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ie Abbildungen in dieser Anleitung zeigen die Leica S. In Bezug auf Funktionsweise sind beide 
Modellvarianten identisch. Die Modellvariante Leica S-E unterscheidet sich von dieser durch 
einige äußere Details und einen anderen Lieferumfang:

 – Leica Protection Plan S Body (Bestellnummer: 16033) nicht enthalten
 – Leica USB Kabel S (Bestellnummer: 16014) nicht enthalten
 – Leica Blitzsynchronkabel S (Bestellnummer: 16031) nicht enthalten

Diese Produkte sind als Zubehör erhältlich.

De afbeeldingen in deze gebruiksaanwijzing zijn van de Leica S. Wat hun functioneren betreft, zijn 
beide modeltypen identiek. Het modeltype Leica S-E verschilt hiervan alleen door enkele uiterlijke 
details en de leveringsomvang:

 – Leica Protection Plan S Body (bestelnummer: 16033) niet meegeleverd
 – Leica USB-kabel S (bestelnummer: 16014) niet meegeleverd
 – Leica flitssynchronisatiekabel S (bestelnummer: 16031) niet meegeleverd

Deze producten zijn eveneens leverbaar als toebehoren.

The figures in this manual show the Leica S.  However, in terms of their functioning the two 
models are identical. The Leica S-E model only differs in terms of a few exterior details and the 
items supplied:

 – Leica Protection Plan S Body (order number: 16033) not included
 – Leica USB cable S (order number: 16014) not included
 – Leica flash sync cable S (order number: 16031) not included

These products are available as accessories.

Le figure del presente manuale mostrano la Leica S. Per quanto riguarda il funzionamento 
entrambe le varianti di modello sono identiche. La variante Leica S-E si differenzia dal modello in 
oggetto per alcuni dettagli esterni e per il materiale in dotazione:

 – Leica Protection Plan S Body (cod. ord.: 16033) non incluso
 – Cavo USB Leica S (cod. ord.: 16014) non incluso
 – Cavo di sincronizzazione flash Leica S (cod. ord.: 16031) non incluso

Questi prodotti sono disponibili come accessori.

Les illustrations de ce mode d‘emploi présentent l‘appareil Leica S. Le fonctionnement des deux 
variantes du modèle est identique. Il ne se distingue du modèle Leica S-E que par quelques 
détails extérieurs et les éléments avec lesquels il est livré:

 – Plan de protection de Leica pour boîtier S (réf.: 16033) non inclus
 – Câble USB Leica S (réf: 16014) non inclus
 – Câble de synchronisation du flash Leica S (réf: 16031) non inclus

Ces produits sont disponibles comme accessoires.

Las imágenes de este manual muestran la Leica S. En cuanto al modo de funcionamiento, ambas 
variantes del modelo son idénticas. La variante del modelo Leica S-E solo se diferencia de esta 
por algunos detalles externos y por el volumen de suministro:

 – Leica Protection Plan S Body (Nº ref.: 16033) no incluido
 – Cable USB S Leica (Nº ref.: 16014) no incluido
 – Cable de sincronización para flash S Leica (Nº ref.: 16031) no incluido

Estos productos están disponibles como acceso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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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明书中的插图是徕卡 S。在功能方面，两款衍生型号都完全相同。衍生型号莱卡 

S-E 与本款的区别在于一些外部细节和不同的供货范围：

 – 不包括徕卡 Protection Plan S Body（订单号：16033）

 – 不包括徕卡 USB 连接线 S（订单号：16014）

 – 不包括徕卡闪光同步线 S（订单号：16031）

这些产品作为配件可供购买。

본 설명서에 들어 있는 그림들은 Leica S에 관한 그림들입니다. 두 모델은 기능 면에

서 동일합니다. Leica S-E 모델은 외부 디테일과 다음과 같은 한 가지 제공품 범위만 

본 제품과 다릅니다.

- Leica 보호 플랜 S 바디(주문 번호: 16033) 미포함

- Leica USB 케이블 S(주문 번호: 16014) 미포함

- Leica 플래시 동기화 케이블(주문 번호: 16031) 미포함

이 제품들은 액세서리로 구입할 수 있습니다.

本說明書內的圖片展示的是徠卡S。兩種型號的工作原理是相同的。徠卡 S－E 與此機種只
在外觀以及出貨內容上有些許差異。

- 徠卡 Protection Plan S Body（S 機體保護方案）（訂購編號：16033）不包含
- 徠卡 USB 線 S（訂購編號：16014）不包含
- 徠卡同步閃光導線 S（訂購編號：16031）不包含

可以作為配件購買這些產品。

На рисунках, имеющихся в данной инструкции, показан фотоаппарат Leica S. Обе версии 
модели идентичны по своему принципу действия. Версия модели Leica S-E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этой 
некоторыми внешними деталями и другим комплектом поставки:

 – Leica Protection Plan S Body (номер для заказа: 16033) не входит
 – Кабель USB Leica S (номер для заказа: 16014) не входит
 – Кабель для синхронизации фотовспышки Leica S (номер для заказа: 16031) не входит

Эти продукты можно приобрести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ей.

本書では、ライカ Sのイラストを使用しています。ライカ S-Eとライカ Sは、仕様は同じです
が、一部デザインが異なります。
また、「ライカ S-E」には以下のサービスおよびアクセサリーは付属しません。

- ライカプロテクションプラン　Sボディ（コード番号：16033） 
- LEMO® USBケーブルS（コード番号：16014） 
- LEMO® シンクロケーブル（コード番号：16031）

これらのサービスおよびアクセサリーは別売り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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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親愛的顧客：

感謝您購買徠卡S相機，並恭喜您慧眼獨具選擇了這台獨一無二的

數位中畫幅單眼相機。

衷心期望這台嶄新的徠卡S相機，能帶給您許多樂趣和成果。

我們建議您先閱讀本說明書，以便正確使用此台相機的所有功能。

徠卡相機股份公司　敬上

本說明書以完全無氯漂白的紙張印製。這種紙張的製程減少了排放到水道的毒

素，進而保護了我們的環境。

提示：

徠卡會持續開發改善徠卡S。數位相機有很多功能屬於純電子操控

式，所以有些改善與功能範圍的擴充可於出廠後安裝到相機裡。因

此，徠卡會不定期提供韌體更新。基本上，我們的相機於出廠時均

已安裝最新的韌體。如果您的相機韌體版本並不是最新的，您可自

行至本公司網站的首頁輕鬆下載最新版本到您的相機上。 

若在徠卡相機網站上為您所購買的產品進行註冊，您可選擇訂閱

Newsletter，以便取得韌體更新的消息。如果要取得關於註冊及徠

卡S韌體更新的進一步資訊，以及可能會針對說明書之規格所作的

變更與補充資料，請前往下列網頁的「顧客服務」區： 
https://owners.leica-camera.com 
若要確認您的相機及鏡頭是否使用最新的韌體版本，請檢視相機選

單中的 Firmware 選項內容（請參閱說明書5.41，第16、26至29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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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提示
•  現代電子元件對於靜電放電的反應很敏感。例如在合成地毯上

走動就有可能產生好幾萬伏特的靜電，若在這時候碰觸您的徠卡

S，而它又剛好坐落在導電的地面上，就可能會引發放電現象。

只發生在相機機身表面的放電現象不會對相機內部的電子零件造

成損害。通到外部的接點，例如相機底部的那些接點，雖然有額

外的內建保護電路，但為了安全起見還是盡量不要碰觸。.

•  當您清潔這些接點時，請不要使用光學用微纖布（合成布）！  

請用棉布或亞麻布。刻意抓握暖氣管或水管（可導電的「接地」

材料），可消除您身上可能帶著的靜電電荷。儲藏徠卡S時，請

勿拔下鏡頭或鏡頭接座蓋，且應將它放在乾燥的地方，以避免這

些接點沾染汙垢或氧化！ 

•  請勿使用非本廠推薦的配件，以避免發生干擾、短路或觸電 。

•  徠卡S備有防水防塵的保護設施 。 

但仍不宜讓它長時間暴露於雨水中。

•  請勿嘗試拆除機身零件（外蓋）；專業修理工作僅能由獲得授權

的維修單位執行。

本產品之CE標誌代表本產品遵守適用之歐盟規範的基本要求。

法律提示
•  請遵守著作權法。未經授權自行轉載或公開播放轉錄媒體，例如

經由錄影帶、CD、他人發行或寄送的內容，皆有可能違反著作

權法。

•  此點亦適用於所有附贈的軟體。

•  SD、HDMI、CF及USB標誌皆為商標。

•  其他在本說明書裡提到的商標、公司及產品名稱皆為相關公司的

商標或註冊商標。

電機及電子裝置的廢棄處置
（適用於歐盟以及其他有分別回收系統的歐洲國家）

本裝置包含電機及／或電子組件，因此不得棄置於一般的家庭垃圾

內！ 

請務必將它送至地方政府設置的資源回收點。您不需為此付費。

此裝置若含可更換式電池或充電電池，請務必先將這些電池取出，

並按當地規定進行廢棄物處理。您可從當地政府、廢棄物處理公司

或在購買產品的商店處取得關於本主題的進一步資訊。



出貨內容 開始操作徠卡S相機之前，請先檢查附贈的配件是否齊全。

A. 充電電池

B. S型快速充電器

C. 交流電源插頭

D. 含LEMO®插頭的USB連接線

E. 揹帶

F. 鏡頭接座蓋

G. 目鏡蓋

H. 含LEMO®插頭的同步訊號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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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名稱 前視圖

1.1 快門鈕

1.2 自拍器發光二極體／白平衡感測器

1.3 GPS天線

1.4 景深預視按鈕／功能鈕

1.5 鏡頭接座，含 

 a.  一列接點

 b.  安裝鏡頭用的指示點

 c.  鏡頭解鎖鈕

俯視圖

1.6 揹帶吊耳

1.7 焦距刻度窗

1.8 焦距設定環

1.9 遮光罩接座

1.10 鏡頭更換用紅色指示鈕

1.11 快門時間轉盤，含下列停格位置

 - AUTO（在  或  模式時，快門時間自動操控）

 - B （長時間曝光）

 -  （閃光同步時間）

1.12 頂蓋顯示幕

1.13 屈光度設定環，含

 a. 刻度尺

 b. 接目罩

1.14 閃燈靴座，含

 a. 中央（觸發）接點

 b. 操控接點

 c. 固定銷孔 

後視圖

1.15 含下列停格位置的主開關

 a. OFF 相機處於關機狀態

 b. FPS 相機處於開機狀態，狹縫快門處於啟動狀態

 c. CS 相機處於開機狀態，中央快門處於啟動狀態

1.16 觀景窗

1.17 五向鈕

1.18 設定轉盤

1.19 門蓋（關閉狀態）

1.20 顯示正在攝影／記憶卡正在儲存資料的發光二極體

1.21 選單操控鈕／功能鈕

1.22 選單操控鈕／功能鈕

1.23 監控螢幕

1.24 選單操控鈕／功能鈕

1.25 選單操控鈕／功能鈕 

1.26   門蓋（關閉狀態）

1.27 門蓋（關閉狀態）

1.28  亮度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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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側視圖（不含門蓋）

1.29 CF記憶卡插槽，含

 a. 退卡推桿

1.30 SD記憶卡插槽

左側視圖（不含門蓋）

1.31 標準閃光同步接頭

1.32 HDMI接頭

1.33 LEMO® USB接頭

1.34 LEMO® 遙控／閃光同步接頭

仰視圖

1.35 多功能把手導銷通孔

1.36 蓋板

1.37 腳架底板，含

 a. 1/4“ 吋螺紋

 b. 3/8“ 吋螺紋

 c.-d. 抗扭轉通孔

1.38 電池解鎖桿

1.39 充電電池

1.40 電池插槽（充電電池已取出），含

 a. 接點

 b. 導軌

1.41 多功能把手的接點（除去蓋板）

充電電池

1.42 接點

1.43 導溝

1.44 充電接頭

充電器

1.45 裝置專用充電電池連接線，含

 a. 3插腳插頭

1.46 橘色 (80%) 訊號燈顯示電力狀態

1.47 綠色 (CHARGE) 訊號燈顯示充電過程進行中

1.48 車用充電線的2接腳接頭

1.49 可更換式電源插頭（歐規／英規／澳洲），含

 a. 解鎖按鈕 解鎖按鈕

 b. 美規電源插頭（除去可更換式插頭）

1.50 車用充電線，含

 a. 2接腳充電器插頭

 b. 點菸器插頭



顯示訊息

2. 觀景窗內

2.1  水平 

（縱向／橫向傾斜；下列顯示範例為順時針傾斜；其他方向

的傾斜會以類比形式顯示）

 a.  最多 ±0,5°

 b.  0,5至2,5°

 c.  2,5至5° 

 d.  5至10°

 e.  閃爍 ≥10°

2.2 快門／曝光時間

 a.    與  模式時為手動設定值，  與  模式時為自動控

制值；顯示單位是半個級數

 b.   （過高）或  （過低）代表在使用自動曝光模式 

, ,  以及使用閃光燈時過度曝光或曝光不足，或是  

代表低於測光範圍。

 c.  表示長時間曝光的 B 設定

 d.  記憶卡空間不足的警示

2.3 曝光作業模式

 a.  = 自動程式模式

 b.  = 光圈先決

 c.  = 快門先決

 d.  = 手動設定快門時間及光圈

2.4  光圈，  與  模式時為手動設定值，  與  模式時為自

動控制值；顯示單位是半個級數

2.5 閃光燈顯示訊息

 a.   持續發亮 =  閃光燈待命中， 

  閃爍 = 閃光燈充電中， 閃光燈尚無法使用 

 b.  持續發亮 = 快門時間 ≥ 設定的同步時間

2.6  光量計  

（刻度：每個代表 1/2  EV級數； 

≤-3EV／≥+3EV時，最後的刻度／數字會閃爍），用以顯示

 a. 手動曝光平衡

 b.  當前側光值與先前儲存的曝光設定值的差異 , ,  自

動曝光模式下的測光值儲存功能開啟時）

 c. 曝光修正

2.7 對焦顯示訊息

 a.    只有在手動模式或以手動超控AF時才會出現：設定過

度時會持續發亮

 b.    手動模式時：設定適當時會持續發亮

  -  AFs模式時：設定適當時會持續發亮，若無法得到適當

設定則會閃爍

  -  AFc模式時：設定適當時會持續發亮，如果對焦過程重

新啟動則會熄滅

 c.     只有在手動模式或以手動超控AF時才會出現：設定不

足時會持續發亮

2.8  指示曝光修正／ 

有設定閃光曝光修正

2.9 測光方式符號

 a.  = 多區測光

 b.  = 中央重點測光

 c.  = 點測光

2.10 相片計數器

 a.  = 剩餘的攝影總數

 b.  = 儲存在外接記憶體

 c.  （以2Hz的頻率閃爍） = 記憶卡空間不足

 d.  （以2Hz的頻率閃爍） = 未插入記憶卡

 e.  = 連續拍攝時的總數上限

 f.   = 錯誤訊息

2.11 感光度的顯示訊息

 a.  手動設定時

 b.  自動設定時

 c.  當前設定的感光度

提示：

基本上，相機處於開機狀態時（請參閱第25頁「相機開機」），觀

景窗LCD顯示幕會有背光照明。背光照明的亮度會自動配合外界亮

度調整，以提供最佳的可讀性。

10

2.2 2.32.1 2.6 2.5b

2.7

2.9 2.10 2.11c

2.11a/b

2.4 2.6 2.8 2.11b

2.5a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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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訊息

3. 在頂蓋的顯示幕內

開機畫面

（相機開機後會出現4秒開機畫面隨時可以按快門鈕切換到標準畫面）

3.1 日期

3.2 時間

3.3 資料夾名稱

3.4 可攝影狀態

3.5 剩餘可攝影總數（粗估值）或是警告訊息（請參閱3.7）

3.6  電池電力（右邊是相機電池，左邊是把手電池）

3.7   使用的記憶卡，或警告訊息（紅色）：

 No card = 未插入記憶卡

 Full = 所選記憶卡已滿

 Error = 記憶卡異常

標準畫面

（白色畫面：手動設定；黃色畫面：用設定轉盤設定；綠色畫面：

自動操控；藍色畫面：用訊號線透過PC操控）

3.8 曝光作業模式

3.9 a. +/-  設定曝光修正功能

  b.  +/0/- 自動包圍曝光的流程:

過度曝光／適度曝光／曝光不足的攝影

3.10 設定自動程式設定值移位

3.11 光圈

3.12 快門時間

3.13 長時間曝光

3.14  a. 感光度

 或是下列其他啟動的功能:

 b.  設定包圍曝光（左邊是功能符號，如果下列c項功能已啟

動，會與其功能符號交替顯示；右邊是相片編號／相片總

數）

 c.  設定封鎖按鈕的功能（如果上述b項功能已啟動，會與b功

能的符號交替顯示）

3.1

3.11

3.12

3.14

3.2

3.3

3.4

3.53.7

3.8

3.13

3.14b3.14c

3.6

3.93.93.9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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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訊息

4. 在監控螢幕上

4.1 攝影資料顯示訊息

4.1.1-.4 按鈕（1.21／.22／.24／.25）功能

4.1.5 色彩空間

4.1.6 JPEG壓縮／解析度

4.1.7 DNG壓縮

4.1.8 白平衡

4.1.9 焦距

4.1.10 曝光修正的刻度尺／光量計

4.1.11 用於一般閃光功能的快門時間符號

4.1.12  代表下列功能的符號 

 a.  單張相片

 b.  連續拍攝

 c.  自拍功能

4.1.13 測光方法

4.1.14 閃光同步時間點

4.1.15 包圍曝光

4.1.16 反光鏡預鎖功能

4.1.17 GPS訊號接收 

 a.   上次定位是1分鐘內 

 b.   上次定位是24小時內 

 c.    上次定位已超過24小時 

或是沒有位置資料

4.1.18  設定封鎖按鈕的功能

4.1.19  電池電力（右邊是相機電池， 

左邊是把手電池）

4.1.20 使用的記憶卡

4.1.21 相片總數

4.1.22 對焦設定模式

4.1.23 快門時間

4.1.24 光圈

4.1.25 曝光作業模式

4.1.26 感光度 

4.1.27 曝光修正值

 

4.1.27

4.1.3

4.1.26

4.1.25

4.1.21

4.1.22

4.1.23

4.1.20

4.1.24

4.1.2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1.10

4.1.11

4.1.1
4.1.12

4.1.13 4.1.15 4.1.17 4.1.19

4.1.14 4.1.16 4.1.18



4.2 一般播放情形  
 （全螢幕畫面）

4.2.1 快門時間

4.2.2 光圈

4.2.3 感光度

4.2.4 檢視中的相片編號

4.2.5 選用記憶卡上的相片總數

4.2.6 選用的記憶卡

4.2.7  代表下列功能的符號 
a.  翻頁功能 
b.  放大功能 
（每次只顯示一個符號；若顯示4.2.10，則不會出現上述符號）

4.2.8  所選取畫面之尺寸與位置 
（取代4.2.1-4.2.6的符號顯示；然而，若顯示4.2.10 ， 
則此符號不會出現）

4.2.9  防刪除相片的符號 
（只會跟4.2.10一起出現，亦即在刪除或啟動保護功能的過
程中才會出現）

4.2.10/.11/.12  按鈕（1.22／.24／.25）功能 
（按下1.21／.22／.24／.25按鈕後才會出現；五
秒後即消失）

4.3  顯示色階分布圖 
（其餘同4.2）

4.3.1 色階分布圖（可透過選單選擇標準模式或RGB）

13

4.2.1 4.2.2 4.2.3 4.2.4 4.2.6

4.2.7

4.2.10

4.2.9

4.2.11

4.2.12

4.2.8

4.2.5

4.3.1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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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訊息

4. 在監控螢幕上(續)

4.4  顯示削波部位 
（沒有影像內容的部位會閃爍紅色及或藍色的標示；其餘同

4.4.1 削波符號

 

4.5 顯示其他資訊 
 相片畫面縮小，其餘同4.2）

4.5.1  使用者設定檔編號／名稱

4.5.2  色彩空間

4.5.3  日期

4.5.4  時間

4.5.5  資料夾編號／檔案名稱

4.5.6  測光方法

4.5.7  包圍曝光的符號

4.5.8  相片

4.5.9  曝光作業模式

4.5.10  曝光修正

4.5.11  對焦設定模式

4.5.12  焦距

4.5.13  白平衡

4.5.14  DNG壓縮

4.5.15  JPEG壓縮／解析度

4.5.16   防刪除保護相片的符號（只有在選取的相片上才會出現）

4.5.17   HDMI幻燈片模式播放的符號（只有在選取的相片上才會
出現）

4.5.18  GPS

4.4.1

4.5.9
4.5.10

4.5.11

4.5.12

4.5.13

4.5.14

4.5.15

4.5.16
4.5.17
4.5.184.5.1

4.5.2

4.5.8

4.5.3

4.5.5
4.5.6
4.5.7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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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HDMI相片選擇／保護／刪除

4.6.1-.4 按鈕1.21／.22／.24／.25的功能

4.6.5  選擇功能的說明

4.6.6  選擇相片的說明

4.6.7  選擇／加保護相片的符號

4.7  選單操控

4.7.1-.4  按鈕1.21／.22／.24／.25的功能

  （開啟的選單會以白色字體呈現）

4.7.5   標示開啟的選單（白色框線）以及顯示選單頁（白色格

子）的跑馬燈

4.7.6   選單功能（目前開啟的選單功能會以白色字體呈現，並和

4.7.7一樣標有紅色底線）

4.7.7   選單功能的現行設定（開啟之選單功能的現行設定會以白

色字體呈現，並和4.7.6一樣標有紅色底線）

4.6.24.6.1

4.6.4 4.6.3

4.6.7

4.6.5

4.6.6

4.7.2

4.7.7

4.7.1
4.7.6

4.7.5

4.7.4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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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單項目

相機 區

 5.1 驅動方式     單張／連續，自拍  請參閱第36／46  

  5.2 對焦模式 AFs / AFc / MF 編號1.22的按鈕 按久一些（≥1s）， 
     就可直接開啟，請參閱第29頁 請參閱第37頁  

  5.3 測光模式 測光法 編號1.25的按鈕 按久一些（≥1s）， 
     就可直接開啟，請參閱第29頁 請參閱第38頁  

  5.4 曝光補償  編號1.23的按鈕 按久一些（≥1s），  
     就可直接開啟，請參閱第29頁 請參閱第39頁 

  5.5 包圍曝光 自動包圍曝光  請參閱第40頁

 5.6 快門速度限制 可用快門時間的極限  請參閱第34頁

  5.7 閃光同步模式 曝光開始或結束時  請參閱第53頁

  5.8 Mirror Up模式   請參閱第47頁

圖像 區

 5.9 ISO 感光度  編號1.26的按鈕按久一些（≥1s），就可直接 
     開啟，請參閱第29頁 請參閱第34頁

  5.10 文件格式 檔案格式／壓縮率  請參閱第32頁

  5.11 DNG壓縮   請參閱第32頁

  5.12 JPEG像素   請參閱第32頁

  5.13 白平衡   請參閱第33頁

  5.14 色彩管理 色彩空間（限於JPEG格式）  請參閱第35頁

 5.15 反差調整 影像對比（限於JPEG格式）  請參閱第35頁

  5.16 銳度調整 影像銳利度（限於JPEG格式 ）  請參閱第35頁

  5.17 飽和度調整 影像色彩飽和度（限於JPEG格式 ）  請參閱第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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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區

 5.18 數據存儲介質 選擇將資料存放到記憶卡上還是外部記憶體  請參閱第35頁

  5.19 圖像編號   請參閱第49頁

  5.20 格式化 將記憶卡格式化  請參閱第50頁

  5.21 USB模式 將相機辨識為外接磁碟機還是使用PTP協定  請參閱第65頁

  5.22 HDMI 幻燈片模式播放的設定  請參閱第64頁

  5.23 傳感器清潔 打開快門以便清潔感測器  請參閱第70頁

 

5.24 自動囘放 自動播放最張一張攝影  請參閱第56頁

  5.25 色階分佈圖 顯示亮度分布情形的圖示  請參閱第57頁

  5.26 溢出設置   請參閱第57頁

  5.27 顯示器 監控螢幕及頂蓋顯示幕的設定  請參閱第31頁

  5.28 節電設置   請參閱第30頁

  5.29 聲音信號 AF確認／警訊  請參閱第31頁

  5.30 水平儀 傾斜顯示  請參閱第48頁

 5.31 用戶自定義模式 編號1.4、1.22、1.23、1.25及1.26的按鈕的功能指示  請參閱第29頁

  5.32 AE/AF鎖定 將儲存功能指派給快門鈕及／或五向鈕  請參閱第38／39頁

  5.33 按鍵鎖定 啟動／關閉設定轉盤與快門時間轉盤  請參閱第43頁

  5.34 按調節輪選擇曝光模式 更改設定轉盤在進行照明設定時的反應時間  請參閱第43頁

 5.35 用戶個人設定 使用者設定檔  請參閱第48頁

  5.36 重設 所有設定回復成出廠標準設定  請參閱第49頁

  5.37 GPS 記錄所在地點方位  請參閱第51頁

  5.38 日期    請參閱第30頁

  5.39 時間   請參閱第30頁

  5.40 Language 語言  請參閱第30頁

  5.41 固件 顯示相機與安裝其上的鏡頭的韌體版本  請參閱第64頁

提示：
在用戶自定義模式子選單進行快啟功能設定時，灰色的功能選項都可選用（請參閱第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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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準備工作

裝上揹帶

為電池充電
徠卡S的電源來自鋰離子充電池(A)

注意：

•  請務必使用本說明書裡描述的充電電池種類或是徠卡相機公司所

列舉之充電電池種類。

•  這些充電電池僅能使用專屬的（亦即以下所說明的）裝置充電。

•  違反使用規定以及使用不合規定種類的充電電池，可能會導致

電池爆炸！

•  這些充電電池不得長時間曝露於日光、其他熱源或潮濕環境下， 

亦不得置於微波爐或高壓容器內，否則會有失火或爆炸的危險！

•  受潮或弄濕的充電電池絕對不可拿來充電，或安裝到相機裡。

•  請確保電池接點乾淨、無阻物。雖然鋰離子電池備有防止短路的

措施，但是其接點還是不應該和金屬（如迴紋針或飾品等）物品

接觸。短路的電池可能會變得很燙而引發嚴重燙傷。

•  如果電池曾掉落地面，請檢查其外殼和接點是否有損壞。裝上有

所毀損的電池可能會使相機受損。

•  若有發出氣味、褪色、變形、過熱或流出液體的現象發生，務必

立刻將該電池從相機或沖電器取出，改用其他電池。繼續使用這

樣的電池可能會引發過熱現象、火災及／或爆炸！

•  有液體流出或有燒焦的味道時，務必讓該電池遠離熱源。那些流

出的液體有可能著火！

•  充電電池內的安全閥應確保釋放因不當操作或其他原因所產生

的過度壓力。

•  請務必使用本說明書所描述的充電器或是由徠卡相機公司所列

舉之充電器。使用其他非經徠卡相機公司許可的充電器，可能會

使充電電池受損，嚴重時甚至可能引發嚴重、危及生命的傷害。

•  隨機附贈的充電器僅能用於充電電池的充電或請勿嘗試使用於

其他用途。

•  充電時使用的電源插座，應該位於隨手可及之處。

•  在充電器已連接電源的情況下，請切勿接上本機隨附的車用充

電線。

•  切勿拆解電池及充電器。修理工作只能由取得授權的工廠執行。

•  請確保充電電池不會落入兒童之手。誤吞電池有可能造成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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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

•  電池液若接觸到眼睛，可能會導致失明！ 

請立即用清水清洗眼睛。切勿揉眼睛！ 

請立刻就醫／急診。

•  洩流的液體若碰到皮膚或衣服，可能引發傷害。請用清水清洗碰

到的部位。請向醫生求助。

提示：

•  充電電池的溫度必須在0-35°C之間才能夠充電（否則充電器會

無法啟動或會自行再度關機）。

•  鋰離子充電電池不管有多少剩餘電力，都可再行充電。若電池電

力還未耗盡，則充飽電所需的時間會短一些。

•  新的充電電池要充分充電、放電（讓相機的運作耗盡其電力）兩

三次後，才能充出其最高電力。這種充分放電作業應該每充放電

25次就重新執行一次。

•  充電過程中，電池和充電器都會升溫。這是正常現象，不是故

障跡象。

•  兩個訊號燈（1.46／1.47）若於充電啟動後快速閃爍（>2Hz），

此乃充電異常的警訊（可能是因為已超越充電時間上限、電壓或

溫度異常，或是有短路現象）。這時，請拔除充電器的電源並取

出充電電池。請確定前述溫度條件吻合，再重新充電。若無法排

除此問題，請與您的經銷商、所在國家的徠卡代理商或徠卡相

機公司聯絡。

•  儲存鋰離子電池時，請確認它有部分電力。換句話說，不要讓

它處於完全無電或充飽電的狀態（請參閱第20頁）。長期儲存

時，應該每年兩次為電池充電約15分鐘，以避免其電力過度流

失。

•  可重覆充電的鋰離子電池是透過內部化學反應產生電流的。這種

反應也會受到外界溫度和空氣濕度的影響。為避免充電電池的使

用時間與壽命縮短，請勿讓它長時間處於溫度極高或極低的環境

中（例如在夏天或冬天，放在停駛的汽車裡）。

•  每顆充電電池的使用壽命即便在最佳的使用條件下，都是有限

的！經過幾百次充放電後，其工作時間即會明顯縮短。

•  請將受損的電池交給資源回收點回收（請參閱第6／67頁）。

•  相機裡有一顆內建的備用充電電池，用以儲存時間和日期，最長

可達3個月其充電電源是那顆可更換的充電電池。如果備用充電

電池的電力耗盡，您得裝上一顆有電力的電池來為它充電。裝上

可更換式充電電池後，此備用充電電池大概60小時後就又會充

滿電力。在這段充電期間，相機必須保持在關機狀態。隨後您必

須重新執行時間和日期的設定。

•  若長時間不使用相機，請取出充電電池。在這之前，要先用主開

關將相機關機（請參閱第25頁）。否則，電池電力可能會在幾

星期後流失到幾乎耗盡的程度，因為相機即使在關機狀態下還是

會消耗微小的電流（用來儲存您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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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器的準備工作

在美國境外使用

1.  請為充電器（B）裝上適用的電源插頭。為此，必須同時

a. 將解鎖按鈕（1.49a）向上拉，而且

b.  將插頭（1.49）從嵌卡位置向上推。

2. 隨後就可以將它向上完全抽出來。

3.  將適用的插頭從上方推入充電器，直到卡住為止。

在美國境內使用

1.  請將出廠前就裝上的插頭（C）從充電器（B）裡拉出來。為此，

必須同時

a. 將解鎖按鈕（1.49a）向上拉，而且

b.  將插頭（1.49）從嵌卡位置向上推。

2.  隨後就可以將美規插頭（1.49b）這兩個位於靜待位置的插片翻

出來。

提示：

充電器會自動切換使用當地的市電電壓值。該充電器可搭配隨本機

附贈的車用充電線在任何電壓12V或24V的車輛內使用。這時，它

也會自動切換到適當的電壓。

連接充電器

1.  連接充電器（B），亦即將電線插頭（1.45a）插到充電電池(1.44)

的插座，然後將電源插頭(1.49/1.49b）插到市電插座上。

•  有CHARGE標示的綠色LED（1.47）閃爍，表示充電作業開始了

電池電力一旦達到其容量的 4/5 ，有80%標示的橘色LED（1.46）

會亮起。電池完全充飽電後，亦即達到100%的容量（大約31/2 

小時後），綠色的 CHARGE LED就會持續發亮。

提示：

•  代表80%的LED會依充電特性在大約2小時後亮起來。所以，如

果不一定需要電池的完整容量，您可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再度使

用相機。

•  綠色的CHARGELED持續發亮時，充電器會自動切換至維持電池電

力的充電狀態。

2.  隨後應該拔除充電器電源。無論如何，您不用擔心會有過度充電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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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取出充電電池

插入

1. 將主開關（1.15）設定到 OFF。

2.  讓電池（C）的接點朝前、導溝（1.43）朝向相機中間，將電池

推入至電池插槽底部為止。 它會自行嵌卡於此。

取出

1.將主開關（1.15）設定到 OFF。

2.  將解鎖推桿（1.38）朝順時針方向轉到底。 電池插槽裡有個彈簧

會將電池推出約1公分。

提示:

鎖扣有個安全裝置，能讓電池在相機直立時不會不小心掉出來。

3.  請您將電池推回1公釐左右，以便取消鎖扣作用，隨之 將電池從

插槽取出。相機若是直立的，就讓電池掉出來。

充電狀態顯示（3.2）

相機頂蓋顯示幕（1.12）以及監控螢幕（1.23）─在顯示攝影資料

時（4.1）─會顯示電池的充電狀態。

 = 約 100%, 發出白色亮光

 = 約 90%, 發出白色亮光

 = 約   75%, 發出白色亮光

 = 約 50%, 發出白色亮光

 = 約 25%, 發出白色亮光

 = 約 10%, 發出白色亮光

 = 約 5%, 發出紅色亮光

 = 約 3%, 紅色閃爍時，必須更換電池或重新充電

插入及取出記憶卡
為方便您同時使用兩種記憶卡來儲存攝影資料，徠卡S有兩個記憶

卡插槽，一個適用於SD／SDHC／SDXC (Secure Digital)卡，一個適

用於CF卡（Compact Flash至UDMA 7）。

SD／SDHC／SDX卡具備防寫開關，可防止意外寫入或刪除卡上的

資料。此開關位於記憶卡上無斜角那邊的推桿，推到下面標示著

LOCK[上鎖]的位置即可保護記憶卡上現存的資料。

提示：

請勿碰觸記憶卡上的接點。

插入

1.將主開關（1.15）設定到 OFF。

2.  請打開相機右側的門蓋（1.19）﹔要先向後推以便解鎖，然後再

向右打開。

3.  請依下列說明插入您想用的記憶卡：

a.  將CF卡插入插槽（1.29）時，請將接點朝向相機，且正面朝向

相機正面，然後再它推入至記憶卡插槽底部為止。

提示：

插入記憶卡時，請先確認退卡推桿（1.29a）有完全往內推（請參閱

下一頁的「取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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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請勿使用蠻力！否則插槽裡的接點可能會受損！

 b.  讓SD／SDHC／SDXC卡的接點朝後，並且讓斜角朝上，將

記憶卡插入記憶卡槽（1.30）裡。克服彈簧的反作用力推到

底，直到聽到卡住定位的聲音為止。

  

  重要： 

  請注意，請勿將SD卡推入CF卡插槽裡，否則可能會無法取

出！

4.  將門蓋重新關上──將它蓋回去並向前推，直到它卡住定位。

取出

1.將主開關（1.15）設定到 OFF。

2.  請打開相機右側的門蓋（1.19）﹔要先向後推以便解鎖，然後再

向右打開。

CF卡

3.  將退卡推桿(1.29a)向內壓，讓記憶卡稍微從卡槽退出來，以便它

4. 能整個抽出來。

SD／SDHC／SDXC卡

3.  將記憶卡略微再往插槽內壓，使記憶卡因此解鎖、從插槽往外

退，而

4. 能整個抽出來。

5.  將門蓋重新關上──將它蓋回去，向前推，直到它卡住定位。

顯示訊息

觀景窗、監控螢幕及頂蓋的顯示幕會以不同方式顯示記憶卡異常的

訊息。

提示：

• 若無法插入記憶卡，請檢查方向是否正確。

•  市面上的記憶卡不斷推陳出新，其中有些可能使徠卡S發生故障

現象。

•  監控螢幕（1.23）旁邊右下方的紅色LED（1.20）因為在攝影中

以及／或正將資料儲存在記憶卡上而還在閃爍時，切勿嘗試取

出記憶卡或電池。否則尚未（完全）儲存好的相片資料可能會

遺失。

•  徠卡S提供多種相片資料儲存方法。如果要取得與本主題相關的

進一步資訊，請參閱第35頁的「儲存相片資料／管理記憶卡」。

•  電磁場、靜電以及相機和記憶卡的缺陷都可能會引發記憶卡上的

資料毀損或遺失。所以您應將資料儲存到電腦上（請參閱第62

頁）。

•  基於同樣理由，記憶卡應盡量存放在抗靜電的容器裡。

•  我們不能保證相機在使用WiFi卡時也會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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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對焦屏
徠卡S的對焦屏是可更換的（請參閱第65頁的「系統配件／可更換

式對焦屏」)。本相機的標準配備是一個全霧面對焦屏。

其他的可更換式對焦屏則個別放在一個盒子裡，附有一支鑷子與除

塵刷。

如果要更換對焦屏，必須

1. 取下鏡頭（請參閱第24頁），並且

B

A

2.  用鑷子前端按下閂扣B，以便將對焦屏框A從其嵌卡位置鬆開。 

該框會隨之與對焦屏一起向後翻。

C

3.  隨後請用鑷子夾住對焦屏C的小腹板，稍微向上傾，然後拿出

來。

4.  將對焦屏暫時放進盒子的側室。

5.  用鑷子夾住待安裝的對焦屏的腹板，

6. 將對焦屏放進框架裡，然後

7.  用鑷子的前端將框架向上壓進其嵌卡位置。

重要：

更換對焦屏時，請務必確實依照指示進行。請小心注意不要刮傷對

焦屏易受損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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徠卡S型鏡頭
徠卡S型鏡頭有以下顯著的外部特徵：

-  其焦距設定環（1.8）的工作方式會隨著對焦作業模式的設定而

變：

-  使用手動模式時（MF,請參閱第16／26／37頁），焦距的設定是

依慣例藉由轉動設定環來進行的──在這個模式裡，它從一開始

就是機械性地與光學結構連結在一起的。

-  使用自動模式時（AFs/AFc, 請參閱第16／26／37頁)，首先它的

連結會解除，以免鏡頭固定在對焦環時會妨礙馬達調整行動。不

過，您可隨時「超控」自動設定。換句話說，您也可以在AF作業

模式中手動設定焦距。這時，一旦轉動該設定環就會馬上又跟光

學件連結在一起。

-  您可透過視窗（1.7）檢視位於內部的焦距刻度尺。

-  它們沒有光圈環。光圈的設定是透過相機機身上的設定轉盤

（1.18，請參閱第42頁）來進行的。

提示：

有些徠卡S型鏡頭也有內建的中央快門。

裝上及取下鏡頭

所有鏡頭及配件都可藉由徠卡S型鏡頭接座安裝到徠卡S上。

徠卡S型鏡頭的安裝方法如下：

1.  將鏡頭上的紅點對準相機機身上的鏡頭接座解鎖鈕（1.5c）。

2. 依此方位直直插入鏡頭。

3.  稍微向右旋轉，直到您聽到並感覺到鏡頭卡住定位。

如果要取下鏡頭，則

1. 按住解鎖鈕，

2. 將鏡頭向左轉以解除鎖定，然後

3. 直直取下。

提示：

•  為了防止灰塵等異物侵入相機內部，尤其是感測器表面必須盡可

能維持無塵狀態，相機應該要一直裝著鏡頭或有機身蓋罩著。

•  基於同樣理由，更換鏡頭的動作應迅速，而且盡可能在無塵的環

境中進行。

•  徠卡也會不定期提供鏡頭的韌體更新。您可自行從我們公司網站

的首頁輕鬆下載新的韌體，安裝到您的鏡頭上。詳情請閱第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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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接目鏡
為了讓觀景窗（1.17）確實配合您的眼睛，您可調整其屈光度；其調

整範圍是-3至+1。為此，請在檢視觀景窗畫面時持續轉動槽環（1.13）

，直到您清楚看見有選擇性測光區的邊界。

提示：

如果您不使用觀景窗（例如在用腳架拍攝時），那我們建議您裝上

接目鏡蓋（G），這樣可以防止測光受影響。接目鏡蓋可以存放在

揹帶上。

相機的開機與關機
徠卡S有個主開關（1.15）主控其開機與關機。此開關有三個定點：

a. OFF – 相機處於關機狀態

b. FPS –  相機處於開機狀態，機身內的狹縫快門處於啟動狀態

-  快門時間的操控是透過相機內的狹縫快門來進行的，所有快門時

間都能選用（請參閱第42頁的「快門時間轉盤」）。

c. CS – 相機處於開機狀態，鏡頭內的中央快門處於啟動狀態

-  快門時間的操控是透過鏡頭內的中央快門來進行的。可選用的時

間範圍是8至 1/1000 秒（請參閱第42頁的「快門時間轉盤」）。

提示：

在下列情況中，即使主開關設定在CS，相機也會使用狹縫快門 ：

-  ]相機上的鏡頭沒有中央快門，或是快門時間超過

8秒，以及／或者

- 設定了低於1/1000秒的快門時間。

開機之後，也就是設定了 FPS 或 CS 功能後，LED（1.20）會發

亮，直到相機進入可拍攝狀態（2秒）為止。隨後觀景窗（1.16/2）

內以及頂蓋顯示幕（1.12/3）內會顯現訊號（請參閱第10／11頁）

。

提示：

•  若透過選單操控預先設定了自動關機時間(節電設置，（5.28），請

參閱第26／30頁），即使主開關未設定在OFF的位置，相機還

是會自動關機。

•  相機關機時，進行中的功能，例如包圍曝光（請參閱第40頁）

和自拍功能（請參閱第46頁），不僅會中斷，同時相關選單內

的啟動設定也會隨之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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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單操控
徠卡S大部分的作業模式和設定都是透過選單來操控的，整個選單

的操控和設定即迅速又簡單，因為

- 選單項目會分門別類置入可直接選用的功能群組，而且

- 您可自行設定五個可直接開啟的（選單）功能。

開啟選單

您可使用位於監控螢幕（1.23）左右兩邊的四個按鈕裡的三個（1.22、

1.24、1.25）來開啟選單並直接展示其頁面。

提示：

這四個按鈕（1.21, 1.22, 1.24, 1.25）是所謂的「軟鍵」（soft 

keys）。除了用來操控選單（例如在監控螢幕上播放相片時）外，

它們還有其他功能；其當前功能的名稱會顯示在螢幕上。

選單裡的設定

所有選單項目的設定都可以用設定轉盤（1.18）或五向鈕（1.17）

進行。

離開選單

離開選單的方法有許多種：

-  如果要進入攝影作業模式：

按一下快門鈕（1.1）

-  如果要進入攝影資料顯示模式（4.1，請參閱第12頁）：

短促按一下此時標示為信息功能的按鈕（1.21）

-  如果要進入播放作業模式：

短促按一下在顯示攝影資料時標示為 播放 功能的按鈕（1.21）

選單功能群組

徠卡S選單分成三個功能群組（請參閱第16／17頁）：

- 相機

- 圖像

- 設定

各個功能群組，隨著內容的多寡，包含兩頁或四頁的選項。每一頁

裡的每一行左邊是選單項目，右邊則是相對應的設定。

選單內的操控／功能的設定

1.  如果要開啟某個選單功能群組的第一頁，請短促（≤1s）按兩次三

個按鈕（1.22、1.24、1.25）的其中一個；換句話說，按兩下1.25

鈕以開啟 相機-功能群組的頁面，按1.24鈕以開啟 圖像-功能的頁

面，按1.22鈕以開啟 設定-功能頁面。

 •  如果監控螢幕先前處於待機狀態（不亮），初次按一下按

鈕時，監控螢幕會顯示攝影資料。為了讓您一目瞭然，4.1.1

、4.1.3和4.1.4這三個按鈕區域有對應於選單功能群組的標示。

 •  若在播放模式下操控選單，中間步驟裡只會先顯示適用於當

前狀況的按鈕功能 菜單 -（4.2.12）、刪除 –（4.2.11）以及 

保護-（4.2.10）。

選單畫面以下列原則顯示：

-  以白色字體顯示當前選取的功能選單群組（4.7.1）。

-  以左方的跑馬燈（4.7.5）標示當前開啟的選單頁面（總共八頁)。

-  用白色字體及紅色底線顯示當前開啟的選單功能項目（此顯示原

則適用於所有選單層次）。功能項目右方是當前選用的功能變數

或設定值。

選取某頁面後，當前開啟的選單項目是上次修改過設定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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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1.25、1.24、1.22按鈕，就能開啟選單功能群組的每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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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要選取某個選單項目，您可

-  轉動設定轉盤（1.18）；向右轉會往下走，向左轉會往上走；

 -  或是直接依您想前進的方向按那個五向鈕（1.17）。所有選單項

目會構成共通的無限迴圈，也就是說您能從三個選單功能群組

裡的任一個群組前往您想要的選單項目，而且從兩個方向都可

以到達。

4.   如果要開啟某個項目的功能變數選單，請按一下設定轉盤或是往

左／右按一下五向鈕。

•  隨即顯示一個列出該項目的功能變數或是可設定數值的子選

單。

5.  如果要選取想要的功能變數／功能值時，請旋轉設定轉盤或是

依您想前進的方向（面對清單或刻度尺時，方向不一樣）按五向

鈕。

提示：

按一下標示為退出的按鈕（1.21）就會回到主選單，在此之前於子

選單所做的內容變更不會生效。往左按一下五向鈕也會有同樣的效

果，除非您正在一個必須橫向選取設定選項的頁面上。

6.  確定要使用您所選取的功能變數／數值後，請按一下設定轉盤或

往前按一下五向鈕以確認。

•  隨後螢幕會顯示上一個選單層次；若您所選取的功能需要進一

步的設定，則會顯示下一個功能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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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開啟選單功能

如果要提高操作速度，您可用1.25、1.24、1.22、1.21按鈕以及景深

預視鈕（1.4）直接開啟幾個（最多五個）您最常用到的選單功能。

為此，您必須先訂定那些按鈕應該開啟哪個（選單）功能。

設定按鈕的功能／定義

1.  選取設定選單（請參閱第17／26頁）裡的用戶自定義模式選項

（5.31），然後

2.  在子選單選取 用戶 / 關，以決定是否要使用此功能。

3.  選擇您想使用的按鈕。

•  螢幕會逐次列出十六個（選單）功能中的其中三個供您選取 

（ 請參閱第16／17頁）。

4.  選取您日後想使用步驟三選用之按鈕直接開啟的功能。若不想為

那個按鈕設定快啟功能，就選Aus。

其他按鈕定義的設定方法也是如上所述。

開啟您所選取的選單功能

完成設定後，只要稍微久按（超過一秒）那些按鈕（1.25、1.24

、1.22、1.21或是景深預視鈕（1.4）），即會顯示您指定給該按鈕

直接開啟的（選單）功能，隨之您可執行進一步的設定

提示：

出廠前，這些按鈕已預設下列快啟功能：

按鈕 (1.22): 清晰度設定 (5.2)

按鈕 (1.23): 曝光修正 (5.4)

按鈕 (1.25): 測光 (5.3)

按鈕 (1.26): ISO (5.9)

景深預視鈕 (1.4): 景深預視



30

預設功能

相機基本設定

選單語言

出廠前預設的選單操控語言是英文。

您可選用其他選單語言如德文、法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俄

文、日文、繁體中文或簡體中文。

設定功能

1.  選取 設定 選單（請參閱第17／26頁）裡的 Language 選項 

（5.40）。

2.  從子選單選取您想要的語言。 

•  除了少數例外（按鈕名稱，簡稱），所有選單項目的語言都會

隨之更改。

日期及時間

日期

有3種日期顯示方式可供選擇

設定

1.  選取 設定 選單（請參閱第17／26頁）裡的 日期 選項（5.38。

2.  開啟它的子選單， 該選單有兩個項目： 設置 及 格式.

3.  選取 設置。 

•  螢幕會顯現名為 - 日期設置 - 的子選單，上面有三個項目： 

年, 月 以及 日。

4.  轉動設定轉盤（1.18）或是往上／下按五向鈕（1.17），即能更改

日期的數字。按一下設定轉盤或是往左／右按五向鈕，即能選取

這三個項目的其中一個。

5.  設定好這三個項目的數字後，請按一下設定轉盤或五向鈕以表確

認並儲存您的設定。 

• 上一個項目清單再次出現。

6. 如果要變更日期顯示模式，請再次選擇 日期。

7.  從子選單選取 格式選項。 

•  有三種日期顯示順序供您選擇： 日/月/年, 月/日/年, 或 

年/月/日。

8.  設定及確認動作同第3點及第4點所述。

時間

時間顯示可選24小時制或12小時制格式。

設定

時間（5.39）項目裡的兩組數字以及顯示格式必須在子選項 時間格式 

及 設置 裡進行設定，其設定方法與前面所述的 設置 設定雷同。

子選項 時區 / 自動時間設定 有一個含有下列項目的子選單：GPS自動時

間設定 （顯示前提是GPS功能 啟動 ）、時區 （顯示前提是GPS功能

關閉）、夏令時 。

如果 GPS自動時間設定 已啟動，相機所設定的時間會隨時依照相機接

收到的GPS訊號進行修正（請參閱第51頁）。

提示：

即使相機未裝上充電電池，或是電池沒電，日期和時間的設定仍能

靠內建備用電池的電力保持約3個月（請參閱第21頁的「充電狀態

顯示」）。若超過期限，之後就必須照上面說明的方式重新設定日

期和時間。

自動關機

此功能會在預設的時間過後使徠卡S自行關機。 這種狀況等同於將

主開關設定在 OFF（1.15a，請參閱第25頁）。

設定功能

1.  選取 設定 選單（請參閱第17／26頁）裡的 節電設置 選項 

（5.28），然後

2. 選擇想要的功能及時間長度。

提示：

如果相機處於待機狀態，亦即顯示幕在12秒後消失，或是啟動 節電

設置 功能造成相機關機，只要按一下快門（1.1）就能使相機再度進

入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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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號聲

使用徠卡S時，您可以決定是否要讓訊息或自動對焦作業（請參閱

第37頁）發出音效──有兩種音量可選──或是讓相機繼續保持無

聲狀態。

在自動對焦模式裡，嗶聲可用來當做回覆訊息，代表已成功設定，

以及用來提示啟動的訊息。

提示：

本機的出廠設定關閉了訊號音效。

設定功能

1.  選取 設定 選單（請參閱第17／26頁）裡的 聲音信號 選項 

（5.29）。

2.  開啟它的子選單。該選單有三個項目： 音量, 自動對焦確認 及 警告.

3.  選取音量。隨後 

•  含有下列兩個選項的子選單會出現： 高 及 低.

4.  從子選單選取想要的功能。 

• 確認設定後，會再度顯示起始畫面。

5.  在另外兩個子選單裡選擇是否要為那些功能啟動音效。

若選擇 開

在 自動對焦確認 功能下，一旦調出適當的清晰度－不管是自動或

手動－相機就會發出一聲訊號；在這同時，觀景窗裡的顯示訊息

（2.7b）會亮起（請參閱第10頁）。

在  警告 功能下，一旦調出適當的清晰度－不管是自動或手動－相

機就會發出一聲訊號；在這同時，觀景窗裡的顯示訊息（2.7b）會

亮起（請參閱第10頁）。

如果您為 警告 功能選擇了 關

即使您選擇了 關 ，相機還是會在下列兩種情形下發出警告聲訊：

-  記憶卡上的門蓋（1.19）在資料傳輸過程中被打開（請參閱第21／ 

68頁）

-  快門在結束感測器清潔過程後再度關上（請參閱第70頁）。

監控螢幕及頂蓋的顯示幕

徠卡S有兩個顯示幕： 

一個彩色的OLED（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顯示幕（1.12）。

以及 

一  個三吋大的液晶彩色監控螢幕（1.23）。

頂蓋顯示幕會顯示與記憶卡、電池狀態和曝光控制有關的重要基本

資訊，以及其他資訊（請參閱第11頁的「顯示訊息／在頂蓋的顯示

幕內」）。

監控螢幕主要是供您檢視記憶卡上的拍攝相片，也能展示整個相片

畫面以及您所選擇的資料和資訊（請參閱第12頁的「顯示訊息／在

監控螢幕上」）。此外，您也能開啟下列顯示資訊

- 在播放模式中，除了相片外；還加上

- 色階分布圖（4.3），（請參閱第13／57頁）。

-  太亮或太暗、沒有內容部位的標示（請參閱「削波」)。

- 其他攝影資料（4.4），（請參閱第14／57頁）。

-  在攝影模式列出許多重要的攝影參數設定（請參閱第12頁的「顯

示訊息／在監控螢幕上／（4.1）顯示攝影資料」）。

這兩個顯示幕會依當時的光線狀況自動調整其亮度：頂蓋顯示幕會

調整自己的亮度，此外監控螢幕也會調整自己的背光照明。監控螢

幕的亮度會依外界光線自動進行調整。其感光器（1.28）會協助此

功能的運作。

設定功能

1.  選取 設定 選單（請參閱第17／26頁）裡的 顯示器 選項（5.27）。

2.  在第一個子選單內選擇是否要調整監控螢幕 - 後背顯示器, 或頂蓋

顯示幕 - 頂部顯示器。

如果要設定監控螢幕：

3.  在第二個子選單裡，選擇是否要設定 亮度 或 背景光。

4.  在其子選單選擇您想要的級數。這兩者都有五段級數供您選擇，

此外 背景光 還多一個自動設定的選項。

如果要設定頂蓋顯示幕：

5.  在第二個子選單裡，選擇您要設定亮度或待機時間。

6.  在其子選單裡選擇您想要的級數或是顯示時間。兩者皆有三段級

數供您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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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基本設定 檔案格式

有兩種檔案格式DNG和JPEG供您選擇以記錄相片資料。您可以選擇

要讓您的相片資料

a. 只用這兩種格式的其中一種儲存，還是

b.  同時以兩種格式儲存（也就是說每次攝影都會產生兩個檔案）。

設定功能

1.  選取圖像選單（請參閱第16／26頁）裡的文件格式選項（5.10）。

2. 從其子選單選擇您想要的格式或兩者皆用。

提示：

•  相機儲存攝影原始資料時，會使用標準化的DNG (Digital  

Negative)，數位負片）格式。

•  監控螢幕上所顯示的剩餘可拍攝相片數，可能會在每次攝影後更

改。更改與否會與您攝影的主題有關；非常細緻的結構會產生較

大的JPEG檔案，均質畫面所產生的檔案則較小。表中的數據是

根據一特定解析度下的平均檔案大小計算出來的，隨著相片內容

及壓縮率的不同，檔案通常會比預估的小，因此剩餘的記憶卡容

量通常會比先前所算出來且顯示的容量來得大。

壓縮率

您可以分別為不同的檔案格式選用不同的壓縮率：DNG格式有兩個

選項：完全無損的影像資料壓縮或是無壓縮的影像；JPEG格式的選

項則是JPEG 精細或JPEG 基本。

設定功能

1.  選取圖像選單（請參閱第16／26頁）裡的DNG 格式 選項（5.11）或

文件格式選項（5.10）。

2.  在相關子選單裡選取關或開或是您想要的壓縮率。

提示：

由於JPEG 基本使用較高的壓縮率，拍攝主題裡的細部結構可能會有

缺損，亦即在重現時可能有缺陷（人工失真；例如斜邊「鋸齒化」）。

JPEG解析度

DNG格式基本上是使用37.5MP的全值解析度。JPEG格式則有兩個較

低的解析度供您選用。 

設定功能

1.  選取圖像選單（請參閱第16／26頁）裡的JPEG像素選項（5.12）。

2. 從其子選單選取37,5MP、9,3MP或2,3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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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平衡

-  自动－相機自動操控選項。在大部分情況下能有不差的結果。

-八種為最常見的光源所預設的選項：

 -   例如陽光下的室外攝影。

 -   例如多雲時的室外攝影。

 -   例如主要拍攝主題位於陰影下的室外攝影。

 -   例如（主要為）白熾燈光源的室內攝影。

 -    例如(主要為)金鹵燈（HMI）光源的室內攝影。

 -    例如(主要為)暖光色系螢光燈光源的室內攝影。

 -   例如(主要為)冷光色系螢光燈光源的室內攝影。

 -   例如（主要用）電子閃光燈照明的攝影。

 -  灰平衡卡 －適用於藉助測量進行手動設定。

 - 色溫值 1 －適用於可直接設定的色溫值。

提示：

使用徠卡SF 58電子閃光燈時（技術上的先決條件是使用系統3002

的系統相機接頭（SCA），及使用有SCA-3502轉接頭（第5版起）

，白平衡可設定為自动，以得到適當的色彩再現效果。

若裝上其他非專為徠卡S設計的閃光燈，則應使用  設定。

1 色溫值原則上是用凱氏溫標。

設定功能

自動及固定設定

1.  選取圖像選單（請參閱第16／26頁）裡的白平衡 選項（5.13），

然後

2. 在附屬子選單選擇想要的功能。

直接設定色溫

您可直接設定一個介於2000和13100（K1）之間的值（2000至

5000K之間的最小遞增／遞減值是100，5000至8000K之間的最

小遞增／遞減值是200，8000至13100K之間的最小遞增／遞減值

是300），此設定值範圍涵蓋了大多數實際存在的色溫，而且能讓

您因應現場光源色及/或您個人的喜好設定出您想要的色彩再現效

果。

1.  選取圖像選單（請參閱第16／26頁）裡的白平衡選項（5.13），

然後

2.   從子選單選取色溫值,，然後 

•  另一個名為- 白平衡色溫值設定 -的子選單會出現，讓您設定以

紅色框線標示的數值。

3. 選擇您想要的數值。

藉助測量進行手動設定

1.  選取圖像選單（請參閱第16／26頁）裡的白平衡選項（5.13）。

2. 在附屬子選單裡選取灰平衡卡。

3.  按一下設定轉盤（1.18）或往前／右按一下五向鈕（1.17）。 

•  監控螢幕會顯示下列訊息：請拍攝一張照片以設定白平衡。

4.  進行攝影。攝影時，請注意，影像區裡要有一白色的或中性灰色

的（對照）平面。 

•  監控螢幕會顯示

   -  以自動白平衡設定為基礎的影像

   - 一個位於影像中央的十字線

   -  可在此狀態使用的按鈕功能：預覽（4.1.11）及返回 （4.1.12）

5.  依您想前進的方向按五向鈕（1.17），就能將十字線移動到主題

細節上；該主題細節應該是全新白平衡的設定基礎（例如上述的

對照平面）。

6.  按一下預覽鈕，或是往前按一下五向鈕。 

•  該影像的色彩重現會依此進行調整。此外，螢幕上也會顯示

可在此狀態使用的按鈕功能保存（4.1.13）。

7.  設定好新的白平衡設定後，您可以 

- 按一下保存鈕，以採用之。 

• 監控螢幕會顯示下列訊息：白平衡設定成功 。

 -  或是如第三點至第六點所述進行其他設定。 

•  監控螢幕會再次顯示第三點所述的訊息。

提示：

儲存白平衡設定時，除了未經修改的原始拍攝影像外，其相對應的

拍攝影像也會一併儲存。

以此方法取得的數值會儲存下來，並套用於後續的攝影，直到您使

用新的測量或是其他白平衡設定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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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感光度

徠卡S上的ISO設定分成六級，您可以配合攝影當時的快門時間/光圈

值條件手動進行調整。

除了固定設定選項外，徠卡S還提供自動1功能，讓相機自動配合外界

亮度調整感光度。您也可以，例如基於構圖緣由，在此功能內訂定

優先次序。您可以限制可使用感光度的範圍，也可以訂定從哪個快

門時間起可以使用自動提高感光度的功能。

提示：

•  在數位攝影中，較高的感光度通常會產生較多雜訊。在考量影像

品質時，請務必考量這一點。

•  進行連續拍攝（請參閱第36頁）時，請注意：使用高感光度時，

連續攝影速度會稍微慢一些。

1  使用閃光燈時，此功能無法使用。

設定功能

1. 選取圖像選單（請參閱第16／26頁）裡的ISO選項（5.9）。然後

2.  開啟它的子選單，該選單含有可用的ISO值及自動選項。

如果要手動訂定感光度

3. 選擇您想要的值。

如果要使用自動設定感光度的功能

4.  選取自動。 

•  另一個含有下列選項的子選單會出現：確認、最大感光度及最長

曝光時間。

如果要不限制自動設定有效範圍

5.  在此子選單選取確認。 

該自動設定功能可取用任一感光度以及介於1/2 s與
1/500s的快門時

間。

如果要限制自動設定的有效範圍

6.  在此子選單選取最大感光度以及／或最長曝光時間。 

•  選取最大感光度，會出現一個列出可用值的清單。選取 最長曝

光時間，則會出現另一個含有下列選項的子選單：1/f及手動設

定。

7.  從最大感光度清單選取您想用的最高感光度，該值即是自動設定範

圍的上限；或是

8.  從最長曝光時間子選單選取1/f（如果您想讓相機自行選用一個不怕

搖晃的快門時間）或是手動設定。 

若選用1/f，相機只會在快門時間因為亮度不夠且低於1/f門檻時，

例如使用70mm的鏡頭且快門時間超出1/60 s時，才會使用較高的

感光度。

9.  從手動設定清單選取您欲設限的的最長快門時間（介於(1/2s與

1/500s﹔完整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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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下列兩個章節所描述的功能與設定適用於使用JPEG格式的攝影。 

若您已預定使用DNG格式，則無法使用這些選單功能。如果要修

改，可稍後在電腦上進行。

影像特性／對比、銳利度、色彩飽和度

這三項影像特性全都能個別在選單裡進行設定；每一項都有三段設

定級數供您選擇，讓您能針對現場光線條件進行調整，以獲得最

佳影像效果。設定飽和度調整時，也可將黑白當作第四個選項進行選

取。

設定功能

1.  選取圖像選單（請參閱第16／26頁）裡的反差調整（5.15）、銳度調

整（5.16）或飽和度調整（5.17），然後

2.  在子選單裡選擇想要的等級（低、標準、 高）。

影像色彩空間

徠卡S有三個色彩空間設定選項供您選用：sRGB、Adobe RGB與ECI 

RGB 2.0。

設定功能

1.  選取圖像選單（請參閱第13／26頁）裡的色彩管理選項（5.14）。

2. 在附屬子選單選擇想要的功能 。

儲存相片資料／管理記憶卡

若在徠卡S上使用兩張記憶卡（請參閱第21頁），您可選擇

-  是否要先將影像資料儲存在其中一張記憶卡，直到其空間不足，

才改儲存到另一張卡上（請選取順序）；或是

- 基本上同時儲存在兩張卡上（請選取並行）；或是

-  要將影像資料直接儲存在一台透過訊號線連接的電腦上（請選取

外接存儲器）。

設定功能

1.  選取設定選單（請參閱第17／26頁）裡的數據存儲介質選項 

（5.18）。

2. 在附屬子選單選擇想要的功能。

提示：

•  若選用順序： 

-  影像資料會先儲存在CF卡上，直到該卡空間不足才改儲存到

SD／SDHC／SDXC上。

     -  若只插入SD／SDHC／SDXC卡，影像資料會自動儲存到該卡

上。

 無論您選用何種檔案格式（請參閱第32頁），此作業原則一律適 

 用。

 若選用並行以及兩種檔案格式：

 -  DNG檔案基本上會儲存在CF卡上，JPEG檔則存放於

SD／SDHC／SDXC卡。

  若只插入一張卡（無論是哪一種），所有影像資料都會存放於該

卡。

•  相機一旦與電腦連結，即會自動切換到外接存儲器模式；一旦中

斷連結，就又會切換回原先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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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模式

快門鈕

徠卡S有一個三段式快門鈕（1.1）：

1.  短促按一下，會啟動焦距及曝光測量系統以及觀景窗與頂蓋顯示

幕上的顯示功能。 

此時若久按快門鈕，測量系統與顯示功能會維持在啟動狀態。 

放開快門鈕後，測量系統與顯示功能會維持十二秒啟動狀態。

提示：

•  若之前設定為播放模式（請參閱第56頁），按快門鈕會使相機

切回攝影模式。如果相機之前處於待機狀態（請參閱第30頁）

，則會使相機再度進入工作狀態，亦即測光系統和顯示訊息會再

度啟動。

•  在下列情況，快門鈕會維持在封鎖狀態： 

-  內部緩衝記憶體暫時處於空間不足的狀態（可能是正在處理剛

剛執行過的連續攝影，或因為未插入記憶卡）。

 - 相機上的記憶卡空間不足。

2.  將快門鈕按至一個壓點並讓它維持在那個位置，在 、 或  作

業模式中的點測光或中央重點式測光的曝光測量值會儲存下來 

（請參閱第44／45頁）。在AFs─清晰度優先作業模式（請參閱

第37頁）中使用自動對焦模式時，清晰度的設定也會儲存下來。

放開快門鈕後，可重新執行測量功能。

提示：

曝光測量值及／或自動對焦設定值的儲存，可以透過選單操控設定

成五向鈕（1.17）的功能（請參閱第39頁）。

3.  再往下按，會使相機啟動快門，或是開始倒數預先設定的自拍前

置時間（請參閱第46頁）。

連續拍攝

徠卡S不僅能拍攝單張相片，也能執行連續拍攝。

設定及應用功能

1.  選取相機選單（請參閱第10／26頁）裡的驅動方式選項（5.1）。

2. 從其子選單選取連續拍攝。

3.  接下來的運作，端視您如何操作快門鈕： 

-  若將快門鈕壓到底，而且讓它維持在那個位置（而且緩衝記憶

體或是記憶卡有足夠的空間），相機就會進行連續拍攝。

 -  若只是短促地將快門鈕按到底，相機會進行單張拍攝。

提示：

•  連續攝影的相片數目受限於相機的緩衝記憶體空間（請參閱第73

頁）。將快門鈕按至一壓點時，或是在進行連續拍攝時，觀景窗

會顯示還能連續拍攝幾張相片（2.10a）。

•  無論該次連續攝影拍了多少張相片，兩種播放作業模式（請參閱

第56頁）都會先顯示該次連續攝影的最後一張相片﹔如果在播放

時，該次連續攝影所拍的相片還未完全從相機內部緩衝記憶體轉

存到記憶卡上，則顯示該次連續攝影儲存在當時啟用的記憶卡（

請參閱第60頁）上的最後一張相片。  

如果要選取該次連續攝影的別張相片，或要瞭解播放時的其他可

能性，請參閱第56頁起的相關章節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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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距設定
徠卡S無論搭配哪個S型鏡頭，都有手動或自動對焦的選擇。自動對

焦系統會偵測相機至影像區中間範圍內的拍攝主題距離；該範圍會

以對焦屏上面的十字標示出來。

無論您使用哪一種作業模式，觀景窗裡的顯示訊息(2.7)都會告知當

前的設定：

-  左邊的三角形表示設定距離過遠（只有在手動模式，或是手動超

控自動對焦設定時，才會出現此訊息）。

-  中間的圓點持續發亮表示距離設定適當，閃爍則表示系統無法偵

測出距離 。

-  右邊的三角形表示設定距離過短（只有在手動模式，或是手動超

控自動對焦設定時，才會出現此訊息） 

其他訊息顯示詳情請參閱第10頁。

提示：

此測量系統採用以對比（相機所瞄準的拍攝主題的亮暗差異）為基

礎的被動式測量法。因此拍攝主題必須要有某個程度的最低亮度與

對比。

設定作業模式

1.  選取相機選單（請參閱第16／26頁）裡的對焦模式選項（5.2）。

2. 在附屬的子選單裡選擇想要的項目。

手動設定─MF

請轉動鏡頭上的焦距設定環（1.8），直到您的拍攝主題或是觀景窗

內最重要的拍攝主題局部清晰地顯現在對焦屏上。

提示：

•  手動設定清晰度時，您也可以隨時使用五向鈕（1.17）啟動自動

對焦功能（請參閱下一個章節以及第39頁的五向鈕功能說明）。

•  徠卡S系列產品在出廠前會裝上一片全霧面對焦屏，您可以設定

出使整個影像區裡的拍攝主題非常清晰的焦距。此對焦屏適用於

大多數的攝影應用領域或拍攝主題，尤其是在使用較長的焦距或

微距攝影範圍時，更能顯現它的優點。 

配件裡還有其他對焦屏（請參閱第65頁），可依應用場合提供

最佳的對焦條件，而且很容易更換。

自動設定

本機提供兩種自動對焦模式，兩者皆可藉由輕觸（第1壓點，請參

閱第36頁）快門鈕（1.1）啟動設定作業。

AFs（單張） = 清晰度優先

相機會針對瞄準的拍攝主題設定出能清晰顯現的數值。

•  該功能的運作隨之結束（即使快門鈕仍繼續維持在第1壓點的位

置）。

•  快門鈕若維持在第2壓點位置，該設定會儲存起來。

•  相機設定出一個讓攝影主題清晰的數值之前，無法啟動快門，即

使將快門鈕按到底也沒用。

提示：

您不僅可透過快門鈕的操作，也可用五向鈕（1.17）啟動AF設定的

儲存（請參閱第39頁）。

AFc（連續） = 快門優先

相機會針對瞄準的拍攝主題設定出能清晰顯現的數值。

•  只要快門鈕維持在第1或第2段壓點，該功能的運作就會繼續下

去。快門鈕維持壓點位置時，測量系統一旦偵測到其他距離有

其他目標物，或是所瞄準的拍攝主題與相機之間的距離有所改

變，相機即會修正設定。

•  在此模式，唯有往前按一下五向鈕，才能儲存設定（請參閱第

39頁）。

•  即使相機未設定出能使任何拍攝主題部位清晰顯現的數值，您

仍能隨時啟動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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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光

測光方法

徠卡S提供三種不同的測光方法：

設定功能

1.  選取相機選單（請參閱第16／26頁）裡的測光模式選項（5.3）。

2. 在附屬的子選單裡選擇想要的項目。

點測光 - 

點測光只偵測影像區中心。霧面對焦屏中心圓圈2即為偵測範圍。

中央重點測光 - 

這種測光法會考量整個影像區範圍，不過位於中間的拍攝主題在計

算曝光值時所佔的比重比邊緣區域大很多。

多區測光 - 

這種測光法是以五個測光值為基礎。一個測光值是取自影像中間區

域，另外四個則取自周圍的區域。這五個測光值會置入一個情況演

算法進行運算並得出一個曝光值，該值旨在適當重現主要攝影主題

的影像。

1 並非所有霧面對焦屏都有這樣一個圓圈（請參閱第66頁）。

儲存測量值

徠卡S

-  測光時，會依測光法偵測拍攝主題的不同部位，以不同方式加權

計算﹔

-  進行自動對焦測量時（請參閱第37頁），只會偵測一個拍攝主題

部位。

如果要進行儲存，一定得先操作快門鈕（1.1，請參閱第36頁）。 

放開快門鈕後，可依您在選單內所做的設定使用五向鈕（1.18）開

啟一個（已儲存的）設定。

與快門鈕不同的是，這個按鈕不只能儲存用於一次攝影的設定，只

要它按著不放就能儲存多次攝影的不同設定。

您可透過選單項目AE/AF鎖定（AE是自動曝光的英文縮寫，AF是自

動對焦的英文縮寫）設定這些功能。

用快門鈕儲存

1.以觀景窗內的圓圈瞄準待測區域。

2.  將快門鈕（1.1）按到第2壓點。只要讓快門鈕維持在這個壓點

上，儲存值就會留存。

3.  光量計（2.6）會在自動曝光模式 、 、 （請參閱第44/45頁）

中出現並顯示當前測量值與儲存值之間的差異。 

在這期間，若光圈或曝光值有所更動，另一個相關值會跟著修改

並顯現在螢幕上。

4.  請趁快門鈕還維持在壓點上的時候決定好要拍攝的影像範圍。

5. 啟動快門。

手指一旦離開快門鈕的壓點，儲存值就會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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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五向鈕儲存
您也可以不用快門鈕，改用五向鈕（往前按）來儲存對焦或曝光的
設定；這兩個按鈕的功能都是在選單裡設定的。

設定功能

1.  選取設定選單（請參閱第17／26頁）裡的AE-/AF-Speicherung選項

（5.32）。然後

2.  先在子選單裡決定要設定選單中AF作業模式或MF作業模式使用

的預設功能。

在自動對焦模式

3.  在子選單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AF-L（AF Lock = 儲存AF設定） 

快門鈕的操作會儲存曝光及自動對焦的設定。若按住五向鈕

（1.17），即使放開快門鈕，也能保存自動對焦設定值。

 - AE-L（AE Lock = 儲存AE設定） 

  快門鈕的操作會儲存曝光及自動對焦的設定。若按住五向鈕

（1.17），即使放開快門鈕，也能保存曝光設定值。

 - AF-L + AE-L

  透過快門鈕操作所儲存下來的設定值會保存到五向鈕（1.17）放

開為止。

在MF模式

即使在手動對焦模式中，您仍可利用五向鈕臨時為當前的攝影啟動

AF作業模式，並視設定而定將曝光值儲存下來。

3. 在子選單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單次自動對焦開（Autof確認us single） 

往前按一下五向鈕（1.17），即會為當次攝影啟動AF作業模式，因

此所產生的對焦設定值會保存到它被手動更改或是該按鈕再度被壓

按為止。將快門鈕（1.1）按至一個壓點，曝光及自動對焦設定就會

儲存下來。 

- 單次自動對焦開/ AE-L

  與AFs an模式雷同，不過，壓下按鈕也會儲存曝光設定。自動對

焦設定的儲存則仍舊是藉由快門鈕的操作啟動的。

 - 連續自動對焦開 (Autofocus continuous)

  往前按一下五向鈕（1.17），即會為當次攝影啟動AF作業模式。

放開該按鈕後，對焦設定值會保存到它被手動更改或是該按鈕再

度被壓按為止。將快門鈕按至一個壓點，曝光設定就會儲存下

來，但不會儲存自動對焦設定。

 - 連續自動對焦開 / AE-L

  與AFc an模式雷同，不過壓下按鈕也會儲存曝光設定。自動對焦

設定無法儲存。

 - AE-L

  按一下五向鈕（1.17），曝光設定就會儲存下來。

曝光修正

輸入及刪除曝光修正值

1.  選取相機選單（請參閱第16／26頁）裡的曝光補償選項（5.4）。 

•  監控螢幕會出現一刻度尺以及一個紅色的EV值，其上方有個

白色三角形標示當前的設定。若那些數值都是O，這表示該功

能處於關閉狀態。

2.  轉動設定轉盤（1.18）或是往左／右按五向鈕（1.17），以便在

子選單裡設定您想要的數值。 

•  初始清單上會以EV+X1的形式顯示設定的修正值。

觀景窗內會出現

•  相關警告符號（2.8）以及光量計（2.6）上的修正值 。

在頂蓋顯示幕內會出現

• + 或 - （3.9），依修正方向而定 。

提示：

•  曾設定過的修正值即使關掉相機還是會保存下來。

•  編號1.23的按鈕壓按久一些，就能直接開啟此選單功能（請參閱

第29頁）。

重要：

在相機上設定的曝光修正值只會影響現場光線下的測光，亦即不會

影響閃光燈的測量（關於閃光燈攝影的進一步細節請參閱從第52頁

起的章節）。

1 加號或減號後方的「X」是當前的修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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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圍曝光

您有下列選項可用：

- 兩個攝影數目：3或5

- 4種間隔級數：0.5EV、1EV、2EV和3EV

設定功能

1.  選取相機選單（請參閱第16／26頁）裡的包圍曝光選項（5.5）。 

•  監控螢幕上會出現含有圖片、間隔、自動選項的子選單，下方還

有一個刻度尺。 

如果您同時啟動曝光修正功能，此功能的相關值會出現在刻度

尺下方。

2.  圖像被選取時，轉動設定轉盤（1.18）或是往左／右按五向鈕

（1.17），以決定是否要執行包圍曝光，或是選取攝影數目。 

•  刻度尺上被選取而有紅色標示的區間上方會出現白色的三角

形；它們指出當前的曝光值。

 
提示：

如果您同時啟動曝光修正功能，這會讓曝光模式 、 或 （請參閱

第44／45頁）下的原點曝光──亦即包圍曝光的起點──等同修正

過的曝光值。

3.  按壓一下設定轉盤，或是往前／上／下壓按一下五向鈕，以確認

您的設定。 

• 間隔 選項的設定會標起來，表示等您進行設定。

4.  轉動設定轉盤，或是往左／右按壓五向鈕，選取您想要的間隔級

數。 

•  有標示的區間以及三角形會隨著您所選取的間隔級數更換位

置。

提示：

•  如果因為攝影數目與級數組合之故，包圍曝光超出±3EV的範

圍： 

– 刻度尺的劃分會從±3EV 

變為±6EV。有標示的區間以及三角形會跟著走。

•  請注意：您必須採用並確認這兩種設定，否則此功能不會啟動。

5.  按壓一下設定轉盤，或是往前／上／下壓按一下五向鈕，以確認

您的設定。 

•  自動 選項的設定會標起來，表示等您進行設定。

6.  轉動設定轉盤，或是往左／右按壓五向鈕，以選取您想要的設

定； 開 表示：啟動一次快門，就會自動進行一連串的拍攝。 關 

表示：每啟動一次快門，只會拍攝一張相片。

7.  按壓一下設定轉盤，或是往前壓按一下五向鈕，以確認您的設

定。 

•  初始清單上會以 XEV /X1 的形式顯示設定的包圍曝光。

8.  相機會經由一次或多次的快門啟動操作拍出您所設定的張數。

觀景窗內會出現

• 相關的警告符號（2.8）。

•  隨著間隔級數變化的快門時間（2.2）及光圈（2.4）。

在頂蓋顯示幕內會出現

•  曝光模式、正曝光補償（+）之前、 

無曝光補償（0之前、負曝光補償（-）之前（3.9）。

• 包圍曝光的顯示訊息（3.14b）。

在監控螢幕上會出現（攝影資料顯示時，請參閱第12頁）

• 相關符號（4.1.27）。

1 第一個 „X“ 表示間隔級數，第二個表示拍攝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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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  曝光間隔級數是藉由快門時間及／或光圈的改變（視曝光模式而

定；請參閱第42頁的「曝光控制」章節）產生的。

•  正曝光補償、無曝光補償、負曝光補償。

•  使用自動包圍曝光時，所有 自動ISO設定 設定（請參閱第34頁）

都是固定的： 

-  相機自動為無曝光補償攝影所設定的感光度也會用在這一系

列攝影的其他拍攝中；換句話說，該ISO值在這一系列攝影中

不會更動。

 -  自動ISO設定 子選單裡的設定在此都無效；換句話說，相機的可用

快門時間範圍內的數值全都能用。初始曝光設定可能會使自動包

圍曝光的運作範圍受限。

•  無論如何，相機一定會拍出預定的拍攝張數，只是可能會出現下

列結果：該次包圍曝光有數張相片因為運作範圍的限制而使用相

同的曝光值。

•  此功能會維持在啟動的狀態，直到您在選單關閉此功能或是相

機關機為止。

超出及低於測量範圍

如果低於相機的測量範圍，會無法得到正確的測光結果。這時，觀

景窗裡顯示的測量值可能會帶來錯誤的曝光結果。因此，低於測光

範圍時，觀景窗裡會出現  （2.2b）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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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控制

設定快門時間及光圈／選擇曝光作業模式

徠卡S的下列設定

- 手動預選快門時間及光圈值

-  三種自動曝光作業模式的選擇

都只需要兩個操作元件──快門時間轉盤(1.11)和設定轉盤(1.18)──

就可進行。

這些設定以及您所選擇的作業模式都會在攝影資料顯示模式（4.1）

以及 信息 顯示模式（4.5）中，顯示於觀景窗（1.16/2）、頂蓋顯示

幕（1.12/3）及監控螢幕（1.23/4）上（請參閱第10頁以及第11頁的

相關說明）。

快門時間轉盤（1.11）

在  （手動設定快門時間與光圈）或  （快門先決）作業模式

中，您可使用這個轉盤手動設定快門時間。 

依應用的快門而異，有下列時間範圍可供使用：

-  使用相機的狹縫快門時──主開關（1.15）設定在 FPS 的位置（

請參閱第25頁）：6s至 1/4000s

-  使用某些徠卡S型鏡頭上的中央快門時──主開關（1.10）設定在 

CS  的位置（請參閱第25頁）：6s至 1/1000s。若設定了超過8s的快

門時間（請參閱第46頁的選單）或是更短的快門時間，相機會自

動切換使用狹縫快門。

- 在這兩種情形下也可以設定半格的時間。

提示：

手動可設定的快門時間（在  或 ) 模式中）最長是6s。在設定轉

盤上，這個時間相當於位在最後一個快門時間刻度4s以及  符號

（閃光同步時間）之間。

在  （自動程式控制）、  （光圈先決）模式中，如果要使用相

機自動且無段操控快門時間的功能，必須把快門時間設定盤設定在 

Auto 的位置。

設定在 B，才能施行最長125s的長時間曝光。

若使用非系統相容的閃光裝置以及相機內部的狹縫快門，我們建議

您採用最短的閃光同步時間（1/125s = ）。

設定轉盤（1.18）

在  或  作業模式中，請轉動該設定轉盤，手動設定光圈； 您可

以只調整半個級數。在  或  作業模式中，壓按一下該設定轉

盤，就會在手動設定光圈以及相機自動操控模式這兩者之間切換。

下表說明這兩個操作元件的功能關係

壓按 作業模式  設定轉盤
的設定

  轉動  壓按

6s 至 1/4000s 手動設定  改變光圈值  切換至 

 快門先決  無功能  切換至  

Auto 光圈先決  改變光圈值  切換至 

 自動程式模式  開啟  切換至  
  開啟光圈值的 「移位」功能 
  （請參閱第44頁）  



 43

為避免無意間誤改了作業模式，您可設定延長該設定轉盤的反應時
間，亦即壓按時間。

設定功能
1.  選取 設定 選單（請參閱第17／26頁）裡的 按調節輪選擇曝光模式 

選項（5.34）。
2.  在子選單選取 短按 （≤1s）或 長按 （≥2s）。

如果要避免無意間更改作業模式、快門時間或光圈，您可以取消這
兩個設定轉盤的功能，亦即在攝影模式中，無論是轉動或壓按這兩
個設定轉盤，都不會改變任何設定。

設定功能
1.  選取 設定 選單（請參閱第17／26頁）裡的 按鍵鎖定 選項 

（5.33）。
2. 在附屬子選單選擇想要的功能。

在頂蓋顯示幕內會出現
相關符號 （3.1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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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作業模式
徠卡S有四種曝光模式供您選用。

自動程式模式 - P

設定作業模式

1.  按壓一下設定轉盤（1.18），將光圈設定改為自動操控﹔在這種

情形，等於設定為自動程式模式。

2.  將快門時間轉盤（1.11）設定在 Auto的位置。

隨之，曝光時間和鏡頭光圈會自動因應現場光線調整，可以使用介

於125s與 1/4000s, 之間的任一數值或 1/1000s （使用某些徠卡S型鏡頭

的中相快門時），以及介於當前鏡頭的全開與最小光圈之間的任一

設定。

在觀景窗和頂蓋顯示幕裡會出現

•  P（2.3.a／3.8），代表您所選擇的曝光模式。

•  自動控制的光圈值（2.4／3.11）和時間值（2.2.a／3.12）。

提示：

•  如果您同時啟動自動感光度設定功能（請參閱第34頁），且相機

設定了最高可用的感光度，則快門時間，即使光圈全開，也會先

從1/焦距時間開始加長。

•  光線非常微弱或亮度極強時，可用的時間／光圈組合範圍有可能

會不足。在這類極為罕見的情況下，觀景窗內會出現代表曝光不

足的符號  （2.2b）（也可能是低於測量範圍的警示，請參閱

第41頁的「低於測量範圍」)或代表過度曝光的符號 （2.2b），

這時不可能得到正確的測光結果。

程式設定值移位

徠卡S的程式設定值移位功能允許您修改自動程式功能所預定的時

間／快門組合，而不會改變整體曝光量（亦即影像的亮度）。

設定功能

轉動設定轉盤（1.18） 

-  向右轉，光圈會變大（數值變小），快門時間則變短。

-  向左轉，光圈會變小（數值變大），快門時間則變長。

在觀景窗和頂蓋顯示幕裡會出現

•  P （2.3.a／3.8），代表您所選擇的曝光模式。

•  S （3.10）出現在頂蓋顯示幕，表示相機使用了移位功能。

•  相機自動操控的光圈值（2.4/3.11）和時間值（2.2.a/3.12），兩

者變化方向相反。

提示：

移位設定值會在下列狀況留存

- 完成攝影後 。

-  不受曝光測量系統12秒停駐時間的影響。 

但在下列狀況不會留存

- 切換到其他曝光模式 (A, T, M)

-  相機關機後再開機（因 節電設置 功能而關機者亦同）

這意代表在這些情形下，重新使用自動程式控制功能時，相機一定

會先使用標準的快門時間及光圈設定值。

光圈先決 - A

設定作業模式

1.  按壓一下設定轉盤（1.18），將光圈設定改為自動操控。

2. 將快門時間轉盤（1.11）設定到A的位置。

3.   轉動設定轉盤，以選取想要的光圈值。

曝光時間會自動因應現場光線調整，可以使用介於125s與 1/4000s, 之

間的任一數值或 1/1000s （-使用某些徠卡S型鏡頭的中相快門時）。

在觀景窗和頂蓋顯示幕裡會出現

•  A （光圈先決）（2.3.a／3.8），代表您所選擇的曝光模式。

• 手動設定的光圈值（2.4／3.11）。

• 自動操控的時間值（2.2.a／3.12）。

提示：

•  如果您同時啟動了自動感光度設定功能（請參閱第34頁），光圈

先決功能的調節範圍會跟著擴充。

•  光線非常微弱或亮度極強時，適用於預選光圈值的可用快門時間

範圍有可能會不足。在這類極為罕見的情況下，觀景窗內會出現

代表曝光不足的符號  （2.2b）（也可能是低於測量範圍的警

示；請參閱第41頁的「低於測量範圍」)或代表過度曝光的符號 

 這時不可能得到正確的測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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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門先決 - T

設定作業模式

1.  按壓一下設定轉盤（1.18），將光圈設定改為自動操控﹔在這種

情形，等於設定為快門先決。

2.  用快門時間轉盤（1.11）設定您想要的曝光時間。

鏡頭光圈會自動因應現場光線調整，可以使用介於當前鏡頭的全開

與最小光圈之間的任一設定。

在觀景窗和頂蓋顯示幕裡會出現

•  T （快門先決）（2.3.c／3.8），代表您所選擇的曝光模式

• 自動操控的光圈值（2.4／3.11）

• 手動設定的時間值（2.2.a／3.12）

提示：

•  如果您同時啟動了自動感光度設定功能（請參閱第34頁），快

門先決功能的調節範圍會跟著擴充。 

自動感光度設定功能若設定了最長快門時間，會無效。

•  光線非常微弱或亮度極強時，適用於預選曝光值的可用光圈範圍

有可能會不足。可能的話，請選擇別的快門時間值。不過，在這

類情形下，通常可以藉由自動設定合適的快門時間，亦即「超

控」您的手動預選設定，以獲取適度的曝光。  （2.2b）會出

現；也可能是低於測量範圍的警示（請參閱第41頁），這時不

可能得到正確的測光結果。

•  如果快門時間轉盤設定在  (=1/125s），相機會切換至 M模式 

（請參閱下一章節）。一旦設定其他快門時間，它又會切換回 T 

模式。

手動設定光圈及曝光時間-M

設定作業模式

1.  按壓設定轉盤（1.18）久一些（≥1s），將光圈設定改為自動操

控。

2.  轉動設定轉盤，以選取想要的光圈值。

3.  用快門時間轉盤（1.11）設定您想要的曝光時間。

在觀景窗和頂蓋顯示幕裡會出現

•  M  （2.3.d／3.8），代表您所選擇的曝光模式。

•  手動設定的光圈值（2.4/3.11）和時間值（2.2.a/3.12）。

• 一個協助執行曝光平衡作業的光量計（2.6）。

光量計會顯示當前所設定時間／光圈組合和測量所得曝光值之間的

差異，範圍為±3EV的顯示刻度單位是 1/2 EV級數。差異頗大時，

光量計外面的標示記號會閃爍。

為促成適度曝光，光圈及／或時間會根據測光表數據改變，直到光

量計上的原點記號亮起為止。

提示：

如果您同時啟動了自動感光度設定功能（請參閱第34頁），則會使

用最後一個手動設定的感光度。

自動感光度設定功能若設定了最長快門時間，會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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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快門設定

使用B設定時，快門的反應如下：

- 快門一直開著，直到快門鈕放開；或是 

-  快門依您所預訂的時間維持在開啟狀態。 

（兩者都是最長125s）。

如果要預定曝光時間（8s起）：

1.  按壓設定轉盤（1.18）， 

•  監控螢幕會出現一個設定選單，內含已設定之感光度可用的時

間值供您選用。當前的設定有個三角形以及紅色底線標示。

2.  轉動設定轉盤，或是往左／右按壓五向鈕，以選取您想要的曝光

時間。若不想自行設定時間，則選取B。

3.  再按壓一下設定轉盤，或是往前壓按一下五向鈕，以確認您的設

定。 

• 設定選單隨之關閉。

若已預定曝光時間，就不需要一直按著快門鈕。

觀景窗內會出現

•  符號（2.2c），而非快門時間 。

在頂蓋顯示幕內會出現

•  B (3.13)

• 設定的時間；若未設定時間，則顯示 0, (3.12)

•  開啟快門後 

- 若未設定時間，會顯示已流逝的曝光時間。  

- 若有設定時間，會顯示剩餘的曝光時間，單位是秒。

另有T功能配合自拍功能供您選用：若設定了B功能，而且自拍功能
也在快門鈕按壓後啟動，快門就會在預選的預備時間流逝後自行打
開。隨後快門會維持開啟狀態─不用繼續按著快門鈕不放─直到快
門鈕再度按到底為止。如此，即便在長時間攝影裡亦可避免因操作
快門鈕而可能產生的晃動。測光表在這兩種情形裡都會維持關閉狀
態。

提示：

•  最長可用的曝光時間取決於預設的感光度：ISO100  -125s / 

ISO200  -60s / ISO400 -32s / ISO800  -16s / ISO1600  -8s

•  曝光時間的設定會留存至  

- 您再度於設定選單選取B為止。 

- 或是相機關機為止。

•  為了減少這種令人困擾的現象，徠卡S以較長的快門時間進行拍

攝完後會自動執行一次附屬的「黑攝影」（在快門關閉的情況

下）。隨之相機會從原先拍攝的影像資料，透過數學運算法「消

掉」在此平行攝影中所測得的雜訊。

•  進行長時間曝光時，請務必考量這種作業所衍生的雙倍「曝光」

時間。在這段時間內，不可以讓相機關機。

•  欲進行長時間曝光攝影時，我們建議您裝上接目鏡蓋（G），如

此可防止不想要的額外曝光。

•  快門時間長於1/2s 秒時，監控螢幕會顯示噪點降低訊息做為提

示。

•  以B快門設定進行長時間曝光攝影時，相機只會使用內建狹縫快

門；即使主開關（1.15）設定在CS也一樣（請參閱第25頁）。

 

使用自拍功能攝影

使用徠卡S自拍功能時，您可以選擇延遲2秒或12秒拍攝相片。 

設定／執行功能

1.  選取 相機 選單（請參閱第16／26頁）裡的 驅動方式 選項 

（5.1），然後

2. 在附屬子選單選擇想要的預備時間。

3.  將快門鈕按到底，以啟動該功能的運作 

（請參閱第36頁的「快門鈕」）。

提示：

在預備時間內重新再按一次快門鈕，會重新啟動預備時間的倒數，

亦即延長預備時間。
流程

選用2秒預備時間時：

相機會先進行測光，在自動對焦模式下還會進行對焦，而且反光鏡

會翻上來，然後才開始進行預備時間的倒數。

選用12秒預備時間時：

預備時間會在按下快門鈕之後立即開始倒數，在開啟快門前2秒時

反光鏡才翻上來。

顯示訊息

倒數中的預備時間會顯示出來：

-  監控螢幕（1.23）會顯示 12秒后釋放 的訊息以及倒數計時剩下的

時間，直到開啟快門為止。 

-  相機正面的LED（1.2），在12秒預備時間的前10秒會先緩慢然後

快速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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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斷此功能

在下列狀況下，已開始倒數的自拍預備時間會中斷：

-  相機關機，亦即主開關（1.15）轉到 OFF 的位置

-  編號1.22的按鈕（在當時標示為 取消)，在12秒自拍預備時間的前

10秒內壓按一下。

不想繼續使用自拍功能時，必須至選單將此功能關閉。相機關機

時，此功能也會關掉。

提示：

如果您同時設定自拍功能與啟動反光鏡預鎖功能（請參閱下一章

節），快門會在選用的預備時間流逝後就開始運作﹔換句話說，您

不必重新壓按快門鈕。

反光鏡預鎖功能

徠卡S有反光鏡預鎖功能供您選用，以排除反光鏡活動以及鏡頭光

圈關閉作業可能引發的輕微影響。

設定／執行功能

1.  選取 相機 選單（請參閱第16／26頁）裡的 Mirror Up模式 選項

（5.8）。

2. 在附屬的子選單裡選取 開 或 關.

3.  將快門鈕按到底，亦即按到第3壓點（請參閱第36頁的「快門

鈕」），促使反光鏡向上翻。

4.  再次將快門鈕按到底，以啟動攝影。

流程

首次按下快門鈕後，相機會先進行測光，在自動對焦模式下還會進

行對焦，而且反光鏡會翻上來，光圈則依設定值關小。

第二次按下快門鈕後，快門的運作才開始，並攝下影像。

曝光後，反光鏡會翻回來，光圈則會再度打開回到平常的狀態。

中斷此功能

您可以在首次按下快門鈕之後，在攝下影像前，中斷反光鏡預鎖功

能的流程。

為此，請將主開關（1.15）轉到 OFF 位置，使相機關機；反光鏡會

隨之翻下來。

如果設定了反光鏡預鎖功能，則此功能在相機關機又重開機後，依

然會維持在啟動的狀態。換句話說，若不想繼續使用反光鏡預鎖功

能進行攝影，請至選單將該設定改為 關。

提示：

•  您必須在首次按下快門鈕之後的2分鐘內啟動攝影。否則，反光

鏡會為了節省電池電力而再度翻下來（不等快門開啟）。

•  反光鏡翻上去後，您可隨時藉由碰觸快門鈕的方法讓它的2分鐘

停駐時間重新倒數。.

•  如果您同時啟動反光鏡預鎖功能與設定自拍功能（請參閱上一章

節），快門會在選用的預備時間流逝後就開始運作﹔換句話說，

您不必重新壓按快門鈕。 

景深預視鈕及景深

徠卡S可以在任何曝光模式下，將全開的鏡頭光圈縮小成手動設定

或相機自動操控的光圈值。相機的出廠標準設定允許您用景深預視

鈕（1.4）啟動這項功能，使用此功能時，適當的數值會顯示在監控

螢幕和頂蓋顯示幕上，可是會將測光功能關閉。

景深預視功能的先決條件為

1.  測光功能先前已透過快門鈕的操作將之開啟（請參閱第36頁）；

而且

2.  快門鈕不會（再）壓按。 

壓下按鈕時，快門會無法開啟。



其他功能

水平

徠卡S有些有內建感測器，能在觀景窗及監控螢幕上顯示相機的方

位。觀景窗（2.1，請參閱第10頁）會自動顯示相關訊息，監控螢幕

的訊息顯示則要等您刻意開啟之後才會出現。監控螢幕上的顯示能

夠在進行嚴格要求方位準確性的攝影時協助您，例如用腳架進行建

築攝影時，可以精準設定相機在縱軸及橫軸上的方位。

設定功能

1.  選取 設定 選單（請參閱第17／26頁）裡的 水平儀 選項（5.30）。

2.  在附屬子選單選擇想要的功能。 

•  監控螢幕會出現一垂直刻度尺與一水平橫軸。偏離各軸零位

者，有紅色圖示； 

–  縱軸與橫軸的水平方位則有位於中央的綠色圖示。此外，

也會顯示其對應數值。

提示：

• 顯示精準度：≤1°。

•  監控螢幕上的畫面會持續顯現，直到快門鈕或是在當時標示為  

返回 的按鈕（1.21）被壓按時，才會關閉。

使用者設定檔

徠卡S允許您將任何選單設定組合儲存起來，以便日後遇到同樣的

狀況／拍攝主題時，能迅速開啟所有相關功能。本機提供四個儲存

位置給您儲存這類設定組合；此外還有一個可隨時開啟、不能變更

的出廠設定。您可以變更已儲存的使用者設定檔名稱。您可以將此

相機設定的使用者設定檔轉存到記憶卡上，以便在其他相機上應

用。同樣地，您可以將存放在記憶卡上的使用者設定檔傳送到此相

機。

儲存設定／建立使用者設定檔

1. 在選單裡設定您想用的功能。

2.  選取 圖像 選單（請參閱第16／26頁）裡的 用戶個人設定 選項

（5.35）。

3. 在子選單選擇 保存用戶個人設定。

4. 在相關子選單裡選擇想要的儲存位置。

選取使用者設定檔 

1.  選取 圖像 選單（請參閱第16／26頁）裡的 用戶個人設定 選項

（5.35）。 

•  儲存使用者設定檔後，設定檔名稱會呈現灰色，沒有用到的儲

存位置則會呈現綠色。

2.  從子選單選取想用的使用者設定檔：一個已儲存的設定檔，還是 

默認個人設定。

提示：

您若變更剛才所用之使用者設定檔中的某項設定，初始選單清單會

出現 --- 符號，而非先前所用的使用者設定檔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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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使用者設定檔名稱

1.  選取 圖像 選單（請參閱第16／26頁）裡的 用戶個人設定 選項

（5.35）。

2. 從子選單選取 管理用戶個人設定。

3.  從其子選單選取 重命名用戶個人設定。 

•  使用者設定檔編號與名稱隨之出現；號碼上會有等待編輯的

標示。

4.  轉動設定轉盤（1.18）或是往上／下按壓五向鈕（1.17），以選

取您想更改名稱的使用者設定檔。

5.  按壓一下設定轉盤，或是往前／右壓按一下五向鈕，以確認您的

設定。 

• 下一個位置會有等待設定的標示。

6.  轉動設定轉盤，或是往上／下按壓五向鈕，以改變名字裡的數

字或字母。按壓一下設定轉盤，或是往前／左／右壓按一下五向

鈕，以選取另一個位置。您可選用 A 至 Z, 的大寫字母 0 至 9 的

數字以及空格符號 。這些符號依此順序組成一無限迴圈。

7.  按壓一下設定轉盤，或是往前壓按一下五向鈕，以確認您的設

定。

將使用者設定檔儲存在記憶卡上／從記憶卡讀取

1.  選取 圖像 選單（請參閱第16／26頁）裡的 用戶個人設定 選項

（5.35）。

2. 從子選單選取 管理用戶個人設定。

3.  從相關子選單選取 載入用戶個人設定 或 輸出用戶個人設定。 

• 監控螢幕上會出現相關詢問。

4.  用設定轉盤（1.18）或五向鈕（1.17）確認是否真的要輸入或輸

出使用者設定檔。

提示：

輸出時，基本上會將四個使用者設定檔儲存位置全都傳送到記憶卡

上，即使某個儲存位置上根本沒有使用者設定檔也一樣。

因此，輸入使用者設定檔時，所有相機裡現存的使用者設定檔都會

被覆寫，亦即刪除。

回復所有個別設定

您可利用此功能，將所有先前在選單裡執行的個人設定回復成出廠

基本設定。

設定功能

4.  選取 設定 選單（請參閱第17／26頁）裡的 重設 選項（5.36）。

5. 在附屬子選單選擇 否 或 是。

提示：

此回復設定功能也會涉及那些透過 保存用戶個人設定 選項（請參閱上

一章節）設定儲存的使用者設定檔。

資料夾管理

相機會將影像資料儲存到記憶卡上自動建立的資料夾裡。資料夾名

稱基本上由八個字元組成──三個數字加五個字母，出廠設定將第

一個資料夾命名為「100LEICA」，第二個稱為「101LEICA」，以

此類推。基本上，資料夾編號會自動使用下一個可用的數字；最多

可建立999個資料夾。如果可用數字用完了，監控螢幕會出現一則

相關警告訊息。

相片名稱方面，基本上會冠上連續數字編號（直到9999），除非選

用的記憶卡上已有相片編號比相機最後一次發派的編號數字大。在

這種情況下，這張記憶卡上的編號作業會從該數字接續下去。當前

資料夾若含有編號9999的相片，相機會自動建立一個新的資料夾，

並再次從0001這個號碼開始為相片編號命名。若資料夾號碼

999及相片號碼9999均已使用，監控螢幕會出現相關警示訊息，編

號功能必須重置（請參閱下方說明）。

徠卡S允許您自行建立新的資料夾、自行訂定資料夾名稱、更改檔

案名稱。

新建資料夾／自行命名／重置相片編號

1.  選取 設定 選單（請參閱第17／26頁）裡的 後背顯示器 選項 

（5.19）。

2.  從其子選單選取 新建文件夾. 

•  資料夾名稱顯現（最初都是「XXXLEICA」）。前五個可設

定的符號會出現等待編輯的標示。您可以更改第四至第八位

的符號。

提示：

若使用未經此相機格式化的記憶卡（請參閱下一章節），相機會自

動建立一個新資料夾。

 

 

 

1 „X“ 表示一個字元位置。



3.  轉動設定轉盤（1.18），或是往上／下按壓五向鈕（1.17），以改

變名字裡的數字或字母。按壓一下設定轉盤，或是往前／左／右

壓按一下五向鈕，以選取另一個位置。 

您可選用 A 至 Z, 的大寫字母、 0 至 9 的數字以及空格符號 _﹔

這些符號依此順序組成一無限迴圈。

4.  按一下此時標示為 確認 的按鈕（1.18），以確認您的設定；或是

在設定完最後一個字元後，壓按一下設定轉盤，或是往前按一下

壓五向鈕，以表確認。 

•  一個提出 重置圖像編號？問題的子選單隨即出現。

5.  選擇 是 或 否. 

•  壓按一下設定轉盤或五向鈕以表確認後，第二點所描述的設定

選單會再度出現。

提示：

您也可以不建立新的資料夾而直接重置相片編號功能。為此請於圖

像編號子選單選取重設項目，然後依照上述的第四點與第五點完成設

定。

更改檔案名稱

1.  選取 設定 選單（請參閱第17／26頁）裡的 圖像編號 選項（5.19）；

2.  從其子選單選取 更改文件名. 

•  檔案名稱出現。第一字元的符號（最初都是「LXXXXXX1」）

有等待編輯的標示。 

您可以更改第一至第四位的符號。

3.  轉動設定轉盤（1.18），或是往上／下按壓五向鈕（1.17），以改

變名字裡的數字或字母。按壓一下設定轉盤，或是往前／左／右

壓按一下五向鈕，以選取另一個位置。 

您可選用 A 至 Z, 的大寫字母、 0 至 9 的數字以及空格符號_﹔

這些符號依此順序組成一無限迴圈。

4.  按壓一下設定轉盤，或是往前壓按一下五向鈕，以確認您的設

定。 

• 初始選單清單會出現。

將記憶卡格式化

正常情形下並沒有必要將已經插入的記憶卡格式化（初始化）。但

若首次插入一個尚未格式化、或是經其他裝置（例如電腦）格式化

的記憶卡，則需要執行格式化功能。

重要：

格式化作業不一定會無法還原地刪除卡上所有現存資料。

某些相關軟體可能有辦法還原部分資料。只有那些被新儲存資料覆

寫過去的舊資料，才是真正徹底刪除。

提示：

•  記憶卡格式化過程中，請勿使相機關機。

•  如果您的記憶卡在電腦等其他裝置進行過格式化，您應在徠卡S

裡重新將它格式化。

•  若記憶卡無法格式化，請洽詢您的經銷商或徠卡的資訊服務部 

（地址詳見第74頁）。

•  記憶卡進行格式化時，有保護功能的相片（請參閱前述章節）也

會刪除。

設定功能

1.  選取 設定 選單（請參閱第17／26頁）裡的 格式化 選項（5.20）；

2.  在子選單選擇要對哪一張卡片進行格式化，或是兩張都要。 

•  監控螢幕上會出現防止無意間錯誤設定而提出的相關問題。

3.  請用設定轉盤（1.18）或五向鈕（1.17）確認是否真的要將記憶

卡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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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GPS功能記錄攝影地點

全球定位系統（GPS）可定出其訊號接收器在世界任一角落的方

位。若啟動該功能，徠卡S會持續接收相關訊號，更新方位資料。

它能將經度、緯度及海拔等資料寫入EXIF資料裡。

設定功能

3. 選取 設定 選單（請參閱第17／26頁）裡的 GPS 選項（5.37）。

4.  選擇 開 或 關. 

•  監控螢幕上的衛星符號（（4.1.17），只在攝影資料顯示模式

（4.1）時會顯示當前狀態： 

-  上次定位是1分鐘內 

-  上次定位是24小時內 

-   上次定位已超過24小時，或是沒有位置資料

功能須知：

•  GPS定位的先決條件是：盡可能無障礙地接收到至少三個衛星

的訊號（地球上每個地方至多可接收到二十四個衛星中的九個

衛星訊號）。因此，應盡量讓相機上的GPS天線（1.3）垂直向

上指。

•  請注意別讓手或其他（尤其是金屬類）物品遮到GPS天線。

•  在下列地方或情況，可能會無法順利接收GPS衛星的訊號。這時

可能會根本無法定位或得到錯誤的定位結果。. 

- 密閉空間中 

- 地底下 

- 樹下 

- 行進中的車子裡 

- 高樓附近或峽谷內 

- 高壓電纜附近 

- 隧道內 

- 行動電話附近 

- 使用裝在靴座上的配件，例如閃光裝置

安全應用須知：

GPS系統所產生的電磁波可能會干擾儀器與測量器材。因此，當您

搭乘的飛機起飛或降落前，或在醫院或其他有無線通訊限制的場所

時，請記得關閉GPS功能。

重要（法令規定的使用限制）：

•  在某些國家或地區，GPS以及相關技術的使用可能有所限制。因

此，出國旅遊前，請務必向當地的大使館或旅行社徵詢這方面

的資訊。

•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古巴的法令規定不准在其境內以及其邊境附

近（香港與澳門除外）使用GPS，違反規定會遭受其法令制裁！

因此，GPS功能會自動在這些地區關閉。



閃光作業

閃光曝光測量以及操控概述

徠卡S會在真正進行攝影前，觸發多次快速連續瞬間測試閃光，以

探求它所需要的閃光功率。之後，開始曝光時，就會觸發主閃光

燈。

所有會影響曝光的因素（例如攝影濾鏡、光圈設定、與攝影主題的

距離、反光的天花板...）都會自動考慮到。

可用的閃光燈

使用靴座（1.14）連結

- 所有符合當前有效的ISO規範10330以及較早的DIN 190141（正極

在X接點上）規範的閃光燈和攝影棚閃光燈設備

使用下方的LEMO®接座（1.34）連結

-  所有能經由特定訊號線操控的閃光燈和攝影棚閃光燈設備

使用閃光燈接頭（1.31）連結

-  攝影棚閃光燈設備以及其他使用閃光線與標準閃光插頭的閃光燈 

下列閃光燈可以在徠卡S上執行所有本說明書裡所描述的功能：

1  若您想要將一個不符合ISO規範的攝影棚閃光燈設備連接到徠卡S上，請洽

詢徠卡相機公司的客戶服務中心（地址詳見第74頁）或徠卡代理商的客戶

服務部門。

•  徠卡SF 58系統閃光燈（請參閱第65頁）。最大閃光導數可達58

（於ISO 100及105mm的設定下），自動操控的變焦式反射罩，

可選擇性開啟的第二反射罩，還有許多其他功能﹔不但功能強

大且用途廣泛。由於固定內建的閃光燈腳座有相關的其他操控

及訊號接點，可用來自動傳送一系列資料和設定，所以操作相

當簡易。

•  具備系統3002的SCA（System-Camera-Adaption）的技術條

件、備有SCA-3502-M5 2、3轉接頭、接受閃光導數的操控接

受、能高速同步閃光（HSS）（請參閱第54頁）的閃光燈。 

其他市面常見的外接閃光燈，只要含有標準閃光燈腳座4、5、正

極在中間、是透過中間接點（X接點，1.14a）觸發的（沒有TTL

閃光操控），都可以使用，我們建議您使用現代的晶閘管控制電

子式閃光燈。

2  使用SCA-3502(第5版起)轉接頭時，可將白平衡（請參閱第33頁）設定為自

動，以獲得適當的色彩重現。
3  不建議您使用其他相機製造商的系統閃光燈以及其他相機系統使用的SCA

轉接頭，因為不同的接點位置和接點定義可能引發功能異常、甚至毀損。
4 若裝上並非專為徠卡S設計的閃光燈，應該手動把相機的白平衡設定為  。
5  鏡頭上預定的光圈以及感光度，必須在閃光燈上手動輸入。

閃光同步時間

使用傳統閃光技術，亦即將快門時間轉盤設定在  (（請參閱第8

頁）、使用相機自身的狹縫快門時，徠卡S的閃光同步時間是 1/125s.

。若使用鏡頭的中央快門（請參閱第24／65頁），所有快門時間（

最長 1/1000s) 都能使用。

使用系統相容、有HSS能力（請參閱第54頁）的閃光燈時，所有較

短的快門時間也能使用。

尤其是攝影棚閃光燈設備，其發亮時間往往比所謂的同步時間長很

多，如果要充份利用這種閃光燈的光量，應使用較長的時間值。

提示：

•  所有快門時間以及 1/125s 的同步時間都會使 X 符號（2.5b）在

觀景窗內亮起，表示相機可使用這些時間進行一般的閃光作業。

•  快門時間轉盤設定在  時，預定的曝光作業模式可能會到設定

的快門時間限制而改變，亦即從  改為 , 或是從  改為   

（請參閱第42頁）。一旦您再度預定一個快門時間，原先的作

業模式就會再度啟用。

•  若使用徠卡SF 58（請參閱第65頁），而且在相機上設定了較短

的快門時間，亦即 ≤ 1/180s 配狹縫快門，或 ≤ 1/1500s 配中央快

門，閃光燈就會自動切換至HSS模式（請參閱第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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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同步時間／同步時間範圍

徠卡S可以讓您在閃光作業中搭配自動程式控制或光圈先決的曝光

模式，並依當前的拍攝主題條件或是您對影像的偏好來微調快門時

間。此外，還有一種自動以及多種手動設定供您選用。

設定功能

5.  選取 相機 選單（請參閱第16／26頁）裡的 快門速度限制 選項

（5.6）

6.  在其子選單選擇 - 1/f, （自動的、受限於鏡頭條件的設定）或

是 手動設定 如果您想自行選用一特定快門時間）。

7.  您可以在 手動設定 子選單裡設定最短的可用快門時間，以定出

可用快門時間的範圍。

提示：

•  1/f 是以確保不會拍出晃動模糊影像的簡易法則所定出的最長快

門時間，例如：使用Summarit-S 1:2.5/70mm ASPH.時，該值

即為 1/60 s。但是， 快門速度限制。選單有設定它的極限值：1/125 
s 秒──即使使用更長的焦距，也不得超過此值。

•   手動設定–子選單裡的設定區會先出現「基本設定」── 1/f。

選擇同步時間點

徠卡S允許您選擇閃光觸發時間點，亦即選擇同步時間點為曝光開

頭或曝光尾聲。 

無論您使用哪種閃光燈，即使是與系統不相容的閃光燈、裝在靴座

上或透過訊號線連接，且無論您使用哪些相機設定和閃光燈設定，

都可以使用此功能。這兩種情形的顯示訊息都一樣。

設定功能

1.  選取 相機 選單（請參閱第16／26頁）裡的 閃光同步模式 選項

（5.7）。

2. 在附屬的子選單裡選擇想要的項目。

裝上閃光燈

安裝閃光燈時要注意，其腳座必須完全推進徠卡S的靴座（1.14）

裡。而且（如果有的話）要用夾緊螺帽固定好，以防止意外掉落。

這一點對於有其他操控及訊號接點的閃光燈來說格外重要，因為它

在靴座裡的位置變化，會中斷必要的接點連結，並且可能因此造成

故障。

提示：

安裝前，相機和閃光燈都必須關機。



用於由相機操控的自動閃光作業設定

將要使用的閃光燈開機並設定為適用TTL模式的作業模式後，您必

須在徠卡S相機上進行下列設定：

1.  每當您要用閃光燈攝影時，都要先輕輕壓下快門鈕來啟動測光功

能﹔換句話說，觀景窗內必須出現快門時間值或光量計。若過急

地將快門鈕按到底，而沒成功完成上述動作，閃光燈可能不會觸

發。

2.  您必須設定您想用的曝光模式或是想用的快門時間及／或光圈

值。這時要考量最短的閃光同步時間，因為它攸關相機是否會觸

發「一般」的攝影閃光還是HSS閃光。

TTL閃光模式

在徠卡S裝上系統相容的閃光燈後（請參閱第52頁），不管您使用

哪個曝光作業模式，都能選用全自動、亦即由相機操控的TTL閃光

模式。

此外還有一種自動補光操控的模式可以使用。 為了平衡閃光與現場

光源，環境亮度偏高時，閃光功率有時可能會削減（至多 12/3 EV)

（閃燈補光）。如果現場亮度所需要的快門時間比同步時間短（使

用狹縫快門時，是 (1/125 s 秒，使用有中央快門的鏡頭時，是 1/1000 s 

秒），或是快門時間是手動設定的，相機就會自動將系統相容的閃

光燈切換至高速同步閃光模式（HSS，請參閱下一章節）。

徠卡S亦會將設定的感光度和光圈值傳給閃光燈。如此，只要該閃

光燈也有此類顯示功能，它就會自動將有效距離數據傳至顯示區。

提示：

•  下列章節只說明可用於徠卡S及系統輕巧型的閃光燈之設定和功

能。

•  相機上所設定的曝光修正功能（請參閱第39頁）只會影響現場光

源的測量！ 

如果您在閃光作業模式下也想執行TTL閃光曝光測量的修正──

平行或逆向，您必須自行另外（在閃光燈上）進行設定！

•  如果要取得閃光作業（尤其是使用非徠卡S專用的閃光燈時)以及

閃光燈不同作業模式的進一步資訊，請查閱閃光燈的使用說明書

高速同步閃光模式（HSS）

在徠卡S裝上系統相容的閃光燈後（請參閱第52頁），不管您使用

怎樣的快門時間以及哪個曝光作業模式，都能選用全自動、亦即由

相機操控的高速同步閃光模式。如果選用或所計算的快門時間比同

步時間短，換句話說，使用狹縫式快門時，快門時間 ≤ 1/180 s 秒，

相機就會自動啟動此模式。閃光燈的設定適當時，攝影師不需要為

此模式的切換進行其他設定。

使用系統相容閃光燈的頻閃式閃光模式

這種在曝光過程中連續發出多次閃光的閃光方法，可以在相機的所

有曝光模式下使用。

使用  或  模式時，相機會自動依選用的閃光次數與頻率設定出

必要的快門時間。 如果這個必要的快門時間配上現場光線會造成曝

光過度，光量計（2.6b）會有相關顯示。

使用  或  模式時，快門時間若太短，觀景窗以及頂蓋顯示幕內

的時間顯示（2.2a／3.12）會閃爍以示警告。

遇到這類情況時，您可修改閃光次數及／或閃光頻率及／或光圈值

及／或快門時間（用  與 ) 來平衡曝光。

成功的頻閃攝影，例如在一張畫面記錄下動體的連續活動過程，取

決於閃光燈的工作範圍、閃光次數、距離以及光圈值的設定。進一

步的相關資訊請參閱您的閃光燈使用說明書。

提示：

使用HSS閃光技術時，有效距離會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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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系統相容閃光燈時，觀景窗內的閃光曝光控制顯示訊息

徠卡S的觀景窗顯示區的閃光符號（2.5a）旨於回報及顯示各種作

業狀態。

•   未出現，儘管閃光燈處於開機及待命狀態： 

在這類情況下，儘管閃光燈處於開機及待命狀態，徠卡S也不會

觸發它。（例如閃光燈上設定了錯誤的作業模式）。

•   在攝影前閃爍： 

閃光燈尚未處於待命狀態

•   在攝影前發亮： 

閃光燈處於待命狀態

•   攝影後繼續發亮： 

閃光燈繼續處於待命狀態

•  閃光燈上若設定閃光曝光修正功能，觀景窗內會另外出現 ± 符

號（2.8）作為提示。

使用閃光燈本身的電腦自動控制功能的閃光模式

使用系統相容閃光燈的曝光自動操控功能時，閃光燈內建的感測器

（而非相機）會負責測量及估算拍攝目標反射回來的光量。 相機的

曝光模式運作流程基本上跟未使用閃光燈時一樣。 如果閃光同步時

間在  或  模式中超出底限，或是在  或  模式中比同步時間

短，閃光燈不會觸發。

由於 ,  和  作業模式會自行依環境光線設定出曝光適度的攝

影，閃光功率應該削減，亦即應該設定一個介於–1EV 與–2EV之

間的閃光曝光修正值。 使用系統相容的閃光燈時，鏡頭上所設定的

光圈值會傳送到閃光燈，並自動當成電腦設定的光圈值來使用。 進

行測量時，相機上所設定的感光度以及可能為環境光線（相機）及

閃光（閃光燈）設定的曝光修正值都會考慮進去。

使用恒定閃光功率的手動閃光模式

若於手動閃光模式讓閃光燈以全功率或特定低功率（若能在閃光燈

上設定）工作，相機不會執行閃光量的操控。相機的曝光模式運作

流程基本上跟未使用閃光燈時一樣。

如果閃光同步時間在  或  模式中超出底限，或是在  或  模

式中比同步時間短，閃光會抑制。

閃光功率、感光度及拍攝目標距離會影響鏡頭光圈的設定；或是反

之，光圈值、感光度及拍攝目標距離會影響閃光低功率的設定（請

參閱閃光燈的說明書）。

透過X接點執行的閃光模式

透過配件接座連結與系統不相容的閃光燈時，無法進行資料傳輸。 

相機「無法辨識」這類閃光燈，因此會表現得像是沒有裝上閃光燈

般。 曝光時間手動閃光設定為閃光同步時間 1/125 s, 或 1/1000 s （-

（使用中央快門時（請參閱第25頁））或 , 或更長的時間時，相

機不會自動切換模式。閃光待命狀態和控制顥示功能都不會啟動。

如果您的閃光燈支援此功能，您可以透過電腦光圈來進行光量控

制，也就是說，透過閃光燈上的感測器，或是手動選擇合適的部分

閃光功率級數來操控光量（請參閱閃光燈使用手冊）。

透過閃光燈接座／下方的LEMO®接座執行的閃光模式

閃光燈及大型的攝影棚閃光燈設備可以透過備有標準閃光插頭或

LEMO®插頭的纜線與閃光燈接座（1.31）或下方的LEMO®接座

（1.34）連結 LEMO®接頭有個自動鎖扣裝置，可防止連結無意間

中斷。相關纜缐可向徠卡洽購（參閲65頁）

相機「無法辨識」以這種方式連接的閃光燈，因此會表現得像沒有

裝上閃光燈一般。曝光時間手動閃光設定為閃光同步時間 1/125 s, 或 
1/1000 s （-（使用中央快門時（請參閱第21頁））或 ,或更長的時

間時，相機不會自動切換模式。閃光待命狀態和控制顥示功能都不

會啟動。



播放模式

選擇攝影及播放模式

開機後，徠卡S原則上會進入攝影模式。

如果要播放相片，有兩種模式供您選用：

- 播放  不限時播放

- 自動囘放  每次攝影後即自動播放

不限時播放 – PLAY

設定功能

短促按一下1.21按鈕，就能開啟一般播放模式，無論您目前是在

-  攝影模式（亦即監控螢幕處於關閉狀態）；或是

-  攝影資料顯示模式（（4.1），請參閱第12／26頁）；或是

-  自動囘放 模式。

•  監控螢幕會出現最後一次攝影的相片以及相關顯示（4.2.1至

4.2.9）（請參閱第13頁）。若插入的記憶卡內沒有相片，轉到

播放模式後，您會看到下列訊息： 無圖像可選.

自動播放最後一張相片

在 自動囘放模式中，相機每拍完一張相片就會立即在監控螢幕

（1.23）展示之。您可以訂定相片展示時間長度。

設定功能

1.  選取 設定 選單（請參閱第17／26頁）裡的 自動囘放 選項

（5.24），

2.  在其子選單裡，先選擇 持續時間,項目 。

3.  在隨後出現的其他子選單裡，選擇想要的功能及時間長度 

(關, 1 秒, 3 秒, 5 秒, 保持)。

提示：

•  您可隨時從 自動囘放 模式切換到 播放模式（請參閱前面的說

明）。

•  即使尚未從相機的緩衝記憶體轉存到記憶卡上──LED（1.20）

還在閃爍──的相片，您也能立即檢視。反之，您無法在資料傳

輸期間開啟記憶卡上的相片。

•  徠卡S會根據DCF標準（Design Rule for Camera File System）

儲存相片。

•  徠卡S只能播放由徠卡S型相機所拍攝的相片資料。

•  若相機同時以JPEG和DNG格式儲存相片資料（請參閱第32頁），

基本上是以DNG檔案來顯示完整影像 。

•  若使用連續拍攝功能或自動包圍曝光（請參閱第36／40頁）攝

影，這兩種播放模式都會先顯示那一系列相片的最後一張。 如

果要選看該系列的其他相片，請參閱第58頁。

一般播放（4.1）

為避免干擾您檢視相片，一般播放模式只會顯示

- 標題列的資訊（4.1.1至4.2.6）

-  右上方指示設定轉盤功能──翻頁或放大──的符號（4.2.7）。

-  只顯示相片的局部畫面時（請參閱第58頁），右上方會多出一個

長方形，裡面有個方框（4.2.8）顯示該局部畫面在整張相片中的

位置與大小比例。

除了一般播放模式外，還有三種播放模式會提供不同的其他資訊。 

這四種模式組成一無限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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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色階分布圖（4.2）

在一般播放模式中，往前按壓一下五向鈕（1.17）（藉以離開一般

播放模式），以另外顯示色階分布圖（4.3.1）。 

• 色階分布圖會出現在相片影像的下半部。

提示：

•  播放相片的完整影像或部分影像時（請參閱第58頁），都可

以開啟色階分布圖；同時播放四張或九張縮圖時（請參閱第59

頁）則不行。

•  色階分布圖的內容都是針對當前顯示在螢幕上的相片影像（請參

閱第58頁）。

色階分布圖

本機有兩種色階分布圖供您選擇：針對整體亮度 (標準), 還是只針對

紅綠藍三個色頻 (RGB)。

設定功能

1.  選取 設定 選單（請參閱第17／26頁）裡的 色階分佈圖 選項

（5.25）。

2. 從子選單選取 標準 或 RGB。

顯示削波部位（4.3）

在一般播放模式中，往前按壓兩下五向鈕（1.17）（從一般播放模

式開始算起），以另外顯示沒有影像內容的部位。

•  太亮的部位閃紅光；太暗則會閃藍光。此外，右下方會出現削波

符號（4.4.1）。

提示：

•  播放相片的完整影像或部分影像時（請參閱第58頁），都可以

開啟削波部位顯示功能；同時播放四張或九張縮圖時（請參閱第

59頁）則不行。

•  削波部位顯示內容都是針對當前顯示在螢幕上的相片影像（請參

閱第58頁）。

削波部位顯示

您可以在選單設定該顯示功能的削波閾值以及亮區或暗區的範圍

值。

設定功能

1.  選取 設定 選單（請參閱第17／26頁）裡的 溢出設置 選項（5.26）。

2.  在子選單設定下閾值與上閾值。

•  D刻度尺會顯示削波部位在整體曝光範圍中的比例。

顯示相片資訊（4.4）

在一般播放模式中，往前按壓三下五向鈕（1.17）（從一般播放模

式開始算起），以顯示其他影像資料以及一縮圖。

提示：

這個模式只會顯示完整影像，不管之前是否只顯示部分影像。



檢視其他相片／「翻閱」記憶體內容

1.  短促（≤1s）壓一下設定轉盤（1.18），即可切換翻頁與放大功

能。

•  右上方會有符號顯示當前的作業模式：  代表翻頁，  代

表放大。

2.   符號出現時，您可轉動設定轉盤，以開啟其他相片。 

向左轉會開啟編號較小的相片，向右轉則開啟編號較大的相片。

最大或最小編號之後，組成一無限迴圈的相片又會從頭排起，讓

您能從任一方向逐一開啟所有相片。

•  監控螢幕會顯示當前影像的相片及檔案編號。

 提示：

在所有四種播放模式（請參閱第56／57頁）中，在任何放大

級數中，即使在播放偏旁的局部影像或同時播放數張縮圖時

（請參閱下一頁），您都可以使用此功能。

放大局部畫面 

您可以如下述放大相片局部畫面： 

-  逐步放大 ，

或 

- 立即放大至極限。

逐步放大

1.  短促（≤1s）壓一下設定轉盤（1.18），以切換翻頁與放大功能。 

2.   符號出現時，您可向右轉動設定轉盤，以放大螢幕上的影

像。您轉得越多，放大級數就越高，該局部畫面在整張相片的比

例就越小。本機的放大功能共有四級。在最後一級時，螢幕的一

像素就等於相片的一像素。

•  長方形裡的方框（4.2.8）是在顯示該局部畫面在整張相片裡

的大小比例與位置。

立即放大至極限

設定轉盤壓久一些（≥1s），就能切換完整畫面與極限放大圖的顯

示。

提示：

•  先前選用的作業模式不會因此改變。換句話說，轉動設定轉盤

時，相機會開啟另一張相片中同樣位置的局部畫面（在 ), 模

式中)，或減小放大級數（在  模式中）。

•  不管目前的放大級數為何，都可使用此功能。如果先前顯示為局

部畫面，首次按壓設定轉盤時，相機會先播放整張相片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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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局部畫面

依您想前進的方向按壓五向鈕（1.17）──往上、下、右或左。

•  長方形裡的方框（4.2.8）會隨著您的按壓方向移動。

同時檢視多張縮小的相片

 符號出現時，若往左 轉動 設定轉盤（1.18）

-   放大的影像會縮小； 

或者，轉動當時正在播放整張影像時，則會

-  同時播放四或九張相片。

• 綠色框線會

 -  在播放四或九張相片時先標示其中一張（先前以全尺寸顯示的

相片）

 - 在設定轉盤繼續向左轉時標示全部九張相片

選擇某張縮小的相片 

1.  按壓一下設定轉盤（1.18），以啟動選取功能。

• 框線會從綠色轉為紅色 。

2. 如下操作

- 框線是綠色時，轉動設定轉盤 。

-  框線是紅色或綠色時，往上、下、右或左按壓五向紐

 即能選取其他相片。

 •  框線只框住一張相片時，它會無限迴圈地依行數從一張相片跳

到另一張相片。若框線一次框住九張相片時，則會一次跳躍九

張一組的相片。

3.  再按壓一次設定轉盤，即會關閉此選取功能。

• 框線顏色變回綠色。

4.  再次向右轉動設定轉盤，可逐步放大框住的相片（請參閱第58

頁）；設定轉盤按壓久一些（≥1s），則可直接返回一般播放模

式。



切換至其他記憶卡

1.  正在播放九張相片時，向左轉動設定轉盤（1.18）。

•  監控螢幕會顯示含有兩卡圖示的選擇清單。啟動中的卡片會以

綠色框線標示。

2.  按壓一次設定轉盤，會開啟選取功能。

• 框線會從綠色轉為紅色。

提示

•  唯有插入適用卡片時，才能使用此功能。

•  這裡的記憶卡切換只適用於播放模式，不適用於儲存影像資料（

請參閱第35頁）。

3.  再度轉動設定轉盤，便會切換至另一張記憶卡。

• 紅色框線位置會隨之切換 。

4.  再按壓一次設定轉盤，會關閉此選取功能，並啟動有框線的記憶

卡。

• 框線顏色變回綠色。

保護相片／取消刪除保護

提示：

在 信息 播放模式（4.5）中，不能使用此功能。

1.  按壓一下四個按鈕（1.21、1.22、1.24、1.25）中的其中一個。

•  在影像區內，在那些按鈕旁，適用於當時狀況的按鈕功能──保

護, 刪除 與 菜單──會顯示五秒鐘。

2.  按一下 保護 鈕。

• 影像區內：

-  會顯示適用於當時狀況的按鈕功能── 退出, 確認, 保護 所有圖像, 

以及 所有圖像 （如果該張相片已加上保護措施，則會顯示 取消所

有，而非 保護 所有圖像) 。

 -  在中央出現保護? 這個問句以及標上紅色底線、當前被開啟的功

能的選項之一──單張圖像。

 -  也可能會出現表示該相片有刪除保護的符號（4.2.9）。這時，影

像區中央會顯示 取消保護？ 問句，而非 保護?

3.  使用1.25按鈕選擇只保護目前顯示的相片還是全部相片﹔若該相片

已有刪除保護，則選擇只取消目前相片的保護措施，還是取消所有

相片的保護措施。 

•  相關顯示會視狀況變換：按鈕旁的功能名稱會在 所有圖像 與 單

張圖像, 之間切換，中央選項則會隨之變成另一個。

提示：

•  啟動或取消單張相片的保護功能後，您可以轉動設定轉盤（1.18），

以開啟其他相片。

•  按一下 退出 鈕（請參閱上述第2點），會回到該張相片的一般播

放模式。

•  按一下編號1.23的按鈕，會直接切換到取消保護的選單，或是從那

邊再切回來。

4.  按一下 確認 按鈕，以啟動或取消保護功能。 

•  若相片加上保護措施，監控螢幕會出現相關符號（4.2.9）；反

之，該符號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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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相片

提示：

在 信息 播放模式（4.5）中，不能使用此功能。

1.  按壓一下四個按鈕（1.21、1.22、1.24、1.25）中的其中一個。

•  在影像區內，在那些按鈕旁，適用於當時狀況的按鈕功能── 

保護, 刪除 與 菜單 ──會顯示五秒鐘。

2.  按一下刪除鈕

•  影像區內：

 -  會顯示適用於當時狀況的按鈕功能── 退出, 保護, 確認 以及 所

有圖像 （如果該張相片已加上保護措施，則會顯示 取消所有 而

非 保護 所有圖像）。

 -  在中央出現 刪除? 這個問句以及標上紅色底線、當前被開啟的

功能的選項之一── 單張圖像 。

 -  也可能會出現表示該相片有刪除保護的符號（4.2.9）。在這種

情形下，確認 按鈕會無法使用，其文字顏色也會從黑色轉為白

色。 

3.  使用編號1.26的按鈕選擇只要刪除目前顯示的相片或刪除所有相

片。

•  相關顯示會視狀況變換：按鈕旁的功能名稱會在 所有圖像 與 

單張圖像, 之間切換，中央選項則會隨之變成另一個。

提示：

•  啟動單張相片的刪除作業後，您可以轉動設定轉盤（1.18），以

開啟其他相片。

•  按一下 退出 鈕（請參閱上述第2點），會回到該張相片的一般播

放模式。

•  按一下編號1.22的按鈕，會直接切換到保護相片的選單（請參閱

第60頁）。

如果只要刪除一張相片

4.  按壓 確認 鈕，以啟動刪除作業。

•  監控螢幕會顯示下一張未刪除的相片。

如果先前刪除的相片是記憶卡上唯一的相片，會出現下列訊

息： 沒有圖像

如果要刪除所有相片

4. 按一下 確認 鈕。

• 監控螢幕會出現尋求確認的問題： 刪除全部？

提示：

按一下 退出 鈕（請參閱上述第2點），會回到該張相片的一般播放

模式。

5.  用確認按鈕確認並啟動刪除作業。 

• 監控螢幕會顯示下列訊息： 沒有圖像

提示：

有保護措施的相片無法刪除。刪除後，會出現現有相片中的最後一

張（編號最高者）。

 



其他功能

將資料傳送到電腦上
徠卡S與下列作業系統相容：
Microsoft®: Windows® XP / Vista® / 7®

Apple® Macintosh®: Mac® OS X （10.5或更新）
徠卡S備有USB 2.0介面，以便將資料傳送到電腦。您可藉此快速將
資料傳送到備有相同介面的電腦上。您使用的電腦必須備有USB接
頭（可直接與徠卡S相連）或CF或SD／SDHC／SDXC讀卡機。

提示：
用USB集線器(「Hub」)或延長線將兩台或兩台以上的裝置接到電
腦，可能會發生功能失常的現象。

用USB連接
徠卡S支援兩種不同標準的USB資料傳輸線。它考慮到有些程式要求
使用符合PTP協定的連結以傳輸影像資料。
此外，您也可將相機當成一部外接式磁碟機（「大量儲存裝置」）
來使用。

設定功能

1.  選取 設定 選單（請參閱第17／26頁）裡的 USB模式 選項 

（5.21）。

2. 從子選單選取 PTP 或 Mass Storage。

採用PTP協定連接及傳輸資料

若在徠卡S選取 PTP 設定，且連結的電腦成功辨識出本機，請依下

列方式操作：

提示：

使用PTP標準進行資料傳輸時，所有存放在選用記憶卡上的相片都

會在電腦上顯示；前提是相片資料的儲存設定為 順序 或 並行 （請

參閱第35頁）。如果設定為 外接存儲器，則無法進行資料傳輸。

使用 Windows® XP® / Vista® / 7®

3.  請用隨附的LEMO®USB訊號線（D）連接徠卡S的LEMO®資料輸出

接頭（1.33）與電腦的USB接頭。為此必須先將相機接頭上面的蓋

子（1.26）向前打開。

使用 Windows® XP®

•  連結成功後，桌上型電腦上會出現提示，告訴您已辨識出徠卡S

新硬體（只有在第1次連結時！）。

4.  連點兩下這個提示（只在第一次連結時；以後不需要）。 

•  隨之會出現一個資料傳輸精靈的 „S Digital Camera“下拉式

選單。

5.  請點選 „確認“，並遵照輔助精靈的指示，將照片複製到您選擇的

資料夾去，並從該處讀取。

使用 Windows® Vista®/7®

•  成功連接後，工作列上方會出現一個關於安裝新裝置驅動程式的

提示訊息。 

同時，相機螢幕上會出現 USB連接訊息。 

在下一個提示視窗確認必要的安裝。 

電腦螢幕上會出現含有各種裝置選項的 „自動播放“選單。

4.  您可以和平常一樣透過Windows的精靈執行 „輸入相片“或 „開
啟裝置以檢視資料“，以便

5.  用Windows的檔案總管開啟記憶卡上的資料夾。

使用 Mac® OS X® （10.5或更新）

1.  請用隨附的LEMO®USB訊號線（D）連接徠卡S的LEMO®資料輸

出接頭（1.33）與電腦的USB接頭。為此必須先向前打開相機接

頭上面的蓋子（1.26）。 

•  相機與電腦連結成功後，相機螢幕上會出現USB連接訊息。

2. 在電腦上打開 „Finder“。

3.  在視窗左邊區域的 „地點“類別點選 „程式“。

4.  在視窗右邊區域點選 „Digitale Images“ 程式。 

•  該程式開啟後，程式標題列會出現 „S Digital Camera“這個

名稱。

5.  現在您可使用 „Load“ 鍵將相片儲存到電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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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相機當作外接磁碟機（大量儲存裝置）進行連結及資料傳輸

使用 Windows®作業系統： 

若用隨附的LEMO®USB線連結徠卡S與電腦，作業系統會將它視為

外接式磁碟機，而且指派一個磁碟機字母。 用Windows®檔案總管

將相片資料傳輸／儲存到您的電腦上。 

使用 Mac®作業系統：

若用隨附的LEMO®USB線連結徠卡S與電腦，相機上的記憶卡會以

儲存媒體的形式出現在桌面上。用Finder將相片資料傳輸／儲存到

您的電腦上。 

提示：

此功能處於啟動狀態時，所有其他相機功能都無法使用。

重要：

•  只能使用隨附的LEMO®USB訊號線（D）。

•  將徠卡S上的資料傳輸到電腦時，請切勿拔除USB訊號線造成兩

者連結中斷，否則電腦及／或徠卡S可能會「當機」，甚至可能

會讓記憶卡遭受無法修復的損害。

•  將徠卡S上的資料傳輸到電腦時，請切勿將相機關機或發生因電

池電力不足而關機的現象，否則電腦可能會因此當機。基於同樣

理由，請切勿在資料傳輸過程中取出相機的電池。如果在資料傳

輸過程中，出現電池電力不足的警訊，請先下達結束資料傳輸的

指令，再將相機關機（請參閱第25頁），並為電池充電（請參

閱第18頁）。

用讀卡機連接及傳輸資料

您可使用市售的CF或SD／SDHC／SDXC讀卡機將相片檔案傳送到

電腦上。您可在電腦配件商店裡買到這類裝置，並取得進一步的相

關資料。

記憶卡上的資料結構

記憶卡上的資料傳送到電腦時，會建立下列資料夾結構：

在 100LEICA-, 101LEICA-, 等資料夾裡最多可儲存9999張相片。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在徠卡相機公司網站為您的徠卡S註冊後，您就可免費下載、使用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您可從相機包裝裡的註冊卡取得
進一步的相關細節。

LEICA Image Shuttle
獨家供應的LEICA Image Shuttle軟體可以讓您從電腦遙控相機、進
行 „遠端攝影“，並直接將影像資料儲存到電腦的硬碟上。此軟體
能操控相機的所有重要功能，是一項能在攝影棚和 „現場“提供完
美支援的便利工具。
在徠卡相機公司網站為您的徠卡S註冊後，您就可免費下載、使用
LEICA Image Shuttle。您可從相機包裝裡的註冊卡取得進一步的相
關細節。

系統需求條件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 7®; Mac® OS X 10.6 或更新
有些Windows版本的作業系統可能會發出沒有Windows簽署認證的
警告，請忽略這些訊息並繼續安裝動作。



安裝韌體更新

徠卡致力於進一步開發、改善自己的產品。數位相機有許多功能完

全以電子方式控制，所以有些改善與功能的擴充，可於出廠後再安

裝到相機裡。

因此，徠卡會不定期提供韌體更新。

如果要瞭解說明書裡所列的規格是否會因此有所變更或補充，請

瀏覽下列網頁： http://www.s.leica-camera.com/downloads-

overview

若要確認您的相機韌體是否為最新版本，請檢視相機選單裡的 Firm-

ware 選項的內容（5.41）（請參閱第17頁及第26至29頁）。

您可自行從我們公司網站的首頁輕鬆下載新的韌體，安裝到您的相

機上。

1. 用您的徠卡S將一張記憶卡格式化。

2.  相機關機後，取出記憶卡，將它放進內建式或與電腦連結的讀卡

機。  

（韌體更新必須使用讀卡機。）

3.  從下列網頁下載韌體檔案： 

„https://owners.leica-camera.com/login“ herunter。

4.  將檔案S-X_xxx.FW儲存在記憶卡資料夾結構的最上面一層。 

X_xxx表當時的版本。

5.  將記憶卡依正確方式自讀卡機中取出後插入相機內，並將底蓋關

上。往前按住五向鈕（1.17)，用主開關（1.15）啟動相機。

 

更新作業隨之啟動。該作業可能會花費數分鐘的時間。

更新成功後，會出現一個確認訊息。

提示：

如果充電電池沒有足夠電力，您會得到相關警告訊息。

HDMI幻燈片模式播放

您可使用HDMI訊號線連結徠卡S與外部播放裝置，以自訂尺寸與高

階品質檢視相機裡的相片。.

設定功能

1.  選取 設定 選單（請參閱第17／26頁）裡的 HDMI 選項（5.22），

2. 在其子選單裡先選擇 分辨率。

3. 在那裡設定想要的格式，或選擇自動設定。

提示：

如果要得到最佳播放品質，應選擇 1080p。

4. 在第一個子選單選擇 幻燈片。

5.  在隨之出現的子選單選取 選擇圖像。 

• 影像區內會出現： 

-  適用於當時情況的四個按鈕功能名稱── 所有圖像, (4.6.1) - 退

出, (4.6.2) – 確認 (4.6.3) - 取消選定 所有圖像 (4.6.4)。 

 -  問句 選定？ （4.6.5）以及當前被開啟的功能的選項之一 單張圖

像 (4.6.6)。

 -  適用於已經選擇的相片符號（4.5.7）（出現與否視情況而定） 。

如果只要選擇一張相片

6.  按一下 確認 鈕。 

• 編號4.6.7的符號會出現在監控螢幕上 。

如果要選取所有相片

6.  按壓編號1.25的按鈕。 

•  編號4.6.1以及4.6.6兩處的顯示內容會互換。

7.  按 確認 鈕以表確認。 

•  編號1.21的LED會在前置作業期間閃爍，之後則會在監控螢幕

上出現編號4.6.7的符號。

提示：

按一下 退出 鈕，會回到步驟4。 

如果要取消先前的選擇

6.  按一下 確認 鈕。 

• 編號4.6.5以及4.6.3兩處的顯示內容會互換。

7.  接下來的步驟與前述選擇相片的步驟雷同。 

• 編號4.6.7的符號會隨著取消選取的相片消失。

8. 在第一個子選單裡選擇 持續時間, 然後 

9.  在那裡選取想要的時間，或者，若想自己操控相片的切換，則選

擇手動。

10.  最後，在第一個子選單選取開始播放，以開始幻燈片模式播放。 

•  相機螢幕上會顯示按鈕的功能名稱── 結束, (4.6.3) 退出, 

(4.6.2) 下一張, (4.6.4)──以及提示您幻燈片模式播放進行中

的訊息。

11.  如果要開啟其他相片，可以 

- 使用 退出 或 下一張 按鈕，或者 

-  如同在相機監控螢幕上檢視相片般，使用設定轉盤（1. 18）。 

提示：

即使已設定相片自動切換的時間，您仍可以隨時手動開啟前一張／

下一張相片。

12.  您可以隨時按下 結束 按鈕以中斷幻燈片模式的播放。

提示：

•  若有啟動節電設置功能（請參閱第30頁），正在進行中的幻燈片

模式播放會在預設關機時間過後中斷。

•  在幻燈片模式播放期間，您也可以隨時將快門鈕完全按下到第3

壓點（請參閱第36頁），以拍攝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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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系統配件

可更換式鏡頭

徠卡S型系統的可更換式鏡頭可讓您從廣角焦距調到望遠焦距，此

外還有微距鏡頭供您進行近距攝影。有些機型可以選配內建中央快

門，適於進行同步時間短至 1/1000s.的閃光攝影。所有徠卡S型鏡頭都

以高度光傳量──依底片格式測量──以及最佳成像性能著稱。

徠卡S型轉接頭

使用徠卡S型轉接頭，即能在徠卡S型相機裝上其他廠牌的鏡頭。純

機械性的鏡頭接座轉接頭，既無法支援機械性或電子式的操控，也

無法在機身與鏡頭之間傳輸訊號或資料。

還有一種徠卡S型轉接頭，則能讓您在徠卡S型相機上裝接哈蘇

（Hasselblad）的HC╱HCD型鏡頭，並且使用該鏡頭的所有功能。

徠卡S型轉接頭V

（適用於哈蘇（Hasselblad）V系統鏡頭，訂購編號：16 024）

徠卡S型轉接頭M645

（適用於Mamiya 645系統鏡頭，訂購編號：16 025）

徠卡S型轉接頭P67

（適用於Pentax 67系統鏡頭，訂購編號：16 026）

徠卡S型轉接頭H

（適用於哈蘇（Hasselblad）H系統鏡頭，訂購編號：16 030）

可更換式對焦屏

徠卡S有三種對焦屏：

•  全霧面對焦屏 

（標準型，隨機附贈，訂購編號：16 000）

•  含格線的全霧面對焦屏 

（訂購編號：16 002

•  含切槽和微錂鏡圈的霧面對焦屏 

（訂購編號：16 001）

霧面對焦屏會單獨放在一個盒子裡，附贈一支鑷子與除塵刷。

徠卡SF 58

系統閃光燈徠卡SF58的最大閃光導數可達58（於ISO 100及105mm

的設定下），有自動操控的變焦式反射罩，可選擇性開啟的第二反

射罩，還有許多其他功能﹔不但功能強大且用途廣泛。位於閃光燈

腳座的相關其他操控及訊號接點，可用來自動傳送一系列資料和設

定，使該閃光燈操作簡易。（訂購編號：14 488）可另外選購的柔

光罩，會使光線強烈散射，連18mm鏡頭的視角所及之處都能獲得

柔和的照明光線。（訂購編號：14 489）

S多功能把手

此多功能把手因其形狀特殊且位置安排良好的操作元件，使直立式

攝影的操作變得輕鬆容易。此外，您也可以透過它多裝上一顆充電

電池，以提高相機的電力容量。透過腳架螺絲即可固定，既簡單又

迅速。（訂購編號：16 028）

S型抓環

可加裝在S多功能把手上的S型抓環會讓您在抓握相機與把手的組合

體時，覺得輕鬆很多。（訂購編號：16 004）

S型專業充電器

S Pro充電器能大幅提升或確保徠卡S型系統的待命能力：它能同時

為兩顆電池充電。（訂購編號：16 011）

S型電源供應器

如果要在固定場所且╱或長時間拍攝很多相片時，尤其是在無法控

制其數量時，最明智的做法可能是將徠卡S接上S型電源供應器，以

確保其電源供應無虞。（訂購編號：16 022）

S遙控快門線

如果要盡可能避免攝影時的晃動，您可使用S型電子快門線。（訂

購編號：16 029）

HDMI線

使用HDMI線時，可以非常快速地將攝影資料傳輸到備有HDMI接頭

的播放裝置上。長度：1.5公尺（訂購編號：14 491╱14 492（日本

╱台灣））

替換零件  訂購編號

相機鏡頭接座蓋 .............................................................................................. 16 021

揹帶 ...................................................................................................................... 16 006

標準對焦屏 ....................................................................................................... 16 000

觀景窗蓋 ............................................................................................................. 16 015

鋰離子充電池 ...................................................................................................14 429

S型充電器（含內建美規電源插頭以及 

歐規、英規及澳規可更換式電源插頭以及車用充電線） ......... 16 009
LEMO® S型閃光同步線............................................................................... 16 031
徠卡 LEMO® USB-連接缐  ....................................................................... 16 014



安全及保養須知 一般注意措施

請勿在有強力磁場及靜電或電磁波的器材（例如電磁爐、微波爐、

電視或電腦螢幕、錄影機、行動電話、無線裝置）旁邊使用您的徠

卡S。

•  若將徠卡S放在電視上或在電視旁操作，其磁場可能會干擾影像

的記錄。

• 同理應避免在行動電話旁使用本機 。

•  強力磁場，例如揚聲器或大型電動馬達，都可能會損壞儲存的資

料或干擾攝影。

•  若徠卡S因電磁場的作用而發生功能失常的現象，請立即關機、

取出電池，並於再度裝入電池後，重新開機。請勿於無線電波發

送器或高壓電纜旁使用徠卡S。

•  其電磁場也可能干擾影像的記錄。 

務必防止徠卡S接觸到殺蟲噴劑或其他侵蝕性的化學藥劑。同樣

地，請勿用汽油、稀釋劑或酒精清潔相機。

•  某些化學藥劑和液體可能會損害徠卡S的機身或表面塗層。

•  橡膠和塑膠有時候也會散發侵蝕性的化學物，因此不該讓它們長

期接觸徠卡S。 

徠卡S具有某種程度的防潮防塵結構性措施。儘管如此，下雪、

下雨或在沙灘上行走時，請務必確保不會有水、沙粒或灰塵侵入

相機機身內。

•  砂粒和灰塵可能會損害相機和記憶卡。在更換鏡頭以及插入、取

出記憶卡時，請特別注意這一點。 

若有液體侵入，可能會引發功能失常，或在相機及記憶卡上造成

無法補救的損害。 

若鹽水噴灑到徠卡S，請先用一塊軟布沾自來水，徹底擰除水

滴，再用它擦拭相機。隨後用一條乾布徹底擦拭。

 
監控螢幕及頂蓋的顯示幕

•  徠卡S遭遇溫度劇烈變化時，螢幕上可能會出現冷凝濕氣。請用

柔軟、乾燥的毛巾小心擦拭。

•  若徠卡S開機時的溫度很低，則螢幕亮度一開始會比平常低。待

溫度略微升高後，亮度便會恢復正常。 

本機監控螢幕的製程極為精密。其精密製程旨在確保總數超過

921,600的畫素中，有99.995%以上的畫素能夠正常運作，只有

0.005%是暗點或亮點。這並不算是故障，而且不會妨礙影像重

現。

感測器

高空射線（例如在飛行時）可能會引發畫素毀損。

冷凝濕氣

若徠卡S的外部或內部有冷凝濕氣，請先關機，並將相機置於室溫

一小時左右。室溫和相機溫度接近後，冷凝濕氣就會自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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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須知

•  汙漬是微生物的溫床，所以，請仔細維護裝備的清潔。

相機方面

•  只能用柔軟、乾燥的毛巾來清潔徠卡S，遇有頑固汙漬時，應先

用高度稀釋的清潔劑沾濕，再用乾布擦拭。

•  相機和鏡頭上的斑點和指紋要用乾淨、沒有毛球的布拭去。相

機機身上不易清潔的角落粗糙汙漬，可用一根小刷子清理。此時

必須注意不得傷害到快門葉片和反光鏡表面（例如，別讓刷子柄

碰到）。

•  徠卡S上所有機械活動性軸承和滑動面都塗有潤滑油。若長時間

不使用相機，請記得：為預防潤滑位置發黏，應每三個月就啟動

相機快門數次。同樣地，我們也建議您多次轉動或使用所有其他

操作元件。

 
鏡頭方面

•  外側鏡片上的灰塵，只可以使用軟毛刷或乾淨、乾燥且柔軟的超

細纖維布去除。鏡頭有附贈一條這樣的布。必須去除斑點和指紋

時，請用這塊布小心地以畫圓方式從鏡片中央往邊緣擦拭。Leica 

Aquadura®的表面處理讓它易於清潔。請勿用力擦拭，以盡可能

維護此特性的持久性。絕對不可使用丙酮進行清潔工作。

•  無色的UVa（抗紫外線）濾鏡是前方鏡片處於不良攝影條件（例

如沙子、鹽水噴濺）時的最佳保護。不過請別忘了，在某些逆光

及高反差的環境中，它跟任何其他濾鏡一樣，可能引發惱人的反

光現象。使用遮光罩也能保護鏡頭避免沾到指紋或雨水。

電池方面

可重覆充電的鋰離子電池是透過內部化學反應產生電流的。這種反

應也會受到外界溫度和空氣濕度的影響。非常高和非常低的溫度，

都會縮短電池的使用時間與壽命。

•  若長時間不使用徠卡S，請取出電池。否則，電池電力可能會在

幾星期後流失到幾乎耗盡的程度，因為徠卡S即使在關機狀態下

還是會消耗微小的電流（用來儲存日期與時間的設定）。

•  儲存鋰離子電池時，請確認它有部分電力。換句話說，不要讓它

處於完全無電或充飽電的狀態（參見頂蓋顯示幕（1.12）上的相

關顯示）。長期儲存時，應該每年兩次為電池充電約15分鐘，以

避免其電力過度流失。

•  請確保電池接點乾淨、無阻物。雖然鋰離子電池備有防止短路的

措施，但是其接點還是不應該和金屬（如迴紋針或飾品等）物品

接觸。短路的電池可能會變得很燙而引發嚴重燙傷。

•  如果電池曾掉落地面，請檢查其外殼和接點是否有損壞。裝上受

損的電池可能會損害徠卡S。

• 電池的使用壽命有限。

•  請將受損的電池交給資源回收點回收。

•  切勿將充電電池丟進火裡──它可能因此爆炸！

充電器方面

•  若在收音機附近使用充電器，訊號的接收可能會受到干擾；這些

裝置之間至少要維持一公尺的距離。

•  使用充電器時，可能有聲音出現（「唧唧聲」），這是正常現

象，並不是故障。

•  充電器不使用時，請拔除電源，因為即使沒放電池進去還是會消

耗一些（很少的）電流量。

•  充電器的接點應該保持乾淨，而且絕對不要讓它們短路。

記憶卡方面

•  在儲存相片或是讀取記憶卡的過程中，不能將記憶卡取出、將徠

卡S關機或是劇烈晃動相機。

•  基本上，為了保險起見，記憶卡只能存放在附贈的抗靜電容器

裡。

•  請勿將記憶卡存放在曝露於高溫、直接日曬、磁場或靜電的場

所。

•  請勿讓記憶卡掉落地面，而且不要彎折它，否則它可能會受損，

而且可能導致儲存的資料遺失。

•  若長時間不使用徠卡S，請將記憶卡取出。

•  請勿接觸記憶卡的接點，並避免讓它們沾上汙漬、灰塵或濕氣。

•  我們建議您偶爾將記憶卡格式化，因為刪除資料而引發的記憶體

破碎現象多少會影響記憶體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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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感測器
若有灰塵或髒汙微粒附著在感測器表面玻璃上，大一些的微粒可能

會在相片上形成黑點或斑點。

您可將徠卡S送至徠卡相機公司的顧客服務部（Customer Care）（

地址詳見第74頁）清潔其感測器。此清潔服務不在保固範圍內。您

必須自付費用。

您也可以自行進行這項清潔。選單裡有相關功能： 傳感器清潔。快

門會處於強制開啟狀態，以便您清潔感測器。

提示：

•  原則上：為了防止灰塵等侵入相機內部，徠卡S應該要一直裝著

鏡頭或有機身蓋罩著。

•  基於同樣理由，更換鏡頭的動作應迅速，而且盡可能在無塵的

環境中進行。

•  塑膠零件容易產生靜電並因此吸附灰塵，所以鏡頭蓋和機身蓋應

該盡量不要在衣物口袋裡放太久。

設定功能

1.  選取 設定 選單（請參閱第17／26頁）裡的 傳感器清潔 選項 

（5.23）。 

• 相關子選單隨之出現。

2.  b在子選單中──相機電池有足夠電力，以及至少有60%的容量

時──確認此功能。 

•  隨即出現下列指示： 檢查后請關閉相機

提示：

若電池電力太低，警告訊息 注意 電池電量太低無法進行傳感器清潔 會出

現，表示無法使用該功能，亦即無法選擇 是。

3.  按下快門鈕（1.1）。快門隨之打開並保持在開啟狀態。 

4.  進行清潔工作。此時務必要注意「提示」底下的說明。

5.  成功完成清潔後，快門會隨著相機的關機關閉。 

•  會出現下列提示： 注意請立即終止傳感器清潔

提示：

•  感測器的檢查和清潔，應盡可能在無塵環境中進行，以避免又

弄髒它。

•  在清潔工作前後進行檢查時，建議您使用8倍或10倍的放大鏡。

•  輕微附著的灰塵，可用乾淨的、或甚至離子化的氣體（例如空

氣或氮氣）從感測器表面玻璃上吹掉。最好是用沒有刷子的（橡

膠）風球。合適的低壓清潔噴劑，例如「Tetenal Antidust Pro-

fessional」的產品，也可依其說明使用之。

•  若用前述方式無法去除附著的顆粒，請洽詢徠卡資訊服務部門（

地址詳見第74頁）。

•  電池電力若在快門處於開啟狀態時降到40%以下，監控螢幕會出

現警告訊息：注意請立即終止傳感器清潔。在這同時，相機會發出

持續的嗶聲，直到相機關機為止。快門會隨著相機的關機關閉。 

務必注意：在這種情形下快門窗裡不能有東西妨礙快門正常關

閉，以免發生損害！

重要：

•  徠卡相機公司不為使用者清潔感測器所造成的損害提供保固服

務。

•  請勿嘗試用嘴巴向感測器表面玻璃吹氣以去除灰塵顆粒；即使最

小的唾液滴都可能造成難以去除的斑點。

•  切勿使用高壓式氣動清潔工具，以免造成損害。

•  進行檢查和清潔時，請小心避免讓任何堅硬物體碰觸到感測器

表面。



存放

•  若短期內可能不會再使用您的徠卡S，應該 

a. 將它關機（請參閱第25頁）。 

b. 取出記憶卡（請參閱第21頁）。 

c.  取出電池（請參閱第21頁）。（最晚三個月後，您的日期與時

間設定會流失。請參閱第30頁）。

•  直射陽光從正前方照到相機時，鏡頭會發揮猶如聚焦鏡的效力。

因此儲放相機時，絕對要防止它曝露於強烈陽光的照射。裝上鏡

頭蓋、將相機置於陰影下（或是放進袋子裡），有助於避免相機

內部發生損害。

•  將徠卡S存放在乾燥、通風良好而且不會暴露於高溫和濕氣的場

所。在潮濕環境使用過徠卡S後，要收起來之前，務必先將濕氣

清除掉。

•  使用中弄濕的相機袋應該先騰空，以避免濕氣和可能析出的製革

劑殘渣對您的裝備造成損害。

•  為了防止在濕熱的熱帶氣候裡使用時受到真菌侵染（霉菌），相

機裝備應該盡可能避免長時間存放於不透氣的容器中。只有在加

入矽膠凝體等乾燥劑時，才可以將相機放入這類容器中。

•  為避免霉菌侵染，請亦避免長時間將徠卡S存放在皮革袋子裡。

•  在乾燥環境中，請將徠卡S存放在密閉、有軟墊的容器裡。如此

可避免磨損，也可防塵。

•  請記下您的徠卡S和鏡頭的序號。萬一遺失時，這是非常重要的

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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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資料

相機類型 Leica S (Typ 006) 數位中畫幅單眼相機

鏡頭接座  徠卡S型鏡頭接座

鏡頭系統 徠卡S型鏡頭

底片格式／長寬比 30 x 45mm／2:3

影像感測器／ 解析度 低雜訊的CCD感測器，6µm的畫素尺寸，含

微透鏡及微透鏡移位功能／7500 x 5000（37.5百萬畫素）

動態範圍 12級光圈

色深 16位元

低通濾波器 無，以提高清晰度；假色條紋（Moiré）可透過外部數

位影像處理抑制

紅外線濾光片 在感測器上

資料格式 DNG （原始資料，未壓縮或無損壓縮）、DNG + JPEG精

細、DNG + JPEG基本、JPEG 精細、JPEG 基本。

／JPEG-解析度　 DNG：37,5MP、JPEG： 37,5MP、9,3MP、2,3MP

檔案大小　DNG：約72／42Mbyte（未壓縮／壓縮），

JPEG：約1-16Mbyte（視選用的解析度／壓縮率以及影像內容而

定）

緩衝記憶體 2GB，連續攝影張數上限（亦視選用的記憶卡而定）

： DNG未壓縮／壓縮：至多28／32，JPEG：無限

色彩空間 Adobe® RGB、sRGB、ECI RGB V2

白平衡 自動、手動、8種預先設定、色溫值輸入

儲存媒體 最高容量UDMA7的CF卡、最高容量2GB的SD卡、最高

容量32GB的SDHC卡、SDXC卡

選單語言 德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日文、繁體

中文、簡體中文、俄文。

相容性 Windows® XP / Vista® / 7®; Mac® OS X （10.5或更

新）

曝光控制

測光 透過鏡頭光圈全開測光（TTL）

測光方法 點測光（3.5%）、中央重點式、多區測光（5區）

測量值的儲存 將快門鈕按至一個壓點，只為一次攝影儲存；用五

向鈕則持久儲存

曝光修正 ±3EV（曝光值），可調整單位：半個級數

自動包圍曝光 可選擇3或5張相片﹔可選擇1/2 EV、1EV、2E或3EV

作為每張相片之間的曝光差異值﹔可藉由光圈及／或快門時間的改

變達成不同曝光量──依設定的作業模式而定

測光範圍 （光圈2.5以及ISO100時）點測光：EV2.1至20﹔中央

重點測光與多區測光：EV1.1至20﹔低於或超出測量範圍時，觀景

窗會顯示警訊。現場光線的測光元件：多區光電二極體（持續光測

量） 

感光度 ISO100, ISO200, ISO400, ISO800, ISO1600、自動

曝光模式 含移位功能的自動程式設定 

（ ）、光圈先決（ ）、快門先決（ ）、手動設定（ ）

 

閃光曝光控制

閃光燈接頭 有中央及操控接點的配件靴座、無光量操控的LEMO®

或標準閃光燈接座

同步 閃光同步時間：  1/125 s或
1/1000 s（使用有中央快門的鏡頭

時）；可用更長的快門時間；可選擇同步時間點為曝光開頭或曝光

尾聲；使用某些有相關配備的閃光燈時，也可使用更短的快門時間

（1/180 s至
1/4000 s）（高速同步閃光模式）

閃光測光元件 多區光電二極體

閃光曝光測量／操控（在相機裝上徠卡SF 58或系統相容的閃光燈

時） 透過閃光燈操控；含TTL預閃測光功能、自動傳輸感光度

以及設定／操控的鏡頭光圈值，並將之列入考量；適用於任何曝光

模式；自動平衡閃光與現場光源

高速同步閃光 （使用徠卡SF 58或系統相容閃光燈時；高速同步

閃光作業附TTL預閃測光功能及自動TTL-HSS操控）適用於使用多

次快速連續閃光且快門時間比同步時間短的閃光攝影；同步時間超

出底限時，會自動切換到TTL高速同步閃光模式（閃光燈的作業模

式是TTL-HSS）

頻閃式閃光模式 （拍攝過程中多次觸發閃光）使用曝光模式P 或

A以及系統相容且有相關配備的閃光燈，自動設定適當的曝光時間

閃光曝光修正 可在有相關配備的閃光燈上設定（徠卡SF 58

：±3EV，設定單位是1/3EV級數）

閃光作業的顯示 觀景窗內的閃光符號閃爍或持續發亮來顯示待命

狀態

閃光反射器照射角 自動依所用焦距做調整；使用徠卡SF 58或有

電動變焦反射器的系統相容閃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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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焦

對焦辨識 透過被動式相位偵測法

感測器／測光區 一個中央十字感測器，由對焦屏上的十字線定義

位置

作業模式 可選擇AFs（單張） = 清晰度優先、AFc（連續） = 快

門優先、MF（手動），可隨時手動接管自動設定

測量值的儲存 將快門鈕按至一個壓點，只為一次攝影儲存；用五

向鈕則持久儲存

驅動 在鏡頭內

顯示 請參閱第10頁

觀景窗系統

觀景窗系統 高視點（High-Eyepoint）觀景窗，屈光度修正從-3至

+1dpt，可在觀景窗上設定

對焦屏 可更換式，有3種機型可用：有微稜鏡及切槽的霧面對焦

屏（量產配備）、有十字線的全霧面對焦屏、有格線的全霧面對焦

屏

觀景窗區域 98%

放大率 使用70mm鏡頭設定於無限遠及0屈光度時為0.87倍。

顯示訊息

觀景窗 觀景區下方有LCD列與照明，顯示訊息請參閱第10頁。

頂蓋 彩色，自體發光的OLED（有機發光二極體），顯示訊息請

參閱第11頁。

監控螢幕 3吋彩色TFT液晶螢幕，16百萬色，921600畫素，近

100%影像區，視角高達170°，抗反光／防汙保護玻璃，彩色空

間：sRGB，訊息顯示請參閱第12頁

快門及觸發

快門 可用主開關選擇；在相機上：微處理器操控的金屬葉片狹縫

快門，垂直向；在有相關配備的徠卡CS鏡頭裡：中央快門

快門時間 手動設定（在 或 ）：6s至1/4000s，半個級數（使用中

快門時，則6至1/1000 s）； B適用於長時間攝影，最長125s；閃光同

步可短至 1/125 s（使用中快門時，則1/1000 s）

自動設定（在 或 模式）：無段調整，32s至/4000 s（用中央快門

時：8至1/ 1000s）

可使用所有短於1/ 125s的快門時間的高速同步閃光（使用徠卡SF58或

是支援HSS的SCA 3002標準閃光燈）

連續攝影 每秒約1.5張相片，最多32／28張壓縮／未壓縮的DNG

相片；JPEG格式無限

快門鈕 三段式：啟動曝光與清晰度測量功能，測光值儲存，開啟

快門

自拍功能 預備時間可選擇2或12秒，相機正面的發光二極體(LED)

會閃爍，監控螢幕上也會有相關顯示

反光鏡預鎖功能 第一次觸發：反光鏡往上翻，鏡頭光圈依設定值

關小；第二次觸發：快門開啟

相機的開機／關機 使用相機頂蓋上的主開關，可選擇在2／5／10

分鐘後自動關機

電源供應 一顆鋰離子充電池，額定電壓7.4V容量2100mAh，在頂

蓋顯示幕上顯示電池容量以及按CIPA測試標準的攝影可拍張數

充電器 輸入：交流電100-240 V，50／60Hz，自動切換，或是直

流電12／24 V；輸出：直流電7.4V，1250mA

GPS 可關閉（由於某些國家法令的限制，會自動在那些地區強制

關閉），資料會儲存在相片檔案的EXIF標頭裡。

水平 利用加速度感測器測量；測量範圍：縱橫軸的傾斜各±90°；

測量準確度／顯示靈敏度：0至40°C時≤1°；顯示在監控螢幕上

相機機身
鎂合金壓鑄的全金屬機身，加上防滑塑膠外皮，頂蓋由鎂合金製

成，底蓋材質為玻璃纖維強化聚碳酸酯。

腳架螺紋 A 1/4 (
1/4“) DIN 以及 A 3/8 (

3/8“）DIN（鑲嵌鋼質），

符合DIN 4503的抗扭能力，在金屬腳架底板裡，在鏡頭軸下方中央

部位

操作條件 0至+45°C，15%至80%空氣濕度

介面 ISO靴座、標準閃光燈接座、C型HDMI接頭、適用於資料輸

出（USB 2.0標準）的4接腳的LEMO®接頭、適用於遙控配件／閃光

遙控觸發的7接腳的LEMO®接頭、一列可連接S多功能把手的接點

尺寸 （寬x深x高） 約160 x 80 x 120mm

重量 約1260公克（含充電電池）

出貨內容 充電器100-240V附內建美規電源插頭以及可更換式

電源插頭（歐規、英規、澳規）以及車用充電線、鋰離子充電池 

LEMO®-USB線, LEMO® 同步線、揹帶、鏡頭接座蓋、目鏡蓋，軟

體： Leica Image Shuttle,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在徠

卡相機公司網站為相機註冊後即可免費下載，請參閱第63頁）

我們保留變更設計、規格及出貨內容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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徠卡學院
除了這些從觀察到播放皆屬最高等級的一流產品外，我們從多年前

開始就在徠卡學院提供攝影初學者及進階人士實務研習會與訓練，

深入探討攝影、投影及縮放世界的各種知識。

上課地點位於Solms廠區及鄰近Gut Altenberg的現代化教室，由專

業講師團隊授課。課程內容從一般攝影技巧到有趣的專業課程，除

鼓勵學員精進外，亦針對實務領域提供完整的建議與資訊。

若需要最新研習課程及攝影之旅的資料，請洽詢徠卡相機公司，地

址如下：

徠卡相機股份公司

徠卡學院

Oskar-Barnack-Str. 11

D-35606 Solms，德國

電話：+49 (0) 6442-208-421

傳真：+49 (0) 6442-208-425

la@leica-camera.com

徠卡資訊服務
徠卡資訊服務部門會以書面、電話或電子郵件的方式，回答您關於

徠卡產品應用技術方面的問題：

徠卡相機股份公司

Informations-Service

Postfach 1180

D-35599 Solms，德國

電話：+49 (0) 6442-208 111 / 108

傳真：+49 (0) 6442-208 490

info@leica-camera.com / softwaresupport@leica-camera.com

徠卡客戶服務
徠卡相機公司的顧客服務部門或徠卡的地區代理維修服務部門（地
址請參閱保證書），會負責您徠卡裝備的相關保養及損壞之維修服
務。

徠卡相機股份公司

顧客服務

Solmser Gewerbepark 8

D-35606 Solms，德國

電話：+49 (0) 6442-208-189

傳真：+49 (0) 6442-208-339

customer.care@leica-camer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