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須知
使用前務必閱讀本注意事項
安全使用注意事項
• 確保正確使用相機。請在使用前仔細閱讀您的 使用手冊，特別是以下安全使用注意
事項。
• 閱讀完這些注意事項後，請將其妥善保管。
關於圖示
該文件使用下述圖示表示忽略圖示所示資訊和操作錯誤可能造成的傷害或損壞的嚴重
程度。
警告 該圖示表示若忽略該資訊，可能會導致死亡或嚴重傷害。
注意 該圖示表示若忽略該資訊，可能會導致人身傷害或設備損壞。
下述圖示表示必須遵守的指示的性質。

請勿將重物壓在相機上，否則可能使重物傾倒或摔落而造成傷害。
當仍連接有 AC 電源轉換器時，請勿移動相機。不可拉扯連接線來斷開 AC 電源
轉換器，否則可能損壞電源線或電纜，導致火災或電擊危險。
請勿用衣物或毛毯覆蓋或包裹相機或 AC 電源轉換器，否則可能會使溫度升
高，導致機殼變形或引起火災。
清潔相機或準備長期不使用相機時，請取出電池或拔下 AC 電源轉換器的插
頭，否則可能會導致火災或電擊危險。
當充電結束時，請從電源插座拔出充電器的插頭，否則可能導致火災。

三角標誌表示此資訊需要注意（“重要”）。
圓形標誌加一斜線表示禁止行為（“禁止”）。
實心圓形加一驚嘆號表示使用者必須執行的操作（“必要”）。

警告

拔出電源
插頭

注意
請勿在充斥油煙或蒸氣，或者潮濕或有灰塵的地方使用本相機，否則可能導
致火災或電擊危險。
請勿將相機放置在極端高溫的地方。切勿將相機放置在密閉的汽車內或直射
陽光下，否則可能導致火災。

若發生故障，請關閉相機，取出電池或拔下 AC 電源轉換器的插頭。在相機冒
煙、散發異味或出現其他異常狀況時，如果繼續使用，可能導致火災或電擊
危險。請與 FUJIFILM 經銷商聯絡。
不要讓水份或異物進入相機。若水份或異物進入相機，請關閉相機，取出電
池或拔下 AC 電源轉換器的插頭。若仍繼續使用相機，則可能導致火災或電
擊危險。請與 FUJIFILM 經銷商聯絡。

取出記憶卡時，卡可能會太快彈出。請用手指將其扶住，然後輕輕釋放。 彈
出卡片的衝擊可能會導致受傷。
請定期對相機內部進行檢查和清潔。相機內部積存的灰塵可能導致火災或電
擊危險。請與 FUJIFILM 經銷商聯絡，每兩年進行一次內部清潔。請注意，此
項並非免費服務。
若電池更換不正確，則可能引起爆炸。請僅使用相同或同等類型的電池進行
更換。
電池及電源
附註：請檢查您相機所使用的電池類型並閱讀相應章節。
下文說明電池的正確用法以及延長使用壽命的方法。電池的不正確使用會縮短電池壽命
或者造成電池漏液、過熱，引發火災或爆炸。
鋰電池
若相機使用的是可充電式鋰電池，請閱讀本章節。

不要在浴室或淋浴設備中使用相機，否則可能導致火災或電擊危險。

電池在出廠時沒有充電。請在使用前為電池充電。不使用電池時請將其存放在電池盒
中。

不可分解

絕對不可嘗試改造或分解相機（切勿打開機殼），否則可能導致火災或電擊
危險。

■ 電池使用須知
若閒置不用，電池會逐漸喪失電量。請在使用前一兩天內為電池充電。
閒置時將相機關閉可延長電池壽命。

請勿觸摸內
部部件

若由於摔落或其他意外事故造成機殼破損，請勿觸摸相機外露部件，否則可
能會因觸摸破損部件導致電擊危險或受傷。請立即取下電池（注意避免受傷
或遭受電擊），然後將本產品送至銷售點進行諮詢。

請勿在浴室
或淋浴設備
中使用

請勿改造、加熱、不當扭捲或拉扯連接線，也不要將重物壓在連接線上，否
則可能損壞電線，導致火災或電擊危險。若連接線已經損壞，請與 FUJIFILM
經銷商聯絡。
請勿將相機放置在不平穩的地方，否則可能導致相機摔落或傾倒並造成傷
害。
切勿在行進間拍照。行走或駕駛時，請勿使用相機，否則可能使您跌倒或發
生車禍意外。
請勿在雷雨中接觸相機的金屬部分，否則可能會因閃電放出的感應電流而導
致電擊危險。
請勿使用非指定的電池。安裝電池時，請按照指示進行操作。
請勿加熱、改造或分解電池。請勿摔落或使電池受到撞擊。電池不可與金屬
製品一起存放。上述任何一種行為都可能導致電池爆炸或漏液，從而引起火
災或人身傷害。
請僅使用指定用於本相機的電池或 AC 電源轉換器。切勿在所示電壓範圍之外
使用。使用其他電源可能引起火災。
若電池漏液，電解液接觸到您的眼睛、皮膚或衣物，請用清水沖洗患部，並
立即就醫診治或電話尋求緊急救護。
請勿使用充電器對非此處指定的電池進行充電。隨附的充電器僅可對相機隨
附類型的電池進行充電。使用該充電器對傳統電池或其他類型的可充電式電
池進行充電可能導致電池漏液、過熱或爆炸。
使用閃光燈時，太靠近眼睛可能會導致視覺損傷。因此拍攝嬰兒或幼童時需
特別小心。
請勿長時間接觸發熱的表面。若不遵守此注意事項，可能導致低溫灼傷，尤
其是在周圍溫度較高或者使用者血液循環不佳或知覺變弱的情況下，建議使
用三腳架或採取確保安全的類似措施。
本產品開啟期間請勿讓身體的任一部位與本產品長時間接觸。若不遵守此注
意事項，可能導致低溫灼傷，尤其是在長時間使用期間，周圍溫度較高或者
使用者血液循環不佳或知覺變弱的情況下，建議使用三腳架或採取確保安全
的類似措施。
請勿在具有易燃物品、爆炸性氣體或粉塵的環境中使用。
攜帶電池時，請將其裝入數位相機或放在硬盒內。收存電池時，請將其放在
硬盒內。丟棄電池時，請用絕緣膠帶包覆電池端子。若電池端子與其他金屬
物品或電池接觸，可能導致電池起火或爆炸。
請勿將記憶卡、熱靴和其他細小部件放置在兒童伸手可及之處。兒童可能會
不小心吞嚥細小部件；請妥善保管，避免兒童接觸。若兒童不小心吞嚥了細
小部件，請就醫診治或尋求緊急救護。
請妥善保管，避免兒童接觸。因為其中的肩帶可能會纏繞兒童頸部而導致窒
息，閃光燈可能導致視覺損傷。
遵循航空公司或醫院工作人員的指示。本產品發出的無線射頻輻射可能會干
擾導覽裝置或醫療裝置。

低溫環境下電池效能會下降；電量快耗盡的電池在寒冷條件下無法正常工作。請將一
枚充滿電的備用電池存放在溫暖的地方並在必要時更換，或者將電池放在口袋或其他
溫暖的地方，且僅等到拍攝時才將其插入相機。請不要將電池與暖手用品或其他加熱
裝置直接接觸。
■ 電池充電
請將電池裝入隨附的電池充電器中進行充電。周圍溫度低於 +10 ℃ 或高於 +35 °C 時，
充電時間將會延長。請不要在溫度高於 40 °C 的環境下為電池充電；溫度低於 0 °C 時，
電池將不會充電。
請勿嘗試將完全充滿電的電池再次充電。但是電池無需完全放電後才充電。
電池在剛充電或使用後可能會發熱。這是正常現象。
■ 電池壽命
在常溫下，電池大約可以充電 300 次。當電池可容納電量的使用時間長度明顯減少時，
表明電池已達最終使用壽命，需要進行更換。
■ 存放
電池在充滿電時若長期閒置不用，其效能可能會被削弱。存放電池前請先將其電量放
盡。
若準備長期不使用相機，請取出電池，並將其存放在比較乾燥的地方，且周圍環境溫度
需在 +15 °C 至 +25 °C 之間。請勿將其存放在溫度極高或極低的地方。
■ 注意：電池使用注意事項
• 請勿與項鍊、髮夾等金屬物品一起運輸或存放。
• 請勿將電池扔進火中或加熱。
• 請勿分解或改造電池。
• 請僅使用指定的充電器為電池充電。
• 及時處理廢舊電池。
• 請勿摔落電池或使其受到強烈震動。
• 請勿將電池浸入水中或接觸到水。
• 請保持電池端子的清潔。
• 電池和相機機身在經過長時間使用後可能會發熱。這是正常現象。
■ 電池處理
請按照當地的相關規定處理廢舊電池。
AC 電源轉換器（另售）
請僅使用指定用於本相機的 FUJIFILM AC 電源轉換器。使用其他轉換器可能會損壞本相
機。
• AC 電源轉換器僅供室內使用。
• 請確保 DC 插頭穩固地連接至相機。
• 斷開轉換器的連接之前請先關閉相機。斷開轉換器的連接時請拔插頭而非電源線。
• 請勿將其用於其他裝置。
• 不可分解。
• 請勿將其置於高溫或潮濕的地方。
• 請勿使其受到強烈震動。
• 使用過程中，轉換器可能會發出嗡嗡聲或發熱。這是正常現象。
• 若轉換器造成無線電干擾，請重置接收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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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務必閱讀本注意事項

使用相機

• 請勿將相機對準極其明亮的光源（例如晴空中的太陽），否則可能會損壞相機影像感
安全使用注意事項
應器。
感謝您選購本產品。有關維修、檢查和內部測試的資訊，請與 FUJIFILM 經銷商聯絡。
• 強烈的陽光可能會透過觀景窗聚焦，從而損壞電子觀景窗（EVF）面板。請勿將電子觀
• 確保正確使用鏡頭。請在使用前仔細閱讀相機使用手冊，特別是以下安全使用注意事
景窗對準太陽。
項。
進行試拍
• 閱讀完這些注意事項後，請將其妥善保管。
在重要場所進行拍攝之前（例如，在婚禮上或帶著相機旅行之前），請先進行試拍並
關於圖示
檢視效果以確認相機功能是否正常。FUJIFILM 公司對產品故障造成的損害或利益損失不
該文件使用下述圖示表示忽略圖示所示資訊和操作錯誤可能造成的傷害或損壞的嚴重
承擔任何責任。
程度。
著作權說明
警告 該圖示表示若忽略該資訊，可能會導致死亡或嚴重傷害。
除非僅供個人使用，若未經著作權人的同意，使用您的數位相機系統拍攝的影像將不能
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否則即屬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請注意，即使純粹供個人使用，
注意 該圖示表示若忽略該資訊，可能會導致人身傷害或設備損壞。
在拍攝舞台演出、娛樂表演和展示活動時仍可能會有某些限制。使用者還必須注意，當
轉讓包含受著作權保護的影像或資料的記憶卡時，必須在著作權法的許可範圍內進行。 下述圖示表示必須遵守的指示的性質。
使用
為確保正確拍攝影像，拍攝影像時，請勿使相機受到碰撞或震動。

三角標誌表示此資訊需要注意（“重要”）。
圓形標誌加一斜線表示禁止行為（“禁止”）。

液晶
如果螢幕損壞，請避免接觸液晶。若發生下列任何一種情況，請按照指示採取緊急措
施。
• 如果液晶接觸到您的皮膚，請用布清潔該部位，然後塗抹肥皂並用水徹底沖洗。
• 如果液晶進入您的眼睛，請用清水沖洗眼睛至少 15 分鐘，然後尋求醫療協助。
• 如果不慎吞嚥液晶，請用水徹底漱口。喝大量水以誘發嘔吐，然後尋求醫療協助。
雖然螢幕採用尖端高精密技術製造，但仍可能會出現始終發亮或不發亮的畫素。這並非
故障，由本產品記錄的影像不會受到影響。
商標資訊
xD-Picture Card 和 E 是 FUJIFILM 公司的商標。此處字體由 DynaComware 台灣公司
獨家開發。Macintosh 和 Mac OS 是 Apple Inc. 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商標。Windows 標誌
是微軟公司的商標。Wi-Fi® 和 Wi-Fi Protected Setup® 是 Wi-Fi 聯盟的註冊商標。SDHC 和
SDXC 標誌是 SD-3C, LLC 的商標。HDMI 標誌是一個商標。本手冊中提及的所有其他商標
名稱，分別為其相關所有者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電氣干擾
本相機可能會干擾醫療和航空裝置。在醫院或飛機上使用相機前，請先洽詢醫務人員或
航空公司職員。
彩色電視系統
NTSC（國家電視系統委員會）是一種主要被美國、加拿大和日本等國家採用的彩色電視
廣播規格。PAL（線相交替系統）是一種主要被歐洲國家和中國採用的彩色電視系統。
Exif Print（Exif 版本 2.3）
Exif Print 是一種新修訂的數位相機檔案格式，使用該格式，列印過程中可將與照片一起
儲存的資訊用於最佳色彩再現。
重要事項：請在使用本軟體之前閱讀
未經應用管理部門的許可，禁止直接或間接導出部分或全部授權軟體。
加拿大客戶須知
CAN ICES-3（B）/NMB-3（B）
注意：該款 B 級數位裝置符合加拿大 ICES-003 標準。
加拿大工業部聲明：本裝置符合加拿大工業部免授權 RSS 標準。其操作受以下兩個條件
制約：(1) 本裝置不可以導致干擾，(2) 本裝置必須承受任何干擾，包括可能導致本裝置
意外操作的干擾。
本裝置及其天線不得進行主機代管或結合任何其他天線或傳輸器進行操作（已測試內建
無線電除外）。在美國/加拿大銷售的本產品會被禁用國家代碼選擇功能。

實心圓形加一驚嘆號表示使用者必須執行的操作（“必要”）。

警告
請勿在浴室
或淋浴設備
中使用

不可分解

請勿觸摸內
部部件

請勿將鏡頭浸入水中或接觸到水，否則可能導致火災或電擊危險。

不可分解（不可打開外殼），否則可能會因產品故障導致火災、電擊危險或
受傷。
若由於摔落或其他意外事故造成外殼破損，請勿觸摸外露部件，否則可能會
因觸摸破損部件導致電擊危險或受傷。請立即取下相機電池（注意避免受傷
或遭受電擊），然後將本產品送至銷售點進行諮詢。
請勿將鏡頭放在不平穩的地方，否則鏡頭可能摔落，導致受損。
請勿透過鏡頭或相機觀景窗觀看太陽，否則將可能導致永久性的視覺損傷。

注意
請勿在有水蒸氣或煙霧的地方或者非常潮濕或灰塵彌漫之處使用或存放鏡
頭，否則可能導致火災或電擊危險。
請勿將鏡頭置於陽光直射或極端高溫之處，如晴天密閉的汽車內，否則可能
導致火災。
請妥善保管，避免幼童接觸。本產品在兒童手中可能導致傷害。
請勿用濕手操作，否則可能導致電擊危險。
拍攝逆光拍攝對象時，請不要讓太陽進入構圖範圍。因為當太陽位於或靠近
構圖範圍時，陽光可能透過鏡頭聚焦從而導致火災或灼傷。
不使用本產品時，請蓋好鏡頭蓋並將其存放在無陽光照射的地方。因為陽光
透過鏡頭聚焦將可能導致火災或灼傷。
請勿直接提拿安裝於三腳架上的相機或鏡頭，否則相機或鏡頭可能摔落或撞
擊其他物體，導致受損。
重要資訊：使用相機內建無線傳輸器之前，請先閱讀以下注意事項。
Q 本產品包含由美國研發的加密功能，受美國出口管理條例控制，不能出口或再出口至
任何被美國禁運貨物的國家。

• 請僅用作無線網路的一部分。FUJIFILM 對未經認可的使用所造成的損害不承擔任何責
輻射暴露聲明：無科學證據顯示，任何健康問題與使用低功率無線裝置有關。但是，也 任。切勿用於需要高度可靠性的裝置中，例如醫療裝置或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人體生
沒有證據證明，這些低功率無線裝置是絕對安全的。低功率無線裝置在使用時會釋放
命的其他系統。當用於電腦或需要比無線網路具更高可靠性的其他系統時，請務必採
處於微波波段的低強度無線射頻（RF）能量。高強度的 RF 會（透過加熱身體組織）對
取一切必要的防範措施以確保安全並避免故障。
健康產生影響，而低強度的 RF 不會產生加熱效應，對健康不會引起任何已知的不良影 • 請僅在裝置出售國使用。本裝置符合其出售國關於無線網路裝置的相關規定。使用本
響。在很多關於低強度 RF 暴露的研究中並沒有發現任何生物效應。儘管一些研究顯示
裝置時應遵守當地所有相關規定。FUJIFILM 對於因在其他管轄範圍內的使用而引起的
可能會出現生物效應，但這還未透過更多研究加以證實。經測試表明，X-A10 遵循為不
問題不承擔任何責任。
可控環境所設定的 IC 輻射暴露限制，符合 IC 無線射頻（RF）暴露規範 RSS-102。
• 無線資料（影像）可能會被第三方攔截。透過無線網路所傳輸的資料的安全性不予保
證。
• 切勿在受到磁場、靜電或無線電干擾的場所使用本裝置。不要在微波爐附近或受到磁
場、靜電或無線電干擾的場所使用本裝置，這些干擾可能會阻止無線信號的接收。在
以 2.4 GHz 頻寬操作的其他無線裝置附近使用該傳輸器可能會導致互相干擾。
• 無線傳輸器使用 DSSS 和 OFDM 調變以 2.4 GHz 頻寬進行操作。
無線網路裝置：注意
• 本裝置的操作頻率與商業、教育及醫療裝置和無線傳輸器的頻率相同。其操作頻率還
與在裝配線和其他類似裝置的 RFID 追蹤系統中使用的授權傳輸器和特殊非授權低電壓
傳輸器的頻率相同。
• 為避免干擾以上裝置，請遵循以下注意事項。使用本裝置前，請先確認未使用 RFID 傳
輸器。若發現本裝置對 RFID 追蹤系統中使用的授權傳輸器產生干擾，請立即停止使
用相應頻率或將本裝置移至其他地方。若您發現本裝置對低電壓 RFID 追蹤系統產生干
擾，請聯絡 FUJIFILM 經銷商。

2.4DS/OF4

此標籤表明本裝置使用 DSSS 和 OFDM 調變以 2.4 GHz 頻寬進行操
作，其干擾距離最遠可達 40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