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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首先，點選你想從 Lightroom轉存
的 RAW 相片。在轉存原始的 RAW
相片時，你在 Lightroom套用的所
有變更（包括關鍵字、中繼資料，

甚至在「編輯相片」模組做的編輯

如白平衡、曝光值等等）都會儲存

到一個稱為 XMP的獨立附屬檔中，
因為中繼資料無法直接嵌入 R AW
檔本身（在第二章討論過）。所

以你得將 RAW 檔和它的附屬檔視

為一組。現在按 Command-Shift-E
（PC：Ctrl-Shift-E）開啟「轉存」
對話框（如圖所示）。點按「燒錄

完整大小的 JPEG」加入一些基本的
設定值。從最上面的「轉存至」下

拉選單中，選擇「硬碟」，然後在

「轉存位置」區，選擇你要儲存原

始 RAW 檔案的位置（我選擇了桌

面）。在「檔案設定」區的「影像

格式」下，選擇「原始格式」（圖

中紅圈處）。當你選擇轉存原始

RAW 檔時，大部分的選項都會變灰
無法選擇。

TIP：將RAW相片儲存為DNG
從「影像格式」下拉選單中，選擇

「DNG」來開啟 DNG 選項。「內
嵌快速載入資料」影響了預視圖在

「編輯相片」模組中出現的速度

（它會增加一點檔案大小到你的

相片上）。「使用失真壓縮」會

像 JPEG 壓縮一樣對待 RAW 影像：
它會丟掉部分資訊，留下比原始影

像小 75% 的檔案（適合用來歸檔
客戶未挑中，但你也不想刪除的影

像）。

轉存原始 
RAW相片

到目前為止，我們在這一章所做的都是在 Lightroom 處理相

片，然後轉存 JPEG、TIFF 等，但是萬一你想轉存原始的 RAW
影像呢？以下是轉存 RAW 的方法，還可以選擇是否要將你在

Lightroom裡加入的關鍵字和中繼資料包括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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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現在按下「轉存」按鈕。因為不需

要進行任何處理，所以不消幾秒你

的檔案就會出現在桌面上（或者

你選擇的儲存位置）-- 你會看到你
的檔案和其 XMP 附屬檔（檔名相
同，但是附檔名為 .xmp。如圖，出
現在我的桌面）。只要這兩個檔案

不分開，其他支援 XMP 附屬檔的
軟體（例如 Adobe Bridge和 Adobe 
C a m e r a R aw）都可以使用這些中
繼資料，相片也會套用所有的編輯

變更。如果你將這個檔案傳給別人

（或燒到光碟上）的話，要確認兩

個檔案都包括在內。如果你不想把

你的編輯變更也附上，那就不要寄

送 XMP檔。

Step 3：
將原始 RAW 檔案轉存並寄送給別

人後，當他們在檔案上按兩下，

它就會在 Photoshop 的 Camera 
R a w 裡面開啟。如果你提供了

X M P 檔，他們就可以看到你在

L i g h t r o o m 裡面做的所有編輯效

果，如上圖所示，對比、陰影、白

色、黑色和鮮豔度都經過調整，也

加入了裁切後暈映效果。如果你

沒有附上 XMP 檔的話，下圖便是
他們會在 Camera Raw 裡看到的效
果：未經編修的原始檔，不包含任

何我在 Lightroom裡完成的變更。
這是未將XMP附屬檔包括進來時會看到的版本，未經白平衡、曝光
度、亮部和陰影的調整。

這是將XMP附屬檔包括進來之後會看到的版本，經過白平衡、曝光
度、亮部和陰影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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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發佈服務」面板位在「圖庫」模

組左側面板區。在預設值下，這

裡有三個範本等待著你來進行設

定：(1)你的硬碟，(2)Behance，(3)
Facebook和 (4)Flickr。點按右側的
「設定」按鈕就可以進行設定。在

這裡，我們要首先要來進行 Fl ick r
的設定，這是最複雜的。單元最後

我們要簡單看一下如何設定硬碟。

Behance 和 Facebook 的設定方法
和 Flickr 很相似，點按「設定」按
鈕，授權你的帳戶，然後差不多就

可以開始使用了。好，現在按一下

Flickr旁的「設定」。

Step 2：
「發佈管理員」對話框的主要區域

看起來很像平常的「轉存」對話

框，只有兩處例外：(1) 在頂端是
「發佈服務」、「Fl ick r 帳戶」和
「Flickr 標題」，然後 (2) 在最底下
是 Flickr 的私密性與和安全選項。
首先讓我們來設定「授權」按鈕。

按下該按鈕就會出現一個對話框

（如左下），要你點按「授權」按

鈕來跳到 Flickr 網站，以便登入並
授權 Flickr 與 Lightroom 合作，所
以現在按下「授權」。在對話框會

改變，告訴你 Flickr 的授權作業完
成之後，你必須回到 Lightroom來
完成剩餘的設定工作（如右下）。

輕鬆按兩下 
發佈影像

如果你經常會將影像上傳到 Flickr 或 Facebook 這樣的網站，
或者你只想將影像另外儲存到別的硬碟、甚至 iPhone 上，有
一個點按 - 拖曳的方式可以自動進行這個流程。除此之外，它
也能追蹤已發佈的影像，確保發佈出去的影像都是最新的版

本。這個功能稱為「發佈服務」，只要花幾分鐘設定一下，

每當你要貼相片到網路上，或者將影像儲存到硬碟或外接硬

碟上，都可以為你省下大量的時間。

SCOTT KEL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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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登入你的 Yahoo帳戶進到 Flickr之
後（如果你還沒有 Flickr 帳戶但想
使用這個功能，可以透過 Yahoo帳
戶來申請一個免費帳戶），你會看

到一個頁面，類似上圖所示，詢問

你是否授權讓 Flickr 與 Lightroom
相互進行溝通。授權之後，你會

得到一個確認頁面。現在回到

Lightroom的部分。

Step 4：
完成 F l i c k r 的確認頁面並回到

Lightroom之後，在 Step 2的對話
框中按「完成」。現在你只需要

和平常一樣設定轉存選項（選擇檔

案格式、是否要加入銳利化或浮水

印等等），但是當你來到底部時，

你會看到 Flickr 的對你要上傳的影
像所提供的「私密性」與「安全」

控制項（如下圖），所以請進行選

擇，然後點按「儲存」按鈕將這個

設定儲存為你的 Flickr發佈服務。

TIP：到Adobe下載更多增效
模組

你可以點按「發佈」面板底部的

「尋找其他線上增效模組」按鈕，

前往 Adobe Add-Ons 網站來增加
更多發佈服務和轉存增效模組。下

載並安裝完成之後，新的發佈服務

就會顯示在你的其他發佈底下。

要安裝「轉存」增效模組的話，

到 Lightroom的增效模組管理員，
點按左邊清單下方的「增加」，找

出你剛下載的增效模組，然後點按

「增加增效模組」按鈕。完成後，

你便可以從「轉存」對話框頂端的

「轉存至」下拉選單找到它。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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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
現在選擇你要發佈到 F l i c k r 的相
片，然後在「發佈服務」面板中，

將它們拖曳到 Flickr 的相片流（你
會看到「相片流」出現在 Flickr 下
方，如圖）。拉到這個集合之後

（沒錯，這是個集合），直接點按

「相片流」一字（如圖），你就會

看到你剛剛拖曳過去的影像正等著

被發佈（你要點按左側面板底部或

預視區中央上方的「發佈」按鈕，

這些影像才會真的被發佈到 Fl ick r
上）。這個功能很棒的是你可以選

擇任何數量的相片，從幾個不同的

集合而來都可以，然後只要點按一

個滑鼠鍵，就能同時發佈，不過在

範例中，就讓我們假設你只要發佈

這五張完稿影像。

Step 6：
現在按下「發佈」按鈕，預視區就

會出現一個分割畫面，上半部是

「要發佈的新相片」，然後會一張

張移到底下的「已發佈的相片」區

（圖中五張相片的其中三張已經發

佈完成了）。一旦所有的相片都發

佈完成，「要發佈的新相片」區就

會消失，因為已經沒有相片等待著

被發佈了。（順道一提，當相片正

在發佈時，左上角會出現一個小小

的狀態列讓你知道目前的進度已經

到哪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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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7：
切換到網頁瀏覽器，到你的 Fl ick r
網站相片流頁面，你就會看到剛剛

的影像都已經發佈到這裡來了（如

圖）。現在你可以再進一步，因

為相片上的回應可以同步更新到

L ight room，你就可以直接在「回
應」面板裡（右側面板區）讀取。

舉例來說，在 Flickr 網頁上，我點
按第一張影像的回應欄位，然後寫

下：「浮水印太暗了，應該改成白

色並且降低不透明度。」（實話無

誤。）

Step 8：
要在 L ight room 裡面檢視回應的

話，到「發佈設定」面板點按你

的 Flickr 相片流，然後在相片流上
按右鍵，並從選單中選擇「現在發

佈」，它就會到你的 Flickr 帳戶察
看你是否有新增的回覆，並將它們

下載到 Lightroom。現在點按第一
張相片，然後看一下「回應」面板

（在右側面板區底部），該影像在

Fl ick r 上的任何回應，都會出現在
此。此外，它也會顯示有多少人在

Fl ick r 上將該張照片收藏為我的最
愛。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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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9：
OK，到目前為止都很順利，但是萬
一你在 Lightroom裡修改了某張已
發佈的相片呢？如果你的 Flickr 是
一般帳戶，你就必須從 Lightroom
的 Flickr 相片流中將它刪除。如果
你的 Flickr 是 Pro 帳戶，做法如下
（這也是「發佈服務」功能很優異

的地方）：首先，點按 Flickr 相片
流來顯示出你已經發佈到 Flickr 的
相片，然後點按你想編輯的相片，

按 D 鍵跳到「編輯相片」模組。在
這個範例中，我們只要調整兩個地

方就好：(1) 將「白平衡」的「色
溫」滑桿向右拉一點，讓相片稍

微變暖，然後 (2) 將「白色」提高
一點，讓運動員變亮一些，如圖所

示。現在編輯完成了，該讓這張修

改過的影像回到 Flickr 相片流了。

N o t e：如果你的 Fl i c k r 是一般帳
戶，而非 Pro 帳戶，這個動作會刪
除所有的回應和最愛紀錄。

Step 10：
回到「圖庫」模組，到「發佈服

務」面板點按 F l i c k r 相片流（如
圖），你會再次看到分割畫面，但

這次它顯示的是你編修過的相片正

在等著重新發佈。按下「發佈」按

鈕，它就會更新 Flickr 上的影像，
反映出最新的變更。當然，一旦完

成這個動作，「要重新發佈的修改

照片」區就會消失，因為現在所有

的相片都發佈完成了。OK，以上就
是 Flickr 發佈服務。現在你知道它
運作的方式，要設定硬碟就輕而易

舉了，這就是我們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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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1：
首先到「發佈服務」面板點按「硬

碟」旁的「設定」按鈕。我們的設

定目標是，當檔案拖曳過來時，它

會以高解析度 JPEG 的格式儲存到
硬碟裡（可以把它想成製作 J P E G
的拖曳快速鍵，直接省略設定整

個「轉存」對話框的流程）。為這

個發佈服務命名 - - 我叫它「轉存
為 J P E G」（如圖），然後設定其
他選項，就像你一般要轉存高解

析度 JPEG 到硬碟時所用的設定值
（如我們在 330 頁進行的）。當你
點按「儲存」時，它就會用你的

名稱來取代「設定」一字（範例

為「硬碟：轉存為 J P E G」，讓你
一目了然，知道它會將你丟到這

裡的影像以 JPEG 格式儲存到硬碟
上）。只要在「硬碟」旁按右鍵，

然後選擇「建立另一個透過硬碟的

發佈服務」。如此一來你就可以將

一些影像轉存成原始格式、一些轉

成電子郵件專用等等…你知道我的

意思（看一下此處的「發佈服務」

面板，我另外發佈了幾個其他的設

定）。

Step 12：
現在你已經至少完成一個設定了，

讓我們來試試看它的功能。在「圖

庫」模組中選擇四張你要儲存為

J P E G 的 R AW 檔案（不一定要是

RAW檔，你想從 Lightroom轉存出
去的 JPEG 檔也可以），然後將這
些被選取的相片拖曳到你的「硬

碟：轉存為 JPEG」發佈服務上。從
這裡開始，它的運作方式和 Fl ick r
差不多就一樣了：影像出現在「要

發佈的新相片」區，等你按下「發

佈」按鈕，它就會將影像寫入你在

設定這個發佈服務時所選定的檔案

夾（在這裡，四張影像其中一張正

在儲存成 JPEG檔）。

SCOTT KEL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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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room快速秘技>>

轉存目錄的捷徑

如果你不想只是轉存相片，而是要

轉存整個相片目錄，按住 O p t i o n
（P C：A l t）鍵，「圖庫」的「轉

存」按鈕就會變成「轉存編目」按

鈕。

使用最後一次轉存的設定值

如果你想使用上一次的轉存設定值

來轉存一些相片的話，你可以跳過

整個「轉存」對話框。只要到「檔

案」選單下選擇「使用上次設定轉

存」，或使用快速鍵 Command-

Option-Shift-E（PC：Ctrl-Option-

Shift-E），它就會立刻用上一次的

設定值進行轉存。

跳過「轉存」對話框，使用
轉存預設集

如果你已經建立了自訂的轉存預

設集（或者想使用內建的預設

集），你可以在相片上 Control- 點

按（PC：按右鍵），在內容選單的

「轉存」選項下你會看到內建和自

訂的轉存預設集清單。選擇其中一

個，就可以跳過「轉存」對話框，

直接轉存。

Lightroom 內建的電子郵件
地址簿

如果你經常從 Lightroom 發電子郵

件，你可以考慮製作 Lightroom 電

子郵件地址簿。你可以到電子郵件

主對話框，點按右上角的「地址」

按鈕，「地址簿」就會出現。在這

裡你可以輸入姓名和 email 地址，

甚至製作群組來進行歸類。要使用

地址簿裡的地址時，只要勾選你要

的人名旁的核取框即可。

轉存預設集共享

如果你製作了一個很實用的轉存預

設集，想要和同事或朋友共享的話

（對了，如果你常分享轉存預設集

的話，也許需要交一些新朋友），

你可以按 Command-Shift-E（PC：

Ctr l -Sh i f t -E）開啟「轉存」對話

框，然後在左側你想儲存成為檔案

的預設集上 Control- 點按（PC：按

右鍵），在內容選單裡選擇「轉

存」。檔案傳給同事之後，請他們

用同一個內容選單「讀入」。

我的「測試全景」秘訣

如果你拍過拼接的全景圖，你就會

知道這些相片一旦拿到 Photoshop
裡做拼接，會花上…呃…一輩子才

拼得好（至少覺得過了一輩子）。

有時候你花了這麼久的時間終於

看到完成的全景圖，然後才心想：

「根本不怎麼樣嘛！」所以呢，如

果我拍了一張不確定效果好不好的

全景圖，我不會使用 Lightroom 的

「在 Photoshop 中合併到全景」功

能，我會到「轉存」對話框使用

「用於電子郵件」預設集來轉存小

張、低解析度、低品質的 JPEG圖。

轉存後，我會用 Photoshop 將它們

開啟，執行「Photomerge」功能。

因為這些影像很小、解析度很低，

只要幾分鐘就可以拼接完成。這樣

一來，我就可以判斷效果好不好

（是否值得等個 20 到 30 分鐘來拼

接高解析度的全景影像）。如果看

起來不錯，那麼我就會到「圖庫」

或「編輯相片」模組下使用「相

片」選單下的「在 Photoshop中合

併到全景」功能，Lightroom就會將

全尺寸、全解析度全品質的影像送

到 Photoshop 執行。這時候我就可

以喝杯咖啡，或許再來份三明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