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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片幅的微單相機

微單相機的感光元件具有不同的尺寸，稱為片幅。雖然從理論上看，在同等的技術

條件下，感光元件尺寸越大，畫面品質通常越好。但是微單廠商們不得不考慮成本

和便攜性的問題，感光元件的尺寸越大，成本越高，相機和鏡頭的體積越大。目前

微單使用的最大片幅為 APS-C片幅，可以獲得很好的圖像品質。類似 Nikon V1這

樣的 CX片幅微單由於使用較小的感光元件，因此機身和鏡頭的體積都得以縮小，

便攜性得到增強。

APS-C 片幅。代表機型為
SONY NEX 系列，Fu j i f i lm 
X100、X P r o1；S a m s u n g 
NX200等。

M43 片 幅。 代 表 機 型 為
Panasonic和 Olympus的微
單。Canon G1X也接近這個
片幅。

CX片幅。代表機型為 Nikon 
V1、J1。Pentax Q相機也接
近這個片幅。

使用 SONY NEX 3C微單拍攝，具有 APS-C片幅的 NEX
系列能夠妥善記錄風景細節和層次。色階表現也不錯，亮部

沒有過亮，暗部也沒有一片死黑。

光圈優先模式    光圈 F11.0   

快門 1/320s    焦距 18mm   

感光度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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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單究竟是什麼相機？

chapter 01

挑選適合自己的微單相機

挑選適合自己的微單相機，需要從實際出發，不能只看畫面品質或是價格因素。這

裡我們將拍攝者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已經擁有單眼相機的，一類是還沒有相機或

是只有數位相機的。

對於已經有單眼相機的拍攝者而言，微單更多的是一種對數位單眼相機的補充。例

如在日常外出時，攜帶一款微單顯然比攜帶一台單眼相機要方便許多。如果是準備

將微單作為單眼相機的補充，那麼首先應該考慮與手中單眼品牌一致的微單，例如

Nikon用戶就應該考慮 Nikon J1或 V1，因為 Nikon J1和 V1可以透過轉接的方式來

使用 Nikon單眼鏡頭，並且可以自動對焦。這樣就充分利用了手上的鏡頭資源。

   

　Nikon J1透過轉接環使用 Nikon的單眼鏡
頭，並且同樣可以使用自動對焦。

   
　Pentax Q。體積非常小巧，可以放進口袋裡
隨身攜帶，並且能更換鏡頭。

對於沒有單眼的拍攝者而言，如果只是

將微單作為換單眼前的過渡機型，可以

考慮一些體積輕便的微單，例如 Pentax 

Q、Panasonic GF6等。這樣即便將來購

買了單眼相機，微單也能充當備機或是

隨身相機使用。

如果希望將微單作為主力機來使用，那

麼在機身選擇上就要更加慎重一些，不

僅需要考慮機身本身的技術指標，還要

考慮鏡頭群的數量，系統未來的發展

等。綜合目前的情況來看，建議這類拍

攝者選擇目前比較成熟的 SONY NEX系列微單，或者是 M43陣營的 Panasonic GF

和 Olympus EP系列微單。

 Panasonic GH2，定位於專業攝影。具有類
似單眼的機身和不俗的畫質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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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對焦與測光

chapter	04

大場景中，光線照射充沛並且均勻。這樣的場合使用 ESP
測光模式最適合不過，可以保證風景畫面中的各個細節曝光 
準確。

手動模式    光圈 F8.0   

快門 1/250s    焦距 18mm   

感光度 100

適合光線均勻場景的 ESP測光模式
ESP測光模式類似數位單眼相機上的評價測光，又被

稱為多重測光。它的基本原理是，首先將畫面整體劃

分為多個測光區域，例如 Olympus微單將畫面劃分為

324個區域，SONY 微單劃分為 1200個區域。然後分

別對這些測光區域進行測光，最後將各個測光區域的

測光結果進行匯總，計算之後得到一個適用於整個畫

面的折衷測光值。基於這個特點，ESP測光模式比較

適合與光線均勻的大場景，例如風景照。

ESP 測光模式並不會讓高對比場景保留更多細節

ESP 測光模式只是一種測光計算方式，它只能改變相機的光圈和快門組合，但不會客觀上增加

相機的寬容度。因此在一些高對比場合，雖然 ESP 測光模式能夠對畫面中亮部和暗部分別進行

測光，但是在最後匯總計算的過程中，暗部和暗部細節仍然會由於相機寬容度不足而損失。

 ESP測光模式的測光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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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門速度表示快門打開的持續時間，例如“1/2s”表示快門打開了 0.5秒的時間。

很顯然，這個時間越長，感光元件接受光線照射的時間就越長。所以快門速度越 

慢，曝光量越多，畫面越明亮，反之，快門速度越快，曝光量越少，畫面越灰暗。

由於快門的變化範圍比光圈更大，因此無論是壓制曝光還是增加曝光，透過快門來

控制都更顯便利。

   

快門速度較高時，畫面變暗。    快門速度變慢時，畫面變亮，並且可能模糊。

沙漠中光線強烈，利用高速快門可以降低大量曝光，

獲得曝光正確的畫面。

快門速度太慢時畫面會變得模糊

快門速度太慢時，需要使用三腳架來支援相機，否則機身的晃動會導致畫面模糊。

手動模式    光圈 F8.0    快門 1/2000s   

焦距 42mm    感光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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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好光線為照片加分

chapter 07

幾種常用的布光方法

這裡介紹幾種常用的布光方法，拍攝者還可在這些方法的基礎上進行改進。

透射光是指藉由光線穿透主體，表現出主體的內部結構紋理，或是展現主體的晶瑩

剔透。透射光不一定是逆

光，也可以是側光或頂

光，但通常不宜採用順

光。因為透射光需要一定

的強度才能穿透主體，順

光容易產生一些不必要的

反射光。

大平光在拍攝一般的商品靜物或人像照片時很常用。所謂「大」指的是光源面積大，

也就是光線柔和的意思。

而「平」指的是畫面中陰

影較少。因此大平光實質

就是用多個柔和的光源去

包圍主體的用光方法。

 透射光示意圖。

 大平光示意圖。

 透射光從側面穿透了玻璃
杯，表現出玻璃製品的晶瑩

剔透。

光圈優先模式    光圈 F4.0   

快門 1/100s    焦距 70mm 

感光度 400

 大平光讓人物受光充分，膚色
白皙自然，顯得十分通透。

光圈優先模式    光圈 F2.8   

快門 1/1000s    焦距 70mm   

感光度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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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色彩讓照片更加絢麗

chapter 08

熟悉各種預設白平衡

各品牌微單都提供了豐富的預設白平衡，這些白平衡模式對應不同的光線。例如，

日光白平衡適合於晴朗戶外，陰影白平衡適合晴天戶外的陰影處，如果在非陰影處

使用就可能讓畫面偏紅、偏黃。這些預設白平衡 A、B、G、M的色彩傾向各不相同。

下面以晴朗戶外為例，展示一下各種預設白平衡所帶來的色彩校正效果。

   

 日光白平衡適合於天氣晴朗的戶外。     日光下使用陰影白平衡，畫面偏紅、偏黃。

   

 陰天適用的陰天白平衡，校正力度比陰影 
更弱。

   
 白熾燈白平衡會讓畫面偏藍，校正黃色的 
燈光。

   

 螢光燈偏綠，所以螢光燈白平衡偏紅。     閃光燈白平衡校正畫面偏藍的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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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望遠變焦鏡頭的長焦
端時，微距性能最好。拍攝

者利用望遠變焦鏡頭特寫花

卉，雖然不能與專業微距鏡

頭相比，但效果依然很不錯。

 家裡的寵物正凝視著遠方，就像人一樣若有所思。拍攝這樣
的畫面，使用望遠變焦鏡頭最為恰當，拍攝時距離寵物很遠，

因此完全不會引起寵物的注意。

遠攝變焦鏡頭的多種用途

望遠變焦鏡頭與標準變焦鏡頭的區別是，它的焦段更

長，通常長焦端能夠達到 150mm以上。望遠變焦鏡頭

可以說是鏡頭中的多面手，它的望遠能力能夠拍攝一

些遠處的風景、動物等。長焦長帶來的背景模糊效果

也能夠輕鬆勝任唯美人像攝影。此外，大部分望遠變

焦鏡頭在長焦端時都具有一定的微距性能，雖然無法

與專業微距鏡頭相比，但也能夠應付一些日常的微距

拍攝。

如果機身不具有防震功

能，那麼建議使用具有鏡

頭防震功能的望遠變焦鏡

頭，這樣在光線不好的時

候更加有利於確保畫面的

清晰。

攝影指南

 SONY E 55-210mm F4.5-
6.3 OSS望遠變焦鏡頭，具有
OSS鏡頭防震功能。

手動模式    光圈 F6.3   

快門 1/320s    焦長 200mm   

感光度 160

手動模式    光圈 F5.6  

 快門 1/500s    焦長 150mm   

感光度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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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鏡頭與機身配件

對於實際拍攝來說，鏡頭與機身的各種配件往往有錦上添花的作用。

微單攝影系統並非只有機身和鏡頭兩部分，之所以稱為一個系統，是因為它包含了

許多元素，機身與鏡頭只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拍攝者還可以選擇豐富的鏡頭與機

身附件，透過組合搭配這些附件可以大大方便拍攝活動，或是營造出完全不同的畫

面效果。了解並且學會運用這些附件屬於攝影的基本功。

遮光罩

遮光罩是一種很常見的鏡頭配件，它的主要材料是金屬或者塑膠，利用接口或螺紋

的方式安裝在鏡頭前端。一般情況下，遮光罩可以阻擋一些灰塵和雨雪，產生一定

的保護作用。當進行逆光或側逆光拍攝時，遮光罩則可以阻擋部分雜光，從而避免

畫面中產生不必要的眩光。

 比較短淺的遮光罩，適合
廣角鏡頭。

 比較長的圓柱形遮光罩，
適合中長焦鏡頭。

 方形遮光罩，適合特定的
機身與鏡頭組合。

   

 在側逆光拍攝時，陽光很可能會產生眩光，
破壞畫面中的細節。    

 選用適當的遮光罩，能夠阻擋多餘的雜光，
有效避免畫面中的眩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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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像寫真拍攝秘訣

chapter 11

拍攝專業人像照片的曝光技巧

人像照片的曝光不僅影響到環境，還會對人像的膚色還原產生很大影響。

曝光是人像攝影的傳統課題，不過微單相機是高度整合電子技術後的相機產品，它

提供了許多有利於曝光控制的輔助功能。在拍攝人像時，應該學習使用這些便利的

新功能和新技術。

方便實用的微笑快門

笑臉快門是在微單臉部識別技術上發展而來的。微單相機在臉部對焦的基礎上增添

了笑臉識別功能，也就是說相機能自動判斷人像有沒有微笑。開啟笑臉快門後，如

果人像微笑，相機會自動釋放快門。這個功能不僅可以讓拍攝人像更加輕鬆，也適

用於自拍。

微單臉部識別技術的綜合運用

以 SONY 的微單相機 NEX-5N 為例，這款微單具備人臉登記功能，在拍攝靜態照片和動態影像

的同時都可以檢測人臉並進行對焦、曝光、閃光和圖像處理並登記，最多可登記 8 張臉，並能

優先識別之前檢測的人臉，還可以配合笑臉快門在檢測到微笑人臉的同時，自動釋放快門捕捉

瞬間。不過根據具體拍攝條件和環境，此功能有可能失效。

 一面與人像溝通，一面開啟笑臉快門功能。當人像露出自然
笑容時，相機即自動釋放快門。

光圈優先模式   

光圈 F2.8   

快門 1/250s   

焦距 100mm   

感光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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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人像拍攝模式的美肌效果

完美人像模式是 Olympus 微單具有的一種特殊人像模式。與一般的人像模式有所不

同，完美人像模式下，拍攝好的人像照片會經過相機大幅度處理。改變的內容涉及

到膚色、白平衡、曝光、磨皮等方面。具體說來，人像的膚色會中加入一些粉色，

白平衡會調整為更適合於表現膚色的模式，曝光也會偏亮一些，皮膚也會變得更加

光潔。完美人像模式如同是在相機上對人像照片進行了後期處理，能夠獲得膚質效

果更好的人像照片。

 使用一般的拍攝模式拍攝
出的效果，由於光線原因人

像臉部偏暗。使用完美人像

模式能夠改善這一問題。

 使用完美人像模式拍攝，
相機自動對人像臉部進行調

色、磨皮等處理。人像膚色

的表現和質感較好。

光圈優先模式    光圈 F2.0 

快門 1/30s    焦距 35mm   

感光度 800

完美人像模式主要適用於女性主體

由於完美人像模式會讓人像的皮膚變得光潔，因此它更適合用於女性主體，可以表現出女性的

柔美。如果拍攝男性則不適宜使用完美人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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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數位藝術濾鏡組合後的神奇

數位藝術濾鏡可以像光學濾鏡那樣進行自由的組合，創造出新的效果。

使用偏光鏡、漸層鏡這樣的光學濾鏡時，可以將多個鏡片安裝在鏡頭前端，產生新

的效果。同理，使用微單內建的數位藝術濾鏡時，也可以這麼做。多種數位藝術濾

鏡重疊後會產生全新的效果。

創意概念

各品牌微單都具有很多不同的數位藝術濾鏡，在第 3章已詳細介紹過。組合這些數

位藝術濾鏡時，需要選擇一種適用性較好的濾鏡做基礎，然後再添加其他濾鏡。例

如柔焦、小模型效果濾鏡不改變畫面色彩，因此可以與其他各類濾鏡充分組合。

 RAW格式原始照片。

 柔焦加玩具模型效果。

 柔焦加黑白濾鏡效果。

 柔焦加淡化增亮效果。

 柔焦加濃郁色彩濾鏡。

 玩具模型加黑白濾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