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MART REMOTE
最適合 GOPRO 相機的遠程遙控裝置

使用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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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順著箭頭 (A) 的方向滑動並按住扣鎖控制桿，然後將鑰匙從
遙控器 (B) 中拉出。

2. 將充電傳輸線插入遙控器，直到其卡至定位。

 

3. 將傳輸線的另一端連接到電腦或 USB 電源。

注意：請確認電腦已連接到電源。若遙控器狀態螢幕並未顯示遙控器正在
充電，請使用其他 USB 連接埠。

電源開啟

按下電源/模式按鈕 [  ]。

電源關閉

持續按住電源/模式 按鈕 [  ] 兩秒鐘。

電源開啟 + 關閉充電

2 秒

1. 狀態指示燈
2. 電源/模式按鈕
3. 遙控器狀態螢幕
4. 快門/選取按鈕
5. 設定/標記按鈕
6. 充電連接埠/連接鑰匙插槽

將遙控器裝上腕帶 
使用連接環確保將遙控器接上手腕、背包肩帶、滑雪杖、自行車
架等裝備。

1. 將腕帶穿過遙控器背面的插槽。

2. 將遙控器放在腕帶上，如圖所示。

使用鑰匙與連接環接上遙控器 
使用連接鑰匙與連接環將遙控器接上頸帶、腕帶、車鑰匙、拉 
鍊等裝備。

1. 順著箭頭 (A) 的方向滑動並按住扣鎖控制桿，然後將鑰匙從
遙控器 (B) 中拉出。

2. 將連接環接上頸帶、腕帶等裝備。

3. 將連接鑰匙推入鑰匙插槽，直到其卡至定位。

基本操作

配戴 SMART RE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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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遙控器與 GOPRO 相機配對

將遙控器與 HERO SESSION 配對 

1. 請確認您的相機從未與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或 GoPro 遙控 
器進行配對。

注意：如果您的相機已進行配對，請依照下一個程序進行 HERO Session  

配對操作。

2. 關閉相機與遙控器的電源。

3. 在相機上完成下列步驟：

a. 按下資訊/無線按鈕即可顯示狀態資訊。

b. 反覆按下資訊/無線按鈕，循環切換至 RC（遙控器）， 
然後按下快門/選取按鈕 [  ] 加以選取。相機會自動
開始配對。

4. 開啟遙控器電源。如果遙控器從未與相機配對，就會自動開始
進行配對。或者，持續按住設定/標記按鈕 [  ] 四秒鐘也可
以開始配對。裝置配對完成後，兩個螢幕上都會出現已核取方
塊 [  ] 。

將 HERO SESSION 與其他遙控器配對

1. 請確認您的相機已與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或 GoPro 遙控器
進行配對。

注意：如果您的相機從未進行配對，請依照上一個程序進行  

HERO Session 配對操作。

2. 關閉相機與遙控器的電源。

3. 在相機上完成下列步驟：

a. 按下資訊/無線按鈕即可顯示狀態資訊。

b. 反覆按下資訊/無線按鈕，循環切換至 ADD NEW（新增）
，然後按下快門/選取按鈕 [  ] 加以選取。

c. 再按一下資訊/無線按鈕將 RC（遙控器）反白，然後按下 
快門/選取按鈕加以選取。相機會自動開始配對。

4. 開啟遙控器電源。如果遙控器從未與相機配對，就會自動開始
進行配對。或者，持續按住設定/標記按鈕 [  ] 四秒鐘也可
以開始配對。裝置配對完成後，兩個螢幕上都會出現已核取方
塊  [  ] 。

您可以將 Smart Remote 與任何具備無線功能的 GoPro 相機進行配對。最佳條件下，遙控器最遠可從 180 英尺（600 公尺）的地方同時
控制多達 50 台相機*。相機一次只能識別一台遙控器。Smart Remote 的防水性能達 10 英尺（33 公尺）。

您可利用遙控器控制相機的距離不盡相同，且取決於各種因素，例如相機型號、地形、氣候、障礙物以及電磁干擾等。

如需瞭解 Smart Remote 與其他 GoPro 相機配合使用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gopro.com/help。

*因相機型號與環境條件而異。如需瞭解詳細資訊，請造訪 gopro.com。

將遙控器與 GOPRO 相機配對

將遙控器與 HERO5 BLACK 配對

1. 關閉遙控器電源。

2. 在相機上完成下列步驟：

a. 在主畫面中，向下撥動。

b. 點擊 Connect（連線）> Connect New Device（連線新裝
置）> Smart Remote。相機會自動開始配對。

3. 開啟遙控器電源。如果遙控器從未與相機配對，就會自動開始
進行配對。或者，持續按住設定/標記按鈕 [  ] 四秒鐘也可以
開始配對。裝置完成配對後，每個螢幕上均會顯示確認訊息。

將遙控器與 HERO5 SESSION 配對

1. 關閉相機與遙控器的電源。

2. 在相機上完成下列步驟：

a. 按下功能表按鈕即可顯示狀態資訊。

b. 反覆按下功能表按鈕循環切換至 CONNECTION 
SETTINGS（連線設定），然後按下 快門按鈕  [  ] 加 
以選取。

c. 反覆按下功能表按鈕，循環切換至 CONNECT NEW 
DEVICE（連線新裝置），然後按下快門按鈕加以選取。

d. 反覆按下快門按鈕循環切換至 GOPRO RC（遙控器）。

e. 按下功能表按鈕循環切換至勾選標記，然後按下快門按鈕
加以選取。

3. 開啟遙控器電源。如果遙控器從未與相機配對，就會自動開始
進行配對。或者，持續按住設定/標記按鈕 [  ] 四秒鐘也可以
開始配對。裝置完成配對後，每個螢幕上均會顯示確認訊息。



使用遙控器，透過一部或多部相機拍攝影片及相片。

若要拍攝影片或相片：

1. 反覆按下電源/模式按鈕 [  ] 循環切換至您想要的模式。

2. 按下快門/選取按鈕[  ] 按鈕開始拍攝。

3. 若要停止拍攝影片或縮時攝影內容，請再次按下快門/選取按
鈕。

攝錄時，如果相機超出遙控器的範圍，在您停止攝錄之前，相機
會繼續攝錄。

注意：使用 Burst（連續快拍）或 Photo（相片）模式時，如果 HERO Session 相
機超出遙控器的範圍，相機狀態螢幕會保持開啟。如果五分鐘後相機仍然處於
遙控器的範圍外，相機會自動關閉電源。

專業提示：您可新增 HiLight Tag（HiLight 標記），以便在播放
和編輯時迅速找到重點片段。攝錄時，按下遙控器上的設定/
標記[  ] 按鈕，即可新增 HiLight Tag（HiLight 標記）。若
遙控器與多台相機連線，所有相機的影片中都會新增 HiLight 
Tag（HiLight 標記）*。

* 並非所有 GoPro 相機型號都提供 HiLight Tag（HiLight 標記）功能。

搭配 GOPRO 使用遙控器時無法使用以下功能：

• QuikCapture（快速拍攝） 

• 使用多台相機連續拍攝相片

• 使用多台相機攝錄影片時手動攝相片

拍攝影片及相片

如需查看有關國家認證的其他資訊，請參閱 Smart Remote 隨附
的重要產品 + 安全指示。

法規資訊將遙控器與 GOPRO 相機連線

遙控器與相機配對完成之後，日後請遵循以下步驟連接這些裝置。按照此程序，相機就會連接到最近連接的遙控器。

將遙控器與 HERO5 BLACK 連線 

1. 開啟遙控器與相機的電源。

2. 在相機上完成下列步驟：

a. 在主畫面中，向下撥動。

b. 點擊 Connect（連線）> Wireless Connections 
（無線連線），即可開啟無線功能。

將遙控器與 HERO5 SESSION 連線 

1. 開啟遙控器電源。

2. 在相機上完成下列步驟：

a. 按下功能表按鈕即可顯示狀態資訊。

b. 反覆按下功能表按鈕循環切換至 CONNECTION 
SETTINGS（連線設定），然後按下快門按鈕 [  ] 加以
選取。

c. 如果顯示 TURN ON CONNECTION（開啟連線），按下
快門按鈕加以選取。裝置已連線除外。

將遙控器與 HERO SESSION 連線

1. 開啟遙控器電源。

2. 在相機上完成下列步驟：

a. 按下資訊/無線按鈕即可顯示狀態資訊。

b. 反覆按下資訊/無線按鈕，循環切換至 RC（遙控器）， 
然後按下快門/選取按鈕 [  ] 加以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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