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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er Maestro”簡化企業列印工作 

單一化的應用軟體取代多項 Windows功能 
Printer Maestro 列印控制管理系統能夠整合您遠端網路
印表機，列印工作及電腦狀態資料，並且提供前所未有
的集中管理。只需單一視窗，您即可總覽及執行網路印
表機及電腦設置，取代了過去為達到相同功能的多個
Windows 程式及眾多彈跳視窗。 

不僅適用於 BarTender 
大部分在本白皮書內所描述的強力集中控制管理系統，適
用於您全部的列印工作 – 不止於本公司的 Bartender 條碼
軟體。 

追蹤印表機耗材及硬體配備的使用狀態 
企業自動化中，Printer Maestro 也能追蹤印表機耗材（如色帶，標籤）及硬體配
備（如印字頭，記憶體，字型匣等）的使用狀態。功能包含以電子郵件及訊息通
知印表機耗材及硬體配備短少的情況。讓供應商更能瞭解使用者何時需要補充存
貨。更多資料… 

特定版本資料 
並非全部 Printer Maestro 功能都能使用於 BarTender 的所有版本中。此外，
Printer Maestro 無法使用於基礎版本。請參閱本白皮書中的 Printer Maestro 總覽
及本公司網站中的版本對照表 來針對不同版本功能做比較。 

關於此白皮書 
本白皮書的主要目的為概述 Printer Maestro 是如何廣泛的整合企業管理系統。雖
然某些內容包含許多技術性的使用步驟，但是本白皮書趨向大方向的解說，而不是
鑽研技術細節。 

Printer Maestro支援系統 
如需更多相關技術資料，請安裝 Printer Maestro 後，按 F1 以取得整合支援系統。 

 

 

 

 

 

 

http://www.seagullscientific.com/aspx/featur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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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列印控制管理系統（無 Printer Maestro） 

開始鑒賞 Printer Maestro 的能力及靈活度之前，讓我們回顧從前沒有 Printer 
Maestro 之下，傳統 Windows 列印控制管理系統是如何運作的。能夠讓
Windows 如此成功的功能之一，就是它高靈活度的印表機驅動程式架構。這樣在
使用 Windows 程式時，可以支援上千台印表機，而不用專門為印表機額外寫程
式。然而，Microsoft 沒有提供 Windows 一個較好的解決方法，來管理印表機運
作到列印結束之間的工作。試想一個典型的 Windows印表機和傳真資料夾 :  

 
一般 Windows 工作站的 「印表機和傳真」 資料夾只會顯示這個工作站中現有的網路印表機 

這個 Windows 工作站的印表機和傳真資料夾，列出該電腦現有全部的印表機，
包括實際上連結在其他電腦的印表機。然而，雖然這個印表機和傳真資料夾顯示
出每一台印表機是否正在列印，但是卻看不出個別列印工作的狀態，例如是由哪
一個印表機運作。要查看詳細資料，您 必須雙擊相關的印表機後，打開另一個窗
格來檢視等待的工作。並且您必須打開其他的窗格，來檢視每一台印表機，及您
想瞭解的每一台印表機內的列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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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作業系統而沒有 Printer Maestro 的協助之下，您需要打開相關的視窗，來檢視每一個
您想瞭解的列印機工作。  

相同的限制存在于設置印表機時: 您必須一次一台的設置印表機。此外，如果這個工
作站有安裝相對應的 Windows 驅動程式的話，這個 Windows 工作站的印表機和傳
真資料夾也只可以「看見」印表機。（一個 Windows 的電腦是完全看不見任何只有
安裝驅動程式在其他電腦上的網路印表機。） 總結來說，印表機及 列印工作集中控
制管理系統的設置概念，根本不是 Windows「原產品包裝」中的一部分功能。這是
我們創造 Printer Maestro 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Printer Maestro” 總覽 
這一個字“Maestro” （義大利文“master”）是一個對管弦樂或交響樂指揮的尊稱。
這令人容易記得海鷗科技的“Printer Maestro”應用系統能幫助您，將您的網路印表
機控制管理系統指揮的更好。 

Printer Maestro 能夠掌握 Windows 一次處理一台印表機的能力，進而在一個企業
層級提升列印控制管理系統，使之更強力而友善。我們認為如果原本 Windows 是
被設計成網路列印控制管理系統的話，Printer Maestro 現在的功能應該內置在
Windows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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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r Maestro 能夠輕鬆在單一應用視窗內，同時控制管理數台印表機，數項列印工作及數台電腦。 

概述 Printer Maestro的功能： 
• 統一化顯示視窗: 不論是否從 BarTender 執行的列印工作， Printer Maestro

提供單一且方便的視窗，來檢視工作臺的所有印表機和列印工作。（限於專
業版及自動化本。）  

• 單一且集中化的檢視企業中所有網路列印工作: 印表伺服器自動化中 Printer 
Maestro 的統一化顯示視窗 ，可以檢視每一台印表機的列印工作狀態。
Maestro 裝置在一個網路系統之中! 請不要忘記，狀態資料並不止於
BarTender 的工作 – 您也可以檢視其他應用系統傳輸而來的列印工作。  

• 單擊進入網路電腦資料: 單擊滑鼠顯示電腦窗格，使您更容易進入網路電腦
資料，節省您原本需要 「獵尋」時間。 

在單一視窗內，就
能檢視所有的網路
現行列印工作。 

印表機窗格可以依據連結的電
腦，將每一個網路印表機整齊
的整理出來。 

企業自動化讓你輕易的就能檢視
印表機中的色帶，標籤或其他的
耗材使用情況。 

如果你的網路中有更
多台印表機，您可以
輕易的上下流覽。 可以在特定的窗格內，便利的

檢視關於這台電腦，印表機或
工作的額外細節。 

只要單擊轉換，就可
檢視網路及其它的列
印工作資料示。 

現行工作表單也是 Windows「原

產品包裝」中沒有的功能。 
企業自動化中的配備控制功能，將
耗材及硬體收納至「庫倉」中，並
且能夠追蹤使用情形。 

網路電腦，印表機及列印工作
的最新事件，會出現在狀態短
訊中。可以用上下流覽的方式
檢視事件內的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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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易為數台印表機同時設置指定的驅動程式: Printer Maestro 讓您同時選擇
數台印表機，並且同時安裝許多的現有設置。（相反地，Windows 傳統列
印設置的能力僅止於單獨設置個別印表機。）  

• 為遠程印表機安裝設置:只要印表機被裝置在一台有 Printer Maestro 電腦
裏，網路中無論任何一台 Printer Maestro 電腦，都可以連結到印表機的安
裝設置。 

• 通知: 使用電子郵件和「即時」短訊，來快速瞭解關於停滯的列印工作，及
其它列印的問題。（只限於企業自動化版。）  

• 追蹤印表機耗材: 可以追蹤印表機色帶及標籤的消耗，並且通知「低」存貨
的狀態。（只限於企業自動化版。） 

• 控管硬體配備: 控管存貨的狀態不僅用於印表機耗材，也能用於硬體配備
（如印字頭， 記憶體，字型匣等）可以維持數位「庫倉」 （只限於企業自
動化版。） 

不需要運行 BarTender 
Printer Maestro 加入了許多有效 Windows 列印控制管理系統的功能 ，對
BarTender 和其他軟體使用者都有很大的幫助。然而，BarTender 跟以前一樣不需
要客制化列印控制。  

 “Printer Maestro”詳解 

請記住並非全部 Printer Maestro 功能都存在於所有的版本中。（請參閱前面「總
覽」部分及本公司網站中的版本對照表來針對不同版本功能做比較。）  

統一化顯示視窗 
如同在總覽部分所述，Printer Maestro 提供一個類似 Windows 的印表機視窗，並
且融合一個可上下流覽的單一現行工作窗格來顯示許多列印機工作的狀態。（相反
地，Windows 傳統式列印控制管理系統，在您要檢視現行列印工作時，您需要為
每一台印表機各自開啟獨立的視窗。）  

http://www.seagullscientific.com/aspx/featur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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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r Maestro 整合數台印表機及列印工作的控制管理系統，成為一個單一且容易瞭解的應用視窗。 

現在我們來進一步瞭解 Printer Maestro 介面的視窗窗格。  

大量資訊顯示於一個簡單的三窗格視窗  
如同以上螢幕圖像所示，Printer Maestro 應用視窗以三窗格設置:  

• 上層顯示範圍 : 根據預設, 這只包含電腦控制印表機的印表機窗格。一些基
本設置和狀態資料都是根據預設來顯示，也可以選擇性的查看更多額外的資
料。 

• 下層顯示範圍: 根據預設, 這個範圍包含 4 或 5 個標籤式窗格（視你的軟體
版本而定）， 現行工作窗格則被預設置頂。  

• 資料窗格: 根據預設, 這個窗格位於兩個顯示範圍的右邊，展示選擇的電腦和
印表機的額外細節。  

使用「制式化格式」，或是依照您的需求客制化 
在開始逐一討論三個展示範圍的細節，我們要強調印表機，電腦和列印狀態的展示
方式及各種窗格都是可重新配置的。這 個預設的設置是為「典型」使用者的需求
而設計。然而，三種客制化的基本格式能夠輕鬆滿足個別喜好。我們在這裏粗略介
紹，並且在之後的「客制化顯示 Printer Maestro 資料」章節中詳細討論。 

重新整理窗格的資料列 

在任何顯示資料行列的窗格，您可以控管大部分行列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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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狀」導覽能夠展示任何您想要的資料 

使用「樹狀」型導覽讓您可以「展開」及「合併」一些顯示窗格的個個交叉
點。 這樣容易強調電腦和印表機的細節。 

在應用視窗內重新調整顯示窗格的大小和排列  

您可以重新窗格調整大小，並且移動窗格至其他地方及移除窗格，使它能夠顯
示至其他的應用視窗。您甚至可以從一個顯示範圍，搬移標籤式窗格至另一個
顯示範圍。  

如果在試驗 Printer Maestro 顯示設置後，您不喜歡您做的改變，卻又忘記原本的
顯示模式，只要選擇檢視，恢復預設模式即可。（請參閱最後章節來瞭解更多關於
如何客制化顯示 Printer Maestro 資料。）  

現在讓我們來逐一來看看三個預設的展示範圍。  

印表機窗格   
預設在 Printer Maestro 上層顯示範圍的印表機窗格，是觀看印表機的主要窗格。
它 接近相似的 Windows印表機和傳真資料夾，除了取代原本只有一個又大又長，
且連續的印表機名單，進而將印表機（根據預設）有條理的依照連結的電腦或印表
機伺服器顯示。（如果您喜愛傳統 Windows 的檢閱方式，您可以關閉電腦的顯
示，只使用印表機名稱管理。）此外，不像 Windows 的傳統印表機和傳真資料
夾，您可以在個別的印表機按右鍵，來展示非傳統的控制管理系統功能，例如設置
遠端印表機，包括同時設置數台印表機（稍後會在此白皮書做說明）。  

 
Printer Maestro「印表機」窗格與傳統的印表機和傳真資料夾相似，但差別在於印表機是根據
所連結的計算器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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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工作窗格  
預設在下層顯示
範圍（在印表機
窗格的正下方）
的是現行工作 窗
格。  

 

 
 
 

 

現行工作窗格是根據預設連結的電腦及印表機管理現行網路列印工作 。當
沒有現行工作時，現行工作窗格是空白的。  

雖然您會看見印表機列在印表機和現行工作窗格之中，但兩個窗格顯示非常不同
的資料。印表機窗格（剛討論過）的印表機名單是相當靜態的，在印表機窗格中
最明顯的活動就是在狀態列，可以看見印表機是準備中或是暫停中，也可以瞭解是
否有任何列印工作正在進行。（另外，如果您使用的是自動化本，耗材測量儀列
可以顯示標籤，色帶或是其他庫存 的使用情形。） 

相反地，顯示在現行工作窗格的行列相較是更為動態的，在平常的工作日中經常出
現及消失。例如，當沒有網路列印工作進行時，現行工作窗格正常會是空白的。然
而，當網路列印工作正在進行時，在現行工作窗格會（根據預設）顯示電腦及印表
機每一個工作 的執行時間。如果數個工作在一個印表機中等待執行，它們會以預
設被遞交執行的順序排列。然而，當一個印表機完成工作後，根據預設排列的印表
機會從現行工作窗格中消失。如果沒有網路列印工作進行，現行工作窗格再一次
會成為空白。 

全部的列印工作都以時間排列 

現行工作窗格根據預設將電腦及印表機的列印工作組織起來， 將每一台印表機
的所有工作以時間排列。無論是哪一台電腦或印表機執行，如果您要檢視所有
以時間排列的列印工作，請操作以下步驟:  

1. 在現行工作標提條中按右鍵。  

2. 選擇「分類」選項。 

3. 點選無。Printer Maestro 將如以下圖表，重新設置現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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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時間排列來檢視全部網路現行工作是很方便的。（而不是以電腦和印表機名稱來管理。） 

完成工作窗格 
通常完成的列印工作都會在結束列印後，從 Printer Maestro 的現行工作窗格「消
失」。這與 Windows 的傳統印表機和傳真資料夾預設的格式並沒有不同。然而，
當一個列印工作執行並且結束時，從工作中途休息回來的您卻沒有任何明顯關於成
功完成這個列印工作的記錄。（當然，從印表機出來的一大疊標籤是一項指標，但
是有更好的方式觀察完成的工作。）  

檢視完成工作的混亂方式  

保有完成的列印檔的選項，是一個很少被 Windows印表機和傳真資料夾管
理的方式。這樣，工作不會就這樣消失，並且留在印表機和傳真資料夾裏
的各種「等待」名單中，但是狀態卻是「寄出」。然而，這個選項（Printer 
Maestro 也有提供）卻很少使用。（事實上，沒有幾個人知道這個事情。）
主要問題是這個功能會不斷在顯示窗格中累積完成的列印工作，直到手動刪
除它們。所以這個選項，一方面提供觀察過去完成工作的較佳指標，但是也
會增加額外記錄的負擔。相反地，Printer Maestro 的完成工作窗格使您能
夠檢視最近完成的工作，而沒有清除的責任。  

完成工作是預設在下層顯示範圍的其中一個標籤式窗格。根據預設， 
下層顯示範圍展示現行工作，但是只需單擊滑鼠就能快速顯示其他資料，包含完成
工作窗格。 

  
在下層顯示範圍最下面的標籤，能夠讓您隨意的從現行工作 
轉換至其他的網路資料。  

完成工作窗格看起來與我們剛才討論過的現行工作窗格大同小異。最大的不同就
是它只列出 所有成功或是取消的列印工作。完成工作窗格中的名單會隨著執行更
多列印工作後自動增加。然而，有兩個理由讓您不用擔心需要刪除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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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完成工作與 現行工作在兩個完全不同的窗格中顯示，您不需要擔心完
成工作冗長的名單會干擾您瞭解現在進行的工作狀況。 

• 在完成工作標籤內最早完成的列印工作會在超過 100 個工作後自動刪除。
這讓您可以在回顧過去完成的工作與清除名單之間取得平衡。（您可以根據
您的需要更改 完成工作最大的紀錄數值。）  

事件窗格和狀態訊息  
當您管理大量的網路電腦和印表機時，您面對了一個更艱難的挑戰就是能夠快速確
認是否設備都是正常運作。當然，您可以分別檢測中所有電腦及每一台印表機來確
認計算器們都是「上線」及印表機都是「準備中」。然而，如果您的網路中有上千
台的電腦和印表機，就無法快速檢視每一個狀態。（無論您嘗試使用電腦的軟體或
是實際巡視它們。）  

Printer Maestro 優秀的事件處理能力，由一個簡單而有幫助的指標，來顯示列印或
是其他網路的問題。當事件在 Printer Maestro 的以下專案發生狀態改變: 

• 印表機 

• 列印工作  

• 電腦  

• 耗材使用情形  

• Printer Maestro 資料庫 

如果您可以輕易偵測這些事件，便可以輕易找到及解決問題。例如，在 Printer 
Maestro 裏，如果任何地方的其中一台網路電腦無法運作時，您會收到如以下的
訊息:  

電腦‘JJPC’現在下線。  

或是，如果印表機用完色帶時，您可能看見:  

錯誤‘運送標籤’: 色帶用完。  

Printer Maestro 有三種方式來提供您事件的資料:  

• 狀態訊息: 在應用視窗最下面顯示最新事件訊息。  

• 事件窗格: 位在「較下層」的標籤式窗格，以時間排列事件順序。  

• 通知: 在稍後的章節中，我們會說明如何有效使用電子郵件和短訊來傳送事
件的資料。 

讓我們進一步觀察事件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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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窗格顯示可能會影響您的電腦，印表機和工作的歷史事件紀錄。這會幫助您快速分辨問題所在
或需要注意的專案。 

在事件窗格的最上方，能夠通知您最新發生的事件，所以您可以輕易注意到狀態的
改變。在任何時候，最新發生的事件也會顯示在 Printer Maestro 應用視窗最下方
的狀態訊息中。這樣代表就算您喜歡保持顯示現行工作窗格而不是事件窗格，重
要事件還是會出現在您的系統裏。  

如何觀察事件及現行工作窗格  

不要忘記全部 Printer Maestro 的顯示方式都是可以高度隨意配置的。如果您不
要從事件窗格或是現行工作窗格中選擇其一，而且您的螢幕 又夠大的話， 您
可以在不同地方，「固定」事件窗格或是簡單的將它「拖曳」至螢幕的另一
邊。  

 
您可以隨意的調整事件窗格的位置，讓您可以同時看見它和現行工作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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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r Maestro 應用系統的每一種顯示窗格，都可以用相同方式客制化。 

資料窗格  
根據預設資料窗格是在 Printer Maestro 的第三
個顯示範圍，它位元在之前所述上下兩層顯示
範圍的右邊。資料窗格提供您一個方便的方法
檢視更多網路印表機，電腦和列印工作的詳細
資料。  

如之前所述，預設印表機和現行工作出現順
序，會出現在 Printer Maestro 應用視窗的上下
兩層顯示範圍。Printer Maestro 一般只會在這
些窗格展示最重要的資料，並且預設關閉許多
較無關的內容。您可以隨意在現有資料列按右
鍵，來啟動額外資料列。然而，您並不希望因
為可以 

這麼做，就在螢幕裏堆積太多的資料，尤其是
您只有這麼丁點大的空間時）。Printer Maestro 的資料窗格使得展示特定專案的
詳細資料變得更加容易，而不需要堆積在您的螢幕裏。  

資料窗格中的內容不是直接設置的， 它是由您在其他的窗格選擇其中一個專案所
決定的。例如當您在印表機，現行工作， 電腦或是其他 Printer Maestro 窗格裏選
擇其中一個專案，整行列目會被指出，並且當這個專案有其他資料時，它會自動顯
示在資料窗格內。這個附加的資料只會在您選擇其中一個專案時顯示，所以您螢幕
不會充滿每一台印表機，列印工作或是電腦的附加資料（依照您所選擇的）。  

任何Windows程式的列印工作都能使用!  
Printer Maestro 不僅局限於使用在 BarTender 標籤控制管理系統。它的大眾用途
是深度整合 Windows 作業系統中現有的列印控制管理功能。Printer Maestro 整合
Windows 內現有的資料，成為單一，方便並且能夠高度重新配置的視窗。 

單一化的檢視企業中所有網路列印工作  
我們剛才瞭解一般 Windows 需要數個視窗，Printer Maestro 是如何在單一視窗就
能顯示列印工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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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企業及 RFID自動化本:  

當 Printer Maestro 安裝在使用 BarTender 專業版，自動化及 RFID 自動化的工
作站時，這個單一視窗僅限用於，每個工作站的 Windows印表機和傳真資料
夾內，安裝的本地及網路印表機。  

企業自動化版:  

當您在裝有 BarTender 企業自動化的工作站運行 Printer Maestro 時，只要網路
電腦安裝了 Printer Maestro（請參閱本白皮書後面相關章節。），您可以實際
檢視連結在它每一台印表機裏的個別列印工作。再一次強調，這個優異的企業
控制管理能力，可以應用在所有的列印工作之上 – 不只是在 BarTender。  

 
在企業自動化本中，您可以檢視網路裏每一台印表機及列印工作。 
不是全部的系統都需要安裝 BarTender 
在電腦上使用 Printer Maestro 來檢視印表機和列印工作時，BarTender 也需要被
安裝在相同的電腦裏。然而，只需要安裝 Printer Maestro 至遠端電腦，便足夠使
它們的印表機和列印工作被其他也運行 Printer Maestro 的電腦看見。此外，當您
檢視一台裝有 BarTender 印表伺服器自動化的電腦時，您避免本來需要增加兩個
配置的負擔:  

 



白皮書 Printer Maestro 

頁 17 

• 您不用替正在檢視的電腦安裝遠端印表機驅動程式。  

• 您不用將遠端電腦的印表機設定成「分享」。  

容易控管遠端電腦的系統 
我們創造 Printer Maestro 是用來幫助簡化印表機和列印工作的控制管理系統，尤
其是在大型的網路系統中。請記得，Printer Maestro 不是給您像 Windows印表機
和傳真資料夾一樣冗長的名單，您能看見印表機連結在哪一個網路工作站和伺服器
上。Printer Maestro 也能提供您在電腦窗格內 「只有電腦」的網路系統檢視方
式。事實上，您可以進入兩個網路資料視窗，取得比 Windows 視窗更輕鬆的使用
方式及更有用的資料:  

• 能夠較佳的檢視網路電腦: Printer Maestro 提供網路系統檢視方式，比
Windows我的網路顯示視窗更便捷，並且提供額外有用的資料。  

• 更容易管理所有的電腦: Printer Maestro 給您更快且更容易的方式，來查看
您的網路中任何電腦的詳細資料，並且（在安全設定允許中）做更動。  

讓我們來探索這兩項功能的細節。 

能夠較佳檢視網路電腦  
為了進一步瞭解 Printer Maestro電腦窗格優異的速度和實用性，讓我們回想一下
傳統 Windows 檢視網路電腦的步驟。 

使用傳統 Windows 的方式:  
1. 使用傳統 Windows 方式，先雙擊我的網路圖示 

2. 在引導選項選擇全部網路系統 

3. 雙擊 Microsoft Windows網路系統  

4. 雙擊您想流覽的網路功能變數名稱。  

5. 觀看電腦的名單。 

除了要通過這些步驟外，當網路終於顯示後，Windows 不是真的能夠提供很多資
料 – 只是電腦的名單。並且，如果其中一台電腦在您更新名單後，才從網路系統中
移除，您必須雙擊檢視才會知道這個情況。這個時候 Windows 會「擱置」一段時
間，它會不斷閃動來尋找所需的電腦，一直到最後 Windows 才告訴您找不到這個
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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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傳統 Windows 工具檢視網路電腦，您需要做許多點擊， 

但卻不會得到很多資料。 

相反地，只需單擊，Printer Maestro 就會顯示電腦選項。此外，創新的使用者介
面在一個可上下流覽的單一視窗中，顯示合併後網路功能變數名稱和功能變數名稱
成員的名單。 

 
Printer Maestro 的電腦窗格可以單擊後進入，並且立即提供關於您的網路系統， 
更多更有用的整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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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看更多或者也許更少的資料嗎?欲觀看更多電腦的資料，只要簡單的單擊資料
選項就能顯示額外的資料。相反地，從一個或多個現有功能變數名稱來隱藏全部的
電腦資料，只要點擊適當的「樹狀」節點來「合併」相關電腦名單  

 
圖示中的網路功能變數名稱“QA”現在已經被合併了。此外，如果您選擇一台電腦（如上圖的
BTINSTALLERPC），Printer Maestro 會在資料窗格中顯示展開的詳細內容。 

更容易檢視及管理任何電腦的配置 
如果您是懂得重新配置各種 
Windows 設置的使用者，當您在
Windows我的電腦圖示按右鍵並選
擇管理時，您可能看過相關對 

話視窗會彈跳出來。您可以從這裏檢
視及配置許多 Windows 的設置和維
修的功能。很多人不知道， （如果
您有足夠的網路許可權的話）
Windows 實際上讓您觀看和配置這
些網路上其他電腦的資料。然而，一般的 Windows 使用者對操作，連結另一台電
腦的執行順序並不熟悉，無法觀看和管理另一台電腦的設置。相反地，Printer 
Maestro 網路電腦裏電腦控制管理對話視窗，使您可以輕鬆在電腦窗格中，按右鍵
並選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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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的安全設定將受到尊重 
矛盾的是，有些人對 Printer Maestro 是如此快速且容易的展示遠端網路電腦的配
置細節感到慌張。在正確評估這個安全風險時，以下因素必須考慮在內:  

• Printer Maestro 如同 Windows 一樣，是使用完全相同的電腦控制管理功能
檢視遠端網路電腦 – 只是 Printer Maestro 使得數台電腦更容易運作。 

• 標準的 Windows 網路安全設定從來不會被忽視。（如果 Windows 本身不
允許這個使用者檢視或管理這個遠端電腦的設定，Printer Maestro 也不會允
許這個動作。）  

• 雖然您可以在遠端電腦中檢視，停止及開始 Windows 的服務（如果您有足
夠的網路許可權的話），但是您不可以增加或刪除未使用中的電腦服務。 

所以總結來說，雖然 Printer Maestro 使許多 Windows 的現有任務更簡單的被使
用，並實際引進了許多企業化控制管理功能，但是 Printer Maestro 從不忽視
Windows 的安全和網路功能變數名稱控管服務。（事實上，即使您想這麼做的
話，Printer Maestro 也不能做到。） 

安全考慮 
再次強調，Printer Maestro 不管在任何方面都從不忽視您的網路安全設定。然而，
如果您的網路安全配置允許，Printer Maestro 可使檢視更為容易，也可從遠端電腦
改變設定。因此，重要的是技術部經理應該永遠瞭解，並且正確的配置您的網路安
全設定。  

為數台印表機同時配置選擇的驅動程式設定 
 Windows 的傳統印表機配置功能，可以在 Windows印表機和傳真資料夾內按右
鍵更改印表機的設定，並且從每一台印表機的功能對話視窗個別配置設定。您無法
為特定的印表機配置特殊的印表機設定，但是有一些印表機驅動程式設定是共用的
印表機中。Printer Maestro 利用這個情況設定允許同時配置數台印表機! 最好的
是，這個使用者介面與 Windows印表機和傳真資料夾的功能相似，不需要特別重
新學習:  

1. 在 Printer Maestro印表機窗格中，選擇您要更改設定的印表機。（點擊
並且同時按下 SHIFT 鍵來連續選擇數個印表機，或點擊並且同時按下
CTRL 鍵來選擇數個不同組合的印表機。這會使數個印表機被「反白」
來表示出它們是被選擇的。）  



白皮書 Printer Maestro 

頁 21 

 
不同于 Windows 現有的標準功能，Printer Maestro 能夠同時為數台將數台印表機配置所需要的設
定。 

2. 下一步，在其中選定的印表機按右鍵及選擇功能，如同您在 Windows
印表機和傳真資料夾一樣。  

3. 一個很眼熟的對話視窗在會顯示出來。然而，印表機名稱之後會顯示數
個印表機功能，而不是印表機功能。雖然這個對話視窗看起來好像在
Windows 見過，但事實上這是 Printer Maestro 的一個特殊功能，立即
建立共用印表機選項中的共同對話視窗。 

4. 依照自己喜好隨意配置任何顯示選項及按下 OK。這個設定會為選擇的
印表機做出適當的更動。 

再一次強調，這個功能只能應用在選擇的數個印表機中的某些共同設定。這個一般
包含安全，程式與周邊同作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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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r Maestro 從數個印表機中合併配置選項，使它成為單一的共同對話視窗。  

容易為遠端印表機配置設定 
Windows 提供兩個傳統的方式來配置遠端電腦的印表機，與 Printer Maestro 比較
都各有一些限制。  

傳統方式#1: 使用本地「印表機和傳真」資料夾 

一台電腦裏的 Windows印表機和傳真資料夾，可以遠端命令在另一台（遠
端）電腦的印表機，只要您預先在遠端電腦中，將它的印表機設置為共用。此
外，也必須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在遠端電腦中的印表機。這可能對一兩台印表
機來說是很容易的。但是考慮一個在 500 台電腦的網路系統中，每一台都連結
了兩台印表機（這樣一共有 1,000 台印表機）。要從印表機和傳真資料夾指令
全部的印表機，您需要設定這 1,000 台印表機至共用，並且要在每一台您想要
使用遠端指令的電腦中，建立 1,000 個印表機驅動程式配置。雖然這是一個極
端的例子，這卻正確指出 Windows 最通用的傳統方式會衍生出來的規模問題。 

傳統方式#2: 進入遠端電腦的 「印表機和傳真」資料夾 

如果您有足夠的網路許可權，以另一個傳統 Windows 方式，在每一台遠端電腦中
個別進入印表機和傳真資料夾。然而，如同剛才所述的例子，這個方式也會在數
位上做出挑戰。  

The Printer Maestro的方式 
如上述所示，傳統 Windows 配置遠端印表機的方式難以操縱，並且到某一個程度幾
乎不可能用於非常大型的網路系統。相反地，您只要在相關遠端電腦中安裝 Pr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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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estro，就可獲得遠端印表機配置功能。然後，簡單的在 Printer Maestro 顯示視
窗內所需的印表機按右鍵並且開始配置!  

企業自動化:  

當 BarTender 印表伺服器自動化與 Printer Maestro 安裝在用來檢視的工作站
中，並且安裝 Printer Maestro 在與遠端印表機們連結的電腦上，您只需安裝相
關的 Windows 驅動程式在確實擁有印表機們的電腦內。（您也不需要安裝驅動
程式在用來檢視的電腦內。） 

專業版，自動化及 RFID自動化:  

當 Printer Maestro 安裝在運行 BarTender 專業版，自動化及 RFID 自動化的工
作站時，使用 Printer Maestro 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配置的遠端印表機，用來檢
視的電腦們 

 以及連結遠端印表機（們）的電腦（們）。  

Windows的安全設定將受到尊重 
Printer Maestro 使用並完全遵從標準 Windows 安全結構。這代表如果您不要讓使
用者在另一個電腦有許可權進入，並更改某個印表機的設定，Printer Maestro 不會
忽視這些限制。  

通知  
事實上當有事情發生時，Printer Maestro 可以做到不只是單純
的在螢幕裏顯示列印發生的問題或是記錄它們 –它還可以發資訊
到手機。這代表您不用在生產標籤的重要時刻，還必須待在您的
電腦旁邊。 

Printer Maestro 傳送電子郵件和「即時」訊息，讓您能確認許
多錯誤及警告的狀況 。讓您收到這些警告通知的狀況包含:  

• 印表機下線  

• 電腦下線 

• 紙量低或用完 

• 色帶量低或用完 

• 特定印表機的錯誤訊息，例如印字頭髮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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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r Maestro 使您輕易的確認各種可能發生的列印問題 

並非全部 Printer Maestro 功能都能使用於 BarTender 的所有版本中。此外，
Printer Maestro 無法使用於基礎版本。請參閱本白皮書中的 Printer Maestro 總覽
及本公司網站中的版本對照表來針對不同版本功能做比較。 

追蹤印表機耗材及硬體配備的使用狀態 
其中一個令人期待的新功能，是印表伺服器自動化中 Printer Maestro 也能追蹤印
表機耗材（如色帶，標籤）及硬體配備（如印字頭，記憶體，字型匣等）的使用狀
態。功能包含以電子郵件及訊息通知印表機耗材及硬體配備短少的情況。供應商更
能瞭解使用者何時需要補充存貨。 

現在這些功能的詳細資料可以在兩個地方找到:  

• Printer Maestro 的幫助系統  

• The “BarTender 9.0 的最新消息”白皮書  

2009 第一季公佈的最新白皮書“BarTender 9.0 的最新功能” ，深入介紹印表機耗材
及硬體配備的使用狀態。 

使用 Printer Maestro客制化顯示資料 

當您第一次安裝 Printer Maestro，它會以預設的配置滿足大部分「典型」的使用
者。然而，關於印表機，電腦和列印工作資料的顯示，及 Printer Maestro 應用視
窗窗格的配置都是可以高度重新配置的。在這一章節中會介紹三種基本客制化方式
的資料檢視。 

http://www.seagullscientific.com/aspx/features.aspx
http://www.seagullscientific.com/docs/whitepapers/WhitePaper_WhatsNewInBT9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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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個別窗格來客制化顯示資料  
在大部分 Printer Maestro 的顯示窗格，歷史記錄和重印控制臺是以行列來顯示資
料。雖然每一個這樣的窗格都有預設的配置，很多方面的格式都能重新配置，包括:  

• 哪一列可以用來顯示。 （您可以隨意啟動及取消列目。）  

• 每一列的寬度。 

• 列目的展示順序。  

• 哪一列目決定行目資料的排列順序。   

• 決定行目是以遞增或是遞減的排列順序。 

以下是客制化 Printer Maestro 顯示窗格的簡單步驟，但是大部分都是在
BarTender 標籤控制管理系統中。 

改變行目的顯示排列順序:  
• 點擊資料列的標籤後，根據列目資料重新整理窗格。再一次點擊來顯示相反

的內容。 

重新排列列目:  
• 隨意用滑鼠左右「拖曳」標籤。 

移除現有列目:  
• 在現有列目名單標籤上按右鍵，勾選您要開啟的列目。（請注意當客制化印
表機窗格時，如果您要移除電腦列目，印表機窗格看起來與 Windows印表
機和傳真資料夾完全相同。）  

加入一列:  
• 為檢視目前沒有顯示的資料列，可以在現有列目名單標籤上按右鍵，簡單的

點擊沒有選取的列目來顯示它。 

 
在這兩個例子中，現行工作窗格的 Windows 列印工作，可以遞交時間展示於右邊，或以工作名稱
展示於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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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稍後「客制化應用視窗」的章節，使用個別窗格來客制化資料顯示之外，您也可
以客制化您窗格的位置及或把它放置在一起， 。 

使用「樹狀」型導覽讓您可以「展開」及「合併」窗格內的
行目 
當要在一個視窗裏顯示很多的資料時，按下可展開的「樹狀節點」就可以避免「很大
的混亂」。依照您的喜好，您可以合併任何數量電腦和印表機來檢視較少的網路印表
機和列印工作。或是您可以展開節點來檢視更多或者所有網路印表機及相關工作。  

 
在左邊，在現行工作窗格的電腦和印表機被「合併」了。在右邊，它被「展開」來顯示更多關於現
有印表機和列印工作的詳細資料。 

在應用視窗內重新調整顯示窗格的大小和排列  
在稍早的白皮書介紹過，Printer Maestro 顯示窗格是多麼的容易的客制化顯示的資
料。此外，您也可以進一步客制化 Printer Maestro 應用視窗的窗格與顯示範圍 。
跟之前討論的一樣，Printer Maestro 預設顯示:  

• 印表機窗格，位元在上層顯示範圍。 

• 現行工作窗格 ，現有的「標籤式」窗格位元在下層顯示範圍。 

• 資料窗格，位元在上述兩個顯示範圍的右邊。  

雖然這是非常好用的格式可以用來快速交流很多網路資料，使用者可以重新依照自
己的需要組裝格式。這些包括:  

• 展示範圍重新調整大小。 

• 展示範圍可以移除和「固定」在螢幕的一邊。 

• 又或者，窗格可以從左邊 「拖曳」至其他的顯示範圍。  

• 在顯示範圍內，標籤式窗格可以重新安置在其他的顯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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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籤式顯示範圍可以「隨時隱藏」，所以它們可以「卷起」並且只有顯示了
Printer Maestro 邊界的標籤。然後，當您需要進入它的功能時，您可移動您
的滑鼠至可見的標籤將它卷起來。 

客制化 Printer Maestro 應用視窗比人們想像的還容易。所以如果您認為預設的配
置不是最適合您的，試著到處移動各種顯示範圍和視窗。只要您開始「拖曳」標籤
條或窗格標籤，螢幕會出現潛在的固定目標和可能的顯示位置，或是您可以隨時移
動回去。  

 
如果您要客制化您的應用視窗，螢幕暗示會顯示出窗格的精確位置。 

將你的窗格拖曳至這個小小的標籤圖示中，
來移動窗格至不同的標籤組。 

將選擇的窗格拖曳至其中一個固定目標來
固定至新的位置。 

當你隨時放開滑鼠，藍色的長方形窗格，顯示
窗格會出現的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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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回復預設的配置  
如果在試驗 Printer Maestro 顯示設置後，您不喜歡您做
的改變卻又忘記原本的顯示模式，只要選擇檢視，恢復
預設模式即可。 

Printer Maestro服務  
要讓 Printer Maestrou 應用系統能「看見」遠端電腦及
電腦，Printer Maestro 「服務」一定要在遠端電腦運
作。 

什麼是「服務?」 

「服務」是一個甚至在沒有人登陸的時候，隨時
無形的在電腦「背景」運作的程式。服務表現於
很多種功能之中，並且通常用於增加低程度的溝通，和資料進入一個或更多程
式的能力。（服務通常被其他的程式使用，而不是直接被人們使用。）  

Printer Maestro 服務負責監視電腦中印表機和列印工作的狀態，並且通報這些資料
至網路在別處的 Printer Maestro 應用系統。  

執行安裝  
Printer Maestro 服務是自動安裝在任何有 BarTender 的電腦上。然而，為了要使
Printer Maestro 看見沒有安裝 BarTender 電腦的遠端印表機和列印工作，您必須依
照下列步驟手動安裝 Printer Maestro 服務:  

• 在遠端電腦中，開始 BarTender 安裝程式（既使您不是安裝 BarTender）。 

• 當 BarTender 設置精靈顯示設置種類對話視窗，選擇只有 Printer Maestro服
務的選項。  

• 點擊下一步並且完成安裝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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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要使 Printer Maestro 看見沒有安裝 BarTender 電腦的遠端印表機和列印工作，您必須在遠端
電腦中安裝 Printer Maestro 服務。 

管理您的服務  
Windows 允許您使用電腦控制臺檢視和管理裝置服務。（這不是經常需要，通常是技
術部經理完成的。）步驟是:  

1. 在我的電腦 按右鍵（在桌面的圖示或開始功能表選擇）。  

2. 選擇管理。 

3. 點擊展開服務和應用圖示。  

4. 選擇服務來顯示及配置安裝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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