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手冊

您好！ 歡迎加入 Polaroid 的大家庭。此使用手冊
為您新的留言相印機提供簡易的說明。有關產品的
其他資料及技術支援請與我們聯繫
安全指引
為了安全起見，及延長這件產品的使用壽命，請仔
細閱讀這些說明，並於任何時候遵守這些原則。
本產品已經過測試，符合根據 FCC 規則第 15 章之
規定的 B 類數位裝置。這些限制只在為家居使用提
供合理的保護，防止有害干擾。
本產品會產生丶使用和可以發射輻射無線電頻率能
量，如果沒有妥善安裝和按照說明使用，可能會對
無線電通信產生有害干擾。但是，不能保證在特定
的安裝情況下不會產生干擾。
如果本產品沒有對收音機及電視訊號的接收產生有
害干擾，可以通過開啟和關閉本產品來測試。如出
現干擾的情況，我們建議用戶嘗試通過以下一種或
多種措施來消除干擾：
• 重新調整或重新定位接收天線。
• 將本產品與接收設備之間的距離增加。
• 使用另一個電源插座連接本產品，不要使用接收設
備所使用的相同電源插座。
• 諮詢經銷商或有經驗的電訊/電視技術人員尋求幫
助。
本產品符合 FCC 規則第 15 部分。操作應符合以下
兩個條件：

1. 本產品不會造成有害干擾，
2. 本產品必須接受任何干擾，包括可能導致本產品異
常操作的干擾。
CE 警告
• 未經擔保人或製造商明確批准的變更和修改本產品
可能會導致使用者無權操作本產品。
• 建議使用本產品時，產品與產品之間和使用者之間
應最少要有 8 英寸距離（不包括四肢：手，腕，腳
和腳踝）。
CE 0678
EN 檢定規則
ETSI EN 300 328 V1.8.1
ETSI EN 301 489-1 V1.9.2
ETSI EN 301 489-17 V2.2.1
EN 60950-1: 2006+A11: 2009+A1: 2010+A12:
2011

電池安全
1. 避免接觸有洩漏或損壞的電池。
2. 不要造成電池短路。
3. 我們建議在成人監督下幼童方可使用本產品。
4. 避免曝露於溫度高或濕度高的環境。
5. 不要拆開電池。
本產品內藏與電有關的或電子元件。這些元件丟棄時
如果處理不當，對環境和人體健康可能構成潛在的不
利影響。

零件與控制
1.
2.
3.
4.
5.
6.
7.

電源按鈕
充電指示燈
狀態指示燈
USB 接頭
重新開機按鈕
頂蓋
紙張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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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產品上的這個標籤意味著它不應該在未經垃圾分
類下被處置，必須單獨收集。作為一位消費者，你有
責任確保本產品是經過妥善處理才被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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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內有些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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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台留言相印機
壹條 USB 連接線
壹包 ZINK®零墨水印紙（每包 10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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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您的留言相印機
充電和電源： 第一次使用前必需將電池完全充電。
從空到滿平均充電時間大約需要 1 小時 30 分鐘。
1. 將 USB 連接線較小的一端連接到 USB 接頭
（4）。
2. 將另一端連接到電腦或使用電源適配器（並不
包含）連接到電源插座。
3. 充電時充電指示燈（2）會持續亮起紅燈，當
電池充滿電時便會持續亮起綠燈。
4. 如要啟動留言相印機，持續按住電源按鈕
（1）4 至 5 秒。
5. 如要關閉留言相印機，持續按住電源按鈕
（1）2 至 3 秒。
擺放相紙：
1. 在擺放相紙之前確保留言相印機的電源關閉。
2. 打開頂蓋（6），將箭頭指向 Polaroid 標誌。
3. 將拇指放在頂蓋，同時將其他手指握緊留言相
印機的底部。
4. 將頂蓋輕輕朝向箭頭方向拉。頂蓋將向後滑動
少許。
5. 將頂蓋向上提起，從留言相印機主體移除。將
頂蓋擺放於不會研磨的表面。
6. 打開零墨水印紙包，並準備藍色調色卡和零墨
水印紙。

7. 如圖所示的方式將藍色調色卡和零墨水印
紙擺放。
8. 將頂蓋（6）對準留言相印機主
體和 朝向箭頭相反的方向向前滑
動放 回頂蓋。
Android 裝置的藍牙配對：
1. 按住電源按鈕（1）4 至 5 秒啟動留言相印機。
2. 在你的 Android 裝置上打開“藍牙裝置清單”。
3. 當顯示“Polaroid 留言相印機”，點擊它來選擇它
（相印機頂蓋內部的標籤可找到 MAC 地址）。
4. 配對成功後，您的留言相印機將會添加到“已
配對裝置清單”。這樣便容許 Android 裝置使用
者直接通過藍牙共用圖像，無需要使用留言相印
機的應用程式。
iOS 裝置的藍牙配對：
1. 按住電源按鈕（1）4 至 5 秒啟動留言相印機。
2. 在 iOS 裝置上開啟藍牙功能，將會自動掃
描可配對的裝置。
3. 當顯示“Polaroid 留言相印機，點擊它來選擇它
（留言相印機頂蓋內部的標籤可找到 MAC 地
址）。

使用列印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的主畫面提供了以下的選項：

1.

從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Store 下載免費
的 Polaroid 留言相印機應用程式。
2. 首先按住電源按鈕（1）4 至 5 秒啟動留言相印
機。
3. 然後在智慧手機上啟動 Polaroid 留言相印機
應用程式。

Quick Print 選擇快速列

Edit Print 選擇編輯列印在列

印即時列印照 片，不作任
何修改。

印前修改照 片，例如旋轉丶繪
畫丶調節亮度和加入相框。

Secret View 選擇秘密視

Collage 選擇拼貼將您的照片

圖查看建立自訂的照片，
QR code 包含隱藏的資訊。

分域,並創作有趣的拼貼。

Name Card 選擇名片來

言相印機的設 置。

建立自己的名 片。

Setting 選擇設置來設定留

快速地將您的手機裝置相冊內的影像列印，請按照
下列步驟操作：
1.

點擊主螢幕上的“快速列印”。

2.

點擊“相冊”載入設備的照片。

3.
4.

點擊所需列印的照片。
在預覽頁面底部點擊留言相印機圖
示。

注意！您的 Polaroid 留言相印機已內置 NFC 晶片。
配有 Android 裝置使用者可以透過簡單地輕敲留言
相印機的頂蓋將照片發送到留言相印機。

瞭解 LED 指示燈的含義：
充電指示燈（2）：
關閉：裝置未連接。
紅色：充電正在進行中。
綠色：充電完成。
狀態指示器（3）：
關閉：裝置處於關機狀態。
白色：裝置處於待機狀態，
等待列印的指令。
閃爍的白色：裝置啟動，正在接收圖像傳輸和
處理圖像，或者處於冷卻待機狀態。
紅色閃爍：錯誤警報，包括沒有相片紙丶 卡紙丶
取消列印丶機蓋打開丶電量不足丶不支援的圖像
格式丶更新失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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