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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附配件

以下是相機隨附的配件：

• NP-W126S 可充電式電池

• 機身蓋（提供時已安裝於相機）

• USB 線組（約 0.6 m）

• 肩帶

• 基本操作手冊（本手冊）

N 若您購買的是鏡頭套裝，請確認套裝中包含一個鏡頭。

使用手冊

本手冊提供了有關準備使用相機和相機基本操

作的指南。使用手冊中有詳細的操作指南，可

在電腦或智慧型手機上檢視。它還包含軟體授

權的相關資訊。

 http://fujifilm-dsc.com/en-int/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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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部件

相機部件如下所示。

A  曝光補償轉盤
B  快門鈕
C  自動模式選擇器撥桿
D  快門速度轉盤
E  熱靴
F  驅動轉盤
G  N（閃光燈彈出）桿
H  肩帶扣環
I  連接孔蓋
J  對焦模式選擇器
K  鏡頭信號接點
L  鏡頭釋放鈕
M  麥克風

N  AF 輔助燈
自拍指示燈
信號燈

O  前指令轉盤
P  ON/OFF 開關
Q  Fn1 鈕
R  閃光燈
S  機身蓋
T  麥克風/遙控器連接孔

（⌀2.5 mm）
U  USB 連接孔（C 型）
V  HDMI 微型連接孔（D 型）

O V  請使用不超過 1.5 m 長的 HDMI 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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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部件

W  b（刪除）鈕
X  a（播放）鈕
Y  屈光度調節控制器
Z  電子觀景窗（EVF）
a  VIEW MODE（檢視模式）鈕
b  AE-L（曝光鎖定）鈕
c  後指令轉盤
d  AF-L（對焦鎖定）鈕
e  指示燈

信號燈
f  Q（快速選單）鈕
g  對焦棒（對焦桿）
h  MENU/OK 鈕

i  DISP（顯示）/BACK 鈕
j  DC 連接器線通道蓋
k  電池室蓋
l  電池室蓋栓扣
m  序號面板
n  三腳架插孔
o   喇叭
p  LCD 螢幕

觸控式螢幕
q  眼感應器
r  電池栓扣
s  電池室
t  記憶卡插槽

O m  切勿移除序號面板，該面板提供 CMIIT ID、序號以及其他重要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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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顯示

本部分列出了拍攝過程中可能顯示的指示。

O為便於說明，所示顯示中所有指示都為點亮狀態。

電子觀景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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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顯示

A  裁切系數
B  焦距確認
C  景深預覽
D  位置資料下載狀態
E  Bluetooth 開/關
F  影像傳輸狀態
G  錄影模式
H  全高清高速錄製
I  可用錄製時間/已用錄製時間
J  日期和時間
K  可拍攝張數 1

L  影像尺寸
M  檔案格式化
N  影像品質
O  溫度警告
P  觸控式螢幕模式
Q  白平衡
R  AWB 鎖定
S  軟片模擬
T  F-Log錄製
U  動態範圍
V  D-範圍優先順序
W  影片 佳化控制
X  聲音和閃光燈指示器
Y  虛擬水平線
Z  提升模式
a  色階分佈圖
b  距離指示 2

c  電源
d  電池電量
e  感光度
f  曝光補償
g  對焦框
h  光圈
i  時間信號
j  快門速度
k  TTL 鎖定
l  AE 鎖定
m  測光
n  拍攝模式
o  對焦模式 2

p  對焦指示器 2

q  手動對焦指示器 2

r  AF 鎖定
s  麥克風插孔設定
t  錄製音量 2

u  AF+MF 指示 2

v  快門類型
w  連拍模式
x  曝光指示
y  自拍指示
z  麥克風
0  遙控器
1  閃光燈（TTL）模式
2  防手震模式 2

3  閃光燈補償

1 當儲存空間可容納畫面超過 9999 張時將顯示“9999”。

 2 當 D 畫面設定 > 大型指示燈模式（EVF）選為 開 時不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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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 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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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顯示

A  裁切系數
B  閃光燈補償
C  焦距確認
D  景深預覽
E  位置資料下載狀態
F  虛擬水平線
G  Bluetooth 開/關
H  影像傳輸狀態
I  錄影模式
J  全高清高速錄製
K  對焦框
L  可用錄製時間/已用錄製時間
M  可拍攝張數 1

N  影像尺寸
O  檔案格式化
P  影像品質
Q  日期和時間
R  觸控式螢幕模式 3

S  AWB 鎖定
T  白平衡
U  軟片模擬
V  F-Log錄製
W  動態範圍
X  D-範圍優先順序
Y  影片 佳化控制
Z  提升模式
a  溫度警告
b  聲音和閃光燈指示器

c  電源
d  電池電量
e  距離指示 2

f  感光度
g  色階分佈圖
h  曝光補償
i  光圈
j  時間信號
k  快門速度
l  TTL 鎖定
m  AE 鎖定
n  測光
o  拍攝模式
p  對焦模式 2

q  對焦指示器 2

r  手動對焦指示器 2

s  AF 鎖定
t  麥克風插孔設定
u  AF+MF 指示 2

v  快門類型
w  錄製音量 2

x  連拍模式
y  曝光指示
z  自拍指示
0  麥克風
1  遙控器
2  閃光燈（TTL）模式
3  防手震模式 2

1 當儲存空間可容納畫面超過 9999 張時將顯示“9999”。

 2 當 D 畫面設定 > 大型指示燈模式（LCD）選為 開 時不顯示。

3 相機功能也可透過觸控控制進行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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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步驟

請完成下列步驟以便使用相機。

安裝肩帶

將肩帶安裝至 2 個肩帶扣環的方法如下圖所示。

安裝鏡頭

本相機可使用 FUJIFILM X 卡口鏡頭。

從相機取下機身蓋，從鏡頭取下鏡頭後

蓋。將鏡頭和相機上的標記對齊，把鏡

頭置於安裝座上（A），然後旋轉鏡頭

直至其喀嚓一聲卡入正確位置（B）。

取下鏡頭

若要取下鏡頭，請關閉相機，然後如圖所

示按下鏡頭釋放鈕（A）並同時旋轉鏡頭

（B）。

O為避免灰塵積聚在鏡頭上或相機內部，

未安裝鏡頭時請蓋上鏡頭蓋和相機機

身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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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步驟

插入電池和記憶卡

請按照下述方法插入電池和記憶卡。

1 如圖所示推動電池室栓扣並打開電池

室蓋。

2 插入電池。

使用電池將電池栓扣推至一旁，並按

照箭頭所示方向將電池端子朝裡插入

電池。

3 插入記憶卡。

N 相機用於儲存照片的選購的 SD、

SDHC 和 SDXC 記憶卡統稱為“記

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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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閉電池室蓋並推動電池室釋放栓扣直至關閉位置。

取出電池

取出電池或記憶卡前，請關閉相機 並打開電池室蓋。

若要取出電池，請如圖所示將電池栓扣推

至一旁，然後將電池從相機中滑出。

O 在高溫環境下使用時，電池可能會發熱。取出電池時請小心

謹慎。

  取出記憶卡

若要取出記憶卡，請向裡按記憶卡，然後

慢慢鬆開。此時即可用手將卡取出。

O • 彈出記憶卡時，請按卡的中央。

• 取出記憶卡時，卡可能會迅速彈出。請用手指將其扶住，然後

輕輕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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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步驟

電池充電

• 您可透過 USB 為相機充電。

帶有生產商認可的作業系統和 
USB 介面的電腦可用來進行 
USB 充電。

在充電期間請使

電腦保持開啟狀態。

O • 相機呈開啟狀態時電池不會充電。

• 使用 5 V/500 mA 的充電輸入為電池充滿電大約需要 5 小時。

• 指示燈顯示的電池充電狀態如下：

指示燈指示燈 電池狀態電池狀態

開 電池正在充電。

關 完成充電。

閃爍 充電錯誤。

• 若要從家庭 AC 電源插座為電池充電，請使用 BC-W126S 電池充

電器（另售）。

檢查電池電量

電池電量的顯示如下：

指示指示 說明說明

e 已消耗部分電池電量。

f 電池約含 80% 的電量。

g 電池約含 60% 的電量。

h 電池約含 40% 的電量。

i 電池約含 20% 的電量。

i

（紅燈）
電池電量低。請儘快充電。

j

（閃爍紅燈）
電池電量已耗盡。請關閉相機並為電池重新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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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步驟

基本設定

首次開啟相機時，您可選擇一種語言並設定相機時鐘。

1 開啟相機。

螢幕中將顯示一個語言選擇對話框。

2 選擇一種語言。

反白顯示一種語言並按下 MENU/OK。

3 按照螢幕指示完成設定過程。

設定完成後，拍攝顯示將出現在螢幕中。

N 若將電池取出長時間閒置未用，開啟相機時，相機時鐘將會重

設，且螢幕中將顯示語言選擇對話框。

略過目前步驟

按下 DISP/BACK 可略過目前步驟。螢幕中將

顯示一個確認對話框；選擇 否 可避免在下

次開啟相機時重複您略過的任何步驟。

FUJIFILM
Camera Re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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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攝影與播放

拍攝和檢視照片的基本步驟如下所述。

拍攝照片

1 將驅動轉盤轉動至 S（單幅畫面）。

2 將自動模式選擇器撥桿轉動至 
w。

3 半按快門鈕，設定對焦和曝光。

對焦指示 對焦框

• 若相機可以對焦，它將發出兩聲嗶嗶且對焦框和對焦指示

點亮綠燈。

• 若相機無法對焦，對焦框將變紅，s 將會顯示，並且對

焦指示將閃爍白燈。

4 平穩地完全按下快門鈕以拍攝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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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攝影與播放

檢視照片

若要全畫面檢視照片，請按下 a。

100-0001

向左按下對焦棒（對焦桿）將以相反順序翻頁照片。向右按下將

以拍攝順序翻頁照片。按住對焦棒可快速捲動至您所需的照片。

N 您還可以使用前指令轉盤或滑動手勢來翻頁照片。

刪除照片

使用 b（刪除）鈕可刪除照片。

O 刪除的照片無法恢復。請在刪除前將重要的照片進行保護或者

將其複製到電腦或其他儲存裝置。

1 全畫面顯示照片時，按下 b 鈕並選擇 單一畫面。

2 選擇一張照片並按下 MENU/OK 將其刪除。

• 按下 MENU/OK 鈕時將刪除該照片；不顯示確認對話窗。請注

意不要意外刪除想要保留的照片。

• 其他照片可使用 MENU/OK 鈕進行刪除。顯示所需照片並按下 
MENU/OK 將其逐張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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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錄製與播放

請按照以下步驟錄製和檢視動畫。

錄製動畫

1 將驅動轉盤轉動至 F（動畫）。

2 將自動模式選擇器撥桿轉動至 
w。

3 按下快門鈕開始錄製。

• 錄製過程中，螢幕中將顯示錄製指

示（V）。

• 熒幕上顯示已錄製的時間。

4 再次按下按鈕結束錄製。

當動畫達到 29 分 59 秒或記憶卡已滿時，錄製將自動結束。

O錄製動畫時，請使用 UHS 速度為 3 級或以上的記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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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錄製與播放

檢視動畫

在全畫面播放過程中，動畫用 W 圖示標

識。向下按下對焦棒（對焦桿）可開始

動畫播放。

動畫顯示時，您可執行以下操作。

對焦棒對焦棒

（對焦桿）（對焦桿）
全畫面播放全畫面播放

正在進行播放正在進行播放

（（xx））

播放暫停播放暫停

（（yy））

向上 — 結束播放

向下 開始播放 暫停播放 開始/恢復播放

向左/向右 檢視其他照片 調整速度 單張畫面後退/前進

播放過程中螢幕中將顯示進度。 29m5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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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選單

若要顯示選單，請按下 MENU/OK。

選單

在靜態攝影、動畫錄製及播放過程中會顯示不同選單。

拍攝拍攝

RAW

靜態攝影：驅動轉盤被轉

動至 F（動畫）以外的

位置時

HDMI 

HD

4K 
HD

F-

動畫錄製：驅動轉盤被轉

動至 F（動畫）時

播放播放

RAW 

播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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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選單標籤

選單的操作方法如下：

1 按下 MENU/OK 顯示選單。

RAW

2 向左按下對焦棒（對焦桿）反白顯示

目前選單的標籤。 RAW

標籤

3 向上或向下按下對焦棒反白顯示包含所需項目的標籤。

4 向右按下對焦棒將游標置於選單中。

N使用前指令轉盤可選擇選單標籤或翻閱選單，使用後指令轉盤

則可反白顯示選單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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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選單

拍攝選單（靜態攝影）

N 標有 x 和 F 圖示的項目在靜態攝影和動畫拍攝選單中都可用。

對任一選單中這些項目的更改也適用於其余選單中的項目。

影像品質設定

若要顯示影像品質設定，請在照片拍攝顯示中按下 MENU/OK 並
選擇 H（影像品質設定）標籤。

設定設定 說明說明

影像尺寸影像尺寸 為新照片選擇尺寸和縱橫比。

影像品質影像品質 調整 JPEG 壓縮設定或啟用或禁用 RAW 格式錄影。

RAW格式錄影RAW格式錄影 選擇錄製 RAW 格式影像的選項。

軟片模擬軟片模擬 選擇調色板和色調範圍。

單色單色 為使用 軟片模擬 > a ACROS 和 b MONOCHROME 

拍攝的照片選擇單色色調。

顆粒效果顆粒效果 新增一種軟片顆粒效果。

彩色效果彩色效果 增加可用於渲染容易高度飽和的色彩（例如，

紅色、黃色和綠色）的色調範圍。

色彩漸變特效藍色色彩漸變特效藍色 增加可用於渲染藍色的色調範圍。

白平衡白平衡 使白平衡與光源相匹配，無論是直射陽光還是人造

照明。

動態範圍動態範圍 選擇用於照片的動態範圍。

D範圍優先順序D範圍優先順序 用於在拍攝高對比度場景時減少明亮部和陰暗部中

細節的流失，從而獲取自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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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設定 說明說明

色調曲線色調曲線 參考色調曲線調整強調或陰影，使其色調更粗糙或

更平滑。

色彩色彩 調整色彩濃度。

銳利度銳利度 銳化或柔化輪廓。

高ISO降噪高ISO降噪 減少在高感光度下所拍照片中的雜訊。

清晰度清晰度 在盡量不改變明亮部和陰暗部色調的同時增加清

晰度。

長時曝光減少雜訊長時曝光減少雜訊 減少長時間曝光中產生的斑點。

鏡頭調整優化器鏡頭調整優化器 減少小孔徑衍射造成的輕微畫質損失。

色彩範圍色彩範圍 選擇色彩再現的可用色域。

像素對應像素對應 若在您的照片中發現亮點，請使用本選項。

選擇自訂設定選擇自訂設定 設定可從 7 個自訂設定庫的任一庫中重新啟用。

編輯/儲存自訂設定編輯/儲存自訂設定 保存自訂拍攝選單設定。

自動更新自訂設定自動更新自訂設定 選擇是否自動更新自定義設定資料庫，以應用對設

定的更改。

xxFF 轉接環設定 轉接環設定 為使用選購 FUJIFILM M 轉接環所連接的 M 卡口鏡頭

調整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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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選單

AF/MF設定

若要顯示 AF/MF 設定，請在照片拍攝顯示中按下 MENU/OK 並選擇 
G（AF/MF設定）標籤。

設定設定 說明說明

對焦區域對焦區域 選擇對焦區域。

自動對焦模式自動對焦模式 選擇對焦區域的大小。

AF-C 自訂設定AF-C 自訂設定 為對焦模式 C 選擇對焦追蹤選項。

按方向存儲AF模式按方向存儲AF模式 選擇是否將相機處於人像方位時所使用的 AF 模式與

相機處於風景方位時所使用的 AF 模式分開保存。

AF點陣顯示 AF點陣顯示 yzyz 設定當 自動對焦模式 選為 區 或 廣角/跟蹤 時是否顯

示單個對焦框。

焦點數量焦點數量 選擇可用於對焦點選擇的焦點數量。

PRE-AFPRE-AF 選擇即使未半按快門鈕，相機是否也持續調整對

焦。

xxFF AF輔助燈 AF輔助燈 選擇 AF 輔助燈是否點亮以輔助自動對焦。

臉部/眼部偵測設定臉部/眼部偵測設定 選擇在設定對焦和曝光時相機是否將人物臉部優先

於背景物體。

AF+MFAF+MF 選擇是否可以在對焦鎖定期間透過旋轉對焦環啟動

手動對焦。

MF 輔助MF 輔助 選擇在手動對焦模式下對焦如何顯示。

焦距確認焦距確認 選擇在手動對焦模式下旋轉對焦環時，螢幕中是否

自動放大所選對焦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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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設定 說明說明

連鎖重點自動曝光與連鎖重點自動曝光與

對焦區域對焦區域

選擇點測光是否對目前對焦框進行測光。

xxFF 立即自動對焦 立即自動對焦

設定設定

選擇在手動對焦模式下按下分配了 AF 鎖定等功能的

功能鈕時相機如何對焦。

xxFF 景深 景深 選擇景深的比例。

釋放/對焦優先釋放/對焦優先 選擇當相機未對焦時，是否完全按下快門鈕就可以

拍攝照片。

xxFF 自動對焦範圍 自動對焦範圍

限制器限制器

限制可用對焦距離的範圍以提高對焦速度。

xxFF 觸控式螢幕模式 觸控式螢幕模式 選擇使用觸控控制所執行的拍攝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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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選單

拍攝設定

若要顯示拍攝設定，請在照片拍攝顯示中按下 MENU/OK 並選擇 
A（拍攝設定）標籤。

設定設定 說明說明

場景設定場景設定 使設定與場景相匹配。

DRIVE 設定DRIVE 設定 為各種驅動模式調整設定。

HDRHDR 相機將以不同曝光度拍攝的三張照片合成後創建出

一張照片。

動態取景器模式動態取景器模式 使用螢幕中央的裁切拍攝照片。

預拍 預拍 ssJJ 選擇當半按快門鈕時是否使用電子快門連拍。

自拍自拍 選擇快門釋放延遲時間。

保存自拍設定保存自拍設定 選擇是否在每次使用定時器或關閉相機時重置自拍

設定。

自拍定時器指示燈自拍定時器指示燈 選擇自拍攝影時自拍定時器燈是否點亮。

間隔計時器拍攝間隔計時器拍攝 配置相機以預設間隔自動拍攝所選張數的照片。

間隔計時器拍攝曝光間隔計時器拍攝曝光

平滑平滑

選擇是否在間隔定時拍攝時自動調整曝光，以防止

在兩次拍攝之間發生顯著變化。

測光測光 選擇相機如何測定曝光。

快門類型快門類型 選擇快門類型。

減少閃爍減少閃爍 選擇是否減少在熒光燈及其他類似光源下拍攝時照

片和熒幕中的閃爍現象。

防手震模式防手震模式 選擇是否啟用影像穩定。

感光度ISO感光度ISO 調整相機對光線的敏感度。

xxFF 無線通訊 無線通訊 建立與智慧型手機、平板裝置或其他裝置的無線

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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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光燈設定

若要顯示閃光燈設定，請在照片拍攝顯示中按下 MENU/OK 並選擇 
F（閃光燈設定）標籤。

設定設定 說明說明

閃光燈功能設定閃光燈功能設定 調整閃光控制模式、閃光級別和閃光功率等設定。

消除紅眼消除紅眼 選擇是否消除閃光引起的紅眼現象。

TTL-鎖定模式TTL-鎖定模式 選擇 TTL 鎖定模式。

紅燈設定紅燈設定 選擇當拍攝照片時閃光燈組件的 LED 視訊燈（若可

用）是用作反射光還是 AF 輔助燈。

主設定主設定 當使用相機閃光燈組件作為 Fujifilm 光學無線遙控閃

光控制的指令器時，請選擇組。

CH 設定CH 設定 選擇用於在指令器和遙控閃光燈組件之間進行通信

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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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選單

動畫設定

若要顯示動畫設定，請在照片拍攝顯示中按下 MENU/OK 並選擇 
B（動畫設定）標籤。

設定設定 說明說明

錄影模式錄影模式 調整動畫錄製設定。

檔案格式化檔案格式化 選擇一種動畫格式。

全HD高速錄製全HD高速錄製 調整全高清高速動畫錄製的設定。

FF 影像穩定功能模式 影像穩定功能模式 選擇是否啟用影像穩定。

音訊設置音訊設置 調整動畫錄製時的聲音相關設定。

麥克風/遙控器麥克風/遙控器 指定連接至麥克風/遙控器連接孔的裝置是音訊裝置

還是遙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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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選單（動畫）

N 標有 x 和 F 圖示的項目在靜態攝影和動畫拍攝選單中都可用。

對任一選單中這些項目的更改也適用於其余選單中的項目。

動畫設定

若要顯示動畫錄製選項，請在動畫拍攝顯示中按下 MENU/OK 並選

擇 B（動畫設定）標籤。

設定設定 說明說明

錄影模式錄影模式 調整動畫錄製設定。

檔案格式化檔案格式化 選擇一種動畫格式。

全HD高速錄製全HD高速錄製 調整全高清高速動畫錄製的設定。

固定影片裁切倍率固定影片裁切倍率 選擇是否將動畫裁切比例固定為 1.29：1。

F-日誌錄製F-日誌錄製 選擇是否啟用 F-Log 錄製。

4K 電影匯出4K 電影匯出 選擇如何記錄 4K 動畫片段以及是否透過 HDMI 

輸出。

全HD視頻輸出全HD視頻輸出 選擇如何記錄全高清動畫片段以及是否透過 HDMI 

輸出。

HDMI 匯出資訊顯示HDMI 匯出資訊顯示 選擇 HDMI 裝置是否鏡像顯示相機螢幕中的資訊。

4K HDMI待機品質4K HDMI待機品質 選擇在待機期間輸出至所連接的 HDMI 裝置時是否

從 4K 切換至全高清。

HDMI錄製控制HDMI錄製控制 選擇當按下快門鈕開始和結束動畫錄製時，相機是

否向 HDMI 裝置傳送動畫開始和結束信號。

FF 測光 測光 選擇相機如何測定曝光。

FF 影像穩定功能模式 影像穩定功能模式 選擇是否啟用影像穩定。

FF 感光度ISO 感光度ISO 調整相機對光線的敏感度。

斑馬紋設定斑馬紋設定 選擇是否在動畫模式顯示中以斑馬條紋顯示可能曝

光過度的明亮部。

斑馬紋等級斑馬紋等級 選擇斑馬條紋顯示的亮度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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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選單

設定設定 說明說明

影片最佳化控制 影片最佳化控制 oLoL 可以使用指令轉盤和觸控式螢幕控制來調整設定。

信號燈信號燈 選擇動畫錄製期間點亮的信號燈（指示或 AF 輔助）

以及信號燈閃爍還是保持穩定點亮。

xxFF 無線通訊 無線通訊 建立與智慧型手機、平板裝置或其他裝置的無線

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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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品質設定

若要顯示影像品質設定，請在動畫拍攝顯示中按下 MENU/OK 並選

擇 H（影像品質設定）標籤。

設定設定 說明說明

FF 軟片模擬 軟片模擬 選擇用於動畫錄製的軟片模擬效果。

FF 單色 單色 為使用 軟片模擬 > a ACROS 和 b MONOCHROME 

拍攝的照片選擇單色色調。

FF 白平衡 白平衡 使白平衡與光源相匹配，無論是直射陽光還是人造

照明。

FF 動態範圍 動態範圍 選擇用於動畫錄製的動態範圍。

FF 色調曲線 色調曲線 參考色調曲線調整強調或陰影，使其色調更粗糙或

更平滑。

FF 色彩 色彩 調整色彩濃度。

FF 銳利度 銳利度 銳化或柔化輪廓。

FF 高ISO降噪 高ISO降噪 減少在高感光度下所拍照片中的雜訊。

VV 幀間降噪 幀間降噪 選擇是否減少幀間譟音

FF 周邊亮度校正 周邊亮度校正 選擇拍攝動畫時是否減少漸暈。

xxFF 轉接環設定 轉接環設定 為使用選購 FUJIFILM M 轉接環所連接的 M 卡口鏡頭

調整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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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選單

AF/MF設定

若要顯示 AF/MF 設定，請在動畫拍攝顯示中按下 MENU/OK 並選擇  
G（AF/MF設定）標籤。

設定設定 說明說明

FF 對焦區域 對焦區域 選擇對焦區域。

FF 自動對焦模式 自動對焦模式 選擇對焦區域的大小。

FF AF-C 自訂設定 AF-C 自訂設定 選擇在對焦模式 C 中錄製動畫時的對焦追蹤選項。

xxFF AF輔助燈 AF輔助燈 選擇 AF 輔助燈是否點亮以輔助自動對焦。

FF 臉部/眼部偵測設定 臉部/眼部偵測設定 選擇在設定對焦和曝光時相機是否將人物臉部優先

於背景物體。

FF MF 輔助 MF 輔助 選擇在手動對焦模式下對焦如何顯示。

FF 焦距確認 焦距確認 選擇在手動對焦模式下旋轉對焦環時，螢幕中是否

自動放大所選對焦區域。

xxFF 立即自動對焦 立即自動對焦

設定設定

選擇在手動對焦模式下按下分配了 AF 鎖定等功能的

功能鈕時相機如何對焦。

xxFF 景深 景深 選擇景深的比例。

xxFF 自動對焦範圍 自動對焦範圍

限制器限制器

限制可用對焦距離的範圍以提高對焦速度。

xxFF 觸控式螢幕模式 觸控式螢幕模式 選擇使用觸控控制所執行的拍攝操作。

對焦檢查鎖定對焦檢查鎖定 選擇對焦縮放是否在開始進行動畫錄製時仍然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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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訊設置

若要顯示音訊設置，請在動畫拍攝顯示中按下 MENU/OK 並選擇 
P（音訊設置）標籤。

設定設定 說明說明

內置麥克風音量調節內置麥克風音量調節 調整內建麥克風的錄製音量。

外置麥克風音量調節外置麥克風音量調節 調整外接麥克風的錄製音量。

麥克風插孔設定麥克風插孔設定 指定連接至麥克風/遙控器連接孔的音訊裝置的類型。

麥克風音量限制器麥克風音量限制器 減少因超過麥克風音訊電路限制的輸入而導致的

變聲。

風濾鏡風濾鏡 選擇是否在動畫錄製過程中啟用降低風噪功能。

低頻切除濾鏡低頻切除濾鏡 選擇是否在動畫錄製過程中減少低頻雜訊。

耳機音量耳機音量 調整耳機音量。

麥克風/遙控器麥克風/遙控器 指定連接至麥克風/遙控器連接孔的裝置是音訊裝置

還是遙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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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編碼設置

若要顯示時間編碼設置，請在動畫拍攝顯示中按下 MENU/OK 並選

擇 Q（時間編碼設置）標籤。

設定設定 說明說明

時間編碼顯示時間編碼顯示 選擇是否在動畫錄製和播放過程中顯示時間編碼。

開始時間設置開始時間設置 選擇時間信號開始時間。

計數設置計數設置 選擇是持續計時還是僅在動畫錄製期間計時。

掉幀掉幀 選擇是否啟用畫面丟棄。

HDMI時間編碼輸出HDMI時間編碼輸出 選擇時間信號是否輸出至 HDMI 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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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選單

在播放模式中按下 MENU/OK 時螢幕中會顯示播放選單。

設定設定 說明說明

RAW 轉檔RAW 轉檔 以其他格式複製 RAW 照片。

刪除刪除 刪除單張照片、多張所選照片或所有照片。

裁切裁切 建立目前照片的裁切副本。

調整尺寸調整尺寸 建立目前照片的小型副本。

保護保護 保護照片不被誤刪。

影像旋轉影像旋轉 選擇是否在播放過程中旋轉照片以進行顯示。

消除紅眼消除紅眼 選擇是否消除人像中的紅眼。

語音備註設定語音備註設定 選擇是否在照片中添加語音備註。

評分評分 使用星號為照片評分。

圖像傳輸預定圖像傳輸預定 選擇照片上傳至智慧型手機或平板裝置。

xxFF 無線通訊 無線通訊 建立與智慧型手機、平板裝置或其他裝置的無線

連接。

自動播放自動播放 以自動播放方式檢視照片。

相簿助理相簿助理 使用您 喜愛的照片建立相簿。

PC自動儲存PC自動儲存 透過無線連接將照片上傳至電腦。

預設列印(DPOF)預設列印(DPOF) 為 DPOF 相容印表機建立一個數位“預設列印”。

instax印表機列印instax印表機列印 在選購的 Fujifilm instax SHARE 印表機上列印照片。

縱橫比縱橫比 為在電視上顯示的照片選擇縱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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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選單

使用者設定

若要訪問基本相機設定，請按下 MENU/OK，選擇 D（設定）標

籤，並選擇 使用者設定。

設定設定 說明說明

格式化格式化 格式化記憶卡。

日期/時間日期/時間 設定相機時鐘。

時差時差 在您的居住地時區和目前位置的時區之間進行切

換。

QQ  aa 選擇一種語言。

xx 我的選單設定 我的選單設定 編輯 E（我的選單）標籤中列出的項目，該標籤為

常用照片選單選項的個性化自訂選單。

FF 我的選單設定 我的選單設定 編輯 E（我的選單）標籤中列出的項目，該標籤為

常用動畫選單選項的個性化自訂選單。

感應器清潔中感應器清潔中 去除相機影像感應器上的灰塵。

聲音與閃光燈聲音與閃光燈 選擇是否在相機所發出的聲音或燈光不合時宜的場

合禁用喇叭、閃光燈、輔助燈以及自拍指示燈。

重新設定重新設定 將拍攝或設定選單選項重設為預設值。

法規法規 查看產品型號和其他證書的電子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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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設定

若要訪問聲音設定，請按下 MENU/OK，選擇 D（設定）標籤，並

選擇 聲音設定。

設定設定 說明說明

AF嗶聲音量AF嗶聲音量 選擇相機對焦時所發出嗶嗶聲的音量。

自拍定時器嗶聲音量自拍定時器嗶聲音量 選擇進行自拍時所發出嗶嗶聲的音量。

操作音量操作音量 調整操作相機控制時所發出聲音的音量。

快門音量快門音量 調整電子快門所發出聲音的音量。

快門音快門音 選擇電子快門的聲音。

錄放音錄放音 調整動畫播放的音量。

畫面設定

若要訪問螢幕設定，請按下 MENU/OK，選擇 D（設定）標籤，並

選擇 畫面設定。

設定設定 說明說明

VIEW MODE設定VIEW MODE設定 調整眼感應器、EVF（電子觀景窗）或 LCD 熒幕檢

視模式的設定。

EVF亮度EVF亮度 調整電子觀景窗的顯示亮度。

EVF色EVF色 調整電子觀景窗中螢幕的飽和度。

EVF顏色調節EVF顏色調節 調整電子觀景窗的顯示顏色。

LCD亮度LCD亮度 調整 LCD 螢幕亮度。

LCD色LCD色 調整螢幕飽和度。

LCD顏色調節LCD顏色調節 調整 LCD 螢幕的顯示顏色。

攝影圖像顯示攝影圖像顯示 選擇拍攝後影像顯示的時間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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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設定 說明說明

自動旋轉螢幕自動旋轉螢幕 選擇觀景窗（EVF）和 LCD 螢幕中的指示是否根據

相機方位進行旋轉。

在手動模式預覽曝光/在手動模式預覽曝光/
白平衡白平衡

選擇是否啟用曝光和/或白平衡預覽。

自然即時視圖自然即時視圖 選擇設定的效果是否在熒幕中可視。

F-Log檢視助手F-Log檢視助手 選擇在錄製或檢視 F-log 動畫時是否顯示經過色調

校正的預覽（相當於 BT.709）

取景框取景框 為拍攝模式選擇一種取景網格。

自動旋轉播放自動旋轉播放 選擇是否在播放過程中自動旋轉“豎直”（人像方

位）照片。

對焦距離單位對焦距離單位 選擇用於對焦距離指示的單位。

用於電影鏡頭的光圈用於電影鏡頭的光圈

單元單元

選擇在連接了選購的電影鏡頭時相機是否將光圈顯

示為 T-值還是 f/-值。

顯示自訂設定顯示自訂設定 選擇在標準指示顯示中顯示的項目。

大型指示燈模式大型指示燈模式

（EVF）（EVF）
選擇是否在觀景窗（EVF）中顯示大型指示燈。

大型指示燈模式大型指示燈模式

（LCD）（LCD）
選擇是否在 LCD 螢幕中顯示大型指示燈。

大型指示燈顯示設定大型指示燈顯示設定 選擇當 大型指示燈模式（EVF）或 大型指示燈模式

（LCD）選為 開 時所顯示的指示燈。

資訊對比調整資訊對比調整 調整螢幕對比度。

xx Q選單背景 Q選單背景 為快速選單選擇一個背景，以便在拍照時使用。

FF Q選單背景 Q選單背景 為拍攝動畫時使用的快速選單選擇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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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鈕/轉盤設定

若要訪問控制選項，請按下 MENU/OK，選擇 D（設定）標籤，並

選擇 按鈕/轉盤設定。

設定設定 說明說明

對焦桿設定對焦桿設定 選擇對焦棒（對焦桿）所執行的功能。

xx 編輯/儲存快速選單 編輯/儲存快速選單 選擇靜態攝影時快速選單中顯示的項目。

FF 編輯/儲存快速選單 編輯/儲存快速選單 選擇短片拍攝時快速選單中顯示的項目。

功能(Fn)設定功能(Fn)設定 選擇功能鈕所執行的功能。

快門 AF快門 AF 選擇當半按快門鈕時相機是否對焦。

指令轉盤設定指令轉盤設定 選擇指令轉盤所執行的功能。

快門 AE快門 AE 選擇在半按快門鈕期間是否鎖定曝光（AE 鎖定）。

不用鏡頭拍攝不用鏡頭拍攝 選擇當未安裝鏡頭時是否啟用快門釋放。

無卡拍攝無卡拍攝 選擇相機中未插入記憶卡時是否可以釋放快門。

對焦環對焦環 選擇以何種方向旋轉對焦環以增加對焦距離。

對焦環操作對焦環操作 選擇相機如何根據對焦環的轉動調整對焦。

AE/AF鎖定模式AE/AF鎖定模式 選擇被指定曝光和/或對焦鎖定鈕的功能。

自動白平衡鎖定模式自動白平衡鎖定模式 選擇被指定自動白平衡（AWB）鎖定的功能鈕的

作用。

光圈環設置(A)光圈環設置(A) 選擇當光圈設為 A（自動）時，前指令轉盤是否可

用於調整光圈。

光圈設定光圈設定 選擇使用不具備光圈環的鏡頭時用於調整光圈的

方法。

觸控式螢幕設定觸控式螢幕設定 選擇是否在 LCD 熒幕中啟用觸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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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管理

若要訪問電源管理設定，請按下 MENU/OK，選擇 D（設定）標

籤，並選擇 電源管理。

設定設定 說明說明

自動關機自動關機 選擇未進行任何操作時，相機是否自動關閉。

效能效能 調整電源設定。

提升設定提升設定 當 效能 選為 提升 時，調整 EVF 和 LCD 螢幕的

設置。

儲存資料設定

若要訪問檔案管理設定，請按下 MENU/OK，選擇 D（設定）標

籤，並選擇 儲存資料設定。

設定設定 說明說明

畫面計數功能畫面計數功能 選擇插入新的記憶卡時是否重設檔案編號。

保持原始影像保持原始影像 選擇是否儲存使用消除紅眼所拍照片的未處理

副本。

編輯檔案名稱編輯檔案名稱 更改檔案名稱首碼。

選擇資料夾選擇資料夾 建立資料夾並選擇用於儲存今後所拍照片的資料

夾。

版權資訊版權資訊 選擇在拍攝時是否將著作權資訊（Exif 標記形式）

新增至新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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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設定

若要訪問連接設定，請按下 MENU/OK，選擇 D（設定）標籤，並

選擇 連接設定。

設定設定 說明說明

Bluetooth 設置Bluetooth 設置 調整 Bluetooth 設定。

PC自動儲存PC自動儲存 調整設定以連接至電腦。

instax印表機連接設定instax印表機連接設定 調整設定以連接至選購的 Fujifilm instax SHARE 

印表機。

連接模式連接模式 調整設定以連接外部裝置。

USB電源設定USB電源設定 選擇當透過 USB 線組將相機連接至電腦或其他裝置

時是否為相機供電。

一般設定一般設定 調整設定以連接無線網路。

資訊資訊 檢視相機的 MAC 和 Bluetooth 位址。

重置無線設置重置無線設置 將無線設定還原為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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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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操作手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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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注意 該圖示表示若忽略該資訊，可能會導致人身傷害或裝置損壞。

下述圖示表示必須遵守的指示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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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拔出電源插頭

若發生故障，請關閉相機，取出電池，斷開 USB 線組的連接並拔下 AC 電源轉若發生故障，請關閉相機，取出電池，斷開 USB 線組的連接並拔下 AC 電源轉

換器的插頭。換器的插頭。相機冒煙、發出任何異味或出現任何其他異常狀態時，若繼續

使用，可能會引發火災或電擊危險。請與您的 Fujifilm 經銷商聯絡。

不要讓水分或異物進入相機或連接線組。不要讓水分或異物進入相機或連接線組。進入了淡水或咸水、牛奶、飲料、

清潔劑或其他液體後，請勿使用相機或連接線組。若液體進入相機或連接線

組，請關閉相機，取出電池，斷開 USB 線組的連接，斷開並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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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與您的 

Fujifilm 經銷商聯絡。

請勿在

浴室或

淋浴設備中

使用

不可在浴室或淋浴設備中使用相機。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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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分解

絕對不可試圖改造或分解相機（切勿打開機殼），絕對不可試圖改造或分解相機（切勿打開機殼），否則可能導致火災或電擊

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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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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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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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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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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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使用插頭彎曲的連接線組。

請勿將相機放置在不平穩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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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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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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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使用非指定的電池。安裝電池時，請按照指示進行操作。

切勿拆卸、改裝或加熱電池。切勿跌落、敲打或投擲電池，也不要使其受到切勿拆卸、改裝或加熱電池。切勿跌落、敲打或投擲電池，也不要使其受到

強烈撞擊。切勿使用有漏液、變形、變色或其他異常現象的電池。僅可使用強烈撞擊。切勿使用有漏液、變形、變色或其他異常現象的電池。僅可使用

指定的充電器為可充電式電池充電，切勿試圖為非可充電式鋰電池或鹼性電指定的充電器為可充電式電池充電，切勿試圖為非可充電式鋰電池或鹼性電

池進行充電。切勿使電池短路或將其與金屬物品一起存放。池進行充電。切勿使電池短路或將其與金屬物品一起存放。否則，可能導致

電池過熱、著火、破裂或漏液，從而引起火災、灼傷或其他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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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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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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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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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閃光燈時，太靠近眼睛可能會導致視覺損傷。在拍攝嬰兒及幼童時必須

特別注意。

請勿長時間接觸發熱的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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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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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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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安裝在數位相機中，或收存於硬盒內。收存電池時，請將其攜帶電池時，請安裝在數位相機中，或收存於硬盒內。收存電池時，請將其

放在硬盒內。丟棄電池時，請用絕緣膠帶封住電池端子。放在硬盒內。丟棄電池時，請用絕緣膠帶封住電池端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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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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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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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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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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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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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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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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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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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勿將重物壓在相機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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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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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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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勿使用已損壞的或不能牢固插入插座的插頭。切勿使用已損壞的或不能牢固插入插座的插頭。否則可能導致火災或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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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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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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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出記憶卡時，卡可能會太快彈出。請用手指將其捏住，然後輕輕取出。取出記憶卡時，卡可能會太快彈出。請用手指將其捏住，然後輕輕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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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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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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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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警告：不得將電池置於過熱的地方，例如陽光下、火中或類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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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鋰電池鋰電池

若相機使用的是可充電式鋰電池，請閱讀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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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池使用須知電池使用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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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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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池充電電池充電

您可使用 BC-W126S 電池充電器（另售）為電池充電。周圍溫度低於 +10 ℃ 或高於 

+35 ℃ 時，充電時間將會延長。請不要在溫度高於 +40 ℃ 的環境下為電池充電；溫度

低於 +5 ℃ 時，電池將不會充電。

請勿試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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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池壽命電池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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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使用壽命，需要進

行更換。

  ■■存放存放

如果長時間不使用相機，請將電池充電至大約 ½   至 2⁄3 的電量，並存放在室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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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至 +25 ℃ 之間。請勿將其存放在溫度極高或極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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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電池使用注意事項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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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勿將其置於低氣壓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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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電池處理注意：電池處理

請按照當地的相關規定處理廢舊電池。請注意對電池進行環保處理。請在溫和的氣候環

境中使用本裝置。

請勿用機械擠壓或拆分電池。

AC 電源轉換器AC 電源轉換器

• AC 電源轉換器僅供室內使用。

• 確保接線已牢固連接至相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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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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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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相機

• 請勿將相機對準極其明亮的光源，包括人造光源或自然光源（例如晴空中的太陽）。

否則可能會損壞相機的影像感應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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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窗對準太陽。

進行試拍進行試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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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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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擔任何責任。

著作權說明著作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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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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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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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晶液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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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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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資訊商標資訊

數位化分割影像是 FUJIFILM 公司的商標或註冊商標。Digital Micro Prism 是 FUJIFILM 公司

的商標或註冊商標。此處字體由 DynaComware 台灣公司獨家開發。Apple、iPhone、

iPad、Mac、OS X、macOS 及 Lightning 是 Apple Inc. 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商標。Windows 

是微軟公司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Android 是 Google LLC 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Adobe、Adobe 圖示、Photoshop 和 Lightroom 是 Adobe 系統公司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商

標或註冊商標。Wi-Fi CERTIFIED Logo 和 Wi-Fi Protected Setup® 是 Wi-Fi Alliance®的註冊商

標。Bluetooth® 文字標記和標誌為 Bluetooth SIG, Inc. 的註冊商標；Fujifilm 使用這些標記

均在許可範圍內。SDHC 和 SDXC 標誌是 SD-3C, LLC 的商標。HDMI 圖示是 HDMI Licensing 

公司的商標或註冊商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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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Exif Print（Exif 版本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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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色彩再現。

重要事項：使用軟體前請詳細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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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頭及其他配件

• 安裝三腳架時，請使用 4.5 mm 或更短的螺絲。

• Fujifilm 對因使用第三方配件而導致的效能問題或損壞不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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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客戶須知加拿大客戶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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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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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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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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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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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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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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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0 II 遵循為

不可控環境所設定的 IC 輻射暴露限制，符合 IC 無線射頻（RF）暴露規範 RSS-102。

維護相機

為確保可長期享用本相機，請遵守以下注意事項。

存放和使用存放和使用

如果打算長期不使用相機，請將電池和記憶卡取出。請勿在下列場所存放或使用本相機。

• 遭受雨淋、有水蒸氣或煙霧之處

• 異常潮溼或灰塵瀰漫之處

• 受陽光直射或異常高溫之處，如晴天封閉的車內

• 異常寒冷之處

• 可能受到強烈振動之處

• 可能受到強磁場影響之處，如附近有廣播天線、電線、雷達發射器、馬達、變壓器或

磁鐵

• 長期接觸揮發性化學藥品（如殺蟲劑）之處

• 橡膠或聚乙烯基製品近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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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網路和 Bluetooth 裝置：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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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僅使用無線網路或 Bluetooth 裝置請僅使用無線網路或 Bluetooth 裝置。。Fujifilm 對未經認可的使用所造成的損害不承擔任

何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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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生命的其他系統。當用於電腦或需要比無線網路或 Bluetooth 裝置具有更高可靠性的

其他系統時，請務必採取一切必要的防範措施以確保安全並避免故障。

• 請僅在裝置出售國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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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Bluetooth 裝置的相關規

定。使用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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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引起的問題不承擔任何責任。

• 切勿在受到磁場、靜電或無線電干擾的場所使用本裝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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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頻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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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全性：無線網路和 Bluetooth 裝置透過無線電傳輸資料，因此與有線網路相比，您需

要更加注意它們的安全性。

 - 即使未知或您沒有訪問權限的網路顯示在您的裝置中，也不要進行連接，因為這種情

況下的訪問未經授權。請僅連線至您有訪問權限的網路。

 - 請注意，無線傳輸可能容易被第三方攔截。

 - 該裝置不能直接連接至由供應商或移動、固定電話、互聯網或其他電信服務運營的

電信網路（包括公共無線區域網路）。

• 以下行為可能會受到法律制裁：以下行為可能會受到法律制裁：

 - 拆卸或改裝本裝置

 - 移除本裝置的認證標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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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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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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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勿在飛機上使用本裝置。請勿在飛機上使用本裝置。請注意，即使相機處於關閉狀態，Bluetooth 也可能保持開

啟。透過將 D 連接設定 > Bluetooth 設置 > Bluetooth 開/關 選為 關 可禁用 Bluet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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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線規格如下。無線規格如下。

無線區域網路

標準 IEEE 802.11b/g/n（標準無線協定）

操作頻率（中心頻率） 2412 MHz–2462 MHz（11 頻道）

訪問協議 基礎結構模式

Bluetooth®

標準 Bluetooth 4.2 版（Bluetooth 低功耗）

操作頻率（中心頻率） 2402 MHz–2480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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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鏡頭前務必閱讀本注意事項

安全使用注意事項

• 確保正確使用鏡頭。請在使用前仔細閱

讀相機 基本操作手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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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注意

該圖示表示若忽略該資訊，

可能會導致人身傷害或裝置

損壞。

下述圖示表示必須遵守的指示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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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請勿浸水

請勿將鏡頭浸入水中或接觸到請勿將鏡頭浸入水中或接觸到

水，水，否則可能導致火災或電擊

危險。

不可分解

不可分解（不可打開外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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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勿觸摸

內部部件

若由於摔落或其他意外事故造成若由於摔落或其他意外事故造成

外殼破損，請勿觸摸外露外殼破損，請勿觸摸外露部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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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警告

請勿將鏡頭放在不平穩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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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透過鏡頭或相機觀景窗觀看

太陽，太陽，否則將可能導致永久性的

視覺損傷。

 注意 注意

請勿在有水蒸氣或煙霧的地方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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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非常潮濕或灰塵彌漫之處使用

或存放鏡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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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晴天密閉的汽車高溫之處，如晴天密閉的汽車

內，內，否則可能導致火災。

請妥善保管，避免幼童接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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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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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不要拍攝逆光拍攝對象時，請不要

讓太陽進入構圖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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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並將其存放在無陽光照射的

地方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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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直接提拿安裝於三腳架上的

相機或鏡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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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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