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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ally compulsion such a referred
af18 270 di ii tamron
book that will manage to pay for you worth, get the agreed best
seller from us currently from several preferred authors. If you
desire to witty books, lots of novels, tale, jokes, and more fic
collections are in addition to launched, from best seller to one
the most current released.

You may not be perplexed to enjoy all book collections af18 270
ii tamron that we will utterly offer. It is not as regards the c
Its very nearly what you need currently. This af18 270 di ii
tamron, as one of the most functional sellers here will very be
the midst of the best options to review.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hotography - 2008
Nikon D90 PRO技法完全攻略 - 張正杰
2009
內容簡介 史上第一部可錄製D-Movie動畫短片的數位
單眼相機D90登場！史上第一本完全由入門者角度出發，
徹底圖解（分解動作）講授拍攝人像、風景、紅葉、夜景、
寵物、閃燈等各種主題的攝影工具書－－Nikon
D90 PRO技法完全攻略。 本書適合擁有Nikon
D80或D90的使用者閱讀，或者希望了解一部真正高性
能中階機種的人士閱讀。從相機的光圈、快門、感光度等一
個步驟一個步驟的詳細解說，不再只是單純的走馬看花，絕
對無師自通。 對於攝影老手來說，本書所刊載的示範照片，
包括日本紅葉勝地：鳴子峽口和福島磐梯、東京新宿街景、
阿里山日出、台灣著名晨昏景點等，還延請多位專業模特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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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比基尼泳裝，講解人物攝影和風景寫真等各項主題。 本
書特色 ★採用歐洲原裝進口萊卡超亮特雪銅版紙印刷★ ★
超越日本攝影專輯的完美視覺饗宴★
Canon EOS 600D - Arthur
Azoulay 2011-07-20
"Cet ouvrage a pour ambition
de vous rendre 100% autonome
avec votre EOS 600D ainsi
qu’avec ses ancêtres dont
l’ergonomie est similaire. Cet
appareil polyvalent vous
permet de réaliser de
magnifiques clichés et vous
donne également la possibilité
d’enregistrer des vidéos. Ce
livre, écrit par un professionnel

1/22

Downloaded from
forgeworks.ca on by guest

de l’image, vous permet de
中心:稚齡美女 ．八里、十三行:陽光少女 ．菁桐、十分:鐵
faire le tour de toutes les 道美女 ．金瓜石、九份:老街懷舊美女 ．北海岸咖啡廳:逸
fonctionnalités de ce reflex. 趣美女
Un ．和平島公園:奇岩比基尼 ．基隆正濱港:海風比基
ouvrage très pratique à offrir尼 ．板橋435藝文特區:華燈美女 ．大溪花海:浪漫少女
ou à se faire offrir ! ".
．石門水庫:心動美女 ．福隆海水浴場:沙灘比基尼 ．南寮
HWM
- 2008-12
海岸:港灣美女 ．編輯私房景點:私藏秘密 人像攝影構圖技
Singapore's leading tech
法 ．全身與半身照的拿捏 ．眼平的親密感 ．縱深的空間感
magazine gives its readers the．善用留白空間 美眉POSE 18招 ．招數不勝枚舉，
power to decide with its
配合圖片展示，方便攝影師與MODEL直接溝通 閃燈
informative articles and in- 攝影完全攻略 ．跳燈的使用技巧 ．離機外閃絕招 ．日中補光
depth reviews.
(壓光技巧) 新銳人像鏡頭測試報告 ．Tamron SP
17-50mm F2.8 Di II XR ．Sigma
北台灣人像攝影20處 - 陳漢榮 2006
內容簡介 將相機的功能研究的滾瓜爛熟，還是無法將美眉拍 AF 50-150mm F2.8 EX DC
HSM
得青春洋溢、性感撩人嗎？那是因為一張完美的人像照片，
北海岸旅遊攝影20景 - 楊安生 2011
可是需要天時、地利與人和的。即使你有超強的攝影功力，
內容簡介 《北海岸旅遊攝影20處》是一本專為攝影愛好者
但還是需要這本「北臺灣人像攝影20處」，為您精心整理
編寫的旅遊導覽書籍，內容包括一百多張精美的攝影作品，
最ㄏㄤ的私密景點，別人沒有的背景與角度，一次為您全部
實用的交通、食宿資訊與晨昏控光技巧，讓讀者能跟隨楊安
呈現。 拍照時MODEL很正卻不會擺POSE？你
生的腳步，暢遊北海岸，觀賞由奇岩、日出晨彩、日落夕照
看我、我看你很尷尬？這本「北臺灣人像攝影20處」還有
與拍岸浪花構成的絕美風光。 本書特色 *****《北海岸
人像攝影大師精心整理的「美眉POSE 18招」，按圖
旅遊攝影20處》主要特色***** 1. 精確攝點指引：提
索驥，攤開書馬上讓MODEL進入狀況，隨心所欲，欲
罷不能。 另外還有人像攝影構圖技法單元，讓您心領神會， 供攝點實拍照片，供讀者按圖索驥，快速找到拍攝地點。
再也沒有攝影盲點。 本書特色 沒有坊間攝影書籍字多圖少、 2. 交通住宿資訊：提供開車路線、GPS定位指引和食宿
建議，節省讀者蒐集資料時間。 3. 晨昏攝影技巧：精心撰
囉哩吧唆的缺點，這本實用的好書以導遊的方式，帶領讀者
一一的遍遊北臺灣(基隆、台北、桃園、新竹等)，著名以及 寫漸層減光鏡、HDR、數位黑卡等控光攻略，讓讀者更
容易捕捉晨昏美景。 4. 方便攜帶開本：高度和寬度分別
私密的人像攝影景點。由本書數百禎的照片，可以飽覽各景
為21×14.5公分，容易塞入攝影背包，方便攜帶。 目
點的大小環境，且附上詳盡地圖和GPS導引，實用性極佳。
錄 一. 北海岸20景 1. 觀音山遠眺台北港 2. 挖仔尾
不論您是攝影指導老師，或是攝影學員，都可以利用本書融
3. 八里左岸 4. 關渡大橋 5. 淡水暮色 6. 淡水漁人
會貫通人像攝影的技巧和構圖，並且能以書中的照片
碼頭 7. 淡水花海節 8. 三芝水車園區 9. 三芝淺水灣
與MODEL直接溝通，免除生疏的肢體。 目錄 北台灣
著名及私房景點大公開 ．台大、水博館:書生氣質美女、夏 10. 麟山鼻 11. 老梅石槽&梯田 12. 石門洞
日戲水比基尼 ．寶藏嚴:古色古香美女 ．北美館、林安泰古 13. 石門風力發電廠 14. 金山燭台雙嶼 15. 野柳地
厝:藝術美女 ．北投溫博館:日式美女 ．漁人碼頭:性感比基 質公園 16. 龜吼晨彩 17. 日出萬里 18. C型灣
尼 ．信義商圈:都會美女 ．公民會館:頹廢超女 ．兒童育樂 與S彎道 19. 黃金瀑布 20. 基隆和平島 二.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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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控控光攻略 1. 漸層減光鏡 2. 減光鏡 3. 包圍曝 中該如何進行處理，截長補短、溫故知新，不管哪個版本都
光&HDR 4. 數位黑卡
可以享受修圖樂趣。 5. Nik Color Efex
Pro超強外掛濾鏡全方面介紹，不管是Photoshop
進階版數位影像修圖聖經 - 蘇文川
內容簡介 自上一版“數位攝影修圖聖經”推出至今已滿兩年， 還是Capture NX 2的使用者，都可藉此濾鏡之強
大功能，快速得到理想的修圖結果。 作者簡介 蘇文川
而Capture NX 2至今已經問世一
年，Photoshop CS4也推出約半年，雖然課程講 （Cedar Su） 攝影家手札Nikon版板
主、Nikon School講師。攝影和影像處理皆有十
義早在軟體還在試用版時即已全面更新，但許多學員仍是不
停詢問：“數位攝影修圖聖經２”何時要出版？面對這樣不停 年以上經歷，是國內少數能在軟體測試階段，即能同步教授
新功能的專業軟體講師，亦熟悉各種專業拍攝技巧與教學，
的詢問，看來非得要出一本超越市面上所有攝影修圖書，這
是能拍、能修、能寫、能教的達人級全方位攝影教學講師。
樣的品質，才能符合大家的期待了。要寫，就要寫最好
的”、“能超越自己的，就只有自己”，懷著這樣的心情，帶 著有“數位攝影修圖聖經”一書。 目錄 ※Capture
著大家的期望，“進階版數位影像修圖聖經”正式與大家見面 NX 2操作環境 ※Adobe Photoshop
CS 4操作環境 第一章 RAW檔編修技巧
了。 承襲著“數位攝影修圖聖經”的完整Capture
Capture NX 2 RAW檔編修－白平衡調整
NX解析與應用，新版“進階版數位攝影修圖聖經”更完整
Photoshop CS4 RAW檔編修－白平衡調整
收錄Capture NX 2的全部新增功能。
而Photoshop CS4全新功能也一併收錄其中，完 Capture NX 2 RAW檔編修－曝光補償調整
Photoshop CS4 RAW檔編修－曝光補償調
整超快速超強大操作步驟也有詳細解說。雙主軸修圖軟體詳
細介紹，所有相機影像一網打盡，全部皆可適用。 本書主要 整 Capture NX 2 RAW檔編修－獨門調整選
項 Photoshop CS4 RAW檔編修－獨門調
分成「RAW編修」、「新功能介紹」、「人像修圖」、
整選項 第二章 新版軟體新功能 Capture NX 2
「風景修圖」和「重要技法」等五大方向，詳述各項修圖所
新功能－選擇控制點 Photoshop CS3新功能－
需基本技法，更以主題式修圖範例，讓使用者一步一步學會
快速選取工具 Photoshop CS4新功能－選取顏
如何應用，並激發修圖創作潛能，讓數位攝影玩家不再害怕
修圖，更能專心於創作與創意的展現。 本書特色 1. 依影 色範圍功能新進化 Photoshop CS4新功能－內
容感知比率 史上最優外掛濾鏡－Nik Color Efex
像屬性不同，分為「RAW編修」、「新功能介紹」、
Pro 3 Complete介紹 第三章 人像攝影修圖技
「人像修圖」、「風景修圖」和「重要技法」五大章節，看
似獨立卻又息息相關的章節編排方式，以及逐步教學的寫法， 法 人像美膚術 明亮動人眼神修圖法 人帶景修圖法 四季變
換修圖法 補光絕美修圖法 背景純化修圖法 風格化修圖法
讓使用者不論是接著看或是跳著看，都能馬上得心應手。
2. 主題式修圖範例，設定多種使用者常遇到的意外狀況， 頹廢風修圖法 人像攝影修圖綜合運用 第四章 風景攝影修圖
技法 數位漸層減光鏡 穿越迷霧修圖法 色彩強化修圖法 白
以及情境模擬，以及最多不超過三頁的瞬間完修技巧，讓您
不但修得好，還要修得快。 3. 專家這麼說、專家這麼做， 平衡調整修圖法 高反差控制修圖法 繪畫風格修圖法 第五章
其他重要功能技法 Capture NX 2批次功能設定
讓專家告訴您他們是怎麼想的，以及為何這麼做，讓您知其
與使用 Photoshop批次功能設定與使用
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就算是新手，也能馬上培養出正確觀
念。 4. 新舊功能徹底剖析，對新版使用者而言，可利用最 Photoshop Photomerge相片合併功能
Capture NX 2調整相片功能
新的技法進行修圖，而舊版的使用者，也可了解在舊版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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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zeitbelichtung oder
Internet útil - Martín
Weißabgleich gegeben. Anhand
Echeverría, Pedro
vieler Beispiele zeigt der Autor
El material de este libro forma
parte del curso de Aula Mentorkonkret, welche Ergebnisse
dedicado a las herramientas und Verbesserungen mit
digitaler Fotografie erreicht
que Internet proporciona a
través de licencias abiertas ywerden können. Das Buch regt
zum Experimentieren an und
gratuitas para ofrecer
bietet in Anhängen detaillierte
soluciones a los usuarios en el
technische Grundlagen und
uso de los equipos
ermöglicht so eine solide
informáticos. Desde
Praxisorientierung vom Motiv
operaciones como la
virtualización, la seguridad, bis
la zum Bild.
manipulación de archivos, el Foto Terbaik Dari Fotografer
1X.Com - Com 1x 2016-11-21
audio y el vídeo digital,
Langsung masuk dalam daftar
pasando por la informática
dunia Fine Art Photography
gráfica, la ofimática e incluso
terlibat kuat di dalam buku ini
el aprendizaje de idiomas.
dan semua orang ingin belajar
Kompendium digitale
rahasia dari fotografer terbaik.
Fotografie- Tilo Gockel
Ketika buku sebelumnya yang
2012-02-17
dirilis dalam bahasa Inggris
Viele Anwender moderner
digitaler Spiegelreflex- oder berada di tempat pertama
Kompaktkameras sind mit den dalam daftar sepuluh buku
terlaris Amazon.com tentang
erreichten Ergebnissen
unzufrieden. Das Buch hilft buku foto dunia, buku ini pun
dabei, die gewünschten Effektetelah mendapatkan banyak
zu erzielen. Hierfür werden penghargaan dari para
pembaca dengan disebut
ausgehend von den
sebagai 'buku teks jenis baru'
notwendigen theoretischen
dan dipuji atas kualitas fotoGrundlagen Ratschläge für
foto yang disajikan. Sesuatu
praktische immer
wiederkehrende Aufgaben und yang paling disukai dari buku
ini adalah bahwa dalam seri ini
Themen wie
af18-270-di-ii-tam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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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dapat informasi rinci
好者必備的器材參考書。 本書特色 ★採用歐洲原裝進口萊
tentang gaya foto yang
卡超亮特雪銅版紙印刷★ ★超越日本攝影專輯的完美視覺饗
berbeda dari begitu banyak
宴★ 作者簡介 攝影家手札編輯小組 成員包
fotografer berbakat dari
括Herman(陳漢榮老師)/Bill(張正杰老
seluruh dunia yang tidak dapat師)/STD站長/Justin(王傳老師)。 目錄 第一篇：
ditawarkan buku lainnya. Buku 數位單眼年度風雲榜 Canon EOS 1D
ini menjelaskan tentang
Mark IV/7D/500D Nikon
bagaimana sebuah foto
D3s/D5000/D3000 Pentax
diciptakan dari ide kreatif K7/K-XP Olympus E-P1/E-P2/
dalam pelaksanaan semua
E-620 Sony a850/a450 Leica
rincian teknis pengaturan
M9/Mamiya ZD Back 第二篇：數位鏡頭
kamera dan pengolahan
年度風雲榜 Canon EF-S 15-85mm
gambar. Buku ini berisi 95
F3.5-5.6IS USM Canon EF
proyek fotografi praktis yang 100mm F2.8 Macro L IS USM
menghasilkan gambar yang
Nikkor AF-S DX 35mm F1.8G
paling indah dan menakjubkan, Nikkor Micro DX 85mm F3.5G
dari fotografi dokumenter,
Nikkor 18-200mm F3.5-5.6G
fotografi jalanan, alam, dan VR II Nikkor AF-S 70-200mm
potret. Selamat mengulik dasarF2.8G VR II SONY 28-75mm
terciptanya sebuah keajaiban! F2.8 SAM SONY 50mm F1.8
2010攝影年鑑 - 攝影家手札
SAM Olympus M.ZD 17mm
內容簡介 從2003年開始，攝影家手札每年都出版攝影年 F2.8 Olympus 14-42mm
鑑，蒐羅了該年度的熱門新款相機和攝影器材，進行深入的
F3.5-5.6 Tamron 60mm F2
測試與報導，成為攝影愛好者珍藏的器材參考書。
Macro Di II Tamron 17-50mm
《2010攝影年鑑》一共刊載了15部DSLR和1部
F2.8 VC Di II Tokina AT-X
數位機背的測試報導，其中包括3部全片幅數位單眼相機
16.5-135mm F3.5-5.6 DX
（Canon EOS 1Ds Mark
Sigma 24-70mm F2.8DX DG
IV、Nikon D3s和SONY α850）。另外
HSM 第三篇：名家專題 吳文欽 夢幻北極光
還有14支Canon、Nikon、SONY、
Private Bodies- Matt Granger
Olympus、Sigma、 Tokina
2013-10-01
和Tamron等廠牌的最新鏡頭測試。精彩內容還包括吳
文欽的〈愛上北極光〉，以及2010年最熱門的輕便型相
Canon 5D Mark II / 50D 完全攻略
機和攝影配件（腳架、雲台、攝影背包、濾鏡等）。
陳漢榮
《2010攝影年鑑》共有160頁，內容超值，是攝影愛
內容簡介 擁有這本「Canon 5D Mark
af18-270-di-ii-tam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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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50D完全攻略」省去十年摸索，立刻晉升攝影達人！
【畫質旗艦－Canon EOS 5D Mark II】
若要說今年最風光、性能最強的數位單眼，實在
非Canon 5D Mark II莫屬。以往被認為是癡
人夢話的DSLR錄影功能，如今成真了！Canon畫
質旗艦EOS 5D Mark II引進了短片攝錄功能，
是全球首部能錄製16:9，Full HD解析度，並有立
體聲收音的DSLR。 EOS 5D Mark II的全
片幅CMOS影像感應器，對於喜歡拍帶大景或是帶景人
像的攝影者，能充分發揮廣角鏡的優勢，解除了「焦長轉換
率」的魔咒，鏡頭能按原本設計片幅發揮功用，更準確地控
制景深效果。 高達2110萬畫素的EOS 5D
Mark II擁有範圍極廣的感光度，不僅光線充足處得以
施展，亦適合於昏暗的環境下使用，讓攝影人的創意有更大
的發揮。 【速度旗艦－Canon EOS 50D】
Canon最新影像處理引擎DIGIC 4配合EOS
50D首次亮相，它的數據運算速度較上一代大幅提升
了30%的效能！讓高達1510萬畫素的EOS
50D還能以最快每秒約6.3張高速連拍。 除了連拍速度
及連拍量之外，要能準確的捕捉動態的拍攝主體，對焦的性
能也是重要的關鍵。EOS 50D不僅承襲了EOS
40D的9點十字對焦系統，更加入了以往在頂級1Ds系
列才有的自動對焦微調功能（AF Micro
adjustment），方便拍攝者可以對鏡頭進行對焦調
整。 本書特色 （編輯小語） 六天七夜的親密接觸，體
驗2100萬畫素的感動！ Canon在2008年秋發
表了EOS 5D Mark II，一部畫素高達2100
萬的全片幅畫質旗艦機種。Herman有幸在新機於台灣
發表的同時，參與了新機試用，體驗2100萬畫素的實力
震撼。 在為期六天的各式人像題材的試用中，EOS
5D Mark II不僅發揮了Canon家族在人像攝影
方面的優勢，同時在2100萬畫素的解析度助力之下，我
們發現了一件讓攝影師興奮，讓模特兒尖叫的事情，那就是
在這麼高的解析度之下，連模特兒臉上皮膚的細微紋路及毛
af18-270-di-ii-tamron

髮都被一清二楚的呈現出來，美眉們，一定要好好保養哦。
此外首度加入的無線閃燈選單，讓閃燈重度使用者的我大為
感動，至此我們不用在580 EXII那個難用的介面上進
行離機閃燈的設定了，一切都可以從EOS 5D
Mark II的機身上，用清楚而有條理的選單，從容的完
成各項設定。 除了機身內有的相片風格之外，我也試用了原
廠由網路上下載的攝影棚人像，經由DPP軟體套用在第7
頁的人像作品上，這樣的設計讓不少專業攝影師的後製作業
變得更輕鬆了。 新機上巿，網路上總有許多未經證實的說法，
我無意去加油添醋。以我一個重度人像拍攝及重度閃燈使用
者的看法來說，如果你喜歡拍人像，那麼用Canon
EOS 5D Mark II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作者簡
介 陳漢榮 攝影學園編輯部均是具備專業攝影以及媒體10
年以上經驗之專業人士。其中總編輯在網路攝影媒體方面的
經驗達10餘年，是國內第一個專業攝影媒體網站創辦人之
一，也是國內攝影網站、教學、人像外拍制度的開山祖。曾
任攝影雜誌總編輯、國內相機代理商特約講師及多項攝影比
賽評審。 目錄第一章 達人觀點與Canon藝廊 第二章
畫質旗艦5D Mark II新功能速覽、速度旗艦50D
新功能剖析 第三章 5D Mark II/50D快速上手
與各部詳解 第四章 5D Mark II/50D進階攻略：
對焦點及對焦模式、Live View活用術、測光與曝光
補償、照片風格、感光度和畫質 第五章 拍出專家級照片 ※
淺景深人像的要領 ※帶景人像技法 ※決戰夜景高ISO ※
風景達人速成班 ※晨昏一拍OK ※閃燈攝影精技：外掛閃
燈壓光比基尼拍攝 第六章 全片幅機王PK賽：Canon
5D Mark II vs. Nikon D3X vs.
SONY a900 第七章 交換鏡頭選購 ※5D
Mark II的鏡頭搭配 ※50D的鏡頭搭配 第八章
Canon DPP修圖破解 第九章 Canon配件選
購
Canon EOS 7D Mark II - Für
bessere Fotos von Anfang an!
Dr. Kyra Sänger 2015-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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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 der EOS 7D Mark II hat
Olympus/Sigma/
Canon das Spitzenmodell der Tokina/Tamron最新鏡頭深入測試。專題講座包
Spiegelreflexkameras mit APS- 括：歐遊札記（王傳）、野鳥育雛情（專訪－彭大利大師）
C-Sensor in wesentlichen
等，超值內容將滿足求知若渴的您，絕對讓攝影的功力突飛
Bereichen verbessert und
猛進！ 作者簡介 龍信安 攝影家手札和數位影像坊兩大領導
modernisiert. Die profilierten網站的站長，加上多位資深攝影師，協力完成此一攝影工具
Fotografen Kyra und Christian 書。不論是相機的操作、鏡頭的應用，以及軟體後製的解說，
Sänger stellen die EOS 7D
都是由學有專精的作者精心完成。 總編輯龍信安，攝影家手
Mark II mit all ihren
札系列網站之數位影像坊站長。專門從事第一手的數位相機
Funktionen ausführlich vor und的測試報導、各款鏡頭的拍攝示範，以及適合攝影新手的網
teilen ihr Wissen und ihre
路教學文章撰寫。 目錄 數位單眼人氣新品速報！ [數位單
Erfahrung mit den Lesern
眼相機年度風雲榜] Canon EOS 5D Mark
dieses Buches. Anhand von
II Canon EOS 450D Canon EOS
praxisgerechten Anleitungen 50D Mamiya ZD Back Nikon
und professionellen
D3X Nikon D700 Nikon D90
Ratschlägen findet sich der Panasonic G1 Pentax K20D
Leser schnell mit der EOS 7D Pentax K-m Olympus E30
Mark II zurecht und kann sich Olympus E-520 SONY α900
ganz auf seine tollen Motive SONY α350 LEICA M8.2 [最新交換鏡
konzentrieren. Schnappen Sie 頭完全報導] Canon EF 18-200mm
sich Ihre 7D Mark II und legenF3.5-5.6IS Nikkor AF-S DX VR
Sie los!
16-85mm F3.5-5.6G Nikkor AFS 50mm F1.4G Nikkor AF-S
2009攝影年鑑 - 攝影家手札
Micro 60mm F2.8G Tokina AT內容簡介 年度攝影大事就屬攝影家手札年鑑的發行！
X PRO DX 11-16mm F2.8 SONY
由2003年開始，每年的攝影家手札年鑑搜羅了該新年度
(Zeiss) 16-35mm F2.8G SONY
的所有新款相機和攝影器材的深入測試與報導，造成珍藏搶
購風潮。 在2009攝影家手札年鑑中，一共刊載了4部全 (Zeiss) 24-70mm F2.8SSM
Pentax DA☆ 300mm F4 SDM
片幅數位單眼相機（Canon EOS 5D Mark、
Pentax DA 17-70mm F4 SDM
Nikon D3X、Nikon D700和SONY
Tamron 18-270mm F3.5-6.3 Di
α900）在內的總共15部DSLR和數位機背的完全
II VC Tamron 10-24mm
測試。還有您不可錯過的2009年最火熱的攝影配件（腳
F3.5-4.5 Di II Sigma 50mm
架、雲台、攝影背包、濾鏡等）完整報導。另外還有17
F1.4EX DG HSM Leica Tri支Canon/Nikon/SONY/
Elmar-M 16-18-21mm F4 Asph
CarlZeiss/Pentax/
af18-270-di-ii-tam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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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ca Summarit-M 35mm F2.5
具有1230萬有效畫素APS-C片幅CMOS感光
Leica Summarit-M 50mm F2.5
元件。D5000是繼D90之後，第二款Nikon數
Leica Summarit-M 75mm F2.5
位單眼相機具有錄影功能，紀錄格式為HD高畫質短
Leica Summarit-M 90mm F2.5
片。Nikon D5000和D90的一般感光度範圍
[專題文章] 【野鳥育雛情】彭大利 【歐遊札記】王傳 各大 為ISO 200-3200，分別可減感和增感使用ISO
廠數位單眼相機詳盡規格表 數位攝影配件選購指南
100和ISO 6400。 Nikon D5000全新
2009年鑑封面攝影∕彭大利 DSLR/各大廠鏡頭詳盡 設計的可翻轉LCD螢幕，可以豎直方向翻轉 180°，
規格表 數位攝影配件選購指南 2008年鑑封面攝影設
水平方向旋轉 270°，使用者可在實時顯示模式下從各種
計∕Ivan Shao
有趣的角度輕鬆進行拍攝。這面2.7吋、23萬點
的LCD螢幕，較D90和Canon 500D的3吋、
Canon EOS 7D - Arthur
92萬點螢幕，還是可以感覺出來解析度的差別，令人稍感
Azoulay 2010-03-17
"Cet ouvrage a pour ambition 遺憾。我們也能將LCD面板巧妙地折回相機背部，以便在
de vous rendre 100% autonome 不使用時保護螢幕。 本書適合擁有Nikon D5000
或D90的使用者閱讀，不論您是數位單眼新手或高手，都
avec votre EOS 7D ainsi
qu’avec ses ancêtres, le EOS 能從中體會進步。從相機的光圈、快門、感光度等一個步驟
5D Mark II dont l’ergonomie 一個步驟的詳細解說，不再只是單純的走馬看花，絕對無師
est similaire. Cet appareil 自通。 對於攝影老手來說，本書所刊載的示範照片，包括日
professionnel, idéal pour les 本紅葉勝地：鳴子峽口和福島磐梯、東京新宿街景、阿里山
photographes professionnels, a日出、台灣著名晨昏景點等，還延請多位專業模特兒拍攝比
un capteur de 18 millions de 基尼泳裝，講解人物攝影和風景寫真等各項主題。 本書特色
pixels qui permet de réaliser 完全由入門者角度出發，徹底圖解（分解動作）講授拍攝人
de
magnifiques clichés. Mais il 像、風景、紅葉、夜景、寵物、閃燈等各種主題的攝影工具
書－－Nikon D90 /D5000 之PRO技法
vous donne également la
possibilité d’enregistrer des 完全攻略。 目錄 ※名家作品 ※性感比基
尼∕Herman ※火紅?磐梯∕STD ※D90進化
vidéos Full HD. Ce livre, écrit
論 徹底揭秘：D90進階功能探討 臉部識別對焦系統
par deux photographes
professionnels, vous permet de與3D追蹤對焦 首部可錄製D-Movie動畫DSLR
faire le tour de toutes les 新增LiveView和內建除塵 新配件！GPS元
※D5000進化論 450度可翻轉螢幕最殺
fonctionnalités de ce reflex. 件GP-1
Un
magnifique ouvrage à offrir ou角度拍攝 高畫質D-movie動畫錄製一機兩用 情境模
式讓新手晉升攝影達人 直擊！高雄世運主場館花火音樂會
à se faire offrir !".
Nikon D90 D5000 PRO技法完全攻略 ※D90/D5000外觀解說 ※D90/D5000選
單詳解 ※D90 PRO技法完全攻略 [1] 場景模式
（增訂版） - 王傳、張正杰
內容簡介 Nikon D5000與Nikon D90都 [2] 人物攝影 [3] 閃燈攝影 [4] 風景寫真 [5] 紅
af18-270-di-ii-tam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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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前線 [6] 夜景晨昏 [7] 寵物兒童 [8] 生態微距圖片解說，打通學習攝影的障礙；以「曝光&控光」單元為
[9] 鏡頭搭配 ※D5000 攝影主題完全攻略 [1] 人例，除了介紹測光基本原理外，還交代了分區測光、中間調
物 [2] 兒童 [3] 風景 [4] 晨昏 [5]夜景人像等曝光秘技，更以實例示範室內控光和戶外壓光等技巧，協
[6] 花卉 [7] 寵物 [8] 美食 [9] 精品 專家講解：
助攝影愛好者按部就班地領略曝光&控光的精髓。 簡而言
最新閃燈SB-900完全活用 ※[PK]普及
之，《DSLR必殺技》是本建立數位攝影觀念和技巧的秘
型DSLR總評比 Nikon
笈，只要理解本書內容，照著範例勤加練習，假以時日，便
D5000╳D90╳Canon EOS
能遊藝於光影之間，成為DSLR攝影達人。 目錄 一. 曝
500D╳Olympus E-620 ※新世代數位單眼 光&控光：認識測光和曝光，大玩光影遊戲 曝光模式：光
評比 Nikon D90╳Canon EOS
圈優先，凝結動作&製造律動感? 曝光模式：快門優先，凝
50D╳SONY α350╳Pentax K20D
結動作&製造律動感 曝光模式：手動模式，精準鎖定光
基本規格╳數位解像力╳操控性能╳色調表現╳高感度雜
圈&快門 ? DSLR測光模式簡介 認識測光原理，玩弄
訊╳連拍性能 ※Capture NX2 專家修圖技法 ※ 光影(分區曝光&中間調)? 曝光補償：微調曝光值，修正
到手札圖庫賣出你的攝影作品 ※鏡頭規格
曝光失誤 進階控光技巧：壓光&閃燈補光 ? 進階控光技
表Nikkor/Tamron/Tokina
巧：室內人像測光點選擇 感光度：更靈活操作快門和閃光燈
D90/D5000最速配鏡頭選購：選購一支超廣角鏡頭、
二.「白平衡」：掌控色彩平衡，搞定照片色調 四大功能講
高倍變焦鏡頭、人像專用鏡頭、望遠大砲鏡頭等
清楚說明白 ? 自訂白平衡：灰卡&白平衡濾鏡實例運用
軟體運用：灰點指定實例運用 ? 軟體運用：解RAW軟
DSLR必殺技 - 攝影家手札
內容簡介 主編長期從事攝影相關工作，很早就想編寫一本實 體白平衡調控 白平衡校準工具簡介：色溫表、灰卡、白平衡
濾鏡 三. 閃光燈：?熟內外閃，人像補光一把罩 外接閃光
用的攝影技巧書籍，無奈近幾年來總在匆忙中度過，在這一
燈功能簡介 ? 閃光燈控制模式：自動TTL 閃光燈控制模
波金融海嘯中，因禍得福，總算攢到最寶貴的時間，並且在
式：手動M ? 閃光燈控制模式：自動Auto 閃光燈的
「攝影家手札」許富順站長的力邀之下，編寫《DSLR必
「馬力」：GN值 ? 閃光燈曝光補償 重複閃光模
殺技》，分享(數位)攝影必備的「觀念」和「技巧」。
式RPT ? 後簾同步Rear/Second
《DSLR必殺技》內容設計由淺入深且前後呼應。首先，
Curtain 高速閃燈同步FP/HSS ? 無線遙控閃
在觀念篇中，引導讀者認識攝影的本質，培養「捕光捉影」
光 四. 構圖：拍好照片有撇步，呈現形式美和創作意圖 明
的能力，搞定畫面的氛圍和形式美；接著，在技巧篇裡，提
確表達主題：單一主題∕單純畫面∕拍近一點 ? 製造淺景深、
供相互連貫的拍攝題材，磨練攝影技巧。例如，拍攝夜景人
凸顯主題 井字構圖法：安排趣味中心位置 ? 營造三度空間
像時，就必須將「曝光&控光」、「白平衡」、「構圖」和
「閃光燈」等觀念篇學到的知識和技巧全都派上用場。 在技 對比：動靜∕大小∕色調對比 ? 線條：水平線∕曲線∕幅射線∕
垂直線∕對角線 相機視角：水平∕俯角∕仰角 ? 形狀：三角∕
巧篇方面，主篇挑選了難度較高的題材，包括「兒童」、
傾斜三角∕圓 五. 兒童：記錄寶寶成長故事，捕捉幼童俏皮
「夕照」、「夕陽人像」、「夜景」、「夜景人像」和「花
模樣 使用自然光記錄寶貝的一顰一笑 ? 投其所好，捕捉純
火」，並且鉅細靡遺地列出曝光模式、光圈快門組合、感光
真笑容 活用閃光燈，化瞬間為永恆 ? 戶外內閃補光，捕捉
度、閃光燈等相關設定，再輔以關鍵技巧解說，讓讀者能照
幼童俏皮模樣 六. 夕照：帶著空靈和相機，撰寫夕照故事
著步驟自我學習，挑戰以上攝影題材。 本書特色
夕陽拍攝技巧 ? 呈現獨特觀感的夕照風光 用夕照片說故事
《DSLR必殺技》使用淺顯易懂文字，搭配精準、優質的
af18-270-di-ii-tam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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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夕陽人像：豔陽天為幕，人像超有感覺 場景選擇 ? 器 光的旅遊指南。 本書特色 ．由擅長旅遊攝影的
材選用 相機設定 ? 閃光燈設定 拍攝技巧 八. 夜景：把握前PHOTONET攝影雜誌主編王傳親自撰稿、攝影
黃金時間，善用黑卡，駕馭璀璨夜色 傳統夜景拍攝技法 ? 和編輯。 ．收錄作者十多年來遠赴歐洲和中國大陸拍攝的精
台北彩虹橋實戰示範 使用黑卡控制反差，搶拍浪漫夜色 ? 彩圖片，包括較希有的西班牙、萄葡牙和法國等地的中世紀
葡萄牙Coimbra夜景搶拍示範 運用數位黑卡，調整反 古城、世界遺產和節慶 (奔牛節)。 ．以旅遊為核心，規畫
差 九. 夜間人像：亮麗夜色當背景，人像超絢麗、超動感 攝影題材和技巧，提供攝影和旅遊的撇步，包括關鍵技巧、
拍攝前準備 基礎技巧：簡簡單單拍出亮麗夜景人像? 進階技 構思意圖和旅遊照片故事。
巧：善用離機閃燈，掌控人像補光和背景氛圍 高階技巧：營 2011攝影年鑑 - 攝影家手札
造車跡背景，讓照片動起來 ? 高階技巧：夜間人像追焦攝影 內容簡介 年度攝影大事就屬攝影家手札「攝影年鑑」的發行！
十. 煙火：捕捉夜空中的驚嘆，101跨年煙火 地景拍攝技 由2003年開始，每年的攝影家手札年鑑搜羅了該新年度
巧 ? 煙火攝影技巧 數位合成地景和煙火 ? 使用器材建議 的所有新款相機和攝影器材的深入測試與報導，造成珍藏搶
旅遊攝影必殺技 - 王傳
購風潮。 在2011攝影年鑑中，一共刊載了Nikon
《旅遊攝影必殺技》針對稍具攝影基礎的旅遊攝影愛好者所
D7000/D3100、Canon EOS
撰寫，收錄作者十多年來遠赴歐洲和中國大陸拍攝的精彩圖
60D/550D、SONY
片，包括西班牙、萄葡牙和法國等地的中世紀古城、古蹟、
α55/NEX-5、Panasonic GF2等在內總
世界遺產和節慶 (奔牛節)。最大的特色是，以旅遊為核心規 共12部最新單眼機身的完全測試；Ricoh GXR等
畫內容，尤其著重在關鍵技巧、構思意圖和旅遊照片故事。
六款最新類單眼相機的評測報導；18支最新交換鏡頭深入
首先，《旅遊攝影必殺技》提供了旅遊和攝影的關鍵技巧。
測試；包括Nikon SB-700在內的最新閃燈實
以拍攝奔牛節的鬥牛表演為例，我除了交待器材準備和相機
測；2011年最新攝影器材（腳架、背包、濾鏡、各種配
設定之外，還提供了食衣住行等節慶攝影最重要的細節，包
件等）完整報導和專題講座包括【普羅旺斯光影】、【義大
括購買黃牛票和挑選座位等注意事項；因為尋找理想位置才
利羅麥特山區】等，超值內容將滿足求知若渴的您，絕對讓
是拍攝表演活動最關鍵的技巧，否則擁有一流的攝影技巧和
您攝影的功力突飛猛進！ 作者簡介 王傳 能拍、能寫、能編
昂貴的器材也無濟於事。 再者，本書針對較難拍攝的照片進 又能講的全方位攝影工作者 現職 攝影家手札 特約主編 攝
行深度解析。就拿<>來說，我在文章裡陳述了出發前的準
影家手扎∕Sony數位創作教室 講師 世界旅遊攝影生活館
備工作、拍攝當下的想法以及構思畫面的過程等，提供旅遊
國際領隊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 學士 美國堪薩斯大
攝影愛好者光圈快門之外的構思意圖和攝影經驗。 最後，我 學(Uni. of Kansas)大眾傳播 碩士 經歷 意識
採用了旅遊照片故事的形式，將攝影景點特色、攝影技巧和
形態、百帝等廣告公司業務企劃7年資歷 《行遍天下》、
構思意圖融合成一篇散文。以＜世界遺產：安東尼．高第&
《TO’GO泛遊情報》特約作者 著作 《Sony
聖家堂＞為例，內容包括了建築攝影技巧、高第生平、聖家
a100攝影絕技》 《Olympus Freestyle
堂特色和攝影心得。我的用意在於撰寫一篇兼顧旅遊與攝影
E-330》 《DSLR必殺技》 《旅遊攝影必殺技》
的報導，提供深度且完整的攝影景點介紹，以增添內容的深
《Sony α NEX-5□NEX-3 完全上手》 部
度和閱讀樂趣。 總之，《旅遊攝影必殺技》擁有優質的照片、 落
豐富的題材以及針對旅遊攝影愛好者設計的扎實內容，不只
格：www.wretch.cc/blog/wchuan99
可作為增進攝影技巧和觀念的參考書，更是一本認識世界風
擁有豐富的網誌內容，包括攝影技巧、旅遊攝影和器材評測
af18-270-di-ii-tam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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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目錄2011年度風雲攝影器材大獎∕攝影家手札 ●
最佳專業級數位單眼相機 ● 最佳普及型數位單眼相機 ●
最佳類單眼相機 ● 最佳專業級交換鏡頭 ● 最佳普及型
交換鏡頭 ● 最佳閃光燈推薦 2011攝影哈燒新
品HOT NEWS [數位單眼相機年度風雲榜]
共12部 ● Canon EOS 60D ●
Canon EOS 550D ● Nikon
D7000 ● Nikon D3100 ●
Pentax K-5 ● Pentax K-r ●
Olympus E-PL2 ● SONY
NEX-5/NEX-3 ● SONY α55/33
● Panasonic LUMIX GF2 [類單眼∕
高階數位相機年度風雲榜] 共6部 [最新交換鏡頭完全報
導] 共18支 ● Canon TS-E 17mm
F4L ● Canon EF 70-200mm
F2.8L II IS USM （小白兔） ●
Canon EF 70-300mm F3.5-5.6L
IS USM ● Nikon AF-S
24-120mm F4G ED VR ● Nikon
AF-S 28-300mm F3.5-5.6G ED
VR ● Nikon AF-S 24mm F1.4G
● Nikon AF-S 35mm F1.4G ●
Nikon AF-S 85mm F1.4G ●
PENTAX DA★55mm F1.4 ●
PENTAX D FA 100mm F2.8
Macro WR ● Tamron AF
18-270mm F3.5-6.3 Di II VC
PZD (B008) ● Tamron AF
70-300mm F4-5.6 Di VC LD
USD ● Tokina AT-X 16-28mm
F2.8 PRO ● SONY Distagon T*
24mm F2 ZA SSM ● SONY DT
30mm F2.8 Macro ● SONY
85mm F2.8 ● SONY
af18-270-di-ii-tamron

E18-200mm F3.5-6.3 OSS ●
Sigma 8-16mm F4.5-5.6 DC
HSM [專業級閃燈評測] 共3款 ● Nikon
SB-700 ● Metz 44 AF-1 ● Metz
36 AF-5 [專欄] 捕捉普羅旺斯光影∕王傳 [專欄] 走
訪義大利多羅麥特山區 With Sony A850∕毛豊
昌
Canon EOS 1200D / 1300D Für bessere Fotos von Anfang
an! - Kyra Sänger 2016-07-05
rleben Sie die vielseitigen
Möglichkeiten Ihrer Canon
EOS 1200D / 1300D und lernen
Sie ihre Funktionen ausführlich
kennen. Anhand ansprechender
Beispiele und leicht
verständlicher Anleitungen
zeigt Ihnen das Buch, wie Sie
einfach besser fotografieren von Anfang an! Aus dem Inhalt:
- Erste Schritte mit der Canon
1200D/1300D - Die
automatische Motiverkennung
im Einsatz - Mit der richtigen
Belichtung zu mehr
Bildqualität - Mit der Canon
1200D/1300D die perfekte
Schärfe ins Bild bringen - Die
Kreativ-Programme nutzen Blitzen ganz einfach - Passende
Objektive und Zubehör - Fotos
professionell gestalten - Motive
gekonnt in Szene setzen Videofilmen mit der Ca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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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D/1300D - Bilder
有系列的Canon EF-S交換鏡頭測試報告，以及鏡
optimieren und konvertieren - 頭選購指南。 目錄 Cosplay∕昭和記念公園∕戀貓咪
Bilder über WLan und NFC mit [新機能速覽] EOS 600D / 60D /
der 1300D teilen 1100D 新機能速覽與各部操控解說 [完全圖解]
Stichwortverzeichnis
Canon EOS 600D徹底功略！ ＊ 自動對焦模
式∕對焦點 ＊ 自動測光活用 ＊ 創意自動拍攝模式 ＊ 自動
Canon EOS 600D完全上手 EOS
亮度優化 周邊亮度校正 ＊ 白平衡∕自定白平衡 ＊ 畫質設
60D, 1100D對照 - 龍信安
定 ＊ ISO感光度的最佳設定 [專家進階講座] 1．內閃
內容簡介 Canon EOS 600D是一部經過萃煉
控外閃完全活用 2．EOS Movie動畫錄影，你來
而生的新世代DSLR。它帶給攝影者「創意無限」的極大
當導演！ 3．Canon DPP 修圖軟體從安裝到活用！
樂趣，來自於回應使用者心聲而來的創意濾鏡、數位變焦錄
交換鏡頭選購指南：Canon 600D/60D聰明鏡
影、翻轉式螢幕等，從「A+智能自動場景」與「功能指南」
頭搭配法 23支最新鏡頭報導測試 Canon EF-S
出發，讓新手晉升高手，配合成熟的9點對焦系統和臉部識
別對焦，更敏捷的Live View對焦效率，讓使用者無 10-22mm F3.5-4.5 USM
Tamron 10-24mm F3.5-4.5 Di II
後顧之憂的使用翻轉式螢幕嘗試各種高、低角度構圖，高感
Sigma 8-16mm F4.5-5.6DC
度低雜訊的影像，更適合在嚴峻的光線中拍攝，加上短片隨
HSM Tokina AT-X 11-16mm
拍、背景音樂的置入與支援外接麥克風等，除了缺少錄影連
F2.8 PRO DX Tokina AT-X
續對焦能力外，幾乎已成為DSLR錄影機能的新規格。
16-28mm F2.8 PRO Canon EF攝影家手札資深編輯群特別撰寫了這本工具書，模擬初學者
S 15-85mm F3.5-5.6IS USM
一天天逐漸熟悉到各種人像和風景的應用面，並提供23支
Canon EF-S 18-55mm
鏡頭和配件選購參考指南，絕對是Canon迷不可錯過珍
藏的一本好書！ 本書特色 追求極致影像品質與動畫錄影樂 F3.5-5.6IS II Canon EF-S
18-135mm F3.5-5.6IS Canon
趣者，都應該盡快擁有EOS 600D與本書。針
EF-S 18-200mm F3.5-5.6IS
對Canon最新世代的APS-C片幅數位單眼相機，本
Tamron 18-270mm F3.5-6.3
書位讀者完整的剖析中階機EOS 60D、普級
DiII VC PZD Canon EF-S
機EOS 600D和入門機EOS 1100D的各項
55-250mm F4-5.6IS Canon EF
創新機能與詳細的操作解說。 特別是最受歡迎的EOS
16-35mm F2.8L II USM Canon
600D，本書以全圖解的方式，一一為讀者示範自動對焦、
EF 24-70mm F2.8L USM
自動測光、相片風格、白平衡、畫質設定、自選功能等，更
Canon EF 24-105mm F4L IS
邀請專家來進一步探討內閃控外閃、EOS Movie動
USM Canon EF 70-200mm
畫錄影與Canon DPP免費RAW檔修圖軟體的活
用。 與市面上其他翻譯而來的工具書比較，本書由攝影家手 F2.8L II IS USM Canon EF
70-200mm F4L IS USM
札資深編輯群共同撰寫，以在地的攝影人士的需求出發，配
Tamron SP 70-300mm F4-5.6
合國內外的各地美景作為解說示範，更能啟發新手的創意火
Di VC USD Canon EF 35mm
苗。我們保證不用7天！就可以讓您晉級攝影達人。此外更
af18-270-di-ii-tam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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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4L USM Canon EF 50mm
pictures for feedback from
F1.8II Canon EF 50mm F1.2L
Tony, Chelsea, and other
USM Canon EF 85mm F1.2L II
readers. It’s like being able to
USM Canon EF 100mm F2.8L
raise your hand in class and
Macro IS USM Canon TS-E
ask a question! Instructions are
17mm F4L 攝影配件選購指南
in the introduction.Lifetime
Tony Northrup's DSLR Book:
updates. This book is regularly
How to Create Stunning Digitalupdated with new content
Photography - Tony Northrup (including additional videos)
2014-11-26
that existing owners receive for
The top-rated and top-selling free. Updates are added based
photography ebook since 2012 on reader feedback and
and the first ever Gold Honoree
questions, as well as changing
of the Benjamin Franklin
photography trends and new
Digital Award, gives you five camera equipment. This is the
innovations no other book
last photography book you’ll
offers: Free video training. 9+
ever need.Hands-on practices.
HOURS of video training
Complete the practices at the
integrated into the book’s
end of every chapter to get the
content (requires Internet
real world experience you
access). Travel around the
need.500+ high resolution,
world with Tony and Chelsea original pictures. Detailed
as they teach you hands-on. example pictures taken by the
Appendix A lists the videos soauthor in fifteen countries
you can use the book like an demonstrate both good and
inexpensive video
bad technique. Many pictures
course.Classroom-style teacherinclude links to the full-size
and peer help. After buying the
image so you can zoom in to
book, you get access to the see every pixel. Most
private forums on this site, as
photography books use stock
well as the private Stunning photography, which means the
Digital Photography Readers author didn’t even take them. If
group on Facebook where you an author can’t take his own
can ask the questions and postpictures, how can he teach
af18-270-di-ii-tam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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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In this book, Tony
underwater)Remotely
Northrup (award-winning
triggering flashesUsing bounce
author of more than 30 how-to flash and flash modifiersUsing
books and a professional
studio lighting on any
portrait, wildlife, and
budgetBuilding a temporary or
landscape photographer)
permanent studio at
teaches the art and science ofhomeShooting your first
creating stunning pictures. weddingHigh speed
First, beginner photographers photographyLocation
will master:
scouting/finding the best spots
CompositionExposureShutter
and timesPlanning shoots
speedApertureDepth-of-field around the sun and moonStar
(blurring the
trails (via long exposure and
background)ISONatural
image stacking)Light
lightFlashTroubleshooting
paintingEliminating noiseFocus
blurry, dark, and bad
stacking for infinite depth-ofpicturesPet
fieldUnderwater
photographyWildlife
photographyGetting close to
photography (mammals, birds, wildlifeUsing electronic shutter
insects, fish, and
triggersPhotographing moving
more)Sunrises and
carsPhotographing
sunsetsLandscapesCityscapesF architecture and real estate
lowersForests, waterfalls, andNikon 1完全活用解析 - 許富順、陳愷翔
riversNight
內容簡介全新概念—傳統包袱＋一流時尚＝I AM
photographyFireworksRaw
Nikon 1 您能想像一部可交換鏡頭的數位相機，不僅
filesHDRMacro/close-up
在拍攝轉盤找不到PASM模式，也沒有一、二十種的場
photography Advanced
景模式可供選擇；事實上，在拍攝轉盤僅僅只有四種模式：
photographers can skip
動態快照、智能相片選擇器、靜態影像和短片可供選擇，如
forward to learn the pro’s
果您質疑Nikon 1系列的專業性，那可就真的落伍了，
secrets for: Posing men and 這回老品牌Nikon決心破釜沉舟，將帶給世人全新思維
women. including corrective 的攝影概念－－把攝影模式丟棄吧！讓我決定攝影的FU
posing (checklists
就好！ Nikon首次推出兩款Nikon 1微單眼數位
provided)Portraits (candid, 相機：Nikon 1 J1及Nikon 1 V1，皆為可
casual, formal, and
交換鏡頭相機，帶來全新的影像表現方式和拍攝樂趣。 所謂
af18-270-di-ii-tam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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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單眼系統」，就是捨棄了傳統單眼相機的反光鏡結構，
佳人櫻花，杏花、桃花也開始爭寵，高雄美濃波斯菊花季、
因此相機的體積大為縮小，又稱為「無反光鏡單眼相機」；
台中新社與南投花季正式登場；三月木棉花、黃金風鈴木紅
此外，Nikon開發了全新的CMOS影像感應器及影
的黃的相互爭豔，三月中旬陽明山花季花正豔，三月下旬阿
像處理引擎，可讓靜態影像及短片達到更快的影像處理速度
里山吉野櫻與木蘭花也展開接力賽，此時紅毛杜鵑花也蠢蠢
及優越的重現特性。本書將帶領讀者由外而內，徹底剖
欲動中；四月陽明山竹子湖的海芋片片點點與天對話，苗栗、
析Nikon 1兩款微單眼系統相機的操作、使用、活用與 三義油桐花落染白山城；五月高山杜鵑花綴滿合歡山山區，
各種主題拍攝攻略。配合大量的圖說與示範照，您將可以輕
平地的鳳凰花與阿勃樂紅黃對抗，澎湖離島的天人菊也不甘
鬆的在兩三天內晉級為攝影達人。 目錄Nikon 1藝廊： 寂寞的與野百合爭風吃醋；六~七月北觀音、南白河紅白荷
人物寫真、旅拍風景 Chapter 1 時尚 科技
花亭亭玉立，東部的馬太鞍也隔山呼應；八~九月花東縱谷
Nikon 1創新性能速覽 Nikon 1: V1和J1外 之太麻里、六十石山、赤科山金針花三雄鼎立，福壽山波斯
觀、選單全面剖析 Nikon 1徹底解說 開箱 初始設定 菊仰望晨光；十~十一月高山紅楓換新衣；十二月轉回南部
動態快照 智能相片 靜態照片 短片 閃燈攝影 Nikon 的橋頭、大寮與滿州波斯菊與向日葵紅黃再次對立。 本書特
1主題攻略 1.人像 2.兒童 3.寵物 4.風景 5.建築色 因為喜愛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進而喜歡拍攝花花草草，早
6.旅遊 7.夜景 8.生態 9.運動 10.美食 交換鏡頭測
期以MACRO鏡頭來呈現花朵之美，近年來喜歡以背包
報 Nikon 1 10mm F2.8 Nikon 1 內的任何鏡頭將叢花入鏡，以拍攝風景之手法來表現花風景
10-30mm F3.5-5.6 VR Nikon 1 自然之美，在地小人稠的台灣，想要拍出綿延壯碩無垠的花
10-100mm F4.5-5.6 VR Nikon 1 風景，除了各地人造景觀之外，就是遍佈台灣的風景遊樂區、
30-110mm F3.8-5.6 VR Nikkor 高山或是好山好水的花東縱谷了。 本書之圖片全數以
AF-S 35mm F1.8G Nikkor AF-S 之DSLR拍攝，以RAW或是JPG檔案來儲存影像，
Micro 40mm F2.8G Tamron
作品無作重大修飾直接出圖，少數僅以簡單的一至二個步驟
10-24mm F3.5-4.5 Nikkor AF-S 來處理圖檔。 目錄 第一章 自序＆藝廊 第二章 前言 第三
70-300mm F4-5.6VR Tamron
章 花風景之器材與配件 第四章 花風景之攝影概念 第五章
SP 70-300mm F4-5.6 Di VC
不同鏡頭的構圖法則 第六章 台灣四季花風景－春、夏、秋、
USD Tamron 18-270mm
冬
F/3.5-6.3 Di II VC PZD Nikon 1Polityka - 2012
配件總覽 ViewNX2修圖教學
台灣四季花風景 - 張正杰
Canon Eos 60D - Arthur
內容簡介 位處亞熱帶的台灣，有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Azoulay 2011-01-26
有濱海的礫灘、有潛藏於深山的幽谷、有蜿蜒的溪流、有廣
"Cet ouvrage a pour ambition
闊的平原，這些地形造就出繁花盛開的景致，只要季節對了、 de vous rendre 100% autonome
時間點對了、天候對了，你會發現小小的台灣其實是很美麗
avec votre EOS 60D ainsi
的。 舉例來說一月份高山上的山櫻花俟意奔放，信義鄉傲骨 qu’avec ses ancêtres dont
梅花朵朵抗寒流，一月中旬的油菜花滿佈東部與西部，其中
l’ergonomie est similaire. Cet
花東縱谷公路玉里至關山段最為美麗；二月武陵農場瘋紅粉
appareil polyvalent, idéal pour
af18-270-di-ii-tam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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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photographes experts, vousChapter 2 Canon EOS 7D 詳細功能
permet de réaliser de
解說 ●EOS 7D 外觀解說 ●EOS 7D 選單
magnifiques clichés et vous 解說 ●EOS 7D 自選功能解說 Chapter 3
donne également la possibilitéCanon EOS 7D 邁向專家之路！ ●專家級的
d’enregistrer des vidéos en Full
測光與曝光技巧 ●專家級的對焦與連拍技巧 ●專家級的
HD. Ce livre, écrit par un
白平衡與色調調整 ●專家級的影像優化技巧 ●專家級的
professionnel de l’image, vous高畫質錄影技巧 ●專家級的閃燈攝影技巧 ●專家級
permet de faire le tour de
的RAW修圖技巧 Chapter 4 Canon
toutes les fonctionnalités de EOS
ce 7D 鏡頭推薦20款 ●新上市鏡頭完全測試
reflex. Un magnifique ouvrage Canon EF-S 15-85mm F3.5-5.6
à offrir ou à se faire offrir IS
!".USM Canon EF 100mm F2.8
Macro IS USM Canon EF-S
Canon EOS 7D 完全攻略 - 陳漢榮
18-135mm F3.5-5.6 IS USM
2009
●EF-S鏡頭編輯推薦 ●L級變焦鏡頭編輯推薦 ●L
內容簡介 【APS-C旗艦機－Canon EOS
7D】 Canon 7D是一部從頭改到尾的全新旗艦機， 級定焦鏡頭編輯推薦
就是愛構圖 - 張正杰 2009
包括：最高畫素的APS-C機種、引擎、AF系統、測光
系統、Full-HD動畫錄製、觀景窗、各式專業配件支援 曾任攝影家手札南區總幹事、現任攝影家手札總編輯的Bill
等，令人目不暇給！ CanonCanon 7D 一次把 （張正杰）集畢生心血的攝影大作－－【就是愛 構圖】即將
多年來愛用者的期望做到好，包括：更強大的追蹤對焦性能、 出版了！深入淺出的講解DSLR的拍攝技法、多達20種
主題式構圖，全書超過200幅的精彩照片，上山下海走遍
機頂閃燈可遙控離機閃燈、觀景窗內可顯示格線、且高畫素
證實帶來更高畫質與低雜訊表現，外加附贈Full-HD立 全世界！ 本書特色 拍了這麼多年來，一直想為自己也想為
體聲錄影功能！ 作者簡介 陳漢榮 人物寫真家，攝影學園負 攝影入門者留下一些個人的想法或是拍攝觀念，由於攝影是
一種主觀的美學藝術，就因為是主觀所以若攝影者又得到旁
責人 著作：人像攝影聖經、閃燈攝影聖經、北台灣人像攝
人歡呼的掌聲時，自然就會產生一種高人一等、自以為是的
影20處、Canon EOS 5D Mark
II/50D完全攻略 等 目錄 Canon EOS 7D 想法或感覺，無論這些想法或感覺正不正確，嚴苛的檢視自
己的作品，輕鬆的看待別人的作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攝影藝廊 ●野鳥物語/Joinus ●日光三名
因為喜愛大自然，因為喜愛自己生長的地方，所以特別珍惜
瀑/Bulukai Chapter 1 Canon
這一塊土地，所以特別會沉迷於好山好水的花東縱谷，因為
EOS 7D 十大進化！ ●新開發1800萬畫
喜歡攝影而到美西的舊金山、鳳凰城求學，而開啟遊走世界
素CMOS ●超高感光度ISO 12800 低噪點
表現 ●雙DIGIC 4影像引擎 ●每秒8張超高速連拍 觀的眼界，十幾年來走過加拿大、中國大陸、柬埔寨、泰國、
越南、墨西哥、義大利、曾經一年進出日本13趟，特別喜
●全19點十字型對焦感應器 ●視野率＋放大倍率
歡日本人對攝影師的尊重。 本書之圖片DSLR部份
雙100%高性能觀景器 ●63區雙層測光感應器
以RAW或是JPG檔案拍攝，幾以簡單的一至二個步驟
●Full HD每秒30格動畫錄製功能 ●滿足專業攝
處理圖檔，有些甚至直接出圖無作重大修飾，人像部份僅禮
影師的配件需求 ●防水滴防塵機身、15萬次快門壽命
af18-270-di-ii-tam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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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性的修飾斑點或豆豆，亦無作修片動作。 攝影，對於我已 彩鮮麗、姿態優美的飛羽之美。 《台灣賞鳥景點20處》是
成為身體的一部份，對攝影入門者僅給予『拍、再拍、繼續
一本拍鳥與賞鳥的工具書，作者陳承光(Joinus)擁有九
拍』之鼓勵，最後以『心有多大，胸就有多大，攝影成就就
年的飛羽攝影資歷，足跡遍布台灣各地，他在上本著作《台
有多大』，來勉勵自己以及大家。 [目錄] PART I 攝 灣飛羽》，展現了高超的攝影技巧和構圖美感；撰寫本書，
影概念 1) 基本攝影 p7 2) 認識相機 p12 3) 他則想要分享飛羽攝影的熱門景點，造福更多鳥類愛好者。
鏡
頭的選擇 p14 4) 中灰調與測光模式 p18 5) 光 目錄 PART I 賞鳥景點 1. 基隆港海洋廣場 2. 台
線 p20 6) 相關配件 p24 7) 基本構圖 p26 北植物園 3. 台北關渡濕地 4. 台北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PART II 進階構圖解析 1) 【減法．構思】 2) 5. 台北野柳地質公園 6. 台北鳥來瀑布公園 7. 台北新
【賓．主關係】 3) 【想像．空間】 4) 【瞬間的感動】 店廣興濕地 8. 台北新店台大農場 9. 宜蘭大溪漁港
5) 【生命力的表現】 PART III 不同鏡頭的構圖法 10. 宜蘭烏石港 11. 宜蘭太平山 12. 桃園大園
則 魚眼鏡頭∕廣角鏡頭∕標準鏡頭∕望遠鏡頭∕微距鏡頭
13. 新竹尖石李棟山 14. 台中大雪山林道23.5K
PART IV 主題式構圖全攻略 櫻花∕紅葉∕溪流∕瀑布∕ 15. 台中大雪山森林遊樂區 16. 台中武陵農場 17.
高山∕森林∕雪景∕雨景∕天空∕港口∕海灘∕晨昏∕摩天樓∕遊樂南投杉林溪 18. 南投溪頭自然教育園區 19. 南投合歡
場∕古厝∕花園∕花卉∕鐵道∕大橋∕煙火
山 20. 嘉義阿里山沼平公園 21. 南投塔塔加
台灣賞鳥景點20處 - 陳承光
PART II賞鳥圖鑑 1. 中低海拔林鳥 2. 中低海拔林
內容簡介 《台灣賞鳥景點20處》內容分為「賞鳥景點」和 鳥 3. 水鳥 4. 迷候鳥 5. 猛禽
「賞鳥圖鑑」二大部份，前者提供了21個賞鳥和拍鳥的地點 Fotomagazin - 2009
(鳥點)，大多分布在嘉義以北、交通便利之處；後者共
有300多張珍貴照片，供讀者鑑賞和辨視鳥種。其他特色
Canon EOS 760D / 750D - Dr.
包括： 1. 精確賞鳥地圖：美術編輯依照作者指示，重新繪 Kyra Sänger 2015-09-09
製鳥點地圖，提供大略的拍鳥位置。 2. 鳥點實拍照片：作 Erleben Sie die vielseitigen
者親自走訪各個景點，拍攝地圖上標示鳥點，供讀者按圖索
Möglichkeiten Ihrer Canon
驥，快速找到鳥點。 3. 交通住宿指引：提供公車班次、開 EOS 760D und des
車路線和旅館建議，節省讀者蒐集資料時間。 4. 豐富賞鳥 Schwestermodells 750D und
圖鑑：提供300多張鳥類照片，供讀者快速辨視鳥種。
lernen Sie ihre Funktionen
5. 方便攜帶開本：高度和高寬分別為21x14.5cm， ausführlich kennen. Anhand
可塞進 攝影背包，方便攜帶。 正如陳承光在《台灣飛羽》 ansprechender Beispiele und
所言，台灣有500多種鳥，擁有便利的交通與良好的賞鳥
leicht verständlicher
和拍鳥條件，真是「鳥天堂」。擁有《台灣賞鳥景點20
Anleitungen zeigt Ihnen das
處》，您將可獲得精準的拍鳥和賞資訊，快速到達各個鳥點， Buch, wie Sie einfach besser
拍攝或觀賞動人的台灣飛羽。 本書特色 對鳥類攝影(或賞 fotografieren - von Anfang an,
鳥)新手來說，最困擾的莫過於，鳥兒何處尋？以往，大多需 dieses Buch zeigt Ihnen wie es
東問西問，或在網路努力爬文；現在，有了《台灣賞鳥景
geht! Aus dem Inhalt: Die
點20處》你將可按圖索驥，跟鳥類攝影高手一樣，捕捉色
Canon EOS 750/76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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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nlernen Bilder
CHAPTER 4 大自然景觀攝影-日間攝影之技法展
aufnehmen und betrachten Die 現 CHAPTER 5 荷花與生態攝影-日間重覆曝光之
Belichtung im Griff Die
攝影術 CHAPTER 6 夜之頌-燦爛夜色，奇彩歡顏，
Autofokus-Fähigkeiten voll
唯美藝境 CHAPTER 7 歡欣鼓舞話煙火-慶典煙火
ausreizen Professionelle
創意攝影 CHAPTER 8 星軌攝影-使用滿天繁星作
Programme für jede Situation 畫 CHAPTER 9 車軌光跡攝影-光、影、色的綜合
Die Farben steuern mit
藝術體 CHAPTER 10 山岳攝影-新手入門，高山
Weißabgleich und Picture Style雪景，高山花卉 CHAPTER 11 建築攝影-台灣特
Kreativ Blitzenmit der
色建築和橋樑
750/760D Strategien für
Canon EOS 550D七天完全上手 - 王傳
gängige Fotosituationen
2010
Besondere Herausforderungen 內容簡介 這是一本真正教你活用EOS
gekonnt meistern Videokunst 550D/500D的攝影工具書。大量的圖解說明、有如
mit der EOS 750/760D
名師親臨一般的逐步講解，真正從本地讀者的角度出發，精
Interessante Zubehöroptionen 美的照片取材自中國、台灣、日本等世界各地美景，一定要
und die WLAN-Funktionen
認清楚攝影家手札出版的【EOS 550D七天完全上
Bildbearbeitung in der Kamera 手】！ 史上最強的普及機Canon EOS 550D
und am Computer
登場了！畫素高又可Full HD錄影，你也可以成為名導
Menükompass
演！趕快擁有這本工具書，只要七天時間馬上晉升攝影達人。
Stichwortverzeichnis u.v.a.m. 目錄 第一章 Canon EOS 550D藝廊 元陽梯
田/王傳 寶寶日記/許富順 第二章 Canon EOS
風景攝影聖經 - 俞蘇 2009
550D最新技術解密 ◎ 普及機高畫素之王！1800
本書取材涵蓋寶島台灣的各地風光，包括：台北101摩天
樓、圓山飯店、玉山、阿里山、合歡山、淡水等地。 本書特 萬畫素CMOS與Canon EOS 7D看齊的高
色 拍風景一定要出國拍？寶島台灣蘊含多樣地形，得天獨厚， 畫質 ◎ ISO100-12800的寬廣感光度選擇 ◎
不論高山、峽谷、溪流等自然景觀，以及民俗、古厝、高樓、 Full HD對應EOS Movie動畫錄影 最高7倍
都會等人文景緻，都是攝影創作者的絕佳題材。 作者俞蘇長 數位增距的短片裁切功能、可手動曝光錄影、可外接立體聲
麥克風 ◎ 高速連拍達每秒3.7張 ◎ 63區雙層測光感
年致力於攝影創作與教學，特別專長於日夜間重複曝光的高
應器帶來穩定的曝光控制 測光感應器可檢測紅、藍區域；
深技巧，而在長年的教學經驗中，深知攝影學習者的困惑與
疑問，因 此在寫作「風景攝影聖經」一書，特別詳細的講解 達±5級的曝光補償 ◎ 高性能數位影像處理
器DIGIC 4自動亮度優化、高光色調優先和低雜訊表現
每張美圖的拍攝背景、器材資訊、拍攝條件與曝光技巧，有
◎ 即時顯示拍攝功能配合全新3吋寬螢幕 104萬點、長
如名師親臨指導般的獲益良多。 目錄CHAPTER 1
寬比3:2的3吋清晰顯示寬屏液晶LCD ◎ 先進的操
如何培養一位傑出的藝術攝影家 CHAPTER 2 風
控功能 第三章 七天完全活用Canon EOS
景攝影之器材準備，相機設定和購買建議
550D/500D Day1 開箱╳鏡頭選購 Day2
CHAPTER 3 水之表現-行雲流水之超慢速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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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選單畫面 Day3 圖像模式╳基本構圖
Photography 10 - South
Day4 測光╳對焦╳即時預覽 Day5 相片風格╳白 Australian Museum,
平衡 Day6 成為名導演！EOS Movie
2013-10-03
Day7 後製修圖Canon DPP完全圖解 第四章
Showcases the best
主題攻略 ◎ 兒童攝影 ◎ 夜景攝影 ◎ 商品攝影 第五 photographs of animals, plants
章 交換鏡頭推薦測試報導 ◎ Canon EF-S
and landscapes taken in
10-22mm F3.5-4.5USM ◎
Australia, New Zealand,
Canon EF-S 15-85mm
Antarctica and New Guinea.
F3.5-5.6IS USM ◎ Canon EF-S Feather Craft- Kevin W.
17-55mm F2.8IS USM ◎ Canon
Erickson 2017-08-01
EF-S 18-55mm F3.5-5.6IS ◎
First ever photographic and
Canon EF-S 18-135mm
illustrated guide to the unusual
F3.5-5.6IS ◎ Canon EF-S
and beautiful feathers used in
18-200mm F3.5-5.6IS ◎ Canon salmon fly patterns, some
EF-S 55-250mm F3.5-5.6IS ◎
common, others rare. In
Canon EF 17-40mm F4L USM
addition to macro photos of
◎ Canon EF 24-105mm F4L IS
individual feathers and striking
USM ◎ Canon EF 70-200mm
portraits of complete capes,
F2.8L IS USM ◎ Canon EF
Allison McClay’s classic
70-200mm F4L IS USM ◎
portraits of birds in the field
Tamron 10-24mm F3.5-5.6 Di II bring life to the text. Through
◎ Tamron 17-50mm F2.8Di II
16 classic and current flies,
VC ◎ Tamron 18-270mm
shown with complete step by
F3.5-6.3Di II VC ◎ Tokina AT-Xstep photos, the author teaches
DX 16.5-135mm F3.5-5.6 ◎
techniques for working with
Tokina AT-X PRO 11-16mm
the feathers and also shares
F2.8 DX ◎ Canon EF 50mm
modern substitutes to more
F1.2L USM ◎ Canon EF 85mm
obscure feathers used in
F1.2L II USM ◎ Canon EF
traditional salmon fly tying.
100mm F2.8L Macro IS USM ◎
Popular Photography- 2010
Tamron 60mm F2.0 Macro Di II
◎ Tamron 60mm F2.0 Macro
Light It, Shoot It, Retouch
- It
Di II
Scott Kelby 2011-09-02
Australasian Nature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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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LL LEARN ALL THREE
subject, the photographer, the
ASPECTS OF WHAT IT TAKES
lighting, the background–you
TO CREATE STUNNING
name it–you see it all). Plus,
PORTRAITS (HINT: IT’S NOT
you’ll see side, over-theJUST THE LIGHTING) Scott
shoulder, and more behind-theKelby, the world’s #1 best- scenes views, so you can
selling author of photography absolutely nail the lighting
books, Editor-in-Chief and
every time. LEARN THE
Publisher of Photoshop User LIGHTING SETUPS THE PROS
magazine, and Publisher of theUSE Each year, Scott trains
just-released Light It magazine,
thousands of professional
has reinvented how lighting photographers during his Light
books are written by finally It. Shoot It. Retouch It. LIVE!
revealing the entire process seminar tour and now, for the
from start to finish. You see first time ever, he’s taken that
everything from the complete incredibly popular style of
lighting setup (and all the gear
learning and put in into book
used), to the shoot (includingform. Now everyone can have a
all the camera settings and a real-world reference for getting
contact sheet of the
the same looks today’s clients
progression of the shoot), to are clamoring for. You’ll learn:
the all-important part that most
The step-by-step layouts for
books don’t dare include–the creating the most-requested
post-processing and retouchingand sought-after lighting looks
in Photoshop. This book also How to get more out of one
breaks new ground in the
light than you ever thought you
visual way it teaches you the could (this is worth it alone!)
lighting setup. There aren’t any
How to control and shape your
sketches or 3D models–you see light without breaking the bank
the lighting layout in a full-The camera settings, gear, and
page photo, taken from above power settings for every shot
during the live shoot, so you The retouching techniques the
can see exactly where
pros really use to make their
everything’s positioned (the subjects look their very best
af18-270-di-ii-tam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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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retouch hair, eyes, lips,
reader will finish this book with
skin, and lots of other littlea much deeper understanding
retouching tricks that make a of the extraordinary treasures
really big difference How to that make up the "Revelation of
create high-contrast portrait Jesus Christ!" Rev. Dustin
effects without buying
Abbott is a prolific writer and a
expensive plug-ins A host of student of the Word of God.
insider tricks, invaluable
Revelation Unveiled is an
shortcuts, and kick-butt special
amazing, inspiring mother lode
effects to give you a real
of practical illustrations that
advantage over the competitioncapture the essence of the
Plus, Scott includes a specialBook of Revelation. Rev. Abbott
bonus chapter that shows how is a gifted writer who has the
to create these same studio ability to take the complex and
looks using off-camera hot shoe
make it easy to understand.
fl ashes and the modifi ers Revelation Unveiled is a mustmade for them. There’s never read for all students of the
been a book like it.
Bible. Rev. Alonzo Dummitt,
Australian Geographic
- 2005
Ontario District
Superintendent A must for
Revelation Unveiled - Dustin laymen and Bible students.
Dustin Abbott has proven his
Abbott 2007-04
knowledge and insight as a
If you are one of the many
people that have been stymied prolific curriculum author and
by the mysteries found in the now unfolds the book of
Revelation. Read it now:
book of Revelation, then
reference it often! Rev. Arnold
Revelation Unveiled is the book
MacLauchlan, Ontario District
for you. The author
Secretary Dustin Abbott is an
systematically paints a
complete and cohesive picture ordained minister with the
of the events described in the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book of Revelation. Each and International, and currently
serves as pastor of Emmanuel
every verse and symbol is
Lighthouse United Pentecostal
thoroughly referenced. The
af18-270-di-ii-tam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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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in Pembroke, Ontario, is the father of Samuel and
Canada. Born into the home of Jazzlyn. They areexpecting
a full-time evangelist, Rev. their third child in August,
Abbott was raised on the road 2007. Rev. Abbott is currently
until his father established aserving as Dean of the Ontario
new church in Scottsdale,
Leadership Training Centre
Arizona. A fifth generation campus in Ottawa and also
serves as a writer for the
minister, he attended Christian
Life College in Stockton,
curriculum committee. He has
happily committed himself to a
California prior to entering the
ministry. Dustin has been
lifetime of study of God's Word.
married for 9 years to Lan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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