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 brother blueBLACK

TC 無線網路快速設定手冊
本手冊提供指示，讓您能使用無線網路將在 ScanNCutCanvas 
(http://ScanNCutCanvas.Brother.com/) 中創建的資料傳送到裁切機以及將您在本機上編輯的資料儲存到 ScanNCutCanvas。 
如需關於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考「無線網路設定手冊」。

將本機連接至無線網路

註釋
您也可以使用「WLAN Assistant Wizard（WLAN 助理精靈）」(WAW) 應用程式將本機連接至無線網路。從 http://solutions.brother.com/snc2waw 下載該應用程式。根據顯示的指示進行設定。• 

為本機註冊 ScanNCutCanvas (「ScanNCut Online」設定)

XG4891-001

開始步驟因完成以上「將本機連接至無線網路」步驟 3 後出現的最後一個畫面而異。

情況 1：需要啟動 步驟 4 步驟 5

情況 2：不需要啟動 步驟 5
將顯示機器編號。

2

顯示第 6 頁，選擇「Network（網路）」圖示，然
後啟用 WLAN。

6

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ScanNCut Online」選單的「取得 PIN 
碼」。

畫面可能與實際畫面不同。* 

3
繼續進行以下的
「為本機註冊 
ScanNCutCanvas」。

選擇「Setup Wizard（設定精靈）」圖示，然後選擇 SSID。
輸入無線存取點 / 路由器的網路金鑰（密碼）。

無線網路連線符合 IEEE 802.11 n/g/b 標準並使用 2.4 GHz 頻率。* 

本機已註冊 
ScanNCutCanvas。
整個設定操作已完
成。

7

輸入機器編號以產生 PIN 碼。
在步驟 4，機器編號會出現在本機畫面上。* 

按一下「下一步」後，會出現四位數 PIN 碼。

4

準備「ScanNCut Online 啟動卡」與一枚硬幣，然後刮開線上啟動卡的銀膜。
輸入「ScanNCut Online 啟動卡」上的啟動碼。

將顯示機器編號。

註釋
視機型而定，本機可能不提供「ScanNCut Online 啟動卡」。在這個情況下，必須另購。• 
啟動碼不使用大寫字母「I」和「O」。• 
啟動碼僅適用於一次性啟動。不能再次使用相同的啟動碼。• 

8

在本機輸入四位數 PIN 碼。
這樣便完成本機的 ScanNCutCanvas 註冊（「ScanNCut Online」設定）。
出現設定畫面的第 7 頁，其中包含連結本機的 ScanNCutCanvas 登入 ID。

1

開啟 ScanNCut 機器，
然後按 。

5
    

從電腦或平板電腦登入 ScanNCutCanvas
（http://ScanNCutCanvas.Brother.com/）。

新用戶必須創建免費的 ScanNCutCanvas 帳戶。* 

註釋
如需關於傳輸資料的詳細資訊，請參考本手冊或「使用說明書」的背面。• 
您也可以壓按設定畫面第 7 頁「ScanNCut Online」旁邊的「Register（註冊）」，開始進行• 
「為本機註冊 ScanNCutCanvas」所述的程序。

將本機連接至無線網路

步驟 1 - 3

為本機註冊 ScanNCutCanvas
（「ScanNCut Online」設
定）

步驟 4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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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機讀取在 ScanNCutCanvas 中創建 / 編輯的資料
如需關於 ScanNCutCanvas 操作的詳細資訊，請按一下網頁頂部的 ，在電腦或平板電腦上參考 ScanNCutCanvas 的「說明」。

將從本機編輯的資料儲存到 ScanNCutCanvas

錯誤碼 原因 / 解決方法

Err-01 無線網路設定未啟動。
在本機上啟用無線網路功能。

Err-02 無法偵測到無線存取點 / 路由器。
當您進行無線設定時，暫時將本機放置在距離無線存取點約 1 公尺內。 -
如果您手動輸入了 SSID 和安全資訊，請嘗試重新輸入正確的資訊。 -

Err-03 本機不支援所選無線存取點 / 路由器使用的驗證 / 加密方法。
如需本機支援的驗證方法和加密模式的詳細資訊，請參考「無線網路設定手冊」中的「錯誤碼 / 錯誤訊息」。

Err-04 安全資訊（SSID / 網路金鑰（密碼））不正確。
請重新確認安全資訊（SSID / 網路金鑰（密碼））。

Err-05 無線安全資訊（驗證方法 / 加密方法 / 網路金鑰（密碼））不正確。
請重新確認「無線網路設定手冊」中「錯誤碼 / 錯誤訊息」的 Err-03 表中的無線安全資訊（驗證方法 / 加密方法 / 
網路金鑰（密碼））。

錯誤訊息 原因 / 解決方法

A network error occurred.
（網路發生錯誤。）

通訊時發生網路錯誤。
確定無線存取點 / 路由器是否開啟。 -
確定無線存取點 / 路由器的網路線是否已插入。 -

Cannot read the data.
Get the PIN code again and register to 
the machine.
（無法讀取資料。
重新取得 PIN 碼並註冊到本機。）

當您嘗試使用非註冊 ScanNCutCanvas 的機器傳送資料時，會出現此訊息。 -
已從 ScanNCutCanvas 取消機器註冊。 -

再次註冊要使用的機器。

Cannot save the data. 
Get the PIN code again and register to 
the machine.
（無法儲存資料。
重新取得 PIN 碼並註冊到本機。）

Unconnected to the network. 
Check the network connection status. 
（未連接網路。
檢查網路連線狀態。）

可能尚未建立網路連線。請稍等片刻，然後再試一次。

1
或者

開啟 ScanNCutCanvas，創建您想要傳送到本機的資料。
按一下「下載」。

您也可以從「我的設計」清單中下載花樣。* 
平板電腦上顯示的畫面會稍微不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考 ScanNCutCanvas 的「說明」。

2

按一下「ScanNCut Transfer」，將裁切資料傳輸到本機。

2

在 ScanNCutCanvas 中，按一下「我的設計」標籤或 。

從本機儲存的花樣會出現在「我的設計」畫面中。

如果沒有出現花樣，按一下* 可重新整理畫面。

3

壓按 讀取花樣。

1

將裁切資料從本機儲存到 ScanNCutCanvas。

錯誤碼 / 錯誤訊息
錯誤碼 / 錯誤訊息的原因和解決方案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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