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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指南說明軟件之安裝方法、功能及操作步驟。 

• 使用軟件前，請先閱讀本指南中的軟件使用許可協議書。使用本軟

件，即表示同意遵守本協議書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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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相機連接到電腦前，必須安裝佳能數碼相機解決方案
光碟上的軟件。

安裝軟件。 連接相機及電腦。

如有任何印刷錯漏或翻譯上的誤差，望廣大用戶諒解。

產品設計與規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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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on Software License Agreement
IMPORTANT - READ CAREFULLY BEFORE INSTALLING THE SOFTWARE!  This document is a legal 
agreement ("Agreement") between you and Canon Inc. ("Canon") and governing your use of this 
software, and online manual or other electronic documentation, and sound data and image data, 
if any (the "Software").  BY INSTALLING THE SOFTWARE, YOU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IF YOU DO NOT AGREE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PROMPTLY STOP THE INSTALLATION PROCESS.
1. GRANT OF LICENSE
(1) Canon grants you a non-exclusive license to use ("use" shall mean storing, loading, installing, 

executing, or displaying) the Software on your computers solely for use with Canon product.  You may 
allow other users of Canon's product to use the Software, provided that you shall impose on them on 
the assurance that such users shall abide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and shall be subject to 
restrictions and obligations hereunder.

(2) With respect to the sound data and image data of the Software which is instructed to be used as 
installed in a Canon's digital still camera or digital video camcorder product ("Product") under the 
documentation for such Product, Canon grants you a non-exclusive license to install to and use them as 
installed in such Product.

(3) You may make one copy of the Software solely for back-up purpose, provided that you shall reproduce 
the copyright notice in the Software, on a medium of such back-up copy; provided, however, that you 
may not make any back-up copy when the Software is provided to you as stored in a medium and you 
use the Software as installed in permanent storage unit (e.g., hard disk drive) of a computer.  Any other 
copying of the Software is a violation of this Agreement.

2. RESTRICTIONS
You shall not use or copy the Software except as expressly granted or permitted herein, and shall not assign, 
sublicense, sell, rent, lease, loan, convey or transfer to any third party the Software, and you also shall not 
have any third party to do so.  In addition, you shall not alter, translate, modify, convert to any other 
programming languages, disassemble, decompile or otherwise reverse engineer the Software and you also 
shall not have any third party to do so.  You shall not modify, remove or delete any copyright notices 
appearing on the Software or on a medium, if any, on which the Software is delivered.  

3. OWNERSHIP
Canon and its licensor retain in all respects the title, ownership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and to 
the Software.  Except as expressly provided herein, no license or right, express or implied, is hereby 
conveyed or granted by Canon to you for a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Canon.

4. EXPORT RESTRICTIONS
You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expor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country involved, and not to export or 
re-expor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Software in violation of any such laws and regulations, or without all 
necessary approvals.

5. SUPPORT AND UPDATE
Canon, Canon's subsidiaries and affiliates, their distributors and dealers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maintaining the Software and helping you to use the Software, or providing you with any updates, bug-
fixes or support for the Software hereunder.

6. LIMITED WARRANTY AND DISCLAIMER
LIMITED WARRANTY.   THE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R 
CONDITION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IMPLIED OR STATUTORY,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DESIGN, QUALITY,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LSO, THERE IS NO 
WARRANTY OR CONDITION OF TITLE, QUIET ENJOYMENT, QUIET POSSESSION, 
CORRESPONDENCE TO DESCRIPTION OR OF NONINFRINGEMENT WITH RESPECT TO THE 
SOFTWARE.  THE ENTIRE RISK AS TO THE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OF THE SOFTWARE IS 
WITH YOU.  SHOULD THE SOFTWARE PROVE DEFECTIVE, YOU (AND NOT CANON, CANON'S 
SUBSIDIARIES AND AFFILIATES, THEIR DISTRIBUTORS AND DEALERS) ASSUME THE ENTIRE COST 
OF ALL NECESSARY SERVICING, REPAIR OR CORRECTION.  SOME STATES OR LEGAL 
JURISDICTIONS DO NOT ALLOW THE EXCLUSION OF IMPLIED WARRANTIES, SO THE ABOVE 
EXCLUSION MAY NOT APPLY TO YOU.  THIS WARRANTY GIVES YOU SPECIFIC LEGAL RIGHTS 
AND YOU MAY ALSO HAVE OTHER RIGHTS WHICH VARY FROM STATE TO STATE OR 
JURISDICTION TO JURISDICTION.
Canon, Canon's subsidiaries and affiliates, their distributors and dealers do not warrant that the 
functions contained in the Software will meet your requirements or that the operation of the Software 
will be uninterrupted or error free.

READ CAREFULLY BEFORE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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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if you are provided with the Software as stored in a medium, Canon warrants the medium to 
be free from defects in materials and workmanship under normal use for a period of ninety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you obtained the same as evidenced by a receipt or otherwise.  
CUSTOMER REMEDIES.   Canon, Canon's subsidiaries and affiliates, their distributors and dealers' entire 
liability and your exclusive remedy shall be the replacement of the medium not meeting the LIMITED 
WARRANTY.  The LIMITED WARRANTY does not apply if failure of the medium has resulted from 
accident, abuse or misapplication of the Software and shall not extend to anyone other than you.
NO LIABILITY FOR DAMAGES.   IN NO EVENT SHALL CANON, CANON'S SUBSIDIARIES AND 
AFFILIATES, THEIR DISTRIBUTORS AND DEALERS BE LIABLE FOR ANY LOSS OR DAMAGES 
WHATSOEVER (WHETHER KNOWN, FORESEEABLE OR OTHERWISE),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ANY CONSEQUENTIAL, INCIDENTAL, DIRECT, INDIRECT, SPECIAL, PUNITIVE, OR 
OTHER DAMAGES WHATSOEVER (INCLUDING DAMAGES FOR LOSS OF PROFITS, BUSINESS 
INTERRUPTION, LOSS OF DATA, LOSS OF CONFIDENTIAL OR OTHER BUSINESS INFORMATION, OR 
OTHER COMPENSATORY,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RELATED TO THE SOFTWARE, USE THEREOF OR INABILITY TO USE THE SOFTWARE 
EVEN IF CANON, CANON'S SUBSIDIARIES OR AFFILIATES, THEIR DISTRIBUTORS OR DEALERS HAVE 
BEEN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S.  SOME STATES OR LEGAL JURISDICTIONS 
DO NOT ALLOW THE LIMITATION OR EXCLUSION OF LIABILITY FOR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OR PERSONAL INJURY OR DEATH RESULTING FROM NEGLIGENCE 
ON THE PART OF SELLER, SO THE ABOVE LIMITATION OR EXCLUSION MAY NOT APPLY TO YOU.
DISCLAIMER OF INDEMNITY.   CANON, ITS LICENSOR, CANON'S SUBSIDIARIES AND AFFILIATES, THEIR 
DISTRIBUTORS AND DEALERS SHALL ASSUME NO OBLIGATION TO INDEMNIFY YOU AGAINST ANY 
CLAIM OR SUIT BROUGHT BY A THIRD PARTY ALLEGING THAT THE SOFTWARE OR USE THEREOF 
INFRINGES A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SUCH THIRD PARTY. 

7. TERM  
This Agreement is effective upon your acceptance hereof by installing the Software and remains in 
effect until terminated.  You may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by destroying the Software including any 
and all copies thereof.  This Agreement shall also terminate if you fail to comply with any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In the event that this Agreement terminates for your failure to comply with this 
Agreement, in addition to Canon enforcing its respective legal rights, you must promptly destroy the 
Software including any and all copies thereof.  Notwithstanding the foregoing, Sections 3, 5 through 7 
and 9 through 11 shall survive any termination hereof.  

8. U.S. GOVERNMENT RESTRICTED RIGHTS NOTICE  
The Software is a "commercial item," as that term is defined at 48 C.F.R. 2.101 (Oct 1995), consisting 
of "commercial computer software" and "commercial computer software documentation," as such 
terms are used in 48 C.F.R. 12.212 (Sept 1995).  Consistent with 48 C.F.R. 12.212 and 48 C.F.R. 
227.7202-1 through 227.7202-4 (June 1995), all U.S. Government End Users shall acquire the Software 
with only those rights set forth herein.  Manufacturer is Canon Inc./30-2, Shimomaruko 3-chome, Ohta-
ku, Tokyo 146-8501, Japan.

9. SEVERABILITY  
In the event that any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is declared or found to be illegal by any court or tribunal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such provision shall be null and void with resp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at 
court or tribunal and all the remaining provisions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remain in full force and effect.

10.GOVERNING LAW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Agreement, the performance hereunder and the interpretation hereof 
shall in all respects be governed and constru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Japan.

11.ACKNOWLEDGMENT  
BY INSTALLING THE SOFTWARE, YOU AGREE THAT YOU HAVE READ THIS AGREEMENT, UNDERSTOOD 
IT, AND AGREED THAT THIS AGREEMENT IS THE COMPLETE AND EXCLUSIVE STATEMENT OF 
AGREEMENT BETWEEN YOU AND CANON CONCERNING THE SUBJECT MATTER HEREOF AND 
SUPERSEDES ALL PROPOSALS OR PRIOR AGREEMENTS, VERBAL OR WRITTEN, AND ANY OTHER 
COMMUNICATIONS BETWEEN YOU AND CANON RELATING TO THE SUBJECT MATTER HEREOF.  NO 
AMENDMENT TO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EFFECTIVE UNLESS SIGNED BY A DULY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OF CA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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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DF 手冊
下列 PDF 格式手冊 （即 PDF 手冊）說明 ZoomBrowser EX 及 ImageBrowser
的功能及使用方法。
• ZoomBrowser EX 軟件使用者指南 （Windows）
• ImageBrowser 軟件使用者指南（Macintosh）

必須安裝Adobe Reader或Adobe Acrobat Reader以閱讀上述的 PDF手冊。
如果電腦未安裝上述應用程式，請從下列網站下載。 
http://www.adobe.com/products/acrobat/readstep2.html

檢視 PDF 手冊
檢視從網站下載的手冊
您可以在佳能網站取得這些 PDF 格式手冊。使用您的瀏覽器程式在下列的網
址下載手冊：
http://web.canon.jp/Imaging/informatio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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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閱讀本節

本章說明如何配合佳能數碼相機解決方案光碟上的軟件以使用相機。 
此外，也列出使用軟件時所需的電腦系統配置。

下載影像到電腦而不安裝額外軟件的方法
您的相機使用標準的影像傳輸協議，簡稱 PTP。使用 PTP 及 Windows XP 或 MaC OS X 時，
您可以直接下載影像，而無需安裝其他軟件。但這些下載方法較為不便及受一定限制。詳細
請參閱 Windows®XP 及 Mac OS X 使用者 說明。

有關本指南
• 本指南的說明以 Windows XP 及 Mac OS X 10.3 版為示範。如果您使用其他操作系統，
實際的螢幕內容及步驟可能與顯示的略有不同。

• 本指南使用以下簡稱：
Mac OS X 即 Mac OS X （10.2-10.4 版）
記憶卡包括 CF 卡、SD 卡、MultiMediaCards 及 PC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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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手之勞！在家中打印專業相片

有關拍攝的說明，請參閱相機使用者指南。

只需要在首次使用時安裝軟件。

拍攝影像

安裝電腦軟件

Windows （第 11 頁）
Macintosh （第 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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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影像到電腦

打印影像

連接相機及電腦

Windows （第 16 頁）
Macintosh （第 46 頁）

Windows （第 21 頁）
Macintosh （第 50 頁）

連接時的安全注意
事項 （第 10 頁）

有關連接的說明，請參閱相機使用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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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軟件的無限樂趣
打印不同的頁面設計
您可以在 ZoomBrowser EX 及 ImageBrowser （Macintosh），以不同的頁面設計打印。以下是
使用 ZoomBrowser EX （Windows）的示範：.

拼接全景影像
使用 PhotoStitch 將一系列的影像拼接為全景影像。 

設定索引打印 （聯繫頁），使所有影像一
目了然。

設定每頁打印單一相片，使打印影
像更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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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子郵件傳送影像
在 ZoomBrowser EX （Windows）或 ImageBrowser （Macintosh）內啟動郵件軟件，即可將影
像附加在電子郵件內。

使用電腦操作相機的快門
您可以使用電腦的 ZoomBrowser EX (Windows) 或 ImageBrowser (Macintosh) 操作相機的快門
來拍攝影像 （遙控拍攝）。記錄的影像會直接下載到電腦。 

編輯短片
您可以編輯短片，連接已下載到電腦的短片及靜止影像、加入文字 （如標題）、背景音樂或
加上不同的效果。 

從短片中剪輯靜止影像
您可以於顯示的短片中剪輯靜止影像，然後儲存為新的影像檔案。您也可以指定影像範圍，
然後剪輯多張靜止影像。  

使用電腦操作相機的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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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需求
安裝軟件之電腦必須符合以下基本規格：

Windows

Macintosh

操作系統 Windows 98 第二版 （SE）
Windows Me
Windows 2000 Service Pack 4
Windows XP （包括 Service Pack 1 及 Service Pack 2）

電腦型號 上述的操作系統需要預先安裝在附有內置 USB 接口的電腦上

中央處理器 Pentium 500 MHz 或以上的處理器

記憶體 Windows 98 SE/Windows Me：128 MB 或以上
Windows 2000/Windows XP：256 MB 或以上

介面 USB

可用的硬碟空間 • 佳能公用程式
- ZoomBrowser EX： 200 MB 或以上
- PhotoStitch： 40 MB 或以上

• 佳能相機 TWAIN 驅動程式： 25 MB 或以上
• 佳能相機 WIA 驅動程式： 25 MB 或以上
• ArcSoft PhotoStudio： 50 MB 或以上

顯示器 1,024 x 768 像素 / 高彩（16 位元）或以上

操作系統 Mac OS X （10.2-10.4 版）

電腦型號 上述的操作系統需要預先安裝在附有內置 USB 接口的電腦上

中央處理器 PowerPC G3/G4/G5

記憶體 256 MB 或以上

介面 USB

可用的硬碟空間 • 佳能公用程式
- ImageBrowser：    200 MB 或以上
- PhotoStitch： 40 MB 或以上

• ArcSoft PhotoStudio： 50 MB 或以上

顯示器 1,024 x 768 像素 /32,000 色彩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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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及兼容的操作系統
所有型號均隨機提供佳能數碼相機解決方案光碟，光碟內包含下列程式：

Windows 程式

*1 可以在 ZoomBrowser EX 中啟動。
*2 ArcSoft 公司編製的影像編輯程式。
*3 只兼容 Windows 98 SE。
*4 由於 Windows XP 支援 PTP，因此不需要驅動程式。

Macintosh 程式

*1 可以在 ImageBrowser 中啟動。
*2 ArcSoft 公司編製的影像編輯程式。

• 安裝軟件需要使用光碟機。   
• 即使符合系統要求，但不保證電腦其他功能均合符要求。 
• Windows：要重播短片的音軌，需要配備音效卡。
• Windows：將使用 PhotoStitch 拼接的影像儲存為 QuickTime VR 類型需要

QuickTime 6.5。在 Windows 98 SE、Windows Me 及 Windows 2000 上播放及編
輯短片也需要使用。QuickTime 隨佳能數碼相機解決方案光碟附送。

• Macintosh 軟件不適用於使用 UFS （Unix 檔案系統）格式化的磁碟。

兼容操作系統 Windows
 98 

Windows
 Me

Windows
 2000 

Windows
 XP 主要功能

程式

ZoomBrowser EX *3
下載、顯示、組織及編輯影像

TWAIN 驅動程式
*3 *4 佳能相機的專用驅動程式（適用

於 Windows 98，Windows 2000）

WIA 驅動程式 *4 驅動程式 （Windows Me）
PhotoStitch*1 *3 拼接影像以製作全景影像

ArcSoft PhotoStudio*1 *2 進階影像編輯

兼容操作系統 Mac OS X 主要功能
程式

ImageBrowser 下載、顯示、組織及編輯影像

PhotoStitch*1 拼接影像以製作全景影像

ArcSoft PhotoStudio*1 *2 進階影像編輯

有關此程式的信息，請參閱 ArcSoft PhotoStudio （第 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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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相機及電腦前

連接時的安全注意事項
• 如果透過 USB 集線器使用介面連接線將相機連接到電腦，連接可能無法正確操作。
• 除 USB 滑鼠或鍵盤外，如果同時使用其他 USB 裝置，連接可能無法正確操作。在這種情
況下，請拔走電腦上其他裝置的連接線，然後重新接上相機。

• 請勿將兩部或以上的相機同時連接到同一部電腦上，連接可能無法正確操作。
• 透過 USB 介面連接相機時，請勿將電腦置於待用 （睡眠）模式。如果電腦透過 USB 接口
連接相機時進入待機模式，請勿拔走介面連接線，並嘗試在保持相機連接的狀態下使電腦
退出待機模式。若中斷連接，某些電腦可能無法正常從待用（睡眠）模式恢復作業。有關
待用（睡眠）模式的說明，請參閱電腦的使用者手冊。

相機及電腦連接前，請確保您已安裝佳能數碼相機解決方案光碟的軟件。 

• 連接電腦時 （如適用於您的相機型號 )，建議使用家用電源 （交流電轉接器）為
相機供電。如果您不使用家用電源，請確定使用完全充電的電池。 

• 有關連接相機及電腦的步驟，請參閱相機使用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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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平台上使用軟件 －
準備

本章說明安裝軟件及將相機連接到電腦的基本操作。請在連接相機及電腦前閱讀本指南。

安裝軟件及 USB 驅動程式
請先安裝佳能數碼相機解決方案光碟之軟件。

準備項目

• 您的相機及電腦
• 佳能數碼相機解決方案光碟
• 隨相機附送的介面連接線

安裝步驟

1 確保相機沒有連接到電腦 
如相機已連接到電腦，請拔走連接線，否則無法
正確安裝軟件。

2 關閉所有正在執行的程式 

• 必須於連接相機及電腦前安裝軟件。 
• Windows XP 及 Windows 2000 的使用者必須先登入為管理員（電腦系統管理員）
才能安裝此程式。 

有關安裝 ArcSoft PhotoStudio 的方法，請參閱 ArcSoft PhotoStudio （第 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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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佳能數碼相機解決方案光碟放入電腦的光碟機

如果安裝畫面沒有自動顯示，請執行下列步驟。 

4 按一下數碼相機軟件 [ 簡易安裝 (Easy 
Installation)] 鍵
要安裝個別的軟件，請按一下 [ 自訂安裝
（Custom Installation） ]。 

如何顯示安裝畫面
如果安裝畫面沒有自動顯示，請執行以下步驟：

Windows XP

1. 在 [ 開始 （Start） ] 選單中選擇 [ 我的電腦（My Computer） ]。
2. 在光碟圖標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擇 [ 開啟 （Open） ]。

3. 連按兩下 [SETUP.EXE]  圖標。

Windows 2000、Windows Me 及 Windows 98 SE
1. 連按兩下桌面上的 [ 我的電腦 （My Computer） ] 圖標。
2. 在光碟圖標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擇 [ 開啟 （Open） ]。

3. 連按兩下 [SETUP.EXE]  圖標。 
部份電腦可能不會如上述般顯示 [.EXE] 檔案副檔名。

如果螢幕上出現重新啟動電腦的指示，請按照指示執行。如果下列視窗出現，
請繼續進行安裝。

安裝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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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其他軟件正在執行，請先關閉所有程

式，然後按一下 [ 確定（OK） ]

6 檢視安裝設定，然後按 [ 安裝（Install） ]

此處顯示的項目會視乎安裝的軟件而有所不同。

7 如果同意軟件使用許可協議書的所有條
款，請按 [ 是（Yes） ] 

安裝程式便會開始。

依照螢幕的說明進行安裝。

選擇 [ 自訂安裝 （Custom Installation） ] 時
使用介面連接線連接相機及電腦時，需要使用 USB 驅動程式（用於連接的軟
件）。請確定您已選擇下列的 USB 驅動程式 （適用於您的操作系統）。 
• Windows 2000/Windows 98 SE：佳能相機 TWAIN 驅動程式 
• Windows Me：佳能相機 WIA 驅動程式
如果使用 Windows XP，USB 驅動程式已隨 Windows 操作系統提供，因此無
需再安裝 USB 驅動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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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裝完畢時，選擇 [ 立即重新啟動電腦（建

議）（Restart computer immediately 
(Recommended)]，然後按 [ 重新啟動
（Restart） ]

請勿在此時取出光碟機內的解決方案光
碟。

如果不需要重新啟動電腦，螢幕會顯示 [ 完成（Finish） ]。按 [ 完成（Finish） ]，取出
光碟機內的解決方案光碟，然後跳到步驟 10。

9 如重新啟動後出現標準桌面螢幕，取出光碟機內的光碟

軟件安裝程式完畢。 
將相機連接到電腦，即可使用 USB 驅動程式。 

10 使用介面連接線將相機連接至電腦，然後將相機
設定為正確的連接模式

Windows XP 及 Windows 2000 的使用者必須先登入為管理員 （電腦系統管
理員）來繼續執行其他步驟。 

如果您已安裝 USB 驅動程式，所需的檔案只複製到電腦。必須使用介面連接
線連接相機及電腦以完成安裝，並準備使用的驅動程式。 

請參閱刪除軟件 （第 74 頁）以刪除已安裝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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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螢幕出現沒有找到數碼簽名視窗，請
按 [ 是（Yes） ]。

當電腦與相機接通後，在電腦上的 USB 驅動程式將自動完成安裝。 
執行此步驟期間，類似以下的對話方塊會出現 （只於首次連接相機到電腦時）。

Windows XP
右邊的對話方塊會在片刻後出現。

Windows 2000/Windows Me/Windows 98 SE
如果提示指示您重新啟動電腦，請按照指示進行。

安裝後，一個讓您設定預設值的對話方塊會顯示。其後的步驟，請參閱在 Windows 平
台上使用軟件 - 基本操作 （第 16 頁）。

您已完成安裝軟件及 USB 驅動程式，以及將相機連接到電腦的步驟。
您現在可以下載相機的影像至電腦 （第 16 頁）。 

有關相機連接電腦及設定正確模式的步驟，會視乎相機型號而有所不同。請參
閱相機使用者指南。 

• 如果您在安裝 USB 驅動程式時遇到問題，請參閱疑難排解 （第 78 頁）內的
未正確安裝 USB 驅動程式。

• 有關刪除使用這些步驟安裝的 USB 驅動程式，請參閱刪除 USB 驅動程式 
（第 75 頁）。

• 如果您過往已使用 ZoomBrowser EX 第二或第三版，請參閱如果使用
ZoomBrowser EX 第二或第三版 （第 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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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平台上使用軟件 － 
基本操作

本章說明使用 ZoomBrowser EX 下載相機影像至電腦，及打印影像的步驟。
完成在 Windows 平台上使用軟件 - 準備 部份的準備工作後，請閱讀本章。 

下載影像到電腦
請先下載影像到電腦。視乎您是將相機連接到電腦 （本頁下方），還是使用記憶卡讀卡器
（第 19 頁）而定，下載步驟會稍有不同。 

將相機連接到電腦

1 使用附送的介面連接線連接電腦的 USB 接口與相機的數碼 （DIGITAL）端子，然後將
相機設定為與電腦通訊的模式

螢幕會出現相機控制視窗。

相機控制視窗

如果記憶卡儲存有大量影像（約 1000 張），則可能無法在連接相機及電腦後下載
影像。在這種情況下，請使用記憶卡讀卡器下載。

有關相機連接電腦及設定正確連接模式的步驟，會視乎相機型號而有所不同。
請參閱相機使用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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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載影像

使用相機或電腦下載影像。根據預設值，
下載的影像會儲存在 [ 我的圖片（My 
Pictures） ] 資料夾。

勾選此方格後，當相機連接電腦後便會
自動顯示此視窗。

按一下 [ 選項 （Preferences） ] 以調整設定，
如下載影像的類型及儲存影像的資料夾。

首次連接相機及電腦
首次連接相機及電腦時，請執行下列設定。其後不再需要執行這些步驟。

當出現類似右邊的對話方塊（事件對話
方塊）時，選擇 [ 佳能相機視窗 (Canon 
CameraWindow)]，然後按一下 [ 確定
（OK） ]。

您的相機名稱或 [ 佳能相機 （Canon 
Camera） ] 會在此處出現。

視乎電腦設定而定，可能會顯示
不同的程式。

如果事件對話方塊沒有出現，按一下 [ 開始（Start）] 選單，然後選擇 [ 所有
程式（All Programs） ] 或 [ 程式（Programs） ]、[ 佳能公用程式（Canon 
Utilities） ]、[ 相機視窗（CameraWindow） ]、[PowerShot - IXY - IXUS - 
DV 6] 及 [ 相機視窗（CameraWind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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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相機下載影像 （直接傳送功能）

 
在相機上設定直接傳送功能，然後按下

（打印 / 分享）鍵或 SET（設定）鍵。

使用電腦下載影像
按 [ 開始下載影像（Starts to download 
images） ]。

下載的影像會根據拍攝日期儲存到資料夾。

• 如果情況適用於直接傳送功能，液晶顯示屏會顯示直接傳送設定選單。此
外，如果您的相機配備 （打印 / 分享）鍵，此鍵會亮起。 

• 有關直接傳送設定及步驟的說明，請參閱相機使用者指南。 

• 根據預設值，所有還未下載的影像將會下載。
•載已有相機傳送設定的影像時，按一下 [ 選項（Preferences）]，然後選擇 [ 已
有相機傳送設定的影像 （Images whose transfer settings were specified 
with the camera） ] 作為下載影像的類型。

• 按一下 [ 允許選擇和下載影像（Lets you select and download images） ] 以
清單顯示相機的影像，然後在下載前檢視影像，只下載已選擇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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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預設值，完成下載後，ZoomBrowser 
EX 的主視窗會顯示下載影像的縮圖
（小圖）。 

縮圖

下載的資料夾會顯示下載符號 （結束
ZoomBrowser EX 後，此符號會消失）。  

下一步，打印影像 （第 21 頁）。 

連接記憶卡讀卡器

1 將記憶卡插入讀卡器

若情況需要，請使用另購的記憶卡轉接器。
有關記憶卡的連接及操作說明，請參閱其手冊。

2 當右邊的對話方塊出現時，選擇 [ 使用
Canon CameraWindow 檢視 / 下載影像
（View/Download Images using Canon 
CameraWindow） ]，然後按 [ 確定
（OK） ]。 
螢幕會出現相機控制視窗。

如果對話方塊沒有出現，按一下 [ 開始（Start） ] 選單，然後選擇 [ 所有程式
（All Programs） ] 或 [ 程式（Programs） ]、[ 佳能公用程式（Canon Utilities） ]、
[ 相機視窗（CameraWindow） ]、[PowerShot - IXY - IXUS - DV 6] 及 [ 相機視窗
（CameraWindow） ]，然後到步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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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 開始下載影像（Starts to download 

images） ]

按一下 [ 選項 （Preferences） ] 以調整設定，如
下載影像的類型及儲存影像的資料夾。

下載的影像會根據拍攝日期儲存到資料夾。

根據預設值，完成下載後，ZoomBrowser EX 的主視窗會顯示下載影像的縮圖
（小圖）。 

下一步，打印影像 （第 21 頁）。 

• 根據預設值，所有還未下載的影像將會下載到 [ 我的圖片（My Pictures） ]
資料夾。

• 要下載已有相機傳送設定的影像時，按一下 [ 選項（Preferences） ]，然後
選擇 [ 已有相機傳送設定的影像（Images whose transfer settings were 
specified with the camera） ] 作為下載影像的類型。

• 按一下 [ 允許選擇和下載影像（Lets you select and download images） ] 以
清單顯示記憶卡的影像，然後在下載前檢視影像，只下載已選擇的影像。

• 有關記憶卡內的資料夾結構及檔案名稱的信息，請參閱記憶卡資料夾的結構 
（第 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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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影像
打印影像的方法有 2 種：每頁打印單一相片及索引打印。此部份說明每頁打印單一相片的方
法。 

每頁打印單一相片

此選項表示以標準相片格式在每頁打印一個影像。如果您選擇多張影像，則會打印相應的頁
數。 

1 在ZoomBrowser EX主視窗中按一下 [打印（Print）]及 [每頁打印單一相片（One Photo 
Per Page Print） ]  

• 不能打印短片，但你可以從短片中剪輯靜止影像，然後儲存為檔案打印。 
• 要使用索引打印選項，在主視窗中按一下 [ 打印（Print） ] 及 [ 索引打印（Index 

Print） ]。

• 如果您已安裝隨佳能品牌打印機附
送的簡易相片打印程式，選擇 [ 每頁
打印單一相片 （One Photo Per 
Page Print） ] 後，螢幕會根據預設
值顯示如右方的簡易相片打印視窗。
如果螢幕顯示相似的視窗，請閱讀
簡易相片打印的說明選單。

• 選擇 [ 每頁打印單一相片（One 
Photo Per Page Print） ] 後，要到步
驟 2 所顯示的 ZoomBrowser EX 打
印視窗，按一下 [ 工具（Tools） ] 選單，然後選擇 [ 選項（Preferences） ]
及 [ 打印（Print） ] 標籤。選擇 [ 使用 ZoomBrowser EX 的打印功能 （Use 
the Print Function in ZoomBrowser 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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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確認已選擇 [1. 選擇影像（1. Select Images） ]，然後選擇影像

要選擇多個影像，您可以持續按下 [Ctrl] 時同持按下其他影像。

3 按一下 [2. 打印機及編排頁面設定（Printer and Layout Settings） ]，然後按需要調整目
錄 

4 按一下 [3. 打印（Print） ]
開始打印。

所選影像的背景會變為
藍色。

選擇打印機及紙張
尺寸等。

設定打印份數。

此鍵用於在選擇多個影像時切換影像。 

設定打印為
“無邊框”等。

選擇此項以打印影
像時加上拍攝日期 /
時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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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說明 ZoomBrowser EX 的基本操作。當您掌握這些操作後，可嘗試進階操作。
在 Windows 平台上使用軟件 - 進階操作 （第 24 頁）。 

• 您也可以在 ZoomBrowser EX 的 PDF 格式說明書取得上述信息。此手冊更詳細
說明程式功能及步驟。請參閱使用 PDF 手冊 （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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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平台上使用軟件 － 
進階操作

本章說明 ZoomBrowser EX 的不同功能。 
掌握在 Windows 平台上使用軟件 - 基本操作章節內的基本 ZoomBrowser EX 步驟後，請繼續
閱讀本章節。

ZoomBrowser EX 視窗
本部份說明 ZoomBrowser EX 的各主要視窗：主視窗、檢視器視窗及內容視窗。

主視窗

本視窗用於顯示及組織下載的影像到電腦。

要確認您的相機是否支援這些功能，請參閱相機資訊 （第 87 頁）。 

資料夾區域 （第 25 頁）

工作區域 （第 25 頁）

瀏覽器區域 （第 25 頁）

功能鍵 （第 27 頁）

顯示及隱藏工作區域及
資料夾區域的轉換鍵。 

顯示模式 
（第 26 頁）

顯示控制屏 
（第 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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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區域 
• ZoomBrowser EX 的工作鍵如索引般排列在此
處。

• 按一下工作鍵帶出所需的操作。
各工作鍵的功能在 ZoomBrowser EX 的各種功
能 （第 30 頁）中有說明。

資料夾區域 
• 在此區域選擇資料夾。瀏覽器區域會顯示所選擇資料夾內的影像。
如果您預設 Windows Explorer 為網絡連接，資料夾便可在網絡上顯示，但不能在瀏覽器區
域內加入、修改或刪除資料夾。

• 如果您已選擇喜愛的資料夾，則只有預先註冊為喜愛資料夾的資料夾會顯示。建議將經常
使用的資料夾註冊為喜愛的資料夾。如果您已選擇所有資料夾，則會顯示所有資料夾。 

瀏覽器區域
• 在資料夾區域內所選擇的資料夾內的影像會在此處顯示。
視乎您所選擇的顯示模式而定，顯示方式會有所不同。 

• 在瀏覽器區域內，您可以按一下 [ 工具（Tools） ] 選單，選擇 [ 檢視 （View） ] 及 [ 排序
（Sort by） ]，即可以按檔案名稱、拍攝日期或其他特徵將影像順序排列。

• 下列圖標會根據影像的內容而在影像附近顯示。

使用相機接圖輔助模式所拍攝的影像

RAW 影像

短片

附有聲音備註的影像

受保護的影像

使用相機的自動包圍曝光功能所拍攝的影像

使用相機拍攝的影像，並只在顯示時旋轉

註冊喜愛資料夾的方法
• 當 [ 喜愛的資料夾（Favorite Folders） ] 顯示，按一下 [ 新增（Add） ]，然後選擇一個
資料夾。 

• 當 [ 所有資料夾 （All Folders） ] 顯示，先選擇一個資料夾，然後按一下 [ 加到我的最
愛 （Add to Favorites） ]。

• 要刪除喜愛資料夾區域的其中一個資料夾，選擇一個資料夾，然後按一下 [ 刪除
（Delete） ] 鍵。

在瀏覽器區域中選擇影像的方法
• 選擇一個影像：按一下該影像。
• 選擇多個影像：按一下第一個影像，然後持續按下 [Ctrl] 鍵，再按一下其他影像。
• 選擇多個連續的影像：按一下第一個影像，然後持續按下 [Shift] 鍵，再按一下最後一
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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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模式
• 選擇瀏覽器區域的顯示方式。

縮放模式
資料夾內的所有影像會以縮圖方式顯示。此顯
示方式使所有影像一目了然，方便您搜索影
像。 

如果資料夾內有其他副資料夾，副資料夾
內的影像也會以縮圖方式顯示。 

如果將鼠標移到資料夾，右上方會顯示 。
按一下此處以顯示放大的資料夾。

滾動模式
此模式方便你同時檢視多個資料夾內的影像。
如果顯示的資料夾是於最頂層，則最底層資料
夾的所有縮圖也會顯示。您可以按一下 [ 工具
（Tools） ] 選單，然後選擇 [ 選項
（Preferences） ]，即可以更改資料夾的層面
（資料夾深度）。

副資料夾內的影像也會顯示。

預覽模式
此模式會以較大的尺寸顯示影像及其資訊。 

將鼠標移放在縮圖上，即可在滑鼠視窗中放大影像。要關閉此功能，請按一下
[ 顯示資訊（Show Information） ]，然後移除 [ 顯示滑鼠視窗（Show Mouse 

Over Windows） ] 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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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控制屏
• 此控制屏用於調整瀏覽器區域的顯示設定。

功能鍵
• 這些鍵用於執行不同的功能。

選擇選單
使用此鍵選擇或取消選擇在瀏覽
器區域內的所有影像。 

顯示 / 隱藏影像資訊選單
使用此鍵顯示或隱藏縮圖下方的影像資
訊，如檔案名稱、拍攝日期或星級排
名。 

顯示大小
更改瀏覽器區域內的縮圖大小。

篩選影像
此功能會以影像的星級篩選，並在瀏
覽器區域內只顯示所選的影像。您可
以在檢視器視窗、內容視窗或預覽模
式內的資訊欄中，指定影像的星級
（1 至 3 粒星）。

選擇鍵
使用此鍵在變焦模式下選
擇影像。

調整為視窗大小
將縮圖的大小轉換為視窗
的大小。

檢視影像鍵
在檢視器視窗中顯示所選擇的
影像或短片。

幻燈片播放鍵
啟動幻燈片播放所選的影像。

內容鍵
在內容視窗中顯示所選擇影像
的資訊。

搜索鍵
使用指定條件搜索影像，
如星級評定、修改日期、
拍攝日期、注釋或關鍵字
等。

[ 刪除（Delete） ] 鍵
刪除所選擇的影像或資
料夾。

旋轉鍵
旋轉所選擇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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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器視窗

在瀏覽器區域內連按兩下影像，並在檢視器視窗內顯示該影像。

• 如果螢幕顯示 RAW 影像，其下方會顯示 [ 顯示原有影像（Display Original 
Image） ] 鍵。按一下此鍵在檢視器視窗中顯示所轉換的影像。

• 如果您使用 Windows XP，並顯示短片檔案，星級評定旁會顯示 （剪輯靜止影
像）鍵。按一下此鍵從短片中剪輯靜止影像。

編輯選單
您可以編輯、刪除紅眼、調整顏色、剪
裁及輸入標題。您也可以使用此選單來
啟動其他編輯程式。 

影像選擇器鍵
切換影像。

全螢幕鍵
以全螢幕模式顯示影像。按一下影像或鍵盤上的任何按鍵即
可回復正常的顯示模式。

同步鍵
當顯示多個影像時，可
同步顯示其設定。 

星級評定
設定影像的星級評定。

縮放
更改影像的縮放設
定。

分割螢幕鍵
同時顯示多個
影像。比較影
像時十分方
便。

設定在檢視器視窗
中影像的顯示大小。 

顯示自動對焦框
顯示自動對焦框 （用於對焦的區域）。

在檢視器視窗中以
實際的尺寸顯示影
像。 

打印鍵
打印顯示的影像。

拍攝資訊顯示鍵
顯示影像的拍攝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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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視窗

當您在瀏覽器區域中選擇影像，然後按一下內容鍵，即會顯示內容視窗。在預覽模式下不會
顯示內容視窗。

顯示或隱藏目錄。

星級評定
設定影像的星級評定。

拍攝資訊
顯示影像拍攝時的設定的詳
細資訊，如快門速度或曝光
設定。所顯示的資訊視乎相
機型號而定。 

保護
防止影像被覆寫或刪除。

注釋
您可以在此處輸入注釋。

關鍵字
設定用於搜索的關鍵字。

亮度直方圖
顯示影像亮度及陰影分佈的圖
表。

影像選擇器鍵
切換影像。

播放附加在影像上的聲音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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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Browser EX 的功能
本部份說明工作區域的功能。

獲取及相機設定
連接到相機
按一下此處連接相機，然後打開相機控制視
窗，即可執行下列操作：

• 獲取影像
下載相機 / 記憶卡的影像 （第 16， 19 頁）。
此外，您可以下載使用相機聲音記錄功能所錄製的聲音檔案。

• 打印影像
選擇及打印相機的影像。您可以使用多種方法打印，使用 DPOF 設定、索引打印選項、
每頁打印一張相片選項，或在打印前選擇影像。  

• 設定相機
指定相機設定，如我的相機設定（第 39 頁）。您也可以將電腦的影像上傳到相機。

• 遙控拍攝
讓您從電腦操作相機的快門（第 35 頁）。

連接到 EOS 相機
此功能只適用於 EOS 系列的相機。有關此功能的詳細說明，請參閱相機的使用者指南。

索取記憶卡的影像
下載記憶卡的影像（第 19 頁）。
您也可以下載使用聲音記錄功能所錄製的聲音檔案，或選擇記憶卡的影像，然後打印。

檢視及分類
以幻燈片方式檢視
在瀏覽器區域內以幻燈片方式播放所選的影
像。

更改多個檔案的名稱
一次過更改所選影像的檔案名稱。

分類儲存於資料夾
將影像分類，並儲存在指定的資料夾。 

搜索
使用指定條件搜索影像，如星級評定、修改日期、拍攝日期、注釋或關鍵字等。您可以在
預覽模式或內容視窗內的影像資訊欄中設定星級評定、注釋及關鍵字。 

要確認您的相機是否支援這些功能，請參閱相機資訊 （第 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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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編輯影像
您可以執行影像的編輯操作，如裁切、色彩修
正及防紅眼。您也可以使用此選項啟動其他影
像編輯程式。 

拼接相片
拼接多個影像，並製作單一大幅面的全景影像（第 38 頁）。

編輯短片
編輯短片或將靜止影像串聯起來。您可以加入文字做標題，或加入背景音樂及特別多種效
果（第 34 頁）。

處理 RAW 影像
將 RAW 影像轉換為標準格式的影像。您可以在轉換時調整影像的亮度、對比度及色彩平
衡。

輸出
輸出靜止影像
您可以更改影像的大小或類型，然後輸出為新
的影像。 

輸出短片
您可以更改短片的大小或類型，然後輸出為新的短片。

從短片中剪輯影像
以指定的間隔從短片中剪輯靜止影像，然後儲存為影像檔案（只適用於 Windows XP）。 

輸出拍攝內容
您可以在拍攝資訊中選擇所需的資料，然後輸出為文字檔案。 

輸出為螢幕保護器
輸出影像為螢幕保護器檔案。

輸出為桌面牆紙
輸出影像為桌面牆紙。

備份到 CD
將影像複製到 CD-R/RW 光碟為備份。 

只可在符合下列要求的電腦上使用備份到 CD 功能。 
• 已預先安裝 Windows XP
• 配備 CD-R/RW 光碟機為標準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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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
每頁打印單一相片
每頁打印一個影像（第 21 頁）。
您可以輕易打印相片。

索引打印
排列影像的縮圖，然後打印。

使用其他軟件打印
選擇使用的軟件，然後打印。

Internet
電子郵件影像
將所選的影像轉換為適合傳送的大小，以使用
電子郵件傳送。您也可以在轉換後，使用此選
項以自動啟動電子郵件程式。

• 要在選擇工作後返回之前的螢幕，按一下工作螢幕底部的 [ 返回主選單
（Return to Main Menu） ]。 

• ZoomBrowser EX 可使用多種不同的說明功能。按一下 [ 說明（Help） ] 選單、
[?] 鍵或 [ 說明（Help） ] 鍵，即可顯示有關操作步驟或可用功能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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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短片
1 在 ZoomBrowser EX 的瀏覽器區域內，連按兩下附有短片圖標的影像

檢視器視窗會打開，然後播放短片。  

Windows 2000、Windows Me 及 Windows 98 SE
 播放及編輯短片需要使用 QuickTime。請按照下列步驟安裝 QuickTime。

1. 將佳能數碼相機解決方案光碟放進光碟機。 

如果安裝畫面沒有自動顯示，請按照如何顯示安裝畫面 部份的步驟以顯示此畫面
（第 12 頁）。

2 按一下 QuickTime[ 安裝 (Install)] 鍵。

按照螢幕上的指示進行安裝。

您可以按一下此處，將顯示
的影像儲存為靜止影像。

您可以控制短片播放及
聲音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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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短片
您可以建立及編輯短片：連接已下載到電腦的短片及靜止影像、加入背景音樂、加入標題及
其他文字，並為短片加上不同的效果。 

1 在 ZoomBrowser EX 的主視窗中按一下 [ 編輯 (Edit)] 及 [ 編輯短片 (Edit Movie)]

2 按一下 [1. 新增影像（1. Add Images）]，然後選擇所需編輯的影像（短片或靜止影像） 
您可以選擇多個短片或靜止影像。

3 按照視窗左邊的步驟編輯及儲存短片 

• 在 Windows 2000、Windows Me 或 Windows 98 SE 上播放或編輯短片時均需要
使用 QuickTime 程式。按照 Windows 2000、Windows Me 及 Windows 98 SE
（第 33 頁）的播放短片 步驟安裝。

• 短片會以 Motion JPEG AVI 格式儲存。

按一下此鍵播放正
在編輯的短片。

按照這些步驟繼續。

介紹區域
顯示所選影像的縮圖。
由左至右連接順序影像。

詳細的操作說明，請按一下此鍵。

切換效果框
在相接的影像間出現，並顯示用作連接
影像的切換效果的符號。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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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操作快門
您可以使用電腦遙控已連接相機的快門以拍攝靜止影像。這個功能非常有用，使您可以在電
腦的大型顯示器上檢視拍攝的影像，也可以拍攝大量相片而無須擔心相機記憶卡容量不足。

準備遙控拍攝

1 使用附送的介面連接線連接電腦的 USB 接口與相機的數碼 （DIGITAL）端子，然後將
相機設定為正確的連接模式

螢幕會出現相機控制視窗。

2 如果相機配備鏡頭蓋，請打開或移除相機的鏡頭蓋

 如果您的相機沒有鏡頭蓋，請跳至下一步。 

3 按一下 [ 遙控拍攝（Remote shooting）] 標
籤

4 按一下 [ 開始遙控拍攝（Starts Remote 
Shooting） ]

5 選擇用於儲存拍攝影像的目的地，然後按一下 [ 確定（OK） ]

• 將相機連接電腦及設定為正確連接模式的步驟，會視乎相機型號而有所不
同。請參閱相機使用者指南。

• 首次連接相機及電腦時，請執行首次連接相機及電腦 （第 17 頁）部份的設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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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Capture 工作視窗

RemoteCapture 工作視窗有以下功能。

• RemoteCapture 工作視窗內的可用設定視乎相機型號而有所不同。 
• RemoteCapture 會鎖定在取景器內拍攝主體的曝光值及焦點。如果與拍攝主體的
距離或亮度改變，請按一下 重設這些設定。

大小和解像度選擇器
選擇捕捉影像的大小和解像度。

您可以為影像加入注
釋，先勾選此方格，
然後在下面的框內輸
入文字。 

取景器顯示
當電腦連接相機後，按
一下 [ 開始 / 停止取景
器 （Start/Stop 
Viewfinder） ] 鍵，即可
顯示相機取景器上的影
像。

滑動此鍵將相機鏡頭
拉近或推遠。

在此處設定相機的基本設定值。

旋轉設定
捕捉影像後，請設定
旋轉參數。

顯示 / 隱藏取景器或詳細
設定區域。

[ 釋放快門
（Release） ] 鍵
釋放快門。

[ 開始 / 停止取景器 (Start/
Stop Viewfinder)] 鍵
開始或停止取景器顯示。

[ 更新 （Refresh） ] 鍵
重新設定曝光、焦點及白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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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拍攝

1 按一下 ，然後檢視取景器內的拍攝主體

2 按需要更改影像大小或解像度、旋轉設定及視窗下方的其他設定 
當您垂直握持相機拍攝主體時，如果預先設定旋轉值，即可以正確的方向，將影像儲存
到電腦。 

3 按一下 [ 釋放快門（Release） ] 鍵

開始遙控拍攝前，確保您已關閉電腦的待機模式。如果電腦進入待機模式，則無法
保證裝置的操作。

如果相機配備的畫面自動轉正功能，並設定為 [ 開 （On） ]，影像便會自動旋
轉並以正確的檢視方向在 RemoteCapture 工作視窗內顯示。

• 您也可以按下相機的快門按鈕或鍵盤上的空白鍵以釋放快門。
• 使用相機進行遙控拍攝時，變焦鍵及其他相機按鍵及開關 （除快門按鈕外）
均無法操作。 

• 快門釋放與啟動之間的間隔，可能會比單獨使用相機時稍微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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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接全景影像 － PhotoStitch 
您可以拼接多個影像，製成寬闊的全景影像。由於 PhotoStitch 會自動將使用相機接圖輔助模
式拍攝的影像排列成正確的次序與方向，所以拼接影像的步驟十分簡單。

在接圖輔助模式下拍攝的影像

使用接圖輔助模式所拍攝的一連串影像，會在相機下載時儲存在同一個資料夾。此外，瀏覽
器區域內的影像會顯示下列符號。 

啟動拼接全景影像 PhotoStitch
1 在 ZoomBrowser EX 主視窗內按一下 [ 編輯（Edit） ]，然後按一下 [ 拼接相片（Stitch 

Photos)]

2 按 [1. 選擇影像（1. Select Images） ]，然後在瀏覽器區域選擇數張影像

3 按 [2. 啟動 PhotoStitch （2. Open 
PhotoStitch） ] 

指引

4 依照 PhotoStitch 視窗頂部指引欄內的指引拼接影像

• 有關使用接圖輔助模式拍攝的說明，請參閱相機使用者指南。
• 在接圖輔助模式下，使用廣角鏡、遠攝鏡或近攝鏡所拍攝的影像無法準確拼
接。 

以接圖輔助模式所拍攝的影像會顯示此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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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我的相機設定自訂相機功能
我的相機設定包括開機畫面、開機聲音、快門聲音、操作聲音及自拍倒數聲音。您可以將電
腦上喜愛的影像及聲音加入我的相機設定。本部份說明如何將電腦上我的相機設定上傳到相
機，或將相機的設定上傳到電腦。

顯示我的相機視窗

1 使用附送的介面連接線連接電腦的 USB 接口與相機的數碼 （DIGITAL）端子，然後將
相機設定為正確的連接模式

螢幕會出現相機控制視窗。 

2 按 [ 設定為相機（Set to Camera） ] 標籤 

3 按 [ 設定我的相機（Set My Camera） ]
螢幕會顯示我的相機視窗。 

• 將相機連接電腦及設定為正確連接模式的步驟，會視乎相機型號而有所不
同。請參閱相機使用者指南。

• 首次連接相機及電腦時，請執行首次連接相機及電腦 （第 17 頁）部份的設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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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相機視窗功能

ZoomBrowser EX 已包含多個預先錄製的我的相機設定。您可以使用我的相機視窗檢視這些
項目。

如果相機只可以註冊一個相機設定，螢幕會顯示
[ 返回原廠預設值（Return to factory default 
settings） ] 鍵。按一下此鍵將相機設定重設為原
廠預設值。

標籤
按一下此處指定以單獨方式或主題方式調整設定。

顯示儲存在電腦上的
我的相機設定檔案清
單。

[ 播放 （Play） ] 鍵
播放所選擇設定檔案
的聲音。

[ 刪除 （Delete） ] 鍵
刪除電腦的設定檔案。 

[ 刪除（Delete） ] 鍵
刪除相機的設定檔案。

顯示相機的設定。

[ 播放（Play） ] 鍵
播放相機的設定檔案的聲
音。

[ 儲存到相機（Save to 
Camera） ] 鍵
將電腦的設定檔案儲存
到相機。

[ 儲存到 PC （Save to PC） ] 鍵
將相機的設定檔案儲存到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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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我的相機設定儲存到相機

1 選擇我的相機視窗中 [ 設定為主題（Setup as a theme） ] 標籤 
要單獨設定開機畫面或聲音，按一下 [ 單獨設定（Set individually） ] 標籤，然後選擇。

2 在我的電腦清單中選擇所需儲存到相機的設定檔案 
3 在相機清單中選擇所需更改的設定，然後按一下 [ 儲存到相機（Save to Camera） ]

將我的相機設定儲存到相機的程式完成。
相機清單設定會更改為所選擇的檔案。如果該目錄的設定已儲存到相機，則原先的設定
會被覆寫。 

按需要重複步驟 1-3。
要在相機上使用這些資料，更改相機本身的開機畫面及聲音設定。詳細說明，請參閱相
機使用者指南。
 

將相機的我的相機設定儲存到電腦

1 選擇我的相機視窗中 [ 設定為主題（Setup as a theme） ] 標籤 
要單獨設定開機畫面或聲音，按一下 [ 單獨設定（Set individually） ] 標籤，然後選擇。

2 在相機清單中選擇所需儲存到電腦的設定檔案

3 按一下 [ 儲存到 PC （Save to PC)]

4 為儲存的設定檔案輸入名稱，並按一下 [ 確定（OK） ] 鍵
將我的相機設定儲存到電腦的步驟完成。
按需要重複步驟 1-4。

• 您可以選擇我的相機設定，並指定以單獨方式或主題方式儲存到相機。 
•“Animal”主題中將會存有動物的開機畫面，而每個聲音檔案則會存有動物的叫
聲。我的相機設定內的每個主題內所預先儲存的檔案有相同的根名稱。例如，以
“Animal”為名的開機畫面將顯示動物相片，而相同的聲音檔案則有動物叫聲。 

當我的相機設定正在儲存到相機，或相機設定正在儲存到電腦時，切勿拔走介面連
接線、關閉相機電源或中斷相機與電腦的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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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新資料加入我的相機視窗

建立新的影像或聲音檔案，然後加入我的相機視窗。
• 建立及加入影像及聲音檔案

建立及加入原有的開機畫面及聲音
您可以使用我的相機製作器 程式輕易建立開機畫面及聲音檔案（只適用於 Windows XP 或
Windows 2000）。 

1 在 ZoomBrowser EX 的主視窗中按一下 [ 編輯（Edit）] 選單，然後選擇 [ 管理我的相機
（Manage My Camera)] 
螢幕會顯示我的相機視窗。

2 在我的相機視窗中按一下 [ 單獨設定（Set individually）] 標籤，然後按一下 [ 建立我的相
機聲音（Create a My Camera Sound） ] 鍵

我的相機製作器 程式會啟動。

3 按照我的相機製作器視窗頂部的說明建立
影像或聲音檔案  

指引

[ 加入檔案（Add File） ] 鍵
加入影像及聲音檔案作為設定檔案之
用。加入在清單中顯示的檔案。

連接到相機鍵
連接到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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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儲存檔案後，按一下 關閉我的相機製作器視窗

您現在可以將加入的檔案用作電腦的設定檔案。

5 要連接相機，按一下 [ 連接到相機
（Connect to Camera） ] 
您可以按照將我的相機設定儲存到相機 部
份中說明的步驟，將剛加入電腦的設定檔
案加入相機（第 41 頁）。

• 使用影像編輯程式 （除我的相機製作器 外）建立用作開機畫面的影像檔案
時，請使用如下設定：
壓縮方法：JPEG （基線 JPEG）
資料取樣：4:2:0 或 4:2:2
像素（闊 x 高）：320 x 240 像素

•用聲音錄製程式（除我的相機製作器 外）建立聲音檔案時，請使用如下設
定：
壓縮方法：WAV （單聲道）
量化位：8 位元
取樣速率：11.025 kHz 或 8.000 kHz

請以下列長度為指引，作為可以儲存到相機的聲音檔案的長度：    

類型
長度 （秒）

11.025 kHz 8.000 kHz

開機聲音 1.0 秒或以下 1.2 秒或以下

快門聲音 0.3 秒或以下 0.4 秒或以下

操作聲音 0.3 秒或以下 0.4 秒或以下

自拍倒數聲音 2.0 秒或以下 2.0 秒或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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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acintosh 平台上使用軟件 －
準備

本章說明安裝軟件的基本步驟。請在首次連接相機及電腦前閱讀本指南。

安裝軟件
請先安裝佳能數碼相機解決方案光碟之軟件。

準備項目

• 您的相機及電腦
• 佳能數碼相機解決方案光碟
• 隨相機附送的介面連接線

安裝步驟

1 關閉所有正在執行的程式 
2 將佳能數碼相機解決方案光碟放入電腦的光碟機

3 連按兩下 光碟視窗中的 [ 佳能數碼相機安裝程式

（Canon Digital Camera Installer） ] 圖標

4 按一下數碼相機軟件 [ 安裝 (Install)] 鍵 

有關安裝 ArcSoft PhotoStudio 的方法，請參閱 ArcSoft PhotoStudio （第 72 頁）。

安裝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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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擇 [ 簡易安裝 (Easy Installation)]，然後按

[ 下一步 （Next） ]

選擇 [ 自訂安裝 (Custom Installation)] 以選
擇安裝個別的程式。 

6 如果同意軟件使用許可協議書的所有條
款，請按 [ 同意（Agree） ]

7 檢視安裝設定，然後按 [ 下一步（Next） ]
依照螢幕的說明進行安裝。

8 安裝完畢後，按 [ 確定 (OK)]

9 按一下安裝畫面的 [ 退出（Exit）]，然後取
出光碟機內的光碟 
軟件安裝程式完畢。 

您現在可以下載影像到電腦 （第 46 頁）。 

有關刪除使用這些步驟安裝的軟件，請參閱刪除軟件 （第 74 頁）。



46

在 Macintosh 平台上使用軟件 －
基本操作

本章說明使用 ImageBrowser 下載相機影像至電腦及打印影像的步驟。
完成在 Macintosh 平台上使用軟件 - 準備 部份的準備工作後，請閱讀本章。 

下載影像到電腦
請先下載影像到電腦。視乎您是將相機連接到電腦 （本頁下方），還是使用記憶卡讀卡器
（第 48 頁）而定，下載步驟會稍有不同。

將相機連接到電腦

1 使用附送的介面連接線連接電腦的 USB 接口與相機的數碼 （DIGITAL）端子，然後將
相機設定為與電腦通訊的模式 

螢幕會出現相機控制視窗。
如果這個視窗沒有開啟，按一下工作列 （桌面下方的條欄）的 [ 相機視窗 （CameraWindow） ] 圖
標，如要設定連接相機及電腦時此視窗是否自動開啟，移除相機控制視窗 [ 檔案 （File） ] 選單的
[ 連接相機時開啟（Start when a camera is connected） ] 標記。

如果記憶卡儲存有大量影像（約 1000 張），則可能無法在連接相機及電腦後下載
影像。在這種情況下，請使用記憶卡讀卡器下載。

有關相機連接電腦及設定正確連接模式的步驟，會視乎相機型號而有所不同。
請參閱相機使用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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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載影像

使用相機或電腦下載影像。根據預設值，下載
的影像會儲存在 [ 圖片（Pictures） ] 資料夾。

相機控制視窗

按一下 [ 選項 （Preferences） ] 以調整設定，如
下載影像的類型及儲存影像的資料夾。 

使用相機下載影像 （直接傳送功能）

 
在相機上設定直接傳送功能，然後按下

（打印 / 分享）鍵或 SET （設定）鍵。

使用電腦下載影像
按 [ 開始下載影像（Starts to download 
images） ]。

• 如果情況適用於直接傳送功能，液晶顯示屏會顯示直接傳送設定選單。此
外，如果您的相機配備 （打印 / 分享）鍵，此鍵會亮起。 

• 有關直接傳送功能的設定及步驟，請參閱相機使用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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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預設值，完成下載後，ImageBrowser 的瀏覽器窗會顯示下載影像的縮圖 （小圖）。

您現在可以打印影像（第 50 頁）。

連接記憶卡讀卡器

1 將記憶卡插入讀卡器
若情況需要，請使用另購的記憶卡轉接器。
有關讀卡器的連接及使用方法，請參閱記憶卡讀卡器的說明書。

螢幕會出現相機控制視窗。

如果這個視窗沒有開啟，按一下工作列 （桌面下方的條欄）的 [ 相機視窗 （CameraWindow） ] 圖
標。要設定連接相機及電腦時此視窗是否自動開啟，移除相機控制視窗 [ 檔案（File） ] 選單的
[ 連接相機時開啟（Start when a camera is connected） ] 標記。

• 根據預設值，所有還未下載的影像將會下載。
• 要下載已有相機傳送設定的影像時，按一下 [ 選項（Preferences） ]，然後
選擇 [ 已有相機傳送設定的影像（Images whose transfer settings were 
specified with the camera） ] 作為下載影像的類型。 

• 按 [ 允許選擇和下載影像（Lets you select and download images） ] 以清單
顯示相機的影像，然後在下載前檢視影像，只下載已選擇的影像。

縮圖

下載的資料夾會顯示下載符號
（結束 ImageBrowser 後，此
符號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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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 [ 開始下載影像（Starts to download 

images） ]

您可以按一下 [ 選項 （Preferences） ] 設定下載
的影像類型及儲存影像的資料夾。 

根據預設值，完成下載後，ImageBrowser 的瀏覽器窗會顯示下載影像的縮圖 （小圖）。 

您現在可以打印影像（第 50 頁）。

• 根據預設值，影像會下載到 [ 圖片（Pictures） ] 資料夾。  
• 要下載已有相機傳送設定的影像時，按一下 [ 選項（Preferences） ]，然後
選擇 [ 已有相機傳送設定的影像（Images whose transfer settings were 
specified with the camera） ] 作為下載影像的類型。 
•按下 [ 允許選擇和下載影像（Lets you select and download images）] 以清單
顯示記憶卡的影像，然後在下載前檢視影像，只下載已選擇的影像。

• 有關記憶卡內的資料夾結構及檔案名稱的信息，請參閱記憶卡資料夾的結構 
（第 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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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影像
打印影像的方法有 3 種：每頁打印單一相片、索引打印及編排頁面打印。此部份說明每頁打
印單一相片的方法。

每頁打印單一相片

此選項表示以標準相片格式在每頁打印一個影像。如果您選擇多張影像，則會打印相應的頁
數。

1 選擇所需打印的影像

按一下所選擇的影像，該影像會有藍色框包圍。要選擇多個影像，持續按下 [shift] 或 [ ]
（指令）鍵，再選擇其他影像。

2 按一下 [ 打印（Print）]，然後選擇 [ 每頁打
印單一相片（One Photo per page Print） ]

不能打印短片，但你可以從短片中剪輯靜止影像，然後儲存為檔案打印。 

選擇 [ 索引打印 （Index Print） ] 可以圖表方式打印影像縮圖及拍攝資訊。
選擇 [ 編排頁面打印 （Layout Print） ] 可在單頁紙張上編排及打印多個影像。

選擇的影像會出現
藍色邊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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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需要設定目錄

4 按一下 [ 打印（Print） ]
打印視窗會開啟。

5 設定打印份數及其他設定後，按一下 [ 打印（Print） ]

6 完成打印後，按 關閉視窗

本章說明 ImageBrowser 的基本操作。 

當您掌握這些操作後，可嘗試進階操作。
在 Macintosh 平台上使用軟件 - 進階操作 （第 52 頁）。 

 

您也可以在 ImageBrowser 的 PDF 格式手冊取得上述信息。此手冊更詳細說明程
式功能及步驟。請參閱使用 PDF 手冊 （第 2 頁）。

選擇打印機。

按一下 [ 頁面設定（Page Setup） ] 後，
選擇選項，如紙張尺寸及方向。

設定自動裁切功能。

選擇此項以打印影像時加上拍攝日期 /
時間。

設定打印份數。

如果您選擇多個影像，按一下此鍵切換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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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acintosh 平台上使用軟件 － 
進階操作

本章說明 ImageBrowser 的不同功能。 
掌握在 Macintosh 平台上使用軟件 - 基本操作章節內的基本的 ImageBrowser 步驟後，請繼續
閱讀本章節。

ImageBrowser 視窗
本部份說明 ImageBrowser 的不同視窗：瀏覽器視窗、檢視器視窗及檔案資訊視窗。

瀏覽器視窗

本視窗用於顯示及組織下載的影像到電腦。

要確認您的相機是否支援這些功能，請參閱相機資訊 （第 87 頁）。

Explorer 面板 （第 53 頁）

瀏覽器區域 （第 53 頁） 顯示模式 （第 54 頁）

顯示控制台 （第 55 頁） 控制屏 （第 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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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r 面板
• 在此區域選擇資料夾。瀏覽器區域會顯示所選擇資料夾內的影像。
• 如果您已選擇喜愛的資料夾，則只有預先註冊為喜愛資料夾的資料夾會顯示。建議將經常
使用的資料夾註冊為喜愛的資料夾。如果您已選擇所有資料夾，則會顯示所有資料夾。 

瀏覽器區域
• 在 Explorer 面板內所選擇的資料夾內的影像會在此處顯示。
視乎您所選擇的顯示模式而定，顯示方式會有所不同。 

• 下列圖標類型會根據影像的內容而在影像附近顯示。

使用相機接圖輔助模式所拍攝的影像

RAW 影像

短片

附有聲音備註的影像

受保護的影像

使用相機的自動包圍曝光功能所拍攝的影像

使用相機拍攝的影像，並只在顯示時旋轉

註冊喜愛資料夾的方法
• 當 [ 喜愛的資料夾（Favorite Folders） ] 顯示，按一下 [ 新增（Add） ]，然後選擇一個
資料夾。 

• 當 [ 所有資料夾 （All Folders） ] 顯示，先選擇一個資料夾，然後按一下 [ 加到我的最
愛 （Add to Favorites） ]。

在瀏覽器區域中選擇影像的方法
• 選擇一個影像：按一下該影像。
• 選擇多個影像：按一下第一個影像，然後持續按下 [shift] 或 [ ] 鍵，再按一下其他影
像。

• 選擇多個連續的影像：按一下第一個影像，然後持續按下 [Shift] 及 [option] 鍵，再按
一下最後一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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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模式
• 選擇瀏覽器區域的顯示方式。

預覽
此模式會以較大的尺寸顯示影像及其資訊。 

清單
以橫列及直欄的方式，顯示在 Explorer 面板部
份內所選資料夾的影像。

時間隧道
在模擬的時間隧道中，以時間先後順序顯示影
像。您可以滑動視窗右方的滑棒，即可移動由
過去到現在的時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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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控制屏
• 此控制屏用於調整瀏覽器區域的顯示設定。

控制屏
• 控制屏包含執行不同功能的按鍵。 

此處闡釋的功能於控制屏功能 亦會說明 （第 58 頁）。

選擇選單
使用此鍵選擇或取消選擇在瀏覽
器區域內的所有影像。 

隱藏鍵
左： 隱藏 Explorer 面板
中： 隱藏控制屏 
右： 隱藏預覽顯示模式內的影像資

訊。

顯示大小
更改瀏覽器區域內的縮圖大小。

篩選影像
此功能會以影像的星級篩選，並在瀏覽器區域內
只顯示所選的影像。
您可以在檢視器視窗、檔案資訊視窗或預覽模式
內的資訊欄中，指定影像的星級（1 至 3 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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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器視窗

在瀏覽器區域內連按兩下影像，並在檢視器視窗內顯示該影像。

• 如果螢幕顯示 RAW 影像，其下方會顯示 [ 顯示原有影像（Show Original 
Image） ] 鍵。按一下此鍵在檢視器視窗中顯示所轉換的影像。

• 如果螢幕顯示短片檔案，星級評定旁會顯示 [ 儲存為靜止影像（Save as Still 
Image） ] 鍵。

編輯選單
您可以編輯、剪裁、調整顏色及亮度、清除
紅眼及輸入文字。
您也可以使用此選單來啟動其他編輯程式。 

影像選擇器鍵
切換影像。

縮放
更改影像的縮
放設定。

全螢幕鍵
以全螢幕模式顯示影像。（您可以在影像上
連按兩下以全螢幕模式顯示）。按一下影像
或鍵盤上的任何按鍵即可回復正常的顯示模
式。

同步鍵
當顯示多個影像時，可同步
顯示其設定。 

星級評定選單
設定影像的星級
定。

顯示選單的數目
同時顯示多個影像。比較影
像時十分方便。

儲存鍵
儲存已編輯的影像。

顯示資訊鍵
顯示自動對焦框 （焦點框）
及拍攝資訊。

打印鍵
打印顯示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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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資訊視窗

當您在瀏覽器區域中選擇影像時，檔案資訊視窗會顯示，按一下 [ 檔案（File） ] 選單，然後
選擇 [ 摘要資訊 （Get Info） ]。在預覽顯示模式下不會顯示檔案資訊視窗。

播放附加在影像上
的聲音備註。

星級評定選單
設定影像的星級評定。

拍攝資訊
顯示影像拍攝設定的詳細資訊，如快
門速度或曝光設定。所顯示的資訊視
乎相機型號而定。 

鎖定
防止影像被覆寫或刪
除。

注釋
您可以在此處輸入注釋。

關鍵字
設定用於搜索的關鍵字。

亮度直方圖
顯示影像亮度及陰影分佈的
圖表。

影像選擇器鍵
切換影像。

顯示或隱藏目錄。

檔案名稱
您可以更改檔案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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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Browser 的功能
本部份介紹 ImageBrowser 的功能。

控制屏的功能

佳能相機
打開相機控制視窗，即可執行下列操作：

獲取影像
下載相機 / 記憶卡的影像 （第 46， 48 頁）。
此外，您可以下載使用相機聲音記錄功能所錄製的聲音檔案。 

打印
選擇及打印相機或記憶卡的影像。您可以使用多種方法打印：打印全部影像、打印全部影
像的聯繫頁（索引）、使用 DPOF 設定打印或在打印前選擇影像。 

設定相機
指定相機設定，如我的相機設定（第 67 頁）。您也可以將電腦的影像上傳到相機。 

遙控拍攝
讓您從電腦操作相機的快門（第 63 頁）。

檢視影像
在檢視器視窗中顯示所選擇的影像或短片。

幻燈片播放
啟動幻燈片播放所選的影像。按一下 [ 檢視（View） ] 選單，然後選擇 [ 幻燈片選項
（Slide Show Options） ] 以設定幻燈片播放。

Internet
建立電子郵件的影像
將所選的影像轉換為適合傳送的大小，以使用電子郵件傳送。您也可以在轉換後，使用此
選項以自動啟動電子郵件程式。 

要確認您的相機是否支援這些功能，請參閱相機資訊 （第 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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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
每頁打印單一相片
每頁打印一個影像（第 50 頁）。
您可以輕易打印相片。

索引打印
排列影像的縮圖，然後打印。

編排頁面打印
讓您在單頁紙張上隨意編排多個影像，然後打印。您也可以插入說明及標題。 

移到資源回收筒
將所選的影像或資料夾移到資源回收筒。

從選單所選擇的功能

搜索影像：[ 檔案 （File） ] 選單，[ 搜索 （Search） ]
以不同標準搜索影像，如星級評定、日期、關鍵字或說明。 

輸出影像：[ 檔案 （File） ] 選單，[ 輸出影像 （Export Images） ]
• 編輯及儲存：您可以更改檔案類型或大小，然後輸出檔案。

• 輸出拍攝內容：您可以將拍攝內容輸出為文字檔案。

• 輸出為螢幕保護器：將影像輸出為螢幕保護器。

• 輸出影像為桌面牆紙：將影像輸出為牆紙檔案。

組織影像：[ 檔案 （File） ] 選單，[ 組織影像 （Organize Image） ]
•分類影像：使用拍攝日期或星級等標準順序排列影像，並儲存到指定的資料夾。

•重新命名：一次過更改多個影像的檔案名稱。

轉換 RAW 影像：[ 檔案 （File） ] 選單，[ 處理 RAW 影像 （RAW image 
processing） ]
轉換 RAW 影像您可以在轉換時調整影像的亮度、對比度及色彩平衡。

拼接全景影像：[ 編輯 （Edit） ] 選單，[PhotoStitch]
拼接多個影像，並製作單一大幅面的全景影像（第 66 頁）。

編輯短片：[ 編輯 （Edit） ] 選單，[ 編輯短片 （Movie Edit） ]
編輯短片或將靜止影像串聯起來。您可以加入標題，或加入背景音樂及多種特別效果
（第 62 頁）。

從短片中剪輯靜止影像：[ 編輯 （Edit） ] 選單，[ 從短片中剪輯畫面 （Extract 
frames from a movie） ]
以指定的間隔從短片中剪輯靜止影像，然後儲存為影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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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設定：[ 檢視 （View） ] 選單，[ 檢視設定 （View Settings） ]
隱藏或顯示縮圖下的影像資訊，如檔案名稱或拍攝日期及時間。

分類影像：[ 檢視 （View） ] 選單，[ 排序 （Sort） ]
根據檔案名稱、檔案的修改日期、檔案大小或拍攝日期等標準，在瀏覽器區域內排列影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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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短片
1 在 ImageBrowser 的瀏覽器區域內，連按兩下附有短片圖標的影像

檢視器視窗內會出現短片。 

短片圖標

2 按 鍵

您可以按一下此處，將顯示的影像
儲存為靜止影像。

您可以控制短片播放及
聲音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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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短片
您可以建立及編輯短片：連接已下載到電腦的短片及靜止影像、加入背景音樂、加入標題及
其他文字，並為短片加上不同的效果。 

1 在 ImageBrowser 的瀏覽器區域內選擇所需編輯的影像 ( 短片或靜止影像 ) 
您可以選擇多個短片或靜止影像。

2 按 [ 編輯（Edit） ] 選單，然後選擇 [ 短片編輯 (Movie Edit)] 

3 按照視窗中央的步驟編輯及儲存短片 

按一下此鍵播放正
在編輯的短片。

按照這些步驟繼續。

介紹區域
顯示所選影像的縮圖。
由左至右連接順序影像。

詳細的操作說明，
請按一下此鍵。

切換效果框
在相接的影像間出現，並顯示
用作連接影像的切換效果的符
號。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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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操作快門
您可以使用電腦遙控已連接相機的快門以拍攝靜止影像。這個功能非常有用，使您可以在電
腦的大型顯示器上檢視拍攝的影像，也可以拍攝大量相片而無須擔心相機記憶卡容量不足。

準備遙控拍攝

1 使用附送的介面連接線連接電腦的 USB 接口與相機的數碼 （DIGITAL）端子，然後將
相機設定為正確的連接模式

螢幕會出現相機控制視窗。 

2 如果相機配備鏡頭蓋，請打開或移除相機的鏡頭蓋 
如果您的相機沒有鏡頭蓋，請跳至下一步。 

3 按一下 [ 遙控拍攝（Remote shooting）] 標
籤

4 按一下 [ 開始遙控拍攝（Starts Remote Shooting） ]

5 選擇用於儲存拍攝影像的目的地，然後按一下 [ 選擇（Choose） ]

• 將相機連接電腦及設定為正確連接模式的步驟，會視乎相機型號而有所不
同。請參閱相機使用者指南。

• 如果相機控制視窗沒有自動顯示，按一下工作列 （桌面下方的條欄）的
[ 相機視窗 （CameraWindow） ] 圖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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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Capture 工作視窗

RemoteCapture 工作視窗有以下功能：

• RemoteCapture 工作視窗內的可用設定視乎相機型號而有所不同。 
• RemoteCapture 會鎖定在取景器內拍攝主體的曝光值及焦點。如果與拍攝主體的
距離或亮度改變，請按一下 重設這些設定。

大小和解像度選擇器
選擇捕捉影像的大小和解像度。

您可以為影像加入注
釋，先勾選此方格，
然後在下面的框內輸
入文字。 

取景器顯示
當電腦連接相機後，按
一下 [ 開始 / 停止取景
器 （Start/Stop 
Viewfinder） ] 鍵，即可
顯示相機取景器上的影
像。

滑動此鍵將相機鏡頭
拉近或推遠。

在此處設定相機的拍攝設定。

旋轉設定
捕捉影像後，請設定
旋轉參數。

顯示 / 隱藏取景器或
詳細設定區域。

[ 釋放快門
（Release） ] 鍵
釋放快門。

[ 開始 / 停止取景器
(Start/Stop Viewfinder)] 鍵
開始或停止取景器顯示。

[ 更新 （Refresh） ] 鍵
重新設定曝光、焦點及
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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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拍攝

1 按一下 ，然後檢視取景器內的拍攝主體

2 按需要更改影像大小或解像度、旋轉設定及視窗下方的其他設定 
當您垂直握持相機拍攝主體時，如果預先設定旋轉值，即可以正確的方向，將影像儲存
到電腦。 

3 按一下 [ 釋放快門（Release） ] 鍵

開始遙控拍攝前，確定您已關閉電腦的睡眠模式。如果電腦進入睡眠模式，則無法
保證裝置的操作。

如果相機配備的畫面自動轉正功能，並設定為 [ 開 （On） ]，影像便會自動旋
轉並以正確的檢視方向在 RemoteCapture 工作視窗內顯示。

• 您也可以按下相機的快門按鈕或鍵盤上的空白鍵以釋放快門。
• 使用相機進行遙控拍攝時，變焦鍵及其他相機按鍵及開關 （除快門按鈕外）
均無法操作。 

• 快門釋放與啟動之間的間隔，可能會比單獨使用相機時稍微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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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接全景影像 － PhotoStitch 
您可以拼接多個影像，製成寬闊的全景影像。由於 PhotoStitch 會自動將使用相機接圖輔助模
式拍攝的影像排列成正確的次序與方向，所以拼接影像的步驟十分簡單。 

在接圖輔助模式下拍攝的影像

使用接圖輔助模式所拍攝的一連串影像，會在相機下載時儲存在同一個資料夾。此外，瀏覽
器區域內的影像會顯示下列符號。

以接圖輔助模式所拍攝的影像會顯示此符號。 

啟動拼接全景影像 PhotoStitch

1 在 ImageBrowser 的瀏覽器區域中選擇一系列的影像 
2 按 [ 編輯（Edit） ] 選單，然後選擇

[PhotoStitch]

指引

3 依照 PhotoStitch 視窗頂部指引欄內的指引
拼接影像

• 有關使用接圖輔助模式拍攝的說明，請參閱相機使用者指南。
• 在接圖輔助模式下，使用廣角鏡、遠攝鏡或近攝鏡所拍攝的影像無法
準確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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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我的相機設定自訂相機功能
我的相機設定包括開機畫面、開機聲音、快門聲音、操作聲音及自拍倒數聲音。您可以將電
腦上喜愛的影像及聲音加入我的相機設定。本部份說明如何將電腦上我的相機設定上傳到相
機，或將相機的設定上傳到電腦。

顯示我的相機視窗

1 使用附送的介面連接線連接電腦的 USB 接口與相機的數碼 （DIGITAL）端子，然後將
相機設定為正確的連接模式

螢幕會出現相機控制視窗。 

2 按 [ 設定為相機（Set to Camera） ] 標籤 

3 按 [ 設定我的相機（Set My Camera） ]
螢幕會顯示我的相機視窗。 

• 有關相機連接電腦及設定正確連接模式的步驟，會視乎相機型號而有所不
同。請參閱相機使用者指南。

• 如果相機控制視窗沒有自動顯示，按一下工作列 （桌面下方的條欄）的
[ 相機視窗 （CameraWindow） ] 圖標。 



在 Macintosh 平台上使用軟件 － 進階操作68

我的相機視窗

ImageBrowser 已包含多個預先記錄的我的相機設定項目。您可以使用我的相機視窗檢視這些
項目。

如果相機只可以註冊一個相機設定，螢幕
會顯示 [ 返回原廠預設值 （Return to 
factory default settings） ] 鍵。按一下此鍵
將相機設定重設為原廠預設值。

類型
選擇設定類型。 

顯示儲存在電腦上
的我的相機設定檔
案清單。

[ 播放 （Play） ] 鍵
播放所選擇設定檔案的聲
音。

移到資源回收筒鍵
刪除電腦的設定檔案。

[ 儲存到相機（Save to Camera） ] 鍵
按一下此處可將設定儲存到相機。

[ 刪除 （Delete） ] 鍵
刪除相機的設定檔案。 

顯示相機的設定。

[ 播放 （Play） ] 鍵
播放相機的設定檔案的聲
音。

儲存到相機
儲存到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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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我的相機設定儲存到相機

1 在類型清單框中選擇所需儲存至相機的設定類型

2 在電腦清單上選擇所需加入的設定

3 在相機清單中選擇所需更改的設定，然後按一下 鍵

相機清單設定會更改為所選擇的檔案。如果該目錄的設定已儲存到相機，則原先的設定
會被覆寫。
按需要重複步驟 1-3。

4 按一下 [ 儲存到相機（Save to Camera） ] 鍵
將我的相機設定儲存到相機的程式完成。 
要在相機上使用這些資料，更改相機本身的開機畫面及聲音設定。詳細說明，請參閱相
機使用者指南。 

將相機的我的相機設定儲存到電腦

1 在類型清單框中選擇所需儲存到電腦的設定類型

2 在相機清單中選擇所需儲存到電腦的設定 
3 按一下 鍵

4 為選擇的設定輸入檔案名稱，並按一下 [ 確定（OK） ] 鍵
將我的相機設定儲存到電腦的步驟完成。 
按需要重複步驟 1-4。

• 您可以選擇我的相機設定，並指定以單獨方式或主題方式儲存到相機。 
•“Animal”主題中將會存有動物的開機畫面，而每個聲音檔案則會存有動物的叫
聲。我的相機設定內的每個主題內所預先儲存的檔案有相同的根名稱。例如，以
“Animal”為名的開機畫面將顯示動物相片，而相同的聲音檔案則有動物叫聲。

當我的相機設定正在儲存到相機，或相機設定正在儲存到電腦時，切勿拔走介面連
接線、關閉相機電源或中斷相機與電腦的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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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新資料加入我的相機視窗

建立新的影像或聲音檔案，然後加入我的相機視窗。
• 建立及加入影像及聲音檔案

建立及加入新的開機畫面檔案
請先使用影像編輯程式建立將會成為開機畫面的檔案，然後將檔案儲存到電腦。 

1 在 ImageBrowser 的主視窗中按一下 [ 檔案（File）] 選單，然後選擇 [ 佳能相機（Canon 
Camera） ] 及 [ 我的相機 （My camera） ]  
螢幕會顯示我的相機視窗。

2 在類型中選擇 [ 開機畫面（Start-up Image） ]

3 按一下 [ 加入（Add） ]

4 選擇您建立的檔案，然後按一下 [ 開啟（Open） ]
加入新資料的步驟完成。

5 要連接相機，按一下 [ 連接到相機（Connect to Camera） ] 
您可以按照將我的相機設定儲存到相機部份中說明的步驟，將剛加入電腦的設定檔案加
入相機（第 69 頁）。

[ 加入 （Add） ] 鍵
加入影像及聲音檔案作
為設定檔案使用。加入
在清單中顯示的檔案。

[ 儲存到相機 （Save to Camera） ] 鍵
連接到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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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原有的聲音檔案
將聲音檔案複製到電腦後，請將檔案格式更改為 WAV 聲音檔案，然後執行建立及加入原有
的開機畫面檔案 的步驟。

• 使用影像編輯程式建立用作開機畫面的影像檔案時，請使用如下設定：
壓縮方法： JPEG （基線 JPEG）
資料取樣： 4:2:0 或 4:2:2
像素（闊 x 高）： 320 x 240 像素

• 使用下列的設定以聲音錄製程式建立聲音檔案。
壓縮方法： WAV （單聲道）
量化位： 8 位元
取樣速率： 11.025 kHz 或 8.000 kHz

請以下列長度為指引，作為可以儲存到相機的聲音檔案的長度：  

類型
長度（秒）

11.025 kHz 8.000 kHz

開機聲音 1.0 秒或以下 1.2 秒或以下

快門聲音 0.3 秒或以下 0.4 秒或以下

操作聲音 0.3 秒或以下 0.4 秒或以下

自拍倒數聲音 2.0 秒或以下 2.0 秒或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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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章介紹 ArcSoft PhotoStudio （隨相機的光碟提供）的功能及安裝方法。此外，也說明刪除
程式的方法。
如果使用程式時遇到問題，請參閱本章的疑難排解 部份。

ArcSoft PhotoStudio
ArcSoft PhotoStudio 是 ArcSoft 公司編製的高效能，而使用簡易的影像編輯程式，可處理、編
輯及打印影像，並修正色彩、調整亮度及使用特殊效果。您可以從附送的佳能數碼相機解決
方案光碟上安裝此程式。 

安裝 ArcSoft PhotoStudio
Windows 

1 關閉所有正在執行的程式

2 將佳能數碼相機解決方案光碟放進光碟機

如果螢幕顯示安裝畫面，請按 [ 結束（Exit） ] 關閉

3 按 [ 開始（Start） ] 選單，然後選擇 [ 我的電腦（My Computer） ]
 Windows 2000、Windows Me 及 Windows 98 SE 的使用者：連按兩下桌面上的 [ 我的電
腦（My Computer） ] 圖標。

4 在光碟圖標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擇 [ 開啟（Open） ]
5 連按兩下 [ARCSOFT] 資料夾，或在此資料夾上按一下右鍵，選擇 [ 開啟（Open） ]，然

後連按兩下 [SETUP.EXE] 圖標  
按照螢幕上的指示進行安裝。

Macintosh

1 關閉所有正在執行的程式 
2 將佳能數碼相機解決方案光碟放進光碟機

3 開啟光碟，然後連按兩下 [ARCSOFT] 及 [ 安裝 PhotoStudio（PhotoStudio Installer）] 圖
標  
按照螢幕上的指示進行安裝。

4 當出現完成安裝的提示時，按一下 [ 確定（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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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 ArcSoft PhotoStudio
您可以在 ZoomBrowser EX （Windows）或 ImageBrowser （Macintosh）中啟動 ArcSoft 
PhotoStudio。

ZoomBrowser EX
1 在主視窗的工作區域中按一下 [ 編輯（Edit） ] 及 [ 編輯影像（Edit Image） ] 
2 確認已選擇 [1. 選擇影像（1. Select Images） ]，然後選擇所需編輯的影像 
3 按一下 [2. 選擇編輯工具（2. Select Editing Tool） ]，然後選擇 [ 使用外接影像編輯器進

行編輯（Edit with external image editor） ]
4 在程式清單中選擇 ArcSoft PhotoStudio，然後按一下 [3. 完成 （3. Finish） ]

ImageBrowser
1 選擇所需編輯的影像後，按 [ 編輯（Edit） ] 選單，然後選擇 [ArcSoft PhotoStudio]

ArcSoft PhotoStudio 的手冊

您可以從 ArcSoft 公司的網站取得 ArcSoft PhotoStudio 手冊。使用您的瀏覽器程式在下列的
網址下載手冊：
http://www.arcsoft.com/support

如果您無法選擇 ArcSoft PhotoStudio，請按照下列步驟註冊程式。
1.在上述步驟 3 中，選擇 [ 使用外接影像編輯器進行編輯（Edit with external 

image editor） ]，然後按一下 [ 管理清單 （Manage List） ]。 
2.按一下 [ 加入 （Add） ]，然後選擇 [ArcSoft Photo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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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軟件
要刪除電腦上的程式或修正損壞的檔案時需要重新安裝，您需要執行刪除軟件的步驟。

刪除軟件 （Windows）

由佳能數碼相機解決方案光碟所安裝的軟件 （除 ArcSoft 
PhotoStudio 外）
下列使用 ZoomBrowser EX 作示範，說明刪除程式的方法。您可以使用相同的步驟移除其他
程式。 

1 按一下 Windows[ 開始（Start） ] 選單，並
選擇 [ 所有程式（All Programs） ] 或 [ 程
式（Programs） ]、[ 佳能實用程式
（Canon Utilities） ]、[ZoomBrowser EX]
及 [ 刪除 ZoomBrowser EX
（ZoomBrowser EX Uninstall） ]

刪除公用程式將會開始，並移除
ZoomBrowser EX。

刪除 ArcSoft PhotoStudio
• 要刪除程式，按一下 [ 開始（Start） ] 選單，選擇 [ 控制台（Control Panel） ] 及 [ 新增或移
除程式（Add or Remove Programs） ]。

• Windows 2000/Me/98 的使用者：要刪除程式，按一下 [ 開始（Start） ] 選單，並選擇 [ 設定
（Settings） ]、[ 控制台（Control Panel） ] 及 [ 新增 / 移除程式（Add/Remove Progra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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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 USB 驅動程式 （Windows）
Windows 2000、Windows Me 或 Windows 98 SE 的使用者：按照下列步驟刪除 USB 驅動程
式。 

1 使用附送的介面連接線連接電腦的 USB 接口與相機的數碼 （DIGITAL）端子，然後將
相機設定為與電腦通訊的模式

有關介面連接線的連接說明，請參閱相機使用者指南。 

2 如果螢幕顯示相機控制視窗，按 [ 完成（Finish） ] 鍵

3 按 [ 開始（Start） ] 選單，並選擇 [ 設定
（Settings） ] 及 [ 控制台（Control 
Panel） ]

4 連按兩下 [ 掃描器和相機（Scanners and 
Cameras） ] 圖標或資料夾。

請注意，您無法在刪除 USB 驅動程式後下載影像。

Windows XP 的使用者不需要刪除 USB 驅動程式。



附錄76
5 在 [ 掃描器和相機內容（Scanners and 

Cameras Properties） ] 對話方塊中刪除您
的相機型號或 [ 佳能相機（Canon 
Camera） ]
Windows Me 的使用者：在 [ 掃描器和相機
（Scanners and Cameras） ] 資料夾中刪除您
的相機型號或 [ 佳能相機（Canon 
Camera） ]。

Windows 2000
選擇您的相機型號或 [ 佳能相機（Canon Camera） ]，然後按 [ 移除 （Remove） ]。

Windows Me
選擇您的相機型號或 [ 佳能相機（Canon Camera） ]，然後按一下滑鼠右鍵，並選擇
[ 刪除 （Delete） ]。

Windows 98 SE
選擇您的相機型號或 [ 佳能相機（Canon Camera） ]，然後按 [ 移除（Remove） ]。關閉
相機的電源，然後拔走電腦 USB 接口的介面連接線。

6 按一下 Windows[ 開始（Start） ] 選單，並選擇 [ 程式（Programs） ]、[ 佳能公用程式
（Canon Utilities） ]、[ 相機 TWAIN 驅動程式 x.x （Camera TWAIN Driver x.x） ] 及 [
刪除 TWAIN 驅動程式 （Uninstall TWAIN Driver） ]。“x.x”的位置會顯示版本號碼

• Windows 2000 及 Windows 98 SE 的使用者：執行步驟 6。
• Windows Me 的使用者：使用下列的選項代替步驟 6 中有劃線的部份。

[ 相機 WIA 驅動程式 x.x （Camera WIA Driver x.x） ]，[ 刪除 WIA 驅動程式
（Uninstall WIA Driver） ]

刪除程式便會啟動。

若要在此時連接相機與電腦，並進行下載，請執行下列步驟。
1. 重新安裝驅動程式。
2. 使用介面連接線連接相機與電腦。 

刪除軟件 （Macintosh）
要刪除程式，可將應用程式的資料夾 （安裝應用程式的資料夾）拖放到資源回收筒，然後清
空資源回收筒。

如果您的相機型號沒有在此處出現，請參閱疑難排解　內的無法檢測相機、沒
有顯示事件對話方塊或無法將影像下載至電腦 （第 79 頁）。

請小心避免意外刪除資料夾，應用程式資料夾內可能包含下載影像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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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卡資料夾的結構
記憶卡上的影像會儲存在 [DCIM] 資料夾內的 [xxxCANON] 副資料夾，“xxx”代表從 100 至
998 的號碼。 

• * 副檔名為 THM 的檔案是相機索引重播模式的縮圖影像。
•“xxxx”代表檔案名稱的四個數字。
• ** 在接圖輔助模式下每個連續拍攝的影像檔案，檔案名第三位插入以 “A”開頭的一個字
母，例如 [STA_0001.JPG]、[STB_0002.JPG]、[STC_0003.JPG]...

• 除“xxxCANON”資料夾外，所有資料夾均包含影像設定檔案。請勿開啟或刪除這些檔
案。 

IMG_xxxx.JPG （JPEG 影像）
_MG_xxxx.JPG （Adobe RGB 色域所記錄的 JPEG
影像）
CRW_xxxx.CRW （RAW 影像）
_RW_xxxx.CRW （Adobe RGB 色域所記錄的 RAW
影像 )
CRW_xxxx.THM*
STx_xxxx.JPG** （接圖輔助模式的影像 )）
MVI_xxxx.AVI （短片）
MVI_xxxx.THM*
SND_xxxx.WAV （聲音備註）

本資料夾包含 DCIM 資料夾內的影像設定檔
案。

設定 DPOF 時所建立的資料夾。 
本資料夾包含 DPOF 設定檔案。

DCIM

MISC

xxxCANON

CANONMSC

SNDR xxxCANON

SDR_xxxx.WAV （使用聲音錄製器所記錄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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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如果使用軟件時遇到問題，請參閱此部份。

請先檢查下列各項

如果遇到問題，請先檢查下列各項：

你的電腦是否符合系統要求 的條件 （第 8 頁） ?

相機是否正確連接到電腦？

有關正確的連接步驟，請參閱相機使用者指南，並檢查使用的接線是否正確，
兩端連接是否穩固。 

相機是否設定為播放模式？ （只適用於某些型號）

部份型號需要將相機設定為播放模式，才能傳送資料。詳細說明，請參閱相機
使用者指南。

電池的電量是否足夠？

要使用電池為相機供電，請檢查電池電量。連接電腦時 （如適用於您的相機
型號 )，建議使用家用電源 （交流電轉接器）為相機供電。

問題

請嘗試使用建議的方法解決下列常見的問題。

未正確安裝 USB 驅動程式 （Windows）

先刪除驅動程式 （第 75 頁），然後再依照安裝軟件及 USB 驅動程式 的步驟
重新安裝 （第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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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介面連接線連接相機與電腦時，“加入新硬體精靈”或 “找到新硬體精
靈”（Windows 2000）會顯示。

按 [ 取消 （Cancel） ] 關閉視窗。暫停相機及電腦的連接。下一步，參閱前一
頁的請先檢查下列各項，並解決問題。

影像不會下載到兼容 TWAIN 的程式（透過介面連接線連接相機及電腦
（Windows 2000，Windows 98 SE））。

按一下相機控制視窗內的 [ 完成 （Finish） ] 鍵關閉視窗。

不能下載影像或執行遙控拍攝。（有關透過介面連接線連接到電腦的相機：只
適用於支援高速 USB 2.0 的相機）。

您可以按照下列步驟減低傳送資料的速度，以解決問題。

解決方法：
持續按下相機上的 MENU （選單）鍵時按下  （打印 / 分享）鍵及
FUNC./SET （功能 / 設定）鍵。在顯示的螢幕上，選擇 [B]，然後按下
FUNC./SET （功能 / 設定）鍵。

無法檢測相機，沒有顯示事件對話方塊或無法將影像下載至電腦 （使用介面
連接線連接相機與電腦時）。

原因 1：
請先檢查下列各項的其中一項出現問題 （第 78 頁）。

解決方法：
解決問題。

原因 2：

未安裝 USB 驅動程式 （只適用於 Windows）。

解決方法：
依照安裝軟件及 USB 驅動程式的步驟進行安裝 （第 10 頁）。

原因 3：

未安裝 USB 驅動程式 （只適用於 Windows）。

解決方法：
先刪除驅動程式 （第 75 頁），然後再依照安裝軟件及 USB 驅動程式 的步驟
重新安裝 （第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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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4：

在下列情況下，相機可能會被識別為其他裝置 （只適用於 Windows）。
• 在未安裝 USB 驅動程式的情況下連接相機與電腦。
• 在 [ 控制台 （Control Panel） ] 或 [ 打印機和其他硬體 （Printers and Other 

Hardware） ] 視窗中找不到 [ 掃描器和相機 （Scanners and Cameras） ] 圖標
或 [ 掃描器和相機 （Scanners and Cameras） ] 資料夾。

• [ 掃描器和相機內容（Scanners and Cameras Properties）] 對話方塊或 [ 掃描器
和相機 （Scanners and Cameras） ] 資料夾沒有顯示您的相機型號、[ 佳能相
機 （Canon Camera） ] 或相機圖標。

解決方法 1：
請先執行下列步驟。
依照安裝軟件及 USB 驅動程式的步驟安裝 USB 驅動程式 （第 11 頁），然後
使用介面連接線連接相機與電腦，再為傳送資料作準備。如果已經安裝 USB
驅動程式，請先刪除 USB 驅動程式，然後再重新安裝。

解決方法 2：
如果執行解決方法 1 的步驟後仍無法解決問題，請繼續執行下列步驟。以下說
明個別步驟的細節。
1. 檢查相機是否被識別為 “其他”裝置。
2. 如果相機被識別為 “其他”裝置，請刪除驅動程式及設定資訊檔案。
3. 重新安裝驅動程式。

本部份說明各操作系統中的特定步驟。

Windows XP 及 Windows 2000

檢查相機是否被識別為 “其他”裝置，如果是，請刪除驅動程式。

1. Windows XP：按一下 [ 開始（Start） ] 選單、[ 控制台（Control Panel） ]、
[ 效能和維護 （Performance and Maintenance） ] 及 [ 系統 （System） ]。
Windows 2000：按一下 [ 開始（Start） ] 選單，並選擇 [ 設定（Settings） ]
及 [ 控制台 （Control Panel） ]。連按兩下 [ 系統 （System） ] 圖標。

2. 按一下 [ 硬體 （Hardware） ] 標籤及 [ 裝置管理員 （Device Manager)]。

Windows XP 及 Windows 2000 的使用者必須先登入為管理員 （電腦系統管
理員）才能刪除驅動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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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 [ 其他裝置 （Other devices)] 及 / 或 [ 影像處理裝置 （Imaging 

devices)] 目錄旁的 標記。如果您的相機被識別為 “其他”裝置，其型號
名稱或 [ 佳能相機 （Canon Camera)] 將會出現在此目錄中。

4. 選擇您的相機型號或 [ 佳能相機 （Canon Camera)]，然後按一下右鍵並選擇
[ 刪除 （Delete） ]。

5. 在確認對話方塊中按一下 [ 確定 （OK） ]。
如果您的相機型號或 [ 佳能相機 （Canon Camera） ] 在 [ 其他裝置 （Other 
devices） ] 或 [ 影像處理裝置（Imaging devices） ] 目錄內出現或多次出現，
請刪除您的相機型號的其他副本。 

6. 關閉 “系統內容”視窗。

刪除設定資訊檔案

7. 連按兩下桌面上的 [ 我的電腦 （My Computer） ] 圖標、[C:] 磁碟、
[WINNT] 資料夾及 [Inf] 資料夾。

如果“其他裝置 （Other devices）”或 “影像處理裝置（Imaging 
devices）”目錄沒有出現，或者您的相機型號或 [ 佳能相機 （Canon 
Camera） ] 沒有出現，則可能是其他原因導致此問題。請跳到步驟 6，暫時
不執行其他步驟，然後檢查其他可能導致問題出現的原因。

Windows XP 的使用者無需執行步驟 7 及以上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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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尋找字首為 [CAP*] 的佳能數碼相機檔案。 
“*”代表一個數字，例如 0 或 1。 
[CAP*] 檔案以 [CAP*.inf] 及 [CAP*.pnf] 檔案為一組 （例如，[CAP0.inf] 及
[CAP0.pnf]）。 

9. 連按兩下 [CAP*] 檔案檢視其內容。 
連按兩下 [CAP*.inf] 檔案，該檔案會在 Windows 記事本程式中被開啟。請
在第一行中尋找 [;*** 佳能相機驅動程式設定檔案 （Canon Camera Driver 
Setup File） ****]，並記下這些檔案的名稱。

10.刪除 [CAP*] 檔案組合。
刪除您在步驟 9 中記下的佳能數碼相機適用的 [CAP*.inf] 及 [CAP*.pnf] 檔
案。

如果在 [WINNT] 資料夾中看不到 [inf] 資料夾
依照下列步驟顯示所有檔案及資料夾：

1. 打開 [WINNT] 資料夾。
2. 按一下 [ 工具（Tools） ] 選單，並選擇 [ 資料夾選項 （Folder Options） ]。
3. 按 [ 檢視（View） ] 標籤。
4. 在進階設定部份中的 [ 檔案和資料夾（Files and Folders)] 目錄，將 [ 隱藏檔案和

資料夾（Hidden files and folders） ] 部份設定為 [ 顯示隱藏檔案和資料夾（Show 
hidden files and folders)]。如果選擇了 [ 隱藏已知檔案類型的副檔名（Hide file 
extensions for known file types） ]，請刪除標記。

5. 按一下 [ 確定（OK） ] 關閉對話方塊。

這樣便會顯示隱藏的檔案及資料夾。

[inf] 資料夾內可能會出現多組 [CAP*] 檔案。請開啟每個檔案，確定該檔案是
否佳能數碼相機適用的 [CAP*] 檔案，然後才處理該檔案。

[inf] 資料夾中有許多有關電腦運作的重要檔案。請小心避免錯誤刪除檔案。
如果刪除了錯誤的檔案，電腦可能無法重新啟動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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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裝驅動程式。

11.依照安裝軟件及 USB 驅動程式 （第 11 頁）的步驟重新安裝驅動程式。

Windows 2000/Windows 98 SE
檢查相機是否被識別為 “其他”裝置，如果是，請刪除驅動程式。

1. 按一下 [ 開始 （Start） ] 選單，並選擇 [ 設定 （Settings） ] 及 [ 控制台
（Control Panel） ]。連按兩下 [ 系統 （System） ] 圖標。
這樣會顯示 “系統內容”視窗。

2. 按一下 [ 裝置管理員 （Device Manager） ] 標籤。
3. 按一下 [ 其他裝置 （Other devices)] 及 / 或 [ 影像處理裝置 （Imaging 

devices)] 目錄旁的 標記。如果您的相機被識別為 “其他”裝置，其型號
或 [ 佳能相機 （Canon Camera)] 將會出現在此目錄中。

4. 選擇您的相機型號或 [ 佳能相機 （Canon Camera） ]，然後按一下 [ 移除
（Remove） ]。

5. 在確認對話方塊中按一下 [ 確定 （OK） ]。
如果您的相機型號或 [ 佳能相機 （Canon Camera） ] 在 [ 其他裝置 （Other 
devices） ] 或 [ 影像處理裝置（Imaging devices） ] 目錄內出現或多次出現，
請刪除您的相機型號的其他副本。 

6. 按一下 [ 確定 （OK） ] 關閉 “系統內容”視窗。

刪除設定資訊檔案

7. 連按兩下桌面上的 [ 我的電腦 （My Computer） ] 圖標、[C:] 磁碟、
[WINDOWS] 或 [Windows] 資料夾及 [INF] 或 [Inf] 資料夾。

如果“其他裝置（Other devices）”或“影像處理裝置（Imaging devices）”
目錄沒有出現，或者您的相機型號或 [ 佳能相機（Canon Camera） ] 沒有出
現，則可能是其他原因導致此問題。請跳到步驟 6，暫時不執行其他步驟，然
後檢查其他可能導致問題出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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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尋找並刪除 [DRVDATA.BIN] （或 [Drvdata.bin]）及 [DRVIDX.BIN] （或
[Drvidx.bin]）檔案。

9. 在 [INF] 或 [Inf] 資料夾中，連按兩下 [ 其他 （OTHER） ] 或 [ 其他
（Other） ] 資料夾開啟它。

10. 尋找並刪除 [Canon.IncCAP_xxx.Inf] 檔案 （xxx 代表數字。）。

如果在 [WINDOWS] 資料夾中看不到 [INF] 資料夾
依照下列步驟顯示所有檔案及資料夾：

1. Windows 98 SE：按 [ 檢視 （View） ] 選單，並選擇 [ 資料夾選項（Folder 
Options） ]。 
Windows Me: 按 [ 工具（Tools） ] 選單，並選擇 [ 資料夾選項（Folder Options） ]。

2. 按 [ 檢視（View） ] 標籤。
3. Windows 98 SE：將 [ 隱藏檔案（Hide files） ] 部份設定為 [ 顯示所有檔案
（Show all files） ]。
Windows Me：將 [ 隱藏檔案和資料夾 （Hidden files and folders） ] 部份設定為
[ 顯示隱藏檔案和資料夾 （Show hidden files and folders)]。 

4. 按一下 [ 確定（OK） ] 關閉對話方塊。

這樣便會顯示隱藏的檔案及資料夾。

如果 [ 其他（OTHER） ] 資料夾內沒有上述任何一個檔案，則無須刪除任何
檔案。

[INF] 資料夾中有許多有關電腦運作的重要檔案。請小心避免錯誤刪除檔案。
如果刪除了錯誤的檔案，電腦可能無法重新啟動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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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裝驅動程式

11.依照安裝軟件及 USB 驅動程式 （第 11 頁）的步驟重新安裝驅動程式。

在 ZoomBrowser EX 下縮放影像的速度很慢或無法使用縮放功能

有些圖形卡或設定可能會拖慢 ZoomBrowser EX 顯示縮放影像的速度或引致故障。在這種情
況下，請為您的電腦顯示器設定一個較低的硬體加速設定。 

1. 按一下 Windows 的 [ 開始 （Start） ] 選單、[ 控制台 （Control Panel） ] 及
[ 外型及主題 （Appearance and Themes） ]。
Windows 2000、Windows Me 或 Windows 98 SE 的使用者：請按一下 [ 開始
（Start） ] 選單，並選擇 [ 設定（Settings） ] 及 [ 控制台（Control Panel） ]。 

2. 按一下 [ 顯示 （Display） ] 圖標、[ 設定 （Settings） ] 標籤、[ 進階
（Advanced） ] 鍵及 [ 疑難排解 （Troubleshoot） ] 標籤。
Windows 2000 的使用者，請按一下 [ 顯示 （Display） ] 圖標、[ 設定
（Settings） ] 標籤、[ 進階（Advanced） ] 鍵及 [ 疑難排解（Troubleshoot） ]
標籤。
Windows Me 或 Windows 98 SE 的使用者：按一下 [ 顯示 （Display） ] 圖
標、[ 設定 （Settings） ] 標籤、[ 進階 （Advanced） ] 鍵及 [ 效能
（Performance） ] 標籤。

3. 將 [ 硬體加速（Hardware acceleration） ] 設定為低於 [ 完全（Full） ]，然後
按一下 [ 確定 （OK） ]。

4. 如果出現提示，請重新啟動電腦。

如果使用 ZoomBrowser EX 第 2 或第 3 版

如果使用 Windows 及 ZoomBrowser EX 第 2 或第 3 版，請執行下列步驟。

如果影像已加上主題及注釋。
請執行下列步驟，在第 5 版中顯示於第 2/3 版所輸入的主題及注釋。

1. 在安裝 ZoomBrowser EX 5 的資料夾內使用 Windows Explorer 開啟 [ 程式
（Program)] 資料夾。 
（例如 C:\Program Files\Canon\ZoomBrowser EX\Program）

2. 連按兩下此資料夾內的 [dbconverter.exe] 以啟動此公用程式。
3. 選擇您目前使用的資料庫檔案，然後按一下 [ 開始 （Start） ] 鍵。 
（例如 C:\Program Files\Canon\ZoomBrowser EX\Database\My Database.zbd）

ZoomBrowser EX 5 的說明部份會顯示在 ZoomBrowser EX 舊版本中輸入的
主題及注釋。

如果影像儲存在程式檔案資料夾內的一個資料夾
ZoomBrowser EX 5 無法顯示儲存在該 [ 程式檔案 （Program Files） ] 資料夾或
副資料夾內的影像檔案。要顯示這些檔案，請先執行上述的步驟 1 至 3，然後
再執行步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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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 Windows Explorer 將 [ 程式檔案 （Program Files） ] 資料夾內的資料夾

及該資料夾內的影像，複製到另一個資料夾內。
（例如：將 C:\Program Files\Canon\ZoomBrowser EX\Library One 內的影像資
料夾複製到另一個位置。）

您現在可以選擇被移到另一個位置的資料夾影像，並使用 ZoomBrowser EX 
5 顯示這些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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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資訊

軟件內容、連接電腦及傳輸資料的方法因相機型號而有所不同。部份相機型號可能不支援某
些軟件功能。 

不支援的程式及功能
適用的相機型號

DIGITAL IXUS 800 IS
DIGITAL IXUS 65
DIGITAL IXUS 60
PowerShot A700
PowerShot A540
PowerShot A530
PowerShot A430
PowerShot A420

不支援的功能
•相機不會記錄 RAW 影像。

•相機不支援在檢視視窗內顯示自動對焦框功能。

•不能從電腦控制相機的快門。

•相機不支援聲音錄製器功能。

適用的相機型號

PowerShot S3 IS

不支援的功能
•相機不會記錄 RAW 影像。

•相機不支援在檢視視窗內顯示自動對焦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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