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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電源線 感光滾筒和碳粉匣組件
(預先安裝)

USB 傳輸線

拆除機器的包裝材料

由此開始

第一次使用本機器之前，請先閱讀此快速安裝指南，以安裝機器。
若要查看其他語言版本的快速安裝指南，請造訪 
http://solutions.brother.com/。

4 列印測試頁

3 將紙張放入紙匣

印表機 LED 指示

警告代表潛在的
危險情況，如果不加以預防，
可能導致嚴重傷亡。

注意代表潛在的危險情況，如果不加以預
防，可能導致輕微或中度傷害。

 警告

塑膠袋是機器的包裝材料，而不是玩具。為避免窒息的危險，請將塑膠袋放在嬰兒及幼童拿
不到的地方，並妥善處理。

 註釋

機器四周請保留最小間隙，如圖所示。

100mm(20.1 in.)
100mm
(4 in.)

100mm
(4 in.) 120mm

(4.72 in.)

拆開機器的包裝，並檢查元件

 註釋

建議您留下原始包裝材料。•	
紙箱內的配件可能會因為國家而有所不同。•	
如果因為任何原因而必須運送機器，請以原始包裝材料重新包裝機器，以避免運送過程中造成任何損壞。應向運輸業者購買本機器足夠的•	
保險。如何重新包裝本機器，請參閱使用說明書中的包裝及運送機器。

為確保安全操作，必須將提供的插頭插入透過標準電源適當接地的標準電源插座。未接地的設備可能會造成觸電危險，並且可能造成過多•	
的電磁雜訊輻射。

USB 傳輸線
建議使用不超過 2 公尺 (6 英呎) 長的 USB 2.0 傳輸線 (A/B 型)。

印表機 LED 碳粉不足3 請更換碳粉匣4 碳粉用完 感光鼓快用完3 請更換感光鼓
元件

碳粉

感光鼓

錯誤

準備就緒

 
使用說明書

第 4 章 第 4 章 第 4 章 第 4 章 第 4 章

印表機 LED 蓋子被打開 
卡紙2

沒有紙張 感光鼓錯誤2 感光鼓停止 此故障需要
修理2

碳粉

感光鼓

錯誤

準備就緒

 
使用說明書

第 5 章 第 5 章 第 4 章 第 4 章 第 3 章

1   LED 將以 1 秒的間隔閃爍。
2   LED 將以 0.5 秒的間隔閃爍。
3   黃色 LED 將以亮起 2 秒、熄滅 3 秒的方式閃爍。
4   您可以將碳粉設定變更為連續模式。按啟動七次 (所有 LED 會閃爍兩次，然後準備就緒 LED 會亮起)。 
機器會連續列印，直到 LED 指示碳粉用完的訊息為止。

 左右輕輕搖晃數次，使組件內的碳粉均勻分佈。f. 

 將感光滾筒及碳粉匣組件裝回機器中。g. 

 取出感光滾筒及碳粉匣組件。e. 

 如圖所示，拆下感光滾筒上的橡皮圈。c. 

 如圖所示，拉出紙帶以移除防護材料。d. 

 重要事項

請勿在此時連接 AC 電源線。

 撕下機器外部的包裝膠帶，並且從朝下的出紙匣中取出乾燥劑。a. 
 注意

請勿食用乾燥劑。請立即丟棄。

 開啟前蓋。b. 

 將紙匣確實裝回機器中。務必將它完全放入機器中。e.  請將整疊紙張扇開以避免卡紙和進紙錯誤。c.  將紙匣完全拉出機器外。a. 
 按下綠色紙張卡榫釋放桿，滑動調整使其配b. 
合裝入的紙張尺寸。請務必讓該卡榫固定於
溝槽中。

此時進行

翻面以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

 按d. 啟動。機器將列印測試頁。請檢查測試頁是否正確列印。

 註釋

在您從電腦傳送的第一個列印工作完成後，將無法使用此
功能。

 開啟機器的電源開關。b. 
 機器暖機完畢後，c. 準備就緒 LED 將停止閃爍，並持續亮起綠燈。

 將 AC 電源線連接至機器，然後將插頭插入電源插座。a. 

閃爍：   或    或                      亮起：   或    或                      熄滅：  

印表機 LED 熄滅 休眠狀態 
深度休眠 

請等待 
降溫中1

準備就緒 接收資料 
剩餘資料2

碳粉

感光鼓

錯誤

準備就緒  
變暗

 註釋

對於 Legal 或 Folio 尺寸的紙張，按紙匣底端的釋放按
鈕，然後拉出紙匣的後端。(某些地區不提供 Legal 或 
Folio 尺寸的紙張。)

 關閉機器的前蓋。h. 

 將紙張放入紙匣中，並確定：d. 
紙張高度低於紙張上限標記 ( � b b b)。 
放入紙匣中的紙張過滿會造成卡紙。

列印面必須朝下。 �
紙張寬度調整卡榫必須接觸紙張側邊，才能正確 �
進紙。

2

1

http://solutions.brother.com/


5 對於 USB 介面傳輸線的使用者

現在已完成安裝。

 按照畫面指示完成f. 
設定。

 確認印表機電源已開啟，將 USB 傳輸線e. 
連接至標示 符號的 USB 接頭，然後將
傳輸線接至電腦。

 按照畫面指示進行安裝，直到提示插d. 
入 USB 線畫面出現。

按一下c. 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如果接受授
權合約，則按一下是。

 將安裝光碟放入光碟機中。出現提示時，選取您的機型和語言。b. 

 註釋

如果 Brother 畫面未自動顯示，移至我的電腦 (電腦)，並按兩下光碟
圖示，再按兩下 start.exe。

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

安裝之前

列印印表機設定頁 Brother CreativeCenter

發揮無限創意。若您使用 Windows 作業系統，請
按兩下桌面上的 Brother CreativeCenter 圖示，即
可前往本公司免費網站，其中提供許多可供個人及
專業用途的創意想法和資源。

Mac 電腦用戶可以由下列網頁位址存取 Brother 
CreativeCenter：
http://www.brother.com/creativecenter/

印表機設定頁列出所有目前的印表機設定。

 務必關閉前蓋，並插入電源線。a. 
 開啟機器的電源，等候機器進入準備就緒狀態。b. 
 在 2 秒內按c. 啟動3 次。機器將列印目前的印表機
設定頁。

確定電腦已開啟，並且以管理員權限登入。

 重要事項

如果有任何程式正在執行中，關閉這些程式。• 
畫面可能會因為作業系統而有所不同。• 

 註釋

對於 Windows Vista•	 ® 和 Windows® 7 的使用者，若使用者帳戶控制畫面
出現時，按一下允許或是。

視您的安全性設定而定，使用機器或其軟體時，Windows Security 或防•	
毒軟體視窗可能會出現。允許或許可視窗繼續進行。

XML 紙張規格印表機驅動程式•	  
從使用 XML 紙張規格文件的應用程式列印時，XML 紙張規格印表機
驅動程式是最適合的驅動程式。請造訪 Brother 解決方案中心，網址為 
http://solutions.brother.com/，以下載最新的驅動程式。

對於 Windows®

5安裝之前 對於 USB 介面傳輸線的使用者

對於 Mac OS X

現在已完成安裝。

 按一下f. 下一步。

 註釋

Brother 支援畫面出現時，選取您所需的項目，並
按照畫面指示進行。

 按照畫面指示進行，直到此畫面出現。從清單中選擇您e. 
的機器，然後按一下確定。

 按兩下 d. Start Here OSX 圖示。按照畫面指示進
行。

 註釋

需要幾分鐘的時間，安裝才會完成。

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

 將安裝光碟放入光碟機中。c. 
 將 USB 傳輸線連接至標示a. 

符號的 USB 接頭，然後
將傳輸線連接至 Macintosh。

 重要事項

如需您使用的 Mac OS X 的• 
最新驅動程式和資訊，請造訪 
http://solutions.brother.com/。
對於 Mac OS X 10.4.0 至 10.4.10 的使• 
用者，請升級為 Mac OS X 10.4.11 至 
10.6.x。

確實插入機器的插頭，並且將 Macintosh 
的電源開啟。您必須以管理員權限登入。

 重要事項

請勿將印表機連接至鍵盤上的 USB 連接埠或不供電的 USB  集線器。• 
請直接將印表機連接至電腦。• 

 確實開啟機器的電源開關。b. 

您可以從 Brother 解決方案中心下載您機器的最新驅動程式和公用程式，
網址為 http://solutions.brother.com/。

耗材

當控制面板上的耗材相關錯誤 LED 燈亮時，表示機器需要更換耗材。如需機器耗材的詳
細資訊，請造訪 http://www.brother.com/original/ 或聯絡當地的 Brother 經銷商。

碳粉匣：TN-420 / TN-450 感光滾筒：DR-420

 如需更換耗材，請參閱使用說明書中的更換耗材。

完成

完成

 關閉機器的電源，並確認機器未接上 USB a. 
傳輸線，接著開始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
若您已接上傳輸線，請先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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