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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畫素(pixels) 

 數位相機是透過CCD或CMOS等 

感光元件，將影像聚焦於CCD上，
再將每個畫素類比訊號，轉換成數
位編碼存於記憶體中。 

 畫素（像素），表示一張數位照
片是由多少色點組成，畫素愈大，
色點愈多，畫質愈好，當然檔案也
就愈大。 

畫素  長寛  

100萬  1280X960  

200萬  1600X1200  

300萬  2048X1536  

400萬  2240X1680  

500萬  2560X1920  

600萬  3072X2048  

800萬  3360X2460  

畫素規格表 



何謂解析度(resolution) 

  解析度的DPI (dot per inch)， 指每英吋有幾個畫素(畫素
密度)，解析度的多寡只影響到資訊量的大小，可是對印表機
與掃描器而言，掃瞄與列印的範圍是有固定大小，在一定大
小範圍內若能產生更多的像素，代表畫質越細密。  

 

 dpi是提供pixel與實際尺寸的換算關係，若要一張300x500 

pixel的圖片，而原圖的尺寸是3x5吋，「掃瞄」時只要100dpi

就夠了。若要「輸出」5x7吋的照片，解析度是300dpi，就需
要1500x2100pixel的圖檔才能印出最佳的畫質。 

 電腦螢幕只需72dpi便足夠，圖檔儘量低於900K，印刷用圖
檔，如印製報紙72dpi印製即可，銅板紙印刷則需300dpi，印
製高級光面紙時則需更高的dpi。 



色彩模式 

RGB色光三原色 

加法混色 
CMYK色料三原色 

減法混色 

C: cyan青色 

M: magenta洋紅色 

Y: yellow黃色 

K: black黑色 

R: red紅色 

G: green綠色 

B: blue藍色 



取景構圖 



Amsterdam by Jakob Wagner  

1拍攝角度 

last train by Lev Tsimring  



2幾何構圖 

Waterscapes by Damien Vassart  

http://www.modny73.com/ 

http://www.behance.net/gallery/Waterscapes/219963


蔡大旭 2012  

Contemplations by Maciej Leszczynski  

3局部與特寫 

 



http://www.bloggs74.com/ 

4光與影 



http://www.modny73.com/ 

5明暗分佈 

Journey’s End by Lance Ramoth  



閒暇時光 

2012我的城市我的家得獎作品 

Last passenger by Tim Corbeel  

6透視線與前後景 

http://1x.com/photos/night/21976/


記憶鎖鈕（一） 

 
 記憶鎖鈕（即快門按下一
半），可以鎖定焦距（自動
對焦）、快門與光圈（自動
曝光）。 

 

測光基準值：18%灰 

  

夜景 2004 北京胡同 蘇錦皆 

窗光 

2005 chicago 

Lincoln Presidential Museum 

蘇錦皆 



記憶鎖鈕（二） 

逆光 2005 Washington D.C. 蘇錦皆 

逆光 2004 Venice. 蘇錦皆 



補光（一） 

攝影棚中的閃光燈及反光板等補光設備 

一般的數位相機或手機LED補光燈，是用來進行對焦動作，因此補光
燈會一直亮著，對夜間補光作用不太大，而來閃光燈（Flash）則是
瞬間強光進行補光。  

補光燈 



補光（二） 

反光板 

（白、黑、金、銀、柔光） 



色溫 

 色溫（color temperature）  

是19世紀末，由英國物理學家
克爾文W．T．Kevlvin所制定，
K為單位，色溫度數的計算方式，
是將標準黑體金屬加熱後，所發
出某色光所需之攝氏溫度，再加
上273，就是該色光的色質，如
攝影用的鎢絲燈光的色溫為 

3200k， 就是標準黑體加熱到
2927度時所發的光。色溫的數
值越高，光的顏色偏藍(如陰天、
日光燈]，越低則偏紅（如日出
日落、鎢絲燈）。 作者：HerbHou 大安森林公園 

利用不同色溫的兩組光源 

 



數位變焦 

 數位相機之變焦可分為光學變焦與數位變焦兩種。數位變焦
只是將CCD所截取之影像加以裁剪，甚至將裁剪後之影像放大
為原圖大小（格放）。因此利用數位變焦所截取之影像，其解
析度與畫質較差。且幾乎所有的影像處理軟體，都能做到與數
位變焦相同的功能，甚至在使用上更具有彈性 



光學變焦 

 光學變焦的放大倍率，與傳統相機的設計一樣，取決於相機
鏡頭之焦距。因此利用光學變焦所截取之影像，其解析度與畫
質並不會有所改變。光學變焦鏡頭主要生產國為日本。 

不同焦距的各式鏡頭 



景深 鏡頭焦距推遠或拉近（視角），散景或背景虛化（景深） 

1/60s, F9,  ISO 100, 18mm   1/60s, F9, ISO 100, 70mm  

1/250s,F5.6, ISO100,18mm   1/320s,F5.6,ISO100,70mm  

http://photo.pcpop.com/Works/0x0/0/17/17940.jpg
http://photo.pcpop.com/Works/0x0/0/17/17942.jpg
http://photo.pcpop.com/Works/0x0/0/17/17959.jpg
http://photo.pcpop.com/Works/0x0/0/17/17955.jpg


生態攝影 



哈伯太空望遠鏡  

 1990年發現號太空梭升空
後，送入繞地球軌道的太空望
遠鏡，是目前最大、最精巧的
太空望鏡；為了紀念美國天文
學家哈伯（Edwin Hubble）
而命名為哈伯太空望遠鏡。   

 由美國航空太空總署與歐洲
太空總署共同建造，造價1.5

億美金，修復總費用約為6.2

億美金。因為位於地面上空六
百公里處繞地球運轉，免除了
地球大氣的擾動，所以解析度
比地面高十倍以上，可以拍攝
到28星等的天體。 



天文攝影（哈伯望遠鏡） 

木星 

大犬星群 



時尚攝影 

http://www.4a98.com/data/uploadfile/20060728/20060728020752703.jpg


商業攝影 



唯美攝影 



即興攝影 

Matthias Horn 

Emma 

Kreuzberg 2003 

 

Matthias Horn 

Boys, China 

1988  

 即興攝影(snapshot)相對於專業攝影，
著重偶發性、真實性、趣味性。 



紀實攝影：新聞攝影 

Jose Ferreira葡萄牙 

拾荒者的悲慘生活 

莫三比克首都Maputo附近
的垃圾場  



紀實攝影：人文攝影 

Toukyou 

用你的相機留下的歷史 

即生活中真實的一面  



利文(Sherrie Levine，1947- ) 

 謝麗•利文（Sherrie Levine）1947年生於美國，現居紐約。 

 挪用藝術「Appropriation Art」是80年代以後當代藝術的一個分支，
謝麗．利文正是代表人物。她的藝術核心是對名作的模仿。她複製
馬蒂斯、德庫寧的繪畫，使沃克•伊文斯（Walker Evens）的攝影作
品重現。她試圖以這種模仿的方式來暗示藝術創作語言與形式的不
斷重複與模仿，以及藝術家甚至著名藝術大師的不斷重複的創作，
難以突破個人風格的歷史與現實。  



Sherrie Levine 

After Walker Evans: 2, 1981  



布拉塞 (Brassai, 1899-1984) 

 布拉塞一直隱藏自己的真名，這
樣的做法在世界級藝術大師行列中
並不多見。1899年9月9日，於匈牙
利Brasso出生。1924年,布拉塞從
故鄉隻身來到巴黎尋找夢想，給自
己取名——“Brassai”，意喻為從
Brasso來的人。被夜色中的巴黎深
深吸引的布拉塞，在機緣巧合之下
終於選擇了走攝影的藝術之路。
1933年布拉塞的首部攝影集《夜之
巴黎》一銷而空，轟動整個巴黎，
作品幾乎拍盡了巴黎燈紅酒綠，紙
醉金迷的夜生活，甚至有人喻為小
報狗仔隊的泰斗，卻也奠定了布拉
塞在攝影史上不可動搖的大師地位。 



Brassai 

Conchita's Dance  

1931  



Brassai 

Couple on Bench at Night 

1930’  



郎靜山 (1892--1995)  

 1892出生的郎靜山，34

歲時就成為中國第一位攝
影記者，並舉辦個展，首
開攝影展風氣之先。他擅
長「集錦攝影法」，融合
張底片的局部，創作出饒
富逸趣的集錦作品，其將
國畫特色與攝影技巧的結
合，贏得「影中有畫，畫
中有影」美譽。  



郎靜山 冬季森林 1934 



郎靜山 漁夫歸家路 1988 



郎靜山 

寒江獨釣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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