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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言

親愛的顧客：
感謝您購買徠卡M型相機，並恭喜您慧眼獨具選擇了這台獨一無
二的數位旁軸相機。衷心期望這台嶄新的徠卡相機，
能帶給您許多樂趣和成果。
我們建議您先閱讀本說明書，以便您能駕輕就熟地使用這台相
機的所有功能。

提示：
•• 徠卡持續對徠卡M進行改良與最佳化，由於數位相機系統中
有許多功能完全采用軟體控制方式，因此某些改良與功能上
的擴充，可於出廠後安裝於相機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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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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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新聞通訊，以便取得韌體更新的消息。••
有關相機的註冊和韌體更新資訊，以及可能的說明書規格變
更與補充資訊，開啟以下網頁上的「顧客服務區」：https://
owners.leica-camera.com•
若要得知您的相機是否已安裝了最新的韌體，請查閱手冊
Firmware一節的說明（請看第26、77頁）。
•• 開始操作相機之前，請先檢查附贈的配件是否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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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告

提
示

／
法

律
提

示
本產品之 CE 標誌代表本產品遵守適用之歐盟規章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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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相機，而它又剛好坐落在導電的地面上，就可能引發放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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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提供額外保護電路設計，但出於安
全考量，請盡量勿觸碰向外引出的觸頭。
•• 如果要對觸頭進行清潔，請勿使用超細纖維清潔布（人造纖
維清潔布），而應選用一塊棉布或麻布！如果您提前意識到
要接觸加熱管或水管（可導電的「接地」材料），則可確保
釋放您身上可能帶著的靜電電荷。儲藏相機時，請勿拔下鏡
頭或鏡頭接座蓋，且應將其放在乾燥的地方，以避免這些接
點沾染汙垢或氧化。
•• 僅能使用本廠推薦的配件，以避免產生干擾、短路或觸電等
問題。
•• 請勿嘗試拆除機身零件（外蓋）；專業修理工作僅能由經授
權的維修單位執行。
•• 如果上面沒有配件，請始終使用配件靴座護蓋（在出貨內容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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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HDMI•標誌都是註冊商標。
•• 其他在本說明書提到的商標、公司及產品名稱皆為相關公司
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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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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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置

電機與電子裝置的廢棄處置

（適用於歐盟及其他有獨立回收系統的歐洲國家。）

本裝置包含電氣及／或電子組件，不得棄置於一般家庭垃圾內！
請務必將本裝置送至地方政府府設置的資源回收點。您不需為此
付費。若裝置含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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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和本主題相關的資訊，可從當地政府、廢棄物處理公司或者
您購買產品的商店處得知。

相機的製造日期

您可在保固卡中的貼紙或在包裝上找到相機的製造日期資料。•

日期格式：年／月／日

M_Typ 262_TW.indd   7 09.10.2015   15:23:02



TW

8

各
部

件
名

稱
各部件名稱

封面和封底上的圖片

前視圖
1• 鏡頭解鎖鈕
2• 揹帶吊耳
3• 測距儀視窗
4• 亮度感測器1

5• 自拍器發光二極管
6• 觀景窗接物鏡
7• 底板上的停止點

1••有觀景窗座的徠卡M型鏡頭會遮住亮度感測器。關於這類鏡頭以及其它
鏡頭的運作方式，請參閱第90,頁「顯示訊息/觀景窗內」以及第
19.頁「徠卡M型鏡頭」兩節的說明。

俯視圖
8• 固定環，隨附

a.• 對焦指標
b.• 景深刻度
c.• 用於更換鏡頭的紅色指示鈕

9• 光圈設定環
10• 用於光圈設定的指示點
11• 遮光罩
12• 焦距設定環，含

a.• 握把•
13• 快門鈕，含

a.• 快門線用螺紋
14• 含如下停格位置的主開關

•– OFF•（相機關機）
•– S•（單張攝影）
•– C•（連續拍攝）
•– •（自拍功能）

15• 含如下停格位置的快門時間設定轉盤
•– A快門時間自動控制
•– 1/4000•-•8秒•快門時間•（包括中間值）
•– B（長時間曝光）
•– •閃燈同步時間•（1/180秒）

16• 配件靴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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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件
名

稱
後視圖
17• SET按鈕•

•– 開啟攝影參數選單
•– 開啟選單內的子選單
•– 套用子選單內選取的設定或功能•

18• MENU按鈕，用於開啟或關閉主選單及子選單•
19• ISO按鈕，用於開啟感光度設定
20• DELETE按钮，用於選擇刪除功能•
21• PLAY按鈕

•– •啟動（連續）播放作業
•– •返回全畫面顯示模式•

22• WB按鈕，用於開啟白平衡設定
23• 觀景窗目鏡
24• 螢幕亮度感測器
25• 設定轉盤

•– •操控選單
•– •設定所選擇的選單項目或功能
•– •設定曝光修正值
•– •放大或縮小觀賞中的相片
•– •翻閱記憶體中的相片•

26• 十字鍵
•– •操控選單
•– •設定所選擇的選單項目或功能
•– •翻閱記憶體中的相片

27• INFO按鈕
•– 在拍攝時顯示設定值或資料
•– 在播放模式下顯示拍攝資料
•– 套用設定值

28• 發光二極體，可用於顯示相機正在攝影/記憶卡正在儲存資料
29• 螢幕

仰視圖 
（裝上底蓋）
30• 底蓋的閂柄
31• 三腳架螺孔•A•1/4，DIN•4503•（1/4“）
32• 底蓋

（取下底蓋時）
33• 記憶卡插槽
34• 電池•插槽
35• 電池閂鎖推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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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易

說
明

簡易說明 請備妥下列物品：

•– 相機
•– 電池
•– 記憶卡（請自行購買）
•– 充電器與電源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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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易

說
明

準備工作

1.• 電池充電（請看第13頁）
2.• 安裝電池（請看第16頁）
3.• 安裝記憶卡（請看第16頁）
4.• 開啟相機（請看第22頁)
5.• 設定選單語言（請看第30頁）
6.• 設定日期與時間（請看第30頁）
7.• 視需要進行記憶卡格式化（請看第74頁）

攝影 

8.• 安裝鏡頭（請看第21頁）
9.• 快門時間設定轉盤設定到A（請看第25頁）
10.•設定主題清晰度（請看第42頁）
11.•開啟相機（請看第22頁)
12.•開啟測光（請看第23頁)
13.•視需要調整曝光（請看第44頁）
14.•快門開啟操作（請看第23頁）

檢視相片

相機在出廠前已設定為自動短暫播放上次拍攝的相片（請看第
63頁）。•
您可以隨時使用PLAY按鈕播放（不限時）（請看第62頁）
按壓十字鍵的左側或右側，觀賞其他相片（請看第66頁）。•
往右轉動設定轉盤放大相片（請看第67頁）。

刪除相片

按•DELETE按鈕，然後依照畫面上的指示操作（請看第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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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說明

準備使用

 裝上揹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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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工
作

 電池充電

徠相機的電源來自鋰離子充電池。

•• 有CHARGE標示的綠色L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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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的黃色LED會亮起。
電池完全充飽電後，綠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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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充電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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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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請務必使用本說明書裡描述的充電電池種類（訂購編號14•
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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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充電電池不得長時間暴露於熱源或日曬、溼度或濕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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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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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僅能使用本說明書提及說明的充電器（訂購編號14•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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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嘗試使用
於其他用途。
•• 充電器已連接電源的情況下，請切勿使用隨機所附的車用充
電器。
•• 充電時使用的電源插座，應置於隨手可及之處。
•• 充電器及電池不可以拆解。修理工作只能由取得授權的工廠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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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 首次使用相機前，應該先為充電電池充電。
•• 充電電池的溫度必須在1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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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短。
•• 充電過程中，電池會升溫。這是正常現象，不是故障跡象。
•• 充電器的兩個訊號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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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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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充電電池的使用壽
命達到最長，應避免長時間放置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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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晚應每四年更換一次電池，因其功效會逐漸減弱，特別是
在冬天將不保證電池的運作可靠度。
•• 損壞的充電電池，應該遵照相關規定(請看第83頁)處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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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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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須安裝一顆有電力的可更換
式電池為它充電。在裝上可交換式充電電池後，備用充電電
池大概幾天後可充到完整容量。在這段充電期間，相機必須
保持在關機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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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換電池與記憶卡

將主開關•14•設定到•OFF。

重要：
若顯示螢幕•29•旁邊右下方用於顯示正在攝影／記憶卡•正在儲存
資料的紅色LED•28•燈閃爍，•即不可打開底蓋，•亦不可取出記
憶卡或電池。否則•尚未（完全）儲存好的相片資料可能會•遺
失。

取下底蓋

 安裝電池

 取出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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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狀態顯示 

在攝影模式下壓按•INFO•27•，即可在顯示螢幕•29•上檢視電池的
充電狀態。•

提示：
•• 若長時間不使用相機，請取出充電電池。•
•• 相機內的電池電力耗盡後（請參閱第13頁「為電池充電」
的最後一個提示），最遲二個月後，就必須重新進行日期與
時間設定。
•• 充電電池的電力不足或裝入舊電池時，每使用一次相機功
能，就會出現警告訊息或警告指示，功能也會受限或完全無
法使用。

 安裝/取出記憶卡

相機將相片儲存在一個SD（安全數位）、SDHC（高容量）或
SDXC（超高容量）記憶卡內。
SD/SDHC/SDXC記憶卡有很多供應商，而且有各種容量和讀寫
速度。這些高容量及容許高速讀寫的特性，可以快速記錄及播放
資料。SD/SDHC/SDXC記憶卡具備防寫開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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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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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記憶卡

 取出記憶卡

提示：
•• 市面上供應的SD/SDHC/SDXC卡廠牌種類繁多，徠卡相機公
司無法全面檢驗所有品牌與型號的相容性和品質，使用其他
型號的記憶卡雖然不至於使相機或記憶卡受損，但鑒於有些
記憶卡，尤其是所謂的「白牌」產品，並不符合SD/SDHC/
SDXC標準，徠卡相機公司無法擔保其功能。
•• 如果無法裝入記憶卡，請檢查是否正確對齊。
•• 在相機開啟狀態下卸下底蓋或是拿出記憶卡後，監控螢幕上
原有的訊息顯示會消失，而會出現相關的警示訊息：
•– Attention  Bottom cover removed 
•– Attention  No card inserted. 

•• 電磁場、靜電電荷以及相機和記憶卡上的損傷，可能會造成
記憶卡上的資料損壞或遺失，所以建議將資料傳送至電腦儲
存（請看第75頁）。
•• 基於同樣理由，記憶卡應盡量存放在抗靜電的容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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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徠卡M型鏡頭

原則上：可以使用大部分徠卡M型鏡頭，少數例外及限制詳見下
列說明。•其適用性與相機鏡頭配備無關──無論接座是否有6位
元辨識碼。•即使沒有這項額外的配備，亦即使用沒有辨識碼的
徠卡M型鏡頭時，相機通常還是能展現優秀的攝影效果。
使用這類鏡頭時，爲獲得最佳相片品質，請自行輸入鏡頭型號（
請看第34頁）。

重要：
•• 無法使用的鏡頭：
•– Hologon•1:8/15mm，
•– 含微距功能的Summicron•1:2/50mm，•
•– 縮筒式的Elmar•1:4/90mm（製造年代：1954至1968）
•– Summilux-M•1.4/35mm（非球面，製造日期1961-1995
，加拿大製）有某些個別產品無法裝在相機上，以及無法
對焦到無限遠處，徠卡客服部門可修改這些鏡頭，讓其亦
能使用在相機上。

•• 可使用，但有相機或鏡頭受損的風險：縮筒式鏡頭只能在鏡
筒伸出時才能使用，亦即是其鏡筒絕對不可縮進相機裡。現
在的Macro-Elmar-M•1:4/90mm不受此限，因為其鏡筒在縮
筒狀態下並不會伸進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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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使用，但有限制條件：•
相機的測距觀景窗有很高的精度，可是光圈全開時景深會很
淺，所以我們無法保證使用135mm鏡頭時能準確對焦。在這
種情況下，我們建議您至少縮降2格光圈。
•• •可使用，但無法進行測光
•– Super-Angulon-M•1:4/21mm
•– Super-Angulon-M•1:3.4/21mm
•– Elmarit-M•1:2,8/28mm，製造序號低於2•314•921者

提示： 
•• 徠卡客服維修部門可以替許多徠卡M型鏡頭加裝6位元辨識
碼。（地址請看第102頁）。
•• 通過徠卡M型轉接頭R配件安裝徠卡R鏡頭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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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鏡頭

1.• •關閉相機
2.• •握住鏡頭的固定環•11
3.• 將鏡頭的紅色指標鈕•11b•對準相機機身的解鎖鈕•1•
4.• •依此方位直直插入鏡頭
5.• •稍微向右旋轉，直到聽到並感覺到鏡頭卡住定位

取下鏡頭

1.• •關閉相機
2.• •握住鏡頭的固定環•11
3.• •將相機機身上的解鎖鈕•1•往下按
4.• •將鏡頭向左轉，直到其紅色指標鈕•11b•對準解鎖鈕為止
5.• •直接取下鏡頭

提示：
•• 原則上：為了防止灰塵等異物侵入相機內部－相機原則上應
一直裝著鏡頭或以機身蓋罩上。
•• 基於同樣理由，更換鏡頭的動作應迅速，而且儘可能在無塵
的環境中進行。
•• 相機或鏡頭後蓋不應放在褲子口袋裡，因為一旦沾上灰塵，
裝到相機上時灰塵便會進入相機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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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設定/控制元件

 相機的開機與關機 

14 13

相機使用主開關•14•開機和關機。位於快門鈕•13•下面，是一個
有四段位置的定格式撥桿：

a.• OFF•–•相機關機
b.• S•–•切換到單張拍攝模式

按下快門按鈕，每次會拍攝一張相片，與是否按住不放無
關。閂鎖的繃緊聲音很輕。振動很小。

c.• C•-•切換到連續拍攝模式
只要所使用的記憶卡和相機內部暫存記憶體有足夠的容量，
按下快門按鈕相機就會連續拍攝。第一次連拍時，會以較快
的速度至少連續拍攝8張，之後連拍頻率會變慢。

d.• •-•自拍
按下自拍器會開始倒數預設的前置時間（請看第58頁），
然後拍攝相片。

 開機

開機後，亦即設定啟動S、C•或• •功能後，LED•28•會短暫發
亮，觀景窗內會顯現訊號（請看第90頁）。

提示：
開機約1秒之後，即可到達待命狀態

 關機

若透過選單操控預先設定了自動關機時間（請看第頁的•節電設
置），即使主開關未設定在OFF的位置，相機還是會自動關機
（Auto Power Off ），請看第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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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相機長時間不使用或是放在相機袋裡時，應該要用主開關關機。
如此可阻斷電力消耗，否則測光表自動關機、顯示訊息熄滅後，
相機在待命模式下還是會繼續耗電。藉此也可防止不經意按壓到
快門鈕而攝入影像的意外發生。•

快門按鈕

快門鈕•13•有二個壓段：
1.• 按到第一個壓點

•– 啟動測光功能
•– 儲存光圈先決時的測光值，亦即相機所決定的快門時間•
（請看第45頁的「儲存測量值」章節）

•– •重新啟動進行中的自拍倒數計時（請看第58頁）

若將快門鈕按在這個壓段不放，顯示訊息就會維持顯示中。若之
前是設定在播放模式，則相機就會切回攝影模式。若相機之前是
設定在待機模式，則會重新啟動並開啟顯示訊息。
放開快門鈕後，測光系統和顯示訊息會維持大約30秒的啟動狀
態（請看第50頁以下「測光」章節的詳細說明）。•

提示：
在下列情況，快門鈕會維持在被封鎖狀態：
•– 內部緩衝記憶體（暫時）處於空間不足的狀態，例如連拍•≥8•
張相片之後，或是

•– 插入的記憶卡已滿且內部緩衝記憶體（暫時）已滿，或是
•– •充電電池到達極限值（電力、容量、年限）。•

2.• 如果將快門鈕按到底，就會完成拍攝動作；若在自拍模式，
將會啟動預設的自拍倒數計時。隨後，影像資料會被傳送到
記憶卡上。

快門按鈕上有一個快門線用的標準螺紋孔•13•。

提示：
•• 若已經啟動播放模式（請看第62頁的）或選單操控功能（
請看第26頁），則可藉由碰觸快門鈕立即切換回到攝影模
式。
•• 為了避免手震，應輕緩地按壓快門鈕，直到聽到一聲輕輕的
快門響聲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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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拍攝

您不僅能拍攝單張相片（主開關•14•調到S•〔單張〕），也能執
行連續拍攝（主開關調到C•〔連續〕），以多段式地記錄下運動
過程。
連續拍攝的快門鈕•13•操作方式和單張拍攝相同：若將快門按鈕
壓到底並保持在該位置（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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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功能最快每秒可拍攝3張相片。第一次連拍時，會以較快的速
度至少連續拍攝•8•張，之後連拍頻率會變慢。

提示：
•• 上述拍攝頻率以及連拍張數上限，係基於標準設定：•
ISO 200，•JPG fine 格式。若採用其他設定，或視所使用記憶
卡的不同，頻率及張數可能會減少。
•• 若使用連續拍攝功能，不論連拍幾張相片，在兩種播放作業
模式（請看第62頁）之下都會先顯示該系列的最後一張相
片或者是該系列儲存在記憶卡的最後一張相片－除非該系列
拍攝的所有相片都從相機內建記憶體轉存到記憶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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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門時間設定轉盤

可使用快門時間設定轉盤•19•選擇曝光模式，
•– 光圈先決模式，設定到用紅色標示的A位置，（請看第44
頁），

•– 手動模式，讓您選擇快門時間1/4000秒至8秒（以½格為單位
的中間值也能使用），

•– 用 符號另外標示的最短同步時間1/180秒，適用於閃光燈模
式（請看第57頁），以及•

•– B長時間曝光模式（請看第50頁）。

快門時間設定轉盤沒有停止點，可以從任何位置朝任意方向旋
轉，可停在所有刻度位置以及其間的數值上，這些停格位置以外
的中間位置則無法使用。欲設定出適度的曝光，請參閱從第
43頁起的「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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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單操控功能

在相機上，可透過兩個互不相關的選單（請看第95頁）進行
許多設定。•分為2個選單後，依經驗最常被使用之選單項目的開
啟與設定特別迅速又簡單。•這些選單項目的設定值及其設定步
驟，在已開機的相機上可一覽無遺，並且在顯示幕29逐步展示
說明。•這兩個選單的設定方式基本上是相同的，唯獨開啟和關
閉的方式有異。

主選單

主選單提供16個項目，分為兩個頁面。

攝影參數選單
攝影參數選單包含8個項目。除了攝影基本設定外，還有2個和
測光操控有關的項目，一個項目用於閃光操作設定，一個項目
用來建立和開啟使用者設定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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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選單功能

1.• 用MENU按鈕•18•開啟主選單；用SET按鈕17開啟攝影參數選
單。
•• 這時主選單上會先出現第一個頁面及前8個項目，在攝影
參數選單中會出現所有項目。•
叫出某選單後，目前開啟的選單項目是上次選取的項目。

提示：
只能從攝影模式進入攝影參數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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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可以旋轉設定轉盤（25；往右轉•=•選單往下捲動，往左
轉•=•選單往上捲動）或使用上/下十字鍵2626選擇想要的選
單項目。

提示：
•• 在大部分的情況中，使用設定轉盤既方便又迅速。
•• 個別選項項目如GPS 和Format SD card 及某些子選單項目，必
須符合一定條件才能啟動。請參閱相關章節的詳細說明。
•• 相關灰色文字行提供參考提示。

3.• 可以使用SET或INFO按鈕32，或按右十字鍵，啟動相關子選
單。
•• 頂列會交替顯示以下訊息：左邊主選單顯示•MENU，攝影
參數選單顯示•SET），右邊白色區塊顯示啟動的選單項
目。•子選單通常包含許多不同的功能選項，您可在下一
個步驟直接選擇這些選項。•在個別應用中會另外出現一
個設定數值用的刻度尺，否則的話，子選單會提供內含功
能選項的子項目供使用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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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著您可再次旋轉設定轉盤選擇想要的功能選項或數值，或
者使用
•– 上/下十字鍵切換不同的行，選擇想要的功能選項
•– 左/右十字鍵設定指定的行或刻度尺
對於含有可選功能選項的子項目，也可以使用INFO按鈕切換
不同的行。
•• 頂列會交替顯示以下訊息：左邊黑色區塊顯示子項目，右
邊白色區塊顯示启动的功能選項。

提示：
Date / Time等選單項目以及Exposure Bracketing和
White Balance等功能還需要其他設定。相關說明以及其他選單
功能的細節，詳見於相關章節。

5.• 用SET或INFO按鈕儲存您的設定。
•• 顯示畫面切換回初始狀態。功能項目右方會顯現當前被選
用的功能選項。

提示：
您可以隨時按壓下列按鈕關閉選單及子選單，而且不會套用之前
完成的設定。•

快門鈕 PLAY MENU

主選單

相機切換至攝
影模式

相機切換至播
放模式

回到前一個步驟•
（如上一次選單）

攝影參數選單 回到前一個步驟•
（如上一次選單）
或切換至主選單

M_Typ 262_TW.indd   29 09.10.2015   15:23:17



TW

30

相
機

基
本

設
定

預設功能

相機基本設定

選單語言

相機在出廠前已設定為英文。您可選用其他選單語言，如德文、
法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日文、韓文、俄文、繁體中文或
簡體中文。

設定該功能

1.• 在主選單里（請看第26/95頁）選擇Language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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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和日期

這些數值可以在選單項目Date / Time •中設定。

設定該功能

1.• 在主選單里（請看第26/95頁）選擇Date / Time ，然後•
2.• 開啟其子選單。該子選單提供三個項

目：Auto Time / Time Zone 、•Date 和Ti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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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您有3種日期顯示模式可選擇。

3.• •選擇Date / Time子選單中的•Date。由兩個選單項目
Format及Setting組成。

4.• •選擇Format。
5.• •Format子選單提供三種可能的順序供選

擇：day/month/year、month/day/year及year/month/day。
6.• •儲存您的設定。

•• 再次出現Date子選單。
7.• •選擇Setting。•

•• •另外又出現一個子選單，分別顯示年、月、日數值欄位。
已啟用可供設定的欄以紅色底線標示，表頭以白色字體顯
示，可設定的數字及名稱以紅色字體顯示。

可使用設定轉盤25或十字鍵26設定數值/月份，亦可使用•
SET-17、INFO-27或十字鍵切換欄位。

8.• •設定好3個欄位後，請確認並儲存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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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時間顯示格式，可選24小時制或12小時制。
兩組數字以及顯示方式必須在子項目Time 中設定，其設定方法與
前面所述的Date設定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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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能仰賴內建備用電池的電力保持約2個月。若超過期限，之後
就必須依照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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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相機自行關機。

設定該功能

1.• 在主選單禮（請看第26/95頁）選擇Auto Power Off，
然後

2.• 在子選單裡選擇想要的時間長度。

提示：
如果相機處於待機狀態，亦即顯示幕在30秒後消失，或是啟動
Auto Power Off功能造成相機關機，只要按一下快門13就能使相
機再度進入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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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螢幕

相機有一3"大型LCD顯示幕29。在播放模式下，可在顯示幕上觀
賞儲存在記憶卡內的相片。

設定亮度

顯示幕的高度可透過選單調整。可選擇自動（依外界光線自動控
制）及五段式手動控制，讓您能針對現場條件進行調整，以獲得
最佳影像效果。

設定該功能

1.• 在主選單禮（請看第26/95頁）選擇
Monitor Brightness，然後

2.• 在子選單選擇自動設定或五段手動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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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基本設定

鏡頭型號辨識

最新徠卡M型鏡頭的接座上有6位元辨識碼，可以讓相機利用其
鏡頭接座裡的感測器，辨識出裝上的鏡頭型號。
•– 這些資訊有助於改善影像資料。例如使用廣角鏡頭和大光圈
時特別明顯的周邊失光現象，就會在影像檔案中作補償修
正。

•– 閃光曝光的控制，也會用到鏡頭資料（請看第52頁「可用
的閃光燈」）。

•– 除此之外，這些信息，會記錄在相片的EXIF檔案中。在擴大
說明的相片資料裡，會額外顯示鏡頭焦距。

設定該功能

1.• 在主選單禮（請看第26/95頁）選擇Lens Detection ，
然後

2.• 在附屬的子選單選擇想要的項目：
•– Off ，或是
•– Automatic 如果安裝上的鏡頭有辨識碼，或是
•– Manuall（如果裝上無辨識碼鏡頭）

提示：
使用不含6位元辨識碼的鏡頭時必須將辨識功能關閉，以避免發
生故障。您也可以將您使用的鏡頭型號手動輸入。

手動輸入鏡頭型號／焦距

本機無法辨識舊款缺少辨識碼的徠卡M型鏡頭，但可透過功能選
單執行「辨識」動作。

3.• 從Manual子選單的清單選取您所使用的鏡頭。
•• 顯示畫面會顯示一份鏡頭清單。為了方便辨識，清單中也
包含各個鏡頭的料號。

提示：
•• 鏡頭料號通常蝕刻在焦距刻度表的對面。
•• 該清單包含沒有辨識碼的鏡頭（大約2006年6月以前的款式）
，推出日期較新的鏡頭都有辨識碼，所以無法手動選取。
•• 使用徠卡TRI-ELMAR-M•1:4/16-18-21mm•ASPH.•鏡頭時，
焦距的設定無法傳送到相機，因此無法記錄在相片的EXIF資料
中。不過，有需要時，您可手動輸入當時所用的焦距。
•• 4/28-35-50mm•ASPH具備連動觀景窗內取景框線的必要機械
式傳導功能，可將設定的焦距傳給相機，讓相機電子系統得以
感測，並針對該焦距進行必要的修正。因為空間不足，選單中
只會列出一個料號──11•625。另外兩個號碼──11•890和11•
894──當然也可使用；您在選單中所進行的設定對它們當然
也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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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格式

影像資料的儲存格式有如下幾種選擇
a.• JPG fine，
a.• DNG 或
b.• DNG+JPG fine兩種格式的結合，亦即每拍一張相片就會產生

兩個檔案。•
可配合使用者預定的使用目的及記憶卡的容量，另外一方面，亦
可為事後才決定的可能變更，保留必要的彈性。

設定該功能
1.• 在攝影參數選單裡（請看第26/95頁）選擇

File Format，然後
2.• 在附屬子選單裡選擇想要的檔案格式。

提示：
•• 相機儲存完全未經處理的攝影原始資料時，會使用標準化的
DNG（Digital•Negative，數位負片）格式。
•• 同時將相片資料儲存為DNG和JPEG時，JPEG格式會套用當時
的解析度設定，所以兩個檔案解析度可能不同。
•• 顯示幕並不會在每次拍攝之後顯示剩下張數，而是視拍攝主
題而定。是否會更改，與您所攝影的主題有些關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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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EG解析度

影像檔案在JPEG格式中可用四種不同的解析度加以記錄。您可
配合記憶卡容量及預定的用途運用此功能。若選用最高解析度•
（資料量自然也最大）──例如為了列印大幅高品質的相片──
，記憶卡所能儲存的相片總數，就會比選用最小解析度時要少得
多。•

設定該功能

1.• 在攝影參數選單裡（請看第26/95頁）選擇•
JPG Resolution，然後

2.• 在附屬子選單選擇想要的解析度。

提示：
不論JPEG格式的設定是否有所不同，DNG格式都提供24MP的
基本解析度。
•

M_Typ 262_TW.indd   35 09.10.2015   15:23:18



TW

36

攝
影

基
本

設
定

白平衡

數位攝影裡，白平衡可以在任何光線下都能獲得中性的色彩再
現效果，徠卡M會預先決定以哪一種顏色當成白色再現。
在這方面，有十種設定供您選用：

Automatic 相機自動操控選項。在大部分的情況下能有中

性的結果。

七種最常見的光源所預設的選項

••Daylight 例如陽光下的室外攝影

••Cloudy 例如多雲時的室外攝影

••Shadow 例如主要拍攝主題位於陰影下的室外攝影

••Tungsten 例如（主要為）白熾燈光源的室內攝影

••••Fluorescent 
warm

例如（主要）用日光燈管照明的室內攝影，例如

以大約2700K暖色調、類紅熾燈泡照明的客廳

••••Fluorescent  
cool 

例如（主要）用日光燈管照明的室內攝影，例

如約4000K冷色調的書房和戶外照明

••Flash 例如電子閃光燈光源的攝影

•Greycard 透過測量進行手動設定

Color temperature 1 用於可直接設定的色溫值。

1色溫值原則上是用凱氏溫標。

提示： 
使用系統兼容的閃光燈時，白平衡可以調到Automatic以得到正
確的色彩再現效果。
如果裝上的並非是特地為相機設計的閃光燈，並不會自動切換
相機的白平衡模式，則應使用 Flash閃光設定。

設定該功能

使用WB按鈕

1.• 按下WB按鈕22。
•• 相關子選單會出現在顯示幕29上。

其他操控有兩種方法實現。
按住WB按鈕的同時：
2.• •用設定轉盤25或按壓上/下十字鍵26選擇想要設定值或是

Automatic。•
設定值會被立即套用并儲存。
•• •放開WB按鈕之後，子選單會繼續顯示約2秒鐘。

如果僅短時間按下WB按鈕，其他操控會如下文2開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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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選單操控

自動或固定設定

1.• 在攝影參數選單裡（請看第26/95頁）選擇
White Balance••，或按下WB按鈕并

2.• 在附屬子選單選擇想要的功能。

直接設定色溫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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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可涵蓋實際上存在的色溫，而且在此範圍之內，可
以非常精細地讓色彩再現效果配合現場光源色及您個人的預設
值。
2.• 第二步，選擇Color temperature。
3.• 用設定轉盤25或按壓上/下十字鍵26選擇想要的值，然後
4.• 按一下INFO-27或SET17按鈕，確認您的設定。

透過測量進行手動設定

2.• 第二步，選擇 Greycard 。
•• •顯示幕會顯示下列訊息：Please take a picture for 
setting the white balan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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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顯示幕會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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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依您想前進的方向按十字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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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按一下INFO按鈕。
•• •相片的色彩再現會進行相應的調整。

5.• •設定好新的白平衡設定後，您可以
•– 按一下SET按鈕套用，

•• •顯示幕會顯示下列訊息：White balance is set
•– •或是如第4點至第5點所述進行其他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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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
除了儲存的白平衡設定外，亦儲存含有相應色彩再線的相片，而
非原始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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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感光度

ISO設定範圍是ISO200•-•6400，設定單位1/級數，以便您依攝影
當時的快門時間／光圈值條件手動調整出適當的設
定。Pull 100的設定相當於ISO感光度設定為ISO•100時的亮度。
不過，用此設定拍攝的相片會有較低的對比。使用此感光度時，
務必注意別讓重要的畫面部分過度曝光。
除了固定設定選項外，相機還提供Auto1功能，讓相機自動配合
外界亮度，或預先設定的快門時間／光圈值條件調整感光度。•
如此連同光圈先決功能（請看第44頁），可大幅擴充自動曝
光操控的範圍。手動設定模式提供更多快門時間／光圈組合應
用選擇，能充分滿足您的需要。•
您也可以，例如基於構圖緣由，在此功能內訂定優先次序。•

提示：
特別是在高ISO感光度及影像後處理的情形下，有可能在被攝目
標的大面積均勻亮區看到雜訊，以及垂直和水平條紋。這些雜
訊會另外以Push提供相關標示。

1•使用閃光燈時，此功能無法使用。

設定該功能

使用ISO按鈕

1.• 按下ISO-按鈕23。
•• 相關子選單會出現在顯示幕29上。

其他操控有兩種方法實現。
按住ISO按鈕：
2.• 用設定轉盤25或按壓左/右十字鍵26選擇想要設定值或是

Auto。•設定值會被立即套用并儲存。
•• 放開ISO按鈕之後，子選單會繼續顯示約2秒鐘。••
如果僅短時間按下ISO按鈕，其他操控會如下文2開始所
述。

使用選單操控

1.• 在攝影參數選單裡（請看第26/95頁）選擇ISO ，然後
2.• 使用設定轉盤25或按壓上/下十字鍵26選擇想要的感光度或

是Auto并
3.• 按一下INFO-27或SET17按鈕，確認您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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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使用自動設定感光度的功能

2.• 在步驟2選擇Auto。
•• 子選單中原本灰化（也就是無法使用）的項目變成啟用。

提示：
原廠預設為Maximum AUTO ISO功能以ISO•800為限。

如果要限制自動設定的有效範圍

4.• 在此子選單選取Maximum AUTO ISO•以及／或
Maximum Exposure Time。在Maximum AUTO ISO子選單中選
擇將使用的最大感光度，以及自動設定功能的適用範圍，或
者從Maximum Exposure Time子選單的三個焦距相關設定
1/focal len.、1/(2xf)、1/(4xf)中，選擇一個設定•2（若要確保
相機在快門時間內不發生手震），或者按照自己的需要選擇
最長的快門時間（1/2秒•-•1/500秒；無段）。在焦距相關設
定中，當快門時間因為光線較弱而降至閾值以下時，相機便
會切換至更高的感光度。例如使用50mm鏡頭
時，1/focal len.切換至1/60秒以上，1/(2xf)切換至1/125秒以
上，1/(4xf)切換至1/250秒以上。•

5.• 按一下INFO27或SET17按鈕，確認您的設定。

2使用此功能的前提是要安裝有辨識碼的鏡頭，或在選單中設定所使用的
鏡頭型號（請看第34頁）。

在手動曝光設定模式下確定AUTO ISO運作方式

4.• 在此子選單選擇AUTO ISO in M Mode，然後選擇An或
Previous ISO

5.• 在On功能項目下進行自動操控（可能須受限於您在子選單項
目Maximum AUTO ISO中的設定）。Previous ISO功能項目下
套用上一次手動設定的感光度。

6.• 按一下INFO27或SET17按鈕，確認您的設定。

提示：
使用自動包圍曝光功能（請看第48頁）時，請遵守以下規
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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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導致超過Maximum Exposure Time 提供的最長快
門時間。

M_Typ 262_TW.indd   39 09.10.2015   15:23:18



TW

40

攝
影

基
本

設
定

影像特性／對比、銳利度、色彩飽和度

提示：
這裡所描述的功能與設定適用於使用JPEG格式的攝影。在
DNG檔案格式下，這些特性的設定無效。因為這種情形下的影像
檔案，基本上是以原始形式儲存的。

使用電子攝影可輕易改變影像特性。這類修改工作大多可以在
攝影完後，在電腦上使用影像處理軟體進行。相機卻可讓您在
攝影前，就能先左右三項主要影像特性：
•• 對比，也就是亮區和暗區之間的區別，決定一張相片看起來
「平淡」或「生動」。放大或縮小此差異，亦即讓亮的部分
顯得更亮、暗的部分顯得更暗，即能更改整體影像的對比。
•• 正確的對焦（至少對拍攝主題）以獲得銳利影像，是成功攝
影的先決條件。話說回來，影像輪廓邊緣的清晰度，亦即影
像輪廓邊緣的亮/暗過渡區的大小，對該影像所呈現的清晰感
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擴大或縮小這些區域，即能改變影像
所呈現的清晰感。

•• 色彩飽和度決定了相片的色彩，看起來「蒼白」又柔和，或
是「耀眼」又花俏。光線和天氣（陰暗/晴朗）是既定的攝影
條件，當然也就會影響影像重現的效果。

所有三項影像特性全都能個別在選單進行設定；每一項都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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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aturation下還有S/W設定作第六段供您
選擇。

設定該功能

1.• 從主選單（請看第26/95頁）選擇JPG-Settings，
2.• 在附屬子選單選擇Sharpness或Saturation或Contrast，然

後
3.• 在相應的子選單中設定想要的級數或Black-and-white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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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框線觀景窗

此相機的有框線觀景窗，不只是一個品質特高、尺寸特大、卓越
明亮的觀景窗，也是一個和鏡頭連動、非常精確的測距儀，此觀
景窗能和相機上16到135mm焦距的所有鏡頭搭配使用，且為自
動配合。觀景窗擁有0.68倍的放大倍率。
如果裝上焦距為28（出廠序號從2•411•001起的Elmarit）、35
、50、75、90和135mm的鏡頭，則會自動套用所屬以LED照明
的28+90mm、35+135mm、50+75mm取景框線組合。•
取景框線的尺寸相當於感測器的尺寸，例如2m距離設定下的感
測器尺寸為23.9•x•35.8mm。本取景框線的尺寸是配合徠卡M•原
廠預設的格式而定，讓取景框線和距離設定是連動，視差－也就
是鏡頭和觀景窗軸線之間的偏差，會自動補償修正。感測器能感
測到的比取景框線內緣顯示在距離小於2m以內時小一點，距離
超過2m時則多一點（請看旁邊的圖解）。這些在實務中鮮少被
注意到的細微差異源自作業原理：連動測距式相機的取景框線必
須配合所用鏡頭焦距的視角調整。然而在對焦時，額定視角會隨
著變化中的外移量而變，亦即隨光學系統和感測器平面之間的距
離而變。如果設定的焦距比無限遠小（相對的，外移量較大），
實際上的視角也會比較小－鏡頭能掌握到的攝影目標較少。此
外，焦距較長時的視角差異有隨著較大的外移量變大的傾向。•

在觀景窗區域的中央有四邊形的對焦區，比周圍的影像區域亮。
若啟動了測光表，觀景窗影像下緣就會額外出現測光表的LED訊
號或LED閃光燈符號。
關於測距、測光以及閃光燈作業的進一步說明，請看第
42/43/52/頁的相關章節。

A

B

所有相片和取景框線位置都以50mm的焦距為基準

A 取景框線

B 實際畫面
設定為0.7m時： 感測器取得的景象略微小一點，其差異約為框

線線寬。
設定為2m時： 感測器取得的景象與取景框線內緣所顯示的畫

面吻合。
設定為無限遠時： 感光元件可涵蓋大約1(垂直)/4(水平)的框線寬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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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距

此相機的測距儀，由於有效基線很大，可以非常精準地作業。
特別是在使用廣角鏡頭時，因為景深相對來說很大，其優點會
更加顯著。

機械基線
（觀景窗和測距儀觀測窗的光
學軸之間的距離）

x 觀景窗 
放大倍率

= 有效基線
測量基線

69.25mm x•0.68 =•大約•
47.1mm

測距儀的對焦區在觀景窗的中央，是一個明亮及清晰的方塊區。
您可用混合影像法或分割影像法進行對焦：

混合影像法（雙重影像）

在拍攝人像時，例如把測距儀的對焦區瞄準眼睛，然後持續轉
動鏡頭上的對焦環，直到對焦區裡的輪廓疊合為止。隨後再設
定拍攝主題的構圖範圍。

不清晰 清晰

分割影像法

拍攝建築物時，例如用測距儀的對焦區瞄準垂直邊緣或別條清
楚定義的垂直線，然後一直轉動鏡頭的對焦環，直到邊緣的輪
廓或線條和對焦區的邊界呈現無錯位為止。隨後再設定拍攝主
題的構圖範圍。

不清晰 清晰
•

M_Typ 262_TW.indd   42 09.10.2015   15:23:21



TW

43

攝
影

基
本

設
定

開啟/關閉測光表

測光表在輕按快門按鈕13時啟動，但在此之前，要先用主開關
14將相機關機，而且快門時間轉盤15不是設定在B的位置。
觀景窗或顯示幕上的訊號持續發亮，代表測光表已就緒：•
•– 使用光圈先決時，快門時間的LED訊號•
•– 使用手動設定時，觀景窗兩個三角形LED中的其中一個LED，
有時候中間的圓形LED也會派上用場，或顯示幕上出現光量
計。

若放開快門按鈕，而沒有啟動快門，測光表會繼續維持約30秒
長的啟動狀態，而且相關的LED會繼續發亮。快門時間轉盤調至
B時，測光表處於關閉狀態。

提示：
•• 如果不可能在光圈先決模式下以現有的快門時間得到正確的
曝光，則快門時間顯示訊息會閃爍表示警告(僅適用於觀景
窗；相關詳細內容請看第44頁的「光圈先決」)。
•• 若測光表的測光區低於非常低的光線密度，則觀景窗左邊的
三角形LED會閃爍（或顯示幕光量計左邊的破折號）表示警
告。在光圈先決模式中，快門時間會繼續顯示。如果所需快
門時間超過最長上限（視ISO而定，最長60秒），在觀景窗內
該訊號也會閃爍。•
•• 相機長時間不使用或是放在相機袋裡時，應該要用主開關關
機。藉此也可防止不經意按壓到快門鈕而攝入影像的意外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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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光模式

此相機提供兩種曝光模式：光圈先決或手動設定。您可依拍攝
主題、場合和個人偏好選擇•
•– 常見的「半自動化」，或是
•– 預設的快門時間和光圈。

光圈先決

快門時間轉盤15設定在A位置時，相機的電子系統會自動設定適
當的快門時間─介於1/4000秒至60秒（視ISO而定，感光度越高
時長越短）之間的任意值，是依預設的感光度、相機測得的亮
度和手動選定的光圈而定。為求一目了然，相機計算出的快門
時間數值以半階為顯示單位。
曝光時間若大於2秒，按下快門後，觀景窗會顯示倒數剩下的曝
光時間。不過，相機所計算出、無段調整的曝光時間，可能會
和以半階單位顯示的數值略有差異。例如按下快門前，顯示訊
息裡看到的值是16 （離實際值最近的值），但是計算設定的時
間值其實更大，這時按下快門後的倒數計時可能會從19開始。•
在極端的光線條件下，測光機制計算所有參數後，可能得到超
出運作範圍以外的快門時間，亦即爲配合亮度值的條件，曝光時
間可能必須小於1/4000秒或大於60秒。在這種情形下，相機會
採用額定的最小或最大的快門時間值，並讓這些數值在觀景窗
閃爍以示警告。•

提示： 
•• 如第38頁ISO感光度設定的總結所述，使用較高感光度時，
您會察覺到或多或少的畫面雜訊──均勻、黑暗的表面上尤
甚。為了減少這些令人困擾的現象，相機在以較長的快門時
間拍攝之後，會自動產生第二張「黑相片」（快門關閉）。
隨之相機會從原先拍攝的影像資料，以數學運算法「消掉」
在此平行攝影中所測得的雜訊。在這些情況下，顯示幕會顯
示Noise Reduction12s1訊息作為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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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同時使用B快門功能和自拍器（請看第50頁），不能按
住快門鈕不放；快門會一直保持開啟狀態，直到第二次按下
快門鈕為止（符合T功能）。

1此時間值僅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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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光值儲存

重要的拍攝主題，往往基於構圖的理由並不在畫面中心，而且有
時候這些重要的拍攝主題，也比整個畫面的平均值來得較亮或較
暗。相機的中間重點式測光主要只注意畫面中央的區域，而且是
依平均灰度值校正。
上面說明的拍攝主題和狀況，在使用光圈先決功能時可輕易用測
量值儲存功能克服。

使用測光功能

1.• 對準重要的主題部位，然後再轉向另一個有平均亮度的細
部。

2.• 接著按壓快門按鈕13到第1個壓力點，進行測光及儲存。
•• 一直按在該壓點時，觀景窗數字列的上方會出現一個小紅
點以示確認，而且快門時間顯示值即使亮度條件產生變化
亦不會改變。

3.• 隨之用原先計算出的曝光值進行拍攝。
4.• 成功儲存測量值之後，

改變光圈設定並不會讓快門時間跟著變動，亦即有可能產生不當
的曝光。手指一旦離開快門按鈕的壓力點，儲存值就會失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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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修正

測光表是以一個中度灰色值為基值（18%反射率），相當於一
般常見拍攝主題的亮度。如果拍攝主題細部不符合此先決條件，
您可採取因應的曝光修正措施。
例如基於特定理由，做一系列拍攝時想刻意拍出有點不足或有
點過頭的曝光效果，這時曝光修正便是極為有益的功能。此功
能一旦啟動，和測量值儲存功能剛好相反，會一直維持到被重
設為止。
相機所支援的曝光修正值範圍是±3EV，單位是
1/3EV（EV：Exposure•Value•=•曝光值）。

輸入及刪除曝光修正值

相機提供兩種方式可用於調整設定曝光修正值：可透過選單操
控或使用設定轉盤（必須先啟用此功能）完成設定。
若您在連續攝影前已打算要對拍攝主題進行偏弱/偏強的曝光，
建議您使用功能選單進行設定。使用設定轉盤能迅速進行設定，
適用於突發意外狀況，讓您無須中斷用觀景窗追蹤拍攝主題的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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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選單操控

1.• 從攝影參數選單（請看第26/95頁）選擇
Exposure Compens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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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您想要的值。
•• 在輸出選單清單裡會將設定的包圍曝光，以EV+_•••X1的型式
顯示。

使用設定轉盤

1.• 在攝影參數選單裡（請看第26/95頁）選擇
Exposure Compensation，然後

2.• 按上／下十字鍵26，開啟Direct Adjustment選項。
3.• 若要僅使用設定轉盤快速完成設定，請選擇On；若要通過選

單操控完成設定，請選擇Off。

若選擇On ：
4.• 使用設定轉盤25設定想要的修正值。•

•• 觀景窗內的修正值做相應的變動，如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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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您用何種方式輸入，以下皆適用於設定的修正值：
•– 這些修正值在被手動重設為0之前，不會失效，而且不論相機
在此期間是否關閉後又重新開啟。

•– 這些修正值可用選單或設定轉盤重設。

1不論加號或減號，「±X」為當前的修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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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包圍曝光

許多誘人的攝影目標對比都很強烈，也就是說裡面有不是很亮
就是很暗的區域，隨著您依什麼部位決定曝光值而異，相片畫
面效果會大不相同。面對這類情況時，可啟動光圈先決功能並
使用自動包圍曝光功能，讓徠卡M型相機拍攝數張曝光級數不同
的相片，亦即用不同的快門時間拍攝。隨後您可挑選最合適的
相片，或是用適當的影像處理軟體算出一張對比範圍最高的相
片（關鍵字HDR）。
您有下列選項可用：
•– 四種間隔級數：0.5EV,•1EV,•2EV•及•3EV
•– 兩種拍攝張數：3或5

設定該功能

1.• 從攝影參數選單選擇Exposure Bracketing 。
•• 顯示幕會出現包含三個項目的子選
單：Number of Frames 、Aperture Stops 及Automatic ，
下面還有一條刻度尺。••
如果您同時啟動曝光補償功能，此功能的相關值會出現在
刻度尺方。

2.• 在•Number of Frames 項目下選擇是否使用包圍曝光或拍攝
張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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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確認設定。
•• Aperture Stops 選項的設定會標起來，表示等您進行設
定。

4.• 選擇想要的級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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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因為拍攝張數與級數組合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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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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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確認設定。
•• Automatic選項的設定會標起來，表示等您進行設定。

6.• 選擇想要的設定。選擇On 表示在一次快門操作後自動進行後
續拍攝，選擇Off 表示一次快門操作僅執行一次拍攝。

7.• 確認設定。
•• 在輸出選單清單裡會將設定的包圍曝光，以XEV/X1的形式
顯示。

8.• 相機會經由一次或多次的快門啟動操作（請看第23頁）拍
出您所設定的張數。•

1•第一個「X 」表示間隔級數，第二個表示拍攝張數

提示：
•• 使用自動包圍曝光功能時，請遵守以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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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導致超過Maximum Exposure Time提供的最
長快門時間。
•• 隨著初始快門時間的不同，自動包圍曝光的工作範圍也受到
限制，
•• 不管如何一定會拍預定張數的相片，結果可能一次包圍曝光
裡有好幾張以相同的曝光條件拍攝。
•• 閃光燈作業模式也可使用自動包圍曝光功能，不論閃光燈的
電量多低，都能完成包圍曝光，也就是不論是否開啟閃光
燈，都能完成一系列曝光拍照。
•• 此功能在其於Number of Frames 子選單中再次關閉前一直保
持作用，也就是在完成相關的關閉後，再次開啟動作。若未
關掉，每次按下快門鈕就會再度拍攝出一連串包圍曝光的相
片。

•

M_Typ 262_TW.indd   49 09.10.2015   15:23:21



TW

50

拍
攝

模
式

手動設定曝光

如果要完全用手動設定曝光的話，快門時間設定轉盤15就必須
轉到某格快門時間上，或停在兩格中間。
然後•
1.• 啟動測光表，而且
2.• 旋轉快門時間設定轉盤及/或鏡頭的光圈設定環9，依發亮的

三角形LED所指示的方向，讓圓形LED單獨亮起。
除了指示快門時間轉盤及光圈設定環的正確選轉方向外，光量
計的三顆LED也會以下列方式顯示曝光不足、過度或適當：

••至少1光圈級數的曝光不足；必須向右轉
••曝光不足1/2光圈格數；必須向右轉
••適度曝光
••至少1/2光圈級數的曝光過度；必須向左轉
••至少1光圈級數的曝光過度；必須向左轉

提示：
曝光時間若大於2秒，按下快門後，觀景窗會顯示倒數剩下的曝
光時間。

B快門設定/T功能

使用B快門設定時，只要按住快門鈕，快門就會一直維持在開啟
狀態（最多60秒；視ISO的設定而定）。
另有T功能配合自拍功能供您選用：若是已經設定B快門，而且
自拍器也藉由碰觸快門鈕而啟動（請看第58頁），快門就會
在選定的預設時間之後自行打開，然後就會一直維持開啟狀態－
不用繼續按著快門鈕不放，直到再碰觸快門鈕第二次為止，如
此，即便在長時間攝影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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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都會維持在關閉狀態，不過快門釋放後，
觀景窗的數字顯示會以秒為單位顯示曝光時間的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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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 長時間曝光下會有非常嚴重的畫面雜訊。
•• 為了減少這種擾人的現象，徠卡M會自動在每一次以較長快
門（大約從1/30秒起，視其他選單設定而異）拍攝之後，產生
第二張「全黑相片」（在快門全關的情形下）。隨之相機會從
原先拍攝的影像資料，以數學運算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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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快門時間長於2秒時，監控螢幕會顯示Noise Reduction 12s 1訊
息作為提示。

1此時間值僅為範例

超出或低於測量範圍

若測光表的測光區處於手動設定模式，而且低於非常低的光線密
度，則觀景窗左邊的三角形LED（ ）會閃爍表示警告，同理亮
度過高時右邊的LED（ ）會閃爍。在光圈先決模式中，快門時
間會繼續顯示。低於或超過必要的快門時間，最長的60秒以及
最短的1/4000秒也會閃爍顯示。因為測光是使用工作光圈進行，
所以這種情況也可能因鏡頭光圈縮小而產生。放開快門鈕後，即
使當前狀況低於測量範圍，測光表還是會繼續維持約30秒的啟
動狀態。若在這段時間內光線條件有所改善（例如改變拍攝主題
構圖範圍或放大光圈），則LED顯示訊息會從閃爍變成持續發亮
（表示測量作業就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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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光燈模式

相機可在真正攝影之前，用觸發一次或多次瞬間測試閃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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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圈設定的變更）都會自動納入考慮。

可用的閃光燈

下列閃光燈可以在相機上執行所有本說明書裡所描述的功能，
包括TTL閃光測量：
•• 系統閃光燈徠卡SF•26，既小巧又有和相機很搭調的設計，特
別適合用在此相機上。徠卡SF•26閃光燈更以操作容易著稱。
•• 其他徠卡閃光燈。
•• 其他接受閃光指數操控、能高速同步閃光（HSS）的系統兼
容閃光燈1（請看第56頁）。
•• 亦可使用其他市售、具備標準閃光燈接腳2以及正極中央接點
的外接式閃光燈，透過中央接點(X接點，16)來觸發。

1••使用系統兼容閃光燈時，可將白平衡（請看第36頁）設定為
Automatic，以獲得適當的色彩重現。

2••若使用不是特地為此相機調整的閃光燈，相機的白平衡功能就不會自動
切換，因此應該使用設定• （請看第36頁）。

裝上閃光燈

將閃光燈安裝在相•機的靴座20前，必須
•– 先將不使用時保護靴座及接頭28的護蓋往後拉出取下，及
•– 關閉相機和閃光燈。
安裝閃光燈時要注意，將其腳座完全推進徠卡M的閃燈靴座裡
面。而且(如果有的話)要用夾緊螺帽固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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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請勿碰觸閃燈靴座上的接點。

提示：
未使用其他配件時，務必蓋上靴座護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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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光燈模式

此相機裝上前述系統相容的閃光燈後，不管您使用哪個曝光模式
─光圈先決A或手動設定─都能選用全自動，亦即由相機操控的
閃光模式。在這兩種曝光模式下，都有一種自動照亮模式。為了
確定閃燈和現場光源保持平衡，在較高亮度下，閃光燈功能有時
可能會減少多達12/3EV。如果現場亮度加上最短的閃光燈同步時
間1•/180秒，會造成過度曝光，則在光圈先決模式下，不具HSS能
力的閃光燈不會觸發。在這種情形下，快門時間會根據環境光線
而調整，並且會顯示於觀景窗中。除此之外，具備光圈先決A和
手動設定功能的相機，容許您使用其他設計上很有趣的閃光科
技，如閃光燈觸發的同步動作是發生在第二而非習慣上的第一道
快門簾幕，而且使用比同步時間1/180秒長的快門時間。這些功
能都可透過選單設定（進一步的資料詳見後面的相關章節)。此
外，相機會將設定的感光度傳給閃光燈。如此一來，只要閃光燈
上有這類顯示訊息，而且可以用手動方式，把相機鏡頭上選擇的
光圈設定在閃光燈上，閃光燈就可以自動配合調整其有效距離數
據。使用系統相容的閃光燈時，感光度設定不會受到該閃光燈的
影響，因為該設定值已從相機傳送。
•

提示：
•• 攝影棚閃光燈設備的閃光時間通常都很長。因此在實際應用
時可選擇1/180秒以上的快門時間。
•• 同樣情形亦適用於無線電操控的閃光燈快門按鈕（「激發的
閃光」），因為無線電傳輸會造成延時。•
•• 下列章節只說明可用於此相機及系統輕巧型的閃光燈之設定
和功能。
•• 在相機上設定的曝光修正值（請看第46頁）只會影響現場
光的測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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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須自行另外進行設定！
•• 如果要取得閃光作業（尤其是使用非徠卡M-P相機專用的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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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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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機控制的設定，自動閃光燈作業

啟動所用閃光燈、以及設定好導數控制（例如TTL或GNC=導數
控制）作業模式之後，必須在此相機上：
1.• 每當您要用閃光燈攝影時，都要先輕輕壓下快門鈕啟動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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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門時間設定轉盤設定在A、設定在閃燈同步時間（1/180
秒），或是設定在較長快門時間（包括B快門）。在光圈先
決模式下，相機會自動設定同步時間或合乎環境光線的更長
的快門時間。（「選擇同步時間/同步時間範圍」請看第
56頁）。•

3.• 設定您想要或合乎焦距需求的光圈。

提示：
若自動控制或手動控制的快門時間小於1/180秒，則不會觸發閃
光燈，除非該閃光燈具有HSS能力（請看第56頁）。

以相容系統閃光燈攝影時，觀景窗內的閃光燈控制顯示訊息

在觀景窗裡，有一顆閃電形狀的LED，用於回報及顯示不同的作
業狀態。這個LED會和相關章節所說明的現場光線測光顯示訊息
一起出現。
•

自動閃光燈模式

（閃光燈設定為導數操控或TTL）

•• •未出現，儘管閃光燈處於開機及待命狀態：•
相機上手動設定了比1/180秒更短的快門時間，而且所連接的閃
光燈不具HSS能力。在這類情況下，儘管閃光燈處於開機及
待命狀態，相機也不會觸發它。
•• •在攝影前緩慢閃爍（2Hz的頻率）：•
閃光燈還沒進入待命狀態。
•• •在攝影前發亮：•
閃光燈已在待命中
•• 在按下快門後繼續發亮，但其他顯示訊息都已熄滅：•
閃光燈曝光足夠，閃光燈繼續保持待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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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按下快門後快速閃爍（頻率4•Hz），但其他的顯示訊息都
已熄滅了：•
閃光燈曝光足夠，但還未進入待命狀態。
•• 在按下快門後和其他顯示訊息一起熄滅：•
曝光不足，例如，選擇了對於拍攝主題來說太小的光圈。若
在閃光燈上設定了部分部分閃光功率級數，即使閃光LED已熄
滅，由於被用到的功率不大，閃光燈仍能繼續處於待命狀
態。

閃光燈設定成電腦控制(A)或手動模式(M)

•• •未出現，儘管閃光燈處於開機及待命狀態：•
相機上手動設定了比1/180秒更短的快門時間，在這類情況下，
儘管閃光燈處於開機及待命狀態，相機也不會觸發它。
•• •在攝影前緩慢閃爍（2Hz的頻率）：•
閃光燈還沒進入待命狀態。
•• •在攝影前發亮：•
閃光燈已在待命中。

•

用徠卡SF 26進行曝光補償

通過該功能可以在不受曝光影響的情況下通過現有的光線有針對
性地減弱或加強閃光曝光，例如在夜晚室外拍照時增強人面部亮
度的同時保持光線氛圍。

設定該功能

1.• 從攝影參數選單選擇Flash Settings ，然後•
2.• 在附屬的子選單裡選擇Flash Exposure Compens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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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數值是O，這表示該
功能處於關閉狀態。

3.• 設定您想要的值。
•• 在輸出選單裡會將設定的包圍曝光，以EV+ X 1的形式顯
示。

提示：
•• 該功能僅適用於無自帶曝光補償設定功能的系統兼容閃光
燈，亦即例如不適用於徠卡SF•58。徕卡SF•58和其他類似設
備的曝光補償設定直接在閃光燈上進行。
•• 用正向調整曝光補償選擇明亮閃光亮度時，必須有較高的閃
光功率，反之亦然。因此閃光曝光補償多多少少會引閃光燈
的有效範圍：一個正向補償級會降低有效範圍，一個負向補
償級則會提高範圍。
•• 變更後的曝光補償設定會持續生效，直到數值被切換至0為止
（見步驟•2），也就是說，無論之後拍攝了多少相片和即使關
閉相機後，也是如此。

1不論加號或減號，「X 」為當前的補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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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同步閃光模式（HSS）

在相機裝上徠卡SF•58閃光燈後，不管在任何快門時間、光圈先
決及手動曝光設定等條件下，都能選用全自動、亦即由相機操
控的高速同步閃光模式。如果選擇或計算所得的快門時間比同
步時間短，1/180秒，相機就會自動啟動此模式。正確設定閃光
燈時，這個切換動作不需要做其他攝影動作。

重要：
HSS閃燈的有效範圍比TTL燈的有效範圍小很多。

選擇同步時間/同步時間範圍

現場光線的再現效果深受快門時間以及光圈級數的影響。為閃光
作業設定最短快門時間──同步時間──時，這種設定在很多
狀況下會在未得到閃光燈適當補光的攝影主題部位引發不必要、
或多或少的曝光不足現象。
此相機可讓您在閃光作業中搭配光圈先決功能時，依當前的拍
攝主題條件，或是您對影像的偏好微調快門時間。在這方面，
有五種設定供您選用：

設定該功能

1.• 從攝影參數選單選擇Flash Settings和Auto Slow Sync.，然
後

2.• 在所屬的子選單選擇1/f 1（自動的、受限於鏡頭條件的設
定），或是Manual Setting （如果您想自行選用一特定快門
時間）。

3.• 您可以在Manual Sett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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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最長的快門時間，是根據拍攝時不會手震的簡易法
則，例如用50mm鏡頭時為1/60秒。但是，慢速快門同步選單
有設定它的Auto Slow Sync.1/125秒，即使使用更長的焦距，也
不得超過此值。
•• Manual Setting 子選單的設定欄位會先出現目前設定的最長快
門時間。
•• 手動操控曝光時，所有快門時間，包括同步時間1/180秒，也都
可以選用。
•• •若使用徠卡SF•58（請看第52頁）而且設定較短的快門時間
（即小於1/180秒），閃光燈會自動切換為HSS模式。

1•只有在使用接座上有6位元辨識碼的徠卡M型鏡頭，並在選單中啟動鏡
頭辨識功能時，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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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同步時間點

閃光燈攝影的曝光是由兩種光源達成：現場光線及閃光燈光線。
只有或主要靠閃光燈照明的攝影主題部位，可藉由極短的瞬間光
線拍得十分清晰（有正確對焦的前提下）。相對的，所有其他攝
影主題部位──用現場光源照明就夠或自己會發光的部位──在
整張相片的清晰度就會有差異。這些拍攝主題部位是會清晰或「
模糊」重現（以及「模糊」的程度），取決於兩種獨立因素：
1.• 快門時間的長度，亦即這些拍攝主題部位在感測器上的「作

用」時間長度
2.• 這些拍攝主題部位（或是相機）在攝影過程中的移動速度
快門時間越長、以及運動越快，這兩個（互相重合的）局部畫面
就越明顯不同。
閃光燈觸發動作的傳統時間點是在曝光開始時，也就是在第一道
快門簾幕完全打開影像遮罩之後。這時有可能產生視覺上不合理
的情形，例如在摩托車的相片上，摩托車的光線軌跡超越了摩托
車本身。

此相機允許您選用這種傳統的閃光燈觸發時間點，或是選擇在曝
光結尾處同步，亦即在第二道快門簾幕剛要開始再度關閉影像遮
罩之前。這時，清晰的畫面會出現在運動結尾之處。這種閃光技
術能賦予相片自然的動態感。
此功能可於以下情形使用
•– 相機及閃光燈的所有設定
•– 光圈先決及手動快門時間選擇
•– 自動及手動閃光燈模式
這兩種情形的顯示訊息都一樣。

設定該功能
1.• 從攝影參數選單選擇Flash Settings和•Flash Sync. Mode，•

然後
2.• 在附屬的子選單選擇想要的項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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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

以自拍器攝影

利用自拍器時，您可以選擇延遲2或12秒拍攝相片。第一個選項
特別適用於避免在按快門時晃動而產生不清晰的畫面。第二個
選項適用於拍團體照而您自己也想出現在相片時，建議您將相
機固定在三腳架上。

設定及使用該功能

1.• 將主開關14轉到 。
2.• 在攝影參數選單裡（請看第26/95頁）選擇Self timer ，

然後
3.• 在附屬子選單選擇想要的預備時間。
4.• 若要開始前置時間，請按下快門按鈕13至第二個壓點，請參

閱第23頁）。•
•• 發光二極體5可呈現前置時間的進行過程，12秒前置時間
中的前10秒先閃爍，然後變成持續發亮，在顯示幕裡也會
同時倒數計時。

自拍器啟動的12秒前置時間流逝前，您可隨時按下SET-•17或
Menu按鈕18中斷此作業；當前的設定會留著，而且重新輕觸其
中一個快門鈕即可重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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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自拍作業的曝光的設定並不是在按下快門鈕時進行，而是在拍攝
之前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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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使用者特定風格

此相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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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攝影參數選單（請看第26/95頁）選擇User Profile，
3.• 在子選單選擇Save as Profile，然後
4.• 在相關子選單選擇想要的儲存位置。

選取使用者設定檔 

1.• 從攝影參數選單（請看第•26/95頁）選擇User Profi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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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Default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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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使用者設定檔名稱

1.• 從攝影參數選單（請看第26/95頁）選擇User Profile ，•
2.• 從子選單選擇Manage Profiles ，然後
3.• 在所屬的子選單裡選擇Rename Profiles 。

•• 特定風格名稱及編號就會出現，編號會標示成已經可以進
行編輯。

4.• 轉動設定轉盤25或是使用上/下十字鍵26，選取您想更改名
稱的使用者設定檔。

5.• 按一下SET-17或INFO按鈕27，或按下十字鍵的向右按鈕確
認您的設定。
•• 下一個位置標示為可供設定。

6.• 轉動設定轉盤或按上/下十字鍵變更名稱的數字或字母。按
以下按鈕選擇其他區域
•– INFO按鈕
•– 或SET按鈕，•
•– 或按左/右十字鍵。
您可選用A至Z的大寫字母、0至9•的數字以及空格符號_；些
符號依此順序組成一無限迴圈。

7.• 按SET或INFO按鈕，確認您的設定（最後一個位置必須保持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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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使用者設定檔儲存在記憶卡上 / 從記憶卡讀取

1.• 從攝影參數選單（請看第26/95頁）選擇User Profile ，•
2.• 從子選單選擇Manage Profiles ，然後
3.• 從相關子選單選擇Import profiles from card?或

Export profiles to card?•。
•• 顯示幕裡會出現對應的問題。

4.• 按一下SET-17或INFO按鈕27，或按下十字鍵的向右按鈕確
認您的設定，表示您確實想要匯入或匯出設定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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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有先前在主選單及攝影參數選單執行的個
人設定，回復成出廠基本設定。

設定該功能

1.• 在主選單裡（請看第26/95頁）選擇Reset，然後•
2.• 在附屬子選單選擇No 或Yes 。

提示：
這種回復動作也對可能用使用者設定檔確認及儲存的個人設定檔
有效。

標示影像檔案與 
著作權保護

此相機讓您可利用文字及其他標記，標示您的影像檔案。•
為此，您可以在每次拍攝時，於2個欄位中提供最多17個字元的
資訊。

1.• 從主選單（請看第26/95頁）選擇
Copyright-Information。
•• 顯示幕上出現一個含有三個項目的子選
單：Copyright-Information ，Information 和Artist 。開始
時只啟用Copyright-Information 列。

2.• 啟動Copyright-Information 功能，並確認啟動。
•• 接著啟用資訊列，第一個位置標示為可供編輯。

3.• 使用設定轉盤25選擇想要的列；按下十字鍵26的相應方向按
鈕選擇其他區域。•
可在Artist列按下十字鍵的相應方向按鈕或使用INFO-27按
鈕SET-17按鈕完成選擇。••
您可選擇不同的標點符號、0到9的數字、大/小寫字母及_符
號；這些符號依此順序組成一個無限迴圈。

按一下SET或INFO按鈕，確認您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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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模式

如要在相機的顯示幕29上播放相片，有下列模式供您選用：
•– PLAY不限時播放

或是
•– Auto Review緊接於攝影後的短暫播放

不限時播放 – PLAY

按一下PLAY按鈕21，切換到播放模式。
•• 顯示幕裡會先出現拍攝的相片，還有對應的顯示訊息(請看第
92頁)。•
但是如果插入的記憶卡裡沒有任何相片檔案的話，則切換到
播放模式之後就會出現對應的訊
息：Attention No image to display. 。

提示：
•• 按壓PLAY按鈕，依先前設定的功能而定，會有多種不同的結
果：

初始狀況 按PLAY鈕後

a.• 全畫面播放相片 拍攝模式

b.• 播放多張縮圖中的局部放大圖
（請看第85頁）

全畫面播放該張相片

c.• 啟動選單操控功能•
（請看第26頁）或啟動
DELETE或保護功能•
（請看第68頁）•

全畫面播放最後顯示的相片

•• 用徠卡M（Typ•262）也可播放徠卡M（Typ•240）和徠卡M•
Monochrom（Typ•246）所拍攝的相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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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播放 
最後一張相片

在Auto Review模式中，相機每拍完一張相片就會立即展示。
如此您可迅速且簡單的預覽檢查該相片是否成功拍攝或應重拍，
此功能允許您設定相片顯示時間長度。

設定該功能

1.• 從主選單（請看第26/95頁）選擇Auto Review ，
2.• 在附屬的子選單裡選擇想要的選項，即時間長度：

（Off ，1 s ，3 s ，5 s ，Permanent,•
Release button pressed）。

Auto Review模式隨時切換到正常模式，也就是不限時的PLAY播
放模式。

提示：
若使用連續拍攝功能(請看第24頁)，會先顯示該系列的最後一
張相片或者是該系列儲存在記憶卡的最後一張相片－除非該系列
拍攝的所有相片都從相機內建記憶體轉存到記憶卡了。如欲選取
該次連續攝影的別張相片，或欲瞭解播放時的其他可能性，請參
閱下列章節之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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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

為避免干擾您檢視相片，在一般播放模式，除了影像外，只會
出現標題列的資訊。

如果顯示局部畫面，將會出現頂列提供相應的顯示訊息 。

除了一般播放模式外，還有其他三種模式可供選擇，它們附帶
不同的補充信息。這些模式組成一無限迴圈，（多次）按壓
INFO按鈕27就能開啟。

提示：
用此款相機也可播放徠卡M（Typ•240）和徠卡M•
Monochrom（Typ•246）拍攝的視頻影像資料。也可參見第94
頁，「顯示功能/顯示屏上/播放模式下/視頻影像播放模式下」。
一段視頻播放快結束時，請取出相機使用說明，以確保成功播
放。

 顯示色階分布圖

色階分佈圖展示相片的亮度分佈情形。
水平軸對應亮度值。
從黑（左邊）到灰再到白（右邊）。
垂直軸則對應於符合該亮度的像素數量。
這種表現形式提供了-除了圖像本身
-一個額外的、快速簡單的曝光設定判斷依據。•
按一下（從一般播放模式開始算起）INFO按鈕，顯示色階分布
圖。色階分布圖會出現在相片影像的下半部。

M_Typ 262_TW.indd   64 09.10.2015   15:23:23



TW

65

播
放

模
式

顯示削波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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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兩下（從一般播放模式開始算起）INFO按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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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設定該功能

1.• 在主選單裡（請看第26/95頁）選擇
Clipping Definition，然後

2.• 在子選單設定下閾值與上閾值。
•• 刻度尺會顯示削波部位在整體曝光範圍中的比例。

關於色階分佈圖和削波部位顯示功能的提示：
•• 播放相片的完整影像或部分影像時，都可開啟這兩種顯示功
能；同時播放4張、9張或36張縮圖時，則不行（請看第66
頁）。
•• 兩種顯示都是針對當下顯示在螢幕上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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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額外資訊

按三下（從一般播放模式開始算起）INFO按鈕，顯示額外拍攝
資料及一張縮圖。

提示：
這個模式只會顯示完整的影像，不管之前是否只顯示局部影像。

觀賞其他相片/ 
記憶體內「翻頁」

您可以用左/右十字鍵26叫出其他儲存的相片。按左十字鍵叫出
上一張相片，按右十字鍵叫出下一張相片。第一張或最後一張
相片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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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螢幕會顯示當前影像的相片及檔案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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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選擇局部畫面/同時觀賞多張縮小相片

此相機允許您將單張相片變成放大的局部畫面，而且可自由選擇
局部畫面，以便更確切地審視影像。您也可以，相反的，為了概
略檢視相片或快速尋找某張相片，讓監控螢幕同時顯示多至36
張相片。

提示：
•• 拍攝低解析度相片（如1.7MP）時，將無法使用所有放大級
數。
•• 只要相片放大顯示，左/右十字鍵就無法用來呼叫其他相片，
而是變成用來在相片裡「操控方向」(例外：請看下一個提
示）。

將設定轉盤25向右旋轉，可將中央的畫面局部放大。放大到最
後一級時，螢幕的一像素相當於相片的一像素。
您可以用四個十字鍵26在放大的影像裡，另外任意選擇局部畫
面的擺放位置，為此請依您想要的畫面推移方向（多次）按壓相
應的十字鍵。

•• 顯示幕右上角框裡的方塊，不但代表當時放大的區域，同時
也代表所顯示局部畫面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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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您也可以從放大的影像直接切換到別張相片，而且會以相同的
放大率顯示。方法是再按左/右十字鍵，但要同時按住PLAY按鈕
21。

設定轉盤向左轉（從一般尺寸開始），就能同時檢視4張相片再
繼續轉下去則可檢視9或36張相片。
•• 顯示幕裡可顯示最多36張縮圖，先前以正常大小觀賞的相
片，會以紅色外框標示出來。

您可以用四個十字鍵自由瀏覽縮圖，選取的相片就會對應標示。
可以將設轉盤向右轉動，•
或按INFO•
•
或PLAY按鈕，恢復以正常大小觀賞該相片。

提示：
播放36張相片時，若繼續向左轉動設定轉盤，紅框會圍住整組
相片；這時，您就可以一組一組地快速「翻頁」。

刪除相片

每當監控螢幕顯示相片時，您都可刪除該張相片。例如相片已
儲存在別的媒體、您不再需要這張相片或是得在記憶卡上騰出
更多儲存空間時，這個功能就很實用。
您可以一張一張地或同時多張地刪除相片。

提示：
•• 刪除功能只能在播放模式中使用，但不限播放尺寸以及同時
播放的張數（不過，在36格播放模式中，紅框若圍住整組，
就無法啟動刪除功能）。
•• 受保護的相片必須先取消防止刪除功能後才能予以刪除（請
參閱下一章節）。

步驟

1.• 按下DELETE按鈕20。
•• 顯示幕畫面出現對應的子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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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可隨時按PLAY-21或•DELETE按鈕中斷刪除。

2.• 首先您要決定是否一張一張刪除Delete Single，或同時刪除
所有相片Delete All。

3.• 按下SET按鈕，確認您的選擇。您可以用左/右十字鍵叫出其
他相片。

提示：
•• 若顯示的相片有刪除保護(請看第70頁)，則無法在子選單裡
選擇功能選項Single。
•• 要刪除所有相片時，為了防止意外刪除，您必須再確認一
次，確定您真的想要刪除記憶卡上所有的相片。

刪除後的顯示訊息

刪除後，會出現下一張相片。如果記憶卡上沒有相片，就會出現
下列訊息：Attention No image to display. 。

刪除記憶卡上全部相片 

刪除後，會出現下列訊息：Attention No image to display.。若有
一張或一張以上相片有防止刪除的保護，該相片或是這些相片裡
的第一張就會顯現。

提示：
刪除相片會在相片計數器裡將後面的相片全部跟在前面相片後重
新編號。例如刪除第3號相片，原來的第4號相片就會變成第3
號，原來的第5號相片變成第4號，以此類推。不過這點不適用
於記憶卡上的檔案編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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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相片 / 取消防止刪除功能

記錄在記憶卡上的相片，可被施加保護功能，防止意外刪除。
這種防刪除保護亦可隨時取消。

提示：
•• 無論是施加防刪除保護功能還是解除防刪除保護功能，都只
能在播放模式中進行，但不限播放尺寸以及同時播放的張數
（不過，在36格播放模式中，紅框若圍住整組，就無法啟動
這些功能，請參閱第67頁）。
•• 對受保護的相片進行刪除動作時，相機的各種反應詳見於前
面的章節。
•• 若確定要刪除這類相片，請先依下列說明取消其保護功能。
•• 防刪除保護功能只有在相機內才有效。
•• 將記憶卡格式化時，受保護的相片也會被刪除（請參閱下一
章節）。
•• 在SD/SDHC/SDXC記憶卡上您可以防止意外刪除，方法是將
卡上的防寫開關推到標示著LOCK的位置(請看第17頁)。

步驟

1.• 按下SET按鈕17。
•• 顯示幕畫面出現對應的子選單。

提示：
設定過程可以隨時中斷
•– 按下PLAY按鈕21－以便回到正常播放模式，
•– 或是輕觸其中一個快門按鈕13－以便跳到攝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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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選擇，
•– 是要一張一張Protect Single，還是
•– 同時對所有相片施加保護功能Protect All﹔或是
•– 要解除單張相片的防刪除保護功能Unprotect Single，或
是•

•– 解除所有相片的防刪除保護功能Unprotect All。

提示：
欲進行下列動作時，相關功能在選單上的字體會從亮色變成暗
色，以示無法使用：
•– 對一張已經受保護的相片施加保護功能。
•– 對一張未受保護的相片解除防刪除保護。

3.• 按下SET按鈕，確認您的選擇。您可以用左/右十字鍵26打開
其他相片。

•

保護後的顯示／取消刪除保護

離開相關過程後會再度出現原來的顯示幕畫面，在受保護的相片
上會出現一個對應的顯示訊息（ ）。

提示：
一張已受保護的相片被開啟時，顯示訊息（ ）也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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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

資料夾管理

記憶卡上的相片資料儲存在資料夾裡，會自動產生。資料夾名
稱基本上由八個字元組成──三個數字加五個字母，出廠時第
一個資料夾名稱為「100LEICA」，第二個稱為「101LEICA」，
依此類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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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夾內的相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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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相片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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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達到資料夾編號999及相片編號9999時，顯示幕會出現
相關警示訊息，編號功能必須重置（請參閱下方說明）。
此相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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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資料夾名稱

1.• 在攝影參數選單裡（請看第26/95頁）選擇
Image Numbering ，然後

2.• 從其子選單選取New Folder。
•• 資料夾名稱出現（最初都是XXXLEICA）。第4個位置上的
字元已經標示成可供編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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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第72頁），相機會
自動建立一個新資料夾。

3.• 轉動設定轉盤25或按上/下十字鍵26變更名稱的數字或字
母。按以下按鈕選擇其他位置
•– INFO按鈕27，
•– 或SET按鈕17，
•– 或按左/右十字鍵。
您可選用A至Z的大寫字母、0至9的數字以及底線符號_這些
符號依此順序組成一無限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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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SET或INFO按鈕，確認您的設定（第8個位置必須保持開
啟）。
•• 一個提出Reset file numbering?問題的子選單隨即出現。

5.• 選擇Yes或No。

1X字元代表該空位。

變更影像檔案名稱

1.• 在主選單裡（請看第26/95頁）選擇Image Numbering，
然後

2.• 在所屬的子選單裡選擇Change Filename。
•• 出現影像檔案名稱。第1個位置上的字元已經標示成可供
編輯。

您可以更改第一至第四位的符號。
3.• 轉動設定轉盤25或按上/下十字鍵26變更名稱的數字或字

母。按以下按鈕選擇其他位置
•– INFO按鈕27，
•– 或SET按鈕17，
•– 或按左/右十字鍵。
您可選用A至Z的大寫字母、0至9的數字以及底線符號_這些
符號依此順序組成一無限迴圈。

4.• 按SET或INFO按鈕，確認您的設定（第4個位置必須保持開
啟）。
•• 第2點所描述的設定選單再度出現。

M_Typ 262_TW.indd   73 09.10.2015   15:23:25



TW

74

其
他

功
能

重置影像檔案名稱

1.• 在攝影參數選單裡（請看第26/95頁）選擇
Image Numbering ，然後

2.• 在附屬的子選單裡選擇Reset。
•• 一個提出Reset file numbering?問題的子選單隨即出現。

3.• 選擇Yes或No。
•• 按下INFO-27或SET按鈕17確認選擇後，第二點所描述的
設定選單會再度出現。

1X字元代表該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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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首次
插入一個尚未格式化的記憶卡，就需要執行格式化功能。•

提示：
儘管如此，仍應養成習慣將您的相片儘快複製到安全的儲存裝
置，例如您電腦的硬碟。需將相機連同記憶卡一起送修時，尤
應採取此安全措施。

步驟

1.• 在攝影參數選單裡（請看第26/95頁）選擇
Format SD card，然後

2.• 在所屬的子選單裡選擇Format SD card?
3.• 按下SET-17或•INFO按鈕27，對記憶卡執行格式化。

提示：
•• 如果記憶卡是在別的裝置裡，例如電腦裡格式化的話，則應
在徠卡M裡重新格式化。
•• 如果該記憶卡無法格式化，請洽詢您的經銷商或徠卡的資訊
服務部（地址詳見第1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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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資料傳送到電腦

可使用市售的SD/SDHC記憶卡讀卡機將相片檔案傳送到另一台
電腦上。對於有USB介面的電腦可以使用USB介面的讀卡機

提示：
在一台電腦上透過USB集線器(「Hub」)或延長線連接兩台或兩
台以上的裝置時，可能會有不順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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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卡上的資料結構

記憶卡的資料傳送到電腦時，會建立以100LEICA-、101LEI-
CA-等命名的資料夾：
資料夾裡最多可以儲存9999張相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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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DNG原始資料

若選擇DNG（數位負片）格式，需使用相關軟體程式才能以最
高品質轉換儲存的原始資料，例如原始資料轉換軟體Adobe®•

Photoshop®•Lightroom®。該軟體有能改善品質、適於數位色彩
處理的演算法，能將雜訊降到特別低的程度並實現令人驚奇的影
像解析度。
進行影像處理時，您可以事後調整例如白平衡、減少雜訊、階
調、銳利度之類的參數，進而達到最高水準的影像品質。

安裝韌體更新

Leica•致力於進一步開發、改善自己的產品。由於相機中有許多
功能完全由軟體控制，因此某些改良與功能上的擴充，可於出廠
後安裝於相機之中。因此，徠卡會提供韌體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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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瀏覽我們的網頁：
若要得知您的相機是否已安裝了最新的韌體，請查詢選單項目
Firmware。
您可從我們公司網站的首頁下載新的韌體，安裝到您的相機上。

1.• 對相機內的記憶卡進行格式化。
2.• 將相機關機，然後將記憶卡插入內建或外接到的電腦的SD/

SDHC/SDXC讀卡機。•
3.• 從相機網頁中名為「UPDATES」的連結點，下載軟體檔

案。
4.• 將檔案•m-X_xxx.upd儲存在記憶卡資料夾結構的最上

層。X_xxx表版本編號。
5.• 將記憶卡自讀卡機中取出後插入相機內，並將底蓋蓋上。•
6.• 按住INFO按鈕27，開啟相機。

更新作業隨之啟動。可能需要多達15分鐘的時間。

提示：
•• 充電電池的電力不足時，會出現
Attention Battery capacity is low, please change  
the battery soon警示訊息。請先對充電電池充電，然後再重
複上述步驟。
•• 請注意關於重新使用相機的所有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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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配件

交換式鏡頭

徠卡M型系統提供了快速且低調攝影所需的最佳基本配備。此系
列的鏡頭涵蓋了16至135mm的焦距範圍以及高達1:0.95的光傳
量。

濾鏡

新式的徠卡M型鏡頭，亦即配備標準規格濾鏡螺紋者，可選用
UVa濾鏡及M型泛用式偏光鏡。

提示：
特別為徠卡M8和M8.2開發的徠卡UV/IR濾鏡，不應該用在徠卡
M上，因為可能特別在使用廣角鏡頭時，會在相片邊緣發生色偏
現象。•

泛用式M型廣角觀景窗

徠卡M型泛用式廣角觀景窗是極其實用的配件。它可不受限地用
在所有類比及數位徠卡M型相機上，而且（和相機的觀景窗一
樣）會映出的框線，依您的選擇顯示廣角鏡頭焦距16、18、21
、24或28mm的取景範圍。
此觀景窗配備了視差補償裝置，還有一個水平儀可精確校準相
機的水平方位。
（訂單號12•011）

M型反射鏡式觀景窗

18、21、24mm的鏡頭都各有合適的反射鏡式觀景窗可選用，
其特點是特別小巧的結構以及明亮的觀景窗畫面。如同相機的
觀景窗，它們也有設定取景範圍用的框線（訂購編號18mm：12•
022黑色，12•023銀色/21mm：••
12•024黑色，12•025銀色/24mm：12•026•黑色，12•027銀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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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型1.25倍及1.4倍的觀景窗放大鏡

使用焦距35mm以上的鏡頭時，徠卡M型1.25倍及1.4倍的觀景
窗放大鏡可讓取景構圖變得容易很多。它們適用於所有徠卡M型
相機，而且會放大觀景窗畫面的中心區域。此相機0.68倍的觀景
窗用1.25倍的放大鏡會有0.85倍的放大效果，用1.4倍的放大鏡
則有0.95倍的放大效果。
為防止遺失，有一條含簡易鎖的安全鏈可用來將觀景窗掛在揹帶
的固定環上。
這些觀景窗放大鏡都附有收納皮袋。皮袋上有一個掛環，便於將
觀景窗放大鏡安全地收藏在相機的揹帶上以備隨時取用。
（訂購編號12•004•M，1.25倍/12•006•M，1.4倍）

閃光燈

系統閃光燈•Leica•SF•26，既小巧又有和相機很搭調的設計，特
別適合用在此相機上。以操作容易著稱。
（訂單號14•622）

提示：
未使用其他配件時，務必蓋上靴座護蓋。

M型手把

M型把手是很實用的配件，能讓您很穩固地單手握持徠卡M型相
機，很值得推薦使用。這個把手可安裝在相機底部（取代原有的
標準底蓋）。
（訂單號14•496）

徕卡M手柄指环

（訂單號S：14•646/M：14•647/L：14•648）

視力矯正鏡

為了讓眼睛能夠以最佳程度適應相機的觀景窗，我們提供了下列
的正或負視度值（球面）的視力矯正目鏡：±0.5/1/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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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袋

新款M型相機套是專為徠卡M型相機開發的產品。相機套可在運
送途中保護相機，無需將相機取出護套也可拍攝，即方便又快
速。
為了在密集拍照時提供完善的僺護，可以取下相機套的前部，
而留在相機上的護套部分可繼續提供相機保護。
（訂單號14•547）
除此之外，還有防水布料的白金漢•(Billingham)•綜合式相機袋，
可收納多種相機配備。它可收納兩個機身加兩個鏡頭，或是一
個機身加三個鏡頭。即使是大型鏡頭或是裝上M型把手的相機，
也都有足夠的空間。設有拉錬隔間可讓您收納徠卡閃光燈SF•26
或其他配件。
（訂購編號14•854黑色，14•855鐵灰色）。

備用件 訂單號

M型相機護蓋 14 397

配件熱靴座護蓋M 14•900

揹帶 14•312

鋰電池BP-SCL2 14•499

充電器BC-SCL2•
（含歐規及美規電源線，車用充電線）

14•494

澳洲及英國用電源線 14•422•及•14•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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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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攝影機、收音機）
旁邊使用您的相機。
•• 若將相機放在電視上或在電視旁操作，其磁場可能會干擾影
像的紀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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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能損壞儲存的
資料或干擾攝影。
•• 請勿在無線電發送機或高壓電線旁使用相機。其電磁場也可
能干擾影像的記錄。
•• 若相機因為電磁場的作用而有錯誤動作，請先關機、取出電
池，並且稍後再重新開機。
•• 保護相機不和殺蟲劑及其他有侵蝕性的化學品接觸。同樣
的，請勿用汽油、稀釋劑或酒精清潔相機。
•• 某些特定的化學藥劑和液體可能損害相機的機身，以及表面
的塗層。
•• 因為橡膠和塑膠有時會釋出侵蝕性化學品，所以不應和相機
長時間保持接觸。
•• 請您確定砂粒和灰塵不會跑進相機內，例如在海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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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您確定不會有水灑落相機內，例如在雪地、雨天或在海
灘。濕氣可能會造成徠卡M和記憶卡故障，甚至造成無法修
復的損害。
•• 未使用閃光燈時，務必蓋上靴座護蓋。•
•• 請勿觸碰配件靴座的觸點。

•• 如果鹽水噴霧碰到相機（例如在海灘），請您將柔軟的毛巾
先用自來水弄濕，然後徹底擰乾。隨後用一條乾布徹底擦
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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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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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非常、非常少的暗點或亮點瑕疵。後者
不算是故障，而且不會妨礙影像的重現。•
•• 若相機碰到溫度劇烈變化的情形，可能在顯示幕上形成冷凝
潮濕現象，請用柔軟、乾燥的毛巾小心擦拭。
•• 如果相機開機時外面很冷，顯示幕一開始比較暗是正常，溫
度升高一些後，亮度就又會恢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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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相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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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養提示

污漬是微生物的溫床，所以，請仔細維護裝備的清潔。

相機

•• 只能用柔軟、乾燥的毛巾清潔相機。遇有頑固汙漬，應先用
稀釋得很薄的清潔劑沾濕，再用乾布擦拭。
•• 相機和鏡頭上的斑點和指紋要用乾淨、不起毛球的布拭去。
相機機身上不易搆著的角落的粗糙汙漬，可用一根小刷子清
理。同時不得碰觸快門葉片。
•• 您的相機上所有軸承和滑動面都潤滑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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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上的對焦環以及光圈設定環也應該偶爾轉動
一下。
•• 請您注意：鏡頭接座上6位元辨識碼用的感測器（請看第19
頁）既不能弄髒，也不能刮傷，也請注意勿讓砂粒或類似顆
粒附著於此處，以免刮傷接座。此組件只能以乾燥方式清
潔，且不可對保護玻璃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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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頭

•• 鏡頭外部鏡片通常只需用軟毛刷清除灰塵。鏡片若非常髒，
可用乾淨、確定不含異物顆粒的柔軟毛巾，以畫圓圈的方式
由內往外小心清潔。我們建議您使用存放於保護容器內，且
可用不超過40°C的溫水清洗（不要用柔軟精，且切勿熨燙）
的微纖布（可於照相館或光學用品專賣店選購）。請勿使用
浸過化學原料的眼鏡清潔布，以免傷害鏡頭的玻璃。
•• 請您注意鏡頭接座上的6位元辨識碼（請見第19頁）既不能
弄髒也不能刮傷，也請注意勿讓砂粒或類似顆粒附著於此
處，以免刮傷接座。此組件只能以乾燥方式清潔！
•• 無色的UVa濾鏡是前方鏡片處於不佳的攝影條件（例如砂子、
鹽水噴濺！）時最佳的保護。不過，請別忘了：在某些逆光
及高反差的環境中，其與任何其他濾鏡一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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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重複充電的鋰離子電池是透過內部化學反應產生電流，這種反
應也會受到外界溫度和空氣溼度的影響。非常高和非常低的溫
度，都會縮短電池的使用時間與壽命。
•• 若長時間不使用相機，請取出充電電池，否則電池可能在幾
星期後放電到快沒電的程度，因為相機即使在關機狀態下，
還是會消耗微小的電流（例如用來儲存日期）。過度放電的
電池可能會無法再充電。•
•• 鋰離子電池應該只能以部分充電的狀態存放，亦即是既不要
完全放電也不要充飽電（顯示幕裡對應顯示的狀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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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接點還是不應該與金屬（如迴紋針或飾品之
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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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損壞的電池可能會使相機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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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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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器取出，改用其他電池。繼
續使用這樣的電池可能引發過熱現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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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著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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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電池的壽命是有限的。建議在使用四年後更換。
•• 請將受損的電池交給資源回收點回收。
•• 充電電池不得長時間暴露於熱源或日曬、溼度或濕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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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充電器

•• 若在收音機附近使用充電器，訊號的接收可能受到干擾；這
些裝置之間至少要維持一公尺的距離。
•• 使用充電器時，可能會出現噪音（「嗡嗡聲」）。這是正常
現象，並非功能故障。
•• 充電器不使用時，請拔除電源，因為即使未放入電池還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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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機隨附的車用充電線
•– 只能使用12V電源，
•– 不可連接已接上市電網路的充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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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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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關機或是劇烈震動。
•• 基本上，為了保險起見，記憶卡只能存放在附贈的抗靜電容
器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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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可能會受損，
而且可能導致儲存的資料遺失。
•• 如果長時間不使用徠卡M，請將記憶卡取出。
•• 請勿接觸記憶卡背面的接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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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
•• 用簡單格式化的方法時，記憶卡上存在的資料並不是真的失
去而無法回復，而是將目錄刪除，讓現有的檔案無法直接存
取。有些相關軟體能還原這些資料。只有那些被新儲存的資
料覆寫的資料，才會真正被徹底消除。儘管如此，仍應養成
習慣將您的相片儘快轉存到安全的儲存裝置，例如您電腦的
硬碟。需將相機連同記憶卡一起送修時，尤應採取此安全措
施。
•• 格式化過程最長可花上三分鐘的時間（確實時間因各種記憶
卡而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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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感測器/灰塵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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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使用Dust Detection功能檢查感測器表面是否有塵粒及其多
寡。這種方法比目視法準確許多，可據此判斷是否需要清潔感測
器。
您可將相機送至徠卡相機公司的顧客服務部（地址：請看第
102頁），客戶服務部門進行付費的感測器清潔工作；這項清
潔工作並非保固服務的一部分。
您也可以自行進行這項清潔。選單裡有相關功
能：Sensor Cleaning 。快門會被強制於開啟狀態，以便您清潔
感測器。

灰塵辨識

1.• 從主選單（請看第26/95頁）選擇Sensor Cleaning ，
•• 相關子選單隨之出現。

2.• 選擇Dust Detection。
•• 顯示幕會顯示下列訊息：Attention Please close the 
aperture to the largest value (16 or 22), and take a 
picture of a homogeneous surface (defocussed).。

3.• 按下快門鈕13。
•• 不久後顯示幕上會出現一個「圖像」，並以黑色像素代表
塵粒。

提示：
若無法進行灰塵辨識，將會出現一則相應的訊息。畫面會在幾秒
鐘後切換回第2點描述的訊息。接著便可重複進行拍攝。

清潔

1.• 從主選單（請看第26/95頁）選擇Sensor Cleaning ，
•• 相關子選單隨之出現。

2.• 選擇Open Shutter。
3.• 選擇Yes。若電池電力足夠（即至少60%的電力），快門隨

之打開。
•• 隨即出現下列指示：Please switch off camera after 
inspection。

提示：
若電池電力太低，會出現警告訊息Battery too low for sensor 
cleaning，表示無法使用該功能，亦即無法選擇Ja。

4.• 進行清潔工作。此時務必要注意提示底下的說明。
5.• 清潔完成後，請將攝像機關閉。為保安全，快門將在•10•秒

後關閉
•• 會出現下列提示：Please stop sensor cleaning  
immed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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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 原則上：為了防止灰塵等侵入相機內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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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儘可能在無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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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測器的檢查和清潔都應該儘可能在無塵環境中進行，以避免
又弄髒它。
•• 輕微附著的灰塵，可用乾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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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essional」的產品，也可依其說明使用。
•• 若用前述方式無法去除附著的顆粒，則請和徠卡資訊服務部
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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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stop sensor cleaning immed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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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有東西妨礙快門正常關
閉，以避免發生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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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灰塵顆粒，即使
最小的唾液滴都可能引發難以去除的斑點。
•• 切勿使用高壓的氣動清潔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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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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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

•• 若長時間不使用相機，•
建議
a.• 取出記憶卡（請看第18頁）
b.• 取出電池(請看第16頁)，(最遲2個月後失時間及日期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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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必須保護相機，避免受到日光直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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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您將相機存放在封閉和有軟墊的容器內，這樣就不會擦傷
而且也可以防灰塵。
•• 將相機存放在乾燥、通風良好而且不會暴露於高溫和濕氣的
場所。在潮濕環境使用過相機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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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時受到真菌侵染，相機裝備
應儘可能避免暴露於大量的陽光與空氣中。唯有加入乾燥劑
例如矽膠凝體時，才建議用密封的容器或袋子收藏。
•• 為避免霉菌侵染，亦不宜長時間將相機存放在皮袋內。
•• 請記錄您的相機和鏡頭的工廠序號（刻在配件靴座上），萬
一遺失時此點為非常重要線索。

•

故障及其排除方式

相機開機時沒反應.

•– 有裝入電池嗎？
•– 電池的電力充足嗎？
請使用充飽電的電池。

•– 有正確裝上底蓋嗎？

相機開機後直接關機.

•– 電池的電量足以供相機作業嗎？
請為電池充電，或是換上一顆充飽電的電池。

•– 有冷凝濕氣嗎？
將相機從很冷的地方拿到温暖處，就會出現這種現象。發生
此情況時，請等到•
冷凝濕氣蒸發後再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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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無法觸發快門。

•– 相機正在將影像資料傳送到記憶卡上，而且緩衝記憶體已
滿。

•– 記憶卡容量已用完，而且緩衝記憶體已滿。
請先刪除不再需要的相片。

•– 沒有插入記憶卡，而且緩衝記憶體已滿。•

無法儲存相片。

•– 有插入記憶卡嗎？
•– 未插入記憶卡的情況下，觀景窗會提示Sd
•– 記憶卡的容量用完了。
請先刪除不再需要的相片。

監控螢幕太暗或太亮。

•– 視線與螢幕的角度很大時，受限於螢幕製作原理，會比較難
以看清楚螢幕上的畫面。
若直視螢幕時，仍覺得太亮或太暗：請設定其它亮度。

剛拍攝的相片 
無法在顯示幕上顯示。

•– （將相機轉到攝影模式後）Auto Review功能開啟了嗎?

無法播放相片。

•– 有插入記憶卡嗎？
•– 記憶卡上沒有資料。

時間和日期資料錯誤或是不存在。

•– 相機長時間沒有使用（裡面沒電池時，更容易發生這種狀
況）。
請裝入充飽電的電池。
設定日期和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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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觀景窗內的顯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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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用於50mm及75mm1的框線（例子）•

2 • 焦距設定的測量區•

3 • 藉由•LED1（發光二極體）顯示：
a.• •四位數數位顯示，以及位於上方和下方的點狀數位燈

號：•
數位顯示：•

•– 使用光圈先決功能A時，會顯示相機自動設定的快門
時間；快門時間超過1秒時，則顯示其流程

•– 光圈先決A下，超出及未達測光和設定範圍時的警告
訊息

•– 顯示曝光修正值（設定時瞬間顯示，或在輕按快門鈕
啟動測光功能時顯示約0.5秒）•

•– 提示緩衝記憶體（暫時）已滿
•– 提示未安裝記憶卡（Sd）
•– 提示記憶卡已滿（Full）

b.• ••上方點狀燈號：
•– •提示使用測光值儲存功能(恆亮)

c.• ••下方點狀燈號：
•– •（閃爍）告示：

d.• • 正在使用曝光修正
•– •兩個三角形及一個圓形的LED訊號燈：手動曝光設定
時：共同作為曝光平衡的光量計顯示元件三角形LED
會提示您，該往哪個方向旋轉光圈環及快門時間轉
盤，以調整出適當的曝光。

•– 低於測量範圍的警示
e.• • 閃光符號：

•– •閃光準備
•– •攝影前後閃光燈曝光的數據資料

1提供自動亮度控制功能，會隨外界亮度而調整。含觀景窗座的徠卡M型
鏡頭無法執行此自動控制功能，因為會遮住為該功能提供對應資訊的亮度
感測器5。在這種情況下，相機會以固定的亮度顯示取景框線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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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景窗內的顯示

拍攝時

（通過按壓INFO按鈕）

1

14

2 3

4 8

9

10

11

1213

765

1 • 電池電力
2 • 曝光模式
3 • 快門時間
4 • 光傳量／焦距／鏡頭型號
5 • ISO感光度
6 • 儲存測量值
7 • 曝光補償值
8 • 白平衡設定
9 • 記憶卡容量

10 • 色階分佈圖
11 • 光平衡
12 • 自拍狀態／前置時間
13 • 剩餘的記憶卡容量／拍攝張數
14 • 檔案格式／壓縮／JPEG解析度

播放模式下 

15 16 18

19

21

17

15• 曝光模式
16• 快門時間
17• ISO感光度
18• 所顯示相片的編號／•

記憶卡上的相片總數
19• / 翻閱／放大功能符號•

（僅限一次）
20• 局部畫面大小及位置資訊•

（僅限局部畫面，此處未展示）
21• 相片的防刪除保護符號
22• •被選取的相片•

（只適用於同時播放4/9/36張縮圖時，此處未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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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階分佈圖／削波部位顯示（可通過（多次）按壓INFO按鈕27

）

24

23

23• 色階分佈圖
24• •削波部位顯示沒有影像的部位閃紅／藍燈

額外信息顯示（可通過（多次）按壓INFO按鈕 （27））

25

26

27

29 30

31

32

33

34

36
35

37

38

28

25• 使用者設定檔編號/名稱
26• 色彩空間
27• 日期
28• 時間
29• 資料夾編號／檔案名稱
30• 包圍曝光
31• 檔案格式／壓縮／JPEG解析度
32• 曝光補償值
33• 白平衡設定
34• 光傳量／焦距或鏡頭型號
35• 視頻影像長度
36• 拍攝影片符號
37• 相片的防刪除保護符號（只有在相應的相片上才會出現）
38• 閃光拍攝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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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屏影像播放時

39

41 40

39• 拍攝影片符號
40• 視頻操控符號
41• 進行的播放時間／進度列

選單操控 

43

42

44

45

42• 跑馬燈及頁面標記（僅限主選單）
43• 選單說明，MENU•=•主選單／•

SET•=•攝影參數選單
44• 選單項目
45• 設定選單項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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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單項目

主選單 （MENU按鈕）

Lens Detection 見第34頁

Self Timer 見第58頁

JPG Settings 見第40頁

Clipping Definition 見第65頁

Auto Review 見第63頁

Monitor Brightness 見第33頁

Copyright Information 見第61頁

Image Numbering 見第72頁

Sensor Cleaning 見第86頁

Auto Power Off 見第32頁

Date / Time 見第30頁

Language 見第30頁

Reset 見第61頁

Format SD Card 見第74頁

Firmware 見第77頁

攝影參數選單（SET按鈕）  

ISO 見第38•頁

White Balance 見第36頁

File Format 見第35頁

File Format 見第35•頁

Exposure Bracketing 見第48頁

Exposure Compensation 見第46•頁

Flash settings 見第55/56/57頁

User Profile 見第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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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索引目錄

DNG•................................................................................... 35/77
HSS閃光•.................................................................................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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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型手把•................................................................................. 79
主開關•..................................................................................... 22
交換式鏡頭......................................................................... 19/78
保護相片•/•取消防止刪除功能•................................................. 70
保養指示•.................................................................................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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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件•........................................................................................ 80
光圈先決•................................................................................. 44
光圈設定環................................................................................ 8
出貨內容•............................................................................... 101
刪除影像•................................................................................. 68
原始數據•................................................................................. 77
取景器•..................................................................................... 41
取景框線•.......................................................................... 41/90
顯示畫面•............................................................................... 90
觀景窗•.................................................................................. 79

取景框線-測光觀景窗•............................................................. 41
各部件名稱................................................................................ 8
回復所有個別選單設定•........................................................... 61
存放•........................................................................................ 88
客戶服務•............................................................................... 102

將記憶卡格式化•...................................................................... 74
將資料傳送到電腦上•............................................................... 75
對比度，請參閱影像特性
局部影像，選擇，請看播放模式•............................................. 67
影像特性（对比、清晰度、色彩饱和度）•............................... 40
影像頻率•............................................................................ 22/24
快門時間/光圈組合，請參閱曝光設定•..................................... 50
快門時間設定轉盤•................................................................... 25
快門鈕，請看快門和技術參數•.......................................... 23/100
快門，參閱快門鈕和技術資料
感光度•..................................................................................... 38
技術參數•................................................................................. 98
揹帶•........................................................................................ 12
播放模式•................................................................................. 62
放大相片•................................................................................. 67
故障及其排除方式•................................................................... 88
時間和日期.............................................................................. 30
景深刻度尺................................................................................ 8
曝光/曝光操控/測光表
光圈先決•............................................................................... 44
手動設定•............................................................................... 50
曝光補償•............................................................................... 46
測光值儲存••.......................................................................... 45•
測光範圍•.......................................................................... 55/98
自動包圍曝光•....................................................................... 48
超出或低於測量範圍............................................................. 63
開機•...................................................................................... 43
關機•...................................................................................... 43

格式範圍•.................................................................................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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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相片•................................................................................. 62
使用Auto Review功能•........................................................... 63
使用PLAY功能•...................................................................... 62•

注意提示•................................................................................. 81
濾鏡•........................................................................................ 78
白平衡•..................................................................................... 35
相機袋•..................................................................................... 80
維修•/•徠卡客戶服務•.............................................................. 102
自拍器•..................................................................................... 58
色彩飽和度，請參閱影像特性
著作權•..................................................................................... 61
螢幕•........................................................................................ 33
視力矯正目鏡•.......................................................................... 80
解析度•..................................................................................... 35
記憶卡上的資料結構•............................................................... 75
調整焦距•................................................................................. 42
混合影像法•........................................................................... 42
測光範圍•.......................................................................... 41/90
測距儀•.................................................................................. 41•
調焦環•.................................................................................... 8
分割影像法•........................................................................... 42

警告提示•................................................................................... 6
連續拍攝•................................................................................. 24
選單控制•................................................................................. 26
選單語言•................................................................................. 30
選單項目•................................................................................. 95
部件名稱•................................................................................... 8
銳利度，參閱圖像特性

鏡頭，徠卡M•.......................................................................... 19
使用過去的鏡頭•.................................................................... 19
構造•........................................................................................ 8
裝上及取下•........................................................................... 21

閃光燈模式•............................................................................. 52
同步•................................................................................. 56/57
閃光燈•.................................................................................. 52

開機與關機.............................................................................. 22
關機，自動.............................................................................. 32
電池插入及取出•...................................................................... 16
韌體下載•................................................................................. 77
顯示功能
螢幕上的顯示•....................................................................... 92
觀景窗內•............................................................................... 90

高速同步閃光燈（HSS）•........................................................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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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型號• •
Leica•M•(Typ•262)，小巧的數碼檢景－測距雙用相機
鏡頭連接•
徠卡M型接座，加上額外的6位元辨識碼用感測器。
鏡頭系統 
從16•-•135mm的徠卡M型鏡頭。
攝影格式／影像感測器 
CMOS晶片，有效面積約23.9•x•35.8mm（相當於可用的類比式
徠卡M型格式）。
解析度 
•DNG™：5976•x•3992•像素•(24MP)，•
JPEG：5952•x•3968•像素•(24MP)，4256•x•2832•像素•(12MP)
，2976•x•1984•像素•(6MP)，1600•x•1072•像素•(1.7MP)；
數據格式•••
DNG™（原始數據），無損壓縮，JPEG
檔案大小•
DNG™：20-30MB•
JPEG：視解析度與相片內容而定。•
緩衝記憶體 
1GB•/•8•每系列
色彩空間•
sRGB

白平衡••
自動、手動、7種預先設定、色溫值輸入。
儲存媒介•
最高到2GB的SD卡/最高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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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文。•
兼容性•••
Windows®•7®•/•8®;•Mac®•OS•X•（10.5或以上）

測光模式••
使用工作光圈透過鏡頭•(TTL)•進行測光；針對系統相容型閃光燈
的閃光曝光，進行中間重點式TTL測光
測光原理/方法••
測量從第1道快門簾幕上明亮葉片反射在測光元件上的光線中央
重點式測光
測光範圍•
(b.ISO•200/24)••在室溫及正常空氣溼度條件下，相當於ISO•200
（光圈1.0•EV0到光圈32•EV20）；觀景窗左側三角形LED閃
爍，表示低於測光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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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光度範圍  
ISO•200•至•ISO•6400，可設定至1/3•ISO級數，可選擇自動控制
或手動設定，PULL•100
曝光作業模式
可在手動光圈預選－光圈先決A條件下自動控制快門時間，或選
擇手動設定快門時間與光圈。
•
閃光燈曝光操控
閃光燈接頭 •
使用有中央及操控接點的配件靴座
同步••
可選定在第一或第二道快門簾幕
同步時間•

•=•1/180秒；若低於同步時間，可使用更長的快門時間：自動
切換為TTL線性閃光模式，包括具HSS功能的徠卡系統閃光燈
閃光燈測光•
（使用系統兼容的閃光燈，如徠卡SF•26）用TTL預閃測光功能
操控
閃光燈測光元件 •
2顆矽基光電二極體連同聚光鏡位於相機底部

閃光燈曝光修正值••
±31/3•EV可設定為1/3•EV級數（僅系統兼容的無自我設定的閃光
燈適用）
閃光燈模式的訊息顯示（僅限觀景窗內）
待命狀態：觀景窗內閃光燈符號LED持續發亮，成果檢查：拍攝
後LED繼續發亮或短暫快速閃爍，曝光不足顯示：LED暫時熄滅•

觀景窗
觀景窗原理
大型、明亮取景框線的測距觀景窗，含自動視差補償功能。
目鏡
目鏡調整成-0.5視度；可選購-3至+3視度的視力矯正目鏡。
畫面範圍••
以每兩組取景框線發亮加以表示：適用於35及135mm、適用於
28及90mm或適用於50及75mm；•安裝鏡頭後自動切換。
視差補償••
觀景窗和鏡頭之間、水平方向及垂直方向的誤差可以自動補償，
也就是說，可以對應於當時的對焦狀態，把取景範圍自動涵蓋在
取景框線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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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景窗和實際畫面的吻合度••
若距離設定為2m，取景框線的尺寸正好等於感測器的尺寸（約
23.9•x•35.8mm）；設定為無限遠時，視焦距的不同，感測器的
捕捉範圍會比取景框線顯示的範圍大約7.3%•(28mm)•至•18%•
(135mm)•；相反的，若距離設定短於2m，捕捉範圍亦隨之縮小•
放大（適用於所有鏡頭）
0.68倍
基線很長的測距儀 •
使用分割影像法和混合影像法，對焦區在觀景窗的中央（一個
特別明亮的長方形區域）
有效基線••
47.1mm（機械基線69.25mm•x•觀景窗•
放大倍率0.68x）

顯示畫面
觀景窗內 
四位數數位顯示，以及位於上方和下方的點狀數位燈號，請看
第90頁的顯示訊息
在背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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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門及觸發
快門
金屬葉片狹縫快門，垂直動作
快門時間
光圈先決：(A)無段變化從60秒（視ISO而定）至1/4000秒，
手動設定時：8秒至1/4000秒，以半格為單位。•
B:長時間曝光攝影最大至60秒（搭配自拍器的T功能，也就是說
第一次按快門鈕＝快門開啟；第二次觸發快門＝快門關閉），•

•(1/180秒)：閃光同步功能的最短快門時間，HSS線性閃光模式
允許小於1/180秒的所有快門時間（使用具HSS功能的閃光燈時）
快門上絃
使用內建馬達，只會發出輕微的聲音。
連續拍攝
每秒3張相片，一次不超過12張相片，此後變慢
快門鈕••
兩段式。第1段啟動測光功能及測光值儲存（在光圈先決之下）
，第二次觸發快門；內嵌快門線用標準螺紋。
自拍設定••
前置時間可選擇2秒（使用光圈先決及手動設定曝光模式）或12
秒，透過選單進行設定，以相機正面閃爍的發光二極體（LED）
以及顯示幕裡對應的顯示訊息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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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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後自動關閉相機
電子系統、輕按快門鈕即可再度啟動相機。
電源••
1顆鋰離子電池Leica•BP-SCL2，公稱電壓7.4伏特，容量
1800mAh，顯示幕上的容量顯示，快門時常打開時（為了清潔
感光元件）會在電力快用完時發出警告聲響，最大充電電流／電
壓：直流電，1000mA/7.4V；生產商：VARTA•Microbattery，
製造地點：印尼
充電器••
徠卡BC-SCL2，輸入：交流電100-240V，50/60Hz，300mA，
自動切換，或是直流電12V，1.3A；輸出：直流電，最高
8.25V，1000mA；生產商：Guangdong•PISEN•Electronics•Co.,•
Ltd.，製造地點：中國

相機機身
材質••
全金屬外殼以壓鑄鎂合金製成，合成皮套，頂蓋以鋁製成，黑色
陽極氧化處理
腳架螺紋••
A•¼•(¼“)•DIN以貴金屬製成，位於底部。
操作條件••
0到40°C
連接介面
ISO閃光燈靴座
尺寸•
（寬x深x高）：約138.6•x•42•x•80mm

重量••
約600克（含充電電池）

出貨內容
充電器（100-240V）含2條電源線（歐規、美規，在某些出口
市場可能不同），以及1條車用充電線、鋰離子充電電池、揹
帶、鏡頭接座－機身護蓋，配件靴座護蓋

我們保留變更設計、規格及出貨內容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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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CA PRODUCT SUPPORT

徠卡相機股份公司使用者服務部門會以書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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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部門也負責選購諮詢以及使用說明書的訂閱事宜。您亦可利
用•Leica•Camera•AG•網站上的聯繫表格，向我們提出問題。

徠卡相機股份公司
產品支援服務／軟體支援服務
Am•Leitz-Park•5
D-35578•Wetzlar
電話：+49(0)6441-2080-111•/-108
傳真：+49(0)6441-2080-490
info@leica-camera.com•/••
software-support@leica-camera.com

LEICA CUSTOMER CARE

Leica•Camera•AG•的顧客服務部門或•Leica•的地區代理維修服務
部門（地址請參閱保證書），會負責您•Leic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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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Leitz-Park•5
D-35578•Wetzlar
電話：+49(0)6441-2080-189
傳真：+49(0)6441-2080-339
customer.care@leica-came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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