瀏覽器的位址行中輸入多功能複合機的 IP 位址，然後按下 Enter 鍵。

若出現 Java applet 畫面，請按一下是。

請注意：您可以在網路設定頁中找到該 IP 位址。如需其他資訊，請參閱列印網路設定頁（限
X342n）

2 按一下掃描設定檔。

3 按一下建立掃描設定檔。

4 選取掃描設定，然後按一下下一步。

5 選取掃描輸出檔在電腦中的儲存位置。

6 輸入設定檔名稱。

設定檔名稱，是指按下掃描按鈕時，會出現在多功能複合機控制面板之 Scan Profile （掃描設
定檔）清單中的名稱。

7 按一下提出。

8 檢視 「掃描至 PC」畫面上的指示。

當您按一下「提出」時，印表機會自動指定快速撥號號碼。當您準備好要掃描文件時，您就可
以利用此快速撥號號碼。

a 前往多功能複合機所在處，將原始文件面朝上放置在自動送件器中，長邊先進入自動送件

器。

b 按下 Scan （掃描），然後從 LCD 螢幕選取您的設定檔。

c 選取您的掃描設定檔之後，按下起始按鈕來起始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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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回到電腦所在處，以檢視您的檔案。

這時，您的輸出檔會儲存在您指定的位置，或是在您指定的應用程式中啟動。

瞭解掃描選項

若要變更 「掃描至 PC 設定檔」的選項，您必須按一下快速設定框，然後選取自訂。「快速設定」可
讓您選取預先設定的格式或自訂您的掃描工作設定。您可以選取：

格式類型 — 設定掃描影像的輸出 （PDF、TIFF 或 JPEG）。

PDF 輸出是單一檔案。

TIFF 輸出是單一檔案。若 「配置」功能表中的 「縮版併印 TIFF」是關閉的，則 TIFF 會將各
頁面逐一儲存在一系列的檔案中。

JPEG 會分別在每個檔案中儲存一個頁面。若掃描多個頁面，輸出就是一系列的檔案。

壓縮 — 設定用來壓縮掃描輸出檔的壓縮格式。

預設的內容 — 讓多功能複合機知道原始文件類型。請選取 「文字」、「文字 / 相片」或 「相片」。內
容會影響掃描檔的品質和大小。

文字 — 以淨白的背景突顯清晰的高解析度黑色文字。

文字 / 相片 — 適用於圖文並用的原始文件。

相片 — 讓掃描器特別注意圖形和圖片。此設定強調原始文件中完整的動態色調範圍之複製。
這會增加所儲存的資訊量。

色彩 — 讓多功能複合機知道原始文件的色彩。您可以選取 「灰色」、「黑白」或 「彩色」。

原始尺寸 — 開啟一個欄位，讓您從中選取您要掃描的文件尺寸。

Custom （自訂） Photo - Color JPEG （相片 - 彩色 JPEG）

Text - BW PDF （文字 - 黑白 PDF） Photo - Color TIFF （相片 - 彩色 TIFF）

Text - BW TIFF （文字 - 黑白 TIFF） Text/Photo - BW PDF （文字 / 相片 - 黑白 PDF）

Text/Photo - Color PDF （文字 / 相片 - 彩色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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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方向 — 讓多功能複合機知道原始文件是直印或是橫印，然後變更 「邊」和 「裝訂」設定，使其
符合原始文件的列印方向。

明暗度 — 調整掃描文件所要呈現的明暗度。

解析度 — 調整檔案的輸出品質。影像解析度越高，檔案越大，掃描原始文件所需的時間也越長。您可
以降低影像解析度，來減少檔案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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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維護多功能複合機

移除碳粉匣

1 按下多功能複合機左邊的存取按鈕，然後打開前蓋。

2 若要移除碳粉匣：

a 按下三合一碳粉匣組件上的按鈕。

b 利用碳粉匣的握把來移除它。

若要送回空的碳粉匣，請參閱第 70 頁回收利用 Lexmark 產品，取得其他資訊。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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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碳粉匣

1 如果您要安裝新的碳粉匣，請移除碳粉匣的包裝材料，然後輕輕搖晃四、五次，使碳粉分佈均勻。

2 將碳粉匣輕輕滑入，使它鎖在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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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上前蓋。

請注意：必須關上前蓋，才能夠始起新的列印、複印、掃描或傳真工作。

重新分佈碳粉

如果您對列印品質不滿意，或是顯示幕上的錯誤訊息是 88 Toner Low（88 碳粉不足），請重新分佈
碳粉。

請注意：如果重新分佈碳粉後仍出現錯誤訊息，請更換碳粉匣。如需其他資訊，請參閱第 61
頁移除碳粉匣與第 62 頁安裝碳粉匣。

1 按下多功能複合機左邊的存取按鈕，然後打開前蓋。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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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要移除碳粉匣：

a 按下三合一碳粉匣組件上的按鈕。

b 利用碳粉匣的握把來移除它。

3 朝各個方向用力搖晃碳粉匣，使碳粉分佈均勻。

4 重新安裝碳粉匣，然後關上前蓋。

請注意：如果列印品質並未改善，請更換碳粉匣。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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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感光鼓

1 按下多功能複合機左邊的存取按鈕，然後打開前蓋。

2 拉住握把，取出三合一碳粉匣組件。

3 請將三合一碳粉匣組件放在平坦、乾淨的表面上。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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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要移除碳粉匣：

a 按下三合一碳粉匣組件上的按鈕。

b 利用碳粉匣的握把來移除它。

5 打開感光鼓套件的包裝。

6 將碳粉匣安裝在新的感光鼓中。

請注意：正確安裝時，碳粉匣會卡入 定位。

7 重新安裝三合一碳粉匣組件。

8 按住 Stop （停止）三秒，來重設感光鼓重新計數。

9 關上前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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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多功能複合機

若要維護列印品質，請在更換碳粉匣或發生列印品質問題時遵循下列清潔程序。

警告：請不要讓多功能複合機直接碰水，也不要在多功能複合機上使用以阿摩尼亞為主要
成份的清潔劑或揮發性溶劑 （例如：顏料稀釋劑）。

清潔掃描器玻璃

1 用水將柔軟的無棉絮清潔用布或紙巾稍微沾溼。

2 打開頂蓋。

3 擦拭掃描器和自動送件器的表面，直到變乾淨且不潮溼為止。

4 擦拭白色頂蓋和白色底板的下側，直到變乾淨且不潮溼為止。

5 關上頂蓋。

清潔多功能複合機的外部

用一塊柔軟乾淨的無棉絮清潔用布，來擦拭多功能複合機的外部表面。如果您用水將清潔用布稍微沾
溼，請小心一點，不要讓水滴到多功能複合機上或多功能複合機的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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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多功能複合機的內部

請當心：加熱熔合組件區的溫度很高。請不要碰觸加熱熔合組件區，以免灼傷。

警告：清潔多功能複合機的內部時，千萬不要碰觸碳粉匣下方的轉印滾輪。手指上的油漬
會影響列印品質。

1 關閉多功能複合機電源，拔掉電源線，然後等多功能複合機冷卻。

2 打開前蓋，拉住握把，取出三合一碳粉匣組件。

警告：請不要 觸摸綠色感光鼓。

3 請將三合一碳粉匣組件放在乾淨、乾燥的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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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一塊乾的無棉絮清潔用布，來擦拭三合一碳粉匣區中的灰塵和溢出的碳粉。

警告：

• 若要避免損壞三合一碳粉匣組件，它的曝光時間不能超過數分鐘。必要時，請
用紙將它蓋住。

• 請不要觸摸黑色轉印滾輪。 

5 重新安裝三合一碳粉匣組件，然後關上前蓋。

6 插上電源線，然後開啟多功能複合機電源。



訂購耗材
70

訂購耗材

若要訂購耗材或尋找您附近的經銷商，請造訪我們的網站：www.lexmark.com。

回收利用 Lexmark 產品

若要將 Lexmark 產品送回 Lexmark 以回收利用：

1 請造訪我們的網站：www.lexmark.com/recycle。

2 遵循電腦畫面上的指示。

材料編號 元件 平均列印量

X340A11G 回收方案碳粉匣
(X340/X340n/X342n)

2500 標準頁數 1

X340H11G 高容量回收方案碳粉匣 (X342n) 6000 標準頁數 1

X340H22G 感光鼓套件 最高可達 30,000 頁 2

X340A21G 碳粉匣 (X340/X340n/X342n) 2500 標準頁數 1

X340H21G 高容量碳粉匣 (X342n) 6000 標準頁數 1

1 根據 ISO/IEC 19752 宣告的列印量值。
2 根據 5% 左右的覆蓋率。

http://www.lexmark.com
http://www.lexmark.com/re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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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疑難排解

• 第 72 頁安裝的疑難排解

• 第 75 頁夾紙和送紙錯誤的疑難排解

• 第 84 頁列印和複印的疑難排解

• 第 85 頁列印品質的疑難排解

• 第 88 頁掃描的疑難排解

• 第 89 頁傳真的疑難排解

• 第 91 頁錯誤訊息的疑難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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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的疑難排解

症狀 解決方案

顯示幕上出現不正確的語言。 1 按下 Menu （功能表）。

2 重複按下  或 ，直到顯示幕上出現 MACHINE SETUP（機器設定）。

3 按下 。

4 重複按下  或 ，直到顯示幕上出現 Language（語言）。

5 按下 。

6 重複按下  或 ，直到顯示幕上出現所要的語言。

7 按下 。

8 重複按下 Back （返回），返回 Ready（備妥）提示。

顯示幕未亮起。 1 關閉多功能複合機電源。

2 依序從牆上插座和多功能複合機中斷電源供應器。

3 只將電纜插入多功能複合機。

4 再將電纜插入其他電器一直都在使用的電源插座。

5 關閉多功能複合機電源。

軟體無法安裝。 插入光碟片時，如果軟體無法自動啟動：

1 關閉所有開啟的軟體應用程式。

2 暫時關閉所有防毒程式。

3 按兩下我的電腦圖示。

從 Windows XP，按一下開始，來存取 「我的電腦」圖示。

4 按兩下光碟機圖示。

5 必要時，請按兩下 setup.exe。

6 遵循電腦畫面上的指示來安裝軟體。

請注意： 安裝該軟體後，請務必重新啟動防毒軟體。

1 取出軟體光碟片。

2 關閉電腦電源。

3 重新啟動電腦。

4 當桌面出現時，請重新插入軟體光碟片。

5 遵循電腦畫面上的指示。

如果多功能複合機是透過其他裝置來連接至電腦：

1 從任何其他裝置 （例如：USB 集線器或切換盒）中斷 USB 電纜。

2 直接將電纜連接至多功能複合機和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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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透過網路來連接。 確定所使用的是正確的電纜、電纜已牢牢連接，而且網路選項也作了適當的配置。

請參閱設定網路選項 （限 X342n），取得其他資訊。

請注意： 只有 X342n 才可以透過網路來連接。

症狀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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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驅動程式軟體，然後重新安裝

如果軟體無法適當運作，或是出現通訊錯誤訊息，您可能需要移除驅動程式軟體，然後重新安裝。如
果問題持續存在，請遵循下列步驟：

請注意：重新安裝之前，請先關閉電腦，然後重新啟動。

1 從電腦中斷 USB 電纜。

2 從桌面，按一下開始  程式集  Lexmark  解除安裝 Lexmark 軟體。

3 遵循電腦畫面上的指示來移除軟體。

4 重新啟動電腦。

5 如果出現任何 「新增硬體」畫面，請按一下取消。

6 退出軟體光碟片，然後重新插入。

7 將 USB 電纜重新連接至電腦。

如果軟體安裝畫面沒有出現：

1 從桌面，按兩下我的電腦。

從 Windows XP，按一下開始，來存取我的電腦圖示。

2 按兩下光碟機圖示。必要時，請按兩下 setup.exe。

3 當多功能複合機軟體安裝畫面出現時，請按一下安裝或立即安裝。

4 遵循電腦畫面上的指示來完成安裝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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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紙和送紙錯誤的疑難排解

請遵循下列提示，來協助防止文件和紙張發生夾紙。

• 只能使用建議使用的列印材質。

• 不要在送紙匣中混用不同的紙張類型。

• 不要使用有摺痕、潮溼或扭曲的紙張。

• 載入紙張之前，請先彈動紙張、展開成扇狀，並將紙張弄直。

• 確定已正確擺放可調式紙張導引夾。

• 將紙張載入送紙匣和手動輔助式送紙器時，請確定建議使用的列印面有正確的列印方向。

• 不要在送紙匣中載入過多的材質。紙張應低於送紙匣內壁上的滿線上限。

• 請不要在列印時從送紙匣中移除紙張。

症狀 解決方案

夾紙 清除夾紙。請參閱第 76 頁清除夾紙。

紙張或特殊材質

• 送紙錯誤或歪斜

• 多張材質黏在一起。

在多功能複合機中載入數量較少的紙張。請參閱第 33 頁載入各種紙張類型，取得
有關各紙張類型載入數量上限的其他資訊。

只能使用未起皺的新紙張。

準備一疊紙張，並將整疊紙前後彎曲彈動或展開成扇狀。在平坦的表面上，將紙
張邊緣弄直。

無法送入紙張。 確定已正確載入紙張。請參閱第 28 頁載入紙張和原始文件，取得其他資訊。

在多功能複合機中載入數量較少的紙張。請參閱第 33 頁載入各種紙張類型，取得
有關各紙張類型載入數量上限的其他資訊。

前輸出槽中的紙張未堆疊整齊。 延伸擋紙器。

請不要在前輸出槽中堆疊太多紙張。

信封歪斜或無法正確送紙。 在手動輔助式送紙器中插入一個信封，並確定導引夾已靠放在信封兩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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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夾紙

利用下表尋找及清除夾紙。

請注意：若要避免撕破紙張，拉出紙張時，動作要輕柔緩慢。

請注意：xx 代表夾紙特定的編號。

訊息 夾紙位置 前往 ...

200.xx Paper Jam
（200.xx 夾紙）

多功能複合機輸入感應器 第 77 頁 200/201 Paper Jam（200/201
夾紙）

201.xx Paper Jam
（201.xx 夾紙）

多功能複合機與退出感應器
之間

202.xx Paper Jam
（202.xx 夾紙）

出紙托盤感應器 第 80 頁 202 Paper Jam （202 夾紙）

241.xx Paper Jam
（241.xx 夾紙）

送紙匣 1 第 81 頁 241/242 Paper Jam（241/242
夾紙）

242.xx Paper Jam
（242.xx 夾紙）

送紙匣 2

251.xx Paper Jam
（251.xx 夾紙）

手動輔助式送紙器 第 82 頁 251 Paper Jam （251 夾紙）

290 Scanner Jam
（290 掃描器夾紙）

自動送件器 第 83 頁 290/291/292 Scanner Jam
（290/291/292 掃描器夾紙）

291 Scanner Jam
（291 掃描器夾紙）

292 Scanner Jam
（292 掃描器夾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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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1 Paper Jam （200/201 夾紙）

請當心：加熱熔合組件區的溫度很高。請不要碰觸加熱熔合組件區，以免灼傷。

1 按下多功能複合機左邊的存取按鈕，然後打開前蓋。

2 拉住握把，取出三合一碳粉匣組件。

警告：請不要讓三合一碳粉匣組件直接暴露在光線下太久。暴露在光線下太久會造成列印
品質問題。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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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輕輕地將夾住的紙張筆直拉出，以移除夾紙。

4 重新插入三合一碳粉匣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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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上前蓋。

6 按下 Start （起始）來回復列印。

請注意：開始進行列印工作時，若您接收到 200.20 夾紙訊息，請確認材質設定與實際材質
尺寸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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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Paper Jam （202 夾紙）

請當心：加熱熔合組件區的溫度很高。請不要碰觸加熱熔合組件區，以免灼傷。

1 打開後蓋。

2 輕輕地將夾住的紙張筆直拉出，以移除夾紙。

3 關上後蓋。

4 按下 Start （起始）來回復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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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242 Paper Jam （241/242 夾紙）

1 打開適當的送紙匣。

請注意：

• 如果是 241 Paper Jam（241 夾紙），請打開送紙匣 1。如果是 242 Paper Jam
（242 夾紙），請打開送紙匣 2。

• 有安裝送紙匣 2 時，才會發生 242 Paper Jam（242 夾紙）。

• 送紙匣 2 是選購性送紙匣，可另外購買。

2 輕輕地將夾住的紙張筆直拉出，以移除夾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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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插入送紙匣。

4 按下 Start （起始）來回復列印。

請注意：開始進行列印工作時，若您接收到 241.18 夾紙訊息，請確認材質設定與實際材質
尺寸相符。

251 Paper Jam （251 夾紙）

1 從多功能複合機中，輕輕地將夾住的紙張筆直拉出，以移除夾紙。

2 按下 Start （起始）來回復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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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291/292 Scanner Jam （290/291/292 掃描器夾紙）

1 打開自動送件器的頂蓋。

2 輕輕地將夾住的紙張筆直拉出，以移除夾紙。

3 關上自動送件器的頂蓋，然後將文件重新載入自動送件器。

請注意：針對厚文件、薄文件或厚薄混用的文件，若要防止文件夾紙，請使用掃描器玻璃，
而不要使用自動送件器。

4 按下 Start （起始）來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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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和複印的疑難排解

問題 解決方案

多功能複合機無法列印或沒有
回應

請參閱第 72 頁顯示幕未亮起。。

移除軟體，然後重新安裝。請參閱第 73 頁，取得其他資訊。

如果您正在掃描文件，請等掃描完成後再使用多功能複合機。

重新啟動電腦。

確定多功能複合機已設為預設印表機。

1 按一下開始  設定  印表機和傳真或印表機。

或

按一下開始  控制台  印表機和其他硬體  印表機和傳真。

2 按兩下 Lexmark X340/X340n/X342n 圖示。

3 按一下印表機，並確定 「暫停列印」旁邊沒有出現核取標記。

4 確定 「設為預設值」旁邊有出現核取標記。

確定前蓋已關上。

確定已正確安裝碳粉匣。請參閱第 62 頁安裝碳粉匣，取得其他資訊。

中斷 USB 電纜，然後重新連接。

列印速度變慢。 關閉所有非使用中應用程式。

將文件中的影像數目和尺寸降至最低。

如果您是使用手動輔助式送紙器，這是正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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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品質的疑難排解

問題 解決方案

列印色彩太淡或模糊 您可以重新分佈碳粉來暫時延長碳粉匣的使用期限。請參閱第 63 頁重新分佈碳
粉，取得其他資訊。

安裝新碳粉匣。請參閱第 62 頁安裝碳粉匣，取得其他資訊。

只能使用乾燥的新紙張。

確定前門已牢牢固定在兩側。

若要複印，請從控制面板按下 Darkness （明暗度），來調整明暗度設定。

若要列印，請從控制面板功能表調整明暗度設定：

1 從控制面板，按下 Menu （功能表）。

2 重複按下  或 ，直到出現 MACHINE SETUP（機器設定）。

3 按下 。

4 重複按下  或 ，直到出現 Toner Dark（碳粉 - 濃）。

5 按下 。

6 重複按下  或 ，來調整明暗度設定。

7 按下  來儲存設定。

8 重複按下 Back （返回），返回 Ready （備妥）提示。

碳粉規格 更換碳粉匣。請參閱第 62 頁安裝碳粉匣，取得其他資訊。

清潔多功能複合機的內部。請參閱第 68 頁清潔多功能複合機的內部，取得其他
資訊。

列印不規則頁面 只能使用乾燥的新紙張。

您可以重新分佈碳粉來暫時延長碳粉匣的使用期限。請參閱第 63 頁重新分佈碳
粉，取得其他資訊。如果此方式仍無法解決問題，請安裝新的三合一碳粉匣。請
參閱第 62 頁安裝碳粉匣，取得其他資訊。

垂直線條 更換感光鼓。請參閱第 65 頁更換感光鼓，取得其他資訊。

您可以重新分佈碳粉來暫時延長碳粉匣的使用期限。請參閱第 63 頁重新分佈碳
粉，取得其他資訊。如果此方式仍無法解決問題，請安裝新碳粉匣。請參閱第 62
頁安裝碳粉匣，取得其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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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條紋 更換碳粉匣。請參閱第 62 頁安裝碳粉匣，取得其他資訊。

灰色調背景 若要複印，請從控制面板按下 Darkness （明暗度），來調整明暗度設定。

若要列印，請從控制面板功能表調整明暗度設定：

1 從控制面板，按下 Menu （功能表）。

2 重複按下  或 ，直到出現 MACHINE SETUP（機器設定）。

3 按下 。

4 重複按下  或 ，直到出現 Toner Dark（碳粉 - 濃）。

5 按下 。

6 重複按下  或 ，來調整明暗度設定。

7 按下  來儲存設定。

8 重複按下 Back （返回），返回 Ready （備妥）提示。

更換碳粉匣。請參閱第 62 頁安裝碳粉匣，取得其他資訊。

碳粉髒污 清潔多功能複合機的內部。請參閱第 68 頁清潔多功能複合機的內部，取得其他
資訊。

確定紙張類型設定與送紙匣中的紙張相符。請參閱第 35 頁設定紙張類型和尺寸，
取得其他資訊。

更換碳粉匣。請參閱第 62 頁安裝碳粉匣，取得其他資訊。

頁面歪斜 確定送紙匣中的紙張導引夾已對齊紙張邊緣。請參閱第 28 頁將紙張載入送紙匣，
取得其他資訊。

確定手動輔助式送紙器的紙張導引夾已對齊紙張邊緣。請參閱第 32 頁將紙張載
入手動輔助式送紙器，取得其他資訊。

問題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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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皺或弄皺 確定已正確載入紙張。請參閱第 28 頁載入紙張和原始文件，取得其他資訊。

確定紙張沒有太溼。請將紙張存放在原始包裝材料中，並避開高溼度的地方，等
您需要使用時再取出。盡量使用新拆封的紙張。

黑色頁面 更換碳粉匣。請參閱第 62 頁安裝碳粉匣，取得其他資訊。

如果更換碳粉匣仍無法更正問題，請更換感光鼓。請參閱第 65 頁更換感光鼓，
取得其他資訊。

多功能複合機可能需要維修服務。請電洽維修服務代表。

問題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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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的疑難排解

問題 解決方案

掃描器未回應 檢查顯示幕。如果有錯誤訊息，請參閱第 91 頁錯誤訊息的疑難排解。

確定多功能複合機已設為預設印表機，且未保留或暫停。

1 按一下開始  設定  印表機和傳真或印表機。

或

按一下開始  控制台  印表機和其他硬體  印表機和傳真。

2 按兩下 Lexmark X340/X340n/X342n 圖示。

3 按一下印表機，並確定 「暫停列印」旁邊沒有出現核取標記。

4 確定 「設為預設值」旁邊有出現核取標記。

如果您正在列印文件，請等列印完成後再傳送掃描工作。

掃描速度變慢 關閉所有非使用中應用程式。

如果您正在列印文件，請等列印完成後再傳送掃描工作。

若要將掃描解析度變更為較低的值：

1 從控制面板，按下 Scan （掃描）。

2 從電腦畫面上的 QLINK 對話框，選取您要使用的位置。

3 按一下編輯。

4 在 「解析度」下方，選取較低的數字。

5 按一下確定。

6 按一下立即掃描。

掃描沒有成功 重新啟動電腦。

移除軟體，然後重新安裝。請參閱第 74 頁移除驅動程式軟體，然後重新安裝，取
得其他資訊。

局部文件掃描 確定已將文件正確載入自動送件器或掃描器玻璃。請參閱第 54 頁掃描，取得其他
資訊。

確定紙張尺寸設定與送紙匣中的紙張相符。請參閱第 35 頁設定紙張類型和尺寸，
取得其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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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的疑難排解

問題 解決方案

無法傳送或接收傳真 檢查顯示幕。如果有錯誤訊息，請參閱第 91 頁錯誤訊息的疑難排解。

確定下列硬體的電纜連線已經接妥 （如果適用的話）：

• 電源供應器

• 電話

• 話筒

• 答錄機

檢查壁式電話插座。

1 將電話插入牆上的插座。

2 注意聽撥號音。

3 如果您沒有聽到撥號音，請改用不同的電話來插入插座。

4 如果還是沒有聽到撥號音，請將印表機連接至不同的電話插座。

撥打一通測試電話到您要傳送傳真的電話號碼，以確定它可以正確運作。

如果某裝置正在使用電話線路，請等另一個裝置完成作業後再傳送傳真。

若要確定印表機可以正確運作，請直接將它連接至電話線路。並中斷所有答錄機、
備有數據機的電腦，或電話線路分線器。

檢查並清除所有夾紙。

「插撥」可能會中斷傳真傳輸。請先關閉此功能，再傳送或接收傳真。打電話向
電話公司詢問暫時關閉 「插撥」的鍵台數列。

可以傳送但無法接收傳真 載入紙張來列印已儲存在印表機中的所有傳真。

檢查並查看是否已選取 「傳真轉發」。

1 從控制面板，按下 Fax （傳真）。

2 按下 Menu （功能表）。

3 重複按下  或 ，直到出現 FAX ADVANCED（進階傳真）。

4 按下 。

5 重複按下  或 ，直到出現 Fax Forwarding（傳真轉發）。

6 按下 。

7 重複按下  或 ，直到出現 Off（關）。

8 按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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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接收但無傳送傳真 確定已將文件正確載入自動送件器或掃描器玻璃。請參閱第 42 頁傳真，取得其他
資訊。

檢查 「前置號碼」設定。

1 從控制面板，按下 Fax （傳真）。

2 按下 Menu （功能表）。

3 重複按下  或 ，直到出現 FAX DEFAULTS（傳真預設值）。

4 按下 。

5 重複按下  或 ，直到出現 Prefix（前置號碼）。

6 按下 。

7 輸入您要在各電話號碼前面撥打的號碼。

8 按下 。

9 按下 Stop （停止），返回 Ready（備妥）提示。

如果您先前是使用 「快速撥號」按鈕：

• 檢查並確定快速撥號已設為您要撥打的號碼。請參閱第 47 頁設定快速撥
號，取得其他資訊。

• 您也可以改用手動撥打電話號碼的方式。

多功能複合機接收到空白傳真 請寄件人確認已正確載入原始文件。

檢查碳粉匣，必要時，請予以更換。

接收到的傳真品質不佳 請寄件人執行下列動作：

• 檢查原始文件是否有可接受的品質。

• 重新傳送傳真。電話線路的連線品質可能有問題。

• 增加傳真掃描解析度。

問題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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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訊息的疑難排解

問題 解決方案

Change Media（更換材質） 按下 1，可變更材質的尺寸和 / 或類型；按下 2，可忽略錯誤訊息。

請注意： 若要繼續執行工作，請按下 Start （起始）。若要取消工作，請
按下 Stop （停止）。

Close Front Door（關閉前門） 關上前蓋，將它鎖上。

Load Manual（手動載入） 將列印材質載入手動輔助式送紙器。請參閱第 32 頁將紙張載入手動輔助式送
紙器，取得其他資訊。

Load Media（載入材質） 將紙張載入送紙匣。請參閱第 28 頁將紙張載入送紙匣，取得其他資訊。

USB Not Connected
（USB 未連線）

檢查多功能複合機和電腦兩端的 USB 連線。

QLINK Not Found
（找不到 Qlink）

重新啟動電腦。

如果重新啟動電腦後仍出現錯誤訊息：

1 插入軟體與說明文件 光碟片。

2 安裝 QLINK 軟體。

Digital Line Detected
（偵測到數位線路）

請確定多功能複合機已連接至類比電話線路。

No dial tone（無撥號音） 確定下列硬體的電纜連線已經接妥（如果適用的話）：

• 電源供應器

• 電話

• 話筒

• 答錄機

檢查壁式電話插座。

1 將電話插入牆上的插座。

2 注意聽撥號音。

3 如果您沒有聽到撥號音，請改用不同的電話來插入插座。

4 如果還是沒有聽到撥號音，請將印表機連接至不同的電話插座。

Line Busy（忙線中） 撥打一通測試電話到您要傳送傳真的電話號碼，以確定它可以正確運作。

No answer（未應答）

Fax failed（傳真失敗） 重新傳送傳真。如果傳真還是失敗，請參閱第 89 頁無法傳送或接收傳真。

Scanner Locked, Unlock 
Scanner
（掃描器已鎖定，請解除掃描器的
鎖定）

1 打開頂蓋。

2 將掃描器玻璃左邊的開關移至解除鎖定位置。

31 Defective Print 
Cartridge
（31 不良的三合一碳粉匣）

取出不良的碳粉匣，然後安裝新的 Lexmark 碳粉匣。如需耗材資訊，請參閱
第 69 頁。

32 Unsupported Print 
Cartridge
（32 不支援的三合一碳粉匣）

33 Change Cartridge
（33 更換碳粉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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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Short paper
（34 紙張頁面小於列印區域）

確定已針對現有的列印工作選取正確的材質類型和尺寸。請參閱第 35 頁設定
紙張類型和尺寸，取得其他資訊。

• 按下 Start （起始）來回復列印。

請注意： 按下 Start （起始）可能會截斷列印工作。

或

• 按下 Stop （停止）來取消工作。

請注意： 您無法取消送入傳真。

37 Insufficient Collation 
Area
（37 逐份列印範圍不足）

38 Memory Full
（38 憶體已滿）

多功能複合機沒有足夠的記憶體，所以無法處理工作。

• 按下 Start （起始）來回復列印。

或

• 按下 Stop （停止）來取消工作。

請注意：

• 利用此方式清除錯誤訊息，可能會使某些工作遺失。
• 您無法取消送入傳真。

可能的話，請將大型工作分成小型工作。

關閉 Collate（逐份列印）。請參閱第 40 頁列印逐份列印份數，取得其他資訊。

84 Photoconductor Near 
Life
（84 感光鼓即將達到使用期限）

按下 Start （起始），來清除訊息並返回前一個狀態。

按下 Stop （停止）來取消工作。

請注意： 您無法取消送入傳真。

更換感光鼓。請參閱第 65 頁更換感光鼓，取得其他資訊。

84 Replace Photoconductor
（84 更換感光鼓）

更換感光鼓。請參閱第 65 頁更換感光鼓，取得其他資訊。

請注意： 更換感光鼓之前，不會回復一般列印。

88 Toner Low
（88 碳粉不足）

按下 Start （起始）來回復列印。

按下 Stop （停止）來取消工作。

重新分佈碳粉，以延長碳粉匣的使用期限。請參閱第 63 頁重新分佈碳粉，取
得其他資訊。

如果重新分佈碳粉後仍出現錯誤訊息，請更換碳粉匣。請參閱第 62 頁安裝碳
粉匣，取得其他資訊。

200.xx Paper Jam
（200.xx 夾紙）

請參閱第 77 頁 200/201 Paper Jam （200/201 夾紙）。

201.xx Paper Jam
（201.xx 夾紙）

202.xx Paper Jam
（202.xx 夾紙）

請參閱第 80 頁 202 Paper Jam （202 夾紙）。

問題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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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xx Paper Jam
（241.xx 夾紙）

請參閱第 81 頁 241/242 Paper Jam （241/242 夾紙）。

 
242.xx Paper Jam
（242.xx 夾紙）

251.xx Paper Jam
（251.xx 夾紙）

請參閱第 82 頁 251 Paper Jam （251 夾紙）。

290 Scanner Jam
（290 掃描器夾紙）

請參閱第 83 頁 290/291/292 Scanner Jam （290/291/292 掃描器夾紙）。

291 Scanner Jam
（291 掃描器夾紙）

292 Scanner Jam
（292 掃描器夾紙）

9**.xx Service
（9**.xx 維修服務）

1 將電源關閉一分鐘。

2 開啟電源。

如果錯誤訊息重複出現，請電洽 Lexmark 維修服務代表。如需當地授權維修
服務代表的相關資訊，請造訪 www.lexmark.com。

問題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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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電磁相容聲明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 compliance information statement （美國聯邦電
信委員會 (FCC) 電磁相容聲明）

Part 15

The Lexmark X340 (7003-100), X340n (7003-050), and X342n (7003-110) have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B digital device, pursuant to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and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The FCC Class B limi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interference in a 
residential installation. This equipment generates, uses, and can radiate radio frequency energy and, if not 
installed and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may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communications. However,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interference will not occur in a particular installation. If 
this equipment does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or television reception,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by 
turning the equipment off and on, the user is encouraged to try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asures:

• Reorient or relocate the receiving antenna.
• Increas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equipment and receiver.
• Connect the equipment into an outlet on a circuit different from that to which the receiver is connected.
• Consult your point of purchase or service representative for additional suggestions.

The manufacturer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radio or television interference caused by using other than 
recommended cables or by unauthorized changes or modifications to this equipment. Unauthorized changes 
or modifications could void the user's authority to operate this equipment.

Note: To assure compliance with FCC regulations on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for a Class B computing 
device, use a properly shielded and grounded cable such as Lexmark part number 12A2405 for USB attach. 
Use of a substitute cable not properly shielded and grounded may result in a violation of FCC regulations.

Any questions regarding this compliance information statement should be directed to:

Director of Lexmark Technology & Services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740 West New Circle Road

Lexington, KY 40550

(859) 232–3000

Part 68

This equipment complies with Part 68 of the FCC rules and the requirements adopt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Council for Terminal Attachments (ACTA). On the back of this equipment is a label that contains, among other 
information, a product identifier in the format US:AAAEQ##TXXXX. If requested, this number must be provided 
to your telephone company.

This equipment uses the RJ–11C Universal Service Order Code (USOC) jack.

A plug and jack used to connect this equipment to the premises’ wiring and telephone network must comply 
with the applicable FCC Part 68 rules and requirements adopted by the ACTA. A compliant telephone cor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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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modular plug is provided with this product. It is designed to be connected to a compatible modular jack that is 
also compliant. 

The Ringer Equivalence Number (REN)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devices that may be connected to 
a telephone line. Excessive RENs on a telephone line may result in the devices not ringing in response to an 
incoming call. In most but not all areas, the sum of RENs should not exceed five (5.0). To be certain of the 
number of devices that may be connected to a line, as determined by the total RENs, contact your local 
telephone company. For products approved after July 23, 2001, the REN for this product is part of the product 
identifier that has the format US:AAAEQ##TXXXX. The digits represented by ## are the REN without a 
decimal point (for example, 03 is a REN of 0.3). For earlier products, the REN is shown separately on the label.

If this equipment causes harm to the telephone network, the telephone company will notify you in advance that 
temporary discontinuance of service may be required. If advance notice is not practical, the telephone 
company will notify the customer as soon as possible. You will also be advised of your right to file a complaint 
with the FCC.

The telephone company may make changes in its facilities, equipment, operations or procedures that could 
affect the operation of this equipment. If this happens, the telephone company will provide advance notice in 
order for you to make necessary modifications to maintain uninterrupted service.

If you experience trouble with this equipment, for repair or warranty information, contact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at www.Lexmark.com or your Lexmark representative. If the equipment is causing harm to the telephone 
network, the telephone company may request that you disconnect the equipment until the problem is 
resolved.This equipment contains no user serviceable parts. For repair and warranty information, contact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See the previous paragraph for contact information.

Connection to party line service is subject to state tariffs. Contact the state public utility commissio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or corporation commission for information.

If your home has specially wired alarm equipment connected to the telephone line, ensure the installation of 
this equipment does not disable your alarm equipment. If you have questions about what will disable alarm 
equipment, consult your telephone company or a qualified installer.

Telephone companies report that electrical surges, typically lightning transients, are very destructive to 
customer terminal equipment connected to AC power sources. This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major nationwide 
problem.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customer install an appropriate AC surge arrestor in the AC outlet to which 
this device is connected. An appropriate AC surge arrestor is defined as one that is suitably rated, and certified 
by UL (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another NRTL (Nationally Recognized Testing Laboratory), or a recognized 
safety certification body in the country/region of use. This is to avoid damage to the equipment caused by local 
lightning strikes and other electrical surges.

The Telephon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of 1991 makes it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to use a computer or other 
electronic device, including fax machines, to send any message unless said message clearly contains in a 
margin at the top or bottom of each transmitted page or on the first page of the transmission, the date and time 
it is sent and an identification of the business or other entity, or other individual sending the message, and the 
telephone number of the sending machine or such business, other entity, or individual. (The telephone number 
provided may not be a 900 number or any other number for which charges exceed local or long–distance 
transmission charges.)

See the section in this publication entitled Setting the Station ID on page 49 in order to program this 
information into your fax machine.

Industry Canada compliance statement

This Class B digital apparatus meets all requirements of the Canadian Interference–Causing Equipment 
Regulations.

Avis de conformité aux normes de l’industrie du Canada

Cet appareil numérique de la classe B respecte toutes les exigences du Règlement sur le matériel brouilleur 
du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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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Community (EC) directives conformity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with Regard to the EU Directive 1999/5/EC (R&TTE Directive) in language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English Hereby,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declares that this product i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and other relevant provisions of Directive 1999/5/EC.

Suomi Valmistaja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vakuuttaa täten, että tämän tuotteen tyyppinen 
laite on direktiivin 1999/5/EY oleellisten vaatimusten ja sitä koskevien direktiivin 
muiden ehtojen mukainen.

Nederlands Hierbij verklaart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dat dit product in overeenstemming is met 
de essentiële eisen en de andere relevante bepalingen van richtlijn 1999/5/EG.

Bij deze verklaart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dat dit product voldoet aan de essentiële 
eisen en aan de overige relevante bepalingen van richtlijn 1999/5/EG.

Français Par la présente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déclare que le produit est conforme aux 
exigences essentielles et aux autres dispositions pertinentes de la directive 1999/5/
CE

Par la présente,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déclare que ce produit est conforme aux 
exigences essentielles et aux autres dispositions de la directive 1999/5/CE qui lui sont 
applicables

Svenska Härmed intygar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att denna produkt står i överensstämmelse 
med de väsentliga egenskapskrav och övriga relevanta bestämmelser som framgår av 
direktiv 1999/5/EG.

Dansk Undertegnede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erklærer herved, at følgende produkt 
overholder de væsentlige krav og øvrige relevante krav i direktiv 1999/5/EF

Deutsch Hiermit erklärt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dass sich dieses Produkt in 
Übereinstimmung mit den grundlegenden Anforderungen und den anderen relevanten 
Vorschriften der Richtlinie 1999/5/EG befindet. (BMWi)

Hiermit erklärt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die Übereinstimmung des Produkts mit den 
grundlegenden Anforderungen und den anderen relevanten Festlegungen der 
Richtlinie 1999/5/EG. (Wien)

Ελληνικά

Με την παρούσα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δηλώνει ότι το παρόν προϊόν 
συµµορφώνεται προς τις ουσιώδεις απαιτήσεις και τις λοιπές σχετικές διατάξεις της 
οδηγίας 1999/5/EK.

Italiano Con la presente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dichiara che questo prodotto è conforme ai 
requisiti essenziali e alle altre disposizioni pertinenti stabilite dalla direttiva 1999/5/CE.

Español Por medio de la presente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declara que este producto 
cumple con los requisitos esenciales y cualesquiera otras disposiciones aplicables o 
exigibles de la Directiva 1999/5/CE

Português A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declara que este produto está em conformidade com os 
requisitos essenciais e outras provisões da Directiva 1999/5/CE.

Èesky Spoleènost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tímto prohlašuje, že tento výrobek vyhovuje 
základním požadavkùm a dalším ustanovením smìrnice 1999/5/EC, které se na tento 
výrobek vztahuj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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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product i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of EC Council directives 89/336/EEC, 73/23/

EEC, and 1999/5/EC on the approximation and harmonization of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and safety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designed for use within certain voltage limits 
and on radio equipment andtelecommunications terminal equipment. The Official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may be viewed at www.lexmark.com/rtte.

Compliance is indicated by the following CE marking:

This product satisfies the Class B limits of EN 55022 and safety requirements of EN 60950.

日本 VCCI 注意事項

Malti

Magyar A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ezennel kijelenti, hogy ez a termék megfelel az 1999/5/
EC direktíva alapvetõ követelményeinek és más vonatkozó rendelkezéseinek.

Eesti Käesolevaga kinnitab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selle seadme vastavust direktiivi 
1999/5/EÜ põhinõuetele ja nimetatud direktiivist tulenevatele teistele asjakohastele 
sätetele.

Latviski Ar ðo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deklarç, ka ðis produkts atbilst Direktîvas 1999/5/EK 
bûtiskajâm prasîbâm un citiem ar to saistîtajiem noteikumiem.

Lithuanian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deklaruoja, kad šis gaminys tenkina 1999/5/EB Direktyvos 
esminius reikalavimus ir kitas šios direktyvos nuostatas.

Polski Firma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deklaruje z pe³n¹ odpowiedzialnoœci¹, ¿e ten 
produkt spe³nia podstawowe wymagania i odpowiada warunkom zawartym w 
dyrektywie 1999/5/WE.

Slovak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týmto vyhlasuje, že tento výrobok vyhovuje technickým 
požiadavkám a ïalším ustanoveniam smernice 1999/5/ES, ktoré sa na tento výrobok 
vzt’ahujú.

Slovenšèina Družba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s tem izjavlja, da je ta naprava skladna z bistvenimi 
zahtevami in drugimi ustreznimi doloèili direktive 1999/5/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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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n MIC statement

If this symbol appears on your product, the accompanying statement is applicable.

水銀聲明

本產品之燈管中含有水銀 (<5mg Hg)。水銀處置方式可能受環境考量之法規拘束。如需處置或回收相關資訊，請
聯絡當地的電子業聯盟機構：www.eiae.org。

其他電信注意事項

Notice to users of the Canadian telephone network

This product meets the applicable Industry Canada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The Ringer Equivalence Number (REN) is an indication of the maximum number of terminals allowed to be 
connected to a telephone interface. The terminus of an interface may consist of any combination of devices, 
subject only to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 sum of the RENs of all the devices does not exceed five. The modem 
REN is located on the rear of the equipment on the product labeling.

Telephone companies report that electrical surges, typically lightning transients, are very destructive to 
customer terminal equipment connected to AC power sources. This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major nationwide 
problem.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customer install an appropriate AC surge arrestor in the AC outlet to which 
this device is connected. An appropriate AC surge arrestor is defined as one that is suitably rated, and certified 
by UL (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another NRTL (Nationally Recognized Testing Laboratory), or a recognized 
safety certification body in the country/region of use. This is to avoid damage to the equipment caused by local 
lightning strikes and other electrical surges.

This equipment uses CA11A telephone jacks.

Notice to users of the New Zealand telephone network

The following are special conditions for the Facsimile User Instructions.

The grant of a telepermit for any item of terminal equipment indicates only that Telecom has accepted that the 
item complies with minimum conditions for connection to its network. It indicates no endorsement of the 
product by Telecom, nor does it provide any sort of warranty. Above all, it provides no assurance that any item 
will work correctly in all respects with another item of telepermitted equipment of a different make or model, nor 
does it imply that any product is compatible with all of Telecom's network services.

This equipment shall not be set up to make automatic calls to the Telecom's 111 Emergency Service.

This equipment may not provide for the effective hand-over of a call to another device connected to the same 
line.

This equipment should not be used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that may constitute a nuisance to other Telecom 
customers.

Some parameters required for compliance with Telecom's telepermit requirements are dependent on the 
equipment (PC) associated with this device. The associated equipment shall be set to operate within the 
following limits for compliance to Telecom's specifications:

• There shall be no more than 10 call attempts to the same number within any 30 minute period for any 
single manual call initiation, and

• The equipment shall go on-hook for a period of not less than 30 seconds between the end of one attempt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next call attem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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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quipment shall be set to ensure that automatic calls to different numbers are spaced such that there 
is not less than 5 seconds between the end of one call attempt and the beginning of another.

South Africa telecommunications notice

This modem must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an approved surge protection device when connected to the 
PSTN.

Using this product in Germany

This product requires a German billing tone filter (Lexmark part number 14B5123) to be installed on any line 
which receives metering pulses in Germany. Metering pulses may or may not be present on analog lines in 
Germany. The subscriber may request that metering pulses be placed on the line, or can have them removed 
by calling the German network provider. Normally, metering pulses are not provided unless specifically 
requested by the subscriber at the time of installation.

Using this product in Switzerland

This product requires a Swiss billing tone filter (Lexmark part number 80D1877) to be installed on any line 
which receives metering pulses in Switzerland. The Lexmark filter must be used, as metering pulses are 
present on all analog telephone lines in Switzerland.

German GS mark notice

Model: Lexmark X34x Series

Machine type: 7003-xxx

Mailing address

Lexmark Deutschland GmbH

Postfach 1560 

63115 Dietzenbach

Physical address

Lexmark Deutschland GmbH

Max-Planck-Straße 12

63128 Dietzenbach

Phone: 0180 - 564 56 44  (Product Information)

Phone: 01805 - 00 01 15 (Technical Support)

E-mail: internet@lexmark.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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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干擾程度 (Noise emission levels)

下列測量單位係依 ISO 7779 規定製出，並依 ISO 9296 規定提出報告。

印表機能量消耗

下表記錄本印表機的耗電量性質。

上表列出的耗電量層級代表平均時間的測量結果。瞬間用電量可能實際上要高於平均值。

省電模式

本印表機備有節省能源模式，此模式稱為省電模式。「省電模式」相當於「EPA 睡眠模式」。當印表機處於非作
用中狀態的時間過長時，「省電模式」會降低耗電量，以節省能源。「省電模式」會在印表機於指定時間（稱為
「省電模式逾時」）內沒有任何活動時自動啟動。Lexmark X340 省電模式逾時的出廠預設值為 30 分鐘。

您可使用印表機配置功能表來修改「省電模式逾時」，其值介於 1 分鐘與 240 分鐘之間。「省電模式逾時」設成
較低的值可以降低能量消耗，但會增加印表機的回應時間。「省電模式逾時」設成較高的值可以加速回應，但會
使用較多的能源。

能量耗用總量

計算印表機的能源總用量，有時頗有用處。由於電源用量聲明是以瓦 (Watt) 作為電力單位，因此電源用量的計
算應乘以印表機在每個模式下所花費的時間，才能計算出能源用量。印表機的能源用量總計是每個模式的能源用
量總和。

1 公尺平均音壓，dBA

列印中 52 

掃描中 48 

複印中 52 

閒置中 30 

模式 說明 電源用量

列印中 印表機正在產生印刷本輸出 420 瓦

備妥 印表機正在等待列印工作 70 瓦

省電模式 印表機處於節省能源模式 13 瓦

關機 印表機電源線已插入電源插座，但開關
關閉

0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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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STAR

廢電子 / 電機產品 (WEEE) 指令

WEEE 標誌宣告歐盟各會員國對電子產品所制定的特定回收計晝與程序。本公司支持這項規範，並鼓勵客戶回
收我們的產品。如果您對回收的選擇方式有進一步的問題，歡迎您造訪 Lexmark 網站 (www.lexmark.com)，得
知您當地經銷商的電話號碼。

雷射通知標籤

本多功能複合機可能附貼雷射聲明標籤。

LUOKAN 1 LASERLAITE

VAROITUS! Laitteen käyttäminen muulla kuin tässä käyttoohjeessa mainitulla tavalla saattaa altistaa käyttäjän 
turvallisuusluokan 1 ylittävälle  näkymättömälle lasersäteilylle.

KLASS 1 LASER APPARAT

VARNING! Om apparaten används på annat sätt än i denna bruksanvisning specificerats, kan avnändaren 
utsättas för osynlig laserstrålning, som överskrider gränsen för laserklass 1.

雷射聲明

本多功能複合機係經過美國核可，符合 DHHS 21 CFR 二級規章之 J 級 I (1) 規定及 IEC 60825-1 規定的 I 級雷
射產品。

根據一級雷射產品的規定，此類產品不會對人體造成傷害。本多功能複合機所採用之 IIIb (3b) 級雷射只會產生 5
百萬分之一瓦特 (milliwatt) 、波長範圍 77 至 79.5 億分之一 (nanometer) 的鎵砷放射線 (gallium arsenide laser)。
使用者只要以正確方法操作及維護保養，並依照先前所述之維修方式進行修護，此多功能複合機與其雷射系統絕
不會產生 I 級以上的放射線，而對人體造成傷害。

高溫警告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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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opy Defaults （複印預設值）功能表 23

F
Fax Advanced （進階傳真）功能表 23
Fax Defaults （傳真預設值）功能表 24
FCC 聲明 94

P
Presto! PageManager 27

Q
QLINK, 使用 27

S
Speed Dial （快速撥號）按鈕 48

U
USB 連接埠 19

三畫
三合一碳粉匣組件 65
工作站 ID 49

四畫
文件

列印 39
掃描 55
傳真 43
載入自動送件器 36
載入至掃描器玻璃 37

五畫
功能表 , 控制面板

Copy Defaults （複印預設值） 23
Fax Advanced （進階傳真） 23
Fax Defaults （傳真預設值） 24

卡片 34

六畫
列印

一張上的多頁 40
已逐份列印的份數 40
文件 39
功能表報告 22
先最後一頁 41
信封 39
專用透明投影膠片 40

列印內容
使用 26
開啟 26
標籤 26

列印的疑難排解 84
回收 Lexmark 產品 70
多功能複合機無法列印或沒有 84
字元 , 輸入 50
安全資訊 2
安裝

其他送紙匣 11
控制面板面板罩 10
軟體 12, 13

自動送件器
紙張容量 36
載入原始文件 36

七畫
夾紙 76
夾紙和送紙錯誤的疑難排解 75
快速撥號

使用 48
設定 47

八畫
取消

使用 Stop （停止）按鈕 22
傳真工作 50

延遲傳送 44
放大影像 53
放射聲明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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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畫
信封

列印 39
載入 33

前蓋 18
前輸出凹槽 18
後出紙托盤 38
後蓋 19
後輸出槽 38
按鈕 , 控制面板 20
省紙功能 40, 52
重新分佈碳粉 63
面板罩 , 安裝 10

十畫
特殊響鈴型式 49
紙張

載入 28, 32
紙張尺寸 , 設定 35
紙張類型 , 設定 35
送紙匣 , 安裝 11

十一畫
專用透明投影膠片

列印 40
控制面板

安裝其他語言的面板罩 10
使用 20

控制面板功能表
Copy Defaults （複印預設值） 23
Fax Advanced （進階傳真） 23
Fax Defaults （傳真預設值） 24
導覽 22

控制面板按鈕 20
接收傳真

手動 46
自動 45

掃描
文件 55
使用電腦 55
配置其他應用程式 56
從應用程式 56
選項 59

掃描的疑難排解 88
掃描器玻璃

清潔 67
載入文件 37

清潔
多功能複合機的內部 68
多功能複合機的外部 67
掃描器玻璃 67

移除
軟體 74
碳粉匣 61

設定
快速撥號 47
特殊響鈴 49
紙張尺寸 35
紙張類型 35

軟體
Presto! PageManager 27
QLINK 27
列印內容 26
安裝 12, 13
重新安裝 74
移除 74

連接多功能複合機
至電話 15
至壁式電話插座 14

逐份列印份數 40, 52

十二畫
報告

功能表 22
傳真工作記錄 47
傳真呼叫記錄 47
傳真活動 47
電話簿 48

貼紙 33

十三畫
傳真

手動接收傳真 46
手動傳送 43
在排程的時間 44
自動接收傳真 45
自動傳送 43
至群組 （廣播） 44
取消傳真工作 50
延遲傳送 44
新增前置號碼 45
新增暫停 45
轉發 46

傳真工作記錄 47
傳真呼叫記錄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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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的疑難排解 89
傳真活動報告 47
傳送傳真

手動 43
在排程的時間 44
自動 43
至群組 （廣播） 44

感光鼓 , 更換 65
新增前置號碼 45
載入

手動輔助式送紙器 32
文件至自動送件器 36
卡片 33
信封 33
紙張 28, 32
送紙匣 28
專用透明投影膠片 33
掃描器玻璃的文件 37
貼紙 33

逾時選項 24
電子放射聲明 94
電源供應器連接埠 19
電話簿

列印 48
刪除快速撥號 48
搜尋 48
新增快速撥號 47
編輯 48

十四畫
疑難排解

列印 84
安裝 72
夾紙和送紙錯誤 75
掃描 88
傳真 89
複印 84
錯誤訊息 91

碳粉
不足 92
重新分佈 63

碳粉匣
回收 70
安裝 62
訂購 70
重新分佈碳粉 63
移除 61

碳粉匣 , 碳粉

回收 70
安裝 62
訂購 70
重新分佈碳粉 63
移除 61

碳粉匣錯誤 91
網站 8
網路設定 25

十五畫
廣播傳真 44
暫停 45
模式 , 變更 24
複印

已逐份列印的份數 52
文件 51
放大影像 53
縮小影像 53

複印的疑難排解 84

十六畫
噪音干擾程度 (Noise emission levels) 100
輸入字元 50
輸出位置

前輸出紙匣 38
後出紙托盤 38
選取 38

錯誤訊息
200 Paper Jam （200 夾紙） 92
201 Paper Jam （201 夾紙） 92
202 Paper Jam （202 夾紙） 92
241 Paper Jam （241 夾紙） 93
242 Paper Jam （242 夾紙） 93
251 Paper Jam （251 夾紙） 93
Change Cartridge （更換碳粉匣） 91
Change Media （更換材質） 91
Close Front Door （關閉前門） 91
Defective Toner Cartridge （不良的碳粉
匣） 91

Digital Line Detected（偵測到數位線路） 91
Fax failed （傳真失敗） 91
Insufficient Collation Area （逐份列印範圍不
足） 92

Load Manual （手動載入） 91
Load Media （載入材質） 91
Memory Full （記憶體已滿） 92
No Answer （未應答） 91
No Dial Tone （無撥號音）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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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conductor Near Life （感光鼓即將達到
使用期限） 92

Qlink Not Found （找不到 Qlink） 91
Replace Photoconductor（更換感光鼓） 92
Short Paper （紙張頁面小於列印區域） 92
Toner Low （碳粉不足） 92
Unsupported Toner Cartridge （不支援的碳
粉匣） 91

USB Not Connected （USB 未連線） 91
錯誤訊息的疑難排解 91

十七畫
縮小影像 53
鍵台 , 使用 50

十八畫
轉發傳真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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