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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的搭配
有了機身以後，再來就會面臨到選購鏡頭與機身搭配的問題，對於網路商店的產品攝影

來說，有些特殊用途的鏡頭可以不用考慮，像是魚眼鏡頭和移軸鏡頭等；望遠鏡也較少

用到，所以這裡只介紹一些較為必備的鏡頭類型。

服裝拍攝中會使用的廣角鏡頭

在拍攝商品照片時，廣角鏡頭主要是用來拍攝服裝，因為在

室內拍照時空間有限，廣角鏡頭能提供較廣的視角，在有限

的空間內，依然能拍出服裝的全貌。另外，只要精心安排構

圖，廣角鏡頭還可以讓模特兒看起來更為修長，為產品形象

加分。

不過廣角鏡頭終究只是其中一種選擇，它在近距離拍攝時的

細節效果不佳，而且常要注意拍攝環境的情況，也不易拍出

淺景深背景模糊的效果。

廣角鏡頭不適合拍

攝靜物商品，因為它

會有較誇張的變形，

容易讓產品外形失

真，反而無法真實呈

現產品的樣貌。

使用廣角鏡頭時，只要仔細安排構圖角度，還
能讓人物身形顯得修長，照片更加賞心悅目。

在有限的室內空間下，使用廣角鏡頭一樣可以拍
出全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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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距鏡頭能呈現商品細節

微距鏡頭是指可以近距離拍攝來放大物體的鏡頭，它上頭通常會標示放大倍率，像是 0.5

倍、0.7倍、1.0倍等，放大倍率越大，表示鏡頭的近距離拍攝能力越強，以拍攝戒指為

例，1.0倍微距鏡頭下所能拍出的物體會比 0.5倍鏡頭更大，也就能呈現更清楚的細節。

如果經常需要拍攝小商品，像是珠寶首飾這類產品，可以考慮購買一支專用的微距鏡頭。

微距鏡頭的焦距通常是中長望遠焦段，這裡建議使用 100mm以上比較好，因為可以在

稍遠的距離下拍攝微距效果，如果相機鏡頭需要很靠近產品來拍攝微距照片，那麼相機

與鏡頭本身很有可能會擋住打光的光線。

雖然只要裁切照片就能讓照片中的物體看起

來更大，得到類似微距拍攝的效果，不過這

麼做其實所得到的照片品質不好，最好還是

使用微距鏡頭來拍攝。

以標準鏡頭拍攝戒指，戒指只能以完整的形體呈現在
畫面中，無法展現出細節部分。

使用微距鏡頭可以把戒指拍得很大，顯露出微小的細節。

 ■光圈：f/16.0■快門：1/125s■感光度：ISO 400■焦距：70mm■曝光補償：-0.5■白平衡：自動■測光模式：評價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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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用的曝光補償功能
在光圈先決模式下，攝影師可以利用曝光補償的設定。曝光補償設定是以數字方式來表

示明暗的程度，將補償值調得越大，拍出來的影像就越明亮，反之，如果曝光補償值越

小，畫面就越暗。曝光補償功能原則上是適用在使用自動曝光模式的情況下，當曝光補

償值為 0的時候，表示相機按照自動測光得到的結果來進行曝光，而當曝光補償值調為

負數時，相機會依照測光所得的結果調整出曝光值較暗的設定；反之，當曝光補償值為

正，就會調出比測光所得結果還亮的曝光設定。

在自動曝光模式下相機會依照測光結果來進

行曝光，不過有時由於光線、色彩等因素會

導致曝光效果不甚理想，當出現這種情况

時，可以利用曝光補償來增減曝光效果。
曝光補償的設定，數字代表曝光的明暗度。

曝光補償值為 0。

接下來實際試用曝光補償功能。從 0開始把曝光補償設定值一路增加到 +3，可以看出

畫面亮度的變化，在這個例子裡，你會發現曝光表現比較棒的是補償值設為 +1的照片，

反而不是補償值為 0的那張。

曝光補償值為 +1。

曝光補償值為 +3。曝光補償值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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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線的方向與特性
無論是使用人工光源還是自然光，都要先決定好光線要從哪個方向來打亮產品；要決定

打光方向，首先要對於光線的照射方向與特點有基本的概念，也就是什麼方向的光會產

生什麼樣的效果，先在腦中構思想要表現的感覺，再根據需要做打光設定。

順光適合表現產品色彩

當光源照射方向與拍攝的方向一致，這種順著拍

攝方向照射的光就稱為順光。一般來說，順光打

光的光源要擺在相機位置的後方或與相機並排；

以順光方式來打光，產品的正面剛好正對著光

源，因此上頭的顏色與細節會清楚地呈現，同時

由於陰影剛好是落在產品後方，照片中不會有明

顯的物體陰影。

商品攝影常會使用順光設定，攝影師會先架設一

盞順光光源做為打光的基礎，然後再搭配其他的

輔助光源。順光打光的主要缺點是光照情況太過

平板，對比不夠強的陰影會讓產品缺少立體感。

順光設定的俯視示意圖。

■ 光 圈：f/2.8 ■ 快 門：

1/250s■感光度：ISO 200■焦
距：85mm■ 曝光補償：0.0■
白平衡：自動■測光模式：評
價測光

利用來自窗戶的順光拍
攝，盆栽中植物葉片的葉
脈、色彩得到很好的展
示，同時植物表面幾乎看
不到明顯的陰影，因為濃
重的陰影都在葉片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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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解析

這件針織外套比較寬鬆舒適，能搭配的方式也較多；在拍攝這件外套時，除了要展示外

套本身的細節外，也可以連同服裝的搭配方式一起拍出來。

不是只要拍出針織外套
的外觀就算完工了，在
拍攝的時候要記住一點，
服裝是主角，所以要思
考該用何種方式去呈現
衣服，而打光也要以服
裝為重點考量。

以近距離進行拍攝作業，
能清楚呈現衣物表面的
質感。

適度展示服裝可能的搭
配方式，讓消費者不僅
能看到衣服的樣式，還
能看到這件衣服是否好
搭配，以及能搭配出什
麼樣的效果。

設置閃光燈白平衡確保色彩還原準確

這裡我們使用的是手動閃光燈，也就是閃燈的出力是固定的，不會依據相機測光的變化

而改變。手動閃燈的用法，通常是先將光圈、感光度和快門值設定好固定不變，然後改

變閃燈出力大小，直到拍出適當的曝光為止。在拍攝前要記得要將白平衡設為閃光燈，

以避免在自動白平衡下，相機受到環境或服裝色彩的干擾而導致服裝色彩還原不準。

在白平衡設定清單中，閃電符號就代表閃光燈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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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用涼鞋

這款女用涼鞋以亮面人造皮作為

鞋身材質，具有很強的反光特性，

打光時很容易在鞋身表面產生明

亮的光點或線條，雖然基本上要

避免出現過多的高光區域，但如

果把強烈反光完全消除掉，反而

無法呈現出涼鞋的表面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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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填充物讓包包外型更飽滿

沒有裝東西的包包會顯得很扁不好看，拍攝時為了避免這種情况，可以利用填充物裝入

包包裡，讓肩包看起來美觀大方。

在肩包裡塞入軟質填充物可以讓包包看起來更飽
滿好看，增強消費者的購買慾。

■光圈：f/5.6■快門：1/100s■感光度：ISO 200■焦距：
40mm■曝光補償：0.0■白平衡：自動■測光模式：評價
測光 

以不同拍攝角度來表現肩包完整風貌

我們分別從側面、斜側面、背面來拍攝肩包，以不同角度來完整展示商品全貌。在拍攝

時需依據拍攝的位置角度，去調整主光與補光燈的打光方向，

以三種不同的角度來拍攝肩包，完整呈現肩包的款式樣貌。

■光圈：f/8■快門：1/60s■感光度：ISO 200■焦距：50mm■曝光補償：0.0■白平衡：自動■測光模式：評價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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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杯蓋與保溫杯要置於同一距離上

這款保溫杯的杯蓋在設計上能做為簡易水杯來使用，所以可以拍攝杯蓋取下的照片。把

蓋子擺到保溫杯旁，還能順便展示保溫杯出水口的樣子。記得蓋子與保溫杯擺放的前後

距離要盡量一致，讓景深範圍能同時涵蓋兩者。

■光圈：f/5.6■快門：1/125s■感光度：ISO 200■焦距：
70mm■曝光補償：0.5■白平衡：自動 ■測光模式：評價測
光

保溫杯左側邊緣上的黑色陰影其實就是黑色絨布的
倒影。為了讓照片有足夠的亮度，這裡設定了 +0.5
的曝光補償值。

由於在保溫杯的一邊以黑色絨布來遮擋部

分的打光，整體打光亮度較低，最好將黑

色絨布那一面的燈光強度提高一些，來平

衡保溫杯的整體打光。

杯蓋和出水口都是淺色
的，為了避免它們曝光過
度，設定曝光時會稍微減
弱一些，也因此讓背景暗
了下來，出現原本看不到
的細節，不過沒關係，只
要在後製處理時將背景修
成全白色即可。另外，這
張照片使用較小的光圈，
確保兩個物體都會在準焦
的景深範圍內。

■ 光 圈：f/6.3 ■ 快 門：

1/125s■感光度：ISO 320■焦
距：70mm■曝光補償：0.3■
白平衡：自動■測光模式：評
價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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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道具讓大象「站」起來

如果大象吊飾能夠像真正大象那樣立起來，照片看起來一定非常有趣。不過由於大象吊

飾底部是曲面形狀，無法自行穩穩的站立，所以需要利用道具來支撐。考慮到商品本身

的色彩和質感，支撐物最好在視覺上與吊飾非常相似，因此在這裡是選擇使用同樣由金

屬材質製作的硬幣來當作支撐物。

將硬幣堆起來放到大象吊飾後方充當支撐物。 以平視角度來拍攝，同時拉大光圈值，讓大象吊
飾後方的硬幣變模糊。

利用參考物體來比對商品大小

硬幣除了可作為支撐物外，也能將它用做照片內比對用的參考物體，因為人們對於硬幣

大小已有固定的概念，只要與硬幣相對比，很容易就能感受到吊飾的實際大小。拍攝時

可以將硬幣與鑰匙圈並排放在背景紙上，接著將光圈縮小到 f/16.0左右，應該就有足夠

的景深範圍讓吊飾完全清晰，呈現出與參考物體之間的大小比例。

■光圈：f/16.0■快門：1/125s■感
光度：ISO 100■焦距：50mm■曝光
補償：1.0■白平衡：自動■測光模式：
評價測光

使用小光圈讓所有物體都清晰
準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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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固定的白平衡色溫來拍攝多張照片

接下來要拍攝一組用來說明繞線器使用方法的照片，在拍攝時為了保持所有照片能有一

致的色調表現，可以考慮使用色溫白平衡設定來固定色彩的表現，也就是輸入固定的色

溫值，確保這些照片裡每一張都有相同的色調表現。

利用這個方法使整組照片保持一致的色調，那麼

無論是對照片整體性、或是對後製批次處理照片

的作業來說都相當有幫助。

利用設定白平衡 K值來固定白平衡色溫。

使用多張照片來說明繞線器的使用方法

產品的包裝上通常會附有簡易的圖示來說明使用方法，不過這裡如果將使用方法拍攝成

實際操作的照片，會更具有說服力，也能讓消費者對繞線器的功能有更直覺的認識。除

了前面介紹的鎖定白平衡之外，這裡還可以利用手動曝光模式來固定曝光效果，進一步

確保整組照片有一致的表現。

拍攝時可以依照繞線器的使用方
法來逐一拍攝說明照片，步驟照
片可以拍得詳盡一些，這麼一來
客戶運用在網頁上時，只要再補
上一些說明文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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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太陽眼鏡收折狀態要注意對焦位置

這款太陽眼鏡在設計上到處都是曲線線條，而將太陽眼鏡收折起來時，鏡片的正面也是

朝著不同的方向。由於消費者也會想看到太陽眼鏡收折起來的樣子，所以記得也要拍攝

收折後的照片，此時光圈要稍微縮小一些；這裡我們以 f/4.0光圈來拍攝，至於對焦位

置則是擺在眼鏡中間的鼻樑架，因為它上頭有足夠的對比與線條，有利於對焦系統的運

作，如果對準鏡片來對焦，常會對不到焦點。

從背面和正面分別拍攝太陽眼鏡收折後的樣子。

控制鏡面反射倒影的技巧

太陽眼鏡的鏡片基本上就是一片曲面鏡，會將四周景物都映入裡頭，如果從正面來拍攝，

攝影師自己的身影也會出現在鏡片上，所以盡量避免從正面拍攝。除了角度之外，也可

以利用柔光帳來遮擋環境中的物體，使鏡片上的倒影簡化。在實際拍攝時，這兩種方法

會同時派上用場，也就是使用柔光帳來簡化環境景物，同時也要調整太陽眼鏡在柔光帳

中的位置，以及調整相機角度來避開鏡片上相機本身的倒影。

鏡片上的明亮反光其實就是柔光帳
的布面，不過白色的倒影總比其他
雜物產生的倒影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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