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mmerse Yourself

包裝內容

軟體

LyfieEyeTM  (來飛眼TM)
最佳智慧型手機配件-錄製
與分享360o照片及影片

LyfieViewTM                       
專屬App-輕鬆與親朋好友分
享Lyfie(來飛)照片及影片

LyfieLinkTM  (選購) 
LyfieEyeTM專屬錄影支架

LyfieU2CTM  (選購) 
Type-C 轉接頭

1 LyfieViewTM App 安裝

至                    搜尋LyfieView並下載至您的手機
安裝LyfieView以開始使用
點選"允許"讓LyfieView能取得您的聯絡資料
點選"允許"讓LyfieView能錄音
點選"允許"讓LyfieView能取得您手機的照片、
影音媒體及檔案

允許「 LyfieView」存取您的聯
絡人嗎?

1/3 拒絕   允許

USB 2.0 Plug USB Type-C Plug

LyfieU2CTM

2 LyfieEyeTM  使用方法 

將LyfieEye插入手機
* 使用前請注意須移除鏡頭保護貼

3 LyfieLinkTM 使用方法 

用LyfieLink連接LyfieEye

LyfieU2CTM

USB 2.0 Plug

USB Type-C Plug

4 開啟 LyfieViewTM 

使用Facebook帳號登入或選擇"略過"使
用LyfieView

預覽

LyfieEye正確連接至手
機後，您即能開始拍照
或錄影，LyfieView能
偵測您手機擺放方向，
正確以直式或橫式顯示
畫面

5 切換曝光模式

點選     按鍵選擇曝光模式

      平均
雙鏡頭平均光源模式

      前
前方光源模式(自拍)

      後
後方光源模式(風景)

360o照片拍攝

請確認為照相模式 - 點擊      即可進行360o照片
拍攝並可依     分享至Facebook
*自拍時請看LyfieEye鏡頭而非螢幕畫面 *播放時可用手指縮放畫面

6

7 360o影片拍攝

請確認為錄影模式 - 點擊     即可進行360o影片
拍攝並可依     分享至Facebook
點選     開始錄影 / 點選     停止錄影

9 360o影片編輯

可於播放過程中點選         編輯影片長度
點選"刪除"刪除該照片或影片

8 觀賞照片及影片

您可上下左右移動您的手機或以手指直接滑動
手機畫面，以觀賞全部的360o畫面
點選       選擇您要的球體360o影像回播

11 分享Lyfie(來飛)照片及影片

點選       即可分享該Lyfie照片或影片至
Facebook, YouTube或其他分享應用程式

10 觀賞模式 12 13 設定 14 聯絡資訊

有關 YouTube 和 Facebook 帳戶及其他操作
設定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與我們聯繫

       Email: support@Lyfie.com

更多相關資訊，請至官網

       http://www.Lyfie.com/LyfieEye/usermanual

使用者產品手冊

點選       進入VR模式
點選       進入360全景模式

本使用者產品手冊的部分內容與您的手機可能不盡
相同，視您的手機軟體版本或系統供應商而定，本
公司保留對其使用者產品手冊的所有權利，未經同
意，禁止複製、修改及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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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 LyfieView」存取您的聯
絡人嗎?

1/3 拒絕   允許

允許「 LyfieView」錄音嗎?

2/3 拒絕   允許

允許「 LyfieView」存取裝置中
的相片、媒體和檔案嗎?

3/3 拒絕   允許



視擷趣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視擷趣公司」) 同
意依本「重要暨安全須知」(下稱「安全須知
」) 所載之有限保固條款對本產品負責，但不
提供此外之任何其他明示或默示之擔保及保證
，視擷趣公司也於此對與產品相關的明示或默
示之擔保或保證聲明免責，且其範圍包括但不
限於本產品應合於特定目的之適用性及其適銷
性。倘有任何依法律規定不可以約定免除之擔
保或保證責任，其範圍應悉以安全須知所載之
產品有限保固條款內容為限。

除安全須知所載之有限保固條款外，於符合法
律規範下，視擷趣公司不對其因違反擔保、保
證或與產品使用相關（如: 產品操作、設計及
條件）所致之任何直接損害、間接損害、特別
損害、後果性損害、附隨性損害及/或衍生性
損害負責，包括但不限於任何不便、無法使用
、於時間、利益、利潤、或信譽商譽上之損失
、資料滅失或毀損，及因此所生之直接的、間
接的、附隨性或衍生性損失與損害，包括但不
限於更換設備、裝置及回復原狀費用。

產品注意事項和安全指南 聯絡資訊

兼容性：LyfieEye是為運行Android 5.0 或
更高版本的智慧型手機設計和開發的。 根
據視擷趣公司的進一步確認，不能保證
LyfieEye能適用於所有型號的智慧型手機。

透過LyfieEye拍攝的照片或影片可能與實際
感覺不同。

請勿摔落，敲打，搖晃本產品，或施加很
大的壓力。粗暴的操作和振動可能會損壞
產品。

如果不使用，請將產品放在攜帶包內以保
護本產品。

請將本產品保存在陰涼乾燥處，不要存放
在陽光直射或靠近熱源的地方。

避免碰觸水、酒精、苯或任何液體及易燃
物 ，不要使其暴露於過多的灰塵及髒汙環
境中。

視擷趣公司對因不遵循本產品使用者產品手冊
內容或有限保固條款所致之任何費用及損害不
負責任。前述責任免除條款，除於法律許可下
，應不適用於人員死傷及法律規定之故意或重
大過失責任。

某些國家或地區的法律法規並不允許對附隨性
或衍生性的損失、損害設定限制或免除責任，
此時，上述責任之限制或免除將不適用。

產品有限保固條款

視擷趣公司就LyfieEye, LyfieLink, LyfieU2C, 
附件袋, 以及攜帶包 (下稱「產品」或「本產
品」) 之瑕疵，應按下列條件對購買者負有限
產品保固責任:
 本產品保固期間應自視擷趣公司或其授權 
 經銷商開立之有效購買憑證上所載購買日 
 期起算十二個月。如購買者無法提供該憑 
 證，則本產品保固期間為產品標號上的生 
 產日起算十二個月。
 本產品保固僅適用於從視擷趣公司或其授 
 權經銷商處購買産品之原始購買者, 且該保 
 固不可讓與或轉讓。
 視擷趣公司就本產品僅在第    項所述之產 
 品保固期間內於原始購入國家或地區提供 
 保固服務。
 購買者應負擔將產品寄送至視擷趣公司客 
 戶服務中心之運送費用。視擷趣公司應負 
 擔將依保固條款完成保固服務之產品寄送 
 回購買者之運費。
 本產品之保固服務僅適用於特定型號之智 

 慧型手機，而此特定型號之智慧型手機係 
 指各該購買者於購買本產品當時經視擷趣 
 公司標示及認可為與本產品具相容性之智 
 慧型手機。
 產品如有瑕疵時，購買者應即於產品保固 
 期間聯繫視擷趣公司並告知瑕疵狀況。
 (客服信箱:Support@Lyfie.com)
 視擷趣公司有權自行按 便捷、有效之方 
 式決定爲購買者提供維修、以新品替換或 
 退還本產品購入價款之途徑進行保固服務。

以下為產品保固之除外條款，無論是否仍於
保固期間內，視擷趣公司就以下情形均無提
供產品保固服務：
 本產品與手機有不相容情形，而該款手機 
 又非屬於前段第五項所述之特定型號之智 
 慧型手機。
 因不正常操作、於非正常環境下使用、保 
 管不當(如未依使用者產品手冊所載)、將 
 產品置於潮濕環境中、就本產品為未經授 

 權之修改、連結及維修(如非視擷趣服 
 務中心所為之產品維修或修改)、錯誤 
 使用(如未依使用者產品手冊所載以外 
 方式使用)、個人疏失、濫用、意外、 
 不恰當安裝或其他非可歸責視擷趣公司 
 所致之產品瑕疵、失靈、機能失常、
 故障、損失、損害等。
 本產品或其包裝上沒有產品序號或其產 
 品序號模糊而難以辨認。
 產品鏡頭或其他產品表面在正常使用狀 
 況所產生之刮傷或損壞。

視擷趣公司保留日後依其合理考量修改或
採用產品保固條款之權利。

視擷趣公司產品隨附之軟體、聲音、待機
畫面、圖片和其他媒體均經授權供有限使
用。若為商業或其他用途擷取並使用這些
材料，您可能會侵犯著作權法。身為使用
者(消費者)，您必須為非法使用負擔相關
責任。

請將產品放置兒童與寵物觸摸不到的地方
，不要將產品放在口中或受到劇烈衝擊。

避免在鏡頭上留下指紋、灰塵或異物，
以免損壞鏡頭。

避免用濕手或水觸碰。

請定期用拭鏡布清潔鏡頭。

請勿將產品放置靠近金屬或尖銳物品，
如：項鍊、鑰匙、硬幣、指甲或手錶。

在使用本產品與智慧型手機連接或拔除時，
請注意不要過度按壓本產品。

僅使用視擷趣公司銷售或認可的配件。 使
用未經認可的配件可能導致不屬於保固範
圍的性能問題或故障 。

重要暨安全須知

Immerse Yourself

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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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須在首次產品開箱時進行目視檢查
。如果在購買後的3 0天無回應至視擷趣公
司，則視本產品為正常品。

長時間使用可能會導致本產品或智慧型手
機過熱。

避免用手觸摸或用異物劃傷鏡頭。

避免使用本產品拍攝違反隱私的照片或影
片或使用在其他非預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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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change without notice. P/N: B70970005-1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與我們聯繫

       Email: support@Lyfie.com

更多相關資訊，請至官網

       http://www.Lyfie.com/LyfieEye/usermanual

香港商視擷趣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地址:台灣台北市11492內湖區基湖路35巷22號10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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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重要暨安全須知的部分內容與您的手機可能不盡
相同，視您的手機軟體版本或系統供應商而定，本
公司保留對其重要暨安全須知的所有權利，未經同
意，禁止複製、修改及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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