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師：陳俊岑   

1 
 

 2019-9-11 第 3 次上課  
使用相機專業模式 P1 
相機專業模式是什麼? P2 
如何操作相機專業模式? P3 

 MF 調整 P10 
1.使用相機專業模式? 
品牌手機旗艦手機採用的關鍵相機元件通常大同小異，但採用同一型號相

機模組的不同機型在成像效果卻有很大差異，這與各手機廠商在相機優化

和後期演算法的“軟實力”的差距有很大關係。手機相機受限於體積和硬

體結構的限制，鏡頭的光圈與廣角固定且無光學變焦下，因應不同的拍攝

環境，手機廠商在相機優化和後期演算法技術就變得相當重要。為了強化

iPhone 相機在各情境下的拍攝表現，Apple 的 iPhone 的相機團隊竟有 

800 人之多，這也是 iPhone 在相機元件本身硬體規格不突出下能始終保

持一定優勢。 

使用相機專業模式就是為了透過人腦在實際拍照環境的演算彌補很多

Android 陣營的手機廠商在後期演算法技術的落後，拍出可以媲美專業相

機的好照片。根據近期 DxOMark 網站的相機評比，排行最高的 Xperia 

Z5（87）、Galaxy S6 Edge（86）、LG G4（83）等機種都具備可以支援

相機專業模式而把 iPhone 6s 與 iPhone 6 Plus ( 82) 擠到了第八名。 

以下是目前可以支援專業相機模式的手機: 

   
 
  

http://3c.ltn.com.tw/news/20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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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相機專業模式是什麼? 
各品牌支援專業相機模式的操作介面大同小異，可以調整的參數主要為白

平衡(WB)、手動對焦(MF)、曝光補償(EV+/-)、感光度(ISO)、快門速度、

閃光燈模式、支援儲存 RAW 或 JPG(Option)，LG G4 則多了曝光鎖定

(AE-L)。 

照片曝光鐵三角之一的光圈大小怎麼調整呢?  手機相機受限於體積和硬體

結構的限制，手機相機的光圈都是採固定大光圈的設計，光圈大小是無法

調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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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何操作相機專業模式? 
A. 設定照片格式(RAW/JPG): 

RAW 格式是一個由相機的影像感應器獲取的未經過任何處理的影像資料檔

案，因為沒有圖像處理和壓縮而造成資訊流失，可以透過後製軟體來校調

各項參數，擁有更大的寬容度及可以補救拍攝失敗的相片。RAW 的缺點是

檔案很大很佔記憶體空間、圖檔轉檔耗時且必須使用特別的軟體才能開啟

檔案。 
 
JPG則是一種”有損”壓縮相片圖像標準方法但使用方便，是目前最廣泛

使用的圖像格式。JPG演算法是以離散餘弦轉換 (Discrete Cosine 

Transformation) 數學為基礎，捨棄圖片當中對人類視覺而言較不重要的

部份，每編輯一次，就會遺失部分資料，編輯愈多次，圖片的品質就會愈

差。 

如果你需要拍攝大量的相片或是只是一般隨手拍照，應該考慮使用 JPG。

如果是做為商業拍攝、具紀念價值的拍攝(如旅行..)或喜歡後期製作則可以

考慮使用 RAW。 
  
B. 調整白平衡: 

白平衡(White Balance，WB)，就是將白色光線平衡回來。 只要能反射光

線的一切光源都擁有其各自的色溫(色彩溫度)，每個光源也都各自擁有色

相。在各式各樣色相的光源下，加上各品牌相機拍出照片色彩各有偏好

(iPhone5 以後偏冷色系，Sony 則偏暖色系..)，就會拍出時而紅色，時而

藍色的照片。白平衡功能就是隨著光源的色相和種類不同進行適合的設

定，拍出色感正確的照片。 

色溫一般是以 Kelvin（K 值）來表示，並以光源泛著白色約 5000~5500K

的色溫為基準。當色溫比此基準還低時，照片會變紅色；色溫較高時則會

拍出較藍的照片。在不同情境下(如鎢絲燈、日光燈(管)、日光、閃光燈、

陰天..等)有參考的 K 值可做設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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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賀禎禎攝影教室 
  
由於可以手機螢幕觀看調整白平衡後的拍照效果，所以不必刻意硬背 K

值，只須由手機螢幕觀察透過白平衡設定成自己人眼所見或是偏好的色系

即可。 

   
  

C. 調整快門: 

快門(Shutter speed)主要用來控制曝光持續的時間，就像相機眼睛的眼皮

(調整眨眼的速度)，決定畫面凍結程度與進光量多少。手機相機快門時間的

設定，大致從 30 秒到 1/6000 秒，一般來說 1/125秒以上就算是高速快

門，1/30 秒以下的算慢速快門。快門數值越小，表示快門速度越快，曝光

時間越短，拍攝的動態畫面較容易產生定格的效果，適合拍攝正在移動中

http://judelaw.pixnet.net/blog/post/31204287-%5B%E6%95%99%E6%94%9D%E5%BD%B125%5D-%E4%BB%80%E9%BA%BC%E6%98%AF%E7%9B%B8%E6%A9%9F%E7%99%BD%E5%B9%B3%E8%A1%A1?-%E5%B8%B6%E4%BD%A0%E8%AA%8D%E8%AD%98%E8%89%B2%E6%BA%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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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或動物；快門時間長，進光量越多，可以塑造細水長流或車水馬龍的

感覺，讓移動的軌跡停留在畫面上。 

   
  

若要使用慢速快門，則要考慮「安全快門」的問題。「安全快門」，是能

基本保證拍照時不會因為手震而導致照片發虛、模糊所用的最慢的快門速

度。「安全快門」快門值=1/鏡頭的目前焦長。目前的手機相機的安全快

門大概是 1/30~1/60，若支援 OIS 光學防手震功能的手機則是 1/ 

15~1/30。若是要拍出細水長流、車水馬龍、煙火..等移動軌跡照片因遠長

於安全快門時間，就必須使用腳架才行。 
 
  
C. 調整快門、感光度 ISO、曝光補償(EV+/-): 

照片亮度是由相機光線進量所決定，控制亮度(曝光)的鐵三角一般是「光

圈」、「快門」與「ISO」。由於手機相機都是採去固定光圈且光圈值大

都介於 f1.8~f2.4 屬於大光圈設計，所以只能利用「快門」、「感光度

ISO」與「曝光補償」來調整照片的亮度。 

ISO感光度就是指對光線敏感度表現的數值，手機的 ISO值通常為

50~2700。ISO 的數值大小掌握著畫面的品質，ISO的數值越低，代表畫

面成像越細緻。越低 ISO值，光線的品質越好，所得到的畫面就越清晰，

保留更多的細節與色彩。不過，若拍照的環境光線不足或是必須使用高速

快門以拍攝對象的凝結的動作導致光線不足時，就必須利用閃光燈或是提

高 ISO值來維持照片的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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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補償就在手機相機半自動模式下，畫面總是看起來稍暗或太亮，用來

調整曝光的功能。EV 曝光補償調整範圍為+2.0 ~ -2.0 之間， +EV 就會光

線明亮，-EV 就會光線減弱。曝光補償當拍攝的畫面太暗時，可提高曝光

補償值，讓整體畫面更清楚；相反的，如果畫面太亮，可降低曝光補償

值，以防止畫面過曝。透過調整曝光補償產生不同的曝光補償，會營造各

式各樣的光線質感，並讓色彩的飽和度因曝光明暗而產生差異，這會讓照

片產生不同的影像魅力。 

對於手機相機而言，照片亮度= 固定光圈 + 調整「(ISO 值 +快門值 )+ 

曝光補償值」。   
  
D. 調整對焦與構圖:  

由於手機相機都是大光圈設計，容易營造淺景深、背景散焦的效果。若

相機自動對焦抓的對象不對，往往會造成拍攝主角模糊的問題。各手

機專業相機功能通常都會有「MF 手動對焦」選項，可以透過上下滑動來

調整對焦距離，選擇近距離或是較遠距離的拍攝物品為主要對焦對象。由

於智慧型手機都具有觸控螢幕，可以透過點選螢幕標的物的方式來選對焦

主體，要不要透過手動對焦還是利用點選螢幕對焦來調整對焦距離與對象

就見仁見智了。 

 



                                  講師：陳俊岑   

7 
 

  
採用手動或是觸控螢幕對焦除了是讓拍攝的主體能夠清晰，更是讓相片構

圖能夠更加自由。 

構圖(把拍攝主體放在合適位置)是成就好的作品與表達拍攝者意念的關鍵因

素，三分構圖法是攝影入門者必學技巧之一。三分構圖是利用古希臘發現

黃金分割比例，乃將照片分成三等分，若將被攝主體的位置擺在整張照片

的 1/3 或 2/3 比例處，將可以營造出遼闊廣大的視覺張力，讓照片更為平

衡與協調。若是攝影的入門者，可以打開相機的網格線，把拍攝主體落在

畫面上的四個交點任一位置上，嘗試採用三分構圖法，別再傻傻的把所有

主體都放中間。 

   

   

三分構圖法使用在風景構圖上效果相當好，手機相機常使用的近物拍攝效

果好嗎 ? 把被攝主體的位置擺在整張照片的 1/3 或 2/3 比例處  或是置中

各有不同風味。根據版主將以下照片放在臉書民調的結果，三分構圖法獲

得壓倒性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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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如何利用手機相機專業模式拍好照片? 

版主是個攝影入門者，沒有資格談如何手機相機專業模式拍好照片。對

於剛入門的新手，剛學習使用手機相機專業模式通常拍出的照片效果

往往不如手機的自動拍照模式。不過，拜網路部落客分享盛行之賜，

只要利用 Google 大神就可以輕易在網路上找到攝影高手分享使用支

援專業相機功能的拍照教學。這些攝影高手，通常會在作品上註明使

用的拍照參數，初學者可以依樣畫葫蘆使用這些攝影高手相同的設定

參數，相信就可以透過練習慢慢體會出其中訣竅。 版主目前是使用

LG G4，mookio 阿默的 LG G4 大作就成了版主拜讀的學習教材。 

http://blog.mookio.net/search/label/LG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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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mookio 阿默/LG G4 
  
要成就一張好的相片作品，就是不斷練習、練習、再練習。透過不斷練

習，除了獲得拍照技巧外，更重要的是提升對影像構圖的 Sense。拍照是

一種慾望跟野心的表現，使用手機相機專業功能雖然無法真正拍出媲美專

業相機的相片作品(詳見這裡)，但透過一次次設定白平衡、快門速度、

ISO、手動對焦..來進行拍照冒險，實踐自己對影像的解讀與好奇，可以

獲得的樂趣不是只用傻瓜照相功能來隨手瞎拍所能比擬的。 

 

 

 

 

 

 

 

 

 

 

 

http://blog.mookio.net/search/label/LGG4
http://tu0925399900.pixnet.net/blog/post/20768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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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 調整 

拍攝近物、花朵、人物與

景時，我們常希望能拍攝

出主體清晰，背景模糊的"

淺景深"的效果，讓照片主

角凸顯，減少其他景物對

主體的干擾，看起來美

麗，乾淨俐落，也頗有藝

術感。 

由於在早期手機不容易拍

出這樣的照片，所以往往

大家覺得這種拍出這種照片很專業、高級；不過隨著手機相機的光圈越來

越大、支持手動模式以及後期軟體算法進步，現在即使完全不懂攝影也能

輕鬆用手機拍出這樣的照片。 

而 PixelMaster 相機最大的優勢就是支持了手動模式，雖然它和真正相機

的手動模式並不全然相同，以及手機的光圈也是固定不能調整的，不過它

支持了手動對焦(MF)，這是許多其他手機沒有支援的。 

手動對焦?! 現在手機相機都強調智慧自動對焦、0.0x 秒極速對焦、相位、

雷射對焦，開啟相機，快門一按即拍下最美瞬間，幹嘛還要用手動對焦呢? 

事實上手動對焦有時能讓您拍出自

動模式下拍不出來的照片，讓人以

為是透過軟體修圖或是用專業相機

所拍的。 

來找一朵測試一下淺景深效果... 

現在的手機光圈都比較大，基本上

只要點選花朵進行對焦，就能實現

一定的背景虛化消果。而使用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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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焦，則是能進一步自由的調整

焦段，想要哪邊清楚哪邊模糊都

能實現，下圖可以看到把焦距集

中在花朵的距離上，能讓景深更

淺，背景虛化效果更加明顯。 

 

那怎麼進入手動模式呢? 在相機

右側有個"M"即是手動(Manual)

的意思，或者從模式裡面選擇也可以。 

 

進入後，右邊有幾個參數可以

調，由上而下分別是白平衡

(WB)、曝光補賞(EV)、感光度

(ISO)、快門速度(SS)以及對焦

(F)。 

 

↑ 手動模式 

 

點選對焦後，右側就會出現一

個拉桿，這時就可以自由調整

焦距囉，拉到越靠上面(山的符

號)焦距就越遠、越接近無限

遠，反之則越近(靠近花朵符

號)。 

 

↑ 右側的對焦焦距拉桿 

基本上沒什麼專業數值，使用者只要滑動拉桿，從畫面預覽觀察對焦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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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操作非常直覺。 

長按螢幕中央，也能鎖

定白平衡和曝光，避免

相機稍微移動後又自動

重新測定而跑掉。 

 

 

 

 

如此，就能拍照比自動

模式下更好的淺景深效

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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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的模式裡面不是也有個"景深效果 

 
↑ PixelMaster 相機提供景深效果模式。 

很多手機都有內建景深效果模式，主要是透過後期軟體自動修圖來產生，

或者是按下快門時拍攝多張不同焦段的照片再合成，基本上也不錯用，如

果手機沒有手動模式，這更是拍出"專業"景深照片的一大救星。 

然而，景深模式也並非萬能，還是有缺點和限制的。首先如果主體和背景

的邊界不夠明確，可能出現拼接修圖的痕跡；再來，景深模式對於場景主

體、背景的距離比例關係也很要求，並非想拍就能拍得出來。 

 

 
↑ 主體和背景比例不符合軟體算法要求時，景深模式亦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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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有"手動對焦"這麼好的功能之下，還是推薦直接用手動來完成，

一次到位，不用後製修圖! 

手動對焦對於拍攝近物非常有用，因為有時在光線較暗、顏色對比不明顯

的時候自動模式常常會對不到焦，與其在那點半天對焦，不如切換到手動

模式來拍。 

 
↑ 拍攝近物，時常有對焦失敗的情形發生。 

切到手動對焦，移至最短焦距，瞬間變清晰，然後發現鍵盤好灰塵好多，

是時候該清理了。 

 
↑ 用手動對焦，能自由調整焦距，確保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