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IGITAL CAMERA

X100F
新功能
2.10 版

因韌體更新而新增或更改的功能可能與本產品隨附資料中的描述不再相

符。有關不同產品可用更新的資訊，請訪問我們的網站：

 http://www.fujifilm.com/support/digital_cameras/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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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繁體

目錄目錄

X100F 韌體 2.10 版新增或更新了下列功能。訪問以下網站可獲取最新使用手冊。

 http://fujifilm-dsc.com/en-int/manual/
編號編號 說明說明 X100F X100F PP 頁碼 頁碼 PP 版本版本

11 使用 MF 輔助期間顯示被放大時，使用對焦棒可改變對焦區域。
6969 ZHT-1ZHT-1 2.002.00

22 當確認對焦期間顯示被放大時，使用對焦棒可改變對焦區域。

33
設定選單的 D 畫面設定 中新增了 大指示器(EVF/OVF) 和 大型指示燈模式（LCD）

選項。
118118

ZHT-2ZHT-2
ZHT-3ZHT-3

2.102.10

44 設定選單的 D 畫面設定 中新增了一個 大型指示燈顯示設定 選項。 118118 ZHT-4ZHT-4 2.102.10
55 設定選單的 D 按鈕/轉盤設定 > 控制環設定 中新增了一個 關 選項。 122122 ZHT-5ZHT-5 2.002.00
66 設定選單中新增了一個 D 連接設定 > PC連接模式 項目。 126126 ZHT-5ZHT-5 2.002.00

77
除“FUJIFILM 的配件”中所列的 instax SHARE 印表機之外，本相機現在還支援 
SP-3。

142142 ZHT-6ZHT-6 2.002.00

8 8 現在您可使用與 FUJIFILM 閃光系統相容的第三方攝影棚閃光燈指令器。 144144 ZHT-6ZHT-6 2.002.00



ZHT-1中文繁體

變更與新增變更與新增

對焦模式對焦模式

X100F 使用手冊：P 69 2.00 版版

   確認對焦 確認對焦

若要放大目前對焦區域以進行精確對焦，請按下後指令轉

盤的中央。再次按下後指令轉盤的中央可取消變焦。在

手動對焦模式下，若 G AF/MF設定 > MF 輔助 選為 標準 
或 對焦峰值亮點，旋轉後指令轉盤可調整變焦，而若 
G AF/MF設定 > 焦距確認 選為 開，旋轉對焦環時相機將

自動放大所選對焦區域。在對焦變焦過程中，您可使用對焦棒進行對焦區域選擇。在對焦模式 
C 下，或者當 G AF/MF設定 > PRE-AF 選為開或 自動對焦模式 選為 r 單一點 以外的選項時，對

焦變焦不可用。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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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與新增

DD 畫面設定 畫面設定

X100F 使用手冊：P 118 2.10 版版

大指示器(EVF/OVF)大指示器(EVF/OVF)
選擇 開 可在電子/光學觀景窗（EVF/OVF）中顯示大型指示燈。所顯示的指示燈可使用 D 畫面設定 > 大型指示

燈顯示設定 進行選擇。

關 開

  QQ 當 當 大指示器(EVF/OVF)大指示器(EVF/OVF) 選為  選為 開開 時，某些圖示不會顯示，其中包括： 時，某些圖示不會顯示，其中包括：

• 對焦指示器 • AF + MF 指示器 • 麥克風/遙控器
• 距離指示器 • 對焦模式 • 其他

  RR 若將 若將 大型指示燈模式大型指示燈模式 指定給某一功能鈕，則該按鈕可用於在 大型指示燈模式 開啟（ 指定給某一功能鈕，則該按鈕可用於在 大型指示燈模式 開啟（開開）和關閉（）和關閉（關關））

（（PP 47、121）之間進行切換。 47、121）之間進行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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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與新增

DD 畫面設定 畫面設定

X100F 使用手冊：P 118 2.10 版版

大型指示燈模式（LCD）大型指示燈模式（LCD）
選擇 開 可在 LCD 螢幕中顯示大型指示燈。所顯示的指示燈可使用 D 畫面設定 > 大型指示燈顯示設定 進行

選擇。

關 開

  QQ 當 當 大型指示燈模式（LCD）大型指示燈模式（LCD）選為 選為 開開 時，某些圖示不會顯示，其中包括： 時，某些圖示不會顯示，其中包括：

• 對焦指示器 • AF + MF 指示器 • 麥克風/遙控器
• 距離指示器 • 對焦模式 • 其他

  RR 若將 若將 大型指示燈模式大型指示燈模式 指定給某一功能鈕，則該按鈕可用於在 大型指示燈模式 開啟（ 指定給某一功能鈕，則該按鈕可用於在 大型指示燈模式 開啟（開開）和關閉（）和關閉（關關））

（（PP 47、121）之間進行切換。 47、121）之間進行切換。



ZHT-4 中文繁體

變更與新增

DD 畫面設定 畫面設定

X100F 使用手冊：P 118 2.10 版版

大型指示燈顯示設定大型指示燈顯示設定

選擇當 D 畫面設定 > 大指示器(EVF/OVF) 或 大型指示燈模式（LCD）選為 開 時所顯示

的指示燈。

選項選項 說明說明

AA 曝光顯示 曝光顯示
選擇在螢幕底部列出的項目。所選項目以核選標記（R）標識；若要取消選擇，請反

白顯示核選標記並按下 MENU/OK。
BB  dd 刻度 刻度 選擇 開 可顯示曝光指示。

CC L1、L2、L3、L4 L1、L2、L3、L4 選擇最多 4 個大圖示在螢幕左側顯示。

DD R1、R2、R3、R4 R1、R2、R3、R4 選擇最多 4 個大圖示在螢幕右側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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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與新增

DD 按鈕/轉盤設定 按鈕/轉盤設定

X100F 使用手冊：P 122 2.00 版版

控制環設定控制環設定

設定指派至控制環的功能。

選項：預設/白平衡/軟片模擬/數位化增距鏡/關

DD 連接設定 連接設定

X100F 使用手冊：P 126 2.00 版版

PC連接模式PC連接模式

調整設定以連接至電腦。

選項選項 說明說明

USB讀卡器USB讀卡器
透過 USB 連接相機至電腦會自動啟用資料傳輸模式，使資料可複製到電腦。未

連接時，相機將正常運作。

USB RAW轉換/備份恢復USB RAW轉換/備份恢復

透過 USB 連接相機至電腦會自動啟用 USB RAW 轉換/備份恢復模式。未連接

時，相機將正常運作。

• USB RAW 轉換（需要 FUJIFILM X RAW STUDIO）：使用相機影像處理引擎將 
RAW 檔案迅速轉換為高品質 JPEG 影像。

• 備份恢復（需要 FUJIFILM X Acquire）：儲存並載入相機設定。即時重新配置

相機或與相同類型的其他相機共用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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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與新增

FUJIFILM 的配件FUJIFILM 的配件

X100F 使用手冊：P 142 2.00 版版

instax SHARE 印表機instax SHARE 印表機

SP-1/SP-2/SP-3：透過無線區域網路連接以在 instax 軟
片上列印照片。

 使用熱靴閃光燈組件 使用熱靴閃光燈組件

X100F 使用手冊：P 144 2.00 版版

現在您可使用與 FUJIFILM 閃光系統相容的第三

方攝影棚閃光燈指令器。有關詳情，請參閱攝

影棚閃光燈組件隨附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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