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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事前準備

● 綫號機本体跟電腦用USB綫連接。

USB

● 開啓綫號機電源后選擇新畫面。

從電腦直接輸出打印（LM-550/LM-390）

1 編輯畫面的單元格内輸入文字。

2 按每個已經輸入文字的段落，設定連續打印次數/段落長度/文字大小。

3 完成文字輸入后，按  鈕， 
或者打開菜單欄的“檔案”而設定“列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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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定“列印”屬性内的“列印範圍”， 
“全長補正”等各種條件后， 點擊列印。 

請注意：“列印設定”是僅在LM-550A2打印套管時 

            候才顯示。

5 如有“請將本體設定為PC連接模式。”的顯示，點擊 
“OK”之前要做下面手續6的内容。

6 點擊“選用設定”，選擇“直接從ＰＣ列印”后按進行鍵。

 ◆LM-550   ◆LM-390

  

7 “請將本體設定為PC連接模式”的畫面上點擊“OK”爾開始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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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電腦轉發文件給綫號機（LM-550/LM-390）

1 輸入文字在編輯畫面上的單元格。

2 按每個已輸入文字的段落，設定連續打印次數/段落長度/文字大小。

3 完成文字輸入后，按工具欄裏  鈕，或者選擇菜單 

欄内的“發送”。

4 選擇“發送到印表機的輸入檔案”而點擊“OK”。

　

　
● 選擇右邊畫面的“保存在打印機的硬盤”時候，可以選
　 擇文件號碼而另存。
● 關於保存在打印機硬盤的文件數據，可以開啓舊檔而編
　 輯和列印。
●不能發送複數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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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有“請將本體設定為PC連接模式。”的顯示，點擊 
“OK”之前要做下面“手續6”的内容。

6 點擊“選用設定”，選擇“從ＰＣ轉存資料到ＬＭ” 
后按進行鍵。

 ◆LM-550   ◆LM-390

  

7 “請將本體設定為PC連接模式。”的畫面上點擊“OK” 
爾開始列印。

8 顯示“資料傳送成功。”后點擊“OK”

9 發送完成后，在綫號機屏幕上顯示已發送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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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設定對話窗
請選擇檔案選項的開啟新檔，或是列印設定。 
可顯示文件的基本資訊或是進行變更的設定。

印刷物／尺寸
列印目標與尺寸請由以下的表格組合選擇。

◆LM-550A2
印刷物 尺寸

MAX 套管 φ2.5, φ2.7, φ3.2, φ3.4, φ3.6, φ4.2, φ5.2, φ6.4, φ8.0

MAX Grip 套管 φ2.9, φ3.7

一般套管 φ1.5, φ2.0, φ2.5, φ3.2, φ3.6, φ4.2, φ5.2, φ 5.5, φ6.0, φ6.5, φ8.0

热收缩套管 φ2.0, φ2.5, φ3.2, φ3.6, φ4.2, φ5.2, φ5.5, φ6.0, φ6.5, φ6.8

非 PVC套管 φ3.2, φ3.6, φ4.2, φ5.2

椭圆形套管 φ2.5, φ3.2, φ3.6, φ4.2, φ5.2, φ5.5, φ6.5

贴纸 5.0mm, 9.0mm, 12.0 mm

ID 平板 2.5mm, 4.1mm, 4.6mm, 6.3mm, 9.0 mm

◆LM-550A

印刷物 尺寸
MAX 套管 φ3.2, φ3.6, φ4.2, φ5.2, φ6.4, φ8.0

一般套管 φ1.5, φ2.0, φ2.5, φ3.2, φ3.6, φ4.2, φ5.2, φ5.5,φ6.0, φ6.5, φ8.0

热收缩套管 φ2.0, φ2.5, φ3.2, φ3.6, φ4.2, φ5.2, φ5.5, φ6.0, φ6.5, φ6.8

非 PVC 套管 φ3.2, φ3.6, φ4.2, φ5.2

椭圆形套管 φ2.5, φ3.2, φ3.6, φ4.2, φ5.2, φ5.5, φ6.5

贴纸 5.0mm, 9.0mm, 12.0 mm

ID 平板 2.5mm, 4.6mm, 6.3mm, 9.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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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390/LM-380
印刷物 尺寸

MAX 套管 φ3.2, φ3.6, φ4.2, φ5.2, *1 (φ6.4)
非 PVC 套管 φ3.2, φ3.6, φ4.2, φ5.2
一般套管 φ2.5, φ3.2, φ3.6, φ4.2, φ5.2, φ5.5, *2 (φ6.0, φ6.5)
热收缩套管 φ2.5, φ3.2, φ3.6, φ4.2, φ5.2, φ5.5 *2 (φ6.0, φ6.5)
贴纸 5.0mm, 9.0mm, 12.0 mm

*1 φ6.4 只在選擇LM-390時有效。 
*2 φ6.0,φ6.5 只在選擇LM-390時有效。

列印模式 由段落列印、長度列印選擇。
因選取的印刷模式不同，可變更設定項目。

段落長度
由自動、指定選擇。只適用於段落列印。

自動 根據各段落的屬性資訊(文字高度，文字寬度等)，
將自動計算段落長度。在編輯畫面，無法變更段落長度。

指定 各別指定段落。 
預設值為偏好設定所指定的段落長度。

文字高度 ◆LM-550A2
請自 標準 特別緊縮 高度固定 OFF 中選擇。
【自動】是段落打印設定時候有效
文字高度自動功能的類型

字符 字距
行距高度 寛度

標準 自動 固定* 闊

特別緊縮 自動 自動 自動

高度固定 固定 自動 自動

OFF 固定 固定 固定

*1.3 毫米高度的字符寛度會自動調整。

◆LM-550A/LM-390
由自動、指定來選擇。自動只適用於段落列印。

自動 根據各段落的屬性資訊(文字高度，文字寬度等)，
將自動計算段落長度。在編輯畫面，無法變更段落長度。

指定 各別指定段落。
預設值為偏好設定所指定的段落長度。

選擇LM-390時，如果已經在印刷物上選擇了貼紙，則不能設定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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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方式 選擇自動半切，實線，虛線，不切。 
根據印刷物、尺寸、列印模式的組合，各選擇項將會切換至有效或無效。

印字長度
由指定數值、自動選擇。只適用於長度列印。

自動 各段落的純文字檔與文字高度、由文字寬度自動計算。

指定 選取自動的話數值為無效。 
可指定10～300mm的範圍。

连续 指定連續印字的個數數值。  
只適用於長度列印。

LM-550A2系列；可以設定1-300
LM-550A/LM-390系列；可以設定1-100

文字配置 選擇中央、前、後。 
只適用於長度列印。

留白 指定左右留白的數值。 
可指定2～30mm的範圍。 
只適用於長度列印。

印字方向 選擇橫式、直式。

字距 選擇標準、緊縮、連接、加寬。

行距 選擇標準、緊縮、連接、加寬。

加框 選擇確定、取消。

字體選擇 您可以自 標準字體 清晰字體 四方形字體 越南文字 中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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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畫面
主畫面由標題列，菜單欄，工具列，狀態列的編輯畫面所組成。

標題列

菜單欄
工具列

編輯畫面

狀態列

標題列 應用程式Letatwin線號大師與其他編輯中的文件。 文件名為「LMPC(數
字)」的話即表示文件尚未儲存。

菜單欄 菜單欄由檔案選項，編輯選項、段落選項，視窗選項，說明選項所組成。 點
選各選項即可使用Letatwin線號大師的各項功能操作。

工具列 開啟新的文件，讀取／儲存，編輯等常用指令時，無需從選項列選點選，
可由工具列直接執行。

狀態列 選項內的游標，會在左側顯示簡單的說明列。 或是在右側顯示鍵盤的狀態。

編輯畫面 每一文件只能顯示一個編輯畫面，可開啟複數的文件，個別進行編輯。  
另外，開啟複數文件的時候，使用視窗選項，即可切換欲編輯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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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單欄

檔案選項

開啟新檔 在Letatwin線號大師中欲建立新的檔案時，請選擇檔案選項的開啟新檔。
當列印設定(開啟新檔)對話窗顯示，請進行新文件的基本設定，點擊確定
即可。
其後即會自動顯示編輯畫面。
或是由啟動Letatwin線號大師時所顯示的列印設定(開啟新檔)對話窗亦可
建立新的檔案。

開啟舊檔 開啟已存在的Letatwin線號大師檔案，進行編輯。

由檔案選項開啟舊檔，或是由工具列的  選擇。 
當開啟對話窗顯示時，指定既已存在的檔名，點擊開啟即可。
可以在Letatwin線號大師開啟的檔案格式為，[Letatwin線號大師檔案形
式 (*.LMF)]，或[CSV檔案形式 (*.CSV)]。
Letatwin線號大師中可同時編輯複數的文件，不須結束其他檔案，即可任
意開啟其他指定的檔案。
切換編輯中的文件時，請選擇視窗選項下的編輯中的文件名稱。

關閉檔案 結束編輯中的文件。 編輯指令尚未結束或是尚未儲存的文件，結束前會顯
示提醒儲存的資訊。 按下確定按鍵，即可儲存。 請參考儲存檔案。

儲存檔案 Letatwin線號大師中編輯的資訊，以[Letatwin線號大師檔案形式 
(*.LMF)]，或[CSV檔案形式 (*.CSV)]儲存。請選擇檔案選項的儲存檔案。
相同檔名的資訊將被覆蓋儲存。（覆蓋儲存之際，既已存在的資訊將會被
同步更新成最新資訊。)請注意，不會顯示再確認的訊息。

另存新檔 建立新的名稱儲存檔案。
請選擇檔案選項的另存新檔。
當選擇儲存位置的畫面顯示時，請指定欲儲存的硬碟，
或USB隨身碟/CF卡等。

[儲存於硬碟]
1． 顯示另存新檔對話窗。
2． 請指定儲存位置與檔名。
3． 點擊儲存即進行儲存。
[保存到USB隨身碟/CF卡]
1． 保存到USB隨身碟/CF卡對話框顯示。
2． 請指定要保存的USB隨身碟/CF卡/驅動、資料夾的位置、檔名。
3． 點擊儲存即進行儲存。

注意！選擇 LM-550/LM-390 時是保存到 USB 隨身碟,選擇 LM-380 時
         是保存到 CF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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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檔案 在編輯中的文件插入指定的檔案。 目前選取的段落即為插入位置。 當開啟
對話窗顯示時，指定既已存在的檔名，點擊開啟即可。 可插入的檔案格式
為，[Letatwin線號大師檔案形式 (*.LMF)]，
或是[CSV檔案形式 (*.CSV)]。

列印設定 編輯中文件的列印設定。 當列印設定對話窗顯示，即可確認編輯中文件的
設定資訊，或是進行變更。

發送 *本功能只在選擇LM-550/LM-390時有效。

通過線號機 PC編輯器向LM-550/LM-390發送時，選擇檔案菜單中的發
送。 發送對話框顯示，可以選擇發送／保存。 選擇保存後，編輯中的檔案
被保存到主機的記憶體中。（指定存儲編號）

注意！要發送到LM-550/LM-390，需要事先安裝LM-550/LM-390的驅動。
注意！需要將LM-550/LM-390主機的通信模式改為PC通信模式。

打印 *本功能只在選擇LM-550/LM-390時有效。

通過線號機 PC編輯器使用LM-550/LM-390列印時，選擇檔案菜單中的列
印。這時會顯示列印對話框，請在這裡設定列印條件、執行列印。

注意！如果要使用LM-550/LM-390列印， 
         需要事先安裝LM-550/LM-390的驅動。
注意！需要將LM-550/LM-390主機的通信模式改為PC通信模式。

全長預覽 您可以預覽全長的打印內容

偏好設定 Letatwin線號大師的偏好設定。
當偏好設定對話窗顯示，即可進行設定。

結束 結束Letatwin線號大師。
選擇主畫面控制列的關閉檔案即可。
編輯中的文件尚未儲存的話，結束前會顯示提醒儲存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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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V 檔案形式
在Letatwin線號大師中，各段落的各列，被逗號區分的資訊能被段落屬性自動辨識分類，進而
讀取或保存。

段落屬性自動辨識分類

CSV檔案內的行位置 段落属性

第1行 第1行

第2行 第2行

第3行 第3行

第4行 第4行

第5行 連續

第6行 段落長度

儲存 CSV 檔案形式
在Letatwin線號大師中以CSV檔案形式儲存的時候，可以儲存的文字數沒有限制，但特殊符號
會被置換為全形空白，另外，連續數字也會展開後再儲存。

讀取 CSV 檔案形式
從檔案選項的開啟舊檔指定CSV檔案形式時，最大可讀取6行×300列。 CSV檔案內不存在的
資訊，全部內建成預設值。 Letatwin線號大師中不對應的字元會被置換為全形空白，另外半形
英數文字會被置換成全形文字後再讀取。
*LM-550A2系列；可以設定到999行

插入 CSV 檔案形式
從檔案選項的插入檔案指定CSV檔案形式時，最大可讀取6行×300列。（編輯中文件為長度列
印時，則可讀取4行×300列。) CSV檔案內不存在的資訊，全部內建成預設值。 Letatwin線號
大師中不對應的字元會被置換為全形空白，另外半形英數文字會被置換成全形文字後再讀取。 
*LM-550A2系列；可以設定到999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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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選項

復原 將編輯中的文件回復至上ㄧ個操作指定的狀態。 每文件最大可以復原至前
16次。 若是沒有上ㄧ個操作指令即為無效。

取消復原 將編輯中的文件的復原指令重新操作。 每文件最大可以重做16次。 若是
沒有重做指令即為無效。

剪下 將編輯中的文件所選取的儲存格或是段落剪下，暫貼至剪貼簿。 被剪下的
儲存格或是段落可以被格式化，再由編輯選項下的貼上來貼上。 請參考編
輯儲存格，或編輯段落。

複製 將編輯中的文件所選取的儲存格或是段落複製，暫貼至剪貼簿。 被複製的
儲存格或是段落，可由編輯選項下的貼上來貼上。 請參考編輯儲存格，或
編輯段落。

貼上 將編輯中的文件所選取的儲存格或是段落，由編輯選項下的剪下或複製指
令所擷取並暫存在剪貼簿之內的資料貼上。 若是剪貼簿無可用資料本指令
無效。請參考編輯儲存格，或編輯段落。

貼上文字
  將剪貼簿上的純文字資料貼上。

貼上格式
  將剪貼簿上的格式資料貼上。
  只適用於選取的段落。

連續數字 在編輯中的文件選取儲存格，插入連續數字。
連續數字既已存在之時，則由編輯選項進行操作。
當連續數字對話窗顯示時，請設定連續數字。
所選取儲存格的段落屬性只適用於第1～4行。

連續數字的最多設定範圍

LM-550A2 LM-550A/LM-390

1段落 1檔案 1段落 1檔案

段落列印 3 45 1 15

長度列印 1 1 1 1

加框 對編輯中的文件進行框線有無之設定。
加框的詳細設定只適用於單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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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號 將編輯中的文件第1～4行的段落屬性所輸入的整份文件之最後，附加句號
(".")，或是取消。句號的詳細設定只適用於單一文件。

增加
  在文件最後增加句號(".")。
  已有句號存在的儲存格與空白儲存格皆無法追加句號。

取消
  將文件最後的句號(".")刪除。
  無句號之文件與空白儲存格皆無法刪除句號。

特殊符號 在編輯中的文件所選取的儲存格特殊符號。
當特殊符號對話窗顯示後，請輸入符號。
所選取儲存格的段落屬性只適用於第1～4行。

特殊字母 在編輯中的文件所選取的儲存格特殊字母。
當特殊字母對話窗顯示後，請輸入特殊字母。
所選取儲存格的段落屬性只適用於第1～4行。

段落長度排序 將編輯中的文件的，印字間距等長的各段落進行排序。
段落長度排序的詳細設定只適用於單一文件。

刪除 將編輯中的文件所選取的儲存格或是段落的資訊刪除。
被刪除的儲存格或是段落會格式化。
請參考編輯儲存格，或編輯段落。

全部改變 將編輯中文件的段落屬性（文字高度、文字寬度、連續、段落長度）進行全部
變換。
當全部改變(段落屬性名稱)對話窗顯示，請設定其屬性。
選擇連續、段落長度的時候，雙擊儲存格編輯的各列標題，也可執行全部變
換。 全部改變只適用單一文件。

文字高度
  當全部改變(文字尺寸)對話窗顯示，即可執行文字高度的全部變換。

文字寬度
  當全部改變(文字寬度)對話窗顯示，即可執行文字寬度的全部變換。

連續
  當全部改變(連續)對話窗顯示，即可執行連續的全部變換。
  注意！ 無法適用於長度列印。

段段落長度
  當全部改變(段落長度)對話窗顯示，即可執行段落長度的全部變換。
  注意！無法適用於長度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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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選項

插入段落 在編輯中的文件插入新空白段落。 目前選取的段落即為插入位置。 
若是選取了複數以上的段落，只會插入所點選的段落數。 
請參考編輯段落。

刪除段落 在編輯中的文件點選欲刪除的段落即可。 
若是選取了複數以上的段落，只會刪除所點選的段落數。 
請參考編輯段落。

窗口視窗選項菜单

新增視窗 將編輯中的文件複製，建立新的文件。

並排顯示 編輯中的所有文件可以上下並排顯示。

編輯中的文件名稱 請選擇欲最先顯示之文件。
請選擇欲表示的文件名稱。

說明選項

說明主題 顯示Letatwin線號大師的說明。

關於 顯示Letatwin線號大師的版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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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列
顯示於選項列下方。 
開啟新檔的文件，讀取／儲存，編輯等常用指令時，無需從選項列選點選，可由工具列直接執行。

開新檔案。

開啟舊檔。

儲存編輯中的文件。

只在選擇LM-550/LM-390時有效。將操作過程中的檔案發送到LM-550/LM-390。
請參考檔案的發送。

只在選擇LM-550/LM-390時有效。將操作過程中的檔案進行列印。請參考檔案的
列印。

顯示全體預覽畫面

復原上一個動作（因操作問題亦可能有無法復原的指令）。

取消復原上一個動作（因操作問題亦可能有無法重做的指令）。

剪下選擇的範圍，暫存至剪貼簿。

複製選擇的範圍，暫存至剪貼簿。

將剪貼簿上的文字檔貼上選擇的範圍。

將剪貼簿上的格式檔貼上選擇的範圍。

編輯中文件的加框或取消的切換設定。

编辑中的文件加框设定的有效/无效切换。

輸入特殊符號。

輸入特殊字母。

編輯中文件的段落，以印字間距為基準排序。



16

連續數字對話窗
請選擇編輯選項的連續數字。
即可進行連續數字的設定。

在編輯中的文件選取儲存格，插入連續數字。
連續數字既已存在之時，則由編輯選項進行操作。
當連續數字對話窗顯示時，請設定連續數字。
所選取儲存格的段落屬性只適用於第1～4行。

連續數字的最多設定範圍

LM-550A2 LM-550A/LM-390

1段落 1檔案 1段落 1檔案

段落列印 3 45 1 15

長度列印 1 1 1 1

模式 
請由列表選擇連續數字的模式。 可用的模式為8進位、 
10進位、16進位、英文字母進位。

列印 
正常（奇數，偶數）, 奇數, 偶數

開始／結束 
請指定連續數字的開始／結束之數值（文字）。  
可用的範圍會因模式而相異。

模式 指定可能的範圍

8進位 0 - 7777(顯示8進位)

10進位 0 - 9999 (顯示10進位)

16進位 0 - ffff (顯示16進位)

英文字母進位 A – Z / a - z

若欲指定連續數字表示的位數，請於開始與結束的位數較少的一方的前面加入"0"。 
若在數字的前面追加"0"之後造成位數相同，亦可變更連續數字表示的位數。 
可指定1～4位數（無法指定英文字母進位）。

開始的數值（文字）小於結束的話，為遞增。 
開始的數值（文字）大於結束的話，為遞減。 
開始的數值（文字）與結束相同的話，只設定開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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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符號
請選擇編輯選項特殊符號。 
亦可輸入 Letatwin 線號大師的專用符號。

在編輯中的文件所選取的儲存格特殊符號。 
當特殊符號對話窗顯示後，請輸入符號。 
所選取儲存格的段落屬性只適用於第 1 ～ 4 行。

群組
可以使用的Letatwin線號大師專用符號，登錄在各群組內。

可以使用的群組名稱為
數字 、 加圓框英文字母 、 單位符號 、 事務符號 、 上付文字 、 下付文字 、
電設符號（１）、 電設符號（２） 、 電設符號（３） 、 筆記體字母 、 希臘字母 。

當對話窗顯示時，為上次所開啟的群組所設定的狀態。

特殊符號清單
當切換群組的選擇時，各群組所登錄的專用符號的圖案會以清單顯示。 
選擇欲輸入的符號，點擊插入按鍵即可插入。 
或是雙擊專用符號的圖案亦可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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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字母對話窗
請選擇編輯選項的特殊字母。 
即可輸入特殊字母。

在編輯中的文件所選取的儲存格特殊字母。 
當特殊字母對話窗顯示後，請輸入特殊字母。 
所選取儲存格的段落屬性只適用於第1～4行。

特殊字母清單
可使用的特殊字母圖示以清單表示。 
選擇欲輸入的特殊字母，點擊插入按鍵即可。 
或是雙擊特殊字母的圖示亦可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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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長預覽畫面

工具列

將正在輸入的檔案發送到線號印字機，您可以在線號印字機上操作打印。

將正在輸入的檔案發送到線號印字機而直接開始打印。

放大預覽圖像

縮小預覽圖像

放大縮小預覽圖像

顯示全體印刷物

根據屏幕的高度而顯示印刷物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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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畫面
編輯畫面由儲存格編輯，內容編輯，預覽表示所組成。

預覽表示

儲存格編輯

內容編輯分

儲存格編輯 位於編輯畫面左上方，由行與列組成的儲存編輯格功能區。
進行輸入文字等主要編輯指令的操作。

內容編輯 位於編輯畫面右上方。
顯示儲存格編輯所選擇的儲存格之屬性資訊，或是進行編輯。

預覽表示 位於編輯畫面下方。  
顯示儲存格編輯所選擇的儲存格之印字圖示。 

您可以自工具欄中的  確認整個圖像。

注意！長度列印的話，將會顯示連結所有段落的印字圖示。

注意！根據所選擇的儲存格之設定值，超出印字範圍時將無法預覽。

注意！所選擇的儲存格若有連續數字設定，則只顯示連續數字設定的前面值。

注意！預覽只是概略的情況，與實際的列印結果會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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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格編輯（編輯畫面）

文件資訊欄 輸入文字欄

選擇儲存格位置欄

段落屬性名

段落號碼

文件資訊欄 顯示文件資訊（印刷物，印刷目標大小，印刷列印）。 此資訊無法直接變
更。 若要改變，請選擇檔案選項的列印設定。

選擇儲存格
位置欄

顯示選取的儲存格位置。 若需變更儲存格位置，請點擊其儲存格，即可透過
游標移動。

輸入文字欄 顯示選取的儲存格文字，或是進行編輯。 點擊它即可開始編輯，按下[Enter]
鍵完成變更。

注意！ 若文字有包含連續數字或特殊符號的時候，其將會個別顯示"
　　　[連續數字]"，"[特殊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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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儲存格
選擇儲存格
點選儲存格編輯欄。 拖曳儲存格，即可選取連續且複數的儲存格。 被選取的儲存格會反白顯示。

注意！ 連續與段落長度的行，只有同行可以選取複數

列為段落，行為段落屬性。 列標題為段落號碼，行標題為段落屬性名。 
行列的尺寸可由各標題間的拖曳來變更大小。（行的尺寸只能變更第1～4行）。 
顯示與編輯的最大數值是固定的，段落數為300，段落屬性數為6。
LM-550A2系列可以最多輸入999個段落。

段落屬性

屬性名 內容

第1行 顯示段落內的第1行的文字。 
輸入文字欄的編輯或其他，直接雙擊點選或是按[F2]鍵亦可進行編輯。 
注意！ 若文字有包含連續數字或特殊符號的時候，其將會個別顯示"[連續數
字]"，"[特殊符號]"。

第2行 顯示段落內的第2行的文字。 
輸入文字欄的編輯或其他，直接雙擊點選或是按[F2]鍵亦可進行編輯。
注意！ 若文字有包含連續數字或特殊符號的時候，其將會個別顯示"[連續數
字]"，"[特殊符號]"。

第3行 显示段落的第3行的文本。 
可在文本输入栏编辑，也可以双击或按[F2]直接进行编辑。
注意！ 若文字有包含連續數字或特殊符號的時候，其將會個別顯示"[連續數
字]"，"[特殊符號]"。

第4行 顯示段落內的第4行的文字。 
輸入文字欄的編輯或其他，直接雙擊點選或是按[F2]鍵亦可進行編輯。
注意！ 若文字有包含連續數字或特殊符號的時候，其將會個別顯示"[連續數
字]"，"[特殊符號]"。

連續 顯示段落的連續，直接雙擊點選或是按[F2]鍵可進行編輯。  
可指定範圍1～100個。(LM-550A2 : 1-300個)

注意！ 輸入文字欄無法編輯。
注意！ 長度列印時也無法編輯。

段落長度 顯示段落的段落長度，直接雙擊點選或是按[F2]鍵可進行編輯。 
設定的範圍與印刷物的設定不同。
　套管類 : 10.0-60.0mm(LM-550A),10.0-150.0mm(LM-550A2)
　貼紙 : 4.0-60.0mm (LM-550A),3.5-60.0mm (LM-550A2)
　ID平板：4.0-60.0mm

注意！ 輸入文字欄無法編輯。 
注意！ 長度列印時也無法編輯。

底線 顯示段落的底線,直接雙擊點選或是按[F2]鍵可進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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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編輯指令】
選擇個別或是複數的儲存格時，進行以下的編輯功能。

編輯指令 編輯指令

剪下
將選取的儲存格資訊剪下，暫存至剪貼簿。 儲存格格式化。 可被剪下
的儲存格資訊為，第1～4行的文字，（包括連續數字，特殊符號），文
字高度，文字寬度，連續，段落長度。

複製
將選取的儲存格資訊複製，暫存至剪貼簿。 可被複製的儲存格資訊為，
文字（包括連續數字，特殊符號），文字高度，文字寬度，連續，段落
長度。

貼上文字

將暫存在剪貼簿的儲存格資訊貼至選取的段落。 可被貼上的儲存格資訊
為，第1～4行的文字，（包括連續數字，特殊符號），文字高度，文字
寬度，連續，段落長度。
注意！ 被複製的儲存格屬性若與貼上目標的儲存格屬性不一致的話則無
法貼上。

刪除
選取的儲存格之儲存格資訊格式化。 可被刪除的儲存格資訊為，第1～
4行的文字，（包括連續數字，特殊符號），文字高度，文字寬度，連
續，段落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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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選項
在Letatwin線號大師中編輯段落。 

選擇段落
點選儲存格編輯欄的段落號碼。
拖曳段落號碼可以選擇複數的段落。
選取段落，全部的段落屬性的儲存格會反白顯示。

編輯段落
點選段落，進行以下的編輯功能。

編輯指令 操作方法

剪下
將點選的段落之段落資訊剪下，暫存至剪貼簿。 段落格式化。 可
被剪下的段落資訊為，第1～4行的文字，（包括連續數字，特殊符
號），文字高度，文字寬度，連續，段落長度，底線。

複製
將點選的段落之段落資訊複製，暫存至剪貼簿。 可被剪下的段落資訊
為，第1～4行的文字，（包括連續數字，特殊符號），文字高度， 
文字寬度，連續，段落長度，底線。

貼上文字
將暫存在剪貼簿的段落資訊貼至選取的段落。 可被貼上的段落資訊
為，第1～4行的文字，（包括連續數字，特殊符號），文字高度，
文字寬度，連續，段落長度，底線。

貼上格式
將暫存在剪貼簿的段落格式資訊貼至選取的段落。 
可被貼上的段落資訊為，第1～4行的文字高度，文字寬度，連續，
段落長度，底線。

刪除
將選取的段落之段落資訊。 可被刪除的段落資訊為，第1～4行的文
字，（包括連續數字，特殊符號），文字高度，文字寬度，連續，
段落長度，底線。

插入段落

目前選取的段落位置即為新空白段落插入的位置。 若是選取了複數
以上的段落，只會插入所點選的段落數。 新插入的段落會自動複製
原選取段落之段落資訊。 可複製的段落資訊為，第1～4行目的文字
高度與文字寬度，連續，段落長度，底線。

刪除段落 刪除選取的段落，全部段落往上移。 若是選取了複數以上的段落，
只會刪除所點選的段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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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編輯（編輯畫面）

選擇儲存格位置 顯示選取的儲存格位置。
注意！ 選取的儲存格只顯示第1～4行。

文字高度 顯示選取的儲存格的文字高度。 
可以由清單選擇直接改變寬度。
注意！ 選取的儲存格只顯示第 1 ～ 4 行。
注意！ 在列印設定對話窗下，自動設定的文字高度將無法改變。

文字寬度 顯示選取的儲存格的文字寬度。 
可以由清單選擇直接改變寬度。
注意！ 選取的儲存格只顯示第 1 ～ 4 行。 
注意！ 在列印設定對話窗下，自動設定的文字高度將無法改變。

連續數字 只顯示有連續數字的儲存格。 
只能參考無法直接改變。 
若需改變，請選擇編輯選項的連續數字。

文件信息 顯示列印設定對話窗的設定資訊。 
只能參考無法直接改變。 
若要改變，請選擇檔案選項的列印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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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對話框
選擇檔案菜單中的列印，顯示這個對話框。 
可以設定列印的條件、執行列印。

列印設定
“列印設定”是僅在LM-550A2打印套管時候才顯示。

“ 180度迴轉列印”：套管段落成對列印，第二段落迴轉180度。 （與正常列印設定比較，列印
段落的數量增加一倍） 
如果您要使用此功能，請在列印前在“編輯畫面”中把“連續”設定為一遍。

列印範圍
設定列印條件。只能在段落長度模式下設定。

控制 功能 設定範圍 初始值

套數 指定列印套數。 1~30 1

開始 指定輸入段落中開始列印的段
落號。 1~輸入最大段落號 1

結束 指定輸入段落中結束列印的段
落號。 1~輸入最大段落號 輸入最大段落號

全長補正*1 指定對於開始～結束段落的每
套列印全長所補正的長度。 *2 0.0mm

*1 : 全長補正為段落長度=只有在指定時有效。 
*2 : 全長補正的可設定範圍是-30.0到30.0mm，但是由於長度的補正會根據各個段落的留白量
　　進行調節， 所以，在列印範圍中指定的段落數不同，獲得的範圍也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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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設定列印條件。 
執行列印時的值會成為下次列印時的初始值。這裡給出安裝時的預設值。

控制 功能 設定範圍 預設值

名稱 顯示已存檔的文件 - -

半切位置 調整半切位置。 -2.0~2.0mm 0.0mm

上下印字位置 調整上下(Y方向)印字位置。 -10~+12 0

重複列印連續數字優先 指定重複和連續數字的列印順序。 重複優先or順序優先 重複優先

端頭空白段落 列印前空轉消耗品。 檢查 確定/取消 取消

低溫模式 指定為低速列印。 檢查 確定/取消 取消

印字濃度 調整印字濃度。 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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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設定對話窗
請選擇檔案選項的偏好設定。在此進行Letatwin線號大師的偏好設定。

文字高度 新增檔案時可由選項來設定文字高度的數值。 
可能的尺寸為1.3㎜、2.0mm、3.0mm、4.0mm、6.0mm。 
安裝時的預設值為，3.0mm。

文字寬度 新增檔案時可由選項來設定文字寬度的數值。 
可能的尺寸為標準、緊縮、擴大。 
安裝時的預設值為標準。

連續 開啟新檔時可由列印內容的區分來設定連續的數值。 
可能的指定範圍為1～100個。 (LM-550A2 : 1-300個)
安裝時的預設值會因列印內容的設定而相異。

列印內容的區分 預設值

套管 2個

貼紙 1個

段落長度 開啟新檔時可由列印內容的區分以0.1mm為單位來設定段落長度的數值。 
可能的指定範圍與安裝時的預設值會因列印內容的設定而相異。

列印內容的區分 預設值 指定可能的範圍

套管 20.0mm 10.0 - 150.0mm

貼紙 10.0mm   4.0 - 6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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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框的間距 单元框的初期设定时可以设定“紧缩”“标准”“ 加宽”。

字體選擇 關於字體的初期設定，您可以自 標準，清晰字體，四方形字體“或”越
南文字 中選擇。

列印參數 首先登錄基本設定（打印濃度/打印位置置/切斷位置），選擇打印物時
候可以設定基本設定。可以登錄的搭配是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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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鍵一覽

檔案選項 開啟新檔………………………………CTRL+N

開啟舊檔………………………………CTRL+O

儲存檔案………………………………CTRL+S

發送 * …………………………………CTRL+T

列印 * …………………………………CTRL+P
* 只在選擇 LM-550/LM-390 時運行。

編輯選項 復原……………………………………CTRL+Z

取消復原………………………………CTRL+Y

剪下……………………………………CTRL+X

複製……………………………………CTRL+C

貼上……………………………………CTRL+V

刪除……………………………………Delete

說明選項 說明主題………………………………F1

其他 編輯儲存格……………………………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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