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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閱讀本節內容

拍照完美擺姿原理 

擺
姿是活的，在目光所能看到的外表下，姿勢裡還藏了更多的細節；擺姿是一種

身體語言，也因此它能對著觀眾傳達特定的感受，如同言語能傳遞出不同的訊

息，姿勢所散發出來的能量也有相同的效果。 

我所設計的完美拍照擺姿系統手法，主要是想幫助攝影師在設計姿勢時，能去除一切

的猜想或不確定性；包括我自己，許多攝影師在對主角進行姿勢調整時，都會下達許

多不同的指令，但卻完全不知道為何要下達這樣的指示，為了補救這樣的缺失，我們

大量閱讀時尚雜誌上的廣告照片範例，盡可能在腦中記住最多的姿勢設定，希望如此

一來我們能在拍照工作進行的當下，可以完美的回想到一些不錯的姿勢。另外，我們

常常希望所拍攝的對象，他們擺動的姿態看起來就像是經驗十足的模特兒；這一切就

如同在黑暗中射鏢，只能祈求也許幾百次嘗試中，至少有一次能命中目標。不過，這

完全不應該是面對職業和事業應有的態度，就算只是攝影愛好者，都知道如果要拍出

很棒的姿勢只能靠運氣的話，那事情一定出現了嚴重的錯誤。本書要提供另一種完全

不同的手法，希望這個手法能讓你做出有意識的決定，完全去控制在擺姿過程中的所

有細節。以下是拍照完美擺姿系統手法的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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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胸椎骨

1.1

永遠保持
直挺

軸心

頸椎骨 
（前凸）

腰椎骨 
（前凸）

胸椎骨 
（後凸）

時間坐在電腦前，所以大部分的人在站立時都有點駝背，而坐著時又習慣呈現出懶散的姿態；

身為一位攝影師，必須要知道這些不良習慣，從而能注意到如何校正這樣的不良擺姿。 

在開始拍照之前，我都先預設被拍攝者平日生活中就充斥著許多不良的姿勢；這樣的預設立場

對我幫助頗大，因為無論被拍攝對象為何，我都能大幅改善被拍攝者的擺姿，而方法就是注意

對方的胸椎姿態。雖然從以上這幾段內容看下來，我對於胸椎部分有著不好的觀感，不過我只

是要點出一個重點，那就是這部分很容易讓擺姿出錯，但只要能夠加以校正，通常可以得到相

當好看又精美的擺姿（參考圖 1.2）。 

我在做擺姿校正時，是先把胸椎骨想像成一根棒子，它得要是直挺挺，不可以彎曲，也不能縮

短一丁點；只要背脊挺直起來，人們擺起姿勢或是走路活動，看起來會更吸引人。不過對於拍

照時的擺姿需求，這樣還不夠的，最佳的拍照擺姿，需要人體的背脊不只是挺直而已，還要能

伸展得更長一些，以下是我在調整擺姿時，用來讓背脊伸展得更開的三種技巧： 

•	我會請被拍攝者將他們頭頂拉高，就像是要去碰觸到天花板（室內）或天空一樣（室外）。

這裡要特別強調頭頂，因為如果你只說是把頭抬越高越好，他們只會抬起下巴，變成頭開始

後仰；這可不是我們想要的，我們需要的是讓他們的背部挺直，而下巴還要維持在原本該有

的位置。當你要試著讓被拍攝者的頸椎挺直時，這個技巧也派得上用場。

頸椎骨 
（前凸）

腰椎骨 
（前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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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的曲線相當的漂亮；也由於有展現出曲線的形態，所以拍

出了相當棒的坐姿照片。 

讓我們來比較一下圖 1.9的例子，這是張把美女給拍壞掉的照

片，由於她的姿勢問題，照片和優雅或迷人完全沾不上邊。照

片中女主角的腰際是打直的，這讓她看起來很僵硬，完全是失

敗的擺姿。 

對於坐姿或躺姿來說，要確認腰際曲線效果是需要一點技巧

的，但如果主角是站著的，那就相當容易了，尤其是當被拍攝

者站在牆面之前的話；這時，在牆面與被拍攝者下背部間，應

該會有個很明顯的空隙出現，無論被拍攝者是男或女皆是如

此。有個好方法可以用來檢查這個空隙大小是否足夠，那就是

看看你的手臂能不能輕易伸入這個牆面與下背部的空間。當然

了，要這麼做之前，請先徵得被拍攝者的同意，不然你也可以

用目測方式，應該很容易就能判斷。 
1.9

挺直的腰椎

1.10

靠在牆面時腰椎
部分的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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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無懈可擊，也讓她看起來又高又迷人，她的腰部曲線

很漂亮，而胸椎則直挺得像支利劍。 

在圖 1.14裡，主角脊椎的每一段都有擺出正確的形

態。這原本是我客戶一張簡單的肖像照作品，不過既

然你已經讀過本章內容了，可以自行分析這張照片中

擺姿之所以好看的理由。照片內主角看起來優雅漂亮，

可是姿勢擺起來卻又看似毫不費力。 

首先是腰椎部分，它很明顯是呈曲線狀，因為背後與

百葉窗間還留有空隙；接著來看看主角的胸椎部分，

很顯然是呈現完美的直挺狀態。她的肩膀自然下垂，

這樣才不會搶了視覺焦點，讓人們的目光集中在主角

的臉部，而頸椎則盡可能向上提拉，好顯露出更多的頸部。另外，頸椎部分同時也做為頭部擺動

的軸心，使主角的前額稍微朝向鏡頭傾斜，讓臉部更進一步的突顯出來。最後，照片是在女主角

深吸一口氣時所拍下的，這能進一步伸展主角的身體，使得照片中整體擺姿更加的引人注目。 

集中你的注意力

不需多說你也明白，在調整擺姿時，需要注意的細

節還蠻多的，別因此而覺得受不了。我一開始學習

如何調整擺姿時，每一次都只專注在一個或兩個重

點上，你在首次拍照時，可以試著將重點放在讓腰

部呈現出曲線即可，下一次則把注意力集中在胸椎

部分的情況，並且試著讓它保持絕對的挺直，再下

一次拍照時則專心調整頸椎的狀態，以此類推下去

即可。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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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試試看

好了，看完了本章內容，該是試著自己來分析以下幾張照片內的擺姿情況了（圖 1.15∼ 1.18），

這裡我不會討論這幾張作品的擺姿，也不會公佈什麼答案；這個「自己試試看」的小節練習，是

為了讓你學習如何以分析的角度來觀看一張照片，你不用懷疑自己的眼光，只要分析下去就對

了。在分析時如有需要，可以複習本章提過的內容，而在本章最後的空白頁是用來讓你記下分析

內容用的，你可以寫下看到照片內擺姿哪些是正確的，而哪些又是錯誤的。你要寫下的答案得要

是在本章所討論的範圍內，先不用理會其他形式的問題；而如果有參加什麼攝影會之類的團體，

可以把本書帶著與團體中的朋友互相討論，彼此分享不同的答案與看法，希望你能樂在其中。 

1.15

14 超完美人像P O S E指南

CH01.indd   14 2014/7/8   下午4:55



1.16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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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提示

在應用以道具抬高膝蓋的技巧時，要記住千萬不要

讓大腿抬高的角度超過與地面 45度角。舉例來說，

在圖 2.10裡，大腿的方向就和地面呈現 45度角，

而為了讓這樣的擺姿發揮效果，45度角會是你能抬

高膝蓋的最大值了。如果使用道具讓被拍攝者的大

腿抬得過高，呈現超過 45度角的狀態，會發現這種

姿勢看起來實在不自然；看看圖 2.9，女主角膝蓋彎

曲的程度，是小於 45度的。 2.10

我在圖 2.9裡決定使用這個技巧來幫 Arden拍照，她身上穿的衣服合身又時尚，剛好很適合利用

這一個技巧，來讓她的姿勢更加的完美。你可以注意到女主角的姿勢流暢，散發著滿滿的自信，

而這一切之所以可行，是因為在她的右腳下墊了一個箱子，讓她能輕鬆的舉起右腳彎曲膝蓋。女

主角的擺姿成功與否，全都要依賴重心分配的情況而定；如果沒有那個輔助道具，照片中主角可

能無法將身體擺成這個樣子，就算她勉強擺出來了，看起來也可能會是一臉不舒服的感覺。 

這裡示範的例子，是我依循此一技巧原則所做的擺姿分析；第一眼看到圖 2.11這張照片時，看

似就是一群朋友很隨興擺了姿勢所拍下的作品。不過只要仔細加以分析一下，就會發現一些小細

節上的差別。 

舉例來說，有沒有看到左邊第二位仁兄看起來特別棒？他的姿勢很強勢，但看起來又擺得很輕

鬆；接著再來看看左邊第一位，他的位置稍微偏後，而且姿勢看來多少帶了點緊張感，和左起第

六位男士的姿勢比較一下，會發現他的肢體語言很不一樣。這裡是關鍵點：我們已經知道了這三

個角色有著不同的肢體語言表現，但原因為何呢？只要常常自問這樣的問題，仔細觀察照片內

的蛛絲馬跡，你的理解力絕對會大幅提升，相信我！ 

再看看圖 2.12裡，最左邊那位仁兄（紅色圈起標註為 1），他的腳尖事實上是呈內八字的，假如

在腳尖處劃出一條假想的延長線，那麼這兩條線最終一定會相交錯的；這在人像擺姿中是絕不可

以犯的大忌！雖然他的身體姿勢，與其他人相較下也算不錯，但從他腳所擺的樣子，卻告訴了

我們完全不一樣的故事：這個人其實是內向害羞，而不是果決剛強的人。 

至於第二位主角的姿勢，就算是這群人裡最棒的了，他的姿勢幾乎沒有錯誤。首先，他的腳尖並

沒有內八字（注意標註 2紅色圈起處），所以腳尖延伸的假想線永遠不會相交錯。第二，他的身

體重量大部分偏向他的後腳，讓右腳顯得很放鬆。第三，在放鬆那一腳的膝蓋（紅色箭頭處 3）

不只有彎曲，而且彎曲的方向和腳尖是同向。綜合以上這幾個細節，就得到了一個最棒的姿勢。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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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2.13

坐姿的重心分佈 
如果被拍攝者是坐著的話，那麼之前所討論的重心分佈原則基本上仍然不變；一旦主角坐著拍

照，那麼主要的差別在於，當他站著的時候，身體重量是落在腳上，而當主角坐下來時，身體重

量是落到了他的臀部。身體重量放在臀部的一個主要優點是，此時被拍攝者的肚子會自動變得不

顯眼，而他的腿和軀幹則變成了重點。如果主角以不錯的姿態坐下來，那麼他身體和腳部會比腰

部更為接近相機鏡頭；圖 2.13就是這種優點的呈現。另外你還可以注意到，雖然女主角是坐著

的，但她的背脊仍然是挺直的；她的腰椎呈現曲線，而腳也是交叉的狀態。將腳以這樣的方式來

交叉，讓她的右腳成為了視覺亮點，使照片非常的女性化，漂亮又性感。 

在圖 2.14裡頭，我使用了和圖 2.13相同的擺姿技巧，只不過更加誇大了一些。稍早我們已經知

道，把重心放在後腳是為了讓姿勢看起來放鬆，那麼何不進一步試著使用坐姿來拍攝呢？照片內

我讓 Brittany坐在階梯邊，然後她大部分的身體重量放在左側的臀部上，這樣子就跟圖 2.13一

樣，大部分的大腿都清楚看到了，只不過更誇張了一些。再次強調，這樣的改變讓主角更突顯出

女性的一面，如果拍攝對象是男性，你最好別這麼做。 

24 超完美人像P O S E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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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試試看

在撰寫本書時，我打算拍下為數不少的照片，以做為本書每一張學習目標的說明之用；這些照片

並不會做商業使用，而在拍攝時我也沒有刻意去找些很棒的景點來做為拍攝背景，因為我只想

要拍一些有擺姿問題的照片，讓讀者們可以從中研究（圖 2.15∼ 2.20）。先前我就建議過了，

你可以多與其他的攝影師接觸，或是參與一些團體，然後依照你在本書內容所學到的，與他們

一起討論這些照片。要記住，有時我所放的照片其實並沒有什麼擺姿上的問題，如果東西沒壞，

就別動手修它，是吧？好好享受吧！ 

2.16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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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部分身體去倚靠著手部：另一個方法則是讓主角身體的部分去倚靠著手臂或手。舉例來說，主

角的頭就可以靠在手上，你可以這樣子想，當主角的身體斜向一側時，可以反過來利用手臂或

手部，來支撐主角身體的重心偏移。

圖 6.1：之所以選擇這張照片作為第一個範例，是因為它剛好需要用到上述的兩個技巧，才能

成功擺出姿勢。我不得不先說一下化妝師 Tony Tanez真的很厲害，讓原本就很漂亮的女主角

Tiffany看起來更加的耀眼，所以當下我立刻決定應該要想辦法利用框架的效果，去突顯出她美

麗的臉龐以及漂亮的妝顏。拍攝現場是一片陽光燦爛的草原，所以讓女主角坐在草地上，並且以

她的一隻手做為支撐點，應該會是不錯的主意（也就是先前提到，將身體倚靠在手上的技巧）。

因此，我請 Tiffany坐下來，舒服的將身體部分壓力分散到她的右手臂上。

接下來還要利用另一隻手臂來框出女主角的臉部。要達成這樣的效果，我請她稍微讓身體前傾，

直到她的左手可以靠在頭上，製作出框架的線條；最後，我再讓左手肘降低到比較合理的自然高

度，對整個姿勢做最後的調整，此時她的左膝剛好是左手肘最佳的倚靠位置。我請女主角再更前

傾一些，讓她的左手肘可以靠在膝蓋上頭，這麼做有兩個效果：首先手部線條呈現框架形狀圍住

她的臉部，而且這時她看起來非常平和，完全不費力的感覺。 

•	擺姿目標：女主角呈坐姿，同時要框出臉部。

•	使用的表意系統方法：框架效果，身體倚靠著手，手倚靠著其他物體。

•	執行結果：兩隻手互相平衡，兩隻手都有擺姿，手指的姿勢呈現出邀請的效果。 

6.1

框架效果

手靠著物體

身體靠著手

676  手部 / 手臂擺姿的表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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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在這個拍攝作業中，首要目標當然是要盡量突顯出男主角 Daniel上半身強壯的效果，但

是我不想用已經使用過許多次的傳銃「猛男」姿勢，使用其他的選擇似乎會有更好的效果。當人

們運動完稍事休息時，總是會讓身體靠在牆上喘口氣，把這個想法加以衍生運用在拍照上，應

該也可以拍到不錯的人像照片。 

所以我請 Daniel把身體轉去面向牆壁，彷彿他剛完成一輪重負荷的健身運動；為了更強化男主

角疲累的效果，我讓他部分身體重量去倚著高舉過頭的右手臂。從我所要拍攝的角度來看，當然

不能讓舉起的手臂遮擋住主角的臉部，所以另一隻手就讓它自然懸著，這是只做單臂擺姿設計

的最佳範例照片。另外可以注意到男主角的背是完全打直，而頭部則是以脊骨最頂端為中心來傾

斜的，一如第 1章的說明。 

•	擺姿目標：以不同的方式來突顯出男主角的手臂與上半身。

•	使用的表意系統方法：手臂倚靠在其他物體。

•	執行結果：兩隻手互相平衡，只對一隻手臂來設計擺姿，手指的姿勢呈現出邀請的效果。 

圖 6.3：讓手臂移離開來顯露出主角的腰部線條，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做法。在這個例子裡，主角

的右手臂是移到身體的前方，而左手臂則是在右手的後方位置；你可以看到，這樣子腰部線條一

腿部提高好讓
手臂靠著

6.2 6.3

身體靠著手

未做姿勢的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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