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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on G9, 7.4mm, 
0.8秒@f/2.8,使用閃
光燈,  ISO 80

泰國，曼谷（Bangkok）

p

良好的曝光
我從來不使用相機的程式自動曝光（Program Mode）。相機的科技進步

日新月異，在某些情況下它能準確測光，但它卻無法替我們決定要如何表現出

來，而影像的表現不正是攝影所追求的嗎？在老一輩的新聞攝影師之間流傳著

一句口訣：「F/8 and be there」（光圈設為F/8並前往現場，意指，人到現場

拍攝才是最重要的），這對新聞攝影師而言可說是金科玉律，但對想要藉由相

機設定來表現出作品藝術性的攝影師而言，就無法適用。

用來控制進入相機的光量，以獲得適當曝光的設定，同樣也會影響作品的

呈現。如果你對於自己想表現的觀點仍無法掌握，而且覺得交由相機來自動設

定也未嘗不可，那你可以不必再看下去了。因為我們都希望能對影像呈現有更

多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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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on 5D, 85mm, 1/640秒@f/1.2,  
ISO 100

p

尼泊爾，加德滿都（Kathmandu）。這些影像都有適當的曝光，但光圈的不同也影響了景深。第一張是以f/1.2的光圈拍

攝，人物的眼睛雖然合焦，但淺景深的效果使得鼻子與耳朵都有些模糊。第二張是以f/7.1的光圈拍攝，人物的臉部獲得清

晰的成像，背景中的物體也已經能看出輪廓，不似第一張影像中那樣模糊。第三張是以f/13的光圈拍攝，背景顯得更加清

晰。喜歡哪一張影像的表現與個人喜好以及想傳達的觀點有關。或許有人不喜歡鼻子因淺景深而顯得模糊，但過於清晰的

背景使得觀看者的注意力被分散也未必是件好事。在這幅影像的情況下，我偏好的光圈設定會是f/2.8或是f/4.0。哪種光圈

設定才是正確的？這不是重點，重點是要了解所做的設定都會對影像帶來顯著的影響。

適當的曝光可以藉由多種設定組合來獲得，但是適合表達出觀點的設定只

有一個，因此，當你在決定如何設定相機時，請先思考這個問題：我想要影像

呈現出什麼樣子？你可以把光圈從f/2.8縮小到f/16以避免曝光過度，但景深增

加的效果或許並不是你想要的，因此，這項設定就會讓影像無法表現出你的觀

點。同樣的情況也會發生在快門速度的設定上─如果只是從調整進光量為出

發點，沒有考慮到這樣的調整會對影像呈現帶來什麼影響，將無法讓你表現出

觀點。藉由ISO值的調整可以提供快門速度與光圈更大的調整空間，但ISO值太

高就會產生雜訊。雖然高感度底片所呈現的顆粒感使影像頗具個性，但在數位

影像上的雜訊卻令人難以接受。雖然總有一天這些雜訊的問題能獲得解決，但

目前為止，以高ISO設定來拍攝仍會影響影像的品質。

Canon 5D, 85mm, 1/80秒@f/7.1, 
ISO 400

p Canon 5D, 85mm, 1/50秒@f/13, 
ISO 800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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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中的衝突性
上文學課時，當老師講到有關人與人、人與大

自然以及與自己內心的奮鬥時，或許你會聯想到這

樣的情節：心儀的一位女孩竟然和你的好友約會，

你傷心的四處漫遊，卻愈走愈遠來到了荒郊野外，

這時你不僅要設法在自然環境中生存，還要戰勝自

己的內心。如果你曾這麼想過，那麼這就是一個典

型的具有衝突的故事。而在這故事裡所包含的衝突

類型有：人與人、人與大自然以及與自己內心的衝

突。當初你可能也沒想到這故事裡會有這麼多的衝

突性存在吧。

衝突性是故事裡的重點，沒有衝突性故事就不

精彩。若想要讓攝影作品具有或是隱含故事性，就

必須在畫面中營造衝突感。

但要如何在畫面中呈現衝突感呢？簡單來說，

可以拍攝一些具衝突的畫面，例如槍枝、拳頭以及

具有憤怒象徵的事物。但是不想以這種直接、明顯

的方式來表現衝突感時又該怎麼做呢？如果故事內

容不與衝突感相關，但又需要衝突感來營造故事張

力時又該怎麼做？

在攝影中最常見到的衝突表現手法就是採用對

比的方式。所謂的對比不單單是明暗之間的對比，

它還可以是概念上的對比，例如，大與小、人工與

自然、平滑與粗糙等。把任何相對事物同時呈現出

來就能形成我所謂的「概念上的對比」，因而帶出

衝突感。

Canon 5D, 85mm, 1/15秒@f/1.2, ISO 640

印度，拉達克（L a d a k h），卻姆瑞寺（C h e m r a y 

Gompa）。存在於這幅影像中的對比使它引人注意，也

賦予它故事性。若從概念的層次上來看，影像中的對比來

自於新與舊、過去與現在；若從視覺的角度來看，對比來

自於亮麗與褪色、鮮豔與黯淡。牆壁上的裂痕也為這故事

提供了視覺線索。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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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on 5D, 85mm, 1/100秒@f/8, ISO 400

印度，德里（Delhi）。一名男子盤坐在尼拉穆丁（Nizamuddin）聖壇前

讀著可蘭經。可蘭經與行動電話之間形成古代與現代的對比，以及與神溝通

和與人溝通之間的對比，在這幅影像中有一種在概念上的對比結構。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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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chapter 6

拍攝風景

要拍攝出足以代表某地方的風景影像，即使在最好的時機下仍

是件困難的事。原因之一是，沒有任何單一的影像能代表某一

地方，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宣稱要拍攝出這樣的影像看似有

點誇大。景物就像人一樣，會隨著季節與時間改變。我已不是

去年的我，我的情緒每天都在改變，景物也是如此。在12月你

所感受到的紐約不同於你在8月所感受到的紐約。

此外，就像和不同人在一起就會有不同表現一樣，在不同人眼

中看到的景物也會帶來不同感覺。克服以上困難，拍攝出不只

讓你、也能讓其他人看了之後勾起造訪當時回憶的照片，正是

立志拍下能代表某地相片的攝影師該做的功課。

Canon 20D, 17mm, 1/800秒@f/9, ISO 400

衣索比亞，往拉里貝拉（Lalibela）途中。我以一般攝影師不會採用的方

式拍下這幅影像。當時我坐在一輛車速40英哩的Land Cruiser車內，身體

靠在車窗上拍攝。我不推薦這種方式，下次會請司機停下車來讓我拍。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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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風景    153

街、駱駝交易市場、明亮色彩與呈現暗沉色調的砂所形成的對比、尼羅河、捕

魚、魚市場、尼羅河帆船（falucas）。雖然這一份列表的內容不多，但至少是

開始計畫的第一步。事實上，我所拍攝的影像中只有少數幾張是針對清單所列

的想法拍攝，然而誠如我所說的，這是開始的第一步。這個步驟可以讓你先把

一個地方的代表性事物以及能代表當地的視覺線索找出來，接著就能依你自己

的觀點，決定在拍攝時要利用或避開它們。拍攝時，要循著你的觀點以及對這

個地方的感覺來拍攝，但在拍攝前我們則必須先了解所有的可能性。

接下來要把所列的清單做進一步篩選。假設自從你小時候上地理課時認識

金字塔以來，就一直想要親眼目睹它，那麼你就有許多功課可以做了。要如何

拍攝一個已經被大量拍攝，大家都熟悉的景物而又不落於俗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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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攝影眼：觀點．構圖．氛圍掌控

會不會忘了採用較低的視角拍攝，把一叢雜木排除

在畫面之外？是否可以再往右移動一點，讓背景中

的城堡有更多部分入鏡？在應該以f/11的設定拍攝

時，卻以f/1.8的光圈拍攝？你是否會希望多拍攝主

角自然的一面，或是他們的不同情緒？我不是說各

位都不篩選拍攝的對象，也不是說各位抓起相機就

以每秒5張的速度猛按快門。如果拍攝時能夠在各

種角度的構圖上皆深思一番，對於你想透過影像述

說的故事將有很大幫助，除非你已深入探索各種拍

攝的可能性，否則就繼續留下來拍攝吧！

加入人物元素
我在拍攝時經常要花上很多時間等待路人離

開取景範圍。但我最近在態度上有了180度的大轉

變，我等待，甚至渴望有人能進入取景範圍。現在

我拍的相片當中，沒有人物的作品數量已經大幅降

低，而且我愈是把人物元素加入，我就愈喜歡這麼

做。我想，這是因為我花更多時間與人們相處─

幫他們拍照，和他們同樂─於是我慢慢感覺到，

若一個地方沒有人物會感覺特別空虛，就像是欠缺

了什麼似的。我感興趣的那一刻是，當人與地方產

生互動之時。這時候影像及其故事性或許會因此而

更顯豐富，但至少能讓我對於作為一位攝影師，同

時也作為一個人能有更多的反思。

不論是等待或是刻意安排人物入鏡都比起放入

其他元素更能讓構圖平衡。雖然這些都能有助於構

圖，但人物可以增加對比的感覺，例如，一個人走

Canon 5D , 40mm, 1/80秒@f/22, ISO 100

古巴，舊哈瓦那（Old Havana）。我拍了100張這個噴水

池的相片，包含了廣角、特寫、直幅、橫幅等表現形式。

作這麼多嘗試的原因只為了尋求光線、時機與場景的最佳

共演。這是我抵達哈瓦那的第一天所拍攝的，那天的行程

原本是實地探勘，但是過幾天後我還會來這裡正式拍攝的

念頭，差一點讓我想要只拍個幾張就好。然而直覺告訴

我，必須抓住這個時機把相片拍好。後來我才知道那天是

噴水池噴水的最後一天。如果機會來了，就把握住它。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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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列的建築物前，這就形成了有機與無機質的對比，或是居民與居所之間的

對比。不僅如此，在作品中放入人物元素也能拉近觀看者與作品的距離。一幅

只有建築物而沒有人物的影像，看起來不僅空虛也毫無生氣。有了人物之後，

觀看者彷彿也能夠進入相片中的世界。它不僅形成一個讓作品與觀看者連結的

點，更能讓觀看者產生移情作用。

加入人物元素也能讓景物以超越它所能表現的方式表現出來。例如，在羅

浮宮裡如果沒有一名女性存在，那麼這不過是拍攝羅浮宮的內部裝潢而已。如

果影像中的女性正抬頭觀賞著雕像，就成為一幅觀光客在參觀羅浮宮的影像，

或形成巨大雕像與人物之間對比的影像，甚至是一位現代女性、跨越了時空藩

Canon 5D , 59mm, 30秒@f/13, ISO 200

印度，喀什米爾（Kashmir），利德瓦（Lidderwat）。我們在帳棚裡點起一盞煤油燈。在

這時候看起來感覺還蠻不錯。攝影師Matt Brandson坐在帳篷外，形成一個剪影。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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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攝影眼：觀點．構圖．氛圍掌控

點─例如遠景中的落日或是獨木舟─之後，視

線再度折回前景。如果把視線移動的路徑安排為S

型，不僅可以拉長視線前進的路程，也能讓視線停

留久一點，在影像中進行更長時間的探索。

廣角鏡頭非常適合在這種情況下使用，因為

它能拍下更多的前、中、遠景。望遠鏡頭由於有壓

縮效果之故，所以會讓前、中、遠景之間的距離壓

縮，而有非常靠近的感覺，因此看起來不太自然。

在這裡我們追求的是空間的深度感，儘管望遠鏡頭

有許多優點，但在這種情況下就不適合使用。為了

在此發揮廣角鏡的特長，可以採接近前景拍攝的方

式，試著以不同視角構圖─可以稍微以高角度或

是低角度拍攝或是左右移動看看。即使是些微的位

置改變都能在廣角鏡頭下形成顯著的差異，原本平

淡的線條可能就立刻轉變為具有強烈效果的斜線，

讓影像更有趣也更吸引人。

拍攝巨大物體
每個地區的建築物各有不同，也經常成為拍攝

的主角。建築物所具有的視覺線索可以讓觀看者立

刻看出相片的拍攝地點。沒有什麼能比得過以雄偉

的建築物作為背景（在拍攝都會街景時也無可避免

的會這麼做），但是僅僅把它們當作背景又太過可

惜，因為建築物往往能強烈的反映出當地特色、工

藝水準、歷史背景以及經濟發展等狀態。雖然作為

背景它們仍能提供相當的視覺線索，但實在是也沒

什麼理由不讓建築物成為影像中的主角。

Canon 5D, 90mm, 1/1600秒@f/6.3, ISO 200

古巴，哈瓦那（Havana）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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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on 5D, 17mm, 
1/250秒@f/22, ISO 400

泰國，曼谷（Bangkok）

p
從建築物身上可以找到許多攝影師們所關心的影像元素，例如線條、均

衡、形狀以及色彩等，而這些元素也構成了建築物本體。建築攝影原本就自屬

於一個範疇，但撇開建築攝影裡的要求不談，若能以更自由的方式來拍攝也不

失為一個表現出當地風情的好方法。

拍攝建築物的挑戰之一就是它的高度。我們從地面往上看建築物時，它的

線條會依透視原理而逐漸收斂聚合。使用的鏡頭愈廣角則收斂的效果愈顯著。

在建築攝影中為了解決此一問題會採用一種能修正透視的鏡頭來拍攝，讓應該

是平行的線段依舊保持平行，但除非你有這種移軸鏡頭，否則你只好在後製中

調整，或是接受這種由線條收斂所造成的壓迫感。在我所喜歡的一些作品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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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節慶與慶典
每個國家的日曆上都有標示著節慶與慶典的日子，這些都是讓我們把焦點

集中在探索當地文化的好機會。不論是私密儀式或是公開聚會，節慶都是非常

適合拍攝的一項活動。它充滿了色彩、音樂，而這時候所看到的服飾以及活動

往往是該文化最傳統或是最具代表性的。不論是在國內或是國外，這種一年一

度的節慶非常值得參與。

在大多數主要的北美洲城市中我們可以拍攝到世界上其他地區的重要慶典

活動，卻不必親自前往那個國家，例如，農曆新年、印度教的光明節（Festival 

of light）、排燈節（Diwali）、或是西方的聖誕節等。只要站在路邊，就能欣

賞這些來自不同地方的節慶。

我們抵達越南時，Tet，也就是所謂的農曆新年才剛過幾小時。鞭炮、音

樂雖然在慶典裡是稀疏平常的事，但它具備一些特色，例如，在家家戶戶都能

看到結實累累的金柑樹還有焚燒紙錢的景象，都讓這場慶典擁有與眾不同之

處。在沙巴靠近中國邊境的山丘上，赫蒙族人（Hmong）玩著遊戲並以非常

不同的方式慶祝。在邊境另一邊的中國，會以色彩繽紛的舞龍表演來慶祝農曆

新年。但在河內，會以一些具吉祥意味的活動，連續慶祝一個星期以求帶來好

運。在文廟（Temple of Literature）外，書畫家們販賣寫有吉祥話與祝福話語

的字聯，為新的一年求福氣，在廟內有人攜家帶眷來燒香拜拜，並添上香油

錢。這樣的景象怎能叫人不喜愛呢？

拍攝節慶的第一步就是進行調查。了解會有什麼活動、什麼時候舉行以及

舉行的原因，這些對於要在何時抵達何地拍攝來說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必

須了解這些儀式的意義，這將有助於讓你拍出更具內涵的作品，並讓你決定出

哪些活動是最想要拍攝的。收集到的訊息也可以避免犯下錯誤。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透過網路搜尋資訊，找尋在一個節慶中舉行的主要活動以及相關習俗，或

是請教熟知當地文化的朋友，好好的問個清楚。

更重要的是必須

了解這些儀式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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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on 5D, 173mm, 1/1250秒@f/2.8, ISO 200

越南，舊河內（Old Hanoi）

q

在調查節慶之後，對於一些想要拍攝的視覺線索你應該會有所概念，這也

是列出拍攝清單的好開始。如果你想拍紀實攝影，清單上最好依序列出要拍的

活動，或是相關的活動；如果你是出於個人喜好而來，那就可以自由拍攝一些

感興趣的事物。但一切仍要從調查開始著手。如同實地探勘一樣，在網路上搜

尋節慶的相關圖片可以事先對節慶有大概的印象，也能知道別人是如何透過攝

影來表現它，此外，也可能從中思考出一份拍攝清單，甚至找出與其他攝影師

不同的拍攝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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