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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打印機之前，請先閱讀本指南，包括“安全注意事項”
部份。

• 閱讀本指南可助您正確使用打印機。

• 請妥善存放本指南，以供日後參考。

• 按一下右下方的按鍵以跳到其他頁面。

: 下一頁

: 前一頁 
: 按下連結之前的頁面

• 要跳到章節的開始部份，按一下右方的章節連結。

您可以按一下章節的標題以跳到該題目。

輕巧相片打印機



包裝內容

使用之前，請先查看包裝內所提供的下列物品。
如您發現物品不齊全，請聯絡您購買打印機的零售商。

□ SELPHY 打印機 □小型電源轉接器

CA-CP200 B
□ 電源線

□ 紙盒  
PCP-CP400

□ SELPHY CP910 解決
方案光碟（SELPHY CP910 

Solution Disk）

□ 入門指南
□ Wi-Fi 基本指南 *

*  部份地區隨入門指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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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墨水及紙張（另行購買）

使用打印機之前，請先購買彩色墨盒 / 紙張套裝。

彩色墨盒 / 紙張套裝
所需紙盒

產品名稱 紙張尺寸 打印份數

彩色墨盒 / 紙張套裝 KP-36IP
（明信片）

明信片尺寸

36

紙盒 PCP-CP400 
（隨 SELPHY 提供）

彩色墨盒 / 紙張套裝 RP-54 
（相片紙）

54

彩色墨盒 / 紙張套裝 RP-108
（相片紙）

108

彩色墨盒 / 紙張套裝 RP-1080V
（相片紙）

1080

彩色墨盒 / 紙張套裝 KP-72IN
（相片紙）

72

彩色墨盒 / 紙張套裝 KP-108IN
（相片紙）

108

彩色墨盒 / 紙張套裝 KL-36IP

L 尺寸

36
紙盒 PCPL-CP400*彩色墨盒 / 紙張套裝 KL-36IP

（3 包）
108

彩色墨盒 / 紙張套裝 KC-36IP

卡片尺寸

36

紙盒 PCC-CP400*

彩色墨盒 / 標貼套裝 KC-18IF
（全頁標貼）

18

彩色墨盒 / 標貼套裝 KC-18IL 
（8 格標籤貼紙）

18

彩色墨盒 / 標貼套裝 KC-18IS
（正方形標貼）

18

*  與彩色墨盒 / 紙張套裝一併發售。
配件供應視乎地區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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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安全注意事項

• 使用本產品之前，請確定您已閱讀下列的安全注意事項。請確定您操作
產品的方法是正確的。

• 以下數頁內的安全注意事項旨在避免造成自己、他人或器材的傷害或損毀。

• 請同時參閱隨其他另購配件提供的指南。

警告 表示可能會導致嚴重傷亡。

• 請存放本器材於兒童與嬰兒無法觸碰的地方
電源線如纏繞在兒童的脖子上可能導致窒息。

• 請只使用建議的電源

• 請勿嘗試將產品拆開、改裝或加熱

• 避免使產品丟落地上或受猛烈撞擊

• 要避免受傷，請勿在產品跌下後或損毀時觸碰產品的內部

• 如產品冒煙、發出異味或有其他異常，請立刻停止操作產品

• 請勿使用有機溶劑，如酒精、苯或油漆稀釋劑清潔產品

• 請勿讓產品接觸到水（如海水）或其他液體

• 請勿讓任何液體或異物進入產品
否則可能會導致火警或觸電。
如有液體濺入產品內部，請拔除電源插座上的電源線，然後聯絡零售商或
佳能客戶支援中心。

使用之前

• 本產品打印的影像只可作個人用途。禁止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打印有版權
的資料。

• 本打印機的保修服務範圍只限於原出售國家。如您在外地使用本打印機時
發生問題，請返回原出售國家，然後向佳能客戶支援中心求助。

• 液晶螢幕是以非常精密的製造技術所生產的，而螢幕上有 99.99% 以上的
像素符合設計規格，但極少的情況下，部份像素可能無法正常顯示，或
顯示紅點或黑點，這不表示打印機發生故障，亦不會影響打印影像的功能。

• 在運送時，液晶螢幕上可能附有薄膠片用作保護，以防止刮花，請在使用
SELPHY 之前移除膠片。

本指南使用的符號

• 本指南中，打印機統稱為“SELPHY ＂或“打印機＂。

• 本指南所使用的圖示代表 SELPHY 上的按鍵。詳細說明，請參閱“控制鍵”
（=  6）。

• 方括弧 [] 內的文字代表螢幕上所顯示的文字或圖示。

• : 您應知道的重要資訊

• : 進一步使用打印機的備註及提示

• =xx：附有相關資訊的頁數（“xx ＂即頁數）

• 本指南的說明假設打印機處於原廠設定下使用。

• 為方便閱讀，所有支援的記憶卡均統稱為“記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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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注意 表示可能會導致器材損毀。

• 不使用打印機時，請拔除電源插座上的電源線

• 使用打印機時，請勿在打印機上放置任何物件，如衣服
長時間插入電池充電器可能會導致本機過熱或變形，而引致火警。

• 如圖所示，即使紙張大部份位置為空白，但請切勿使用該紙張再打印
重複使用已打印過的紙張可能會導致墨水紙黏在該紙張上，或導致卡紙及
損壞打印機。

• 請勿在打印期間拔除電源線
如您意外關機，請再次開機，然後等待紙張退出。如卡紙且無法取出紙張，
請聯絡零售商或佳能客戶支援中心。請勿強行拉出卡著的紙張，否則可能會
損壞打印機。

• 請勿在接近會產生強烈磁場的裝置，如摩打或多塵的地方使用打印機
否則可能會損壞打印機或導致故障。

• 請勿在閃電期間觸碰打印機或電源插頭
否則可能會導致火警或觸電。請立刻停止使用器材，並遠離器材。

• 請定期拔除電源線，並使用乾布清除插頭、電源插座及四周的灰塵

• 請勿使用濕手觸碰電源線

• 請勿將本器材用於超出指定電壓的電源插座或線路配件。請勿使用損毀的
電源線或插頭，或沒有完全插入電源插座

• 請避免端子或插頭接觸到金屬物件（如針或鑰匙）或污漬

• 請勿剪斷、損壞、改裝或將重物置於電源線上
否則可能會導致火警或觸電。

• 請勿在不支援資料光碟的 CD 唱機中播放提供的光碟
使用耳機聆聽在音響 CD 唱機播放的資料光碟時，如聲音太大，可能導致
聽覺受損。此外，使用音響 CD 唱機播放光碟可能會損壞揚聲器。

注意 表示可能會導致受傷。

• 請勿將雙手伸入打印機的內部

• 請將 SELPHY 放置在安全地方，以避免其他人誤踏電源線
否則可能會導致受傷或損壞打印機。

• 請避免在下列地方使用、放置或存放產品：

• 陽光直接照射的地方

• 溫度高於 40 °C（104 °F）的地方

• 潮濕或多塵的地方   • 有強烈震動的地方
否則可能會使打印機或轉接器過熱，導致觸電、灼傷、受傷或火警。
高溫可能會令產品或轉接器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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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卡插槽（=  13）

紙盒倉（=  10）

紙盒倉蓋（=  10）

墨盒鎖（=  15）

墨盒倉（=  10）

墨盒倉蓋（=  10）

相機 / 快閃磁碟 USB 接口
（=  16、52）

DC IN（電源輸入）端子
（=  10）

電腦 USB 接口（=  50）

通風口（=  62）

紙張退出口 安全插槽 *

* 您可以將安全接線，如 Kensington 鎖連接到此插槽。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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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名稱

控制鍵

本指南使用的
圖示

名稱 功能

– 螢幕（液晶螢幕）
顯示影像、設定螢幕或錯誤提示
（=  57）

<q> 電源鍵 開啟或關閉 SELPHY 的電源（=  12）

<k> MENU（選單）鍵 顯示選單螢幕（=  12）

– EDIT（編輯）鍵 顯示編輯選單及旋轉裁切框

<o> OK（確定）鍵 確認所選項目

<u> 上方 / 更多打印件鍵
指定打印份數或選擇設定項目

<d> 下方 / 更少打印件鍵

<l> 左方鍵
切換影像，變更設定值

<r> 右方鍵

<-> Enlarge（放大）鍵 切換顯示模式，放大裁切框

<0> Reduce（縮小）鍵 切換顯示模式，縮小裁切框

<v> Back（返回）鍵
返回上一個畫面（=  23），取消打印 

（=  15）

<p> Print（打印）鍵 啟動打印工作（=  15）

螢幕資訊

檔案編號

打印設定（=  24 – 29）
（無法使用時為灰色）

總打印份數目前顯示影像的打印件

使用中的 
接口 / 插槽
（=  13、16）

裁切（=  20）

紙張方向

顯示影像的拍攝日期

打印尺寸
（此處顯示明信片尺寸）

切換顯示模式

按下 <-> 鍵以全螢幕及高解像度顯示。螢幕會顯示出打印範圍。按下
<-> 鍵返回單張影像顯示模式。
按下 <0> 鍵一次過檢視 9 張影像。按下 <0> 鍵返回單張影像顯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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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本章說明基本的打印操作，如準備打印機、選擇記憶卡的影像及指定打印份數。

準備工作 ......................................................................................................8
準備墨盒 ........................................................................................................................8
準備紙盒 ........................................................................................................................9
裝入墨盒及紙盒 ..........................................................................................................10
安裝 SELPHY 及接上電源 .........................................................................................10
顯示的語言 ..................................................................................................................12

支援的記憶卡 / 影像 ...................................................................................13
支援的記憶卡 ..............................................................................................................13
支援的影像 ..................................................................................................................13

打印影像 ....................................................................................................14
避免用剩紙張 ..............................................................................................................16
打印 USB 快閃磁碟的影像 ........................................................................................16
打印一張所選影像 ......................................................................................................16

存放打印件 ................................................................................................17
打印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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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工作

如下準備打印。此處使用明信片尺寸（4 × 6 吋）彩色墨盒 / 紙張套裝（另行
購買，=  2）作示範，但步驟同樣適用於其他尺寸的墨盒 / 紙張。
避免墨水紙或紙張沾上灰塵，否則可能使相片上出現條紋或損壞打印機
（=  4）。

準備墨盒

檢查墨盒及墨水紙

 z握持墨盒時請不要觸碰到墨水紙，然後

檢查尺寸（如“明信片（4 × 6 吋）尺寸＂

或“卡片尺寸＂），以確保配合您所要打印

的紙張尺寸。

 z確保墨水紙已拉緊。如墨水紙鬆散，則可

能會在插入打印機時被撕破，因此請如

圖轉動齒輪。

 z對於下方附有鎖掣的墨盒，請在轉動齒輪

時如圖按下鎖掣以解鎖，然後拉緊墨水紙。

墨水紙

• 請勿使用沾濕的雙手握持墨盒。避免觸碰墨水紙，以防止沾上灰塵。
污漬或水份可能會使相片上出現條紋、影響打印質素、墨水紙撕破、
無法打印或損壞打印機（=  4）。

• 轉動齒輸時，請輕輕轉動，直至墨水紙已拉緊。強行或過份轉動齒輪
可能會撕破墨水紙，令 SELPHY 無法打印，又或在完成打印之前耗
盡墨水，導致無法用盡所有紙張。

• 請勿使用已打印過的墨盒，否則可能會損壞打印機或導致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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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準備紙盒

1 檢查紙張尺寸

 z檢查紙盒的尺寸（如“明信片＂或“卡片

尺寸＂）以確保配合墨盒的尺寸。

2 打開打印機的外蓋及內蓋

 z盒蓋分開兩層。請先打開外蓋（ ），然後

再打開內蓋（ ）。

3 放入紙張

 z將紙張放入紙盒。

 z您可以將不多於 18 張的紙張放入紙盒。如

放入 19 張或以上數量的紙張，則可能會

損壞打印機或導致故障。

 z按圖示的方式握持紙張，並以光澤面向上

放入紙盒（請避免觸碰紙張的光澤面，

否則可能會影響打印質素）。

 z如紙張有保護頁，請先取出保護頁，並只

將紙張放入紙盒。

 z如打印的明信片紙張附有郵票位置，請按

圖示的郵票位置方向插入紙張。

光澤面

4 關上內蓋

 z關上內蓋直至聽到卡一聲，打印時請保持

外蓋開啟。

打印 L 尺寸的紙張

 z您可以使用另行購買的紙盒 PCPL-CP400
來打印 L 尺寸的紙張。

 z要打印明信片尺寸的紙張，請如圖移除

轉接器。

• 請只使用原裝佳能品牌，SELPHY CP 系列打印機的專用彩色墨盒 /
紙張套裝內的紙張。無法使用其他紙張，如一般的明信片或 SELPHY 
ES 系列打印機的專用紙張。

• 請避免下列情況，否則可能會損壞打印機或導致故障。

- 反轉放入紙張，使光澤面及背面倒轉

- 打印之前屈曲或撕下紙張的齒孔邊

- 使用已開始脫落或已局部脫落的標籤貼紙

- 打印之前在紙張上書寫

- 在使用過的紙張的空白部份再打印（=  4）

彈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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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 請勿觸碰紙盒的彈簧。 
如彈簧折曲，紙張可能會無法有效送入 SELPHY。

• 請注意，卡片尺寸紙盒的頂部中央有一條彈簧。

• 請避免觸碰或揉搓紙張的光澤面，亦即打印面。請勿用沾濕的雙手
握持紙張，並避免讓紙沾上灰塵。污漬或水份可能會使相片上出現
條紋、影響打印質素或損壞打印機（=  4）。

裝入墨盒及紙盒

1 打開倉蓋

 z打開墨盒及紙盒的倉蓋。

2 插入墨盒

 z按墨盒上的箭咀方向將墨盒插入打印機，

直至聽到卡一聲。

 z關上墨盒倉蓋。

3 插入紙盒

 z請確認外蓋已打開（=  9），然後將

紙盒完全插入倉內。

安裝 SELPHY 及接上電源

1 選擇適合的位置安放 SELPHY
 z將打印機放在桌上或其他平坦穩定的

表面上。請勿將打印機放在不穩或傾斜

的表面上。

 z請讓打印機遠離會產生電磁場或強烈

磁場的源頭。

 z請在打印機的四周預留最少 10 厘米

（4 吋）的空間。

 z請在打印機的後方預留比所使用紙張

更長的空間，以讓打印機在打印時能夠

隨時送出及送入紙張。

2 將轉接器的接線插入 SELPHY
 z將轉接器的插頭完全插入 SELPHY 的電源

入口。

3 接上電源線

 z將電源線接上小型電源轉接器，然後將

另一端接上電源插座。

最少  
10 厘米（4 吋）

最少 
10 厘米 
（4 吋）

紙張長度或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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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勿在接近會產生強烈磁場的裝置，如摩打或多塵的地方使用
打印機，否則可能會損壞打印機或導致故障。

• 請勿將打印機放置在靠近電視或收音機的地方，否則可能會導致
打印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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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顯示的語言

變更選單及提示的語言。

1 開啟 SELPHY 的電源

 z持續按下 <q> 鍵直至螢幕顯示左方的

畫面。

 z要關閉 SELPHY，再次持續按下 <q> 鍵
直至螢幕變更。

約 45°

2 拉起螢幕（液晶螢幕）

 z請避免拉起螢幕多於 45°，否則可能會

損壞打印機或導致故障。

3 進入設定畫面

 z按下 <k> 鍵。

 z按下 <u><d> 鍵選擇 [ 變更設定（Change 
Settings）]，然後按下 <o> 鍵。

4 進入語言設定畫面

 z按下 <u><d> 鍵選擇 [ 語言（  
Language）]，然後按下 <o> 鍵。

5 選擇語言

 z按下 <u><d><l><r> 鍵選擇語言，

然後按下 <o> 鍵。

 z要返回步驟 2 的畫面，連按兩下 <v>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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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支援的記憶卡 / 影像

支援的記憶卡

不需要使用卡轉接器 需要使用另行購買的轉接器

• SD 記憶卡

• SDHC 記憶卡

• SDXC 記憶卡 

• miniSD 記憶卡

• miniSDHC 記憶卡 
• microSD 記憶卡

• microSDHC 記憶卡

• microSDXC 記憶卡

• 對於需要使用轉接器的記憶卡，請確認先將記憶卡插入轉接器，才將
轉接器插入記憶卡插槽。 
如您沒有先將記憶卡插入轉接器，而直接將記憶卡插入記憶卡插槽，
則可能無法從打印機取出記憶卡。

• 請使用已在拍攝影像裝置上格式化的記憶卡。使用電腦格式化的記憶
卡的影像可能無法被識別。

• 詳細說明，請參閱記憶卡或轉接器的使用者指南。

USB 快閃磁碟

將 USB 快閃磁碟（另行購買）插入 SELPHY 的 USB 接口，即可以打印磁碟
內的影像（=  16）。

支援的影像

SELPHY 可打印符合 Exif 標準的 JPEG 影像。

• 視乎影像的尺寸又或如影像曾使用電腦編輯，則打印機可能無法正確顯示或

打印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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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USB 連接線打印

疑難排解

附錄

透過 Wi-Fi 打印

基本操作

打印影像

如下選擇影像及指定打印份數。此處使用 SD 記憶卡作打印示範，但您可以
使用相同的步驟打印其他記憶卡的影像。

1 開啟 SELPHY 的電源

 z持續按下 <q> 鍵直至螢幕顯示左方的

畫面。

 z要關閉 SELPHY，再次持續按下 <q> 鍵
直至螢幕變更。

2 拉起螢幕（液晶螢幕）

 z請避免拉起螢幕多於 45°，否則可能會

損壞打印機或導致故障。

3 將記憶卡插入插槽

 z如圖示的方向插入記憶卡，直至聽到

卡一聲。

 z要取出記憶卡，請推入記憶卡直至聽到

卡一聲，然後慢慢放開。

 z螢幕會顯示下一個步驟的影像顯示畫面

（=  6）。

約 45°

標籤面

4 選擇影像

 z按下 <l><r> 鍵選擇要打印的影像。

 z要以 5 張為一組向前或向後跳換影像，

請持續按下 <l><r> 鍵。

5 指定打印份數

 z按下 <u><d> 鍵指定打印份數。

 z要以 5 張為一個單位增加或減少打印份

數，請持續按下 <u><d> 鍵。

 z要同時打印其他影像，請重複步驟 4-5 的

操作。

目前顯示影像的打印件

總打印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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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打印　

 z按下 <p> 鍵開始打印。

 z打印時，紙張會在 SELPHY 的背面前後來

回移動數次。請勿在打印完成之前觸碰

紙張，打印件會送到出紙盤。

 z請勿讓出紙盤堆積 19 張或以上的打印件。

 z要在打印中途取消打印，請按下 <v> 鍵。

7 按需要加入更多紙張

 z如螢幕顯示紙張耗盡，請在保持開機的

情況下取出紙盒。

 z在紙盒放入更多紙張（=  9），然後將

紙盒插入 SELPHY（=  10）。

8 按需要更換墨盒

 z如螢幕顯示墨水耗盡，請在保持開機的

情況下打開墨盒倉蓋。

 z要取出墨盒，請按圖示的方向推動鎖掣。

插入新的墨盒（=  8，10）。

• 請勿在打印期間或開啟打印機的電源後聽到打印機的操作聲音時立刻
拉出紙盒、打開墨盒倉蓋或取出記憶卡，否則可能會損壞打印機。

• 要在打印中途取消打印，請按下 <v> 鍵。無法透過按下 <q> 鍵
取消打印，而在打印中途中斷電源可能會損壞打印機。

• 如記憶卡內有很多影像，則螢幕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後才顯示步驟 4 的影像畫面。

• 如螢幕顯示保留 DPOF 影像的提示，請參閱“使用相機設定打印（DPOF 打印）”

（=  52）。

• 您可以在步驟 4 指定打印多達 99 張影像，並在步驟 5 指定每張影像打印多達

99 份，但總打印份數不能超過 999 份。

• 即使按下 <v> 鍵取消打印，打印機亦會繼續打印當前的頁面，直至打印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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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用剩紙張

請注意，下列事項可避免紙張因墨水耗盡而用剩。

• 請勿在拉緊墨水紙時過份轉動齒輪（=  8）。

• 要在打印中途取消打印，請務必以按下 <v> 鍵；按下 <v> 鍵後，切勿
在 SELPHY 完成打印之前關閉電源（步驟 6）。

• 如螢幕顯示紙張耗盡的提示，請在保持開機及墨盒留在機內的情況下加入
紙張（步驟 7），又或按下 <v> 鍵取消打印（步驟 6）。

請注意，部份情況下，即使您已按上述指示操作，墨水的消耗速度亦可能會
比紙張的快，導致用剩紙張。

打印 USB 快閃磁碟的影像

您可以使用打印記憶卡的影像的相同方法，打印另行購買的 USB 快閃磁碟的
影像。

插入 USB 快閃磁碟

 z取出任何已插入的記憶卡。

 z如圖示插入 USB 快閃磁碟。

 z完成這些步驟後，其他操作與打印記憶卡

的影像相同（=  14 – 15）。

• 部份 USB 快閃磁碟可能比較難於插入及取出，又或可能無法如預期般操作。

• 詳細說明，請參閱快閃磁碟的使用者指南。

打印一張所選影像

透過下列的步驟，可輕鬆打印一張所選影像。

選擇並打印影像

 z按“打印影像＂（=  14）的步驟 1-4 選擇

影像。

 z按下 <p> 鍵打印一張所選影像。

• 如您已按“打印影像＂（=  14）的步驟 4-5 選擇影像及指定打印份數，
則打印機不會按上述指示打印單張影像。要使用這個方法打印一張
影像，請確認已預先在 =  14 的步驟 4 將打印份數設定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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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打印後

 關閉 SELPHY 的電源（=  12），然後取出記憶卡或 USB 快閃磁碟。

 按下螢幕以方便存放。

 拔除電源插座上的電源線，然後拔除 SELPHY 的轉接器插頭。

• 如小型電源轉接器還是很熱，請先讓它冷卻後才存放。

 取出紙盒，然後關上紙盒倉蓋。將剩餘的紙張留在紙盒內，然後將紙盒
存放在陰暗、無塵及乾燥的地方。

• 將墨盒留在 SELPHY 內。

• 將 SELPHY 存放在平坦，遠離陽光照射及灰塵的地方。如 SELPHY
內積聚了灰塵，則可能會使相片上出現白色條紋，或損壞打印機。

• 將其他墨盒留在包裝袋內，並存放在遠離陽光照射及灰塵的地方。

• 如有未曾使用的紙張及墨盒，請不要打開包裝袋，然後直接存放在
遠離陽光照射的地方。

存放打印件

• 要移除打印件邊緣的多餘部份，請摺曲
齒孔邊然後撕下。

• 如要在打印件上書寫，請使用油性筆。

• 要避免打印件變色，請勿將打印件存放在
高於 40 °C（104 °F）、潮濕、多塵或陽光
直接照射的地方。

• 下列事項可能會導致打印件變色、褪色或
滲色：在打印面上貼上任何種類的黏性膠帶貼；讓打印面接觸到乙烯基或
塑膠材料；在打印面上使用酒精或其他揮發性溶劑；讓打印面長時間緊壓
在其他表面或物件上。

• 如將打印件放入相簿內存放，請選擇尼龍、丙烯或玻璃紙質料袋套的相簿。

• 視乎存放環境，打印件的顏色可能會隨時間改變。佳能對打印件變色
不負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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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設定

打印設定

本章說明一系列的打印功能，如裁切影像、準備證件相片及加上影像效果。

打印全部影像 .............................................................................................19
裁切影像 ....................................................................................................20
打印證件相片 .............................................................................................21
裁切護照影像 ..............................................................................................................22

調整設定 ....................................................................................................23
配置設定 ......................................................................................................................23
選擇打印面效果（打印效果） ....................................................................................24
打印有邊框的影像（邊框） ........................................................................................24

選擇版面編排（版面編排） ........................................................................................25
使用自動修正功能以取得最佳的打印效果（影像優化） ........................................26
調整亮度 ......................................................................................................................26
讓肌膚看來更細緻柔順（柔化膚色） ........................................................................27
變更色調（我的顏色） ................................................................................................27
刪除紅眼（修正紅眼） ................................................................................................28
打印日期（日期） ........................................................................................................28
變更日期的顯示方式（日期格式） ............................................................................29
節省電源（自動關機）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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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全部影像

如下一次過打印記憶卡內的全部影像。

1 進入選單

 z按下 <k> 鍵。

2 進入設定畫面

 z按下 <u><d> 鍵選擇 [ 打印全部影像

（Print All Images）]，然後按下 <o> 鍵。

3 選擇打印份數

 z按下 <u><d> 鍵指定打印份數。

4 打印

 z按下 <p> 鍵開始打印。

 z要取消打印，按下 <v> 鍵。

• 如記憶卡內有 1000 張影像，則打印機會按日期，打印最新的 999 張影像。

• 您可以在步驟 3 指定打印份數（最多 99 份），但總打印份數不能超過 999 份 
（例如，記憶卡內的有 100 張影像，則可以指定每張影像打印最多 9 份）。

每個影像的
打印份數

所需紙張

記憶卡內的
影像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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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切影像

如下指定影像的打印範圍。

1 進入裁切畫面

 z按“打印影像＂（=  14）的步驟 4 選擇

影像，然後按下 EDIT（編輯）鍵及

<o> 鍵。

 z螢幕會顯示裁切框，表示將會裁切的影像

範圍。

2 調整要裁切的影像範圍

 z要切換裁切框的垂直及水平方向，請按下

EDIT（編輯）鍵。

 z要移動裁切框，按下 <u><d><l> 
<r> 鍵。

 z要放大裁切框，按下 <-> 鍵；要縮小

裁切框，按下 <0> 鍵。

3 確認設定

 z要確認裁切範圍，並返回影像顯示畫面，

按下 <o> 鍵。螢幕左下方會顯示 。

 z要裁切其他影像並與第一張影像同時

打印，請重複步驟 1-3。

4 打印

 z按“打印影像＂（=  15）的步驟 6 打印。

 z打印後，裁切設定會被清除。

• 要調整已設定的裁切範圍，請按下影像顯示畫面上的 EDIT（編輯）鍵，然後

按下 <u><d> 鍵選擇 [ 調整裁切（Adjust Cropping）]，最後按下 <o> 鍵。

重複步驟 2-3。

• 要在設定裁切範圍後取消設定，請按下影像顯示畫面上的 EDIT（編輯）鍵，

然後按下 <u><d> 鍵選擇 [ 重設裁切（Reset Cropping）]，按下 <o> 鍵進入

重設裁切畫面，最後再次按下 <o> 鍵。

• 如您關閉 SELPHY 的電源或在打印之前取出記憶卡，則裁切範圍的設定會被

清除。

• 您可以一次過指定 99 張影像的裁切範圍。

• 使用 [ 打印全部影像（Print All Images）] 或 [DPOF 打印（DPOF Print）] 選項

打印，或當 [ 版面編排（Page Layout）]（=  25）設定為 [ 索引（  Index）]
或 [ 隨機（  Shuffle）] 時，無法執行裁切操作。

• 無法調整影像上所顯示裁切框的長寛比。

• 要變更打印份數，請在步驟 3 的影像顯示畫面上按下 <u><d> 鍵。請注意，

指定打印份數為 0 並不能清除裁切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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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設定

2 指定相片的最後尺寸

 z按下 <l><r> 鍵指定尺寸的選擇方法。

 z [ 自訂（Custom）]：按下 <u><d> 鍵選擇

[ 長邊（Long Side）]，然後按下 <l> 
<r> 鍵指定長度；指定 [ 短邊（Short 
Side）] 長度，然後再次按下 <o> 鍵。

請注意，[ 短邊（Short Side）] 的可選項目

會基於 [ 長邊（Long Side）] 的長度而自動

更新。

 z [ 標準（Standard）]：查看所顯示的影像

尺寸，然後按下 <o> 鍵。

3 選擇要打印的影像

 z按下 <l><r> 鍵選擇影像，然後按下 
<u> 鍵。螢幕右下方會顯示 。您可以

選擇一張或兩張影像。

 z要指定裁切範圍（=  20），按下 EDIT
（編輯）鍵。

 z按“打印影像＂（=  15）的步驟 6 打印。

 z打印後設定會被清除。

• 視乎使用的目的而定，打印的相片可能不被接納為證件相片。詳細說明，請

聯絡所需相片之機構。

• 無法使用卡片尺寸的紙張。

• 無法使用 [ 有邊框（Borders）] 設定，且日期不會打印。

• 如您在步驟 3 選擇兩張影像，則這兩張影像會按您所指定的版面，在單頁紙張

上打印相同的數目。請注意，如單頁紙張上的版面打印數目為單數，則紙張的

中央位置會保留空白。

打印證件相片

您可打印影像以作證件相片之用。選擇 [ 自訂（Custom）] 或 [ 標準
（Standard）]* 尺寸。
您可以在單頁紙張上打印兩張不同的影像。
*  [ 標準（Standard）] 尺寸符合 ICAO 國際標準。

1 指定打印證件相片

 z按下 <k> 鍵。

 z按下 <u><d> 鍵選擇 [ 證件相片（ID 
Photo）]，然後按下 <o>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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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所需的影像尺寸

當您選擇 [ 證件相片（ID Photo）] ► [ 尺寸選擇（Size Selection）] ► [ 自訂
（Custom）] 後，螢幕會列出多種影像尺寸選項。要將尺寸選項簡單化，您可
以編輯清單，並只顯示最常用的尺寸。

1 進入設定畫面

 z在證件相片設定畫面上，選擇 [ 尺寸選擇

（Size Selection）] ► [ 自訂（Custom）]
（=  21），然後按下 EDIT（編輯）鍵。

2 選擇顯示的尺寸

 z要移除清單的某個尺寸，按下 <u><d> 
<l><r> 鍵選擇尺寸，然後按下

<o> 鍵。

 z清除選擇標記（ ）後，[ 證件相片設定

（ID Photo Settings）] 畫面便不會再顯示

該尺寸（=  21）。要讓清單顯示某個

尺寸，請再次按下 <o> 鍵選擇尺寸，

以顯示 。

 z按下 EDIT（編輯）鍵清除全部 。如

沒有選擇任何尺寸，則按下 EDIT（編輯）

鍵會選擇全部尺寸，並顯示 。

 z將所選的尺寸加入清單後，按下 <v> 鍵。

• 如您按下 <v> 鍵，但卻沒有選擇任何尺寸，則螢幕會顯示警告提示。按下

<o> 鍵返回 [ 尺寸（Sizes）] 畫面。選擇清單中的最少一個尺寸，然後按下

<v> 鍵。

裁切護照影像

 z  如在 [ 證件相片（ID Photo）] 中選擇了

[ 標準（Standard）] 尺寸，則螢幕會在您

進入裁切框時顯示兩條裁切指引線

（=  20）。

 z要打印符合護照有關臉部尺寸及位置標準

的相片，請調整裁切框使其中一條線處於

頭頂上方，另一條處於下巴之下。

• 有關臉部尺寸及位置以外的規格，請聯絡所需相片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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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設定

您可以在打印之前為影像加入多種效果，如加入拍攝日期、調校顏色等。
由於設定會應用到所有影像上，因此毋須再為每張影像個別設定。

可配置的項目 內容

打印面效果（=  24） 選擇打印件的表面效果。

邊框（=  24） 打印有邊框或無邊框的影像。

版面編排（=  25） 選擇單頁紙張上的影像打印數目。

影像優化（=  26） 自動修正影像，以取得最佳效果。

亮度（=  26） 在 –3 至 +3 的範圍內調校影像亮度。

柔化膚色（=  27） 讓肌膚顯得柔滑及美麗。

我的顏色（=  27）
選擇特別的色調，使打印件顯得與別不同，或選擇復古或
黑白打印件。

修正紅眼（=  28） 修正有紅眼的影像。

日期（=  28） 打印時加入相機的拍攝日期。

日期格式（=  29） 調整日期格式。

自動關機（=  29） 指定當打印機閒置時自動關機。

語言（=  12） 變更選單及提示的語言。

配置設定

1 進入設定畫面

 z按下 <k> 鍵。

 z按下 <u><d> 鍵選擇 [ 變更設定（Change 
Settings）]，然後按下 <o> 鍵。

2 選擇項目，然後調整設定

 z按下 <u><d> 鍵選擇項目。

 z按下 <l><r> 鍵調整設定，然後按下

<v> 鍵確認選擇。

 z再次按下 <v> 鍵返回影像顯示畫面。

 z有關每個功能的說明，請參閱 =   24 
– 29。

3 打印

 z選擇影像（=  14）及打印份數（=  14），
然後按下 <p> 鍵以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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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打印面效果（打印效果）

[ 光澤感（Glossy）]

效果示範

[ 效果 1（Pattern 1）] [ 效果 2（Pattern 1）]

 z您可以為打印件的表面加入一層微細質感，以減低打印件的光澤感。

 光澤感（預設值） 打印附有光澤的表面效果。

 效果 1 加上一層質感粗糙的效果，以減低光澤感。

 效果 2 加上一層質感幼細的效果，以減低光澤感。

• 視乎開機後打印機的內部溫度，表面效果可能不會太顯著。開啟打印機
的電源及打印之前，請等到打印機的溫度適中 10 – 35 °C（50 – 95 °F）。

• 關閉 SELPHY 的電源後，設定會回復為預設值 [ 光澤感（Glossy）]。

• 您可以讓打印機在關機後，依然保留已配置的設定。當 SELPHY 的電源關閉

時，持續按下 <k><u><p> 鍵，然後持續按下 <q> 鍵直至螢幕顯示

“SELPHY ＂。如您不希望 SELPHY 保留已配置的設定，請在關機後重複此

步驟。此步驟會同時決定 SELPHY 關機後會否保留 [ 版面編排（Page Layout）]
（=  25）設定。

打印有邊框的影像（邊框）

 z打印有邊框或無邊框的影像。

 z  無邊框（預設值）/  有邊框

• 關閉 SELPHY 的電源後，設定會回復為預設值 [ 無邊框
（  Borderless）]。
• 當 [ 版面編排（Page Layout）]（=  25）設定為 [ 索引（  Index）] 
或 [ 隨機（  Shuffle）] 時，影像不會打印邊框。

• 使用卡片尺寸的紙張（=   2）時，如 [ 版面編排（Page Layout）]
（=   25）設定為 [ 每頁 8 個影像（  8-up）]，那麼即使已選擇 
[ 有邊框（  Bordered）]，影像亦會以無邊框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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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版面編排（版面編排）

 z選擇單頁紙張上的影像打印數目。SELPHY 會在已配置的版面上打印您

所指定的打印數目（=  14）。

 z使用彩色墨盒 / 標貼套裝 KC-18IL（8 格標籤貼紙，=  2）時，請指定

[ 每頁 8 個影像（  8-up）]。

 全頁配置（預設值） 每張 1 個影像  每頁 8 個影像 每張 8 個影像

 每頁 2 個影像 每張 2 個影像  索引 每張多個相同大小的影像

 每頁 4 個影像 每張 4 個影像  隨機 每張多個不同大小的影像

• 關閉 SELPHY 的電源後，設定會回復為預設值 [ 全頁配置（  1-up）]。

• 您可以讓 SELPHY 在關機後，依然保留已配置的版面（=  24）。

• 無法指定影像的位置。

• 視乎已配置的版面，可能無法使用 [ 日期（Date）]（=  28）、[ 影像優化

（Image Optimize）]（=  26）、[ 修正紅眼（Correct Red-Eye）]（=  28）、
[ 邊框（Borders）]（=  24）、[ 柔化膚色（Smooth Skin）]（=  27）或 [ 亮度

（Brightness）]（=  26）的設定打印影像。

• 同時選擇 [ 打印全部影像（Print All Images）]（=  19）及 [ 索引（  Index）]，
則可使用索引方式打印記憶卡內的全部影像。

組合不同尺寸的影像（隨機）

 z使用隨機功能以自動編排不同尺寸的影像。

 z單頁紙張最多可打印每組 8 張或 20 張影像。

 z打印時可使用 L 或明信片尺寸的紙張（=  2）。

 z在“配置設定”（=  23） 步驟 2 的畫面

上，按下 <u><d> 鍵以選擇 [ 版面編排

（Page Layout）]。按下 <l><r> 鍵選擇

[ 隨機（  Shuffle）]，然後按下

<o> 鍵。

 z在左方的畫面上，按下 <u><d> 鍵選擇

項目。

 z按下 <l><r> 鍵調整設定，然後按下

<v> 鍵確認選擇。

 z連按兩下 <v> 鍵返回影像顯示畫面。

• 無法指定影像的位置。

• 開始打印前可能需要等候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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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動修正功能以取得最佳的打印效果（影像優化）

 z自動修正影像，以取得最佳效果。

 z  關 /  開（預設值）

• 部份影像可能無法正確調整。

• 關閉 SELPHY 的電源後，設定會回復為預設值 [ 開（ On）]。

• 如在 [ 版面編排（Page Layout）]（=  25）中選擇了 [ 索引（ Index）]，則

無法使用 [ 影像優化（Image Optimize）]。

• 修正程度視乎版面編排及紙張尺寸而可能會有所不同。

調整亮度

 z在 –3 至 +3 的範圍內調校影像亮度。

 z選擇更大的正值使影像變亮，或選擇更大的負值使影像變暗。

• 關閉 SELPHY 的電源後，設定會回復為 [±0]。

• 如在 [ 版面編排（Page Layout）]（=  25）中選擇了 [ 索引（ Index）]，則

無法使用 [ 亮度（Brigh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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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肌膚看來更細緻柔順（柔化膚色）

 z讓肌膚顯得柔滑及美麗。

 z  關（預設值）/  開

• 打印機可能會為其他非肌膚的影像範圍執行修正，造成非預期的
效果。

• 關閉 SELPHY 的電源或取出記憶卡後，設定會回復為預設值 [ 關（ Off）]。

• 如在 [ 版面編排（Page Layout）]（=  25）中選擇了 [ 索引（ Index）]，則

無法使用 [ 柔化膚色（Smooth Skin）]。

變更色調（我的顏色）

 z選擇特別的色調，使打印件顯得與別不同，或選擇復古或黑白打印件。

 關（預設值） –  正片效果
豐富的自然色彩，如
正片效果

 鮮艷效果
對比度及色彩飽和度更強
烈的鮮艷色彩

 復古效果 懷舊的色調

 中性效果
對比度及色彩飽和度較低
的淡化色彩

 黑白效果 黑白影像

• 關閉 SELPHY 的電源後，設定會回復為預設值 [ 關（ Off）]。

• 部份色彩選項可能會影響修正紅眼功能（=  28）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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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日期（日期）

08/08/2013

 z打印時加入相機的拍攝日期。

 z  關（預設值）/  開

• 要避免同時打印已在相機上標記的日期，請選擇 [ 關（  Off）]。 

• 關閉 SELPHY 的電源後，設定會回復為預設值 [ 關（ Off）]。

• 由於相機已在拍攝時為影像加入日期，因此無法變更加入到打印件的日期。

• 要變更日期的顯示方式，請調整 [ 日期格式（Date Format）]（=  29）。

• 當 [ 版面編排（Page Layout）]（=  25）設定為 [ 索引（  Index）] 或 [ 隨機

（  Shuffle）] 時，影像不會打印日期。

刪除紅眼（修正紅眼）

 z修正有紅眼的影像。

 z  關（預設值）/  開

• 打印機可能會錯誤為紅眼以外的其他範圍執行修正紅眼的操作。要
避免這種情況，請只為有紅眼的影像選擇 [ 開（ On）]。

• 關閉 SELPHY 的電源及取出記憶卡後，設定會回復為預設值 [ 關（ Off）]。

• 當人臉在整個畫面中相對太大、太小、太暗、太亮，只有側臉或人臉部份被

遮擋，則打印機可能無法偵測到紅眼或修正的效果不理想。

• 當 [ 版面編排（Page Layout）]（=  25）設定為 [ 每頁 2 個影像（  2-up）]、
[ 每頁 4 個影像（  4-up）]、[ 每頁 8 個影像（  8-up）] 或 [ 索引

（  Index）] 時，無法使用修正紅眼功能。

• 相同地，當 [ 我的顏色（My Colors）]（=  27）設定為 [ 復古效果（  Sepia）]
或 [ 黑白效果（  B/W）] 時，無法使用修正紅眼功能。

• 修正程度視乎裁切設定、版面編排及紙張尺寸而可能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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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電源（自動關機）

 z如在 5 分鐘內沒有執行任何操作，SELPHY 會自動關機。

 z開（預設值）/ 關

• 打印多張影像時，如影像中包含不支援的影像（=  13），則螢幕會
顯示 [ 部份影像無法打印！取消打印？（Could not print some 
images!Cancel printing?）]，並停止打印。如 [ 自動關機（Auto Power 
Down）] 設定為 [ 開（On）]，且 SELPHY 在 5 分鐘內沒有執行任何
操作，則 SELPHY 會取消打印，並自動關機。SELPHY 可能會在您
再次開啟電源時彈出空白的紙張，但請勿使用該彈出的紙張打印
（=  4）。 
請注意，如使用電池（=  59）為 SELPHY 供電，打印完畢後，
SELPHY 亦會繼續消耗電量，直至自動關機功能啟動。

• 透過 USB 或 Wi-Fi 功能連接其他裝置，或螢幕顯示錯誤提示時，SELPHY 不會

自動關機。

變更日期的顯示方式（日期格式）

08/08/2013 2013/08/08

 z加入日期（=  28）時，可按需要調整日期格式。

 z月 / 日 / 年（預設值），日 / 月 / 年，年 / 月 / 日

• 即使關閉 SELPHY 的電源或取出記憶卡，此設定亦會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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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Wi-Fi 打印

本章說明透過無線方式，打印兼容 Wi-Fi®*1 的智能手機及電腦的影像。

• 本打印機已獲得 Wi-Fi 認證。您可以透過無線方式，打印儲存在支援 Wi-Fi 功能的智能手機 *2、平板電腦 *2、相機 *3 及電腦的

影像。

*1 Wi-Fi 是品牌名稱，表示提供雙向連接的認證無線網絡裝置。

*2 您須要在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上安裝指定的佳能 Easy-PhotoPrint 應用程式（使用兼容 AirPrint 的應用程式時，毋須安裝指定的應用程式以

執行打印操作（=  46））。有關應用程式的詳細說明，如支援的裝置及可用功能等，請瀏覽佳能網站。為方便說明，在本指南中，智能

手機及平板電腦一律統稱為＂智能手機＂。

*3 裝置必須兼容 DPS over IP，亦即用於 Wi-Fi 連接的 PictBridge 標準。

• 使用 Wi-Fi 功能之前，請務必閱讀“Wi-Fi（無線網絡）的注意事項”（=  63）。
• 透過 Wi-Fi 打印時，部份功能無法使用。

• 為方便說明，在本指南中，無線路由器及其他基地台一律統稱為＂存取點＂。

使用智能手機打印 .....................................................................................31
之後的打印 ..................................................................................................................33

使用相機打印 .............................................................................................34
之後的打印 ..................................................................................................................35

使用電腦打印 .............................................................................................36
確認存取點的兼容性 ..................................................................................................36
將打印機連接到存取點 ..............................................................................................37
之後的連接 ..................................................................................................................41
準備電腦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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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智能手機打印

即使在沒有存取點的地方，您亦可以透過無線方式連接智能手機來直接打印。
此外，如使用兼容 AirPrint 的應用程式（=  46）打印，則毋須安裝專用的
應用程式。

1 在智能手機上安裝指定的應用程式

 z如使用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請瀏覽

App Store，然後下載及安裝 Canon 
Easy-PhotoPrint。

 z如使用 Android 裝置，請從 Google Play
下載及安裝 Canon Easy-PhotoPrint。

2 準備 SELPHY
 z取出任何已插入的記憶卡或 USB 快閃

磁碟。

 z將已裝入紙張的紙盒及墨盒插入 SELPHY。

詳細說明，請參閱“準備工作”（=  8）。

3 進入設定畫面

 z按下 <k> 鍵。

 z按下 <u><d> 鍵選擇 [Wi-Fi 設定（Wi-Fi 
Settings）]，然後按下 <o> 鍵。

 z按下 <u><d> 鍵選擇 [ 連接設定

（Connection Settings）]，然後按下

<o> 鍵。

4 查看打印機的名稱

 z查看所顯示的打印機名稱，然後按下

<o> 鍵。

 z透過 Wi-Fi 連接裝置時，目標裝置會顯示

這個名稱以識別打印機。

 z您可以按下 EDIT（編輯）鍵變更打印機的

名稱（=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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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擇連接方法

 z按下 <u><d> 鍵選擇 [ 直接連接（Direct 
Connection）]，然後按下 <o> 鍵。

 z螢幕會顯示左方的畫面。

 z您可以按下 EDIT（編輯）鍵變更密碼

（=  45）。

6 使用智能手機連接到打印機畫面上
所顯示的網絡

 z在智能手機的 Wi-Fi 設定中，選擇在

打印機上顯示的 SSID（網絡名稱）。

 z在密碼欄中，輸入在打印機上所顯示的

密碼。

7 使用智能手機打印

 z啟動 Canon Easy-PhotoPrint，選擇影像，

然後打印。

 z打印完成後，螢幕會顯示左方的畫面。

 z螢幕顯示這個畫面時，請勿中斷裝置的

連接或關閉應用程式，否則打印機可能會

無法正確或完全打印影像。

 z打印完成後，螢幕會顯示左方的待機畫面。

• 打印期間，無法使用 SELPHY 的 <v> 鍵取消打印。請使用智能手機停止打印。

• 您亦可以透過現有的存取點，將打印機連接到智能手機。這種情況下，將

打印機及智能手機連接到相同的存取點。有關將打印機連接到存取點的方法，

請參閱“將打印機連接到存取點”（=  37）。

• 打印機無法與其連接的裝置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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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的打印

• 如您已完成配置連接設定的操作（=  31 – 32），則下一次開啟打印機
的電源時，螢幕便會自動顯示 =  32 步驟 7 的待機畫面。要打印影像，
在螢幕顯示待機畫面後，只需要使用智能手機，並按 =  32 的步驟 6-7
操作便可。

• 螢幕顯示待機畫面時，您可以按下 <o> 鍵檢視 SSID 及密碼。您亦可以
按下 EDIT（編輯）鍵變更螢幕顯示的密碼（=  45）。

• 即使打印機處於待機狀態時，您亦可以插入記憶卡進入 =  14 步驟 4 的
畫面，以打印記憶卡內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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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看打印機的名稱

 z查看所顯示的打印機名稱，然後按下

<o> 鍵。

 z透過 Wi-Fi 連接裝置時，目標裝置會顯示

這個名稱以識別打印機。

 z您可以按下 EDIT（編輯）鍵變更打印機的

名稱（=  44）。

4 選擇連接方法

 z按下 <u><d> 鍵選擇 [ 直接連接（Direct 
Connection）]，然後按下 <o> 鍵。

 z螢幕會顯示左方的畫面。

 z您可以按下 EDIT（編輯）鍵變更密碼

（=  45）。

使用相機打印

您可以將打印機連接到兼容 DPS over IP（用於 Wi-Fi 連接的 PictBridge 標準）
的相機，以打印影像。

1 準備 SELPHY
 z取出任何已插入的記憶卡或 USB 快閃

磁碟。

 z將已裝入紙張的紙盒及墨盒插入 SELPHY。

詳細說明，請參閱“準備工作”（=  8）。

2 進入設定畫面

 z按下 <k> 鍵。

 z按下 <u><d> 鍵選擇 [Wi-Fi 設定（Wi-Fi 
Settings）]，然後按下 <o> 鍵。

 z按下 <u><d> 鍵選擇 [ 連接設定

（Connection Settings）]，然後按下

<o>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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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相機連接到打印機畫面上
所顯示的網絡

 z在相機的 Wi-Fi 設定中，選擇在打印機上

顯示的 SSID（網絡名稱）。

 z在密碼欄中，輸入在打印機上所顯示的

密碼。

6 使用相機打印

 z使用相機選擇影像，然後打印。

 z打印完成後，螢幕會顯示左方的畫面。

 z螢幕顯示這個畫面時，請勿中斷裝置的

連接，否則打印機可能會無法正確或完全

打印影像。

 z如相機再沒有連接，螢幕便會顯示左方的

待機畫面。

• 打印期間，無法使用 SELPHY 的 <v> 鍵取消打印。請使用相機停止打印。

• 您亦可以透過現有的存取點，將打印機連接到相機。這種情況下，將打印機及

相機連接到相同的存取點。有關將打印機連接到存取點的方法，請參閱“將

打印機連接到存取點”（=  37）。

• 打印機無法與其連接的裝置通訊。

之後的打印

• 如您已完成配置連接設定（=  34 – 35）的操作，則下一次開啟打印機
的電源時，螢幕便會自動顯示步驟 6 的待機畫面。要打印影像，當螢幕
顯示待機畫面後，只需要使用相機，並按步驟 5-6 操作即可。

• 螢幕顯示待機畫面時，您可以按下 <o> 鍵檢視 SSID 及密碼。您亦可以
按下 EDIT（編輯）鍵變更螢幕顯示的密碼（=  45）。

• 即使打印機處於待機狀態時，您亦可以插入記憶卡進入 =  14 步驟 4 的
畫面，以打印記憶卡內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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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電腦打印

確認存取點的兼容性

• 使用電腦透過 Wi-Fi 打印之前，必須將存有要傳送影像的電腦連接到
存取點。

• 使用支援下列 Wi-Fi 標準的存取點。要查看存取點所支援的標準，請參閱
存取點的使用者指南。

標準 IEEE 802.11b/g

支援的頻道 1 – 11

傳輸方法 DSSS（IEEE 802.11b）及 OFDM（IEEE 802.11g）

保安
沒有保安、64 及 128-bit WEP（開放式系統認證）、WPA-PSK
（TKIP）、WPA-PSK（AES）、WPA2-PSK（TKIP）及 WPA2-PSK
（AES）

• 確認存取點支援 WPS（Wi-Fi 保護設置）。

兼容 WPS 的存取點 連接方法如“兼容 WPS 的存取點”（=  37） 所述 *。

非 WPS 的存取點
或不知名的 WPS 支援 

請查看下列資訊，並如“非 WPS 的存取點”（=  39） 
所述連接。

- 網絡名稱（SSID/ESSID）

- 網絡認證 / 資料加密（加密方法或模式）

- 密碼（網絡金鑰）

* WPS 連接不適用於配置為 WEP 保安的存取點。連接方法如“非 WPS 的存取點”
（=  39） 所述。

• 如您的網絡由系統管理員管理，請向管理員查詢網絡設定的詳細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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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打印機連接到存取點

視乎存取點兼容 WPS（=  37）或其他（=  39），連接方法會有所不同。

兼容 WPS 的存取點

1 查看存取點

 z確認存取點已開啟，並已準備通訊。

2 準備 SELPHY
 z取出任何已插入的記憶卡或 USB 快閃

磁碟。

 z將已裝入紙張的紙盒及墨盒插入 SELPHY
（=  8 – 10）。

3 進入設定畫面

 z按下 <k> 鍵。

 z按下 <u><d> 鍵選擇 [Wi-Fi 設定（Wi-Fi 
Settings）]，然後按下 <o> 鍵。

 z按下 <u><d> 鍵選擇 [ 連接設定

（Connection Settings）]，然後按下

<o> 鍵。

4 查看打印機的名稱

 z查看所顯示的打印機名稱，然後按下

<o> 鍵。

 z透過 Wi-Fi 連接裝置時，目標裝置會顯示

這個名稱以識別打印機。

 z您可以按下 EDIT（編輯）鍵變更打印機

的名稱（=  44）。

5 選擇連接方法

 z按下 <u><d> 鍵選擇 [ 透過 Wi-Fi 網絡

（Via Wi-Fi Network）]，然後按下

<o>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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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選擇存取點的連接方法

 z按下 <u><d> 鍵選擇 [WPS 連接（WPS 
Connection）]，然後按下 <o> 鍵。

7 選擇 WPS 連接方法

 z按下 <u><d> 鍵選擇 [PBC 方式（PBC 
Method）]，然後按下 <o> 鍵。

 z螢幕會顯示左方的畫面。

8 在存取點上，持續按下 WPS 連接
鍵數秒

 z有關按鍵位置及需要按下的時間長度的

說明，請參閱存取點的使用者指南。

9 建立連接

 z在打印機上，按下 <o> 鍵。

 z連接時，打印機的螢幕會顯示 [ 正在連接

（Connecting）]，然後 [ 連接存取點

（Connected to access point）]。按下

<o> 鍵。

 z螢幕會顯示左方的畫面，表示存取點的

名稱。

• 如您已在步驟 7 選擇 [PIN 方法（PIN Method）]，請使用電腦指定存取點上的

PIN 碼（顯示在打印機上），然後在打印機上按下 <o> 鍵，繼續到步驟 9。
有關配置 PIN 碼的說明，請參閱存取點的使用者指南。

• SELPHY 的螢幕上，會以下列圖示表示無線訊號的強度：  

[ ] 高、[ ] 中、[ ] 低、[ ] 弱、[ ] 接收範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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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WPS 的存取點

1 查看存取點

 z確認存取點已開啟，並已準備通訊。

2 準備 SELPHY
 z取出任何已插入的記憶卡或 USB 快閃

磁碟。

 z將已裝入紙張的紙盒及墨盒插入 SELPHY
（=  8 – 10）。

3 進入設定畫面

 z按下 <k> 鍵。

 z按下 <u><d> 鍵選擇 [Wi-Fi 設定（Wi-Fi 
Settings）]，然後按下 <o> 鍵。

 z按下 <u><d> 鍵選擇 [ 連接設定

（Connection Settings）]，然後按下

<o> 鍵。

4 查看打印機的名稱

 z查看所顯示的打印機名稱，然後按下

<o> 鍵。

 z透過 Wi-Fi 連接裝置時，目標裝置會顯示

這個名稱以識別打印機。

 z您可以按下 EDIT（編輯）鍵變更打印機

的名稱（=  44）。

5 選擇連接方法

 z按下 <u><d> 鍵選擇 [ 透過 Wi-Fi 網絡

（Via Wi-Fi Network）]，然後按下

<o>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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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選擇存取點的連接方法

 z按下 <u><d> 鍵選擇 [ 搜尋存取點

（Search for an access point）]，然後按下

<o> 鍵。

 z螢幕會列出附近的存取點。

7 選擇存取點

 z按下 <u><d> 鍵選擇存取點，然後按下

<o> 鍵。

8 輸入密碼

 z按下 EDIT（編輯）鍵進入輸入畫面，然後

輸入密碼（=  45）。

 z按下 <o> 鍵。

9 查看存取點

 z打印機連接到存取點後，即會顯示左方的

畫面。查看所顯示的存取點名稱，然後

按下 <o>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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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螢幕會顯示左方的畫面。

• 在步驟 7 選擇沒有受保護的存取點，然後按下 <o> 鍵以顯示步驟 9 的畫面。

• 最多會顯示 20 個存取點。如螢幕沒有顯示您要使用的存取點，按下 <v> 鍵並

在 =  40 的步驟 6 選擇 [ 手動設定（Manual Settings）]，然後手動指定存取點。

按螢幕上的指示輸入 SSID、安全設定及密碼（=  45）。

• 如使用 WEP 保安，並在步驟 8 輸入錯誤的密碼，則當您在螢幕顯示提示後按下

<o> 鍵然後再次按下 <o> 鍵，您將會跳到步驟 9，但無法執行打印操作。

請查看存取點的密碼，並再次連接，從步驟 3 開始。

• SELPHY 的螢幕上，會以下列圖示表示無線訊號的強度：  

[ ] 高、[ ] 中、[ ] 低、[ ] 弱、[ ] 接收範圍外

之後的連接

 z如您已連接存取點，則下一次開啟打印機

的電源時，打印機便會自動連接到之前

使用的存取點，並顯示左方的待機畫面。

 z如因存取點電源關閉或其他原因而無法連接，螢幕會顯示 [ ]。請查看

存取點設定（=  56）。

 z即使打印機處於待機狀態時，您亦可以插入記憶卡進入 =  14 步驟 4 的

畫面，以打印記憶卡內的影像。

 z您可以關閉打印機在開機時自動連接存取點的設定（=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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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視乎您所使用的電腦是 32 或 64-bit（在

[ 系統類型（System type）] 中有顯示），

連按兩下 [32Bit] 或 [64Bit] 資料夾。

您可以在 [ 電腦（Computer）] 或 [ 我的

電腦（My Computer）] 上按一下右鍵，

然後選擇 [ 內容（Properties）]，即可進入

[ 系統類型（System type）]。

 z連按兩下 [Setup.exe]。

 z按下面的說明完成安裝。

 z如螢幕顯示 [ 使用者戶口控制（User 
Account Control）] 視窗，請按螢幕上的

指示繼續。

3 選擇連接方法

 z當螢幕顯示左方的畫面時，選擇 [ 使用

無線網絡（Use with a wireless 
network）]，然後按一下 [ 下頁（Next）]。

4 要完成安裝，請選擇要連接的
打印機

 z選擇要連接的打印機，然後按一下 [ 下頁

（Next）]。

 z打印機驅動程式已安裝。

準備電腦

查看您的電腦規格

SELPHY 可透過 Wi-Fi 連接到執行下列作業系統的電腦。

Windows Macintosh

作業系統
Windows 8
Windows 7 SP1

Mac OS X 10.6.8 – 10.8

可用硬碟空間 約 5 MB* 約 7 MB*

* 安裝打印機驅動程式時所需的空間。視乎軟件及打印資料，操作軟件及打印所需的空間
會有所不同。

安裝打印機驅動程式（Windows）

1 確認 SELPHY 已連接到存取點

 z查看 SELPHY 的螢幕是否顯示左方的

畫面。

2 開始安裝

 z將提供的光碟放入電腦，然後連按兩下

[ 電腦（Computer）] 或 [ 我的電腦（My 
Computer）] 內的光碟圖示。

 z連按兩下 [ 驅動程式（Driver）] 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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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電腦的影像

如下使用相片軟件打印。

1 確認 SELPHY 已連接到存取點

 z查看 SELPHY 的螢幕是否顯示左方的

畫面。

2 進入打印對話方塊

 z啟動相片軟件，選擇要打印的影像，然後

進入打印對話方塊。

 z在目的地打印機中，選擇 [Canon
（SELPHY）CP910（WS）]。

3 選擇打印選項

 z選擇紙張尺寸，以配合 SELPHY 內的紙張

尺寸及墨盒，同時選擇有邊框或無邊框，

以及所列紙張尺寸等的打印選項。

 z按需要選擇打印方向及打印份數。

4 打印

• 打印期間，無法使用 SELPHY 的 <v> 鍵取消打印。請使用電腦停止
打印。

• 有關電腦或相片軟件的說明，請參閱相關的使用者指南。

安裝打印機驅動程式及註冊打印機（Macintosh）

1 確認 SELPHY 已連接到存取點

 z查看 SELPHY 的螢幕是否顯示左方的

畫面。

2 安裝打印機驅動程式

 z將提供的光碟放入電腦，然後連按兩下

桌面上或工作列內的光碟圖示。

 z連按兩下 [ 驅動程式（Driver）] 資料夾。

 z連按兩下 [ ]。

 z按螢幕的說明繼續安裝打印機驅動程式。

3 註冊打印機機

 z進入 [ 系統偏好設定（System 
Preferences）] ► [ 打印及掃瞄（Print & 
Scan）]。

 z按一下清單下的 [+]。

 z如螢幕顯示彈出式選單，按一下 [ 新增

打印機或掃瞄器（Add Printer or Scanner）]
或 [ 新增其他打印機或掃瞄器（Add Other 
Printer or Scanner）]。

 z選擇名為“Canon CP910 ＂（類型：

“cnybmscp ＂）的打印機，然後按一下

[ 新增（Add）]。

cnybms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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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打印機的名稱

如下變更打印機的名稱（=  39）。

 z按下 <k> 鍵然後 <u><d> 鍵選擇 [Wi-Fi 設定（Wi-Fi Settings）]，
按下 <o> 鍵。

 z按下 <u><d> 鍵選擇 [ 其他設定（Other Settings）]，然後按下

<o> 鍵。

 z按下 <u><d> 鍵選擇 [ 設定打印機名稱（Set Printer Name）]，然後

按下 <o> 鍵。

 z按下 EDIT（編輯）鍵進入輸入畫面，然後輸入新的打印機名稱（=  45）。

指定通訊協議

選擇 IP 版本。

1 選擇 IP 版本

 z按下 <k> 鍵然後 <u><d> 鍵選擇 [Wi-Fi 設定（Wi-Fi Settings）]，
按下 <o> 鍵。

 z按下 <u><d> 鍵選擇 [ 其他設定（Other Settings）]，然後按下

<o> 鍵。

 z按下 <u><d> 鍵選擇 [IPv4/IPv6 設定（IPv4/IPv6 Settings）]，然後按下

<o> 鍵。

 z按下 <u><d> 鍵選擇版本，然後按下 <o> 鍵。

 z查看顯示的資訊，然後按下o鍵。

 z選擇 [IPv4]，然後到步驟 2。

 z如您選擇 [IPv6]，設定操作便會即時結束。

其他 Wi-Fi 功能

變更連接方法

您可以變更連接方法以配合您所使用的打印機。

 z按下 <k> 鍵然後 <u><d> 鍵選擇 [Wi-Fi 設定（Wi-Fi Settings）]，
按下 <o> 鍵。

 z按下 <u><d> 鍵選擇 [ 連接方法（Connection Method）]，然後按下

<o> 鍵。

 z按下 <u><d> 鍵選擇連接方法，然後按下 <o> 鍵。

關閉 Wi-Fi
如下關閉 Wi-Fi 連接。

 z按下 <k> 鍵然後 <u><d> 鍵選擇 [Wi-Fi 設定（Wi-Fi Settings）]，
按下 <o> 鍵。

 z按下 <u><d> 鍵選擇 [Wi-Fi（Wi-Fi）]，然後按下 <o> 鍵。

 z按下 <u><d> 鍵選擇 [ 關閉（Disable）]，然後按下 <o> 鍵。

 z要再次開啟 Wi-Fi 連接，請重複這些步驟並選擇 [ 啟動（Enable）]。

查看 Wi-Fi 設定的資訊

如下查看打印機的資訊（包括打印機名稱及 IP 地址）。

 z按下 <k> 鍵然後 <u><d> 鍵選擇 [Wi-Fi 設定（Wi-Fi Settings）]，
按下 <o> 鍵。

 z按下 <u><d> 鍵選擇 [ 確認設定（Confirm Settings）]，然後按下

<o> 鍵。

 z按下 <u><d> 鍵查看設定資訊。

 z按下 <v> 鍵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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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自動或手動 IP 地址配置

 z要使用自動 IP 地址配置，選擇 [ 自動（Auto）]，然後按下 <o> 鍵。

設定操作已完成。

 z要手動輸入 IP 地址，選擇 [ 手動（Manual）]，然後按下 <o> 鍵。

跳到步驟 3。

3 輸入 IP 地址

 z按下 <l><r> 鍵移動游標，按下 <u><d> 鍵指定數值，然後按下

<o> 鍵。

4 輸入子網路遮罩

 z按下 <l><r> 鍵移動游標，按下 <u><d> 鍵指定數值，然後按下

<o> 鍵。

5 查看設定

 z檢視所顯示的設定說明，然後按下o鍵。

重設 Wi-Fi 設定為預設值

如下重設 Wi-Fi 設定，如打印機名稱、存取點資訊及密碼。

 z按下 <k> 鍵然後 <u><d> 鍵選擇 [Wi-Fi 設定（Wi-Fi Settings）]，
按下 <o> 鍵。

 z按下 <u><d> 鍵選擇 [ 重設設定（Reset Settings）]，然後按下

<o> 鍵。

 z按下 <o> 鍵確認選擇。

輸入資訊

輸入打印機名稱、密碼或其他資訊，然後按下 EDIT（編輯）鍵進入輸入畫面。

輸入資訊

 z按下 <u><d><l><r> 鍵選擇字母、

數字或符號，然後按下 <o> 鍵。要輸入

空白位，選擇 [ 空白位（Space）]，然後

按下 <o> 鍵。

刪除資訊

 z按下 <u><d><l><r> 鍵選擇 [  ]，
然後按下 <o> 鍵。

切換輸入模式

 z要切換大寫至小寫字母，然後符號，請

重複按下 EDIT（編輯）鍵。

返回上一個畫面

 z要確認輸入並返回前一個畫面，按下

<u><d><l><r> 鍵選擇 [ 完成

（Finish）]，然後按下 <o> 鍵。

 z要取消輸入並返回前一個畫面，按下

<v>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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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Pad、iPhone 或 iPod touch 打印

1 選擇 [ 打印（Print）]
 z在您 Apple 裝置的應用程式中，輕觸 [ ]，然後在顯示的選單選項中，

輕觸 [ 打印（Print）]。

2 配置打印機選項

 z在 [ 打印機（Printer）] 中，選擇 [Canon CP910]。

 z指定打印份數。

3 打印

 z輕觸 [ 打印（Print）] 以執行打印操作。

• 視乎應用程式的 AirPrint 兼容性，[ 打印機選項（Printer Options）
可能不會在步驟 2 顯示。如打印機選項不適用，則無法使用應用程式
打印。

• 要在打印期間執行其他操作，請連按兩下 Home 鍵。螢幕會顯示 [ 打印中心

（Print Center）] 圖示。

- 要查看狀態：  
輕觸 [ 打印中心（Print Center）] 圖示。

- 要取消打印：  
輕觸 [ 打印中心（Print Center）] 圖示，然後輕觸 [ 取消打印（Cancel 
Printing）]。

透過 AirPrint 打印

使用 AirPrint 功能可直接打印 Apple 裝置（如 iPad、iPhone、iPod touch 或
Macintosh 電腦）的影像，而毋須安裝打印機驅動程式或專用的應用程式。
要使用 AirPrint，則必須備有下列其中一項裝置。

• iPad（所有型號）*
• iPhone（3GS 或更新型號）*
• iPod touch（第 3 代或更新型號）*
• Macintosh 電腦（OS × 10.7 – 10.8）
*  確認已安裝最新的 iOS。

準備 AirPrint
不使用存取點

即使沒有存取點，您亦可以透過無線方式連接 Apple 裝置及打印機，以直接
打印。
按“使用智能手機打印＂（=  31 – 32）的步驟 2 – 6 連接裝置。

不使用存取點

使用相同的存取點連接打印機及 Apple 裝置。
視乎存取點兼容 WPS（=  37）或其他（=  39），連接方法會有所不同。
按下列其中一個步驟建立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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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印

 z按一下 [ 打印（Print）] 以執行打印操作。

如無法透過 AirPrint 打印

如無法打印，請查看下列事項。

• 確認已開啟打印機的電源。如打印機已開機，請重新開機以嘗試是否能
解決問題。

• 確認打印機已透過 Wi-Fi 連接到與 Apple 裝置相同的存取點。

• 確認已正確裝入紙張及墨盒。

• 取出任何已插入的記憶卡、USB 快閃磁碟或 USB 連接線。

• 確認打印機沒有顯示任何錯誤提示。

• 使用電腦打印時，請在打印機連接到存取點後，在電腦上註冊打印機
（=  37）。

• 嘗試重設 Wi-Fi 設定（=  45），然後再次連接。

如問題持續，請嘗試其他打印方法（=  31、34、36），以確保打印機能
正確打印。如仍然無法打印，請參閱“疑難排解＂（=  53）。

• 開啟打印機的電源後，可能需要等候數分鐘 Wi-Fi 才能通訊。嘗試打印之前，

請確認打印機已連接到存取點（=  41）。

使用電腦打印

將打印機加入電腦的打印機清單

將打印機及電腦連接到相同的存取點後，如下在電腦上註冊打印機。

 z進入 [ 系統偏好設定（System 
Preferences）] ► [ 打印及掃瞄（Print & 
Scan）]。

 z按一下清單下的 [+]。

 z如螢幕顯示彈出式選單，按一下 [ 新增

打印機或掃瞄器（Add Printer or Scanner）]
或 [ 新增其他打印機或掃瞄器（Add Other 
Printer or Scanner）]。

 z選擇名為“Canon CP910 ＂（類型：

“Bonjour ＂），在 [ 打印使用（Print 
Using）] 中選擇“AirPrint 打印機（AirPrint 
Printer）＂，然後按一下 [ 新增（Add）]。

打印

1 進入打印對話方塊

 z啟動相片軟件，選擇要打印的影像，然後進入打印對話方塊。

 z在目的地打印機中，選擇 [Canon CP910]。

2 選擇打印選項

 z指定紙張尺寸、打印方向及打印份數。

 z要打印 L 尺寸，在紙張尺寸中選擇 [ 自訂（Custom）]，並在尺寸設定的

寛度中輸入 89 mm，而高度為 119 mm。

 z要打印 P 尺寸，選擇 [ 明信片（Postcard）]。

 z要打印 C 尺寸，在紙張尺寸中選擇 [ 自訂（Custom）]，並在尺寸設定的

寛度中輸入 54 mm，而高度為 86 mm。

Bon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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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USB 連接線打印

本章說明使用 USB 連接線連接相機或電腦以進行打印的方法。

使用電腦打印 .............................................................................................49
準備電腦 ......................................................................................................................49
打印電腦的影像 ..........................................................................................................50

使用相機打印 .............................................................................................52
使用相機設定打印（DPOF 打印）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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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打印機驅動程式（Windows）
1 開始安裝

 z將提供的光碟放入電腦，然後連按兩下

[ 電腦（Computer）] 或 [ 我的電腦（My 
Computer）] 內的光碟圖示。

 z連按兩下 [ 驅動程式（Driver）] 資料夾。

 z視乎您所使用的電腦是 32 或 64-bit（在

[ 系統類型（System type）] 中有顯示），

連按兩下 [32Bit] 或 [64Bit] 資料夾。

您可以在 [ 電腦（Computer）] 或 [ 我的

電腦（My Computer）] 上按一下右鍵，

然後選擇 [ 內容（Properties）]，即可進入

[ 系統類型（System type）]。

 z連按兩下 [Setup.exe]。

 z按下面的說明完成安裝。

 z如螢幕顯示 [ 使用者戶口控制（User 
Account Control）] 視窗，請按螢幕上的

指示繼續。

2 選擇連接方法

 z Windows 7 或 Windows 8：當螢幕顯示左

方的畫面時，選擇 [ 使用 USB 連接（Use 
with a USB connection）]，然後按一下

[ 下頁（Next）]。

使用電腦打印

此處的說明使用 Windows 7 及 Mac OS X 10.7 作示範。

準備電腦

您需要的是

• 電腦

• 提供的光碟（SELPHY CP910 解決方案光碟，=  2）

• USB 連接線，2.5 米（8.2 呎）或以下長度，另行購買（SELPHY 接口：
mini-B）

系統要求

Windows Macintosh

作業系統

Windows 8
Windows 7 SP1
Windows Vista SP2
Windows XP SP3

Mac OS X 10.6.8 – 10.8

可用硬碟空間 約 5 MB* 約 7 MB*

* 安裝打印機驅動程式時所需的空間。視乎軟件及打印資料，操作軟件及打印所需的空間
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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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電腦的影像

1 準備 SELPHY
 z取出任何已插入的記憶卡或 USB 快閃

磁碟。

 z將已裝入紙張的紙盒及墨盒插入 SELPHY
（=  8 – 10）。

 z如打印機與電腦還沒有連接，請暫時關閉

打印機的電源，然後透過 USB 連接到電腦

（=  50），再次開啟打印機的電源。

2 進入打印對話方塊

 z啟動相片軟件，選擇要打印的影像，然後

進入打印對話方塊。

 z在目的地打印機中，選擇 [Canon
（SELPHY）CP910]。

3 選擇打印選項

 z選擇紙張尺寸，以配合 SELPHY 內的紙張

尺寸及墨盒。同時選擇有邊框或無邊框，

以及所列紙張尺寸等的打印選項。

 z按需要選擇打印方向及打印份數。

4 打印

3 螢幕顯示左方的畫面時，準備
打印機，並連接到電腦

 z關閉 SELPHY 的電源，然後取出任何已

插入的記憶卡或 USB 快閃磁碟。

 z將已裝入紙張的紙盒及墨盒插入 SELPHY
（=  8 – 10）。

 z使用 USB 連接線將 SELPHY 連接到電腦。

詳細說明，請參閱電腦或連接線的使用者

指南。

4 開啟打印機的電源以完成安裝操作

 z按下 <q> 鍵開啟 SELPHY 的電源。

 z打印機驅動程式已安裝。

安裝打印機驅動程式（Macintosh）
 z將提供的光碟放入電腦，然後連按兩下

桌面上或工作列內的光碟圖示。

 z連按兩下 [ 驅動程式（Driver）] 資料夾。

 z連按兩下 [ ]。

 z按下面的說明完成安裝。

USB 連接線，另行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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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期間，無法使用 SELPHY 的 <v> 鍵取消打印。要取消打印，
請使用電腦刪除打印工作。

• 如透過 USB 集線器連接電腦，則打印機可能無法正常操作。

• 如同時使用其他 USB 裝置（除 USB 滑鼠或 USB 鍵盤外），則打印機
可能無法正常操作。這種情況下，請中斷USB裝置的連接，然後重新
連接打印機。

• 透過 USB 連接打印機時，請勿讓電腦進入睡眠或待機模式。如電腦
透過 USB 連接到打印機時進入待機模式，請嘗試在沒有拔除 USB
連接線的情況下讓電腦返回標準模式。如無法返回標準模式，請重新
啟動電腦。

• 有關電腦或相片軟件的說明，請參閱相關的使用者指南。

• 如 SELPHY 顯示錯誤提示，請同時查看電腦（桌面模式）上是否顯示了任何錯誤

提示。問題解決後，錯誤提示會自動關閉。

• 如電腦顯示提示，您亦可以按一下 [ 取消（Cancel）] 取消打印。

• Macintosh：如 [Canon CP910] 無法作為目標打印機，請如下在電腦上註冊

打印機。

 進入 [ 系統偏好設定（System Preferences）] ►[ 打印及掃瞄（Print & 
Scan）]（或 [ 打印及傳真（Print & Fax）]）。

 按一下清單下的 [+]。

 選擇 [Canon CP910]。

 按一下 [ 新增（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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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Wi-Fi 打印

透過 USB 連接線打印

使用相機打印

連接兼容 PictBridge 的相機後，即可以使用相機選擇及打印影像。
此處使用佳能輕巧數碼相機作打印示範。如您的相機操作方法不同，請參閱
該相機使用者指南。

1 準備 SELPHY
 z確認 SELPHY 沒有插入任何記憶卡。

2 使用 USB 連接線將 SELPHY 連接
到相機（=  49）

3 開啟 SELPHY 的電源，然後開啟
相機的電源，並進入播放模式

 z部份相機會顯示  圖示。

4 在相機上選擇影像，然後準備打印

 z使用相機啟動打印。

 z打印後，關閉 SELPHY 及相機的電源，

然後拔除連接線。

• 打印期間，無法使用 SELPHY 的 <v> 鍵取消打印。請使用相機停止打印。

• 本產品使用 PictBridge 技術以透過 USB 打印。 
PictBridge 技術標準方便直駁相機、打印機及其他裝置，以簡化打印操作。 
本產品兼容 DPS over IP 標準，即允許在網絡環境下使用 PictBridge。

使用相機設定打印（DPOF 打印）

如插入已在相機上配置 DPOF 資訊的記憶卡，螢幕會顯示 [ 保留 DPOF 影像 /
打印影像 ?（DPOF images remain / Print images?）]。要檢視在相機上所設定
的打印資訊，按下 <o> 鍵，然後一次過打印所有已指定的影像，按下
<p> 鍵。

• 有關配置 DPOF 資訊的說明，請參閱相機使用者指南。

• 日期及檔案編號是在相機上設定的 DPOF 資訊，無法透過 SELPHY 變更。

• 使用佳能相機設定 [ 打印類型（Print Type）] 為 [ 標準（Standard）] 的影像，會

按“調整設定”（=  23 – 29）的設定打印。

• 您亦可以按下 <k> 鍵，選擇 [DPOF 打印（DPOF Print）]，然後按下

<o> 鍵，以檢視在相機上所設定的打印資訊。 
但只插入相機配置的記憶卡時，螢幕才會顯示 [DPOF 打印（DPOF 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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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請參閱這些疑難排解的提示，以解決 SELPHY 的問題。如問題持續，請聯絡佳能客戶支援中心。

電源 ..............................................................................................................................54
螢幕 ..............................................................................................................................54
打印 ..............................................................................................................................54

紙張 ..............................................................................................................................55
Wi-Fi ............................................................................................................................56
錯誤提示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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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

無法開啟 SELPHY 的電源

• 確認電源線已正確連接，並正確插入插座（=  10）。

• 持續按下 <q> 鍵直至螢幕顯示開機畫面（=  12）。

• 使用另行購買的電池 NB-CP2L 及充電轉接器 CG-CP200 時，確認電池已完全充電並以
正確的方向插入，以及電源線已正確連接。

螢幕

螢幕顯示 [?] 而沒有顯示影像

• 如影像沒有縮圖，則螢幕不會顯示影像。您可以按下 <-> 鍵以全螢幕顯示，在打印
之前查看影像。

打印

無法打印

• 確認 SELPHY 已開機（=  12）。

• 確認已正確裝入紙張及墨盒（=  10）。

• 確認墨水紙沒有鬆散（=  8）。

• 確認使用的紙張是專為 SELPHY 而設（=  9）。

• 按需要更換墨盒，並為紙盒加紙（=  15）。

• 確認使用正確的紙張、紙盒及墨盒組合（=  8）。

• 如 SELPHY 超出指定溫度便會暫停操作，但這不是故障。請等到打印機冷卻。連續
打印、環境酷熱、或打印機因背面的通風口（=  5）受阻而內部熱力積聚，則

SELPHY 可能會暫時停止打印，導致打印所需的時間增加。

無法顯示或打印記憶卡或 USB 快閃磁碟的影像

• 確認記憶卡以標籤面向上完全插入正確的插槽（=  13、14）。

• 確認 USB 快閃磁碟以右面向上完全插入（=  16）。

• 確認影像格式受支援（=  13）。

• 確認須要使用轉接器的記憶卡，已插入轉接器後才插入插槽（=  13）。

無法打印相機的影像

• 確認您的相機支援 PictBridge（=  52）。

• 確認 SELPHY 與相機已正確連接（=  52）。

• 確認相機的電池有足夠的電量。如電池耗盡，請更換完全充電或全新的電池。

無法打印電腦的影像

• 確認已正確安裝打印機驅動程式（=  49）。

• 取出任何已插入的記憶卡或 USB 快閃磁碟。

• 透過 Wi-Fi 打印時，確認 SELPHY 及電腦已正確連接到存取點（=  37）。

• 透過 USB 打印時，確認已使用 USB 連接線將 SELPHY 連接到（=  50）。

• Windows：確認打印機沒有離線，否則，請在打印機的圖示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連線。

• Macintosh：確認已將 SELPHY 加入打印機清單（=  43）。

打印記憶卡或 USB 快閃磁碟的影像時沒有日期

• 確認 SELPHY 已設定為打印日期（=  28）。 
請注意，使用 DPOF 打印時，需要在相機上配置打印日期。

打印相機的影像時沒有日期

• 確認相機的日期設定已開啟。請注意，在標準的相機設定下，將使用 SELPHY 的日期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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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張

紙張無法放入紙盒

• 確認紙張的尺寸與紙盒的尺寸相同（=  2）。

紙張無法送入打印機或經常夾紙

• 確認紙張及紙盒已正確插入（=  9、10）。

• 確認紙盒內的紙張數目少於 19 張。

• 確認出紙盤沒有堆積 19 張或以上的打印件。

• 確認使用的紙張是專為 SELPHY 而設（=  9）。

無法打印指定數目的相片（墨水耗盡後有剩餘紙張）

• 如墨水先耗盡，便可能會有剩餘未用過的紙張（=  16）。

夾紙

• 如紙張卡在打印機的前方或後方（紙張退出口）（=  5），請輕力拉出紙張。但如
無法輕力拉出紙張，請勿試圖用力強行取出紙張。請關閉打印機的電源後再開啟，直
至紙張退出。如您意外關機，請再次開機，然後等待紙張退出。如卡紙且無法取出
紙張，請聯絡零售商或佳能客戶支援中心。請勿強行拉出卡著的紙張，否則可能會
損壞打印機。

打印質素未如理想

• 確認墨水紙及紙張沒有沾上污漬或灰塵。

• 確認 SELPHY 的內部沒有灰塵（=  62）。

• 確認 SELPHY 內沒有出現濕氣凝結的現象（=  62）。

• 確認 SELPHY 遠離會產生強烈電磁波或磁場的源頭（=  10）。

打印的色彩與螢幕上所顯示的色彩不符

• 電腦及打印機的色彩顯示方法並不相同。此外，視乎電腦顯示影像時的環境（光線的
強度及色溫）或螢幕的調色設定，色彩看起來可能會有所不同。

個別影像的打印份數比所指定的少，且只有一種版面方向

• 變更 [ 版面編排（Page Layout）] 設定（=  25）。打印相機或其他裝置的影像時，如
該些裝置每次只能發送一張影像，則 [ 版面編排（Page Layout）] 為 [ 全頁配置
（1-up）] 以外的其他設定時，每頁紙張只會以一種版面方向打印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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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透過 Wi-Fi 連接

• 請嘗試重新啟動 SELPHY。如依然無法建立連接，請查看存取點或其他裝置有關 Wi-Fi
連接的設定。

• 如無法透過 [WPS 連接（WPS Connection）] 連接，請嘗試使用 [ 搜尋存取點（Search 
for an access point）]（=  39）或 [ 手動設定（Manual Settings）]（=  41）連接。

可連接到存取點，但無法打印

• 取出任何已插入的記憶卡或 USB 快閃磁碟。

• 當打印機正在打印其他裝置的影像，或打印機連接到相機時，無法打印。

• 打印智能手機的影像時，安裝 Canon Easy-PhotoPrint（=  31）。

• 確認要打印影像的相機、智能手機或電腦，已連接到與 SELPHY 相同的存取點。

• 請查看存取點的密碼，並再次連接（=  41）。

• 如輸入密碼及按下 <o> 鍵（=  41）後，螢幕顯示提示，請確認存取點上的 DHCP
伺服器功能已開啟，及 SELPHY 上的連接設定，如 IP 地址是正確的（=  44）。

打印時間很長，或無法使用無線連接

• 請勿在會干擾 Wi-Fi 訊號的設備附近，如微波爐、藍芽裝置及其他使用 2.4 GHz 寛頻的
裝置附近使用打印機。 
請注意：即使螢幕顯示 [ ]，影像亦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成功發送。

• 使用直駁模式（=  31、34）時，請將打印機放近相機或智能手機，且切勿在兩者之
間放置任何物件。

• 透過存取點連接（=  37）時，請將打印機放近存取點，且切勿在兩者之間放置
任何物件。

無法透過 Wi-Fi 連接電腦

• 查看所使用的作業系統版本是否 Windows 8、Windows 7 SP1 或 Mac OS X 10.6.8 – 
10.8。

• 安裝驅動程式。

• 如使用 Windows，請開啟 [ 網絡搜尋（Network Discovery）]。

• 如使用 OS X，請在電腦上註冊打印機（=  43）。

Wi-Fi
請勿在會干擾 Wi-Fi 訊號的設備附近，如微波爐、藍芽裝置及其他使用
2.4 GHz 寛頻的裝置附近使用打印機。

連接相機或智能手機時沒有顯示打印機的 SSID（網絡名稱）

• 在連接方法中，選擇 [ 直接連接（Direct Connection）]（=  32、34）。

• 請將打印機放近相機或智能手機，且切勿在兩者之間放置任何物件。

打印機沒有顯示存取點 
無法將打印機連接到存取點

• 在連接方法中，選擇 [ 透過 Wi-Fi 網絡（Via Wi-Fi Network）]（=  37）。

• 確認存取點已開啟，並已準備通訊。有關查看存取點的說明，請參閱存取點的使用者
指南。

• 如清單內顯示多個存取點，但沒有顯示您要使用的存取點，請使用 WPS 連接（=  37）
或手動設定（=  41）來連接。

• 請將打印機放近存取點，且切勿在兩者之間放置任何物件。

• 請查看密碼是否正確，然後再次嘗試連接。

• 請查看存取點的頻道為 1 至 11 的其中一個。建議手動固定頻道為 1 至 11 範圍之間，
避免讓其自動指定頻道。有關查看及調整設定的說明，請參閱隨存取點提供的使用者
指南。

• 如您的存取點使用 MAC 或 IP 地址過濾通訊，請查看的打印機設定訊，然後在存取點
上註冊打印機的資訊（=  44）。請同時嘗試關閉任何存取點隔離或私隱分隔功能。 
有關查看及調整設定的說明，請參閱隨存取點提供的使用者指南。

• 如使用 WEP 網絡，而非 DHCP，請手動設定 IP 位址（=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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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相機或智能手機時，螢幕顯示提示

• 使用 [ 直接連接（Direct Connection）]，即可以同時連接多達 10 台裝置。如嘗試連接

10 台以上的裝置，螢幕會顯示提示。這種情況下，使用其中一台連接的裝置中斷與
打印機的連接，然後在打印機上按下 <o> 鍵清除提示，再使用裝置與打印機建立新
的連接。如無法使用連接的裝置中斷連接，請暫時關閉打印機的電源以中斷所有裝置
的連接，然後再次重新開啟打印機的電源。

錯誤提示

SELPHY 的螢幕顯示錯誤提示，表示出現問題。如錯誤提示同時附有可用的
解決方法，請按螢幕上的指示解決問題。如螢幕只顯示錯誤提示，請查看
“疑難排解”（=  53） 的建議。
如問題持續，請聯絡佳能客戶支援中心。

• 如 SELPHY 連接到相機時出現問題，相機的螢幕亦可能會顯示錯誤提示。

請同時查看 SELPHY 及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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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章說明使用電池（另行購買）來打印的方法、打印機規格，以及使用注意事項及保養的方法。

在沒有電源插座的情況下打印 ...................................................................59
安裝電池 ......................................................................................................................59
為電池充電 ..................................................................................................................59
使用電池為 SELPHY 供電 .........................................................................................59

規格 ...........................................................................................................60

使用注意事項及保養 ..................................................................................62
Wi-Fi（無線網絡）的注意事項 ..................................................................63
有關無線電波干擾的注意事項 ..................................................................................63
安全注意事項 ..............................................................................................................64
打印時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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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電源插座的情況下打印

要在沒有電源插座的地方打印影像，請使用另行購買的電池 NB-CP2L 及
充電器轉接器 CG-CP200。使用完全充電的電池時，您可以打印多達 36 張 * 
明信片尺寸的紙張。
* 根據佳能的測試條件決定，視乎打印條件而可能會有所不同。

安裝電池

1 移除電池端子蓋

2 將電池裝入充電器轉接器

 z按箭咀方向（ ）推向端子，然後插入

另一插（ ），直至聽到卡一聲。

為電池充電

將電源線連接到已安裝電池的充電器
轉接器

 z電池會開始充電，並亮起橙色燈。

 z約 4 小時充電完成後，則會亮起綠色燈。

 z如 SELPHY 在開機的情況下連接到充電器

轉接器，則充電操作會繼續，但卻會停止

打印。

使用電池為 SELPHY 供電

連接充電器轉接器及 SELPHY

• 有關電池的使用注意事項，請參閱電池的使用者指南。

• 充電器轉接器連接到 SELPHY 時，請確保充電器轉接器放置在桌上或其他平穩

的表面，並小心不要意外拔除連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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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打印方法 熱昇華傳輸（有保護膜）

解像度 300 × 300 dpi

層次 256 色階 / 每色

墨水 專用彩色墨水（Y/M/C/ 保護膜）

紙張 明信片、L 及卡片尺寸（包括全頁標貼及每張 8 格標籤貼紙
配置）

打印尺寸 無邊框 有邊框

明信片 

L 尺寸 

卡片 

8 格標籤貼紙

正方式標貼

100.0 × 148.0 毫米 
（3.94 × 5.83 吋）

89.0 × 119.0 毫米 
（3.50 × 4.69 吋）

54.0 × 86.0 毫米 
（2.13 × 3.39 吋）

22.0 × 17.3 毫米 
（0.87 × 0.68 吋）

50.0 × 50.0 毫米 
（1.97 × 1.97 吋）

91.3 × 121.7 毫米 
（3.59 × 4.79 吋）

79.1 × 105.1 毫米 
（3.11 × 4.14 吋）

49.9 × 66.6 毫米 
（1.96 × 2.62 吋）

– 

–

打印速度 *1 打印記憶卡、USB 快閃磁碟或相機（PictBridge）（括號內
的時間適用於 [ 打印面效果（Print Finish）] 的效果 1 或 2）

明信片

L 尺寸
卡片

約 47 秒
約 39 秒
約 27 秒

（約 58 秒）
（約 49 秒）
（約 32 秒）

送紙系統 從紙盒自動送入

出紙方式 自動送到出紙盤

螢幕 傾斜式 2.7 吋類型，TFT LCD 彩色螢幕

介面

高速 USB 適用於兼容 PictBridge 裝置的 A 型接口
適用於電腦的 Mini-B 接口

記憶卡 SD 記憶卡、SDHC 記憶卡、SDXC 記憶卡、miniSD 記憶卡

*2、miniSDHC 記憶卡 *2,、microSD 記憶卡 *2、microSDHC
記憶卡 *2 及 microSDXC 記憶卡 *2

無線網絡 標準： IEEE 802.11b/g
頻道： 1 – 11
連接： Infrastructure 模式 *3

傳輸方法： DSSS（IEEE 802.11b）或 OFDM（IEEE 
802.11g）

保安： 沒有保安、64 及 128-bit WEP（開放式
系統認證）、WPA-PSK（TKIP）、WPA-PSK
（AES）、WPA2-PSK（TKIP）及 WPA2-PSK
（AES）

USB 快閃磁碟 只支援 FAT 或 exFAT 格式

操作溫度 5 – 40 °C（41 – 104 °F）

操作濕度 20 – 80%

電源 小型電源轉接器 CA-CP200 B
電池 NB-CP2L（另行購買）
充電器轉接器 CG-CP200（另行購買）

耗電量 60 W 或以下（待機：4 W 或以下）

大小 178.0 × 127.0 × 60.5 毫米（7.01 × 5.00 × 2.38 吋） 
不包括凸出部份

重量 
（只包括打印機機身）

約 810 克（28.6 安士）

*1 由開始打印的黃色指示到最後輸出。

*1 須要專用的轉接器（巿面有售）。

*3 支援 Wi-Fi 保護設置。



61

封面

目錄

部件名稱

基本操作

打印設定

透過 USB 連接線打印

疑難排解

透過 Wi-Fi 打印

附錄

小型電源轉接器 CA-CP200 B
額定輸入 100 – 240 V AC（50/60 Hz），1.5 A（100 V）– 0.75 A（240 V）

額定輸出 24 V DC，1.8 A

操作溫度 0 – 45 °C（32 – 113 °F）

大小 122.0 × 60.0 × 30.5 毫米（4.80 × 2.36 × 1.20 吋） 
不包括電源線

重量 約 310 克（10.9 安士）

 充電器轉接器 CG-CP200（另行購買）

額定輸入 24 V DC

額定輸出 24 V DC

操作溫度 5 – 40 °C（41 – 104 °F）

大小 156.2 × 49.0 × 35.5 毫米（6.15 × 1.93 × 1.40 吋）

重量 約 134 克（4.7 安士）

電池 NB-CP2L（另行購買）

類型 可充電鋰離子電池

標準電壓 22.2 V DC

標準容量 1200 mAh

充電次數 約 300 次

操作溫度 5 – 40 °C（41 – 104 °F）

大小 110.0 × 40.7 × 37.5 毫米（4.33 × 1.60 × 1.48 吋）

重量 約 230 克（8.1 安士）

• 所有資料由佳能公司測試取得。

• 打印機的規格或外型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注意

如放入錯誤類型的電池，可能會導致爆炸。
請按所在地區的規例丟掉已使用的電池。

建議使用佳能原裝配件。

本產品設計為與佳能原裝配件配合使用效果最佳。
佳能公司對使用非佳能原裝配件發生故障，如電池洩漏和 / 或爆炸，而導致
本產品有任何損壞和 / 或任何事故（如失火）恕不負責。請注意，即使您可
能要求付費維修，但凡使用非原裝佳能配件而導致本產品發生故障，均不屬
本產品的保修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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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注意事項及保養

• 請勿撞擊或震盪打印機，否則可能會損壞打印機或導致卡紙。

• 請勿對著打印機噴射殺蟲劑或其他揮發性物質。此外，請勿讓打印機
長時間接觸橡膠或塑膠產品，否則可能會導致外殼變形。

• 將打印機從低溫地方轉移至高溫地方時，有可能會出現濕氣凝結，請避免
這種情況發生。請先將打印機放在密封的塑膠袋裡，並等待它逐漸調適至
室溫後才取出。如打印機出現濕氣凝結現象，請將它放在室溫地方，直至
水點蒸發後才再使用。

• 如打印機骯髒，請使用柔軟的乾布擦拭。

• 如通風口積聚灰塵（=  5），請取出墨盒（=  15），然後清除灰塵；避免
灰塵通過通風口進入打印機，影響打印質素。

• 請勿使用溶劑，如苯、稀釋劑或洗潔精清潔打印機，否則可能會導致
外殼變形或外層剝落。



63

封面

目錄

部件名稱

基本操作

打印設定

透過 USB 連接線打印

疑難排解

透過 Wi-Fi 打印

附錄

Wi-Fi（無線網絡）的注意事項

• 本產品配備無線裝置。型號為 CD1112（包括無線網絡模組 WM318）。

• 允許使用無線網絡的國家及地區

- 部份國家及地區禁止使用無線網絡，而違法使用可能會受到國家或地區
法規的懲罰。要避免違反有關無線網絡的規例，請瀏覽佳能網站以查閱
可使用的地區。 
請注意，佳能對於在其他國家及地區因使用無線網絡而引起的任何問題
概不負責。

• 下列行為可能會受到法律刑罰：

- 拆解或修改本產品
- 移除產品上的認證標籤

• 根據國際交易及國際貿易條例，出口戰略性資源或服務（包括本產品）到
日本以外的地方時，須要取得日本政府的出口准許（或服務交易准許）。

• 由於本產品包含美國的加密軟件，因此同時受美國的出口管理條例
所規管，並無法出口或帶到受美國貿易禁運的國家。

• 請確認您已記下所使用的無線網絡的設定。 
儲存在本產品的無線網絡設定可能會因不正確操作本產品、無線電波或
靜電的影響、意外或故障而變更或刪除。請確認已記下無線網絡設定以防
萬一。請注意，佳能公司對於因影像質量或丟失問題，以及因使用本產品
所直接或間接導致的損壞或金錢損失概不負責。

• 將本產品交予其他人、丟棄或送往維修時，請確認已記下無線網絡設定，
並按需要重設產品為預設定（刪除設定）。

• 佳能對於遺失本產品或本產品遭偷竊將不作賠償。 
對於因遺失本產品或本產品遭偷竊而有他人未經授權而存取或使用本產品
上所註冊的目標裝置導致的損壞或損失，佳能概不負責。

• 請確定按照本指南的指示使用產品。 
請確定按照本指南的指引使用產品的無線網絡功能。除本指南說明的方法
外，佳能對於以其他方法使用功能及產品所造成的損毀或損失概不負責。

• 請勿在接近醫療設備或其他電子設備的地方使用本產品的無線網絡功能。 
在接近醫療設備或其他電子設備的地方使用本產品的無線網絡功能可能會
影響該些裝置的運作。

有關無線電波干擾的注意事項

其他會發出無線電波的裝置可能會干擾本產品。
要避免干擾，請確認本產品已儘可能遠離該些裝置，或使用該些裝置時避免
同時使用本產品。

本產品已安裝的無線網絡模組符合 IDA Singapore 所設定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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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時

請勿在打印時中斷打印機與其他裝置的連接，否則可能會使打印件不完全或
無法正確打印。

本產品可在無線網絡上使用 PictBridge 來打印。

PictBridge 技術標準方便直駁相機、打印機及其他裝置，以簡化打印操作。
支援 PictBridge DPS over IP 標準的產品可在網絡環境中透過無線方式打印。

安全注意事項

由於 Wi-Fi 使用無線電波以傳輸訊號，因此應比使用接線連接網絡時更加倍
留意安全注意事項。
使用 Wi-Fi 時，請時刻注意下列要項：

• 請只使用已經授權的網絡。 
本產品會搜尋附近的 Wi-Fi 網絡，並在螢幕上顯示搜尋結果。 
螢幕可能亦會顯示您沒有獲得授權使用的網絡（不知名網絡），但嘗試連接
到或使用該些網絡可能會被視為未經授權的進入。因此，請確認只使用已
經授權的網絡，並切勿嘗試連接到該些不知名的網絡。

如沒有正確配置安全設定，可能會發生下列問題。

• 傳輸監視

第三方可能會蓄意監視您的 Wi-Fi 傳輸，以及嘗試獲取您所傳送的資料。

• 未經授權的網絡進入

第三方可能會未經授權而蓄意進入您所使用的網絡，以偷取、修改或毀壞
您的資訊。
此外，您可能會成為其他未經授權存取資料的受害者，如身份盜用（某人
假扮其他人的身份以取得一些未經授權的資訊），又或被人利用作跳板以
攻擊其他電腦（某人未經授權進入您的網絡，並作為跳板以掩護其入侵
其他系統的行踨）。
要防止這些問題發生，請確認已為您的 Wi-Fi 網絡配置完善的安全設定。
請正確了解 Wi-Fi 的安全性後才使用本產品的 Wi-Fi 功能，並在調整安全
設定時衡量風險及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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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及許可
• Microsoft 及 Windows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國與 / 或其他國家的

商標或註冊商標。

• Macintosh 及 Mac OS 是 Apple 電腦公司在美國及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

• App Store、iPhone 及 iPad 是 Apple 電腦公司的商標。

• SDXC 標誌是 SD-3C, LLC 的商標。

• Wi-Fi®、Wi-Fi Alliance®、WPA ™、WPA2 ™ 及 Wi-Fi Protected Setup ™ 
是 Wi-Fi Alliance 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 所有其他商標為各自擁有者的財產。

• 本裝置具備已得 Microsoft 許可的 exFAT 技術。

• 本韌體所使用的部份編碼是以 Independent JPEG Group 的資料為基礎。

免責聲明
• 未經佳能公司授權前，本指南的任何部份均不得被複製、傳輸或儲存於

可檢索之系統中。

• 佳能公司保留權利可隨時變更本指南的內容而毋須事先聲明。

• 本指南的圖片及螢幕示範可能與器材實際所顯示的稍有不同。

• 除上述事項外，佳能公司對於因操作產品不當而導致的損壞概不負責。

WPA Supplicant 使用許可

WPA Supplicant 
Jouni Malinen<j@w1.fi> 及貢獻者版權所有 (c) 2003-2012。保留所有權利。
本程式屬 BSD 使用許可下的授權軟件（廣告條款已予刪除）。
如您要向項目提交更改，請參閱 CONTRIBUTIONS 檔案以獲取更多說明。

使用許可
本軟件可根據 BSD 使用許可的條款來發佈、使用及修改：
如符合下列條款，則允許以原始格式及二進位格式（有無修改皆可）來重新發佈及使用：

1 重新發佈的原始碼必須保留上述的版權聲明、本條款清單及下列的免責聲明。

2 重新發佈的二進位格式必須在發佈內容中的說明文件及 / 或其他材料中複制上述的
版權聲明、本條款清單及下列的免責聲明。

3 未經指定的事先書面許可下，上述版權持有者及貢獻者的名稱，一概不得用於本軟件
洐生之產品的背書或促銷之用。

本軟件由版權持有者及貢獻者依＂現狀＂提供，且拒絕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證，包括但
不限於特定目的之商用性的暗示保證。任何情況下，對於任何直接、間接、附帶、
特殊、懲罰性或因此引致的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取得代用品或服務；無法使用、資料
丟失、利潤損失或業務中斷），不論此損害的原因及任何理論性責任，無論是合約責任、
嚴格法律責任，或是因為使用本軟件所造成的任何侵權行為（包括疏忽或其他原因），即
使已獲知上述損害有可能發生，版權持有者或貢獻者概不負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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