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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2009 年創辦至今，一直無間斷

地研發新的產品滿足世界各地攝影人的需要。我

們深信，一塊好的濾境能減輕攝影人的工作，一

塊好的濾鏡為攝影帶來更佳的創作，這宗旨引領

我們繼續改良技術，與攝影人同步向前。



每一片的 Daisse 濾鏡，從生產、
製造到包裝都在嚴格的品質管理
下進行，一絲不苟的態度確保用
家得到理想、滿意的體現，這是
Daisee 品牌品質的承諾。

Daisee 玻璃  優質的濾鏡首先由
玻璃原料說起，Daisee 使用的玻
璃是專業光學玻璃廠出品，每一片
玻璃都通過雙面拋光及研磨以達至
完全平衡，杜絕了散射及色散，并
避免由於鏡片表面的偏差所引起的
“迷焦”的情況。

Daisee 鍍 膜  採 用 DMC 鍍 膜 使
光 的 折 損 率 僅 為 0.5%， 而 配 上
Schott 玻璃的 Super DMC 系列
更加低至 0.02%，令相機成像體現
更加豐富的細節。由於 DMC 鍍膜
是在極高溫的環境下進行，抗刮、
抗油、防水表現出色，使鏡片更耐
用，作用更明顯。

品牌承諾

註： Daisee GND C-POL PRO DMC SLIM 
經由低溫鍍鏌處理，防刮功能與高溫鍍膜有
別，請勿大力擦拭鏡片

Daisee 鏡框 採用後嵌式鏡框，優
點在於加強鏡片的密封性，杜絕鏡
片鬆動，如不慎撞破鏡片，鏡片只
會出現裂痕，不會一塊塊的掉下，
同時保護昂貴的鏡頭及雙手。 

Daisee 不僅努力地研究新的產品
滿足攝影人的切實需要，且為舊有
的產品改良。宗旨是提供最佳的保
護，以及做到後期圖像處理不能重
建的效果。

比玻璃更硬的鍍膜 鍍膜介紹

濾鏡成 30°角斜立，水滴一接
觸表面即向下流動。即使戶外
使用時受雨水濺濕，雨水不會
聚於玻璃表面。

防水
功能

F11 2s ISO100 以刀片直刮玻璃表面拖曳2.5秒，
由於鍍膜硬於玻璃本身，就算經
刀片拖曳後亦不見痕。清潔濾鏡
時更容易，不用害怕鏡片擦拭時
的花痕。

防刮
功能

以油性筆畫在玻璃上，頓時以
滴狀分解。油性筆好比指紋，
一般單層鍍膜不慎印上指紋後
難於抹走，但鍍膜的表面密度
高，油性物質則難以依附在上。

F13 2.5s ISO100

防油污
功能

增透
效果

鍍膜前雙面 8+8 層鍍膜後

沒有鍍膜的玻璃表面反射率為大約 8-10%，可見光被玻璃表面反射而流
失，透光率因而減少，成像細節降低而光斑增加。但經過 DMC ( 雙面
8+8 層鍍膜）後，在可見光範圍內的反射率減至大約 1.5%，透光率提
升至至少 98.5%，讓更多光線從任何方向進入鏡頭內。另外，成熟的鍍
膜工藝不會對顏色構成影響，適合於任何廣角或長焦距的相機鏡頭。
註 : Super Pro DMC 備有雙面 26+8 層鍍膜， 反射率更減至 0.2% 以下。

為呈獻最真實的效果，相片全直出



Daisee®UV-HAZE PRO DMC SLIM

Daisee® 光學鏡片
採用高透光率優質光學鏡片，能有
效阻止 300nm 以下紫外線。鏡片
邊緣進行啞光磨沙處理，防止鏡片
在鏡框內漏光的情況發生。

Daisee® DMC
雙面多層防水防污，防刮花鍍膜。
減少普通無鍍膜鏡片產生的額外眩
光。鍍膜經過嚴格的鹽水浸泡測
試，即使惡劣環鏡下使用，鍍膜亦
保持堅固。高透鍍膜可增加透光率
至 98.5%。

超薄鏡框
鏡框厚度僅 3.5mm，完美應用於
超廣角鏡頭，杜絕暗角現象。鏡框
通過歐盟 ROHS 標準，符合環保
要求。

使用方法
將濾鏡嵌入鏡頭後，向右旋緊。
UV 鏡可保護昂貴的鏡頭玻璃，免
受因污漬或刮傷的損傷。

可選規格 30-105 標準尺寸

色彩還原
吸收不必要的紫外線
紫外光會令成像虛化，導致成像不清晰，菲林尤其影響更甚。而 Daisee® 光學
鏡片由全透明玻璃製成，可以吸收不必要的紫外線，絕不會擾亂色彩平衡，還
原度更高。

清潔方法
鏡片或鏡頭在使用后，需要清潔，可先用
毛掃輕輕掃鏡面表面，然后用氣吹吹走塵
埃，再用鏡頭紙或清潔布輕拭表面，如遇
頑固污跡可用鏡頭水或清潔筆合用。
注意：請使用專業的清潔用品，和不建議
對鏡面呼出口氣，以免過多口氣的酸性損
害鍍膜。

吸收不必要的紫外線



Daisee® C-POL PRO DMC SLIM

Daisee® C-POL
Daisee® C-POL 能 阻 隔 400nm 
以下紫外光及偏光率達到 99.5%， 
比同類偏光膜高達 15% 透光率以
上。能消除非金屬表面的反射光線，
即使長焦距時，Daisee® DMC 鍍
膜能保持相片的銳利度。

Daisee® DMC
雙面多層防水防污，防刮花鍍膜。
減少普通無鍍膜的偏光鏡產生的額
外眩光。鍍膜經過嚴格的鹽水浸泡
測試，即使惡劣環鏡下使用，鍍膜
亦保持堅固。

超薄鏡框
鏡框厚度僅 5mm，完美應用於超
廣角鏡頭，杜絕暗角現象。鏡框通
過歐盟 ROHS 標準，符合環保要求。

使用方法
將 C-POL 濾鏡嵌入鏡頭後，向左旋
轉至理想角度，可消除或減弱非金
屬表面的偏振光。這非圖像後期軟
件能再現，是攝影必備的濾鏡之一。

可選規格 49-82 標準尺寸

增加色彩飽和度
天空更藍，綠草更綠
為達到最佳效果，一定不能對向太陽或逆光取境，取景角度應為與太陽成 90°直
角，配合轉動濾鏡達增加色彩飽和度。

更高透光率
當在光線較暗的環境時用上 C-POL 拍攝，推高 ISO 無疑是一個方法，但大多數
高於 ISO 800 時，雜訊就無可避免地展示出來。Daisee® C ﹣ POL 比同級濾
鏡高上大約 15% 透光率，可以使用同一快門但低一級 ISO, 成像自然更細緻。

提示： 手持時避免手震應調較快門為至少 1 ／ 60s

Daisee C-POL 其他品牌

天空更藍，綠草更綠



加長曝光時間
ND2 減光鏡效果
可霧化浪花和瀑布。使用 A 模式
或 M 模 式， 只 要 將 光 圈 調 小，
ISO 校 調 小， 配 合 上 Daisee® 

C-POL 即可達到 ND2 的效果，同
時亦能消除水面的反射光線。

 Daisee® C-POL PRO DMC SLIM

透視效果
消除玻璃或水面光線
Daisee®  C ﹣ POL 適用於消除多餘的偏振光，
尤其在博物館時，可消除玻璃的倒影，清楚拍攝
到展品。
最佳角度為相機及拍攝平面的 30°角。

消除玻璃
或水面光線

ND2 減
光鏡

效果



Daisee® UV-HAZE SUPER PRO DMC SLIM

Schott 光學鏡片
採用德國肖特原廠超白玻璃。鏡片
邊緣進行啞光磨沙處理，防止鏡片
在鏡框內漏光的情況發生。

Daisee® SUPER DMC
雙面超多層鍍膜（表面 26 層，內
表面 8 層），能有效阻止 370nm 
以下紫外線及透光率高達 99.9% 
防水、防油和防刮花特性，經過嚴
格的鹽水浸泡測試，即使惡劣環鏡
下使用，鍍膜亦保持堅固。

超薄鏡框
採 用 銅 質（Brass) 鏡 框， 更 妥
善保護鏡片與鏡頭。鏡框厚度僅
3.5mm，在超廣角鏡頭上杜絕暗
角。鏡框通過歐盟 ROHS 標準，
符合環保要求。

使用方法
將濾鏡嵌入鏡頭後，向右旋緊。
UV 鏡可保護昂貴的鏡頭玻璃，免
受因污漬或刮傷的損傷光侵入，非
圖像後期軟件再現。

可選規格 49-82 標準尺寸

吸收紫外線
Daisee® L37 濾鏡用於消除戶外的雜光，比 Daisee® UV-Haze 阻隔更多紫外
光，令拍出來相片比現實中更清晰鮮明。菲林的乳化劑對紫外光更有負面影響，
如忘了安裝合適的阻紫外線濾鏡，沖曬出來的相片會嚴重偏色，全無方法矯正。

更低表面反射
Super DMC 有效地降低了表面的光反射，從 8-10% 下降至大約 0.2%，代表有多
於 99% 的透過率通過濾鏡。除此之外，鬼影或眩光等多餘光線亦會有效防止發生。
最佳的清晰度及對比度，為彩色或黑白底片提供最好的色彩平衡。建議在任何時
候及場合都配備作保護鏡之用，更佳的透過率，更佳的清晰度，不會錯過任何決
定性時刻。

阻隔更多
紫外光



Daisee® Variable ND PRO DMC SLIM

Daisee® POL
Daisee® 可調式濾鏡，由透過兩
片 Daisee® POL 實 現 ND2-400 
減光片效果，即可降低 1 級至 9 級
曝光。特製偏光片及多層鍍膜有助
防止偏色，保持色彩平衡及銳利度。

Daisee® DMC
雙面多層防水防污，防刮花鍍膜。
減少普通無鍍膜的偏光鏡產生的額
外眩光。鍍膜經過嚴格的鹽水浸泡
測試，即使惡劣環鏡下使用，鍍膜
亦保持堅固。

超薄鏡框
鏡框厚度僅 6.5mm，適合應用於
超廣角鏡頭，減低暗角現象。鏡框
通過歐盟 ROHS 標準，符合環保
要求。

使用方法
將可調式濾鏡嵌入鏡頭後，建議在
ND2 進行對焦及測光，并向右轉
動鏡環調校適合的透光率，再選擇
使用模式（建議 M 模式），最後
調校光圈和快門。

可選規格 49-82 標準尺寸

曝光值對照表 ( 鏡環符號不代表減光數值比例）

減光值 透過率 曝光級數
快門

( 基於相同光圈及
ISO，以 1 ／ 200 開始 )

ND 2 50% 1 1 ／ 100”

ND 4 25% 2 1 ／ 50”

ND 8 12.5% 3 1 ／ 25”

ND 16 6.25% 4 1 ／ 13”

ND 32 3.13% 5 1 ／ 6”

ND 64 1.56% 6 1 ／ 3”

ND 128 0.78% 7 1 ／ 1.6”

ND 256 0.39% 8 1.3”

ND400x 0.25% 9 2.5”

加長曝光時間
Daisee® 可調式濾鏡可根據不同效果
自由控制快門速度。ND 值愈大，行
人消失效果愈好。

保持色彩平衡
同樣以 F16 光圈，以不同快門組合
可達不同效果。慢快門可使原本眾
多的人流消失，需把濾鏡轉到大約
ND400 的位置。

38mm@24-70mm F16 15”ISO10038mm@24-70mm F16 1/100 ISO100



Daisee® Variable ND PRO DMC SLIM

加長曝光時間
Daisee® 可調式濾鏡建議用於風景攝影，包括海浪，瀑布，車軌等。

大光圈拍攝
在猛烈的大陽下，往往以較快的快門下，光圈未必能加大至理想的淺景深。
使用 Daisee® 可調式濾鏡保持同一快門下使用較大的光圈，適合人像攝影。

→ 沒有裝配
F4  1 ／ 2000”

↓ 裝配後
F2.8  1 ／ 2000”

→ 沒有裝配
F4 1/5000”

↓ 裝配後
F2.8 1/5000”

高清影片拍攝

X 形效應
由於可調式濾鏡是由
兩 片 偏 光 膜 組 成， 
在 接 近 ND400 時，
X 形會出現在成像，
這是偏光膜的物理特
性，並非濾鏡損壞。
建議可使用長焦距避
免 X 形效果。

自由控制
快門速度

防止高光位 形造淺景深

縮時影片 白晝變黑夜



Daisee® Graduated ND PRO DMC SLIM

Daisee® 漸變鏡片
Daisee® 漸變鏡片在透明部份提供
較佳的透過率，比傳統樹脂高大約
10% 透過率，比傳統的漸變灰提
供更佳的銳利度。結合只有 25%
透光率的漸變中灰部份，可減 2 檔
曝光，有效減低高反差。

Daisee® DMC
雙面多層防水防污，防刮花鍍膜。
減少普通無鍍膜的偏光鏡產生的額
外眩光。鍍膜經過嚴格的鹽水浸泡
測試，即使惡劣環鏡下使用，鍍膜
亦保持堅固。

超薄鏡框
鏡框厚度僅 5mm，完美應用於超
廣角鏡頭，杜絕暗角現象。鏡框通
過歐盟 ROHS 標準，符合環保要求。

使用方法
先向較亮的地方測光，再向較暗的
地方測光，得出大約 2 檔的曝光範
圍內，即可使用漸變灰濾鏡。
將漸變灰濾鏡嵌入鏡頭後，向左旋
轉至中灰部份遮蓋較亮的部份，以
較暗的地方作測光基準拍攝。

可選規格 49,58, 67-82 標準尺寸

Daisee® 漸 變 灰 用
於晚間時份拍攝車軌
可平衡大廈外圍的燈
飾，以免慢快門時過
曝，破壞圖像旳美感。

平衡天與地的高反差
使用 Daisee® 漸變灰後，雲層層次更明顯，地下曝光更準確
在高反差的情況下，動態範圍往往是很窄的。為了保留更多細節，大多數人會
用 HDR 拍攝，但如無腳架就不能進行，出來的效果亦有種生硬的感覺。
Daisee® 漸變灰就能輕易保留暗部的細節，亦能手提相機極速拍攝，不會錯過
任何一刻。

層次更明顯曝光更準確



Daisee® GND C-POL PRO DMC SLIM
Daisee® DMC
雙面超多層防水防污鍍膜。減少普通無鍍膜的偏
光鏡產生的額外眩光。鍍膜經過嚴格的鹽水浸泡
測試，即使惡劣環鏡下使用，鍍膜亦保持堅固。
此乃特殊低溫鍍膜技術，不建議大力清潔鏡片。

可選規格 67-82 標準尺寸

Daisee® 全幅漸變光學鏡片
Daisee® 全 幅 漸 變 光 學 鏡 片 提 供 ND8 至
ND2 無間斷的漸變效果。2 級曝光的差距能
適用於大部份的風景減低反差之用，而無間
斷漸變提供一個更柔滑的漸變效果，成像不
會出現明顯的光差分界線。配合上 Daisee® 
C-POL（ND2），即能提供無間斷的 ND16-
ND4 漸變效果，加長曝光時間及消除水面的
反光，加強飽和度，使成像有更多變化，更
強的震憾力。

超薄鏡框
雙調專利設計，前後鏡框可獨立轉動。擴大的鏡框設
計及厚度僅 11mm，能應用於廣角鏡頭，杜絕暗角
現象。鏡框通過歐盟 ROHS 標準，符合環保要求。
＊於全片幅格式，20mm 內有輕微暗角產生

使用方法
建議使用腳架，以免手震造成的模糊。
使用腳架時應關上防手震功能。
將濾鏡嵌入鏡頭後，先轉動中間的 C-POL 至理想角度，即消除反光或增加飽
和度。然後根據當時環境，用手指固定中間的鏡框後再調校外面的漸變灰鏡
至遮蓋較亮的位置。在鏡框的倒三角符號 "

▲

" 代表 ND8 位置，而圓形符號
" ● " 代表 ND2。

C-POL

ND8

ND4

ND2



嶄新的設計
要同時間用上漸變灰
及 C-POL 只有兩個方
法，用 C-POL 濾鏡前
裝上漸變灰濾鏡，但
濾鏡加上廣角鏡頭本
身的四角失光，黑角
會變得十分嚴重。防
止此情形，唯有用長
焦距避免，但構圖已

Daisee® GND C-POL PRO DMC SLIM

被破壞。其次，可用傳統插片式濾鏡接駁插座，但一方面是便利性，體積較大、
攜帶不方便，另一方面，膠片與膠片之間的空隙大，會導致入光，內反射劇增，
引致的眩光後期也難於處理。

Daisee® GND C-POL 集便利性及高畫質於一身，全幅漸變鏡由玻璃製成，減
低加上 C-POL 鏡片後對銳利度的影響。

為什麼要用 GND ＋ C-POL

加長曝光時間及平衡反差
Daisee® GND C-POL 可達到 ND16 - ND4 的漸變效果，用上小光圈，曝光的
時間更長。以河流為例，以河水為測光基準，最上的樹曝光可以以 ND16 來平衡，
加 C-POL 能望透水底，水中的石頭亦能清楚拍攝，流水更能呈現絲絹一樣。

色彩更艷麗
在黃昏或清晨時份，用上 Daisee® GND C-POL，金黃色的天空會更鮮明，地面
暗陰的草木更清晰可見。

望透水底流水呈現絲絹一樣

天空更鮮明草木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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