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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分割構圖法是眾多攝影構圖方式中的一種，

它起源於一種數學上的比例關係，即把一條線分

成兩部分，長邊與短邊之比恰恰等於整條線與長

段之比，其比值為 1.618:1或 1:0.618。但它擁有

的藝術性、和諧性及蘊藏的美學價值，也同樣適

用於記錄並展現美的攝影領域。

黃金分割點可以透過一個正方形推導出來，將正

方底邊分成二等分，取中點 x，並以此為圓心，

以線段 xy為半徑作圓，其與底邊直線的交點為 z

點，這樣將矩形延伸為一個比例為 5:8的矩形，

即 A:C=B:A=5:8，而 yy'直線則被稱為「黃金分

割線」。除了 5:8的比例外，在實際使用時，也會

採用 2:3或 3:5等近似的比例。

在上面推導出完美矩形的基礎上，繪製其左下

角與右上角的對角線，再從右下角繪製 y點的連

線，並相連於對角線，這樣就把矩形分成了三個

不同的部分，按照這樣的佈局去安排畫面元素，

容易形成比較完美的構圖。

對於主流數位單眼相機而言，無論是 APS-C片

幅還是全片幅，其片幅比例都有比較接近於這種

5:8的比率，因此在拍攝時，能夠非常容易地應

用黃金分割法進行構圖，從而達到快速獲得完美

構圖的目的。

5.4.1  黃金分割

觀者總是很輕易地被完美的人像照片打動。它們異彩紛呈，各有千秋，有著各自不同的味道，但仔細分析會發

現，它們幾乎都在遵循著幾種構圖原則，黃金分割、三分法、九宮格，這是攝影中經典的構圖原則，下面就

來認識這三種構圖法則，看它們是如何被應用到人像攝影中的。

5.4  婚紗攝影經典構圖法則

黃金分割示意圖

攝影師採用了黃金分割

構圖法進行取景，將人

物安排在分割點處。攝

影師借助金黃分割點來

安排新娘在畫面中的位

置，使其在畫面中作為

主體的地位更加突出。

拍攝參數

快門速度：1/640s 
光圈：f/3.2 
感光度：100
焦距：30m 
測光模式：評價 
曝光補償：+1.3EV 
白平衡：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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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猶抱琵琶半遮面

攝影與繪畫藝術一樣，同屬於視覺藝術的範疇，因此許多藝術規律是相通的。對於有一定經驗的婚紗攝影師來

說，他們喜歡嘗試有一定難度的攝影，拍出具有創意的作品。用一種比較另類的構圖方法來表達攝影師的主

題，並產生與眾不同的畫面效果。

5.7  創意構圖

在婚紗攝影構圖中，攝影師可透過遮擋法構圖方

式來突出畫面主體。當拍攝現場的環境元素太過

雜亂時，利用一個簡單的前景將畫面中無需呈現

的內容遮擋起來，就可以實現簡潔畫面的作用。

遮擋法構圖還能重點刻畫拍攝對象的局部特徵，

表達出畫面特殊的意境。

如果前景中沒有可利用的遮擋元素，攝影師多會

利用頭紗作為遮擋物，表現出新娘的各種表情以

及心理活動。

另外，要想營造出這種畫面，還可以運用大光

圈，以虛化前景或背景的方式實現。這種運用前

景構圖成的框架，將主體掩映在前景之後，營造

一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境，為畫面添加神

秘感，可以引發觀者的聯想。

新娘與新郎被頭紗蓋住，攝影師使用手動

對焦捕捉到清晰的畫面。隱藏在頭紗下的

新郎深情地望著他的妻子，而新娘臉上露

出羞澀的表情。

拍攝參數

快門速度：1/250s 光圈：f/3.2 感光度：100 
焦距：85mm  測光模式：矩陣 
曝光補償：+1.3EV 白平衡：晴天

攝影師在影棚中拍攝新娘。在被虛化的前景中，將探頭的人物框

在其中，使得人物若隱若現，增添了畫面的神秘感，更加突出人

物眼神的特點，表現迷離、性感。

拍攝參數

快門速度：1/30s 光圈：f/2.0 感光度：100 焦距：35mm 測光模式：中央重點 
曝光補償：±0.0EV 白平衡：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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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額頭的美化

人們常用「天庭飽滿」這個詞來形容人的

額頭，認為「天庭飽滿」是一種福相，是

一個人智慧的象徵。在婚紗攝影中，如果

拍攝對象的額頭很飽滿，應該將這個優點

顯示在照片上，使畫面中的人物有種精神

飽滿的感覺。如果拍攝對象的額頭長得不

太好看，就應該透過布光、調整拍攝方向

等技巧掩蓋額頭的缺陷，達到美化額頭的

目的。下面介紹三種美化額頭的方法：

 � 後削額頭的美化方法：不是每個人都

有讓人滿意的額頭，當額頭長得不豐

滿，反而有些後削時，不可為拍攝對

象拍攝側面人像。因為側面人像會將 

額頭後削的缺陷完全暴露出來。對於

這樣的額頭，應拍攝正面人像，而且

在用光方面不要將太硬的光打在額頭

上，最好是採用柔光進行拍攝。

 � 寬而低額頭的美化方法：針對寬而低

的額頭，如果是女性，可以透過更改

瀏海、髮型等方式來彌補。如果是男

性，可以透過一些拍攝技巧來彌補。 

拍攝寬而低額頭的人像時，最忌諱的

就是拍攝正面人像。如果拍攝 1/3側面

或 2/3側面，並讓人物頭部稍稍前傾，

這樣拍攝出來的畫面效果較好。

 � 高而窄額頭的美化方法：側面角度拍

攝，能夠掩蓋一些寬而低或高而窄的

額頭。採用柔和的正面光照射並將鏡 

頭位置稍微放低些進行拍攝，可以使

高而窄額頭的人像在畫面中顯得比較

悅目。

在拍攝婚紗照時，攝影師常常會遇到這樣一個問題，即拍攝對象很想獲得一張非常漂亮的照片。可是由於外

型條件不理想，照片效果總是不盡人意。此時，攝影師應該靈活、巧妙地運用攝影技巧，對人物的局部進行 

美化，充分做到揚長避短，把不美的局部隱藏和掩蓋，突顯出美的部位。

9.3  婚紗照人物的局部美化

新娘側身朝向鏡頭不僅勾勒出

臉型輪廓，而且也突出了漂亮的

額頭。

拍攝參數

快門速度：1/100s 光圈：f/6.3 
感光度：100 焦距：62mm 
測光模式：點  曝光補償：+1.3EV 
白平衡：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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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晴朗陽光下的人像拍攝

室外婚紗攝影用光是指攝影師透過不同天氣下的光線對人像進行塑形，並根據拍攝主題對影調進行把握和控

制。室外婚紗攝影透過實景烘托主體，並合理地運用各種光線，使人像能夠更加真實、自然地出現在畫面中。

下面介紹在室外攝影師利用不同的光線照射拍攝婚紗照，看看他們在這些環境光線下是如何表現特有的氛圍

與畫面感的。

10.3  外景婚紗的用光

戶外婚紗攝影，攝影師可活用自然光線，使人像能

夠更加真實、自然地出現。當然，自然光是難以控制

的，因為它會隨著環境的改變而變化，讓人難以預

料。攝影師只要平時仔細觀察，就能體會各種不同自

然光的內在美。拍攝的時候不用過於拘泥於光線條件

或器材，同種光線在不同的照射角度也能拍出不一樣

的畫面效果。

晴朗陽光下不太利於拍攝婚紗照，因為這個時間光線

比較強烈，會使拍攝出來的人像畫面過曝，或是人像

臉部出現陰影，影響人像美觀。但是如果攝影師執意

要在這樣的光線下拍攝婚紗照，可以使用一些道具來

遮擋光線，例如，遮陽傘、遮陽帽等。在晴朗的天氣

裡，陰影處的色溫要比受光處高出許多，因此在陰影

處拍攝的照片呈藍色色調，給人一種冷靜、嚴肅、莊

嚴的感覺。

這是在光線比較強烈的時候拍攝的，新娘站在階梯旁，身

旁的建築物受直射光照射出現了影子，增強畫面的立體效

果。攝影師在拍攝時降低 1.0檔曝光補償，使人物臉部正
確曝光。

拍攝參數

快門速度：1/200s 光圈：f/11.0 感光度：100 焦距：18mm 
測光模式：矩陣 曝光補償：-1.0EV 白平衡：自動

藍天白雲的晴天，在戶外拍攝婚紗照，拍出來的照片色彩豔麗，層次分明，讓人心情愉悅。但要注意

光位的處理。 下面具體分析順光、側光、逆光、頂光在晴天裡如何使用？
• 順光：採用順光拍攝，會使人物肌膚顯得光潤，眼袋皺紋會被弱化。 注意早晚適合用順光拍攝。
• 側光：採用側光拍攝，可使用銀色反光板或外拍燈把陰影部分盡可能提亮，縮小明暗部的光比。
• 逆光：攝影師根據實際情況增加或減少曝光補償，以勾勒出人物輪廓。
• 頂光：外景拍攝婚紗照時，攝影師不可能等到最適合的光線時再拍攝。但可以將頂光轉化為頂逆光
來拍攝，然後使用外拍燈進行補光來消除投影。

實拍秘訣 晴天光位處理

ACV032700.indb   201 2014/12/17   下午 01: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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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清晨光線下人像拍攝

不同的天氣狀況下有著不同的拍攝方法和技巧，即使在相同的天氣狀況下，不同的時段也會有不同的拍攝效

果。不同的時段、光線色彩的變化最為突出。婚紗攝影透過實景烘托主體，並適當地運用各種光線，使人物能

夠更加真實、自然地出現在攝影作品中。下面說明室外婚紗攝影師如何利用不同天氣下的光線對人像進行塑

形，並根據拍攝主題對影調進行掌握和控制。

10.4  不同時段下拍攝婚紗照

一般戶外婚紗攝影的拍攝時間為早上 7:00至下

午 6:00，因此清晨攝影師便開始一天的工作。

光線在一天之中的色彩變化是十分微妙的，清晨

的光線以紅橙色調為主，拍攝出來的婚紗畫面呈

現出暖色調。清晨的光線非常柔和，但是如果在

黎明時分拍攝婚紗照，由於光線和天空光比微

弱，在拍攝時需要根據畫面的整體亮度確定曝光

量，如果進入鏡頭的光線太多，則可以利用金色

反光板為拍攝對象進行補光。清晨的光線非常富

有詩意，同時又是讓人充滿希望的光線，可使所

拍的畫面顯得生機勃勃。

攝影師選擇在上午 7點左右進行拍攝，這個時段內的光線不會
太刺眼，而且光線屬於散射光，能夠表現出人像柔美的效果。

白色禮服所帶來的畫面色彩提升了人物臉部亮度，展現出人物

的嫩白膚色。 一對新人站在花叢之中，烘托出浪漫的情調。

拍攝參數

快門速度：1/400s 光圈：f/4.0 感光度：100 焦距：85mm 
測光模式：點  曝光補償：+1.3EV 白平衡：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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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  雙人照之間的互動方式

婚紗照的主體多數情況下是兩個人，即新娘與新

郎。在戶外拍攝婚紗照時，新娘與新郎互動的方

式有許多種，如深情擁抱、相互依偎、小鳥依 

人、幸福陶醉等。

 █ 深情擁抱

新郎與新娘深情相擁在婚紗攝影中出鏡率極高，

其中的要點就是擁抱時兩個人的動作和表情要

有所差異。實際證明，兩位新人如果步調完全一

致，擁抱得毫無保留，那麼照片將很難傳遞完美

的意境。因此攝影師要引導男士在動作上更加主

動大膽，而女士則要矜持，這樣才能拍出含蓄而

深情的感覺。

拍攝外景婚紗照時，周圍的環境可烘托出各種畫面氛圍。而構圖、用光則是為了更好地表現人物。在實際拍

攝過程中，新人之間的互動，都會使畫面產生個性化的表現，從而使外景婚紗照更有吸引力。還要注意拍攝 

細節，不要一味地追求完整的照片。

10.6  外景婚紗拍攝要點

 █ 相互依偎

兩位新人面對鏡頭依偎在一起的情景在婚紗攝影

中被經常採用。其中的要點在於兩人的身體都要

向對方傾斜，頭靠頭或女士靠在男士肩上。拍攝

時，還要引導兩人聳肩、挺胸，腰部挺直，否則

就會顯得沒有朝氣。一對新人坐在草地或花叢中

相互依偎在一起，能夠表現出溫馨的畫面氛圍。

攝影師將天空作為背景，草地作為前景拍攝婚照。新

郎雙手摟住新娘的腰，新娘一隻手摟住新郎的腰，另

一隻手搭在新郎的肩上。兩人在空曠的草原上相擁，

流露出自然的真性情。

新人坐在草地上，攝影師採用向下俯拍表現人物。新

娘頭靠在新郎的肩上，面帶微笑朝向鏡頭。而新郎的

眼神充滿著柔情，使整個畫面非常吸引人。

拍攝參數

快門速度：1/2000s 光圈：f/2.5 感光度：100 焦距：35mm 
測光模式：矩陣 曝光補償：±0.0EV 白平衡：自動

拍攝參數

快門速度：1/500s 光圈：f/3.5 感光度：100 焦距：35mm 
測光模式：矩陣 曝光補償：±0.0EV 白平衡：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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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  室內婚紗攝影美姿要點

室內婚紗攝影雖不像室外婚紗攝影那樣有諸多的便利條件，但在室內拍攝婚紗攝影同樣也會得到令人滿意的

效果。攝影師在拍攝時要根據人物服飾的選擇來設計美姿、構圖，甚至是搭配道具，下面具體說明室內婚紗 

攝影的注意事項以及要點。

11.5  室內婚紗攝影要點

在拍攝室內婚紗時，攝影師應做好準確工作，很

多新人習慣彎腰駝背，不稍加注意，便會呈現出

無精打采的模樣，使畫面效果大打折扣。所以拍

攝對象要挺直腰背，這樣才顯得有活力。

有些新娘的身材偏胖，在這種情況下，應告訴新

娘放鬆，並應避免用一些太誇張的動作。這樣手

臂的肌肉就不會過於明顯，看起來也不會特別不

自然。如果太用力肌肉像被扭曲了一樣，效果會

很差。當然，新娘、新郎畢竟不是專業模特兒，

拍照時難免緊張，這就需要攝影師的引導，盡可

能營造一種輕鬆愉快的氣氛。

拍攝時攝影師要督促新人儘量隱藏一些不太好

的習慣。比如，有人習慣將鞋底直接暴露在鏡頭

前，有人習慣蹺起二郎腿，這樣會使畫面很不美

觀，所以此時攝影師要提醒新人。

拍攝室內婚紗照時，拍攝對象的身體可以略前

傾，如此一來，會使自己的臉部更加有立體感，

整個臉的面積也會相對縮小。

一對新人站立著，新娘背靠在新郎

的懷裡。新娘與新郎都挺直腰背，側

身朝向鏡頭，可展現出新人的形體

線條，也會使人物看起來很精神。

攝影師拍攝坐著的新人。新娘、新郎

的坐姿自然優雅，既表現出人物之

間的情感交流，又使畫面具有表現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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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普羅旺斯莊園

婚紗攝影的主題風格千變萬化，主要是由環境背景來決定，拍攝對象的妝容、造型、服飾，以及周圍的道具

是為主題服務，用來襯托出所要表現的拍攝風格。下面用具體實例介紹不同主題風格的婚紗攝影，並針對每 

張照片做詳細的拍攝技巧說明。

12.2  不同主題婚紗攝影

說到浪漫的氣氛，不得不提普羅旺斯風格的婚

紗照。一提到普羅旺斯不禁使人們眼前浮出一幅

畫，畫框裡有古羅馬的競技場，有古老的修道

院，有著名的千泉區，每個噴泉都有最具藝術氣

息的雕刻。幾乎不會降落的太陽，永遠澄淨的天

空，還有岩石矗立的海岸，千年石砌的農舍和中

古世紀的城堡。當然這裡還有最著名的薰衣草，

普羅旺斯是薰衣草的故鄉。7∼ 8月間的薰衣草

迎風綻放，濃豔的色彩裝飾翠綠的山谷，微微辛

辣的香味混合著被曬焦的青草芬芳，交織成法國

南部最令人難忘的氣息。

婚攝公司會在城市的公園種植一些薰衣草，將其

打造成攝影基地，仿造成為國內的普羅旺斯，滿

足新人在國內就可以拍到普羅旺斯風情的婚紗

照。也有些公司砸下重金，在室內佈景製造模擬

實景的普羅旺斯風格。總之，新人置身在這樣的

環境裡，會直接感受到別樣的浪漫。

 █ 構思

照片的背景是以薰衣草為主要內容，這就讓人不

由自主地想起法國的普羅旺斯，想到浪漫。

 █ 構圖

攝影師採用了全身取景，並在前景中放置真實的

薰衣草，然後將人物安排在前景與背景之間，使

環境看起來更真實自然。新人置身在一片薰衣草

花田裡，享受著詩情畫意的世界。

 █ 用光

人物左右兩側各安置一盞燈，並向背景打光。柔

光箱將大型閃光燈的光質變為軟光，再投射到人

物身上，使人物臉部不易出現陰影。

 █ 造型

整體營造出歐式田園的感覺，為這幅整體呈藍色

調的背景搭配了一款白黑色婚紗、西裝。搭配起

來很協調。新娘的髮型也使人物顯得活潑，很符

合畫面所要表達的主題風格。

拍攝參數

快門速度：1/160s 光圈：f/11.0 感光度：200 焦距：28mm 
測光模式：評價 曝光補償：±0.0EV 白平衡：自動

ACV032700.indb   251 2014/12/17   下午 01:02:39



261

12.2.4  幽暗古堡

古堡總能引發人們無數的聯想，如白雪公主被巫

婆關在幽暗的古堡裡、王子和公主生活在溫暖浪

漫的愛情古堡裡等，這些故事也成為了當今攝影

師追求的主題之一。在拍攝帶有幽暗古堡色彩的

婚紗照時，畫面背景、人物服飾的選擇非常重

要，燈光也要合理佈置。通常，攝影師會布一盞

燈照亮人物主體，使人物正確曝光，壓暗背景，

呈現出低調畫面，為表現出幽暗古堡氛圍作襯

托。新人的服飾主要以暗色調為主，例如黑色、

灰色等。新娘的妝容也可以選用大膽的煙燻妝，

與畫面情景相襯托。攝影師在構圖方面要多樣

化，採用仰拍或俯拍誇張人物，會使畫面更加吸

引人。

 █ 構思

攝影師向下俯拍取景，稍微歪斜著相機，使所拍

畫面有一種不穩定感，並與幽暗古堡神秘氛圍相

互襯托、配合。

 █ 構圖

攝影師使用標準變焦鏡頭拍攝，廣角端、橫式構

圖將畫面放大，使畫面更有空間感。讓人物依偎

在一起，表達出即使在黑暗的環境中也不離不棄

的情感。

 █ 用光

攝影師使用正面光為人物補光，使人物臉部正確

曝光。古銅式的吊燈既是畫面氛圍的陪體，又能

充分表現畫面主題。

 █ 造型

新娘、新郎均選擇黑色服飾。新娘的黑色抹胸禮

服，顯示出尊貴的身分。黑色絲質頭飾的點綴使

新娘看起來有點小野性。

拍攝參數

快門速度：1/160s 光圈：f/4.0 感光度：1250 焦距：29mm 
測光模式：評價 曝光補償：±0.0EV 白平衡：閃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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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  城市周邊的風景

拍攝參數

快門速度：1/160s  光圈：f/14.0  感光度：200  焦距：17mm
測光模式：評價  曝光補償：±0.0EV  白平衡：自動

人們也非常喜歡城市周邊的風景，路程不遠，時

間不長，既有真山真水的優美與博大，又能夠心

情愉悅地輕鬆拍攝。城市周邊遠離了喧鬧，遍地

野花、風景秀麗的山水都是婚紗攝影的取景所 

在。在拍攝時，攝影師可以使用中長焦鏡頭進行

拍攝，方便變換焦距，表現出遠景、近景人像。

如果使用廣角鏡頭，攝影師可以攜帶一個可以自

由升降的三腳架梯，以便搭建自己想要的拍攝角

度。 利用廣角鏡頭營造空間的廣闊感。

 █ 構思

這對新人喜歡偏個性的照片，不

喜歡墨守成規的安分，所以找

到了鄉間的馬路。兩人依靠在一

起，擺出自然的 POSE。滿天的 

烏雲渲染了氛圍，營造出一種比

較緊張的環境氛圍。

 █ 構圖

選用廣角鏡頭把畫面拉開，把冰

冷的水泥馬路和遠處的荒涼通通

收於鏡頭中。廣角鏡頭帶來的變

形使人物身材顯得很修長。在拍

攝時攝影師儘量採用中央構圖，

這樣可以更好地掌握。採用直式

構圖方式，最好人物置於畫面下

方，這樣廣角鏡頭可容納更多的

天空，表現出更加寬廣的視角。

 █ 用光

利用自然光拍攝，人物前方用白

色反光板補光。提亮人物，畫面

四周壓暗處理以突出人物。

 █ 造型

新娘為短髮，自然地齊肩短髮搭

配著頭飾突顯活潑的性格。新郎

的髮型設計也洋溢著青春氣息。

 █ 道具

自行車的出現，讓畫面有種運動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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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0  海濱之戀

大海總是以她的神秘和廣闊吸引著人們，而在婚

紗攝影中又被賦予了浪漫的色彩。因此，許多外

景婚紗攝影會選擇海邊。太多的海景婚紗都採用

廣角鏡頭拍攝，大大的場景，小小的人物。還可

以選擇半身、大半身為主，借助船隻、沙灘和蜿

蜒的海岸線突出海濱之戀的浪漫。

拍攝海濱婚紗照時新郎通常穿著筆挺的西服，新

娘則穿著華美的婚紗。根據新人的性格氣質，男

士既可以選擇正裝西服與新娘的婚紗搭配，也可

以選擇休閒隨意的夏威夷風情服飾與新娘的可愛

迷你禮服搭配。新人們還可選擇泳裝，狂奔在沙

灘上，讓攝影師盡情發揮自己的拍攝技能，抓拍

新人最浪漫的瞬間。

拍攝參數

快門速度：1/1600s 光圈：f/5.6 感光度：320 焦距：35mm 
測光模式：矩陣 曝光補償：±0.0EV 白平衡：自動

 █ 構思

大海時而狂野時而寧靜，新人靜靜坐在岸邊的岩

石上，聆聽海的聲音，眺望遠方，想像美好的未

來。採用遠景拍攝，橫式構圖容納更多的視野範

圍。岩石邊翻滾的浪花與遠處平靜的海面形成動

靜對比，同時襯托出新人的心境。

 █ 構圖

將人物安排在三分線上，所拍畫面預留了人物視

線方向，使構圖顯得嚴謹。

 █ 用光

利用室外自然光線進行拍攝，晴朗的天氣裡光線

充足，確保畫面正確曝光。

 █ 造型

新娘、新郎都選擇了淺色系婚紗、禮服，新娘的

婚紗長拖尾被擺放在岩石上，新人整體造型符合

畫面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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