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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影像的基本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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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陣圖與向量圖

• 影像處理是一門藝術, 但藝術也有基本原理
與原則, 有原理和原則做基礎, 作品才有紮
實的內涵。我們必須先對影像、光、色彩
這些元素多做瞭解, 才能在處理影像時具備
正確的觀念, 以建立紮實的基礎。

• 影像的要素有二, 一是形狀 , 一是光與色
彩。因此, 在影像數位化的過程中, 主要就
是處理這兩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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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陣圖

• 點陣圖, 就是把影像的形狀一點一點的描繪出
來, 像在虛擬的方格紙上把影像 "點繪" 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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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陣圖

• 點陣圖的每一個點乃是構成影像的基本元素, 
我們稱為像素 (Picture Element, 簡稱為
Pixel)。點陣圖的構成方式很簡單, 但是有兩
大缺點：

– 需要紀錄大量的資料, 例如要以每隔 0.01 公分紀
錄一個點的方式來描繪一條 50 公分的直線, 就需
要紀錄 5000 個點 (用掉 5000 個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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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陣圖

– 圖形放大後不能保持原有的細緻度。例如前述的
50 公分直線, 如果放大成 500 公分, 則同樣的
5000 個像素就必須排在 500 公分的直線上, 其間
隔就不再是 0.01 公分而是 0.1 公分, 因而細緻度
自然就變差了。雖然繪圖軟體在放大點陣圖時, 
也會適度增加（插補）像素, 來彌補不足, 但因為
缺乏運算依據, 其細緻度仍然不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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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量圖
• 但是要紀錄一條直線並不一定要一點一點的紀
錄然後再描繪出來, 我們也可以只紀錄它是一
條直線, 以及它的兩個端點在哪裡, 等到要描繪
時, 再依所要的細緻度畫出來就可以了, 這樣就
不需要一點一點的去紀錄那麼多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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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量圖

• 要紀錄一個圓形, 我們也只要紀錄它是圓形, 
以及它的圓心座標和半徑就可以了。我們
只要紀錄圖形的形狀和它的位置及大小就
可以把它畫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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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量圖
• 並不是每個圖形都是直線或圓形, 但是只要該
圖形可以用數學公式運算出來就可以了, 直覺
上好像很多圖形都不能用數學公式運算出來, 
不過, 凡是線條圖形 (即 Line art, 例如：直
線、曲線), 都可以用簡單的數學公式近似的描
繪出來, 而且精確度還蠻高



5

9

向量圖
• 用數學公式紀錄的影像, 我們稱為向量圖。
向量圖的好處是圖形在放大或縮小後 (在有
效輸出範圍內) 都不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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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量圖

• 向量圖在顯示或列印時,會先轉換成適合當
時解析度的點陣圖 (也就是改成以像素顯示),
然後才顯示在螢幕上或列印出來。

• 向量圖一般都是直接在電腦上繪製而成, 可
以製作或編輯向量圖的軟體有
CorelDRAW、 Illustrator、FreeHand、
Flash、Expression…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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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向量圖放大後不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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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向量圖放大後不失真？



7

13

點陣圖與向量圖的差異

14

光的由來

• 光就是電磁波, 只不過不同波長範圍的光其
行為有所不同, 例如長波長的光具繞射的能
力所以適合做無線電傳播, 紅外線波段的光
較易轉換為熱能所以常做為健康治療使用, 
X-RAY 波段的光穿透力強所以常做為透視
使用。

• 波長在 700-400 奈米之間的光, 恰好能為人
類眼睛的視神經所感知, 稱為可見光, 也就
是一般人所稱呼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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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由來

• 人類的眼睛對於波長介於 700-400 奈米間的電
磁波會起反應, 這種反應就是亮光的感覺。

• 人的眼睛並不是對所有的電磁波都有感覺, 將
一個人和一台電磁波發射器放到一間密閉不
透光的室內,當電磁波發射器發射波長在 700-
400 奈米之間的電磁波時, 這個人就覺得房間
亮起來了。這就是人類眼睛對電磁波的感知, 
它對波長在700-400 奈米之間的電磁波會有光
亮的感覺。

16

光的由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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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的由來

• 更特別的是, 除了光亮之外, 眼睛對光還會
產生色彩的感覺！

• 當眼睛看到 700 奈米的光時便會有紅色的
感覺, 當眼睛看到 600 奈米的光時便會有桔
黃色的感覺, 當眼睛看到 500 奈米的光時便
會有青綠色的感覺, 當眼睛看到 400 奈米的
光時便會有藍色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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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的由來

• 所以光線基本上就是電磁波, 因此就和所有
電磁波的特性完全一樣, 具有強度、波長、
頻率、偏振、... 等特性, 顏色的由來是人類
眼睛對不同波長的光所產生的反應, 所以光
的顏色是人類自己的一種感覺。

• 當光的強度愈強，感覺就是亮

• 當紅、綠、藍色光的強度到達一個平衡點
時，眼睛會覺得這時的光線是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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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的由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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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的由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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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的由來

22

真實世界的光

• 當我們看到一個物體的顏色時, 是外界的光
照射到該物體, 經過吸收與反射後的結果, 這
時經物體反射而投射到眼睛的, 往往不是單
一顏色的光, 而是連續波長的光：



12

23

真實世界的光

• 由上圖可看出, 紅色光源或紅色物體反射的光, 
除了紅光之外也含有黃、綠、藍光, 只不過其
強度不同而已, 因此所謂的紅色也不是單純一
色的紅光, 而是由許多顏色的光混合成的, 只
不過因為紅色光的強度最強, 所以混合後的感
覺還是以紅色為主。在真實世界裡, 單一波長
的光是很少見的, 只有雷射光或某些特製的燈
泡才能造出單一波長的光, 至於一般的光都是
由許多不同波長的光所組合成。

24

真實世界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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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譜

• 日常所見的光多半是由多種波長的光混合而成, 
不同的的混合比率, 會呈現出不同的色彩。一
個光源所含的各種波長的強度分佈 (即混合比
率) 為該光源的光譜 (Spectrum), 在儀器所測到
的叫光譜, 由眼睛所看到的就是色彩。直射光
的光譜就是組成它的各種波長的光之強度分佈, 
而反射光的光譜就是被照體所反射出來的所有
波長的光之強度分佈。

26

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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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組成：色相(Hue) 
• 不同的色光組合可以構成不同的顏色及亮度, 
這就是萬紫千紅世界的由來。

• 而色相 (Hue) 就是色彩的種類, 也就是所有
顏色的集合。下圖中, 紅光 (R) 和綠光 (G) 組
合成黃光 (Yellow), 綠光 (G) 和藍光 (B) 組合
成青光 (Cyan), 紅光(R) 和藍光 (B) 組合成洋
紅光 (Magenta)

28

光的組成：色相 (H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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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組成：色相 (Hue) 

• 由圖中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光都是以峰值
(Peak) 高的光來呈現顏色。其中較特別的是
洋紅色光 (Magenta) 它出現雙峰值現象, 這時
眼睛看到的就是洋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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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組成：亮度 (Brightness)

• 相同份量的三原色光會構成灰色的光, 因此
其強度影響到的是亮度。和一般經驗相反, 
在 RGB 中加了灰色的亮度, 會變得更亮, 但
一般顏料加了灰色後, 則會變暗。這和加色
法與減色法的原理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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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組成：亮度 (Brigh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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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組成：色濃度 (Saturation)
• 色濃度又稱為色飽和度 (簡稱飽和度), 在光
譜中, 各色光的強度差異愈大, 色濃度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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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的數值化－色彩模型

• 人類的眼睛能看到火紅的跑車, 鮮豔的花朵, 
但是這些 "感覺" 必須以數值化的方式來描
述才能用電腦加以處理。這種以數值化方
式來描述光與色彩的方法, 就是所謂的色彩
模型 (Color Model)。

• 常見的色彩模型有：RGB 模型、CMYK 模
型、HSB模型、L*a*b 模型等幾種。依應用
目的不同, 適合使用的色彩模型也不同。以
下我們就分別將 4 種最常見的色彩模型之
原理與應用範圍加以說明。

34

色空間 (Color Space)
• 在說明色彩模型之前, 我們要定義色空間

(Color Space)。
• 所謂色空間 (亦稱色域), 就是一個色彩模型
所能呈現的所有顏色的集合, 因為各種色彩
模型的顏色總數不同, 因而色空間就不相
同。理想的色空間就是自然界的色空間, 各
種色彩模型都以此為目標, 但往往由於材料
或設備的限制, 使得色彩模型的色空間都比
自然界的顏色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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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B 模型

• RGB 模型是以三原色光來組合成 RGB 的
色空間。它適用於直接光源的場合, 例如：
CRT 、LCD 螢幕等。

• 在 RGB 模型中, 色空間裡所有的顏色都是
由 R、G、B (紅、綠、藍) 三種光依不同的
比例相加 (混合) 而成。

36

RGB 模型

• RGB 的每一色光, 除了代表色彩之外, 也含有
亮度成分。例如 R 的成分愈多, 表示愈紅也
愈亮。由於各色光含有亮度成分, 因此各色
光混合 (加成) 後, 會比原來單獨的色光還亮, 
所以又稱為加色法混色 (Additive colors)。

• RGB 色彩模型適合在以主動光源顯示影像的
場合使用, 例如：電視、電腦螢幕、投影
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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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B 模型

• 當紅、綠、藍色光的強
度到達一個平衡點時, 
眼睛會覺得這時光線的
顏色變成白色！如果將
RGB 三色光以最大的強
度混合時, 就會形成白
色的色光；反之, 三原
色光都不顯示時, 就是
黑色, 在二者之間的就
是灰色！

38

色輪的由來

• 在 RGB 色彩模型裡, 所有的顏色都是由 RGB 
3 色之中的 2 色或 1 色組成, 3 色組合就變成
灰色了！

• 或許你會問 (255,255,128) 不是 3 色組合嗎 ? 
其實 (255,255,128) 可以看成是 (127,127,0) 所
組成的顏色, 然後增加了(128,128,128) 的亮度
(要記得加色法的特性, 加入灰色光不是變灰
暗, 而是增加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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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輪的由來

• 所有色彩除了灰、黑、白之外, 都是由
R+B 、G+B 、B+R 等不同強度組成的, 如果
我們把 RGB 定在一個圓形的三等分處 (即 0 
度、120 度、 240 度), 則自然就會形成
(R,G)、(G,B)、(B,R) 兩兩相鄰的關係, 並且
0-120 度、120-240 度、240-0 度的這些區間, 
正好就是 R+G 、G+B 、B+R 依不同強度所
組出來的所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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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輪的由來

• 組合出 RGB 模型的色相, 若畫成環狀, 我們
就稱為色相環(簡稱色環)。若畫成圓形, 就
稱為色輪。這時, 色輪的徑向還代表該顏色
的濃度, 愈往外緣愈濃, 往內則愈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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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輪的由來

42

CMYK 模型

• CMYK 模型代表由青色 (Cyan)、洋紅
(Magenta)、黃色 (Yellow) 及黑色(Black) 4 色油
墨組成的色彩模型。CMYK 模型採用的是反射
光減色法原理, 以青色油墨來說, 它會由白光當
中吸收紅光 (減去紅光), 而將藍光和綠光反射
回來, 因此我們就看到了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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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YK 模型

• 由上圖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當白光分別減去
紅、藍、綠時就個別會產生青 (Cyan)、洋
紅 (Magenta)、黃 (Yellow) 三種顏色, 因此
CMY 就是減色法的三原色。

• 顏料是愈混顏色愈來愈暗, 所以證明了
CMYK 色彩模型的減色 (Subtractive color) 
特性。CMYK 模型適用於如印刷物之類的
反射光場合使用。

44

CMYK 模型



23

45

CMYK 模型

46

CMYK 模型

• RGB 三色光照到黃色物體, 黃色物體會吸收
(減去) 藍光, 只剩紅、綠光, 而紅、綠光會組
成黃光。同樣的道理, 青色物體會減去紅光, 
因此 RG-R 就只剩 G, 所以就看到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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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YK 模型

48

CMYK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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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YK 模型

• 理論上 CMY 是顏料的三原色, 由減色原理
可知, 將這三色混合在一起時應該產生黑色, 
但實際上由於顏料的特性與純度, 往往只能
產生深褐色而非黑色。為了產生純粹的黑
色, 我們在 CMY 三色之外再加上黑色 (K), 
以表現純黑的黑色, 並且可以藉此減少其他
油墨的使用量。CMYK 模型適用於印刷專
業場合, 一般非印刷的場合並不會使用到。

50

CMYK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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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YK 色彩模型的成色原理

• 色光三原色兩兩相互混合時, 所產生的顏色
就是原料三原色 (CMY), 從色輪中可明顯看
出：

52

CMYK 色彩模型的成色原理

• 由檢色器來實驗, C100 並非由 G255+B255 
組成, 而是由 G174+B 239 所組成, 同理
M100 和 Y100 則分別由 R236+B140 和
R255+G242 組成, 這種現象也可以由上圖的
色輪看出來, 其中 Y 並非在 60 度上, 而是偏
R；C 則不在 180 度上, 而是偏 B；M 則偏
R。這一方面告訴我們 CMY 並非理想上由
RGB 以簡單比率組合而成, 它們之間的轉換
比想像中複雜 (這就是 Photoshop 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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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YK 色彩模型的成色原理

• 另方面CMY 在最飽和 100 時, RGB 竟然不
是 255! 這代表 CMY 已達到極致時, RGB 仍
有未表現的空間, 也就是 RGB 的色空間比
CMY 色空間大的證明。

54

CMYK 模型

• 雖然目前常見的相片印表機也是使用
CMYK 四色印刷 (有的更使用 6 到 7 色印刷
以提高顏色數量), 但我們在編修調整相片時, 
還是要使用 RGB 模式, 等到列印相片時印
表機的驅動程式會自動把 RGB 影像轉換成
6 至 7 色的顏料來印刷, 這種轉換過程叫做
RIP (Raster Image Proc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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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YK 模型

56

HSB 模型

• HSB 模型是最符合人類思考邏輯的色彩模
型, 和 RGB 及 CMYK 模型最大不同之處是
HSB 模型將亮度 B (Brightness) 變數由色彩
變數中抽離出來, 也就是說色彩歸色彩, 並
不帶有亮度的成分, 因此混色時不會有加減
亮度的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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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B 模型

• 至於色彩的部分則又分為色彩的種類 (Hue, 
色相) 和色彩的飽和度 (Saturation, 飽和度) 2 
個變數來描述色彩。當我們從 Photoshop 的
檢色器 (color picker) 中設定一個 H 值, 就等
於是從色空間當中選定一個顏色, 至於 S 值
則是用來設定該顏色的飽和度。

58

HSB 模型

• 在 Photoshop 中我們可以用 HSB 色彩模型的
H、S、B 變數來設定顏色, 但是Photoshop 中
並沒有對應的HSB 色彩模式, 這是因為 HSB 
已漸不為人所使用了！因為還有色空間更廣
泛的 Lab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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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B 模型

60

HSB 模型

• 我們可在 Photoshop 用 H、S、B 值來設定
顏色, 但 Photoshop 沒有 HSB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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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 模型

• L*a*b模型 是由一個明度 (L, Luminance, 其
實就是亮度 B) 和 a 及 b 兩個彩度變數所組
成的。a 彩度變數的範圍是由綠到紅色, b 彩
度變數則是由藍到黃色。L*a*b 模型是目前
各色彩模型中, 能描述出最多色彩 (最大色
空間) 的模型。

62

L*a*b 模型

• 因此 Photoshop 將它訂為
整個軟體的內在標準色彩
模型, 不論用哪個色彩模
型, 還是如何轉換色彩模
型, 都會先經過 L*a*b 色
彩模型來比對色彩, 這樣
可以把色彩的誤差降到最
低, 也就是最能保持影像
原來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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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 模型

64

名詞解釋

• 亮度：亮度 (Bright 或 Brightness)、明度
(Luminance 或 Lightness) 都是同一件事, 指
的就是光的強度。在 Lab 或 HSB 模型中, 亮
度就是 L 或 B 值, 在 RGB 及 CMYK 模型中, 
亮度和每個變數都相關。

• 照度：英文還是 Luminance, 指的是被照體的
亮度, 就是明度。

• 對比：英文是 Contrast, 指的是兩個區域光強
度的差異, 差異度愈大, 對比愈強, 也就是差
異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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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

• 色相：英文叫 Hue, 指的就是色空間裡所有
的顏色, 色相在 HSB 模型中就是H, 在 Lab
模型中和 a 及 b 變數有關, 在 RGB 及
CMYK 中則和每一變數都相關。

• 彩度：彩度 (Chroma)、飽和度 (Saturation) 
指的是色彩的濃度, 也就是該顏色的多寡
(但和亮度無關)。彩度就是 HSB 模型中的 S, 
在 Lab 模型中和 a、b 有關, 在 RGB 及
CMYK 中則和 RGB 及 CMYK 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