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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特性

學習觀察光線時，記得時時刻刻敞開心胸。

你將發現，光線會以你無法解釋的方式震撼

你心。當這樣的時刻來臨時，馬上按下快門，

我就是如此拍下這兩頁裡的照片。

在學習過程中，你也得發展出一套詞彙，好

將你看到的分門別類並與他人分享。底下講

述的一些概念，儘管在此未說明其背後理由，

你也無須擔心。目前我們的重點是學習如何

觀察光線。在本書的其餘部分，我們會指導

你如何創造出眾多不同風情的光線。

強度

觀察投射在各種物體或人物身上的光線多

寡。你看到的是明亮或昏暗的光線？在昏暗

的光線條件下做長時間曝光，能讓場景看起

來明亮，或者能捕捉到你肉眼無法看見的光

線。同樣地，在明亮光線條件下，極短暫的

曝光能讓陰影更加搶眼。

方向

仔細觀察光從哪裡來，以及光以什麼樣的角

度照向你的主體。光來自左邊或右邊，前面

或後面，上面或下面？照射角度是大或小？

路徑

光線是直接照向主體，或是經過反射？ 比起
直射光，反射光的強度通常較弱也較柔和。

Speedlite玩家常常利用紙卡或反光板反射光線
做補光，顯露原本隱沒在陰影當中的細節。

色溫

大家都知道，日出日落時的陽光與正午時分

看起來截然不同。我們稱偏黃的光線為暖調

光，偏藍的光線為冷調光。

陰影線

觀察一下影子的邊緣。是輪廓分明，還是輪

廓模糊？ 以單一角度照射主體的硬調光，可
以投射出輪廓分明的陰影。由多重角度照射

主體的軟調光，則可投射出輪廓模糊的陰影。

對比

觀察一下最亮部與最暗部之間的光強度範

圍。在高反差的場景中，例如正午停放在黑

色柏油路上的白色轎車，兩者之間有極大的

差距。在低反差的場景中，亮部與暗部的差

距相當小。

一致性

主體上的光強度範圍是否均勻？ 照入打開窗
戶的陽光顯得十分均勻。穿透蕾絲窗簾的陽

光則帶有斑點。另外，觀察一下光強度範圍

是穩定不變的，還是充滿變化的。

亮部

瞧瞧場景中最明亮的區域。像小光點或小亮

線這類反射高光，有助於詮釋細節， 鑽石上的
閃光就是最好的例子。若亮部寬廣而令細節

盡失，則會顯得刺眼，例如眼鏡上討厭的反

射光。

明暗對比

光線的戲劇化程度，往往取決於光線由亮轉

暗的方式。在高明暗對比的場景中，光線會

迅速地由亮轉暗。倘若有一幅端坐窗邊的女

子照片，而照片中女子的頭髮和衣物迅速沒

入陰影之中，則這幅照片充滿了明暗對比。
圖 1.6-1.12  我喜歡在光線撩撥我心的瞬間按下快
門。我在這裡選錄了幾張深得我心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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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秘技

-關鍵在主體與光源間的距離 -
這聽起來或許有點奇怪：曝光取決於光源與你主體之間

的距離，而非取決於主體與你相機之間的距離。

現在，我假設你沒有跳過第 0章。所以，你已經曉得我
對機頂閃燈的看法。換句話說，我在這裡假設照明主體

的主要光源不在你的相機頂上。

打個比方說，我有兩盞 Speedlite。這兩盞 Speedlite
各自有腳架，分置於我主體的兩側。我做好一切設定，

拍了張簡潔有力的大頭照。我站的位置離主體只有幾英

呎遠，如下圖所示。

接著，我突然發神經，向後退了 15英呎，並拍了另一
張照片。你會發現，兩盞腳架上的 Speedlite仍原地不
動 - 只有相機移動。所以，我採變焦放大的方式，在相
同曝光條件下拍出雷同的大頭照。瞧見沒？如果主體與
光源之間的距離沒有改變，根本不需要調整曝光。

那麼，如果我在自動模式下拍攝，例如 Av模式，當我
移動我的位置時，為什麼有時候相機會認為需要調整曝
光？這個嘛，原因不是我改變了位置，而是我改變了構
圖。當我移動位置，但透過變焦讓構圖與前張照片保持
一致，那麼曝光就沒有變化。若我大幅改變構圖，相機
測光時就會讀到新的資料。

CHAPTER 3：光的戲法50 光的衰減，請愛用平方反比律 51

光的衰減，請愛用平方反比律

你不用跟著念出以下這段話：「從點光源發出

後照射在物體上的光線強度，和物體與光源

間的距離平方成反比關係。」

比起攝影領域的其他面向，平方反比律更令

攝影者感到迷惑與惶恐。你無須理解其中的

數學關係。但你仍需要知道這個定律的含意。

實例說明平方反比律

現在，請你跟我一起想像。你在一個巨大的

空房間裡。再大一點。是一個超巨大的房間。

在這巨大空間的正中央，有一盞神奇發光的

燈泡，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光線。同樣神奇

的是，你可以在這巨大空間內隨心所欲地移

動。沒有錯，你能飛翔。

好了，飛向燈泡，然後掏出你隨身攜帶的 12
英吋白色正方形磁磚。當

你靠近燈泡時，瞧瞧磁磚

有多亮。現在，飛離燈泡

一段距離。直到你幾乎看

不見磁磚。

充滿好奇心的你，自各個

方向飛近與飛離燈泡進行

觀察。你發現無論你朝哪

個方向飛，看到的現象都

一樣。

光線又是怎麼回事？你剛

剛實際見證了平方反比律。

有趣的是，基於我們肉眼

與大腦連線作業的方式，

我們不會發現亮度衰減，

因為我們的瞳孔會隨光線

變暗而擴張，所以看到的

亮度保持一致。你的相機則不同。除非你加

大光圈，減慢快門，或提高 ISO，否則相機
記錄下來的光線會變暗。

平方反比律告訴我們的事

神奇燈泡發出的光，到底是怎麼回事？隨著

你遠離，光分散。隨著光分散，光子間的距

離愈來愈遠。在你遠離光源的過程中，由於

擊中磁磚的光子變得愈來愈少，所以磁磚看

起來也就愈來愈暗。

平方反比律可以告訴我們，當你遠離光源時，

磁磚會變得有多暗。現在，我們來做點簡單

的數學計算。你大可把算數學想成去醫院打

針，實際上並沒有那麼痛苦。只不過是扎一

針而已。

具體地說，如果你在距離燈泡 1英呎遠及 2
英呎遠的地方盯著 12英吋 x12英吋的白磁磚
瞧，你會發現 2英呎遠時磁磚的亮度只剩 1
英呎遠時的四分之一。將磁磚帶到 3英呎遠
的地方，你會發現亮度只剩 1英呎遠時的九
分之一。我知道，這些數字叫人抓狂。

從 1英呎遠移動至 2英呎遠，亮度是原來的
四分之一而非二分之一，自有其道理。光線

不只朝垂直方向擴散，也會朝水平方向擴散。

如圖 3.20。

所以，原先在 1英呎遠處擊中你的 12英吋
x12英吋磁磚的光子，於 2英呎遠處會散開分
布在 24英吋 x24英吋的正方平面上。來到 3
英呎遠時，則會散開分布在 36英吋 x36英吋
的正方平面上。隨著距離增加，光子散得更

開。隨著光子散開，光線也就變暗。

圖 3.21 你的白色
磁磚，距離魔法燈
泡 1 呎、2 呎 與 3 
呎。

圖 3.20 平方反比律，聽起來或許叫人恐慌，但卻能幫助攝影師理解為什麼離光源愈遠光線愈弱。如上圖所示，
2英呎處的光線強度是 1英呎處的 1/4。以此類推，3英呎處的光線強度是 1英呎處的 1/9。

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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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光傾角羅盤

如果你將打光羅盤從水平翻轉成垂直，你會

得到我所謂的「布光傾角羅盤」。現在，我們

的考量重點是 Speedlite位在主體上方或下方
的角度。把主體的臉，當作是水平線。

與主體同高的光源位置是 0度。在主體正上
方的光源位置是 90度。在主體下方且向上直
打的光源位置是 -90度。

陰影通常往下跑

直覺告訴你，大多時候光線都來自上方。太

陽劃過我們的天空。家中的燈具裝置在上方。

所以，如果主要光源來自上方，意味著陰影

通常會往下跑。身為 Speedlite玩家，你得牢
記這個重要的小事：光從上方來。

由於預期光線會從上方來，我們也預期陰影

會往下跑。如下一頁的圖 5.14—5.16所示，往
下跑及往上跑的陰影會帶來截然不同的感受。

在這組照片中，左邊的照片都是用 Speedlite
裸燈創造剛硬的光線。右邊則是將 Speedlite
加上 Lastolite 24吋 Ezybox，打出柔光。

我在這組照片中的想法，是表現出閃燈高度

對於影子角度的影響。為了使影子的界線更

清楚，Speedlite位於布光羅盤右邊 90º的位置。
如你所見，沒用到其他的光源做為補光（第

二支閃燈或反光板），主光放在主體側面，產

生的對比遠比一般的布光還強。
玩家密技

-別讓眼睛矇上黑影 -
某些人有著深邃的眼窩。將主燈置於頭頂上方時，你得

小心別讓眼睛蒙上黑影。若是發生這種情況，你可以

用補光板打跳燈，或是外加一盞輸出功率設為最低的

Speedlite，並在前方裝置密集蜂巢或束光筒來限制補
光擴散。

90º

45º = 
Fig. 5.14

-90º

0º = 
Fig. 5.15

–45º = 
Fig. 5.16

圖 5.13 布光傾角羅盤，顯示 Speedlite在主體頭部
上方或下方的位置。

光線從上方來⋯及下方來 

除了考量 Speedlite的水平位置，了解置於主
體上方或下方的 Speedlite會如何影響高光及
陰影的面積與角度也很重要。

圖 5.16

左：Speedlite裸燈，位於伊
娃頭部高度以下 45度，往上
打出硬光。

同樣位置，利用 Lastolite 24
吋 Ezybox打出柔光。

圖 5.15

左：從伊娃頭部高度，用

Speedlite裸燈打出硬光。

右：同樣位置，利用 Lastolite 
24吋 Ezybox打出柔光。

圖 5.14
左：Speedlite裸燈，位於伊
娃頭上 45度，往下打出剛硬
的光線。

右：同樣位置，利用 Lastolite 
24吋 Ezybox打出柔光。

45°=  
圖 5.14

0°=  
圖 5.15

-45°=  
圖 5.16

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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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6：認識 Speedlite86 Speedlite 90EX 87

Speedlite 270EX II

快速巡禮：270EX這款體積嬌小的閃燈，和
EOS M與 PowerShot G系列這類 Canon口袋
型相機最適配。輕巧方便，最適合輕裝旅遊，

尤其搭配 E-TTL閃燈延長線，就可以變成離
機閃燈。當成光學從屬閃燈時，270EX II只
能指派到群組 A。

適合小相機與旅行的袖珍型 Speedlite
1 閃燈頭 -  270EX II的閃燈管位置固定。在
普通模式下，前方的擴散罩可將閃光擴散

至 28mm鏡頭的涵蓋區域。閃燈頭可以向
前拉出，集中閃光照亮 50mm鏡頭的涵蓋
區域。

2 自動對焦輔助燈 - 在暗光中難以對焦時，
270EX II可以頻閃發出 AF輔助光。

3 手動變焦 - 閃燈頭可以經由拉出方式從
28mm變焦至 50mm。

4 跳燈角度 - 閃燈頭可以往上轉，最多至 90
度。60º、75º和 90º處有棘爪（凹槽）。
270EX II無法左右轉動。

5 電池盒 - 270EXII使用二個 AA電池。

6 固定座 - 270EX採用了堅固耐用的金屬固
定座。

7 遙控發訊器 - 搭配相容的相機，把 270EX 
II當成遙控觸發閃燈時，這個感應器必須
對準相機方向。

8 無線感應器 - 270EX II當成光學從屬閃燈
時，無線感應器必須面對主控閃燈的訊號

來源方向。

9 就緒指示燈 - 紅光表示閃燈充電完成。閃
爍時，270EX II可以使用快速閃光模式，
以 1/2到 1/3的功率觸發。

10 遙控快門按鈕 - 按下此按鈕，可以遙控觸
發相容相機。見前頁玩家秘技說明。

11 電源 /從屬功能開關 - 簡單的撥動開關。
需要讓 270EX II擔任光學從屬閃燈時，
開關撥到 Slave。否則，撥動到 On。

12 固定座鎖定桿 - 向右扳動此拉桿可以將
Speedlite鎖在熱靴上。

 █ 自訂功能 - 請見附錄 4中 270EX II的
自訂功能表。

 █ 利用相機 LCD螢幕控制的功能 - 請見
320EX部分的末段，參考可透過相機
LCD螢幕控制的其他功能。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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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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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lite 90EX

快速巡禮：與 EOS M微單相機同時發表的
90EX，功率與功能都與內建閃燈相近，也可
以控制其他擔任從屬閃燈的 Speedlite。如果你
的相機內建閃燈並不具備發訊功能（如 40D
與 50D），90EX可以用來當成便宜的主控閃
燈。與內建閃燈相同，閃燈頭無法變焦。此 
外，90EX沒有高速同步模式，也不能當成從
屬閃燈。

如果要達到離機閃燈的效果，90EX可以接上
E-TTL閃燈延長線，拉開約手臂長的距離，
此時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擔任主控閃燈（先

將指令發送給從屬閃燈，然後在快門開啟時

觸發）

2

8

7

9

10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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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袖珍的 Canon Speedlite
1 閃燈頭 - 閃燈管的位置固定。覆蓋範圍約
為 24mm鏡頭（等同 APS-C感光元件的
15mm）。

2 光學發訊器 - 擔任光學主控閃燈時，閃燈
管會發出頻閃，將指令發送給從屬閃燈。

3 自動對焦輔助燈 - 在暗光中難以對焦時，
90EX可以頻閃發出 AF輔助光。此閃燈擔
任無線主控閃燈時，AF輔助燈無作用。

4 固定座 - 90EX使用塑膠固定座。

5 電池盒 - 90EX使用二個 AAA (不是 AA)電
池。

6 就緒指示燈 - 紅光表示閃燈充電完成。閃
爍時，90EX可以使用快速閃光模式，以
1/2到 1/3的功率觸發。

7 電源開關 - 按住電源開關一秒鐘，就可以
開啟閃燈電源。

8 固定座鎖定桿 - 向右扳動此拉桿可以將
Speedlite鎖在熱靴上。

 █  利用相機 LCD螢幕控制的功能 - 利用相
機的 LCD螢幕，可以把 90EX從 E-TTL
切換到手動模式。此外也可以使用第二

快門簾同步。

玩家秘技

-袖珍可愛的 90EX -

90EX Speedlite很小，尺寸大約相當於內建閃
燈。圖中將其與第二袖珍的 270EX並列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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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大 太 陽 底 下 的 戶 外 拍 攝， 把
Speedlite 裝在熱靴上，設定為
ETTL模式，產生自動補光。尤其
當動態主體、逆光拍攝時，這招更
管用。

模式決定閃燈功率

Speedlite的閃燈模式，決定閃燈功率的設定方
式。依據 Speedlite款式不同，可以使用兩種
到六種模式。

基礎閃燈模式：手動與 E-TTL

兩種最主要的 Speedlite模式：

 █ 手動（M） - 你親自設定功率。雖然剛開始
這讓人無從下手，但其中機制卻是簡單易

學。手動模式提供龐大的創作空間，因為

每一張照片所用的閃燈功率都保持一致，

除非你動手調整。手動模式也最適合學習

Speedlite，因為你知道每張照片之間，閃燈
功率改變了多少。第 8章會深入剖析手動
模式的機制。

 █ E-TTL (ETTL) - 相機設定功率。Canon的
權衡式測光技術，利用相機與 Speedlite的
先進功能，自動測光、設定閃燈功率。在

E-TTL模式下，相機會比較（權衡）環境
光的測光讀數以及 Speedlite發出低功率預
閃時的閃光測光讀數，計算出閃燈功率。

這些動作，全都發生在快門開啟前的一瞬

間。E-TTL適合用於補光，以及閃燈和主
體間距離變幻莫測的狀況，如拍攝各種活

動。學習閃燈攝影時，E-TTL可能會讓人
惱羞，因為每張照片的閃燈功率都會自動

改變。甚至在 E-TTL模式中，你永遠不知
道相機為你選了怎樣的閃燈功率。第 9章
會著重探討 E-TTL與適用狀況。

目前所有的 Canon EX Speedlite閃燈，都具備
手動與E-TTL模式。沒有 LCD面板的款式（尤
其 320EX與 270EX / EXII），手動模式必須透
過相機 LCD螢幕，從外接閃燈控制選單中開
啟（見第 0章）。

本章提要

Speedlite玩家的學習過程，看似困難重重，各式
裝備上，按鈕和撥盤一堆。只要把 Speedlite的控
制區分成三個簡單的問題，你就可以開始善用閃

燈，發揮創意。

怎麼做？ Speedlite的各種模式，決定 Speedlite
的功率要怎麼設定。

何時？ Speedlite的同步方式，決定其在曝光過程
中的閃光時機。

何處？閃燈頭的變焦，以及 Speedlite的位置，會
決定光往哪裡跑。

本章將逐一向你介紹這些控制選項。另外，本書中

的許多其他章節，也將深入探討此範疇。

控制問題：如何、何時、何處 ................................ 97 

何時 - 同步方式決定閃燈何時觸發 ......................... 99

變焦—決定閃光位置 ............................................ 104

旋轉與俯仰—決定閃光位置  ................................ 108

控制問題：

如何、何時、何處

「Speedlite上那麼多按鈕、撥盤和開關，到底
是做什麼的？」 如果你因為這個問題而無法繼
續研究閃燈，我只能同情以對。答案沒那麼

複雜。

Speedlite的控制，可以分成三個簡單
的工作

要思考怎樣控制閃燈，最簡單的方法是自問

三個問題：

 █ 閃燈功率要如何設定？ - 這與 Speedlite的
閃燈模式有關。

 █ 閃光何時會發出？ - 這與閃燈的同步模式
有關。

 █ 閃光會往何處跑？ - 這與閃燈頭的變焦設
定，以及閃燈對準的為置有關。

掌控你的 SpeedliteCHAPTER 7

圖 7.2  600EX-RT上的每一個功能按鈕，用途都會隨
閃燈模式與無線設定而改變：上圖為非無線 E-TTL，
下圖為無線電手動模式。

圖 7.3  500系列（上圖）與 400系列（下圖）的閃燈，
功能按鈕的用途就直接印在按鈕上方。



何時該把 SPEEDLITE  設定為 E-TTL 模式？ 125CHAPTER 9：E 是指權衡測光124

圖 9.1
當主體與 Speedlite之間的距離經常
改變時，最適合使用 E-TTL閃燈模
式，如拍攝蜂鳥飛進我的紅髮時。

本章提要

Canon的權衡式透過鏡頭（E-TTL）閃燈測光系統，
不但簡單易用、適合入門玩家，而且對於專業人士

也很可靠。要善用E-TTL閃燈，你得知道使用時機，
以及何時該改用手動模式。你也得學會利用閃燈曝

光補償（FEC），以便微調照片中的 E-TTL閃光。

何時該把 Speedlite設定成 E-TTL ........................ 125

E-TTL的機制 ....................................................... 126

E-TTL的缺點 ....................................................... 130

E-TTL與相機模式 ................................................ 131

FEC—閃燈曝光補償 ............................................ 132

FEL—閃燈曝光鎖 ................................................ 138

E-TTL疑難排解 ..................................................  141

何時該把 Speedlite  
設定為 E-TTL 模式？

Canon的權衡式透過鏡頭（E-TTL）閃燈測光
系統，可自動計算閃燈曝光，然後把 Speedlite
設定為適當的功率等級。E-TTL與手動模式
之間的優劣，在攝影圈內爭論不休。對我來

說，兩者都是工具，各有用途。我會選擇環

境適合的工具。

最適合 E-TTL的狀況

使用 E-TTL，有一些因素：

 █ 你是新手，不清楚怎樣以手動模式操作

Speedlite。

 █ 日正當中，你想用機頂 Speedlite或內建閃
燈，打出一點補光。

 █ 主體與閃燈之間的距離經常變動，可能是

主體在運動狀態，或者相機在動，例如運

動賽事。

E-TTL令人失望之處

你也應該瞭解 E-TTL的一些缺點：

 █ 每當你改變攝影構圖，即使只是稍微變動，

像是鏡頭變焦、把相機從橫幅變成直幅等

等，E-TTL都會重新測光整個場景，可能
隨之改變閃燈功率。有時這會造成困擾，

為何每張照片的閃燈功率都不同。

 █ 在 E-TTL模式中，你根本不知道拍照時用
了怎樣的閃燈功率。就連次資料（metadata）
中也沒有這種資訊，只會告訴你「閃燈有

亮」。

E 是指權衡測光CHAPTER 9

圖 9.2  從小小聯盟到豪華房車，E-TTL可以幫你捕捉
家人的每一刻，留待往後回憶。我的機頂 Speedlite
用於增添補光，彌平東尼左側臉上的剛硬陰影。

圖 9.3  當主體與閃燈間距離多變時，像是兒子突然從
豪華房車鑽出來，最適合使用 E-TTL模式。

125



CHAPTER 9：E 是指權衡測光126 E-TTL 的機制 127

 █ E-TTL閃燈測光所用的預閃，可能會使光
學從屬感應器誤判而提早觸發其他閃燈。

詳見看第 8章。

 █ 預閃也會使照片中的人反射性閉眼，本章

稍後會說明。

E-TTL 的機制

E-TTL是一項自動技術。然而，認識 E-TTL
的機制對你仍大有幫助。

環境與閃燈測光分開進行

E-TTL最大的好處之一就是相機會分開進行
環境測光與閃燈測光。當你半壓快門鈕時，

你的相機會取得環境光的曝光讀數。當你全

壓快門鈕時，E-TTL系統會測量預閃、再次
測量環境光、評估測光讀數、設定閃燈功率，

這些全都在一瞬間。

E-TTL始於預閃

自動閃燈測光的關鍵，是量測反射自主體的

光線。E-TTL透過讓 Speedlite打出 1/32功率
的預閃來達成這個目的（自訂功能中可以設

定為全功率預閃，但我從不覺得有此必要）。

由於相機知道 Speedlite發出了多少光，所以
相機可以利用預閃，測量鏡頭看到的反射光。

預閃一閃即逝，通常你無法區別它與主閃的

差異。如果你想瞧瞧預閃長什麼模樣，好確

定真的有預閃這回事，請參考次頁的玩家秘

笈「看見預閃」。

ETTL如何測量環境光與閃光？

你的 Canon DSLR，具備測光元件，可以把畫
面分割成 252、63或 35個測光區，測量環境
光與閃光。分割區因相機款式而有所不同，

詳述如下。

圖 9.4  1DX、5DS、5DSR和 7D Mark II 相機所用的
252區測光。與只能測量照度（亮度）的舊款相機不 
同，這些相機還具備 RGB測光技術。

圖 9.5  D Mark III、1Ds Mark III、1D Mark IV、5D 
Mark III、6D、7D、60D、70D、750D、700D、
650D、600D、550D與 100D等款式的 63區測光。

圖 9.6  5D、5D Mark II、10D、20D、30D、40D，
50D和所有前面未提及的三位數型號款式，使用 35
區測光。

當你半壓快門鈕時，你的相機會取得環境光

的曝光讀數。快門鈕按到底，預閃觸發，相

機測量反射回來的閃光，包括光量與位置。

然後為求準確，相機再次測量環境光，接著

再進行權衡計算。

玩家密技

-看見預閃 -
預閃是在實際閃光之前短短的幾毫秒，所以你不會看到

預閃的閃光。要看到預閃，請如下操作：

 █ 相機設定到手動模式，快門速度 1秒以上。光圈不
重要。

 █ Speedlite設定為第二快門簾同步。

 █  按下快門按鈕。你會聽到快門開啟聲，幾乎同時，
預閃亮起。然後，在聽到快門關閉的聲音之前，會

看到閃光。預閃，眼見為憑。

技客開講

- Canon的新科技，E-TTL分色閃燈測光 - 

相機每推出新的一代，都會帶來測光技術的進展。例

如 Canon的旗艦 1DX，是第一台具備 RGB測光的
Canon DSLR。RGB測光不像以前把整個世界當成一
塊又一塊的灰色，會測量亮度與色彩。

對於 Speedlite玩家來說，RBG測光技術是一大躍進。
以往在拍攝 E-TTL時，相機會測量預閃反射回鏡頭的
光量與位置。然而，相機依然不知道鏡頭前面的東西是

什麼。

能夠測量顏色與亮度，新的 RGB測光使得相機可以找
出畫面中最重要的人臉，並依據臉部反光計算 E-TTL
閃燈功率。（這是升級的一大誘因。）

現在有五款相機具備 Canon的 RGB測光：1DX、
5DS、5DSR、7D Mark II和 750D。隨著新世代相機
問世，這份名單一定也會越來越長。

玩家術語

- 預閃 -
預閃，是認識 E-TTL原理的一個重要概念。簡單來
說，這是一道低功率的閃光，Speedlite在快門開啟之
前先發出，讓相機可以測量反射回去的閃光，然後告訴

Speedlite該用多大的功率。

技客開講

- E-TTL攝影九步驟 -
以下都是在一瞬間發生的事情：

1 環境測光 - 每當半按快門按鈕時，相機都會測量環
境光。

2 預閃觸發 - 快門按到底，相機告知 Speedlite觸發預
閃。

3 閃燈測光 - 相機測量閃光透過鏡頭返回的光量與位
置。

4 第二次環境測光 - 相機進行第二次環境測光。

5 權衡環境光與閃光的測光讀數 - 相機計算三個測光
讀數，計算適當的閃燈功率。

6 相機告知 Speedlite閃燈功率 - 透過熱靴，相機把閃
燈功率設定值送至 Speedlite。

7 快門開啟 - 快門打開，曝光開始。

8 Speedlite觸發 - Speedlite使用相機所告知的功率以
及 +/– 閃燈曝光補償值，發出閃光。

9 快門關閉 - 快門關上時，曝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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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8：Speedlite 單燈人像攝影318 拍攝實例：單燈，純白背景 319

雖然用多燈拍出純白背景照片不難，但只要

用一支 Speedlite加上大型調光設備，也有機
會作得到。

閃光主要照明背景

拍出白色背景，關鍵在於使淺色的牆壁過度

曝光，換言之要用閃燈用力轟炸。在這張照

片中，Speedlite變焦至 105mm，放在側面 45º
角，對準模特兒背後的牆壁。

然後如圖 18.30，用一面大型擴散板（Lastolite 
TriGrip Diffuser），放在凱蒂與閃燈中間，剛
好就在相機視野範圍外。擴散板吸收外圈的

閃光，對主體產生柔和的光線。一如往常，

擴散板離主體越近，外觀尺寸越大（相較於

主體的大小），光也變得更柔和。

牆壁與背景完全區隔

牆壁與主體之間的距離，是拍出銳利高對比

邊緣的關鍵。距離至少要有 5呎。如果主體
太靠近背景，明亮的牆壁就會像巨大的反光

板一樣，用柔和的光包圍主體，吃掉邊緣。

若發現此問題，讓主體離背景遠一些。

布光資訊

環境：展覽會場

時刻：不重要

環境光：不重要

Speedlite：一支 600EX-RT

閃燈模式：手動

變焦：變焦至 80mm

調光設備：Lastolite TriGrip Diffuser

距離：大約 12呎

高度：6呎

觸發器：ST-E3-RT發訊器

相機資訊

相機：5D Mark III

鏡頭：24-105mm f/4L IS，焦長 60mm 
至主體距離：6呎

曝光模式：手動

曝光值：1/200秒 , f/5.6, ISO 800 

白平衡：日光

圖 18.29  布光圖

Speedlite 
對準模特兒 
背後的牆壁

圖 18.30  我們的拍攝場景

圖 18.31（下頁）  拍出純白背景的關鍵，在於閃燈
用力打背景。主體與牆壁之間的要有銳利的區隔，
關鍵則在於拉長兩者間的距離。

Lastolite  
TriGrip  
Diffuser

拍攝實例：單燈，純白背景

6呎

6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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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將 Speedlite對準你的主體打光，有時將
Speedlite轉向背景反而能製造出更戲劇化的光
線。拍攝這張照片時，我令亞倫的曝光不足

至一定程度，使他變成一片剪影。

運用變焦製造背景圖案

在請亞倫進入拍攝現場之前，我已事先實驗

過各種不同的 Speedlite變焦設定，以了解改
變變焦設定能對背景照明產生何種影響。如

果你想在背景製造出寬闊均勻的彩色光線，

將你的 Speedlite變焦至廣角端（至 24mm）。
如果你希望製造出迅速由亮轉暗的光點，則

變焦至望遠端（至 105mm）。右邊的傑作照
片便是將 580EX II變焦至 70mm所攝得。色
彩中的亮部區域，乃是替 Speedlite加掛 Rosco
中紅色彩濾鏡對深黃牆壁打光的結果。

隱藏閃燈

拍攝剪影時，務必特別留意細節。我特意將

Speedlite隱藏在亞倫的腿後方，並指示他站在
特定的位置。

有時候，少即是多

講到色彩濾鏡產生的色彩濃度，請記住，通

過濾片的光線愈強，產生的顏色就愈淡。所

以，如果你想要濃郁的飽和色彩，記得將閃

燈輸出功率調低而非調高。（我知道這聽起來

似是而非。）

布光資訊

環境：淨空的商店

時刻：不重要 
環境光：極昏暗，上方的日光燈關閉

Speedlites ：一支 580EX
閃燈模式：手動

變焦：變焦至 70mm
俯仰：往上直打

色彩濾鏡：Rosco Medium Red
調光設備：無

距離：貼近牆壁

高度：放在地上

觸發器：簡單的無線電觸發器

相機資訊

相機：5D Mark II
鏡頭：EF 17-40mm f/4L
至主體距離：12呎
曝光模式：手動

曝光值：1/160秒 , f/8, ISO 400 
白平衡：閃燈

圖 18.32  布光圖

圖 18.33 （下頁） 我的成果照片，把 Speedlite功
率手動降至 1/8。
圖 18.34（縮圖）  拍攝現場使用了兩片緊靠一面黃
色牆壁的花磚飾板。

6呎

紅色色彩濾鏡

簡單的無線電 
收訊器

牆壁

簡單的無線電
觸發器

拍攝實例：Speedlite 剪影



色彩濾鏡概論 347CHAPTER 20：色彩濾鏡效果346

本章提要

濾片有兩大類：能改變光源色彩的濾片（例如，將

日光變為鎢絲燈光），以及製造色彩效果的濾片（例

如，把背景顏色變為亮紅色）。使用這兩種濾片，

搭配調整你相機的白平衡設定，可以創造出戲劇化

的效果。

另外，還有兩小類的濾片：減光濾片（Neutral 
Density）與偏光濾片（Polarizing）。這些濾片屬於
技術型而非創意型。

色彩濾鏡概論 ......................................................  347

如果需要校色，是否代表顏色有問題？ ............... 348

拍攝時刻影響陽光顏色 ......................................... 350

創意混搭白平衡與色彩濾鏡 ................................. 351

色彩濾鏡系統 ....................................................... 352

如何固定色彩濾鏡 ................................................ 353

大膽玩顏色 ........................................................... 354

我愛用的色彩濾鏡 ................................................ 355

拍攝實例：黃昏時，補光閃燈添加色彩濾鏡 ........ 356

拍攝實例：隨時都是黃金時刻 .............................. 358

拍攝實例：比藍天更藍 ......................................... 360

拍攝實例：夜色 ..................................................  362

色彩濾鏡概論

濾片是 Speedlite玩家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
這些薄薄的彩色膠片能改變你的 Speedlite閃
光顏色，讓你盡情發揮創意與技巧。

濾片的主要用途

濾片有下列四種主要用途：

 █ 校色 - CTO（色溫橙）濾片可讓你的
Speedlite在相機鏡頭下呈現鎢絲燈般的色
澤。環境中若有鎢絲燈源，可在上頭使用

CTB（色溫藍）濾片，使 Speedlite閃光的
日光色溫與環境光源達成平衡。

 █ 色效 - 你可以買到七彩顏色的濾片供
Speedlite使用。只需掛上一片，即可替你
的主體或背景染上色彩。

 █ 減光 - 有些時候，就算你已經將 Speedlite
的輸出功率調至最低，打出的閃光仍嫌太

強。這時，你可以掛上減光濾片進一步減

弱閃光。

 █ 偏光 - 如果你要替一幅古董油畫拍照，但
油畫龜裂的表面泛著光澤，你可以替燈源

加掛偏光濾片，並替鏡頭加掛偏光濾鏡，

輕鬆地消除惱人的耀光。

圖 20.2 Rosco Strobist濾片組提供了各式各色的
濾片。1.5英吋 x 5.5英吋的大小，勉強能在 600-
與 500-系列 Speedlite使用。若是用在小一點的
Speedlite，毫無問題。

玩家秘技

- Speedlite色彩平衡 -
實際上，Speedlite閃光的色溫接近正午時分的
日光，約 5500K。若想替 Speedlite校色以匹配
其他光源，做法和匹配日光與該光源同出一轍。

色彩濾鏡效果CHAPTER 20

圖 20.1
一支 Speedlite，加上一片琥珀色的色
彩濾鏡，就可以把單調的小房間變成
光影分明的空間。我提高快門速度，
消除環境光，使陰影更大膽呈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