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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攝影師要的是尊重，而且在攝影討論區裡，最

火熱的話題也多半是圍繞著尊重。很顯然的，大部份

的攝影師一定常常會覺得，自己像是諧星，拿著相機

在搞笑。

嗯！誰該為這種負面形象來負責呢？你真的認為一個

衣衫不整、滿臉鬍渣，還穿了一件三百元地攤貨T恤

的人，別人會舖著紅地毯來迎接你嗎？

我飛到紐奧良，替運動畫報雜誌拍攝一些超級盃舉

辦之前的專題故事。這是件很棒的差事，而且很巧的

是，當我到達時，剛好傳來前市長Dutch Morial過世

的消息。在紐奧良過世很不一樣，因為人們會替你辦

盛大的活動。

所以我走到街上去，拍攝前往聖路易大教堂的爵士遊

行隊伍。當時我穿著一件寬鬆長褲、夾克外套，裡頭

則是一件白襯衫，打上一條領帶。要我自己形容的

話，我會說我自己看起來真是帥勁（儘管這場嘉年華

看起來熱鬧，但它終究還是一場喪禮）。

到了教堂之後，我走到包廂裡勘察一下現場的環境；

此時有一位高雅的紳士，拿著小號就站在我旁邊。他

回頭看著我說：「老兄！你的領帶很糟糕哦！」，而

我的回答則是：「我可以替你拍一張照片嗎？」

就這樣，偉大的爵士小號樂手Wynton Marsalis走到窗

戶邊，很快地讓我拍了幾張照片。

在大學裡，有一位教授曾經跟我這麼說：如果有人會

因為你沒有打領帶，就不想聽你說什麼的話，那麼就

打個領帶啊！因為你要說的事，比要不要打領帶這種

小事重要多了。他真是先知！

“在大學裡，有一位教授曾經跟我這麼說：
如果有人會因為你沒有打領帶，就不想
聽你說什麼的話，那麼就打個領帶啊！
因為你要說的事，比要不要打領帶這種
小事重要多了。他真是先知！”

穿得正式一點



我們每天都要進進出出門口，光線也是一樣。所以，只要在玄關門口擺一盞燈，

讓光線穿過門口射入，看看會有什麼樣的效果，或許事情就解決了。

門框會侷限住光線，讓光線照射產生形狀和邊緣。如果玄關有漆上不同的顏色

時，甚至還能使光線變成不同的色彩。如果牆面漆了幾種不同的顏色，或者是有

部份會反光、甚至是門自己本身就會反光，也可能是上頭有幾片玻璃，那麼你所

設置的光源就會在這些部份有了反射效果，結果會變得難以預測。不過，這通常

是件好事，因為將光源擺在這裡，就已經不打算讓光線效果容易預測了。

還有，如果你手邊剛好有塊3X6英呎大小的Lastolite1反光板，只要在玄關裡擺上

一塊，簡直就是現成的柔光箱。

如果沒有的話，也可以拿塊床單加一些膠布也可以。

這張照片就沒有用擴散光。我在休息室外頭放了一盞接上電池的閃光燈，休息室

的門是朝外打開，面對著練習場的。從這裡發出的光線，中途會打到一些物體，

像是一整排的置物櫃，這樣子就會產生球員後方牆上的陰影；這算是意外的驚喜

（我喜歡這樣的效果），而且使牆上陰影與亮部之間的界線變得更清楚（注意到

Bobby臉上陰影與亮部的方向是相反的，這又是另一個驚喜了；我很想說這是故

意弄出來的效果，但在現場時我真的沒注意到這一點，所以我不想說謊）。其它

的光線則發散照射到休息室黃色的牆上，猜猜看這麼一來會有何種效果？讓照片

色調變暖！因為光線反射後，會帶有反射面的顏色。

整張照片就是不確定性以及意外的結合。如果你要動腦部手術的話，你可不會想

遇到這種情況，但如果是打光的話，結果卻棒透了！

“你所設置的光源會變得難以預測。不過，你你
本來就不打算讓光線效果容易預測。”打算讓光線效果容易預測。”

1 Lastolite反光板：這個東西可以同時拿來做為擴散板和反射板用，它將擴散材質與反射材質做在同一個可以收摺的外框上。它有3x3英呎、3x6英呎以及反光板：這個東西可以同時拿來做為擴散板和反射板用，它將擴散材質與反射材質做在同一個可以收摺的外框上。它有3x3英呎、3x6英呎以及3x3英呎、3x6英呎以及英呎、3x6英呎以及3x6英呎以及英呎以及
6x6英呎三種大小。它很適合用來做擴散或遮光，也可以用來模擬出窗戶光；另外也可以收摺得相當小巧輕便，相當適合外出時使用。英呎三種大小。它很適合用來做擴散或遮光，也可以用來模擬出窗戶光；另外也可以收摺得相當小巧輕便，相當適合外出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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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在門口的光源





“試試看嘛！說不定你會喜歡呢！誰知道呢？”試試看嘛！說不定你會喜歡呢！誰知道呢？””

女明星薇諾拉．瑞德在紐約的公寓，有間位在閣樓裡的臥室，還有

挑高的天花板。不過，在臥室裡的空間其實有點窄，它就位在樓梯

間的上方，大小剛好只容得下臥床、她以及我而已。天花板相當的

高，高到我無法拿它來打反射光。

好吧，那麼該把燈放在哪裡？緊臨閣樓房的旁邊有另一個房間，中

間還有一個小通道，通道的開口形狀就像是條狀光源1的樣子，讓

放在隔壁房的燈光被過濾，朝上照向臥房。

這種照片怎麼拍：我就將一盞燈擺在樓梯下方，然後對著通道

口的牆壁打光。我是沒想過要在被拍攝主體下方的地板做反射

打光，不過會有什麼結果誰也不知道。讓光線沿著通道開口的

牆面反射飛掠，照亮了臥床後的牆，就這麼神奇地打出漂亮的

光線。

這絕非精心安排過的打光效果，但也相當令人滿意了。老實

說，你拍到了薇諾拉．瑞德穿著睡衣躺在床上的樣子，應該夠

滿足了吧！

當我正忙著想要怎麼在這種情況下打光時，我腦海裡忍不住回

想起我祖母在我小時候，想要說服我吃下青椒或任何其它小朋

友們都不會想吃的東西時，一定會說的一句話：「試試看嘛！

說不定你會喜歡呢！誰知道呢？」

1 條狀光源：它是一種很簡單、長條狀、瘦瘦長長的柔光箱。它非常適合用來在運動員的身上，打出具有明顯邊緣的光線效果。條狀光源：它是一種很簡單、長條狀、瘦瘦長長的柔光箱。它非常適合用來在運動員的身上，打出具有明顯邊緣的光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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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試不同的方法



Winona Ry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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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手上那台神奇的相機裡，能裝入幾百幾千萬畫素（老實說，現代

人真的太一昧的追求高畫素數了），如果拿相機的手不夠穩，那再多的

畫素數也只算是一文不值的。手要穩，需要的是長時間的練習與訓練。

我個人是右手持相機，但用左眼來取景，聽起來很合理是吧！而這麼多

年經常性透過鏡頭來對焦的使用下來，我的左眼比右眼強很多，強到我

以為我走路會繞著圈圈轉。不過，當你手持相機以慢速快門來拍照時，

使用左眼來取景有著意想不到的好處。每日新聞報的優秀攝影師Keith 

Torrie跟我有相同的用眼習慣，在好幾年前，有一次他把我拉到一旁，

秀一下他是怎麼拿著馬達驅動式相機。Keith在同儕中是很著名的一號人

物，很擅長拍攝底片照，所以我知道他的所有作法都是有原因的。

他表演給我瞧的，是把他左手臂向前伸長，然後將馬達捲片器底部架在

手臂與胸口交界處。這個位置完全不會受到呼吸或心跳的影響，底下只

有肌肉和骨骼而已。好好練習這種架法，這麼一來你就等於有了人體三

腳架。

而現今的新式相機，都不需要常常勞動到你的左手去調整光圈或對焦等

工作，所以只要用左手托著相機主要支點，也就是你的右手下方，接著

把左手肘緊緊頂住肚子，放緩呼吸，這樣你就可以用手持的方式，以您

無法想像的慢速快門來拍照。

這種照片怎麼拍：這張照片是在直昇機上，直接使用現場光線所拍

下的；不過照片的重點是在於如何以手持方式穩住相機來拍照，因

為拍照時的快門速度慢到約只有1/30到1/10秒而已。照片是以Nikon1/30到1/10秒而已。照片是以Nikon到1/10秒而已。照片是以Nikon1/10秒而已。照片是以Nikon秒而已。照片是以NikonNikon 

17－55mm鏡頭，以1/20秒的快門、f/2.8光圈所拍下來的。－55mm鏡頭，以1/20秒的快門、f/2.8光圈所拍下來的。55mm鏡頭，以1/20秒的快門、f/2.8光圈所拍下來的。鏡頭，以1/20秒的快門、f/2.8光圈所拍下來的。1/20秒的快門、f/2.8光圈所拍下來的。秒的快門、f/2.8光圈所拍下來的。f/2.8光圈所拍下來的。光圈所拍下來的。

“不管你手上那台神奇的相機裡，能裝入幾百幾千
萬畫素，如果拿相機的手不夠穩，那這麼多的畫
素數也只算是一文不值的。”

手要穩



Poppo和GoGo Boys這位表演者，算是曼哈頓街頭藝術表演中的大團，他對身體有絕佳

的控制能力，讓漆上閃亮色彩的身體看起來像是扭曲的雕像作品。

問題在於，當我們拍照時，附近的住戶以為有人要跳樓了，所以趕緊通知了管區警

察；所以很快的就有二名紐約警員衝到屋頂上，激動地要制止我們。他們身上綁著安

全繩，一臉怒氣地爬了六層樓梯。

他們命令我離開我拍照用的梯子，然後開始詰問我一堆問題，像是我該怎麼解釋這一

切，還有就是我該去看精神科醫生，不關個幾年不行等等。我試著緩和現場緊繃的氣

氛，但卻也眼睜睜地看著太陽漸漸昇起，我要的照片就這樣飛了。

他們完全不允許我這麼做，直到我出示許可證為止。很多城市都會有個地方，讓你申

請拍攝影片或照片的許可單位，紐約市警局也不例外，還好我早就申請了。因此，雖

然我看起來像是要跳樓的瘋子，但我仍算是合法的瘋子；所以他們也只好離開，我就

拍到所需的照片了。

這種照片怎麼拍：這張照片只用到一盞閃光燈（如果不用閃光燈，只用日出微亮

光線的話，我得要針對主體做曝光調整，這樣一來會使得背景也變得太亮了），

這張照片的重點，在於如何讓光源的顏色與角度，能夠和日出陽光的效果完全一

致（我在閃光燈頭前放了一張切成一半的CTOCTO1膠片）。基本上，你要把燈架架

高，剛好位在陽光會照射的路徑上，這麼一來閃光燈打在主角上的角度會與日光

的角度一致。這麼一來，就能模擬出日光的感覺，但同時你仍可以控制整個場景

的曝光度。這張照片沒有使用反光傘或柔光罩等東西，只單純使用閃光燈直打，

這也是日光的效果。

“這是紐約下東城區常見的商業行為。”這是紐約下東城區常見的商業行為。””

1 CTO：是Color Temperature Orange的縮寫（橘色色溫校色片），它是一種黃褐色的膠片，有數種不同的濃淡可選，它能讓日光變得較暖調（像是白熾燈：是Color Temperature Orange的縮寫（橘色色溫校色片），它是一種黃褐色的膠片，有數種不同的濃淡可選，它能讓日光變得較暖調（像是白熾燈Color Temperature Orange的縮寫（橘色色溫校色片），它是一種黃褐色的膠片，有數種不同的濃淡可選，它能讓日光變得較暖調（像是白熾燈的縮寫（橘色色溫校色片），它是一種黃褐色的膠片，有數種不同的濃淡可選，它能讓日光變得較暖調（像是白熾燈
泡的效果）。而切成一半來用，就會有一半的暖色調光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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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拍攝影片或照
片的許可





這張照片是Over-Under效果，別誤會，這

可不是運動彩下注時賭分數總和的意思

（譯註：Over-Under意指賭分數總合，但

亦有上與下、過猶不及之意），而是指傳

統上能拍出「漂亮照片」的打燈技巧。

這種照片怎麼拍：使用二盞加了柔光

罩的閃光燈，將它們擺在上方和下

方，看起來就像是一個蚌殼打開來，

要把被拍攝者給吃下去的樣子；至於

相機則擺在上下交界處的縫隙，或者

是偏向一邊的空間來拍攝。上方的光

源是中等尺寸，約3X4英呎大小；而3X4英呎大小；而英呎大小；而

下方的光源則比較小，只有1X2英呎1X2英呎英呎

而已吧！位在上方的光源由於面積較

大，光量輸出也較強，所以算是主燈

的角色。它和下方柔光罩比起來，應

該亮了一級到一級半的光圈值。

請被拍攝的主角移駕到蚌殼開口處，

而且要盡可能貼近柔光罩，讓主角的

臉部填滿整個畫面。這時候，攝影師

要不斷地說一些鼓勵諂媚的話，越蠢

越好！瞧！可不是這樣嗎？這樣才能

拍出漂亮的主角照片啊！

一般說來，要拍攝女性特寫照時，這

是必備的燈光架設方式，如果做法對

了，她們會愛你一輩子的！

“這是一種在傳統上能拍出「漂亮照片」的打這是一種在傳統上能拍出「漂亮照片」的打傳統上能拍出「漂亮照片」的打
燈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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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 ATTENTION 
TO THE SMALL PI

CTURES
漂亮照片的打光的打光





所以我跟Culpepper講：「拿著橄欖球到光線底下，像個小朋友一樣盯

著球門看；就像你這輩子從來沒有得過分或達陣一樣。」我猜他應該

是覺得被恐嚇一樣，所以乖乖照做了；這全是因為我實在是太著迷於

現場的光線了，所以口氣聽起來像是如果他不照著做，我就會讓他本

球季上不了場了。

他可能很怕我吧！當我走向前去時，他看著我說：「喔！原來你就是

「冰血暴」裡的演員嘛！」

可是我總覺得自己比威廉．梅西帥哩！（譯註：William H. Macy，電

影「冰血暴」裡的演員）

這種照片怎麼拍：這張照片沒有任何其它的技巧，純粹就只有用

自然光來拍而已，唯一稱得上是技巧的，就只有如何讓室內練習

場內的其它物體隱沒在黑暗中；這時我得趕緊找到練習場的管理

員，說服他把場地裡的所有燈光都關掉。這張照片是以架在三腳

架上的Mamiya 6x7相機，以50mm鏡頭所拍下的中等片幅照片。Mamiya 6x7相機，以50mm鏡頭所拍下的中等片幅照片。相機，以50mm鏡頭所拍下的中等片幅照片。50mm鏡頭所拍下的中等片幅照片。鏡頭所拍下的中等片幅照片。

我的朋友，同時也是攝影同事Chip Maury這麼說：「一定要親身體驗

一下光線的感覺。當你看到很漂亮的光線時，相信我，那體驗起來就

像是美味的草苺聖代，上頭還撒上了巧克力碎片。」

維京人隊的練習球場裡，有這麼一扇窗戶，就位在場地的一側，剛好

把整個練習場變成是北向自然光攝影棚1。我看到這樣的場地，簡直

口水都要流下來了，很怕這麼漂亮的光線稍縱即逝，我就拍不到了。

“我的朋友Chip Maury這麼說：一定
要親身體驗一下光線的感覺。”

1 北向自然光攝影棚：指有著朝北向窗戶的攝影棚，能產生豐富、滿溢且柔和的自然光線。想讓肖像照拍得更漂亮？那就找北向自然光攝影棚：指有著朝北向窗戶的攝影棚，能產生豐富、滿溢且柔和的自然光線。想讓肖像照拍得更漂亮？那就找
間有朝北開窗戶的房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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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當你手上拿著相機時，會誤以為

自己是蜘蛛人。我的意思是，彼得．

帕克不就是報紙的特約編輯嗎？電影

裡他每次都能很快地換裝，然後下一

秒鐘他就飛躍在大樓間噴絲結網了。

也可能他只是想去攀岩。

我到阿拉巴馬大學主場，也就是

Bryant-Denny運動場拍攝他們的橄欖

球比賽，當時的氣氛就像是帶著相機

去教堂一般神聖，畢竟，他們可是很

重視橄欖球比賽的。

他們的樂隊和啦啦隊在圖書館前的階

梯排成一排，熱情洋溢地喊著口號；

當時我就想說，如果能站在高處拍攝

的話，那照片一定很酷。在圖書館

前方有一塊紀念碑，看起來就像是從

英國史前巨石陣搬來的東西，看起來

大約有八到九英呎高。

真是再理想不過的地點，所以我就開

始爬上去，準備拍到想要的遠距離照

片。當時有一對老夫婦就站在附近，

所以我請他們幫我拿著相機以及攝影

背心。他們當時一定很納悶，為什麼

一個完全陌生的人，會請他們拿著三

個看起來很貴的馬達相機、衣服，不

過他們還是很樂意幫我這個忙。另

外，他們看起來也很可靠，而且重點

是他們看起來也跑不快的。

接下來我後退了幾步，開始小跑步

起來，接著「轟」的一聲！我從蜘蛛

人變成永遠抓不到快腿雞的大笨狼！

因為我整個人就趴在石頭的一邊動彈

不得。為了保住面子，所以我又試了

第二次。

結果還是一樣，而且還更糟！因為

怕重蹈第一次的覆轍，我跑得比第

一回還快！當時我只覺得臉是貼著石

頭表面滑下來，活像是卡通片裡的

場景。

這時我回頭看了一下那對老夫婦，

他們歪著頭看著我，一臉困惑；我只

好拍拍身上的衣服，拿回我的裝備

後，跟他們道個謝，就趕快溜走了。

嗯，我想，直接去休息室拍個幾張用

閃光燈拍的照片應該就夠了。

我能想像當天在一旁的人，一定會到

處跟別人這麼說的：「那個好像是

攝影師的傢伙，有夠蠢的啦！直接

跑去撞石頭！還撞兩次哩！」。

這種照片怎麼拍：要拍出像這樣

的照片，你得先把「還原真實色

彩」這檔事先丟一邊；我的意思

是，您可以盡量的還原實際的色

彩，但想要精確的色彩控制啊？

門都沒有！因為當你在這種兵荒

馬亂的時刻走進休息室時，你絕

對不可能知道日光燈是暖色白光

還是冷色白光的，或者他們上回

換燈泡是什麼時候的事，更不可

能知道他們用的是哪一牌的燈

泡。另外，左邊有一扇小窗戶，

化妝檯的鏡子上還有白熾燈泡

哩！這些要怎麼處理呢？不止如

此，畫面裡到處都是金頭髮（還

不少），每個人的膚色都有點不

一樣，衣服是紅色的，靴子是白

色的！

這種時候，你還有時間拿著色度

計到處測量計算嗎？答案當然是？答案當然是答案當然是

否定的，這時候你的想法和動作

都得要加速起來。此時你的動作。此時你的動作此時你的動作

要迅速，另外，只要在裡頭多待

一分鐘，鏡頭上沾到的髮膠量就

會越厚。。

這時該怎麼辦呢？此時該注意的？此時該注意的此時該注意的

只有膚色就好，其它的部份通

通丟到腦後！當我在拍這張照片！當我在拍這張照片當我在拍這張照片

時，做了個小試驗，得出的結論

是，要得到最佳的色彩結果，就

得在閃光燈頭上加上綠色膠片，

而鏡頭前則得加上30號的洋紅校

色片。我建議你要製作一個白平。我建議你要製作一個白平我建議你要製作一個白平

衡的預設集，方法是在現場找一，方法是在現場找一方法是在現場找一

面白牆，或者是隨身攜帶可折式

灰卡（一面是18%的灰色，另一

面則是純白色，只要把它收折起

來放在相機包裡即可）；接著先；接著先接著先

對著白牆或白色卡拍一張滿版的

照片，記得要以現場光或閃光燈，記得要以現場光或閃光燈記得要以現場光或閃光燈

來拍，這麼一來，相機就會把該，這麼一來，相機就會把該這麼一來，相機就會把該

預設集給記下來，然後替你在這

麼混亂的現場中，拍到白平衡正

確的照片。

千萬記住，你不是
蜘蛛人

“有時當你手上拿著相機時，會誤以為自己是蜘蛛人。”會誤以為自己是蜘蛛人。”自己是蜘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