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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財攝影 
是什麼？

圖庫（stock）這個詞原為攝影用語，指攝影師所收
藏作品中的照片（請想作是儲物架上的貨物，與股

市沒有關係）。這些現有的照片，可以授權給有興

趣的人或團體，進行特定用途，而攝影師也可以從

中獲得照片在原本用途之外的收入。後來，隨著攝

影、媒體消費與技術的演變，生財攝影開始走出自

己的路。如今在網路上，數以億計的圖庫照片放在

網際網路的虛擬貨架上，任人搜尋、下載，以及依

照每個人需求去使用。

圖2.1  購物　© Dane Steffes (istockphoto.com/danesteff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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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會用到生財圖庫？

誰會用到生財圖庫？

無論你是否有發現，生財圖庫照片一直廣為使用。從廣告看板到網頁廣告，從部落

格到雜誌，從年度財報到飛機廣告，只要你看到有圖像的地方，幾乎都可能用到生

財圖庫。廣告是最常用到生財圖庫照片的，等到你對生財圖庫網站上的內容較熟悉

之後，你也許會發現似曾相識的圖形、模特兒與創作風格。屆時你甚至可以看到自

己的作品出現在廣告上。我曾經在攤開一份地方小報時，發現一張我拍自家狗兒的

圖庫照片（圖 2.2）被用在一份寵物訃聞廣告上。當然能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利用是

好事，但想到其中關連，不免使我嚇一跳（狗兒還是我最喜歡的攝影模特兒之一）。

園遛狗時拍攝的。我只是福至心靈，以構圖產生有趣的文字排列（Guests Strike 

Out。譯註：原為棒球看板的「客隊」、「好球數」、「出局數」，但三個字連在一 

起，可解讀為「訪客滾蛋」）。我將這照片轉成黑白，以遮掩相機的數位噪訊，我

想既然照片原本色彩就是接近黑白，這樣應該比較好。以如今大部分生財圖庫網站

的標準，這張照片的噪訊品質很難通過檢查，也不是特別漂亮或有意義，我靠它首

度獲得別人的意見，那是 2002年，來自一位貢獻人 Pete Rockwell，他寫了：「這

就是生財攝影」。

圖2.2  狗與球　© Rob Sylvan (istockphoto.com/sylvanworks)

圖2.3  訪客滾蛋　© Rob Sylvan (istockphoto.com/sylvanworks)

身為新進貢獻人，我對這條意見很好奇，雖然我很喜歡這張照片所以將其上傳，但

我不認為這照片有資格獲得這種讚美。我寫了電子郵件給 Pete，詢問他是否能多解

釋一下，這張照片何以能引他注意。他回信：「我對你作品所留的意見，雖然對一

個新人而言不免有些隱誨，但實際上卻說明了兩件事：首先，以我的意見，你的照

片是生財攝影的範例，其次，這正是大家會來此尋找的照片。」

這張照片的優點，是它很簡單，也明確傳達了訊息。看起來並不漂亮。也不是我最

棒的作品。說來有點難堪，照片的瑕疵必須動點手腳來遮掩，但我一直將其放在我

的圖庫之中，這是為了我從中學到的東西，以及我們不應該忘本。

你要趁早培養一個觀念，圖庫照片往往是大型專案所用的素材。所以對一張成功的

圖庫照片而言，用途是主要訴求。

照片何時能放上圖庫？

在我的生財圖庫中，最老的一張照片（圖 2.3），是早已退休的 Kodak DC4800所拍 

攝。自 2002年起，雖然被下載次數不多，但至少每年都有人下載。我是在附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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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別假裝沒聽到！被下載超過1,700次

圖2.5  紙片人

圖2.6  誰給她低咖啡因的？

圖2.7  機械

別假裝沒聽到

作者： Sharon Dominick 

（iStockphoto.com/sdominick）

於 2002年加入

居住地：美國

總圖庫：4,600張照片

總下載次數：超過 195,000次

關於這張照片，Sharon說，「大家會聯

想到緊張與焦慮。調整一下這些負面

情緒，用魚眼鏡頭加上幽默的表現方

式，我認為是這張照片成功之處。使用

Canon 5D、Canon 15mm魚眼鏡頭與 

4支 Alien Bee閃光燈拍攝。」

Sharon的秘訣：「剛開始接觸生財攝 

影，會帶來各式各樣的情緒。耐心、毅

力與創意，是在生財攝影成功的關鍵。

想辦法讓自己與眾不同。更重要的，享

受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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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制（Subscription）

會員制大概類似吃到飽自助餐。顧客付費後，可以在固定時限之內，下載一定額度

的照片。會員有效期限，可能短達一週、一個月，長達一整年。對於經常需要用到

新照片的顧客而言，會員制比較適用。買家若有定時定額的預算支出，也會選擇會

員制。

使用會員制的網站，通常在每個檔案被下載時，會支付固定金額給貢獻人（每次下

載可分得 19～ 40分美金不等）。有些網站還提供額外獎勵金額，給績效最突出的

貢獻人。雖然每次下載可分得的金額很少，但成功的會員制網站，下載次數往往多

得驚人。積少成多，就是會員制的致富之道。

生財圖庫的歷史

故事要從 2000年開始說起，一個名叫 Bruce Livingstone的年輕企業家，打算製作

一系列永久性授權的光碟圖庫，內容主要是他自己的照片，藉以打進圖庫授權市場。

他評估後認為賣光碟沒前途，改而將幾千張照片全都放上網路，大家到這個網站

iStockphoto.com上註冊後，就能免費下載。他的想法，倒不是憑空創造的：Bruce

的生財圖庫，可以追溯到 1990年代，他當時在加拿大一間圖庫公司 Image Club 

Graphics的郵務室工作，此時他已有透過網路銷售圖片的念頭。離開 Image Club 

Graphics幾年之後， Bruce成立了自己的第一間公司，他對於生財圖庫、網站開發

與音樂的興趣，都得以發揮。

iStockphoto迅速在網頁設計師的圈子內竄紅，主要是因為與網頁設計達人 Jeffrey 

Zeldman合作，iStockphoto前幾年的首頁上都拿他做宣傳。雖然許多網頁設計師樂

於在自己的專案中使用免費內容，但他們也想貢獻自己的照片。所以 iStockphoto

轉型，成為照片分享平台，每個貢獻人只要上傳一張照片，就可以下載五張照片。

到了 2001年底，iStockphoto註冊會員已經超過 100萬人，結果上下傳照片的頻寬，

造成了鉅額帳單。公司曾經嘗試以會員制收費，但經過 2002年初的會員投票，決

定以每次下載收費 25分美金，開始其首次小額付費機制。其中 20分美金用於運作

開支，5分美金分配給被下載檔案的貢獻人。

生財圖庫的歷史

圖2.8  柔浪。被下載超過2,900次

柔浪

作者：CreatorChristine 

（iStockphoto.com/DNY59）

於 2005年加入

居住地：美國

總圖庫：6,300張照片

總下載次數：超過 690,000次

關於這張照片，Christine說：「我認為

這張照片的特別之處，在於照片主題太

常見，至少被拍攝過一百萬次。太平凡

了。關於海浪，沒什麼特殊或驚人之處。

但如果當時相機位置升高或降低，沒配

合好陽光的反射，或者快門按下的時間

差個幾分之一秒，本照片就不會如此特

殊。此外，照片中留白的空間很大，用

處很多，適合生財圖庫。你可以自行裁

切，直裁橫裁都無所謂。我認為成功之

處就是這種應用彈性。拍攝時用的是

Canon 400D 與 24-70mm 鏡頭，我很

少用這台相機，但幾年前我們去夏威夷

度假時，隨身帶了這台。」

Chritsine的秘訣：「不要執著於技術細

節。不要太擔心像素規格。多想想你的

概念，以及買主能在什麼地方貼上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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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設數位暗房

數位暗房是用於展現創意的地方，而且還有個同樣

重要的功用：資料管理。你可以在此任意使用各種

工具，在螢幕上創作出與你心中所見相符的的照片，

同時儘可能保留原始資料（將數位修改的痕跡減至

最低），並在安全的備份地點保留複製版。建立一

個系統，以觀看、儲存、組織、管理、載入、調整、

修改、編目、簡述與庫存你的照片，可一點都不簡單。

在你的工作流程中，後製階段本身就需要其設備，

當然還要考慮到複雜性、品質、易用與否、可攜性

與價格等因素。

你要先從現有的設備開始，隨著預算增加，慢慢添

購零組件，以配合你的需求與技術。千萬別妄想一

次到位。就像第 5章談到相機設備，先儘量利用你
現有的東西，然後判斷在你的工作流程中，應該從

何處下手，提升品質或效率。

圖7.1  編輯數位照片的攝影師　© Nicolas Loran (istockphoto.com/nicolas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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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選擇

硬體選擇

電腦與螢幕是數位暗房的基礎；如果你沒有這兩樣東西，就得先採購，才能開始玩

數位照片。

要用桌上型電腦還是筆記型電腦，要用Windows還是 Mac，對於在網站上看到你

照片的用戶而言，根本沒有差別。沒人在乎你用什麼電腦處理照片。只有對你，才

會產生差別。

添購新電腦時，最好先參考你打算安裝的軟體，看看軟體的最低需求。本章稍後會

較深入談論軟體，但若我現在先透露一下： Photoshop是業界的影像編輯標準，這

應當不會讓你驚訝。Photochop CS5於 2010年發行，以下是最低需求：

(Windows) IntelR PentiumR 4或 AMD AthlonR 64處理器 Ø

(Mac) 多核心 Intel處理器 Ø

1GB RAM Ø

1024x768顯示器（建議 1280x800），搭配合格的硬體加速 OpenGL顯示卡、 Ø

16位元色彩，以及 256MB的 VRAM

這些都只是能夠安裝軟體的最低要求。若要安裝後能夠真正快樂地使用，你得將每

一項最低要求往上提升。無論是 Mac或Windows，多核心處理器與至少 2GB RAM

（最好至少 4GB）可以讓你用起來舒服得多，帶來的工作效率也會讓你的投資回 

本。如果你的電腦已經超過兩歲（而且你當初買的時候，並非頂級機種），我想你

應該很快就會升級電腦。

此外，你還需要大量硬碟空間以存放照片。相信我，你一定會把硬碟用光的，因為

安裝所有軟體都需要硬碟空間，作業系統（與其他軟體）也要用到硬碟空間作為暫

存檔案，還有些程式會用到專用的暫存空間才能順暢運作。所以，除了這些必須的

硬碟空間之外，你還需要想個辦法儲存所有與日俱增的照片、影片與其他資料。使

用高速連線（eSATA、FireWire與 USB 2.0）的外接硬碟，很適合用來擴充你的儲

存空間，以免把你的內接硬碟塞爆。

B計畫（備份）

雖然需要額外的花費，但我必須再三強調，你得準備適當的備份方案。一個良好的

備份系統，具有以下這些要素：

資料至少要存放在兩個不同的儲存設備。 Ø

自動依照時程備份，不用你親自動手。 Ø

將所有資料複製一份，放在不同的地點。 Ø

電腦

我儘量不對作業系統（或者平台）抱持偏見。Windows與 Mac電腦我都有用。多

年來，在不同的工作上，我認為兩種作業系統各有優劣。我為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hotoshop Proffesionals工作，擔任 Photoshop與 Lightroom的 Help Desk，幫助

兩種作業系統上遭遇問題的人。兩種作業系統各有優缺點，但老話一句，你選什麼

作業系統，和你的照片好壞無關。

至於該選擇桌上型電腦還是筆記型電腦，在相同價位，桌上型電腦的效能一定比較

好。電腦的處理能力越強，表示你編輯照片時會更有效率、更愉快。我們天生都沒

什麼耐心，如果每次做了調整之後，都要等候系統慢慢處理，我們僅有的耐心很快

就會被耗光。

圖7.2  CPU晶片　© Khuong Hoang (istockphoto.com/fluxfoto)

這些東西是你的工

具，既然你要花許多

時間在這上頭，你就

得慎選工具（在預算

之內），以便讓你的

日常工作更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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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螢幕

螢幕校正軟體，可以幫你做兩件重要工作：找到螢幕的最佳設定，並建立螢幕的設

定檔案（profile），記錄螢幕的最佳狀態。每一台螢幕都會在你的電腦系統上安裝一

個預設的螢幕設定檔，使用預設的設定值。根據我的經驗，這種預設的設定值乍看

之下還不錯，但對編輯照片而言，往往不是最好的設定值。校正程序會協助你判斷

這些設定值，找出最適合你電腦系統的設定。

圖7.4  海怒。被下載超過1,500次

海怒

作者： Shaun Lowe 

（iStockphoto.com/shaunl）

於 2004年加入

居住地：加拿大

總圖庫：2,573張照片

總下載次數：超過 77,000次

關於本照片，Shaun表示，「在諾伊颱

風剛通過加拿大的新思科夏省（Nova 

Scotia）後不久，我頂著強風與鹽霧，

走過被大雨沖刷過的路面，前往佩吉

灣（Peggy's Cove）。把設備架在幾塊

岩石上，我和幾個朋友在此等候，希望

能看到預期的景象。雲層打開了幾個缺 

口，從烏黑的天空中，擠出強烈的陽光。

就是這種原始的力量，使本照片成為我

賣得最好的作品之一。使用 Nikon D70

與 300mm/F4鏡頭，以及 Manfrotto腳

架拍攝。」

Shaun的秘訣：「在市場上找到你適合

的族群，以此為目標。學習此族群的各

方面，讓自己融入此族群的文化（若你

可以的話），才能真正瞭解市場需求為

何。」

圖7.5  貼在LCD

螢幕上的校正器

我認識一些同好，他們從來不瞭解校正設備的重要性，所以也從來沒用過。據我所

見，這並未對他們造成困擾，我也絕對尊重他們的決定。然而多年來，我一直都

會校正我的每一台螢幕（包括筆記型電腦），而校正後的結果，一直都比預設值要

好。每一個負責檢查生財圖庫上傳作品的人，也都使用校正過的螢幕。此外，我協

助過許多螢幕有問題的人，像是在 Lightroom當中看不到縮圖，或者 Lightroom與

Photoshop看到的有所不同，他們的問題往往在正確校正螢幕、建立設定檔案後迎

刃而解。關於校正螢幕，最讓人心痛的一點是你得掏出錢包購買校正組件，花費可

能會達到 150美元。

要是你決定要做校正，我支持你的決定，千萬別買最便宜的產品。我用過 X-Rite 

（www.xrite.com）的 il Display 2以及 Datacolor（www.datacolor.com）的 Spyder3Pro， 

硬體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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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庫攝影作業流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相機捕捉影

像的那一瞬間。為了製作出最高品質的照片，你需

要最好的原始素材，而你為拍攝所做的事前準備，

以及捕捉影像的那一刻，都是為了幫你的照片取得

素材。數位編輯，就是將原始材料淬鍊成最後照片

的步驟。在 RAW檔案的作業流程中，有幾項基本
的調整：預設的繪製方式、白平衡、曝光、對比、

減噪與銳利度，在你處理照片時，必須為照片選擇

這些設定。如果你拍攝 JPEG照片，這些調整會由
相機決定（依據相機內的設定），但若你拍攝 RAW
照片，你就坐上了創意的駕駛座。你可以在每一個

步驟做出正確決定，以獲得最佳輸出效果。

回到第 5章，我談過 RAW與 JPEG兩種模式的優
缺點，我現在假設你已經選擇拍攝 RAW，或者至
少願意走出 JPEG的溫室，嘗試接受 RAW。

圖8.1  棕熊　Nikon D200 f/8.0 1/1000秒, ISO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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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流程

通常你每次拍攝時，都會在相同的光線條件下拍出多張照片。此時 Lightroom的同

步（Sync）與自動同步（Auto Sync）功能就可以派上用場。

在圖 8.10，我在做白平衡時僅選取了一張照片，但我實際上還有許多在相同光線下

拍的類似照片，可以用相同的白平衡設定。當你已經套用設定（或者多項設定）至

一張照片，而稍後你還想將相同設定套用至其他照片，你可以用同步功能。

先選取已經調整好的照片，然後在幻燈片（Filmstrip）中繼續選取其他要調1. 

整的照片。

請至「檢視 > 修改前後

（Before and After）」

選單，察看所有修改前

後的檢視選項。

你可以按住 Ctrl鍵 （Mac： Command鍵）不放，一個一個選取檔案，或者按住 

Shift鍵不放，然後按下一整排檔案的最後一個，即可全部選取。

圖8.10  比較上方的拍攝時白平衡，以及下方的自訂白平衡。白平衡是一種主觀的要素，沒有絕

對正確的答案

圖8.9  白平衡選擇工具與放大鏡

將工具移動到照片上，選擇要用來當成中間色的像素。稍微仔細觀察後，2. 

我在照片上找到了一個接近中間色的點（圖 8.9），然後按下這個點，使

Lightroom稍微調整 RGB值，使其彼此更接近，進而改變整張照片的白平衡。

圖 8.10是修改前與修改後的比較，上半部是原始拍攝時白平衡，下半部是

新的自訂白平衡。

按下同步（Sync）按鈕，開啟同步設定（Synchronize Settings）對話視窗（2. 圖

8.11）。

圖8.11  同步設定對話視窗

在你想要讓所有被選取照片同步的設定旁，勾選方格。在本範例中，我們勾3. 

白平衡。你正在告訴 Lightroom，從第一張被選取的照片取得設定值，然後

套用到其餘被選取的照片。

同步按鈕的秘密超能力除了可以先處理一張照片，然後以此設定值同步處理剩餘的

多張照片，你還可以使用隱藏的自動同步（Auto Sync）功能，一次處理多張照片。

調整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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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噪訊

我們在第 6章已經探討過噪訊的起因，以及在拍攝時減噪的作法，但仍然有些照片

需要在後製時做點減噪處理。有許多軟體都能夠減噪，如果你已經有了慣用的軟體，

我不打算鼓吹你改用其他工具。然而我建議你試試看 Lightroom 3中改良過的減噪

工具，這個版本中，此功能大幅翻新。

減噪軟體的目標是讓數位噪訊儘量變得不明顯，同時不犧牲重要的畫面細節。有許

多圖庫照片之所以被退件，是因為噪訊實在過多，只好一次又一次動用減噪軟體 

（圖 8.19）。你的工作是只用剛剛好（甚至再少一點）的減噪，使噪訊最嚴重的部

位儘量看不出來，且維持銳利的細節。減噪過度，會使像素變成模糊的色塊，在我

們眼中這可沒比原先的噪訊好到哪裡去。

另外也請記住，任何一張照片過關或退件，都是諸多要素組合而成的結果，所以一

張構圖強烈、概念有用的照片，即使有點噪訊，往往也能勝過其他噪訊較少的照片。

換句話說，不要浪費時間去對可能因其他原因而退件的照片作減噪。

圖8.19  左圖顯示了減噪過度使得許多重要細節變模糊。右圖則在眼睛和羽毛保留了重要細節。

請至www.takingstockphoto.com/downloads下載，並以1：1觀察比較

圖8.21  顏色噪訊是隨機色彩的班點。通常是

因為高ISO設定與長時間曝光造成

顏色噪訊範例

圖8.20  明度噪訊看起來像顆粒。用某些相機

拍藍天時，常有此問題

明度噪訊範例

圖8.18  本圖顯示了判斷何處該使用銳利化的邊緣遮色片 噪訊有兩種：明度噪訊（Luminance noise，圖 8.20）的特徵比較像是底片的顆粒，

而顏色噪訊（color noise，圖 8.21）會呈現隨機色彩的像素，像聖誕燈，處理兩種

噪訊時，要使用兩組不同的控制功能。（圖 8.22）我在圖 8.20與 8.21中，刻意加

強了噪訊以便示範，但噪訊最好是數位放大至 1：1觀察，所以請下在範例照片，

放大細看。

處理噪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