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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歷程記錄

2020 年 12 月
• 下列項目的新增資訊：

– 儀表板詳細資料

– 印表機別名

– 「我的工作」及「所有工作」

2020 年 3 月
• 新增下列項目的指示：

– 使用 Print Management Console

– 複印

– 電子郵件

– 掃描

– 在 Macintosh 電腦上配置印表機共用

2018 年 2 月
• 新增實施之原則的相關資訊。

2017 年 6 月
• 新增下列資訊：

– 在 Macintosh 電腦上新增釋放機密列印佇列

– 傳送列印工作

– 釋放列印工作

2016 年 7 月
• 新增下列語言支援：巴西葡萄牙語、法語、德語、義大利語、日語、韓語、簡體中文、西班牙語和繁體中文。

• 新增多重網域支援的相關資訊。

2016 年 5 月
• 文件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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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覽
直接從電腦、行動裝置或印表機使用解決方案來管理佇列中的工作。

LexmarkTM 「列印管理就地部署」可搭配下列應用程式使用：

• 釋放機密列印—企業級列印解决方案，用於管理來自印表機、行動裝置或列印管理主控台的列印工作。

• 行動列印解決方案—應用程式，可直接從 AndroidTM 或 iOS 行動裝置將文件和影像傳送到透過網路連接的
Lexmark 印表機和伺服器。詳情請參閱 Lexmark 行動列印解決方案用戶手冊中有關您行動裝置的說明。

本手冊中會依情況交換使用列印和釋放兩個詞彙。

本文件提供有關解決方案之使用與疑難排解方式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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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rint Management Console
Print Management Console 是用於 Lexmark 列印管理的 Web 入口網站。您可以檢視、列印或刪除您的列印
工作，還能檢視您的原則和配額，以及新增代理人。您也可以在儀表板中檢視列印功能使用狀況的圖表。

存取列印管理主控台
請注意：若是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瀏覽器，請使用第 11 版或更新版本。

1 開啟 Web 瀏覽器，然後輸入下列其中一個 URL：

• http: //hostname: 9780/printrelease/

• https: //hostname/printrelease/

其中 hostname 是列印管理伺服器的主電腦名稱或 IP 位址。

請注意：我們建議您使用 https: // 進行安全連線。

2 使用您的認證登入。

請注意：在具有多個網域的環境中，請聯絡系統管理員以確認正確的網域。

使用 Print Management Console 功能
Print Management Console 功能包括儀表板使用狀況、列印佇列使用狀況、檢視原則與配額，以及更新帳戶
設定。

瞭解儀表板

使用儀表板功能，可檢視詳細說明您個人列印及複印使用狀況的圖表。細節可能包括彩色、雙面和列印頁數。
實際顯示的卡片是由您的管理員設定。

1 從 Print Management Console，按一下儀表板。

請注意：登入後依預設會顯示此儀表板功能。

2 每張卡片都會詳細說明您的管理員所設定的特定使用狀況計量。若要檢視卡片上的詳細資料，請按一下圖表。

3 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匯出。報告會以 CSV 格式匯出。

請注意：您也可以按一下 ，重新整理清單。

瞭解列印佇列

使用列印佇列功能來檢視所有已送出但尚未列印或刪除的工作。根據您的管理員所設定的配置，可能也會顯示
已列印的工作。如需其他資訊，請聯絡您的系統管理員。

1 從 Print Management Console，按一下列印佇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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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 若要過濾工作，按一下我的工作，然後選取所有工作或我的工作。

• 我的工作是您已送出的列印工作。

• 所有工作包含您的所有工作，以及您作為代理人的任何工作。

2 管理列印工作。

• 若要過濾清單，請在過濾欄位中輸入關鍵字，然後按一下 。

請注意：

– 請勿使用特殊字元或符號。

– 您只能過濾工作名稱、頁數和網站。

• 若要重新整理清單，請按一下 。

• 根據您的管理員所設定的配置，您可刪除、委派代理或列印送出的工作。如需其他資訊，請聯絡您的系
統管理員。

請注意：

– 您無法將已經委派您代理的工作委派給其他人。

– 若要檢視有關列印工作的更多詳細資料，請按一下工作名稱。

檢視策略和配額

列印策略是預先定義的設定，會於進行列印工作時啟用。配額是一段指定時間內允許的列印和複印張數上限。

1 從列印管理主控台上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在頁面右上角按一下您的使用者名稱，然後按一下我的策略。

• 按一下列印佇列 > 我的策略。

2 檢視實施的策略和剩餘的配額。

更新帳戶設定

1 從 Print Management Console，在頁面右上角按一下您的使用者名稱，然後按一下編輯使用者設定。

請注意：如果編輯使用者設定選項無法使用，請聯絡您的系統管理員

2 請執行下列任一項：

• 更新未來列印工作的代理人。在「委派工作代理人」欄位中，輸入使用者名稱。

請注意：

– 新代理人可查看及釋放所有未來列印工作。

– 已送出之工作的代理人不會受到影響。若要更新現有工作的代理人，請選取更新現有列印工作的
代理人。

• 更新您的預設印表機。在印表機 IP 位址欄位中，輸入印表機的 IP 位址。

• 更新印表機別名。除非您為特定工作選擇不同的印表機，否則 Print Management Console 的「列印佇
列」中的列印工作會傳送至預設印表機。印表機別名是預設印表機的易記名稱，並作為提示顯示在列印
對話框中。

3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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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印表機應用程式

註冊識別證
1 在印表機上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如果印表機主畫面已鎖定，請將您的識別證輕觸或刷過識別證讀取器。

• 如果印表機主畫面已解除鎖定，請輕觸釋放機密列印，然後將您的識別證輕觸或刷過識別證讀取器。

2 如果出現提示說明識別證尚未註冊，請輕觸下一步。

3 輸入您的認證。

4 如果出現提示說明識別證已成功註冊，請輕觸下一步。

登入印表機
1 在印表機上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請注意：如果印表機主畫面已解除鎖定，請觸控釋放機密列印。

以手動方式登入

a 觸控手動登入。

b 輸入您的認證。

使用個人識別碼登入

a 觸控個人識別碼登入。

b 輸入您的個人識別碼。

請注意：根據您的配置，請觸控  以註冊或變更個人識別碼。

以使用者名稱和個人識別碼登入

a 觸控個人識別碼登入。

b 輸入您的使用者名稱和個人識別碼。

請注意：根據您的配置，請觸控  以註冊或變更個人識別碼。

使用識別證登入
將您的識別證輕觸或刷過識別證讀卡器。

2 如有必要，觸控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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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複印
1 在 ADF 紙匣組件中或在掃描器玻璃面板上置入原始文件。

請注意：若要避免影像遭到裁切，請確認原始文件和輸出有相同的紙張尺寸。

2 從主畫面，觸控複印。

請注意：必要的話，請輸入您的認證。

3 指定份數。

請注意：必要時，請調整複印設定。

4 複印文件。

請注意：若要快速複印，請從控制面板，按下 。

使用電子郵件傳送掃描的文件

使用印表機主畫面

1 在 ADF 紙匣組件中或在掃描器玻璃面板上置入原始文件。

2 從主畫面，觸控電子郵件。

請注意：必要的話，請輸入您的認證。

3 輸入適當的資訊。

請注意：

• 您也可以使用通訊錄或快捷鍵號碼，輸入收件人。

• 根據印表機配置，您的電子郵件可能會自動填入收件人欄位。

4 必要時，請配置輸出檔案類型設定。

5 傳送電子郵件。

使用快捷鍵號碼

1 從控制面板，按下 #，然後使用鍵台輸入快捷鍵號碼。

2 傳送電子郵件。

使用傳真傳送掃描的文件

使用印表機主畫面

1 在 ADF 紙匣組件中或在掃描器玻璃面板上置入原始文件。

2 從控制面板中，選取傳真。

請注意：必要的話，請輸入您的認證。

3 輸入適當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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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必要時，請配置其他傳真設定。

5 傳真文件。

使用電腦

Windows 使用者適用

1 從您要嘗試傳真的文件，開啟列印對話框。

2 選擇印表機，然後按一下內容、喜好設定、選項或設定。

3 按一下傳真 > 啟用傳真，然後輸入收件人的號碼。

4 必要時，請配置其他傳真設定。

5 傳真文件。

Macintosh 使用者適用

1 開啟文件，選擇檔案 > 列印。

2 選取印表機，然後輸入收件人的號碼。

3 必要時，請配置其他傳真設定。

4 傳真文件。

將文件掃描至網路共用資料夾
1 在 ADF 紙匣組件中或在掃描器玻璃面板上置入原始文件。

請注意：如需其他資訊，請參閱印表機用戶手冊。

2 從主畫面，觸控掃描至網路。

請注意：必要的話，請輸入您的認證。

3 輸入檔名，然後輕觸下一步。

4 必要時，請變更掃描設定。

5 輕觸傳送。

使用「釋放機密列印」應用程式釋放列印工作
請注意：根據您的配置而定，初次使用的使用者可能會收到要求註冊識別證的提示。詳情請參閱第 8 頁的
“註冊識別證”。如果已設定自動釋放機密列印，使用者只需點選識別證讀卡器上的識別證，即可釋放所有
工作。

1 從主畫面，觸控釋放機密列印。

請注意：

• 如有必要，請輸入您的認證。

• 若出現提示，請選取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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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是有列印工作可釋放者的代理人，系統會提示您選擇要釋出哪位使用者的工作。

2 選取一個或多個列印工作。

3 進行列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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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檔案
根據所實施的原則，列印工作設定可能會自動進行修改。如需其他資訊，請聯絡管理員。

在 Mac 電腦上新增釋放機密列印佇列
請注意：請聯絡系統管理員，以使用偏好的方法。

1 在您的 Mac 電腦上，開啟系統偏好設定視窗，然後按一下列印和掃描。

請注意：您必須擁有管理權限，才能將此窗格解除鎖定。如需其他資訊，請聯絡管理員。

2 按一下 ，然後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使用行列式印表機常駐程式

這個方法會在伺服器上共用印表機，接著用戶端 Macintosh 會使用行列式印表機常駐程式 (LPD) 通訊協定
使用該印表機進行列印。

a 按一下 IP，然後輸入伺服器 IP 位址。

b 在通訊協定功能表中，選取行列式印表機常駐程式 – LPD。

c 在佇列欄位中，輸入印表機共用名稱。

d 在使用功能表中，選取選取印表機軟體，然後選取列印驅動程式。

使用 Samba 共用

這個方法會在伺服器上共用印表機，接著用戶端 Mac 電腦會以 Samba 共用形式連接到共用的印表機。

a 按下 Control 鍵，在視窗工具列上按一下右鍵，然後按一下自訂工具列。

b 將  拖曳到工具列上，然後按一下完成。

c 按一下  > 類型 > Windows Printer via spools。

d 輸入 smb: //，加上含有 IP 位址或伺服器名稱以及伺服器共用名稱的 URL。例如，
smb: //10.1.2.3/PrintReleaseShareName。

e 在使用功能表中，選取選擇印表機軟體，然後選取列印驅動程式。

使用 AirPrint

請注意：若要使用此功能，請確定已在「列印管理」伺服器上啟用 AirPrint。如需其他資訊，請聯絡管
理員。

選取一部具備 AirPrint 軟體功能的印表機。

3 在過濾欄位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針對行列式印表機常駐程式或 Samba，輸入 Lexmark，然後選取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Lexmark Generic Laser Printer Color（Lexmark 一般雷射印表機彩色）

– Lexmark Generic Laser Printer Mono（Lexmark 一般雷射印表機黑白）

• 針對 AirPrint，選取安全 AirPrint。

4 按一下新增 >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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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腦傳送列印工作

請注意：

• 若是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請確認已在您的電腦上安裝共用印表機的 Lexmark 通用列印驅動程
式。如需其他資訊，請聯絡管理員。

• 若是 Mac OS 作業系統軟體，請確認電腦上已安裝一般列印驅動程式。

1 開啟檔案或影像。

2 選取列印選項，然後選取釋放機密列印佇列。

3 按一下列印。

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列印工作
您可以使用電腦或行動裝置，透過電子郵件提出工作。若要取得列印佇列伺服器的電子郵件地址，請與您的系
統管理員聯絡。

若要提出工作，請從您的公司電子郵件帳戶，轉寄或傳送電子郵件至列印佇列伺服器電子郵件地址。電子郵件
主旨會用來做為列印工作的名稱。附加您要新增至列印佇列的文件。支援的附件類型包括 PDF、Microsoft
Word、Microsoft Excel、Microsoft PowerPoint 和影像檔案。

當釋放列印工作時，郵件訊息本文及與電子郵件相關的所有附件都會列印。

若要控制列印選項，可在主旨結尾輸入下列值：

選項 值 注意事項

份數 /c# # 符號表示份數。如果輸入了大於列印份數上限解決方案設定的值，會使用上限值。

雙面 /d 這項設定會將文件雙面列印。

請注意：部分非 Lexmark 印表機可能無法使用此選項。

打孔 /h 如果印表機具有打孔分頁裝訂器，則此設定會使用打孔功能。

請注意：非 Lexmark 印表機無法使用此選項。

不列印附件 /na 會略過附件內容，僅列印郵件訊息本文。如果列印附件解決方案設定設為永遠，則此設定將無效。

不列印本文 /nb 會略過郵件訊息本文，僅列印附件內容。如果列印本文解決方案設定設為永遠，則此設定將無效。

不進行雙面
列印

/nd 文件會單面列印。如果雙面列印解決方案設定設為永遠，則此設定將無效。

列印附件 /pa 這項設定可讓您列印電子郵件中的附件。如果列印附件解決方案設定設為永不，則此設定將無效。

列印本文 /pb 這項設定可讓您列印電子郵件中的訊息本文。如果列印本文解決方案設定設為永不，則此設定將無效。

裝訂 /s 如果印表機具有分頁裝訂器，則此設定會使用裝訂功能。

請注意：非 Lexmark 印表機無法使用此選項。

黑白 /m 文件會進行黑白列印。

請參閱以下範例：

主旨 結果

printerid /c2 /d 列印兩份雙面列印的文件

printerid /nb 僅列印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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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結果

printerid /d /s 雙面列印郵件訊息本文及各附件並裝訂

printerid /na 僅列印郵件訊息本文

從 Google Chrome 瀏覽器傳送列印工作
請注意：必須將 LPM Premise for Google Chrome 擴充功能新增至 Web 瀏覽器。如需其他資訊，請聯絡管
理員。

1 從 Google Chrome 瀏覽器，開啟檔案、影像或網頁。

2 選取列印選項，然後選取 LPM Premise for Google Chrome。

3 如有必要，請變更列印設定。

4 按一下列印。

從行動裝置傳送列印工作
如需有關「行動列印」應用程式的其他資訊，請參閱您的行動裝置適用的 Lexmark 行動列印用戶手冊 。

若是 Android，請

1 啟動「Lexmark 列印」應用程式。

2 從「列印來源」區段，點選來源，然後遵循畫面上的指示。

請注意：若出現提出，請允許應用程式存取相機和儲存區。

3 選取「列印管理」伺服器。

請注意：若出現提示，請登入伺服器。

4 如有必要，請變更列印設定。

5 點選 .

若是 iOS，請

1 啟動「Lexmark 列印」應用程式。

2 從「列印來源」區段，點選來源，然後遵循畫面上的指示。

請注意：若出現提出，請允許應用程式存取相機和相片。

3 選取「列印管理」伺服器。

請注意：若出現提示，請登入伺服器。

4 如有必要，請變更列印設定。

5 點選列印.

列印檔案 14



使用列印管理主控台釋放列印工作
1 從列印管理主控台，按一下列印佇列。

2 選取一或多個工作，然後按一下列印。

3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選取預設印表機。

• 選取選擇不同的印表機，然後在印表機 IP 位址欄位中，輸入印表機的 IP 位址。

請注意：必要的話，請選取設為我的預設印表機，然後輸入印表機別名。

4 按一下確定。

從行動裝置釋放列印工作

若是 Android，請

1 啟動「Lexmark 列印」應用程式。

2 從「列印來源」區段，選取「列印管理」伺服器。

請注意：若出現提示，請登入伺服器。

3 選取一個或多個工作。

4 點選 ，然後選取印表機。

5 如有必要，請變更列印設定。

6 點選 .

若是 iOS，請

1 啟動「Lexmark 列印」應用程式。

2 從「列印來源」區段，選取「列印管理」伺服器。

請注意：若出現提示，請登入伺服器。

3 選取一個或多個工作。

4 點選 ，然後選取印表機。

5 如有必要，請變更列印設定。

6 點選列印.

列印檔案 15



疑難排解

無法適當載入 Web 入口網站
請嘗試下列其中一個或多個項目：

當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Web 瀏覽器時，請確保不要在相容性檢視中顯示內部網路網站

如需其他資訊，請參閱瀏覽器的說明資訊。

請確認 URL 正確

請使用下列其中一項：

• http: //hostname: 9780/printrelease

• https: //hostname/printrelease

其中 hostname 是列印管理伺服器的主電腦名稱或 IP 位址。

請注意：我們建議您使用 https: // 進行安全連線。

無法登入 Web 入口網站
請嘗試下列其中一個或多個項目：

確認使用者認證正確無誤

若將「列印管理」伺服器配置為連接至 LDAP 伺服器，請使用您的 LDAP 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若將「列印管理」伺服器配置為支援多重網域，請選取網域，然後輸入您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聯絡您的 LDAP 管理員

找不到使用者

請聯絡您的「Lexmark 列印管理」管理者

找不到工作
若列印管理伺服器不是 配置為支援多重網域，則只會顯示傳送至預設網域的工作。

聯絡管理員

疑難排解 16



列印工作未顯示在列印佇列中
請嘗試下列其中一個或多個項目：

確認使用者認證正確無誤

若將「列印管理」伺服器配置為連接至 LDAP 伺服器，請使用您的 LDAP 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若將「列印管理」伺服器配置為支援多重網域，請選取網域，然後輸入您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確認文件名稱和使用者 ID 正確無誤，而且使用者在列印時，並非使用不同的使用者 ID 登入

如需其他資訊，請聯絡管理員。

若是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請確認電腦上已安裝共用印表機的 Lexmark 通用列印

驅動程式，且已配置連接埠給列印管理伺服器

如需其他資訊，請聯絡管理員。

若是 Mac OS 作業系統軟體，請確認電腦上已安裝一般列印驅動程式。

如需其他資訊，請聯絡管理員。

伺服器離線

聯絡系統管理員

疑難排解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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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耗材和下載相關資訊，請造訪：www.lexm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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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ftware Program and any rel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mmercial Items," as that term is defined in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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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

Lexmark 及 Lexmark 標誌是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在美國和（或）其他國家/地區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Android 是 Google Inc. 的商標。

Macintosh 和 Mac OS 是 Apple Inc. 的商標。AirPrint 是 Apple Inc. 的商標。

Microsoft、Windows 及 Internet Explorer 是 Microsoft 公司集團美國和其他國家/地區的註冊商標或商標。

所有其他商標為各個所有人之財產。

注意事項 18

http://support.lexmark.com
http://www.lexmark.com


索引

P
Print Management Console 
存取  6

四劃
不同的紙張尺寸, 複印  9
手動登入  8

六劃
列印工作 
使用 Print Management

Console 釋放  15
使用「釋放機密列印」應用程式
釋放  10

從 Web 瀏覽器傳送  14
從行動裝置傳送  14
從行動裝置釋放  15
從電腦傳送  13

列印工作未顯示在列印佇列中  17
列印佇列 
瞭解  6

在 Macintosh 電腦上新增釋放機
密列印佇列  12
存取 Print Management
Console  6

七劃
伺服器離線  17
找不到工作  16
找不到使用者  16
更新帳戶設定  7

八劃
使用 Print Management Console
釋放列印工作  15
使用「釋放機密列印」應用程式
釋放列印工作  10
使用自動送稿器 
複印  9

使用掃描器玻璃面板 
複印  9

使用傳真 
傳送掃描的文件  9

使用傳真傳送掃描的文件  9
使用電子郵件 
傳送掃描的文件  9

使用電子郵件傳送掃描的文件  9

十劃
個人識別碼登入  8
原則 
檢視  7

配額 
檢視  7

十一劃
將文件掃描至網路共用資料夾  10
將檔案傳送到列印佇列伺服器  14
帳戶設定 
更新  7

從 Web 瀏覽器傳送列印工作  14
從行動裝置傳送列印工作  14
從行動裝置釋放列印工作  15
從電腦傳送列印工作  13

十二劃
無法正常載入 Web 入口網站  16
無法登入 Web 入口網站  16
登入印表機  8
註冊識別證  8
進行複印  9

十三劃
傳送傳真 
使用控制面板  9
使用電腦  9

電子郵件 
使用印表機  9
使用快捷鍵號碼  9
使用通訊錄  9

電子郵件列印選項  13

十四劃
疑難排解 
列印工作未顯示在列印佇列
中  17

伺服器離線  17
找不到工作  16
找不到使用者  16
無法正常載入 Web 入口網
站  16

無法登入 Web 入口網站  16
網路共用資料夾 
掃描文件  10

十五劃
儀表板詳細資料 
檢視  6

範例電子郵件列印選項  13
複印不同的紙張尺寸  9
複印來源 
選取的紙匣組件  9

十七劃
檢視原則和配額  7
瞭解儀表板  6
總覽  5

十九劃
識別證 
註冊  8

識別證登入  8

二十劃
釋放機密列印佇列 
在 Macintosh 電腦上新增  12

二十三劃
變更歷程記錄  4

索引 19


	內容
	變更歷程記錄
	總覽
	使用 Print Management Console
	存取列印管理主控台
	使用 Print Management Console 功能
	瞭解儀表板
	瞭解列印佇列
	檢視策略和配額
	更新帳戶設定


	使用印表機應用程式
	註冊識別證
	登入印表機
	進行複印
	使用電子郵件傳送掃描的文件
	使用傳真傳送掃描的文件
	將文件掃描至網路共用資料夾
	使用「釋放機密列印」應用程式釋放列印工作

	列印檔案
	在 Mac 電腦上新增釋放機密列印佇列
	從電腦傳送列印工作
	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列印工作
	從 Google Chrome 瀏覽器傳送列印工作
	從行動裝置傳送列印工作
	使用列印管理主控台釋放列印工作
	從行動裝置釋放列印工作

	疑難排解
	無法適當載入 Web 入口網站
	當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Web 瀏覽器時，請確保不要在相容性檢視中顯示內部網路網站
	請確認 URL 正確

	無法登入 Web 入口網站
	確認使用者認證正確無誤
	聯絡您的 LDAP 管理員

	找不到使用者
	請聯絡您的「Lexmark 列印管理」管理者

	找不到工作
	聯絡管理員

	列印工作未顯示在列印佇列中
	確認使用者認證正確無誤
	確認文件名稱和使用者 ID 正確無誤，而且使用者在列印時，並非使用不同的使用者 ID 登入
	若是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請確認電腦上已安裝共用印表機的 Lexmark 通用列印驅動程式，且已配置連接埠給列印管理伺服器
	若是 Mac OS 作業系統軟體，請確認電腦上已安裝一般列印驅動程式。

	伺服器離線
	聯絡系統管理員


	注意事項
	版本注意事項
	GOVERNMENT END USERS
	商標

	索引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fals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ENU ()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tru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