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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体放電燈示範

• 放電燈兩電極的電位差是5000伏特.
• 陰極內的自由電子會被電場加速並往陽極前進,並形成電
流.

• 電流中的電子與管內的氣体原子碰撞,並把原子中的電子
撞到較高的樓層(軌道).當電子跳回較低的樓層(軌道)時,就
可能放出光或其它電磁輻射.

• 放出所有不同頻率光的混合,就呈現出氣体放電燈的顏色.
• 其它光源如鎢絲燈,螢光燈,金屬氧化物燈等都是耍設法將
原子的電子搬到較高的樓層(軌道).當電子跳回較低的樓層
(軌道)時,就可能放出光或其它電磁輻射.

• 在同步輻射中心亦可將帶粒子加速而產生光其它電磁輻射

Neon gas lamp

氖原子光譜— from http://home.achilles.net/~jtalbot/data/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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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ium gas lamp

氦原子光譜--http://home.achilles.net/~jtalbot/data/elements /

白平衡,色溫與黑体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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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威爾（James Maxwell，1831-1879）在
1860年前後發展電磁理論，預測電磁波的存在。
所有電磁波(或電磁輻射)在真空的速度都是光
速，也就是每秒30萬公里.頻率由大到小的順序
是伽瑪射線,X射線,紫外光,可見光(紫,藍,綠,黃,橙,
紅),紅外線,微波和無線電波

電磁波和電磁輻射

參考http://online.sd43.bc.ca/della/the_science.htm

黑體是一個理想的物體，它能夠在任何溫度下將到達
它表面上任何波長的輻射吸收.舉例來說，一個具有小
洞的不透明盒子算是一個好的近似，從小洞進入這盒
子的輻射，很難再從此小洞逃出,這小洞就可以是一個
好的黑體.黑體並不見得就是黑色的,因為它亦會發出
各種波長的熱輻射(電磁輻射). 舉例來說,太陽可視為黑
體,但看起來是白色.事實上,一個物体的溫度只要比絕
對零度高都能夠輻射能量.具有固定溫度(處於熱平衡
狀態)的物体,它會吸收和輻射出相同的能量.這個平衡
的輻射被稱為黑体輻射

黑體和黑體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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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科學家普郎克(Max Planck,1858-1947)在1900年提出量
子(quanta)的概念,每一種不同頻率輻射都可由量子所組成,每
一個量子之能量正比於它的頻率.例如綠光量子的能量就大於
紅外光量子的能量,因為綠光量子的頻率較高.他並利用量子的
觀念成功的解釋光譜能量分佈曲線如何隨黑體的溫度而變,這
發現使他獲得1918年的諾貝爾物理獎.黑體輻射光譜與黑體溫
度的重要關係是:溫度愈高的物体,可發出更多波長愈短的輻射,
而光譜強度的最高值會出現在較低的波長處.從網頁
(http://webphysics.davidson.edu/Applets/BlackBody/BlackBody.html)中,我們知
道3000度K黑体發出電磁輻射的最高峰波長是看不見的紅外線,
這黑体的顏色看起來是黃色,因為它放出的藍色光較弱. 而5800
度K黑体發出電磁輻射的最高峰是波長為500奈米的綠光,此黑
体的顏色看起來是白色,因為它放出可見光中紅綠藍三色的比
率不會差太多.另外30000度K黑体發出電磁輻射的最高峰是波
長100奈米的紫外線,黑体的顏色看起來是藍色,因為它放出的可
見光中以藍色光較強.

•攝氏(C)-273度 =絕對溫度(K)0
度

•攝氏(C)0度 =絕對溫度(K)273度

Question : 5800度K=?度C

Answer :  (5800-273)=5527度C

絕對溫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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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溫（Color Temperature 或 Chromaticity）－表示光源顏色
的量，當光源所發出光的顏色與黑體在某一溫度下輻射的顏
色相同時，黑體的這個溫度就被當作該光源的色溫，一般都
是用絕對溫標來表示。例如鋼條放在火裏，它先變紅，再變
成橘色，最後變成藍白色。鋼條的溫度和每一溫度時的顏色
可以描述出光源的顏色。低色溫的光通常有較多的紅光波
長，產生一種溫暖的感覺，高色溫的燈有較多藍光的波長，
給人一種較冷的感覺。燭光的色溫是1900度K.鎢絲燈和鹵素
燈的色溫約是3000度,太陽的色溫約是5800度K左右,白日螢光
燈(曰光燈)的色溫約是6500度, 暖白螢光燈的色溫為3000-
4000度K,冷白螢光燈的色溫為4000-5000度K.燈泡類型三段
波長螢光燈之色溫約是3100度.candle light 1900,100W鎢絲
燈2850K.金屬鹵化物燈之色溫從3,800K to 5,900K.

色溫

自動白平衡— 相机自動設定

白天— 在晴朗的曰子在室外拍攝

多雲— 多雲,陰暗或黃昏時拍攝

鎢絲燈— 鎢絲燈和燈泡類型三段波長螢光照明下拍攝

螢光燈-暖白.冷白或暖白(三段波長)螢光燈照明下拍攝

高亮度螢光燈— 曰照螢光燈

自定白平衡— 以白紙等設定自定值

數位相機的白平衡(white balance)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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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8,T light

在鎢絲燈光源照明下利用數位相機拍攝的照片(a)曰光照明模式(b)
鎢絲燈照明模式,(c ) 螢光燈照明模式(d)螢光燈-H照明模式

a

a

a

dc

b

•數位相机的白平衡功能的選擇有1.自動模式2白天模式3.多
雲模式4.鎢絲燈模式5.螢光燈模式6.閃光燈模式7.自定模式. 
改變白平衡對景物色彩的影響可以馬上在液晶銀幕上看到. 
•上張投影中的景物是在色溫約為3000度K的鎢絲燈照明下
拍攝.圖a是選擇日光照明模式拍攝,結果影像的色彩失真,使
得巧克力冰淇淋的顏色都變的較紅.因為這模式所對付的色
溫約5800度.圖b是選擇鎢絲燈模式(和照明的光源是一致),
因此影像的色彩與景物的色彩較穩合.圖c是選擇螢光燈照
明模式,巧克力冰淇淋的顏色仍稍微紅了一點,但較接近圖b.
因為這模式所對付的色溫約4000度K. 圖d是高亮度螢光燈
的照明模式,結果與圖a相似.因為這模式所對付的色溫約
6500度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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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照片會偏紅?

• 鎢絲燈的色溫約是3000度K.它發出光譜的最高峰是在
12000奈米的紅外線.照明景物的可見光以長波長區(紅)最
強,中波長區(綠)次之,而短波長區(藍)最差.你如用傳統相机
來拍攝景物,則洗出來的照片會偏紅且少藍,即使你拍的是
一張白紙.但如這張白紙是在室外日光下拍攝,則洗出來的
照片會是白色,因為曰光的色溫是5800度K左右,它所發出
光譜的最高峰是在500奈米的綠光,中波長區(綠)最強,而長
波長區(紅)和短波長區(藍)次之.因此照明光的紅綠藍比率
要和日光一致,洗出來的照片才不會失真.

• 人在鎢絲燈和日光照明下看白色的紙,所看到的顏色是一
致的,也就是都是白的,這是因為大腦與眼睛配合,能把偵測
到的紅綠藍比率做適當的調整,因此人的視覺巳具有白平
衡的功能.

• 彩色底片有三層乳劑它們分別能對紅,綠和藍感光.
數位相机的彩色CCD原理也類似,它有三种感測器
能分別測到影像的紅色,綠色和藍色部分.唯一不
同的是數位相机有微處理器,功能相當於人腦.

•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數位相機的白平衡功能和人腦
一樣,都可以來調整紅綠藍三种波段光的靈敏度.它
會根據所使用光源的色溫或光譜來做調整,以得到
顏色不失真的影像.因此在鎢絲燈照明下,你選擇鎢
絲燈照明模式則數位相機會調整綠光波段和藍光
波段的強度,使你拍到的影像與日光照明下的結果
相似.若你使用日光白平衡模式,則綠光波段和藍光
波段的強度並不會特別加強,因此影像會偏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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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反射示範
目的:利用Laser pointer,光柵和反射鏡等設計出光的反射示範,使同學們
充分了解如何用光線的概念來描述光的反射,漫射和反射鏡的成像. 

示範設備:Laser pointer,光柵,平面鏡,長焦凸面鏡,短焦凸面鏡,長焦凹面
鏡,短焦凹面鏡.磁座,反射鏡座和支持桿等

示範步驟:
a.將Laser pointer 的雷射光入射至平面鏡和牆壁上,觀察反射和漫射現
象.藉著噴煙霧來顯示光線的路徑
b.將Laser pointer 的雷射光入射至光柵會產生三條主要光線(一條沿著
主軸,一條往上和一條往下的光線),觀察這些光線如何長焦凹面鏡, 偏折.
另外,這裝置也可示範物與像的關係. 若把物看成是雷射光打到光柵上
的那一點,則反射光交會的地方,也可當成像的位置.將光柵移前或移後
相當於改變物距.
c.同b,但將長焦凹面鏡改成短焦凹面鏡
d.同b,但將長焦凹面鏡改成長焦凸面鏡
e.同b,但將長焦凹面鏡改成短焦凸面鏡
註:也可再增加一個不同顏色的Laser pointer .則物相當於二個亮點.這
有助於了解物與像大小變化.

α β

入射角 反射角
入射光線

法線

反射光線

反射面

反射定律: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α=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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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射光 反射光 入射光

漫射鏡面反射

漫射光

•鏡面反射---一條入射光線產生一條往特定方向前進的反射光線.光線若
不進入同學眼睛是無法看到.由於一般鏡子不夠平且其上有灰塵,同學仍能
藉著微弱的漫射光看到鏡上有很微弱的紅點.

•漫射---由於牆表面十分粗燥.一條入射光打到牆上會產生許多往不同方
向行進.因此教室內的同學的眼睛皆能接收到部分的漫射光而看到壁上的
紅色亮點.

示範a

雷射指示器
長焦凹面鏡光柵

聚焦點

•沒有通過主軸的光線反射後將向主軸方向偏折
•沿著透鏡主軸的光線反射後沿著主軸方向前進
•長焦距凹面鏡將反射光線往主軸方向偏折的能力較小
•光柵上的光點可看作物,聚焦點可看作是像.改變光柵與凹面鏡的距離(改變
物距)就可示範物與像的關係
•也可讓光柵上光點的位置不在主軸上來觀察像位置的變化

示範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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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指示器
光柵

聚焦點
短焦凹面鏡

短焦距凹面鏡將光線往內偏折的能力較大

示範c

•沒有通過主軸的光線反射後將向主軸方向偏折
•沿著透鏡主軸的光線反射後沿著主軸方向前進
•短焦距凹面鏡將反射光線往主軸方向偏折的能力較小
•光柵上的光點可看作物,聚焦點可看作是像.改變光柵與凹面鏡的距離(改
變物距)就可示範物與像的關係
•也可讓光柵上光點的位置不在主軸上來觀察像位置的變化

雷射指示器
光柵 長焦凸面鏡

虛聚焦點

長焦距凸面鏡將光線往外偏折的能力較小

1.沒有通過透鏡主軸的光線透射後將向主軸方向偏折
2.沿著透鏡主軸的光線透射後沿著主軸方向前進
3.長焦距凸透鏡將透射光線往主軸方向偏折的能力較小

示範d

•沒有通過主軸的光線反射後將向主軸方向偏折
•沿著透鏡主軸的光線反射後沿著主軸方向前進
•長焦距凸面鏡將反射光線往主軸方向偏折的能力較小
•光柵上的光點可看作物,聚焦點可看作是像.改變光柵與凸面鏡的距離(改變
物距)就可示範物與像的關係
•也可讓光柵上光點的位置不在主軸上來觀察像位置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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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指示器
光柵 短焦凸面鏡

虛聚焦點

示範e

•沒有通過主軸的光線反射後將向主軸方向偏折
•沿著透鏡主軸的光線反射後沿著主軸方向前進
•短焦距凸面鏡將反射光線往主軸方向偏折的能力較小
•光柵上的光點可看作物,聚焦點可看作是像.改變光柵與凸面鏡的距離(改變
物距)就可示範物與像的關係
•也可讓光柵上光點的位置不在主軸上來觀察像位置的變化

光的折射示範:

目的:利用Laser pointer,光柵,稜鏡和透鏡等設計出光的折射示範,使同
學們充分了解如何用光線的概念來描述光的折射和透鏡的成像.

示範設備 :Laser pointer,光柵, 長焦凸透鏡,短焦凸透鏡,長焦凹透鏡,短
焦凹透鏡.磁座,反射鏡座,支持桿,較暗房間和煙等

示範步驟:
a. 將Laser pointer 的雷射光入射至半圓盤和直角稜鏡來示範折射和全
反射的現象
b 將Laser pointer 的雷射光入射至光柵會產生幾條光線,觀察這些光線
如何被長焦凸透鏡和偏折.透射光交會的地方.也就是像的位置(註:物是
雷射光打到光柵上的那一點).將光柵移前或移後相當於改變物距.
c.同b,但將長焦凸透鏡改成短焦凸透鏡.
d.同b,但將長焦凸透鏡改成長焦凹透鏡.
e.同b,但將長焦凸透鏡改成長焦凹透鏡.
註: 也可再增加一個不同顏色的Laser pointer .則物相當於二個亮點,這
有助於了解物與像大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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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射光線

α

β

入射角

折射光線

介質2

介質1

折射角
若介質1的折射率小於介質2
則α>β,換句話說,大折射率
小角,小折射率大角.例
外:α=0時,β亦為0

α

反射光線

入射光線

第一次折
射的光線

第二次折射的光
線並沒有偏折,因
為從水到空氣之
入射角為0度

折射

空氣

水

空氣的折射率為1,水的折射率為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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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反射 ---當光線從高折射率的介質進入低折射率的介質時,如果入射
大於臨界角時就會產生全反射現象.光線從玻璃到空氣的臨界角為41
度,因此入射角為45度時光線就不會折射,而是完全被反射回來.

α
α

45 41α = >o o示範a

雷射指示器
光柵

長焦凸透鏡

•沒有通過透鏡主軸的光線透射後將向主軸方向偏折
•沿著透鏡主軸的光線透射後沿著主軸方向前進
•長焦距凸透鏡將透射光線往主軸方向偏折的能力較小
•光柵上的光點可看作物,聚焦點可看作是像.改變光柵與透鏡的距離
(改變物距)就可示範物與像的關係
•也可讓光柵上光點的位置不在主軸上來觀察像位置的變化

聚焦點

示範a

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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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指示器
光柵

短焦凸透鏡

聚焦點

•沒有通過透鏡主軸的光線透射後將向主軸方向偏折
•沿著透鏡主軸的光線透射後沿著主軸方向前進
•短焦距凸透鏡將透射光線往主軸方向偏折的能力較大
•光柵上的光點可看作物,聚焦點可看作是像.改變光柵與透鏡的距離(改
變物距)就可示範物與像的關係
•也可讓光柵上光點的位置不在主軸上來觀察像位置的變化

示範b

主軸

雷射指示器
光柵

長焦凹透鏡

虛聚焦點

•沒有通過透鏡主軸的光線透射後將遠離主軸方向偏折
•沿著透鏡主軸的光線透射後沿著主軸方向前進
•長焦距凹透鏡將透射光線往遠離主軸方向偏折的能力較小
•光柵上的光點可看作物,聚焦點可看作是像.改變光柵與透鏡的距離
(改變物距)就可示範物與像的關係
•也可讓光柵上光點的位置不在主軸上來觀察像位置的變化

示範c

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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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指示器
光柵

短焦距凹透鏡將光線往外偏折的能力較大

虛聚焦點

短焦凹透鏡

1.沒有通過透鏡主軸的光線透射後將向遠離主軸方向偏折
2.沿著透鏡主軸的光線透射後沿著主軸方向前進
3.短焦距凸透鏡將透射光線往主軸方向偏折的能力較大
4.光柵上的光點可看作物,聚焦點可看作是像.改變光柵與透鏡的距離
(改變物距)就可示範物與像的關係
5.也可讓光柵上光點的位置不在主軸上來觀察像位置的變化

示範d

主軸

單眼和數位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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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數值環:往右一格
將使底片上的照度
減半

對焦物
離鏡頭
約5.5公
尺

景深指示:在F16
時景深約從5公尺
至6公尺

200mm焦距鏡頭

最小F數值為4的鏡頭

單眼相机

現在的底片速度為
ISO400.FM10的底片速度可
從ISO25至ISO3200

此線對到的是快門
時間,現在的快門為
1/1000秒

60代表1/60秒的快門,B代表快門的長短(大於1秒時)由你按住快門按紐
的時間來決定.



18

光圈和F數值
•F number = f/D =鏡頭焦距/光圈直徑
•鏡頭上的光圈控制環，通常標示有1 , 1.4 , 2 , 2.8 , 4 , 
5.6 , 8 , 11 , 16 , 22 , 32的F數值。F數值愈小，底片上的
照度愈大。相鄰兩級的照度比為2/1.
•例：如鏡頭的焦距固定且快門固定，F1的光圈直徑是
F1.4的1.4倍,面積比是(1.4)的平方比1，差不多是2比1，
而照度與光圈面積約成正比.或若大Pizza的直徑為小
Pizza的2倍,則大小(面積)為4
•光圈是一個能控制透光量的裝置，光圈開的大，透光量
變大.與快門合作就能控制光進入底片的量
•曝光量=照度x快門時間 單位是勒克斯x秒
•勒克斯是照度的單位,代表的是1米平方上有1流明的光通
量.
•1流明相當於每秒有1焦耳的光通過.

F1.4 F2 F2.8 F4

光圈直徑D和F數值

1.4 2 2.8 42 2 2 2D D D D= = =

1.4D
4D2.8D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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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深和焦深

• 景深-物體在這段範圍裏，都能清晰的
在底片上成像 .在這段範圍裏的一點在
底片位置所成的像均不大於最小模糊
圈 .

• 焦深-被照物体離鏡頭距離固定 ,底片能
放置之範圍 .在此範圍內 ,點物体在底片
位置所成的像均不大於最小模糊圈 .

功能鍵顯示鍵選單設定

播放模式

拍攝模式

近攝和手動
鍵/下方鍵

閃光控制
鍵/上方鍵

右方鍵

左方鍵

Digital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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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

程式自動

風景

手動

輔助拼
接

快門先決 光圈先決 快門鍵

夜景

短片

快速快門

慢速快門

人像

開啟/關閉

變焦鏡頭焦距為5.4-16.2mm,小焦距時為F2.8,大焦距時為F4.8.相當於單眼相
机的35-105mm的變焦能力.數位變焦加上光學變焦,圖像可以變焦達9.6倍

光學取景器 閃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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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鍵— 設定曝光補償,設定白平衡,設定
ISO速度,切換測光模式,設定照片的像素大
小,設定照片效果,設定驅動模式.

• 顯示鍵— 可顯示照片的拍攝條件.
• 選單鍵— 可設定智慧自動對焦,防紅眼,自動
對焦輔助光,數位變焦等

• 光圈先決— 你選擇快門,而相机將幫你選擇
光圈.

• 快門先決--你選擇快門,而相机將幫你選擇光
圈.

• 程式自動曝光-可讓相机自動設定快門和光
圈設定,以配合景物之亮度.

• 自動---相机會自動選擇所有的設定,你只管
按下快門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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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中的電風扇(a)光圈為F2.8,快門1/125秒,速度為
ISO400(b)光圈為 F8.0,快門為0.4秒,速度為ISO100.

運動物体的拍攝— 電風扇

•拍攝運動的物体可選擇大光圈,速度快之底片和較短的快門

下圖是用50mm近攝鏡頭所拍.大光圈(F4)時
景深非常窄,小光圈(F32)時景深較大.這時景

離鏡頭很近

光圈(F數值)對景深的影響

大光圈 小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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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近攝鏡頭和同樣的光圈(F4).但
景離鏡頭較遠時景深會增加

近攝---下圖是用50mm攝鏡頭所拍.大
光圈(F4)時景深非常窄,小光圈(F32)
時景深較大.這時景離鏡頭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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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mm焦距的望遠鏡頭
拍攝,視角較小

50mm焦距的標準鏡頭拍攝

28mm的廣角鏡頭拍攝,視角較大

鏡頭焦距和視角

• 魚眼(Fish Eye)鏡頭— 焦距短(6mm-17mm),
視角廣(180-220度),極寬的景深和最短成像
距離.

• 廣角(Wide Angle)鏡頭— 焦距從15mm-
35mm.視角廣(64-180度),適於拍攝距離近且
範圍大的景物.

• 標準(Standard)鏡頭— 焦距為50mm,視角與
人眼相近,約50度左右.

• 望遠鏡頭— 中焦距(135mm以上),長焦距
(135-500mm),超長焦距(500mm以上).使物体
有較大的影像.

• 微距鏡頭— 焦距通常分為50mm和100mm兩
种. 專為近距離攝影而設計.

• 變焦鏡頭— 焦距可在一個範圍內連續改變，
例如38mm-1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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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素和鑑別率

b.從像素較多的檔案裁下

a.從像素較小的檔案裁下

圖a的解析度較差,因為像素較少

黑白底片沖洗

• 黑白底片沖洗需在暗房中進行,不能開燈
• 顯影劑要搭配所使用的底片,顯影時需參考
說明書.

• 一般定影劑需5分鐘,快速定影劑約2至3分鐘
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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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片工具

捲片夾

剪刀

不透光筒

拍好之
底片

用姆指或其它工
具頂開底片盒蓋

剪平底片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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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沖片夾放入沖
片罐筒內並蓋好

將底片插入捲片夾,
並沿著軸捲好

將顯影劑倒
入沖片罐內

左右搖動使底片均勻顯影,
約5至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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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顯影劑倒回顯影罐

加入清水數次使罐內剩餘顯
影劑不再起作用後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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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定影液,開始定
影,約3至5分鐘

定影完成後,將定
影液回收

活水沖洗15分鐘,然後掛起來涼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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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洗放大

放大基本器材

• 夾子(clip)-夾相紙用。
• 相紙(paper)-一般都會選
擇2或3號作為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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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機(Enlarger)-將底片放大，並將影像投至相紙上.

安全燈(Safety-
Light)-不讓相紙
感光，且有助於
看清暗房器材的
光源.

放大基本器材

計時器(Timer)-控制放
大機的曝光時間.

可調相紙框
(Adjustable easel 
masks)-可調整所
需放大照片的尺寸.

放大基本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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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對焦器(focusing 
magnifier)-眼睛來對焦
只適合粗調，要能對焦
準確需靠輔助對焦器.

切刀(paper cutter)-
裁切相紙用。

放大基本器材

放大基本器材

盆(Tray)-需要有3個
盆，分別裝顯影劑、
停影劑和定影劑。

暗袋(dark envelope)-
放置未曝光或曝過光
之相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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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機鏡頭選擇
– 50mm焦距鏡頭對於35mm底片。
– 80mm對焦距鏡頭中等大小之底片

(6×6cm)

F數值3.5,焦距為
50mm

放大機鏡頭

• 底片夾(negative carrier)
– 將欲放大之底片置於底片夾的框框內。在放入
後，可用壓縮空氣之清潔罐來噴出空氣來清潔
底片上的灰塵.

– 將底片夾放回放大機後，可以把大燈關掉。然
後可調整放大鏡頭來得到最小的f數值，也就是
將光圈開至最大，因此景深最窄 .

放大機底片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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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濾光鏡,置於鏡頭前可
避色相紙曝光

放大機紅色濾光鏡

對焦位置粗
調

對焦位置微調

放大機對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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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高度和焦距至你所需要的放大尺寸.
• 對焦時將光圈開到最大使景深最窄並利
用輔助對焦器才能準確的對焦.

• 較適合的光圈設定-.實際曝光時,光圈可
變小2至3格.若最小f數值為f4，則f5.6是
小1格，f8是光圈小2格,f11是光圈小3格.
此時景深會增加，這樣可使影像不因底
片的位置的變化，品質有所改變

•測試曝光時間-利用
紙板來使相紙上有
幾個不同的嚗光時
間 .可選擇四種以
上的曝光時間.

•顯影-將曝過光的
相紙，放和浸在裝
有顯影劑的盆裡，
直到相紙產生適當
的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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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影(含少量冰醋酸的
水)---將相紙移到停影
液的盆內，將能停止繼
續顯影。30秒左右即可

定影-將相紙從停影液丟至定
影液後約30秒，就可看測紙
照片的結果。然後選擇最合
適的曝光時間來使相紙感光
並得到理想的照片，這時定
影的時間要足夠。

• RC相紙-停影可用清水。
• FB相紙-需要有含乙酸或冰醋酸之急制液。
• 清洗-在流水裡泡15-20分鐘
• 晾乾-可將相片夾在小夾子上並掛起來晾乾
• 如果相紙上的某部分需減少曝光量，可藉著
中指和食指在那位置晃動來達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