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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on Ir2200 Ir2800 Ir3300 Service Repair Parts
Recognizing the artifice ways to get this ebook canon ir2200 ir2800 ir3300 service repair parts is additionally useful. You have remained in right site
to begin getting this info. get the canon ir2200 ir2800 ir3300 service repair parts associate that we come up with the money for here and check out the
link.
You could buy guide canon ir2200 ir2800 ir3300 service repair parts or get it as soon as feasible. You could quickly download this canon ir2200 ir2800
ir3300 service repair parts after getting deal. So, in imitation of you require the ebook swiftly, you can straight acquire it. It's consequently
categorically easy and as a result fats, isn't it? You have to favor to in this reveal

Canon ir 3300 ir 2200 ir2800 how to remove main gears unit and all back cob computer board dc boardHow to Repair Additional Function Switch Canon IR
3300/ IR2200/IR2800 how to replacement of the fixing film for a canon ir3300, ir2800 | error E000007-0000 solution how to servicing 3300 photo copy
machine part 1 how to replace drum and blade on canon ir3300, ir2200 CANON IR3300/IR2200/IR2800 clear error E000051-0000 canon ir 2200 ir 2800 ir 3300
machine pickup unit opening and sparepart details TIWARI HOW TO OPEN CANON IR 3300 TOUCH SCREEN \u0026 KEY BOARD SERVICE Canon Ir 2200 2800 3300 3320
3300 canon IR how to servicing 3300 photo copy machine part 2 canon ir 3300 fixing unit canon ir2200 canon ir2800 fixing solution How to Connect Canon
Copier Printer IR3300 or Xerox Machine Directly to PC Computer Laptop using LAN ✓ How to Connect/Install Photocopy Machine to Computer | iR3300 Canon
Copier | Xerox Machine Printer Repair of the copier canon IR2016 copier does not pull the paper (English Subtitles) canon 3300 CANON IR3025 INSTALLATION
| CANON IR3025 SETUP | NETWORKING PRINTER SE PRINT KAISE NIKALE | PART-2 Canon Ir 3300 Machine How to canon ir 3300 driver intall | How to Canon 3300
Connect to PC or Laptop | HOW TO CONNECT CANON COPIERS ON NETWORK #ir6000 #ir5000 #Canonxerox canon image Runner ir6000 ( pirint,copy) Excellent
Condition E000355-0001 canon IEC 3100 y 3170 Install Canon ir3300 Network Printer-Canon ir Scan to Folder-Install Canon ir Series Printer Driver Routine
Services for Canon IR3300 Machine [English] how to clean magnetic roller in toner unit of copier machine for better quality photo copy How to Adjust
Dark \u0026 Light Copy in Canon IR 3300 | Density Adjustment
canon ir 2200/ canon ir 2800/ canon ir 3300 pickup unit repaire TIWARICANON IR 3300 MACHINE TONER DP UNIT AND TONER MAGNET DP CANON IR 3300 D ADF UNIT
solution
CLEAR ERROR E000007-0000 FOR CANON IMAGE RUNNER 2320 IR2318L IR3300 IR2800 IR2200 PART 1Canon Ir2200 Ir2800 Ir3300 Service
Canon iR2200, iR2800, iR3300 Service Manual. Download for 1. Loading... Confidential. New Product Information. iR2200/2800/3300. Date: January 25, 2001
. File No.: C-17-01-001. Released by : Canon Inc. OIP QA Center OIP TS Division. This document precedes the Service Manual for the product in question
and serves as a reference, thereby providing the Sales Companies with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
Canon iR2200, iR2800, iR3300 Service Manual
View and Download Canon IR2200 service manual online. iR2200 all in one printer pdf manual download. Also for: Ir2800, Ir3300.
CANON IR2200 SERVICE MANUAL Pdf Download | ManualsLib
Learn more about Canon's Cartridge Recycling Programme. We use cookies to provide you with the best possible experience in your interactions with Canon
and on our website – find out more about our use of Cookies and change your cookie settings here. You agree to our use of cookies on your device by
continuing to use our website or by clicking I Accept. I Accept. Back to the top Products ...
imageRUNNER 2200 - Support - Canon UK
Canon iR3300/iR2800/iR2200 Service Manual When mounting the front upper cover, take care not to trap the harness on the open switch PCB wervice to
forget connecting the con- nectors. The registration roller is controlled so that the leading edge of paper will match the image on the photosensitive
drum. The puncher shift motor Servicd is faulty.
CANON IR3300 SERVICE MANUAL PDF - Cringle
This Canon iR3300/iR2800/iR2200 service manual contains basic information needed to maintain the Canon iR3300/iR2800/iR2200 and its accessories (e.g.
side cover, offset tray) in the field to maintain product quality and a specific performance level.
Canon iR3300/iR2800/iR2200 Service Manual
2000 2000 2000 2000 CANON iR2200/iR2800/iR3300 REV.0 MAR. 2001. CHAPTER 5 SERVICE MODE. 5-13 T. Item Description Remarks. AA Indicates the order of jams
1 to 50 (50 max.) (the higher the number, the older the jam). BBBB Indicates the date of occurrence. Month, day (2 characters each) CCCC Indicat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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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of occurrence. 24-hr notation. DDDD Indicates the time of recovery. 24-hr notation. E ...
Canon IR2200, IR2800, IR3300 <JAM> - ManualsDump.com
Download CANON IR2200 IR2800 IR3300 REV-0 SM service manual & repair info for electronics experts. Service manuals, schematics, eproms for electrical
technicians . This site helps you to save the Earth from electronic waste! CANON IR2200 IR2800 IR3300 REV-0 SM. Type: (PDF) Size 3.4 MB. Page 352.
Category PRINTER SERVICE MANUAL. If you get stuck in repairing a defective appliance download this ...
CANON IR2200 IR2800 IR3300 REV-0 SM Service Manual ...
CANON iR2200 iR2800 iR3300 Service Repair Manual Download Canon ImageRunner 330/400 HP LaserJet 3300 MFP Service and Repair Guide CANON imageRUNNER 8500
SERVICE MANUAL Canon imageRUNNER 4570 ...
Canon ImageRUNNER iR2200 2800 3300 Service Manual Repair ...
Page 1 SERVICE HANDBOOK REVISION 0 FY8-23BD-000 MAY 2001 COPYRIGHT© 2001 CANON INC. CANON iR2200/iR2800/iR3300 REV.0 MAY 2001 PRINTED IN JAPAN (IMPRIME
AU JAPON) Page 2 When changes occur in applicable products or in the contents of this manual, Canon will release technical information as the need
arises. In the event of major changes in the contents of this manual over a long or short period ...
CANON IR2200 SERVICE HANDBOOK Pdf Download | ManualsLib
Title: Canon Ir2200 Ir2800 And Ir3300 Copier Service, Author: GenieFlaherty, Name: Canon Ir2200 Ir2800 And Ir3300 Copier Service, Length: 5 pages, Page:
1, Published: 2013-09-29 . Issuu company ...
Canon Ir2200 Ir2800 And Ir3300 Copier Service by ...
This Service Manual contains basic information needed to service the iR2200/iR2800/ iR3300 and its accessories (i.e., side paper deck, shift tray) in
the field, conducted for the purpose of maintaining its product quality and a specific level of performance.
CANON IR2200 - Service Manual Immediate Download
Ebook Canon Ir2200 Ir2800 And Ir3300 Copier Service Manual getting the fine future But, it's not unaided kind of imagination This is the Canon Ir2200
2800 3300 Service Manual This canon ir3300/ir2800/ir2200 service manual contains basic information needed to maintain the canon ir3300/ir2800/ir2200 and
its accessories e.g. Canon released the imagerunner 2800 in 2001 for workgroups and mid-sized ...
Ir2200 Ir2800 Ir3300 Document Management Software
Ir2800, Ir3300. CANON IR2200 SERVICE MANUAL Pdf Page 6/17. Access Free Canon Ir3300 Service Mode Manual Download | ManualsLib Canon iR2200 Service
Manual. The puncher drive PCB is faulty. When replacing the PCB, be sure to enter the settings indicated on the service label [1] in service mode.
Checking And Printing Acnon Information Page 71 7 Clean the area around the machine, and fill out the ...
Canon Ir3300 Service Mode Manual - openapil06.tasit.com
Alibaba.com offers 312 canon ir2200 drum products. About 41% of these are OPC Drum, 15% are Toner Cartridges, and 36% are Other Printer Supplies. A wide
variety of canon ir2200 drum options are available to you, such as cartridge's status, colored, and compatible brand.
canon ir2200 drum, canon ir2200 drum Suppliers and ...
Canon iR2200 Service Handbook. Download Service handbook of Canon iR2200 All in One Printer, Copier for Free or View it Online on All-Guides.com.
Canon iR2200 Scanner Service handbook PDF View/Download
Alibaba.com offers 503 ir2800 canon products. About 4% of these are toner cartridges, 1% are toner powder, and 1% are copiers. A wide variety of ir2800
canon options are available to you, such as free samples.
Ir2800 Canon, Ir2800 Canon Suppliers and Manufacturers at ...
CANON iR2200/iR2800/iR3300 REV.1 JAN. 2002 INTRODUCTION ii 2 Outline of the Manual This Service Manual contains basic information needed to service the
iR2200/iR2800/ CANON IR2200 SERVICE MANUAL Pdf Download. We use cookies to provide you with the best possible experience in your interactions with Canon
and on our website – find out more about our use of Cookies and change your cook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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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on Ir2200 Network Guide - amsterdam2018.pvda.nl
Canon iR3300/iR2800/iR2200 Service Manual When mounting the front upper cover, take care not to trap the harness on the open switch PCB wervice to
forget connecting the con- nectors. The registration roller is controlled so that the leading edge of paper will match the image on the photosensitive
drum. The puncher shift motor Servicd is faulty. CANON IR3300 SERVICE MANUAL PDF - Cringle This ...

「看到最後，不能不為他們的故事流下激動熱淚！」 ◆2017 年 Goodreads 網站讀者票選年度冠軍 ◆2018 年美國南方圖書獎年度最佳小說 ◆2018 年 Ezvid Wiki 網站年度十大歷史小說 ◆2018 年 10 月誠品選書、城邦讀書花園選書
◆改編自美國史上令人心痛的真實事件，Goodreads 網站 ◆全美銷售突破 110 萬冊，賣出全球 36 國版權 ◆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今日美國、出版人周刊、亞馬遜網站熱銷之作 ◆吳曉樂、陳又津、番紅花、楊富閔 同聲推薦 原本幸福美滿的七口之家，一夕之間遭硬生生拆散，
該為孤兒找到歸宿的育幼院，背後隱藏了什麼陰暗祕密？ 一九三九年，十二歲的瑞兒和她的四個弟妹，與年輕的父母一同住在密西西比河的船屋上。那晚風雨交加，父親必須將難產的母親送往醫院，臨行前叮囑瑞兒要照顧好自己的手足，怎料這一離就是永別。隔天，五個孩子遭警察強行帶走，送往「田納西兒童之家」，雖然大人們保證他們很
快就能與父母團聚，但未知的黑暗仍逐漸朝他們襲來，瑞兒拚了命要保住所有弟妹，不讓一家人再次被拆散。
二○一七年，在南卡羅來納州艾肯市，即將舉行豪華婚禮、很可能會接下父親參議員棒子的聯邦檢察官艾芙芮，在老人安養院的一次意外遭遇，驅使她好奇地探索那段模糊隱匿的家族史，沒想到竟就此踏上一條最終走向崩壞或救贖的道路——端看她如何抉擇。
這部令人動容的小說，靈感源自美國史上一樁真實事件。兩個家庭、相隔數個世代，因為叫人心碎的不公不義而發生永難癒合的改變。 ▍得獎、書店選書資訊 2017 年 Goodreads 網站讀者票選年度冠軍 2018 年美國南方圖書獎年度最佳小說 2018 年 Ezvid Wiki 網站年度十大歷史小說 2018
年 10 月誠品選書、城邦讀書花園選書 ▍媒體書評、名家推薦 吳曉樂、陳又津、番紅花、楊富閔——同聲推薦 ★ 麗莎．溫格特選取了一章幾乎沒人想起的美國歷史，編織出一個具有延續力的故事。喬琪亞．譚恩與她成立的孟菲斯田納西兒童之家協會確實存在，拆散了無數孩子的情感連結，偷走他們的過去、改變他們的未來，讓人不
寒而慄。然而，這本震撼人心小說的真正精湛之處，是溫格特帶我們深入十二歲的河上吉普賽女孩瑞兒．佛斯的心和想法。瑞兒全然單一的個人聲音，在你翻至最後一頁，將依然迴盪在耳邊。溫格特追隨她而去的勇氣也是⋯⋯鮮明動人。 ——《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 寶拉．麥克蓮（Paula McLain） ★
這是個勁道十足的故事，關於手足、隱藏的祕密與分享的祕密。我非常喜愛這本書，到現在依然沉浸在愉悅的閱讀體驗裡，為真實犯罪的來龍去脈而震驚，為這些似乎擁有不朽靈魂的角色的旅程而讚嘆。 ——《紐約時報》暢銷書《悲喜邊緣的旅館》作者 傑米．福特 ★
難忘的閱讀經驗⋯⋯這本扣人心弦的小說很可能靜靜地令你心碎——不過，因為掌控大局的可是麗莎．溫格特，在你讀完這本書時，你的心不會破碎一地而沒被補綴。她是個說故事高手，一定能直抵核心，讓我們抱持希望、堅定地走下去。 ——《迷人生活的祕密》（Secrets of a Charmed Life）作者
蘇珊．麥斯納（Susan Meissner） ★
麗莎．溫格特述說一個家庭因田納西兒童之家協會的惡行而分崩離析。這個令人心跳加速的故事聽起來如此逼真，使我無法成眠，直到我知道這家人後來的命運。偷竊最無助脆弱的孩子、將他們賣給出價最高的投標人，得到視若無睹的高階官員許可，這個殘酷的陰謀仍舊縈繞在我心頭，難以忘懷。 ——《喚我回家》（Calling Me
Home）作者 茱莉．奇普勒（Julie Kibler） ★ 年度最佳小說之一。……在這部近乎完美的作品裡，你很難從中抽離。 ——《赫芬頓郵報》 ★ 關於失去與尋回一個家庭的故事……手足之情、晦暗的祕密，交織出這部引人入勝的小說。 ——《時人》雜誌 出版社 馬可孛羅 (城邦)
男孩埃利．貝爾與哥哥奧古斯特，住在澳洲布里斯本的郊區。那裡聚集波蘭與越南難民；那裡的媽媽經常有黑眼圈，因為爸爸喝酒後會打人；那裡的大人會突然消失；那裡毒品氾濫；那裡沒有埃利嚮往的小巷盡頭……那裡彷彿被全世界遺棄。
埃利最要好的朋友「瘦皮猴」，是謀殺罪的重刑犯，因為越獄而成為傳奇人物。瘦皮猴教埃利如何觀察事物並詳細描述；教埃利運用想像力，來闖過生活中的難關；教埃利成為值得敬重的人。
奧古斯特不說話，他只伸手在空中寫字，用眼神與肢體動作示意，因為不說話可以知道更多事。無眠的夜裡，奧古斯特會帶著埃利在地面灑水，欣賞月亮在水中的倒影。這時候，彷彿月亮被收在「月池」中；而兄弟倆就是能隨著想像力馳騁，吞下宇宙的男孩。
雖然埃利擁有老靈魂和成年人的心智，也學習當個好人，但是生活不斷朝他的人生道路拋擲障礙物：毒梟在某天夜裡侵入他家，帶走他最深愛的萊爾，並串通警察逮捕媽媽；這一夜，埃利還失去一隻手指，兄弟倆今後只能跟酒鬼生父住在一起……
《吞下宇宙的男孩》深刻描寫澳洲中下階層無以為繼的生活困境，將殘酷的現實做了正向的轉化，帶點詩意，帶點幻想。埃利與奧古斯特的成長故事是苦中作樂的生命冒險，他們將經歷的各種創傷轉變成生命的養分，來保持對生命的熱愛。 【封面繪圖構想】 書名《吞下宇宙的男孩》，緣於奧古斯特與埃利夜裡在街上灑水，看水池中反射的月
亮。以這個為出發點設計一個廣場，背景是城市、公園及黑夜。右上是埃利灑完水後坐著休息，靜靜看著奧古斯特雙手揮舞在空中的樣子——這裡我把他跟月亮結合了，有種手語跟影像結合的超現實感。也讓這個安靜的構圖帶來一點衝突感，讓讀者看到封面感到好奇。
胡培菱（外文書書評人）、騷夏（詩人）、丁耕原（臨床心理師）——溫暖推薦 胡培菱（外文書書評人）、騷夏（詩人）、丁耕原（臨床心理師）——溫暖推薦 【得獎與選書紀錄】 ■ 2018年澳洲Audible年度最佳小說類有聲書、年度最佳好書 ■ 2019年「澳洲圖書產業獎」年度好書、文學小說、有聲書、新人作家獎
■ 2019年澳洲獨立圖書獎首獎 ■ 2019年MUD文學俱樂部文學獎 ■ 2019年新南威爾斯州總理文學獎最佳長篇小說新人獎 ■ 2019年入圍邁爾斯．富蘭克林文學獎（Miles Franklin Literary Award） ■ 2019年4月美國亞馬遜書店編輯選書 ■
2019年6月歐普拉雜誌推薦海灘度假讀物 ■ 中文版封面由人氣插畫家川貝母繪圖。 ■ 獲得2019年「澳洲圖書產業獎」年度好書、年度文學小說、年度有聲書、年度新人作家四項大獎，締造該獎開辦以來史無前例的驚人成績。
Five people set off, and only four people came back... Oscar-winning Best Actress Reese Weispen's favorite author, Australia's most watched thriller
novel Tian Hou Zhen. (Harper Jane) Harper follows the latest suspenseful masterpiece of Drought. The search and rescue work at Gileland Ridge will
continue tomorrow morning to find the missing 45-year-old Melbourne hiker Alice Russell... Federal Police Foucault turned down the TV sound, and then
dialed the voice mail of his mobile phone. The message was from Alice at 4:26 in the morning. Called from Russell's cell phone.

快點醒來啊，梅里奧達斯！新魔神王誕生前10分鐘的殊死戰！哥塞爾的咒禁解除了！接著，「原始魔神」顯現了。天使長倒地不起，連「傲慢」的「太陽」都黯淡無光，世界將被黑暗所籠罩嗎──。但是，希望正從遠處而來。為了拯救朋友、團長，六名「大罪人」集結了。這場混沌不明的聖戰就交給他們來終結了！
【戰地琴人】金獎名導羅曼波蘭斯基執導!! 《真實遊戲》2017年12月全台上映! 【怪奇孤兒院】伊娃葛林主演，再展性感神祕面貌，謎樣身分震驚銀幕！ ★向史蒂芬．金《顫慄遊戲》致敬之作！ ★心理驚悚超越【控制】 峰迴路轉爆出驚駭真相 猜不透的暗黑危機 ★榮獲法國荷諾多文學獎、高中生龔固爾文學獎！
★全球銷售24國版權，法國賣出500,000本，法國亞馬遜年度總榜第5名！ ★冬陽 / 推理作家、張渝歌 / 推理作家、譚端 / 偵探書屋店長 真實推薦！ 我躺在醫院，血液裡驗出了迷幻藥，我被下毒了。 一切安排的天衣無縫，我卻無法證明…… Ｌ就這樣進駐了我的生命，一步一步的蠱惑我。
我經常在想，是哪裡出現了破綻，導致我如此脆弱、易於滲入。 她是唯一知道這個秘密的人。只有她知道我寫不出東西，甚至連筆都拿不住。她不僅知道，還掩護我，成為我的分身。
很明顯的，Ｌ完全控制了我，我不確定我是否曾極力表達不滿。我多希望能說，我曾奮力抵抗，努力地掙脫控制。但是，我無話可說。我把自己交給Ｌ，因為當時她讓我覺得她是唯一能夠幫我走出地洞的人。 同時，一封一封匿名信威脅意味愈來愈濃厚…… 會是她策劃並主導了一切?!…… 全球好評，真實推薦!!
＊「開頭如杜斯妥也夫斯基式自傳小說，最後急轉直下，成為史蒂芬‧金式的驚悚，L從操控狂轉成暗黑殺手。真假交雜、高潮迭起，懸疑緊張直到最後一刻！」 ——觀察家週刊 ＊「充斥著驚人情感，在闔上書本的那一刻，一切真相再次形成拼圖，而最後那一塊拼圖則靠讀者自己去創造。」 ——閱讀雜誌
＊「跨越真實和虛構的界線，層層鋪陳。《真實遊戲》在今年文學出版的589本新書中脫穎而出。絕不容錯過！」 ——費加洛報 ＊「一場與自我內心惡魔的交戰。L就像女版的雷普利，脆弱的岱芬只能逐漸陷入她溫柔的控制中。」 ——關鍵週刊
＊「史蒂芬‧金的影子隨處可見，懸疑氣氛延續到最後一刻。作者遊走真實與虛幻之間，游刃有餘。」 ——書香世界週報 ＊「結構精實，稱得上絕佳的驚悚小說。角色有血有肉，讓人感動！」 ——書頁雜誌 ＊「沒錯，寫不出東西是每個作家的惡夢，但，我敢保證，再怎麼樣你也不會想碰上L這號人物……」 ——張渝歌（推理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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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顿作品
超過50個國家出版 《紐約時報》排行榜領先超過100週 史蒂芬史匹柏執導原著 《一級玩家》作者最新作品 ★《戰爭遊戲》、「星際大戰」、「星艦迷航記」粉絲絕對欲罷不能 ★史上頭一遭！三大經典暢銷作家同聲讚好：《冰與火之歌》作者喬治?馬汀、《羊毛記》作者休．豪伊、《火星任務》作者安迪．威爾重量推薦
★強勢橫掃各大重量媒體：《滾石雜誌》、美聯社、《今日美國報》、《娛樂週刊》、《書單》雜誌、《學校圖書館》期刊強推好評 ※首刷限量艦隊書盒版※
作者審核認證，本版書盒以書中虛擬飛行載具牆面質地呈現，展現金屬科技質感效果，以珍珠墨模擬面料的實體，最後雷射膜燙印文字表現層次，全球唯一獨家收藏版；書封燙印特殊色，呈現故事體驗的完美質地。 虛擬世界的競爭，可以扭轉全人類的命運？ 在真實世界對抗敵人，真的就像打電動？
這不是只論勝負的遊戲，這是生死交關的戰爭。 令人激賞的成長經典 史詩級的冒險旅程 沒錯，未來有時候很恐怖， 但那是你沒有辦法逃避的東西。 倒數8小時，這是你保護地球的最後機會。5、4、3、2……
札克覺得自己可能瘋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教室窗外，高速移動的飛碟正在空中飛行，而且，造型就像是他最愛電玩裡的敵軍戰鬥機。 如果這不是夢，那麼，究竟是怎麼回事？難道札克年紀輕輕，就要跟他的爸爸一樣失去理智嗎？
爸爸札維爾在札克出生前就因一場意外過世。札克十歲時找到爸爸留下的詭異筆記，筆記中的內容不僅聲稱外星勢力有一天終將侵入地球，更指出跨國軍事組織為了打這場仗，早就結合電玩產業籌備多年，並以《星際大戰》、《第三類接觸》等熱銷全球的電影對民眾洗腦。札克早就懷疑，爸爸的瘋狂邏輯透露著真正的死因……
沒想到，札克的夢想與擔憂竟然逐步成真，看似小說的故事情節即將引爆一場無人能倖免的戰爭！札克在電玩中得分的高低是否代表他能拯救地球，奮戰到底的決心能否幫他面對父親死因的真相？在真實世界對抗敵人，真的就像打電動？ 一部成長的冒險經典、史詩級的冒險旅程， 懸疑氣氛高漲，出乎意料的驚人結局！ 【精采名句情節】
?? ◎「歡迎來到王牌星際基地，這裡的遊戲永遠不會結束。」我背出這間店的罐頭招呼語，盡可能拿出熱情的態度：「各位年輕紳士今晚有什麼需求呢？」 ◎「未來」有時候聽起來很恐怖，但你沒有辦法逃避的。
◎我被下藥了嗎？不，不可能。這天早上我只在開車上學途中吞了一塊草莓果醬餡餅，而且怪罪早餐吃的糖霜餅，根本就比看到虛構電玩太空船的幻影還要瘋狂。更何況，我明知道我的D N A更有可能是罪犯。
◎我想通了，這是我自己的錯。我原本可以採取預防措施，卻走了反路。就像老爸那樣，一輩子都在過量服用無節制的逃避主義，刻意讓幻想成為現實。 ◎如果外太空有其他文明，他們為什麼會想跟人類接觸？如果我們用這種方式對待彼此，面對地球外的突眼種族又能仁慈到哪裡去？
◎看到那台長刀戰鬥機（也可能是看到它的幻影）之後，我的內心被引發了小規模的土石崩塌，接著它漸漸演變成矛盾情緒與回憶碎片的雪崩，壓向我。所有回憶都連向我爸，以及我從他的遺物中找到的老舊筆記本。
◎「別動手，孩子！」凡斯透過公頻大叫，他現在無力阻止我了：「如果你動手，人類滅絕這筆帳就會記在你一個人頭上！」我還是開火了。破冰器吃下我最後一發太陽槍，無聲、燦爛地爆炸了。
◎在這個當下，我打算試著奉行尤達大師歷久不衰的建議——把注意力放到我的所在之處、所做之事上。竭盡所能地去保護對我而言真正重要的人。這並沒有我過去想的那麼難。碰上這麼多事、經歷這麼多狀況後，我發現自己不會再望向窗外，做關於冒險的白日夢了。
◎我們無法強迫你賭上性命、加入我們的軍隊。但你們也應該要知道，跑回家也躲不開這場戰爭。你的朋友和家人也躲不掉，地球上的任何人都逃不開。我們不知道這些生物究竟是什麼，但他們就要來殺光人類了。如果我們不阻止對方，人類就會滅亡
◎人類的命運就寄託在破冰器上了，它得擊中目標才行。——我們只有一次機會，所以要搞定才行。 【媒體好評】 超有娛樂性……對過往電玩遊戲的讚美詩。它就跟《一級玩家》一樣，會為任何記得那段時光、玩過那些遊戲的人帶來極大的樂趣。 ——《冰與火之歌》作者喬治．R．R．馬丁
超好玩的小說，你一定會想重新啟動它，再讀一遍……對我這遊戲宅來說，這是近幾年最棒的小說。 ——《羊毛記》作者休．豪伊 在這本大師級的小說中，地球對上了強大的外星敵人，做出末路掙扎——你十四歲那年幻想的陰謀論都成真了。 ——《火星任務》作者安迪．威爾 克萊恩再度將生猛的幽默和阿宅的知識灌注到他的作品中。這
是一個氣氛昂揚、討喜的故事，非典型主角必須在不斷倒數的時間內拯救整個地球，激發腎上腺素的動作場面、樸拙的戀愛場面、感人的家庭劇也都是本作的特色……克萊恩的劇情設定難以捉摸、叫人絞盡腦汁，全力描寫的高科技戰鬥使人振奮，合起來就是一部機智、狂熱、令人心滿意足的娛樂小說。 ——《書單》雜誌星級評論
刺激的成長故事。 ——《娛樂週刊》 ……又一本向流行文化致敬的科幻小說，要一整個漫畫展才裝得下作者的愛。 ——《滾石雜誌》 這本小說棒呆了，證明克萊恩有能力將「流行文化」和「不挑讀者的刺激故事」融合在一起。 ——美聯社
將「星際大戰」、「星際戰士」、「ID4星際終結者」，以及「小蜜蜂」的超難關卡煮成一鍋好喝的科幻濃湯。 ——《今日美國報》 作者的第二本小說，棒呆了……《一級玩家》迷該慶祝一下了。 ——《哈芬登郵報》 讀起來開心又愉快……克萊恩已經有一大票書迷，不過這本書會為他帶來更大群的讀者。 ——《波音波音》
在這充滿機智的外星生物驚悚小說中，虛構的電玩都成真了！ ——《紐約郵報》 結構穩得像一部夏季賣座電影……克萊恩將「戰爭遊戲」、「星際大戰」、「星際戰士」，以及「爆破彗星」之類的老街機遊戲的基因結合成既熟悉又無法預測的作品，對過往科幻修辭的變異性致敬。 ——高客傳媒
《一級艦隊》證明恩斯特．克萊恩是「美夢成真」文學的當代大師——也提醒我們做夢前要三思。 ——《垂暮戰爭》作者約翰．史卡奇 克萊恩又創造了一個迷人的青少年主角札克，這次也在故事中埋藏鄉愁和阿宅領域，成果就跟備受好評的出道作《一級玩家》一樣好。劇情發展受到某些作品的顯著影響，例如歐森．史考特．卡德的「戰爭遊
戲」、電影「星際戰士」和「星際大戰」，作者感覺比較像在致敬，而非挪用典故——饒舌歌手取樣道上最棒的那些beat，做出無人能擋的大融合。 ——《學校圖書館期刊》星級評論 出版社 麥田 (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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