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loud On-Demand Print
隨時隨地輕鬆列印您的文件



在您所在地點列印文件若使用的是 USB 儲存裝置，可能會有遺失資料的風險。 
且要安裝多個印表機驅動程式也相當麻煩。 
Cloud On-Demand Print提供您這些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
從您的電腦或行動裝置將文件上傳至網路上的雲端伺服器，然後利用您的帳號及密碼從所在地點的多功能
複合機中印出。
您可方便且安全的列印所需文件，無須擔心資料遺失和安裝專用印表機驅動程式的困擾。

利用網路上的雲端服務可讓您從目的地的多功能複合機上列印

主要優點

可從多種裝置上傳文件
Windows電腦環境下可從網路瀏覽器或專用工具上傳文件，iOS及 

Android™ 環境下則可使用專用應用程式上傳文件，讓您無須安裝

或設定印表機驅動程式。

無論小公司或大公司都適合的解決方案
最多可登記3000台多功能複合機作為Cloud On-Demand Print的

輸出裝置。更可登記最多30000名授權使用者，從小型工作團隊到

各部門或分公司，都能彈性支援。

控制導入成本，大幅減輕維護及管理負擔
Cloud On-Demand Print為按月收費制的雲端服務。無需在公司內

設置伺服器或安排專屬系統管理者，因而能控制導入及運營成本。

與雲端服務聯繫
也可與其他雲端服務「Box®」、「OneDrive for Business」、

「SharePoint Online」聯繫。無論在辦公室、其他辦事處或外出場

所的任何地點均可由Web UI將儲存於其他雲端服務的文件直接傳

送至Cloud On-Demand Print以供列印。 

與“雲端ID管理服務”連接使用可大幅削減管理員的工作量
如使用Microsoft 365*或將Azure Active Directory創建為企業內

部系統，可對使用者進行統一管理。便於管理員管理用戶，大幅減少

其工作量。
* 微軟公司的月付費訂閱服務。需另行簽署協定。

 “共用帳戶”可供多名使用者共同使用同一個帳戶
使用“共用帳戶”後，未在Cloud On-Demand Print中登記的使用

者也可透過訪問管理員發送的URL上傳和列印檔案。

提供各種安全防護措施
• 在文件上傳／列印期間的通訊使用 SSL 加密
• 無論是否列印，上傳的檔案都將在指定時間內自動刪除 
• 強制使用使用者 帳號 及密碼驗證進行存取控制
• 允許上傳時為檔案設置密碼
• 通過管理操作記錄，可掌握誰、何時對哪個檔案執行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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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方便地從電腦、行動裝置上傳資料
從電腦、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透過網路上傳您
要列印的文件至雲端伺服器。

在目的地安全地列印資料
利用您的帳號及密碼登入支援 
Cloud On-Demand Print的多功能複合
機，並印出您的儲存文件。

可掌握操作歷史資訊，例如何時、何人上傳
或列印了哪個檔案等。

雲端服務聯繫
可傳送並列印儲存於其他雲端服務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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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後，可從當地的多功能複合機輕鬆列印輸出。 
無需再麻煩別人從USB儲存裝置中列印檔案。

• 大型文件可設定為「共用」，讓別人在您到達之前先行列印。
• 文件可隨時隨地編輯並重新儲存在雲端中。

導入前 導入後
• 隨身攜帶列印資料加重行李負擔。
• 攜帶列印資料無法即時進行更新。
• 在目的地，要麻煩別人列印USB儲存裝置中保

存的檔案。
• 遺失USB帶來更大麻煩！

• 即使沒有區域網路環境，也能在有網際網路連線
的情況下輕鬆創造列印環境。

• 即便辦公室、事務所等據點增加，只需將多功能
複合機設置為輸出裝置，即可從電腦及行動裝置
直接列印檔案。

例如在會議之後，可利用智慧型手機的內建相機拍
下寫在白板上的內容，然後上傳至雲端伺服器。 
即可從任何一台支援Cloud On-Demand Print的
多功能複合機進行列印，分發給有參與會議的相關人
員。

現場不具備區域網路環境時 在行動裝置上拍攝的照片

事先上傳檔案，到達目的地後即可當場列印輸出。來自不同地點

將多功能複合機設置為團隊成員共用的輸出裝置不同企業間的專案合作

• 可跨越不同企業、使用不同網域，輕鬆構建通用列印環境。
• 透過合理設置存取權限，可安全地共用輸出環境。
• 如啟用Microsoft 365，則可將Azure Active Directory

作為ID管理系統來使用。 
只要具備網路環境，即可對列印環境與使用者進行統一管理。 
便於管理員管理用戶，大幅減少其工作量。

導入前 導入後
• 由於不屬同一家公司，成員間無可共用的區域

網路環境，無法迅速地將需要的檔案及會議後
修改的檔案列印輸出。

• 包括派遣員工、外包公司員工在內，人員類別
多且變動頻繁，導致用戶管理工作非常繁瑣。



Cloud On-Demand Print 主要規格和功能
主要功能
項目 內容
使用者數量 10～30000名使用者（遵循合約規定）
共用帳戶數量 10～20名使用者（遵循合約規定）
檔案數量 200～600000（遵循合約規定）
認證 由管理員登記使用者
認證方法 通過ID及密碼來進行使用者認證

上傳檔案的保留時間

上傳後24小時內（預設） 
保留時間設置範圍如下： 
1小時、2小時、3小時、6小時、12小時、1天、2天、3天、4天、 
5天、6天、7天 
可更改每位使用者的保留時間設置

可上傳文件

Word files（doc, docx） 
Rich Text file（rtf） 
Excel files（xls, xlsx） 
PowerPoint files（ppt, pptx） 
DocuWorks files（xdw, xbd）*1  
PDF file（pdf）*2 

XPS file（xps）*3  
OpenXPS file（oxps）*3  
JPEG files（jpg, jpeg, jpe） 
TIFF files（tif、tiff） 
PNG file（png） 
網頁*4

原文稿文件容量 100 MB
原文稿紙張尺寸 A1～B7
多功能機可登記台數 最多3000台
通信通道加密方法 SSL通信（不支援SSL 3.0）
支援的雲端ID管理服務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支援的雲端服務 Box®、OneDrive for Business、SharePoint Online
支援語言*5 英語、繁體中文、韓文、泰文、越南文、日語
檔案公開範圍 私人、共用
備註: PC及iOS / Android™裝置上的顯示可能與實際列印效果有所差別。
*1: 由於檔案中含有特殊的文字（外文、特殊文字等），PC及iOS / Android™用戶端上的顯示可

能與實際列印效果有所差別。
*2:如檔案中未嵌入字體，PC及iOS / Android™ 裝置上的顯示可能與實際列印效果有所差別。
*3:XPS是XML Paper Specification的簡稱。
*4:可通過iOS / Android™裝置上傳。
*5:多功能事務機的顯示語言可切換為日文、英文、韓文、繁體中文、泰文或越南文。

網頁瀏覽器操作環境
Windows 操作環境
項目 內容

支援的作業系統 Windows 10 (32位元 / 64位元) 
Windows 8.1 Update (32位元 / 64位元)

網頁瀏覽器

Internet Explorer 11 
Microsoft Edge 86 或更新版 
Mozilla Firefox ESR 78 
Mozilla Firefox 82 或更新版 
Google Chrome™ 87 或更新版

支援語言*1 英語、繁體中文、韓文、泰文、越南文、日語
*1: 介面顯示語言與您在登錄介面底部[語言]中所選擇的語言類型一致。若您選擇了[簡體中文]， 

則將以英文顯示。訪客使用者的顯示語言與登錄時所設定的語言類型一致。

Mac操作環境
項目 內容

支援的作業系統

macOS 11 Big Sur
macOS 10.15 Catalina
macOS 10.14 Mojave 
macOS 10.13 High Sierra 
macOS 10.12 Sierra

網頁瀏覽器 Apple Safari 14 /13 / 12 / 11 / 10
支援語言*1 英語、繁體中文、韓文、泰文、越南文、日語
*1: 介面顯示語言與您在登錄介面底部[語言]中所選擇的語言類型一致。若您選擇了[簡體中文]，

則將以英文顯示。訪客使用者的顯示語言與登錄時所設定的語言類型一致。

Linux®操作環境
項目 內容

支援的作業系統
Ubuntu® 18.04 LTS (64位元) 
CentOS 6.9 (32位元) 
CentOS 7.3 (64位元)

網頁瀏覽器 Mozilla Firefox ESR 60 
Mozilla Firefox 62 或更新版

支援語言*1 英語、繁體中文、韓文、泰文、越南文、日語
*1: 介面顯示語言與您在登錄介面底部[語言]中所選擇的語言類型一致。若您選擇了[簡體中文]， 

則將以英文顯示。訪客使用者的顯示語言與登錄時所設定的語言類型一致。

Windows 列印工具操作環境
項目 內容

支援的作業系統 Windows 10 (32位元 / 64位元) 
Windows 8.1 Update (32位元 / 64位元)

CPU 以各作業系統建議值為基準
硬碟空間 300 MB或更多空間*1

記憶體容量 以各作業系統建議值為基準
顯示器 以各作業系統建議值為基準*2

必備軟體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8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7.2 / 4.7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6.2 / 4.6.1 / 4.6 
Microsoft Outlook 2016*3  
Microsoft Outlook 2013*3  
Microsoft Outlook 2010*3  
Windows Store Application “Mail”*3  
Gmail™*3  
Mozilla Thunderbird*3

支援語言*4 英語、繁體中文、韓文、泰文、越南文、日語
*1:如未安裝 Microsoft .NET Framework，需額外280 MB～2 GB的空間。
*2:最小解析度為XGA（1024 × 768像素）以上
*3:由電子郵件發送檔案上傳完畢通知時需安裝。
*4: 如作業系統語言為日文、英文、繁體中文、韓文、泰文或越南文，則將以與作業系統相同的語

言顯示。如作業系統語言為除上述語言以外的其他語言，則將以英文顯示。

專用行動應用程式
iOS操作環境
項目 內容

支援的作業系統 iPadOS 14/13
iOS 14/13

支援語言*1 英語、繁體中文、韓文、泰文、越南文、日語
*1: 如作業系統語言為日文、英文、繁體中文、韓文、泰文或越南文，則行動應用程式(iOS)介面 

將以與作業系統相同的語言顯示。如作業系統語言為除上述語言以外的其他語言，則行動應用
程式介面將以英文顯示。

Android™ 操作環境
項目 內容
支援的作業系統 Android™ 11.0 /10.0 / 9.0 / 8.0 / 7.1 / 7.0 / 6.0 / 5.1 / 5.0 / 4.4
支援語言*1 英語、繁體中文、韓文、泰文、越南文、日語
備註: 請注意，並非所有硬體終端機均經過測試。
*1: 如作業系統語言為日文、英文、繁體中文、韓文、泰文或越南文，則行動應用程式

(Android™)介面將以與作業系統相同的語言顯示。如作業系統語言為除上述語言以外的其他
語言，則行動應用程式介面將以英文顯示。

營業本部地址：台北市敦化北路88號7樓
營業本部電話：(02)2731-9099

此記載截至2021年10月為止的內容。    PIC-0178 TW (2104-R1)

fujifilm.com/fbtw

供應機種可能依國家/地區而有所不同。詳情請向銷售代表洽詢。

保留因技術改進而更改本冊所述之內容、機器外觀和規格參數且不另行通知的權利。

嚴禁複製  請注意法律禁止以下複製行為：國內或海外銀行所發行的紙幣與硬幣；政府
發行證券以及國家、地方債券。未使用的郵票與明信片。法律規定的證照戳章。亦禁止
複製任何具版權的作品（文學作品、音樂作品、畫作、雕刻作品、地圖、電影作品、攝影
作品等），上述複製行為僅允許作個人使用、家用或於特定範圍使用。

商標  FUJIFILM 與 FUJIFILM LOGO 為 FUJIFILM Corporation 的註冊商標
或商標。Cloud On-Demand Print 與 DocuWorks為 FUJIFILM Business 
Innovation Corp. 的註冊商標或商標。Apple, iPhone, AirPrint, iPad, iPad Air, 
iPad Pro, iPod touch及Mac是Apple Inc.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本冊所述
之全部產品名稱及公司名稱皆為其所屬公司之商標或註冊商標。

使用安全須知
使用本產品前，請先詳細閱讀《說明手冊》中正確操作機器的方法。
請使用手冊所示的充足電力與電壓。
請務必裝設接地線，避免故障或短路時發生觸電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