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4 CHAPTER 1  ╳  拍攝之前

究竟是想太多還是沒想到？
網路上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一位想學習攝影的

人請教大家，如果有 50萬元預算，應該買什麼

相機。於是另一位網友做出了如下回答：

1. 撥出 10000至 20000元買底片相機，然後再買

台幻燈機。

2. 花 50000元去學法文，學會法文後，買一堆攝

影理論書籍、美術史、現代思想史，去法國看

展覽。

3. 報考法國的呂米艾電影學院或者國立阿爾勒攝

影學院。半工半讀，儘早畢業，儘早立業。
數位相機開始普及的今天，膠片相機的魅力依然不減。

4. 畢業之後，用剩下的錢去巴黎流浪，甚至可以賣了相機，路上看到任何人、任何風景、經歷任何 

事，都不要去拍它，只管用心經歷。

5. 回來之後如果還想繼續攝影 ......

這位網友給出的答案相信讓很

多人大跌眼鏡，故事講到這裡

雖然未完，但也已足夠說明問

題。這個故事既有「想太多」，

也有「沒想到」。對於一部分

人來說，也許會覺得回答者的

答案真的是想太多，完完全全

超過了買相機甚至是攝影的範

圍，甚至可以說是紙上談兵、

海市蜃樓也不為過。

不過，從另一種角度看，這位

網友的回答也提醒了大家，很

多攝影的問題上，我們想得不

夠多、不夠遠，還有很多問題

沒有想到。正如美國藝術評論

家蘇珊．桑塔格所說，攝影是

一種觀察與倫理學，而不僅僅

是相機的操作和使用。

夜色中的巴黎凱旋門。法國

是攝影誕生地，攝影藝術的

偉大一直是法國人的驕傲，

法國藝術院系教育不拘一

格，學歷並非唯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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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 CHAPTER 1  ╳  拍攝之前

鏡頭的選擇
使用的微單或是單眼，必將面臨鏡頭選擇的問題。可供選擇的鏡頭

數量龐大，以 Canon數位單眼相機為例，截止 2009年的統計資料，

已經有 130支專供為 Canon數位單眼相機使用的鏡頭，如果加上以

前的老式手動鏡頭，再加上可以轉接使用的其它鏡頭，那麼這個數

字會更加龐大。

面對這麼多的鏡頭，任何一本書都不可能一支一支具體為大家介

紹，拍攝者恐怕也沒有功夫一支一支去仔細瞭解。那麼這裡，筆者

主要介紹一些大家選擇鏡頭時常常沒有想到的問題，以及介紹一些

比較有特點鏡頭類型。

第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問題是 35mm規格等效焦長。35mm規格是指

全片幅數位單眼相機感光元件的尺寸規格，舉例來說，當我們使用

全片幅數位單眼相機的時候，使用 50mm鏡頭會得到一個視角，而

如果在感光元件尺寸更小的數位單眼相機或是微單上使用 50mm鏡

頭，則視角會縮小，所以雖然同樣是 50mm的鏡頭，但是由於機身

內的感光元件尺寸不一樣，拍攝出的照片也會有差別，如下圖。

以 Canon70D為例，這是一款採用 APS-C規格感光元件的數位單眼

相機，當我們在 70D上使用 31mm鏡頭的時候，可以獲得在全片幅

數位單眼相機上使用 50mm鏡頭時相同的視角，因此這時我們就可

以說在 70D上，31mm鏡頭的 35mm規格等效焦長為 50mm。由於

現在市場上的數位單眼相機或微單相機使用的感光元件規格眾多，

所以要掌握 35mm規格等效焦長的概念，結合自己相機的實際情況

才能妥善挑選鏡頭。

全片幅數位單眼相機上使用 50mm
鏡頭拍攝的照片。

APS-C 的數位單眼相機上使用
50mm鏡頭拍攝的照片。

除了依靠現成的資料，拍攝者也可

以根據自己使用數位單眼相機或微

單的情況來計算鏡頭的 35mm規格
等效焦長。首先是全片幅機身，這

時拍攝者不需要計算 35mm規格等
效焦長，鏡頭上標注的焦長是多少

就是多少。

其次，如果使用的是感光元件尺寸

為 APS-C規格的數位單眼相機或
微單，則需要用鏡頭焦長來乘以一

個換算係數，例如換算係數為 1.5
時，我們使用 50mm鏡頭就與在
全片幅使用 75mm鏡頭時的視角
相同。這個換算係數通常是 1.5或 
1.6。 

最後還有一種比較常見的係數

是 2，它主要適合於 Olympus和
Panasonic的單眼以及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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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的選擇 023

第二個問題是鏡頭的結構，這個問題很多拍攝者在挑選鏡頭的時候

都沒有仔細考慮過，其實它能從側面反映鏡頭的品質。鏡頭結構常

常用幾組幾片或幾組幾枚的方式來表達，例如 9組 10片，就是指

鏡頭中有 9個鏡組，10枚鏡片。很多鏡頭中兩枚鏡片會貼合在一起

形成一個鏡組，因此鏡頭結構中的鏡片數往往大於鏡組數。

有些人認為鏡頭結構越複雜越好，這表示鏡頭高級、用料實在，但

他們或許沒有想到，鏡頭結構過於複雜未必是好事。首先，任何玻

璃都不可能 100%透光，鏡片也不例外，即使採用了最新鍍膜技術，

也無法完全透光。因此以上面的鏡頭為例，它實際上有 14個反射

面（每組兩面），相對於 3組鏡片的鏡頭來說，它就會損耗更多的

光線。其次，鏡片組多了以後，製造中的誤差就越大，更容易造成

個體差異，色偏等問題也更容易出現。

總之，採用最低限度的鏡片數量達到最強性能的鏡頭才能稱為好鏡

頭。拍攝者在挑選鏡頭的時候，萬萬不可認為鏡片數量多的鏡頭就

好。第三個很多人沒想到的問題是鏡頭的光圈葉片數量。通常一枚

鏡頭中的光圈葉片數量為 5∼ 9枚。光圈葉片的數量對拍攝點光源

形成的星芒有很大影響，當光圈葉片數量為偶數的時候，星芒的數

量與光圈葉片數量相同，例如光圈葉片數量為 6片，產生的星芒數

量就是 6條。當光圈葉片數量為奇數的時候，形成的星芒數量就是

光圈葉片數量的 2倍，例如當一支鏡頭的光圈葉片數量為 9片，那

麼它拍攝出的照片中的星芒的數量就是 18條。

Canon EF 200mm f/2.8L II USM
鏡頭結構圖。兩個綠色線框中分別

各有一組鏡片，它們各自由兩枚鏡

片組成。從左到右數一數，這枚鏡

頭的實際結構是 7組 9片，第 6、
7片鏡片貼合為一組，第 8、9片
鏡片貼合為一組，你數對了嗎？

目前鏡頭防手震技術十分流行，在

Canon鏡頭中，這種技術被稱為
IS，在 Nikon鏡頭中被稱為 VR。
不管稱呼怎麼變，它的作用非常明

顯，能夠讓拍攝者手持相機時以較

慢的快門速度拍攝出清晰的照片。

我們可以從以下的對照拍攝實驗

中，瞭解防手震鏡頭的作用。

1/8s手持拍攝，關閉防手震功能。

1/8s手持拍攝，開啟防手震功能。
光圈葉片數為 6片的鏡頭
拍攝出的星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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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正需要的濾鏡只有三種 031

減光鏡

減光鏡又稱為 ND鏡，它整個鏡片都是深色的，可以阻擋許多光

線。雖然用到 ND鏡頭的情況並不多，但它的這項功能是後製處理

軟體無法替代的，也是相機內的數位藝術濾鏡無法替代的。

減光鏡還分為不同的規格，通常以數字來表示，例如 ND2、ND4、

ND8等等，數字越大，說明減光鏡的減光能力越強。

上面說了許多，那麼，為什麼要減光呢？很簡單，就是為了降低快

門速度，下面讓我們透過兩個實例來做說明。

實例3：使用漸層減光鏡拍攝水天一色的畫面

實例4：利用減光鏡營造出動感的水流

在光線強烈的戶外，我們可以藉由提高快門速度、縮小光

圈、降低感光度的辦法來避免畫面曝光過度。

但是有時候，拍攝者可能會需要使用大光圈來獲得漂亮的背

景虛化效果。這個時候由於光線強烈，即使感光度降低到

ISO100，快門速度提高到 1/8000s，還是有可能導致畫面曝

光過度。這種情況就應該拿出減光鏡來阻擋光線了。

有些環境中，光線並不是非常強烈，不存在曝光過度的問

題。但是卻需要使用很慢的快門速度，這時如果不使用減光

鏡，還是會導致曝光過度。

例如這裡拍攝水流，雖然環境中的光線並不是很強，但是要

想獲得 1s的慢速快門依然不可能。所以這裡也需要用到減

光鏡，才能在保證曝光準確的前提下讓快門速度降低到 1s。

正午的陽光穿透花瓣，讓花朵顯得通透。大光圈營造出柔美的背景

虛化。減光鏡的使用讓這一切變得可能。

1s的慢速快門讓水流產生了一種動感模糊效果。水流如同絲綢鋪在
石塊上。

光圈：f/5.6  快門：1/1250s   
感光度：100  鏡頭焦長：100mm  

光圈：f/16.0  快門：1s   
感光度：100  鏡頭焦長：2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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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  虛實夢境

極富動感的模糊
攝影機與照相機都具有變焦鏡頭，但人們常常認為二者最大的不同

點是攝影機可以在拍攝的同時做變焦，使變焦過程中的影像變大或

者變小，並讓這種變化成為作品的一部分。例如，特寫一支燭光約

2秒，然後將鏡頭變焦到廣角端，也就是拉遠鏡頭，畫面的視角範

圍增大，漸漸出現一個插滿蠟燭的蛋糕。這個變焦動作讓畫面更為

生動有趣。不需要旁白及說明，觀眾也可由畫面的變化看出拍攝者

所要表達的內容及含意，這就是所謂的“鏡頭語言”。

也許你沒想到，在使用相機拍攝照片的時候，同樣也可以運用類似

的“鏡頭語言”。只要拍攝時快門速度足夠慢，拍攝者的操作速度

足夠快，我們也可以在曝光完成的時間之內進行鏡頭變焦的操作。

例如快門速度為 1s，那麼只要拍攝者能夠在 1秒以內完成變焦操

作，就可以獲得極富動感的模糊效果。仿佛拍攝者正在帶著相機高

速前進一樣，效果如下圖所示。

光圈：f/5.6  快門：1/1250s  感光度：100  鏡頭焦長：100mm  

提示

這種極富動感的模

糊效果，通常被單

獨使用，不與其他

的模糊方式混合使

用，否則畫面整體

會顯得太過於朦

朧，失去特點。

奧地利著名的政治經濟

學家約瑟夫 • 熊彼特曾
經指出，將兩件不相關

的事情結合到一起就是

創新。對攝影來說，按

下快門按鈕的動作與變

焦本來是毫不相關的。

但是如果我們將二者結

合起來，就能獲得非常

具有動感的模糊畫面。

在這張照片中，拖曳傘

的速度感得以妥善表

現。

ACV032400.indb   42 2015/7/14   上午 11:53:23



平均測光不只用來拍風景 067

實例：運用平均測光抓拍飛翔的鳥類

在這種光線對比比較小的天氣

裡拍攝飛鳥，符合使用平均測

光的條件。另一方面，平均測

光的測光範圍覆蓋了整個畫

面，因此，在抓拍時，拍攝者

也不會分神到測光區域的控制

上，不用擔心測光區域沒有覆

蓋到鳥類。為了獲得更準確的

曝光，在使用平均測光的時

候，還可以結合曝光補償功能

對畫面的明暗進行控制，增減

曝光補償值來調整曝光。

光圈：f/5.6  快門：1/1250s  感光度：400  鏡頭焦長：300mm  

由於用了平均測光，拍攝者不用再去擔心測光點在哪裡，只需要專注於對焦和拍攝就好。

提示

曝光補償功能與平均測光的結

合是一種常用技巧。拍攝飛鳥

的時候，如果背景是明亮的天

空，則建議適當增加一些曝光

補償值，而如果背景比較灰

暗，則建議減少一些曝光補償

值。

平均測光將畫面分割

為了許多區域，這張

照片中，有的區域比

鳥類的身體要明亮，

有的區域比鳥類的身

體要灰暗，但是不管

怎麼樣，經過了平均

處理之後，曝光不會

相差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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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亮度優化與 HDR的區別 089

實例：在晴朗天氣拍攝時使用自動亮度優化功能獲得更大的寬容度

晴朗天氣的時候，光線偏硬，陰影顯得比較濃重，這時拍攝者可以開啟自動亮度優化功能。並根據光

線的條件來設定強度。例如當主體處於逆光的時候，那麼肯定畫面的對比會比較大，所以這個時候最

好設定自動亮度優化功能的強度為強。

在實際使用中，還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問題。首先，

在部分曝光模式下，無法使用自動亮度優化功

能。例如佳能相機在M手動模式下，就無法使用

自動亮度優化功能。

其次，自動亮度優化功能對於 RAW格式照片是

無效的，因為它只是一種透過影像處理器調整圖

片的功能，而 RAW格式是未經加工的原始影像。

所以要事先設定影像格式為 JPEG格式後，才能

使用自動亮度優化功能。
仔細觀察陰影，仍然保有大量細節。

光圈：f/7.1     快門：1/1000s    感光度：100    鏡頭焦長：50mm 

羊群當然會運動，因此這種情況使用自動亮度優化功能要好於 HDR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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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  無限構圖

平不平，機器知道
當拍攝一些具有明顯水平線的場景時，畫面中水平線是否真正保持

水平狀態顯得十分重要。有一種構圖方法被稱為水平線構圖，它的

基本原理就是通過水平線來引導觀者的視線，同時讓畫面產生一種

開闊、平穩的視覺效果。但是如果取景構圖不仔細，畫面中的水平

線產生了歪斜，整個畫面的平穩感就會被破壞。

對於沒有電子水平儀功能的相機來

說，可以借助一些外接的水平儀功

能來輔助判斷。比較常見的是這種

安裝在相機熱靴上的氣泡水平儀。

它的價格低廉，安裝簡便，使用

時，調整相機的位置，氣泡的位置

就會改變，當氣泡位於正中間的時

候，就表示相機處於水平狀態了。

不過這種水平儀最大的問題在於，

當拍攝者通過觀景窗觀察畫面的時

候，就看不到氣泡水平儀了，因此

只有切換到通過液晶螢幕取景的方

式，才能一邊觀察取景畫面，一邊

觀察水平儀。

平穩的水平線，表現出開闊的海面。

傾斜的水平線，破壞了畫面的穩定感。

在實際拍攝的過程中，如果僅僅依靠肉眼，不太容易準確判斷出畫

面中的水平線是否產生了傾斜。通過格線可以在一定程度進行判

斷，但是如果水平線的位置恰好遠離格線的話，就很難判斷準確。

好在目前很多數位相機都提供了電子水平儀功能，相機會自動感應

相機當前的空間狀態，然後以不同的方式顯示水平儀。拍攝者可以

根據電子水平儀給出的提示，調整相機的位置，當相機真正處於水

準狀態之後，拍攝出的水平線自然也就不會產生歪斜。

氣泡水平儀。

提示

由於相機的價格、定位不同，

電子水平儀的性能也有差別，

通常有雙軸或單軸之分，雙軸

水平儀可以同時判斷相機左右

和前後的傾斜程度。

124

ACV032400.indb   124 2015/7/14   上午 11:55:45



152 CHAPTER 5  ╳  非凡視角

實例2：弱光場所使用標準鏡頭拍攝細膩的畫面
在弱光的場合中，我們需要增大光圈、降低快門速度和提升感光度

來獲得足夠的曝光。當鏡頭光圈不是很大的時候，首先需要降低快

門速度，當快門速度無法再下降之後，再提升感光度。而感光度的

提升，不可避免的會導致畫面品質的下降，噪點增多會導致畫面顯

得粗糙。如果使用標準鏡頭的話，情況就會好許多，因為光圈更大，

快門速度可以不用下降到很慢，於是畫面的清晰度有了保障，另一

方面，還可以保持較低的感光度，獲得噪點更少的照片。

完全借助室內的燈光進行照明拍攝，室內的燈光通常都比較柔和，亮度不

高，不過由於標準鏡頭的光圈普遍比較大，因此依然可以在低感光度下獲

得令人滿意的曝光。

光圈：f/1.4  快門：1/80s  感光度：100  鏡頭焦長：50mm 

當拍攝者在挑選標準鏡頭的時候，

會發現一個價格上有有趣規律，那

就是同樣是 50mm鏡頭，光圈上差
一點點的話，價格卻會差好幾倍。

例如佳能 50mm f/1.8鏡頭，價格
約為 3,000 元，佳能 50mm f/1.4
鏡頭，價格約為 13,000元，而佳
能 50mm f/1.2鏡頭的價格則達到
了 50,000元。

鏡頭本身的作工和材質是一方面的

問題，另一方面，光圈越大，鏡頭

的設計和製造難度也越大，因此

光圈越大的標準鏡頭往往價格也越

高。不過那一點點光圈的差異，對

拍攝者來說有多重要、是否值得為

此付出鉅額的差價，見仁見智。

下面我們可以看看同一場景下，

f/1.8與 f/1.4在背景虛化方面的差
異。

50mm f/1.8鏡頭拍攝的照片。

50mm f/1.4鏡頭拍攝的照片，焦外
的虛化效果會更加柔和。

從傳統意義上講，焦長小於 35mm的鏡頭被成為廣角鏡頭。不過現

在鏡頭技術發展迅速，鏡頭焦長的數位不斷被刷新，目前焦長最短

的廣角鏡頭已經達到了 12mm。所以這裡我們將 24mm作為一個分

界線，焦長小於 24mm的鏡頭可以被稱為超廣角鏡頭，因為它們產

生的畫面效果與焦長範圍在 25mm~35mm之間的普通廣角鏡頭又

有所差異，透視感會更加強烈。通常我們說到廣角鏡頭，是一個泛

指，包含了超廣角鏡頭。廣角鏡頭有兩個突出的特點，第一個特點

是視野寬廣，因此它非常適合表現大場景，例如遼闊的草原、連綿

不斷的山脈等等。拍攝這些大場景的時候，只有廣角鏡頭才能將它

們的整體面貌盡可能多的展現在照片中，所以我們會看到很多風景

攝影作品都是採用廣角鏡頭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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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燈光也能被攝影所用 173

第二類燈光是一些私人環境中的燈光，例如家裡客廳的吊燈、書房的檯燈等等。這些燈光的照明範圍

很有限，但是與公共類的燈光相比，拍攝者更容易控制它們。首先拍攝者可以輕鬆控制它們的開關，

可以只開啟需要的燈光，關閉不需要的燈光；其次，有些燈光還可以調整它們的角度或亮度等，例如

家裡檯燈，通常都可以調整角度或者是亮度。

實例2：練習拍攝家裡的小檯燈
幾乎人人家裡都有檯燈，在學習攝影用光的初期，檯燈其實是一種很好的練習用燈光。普通人家裡的

檯燈無外乎有三種，一種是比較專業的工作臺燈，這種檯燈有一個柔性的支架，可以大範圍調整燈光

的照射角度和亮度，是一種理想的燈光。另一種是可以調整亮度的裝飾性檯燈，這種檯燈通常不能調

整角度。最後一種是既不能調整角度，也不能調整亮度的檯燈，這是可控性最差的燈光，不過並不是

說就毫無辦法，例如我們將檯燈拿遠一些，那麼它的照明亮度就會弱一些，拿近一些，照明亮度就會

強一些。所以對於這種小檯燈的控制要多多思考，多練習和嘗試。

光圈：f/2.8  快門：1/100s  感光度：100  鏡頭焦長：70mm  

調整小檯燈，獲得了一個恰當的光線亮度，隱約照亮了四周的環境，但燈罩部分的細節曝光準確，沒有出現曝光過

度的問題。在暗調的整體氛圍中，燈光顯得溫暖而又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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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控制色彩的明度是拍攝者運用色彩的第一步，其實只要將明度與曝光聯繫到一起，就很容易理解

了。天氣晴朗的時候，我們總覺得四周的物體看起來色彩很亮麗，而天氣陰沉的時候，則感覺四周看

起來色彩比較灰暗，其實這是因為晴天與陰天時光線的強度不同所致。那麼對於攝影來說，除了光線

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可以控制曝光，如果我們增加曝光，畫面色彩就會顯得鮮亮，如果我們減少曝光，

畫面色彩則會顯得深沉。

實例1：增加曝光補償值獲得高明度的色彩
這裡拍攝者想表現的是少女的青春靚麗活潑，在場景搭配方面選擇鮮豔的海洋球、蘋果道具，讓氣球

和蘋果鋪滿浴缸很有創意。

為了在視覺上強化靚麗的感覺，使用了照射均勻的充足光源，並且在曝光方面故意增加了 1級曝光補

償值，獲得了高明度的亮麗色彩表現。

光圈：f/6.3    快門：1/250s    感光度：100     鏡頭焦長：28mm  

增加曝光補償值後，色彩的明度提高，而且少女的膚色也顯得更漂亮。

你想過色彩的根本是什麼嗎？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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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過色彩的根本是什麼嗎？ 209

實例4：讓秋季植物秋意更濃

秋季是拍攝山林植物的最佳季節，不過有時候也許是時間上有所偏差，植物展現出的色彩可能還不能

讓拍攝者感到滿意。這個例子中，植物的色彩還沒有達到深秋時的那種金色，於是拍攝者從兩方面著

手，一方面藉由調整色相的方式，增強畫面整體的紅色調，使植物的色彩更偏向於金色、紅色；另一

方面，拍攝者稍稍降低了曝光量，獲得了更濃郁的色彩表現。

未做任何調整。 調整了色相。 降低了曝光。

光圈：f/16.0  快門：1/320s  感光度：400  鏡頭焦長：180mm  

原本色彩平淡的場景，經過色相的修改以及對曝光的控制，產生了秋意更濃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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