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拍照+列印 2合1相機和列印機

使用指南



3

感謝您購買拍立得 Mint相機。本使用說明旨在為您提供指南，以確保本產品的操作安全
且不會對使用者造成風險。任何不符合本使用說明中所敘述的方法來使用，可能會使您
的有限保固失效。

請在使用本產品之前詳細閱讀所有說明，並保留本使用指南作為以後之參考。本產僅供
家庭使用者使用。

本產品享有一年的保固維修服務。保險範圍有限制和排除條款。詳細情形，請參閱保修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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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使用拍立得 MINT相機
• 癲癇發作警告：此硬體反覆使用閃光LED

燈，這可能會引發光敏性的癲癇

• 切勿將相機或者ZINK® 相片紙放在極熱
的地方或者直接長時間曝曬在太陽光下。
這可能會導致您的相機過熱或者出現其
他問題。

• 千萬不要弄濕相機！如果您需要清潔相
機，請使用軟布沾水或者酒精來微微的
擦拭任何的污點。 千萬不要將整個相機

浸在水裡。

• 在各種操作步驟中，您可以透過觀景窗
看到藍色或紅色的LED閃爍燈。當LED燈
顯示時，請勿直視觀景窗，否則它將會損
壞您的眼睛。

• 小心您的相機。盡可能不要讓它掉下來，
或者猛烈的搖晃它。相機內部有很多細小
的零件，如果它們受到外力就會損壞。

• 永遠使用包裝和盒中的充電電線為您的

充電電池充電，並注意充電時它是否過
熱。如果您覺得相機在充電時過熱，請立
即斷電，讓它冷卻後重新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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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子裡包含哪些東西? 開始了解您的相機
1. 攜帶式附件背帶
2. 喇叭
3. 充電指示燈
4. 充電端口
5. microSD™卡指示燈
6. microSD™卡插槽
7. 快門按鈕
8. 照片列印插槽

拍立得ZINK®紙 
組合包

使用指南 
保固卡

Micro USB線
充電線

拍立得 Mint拍照+列印相機 
2合1相機和列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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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重新設置按鈕
10. 拍立得ZINK®紙槽
11. 觀景窗/ LED燈
12. 自拍鏡
13. 相機鏡頭

14. 模式顯示燈
15. 模式按鈕
16. 框架切換（經典拍立得®邊框）
17. 10秒延遲切換
18. 電源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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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就緒
1. 首先先充電：在開始使用您新的拍立得 

Mint相機之前，請將它插入您的電腦或者
任何有USB功能的硬體來充電， 
輸出為1安培(1A)或者更高。相機充電時，
充電的指示燈將會停留在紅色，一旦它
變為綠色，則代表它已充滿並準備好可
以使用了。

2. 將ZINK® 相片紙裝入相機： 
按照以下步驟快速輕鬆地將您的新相機

裝入ZINK® 背面膠相片紙，以便開始列印
照片！ 
a. 按下相機背後的紙槽彈簧鎖，然後將紙 
 槽拉向您。 
b. 拉出藍色校準紙，條碼朝下，然後 
 ZINK®標誌放於右下角。將其他空白紙 
 放在上面且光面朝上。 
 盡量避免觸碰光面的那一面，這樣就 
 不會留下指紋。 
 （您可以按照原樣地放入整包相片紙，但 

 有時候要先放入校準紙比較容易確保 
 其處在正確的位置）  
 
 
 
 
 
 

 
 c. 在裝入ZINK® 相片紙後拍攝的第一 

 張照片時，藍色校準紙將會從列印槽 
 中緩慢的彈出。校準紙完成後，才會開 
 始列印您的照片。  
 
 
 
 

 
 注意：請確保不要將紙張推得太遠，否 
 則紙張可能會卡住或導致錯誤的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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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開始使用拍立得 MINT相機！
1. 按住兩側的電源按鈕2秒，直到它下面的

所有燈閃爍一次然後相機發出嗶聲，即是
打開相機。

2. 相機開啟之後，您可以選擇使用模式按鈕
和電源按鈕下方的框架，來切換選擇要拍
攝的照片類型。 
a. 按下模式按鈕可以循環顯示照片顏色，
黑白色或褐色色調的選項。 
b. 如果您按擊框架按鈕一下，它上方將會

顯示白色指示燈，表示您已經選擇使用經
點的白色拍立得邊框來列印照片。

3. 一旦選擇了顏色模式以及是否有包含框
架，請使用前面的自拍鏡或者透過觀景窗
察看照片整齊與否，然後按下 
相機頂部的拍立得標誌的快門按鈕。

4. 如果您在低光源的條件下拍照，拍立得 
Mint將會自動偵測光線平衡，然後必要時
會自動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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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有螢光燈的房間內，您可能希望強
調一下更清晰的顏色來避免外觀褪色。

5. 觀景窗LED指示燈將開始閃爍，大約6秒
後，相機將開始從相片的列印插槽內列
印照片。

6. 完成列印後即可取出您的相片。

使用10秒延遲功能

10秒延遲功能允許您在拍照前設置一個短

暫的計時器 - 對於團體拍攝，自拍等非常有
用。按照以下步驟來使用這個方便的功能！

1. 選擇您要的顏色模式和框架，就像您使用
拍立得 Mint相機拍照之前那樣。 

2. 按下電源按鈕下方標有 "10秒"的按鈕，使
白色指示燈亮起。

3. 將照片對齊或者將相機放在適當的位
置，然後按下快門釋放按鈕，開始倒數10
秒計時。

4. 觀景窗將在前5秒時開始倒數計時，並且
閃爍紅燈，接著它會發出嗶嗶的聲音， 
並且在接下來的3秒內快速閃爍LED燈;在
最後的2秒內，發出嗶嗶的聲音並每秒閃
爍兩次LED燈，最後它會立即拍下照片？

5. 相片將會從相片紙槽列印出來。

使用拼貼功能

您的拍立得 Mint相機允許您只需按下按鈕
即可將兩張照片組合成雙格拼貼照片！

請按照以下步驟來創作自己的拼貼照片：

1. 按住快門按鈕3秒。

2. 相機將發出5秒倒數計時，由閃爍的LED
燈和一串的3次單嗶聲指示，然後它會發
出兩次雙嗶聲，之後拍攝第一張相片。

3. 拍完第一張照片後，指示燈會在3秒倒數
計時再次閃爍，當您聽到第二次雙嗶聲
時，將拍攝第二張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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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的拼貼照片將會從相片紙槽列印出來。

 
下載您的照片

如果您的拍立得 Mint相機中安裝了 
microSD™ 記憶卡，則可以從任何筆記型電
腦或者個人電腦中輕鬆下載 
和察看更佳畫質的照片存檔。請注意，使用
經點拍立得邊框拍攝/列印照片時，將不會儲
存邊框。請按照以下步驟

從您的電腦讀取您的相片。

1. 將充電電線的USB連接器插入您的電腦
（或筆記型電腦）上的任何一個USB接

端口。將micro USB接端口插入相機的
充電端口。

2. 按住電源按鈕2秒打開相機。充電端口上
方的指示燈應該開始有藍色燈閃爍。

3. 第一次連接相機時，需要幾分鐘的時間來
自動下載驅動程式並將相機的標視為外

部儲存設備。 
在使過程之中，請勿切斷相機的連接。

4. 插入相機並安裝驅動程式後，您可以透過
電腦的檔案總管裡，將其設定為外部儲存
設備（通常預設在E:\）。 
這樣您就可以讀取您的照片。您可以看到
一個命名為 DCIM的文件夾，該文件夾內
中還有一個命名為 MINT_CAM的文件夾。 
在這裡您可以找到所有照片的存檔，甚

至是相機在沒有裝入相片紙時所拍攝
的相片。

5. 您可輕鬆開心地透過電腦來察看，編輯，
列印和/或張貼這些更高像素版本的拍立
得 Mint相片。

6. 完成後，請務必選擇"退出可移動儲存裝
置設備"以防止您的microSD™ 記憶卡出
現任何問題。

注意：打開相機並將其作為儲存裝置設備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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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電腦時，相機是無法充電的。要繼續為
相機充電， 
請按住電源按鈕2秒，直到它關閉，充電端口
上放的指示燈將再重新變成紅色恢復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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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和竅門
• 如果您不使用Polaroid Mint或按住任何按

鈕達五（5）分鐘，Polaroid Mint就會自動關
閉，以節省電池電量。 
若要將其重新開啟，只需和往常一樣按住
電源按鈕達兩（2）秒鐘即可。

• 如果您沒有任何紙張，但卻安裝了
microSD™卡，您所拍攝的任何照片都將被
存放在microSD™卡上，而您也可以隨時透
過電腦存取有關照片。 
但是，如果您在相機之中放入更多紙張，這
些照片將無法列印出來。

• 如果您沒有安裝microSD™卡，只要您試著
拍照，Polaroid Mint相機就會透過快閃取
景器的紅燈讓您知道目前是否缺紙。 
如果您沒有安裝microSD™卡，您在相機缺
紙時拍攝的所有照片都不會被儲存下來。

• 吊帶可在您外出時幫助您追蹤相機位置，
但我們不建議您在連接相機吊帶後任其擺
動或做出任何較大的動作。 
如果吊帶斷裂，您的相機或附近的人可能
遭受嚴重損傷。

• 照片列印與取景器所示之畫面不盡相同。 

您可以使用框架作為一般準則，但也請您
嘗試使用內圈，使要捕捉的畫面居於中央，
以免外緣遭到切割（尤其是在啟用框架選
項的情況下）。

• 重要！除非您已準備好要拍照或已完全關
閉相機，否則請勿將手指放在快門按鈕上； 
相機會自動列印您所拍攝的圖像。 
如果您將手指放在按鈕上，相機很有可能
在最後印出您無意拍攝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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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 尺寸：4.6“長 x 3.1”寬 x 0.8“深（117 x 78.5 

x 19.75毫米）
• 重量：6.1盎司（173克）
• 攝影機：8MP（透過插值法可達到16MP）
• 可用顏色：黑色、白色、紅色、藍色、黃色
• 印表機支援的儲存容量：最高可達256GB

的MicroSD™卡
• 電池容量：700mAh
• 電池類型：鋰離子電池
• 每次充電過後的列印次數：~40
• 印表機支援的相紙：Polaroid ZINK® 

2x3“背膠相紙

Polaroid Mint Camera POLSP02

您有任何問題或疑慮嗎？歡迎您隨時發信
提問！

cspolaroid@camarketing.com
1-800-226-65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