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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3 三角座星系 

M31 仙女座大星系

M42 獵戶座火鳥星雲

NGC7331 星系

NGC2244 玫瑰星雲

C/2013 R1 Lovejoy 彗星

銀河與M8 & M20附近星空

北美星雲

加州星雲

M8,M20 馬賽克拼圖六幅合成

二寮星軌跡

二寮星空

花蓮北迴歸線紀念碑與獵戶座

花蓮北迴歸線紀念碑與冬季銀河星軌

M51 星雲

M45 星系

M78 與巴納德環星雲

M1 螃蟹星雲

M33 三角座星系

NGC891 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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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攝影主要是以天上的星空為主，如果要把

星星拍得又圓又美，除了要有好的追蹤設備

外，還要有正確與適當的後製處理。常有學生

跟我說：「老師，我不喜歡後製啊！」。其實，

「後製」與過去底片機時代的暗房作業是一樣

的，一般攝影題材的攝影，或許不太需要後

製，但是在星空攝影這個領域，要得到正確的

結果，後製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環節。

一般的攝影人拍攝星空時，可能就是把感覺拍

到就滿足了。但是，在星空攝影人眼中看起來

其實大不相同，我們可以從這張照片看到，這

張取材自銀河中心附近的星區，怎麼都一團花

花點點的？這是雜訊或者是星點？答案是星

點，從左側截取的方框放大來看，裡面不僅僅

是星點，而且有一些不發光的塵埃帶存在，假

如用相機內的自動除噪功能去處理，可能會把

大量的星點抹掉，所以真正的星空攝影並不會

用到機身除噪這個選項。

星空攝影如果沒有後製編修，在目前科技下等

於是浪費時間罷了！怎麼說呢？因為就算你

拍到非常精準絲毫不拖線的星點，由於大多

數的星體都是非常黯淡的，而且來自非常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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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3 三角座星系，距離我們約三百萬光年，科學家估計約有

四百億個恆星在這個星系，螺旋星系的 M33直徑約 5萬光

年，比我們所在的銀河系大約小了一半，在肉眼可見星系當中

屬於較大的星系。裡面許多發射 H alpha紅光的星雲，這點也

跟我們的銀河系很相似。.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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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後一架亞特蘭提斯號最後一趟飛行任務

在 2011年 7月 19日即將降落前，筆者就親自

爬上家中大樓的高處去捕捉最後經過台灣上空的

影像，這真的是個難得的經驗，雖然影像很小又

是用手持的方式拍攝，但是同時可以把太空站還

有亞特蘭提斯號入鏡，大概也是一生中的最後一

次的機會，實屬難得又寶貴的畫面。有興趣的朋

友可以欣賞影片：http：//youtu.be/rNqY0XIhnE8 

是 ISS飛越的第一段，第二段兩者再次於脫離後

相遇，當時亞特蘭提斯號任務結束當天要降落於

地面了：http：//youtu.be/5oMQyoAo6c4。

月球與行星太陽的拍攝法

選擇仰角較高的視角可減低大氣擾動的干擾，這

是行星拍攝的一個重要技巧。一般低角度如果用

目視去觀察行星月亮，可以明顯地看出大氣擾動

的痕跡，有如透過滾燙的熱水蒸汽看後方的景物

一般的擾動，因此要拍攝行星類型的星體，好的

天氣帶一點風，選擇角度較高的時間點再拍攝，

這樣可以讓結果呈現更好的狀態，尤其是行星攝

影時，因為需要非常高倍的巴羅加倍鏡來拍攝，

所以大氣擾動的影響更高、更敏感。

選擇望遠鏡拍行星，可以考慮無像場修正鏡的大

口徑小焦比的款式，加上巴羅鏡加倍鏡的放大，

拍攝的區塊縮小後，自然可以取得較小範圍、較

低擾動的影像。

 

 

本照片是由香港行星拍攝名人 Daniel Chang所拍攝
提供。

望 遠 鏡 + 赤 道
儀 + 小 片 幅 CCD 
30fps~更高速錄影

大量月面或小行星
攝影的分區疊圖

分區疊圖馬賽克
拼接大圖

高解析月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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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圖軟體會根據設定分區塊

取品質較佳的部分疊圖，取

樣的張數多，是錄影的優

勢，加上馬賽克拼圖後，所

組成的大圖可以超過高解析

單眼相機所拍攝的效果。錄

影採用的是無壓縮方式存

檔，單眼相機所拍攝的影片

則多半採用壓縮的影片，相

對解析度已經有所損耗，疊

圖後的效果並不會太理想。

小光圈比＋片幅小＋高速無

壓縮錄影，取樣數量多之

後，因為取樣區域較小，相

對於大氣擾動的影響區域就

可以減少許多，加上取樣速

度快，進而取得品質較佳的

影像數量增加，疊圖效果自

然就有加分作用。

Registax 這套軟體是比較常

用的分享軟體，可以作為行

星攝影疊圖工具，但是目前

的版本並不適合讀取由單眼

相機所拍攝的壓縮影片或者

單眼相機拍攝的高畫素照

片。通常錄影的格式只要不

是經過壓縮後存檔的方式，

都可以嘗試拿來拍攝行星或

月面。

木星：這是透過不同時間拍攝的木星組合成的照片，

可以清楚地看到木星的小衛星以及衛星在表面因為太

陽照射的陽光所產生的黑影。

拍攝者：Daniel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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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  

星空設備參考資訊

常有初學者會問：哪一台赤道儀比較好？

通常筆者的回答就是：「只有適不適合，

沒有好不好」。為何這樣說呢？主因在於

以下四個因素：

 � 價格

 � 相對應的赤道儀精密度

 � 望遠鏡的焦長

 � 拍攝目標區的大小

價格決定了幾個變數：首先是精密度，精

密度告訴我們可以使用的焦段在哪個範

圍，精密度不好的赤道儀就不要勉強使用

高過原廠設計的規格焦段，赤道儀的精密

度夠高，才適合繼續往更長的焦段發展。

拍攝目標的大小，決定了適不適合用相對

應的焦段，因此這些變數讓筆者回答了

「沒有好不好的問題，因為能夠出品這類型

的產品都有一定的價值存在，要便宜又大

碗的並非沒有，只是跟你的設備搭不搭，

適不適合拍攝所需要的精密追蹤而已。

接下來，筆者會介紹幾款入門與進階的適

用設備，這些設備筆者都有實際操作與使

用經驗，透過這些心得分享，也許可以作

為初學者在進入前的參考選購依據。

Celestron 赤道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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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3 三角座星系 

M31 仙女座大星系 

M42

冷卻型單色 CCD拍攝，L：540分鐘，RGB各 70分鐘，
總曝光時間 610分鐘，望遠鏡 RC10/20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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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1 仙女座大星系

單眼相機拍攝，中心區域 30 秒∼ 1 分鐘數張，總曝光時間
60分鐘，望遠鏡 450mm



  傑克森2012~2014星空攝影作品    139

NGC2244 玫瑰星雲

ISO1600單張 4分鐘，總曝光 220分鐘，單眼相機，
望遠鏡 4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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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600單張 5分鐘，單眼相機拍攝，總曝光 20分鐘，
望遠鏡 450mm

C/2013 R1 Lovejoy 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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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河與 M8 & M20 附近星空

ISO1600 單張 4 分鐘，單眼相機拍攝，總曝光 44 分鐘，
望遠鏡 105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