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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花漾精靈相機?

內容

 功能

花漾精靈鑰匙的使用方法

正面 花漾精靈鑰匙背面

要找到精靈必須用花漾精靈相機♪
透過精靈相機，

一直隱藏的精靈都可以被找出來!
當你看見到他們的時候，
就要盡快按下快門按鈕，

否則他們很快就會隱藏起來!
而尋找精靈的秘訣是“顏色”!
精靈們喜歡色彩繽紛的地方。
在花漾精靈大圖鑒上找到

並收集他們，
成為“花漾精靈”的專家!

＊花漾精靈相機*X1 ＊使用手冊X1

觸控面板

1. 根據圖示插入花漾精靈鑰匙
2. 順時針旋轉鑰匙

鑰匙的方向

＊沒有鑰匙時，
 也可以按下螢幕約3秒鐘啟動相機。

麥克風

心形按鈕 鑰匙孔

重置
按鈕

揚聲器 吊飾孔 相機

電池蓋

＊花漾精靈鑰匙* X1
(連吊飾)



電池設定

重置花漾精靈相機
更換電池後按重置按鈕。

輕觸 滑動

鬆開

收緊

使用前的準備

1. 用螺絲批鬆開螺絲，並打開電池蓋。
2. 如圖所示將3粒AAA電池（不包括在內）

放在正確的位置。
3. 蓋上電池蓋，並用螺絲批收緊螺絲。

＊ 更換/安裝電池必須在成人監督下處理。
＊更換前請確認電池是否平坦。
＊當你更換電池後，
 時鐘會顯示為（12:00 AM）。
＊必須使用全新電池。不要混合不同類型

電池使用。

● 開啟。。。按心形按鈕。
●關閉。。。長按心形按鈕約3秒鐘。

停止操作超過90秒，相機將會自動關閉。
螢幕在電源關閉期間不會有任何反應。

＊提示：可用手指前端來輕觸及滑動螢幕。
＊注意：螢幕可能會閃爍或變得模糊。

＊ 當你按心形按鈕一下，便可回到上一個畫面。
＊ 注意:在進行教學程序和制作特效時並不適用。

1. 用尖細的棒按下背面的重置按鈕。
2. 按著重置按鈕和心心按鈕，將花漾精靈

相機打開。

＊一旦更換電池，
 時鐘自動設定為（12:00 AM）。

基本操作

啟動/關閉

取消程序

如何使用觸摸螢幕



1. 點擊            按鈕選擇“AM/PM”。
2. 設定分鐘⋯點擊      按鈕設定時鐘。 
 持續按     2秒 /按          時鐘將以兩小時為
 單位遞進。
3. 設定分鐘⋯設定分鐘，就像設定鐘數一樣。
 持續按      2秒/按           分鐘將10分鐘為單位遞進
4. 點擊       按鈕確認設定。

1. 按      按鈕選擇你需要的字元 ， 
 若按下          或長按    ，字元將會以5個
 字元為單元遞進
2. 你可在顯示框內看到你輸入中的字元 
3. 完成輸入後，可按       確認~
 [ 刪除輸入中的文字 ]
 按        即可刪除你輸入中的字元
  [ 切換平假名及符號 ]
 按            便可以進行切換平假名或符號

請參閱第7頁上的“輸入字母”並輸入你的姓名。 
（最多7個字母），完成後按       按鈕。

松果老師將教導大家使用花漾精靈相機的方法，
細心看看他的教學
並一起用相機找出花漾精靈!

初始設定

啟動後請先輸入
名稱及時間

名稱

時鐘

日文輸入法

符號輸入

花漾精靈相機使用方法

輸入字元



花漾精靈會在10:00pm-5:59am睡覺

＊ 當花漾精靈在享受睡眠時，
 將不能找到她們!

在房間內輕按一下精靈拍檔，看看她們在說什麼~

花漾精靈的房間

聊天

睡眠

當你完成基本設定後，打開花漾精靈相機，
你將會看到以下畫面，

你的花漾精靈拍檔會出現在房間裡!
在房間裡，你可以跟他們玩，

還可送禮物給他們！

電量
(剩餘電量會以3格顯示)

禮物

按左上角的
    按鈕

按左上角的
    按鈕

按          並選擇你要送的禮物

按          並選擇背景
和按       按鈕

完成!

給花漾精靈最多的“Likes”來提升你們的親密度!

UNHAPPY MODE
如果你給了一些花漾精靈不喜歡的物品，他們會陷入
不開心的情緒中。當他們不開心的時候，
給他們休息15分鐘，或送一些他們喜歡的物品吧!

你可以在這本花漾精靈大圖鑒查看他們不喜歡的物品 (p17)!

他們的心情
會根據你給
他們物品而改變。

LIKE UNLIKE

你可在這裡
看到物品的
詳細資料

現在的時間

花漾精靈拍檔

禮物

房間背景

選擇你的禮物送給花漾精靈吧!



尋找花漾精靈!
在花漾精靈房間內使用花漾精靈鑰匙或選擇            進行搜尋
花漾精靈!

當正在睡眠或不開心的時候，搜尋功能將不能使用。

使用花漾精靈相機到不同的地方尋找吧！
他們喜歡躲在不同的地方，
將你搜尋的地方以“+”聚焦吧!

小提示
不同種類的精靈都有自己喜歡的顏色，他們有
可能藏身於自己最喜歡的顏色的地方！

睡眠時間
於花漾精靈特定
時間進入睡眠狀
態(P8)

不開心狀態
當你給了花漾精靈不喜
歡的物品時，他們會進
入不開心狀態(P9)

警告:請不要在走路時、駕駛或在道路上進行搜索!
請按花漾精靈相機上的心形按鈕來顯示目錄。 
滑動頁面並按下所選擇項目，開始使用花漾精靈
相機後，選項可能會更改/添加!

與你的精靈拍檔一起找尋更多花漾精靈!

目錄

尋找花漾精靈 花漾精靈大圖鑒

使用相機並尋找花漾精靈!
→P11-16

記錄你尋找的精靈!
→P17

收藏寶盒 商店(追加目錄)

可以查看你所得到的精靈
→P18

用花漾精靈金幣來
購買更多物品吧→P19

小遊戲 相機

玩遊戲來取得花漾精靈金幣! 
→P20-22

設定

設定音效、光暗、時間、
名字和刪除紀錄 →P27

收集花漾精靈相框來跟
精靈們拍照吧!→P23

相簿 通訊

看看你拍了什麼相片
→P24

跟你朋友的花漾精靈相機
進行連接吧!→P25-26

追加了新物品
追加了新遊戲
追加了新相框

有    的目錄

尋找花漾精靈

紅色

啡色

黃色

藍色

白色

粉紅色

綠色

花草類精靈

昆蟲類精靈

蘑菇類精靈

人魚類精靈

天氣類精靈

Beautiful類精靈

蔬果類精靈



花漾精靈標記
尋找花漾精靈

禮物標記
贏取物品

金幣標記
贏取金幣

運用你的記憶力記好3張卡牌位置，
當系統隨機轉動卡牌後，
選出你想得到的標記便可得到該項物品。

幽靈標記
失敗了並得不到
任何物品

按下顯示屏來進行搜索遊戲(3款)
可以看到4款不同的圖標來獲得花漾精靈/物品。

記憶卡牌遊戲

點擊螢幕來轉動輪盤，
輪盤停留了後可獲得該標記物品。

幸運輪盤

選擇其中一盤鮮花路線，
你的拍檔會根據路線行走，
你將獲得該終點顯示的標記物品。

選擇鮮花吧

按下閃亮圖案!
花漾精靈所在的地方會發出亮光!
這裡有極大機會找到他們!
按下閃亮處找出花漾精靈吧!

搜索小遊戲!
點擊螢幕進行搜索遊戲，看看你的能力來
取得花漾精靈或相關物品! (P13)

尋找花漾精靈!
若你成功取得        便可以尋獲花漾精靈!
他們將會出現在你的精靈圖鑑內。

＊在尋找期間所拍的相片將不被儲存。

你的精靈拍檔會告訴你正在藏身的花漾精靈是屬於什麼種類，他
們擅於找尋相同種類的精靈!

＊如在90秒內沒任何動作，尋找系統會自動關閉。

標誌! 鮮花  天氣  昆蟲  人魚  蘑菇   蔬果      Beautiful

搜索小遊戲



當尋找期間聽見花漾精
靈的聲音時⋯⋯

要聆聽花漾精靈的聲音，請點擊花漾精靈大圖鑒 !
和你的朋友一起用花漾精靈聲音搜尋花漾精靈吧! 
(有效範圍大約10-20cm之間)

＊即使啟動了靜音模式，花漾精靈仍會發出聲音。

精靈拍檔能夠更容易找出跟他們同種類的花漾精靈
在尋找花漾精靈期間遇到困難? 嘗試更換一下你的精靈拍檔，
會更容易找到你想尋找的精靈啊!

此時請點擊螢幕，
便能尋獲花漾精靈!

花漾精靈
便會出現!

使用“物品”及“花漾精靈 QR Code”

啟動花漾精靈聲音模式
聆聽到花漾精靈聲音的時候，他們便會出現。

定時更換你的精靈拍檔將會令你找到更多不同的
花漾精靈⋯!

請在尋找過程中點擊你的精靈拍檔來顯示尋找目錄。

點擊並選擇要尋找的項目。

你可以切換3種相機模式。 

點擊一下     即可返回尋找頁面。

讀取花漾精靈QR Code
尋找花漾精靈 QR Code 和按     切換成相機模式，
有機會尋獲花漾精靈/物品!

請確保你的QR Code在螢幕框內。 ＊在花漾精靈大圖鑒內，你可隨意更換跟你搭檔的小拍檔精靈(P17)
＊傳說花漾精靈不能夠成為你的拍檔精靈。

＊使用高頻率

重點

花漾精靈QR Code

使用物品
1. 在物品列表上選擇一件物品(甜蜜的音樂盒)
2. 按           使用該物品
   按     來查看詳細資料
   按           重新選擇物品

花漾精靈聲音

更換精靈拍檔

Sample



這個數字代表你現時所尋
找到的花漾精靈數量，點
擊後可依據品種來查看
不同花漾精靈。

 莉普  菫 向日葵  紅蜻蜓 獨角仙 鍬形蟲

 藍菇 紅點點 松茸  珍珠 珊瑚 FISH

 雷電 太陽 彩虹  仙人掌 屍花 大王花

 紅蘿蔔 蕃茄 男爵薯仔

左右滑動螢幕可
以看到不到品種
的分類，可點擊
查看品種內容。

當收集完成所有的花漾精靈時
會出現此標記

透過拍檔按鈕來設定你的精靈拍檔。

透過資訊按鈕來查看花漾精靈的個人資料，增加
你與精靈拍檔的親密度，可以獲得更多精靈拍檔
的祕密啊!(顯示“????”的部分) 
給花漾精靈更多的“Likes”和“More Likes”吧!(P9) 
當親密度升滿後，一個特別的效果將會出現!

點擊花漾精靈QR Code及音效按鈕來顯示QR Code和
音效，查看連接(P25-26)獲得更多資料。

＊即使啟動了靜音模式，花漾精靈仍會發出聲音

當新的花漾精靈加入
時會出現此標記

左右滑動螢幕可看到花
漾精靈的名稱和花漾精
靈之門 ，敲一下門來看
更多資料吧!

當你集齊其他種類的花漾精靈後，傳說精靈將會出現!
＊傳說精靈不能夠成為你的精靈拍檔(P15)

你能夠尋找到全部花漾精靈嗎?

這裡總共有78個不同的品種的花漾精靈
來看看其中一些你能夠尋找的花漾精靈吧♪

尋找到的花漾精靈會記錄在花漾精靈大圖鑒內。

選一道花漾精靈之門來看看他們的頁面!

花草類精靈 昆蟲類精靈

蘑菇類精靈 人魚精靈

天氣類精靈 Beautiful類精靈

蔬果類精靈 傳說類精靈

花漾精靈大圖鑒

精靈拍檔按鈕

資訊按鈕

花漾精靈QR Code 
及 

音效按鈕

左右滑動螢幕/或者點擊
“下一頁/上一頁”來轉換頁面



滑動及點擊來選擇物品
的類別

點擊物品來看詳
細資訊，左右滑
動便可以轉換頁
面。

詳細資料

剩下的物品
數量。

你能夠透過尋找花漾精靈 (P13) 和小遊戲(P20-22)取得花漾精靈金幣。

按一下想買的物品，
便會出現它的價格

按     來
選擇物品

按          確認
購買

按    來看物品的詳細內容
如果想要重新選購物品，請按 

在購買後，物品
會出現售罄情況

＊假如你在以上時間進入了商店，
 物品並不會重新上架/進行更換，請先離開商店，重新進入。

＊當在花漾精靈大圖鑒上擁有多過10位花漾精靈，
 商店便會出現在目錄上，
 而擁有超過20和40位花漾精靈時更會追加更多物品可供購買

收藏寶盒

在收藏寶盒中可查看收集了的物品
(可在尋找精靈及商店中獲得物品)

甜點
甜點可以在尋找花漾精靈期間(P11-12) 和在花漾精靈
的房間(P9)內使用
你亦可以在尋找花漾精靈期間和商店中得到甜點
＊最多可儲存9個甜點，使用後將會在收藏寶盒內消失。

音樂盒
使用他來制造一些特別事情，音樂盒可以在尋找花漾
精靈期間(P11-12)使用
＊最多可儲存9首音樂，使用後將會在收藏寶盒內消失。
＊即使啟動了靜音模式，花漾精靈仍會發出聲音

特別物品
特效會在此記錄，完成花漾精靈大圖鑒，取得更多特
別效果吧!

牆紙
牆紙可以在“房間背景”內使用
＊在商店購買的牆紙並不會在列表上消失

商店

當花漾精靈大圖鑒內擁有了一定數量的花漾精靈後，
目錄上會出現了商店，讓你購買不同物品給花漾精靈!

物品會在每天的7:00AM 和
5:00PM 重新上架/進行更換。

花漾精靈金幣數量

價格



插入花漾精靈鑰匙後，螢幕會轉動，
點擊         按鈕來停止轉動(圖示會由右邊停下)
按三次來轉動，如獲得3個一樣的圖案，便可獲
得金幣!

當看到“波娃娃”和“波娃莉莎”的時候請
快速地點擊她們，
盡量不要點擊“松果老師”啊!
遊戲時限:30秒

移動莉普來摘星星!莉普會依照你的點擊來移動
到不同位置(不能移到雲的位置啊!)
在摘星星的同時記得回避尖釘!跟莉普來摘最多
的星星吧!

遊戲時限:30秒

星星⋯ 摘到便能
 獲得金幣!

尖釘⋯ 若不慎點到它，
 莉普會在一段時間內
 不能移動啊!

在7道占卜之門內選出一道，然後插入花
漾精靈鑰匙，便可以隨機獲得物品。

如果能夠按停3個一樣的圖案便可以獲得金幣

完成遊戲後可獲得金幣

你可以從點擊“波娃娃”和“波娃莉莎”來獲得金幣，
但是當你點擊“松果老師”多於3次或在30秒內沒有點擊任何圖示便會失敗，
失敗了並不能獲得金幣啊!

抓到星星時便會獲得金幣，
若果沒有摘到星星的話就不會獲得金幣喔!

＊若你持續3秒按住螢幕亦可以
 停止轉動圖案。

＊若你持續3秒按住螢幕亦可以進行遊戲。

遊戲

花漾精靈的幸運輪匙

尋找波娃娃

當花漾精靈大圖鑒擁有多於15位精靈後，
這遊戲才會出現。

與莉普一起摘星星獨角獸的占卜之門

滑動螢幕並選擇遊戲目錄，再點擊進行遊戲
當擁有愈多花漾精靈，會有更多不同的遊戲出現!

按          看看遊戲玩法介紹。

波娃娃     波娃莉莎

莉普的移動範圍

松果老師

取得的星星數量



取到甜點和星星
來取得金幣!

當碰到尖釘障礙物時
便會失去金幣!

當貓夫人取得星星和甜點時你便能獲得金幣。

若成功停留在“動力區”內粉紅色及橙色區域，
便能獲得金幣。

滑動並按           來確認選擇
相框，若然在2秒內沒有點
擊螢幕，按鈕便會消失，此
時請再次點擊下螢幕。

若之後想重新拍攝照片，請選擇之前儲存的照片，
螢幕會顯示“需要重新拍照嗎?”
此時按           來重新拍照或按           取消指令。

＊若果選擇了重新拍攝，早前儲存好的照片將會被刪除。

按          儲存相片，
按          重新拍照

點擊螢幕進
行拍照

注意
＊可以保存螢幕上顯示的照片。
＊保存/拍攝照片時不要移動相機。可能會導致照片模糊
＊拍照時，請保持相機穩定。

TIPS
1. 拍照時，請緊握相機。
2. 建議拍攝一些穩定和靜態的物件，會得到更好的效果
3. 拍攝照片時，請保持40厘米距離。
4. 拍照時面向光線會使照片變暗。
5. 在陽光下拍照，照片可能在陰影影響下變暗。

*最多儲存7張照片

點擊              按鈕來使貓夫人跳吧! 盡量令貓
夫人摘到更多星星，
但記得不要讓牠掉到地上!

不然遊戲便會結束喔!

當花漾精靈大圖鑒擁有多於25位精靈後，
這遊戲才會出現。

Patapata貓夫人

小方塊在“動力區”左右移動時，請點擊螢幕
令方塊停下。
若成功停留在“動力區”時，波娃娃便會帶著
星星跳出來!
波娃娃能否成功取得星星取決於小方塊在停在
那裡，瞄準“動力區域”來發見波娃娃!

當花漾精靈大圖鑒擁有多於35位精靈後，
這遊戲才會出現。

跳吧!波娃娃!

Pata-Pata 按鈕

動力區

相機

儲存照片

你可以透過尋找不同品種的花漾精靈來獲得不同的相框! 
例如: 花草類精靈、蘑菇類精靈、天氣類精靈、蔬果類精靈、

昆蟲類精靈、人魚類精靈和Beautiful類精靈 (P17)



注意
＊因為此功能使用高頻率，所以會隨時發出聲音
＊當關閉了擴音器和麥克風時，同樣能進行連接
＊當進行連接時，請在安靜的地方保持10-20cm距離

注意
若果你的朋友跟你同時進行探訪或邀請時，通訊會失效。
盡量在安靜的環境進行連接，並跟朋友保持10-20cm距離，
再開始連接。

左右滑動來查看儲存了的照片

每款相框只能儲存1張相片，在儲存的相片內可以重新拍攝照片。
若果選擇了重新拍攝，早前儲存好的照片將會被刪除。

使用相機拍攝的照片會被儲存在相簿裹(P23)
每一款相框能儲存一張相片，

最多可以儲存7張相片。

相簿

重新拍攝和儲存相片

＊使用高頻率

通訊

跟你的朋友進行通訊。
你可以使用花漾精靈聲音來介紹你的花漾精靈給朋友認識，

更可以透過花漾精靈聲音來探訪朋友的花漾精靈

選擇 探訪 或者 邀請

 探訪: 你的花漾精靈會外出探訪朋友

 邀請: 你能夠邀靖朋友的花漾精靈
  來到你的房間遊玩

探訪
你的花漾精靈會外出探訪你的朋友
此時系統會同時發出花漾精靈聲音

邀請
當收到花漾精靈聲音時，螢幕會顯示“通訊中”，
然後當連接完成後會通知你。

選擇好探訪或邀請後，點擊開始
當你預備好後，點            按鈕來跟朋友進行通訊。



注意
當你的朋友來探訪你或是通訊訊號比較弱時，你的精靈拍擋便會迷路! 
但請放心，過一段時間她便會返回你身邊!
有些時候， 花漾精靈會在探訪朋友後迷路。

按     調高音量和光暗度

按     調低音量和光暗度

音量:5級 ♪♪♪♪♪
光暗度:5級 ★★★★★

時間設定的詳細教學請翻到第6頁

姓名設定的詳細教學請翻到第7頁

小提示
在花漾精靈的房間(P8)的頂部滑動底部也可以快速設
定音量和光暗度。

按           來儲存設定

探訪: 你的花漾精靈會外出探訪你的朋友
當你的花漾精靈外出時，“探訪中”將會顯示在螢幕。

邀請: 你朋友的花漾精靈會來到你的房間遊玩

完成探訪後，你和你的朋友都有機會得到禮物!
＊若果你的花漾精靈迷路了，
 便不會收到任何物品。

通訊 設定

音量/光暗度

時間

姓名

音量/光暗度/時間/姓名
滑動並點擊設定目錄

音量

光暗度

音量/光暗度                時間                     姓名                     刪除



你可以刪除所有花漾精靈相機的數據紀錄，並將它回復到初始設定。

選擇- 是

注意: 
刪除了的數據紀錄並不能夠回復。

在花漾精靈大圖鑒、收藏寶盒、相框、
相片1追加的目錄/遊行/商店或其他設定將會回復到初始設定。

等待大約5秒的時間，數據
便會被刪除。
按取消-           可停止刪除
並回到主頁面。

Q 在點擊時，顯示屏沒有反應⋯
A 可嘗試大力點或更改點擊的地方。

Q 顯示太暗/很難看清楚⋯
A 改變亮度設定（P27）。

Q 音量太小/想關閉音量⋯
A 改變音量設定（P27）/參考小提示（P27）。

Q 顯示屏黑化/對任何東西沒有反應⋯
A 重啟花漾精靈相機、嘗試重設（P4）、檢查電池電量（P8）。

Q 連接失敗⋯
A 調整距離和連接體積，嘗試在安靜的地方連接。（P25-26）

Q 顯示屏顯示“更換電池”⋯
A 如果電池電量不足，將顯示“更換電池”。
 請參閱“設定電池”（P4）並更換電池。
 當顯示“更換電池”時，對任何東西沒有反應。
 一旦顯示“更換電池”，則會在2分鐘內自動關閉。
 請參閱“設定電池”和“休息”（P4），以防電源關閉。

Q 相機過熱⋯
A 連續使用可能會導致相機發熱。
 停止使用相機直到熱量消失。

Q 無法打開花漾精靈相機⋯
A 重設花漾精靈相機。
 請參閱“設定電池”和“重置”並更換電池（P4）。

Q 不能讀取花漾精靈QR碼⋯
A 嘗試在明亮的地方閱讀代碼。不要移動相機和代碼

Q 沒有花漾精靈鑰匙⋯
A 按住螢幕3秒鐘，然後繼續遊戲。

刪除數據 Q&A



● 花漾精靈相機包含細小配件。為避免窒息意外，

 請遠離3歲或 以下的小童

● 行走時不要使用，以免造成意外事故。

● 處理電池時請遵守規定。

● 不要破壞/改造，加熱，把玩具放入火中。

● 請使用指定的電池。不要使用可充電電池和Oxyride乾性電池。

● 仔細閱讀本說明書。將說明書放在安全的地方。

● 請在安全的地方進行遊戲

● 把玩具遠離3歲以下的兒童，以避免意外發生。

● 請不要讓異物進入機身和輪匙孔。

 不要破壞和改造玩具。它會引起火災或產生電擊危險。

● 如果發現任何損壞，請立即停止玩具玩具

● 不要施加不適當的壓力。

● 騎自行車和走路時不要玩玩具。避免意外事故。

● 請在醫院，飛機和其他地需要斷電的地方關閉電源。

● 請在播放前檢查音量。以免導致聽力障礙。

● 不要用塑料袋遮住頭部和臉部，以免發生窒息危險。

● 螢幕包含玻璃。請小心使用

● 不要扭曲機身周圍的鏈

 <錯誤地放置電池，使用可充電的電池會導致過熱，

 爆裂和液體溢出。請仔細閱讀以避免發生事故>

● 更換電池需要成人幫助。

● 請勿將舊電池和新電池混合使用。

● 正確放置（+和 - ）。

● 當不使用玩具時請關閉電池。

● 短路可能會導致高電流。請避免這種情況。

● 如果電池液體溢出並不慎掉進眼睛，

 請用清水清洗眼並向醫生求助。

 若液體掉到衣服，請即用水沖洗。

● 請勿用濕手使用此玩具或放入水中，避免在潮濕處放置或使用玩具

● 請在光線充足的地方使用玩具。

 避免長時間玩，每玩1小時應給予15-20分鍾的休息時間。

 當你感到疲累或睏倦時，請不要使用玩具。

● 連接時不要移動玩具。

● 不要在揚聲器和麥克風上放置貼紙，以避免連接失敗。

小心閱讀以下注意事項，避免事故發生

● 請勿將玩具置於潮濕/高溫/低溫的地方和太陽底下。

● 請勿在靠近火爐和加熱器的地方使用/放置玩具。

● 玩具不防水。

● 不要用任何種類的稀釋劑和苯等酒精液體擦拭玩具。使用乾燥布清潔便可。

● 不要掉落或施加不正確的壓力。

● 不要破壞/改造玩具。

警告

<使用說明>

注意

機體規格
機身尺寸

屏幕

解像度

相片儲存量

78 x 55 x 27 (mm)

1.44inch / TFT LCD

Display 128 x 128

7 on embedded memory

家長必須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