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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大學 
※ 器材借用：一定要仔細檢查外形以及各零件是否有毀損、刮傷、缺少，功能

是否正常，若有異常狀況一定要事先提出更換或者寫在器材單

上。 

※ 器材使用：以正確的方式使用器材，並小心輕放。器材出現異常，經標準檢

測程序依然無法正常使用，請立即通知器材室。 

※ 器材歸還：一定要仔細檢查外形以及各零件是否有毀損、刮傷、缺少，功能

是否正常，若有異常狀況一定要如實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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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卓越中心教學資源組器材檢查及測試要點  

ARRI M8 (HMI) 

認識設備 

一、 檢查配備是否齊全，編號是否相

符 

(1) 攜行箱 X1 

(2) ARRI 800W (HMI)燈 X1 

(3) 燈光葉片 X1 

(4) 電源線 X1 

(5) 燈頭線 X1 

(6) 電源線束帶 X1 

(7) 變壓器 X1 

(8) 變壓器束帶 X1 

(9) 燈光腳架(銀色三段式腳架) X1 

 

二、 借還器材時檢測要點 

(1) 所有電源線接頭(連接電源端)是否有損

毀、變形 

(2) 所有電源線塑膠皮是否變形 

(3) 燈頭開關是否可正常開啟與關閉，I 開 O 關 

(4) 專用變壓器電源開關是否可正常開啟與關閉，I 開 O 關 

(5) 專用變壓器啟動按建是否可正常開啟與關閉 

(6) 專用變壓器兩個調整鈕是否可以正常旋轉運作 

(7) 燈具聚、散光旋鈕是否可以正常旋轉運作 

(8) ARR M8 (HMI)燈是否可以正常啟動 

(9) 攜行箱內之葉片、電源線、鏡片是否齊全 

(10) 卸下燈泡的旋鈕之遮罩是否扣上 

(11) 裝卸葉片的燈具上方扣板是否能打開及扣上 

(12) 燈光腳架上之旋鈕是否齊全(共五個) 

(13) 燈光葉片是否有變形、刮傷或損毀，葉片若有膠帶等物黏貼之情形若有需

清除之 

(14) 檢查專用電源線是否清潔，電源線須收整好 

(15) 檢查財產編號貼紙：編號是否可讀取、貼紙是否脫落或破損 

 (使用時若有脫落，請保管好貼紙，歸還時要一併交還給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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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架設 

(1) 將動力線平放並將其電線全數拉展開並順好線，以免因溫度過高而互相黏住 

    無法使用。 

(2) 鬆開控制燈腳收合之旋鈕，將燈腳打開至平行，若不平穩可改變其中一隻腳

之長度以適應地形，確保燈光之穩定性。 

(3) 先確認燈腳上方的旋鈕是否有鬆開，再將 HMI 燈頭小心放入並鎖上，順適

確認燈頭及變壓器上之電源開關是否都是關閉狀態。 

      

(4) 在連接燈頭與變壓器(安定器)註一之電源線時，請對準公母頭的卡榫(圖右)， 

   並務必將兩邊銜接處旋轉至發出「咖」聲響，銜接處以藍繩綁住，以保護線 

   的接頭(下圖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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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打開燈具上方扣板，將燈光葉片裝上並打開 

   
(6) 將變壓器(安定器)上之頻率調整鈕轉至 Flicker Free 註二，並將調光器(dimmer)

註三調至 Min 

(7) 打開線盤電源，把變壓器電源開關設為 I 開啟狀態，按下變壓器啟動按鍵，

將燈頭轉向無人處(避免閃到人眼)，喊一聲「開燈」通知現場人員，最後

將燈頭開關設為 I 開啟狀態註四 

(8) 燈具亮起時請先等待光源穩定成白色狀態，才可調整調光器(Dimmer) 

(9) 打開燈頭上方扣板，裝上所需之燈光鏡片，鏡片可左右稍微轉動，以增加被 

   折損的亮度 

(10) 調整燈頭角度、葉片開合、光線聚散，並由腳架最上方之旋鈕開始 

  升起至所需高度完成架燈 

 

     註一： 

     Ballast 變壓器，安定器 俗稱：普浪絲 

     Electronic Ballast 簡稱 EB 

     Protective earth 保護的地線 Undervoltage 電壓不足 Overtemperature 過熱 

「當太多燈共同使用或是電線過長時，伏特數便會減損而導致色溫隨之降低。少了 10 伏特會使

一個鎢絲燈降低 100 度 K。…沒有陽光射入，而所有的燈具又是同一電源供電，那麼可在沖印

時加以校正。」                                           (電影製作手冊 電力供應 p230) 

     註二： 

     Flicker Free 閃爍－自由 

     他是為了怕閃頻(電影底片上拍出來燈光一閃一閃的狀況)所設計的變壓裝置，基本上只要轉

到 Flicker Free 就 ok 了，簡單的說，因為他會以快速（波形垂直）的閃動狀況來迴避閃頻現

象，因為這樣電影底片就捕捉不到他的漸暗時狀態。 

60hz 和 50hz 是以錢不能用 Flicker Free 的狀況 

「台灣(美國)是 60hz：攝影機設定，每秒 24 格，快門開角 144 度 

        大陸是 50hz：攝影機設定，每秒 25 格，快門開角 180 度」 

(電影製作手冊 HMI p209) 

但是牽涉到同步收音的問題，Flicker Free 會發出高頻的雜音，所以才會有 

這三種變頻的模式，供使用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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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三： 

     調光器 dimmer  又稱燈光明暗控制器 

     「通常用於黑白影片的攝製，…當光線減弱時，色溫也會受到影響，而使彩色影片偏向橙紅

色。」                                       (電影製作手冊 照明附件 p216) 

     註四： 

     「石英燈爆裂時，高熱的碎片如果觸碰到皮膚會立刻造成灼傷。…不要直接面對燈具，也不

要在燈管仍是高溫的情況下搬動燈具。」               (電影製作手冊 注釋 p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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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HMI 注意事項 

(1) 燈光葉片嚴禁使用雙面膠、泡棉、膠帶等黏貼任何物件，只可使用木夾固定

色溫紙、柔光紙，切勿直接以布覆蓋，且隨時注意燈具的每一部分是否有異

物附著，若有請關燈並以氣罐或噴氣球清除之，避免因燈具溫度過高而使異

物黏在燈上 

(2) 燈光使用中請帶工作手套，以免高溫燙傷 

(3) 專用電源線接頭請勿任意碰撞，避免造成其損毀、缺角情形 

(4) 燈頭左邊被扣住的旋鈕是卸燈泡的裝置，請勿任意打開或轉動，以免造成燈

泡損毀 

(5) 打開燈頭玻璃罩之開關請勿任意扳動，以免造成燈泡損毀 

(6) 不使用燈具時請先將調光旗調至 Min，燈頭開關關閉，再將變壓器按鍵關

閉，最後把變壓器電源開關關閉，接著拔除連接至大線盤之插頭，再將電源

線連接燈具之接頭拔除，以免意外遭電擊 

(7) 室外使用燈具時最好能夠穿塑膠製鞋，以防燈具漏電而遭電擊 

(8) 燈具使用完畢，須等燈具降溫 10 分鐘以上，方可將專用電源線纏上，之將

燈具收整至攜行箱中，避免高熱影響專用電源線之壽命；嚴禁燈具使用完畢

立即將專用電源線纏上 

(9) HMI 若需加燈紙，最好是使用 C-Stand，以防止高溫導致燈紙熔化「最常見

的柔光物質則是磨砂紙。…描圖紙也是常見的柔光物。」 

(電影製作手冊 柔光燈與反光器材 p212) 

(10) 若依拍攝需求須升降燈光時，強烈建議先將燈具關閉後再進行燈具升

降，以避免在燈泡高溫時，因震動造成燈泡損壞、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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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UTURE LS 600D & 600X (COB LED) 

認識設備 

一、檢查配備是否齊全，編號是否相符 

(1) 攜行箱 X1 

(2) APUTURE LS 600D/X PRO 燈 X1 

(3) 燈頭保護罩 X1 

(4) 標準罩 X1 

(5) 電源線 X1 

(6) 燈頭線 X1 

(7) 變壓器(控制盒) X1 

(8) 變壓器固定夾座 X1 

(9) 遙控器 X1 

 

(二)、借還器材時檢測要點 

 

1. 所有電源線接頭(連接電源端)是否有損毀、變形 

2. 所有電源線塑膠皮是否變形 

3. 攜行箱內之物品是否齊全 

4. 燈頭保護罩是否罩上 

5. 燈面有無損傷 

6. 標準罩能否正常扣上 

7. 專用變壓器電源開關是否可正常開啟與關閉 

8. 專用變壓器上所有選擇鍵能否正常使用 

9. 600X 色溫鍵能否正常使用(2700k~6500k) 

10. APUTURE LS 600D/X PRO 燈是否能正常啟動 

11. 燈座旋鈕是否遺失 

12. 燈體旋鈕能否正常鬆緊 

13. 固定夾座能否正常使用 

14. 燈頭、標準罩、保護罩、變壓器外觀是否損毀 

15. 檢查電源線是否清潔，電源線須收整好 

16. 檢查燈體與燈罩上若有膠帶等物黏貼之情形若有需清除之 

17. 檢查財產編號貼紙：編號是否可讀取、貼紙是否脫落或破損 

  (使用時若有脫落，請保管好貼紙，歸還時要一併交還給助教) 

 

← 

燈 

頭 

保 

護 

罩 

← 

變 

壓 

器 

固 

定 

座 

←燈體上方

散熱處，包

覆鋁箔紙時

勿緊貼，以

免造成散熱

不利過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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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架設 

(1) 將動力線平放並將其電線全數拉展開並順好線，以免因溫度過高而互相黏

住 

無法使用。 

(2) 鬆開控制燈腳收合之旋鈕，將燈腳打開至平行，若不平穩可改變其中一隻

腳之長度以適應地形，確保燈光之穩定性。 

(3) 先確認燈腳上方的旋鈕是否有鬆開，再將燈頭小心放入並鎖上。 

(4) 按住燈頭前方的旋鈕，將保護罩順時針轉拿下，安裝上標準罩或其他配

件。 

(5) 將變壓器(控制器)利用專屬固定夾座固定在燈腳上。 

(6) 在連接燈頭與變壓器(控制器)之電源線時，請對準公母頭的卡榫，按壓下

去。 

(7) 打開線盤電源，將燈頭轉向無人處(避免閃到人眼)，喊一聲「開燈」通知

現場人員，最後按下變壓器(控制器)上電源開關。 

(8) 若有需要連接藍芽，可點選變壓器(控制器)上的 MENU 選單→控制系統→

藍芽→藍芽重置，再利用手機 APP 《Sidus Link》進行連接便可進行遠端操

作。 

(9) 調整好燈頭角度，並由腳架最上方之旋鈕開始升起至所需高度完成架燈。 

 

使用 APUTURE LS 600D/X PRO 注意事項 

(1) 燈頭嚴禁使用雙面膠、泡棉、膠帶等黏貼任何物件，只可使用木夾固定色

溫紙、柔光紙，切勿直接以布覆蓋，且隨時注意燈具的每一部分是否有異

物附著，若有請關燈並以氣罐或噴氣球清除之，避免因燈具溫度過高而使

異物黏在燈上。 

(2) 插上電源前務必先將燈頭保護罩拿下，避免保護罩高溫熔化。 

(3) 使用鋁箔紙包覆燈體時，注意避免於燈體上方包覆過於緊密，致通風口悶

住。 

(4) 燈光使用中請帶工作手套，以免高溫燙傷。 

(5) 專用電源線接頭請勿任意碰撞，避免造成其損毀、缺角情形。 

(6) 不使用燈具時請先將開關關閉，接著拔除連接至大線盤之插頭，再將電源

線連接燈具之接頭拔除，以免意外遭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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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請勿坐在燈光攜行箱上，以免箱體塌陷。拖拉攜行箱時請謹慎使用，以免

拉桿斷裂、鬆脫。 

(8) 燈體未架在燈腳上時請勿開燈，避免周遭物品因高溫熔損。 

(9) 務必使用變壓器固定夾座，並將變壓器穩當固定以免提袋斷裂。使用時請

務必確認變壓器卡入固定夾座以免變壓器掉落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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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光燈 Kino Flo 燈組 

一、 認識設備 

 

I. 檢查裝備是否齊全 

A→2 個 Fixture 燈座(固定設備) 

[內-二管 double、外-四管 bank] 

B→2 個 Mounting plate 金屬底座 (MTP-K41) 

C→2 個 Extension Cable 延長電纜 

[二管-紅色接頭、四管-黃色接頭] 

D→2 個 Electronic Ballast 電壓器 

[二管-紅色束線帶、四管-黃色束線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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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xture Assembly 底座配件 

 

4Bank(四管)and Double(雙管)的底座都會配上可以卸下的百葉窗(Louver),反射板

(Reflector),還有燈管連接線(Lamp Harness).  

百葉窗和反射板是連接固定在底座旁的鈕扣上 

 

 

燈管連接線是固定 

再一個 1/4 turn 轉動鈕扣與兩個夾子上，如圖 

就算只單獨裝上一個燈管，Kino Flo 還是可以運作 

* 注意裝卸燈管時一定要使用防護措施以防燈管破裂而受傷 

 

二、 裝載燈具 

I. 何謂一組 KINO FLO 

  
燈具、穩壓器及電纜線(四管-黃色束

線) 

燈具、穩壓器及電纜線(二管-紅色束

線) 

 

II. Inserting Lamps 裝上燈管 

 

  
裝燈管-穩定垂直下壓 拆燈管-穩定垂直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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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242-K55-S 放置箱內燈管盒 

二呎-800ma(亳姆) KF55-SFC 防護膜 

橙色→242-K32-S 裝載在箱內燈座上 

二呎-800ma(亳姆) KF32-SFC 防護膜 

 

注意：800ma 的燈管在環境溫度較高

的情況下，色溫會輕微偏移 

 

III. 接上燈管連接頭: 

 

將燈管上的連接頭對上 Kino flo 上的燈管連接線(Lamp Harness)，注意是否有將

燈管對上連接線上的洞，並注意兩邊連接線是否顏色相同。 

每一條連接線都有自己的顏色，一頭的顏色插頭一定要接上另一頭相同顏色的

插頭才能使燈管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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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ling the fixture 如何裝上減光紙 

如果隨意的裝上減光紙會使內部的氣流流動不順，造成內部過熱。 

上升的熱氣會造成燈光的顏色不穩定，也會造成綠色的閃點。 

所以建議將夾子夾在底座上的門邊(就是連在燈座上的葉片) 

如圖： 

 

 

 

 

 

 

 

 

 

 

 

IV. Mounting the Fixture 固定底座 (MTP-K41) 

 

將(MTP-K41)中間的金屬突出物對上燈座背面上的洞，如上圖 

 

順時針轉動金屬底座直到他牢牢的固定在燈座上。  

 

如果要拿下金屬底座，只需將底座上的鎖定鈕拉起

並反方向轉動金屬底座。 

 

Other Fixture Mounting Options 燈座上的其它可裝卸物 

 

位於燈座角落的洞是設計給使用者將 Kino Flo 鎖上牆壁

用。 

可以將 Kino Flo 固定在天花板或牆壁，如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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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ast Operation 電壓器操作注意事項 

Warning! 

 

1.) 再裝上或卸下燈管，燈管連接線,或延長電纜時一定要先將電壓器關掉！ 

2.) 只能使用於正弦波反用換流器(Sine wave inverters)上，不能用在 SCR 調光器

(矽控整流體(SCR, Silicon Controlled Rectifier))   

3.)如果將電壓器接上調光器通電前需將調光器關到(Non-Dim)模式。 

如圖： 

每個開關控制一個燈 

每個開關都有自己的顏色，而每個顏色都對上燈管連接線上的不同顏色線頭。 

 

 

圖中有 4ft 與 2ft 開關  

當使用 4ft 燈於環繞的溫度中,其環境處於受限定的氣流時.轉 2ft 可以降低顏色的

溫度也會移除綠光. 當 4ft 轉到 2ft 時 光會降半個光圈. 

V. 架置腳架 

1. 確認所有旋鈕穩定，以免上燈時不穩，影響人身安全。 

 

2. 調整 MTP-K41 的支桿與 C-STAND 溝槽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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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旋至適當緊度，使燈頭不會隨意晃動，造成傷害即可。 

 

 
 

4. 再依情況升高燈頭或是架置色溫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