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新聞稿                                                                                        二零一零年三月三十日 
 

 
 

FinePix HS10 
具備超長距變焦、高速拍攝及多項獨特功能，

是為專業攝影師而設的全方位相機 
 
令人熱血沸騰的全新 FinePix 相機，不但配備全球首創的 30 倍光學變焦功能，更融入
手動變焦鏡頭及全高清短片拍攝等進階功能。 
 
單鏡反光相機雖然為專業攝影師帶來多樣化的強大功能，但笨重的裝備及高昂的價

格，往往令人為之卻步。全新 Fujifilm FinePix HS10 為這個兩難局面提供了完美的解

決方案。這位新加入 Fujifilm 屢獲獎項系列的成員，具備前所未有的出色優勢，包括可

精細操控的強效 30 倍變焦鏡頭（24-720mm）、進階功能及類似單鏡反光相機的操作

方式，且機身輕巧及價格相宜。 
憑藉最新的背部感光 CMOS 感應器、頂尖的 Fujinon 光學設計及多項先進技術，

FinePix HS10 帶來一系列 FinePix 相機獨有的全新功能，讓用家毫無難度地拍攝專業

級相片，同時體驗 Fujifilm 享譽全球的高品質影像及非凡的低光拍攝表現。  
 
讓您愛不釋手的頂級鏡頭 
一般單鏡反光相機需要兩個龐大的「超變焦」鏡頭，才能做出 FinePix HS10 的 30 倍

廣角遠攝變焦鏡頭的焦距；單一輕巧機身即完全滿足所有攝影師的需求。此外，

FinePix HS10 的鏡頭及機身採用一體式設計，用家毋須擔心鏡頭及感應器沾上塵埃的

問題，這是一般數碼單鏡反光相機在更換鏡頭時在所難免的。 
旋轉式鏡頭的手動變焦操控，方便攝影師準確調整焦距，比起其他同級相機所採用的

自動變焦功能，其變焦速度更快亦更精準。 
領先業界的 30 倍光學變焦，提供高度靈活的 24-720mm（相等於 35mm 菲林制式）

變焦範圍，實現真正的超廣角及超遠攝能力。無論是拍攝遼闊的風景、室內或團體，

以至遠距離拍攝運動情景或野生動物，FinePix HS10 都游刃有餘。除了超長距變焦

外，HS10 還有其他驚人之處：從拍攝第一張相片開始，您就可親身見證 Fujinon 品牌

系列的一流光學表現。Fujinon 鏡頭受到全球攝影師及工業使用者的一致好評，各家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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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台更視之為世界首屈一指的電視拍攝鏡頭製造商。輝煌成就不止於地球，Fujinon 鏡

頭亦用於軌道衛星，以拍攝月球表面的高解像度相片。 
全賴 CMOS 感應器移位式光學防震、高 ISO 感光度及進階數碼防震功能這三項技術的

完美組合，三重防震技術進一步降低了手部震動及主體移動所造成的影像模糊情況，

無論是使用最長變焦設定，或是在最具挑戰性的光線環境下，您都能輕鬆拍攝出清晰

銳利的影像。 
 
高速拍攝 
FinePix HS10 透過一流的感應器及影像處理技術，提供一系列高速拍攝模式，以及與

眾不同的拍攝功能，用家要拍攝靜止影像或動態短片都毫無難度。 
拍攝運動賽事、野生動物，或是東奔西跑的孩童時，只要使用結合機械快門、每秒 10
個畫面的高速連拍模式*，以及全新的自動追蹤功能，就不用擔心錯過任何重要時刻。

將解像度調高到 1,000 萬像素時，FinePix HS10 亦能以每秒 10 個畫面的驚人速度拍

攝，即使放大後打印的影像效果依然出色過人。此外，就算您不如專業攝影師般眼明

手快，FinePix HS10 獨有的 Best Frame Capture 最佳畫面捕捉模式，亦有助您拍攝

出專業級的運動相片。此模式下，相機會從您對焦的一刻開始連續記錄影像，並儲存

您按下快門之前或之後所記錄的 7 張相片。使用 FinePix HS10 捕捉動態影像實在簡單

得不可置信。 
 
高清畫質 
FinePix HS10 亦配備立體聲全高清短片模式（1080p/每秒 30 個畫面），並支援 mini 
HDMI 輸出功能，您可在高清電視上輕鬆重播清晰無比的高清相片及短片。全新超高速

短片功能可讓您進行定格拍攝，以高達每秒 1000 個畫面的速度拍下精彩非凡的慢動作

短片，將轉瞬即逝的珍貴時刻完美捕捉。      
*每秒 10 個畫面，最多 7 張 
 
進階模式，無限可能 
FinePix HS10 的多種獨特功能及模式，為您的攝影世界開創無限﹔同時省卻自行設定

的麻煩，讓您專注於締造精彩的影像效果。 
•  Motion Remover 動態消除模式 

移除相片中的移動主體。此模式會高速連拍 5 張影像並加以分析，然後將這些

影像合拼成單一影像**，而畫面中所有移動的主體都會神奇地消失不見。有了

這項功能，您就能在熱門景點輕鬆拍攝明信片般的美麗相片，且確保畫面中沒

有遊客等不相干的人物。 
•  Multi-Motion Capture 多重動態拍攝模式 

以往，如果要拍攝出色影像，不只需要專業設備，還要加上天時、地利、人

和。現在，只要使用此模式，就可以針對移動主體高速連拍 5 張影像，然後將

它們合拼成單一影像**，造出主體清晰的連續動作相片。 
•  Pro Low Light 低光模式 

同時以高感光度及低感光度設定拍攝影像，以減少相機震動所造成的影像模糊

情況。FinePix HS10 配備強大的 Pro Low Light 低光模式，可在低亮度環境

下，同時拍攝多張影像，然後合併成超低雜訊的單一影像。 
** 200 萬像素輸出影像 

•  Motion Panorama 動態全景模式 
以超廣角模式拍攝壯麗遼闊的全景相片。將 FinePix HS10 上下或左右移動，

可高速連拍一連串影像，然後將它們合拼成一張完美無瑕的全景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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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低光拍攝表現釐訂全新標準 
Fujifilm 屢次獲獎的感應器及影像處理技術，讓 FinePix 相機在低光拍攝表現上一直獨

佔鰲頭，並為最具挑戰性的拍攝環境，樹立了高感光度及低雜訊影像的嚴格標準。而

FinePix HS10 的背部感光 CMOS 感應器延續了這項傳統。在創新設計下，每個像素

的感光能力都得到大幅提升，更比一般 CMOS 感應器的感光度高出 200%﹔加上

Fujifilm 專業的影像處理技術，即使在光線極其微弱的環境下，這個全新感應器都能締

造清晰細緻的低雜訊影像。 
除了能在夜間拍攝低雜訊影像外，感光度的提升還有以下優點：用家可在白天使用超

高速快門，以 FinePix HS10 的 30 倍變焦設定，拍攝遠距離或快速移動的主體。有了

FinePix HS10，攝影師不用再擔心長距變焦情況下影像模糊的問題，即使採用較高的

ISO 感光度設定，亦能輕鬆拍攝清晰銳利的影像。 
 
攝影師的終極相機 
FinePix HS10 配備多項先進的自動功能，包括 Fujifilm 備受好評的 SR Auto（自動場

景識別）模式，以及各種特別設計的場景模式，讓您可隨心所欲地拍攝出色影像。此

外，先進全面的手動及半自動拍攝模式，以及機身上一系列的拍攝控制鍵，方便資深

攝影師直接掌控所有拍攝細節，從而享受順暢貼心的拍攝體驗。機身上的多個專用按

鈕，有助輕鬆操控各項主要功能，包括 ISO 感光度、白平衡、對焦及測光等。 
FinePix HS10 體積雖小，卻設有大型操控轉盤、手動對焦環、旋轉式變焦鏡頭、清晰

明亮的電子觀景器、高品質可翻轉式 LCD 顯示屏及大型把手，為您帶來媲美數碼單鏡

反光相機的攝影享受。此外，FinePix HS10 採用隨處可以買到的 AA 電池，而其超長

的電池續航能力，讓您在無法充電的情況下亦可繼續長時間拍攝。 
 
其他功能 
與其他專業級 FinePix 型號一樣，FinePix HS10 具備多項頂尖 Fujifilm 技術，包括超快

速 Face Detection、智能閃光燈、自動消除紅眼及高達 400%的超寬闊影像動態範

圍，助用家輕鬆自如地拍攝精彩相片。  
最後，Fujifilm 首次在 HS10 的電子觀景器旁安裝智能感應器。每當用家湊近電子觀景

器，影像顯示就會切換至電子觀景器﹔當眼睛移開之後，影像顯示則會自動切回到

LCD 顯示屏。這項創新功能為攝影師帶來不少方便，讓他們能夠瞬間捕捉精彩一刻。  
 
FinePix HS10 特性簡介： 

•  Fujinon 30 倍光學變焦高解像度手動變焦鏡頭（24-720mm） 
•  單一輕巧機身內置超廣角及超遠攝功能 
•  三重防震技術（感應器移位防震、高感光度防震、數碼防震） 
•  1,000 萬像素 BSI CMOS 感應器、先進的拍攝模式及高影像品質 
•  3.0 吋高解像度及高亮度可翻轉式 LCD 顯示屏 
•  配備眼部感應器以用於自動切換的電子觀景器 
•  每秒 10 張全解像度影像，配備全新動態追蹤自動對焦的高速連拍功能 
•  全高清（1080p）立體聲短片拍攝 
•  每秒 1000 個畫面的超高速短片拍攝 
•  「一按即拍」的壯麗風景動態全景模式 
•  先進的拍攝模式，包括獨特的 Motion Remover 動態消除模式，可從相片中移

除遊客及其他移動主體 
•  直接用於拍攝的操控按鈕及轉盤，先進的攝影功能隨手可及 
•  RAW 及 JPEG 拍攝模式※ 

    ※ RAW 檔轉換程式（RAW-Converter）是由 Silkypix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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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數碼激光沖印 發揮最像真色彩 
使用富士 FinePix HS10 數碼相機拍下來的最優質靚相，配合富士數碼激光沖印系統輸

出數碼相片，效果至靚至逼真。要將您的數碼相片傑作發揚光大，成為色彩最鮮艷、

層次最分明、影像最清晰的靚相，快到各大快圖美或富士數碼激光沖印店或富士網上

激光沖印(http://fdi.fujifilm.com.hk)，沖印出您的至靚數碼相啦！ 
 
如果閣下想進一步了解富士 FinePix HS10 數碼相機的相關資料，可瀏覽下列網址:  
http://www.fujifilm.com.hk/tc/products/digital_cameras/s/finepix_hs10/index.html 

～完～ 

 
新聞稿由富士攝影器材有限公司發佈，如有任何查詢，請與企業傳訊科張慧儀 Winnie 
Cheung (2406-3263)聯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