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資料 

即時發送 

 

FUJIFILM instax mini LiPlay   instax 系列最輕巧機型 

增設多重突破性功能   締造即影即有全新時代 

 

香港, 2019 年 6 月 13 日 

富士攝影器材有限公司即將推出 instax mini 系列首部混合式數碼即影即有相機，兼容即影

即有和數碼相機的雙重性能，增設多重突破性創意功能，重新定義即影即有全新時代。

FUJIFILM instax mini LiPlay 將於 2019 年 6 月 14 日公開發售。FUJIFILM instax mini LiPlay 

外型時尚富設計感，機身設計精巧且簡單實用；是現時 instax 系列最輕巧機款，讓您卸下

負擔輕裝出遊。 

                                                                      

                                                     

石灰白 優雅黑 玫瑰金 

 

FUJIFILM instax mini LiPlay 緊貼潮流推出三款全新配色 ―― 石灰白、優雅黑及玫瑰金，

再分別搭配金屬鏡頭環以打造精緻時尚感，多方位滿足攝影愛好者的時尚品味。機身背部

配備一塊液晶顯示屏，便於取景或實時查看拍攝角度，亦可預覽拍攝效果。而相機正面的

鏡頭上方則設有一塊小型反光鏡，貼心照顧自拍者的不同需要。 

 



 

                                                                  
 
 

FUJIFILM instax mini LiPlay 新增多項嶄新功能引領即影即有相機新風潮，賦予用家前所未

有的攝影體驗。突破性錄音功能在拍照之餘，可同時錄音並轉換成二維碼，為您捕捉當下

最真實的聲音，隨時重溫珍貴的聲音記憶。相機更內置存儲空間，即時保存拍攝的照片及

錄音，亦可儲存至 microSD 記憶卡，便於在相片庫中選取您心儀的相片並使用 instax 打印

功能進行打印。 

 

產品三大特色 

 

1. 輕巧 

instax 系列最輕巧的型號，機身淨重僅 255g，方便用家持握，令隨身攜帶變得更加輕鬆簡

單！ 

 

2. 結合數碼科技 

融合最新數碼科技，在拍攝及記錄數碼照片之餘，進一步升級圖像編輯與列印功能。相機

背部新增液晶屏幕以檢視照片，可隨心選擇想要打印的照片；完美解決即影即有容易浪費

相紙的問題。 

 

3. 為相片加入聲音 

按下錄音鍵為照片添加專屬於您的聲音，為您捕捉攝影當下最真實的感受。最新的錄音功

能可將聲音轉換成二維碼，並打印在照片上，供智能手機讀取。創意錄音功能為相片還原

聲音記憶，與親友分享最難忘的精彩瞬間。 

 

 

 

 

 

 



 

                                                                  
 
 

其他功能 

 

 遙距拍攝照片 

此功能適用於自拍，使用智能手機遙控相機讓自拍變得更加簡單；即使遠距離亦可輕鬆操

作，拍攝出角度更好且效果出色的自拍照片。 

 

 

 快捷按鈕 

相機上預裝了 10 款創意相框。安裝 instax mini LiPlay 專屬手機應用程式，您還可以從總共

30 款創意相框中選擇喜愛的相框，加入相機上的快捷按鈕。使用相機內置的 6 款濾鏡讓

照片更加生動，即時增添生活創意及攝影樂趣。 

 

 作為相片打印機 

即使是以往拍攝的照片，您也可以通過藍牙連接智能手機，即時調整圖像大小和角度，隨

時隨地盡情打印心水圖像，定格生活中的點滴美好。 

 



 

                                                                  
 
 

FUJIFILM instax mini LiPlay 主要規格 

1. 相機規格 

影像感應器 1/5 型 CMOS 採用原色濾鏡 

有效像素 2560 × 1920 

儲存媒體 內置記憶體、micro SD / micro SDHC 記憶卡 (另售) 

相片容量  內置記憶體：約 45 張 

micro SD / micro SDHC 記憶卡：1GB 約 850 張 （不包括聲音） 

相片系统格式 符合相機系統 (DCF) 的設計規則，Exif  2.3 版 

焦距 28 mm（相當於 35 mm 底片格式） 

光圈 F2.0 

自動對焦系統 單點對焦 (配備 AF 輔助燈)  

調較距離 10 cm - ∞ 

快門速度 1/4 秒 - 1/8000 秒（自動切換） 

感光度 ISO 100 - 1600（自動切換） 

曝光控制 程式自動曝光 AE 

曝光補償 -2.0 EV -  +2.0 EV（1/3 EV 曝光增量  ） 

測光 256 區測光（TTL）、多重測光 

白平衡 自動 

閃光燈 自動 / 強制閃光 / 禁止閃光 / 有效範圍：50 cm - 1.5 m 

自拍定時器 約 10 秒 / 約 2 秒 

影像效果 相框及濾鏡 

聲音錄製 每一張相片可加入一段可編輯聲音 

 

 

 



 

                                                                  
 
 

2. 打印規格 

使用菲林 富士即影即有 instax Mini 相紙(另售) 

菲林容量  每包 10 張 

菲林尺寸  86 × 54 mm 

畫面尺寸 62 × 46 mm 

支援影像尺寸 800 × 600 點 

打印像素 12.5 點 / mm（318 dpi, 80-μm 點距） 

打印層次 RGB 各色 256 階 

可支援圖像格式 從設備中擷取 JPEG 圖像 

打印時間  約 12 秒 

打印功能  本機內建記憶體圖像 / micro SD 記憶卡圖像 

重印 可重印列印紀錄的 50 張相 (最多可印至之前 50 張相) 

 

3. 其他規格 

智能手機應用程式功能 播放相片錄音，打印智能手機圖像，捕捉遠程圖像，相框添加 

LCD 顯示屏 2.7 吋 TFT 彩色 LCD 顯示屏；像素：約 23 萬點 

外部接口 Micro USB Micro-B（充電專用） 

電池 鋰電池 (內建，無法被移除 ) 

充電功能 內置 

打印張數 約 100 張（在電池充滿電的情況下）；*注意 因使用條件而異 

充電時間 約 2 - 3 小時； *注意 因環境氣溫而異 

尺寸 82.5  × 122.9 × 36.7 mm（不包括相機凸出部分） 

重量 約 255g（不包括底片與電池） 

操作環境 氣溫：5 ℃ - 40 ℉；濕度：20% - 80% (無冷凝) 

 以上資料如做出改動將不會另行通知 

 

https://www.filminstax.com.tw/collections/%E6%8B%8D%E7%AB%8B%E5%BE%97%E9%85%8D%E4%BB%B6-square-%E6%96%B9%E5%BD%A2%E5%BA%95%E7%89%87


 

                                                                  
 
 

                             

 

FUJIFILM instax mini LiPlay 

備有 (石灰白、優雅黑及玫瑰金) 

發售日期：2019 年 06 月 14 日 

查詢電話：2406 3225 (富士)  

零售價 : HK $1,390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