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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都認同，鏡頭是攝影的重要裝備之一，

在拍攝時，除需要留意鏡頭的規格外，

還有不同事情是應該花時間去關注和感受。

除因為能拍攝出優美稱心的影像外，

還有很多因素可以影響您享受攝影。

I 系列鏡頭能提供自然的握持手感，

可以在操控上經歷滿意的體驗，

讓人在每次拍攝時均有拿出來使用的衝動。

I 系列鏡頭不只是拍攝美麗照片的工具，

同時可以增進攝影風格，實現無限創意。

拍攝過程與結果同樣重要。

這就是新系列“ I ”背後的概念。

 

我們相信獨一無二的 I 系列必能滿足這些期望。

適合不同拍攝風格的一系列鏡頭

結合卓越影像質素與
便於日常使用之
創作夥伴

極致纖巧輕便，
拍攝更為自由

I 系列｜特別為無反用家而設的
“高級輕便定焦鏡頭”

適馬 I 系列無反全畫幅鏡頭，為無反用家提供更新和更好的選擇，重新體會攝影的樂趣，

綻放令人印象深刻的影像。

結合優秀的光學質素和出色的便攜性，突破單反系統的限制，為現今及未來的攝影師帶

來新體驗。此外，適馬意識到現今社會上的多樣性，雖然人們可使用智能手機拍攝相片，

但很多人還是選擇擁有相機和鏡頭，以追求‘拍攝相片’以外的更多體會。

自1961年成立以來，適馬在開發和生產技術方面已樹立卓越成就，並於2012年推出

SIGMA GLOBAL VISION後更趨優秀。以此為基礎，適馬仔細研究攝影師如何使用及享

受他們的鏡頭，不單重視光學設計、先進功能、及製造質量等技術範疇，甚至在拿起鏡

頭，或使用上的體驗也小心照顧；因此， 成就 I 系列之誕生。

 

結合卓越製造質量和緊湊外形的 I 系列

所有 I 系列鏡頭均採用全金屬構造。

採用精密切割的鋁製零件，不僅讓鏡筒具有光滑而時尚的外觀，而且還具有出色的耐用

度，整體質量得以全面提升。金屬物料還應用於與操控轉環一起滑動的內部結構，因而

增加強度。而這些高精密組件還採用了在適馬電影鏡頭系列中所採用的尖端金屬加工技

術，此舉可讓相片攝影師一同感受專業電影師之精細觸感及美妙操作音效，不停引發拍

攝意欲和樂趣。





下圖資訊只適用於 L-mount

S: Sagittal line
M: Meridional line

前蓋 LCF62-01M 鏡頭蓋置存器 CH-11
(另購置)

適配 AF 接環 • L-mount   • Sony E-mount   

附磁力金屬前蓋 LCF62-01M 及花瓣型遮光罩 (LH656-03)。
* L-mount 是 Leica Camera AG 的註冊商標。
* 外形及規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此產品是按照 Sony Corporation 所定的許可協議，並提供 E-mount 之規格而進行開發，製造和銷售。

鏡片結構

視角

光圈葉片數量

最小光圈

最近對焦距

放大倍率

濾鏡口徑

體積(直徑x長度)

重量

片圓形光圈葉

13 片 11 組
(1片FLD 螢石級特低色散鏡片、

1片SLD 超低色散鏡片和3片非球面鏡片)

*長度是以鏡頭末端至插口表面的距離來量度。

●   系列｜重新體會攝影的樂趣，
特別為無反用家而設的“高級輕便定焦鏡頭”

● 結合卓越製造質量和纖巧外形的   系列

一切盡在掌握中

卓越的光學表現和優秀的品質，為攝影師帶來創作影像的樂趣

結合F2大光圈、20mm超廣角焦距和令人讚嘆的光學表現，加上擁有極其纖巧的外形，重量只有

370g和長度僅為72.4mm*，成就為非常實用便攜的高質鏡頭，適合日常拍攝，更是風景、廣角

人像、婚禮和室內裝橫等攝影的理想選擇，而且能有效控制矢狀彗型耀光，是天文攝影的利器。

這是第四支具有F2光圈的 I series鏡頭，與24mm、35mm 和 65mm 鏡頭為 L mount和Sony E 

mount用家提供完美匹配的鏡頭組合。憑藉時尚的全金屬設計，附備標誌性的 I series磁性鏡頭

蓋、設置手動光圈環，和擁有卓越的製造質量，意味著使用者可以簡便運用這款鏡頭，獲取滿意

體驗，讓拍攝過程更加愉快。

*是為L-mount的數據

2022年推出特別為無反全畫幅相機而設

● Contemporary系列的光學表現之新標準

即使運用F2最大光圈，從畫面的中心至邊緣，20mm F2 DG DN | Contemporary也能綻
放最佳的光學表現。建基於最新的光學設計科技，鏡片結構包含3片高精密玻璃模鑄非球
面鏡片、1片SLD超低色散鏡片和1片FLD螢石級特低色散鏡片，能抑制一系列的光學像
差，即使在畫面的極端角落，也能提供清晰銳利的影像。通過專注抑制在後期處理中難以
修正的矢狀彗形耀光，可以精確再現非常亮的光點、同時能展現整幅影像的細節，這對於
夜空攝影尤為重要。除此之外，以鏡頭的光學設計，加上設有超多層鍍膜處理和納米多孔
塗層 (NPC)，能確保即使在明亮的光源下拍攝，也能盡除眩光和鬼影的出現，在背光拍攝
時，可以輕鬆攝得擁有高對比度的效果。



下圖資訊只適用於 L-mount

S: Sagittal line
M: Meridional line

前蓋 LCF62-01M 鏡頭蓋置存器 CH-11
(另購置)

適配 AF 接環 • L-mount   • Sony E-mount   

附磁力金屬前蓋 LCF62-01M 及花瓣型遮光罩 (LH656-02)。
* L-mount 是 Leica Camera AG 的註冊商標。
* 外形及規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此產品是按照 Sony Corporation 所定的許可協議，並提供 E-mount 之規格而進行開發，製造和銷售。

鏡片結構

視角

光圈葉片數量

最小光圈

最近對焦距

放大倍率

濾鏡口徑

體積(直徑x長度)

重量

片圓形光圈葉

*長度是以鏡頭末端至插口表面的距離來量度。

13 片 11 組
(1片FLD 螢石級特低色散鏡片、

2片SLD 超低色散鏡片和2片非球面鏡片)

特別為無反全畫幅相機而設

壯麗相片呈現眼前

擁有全金屬鏡身，輕便纖巧的24mm F2 DG DN ▏Contermporary鏡頭，

從畫面中心到邊緣均能綻放超卓優秀的解像力。

24mm F2 DG DN ▏Contermporary 除提供卓越的光學表現外，鏡身更是全金屬製造，還配備

F2 大光圈和手動光圈環。以無反系統為設計依歸，在最新全畫幅相機上能達致完美平衡，匹配擁

有最高解像度相機的超凡解像力，並以先進的光學設計，綻放可從畫面中心至邊角均極致清晰及

對比度高的效果，再加上F2大光圈和廣角視角，成就為夜空攝影、群體活動、或室內設計等攝影

題材的絕佳選擇。除此之外，由於擁有輕巧的尺寸，可以輕鬆攜帶，非常適合日常使用。適馬所

有 I 系列鏡頭均採用高品質的全金屬結構，讓擁有，甚或操作這鏡頭的體驗均會感覺十分滿意。

這鏡頭就是專為需要銳利影像、大光圈、擁有堅固結構和廣角焦距而不會給他們帶來負擔的攝影

師而設計。

●綻放Contemporary 系列的光學表現新標準

適馬 24mm F2 DG DN ▏Contermorary 擁有極佳的平衡，即使在 F2最大光圈下，也具
有最高水平的光學表現。設置2片SLD超低色散鏡片和1片FLD螢石級特低色散鏡片，有效
修正大光圈鏡頭特別需要關注的軸向色差問題。得益於適馬在日本會津之唯一生產基地的
加工技術，置有2片高精密玻璃模鑄非球面鏡片，讓整體鏡片數量得以減少，從而使鏡頭
的尺寸和重量也得以減小，同時出色地修正各項像差。作為廣角鏡頭，適馬的光學設計師
已確保這鏡頭能提供從畫面中心至邊緣均有極高解像度，加上有效抑制矢狀彗形耀光，解
像度得以進一步提升，成就為夜空攝影的理想選擇。自動對焦系統設有寧靜而高速的步進
馬達，讓攝影師能以輕快的自動對焦系統攝獵24mm視距場景的每項細節。

●   系列｜重新體會攝影的樂趣，
特別為無反用家而設的“高級輕便定焦鏡頭”

● 結合卓越製造質量和纖巧外形的   系列



經典再現

輕便的鏡身配以專業級的性能，帶來全新的無限創意

適馬I系列是為無反相機系統研發的輕便、設計精美和擁有優秀光學表現的傑出鏡頭。適馬為

Contemporary系列研發出多才多藝，擁有極高解像度，但小巧輕便，重量完全配合無反系統的

35mm定焦鏡頭。作為經典的廣角標準定焦鏡頭，攝影師的要求絕不會對35mm焦距鏡頭有所妥

協，因此，這35mm F2 DG DN | Contemporary設有F2最大光圈，兼具輕便和優秀光學表現。

憑藉適當的尺寸和重量，促成方便攜行，可以放在一個小攝影包中進行日常拍攝。而由於擁有優

秀光學表現和大光圈，以及I系列所保證的極佳製造質量，故同樣適用於如夜空攝影及錄像製作等

的專業創作，因此，這全新廣角標準鏡頭是專為那些重視拍攝體驗和高質成果的攝影師而設。

特別為無反全畫幅相機而設

下圖資訊只適用於 L-mount

S: Sagittal line
M: Meridional line

前蓋 LCF58-01M 鏡頭蓋置存器 CH-11
(另購置)

適配 AF 接環 • L-mount   • Sony E-mount   

附磁力金屬前蓋 LCF58-01M 及專用遮光罩 (LH636-01)。
* L-mount 是 Leica Camera AG 的註冊商標。
* 外形及規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此產品是按照 Sony Corporation 所定的許可協議，並提供 E-mount 之規格而進行開發，製造和銷售。

鏡片結構

視角

光圈葉片數量

最小光圈

最近對焦距

放大倍率

濾鏡口徑

體積(直徑x長度)

重量

片圓形光圈葉

*長度是以鏡頭末端至插口表面的距離來量度。

10 片 9 組
(1片SLD 超低色散鏡片和3片非球面鏡片)

●   系列｜重新體會攝影的樂趣，
特別為無反用家而設的“高級輕便定焦鏡頭”

● 結合卓越製造質量和纖巧外形的   系列

● Contemporary系列的光學表現之新標準

35mm F2 DG DN | Contemporary在F2最大光圈時也能綻放最佳的光學表現，其尺寸更
絕對匹配無反相機系統。設有SLD超低色㪚鏡片，成功修正大光圈鏡頭須關注的軸向色
差，而適置高折射率鏡片，除有效修正各類型像差外，同時可使用最少量的鏡片以達輕身
效果。得益於適馬唯一生產基地會津廠房的先進生產技術，讓這鏡頭也可設置3片高精密
玻璃模鑄非球面鏡片，有效修正球面像差和像場彎曲，以及對焦時的像差波動。這鏡頭還
設計成非常有效修正矢狀彗差，能攝錄足夠精細的細節以用於夜空攝影。備有頂尖光學設
計和先進生產技術，這35mm F2 DG DN | Contemporary可以在整幅畫面提供一致的極
高解像度。



下圖資訊只適用於 L-mount

S: Sagittal line
M: Meridional line

前蓋 LCF62-01M 鏡頭蓋置存器 CH-11
(另購置)

適配 AF 接環 • L-mount   • Sony E-mount   

附磁力金屬前蓋 LCF62-01M 及專用遮光罩 (LH636-01)。
* L-mount 是 Leica Camera AG 的註冊商標。
* 外形及規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此產品是按照 Sony Corporation 所定的許可協議，並提供 E-mount 之規格而進行開發，製造和銷售。

鏡片結構

視角

光圈葉片數量

最小光圈

最近對焦距

放大倍率

濾鏡口徑

體積(直徑x長度)

重量

片圓形光圈葉

*長度是以鏡頭末端至插口表面的距離來量度。

12 片 9 組
(1片SLD 超低色散鏡片和2片非球面鏡片)

●   系列｜重新體會攝影的樂趣，
特別為無反用家而設的“高級輕便定焦鏡頭”

● 結合卓越製造質量和纖巧外形的   系列

拓展您的創意視野

超銳利的 I 系列SIGMA 65mm F2 DG DN | Contemporary 

輕便的中距定焦鏡頭，讓無反用家領略令人驚嘆的攝影體驗

適馬I系列是為無反相機系統研發的輕便、設計精美和擁有優秀光學表現的傑出鏡頭。適馬為

Contemporary系列研發出高規格，擁有超高解像度和完全配合無反系統的輕便，適合日常使用

的中距定焦鏡頭。這是因為65mm中距鏡頭長期獲得攝影愛好者的愛戴，也多用於影片拍攝，與

標準鏡頭相比，擁有略為壓縮的視角，以激發攝影和錄影製作上更多的創意。超銳利的65mm 

F2 DG DN ｜ Contemporary即使在F2全開光圈下仍可攝錄得極精緻的細節，並創製出大和圓

的散景效果。此外，如同 I 系列其他鏡頭的特色一樣，全鏡是由金屬製造，對鏡身的觸感，或在

操作過程中發出悅耳的聲音，也會細心考慮，讓人樂於使用和擁有這優秀鏡頭。

特別為無反全畫幅相機而設

65mm F2 DG DN |Contemporary在F2最大光圈時也能綻放最佳的光學表現，其尺寸更
絕對匹配無反相機系統。通過設置SLD超低色㪚鏡片，有效修正中距鏡頭常有而不易以相
機內置功能所減少的軸向色差，得以攝錄銳利的細節。設置2片玻璃模鑄非球面鏡片，有
效修正球面像差、色差、像散光，更有助鏡頭得以輕便。結合了最新的光學設計和先進的
生產技術，讓65mm F2 DG DN |Contemporary不單能綻放超卓的光學表現，同時達到
纖巧輕便，除有效控制球面像差和四角失光，還可創製出抑制檸檬形或旋渦形的美麗散景
效果，讓攝影師更有效控制其所攝的焦外影像。還有更重要的，運用了適馬的標準防鬼影
和防眩光技術，確保在背光環境下也有極佳表現。

● Contemporary系列的光學表現之新標準



下圖資訊只適用於 L-mount

S: Sagittal line
M: Meridional line

前蓋 LCF55-01M 鏡頭蓋置存器 CH-11
(另購置)

適配 AF 接環 • L-mount   • Sony E-mount   

附磁力金屬前蓋 LCF55-01M 及花瓣型遮光罩 (LH576-01)。
* L-mount 是 Leica Camera AG 的註冊商標。
* 外形及規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此產品是按照 Sony Corporation 所定的許可協議，並提供 E-mount 之規格而進行開發，製造和銷售。

鏡片結構

視角

光圈葉片數量

最小光圈

最近對焦距

放大倍率

濾鏡口徑

體積(直徑x長度)

重量

片圓形光圈葉

*長度是以鏡頭末端至插口表面的距離來量度。

10 片 8 組
(1片SLD 超低色散鏡片和3片非球面鏡片)

終極便攜式廣角無反鏡頭
綻放極致的細節和美麗的散景

這無反廣角定焦鏡頭可釋放您的無限想像力

適馬為Contemporary系列研發出可以輕鬆便攜、多才多藝的24mm廣角定焦無反鏡頭。這全新

的24mm F3.5 DG DN | Contemporary與45mm F2.8 DG DN | Contemporary一樣，均是非

常輕便的設計，雖然小巧輕盈，但在性能或光學表現上也絕不妥協，可滿足高像素全畫幅相機拍

攝極細緻影像的要求。加上極短的最近對焦距離約為10cm，及放大倍率為1：2，讓攝影師可以

更自由地拍攝，而不必擔心鏡頭和被攝對象之間的距離。耐用而外觀優雅的 I 系列鏡頭能帶來更

令人滿意的拍攝體驗，這24mm F3.5 DG DN | Contemporary不愧為多才多藝，能助您拓闊創

意的視野。

特別為無反全畫幅相機而設

24mm F3.5 DG DN | Contemporary能達成從中心到邊緣的整幅畫面均可以擁有極高解
像度，讓攝影師在拍攝廣角場景時可以安心地攝製，創作出在各級光圈，及從邊緣到邊緣
全幅畫面均極度清晰的影像。擁有10cm的最近對焦距離及1：2的放大倍率，不單是在拍
攝宏偉的風景，或近距微細的物件，均可以讓攝影師更自由地探索拍攝的對象。除了綻放
引人入勝的散景效果外，在畫面的邊緣，也能為攝影師提供近乎圓形的散光，這在不同設
定下也常用的技術，對創作背景模糊，但主體清晰的特寫影像有極佳的效果。採用針對無
反系統之最新和最合適的光學設計。包括以先進加工技術製成的高精密玻璃模鑄非球面鏡
片、SLD超低色散鏡片和高折射率鏡片等，成就出結合優秀光學表現和輕身便攜之傑作。
此外，設置寧靜又快速的步進馬達，建成平順的對焦系統，使這24mm F3.5 DG DN | 
Contemporary也成為視頻拍攝的理想選擇。

● 每個場景均能綻放極致的細節和美麗的散景 ●   系列｜重新體會攝影的樂趣，
特別為無反用家而設的“高級輕便定焦鏡頭”

● 結合卓越製造質量和纖巧外形的   系列



下圖資訊只適用於 L-mount

S: Sagittal line
M: Meridional line適配 AF 接環 • L-mount   • Sony E-mount   

附專用遮光罩 (LH577-01)。
* L-mount 是 Leica Camera AG 的註冊商標。
* 外形及規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此產品是按照 Sony Corporation 所定的許可協議，並提供 E-mount 之規格而進行開發，製造和銷售。

鏡片結構

視角

光圈葉片數量

最小光圈

最近對焦距

放大倍率

濾鏡口徑

體積(直徑x長度)

重量

片圓形光圈葉

*長度是以鏡頭末端至插口表面的距離來量度。

8 片 7 組
(2片非球面鏡片)

帶來無限樂趣，  讓相機不願分離的 45mm 焦距

特別為應對機身較輕便的全畫幅無反相機而設之標準定焦鏡頭，追求與普通定焦鏡頭一樣的輕鬆

操控，平衡輕便易攜與極佳光學表現，體現Contemporary系列的“達致各方最佳的平衡”，成

就出這全畫幅無反系列中完美的第一支。

特別為無反全畫幅相機而設

適馬45mm F2.8 DG DN | Contemporary的散景表現尤為突出，有效控制球面像差，不
僅可以確保拍攝對象的前後均能提供大而柔的散景，甚至在合焦區域附近也能散發漸變順
滑的柔化朦朧效果。這鏡頭能柔化模糊影像的周邊，以抑制二線性散景等表現，並通過柔
順漸變的前景和背景，讓被攝主體的立體感更為突出。此外，憑藉其24cm的最近對焦距
離，以及鏡頭視角上的優勢，讓這鏡頭非常適合去享受街拍或拍攝桌上物品所帶來的樂趣。
設計上對控制四角失光的考慮也非常周到，達成整個散景效果中也能實現漂亮的圓形散光，
盡量抑壓旋渦狀的出現。在全開光圈時，不單可以散發“經典表現”的柔化散景效果，使
用較細光圈後，也可以實現現代感十足的清晰表達格調，確保如同其他常用鏡頭般，成為
可以日常使用的利器。

● 每個場景均能綻放極致的細節和美麗的散景

● 以SIGMA 45mm F2.8 DG DN鏡頭拍攝 ● 以其他相同視角的鏡頭拍攝

●   系列｜重新體會攝影的樂趣，
特別為無反用家而設的“高級輕便定焦鏡頭”

● 結合卓越製造質量和纖巧外形的   系列

效 



下圖資訊只適用於 L-mount

S: Sagittal line
M: Meridional line

前蓋 LCF55-01M 鏡頭蓋置存器 CH-11
(另購置)

適配 AF 接環 • L-mount   • Sony E-mount   

附磁力金屬前蓋 LCF55-01M 及專用遮光罩 (LH576-02)。
* L-mount 是 Leica Camera AG 的註冊商標。
* 外形及規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此產品是按照 Sony Corporation 所定的許可協議，並提供 E-mount 之規格而進行開發，製造和銷售。

鏡片結構

視角

光圈葉片數量

最小光圈

最近對焦距

放大倍率

濾鏡口徑

體積(直徑x長度)

重量

片圓形光圈葉

*長度是以鏡頭末端至插口表面的距離來量度。

11 片 10 組
(5片SLD 超低色散鏡片和1片非球面鏡片)

特別為無反全畫幅相機而設

捕捉每個鼓舞人心的時刻

纖巧輕便的 90mm F2.8 DG DN ▏Contermporary用途廣泛，造工精良，

並能提供驚人的光學表現，非常適合人像、特寫、婚禮或群體活動等攝影題材。

90mm F2.8 DG DN ▏Contermporary 除提供卓越的光學表現外，鏡身更是全金屬製造，還配

備F2.8大光圈和手動光圈環。以無反系統為設計依歸，在最新全畫幅相機上能達致完美平衡，匹

配擁有最高解像度相機的超凡解像力，憑藉其多功能的中長焦距，雖是迄今為止，擁有最長焦距

的 I 系列鏡頭，但還是非常纖巧和輕便，非常適合日常使用。針對無反系統進行了全面優化，備

有極高速和準確的自動對焦性能，擁有出色的光學表現，營造出色彩豐富、自然圓潤的散景效果，

能創出背景引人入勝的畫面，非常適合人像拍攝；而最近對焦距離只有50cm，可以讓攝影師更

接近主體進行拍攝。憑藉優美的畫質、銳利的解像度，這適合日常使用的高品質鏡頭在便攜、堅

固且觸感良好的鏡身中將所拍攝的場景賦予生命。

●綻放Contemporary 系列的光學表現新標準

90mm F2.8 DG DN ▏Contemporary 擁有卓越的光學表現和極高解像度，可以匹配最新
的超高解像度無反相機。採用最新的光學技術製造，設置5片SLD超低色散鏡片，有助於
減少無法在相機內校正的軸向色差，實現超高的解像度和不會出現滲色的清晰影像質素。
裝備高精密玻璃模鑄非球面鏡片，營造出美麗而解像度高的散景影像，讓攝影師可以享受
只有全畫幅鏡頭才能拍攝出的沒有染色、柔和且大的散景效果。除此之外，以無反系統之
優勢，運用相機內置的光學修正功能，讓適馬的光學設計師可以專注處理只能通過光學設
計來修正的像差現象，從而提高解像度，並降低鏡頭的尺寸和重量。擁有50cm的最近對
焦距離和1:5的放大倍率，進行微距特寫拍攝成為可能。鏡頭能輕易突出主體，讓攝影師
專注於細節上的展現，有助創作抽象的構圖。自動對焦系統設有寧靜而高速的步進馬達，
同時適用於拍攝硬照或錄製視頻。

●   系列｜重新體會攝影的樂趣，
特別為無反用家而設的“高級輕便定焦鏡頭”

● 結合卓越製造質量和纖巧外形的   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