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就選購新相機而言，那些相機評比資訊是否真值得信賴？

 3  購買新的數位相機時，應考慮的 5 個最重要功能為何？

 4  什麼是相機解析度？

 5  像素陣列是如何記錄光影圖像的？這是我拍照時必須了解的原理嗎？

 6  較高的像素數有何好處？

 7  像素越多就表示影像品質越好嗎？

 8  是不是所有數位感光元件的尺寸都相同？而尺寸很重要嗎？

 9  CCD 和 CMOS 感光元件有何不同，而何者比較好呢？

 10  使用簡易小型相機的優點和缺點分別為何？

 11  變焦相機和小型相機有何不同？擁有變焦相機又有哪些好處？

 12  dSLR 是什麼？它和其他相機又有何不同？

 13  什麼是 MILC 相機？它和 dSLR 有何不同？

 14  MILC 的數位相機設計有哪些優點？

 15  MILC 的相機設計有任何缺點嗎？

 16  小型及變焦相機的光學變焦和數位變焦有何不同？

 17  比起使用 LCD 螢幕的相機，使用具光學觀景窗的相機有何優點？

 18  什麼是「可翻轉式」LCD 螢幕？而我又為何會想要這種螢幕？

 19  在決定該買哪個機種時，相機所用的電池類型是否該納入考量？

 20  為何有那麼多不同種類的記憶卡？有哪一種比較好嗎？

 21  使用一個大容量的記憶卡比較好？還是使用多個較小容量的比較好？

 22  我要怎樣才能知道，一張記憶卡能儲存多少張照片？

Part I   相機與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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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一定要到具異國情調的地方才拍得出好的風景照嗎？

 248  替風景照增添宏大規模感的最佳方法為何？

 249  風景照一定要包括地平線嗎？

 250  地平線的位置會如何改變場景的解讀方式呢？

 251  如何避免風景照中的地平線歪斜？

 252  風景照一定要從前景至背景都清晰銳利嗎？

 253  不同的鏡頭選擇會如何改變風景照的樣貌呢？

 254  如何能誇大風景照中的距離感？

 255  如何簡化風景照裡的視覺元素？

 256  有哪些好辦法可替風景照增添情緒或氣氛？

 257  在拍攝風景照時，我的拍攝位置有多大的重要性？

 258  我該將「人類之手」納入風景照裡嗎？

 259  如何能拍出如白色緞帶般的瀑布與溪流？

 260  如何將倒影做為一種創意手法並應用在風景照裡？

 261  為何我在有霧的環境中拍照時，照片總是顯得太暗？

 262  該如何構圖，才能讓有霧的場景更具效果？

 263  為什麼我拍到的雪不是死白就是灰灰的？

 264  如何能增加照片中彩虹的戲劇性？

 265  有什麼好辦法可在雨中保護我的相機呢？

 266  我該透過汽車的擋風玻璃來拍攝雨景嗎？

 267  怎樣才能拍出更動人心弦的夕陽景色？

 268  如何以 dSLR 相機拍攝一系列的延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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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060

我該如何避免水氣凝結在相機鏡頭上呢？

只有從寒冷的地方移動到溫暖的地方時，才會遇上

水氣凝結的問題－而且這問題通常只發生在冷的物

體表面。例如你原本一直在戶外拍攝雪景，則接著

回到溫暖的室內時，鏡頭或濾鏡表面很可能就會有

水氣凝結（甚至有時連相機內部也會產生凝結）。當

天氣暖和時，若從開著冷氣的房間走到戶外，也可

能發生水氣凝結的問題。這狀況經常發生在亞熱帶

氣候區，如佛羅里達州，當車裡（或飯店裡）開著

冷氣而外頭又濕又熱的時候。

只要給你的攝影器材一些時間適應，水氣凝結是會

自動消失的（最多等個 20 到 30 分鐘）。由於一般很

少需要在更換拍攝場地後立即開始拍照，所以等待

水氣凝結消失通常不成問題。若能先把攝影器材收進側肩背包，再移動至不同環境，

便能減低水氣凝結的機會。甚至在移動時把相機放進密封的塑膠袋裡也很有幫助，因

為這樣水氣多半就會凝結在塑膠上－而不會在相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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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078

如何透過柵欄或圍籬對焦？

詩人羅伯特 • 弗羅斯特曾寫過：「好的籬笆

造就好的鄰居。」不過就好的攝影作品來

說，柵欄、圍籬之類的東西可說是非常惱

人，因為這些會遮住你的視野。此外，由

於自動對焦系統會試圖對焦在距離最近的

物體上，故這表示你會拍出一堆圍籬清晰

的照片，就像右邊這張照片一樣。其實有

一些技巧可讓你穿越圍籬拍到後方景物，

而這些技巧在一些圍籬、柵欄特別多的地

方（例如動物園）可是非常實用的呢。

若你站得離圍籬很近，那麼或許可試著將

中央對焦點對在遠方物體上，看看自動對

焦系統能否成功對焦。這做法偶爾有效。

不過更可靠的做法是改用相對較長的望遠

鏡頭或變焦設定，然後再切換成手動對焦。

接著把焦點對在背景處的物體上，這樣圍

籬應該就會消失了。

我就是利用這種手法，讓右邊第二張照片

裡的圍籬消失。我改用較長的變焦設定，

並將相機切換至手動對焦，然後把焦點對

在船上。而實際上到底需要多長的焦距，

是依據你與圍籬的距離，以及被攝物的遠

近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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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079

如何能創造出夢幻般的柔焦效果？

或許因為我是印象派畫作與早期畫意攝影（pictorial photography）的愛好者，所以我

一直很喜歡柔焦影像的樣子。早在 1960 年代，我們藉由在舊的 UV 濾鏡上塗抹一層薄

薄的凡士林的方式，創造出柔焦效果。這方法相當簡單，效果也很好，但卻容易弄得

髒兮兮的，而且有點難控制效果的強度。

今日，你可用便宜的價格，輕易買到各種不同強度的柔焦慮鏡。這些濾鏡通常會成組

販售，每組都包含多種不同強度的濾鏡，而使用時只要把濾鏡裝在鏡頭前端即可。有

旋入式玻璃型的，也有方形樹脂型的，其中方形樹脂型的濾鏡需用轉接器才能裝在鏡

頭上。有些相機，像我的 Olympus SP810-UZ，具備內建柔焦特效，而我就是用該特

效拍出了這張池塘風景。你只需選擇該特效再拍攝就行了。簡單又好玩！

柔焦特別適合人像照與風景照，不過以大光圈搭配長焦鏡頭才最能發揮其效果。若是

使用廣角鏡頭或小光圈，則多餘的景深將削弱柔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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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115

若我針對黑色物體進行測光，該物體會呈現為灰色嗎？

說到黑色的被攝物，很多人在檢視拍出的影像檔時都會驚訝地發現，原本濃厚的黑色

竟然消失不見了。在我用我的第一台數位相機拍攝一條蜿蜒穿越內華達沙漠的、剛鋪

好且無比漆黑的道路時，我才第一次發現這件事。當我以測量出的曝光值拍照，道路

竟呈現為完美的中灰色。那照片看起來真是糟透了。那時我才意識到，就和幻燈片一 

樣，為了讓黑色呈現為黑色，我必須不顧測光系統的建議，將曝光量減低 1∼ 2格。

再次提醒你，這並非相機或測光系統的缺陷。測光系統原本就是設計成會把一切都看

成中灰色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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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129

什麼是「散景（bokeh）」？

「散景（bokeh）」（發音為 boh-kay 或 boh-kuh）這個用語是我最愛的攝影詞彙之一。

此用語是在 1990 年代中期左右源自於日本，而原日文在字面上的意思是「恍惚」。不

過若某人用了「很棒的 bokeh（散景）」來形容你的照片，這絕對是一種讚美。

散景指的是以選擇性對焦手法拍照時，照片中所產生之失焦區域的美學品質。當影像

中主要被攝物後方的失焦區域具有流暢柔和的外觀，我們便會說這張照片有著「很棒

的散景」。當然也有所謂很爛的散景。很爛的散景通常是指失焦區域不夠柔和，或在某

個程度上會分散人的注意力。

散景會受到幾個因素影響，而鏡頭設計並非其中最不重要的。有些鏡頭所能產生的散

景就是比其他鏡頭好。去攝影類線上討論群組看看，便會發現許多關於哪些鏡頭能產

生較佳散景效果的討論意見。不過散景也會受到你與被攝物之距離，還有被攝物與背

景之距離的影響。以此處這張貝殼照片來說，我使用 300mm的鏡頭搭配其最大光圈

（f/5.6）來將海與天空甩出焦點範圍外，希望能藉此創造出美麗散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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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159

為何有些鏡頭會被說成是「快」鏡頭？

若你長期和一群攝影師混在一起，就難免會談到鏡頭速度這個話題。所謂的鏡頭速度，

就是指鏡頭的最大光圈。而以攝影界的行話來說，那些最大光圈很大的鏡頭便被稱為

「快」鏡頭。例如最大光圈為 f/2.8 的鏡頭，就比最大光圈為 f/4.0 的鏡頭快。這是因為

前者能讓兩倍的光線進入鏡頭，故可讓你使用快 1 格的快門速度，而這正是「快」這

個字的來由。不過，較快的鏡頭就和較快的汽車、馬兒與遊艇一樣，總是更令人渴望

也更昂貴。

就清晰度而言，快鏡頭並不比慢鏡頭好，但它確實有個明顯的優勢：觀景窗較明亮。

由於其最大光圈較大，故可讓更多光線進入，於是在你構圖時，其觀景窗中的影像便

會明亮很多。若你是在明亮的日光下拍照，這當然不構成太大差異。但在昏暗的光線

環境中（例如在拍攝舞台表演、節日彩燈、城市的天際線，或像此處這張照片的場景

時），這就很有助益，因為有了額外的光線，相機對起焦來就會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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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164

所有鏡頭都有個比其他光圈值更清晰的「最佳光圈」嗎？

大部分鏡頭都具有專業攝影師們經常提到的「甜蜜點（sweet spot）」－亦即能讓鏡頭

在清晰度與對比上發揮其最佳效果的光圈設定。一般來說，這個光圈值大約位在比最

大光圈小 2 至 3 格處。因此最大光圈為 f/2.8 的鏡頭，在 f/5.6 或 f/8.0 的光圈設定下

很可能是最清晰的。例如我就用了 f/8.0 的光圈設定，來讓這張建築物照片盡可能清晰。

但使用變焦鏡時，最清晰的光圈就會隨焦距而變動，故你最好能進行一系列的比較測

試。測試時，只要拍攝一連串不同焦距的照片就行了。相機的中繼資料會記錄照片所

用的焦距與光圈，不過若能一邊拍一邊自行做筆記，也還是相當有用。

使用極大光圈或最小光圈時，鏡頭所拍出的效果是最不清晰的。在光圈最小的情況下 

（例如 f/22），鏡頭會產生繞射現象（diffraction），亦即因光線通過小開口而產生的光

線扭曲現象。通常為了達到最大景深，就需要使用這樣的小光圈，但你也因此必須接

受這種微小鏡頭開孔所造成的、某種程度的清晰度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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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171

我需要用特殊的濾鏡來拍攝水底照片嗎？

即使是豐富多彩如海中的一些植物與動物，拍成照片時也會失去不少鮮豔色彩，因為

水本身就像個超大型濾鏡，會吸收大部分偏暖色系（紅、黃及橘色等）的光波。這會

使大部分物體在你眼中和在相機的感光元件上，都顯得過於偏藍或藍綠色。

再解釋得更複雜些，水底的色彩會以兩種方式被吸收：一是經由水面（有陽光）與被

攝物間的距離，另一則是經由鏡頭與被攝物間的距離。深度越深（離水面越遠）、鏡頭

離被攝物越遠，被攝物就會越偏藍或藍綠色。在大約 25 英尺的深度，幾乎所有的紅光

都會消失。

而還原精確色彩的最佳辦法，就是在鏡頭前加上色彩校正濾鏡。這類濾鏡有各種不同

顏色，且其校正程度一般是由顏色和密度共同表示。密度是以 10 為單位遞增，範圍通

常從 CC10 至 CC50。最常用於水底校正的顏色是洋紅色（通常都用 M 來表示），其

中又以範圍在 CC10M 至 CC30M 之間的最為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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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174

在相機上更改白平衡，以及在編修階段修改色彩平衡的能力，是否已消除

了矯正型濾鏡的需求呢？

若你是自行編修影像，那麼沒有什麼是色彩校正濾鏡能做，但你卻無法用影像編輯軟

體做到的（你或許還做得更好）。舉凡色彩平衡、色相與飽和度，以及色溫等的變更，

都可在編修階段完成，而且還能達到只靠濾鏡無法達成的精準度。

舉例來說，雖然你可替鏡頭購買暖色鏡或冷色鏡，但這些濾鏡的色溫都是固定的。而

在編修影像（尤其是使用 RAW 格式）時，你可對色彩平衡進行各種程度極細微的變更。

在 RAW 影像中，你甚至可用小至 1K 的量來改變場景色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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