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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濾讀世界

路圾的這間是會虫 III影果現的重要手段，

喝聲色 i且.控制反差、平鹽 1班忱、當遭特殊艘

果.都可以通過諾境喔島主 E得.uv、幅揖‘色
溫 ;w~普車纜車壘 tt香攝影師不前Ill:缺的主
具.

""if<梅園仗且光中借錢 B+WiIl色種果用

傳固;j:特(Schott) tt鹿光掌玻璃，果用精密
的研層加工和I§ i:直接草創作，形成丰富寬 f 的

系列化F晶 I 完甜，聶E會虫攝影的需來自使它

在回師同真 F品中始興保持書祖先水平，如"'.

1':越來越苦地普遍洹用于商ill!1.且影、數悶棍離

制 i午~高科搜萬港度的攝影組鐵.

1985年 加測句著名的攬生生 F企ill!能耐

值(Schneider) 公司合井更進一步推功 T

B卅草色欖整 f章制作水平的學升 F 品生?'!量

不悔 Ii克互通盤告養科竿和士~報關使用前特

殊草草色攪.

作均青虫的~色攬生 F 企~. 8卅証n再給
全書揖持聲問限額先水平回戶守緒起來稿的品嘗

輯，惶.連一位潤.刃東所有海績都保持忱昇的

廣量.軍事 Ht昆 ilF 晶lE用「注 行 t屆全甜

甜喜↑國眾 也是歐制各大知名的帽机創造~

司首湛的配曹F晶 F

生量迪拉臂的幢幢技乖赴理. t.直片聚居船成
防水的不月壘，罔聞1戶鷹

區〉

中辜的站右站注机J.)..沙特(Schott)
III盟的玻璃哥哥中掏出完美的先半數璃桂.

ζ一-一、4:是三三亨三章
是孟主動
1長長主三言

伽利儡先憬的事屠鐘樓固制

I.~屋雄模2. Schott 磁瑋 3. 先學服
4 固定那 5 的帶地區耐高溫封盟章

e 備先話很〈蟻 f宜n耳:杖〉
7 生是值站直t涅的可能式丹框

‧‧‧‧‧‧‧德國的科控水准 高品價的B卅滄色攪 ‧‧
50 t;年來，B+wlI;色IJU 辜會這間頂尖的科韋拉京生 F制作，在光學磁璃創造，憶 t亞和迫

框加工轟芳百調有強一的奇制 tt乖 a 因此保証其拾媳位干世界績是宋平.揖不完全接廿 圓

障著名攝影師大事使用 B+W挖色 II.

;$oF品頭荻世界捕影
超妞(Jt且品最iAiiE

I§慎机芷垃行 5填報護作!leo 以消除反射.

數控牢庫椅酬的加工出各科尺寸勻規格的銅Mt外權.

.\﹒~一
\k-YLJ

II意.

每~iIl色』毒品「酹均需溫迂 λ主植到
才行 E直到童甜苦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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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W UVQl 日

寧主色軟片用 uv及KR]慮色攪
黨外能全 F生灰霄，因而悔恨阻片的清晰

度圖使軍陣呀起來模糊不清 遠神情 n.用
U叩 IOill!色纜車消除.黨外接量均肉DR不胃且.

如普遍存在千萬山里?當值的晴空 τ 因此

UIIO的通藍色片按規均不司或蝕的能色攪.而且由

于 WOIO. 處色 t竟還胡是色 F 且骨頭佳何曙光朴

值 所以這神混色鏡被且是常的安按在鏡接作保

妒境使用.証草色 i剖面數均1.0.

2.> KR1.S

O
I..、主光纜〉

KRI.5露色嘴上浪漫的翰証色冒目投 1肯輕間

下拍照阿容晶在生的偏藍色啊，僅照片上的景

物呈現會 λ愉悅的曬油 它間吋ill!:掉了數扑

按.除掉了灰軍現鼠.有很幸 λ 叫它做夫先

慷它租 W績一揖甫拉燼用作方保妒績*

久的安撞在攪挂上路色績指數的指1. 1.

缸， S+WKR3

O
使用 KR1.S讀色攪敢果

(S1e)

在大間下攝影吋.尤其是在會夏季唷晴空方里，元主主毫云朵咐，我們連試扭配閉 KR3揖

色攪 它能，崗除戶葷的偏藍色油晨 4草棚失真的 Imlll..甚主能將閉影部分中固自照太也站到所
專鼠的藍咽恃 Iff. 路 e\章指翰的均1.2.

。-C未使用站色纜數農

重l
電

使用 KR3連色憤世宜果

‧‧‧‧‧‧‧‧‧‧‧‧‧‧
4.S+W KR 6

目光中藍色光所占 ~t削i立大吋 f 如高山地

區的盛夏中午)全造成報均戶宜的藍色色偏-

KR6軍色\I宵消除 is神阻 fit. 它不見摺~t.7紫外
鐘 間樹也有:自謂灰囂的組果. lit色II指數拘

I.4.

5;- 日+W KR12

也T光片若配用 7 棕色的 KRI2草色頃，甜可

在白先下 1車間mt配音的光盯梢餌，而不全 F 生
蘆闕，此外.有海皇島窮色軟片配用此芭溫片耐

色蝸盎亟待更要面面.讀色清指數的方 2.0.

6;; S+W KR1S

2霍梅色的 KR15站色攪 在使用上再附 12太

過相同 但在非常晴朗費高色;且均古 t 夏目正

午稽咽下) .間 15;1]更佳的進揖.

7~ S+W81A

31.站色視liT以把人工咱自月光輝的色，且恃均

H 先片的扭曲直色溫綜准.它的咽敢自 E均可fI]

垃赴理剖曲 K左右的色溫.由于它有陣愧色溫的

功能 因且能!it'f照片較均曬繭的數雖.遮神

揖色片封干渴望耳其芭洞的攝影 10*竄而育是
組均重要的.血色燒 18數的均 1.2.

8;- S+WS1S

818說色積有夏文的圖校能白 宮的油校范

圍苟延伸到過理 3晶。度的色，m 曹造出報Bi洞

的作晶.尤其若您在人工照明下拍攝 λ 悔，希

盟有軍 λ 酌色油吋 ;!tfn推荐您 E用此誨繞.

搗色 t直指數的角1.2.

至于何神 II片舟最通用，

1圖書照第 5頁色溫 n照著 2.

，主，I哥哥俏倒數值jo;ojJlll.K由州

講芭纜的近似值.

o

(息，旺)

(85)

扭曲)

未使用草色 III故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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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軟片用 KB;膚色攬
1. B+WKB1.5 (82A)

;t科淺藍色的路色攪可持清晨及前昏的先

踐中泣辜的責虹克海除埠. f畫面前聖現出設

冷珊的色彩.以符吉某些Ill!圓的話色軟片，它

也訶做色彩平衡之用.拉色 m指數釣均1. 1.

~. B+WKB3 (82C)

K83站色續前消除{I!:色，m 所造成的儡缸色

洞.以置 T免片拍照而果用 500瓦太陌生T作均究

課尉，全在生虹色的色偏現車.;t神 Jli!tl<可以

用冊封肯除.此 'I、 以 IE式的胡酪輛叫做先頭

拍照時.亦頸鹿用 KB3誰色績.草包攬指蝕的

均I.2.

3. B+WKBS (800)

遮科帶中度藍色的迫色價可蔣民同昏先說

中強冊的笠光器除掉.在先掌土，這神路色攬

常被用來再明景物中注 i店的賞，權晨全 I色喝.

底色 if 指數的角1.5~

色;且攪片的就用在于它能改'II:光ill[中先槽

的比例.以通告 i主軟片所囂的色 i且最件.我的

需用 K東代表色溫高 fl!:.高色溫的先讀星理偏

藍色油. I目Iii酌，愧色，且則偏紅.至于在各神

不岡站台中直 i里用哪一神煎度的 if片 則取決

于所要喝校的色溫文 'J‘而定 是由虹到棕.運

是由虹到藍，至于何神;在度的色 j且慢片均量還

用 ι 冊書照色 J晶封閉聽 1

是 1
海色植 咽校色溫范圍

摸到 ).)..-到

KB1.5 3日∞K-3200K

KB3 28DOK-3200K

KB6 41∞K一--5500K

KB12 34DOK--5的 OK

KB15 32∞←-5500K

KB15 26DOK--5 500K

~

使用 KB1.5揖芭攪 t車站果

使用 KB6草色電車教果

諾色 if 嗅到 個校此色一j且范到圍

KR 1.5 3400K-32 ∞K

KR 3 3600K-32 ∞K

KR S 3個OK-3200K

KR 12 5500K-34 ∞K

KR 15 5500K-32 ∞K

81 A 3400K-3200K

3500K一-3200K

一 一

‧‧‧‧‧‧‧‧‧‧‧‧‧
4.B+WKB12 (8日B1

遠革命深藍色的話色情能持 3400'K 的λ主史

觀圖拉均還閉目先片白可想境.否則 面面上格

里現強烈的實斗置色 ill. 濾色讀指數的均 2.

5. B+WKB15 (BOA)

使用遠神 E色續前前以注目光井也育以在

3000哨的主事墟中拍照而不畫出現色備現缸。褪

色\I指數的對 2.2.

6;> B+WKB20

當目光片悶在室內拍照，以倩撓的軍用:tJ

;!]f，曲光源阿圓都需要討色溫做失幅度的喝拉.

路色檳指數的角 2.7.

以日先片拍照附 蚵』祖先海中位先比例迫

高.姐草 E阻n. 則金造成芭窮的扭曲.于 E吃是

用 t置專巨片神英亦耳其是不盟的光源各件. KB色;且

積片都有助于改醬面面 1吏 ~1甜苦起來越于原

眛.

至于何神論度的色;且構片均最這間 i吉普幸

煦第6貨色;軍封RR壤 I.

注:擂哥內的數值角討照 K叩 AK述色饋的近似值

最使用草色擴散果 使用 KB20讀色曬橄果

這: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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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光纜

控析射述的光錢喝光價才能~'t!Jt生作用.先錢的行過就如開車圾一陌.自主間益求 T

j包所~~~出來前先講.間財會有不開方祠的先說.連神光錢叫做束折射光=行逝方向草一

的叫做鐘世 Iii射光.

8+W 儡先 1聾的兩片玻璃片中密封長械杖詰詢的備光譜膜.遠神奇色格司主諮詢均祠，直不可

見 它具容 i們于逾古間再此接話掏平行的史告單單 耳之垂直書畫被完全間結 而其他曲壇

的光盤刑部分被阻 11;.

對先搜控也某一平面的反對后，就會彤成 Iii射先.主于折射的程度 ~II偷渡反射面材盾的

折射能力而弄.以恥的廢菌均制圖它的聶士折射不起迫 37度.而戰璃 ~II低于 32度.其他堵如

宋美、草地、塑膠勻 4莘面荐，也都金 F生某艸程度的研射班也.但未語表面位理泣的畫眉豈

不規則的且對.因此 唯有准備的重極研射的方位干以控正 才能翎鹿前消除巨光的現鼠.

也就是說，光垠的投射角度釘抱趴抽煦的角度要越近一致，井且其最大的偏折魚度需扑于

30-40 度之間.要 7 揖自+W備先 t貴的種果 只脅時胡話色纜的前權.就河以此現最窗肉看

到.能性備先 lilt草收倩先都當有直是世偏班箔.

t旦壘 在錯絢上有個下聖鼻.自功;i t緝的壘區相肌都有一↑分先幢幢的聲宣 1每部分配

先投遭到測梵悴瀾先回而軒昂一部對的史說道往租費窗.連坐過 λ 測先 1車的起雖已被此控 t直

折射迫.蚓果我 1月耳在 t直接前加裝了一片能性偏先纜. ~II卅于連科K.:攪而會 軍事于是扮演了

第二+備先憬的作用可閹組 T前往刺先傳動先生主.辱盈瀾梵你得到諸畏的 II 先值{謹先圓

值).至于阻擋了事少先措.叫做法情境勻偏先撓的繭度而界.

主制定值班lUll 利用加義 T 一片商輯先讀延退 1峙的倫班箔來臨右是迫↑圈仗. I"搗性折射丑

改成耳撓行姐也不金吋 ~II光轉折射，因而得到芷桶的晦咒值(光國個).

4晶班境造用在拍攝民串研制 甜苦思針是跟有扭悍的世果 .illi 色畏吏的史錯折射軍比被

自主散射盾的班雄束縛大.和 l閉備先禮也可以Ii!揖肘的iJii色宜咆軸且消險低角度拍攝組布景

物的灰軍.

遠，由于偏光攪原理的特眛

性.就成 f辭而盲-一蝕拍攝浩

劫玉帶使用事屠咆彼模軍咧酌

情梵繞片，

未使用偏光纜效果

?快曲個先給退

的先揖

使用儡光欖效果

‧‧‧‧‧‧‧‧‧‧‧‧‧
1. 6+WPolar 間『儡先 1直 (PL、CPU

且E拼搶色 If 使用 7 Schott 的光學磕讀和仗

履的偏光箔輔制而成.提 1萬說牲備先攪和王軍舟

備先，!兩科脫帽.話 E色請指劉丹 2.3到 2.B.

2. 8+W MRC·Pol甜甜 r j;居幢慎偏先繞

(PL、CPU

遠神器色\Jfl費用 TSchott 的先半破罵和 Ii

膜的偷梵箔精制而成.在 Schott讀璃上增加 7

施耐種奇利的事壞 m慎，使磁片通舟 f生ff 更 f克

弄回更起重 IJIln盆、防*囂的作用.連科偏光纜

智能性且耳杖向轉耳恨這 l!t.iIE色Il!指數對

2.3i'12.8.

主;'6+W Slim-Polarizer 超哥哥偏先視 (CPU

直神撞 f聖欖使用 7Schotl 的先竿蘊璃和 lit

盾的偏先箔精制而成.同耐它的境框果用 7超

薄 iii:汁，厚度1且5mm. 特訓，置問干起「商 if壘

的使用.>!!色攪指蛇肉 2.3i'12.8.

4.6+W MRC-SlilO-Polarizer

Z后值蜂起草備先攪 (CPLl

達科孟藍色績值用 7Schotl 的先尊敬晴和個

盾的偏究箔稽曾到而成.同肘它的噴框果用了起

講過汁 j車直倪 5mm 特別話用于超「角 if茲

的使用.在 Scho認識璃上增加 7 胞耐傳奇制的

j;m搜慢，慢車片過覺性能Jlit\:鼻，更起至 IJ J!Jl

E但.防水霉的作用.措芭績指數 1句 2.3到 2.8.

5:08+WKa 盟 mann Polarizer 凱民瞞先攪

連神高坡的俑;t Il!片是呆用特湛的幅完謂

正班字報璃生1"的 I 是備先 E盟軍3日l 中現格提高

的一神型哥，它的也蟻都挂過膠合會對扯理

因此這合在黨些特殊的思劣 "jl~，*件下值悶，

由于材盾和平玄的忱勢.遠神攪片也融通用于

那些討影偷車庫霄買~i'"格的杖 ill，特別是配用

各神快 i車討焦 t是繞族及 i自色羞$直接吋效果踩在

均明里，話色IJ!指數月 2.3"12.8.

間，用問
圓恩曙噩噩
使用制民偏先 If故果

這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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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W 岫間，而 ne Pola巾or 曬甜偏先攬

(CPL+KR 1.5 )

在啥事的攝影活劫中可備先槽的使用可以

悅蠱祖 3頻繁。封于一令有安膽創峙f'師來

悅 .m該清楚的試i.F!到備先視本身是一神中性

的連續{且 1里 it上現備先前是不影咱般讀物傳

品控化的，但我 j(]往往在拍攝的迂程中，使

用 7備先攪和沒有使用備先攬酌照片相比

較，且全覓得使用了伯先坡的照片盎然敵色的

悟和皮大大的得主 II健寓，坦問耐色渦相互才來現

偏冷 7.遠是國方自煎界的藍天自主!錯啊湖

泊誓冷色繭的暈頭此牧草。在偏先 t暈過高 7;$.

些旱旬的色'j:炮制度后，整+區區面就，\IJ再更加

"冷刊 7! 對?Ii說1月并不是沒有部法師且是遮+

I司妞，通常司以通迫增加色溫平衛嘖 OJ]

:l'S1 草書II， "KR 那'I等)難逃到面面糧

油的教學，幸 λ看起來政幌輸說.但是說們間

咐也知道，偏光 1直是一神相 .1于其他績片比較

厚的諾績，間間權用色溫平衡纜的最喜餌"咱

「陶鑄吾先的成f*· 再看 ff用串串的路續討成悔

的敢接也愈不'Ill. 均 l止 Schneider B+W甘商

在 fit勢的偏光 it戶晶基耐主生戶也要這古我們

大事數值影惰，且使用的越個偏先 It 它在起到

偏3佳績偉面色品飽和度的同制 且能校正前 E

Iii說備先攪在使用闊的偏;會現顱，日 +W的啥

叫備先 il繡31;是攝影飾不前5H晶的It秀攝制.
這神情光境有錢性且耳拉爾科可供述擇.

使用睡咽偏先攪戴黑

區〉
使用備先續做!.Il

‧‧‧‧‧‧‧‧‧‧‧‧‧
7. 6+WPolar 間 rFoil 悔光棍

偏光棍甜甜拍工作研助，~士.它 1月通常扭

扭矗于光輝的前面.除后，我們貝需要在嘴其

前面再加一片備先績，即胃將盡厲表面鼓曲磨

棍大的平;m llii'"生前巨先消除悼 lit抖，和 l周

誼神偏究版商以在使用何社:tT抱照肘，得到

不反先創作品.1;1查是#首先線來抱攝透明翰体

吋回可你鑫不同的色彩旦現出胡傳和肉飾的張

力.

偏克頓的供貨尺寸 50~ 目酬 ;7叫個 mm;

75X15酬 ;60X85m 憫。

l曲XI曲'mm~

(其它特講尺寸可 IT恥III

使用偏光鏡頭果

使用偏光 tlx!(果

@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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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軟片用濾色績

，它)6+W 021 lighl yell恥句洩賞

連+証E色讀藉自!!il~黃色.權色取証色的

赴理財.使得作品覺得更對過草草案和句恍雅.

特別通用于蚵女生可小 if<的λI I!攝影，自F耳光下

討歐色色圖改善.審美的風聲照全哥大自然的懂

，但等.血色繞指畫畫3句I.5.

~~ 8+W 022medium yellow 'fl質 (S)

刊用遠↑草包 III苛使德色景物 ~Ij量也更橄

持的屋;笠，亦可更生回膩的描拉夫盒，我們尤其

推「將它);tz用在風景!�直花軍作甸的攝影中，

在 H先下做 λ 愉攝影肘，搭配此誰色 fl司1嘻皮

歐上的瑕if.淡化"僅且是色絞撓和，間肘 i量，畫色

挂蹟更好的表四.建色 II指蚯蚓均 2

3_.，a...w 023 dark yellow 深賞

間抽;~禪且富聶哥軍作品肘. !Z用ll\:↑昆色

片冒TW·再m~皇軍富的改醫.它也冒叫加強花草
f"翱的反塾， If景物看起廉吏，曹蜥 .λ 主是海

下做 λ1軍攝影阿圓使用這1'1€色片能讀酷程度朕

上的瑕liEN.宜斑.也能IfD~峙的 S~色加潔。值

層色靈;揖.昆色攪 111蝕的方 3.

o
區已

(2E)

血色軟片宋體閻麗色 f竟敢接

.
黑白敏片幸1l;開露色 m設提

使用。 23~置賀揖色 III效果

‧‧‧‧‧‧‧‧‧‧‧‧‧
~ 6+W 040 yellow-orange 賞授 (16)

;t片蟬情色的路色 III可加海蓮、~可鏢叫

且賣婦等色制.吋于偏好景物群閉且能廓，曹晰

的肉串照片及建鈍攝影聽說.ll\:↑草色績是過

封不荷華缺的.單丟在自去商巨墾的材托 τ更
方明星.述+據色纜亦r;王的被果鬧于國先下

的 λ 体攝影.証 E色橫幅數均 4.

5~ 6+W 041 red咱間 nge 証扭 扭 2)

jZ;i'"雄色續自~I直至空奎暗.創造出鼠目耳他

的波副It去哥豈敢聾，井和 l間萬反差強 t閉目單時
都.在南挫「告攝影尉，也常用它來慢升賞、

惜取証色的亮度 以i直色防分明.海色境指數

均 4.

慣用証糧站色種敢接

區示

定些血色的推色種譜曲加海其 E扑色耳

提升句自己個近色系前亮度來故宮景物在罵自

股片上成悔敗果.最搏的成果即方靖耐勞閉的

tii陪.至于此施色續討干 i在色辜的阻擋競率則

視其 i喜慶而定 s 換旬活 t且較深色的單色 II~ 揭

穿透的能向較高 宵阻止較皇島的光鐘聲遠.

少

使用曲。沒証血色視畫畫果(甚多見第 14頁》

@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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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W 060 yellow-gretm ]有M (II)

此神証E色當能將各神本問色羞的 t景色景物

區分出來，所以最這于用來抽!團風景照.充其

是拍攝曹失的景色肘，它程由英里沒色圖.來

描告他肘齣聶盈地.此外 由于它財紅色色祠

具有聽好的衰現緻果，因此也常被間在自備光

下的 λi 曲攝影或因 i車間.車色橫 Ji蝕的 3句2.

l-8+W 061 gr苟明 (13)

達科深揖色的海色攪卅于晚幸 lUI:擎的銀

色色制有極佳的巨封能力.常被大力推「使用

在下列均合 拍1軍錯國間的花卉攝影:峙怒攝

影耐用來區分色壘。以 E僅用高ilR軟片做λi 曲

棍"吋洞聾紅色色個. iIf色種指數的角3.

8;:> 8+W 080 1ighl blue ;，草草

此和証E色攪常用在油位 if 周老 IS，T具援軍
用 *nl 串串 λ 工閻明拍照射所 F 生的責笠色

偏.此持 也常在 λ愉班禪偉照耐用做細講故

色之用.摺色璜指數的內1. 6.

1ω
岫

自由 ./'r-..、、 / v
、.，[ /

/ '入 F、 /可"
嗯? \

F

、、
F 用 M引

A / 卜-

曲
岫t

l
l
主

拇油
司有

咽。

3切 4叩 4扭扭。白 05006 切 7ω750
班長(個 1 一-

區塾

‧

慣用曲。ill..迪坦領教果

彩色軟片未使用路色噴故果

9. 8+W 081 blue 藍色

速轉路色攪輛自扭曲山谷中的山崎Ii會遭

東西勻蚵囂的光鏡導方式.來追到突皇天宣區

;咒的做果.此外它也常被用*'增加A1I志攝影的

是攻讀個監 λ主照明的先清華昇.諾色片指數

的內 2.0.

:!o. 8+W 090 light red ;是虹

造科站色構是增加反羞最好的工具.拍攝

風景賄 lit建鈍物耐回我們耳以利用它來突~白

色匡缺.例如 將自去 i車跟在深藍的天空前，

間制制腥的去除通娃的灰~.亦育在靜怒攝影

阱做展;主址盟主用.讀色情指數的均 5.

11. B+W091 red 証色 (29)

j!神草色讀這用在!'L費醫照lit連說攝影

肘，可以制作出“風景似'的主彩.月光和憫

*.曹造出趟車案的精讀.在外理靜 ;$1/1影的

是;~肘，在制拍憤鞠組色的 l目文件吋 述神面E

E 片是組討i:'耍的.站色讀指數的方 8.

提示
一股而盲 ;主色的組色積粒常用于 JC'!k豆E

自結果翰的攝影.取.吋，在重要部位同財存

僅用個 l單路色續數果

片來 if 它們睛里區分.

有明亮相逅的兩神色哥哥的 開冒利用迫農草色 使用明 m巴拉色\.11效果

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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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歪鏡片

1. B'WG 用dua1ed 5日1 neu1ral de悶ity

申訴漸瓷視片 501

i主神攪片的半迫j;]，哺查灰芭的揖先慣，在

述1'1K1.車內.但喜 1年5凹的先棧軍垣.~此一

來 就需使居都面面:Il1'I凹的暐先盟.

2;7"B+W Gradua1ed 502 neutral den到 tv

中友且 f費價片 5位

灰色揖班區快的但容 i午2蹋的兜綾穿遷，

因此可 1童讀局部茵茵囉1; 2EV的曙光量.

書~.

3;0巴·+WColorG 用du.led 590 red

紅色結實攪片 590

H!'闖進科視片訝得到 ~1 且9'日西下的"i:

使用 501漸!II:鏡片果

使用 590浦ll:視片黑

II@)

‧‧‧‧‧‧‧‧‧‧‧‧‧

未使用精斐唱片姐果

4.B+W Color Graduated 524 orange 橙色前輩偉片 524

使用遮神鏡片，Ii創造的強串 倒~9 間 tt紅色商屋攪片集祠.

且位不看10:垃.

5. B+W Color Graduated 543 violel 數色漸萱If片 543. 攪片的半也均紫色的漸歪.

6. B+W Color Graduated 550 1abac 策草色，軒重視片 550. 欖片的牢地站菸草色珊囊，

7. 8+W Color Graduated 561 green t;景色斯聖鏡片561. It 片的丰迪克車色浦聖.

8y B+W Color Graduated 581 blue 藍色漸!II:\l片 561. 權片的半也均藍色淵斐.

此扑，另有下 JII色果接受 iT貨

述自陸攪片是果用高憊的 CR-39區克7J精制而蟬的.積片的半也碧以某特定色車且由~而

i貴湖區分布直到清晰四月亮部分. iii;間吋可由 Ii片外恆的雄特東祠監賣部分 Ii盟的方位.返

美 It 片jjJ以勾其他神婪的主E色攪吉井使用 即使是其他色辜的 j輔畫績片亦可以 180相互育向

井周 創造出自草色嘉浩 λ另-色旱的特蝶效果.

提示

~養湛色境的曙光指數軍逐一潤量.封面 E中有主 E軒的晴空間 指數的測定要以前景

均主.著問 R可使用兩片漏屠\I時間 做神知其鷗先指數 則須持南\I片都配捏在攬生上

瀾.才能帶到正喝拉值，用研聖續i.E閑在拍攝風景'-�咐.且將讀片上色臨的對捍錢保持水平.

使用 543+561~輯查慎效果 @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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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Wl0l

;1!;神器色績，在使用高感度軟片拍曲肘，

可用來講除過程的封棧.站色規指蝕的角 2.

色， S+W 102

強光下既要聽特大封 E 且要世間 l回曬

先:~用途科誼色續就冒 T以暫住.搞自遮仲jtl，

理投巧 ιIUl 師司控制車接來強洞主組 亦訶

棋輛車組以制造血度盛.自色績 Iii:蝕的舟4.

3. S+W 103

這神挖色 It比 1由主會.所暇收的先說亦綾

皇島，在攝影古面扭克通用，主其，" I買主先固王

:是l!':!II'J、肘.此悴，也司利用它康情 ~IJ特定需

求的最法.語色攝指數的角 8.

4.' 6+Wl06

遠神海色情特點IJl置于周長吋!可曙先(微分

神).撮錄影亦通用.路色 il指數的均 64.

量7'a...w 110

寓溫、超男導主ill!過程的現軍且可迫錯常窺

搭配使用注神鹿色時.空前阻愷強先而搞錯出

許皇島有趣的姻桔.路色片 Iii組到均 1000，

r.6+Wl13

;1!;神誰色片草這用在工血犧塌方面和大開勾月

賓等天囂的 1盟軍攝影上.有 7i主神話E芭片就耳

以拍攝 t是開岡曙光.誰色片指數的叩 o.
7;:> 6+W 120

i割的 E色欖壘青拘束闊的現ifJ IJ.!:可攝影特別

創作的.沮壘，即使個此 亦不胃財主間做直

接視察，以先它所幅射出來的 t走過且丹按 1.&
時，實.草色片指劉丹 10000個.

B+慨祖先績是呆用 Schott 的離光單璃做成.

它能把叮見光~除而又不，但附原色路局&差.

使用 110揖光 it效果

l藏光棍 草草片I~盟 光因值 ;在虛

1 代悶 續撤程度 (NO)

II 101 12 1 。3
2 0.6

103 18 3 0.9

6 1.8

'I 110 1000 10 3.0

10000 13 4.0

120 100∞00 20 6.0

II示 對問時，且完幢芥間間，連色幢iii扭曲抽II!.

使用寓感度軟片妞，單吋常常金逗用到遠神提色纜車祖祖先.例~， ISO 1曲月 1 軒轅片一般.

在λ悔攪都肯面.直神漣色慣常挂用在洞監控亮的逆先背畢.槌聲擠帝遠神揖免纜，在拍照

碰到想翻抖加大究阻截均景究所需的起困值超相抓'Ii揖供的大小等情景財 I 即自付自阻 7.
t吐外，這科混色質也司以用來做*酌 i司曙光.苦追模糊特效JOt曙光注程中的宣攝妓果.

且已

00000000
近頤噴片

• B+WNL0 .25

此鏡片的屈先度均 +0. 訝，草草距角4冊。胃 m

2;:> B+WNLO.5 日

此燒片的屈舟度均 +0.50. iii逆均 2∞<nm.

3" B+WNLI

此視片的屈舟庭對 +1. 體距均 10∞m..
~ B+WNL2

此噴片的眉先屋角呵，t.\[區加岫 om.

5. B+WNL3

此攪片的屈班度 3恥3. 俾距 3句 333nn.

6. B+WNL4

~ B+WNL5

此積片的思先直角刊號距掏空 501lln.

位攪片的屆先度方 +5 焦距方 20<Anm.

!I"B+WII ‘大攝影\I片

此近!!Il\l片的居先塵封 +1口，伯 I.均
IOOulDl.連科攪片司位抽煙米相肌抽悔:溝但近

照 得重I)句真相同主甚到更大 tt憫的照片.

B+W的近阻撓片采用高扭的 It 大攝影周先掌磁片.它緝捕通 a拱的財體~繭，值境拱能
貼近拍照主越.得到毀大的影像且毋~Ji延長曙光吋[旬，翎力推荐在數間相制土使悶，連神 It

片可叫合井使用，也切忌超世商片自以~草生時魚.一的 4目肌配用近!!Illt 片闕，頭握自 1直壘
聶 f于姐討個豆It!;!自功封J!;罩竄來喃緝捕l.准嘯.咽帆攬生配閉 7近閉嘴片后的神j);距寓育自

下列公式推算得知

1月a+b)= 近照拘捕距寓的新恆 .=原個帆11* 的近聞~.寓，以屈先度褻主:

b~環繞照儷片的居光噶廈.

個机纜主前近研居先直是格1$: 11*的過照 B.萬(以公尺站直直位)陳 I.

直立 f且要知道在某神拍照~舍區果用何神強度的近'.~\I片，可由下否則公認換車得知-

(l-a，b)/a=近聞欖片的屈先皮 手拍國 pli 囂的討算起商.以屈先度哥哥之

姐果你的損錄影

軌沒有近拍的功能

說們推荐 i車使用

自+間，的近!�纜片來0::.

朴.

體示 It大攝影

肘 it深直、總會吏，置，

因此說 if]理ill.你特先

國指 2-3組.

近研 III片/屈免擅/主事被照休的 I. 萬{公尺}

種其間~JiNLO.25NLO.SONL 1 NL 2 NL 3 NL 4 NL 5 ttl捕
I~KI 吋 25 -til.S +1.0 +2.0 +3.0 +4.0 +5.0 +10
(J:)4 ∞ 2.00 1.00 O.SO 0.33 。25 。20
10 2.86 1.67 。90 。47 。325 0.245 。20
7 2.55 1.56 0.87 。46 0.32 。24 0.195

5 2.22 1.43 0.83 。45 0.31 0.2站 。19
3 1.17 1.20 。75 0.42 。30 。23 0.185
可 0.80 0.67 。so 0.33 。25 。20 0.165 0 日9

0.5 0.44 。40 。33 0.25 。20 。16 。14 0.08



特殊用途濾噴

'，'6+W Redhan 間 r 4引顧色增強繞

用于增強橙色、虹色司褐色的路績.

秋天拘風景攝影昕提供 7一車到有趣的主

題和色洞.均 7在照片中格扑湛真地把扭住秋

肘串繭的色彩，有鐘站的蟬，且肺金裝上 B+W前
491哥蹦色增強 1.0 甚至在天阱或者對色彩地

和最高值尚未足磅的情況下 I 帶執黃色彩的落

附的司扭耳逼真鞠 2平報她再現您的自目前.由于

B4 w的 491哥 III色增強噴能做到董仲色哥華曖化

再現，因而同樟自 t.i'"生最先威脅極光的色制增

強讀果.

提示

Redhancer 揖窺 a 再配古一小儡先蹺，將

ill.一步強化其寶貴果和增加色影盤休炮制度.

2:' B+W 499 F-DAY

迫神，重當色的血色 I~前以消除目光片搭配

賣光 ~T拍照咐 F生的 llli~ 色情諾芭 m指數的
角2.

3";" B+W415 (Schott GG400)

遮神主色的通色燒耳聞收當外說.常被用

來消除黨外投 lfi.i'"生的灰霄，亦哥拉除115h-軸

看il'llfi.i'"生的螢光.n于寓海投地區攝影妞均
有用.誰色纜指蝕的 3句1.

售.B+W420 (Schott GG420)

i主神帶;主黃色的揖色 Ill!寺均以無自殺片

做航盒攝影前世甘的.隨色 1直指數的角 2.

壓學
使用 415叫由單續做果

‧‧‧‧‧‧‧‧‧‧‧‧‧‧
.5. B+W470

迫神施色鏡用于鞠抽叫.i/r除現色色偏.也可用來制造灰宮數果. !It色績指數的方2.
(Schott BG18)

國. B+W484

進神漂黛色的游色 II 可iJ:紫外續完全穿透回亦宵達到主主棄li/..它當做用在按他賢先 *T
海前抽 Ra之間 此外 它也常誼用于搭配黑白軟片做， ;n: 灰冀的姐祟，認色讀指數的方 10.

7:- B+W403 (Scholl UG1)

員揖 f月有少悴的可見班有 E穿透迫片黑黛色的麗色情 但最它自~~月底前封鎖波長大于

360nm的先按.它的主要用 i盡是被IN.用于拍攝:If.9r嫂的反射物傳;;!::If.抖攪在先1*.海色攪lij

fj(金筒軟片不同而昇.的方 8-20.

8. B+W489

提示，

車抖譚色績常被你 3句圾桶站色片.因均它司以 1上t可見先穿透 闊的精班長大于 78伽1m以

土的証外鎧完全草 Ji蟬.它常被用車保妒忌紅外擅自句 c∞-感庇器"'iit 庄周在楠，月領過.

(SchollKG3)

此科特辨混色 1直井不一定民做于這用在上述特定用進肉 攝影師在拍攝泣程中往往畫得

到其官出乎韋抖的前果和'l，'得.書照曹還曲蟻因正是組站可率先 I~佑可能得到的數果.

B卅的特殊語色片能軒荷葉

特踅渡長范區的是噓 F 生超強 1ω

的
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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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迫盛:敢相反情:~:JC法囑道某

區段先撞車豈不足.但裝盒上的

詞
。

僻
山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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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系所積色撞旗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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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小綜

Schott 硨璁片神~. i草姻資料 i圖

吾吾曲曲說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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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m、k νr

下 ~II血色片可接受汀制: 8012. 623 間 38、VG5且V曲.

詣。 4∞ 4叩缸喝路日前 o 6EO 7叩 7叩
讀 t是(臨)一-

且0， B+\'t特接II'

壘曲高精度的數 l>r!.丸掠加工!tl"的班聞聽接埠，站在不同尺寸的車揖之何特快使用，理

俱7 使用上便利和申宙 7 畫報評支，由于它的位良品殷商以 4肘子的保持 7 糧片和攬生胡平行

牲和吻合性.所以使用 B卅的路攪特接耳是情心的保証.



000000
柔焦噴片

8+W Soft Focus 1and 2耳校主焦繞

<1度及 2度}

"神草色視司以時 iit景物的巨蓋井在亮

都周圍形成先舉.也司以來申 III直接祠的 III頓和

臨臨的控廓.它的功能主要靠自攪片上可軾的

車'I聾，而且耳譜曲光闊的抽土耳 E 縮小車咽重其
豈宜果的強弱.

2，B+W Soft Image 木滴露草草攪

使用此神It，個禮時間 /l:1Utill 酌強度民

比 2哥那 1直接組種時強.四 t極直用在赴理逆先

的均景.亮卸的光暈更明旦前暗部的能最甜 OJ

1:Ii可以保持清晰.它的It，焦效果不會因她間的

大小而改萱.

權未

車也攪片 lH~lH 盟并非民間于店用在靜欄

JiI1i島，聾的λ1直攝影 z 封于 E常的拍照主題也能

加以追用 @I作出超現寞的『氛.如 l閉草色片

將晶宮 E作柔無直上理而 IE中，L'IE雄主飽保持;iIi

嘲 有助于引~現實的注意力按:主在 t室主題

土， M連+角虛單 i車回我們連 i~i2l果間較大的

光團 來E分棍和 l且可陳朧的滑比影(i!，黑白攝

影耐配用It，攝橫!l!tffiHI 鍾果并不幸島墨.
利用曙光不是〈的蝠 'I、Ir2 倍〉可哥拉朴改普拉

神情;且圓 o
::t:-B+W Original Zeiss Sonar 1 and 2

黨司自且也f寬 (I皮 "-2直)

這轉站色績壘揖封封亮部作了幸焦赴理

主組仍然保持清嘲直到從廓迫攝.因此取最

間的 2萬可以提松封信.其It，無故旱的強弱程度

不因究國大 'J、而取歪.遮押愉幌討好酌敢提是

個功于:Ill:片上姻小的積片找錯掏澄it ，不開型

哥 if;銀姐擇的強度亦不相同.

區已

C〉』
回國國
使用軍校ll;Ml積種果

使用木 i由垂直言噴效果

o
使用黨面II';無績。度)姓畢

‧‧‧‧‧‧‧‧‧‧‧‧‧‧
4.B+W Fog FiHe用 1.2 軍 itl 章“度.2度)

使用~科書 itt車片抽得的照片呈現細聽臺

闊的雪景.譜曲經自化的色影"-幸和的光投普

遍出'!:漫蒂克的究氣 嗨Il愉串串入輸油旭鼻的

車站世.謹先付歡梨強烈.兩神不間的;&度提供

您更宇宙的聖化.

，5. B>WSpol 局部罪焦鏡片

這神境片間祥可使唱宙中心區蟬的Jj悔不

至于除使到王建辨 if!.但蛇廊班車和 φ 且色~

鞘且臼 it.

集體Il片的使用眼均普通.且跟在這用上

有各神不間的用途，但它們都具有一共同意回

即用車加強JiI1降iit& 差.王沱直日何.配岡 Tit，
焦 f童片后 譜曲磁片主的鏡片找錯拘 Ii汁 i賣

點偷保持，胃蜥而將較研1I';1t井在亮都戶生賞心

悅目前先壘. J主義館的姐果 不舍施光盟主小

而改實.特被視片有的帶有 i堅決的色早在，蓮在

中真有軍車王軍.可創作出提 1臥ll<焦的現~.此

科教果金組書先回加大而增強 先固搞小而降

‧ ~周軍化情效果

o
使用吾吾司幸焦曉 <1皮)戰果

@買



..0
証夕|、錢軟片用 j慮色片

:. B+W 092 (SchoU RG 695) 89B

連神深虹色的攪片是夸怯笠抖攪鼎自教片

閉的海色片，哥特擅長 650nm以下的光鏡揖除

掉.搭自己f旺盛庸的紅外鏡軟片使用.宵以抽得

鈍車工景物的影像.主 E色種指蝕的 7句 20-40.

2. B+W093 (SChOU RG 830)

遠神無色的境片可將哥兒先完全 at除掉.
使用上是配用于高速 10田間的高感度盟外錢無

自輯:片.路色燭的情數固執片慰舟虛而昇.開

制也作均數回証外全是攝影剖開 i車〈扭個相 4凡..

flU自机有紅坪鑽在生適宜回則有在祖功能的前

提下) .在特定的串件下，可叫聲迺位讀的It

奸銀物成悔.

3. B+W099

遮神橘色!{片能將可見班中護士正的在

5∞nm以下割草&iil'~部分先接站時姆.以降

fit紅外搜影色封 i'l;!l';IJ!光鐘前世皮散感避血

色咽偏亟.使司有團土崩色的分布更均勻.路色

片指數圓缺片霞光廈前昇.

87C

1直罔聞 9草草色 f{輸果

下西方各式青拱虹扑蟻用的抄特(Sc hott) 讀片 Wj\~吾神'*滑區段的穿透情形.其申

00590. R0610. 間峙。、 RG6呵、 RG665，ROJl5、 RG780R.RG9等規格亦可接受訂貨.

固權內的綜示均沙特 (Shott l!.畫片的代向.

/ '/ 4 可r
II':.A \)至
臼tfj? 、、、

且 、、
I 、、

/
I'*'

bff 押了 句: b
1J8.I

/

1∞
曲

前
拍.

，
自
1
月

4
)

神詛
司是

憫。

5血船。由自 7∞ 750 B個品 o 000 啦。J(圓。

擅長 (m) 一-
陸學

‧‧‧‧‧‧‧‧‧‧‧‧‧‧
員幌 λ賽開 j~ 所能辨俱的先讀恨自 E迷到的 180nm左右.但是証外接收片們自有其特定的

目~m!l';1量.証#錯黑白軟片的感度高 i主9曲om. 某些証抖噓景物背井存會司見先且証件撞

因此要搞到飽悴的紅外投影 fWo，則j~借助于路色片將 ;JH正在780柵以下的先揖勝 1卓.

II示
一般而言，且抖棧鼎自試片的故片連度釣均 ISO 50 16度， K叩AJ(的立外說軟片搭配

計間 92揖色攪阿的角 ISO 20 ，14度，搭配 B卅個 3揖色片 111的角 ISO la/II 度. ?，在而，連學數值

且盡固自 1在界中存在的蝠射錢 ~J革前鼻.主閉上升星 fll:角度吋的蝠射貴iii高于佳何其他曲

直.因此，麓的連說您在拍照目可以所欲果間的教片&~色片井間，先做到 lit.

大部分的橫生部壘計J'f可見先前世汁的.因此，在証件錢先增肉抽照財 I 往往韋造成對

焦土的團他.借到焦席 1賣自足的作品.有些綾請蝕的高迎讀學河焦土會有虹外蛾綜示(自 i度值

旁的小 U F./:)，會均紅外設取景之間.:t~在1旺角度吋奇特的林木妓店主追到最大(植物的肘
頭旗在風自正片上呈現級方組間的自 ftl.U:') 。這神情況下。只要 fl用程賢的註外鐘海色挽

回合普通的黑白正片卸前.不加油色片抽 III生I升娃照片吋.佳住得不到商量的作品.就自且是
缺1-'灰惜的黑白間和友生強烈藍-埠色偏井缺少色惜的早早色 ~«-I羊.

(;于十l
使用由 9混色繞敢果

B+W 092 B+W 093 B+W 099



施耐德大片幅座机欖失
還用于考過攝影師傅說攝影和拉回過影使用在所有范輔的移抽權學系列包錯

SUPER-ANGULα~ ， SUPER-SYMMAR. APO-SYMMAR. APO-TELE-XENAR 和

Oi日ilar 它的司以陸用于所有的大片幅照相訊. Schneider 的蒂拍攬生是世界會.!II!攝影師所

推祟的考且k攬生.因;句 '£1而具有11:賽成慷效果、松高的芭影在原能對.

T圈圈圈可
..TT..

~

SUPER-ANGULON
~en2 XL﹒C呻 .0

APO-SYMMAR
5.613叩L﹒CCilai 3

APO-TELE-XENAR
5，6/'‘回.c呵，13

ELECTRONIC -SHUTTER 0

陸學

‧‧‧‧‧‧‧‧‧‧‧‧‧‧

74 曲 72 63 B2 44 4237164

288 111 105 110 1由 103 刮目 76 I 扭曲

386 ，位 155 161 1自 '55 '3' ，35 '271 113 98 52 44

5口。 219 212 219 2日7 出 5 ，阻 '95 '651 甘5 1目 1引 '00

7 5

(巷，



施耐德放大机噴 COMPONAR-S (基本型)

COMPONAR-S 4.51105

遠是青均!IIc串攝影師而il!lt生F 的四片

曲大抓攬生.褒到且好，份格宮里.坡有擱

閑書iJI董古健在時房中調輯先回.最佳工作

范區干h 互lOx.

底片

陸學

.....c﹒
施耐德加大机攬 COMPONON (基本型，小片幅寺用)

""'"﹒
圖哼追訴記，

L.t£atay 吋

國
COMPONON 4.0135

::r

遠是青珀 2萬至 20x 幢大而玻 i共青挫勵大

抓用的攬生.六片的 llllt 撞事年iiEi月，

底索膏佳.

它的全部坡有有預垃光圈 !ijiR先區

里ii'l1.分商it班圈定位.

J 底片

lEleA 1M3.0XO75 • 46.口 35.0 501.4.0 2S明白I.....-~ M25xO.5 M血5x0.5 24.0 .40 a 25.0. 6 3

LEICA M43.0以0.75 24.0 -460 378!78
1:4.0 35 還4.:<24.:-'::-";".-- ..，.，...，，_.....， ~.~.~~- ;:';"::1M25"O.5 M泊SxO.S - 24.0 40.0 - 28.71 9.7

H.O 40 W<2，M話 )(0.5 M油 5萬 :0.5 • 23440.0 287 92

巷，



施耐德放大机噴 COMPONON-S (音.'lk型)

遠是奇品商要軍會蚣，中敢時室而坡的百片商眉頭姐夫

帆續長.全I草姐告的世付 1本現出几平完美的矯正破果.
全部攬生 &21伽'"國B.一律有照明先IIl !!J)度 .50 互

l曲mm的嘴武則有預較先圈裝置

COMPONON-S 5.61210

陸學

.....0.
施耐德放大机攬 APO-COMPONON HM (超扭~~型)

SCHNEIDER HM革列，過近 i局芭羞研 E赴涅的

六片 iltit. 是青均戶袍的青，n;暗房般大而過計的.它

APO-Cα -..，PONON HM 4.0/60 的影做民素趨平It閉放大幅度的限制 完全It到青且~

攝影師的會組.特別單古闖于敢晒幼姻位于萃，本

主郁積9，配有照明先圖書 l度.也x.由45至90mm有

預粒兒園裝革.

APO-COMPONON HM 4.0/150

巷，



施耐德規片放大攪失

卅于在拍攝迫程中宣棍繞義成 i.庸置的 III影師來ij!.影憬的最德輸出效果財他車 i且也是

蓋章其重要的。所以有一+盾量1;\;脅的視片敢;l;:1J!*~主動J影車的制 inol 自由迫程是~‘耳目的廣量

控制手段.

Sch 柚 ider 的般大領 ¥~II 方現片和大片驅直机財想生 F出生系事 '11"品，它1月包括， 4倍‘

6倍〈非璟面}‘ 10倍馳;I;:噴吾先都通用于135的現片租車帆的精愉， 1焦使用.另抖起有這用于

7X7cm鹿片視片使用的 3倍越大規訣， j句攝影音!II!.λ 耶jJU~7戶格的廣量保証.

司現看 7X7cm 的鹿片.般大 3倍固

前大 4倍.

非除面放式情故大 6倍.

放大 1日倍.

區已

‧‧‧‧‧‧‧‧‧‧‧‧‧‧‧
q 童年3墾的青知精心#~啟發的dddbew抖。御微機FK俘I

作了!色沮平衛蹺山 010 附I.5 朋3 間 6 悶悶悶悶 .，. .，. .，.‧‧‧ ‧ ‧ .，..，.，..，..，.，‧‧ .，..，.
P4 色沮平 i輛攏 81A.81S .，. ‧ .，.，‧‧
P白 色沮平 iii蹺間I. 5. K63. KB6.KSI2. KB20 .，..Ie ，. ‧ .，.el.'.I. ‧‧ .，..，.
P6 色沮平衛攏 KBI5 .，. ‧

I. ‧
PI I 黑白軟片揖It山 010，由1，022，世3，040，041 .，..，. ‧ .，..，..，..，..，‧‧ 片這而:‧
Pl3 黑臼軟片揖噓。曲。 061. 曲。，081，090，由1 .，..，.，. ‧ .，.，‧ ‧‧ .，..，.
PI) 祖先幢 lOt，102，103 .，..，.，. ‧ .，..，..，. ‧‧‧ ‧‧.，..，.
PI) I'孟加宜啊， 110，113 叩 .，..，.，. ‧‧ ‧‧.1.'.

電 '_'r 吋帆

開 1 凱氏!.'<性偏克It ‧.，. ‧‧.，..，..，..，..，..，..Iel. ‧ .1.' •

一問 凱民耳型偏先 It ‧ ‧‧.，..，..，..，..，..，..Iel. ‧ .1.'.

用 接住備先攪 ‧ .，..，..，..，..，..，..，..，..，..，..，.，.
開 區型備先通 .，..，..，..，..，..，..'..，..1. .，..，..，..，..，..，..'..，..，.，..，..，..，..，.，.
用 超薄備先攬 .，..，..，. .'.1..，..，..，. .，.，.
問 瞋畸偏兜 I' .，..，..，..，..，..，..，..，..1. .，..，.‧‧.，..，..，..，..，..，.，.
Pl9 觀色增強 1，:491 .，..，..，..，..，.‧.，..1. .，..，..，..，..，..，.，.
P23 虹外投 jtl':092. 由 3. 由9 .，..，..，..，..，..，..，..，..，..，..，..，..，..，..，.

?

Pl5 指直 It ，NDSOl.ND5日2 灰中灰缸懂數個草吾吾草賀揖 .，..，..，..，..，.
戶工特殊用 i盎昆攪日班主 T攪片 499F-O.y .，..，.‧‧.，..1. .，..，..，..，..，..，..，..，..，.，..，.

Pl9 特殊間進站慢 403. 4 15，420，470 .，..，..，..，..，..，..，..，..1. .，..，..，..，..，..，.
悟。 特殊用 i盎昆 It 岫針.)咱自 .，..，..，..，..，..，..，..，..1. .，..，..'..，..，.·，.-酬..，-0-
Pl8 近攝視片帆。_ 25. NLO.5，NLI.NL2 .，..，..，..，..，..，.‧‧.，..，.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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