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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這是一開始匯入 Lightroom待處理的影像，這張圖

是逆光的窗邊所拍攝，可以想像，如果再多曝些讓臉

部彰顯，那麼天空就會爆掉。如果擔心天空過曝，再

少曝一點，則臉部在後期未必能救回。

這樣你就會發現，這個拍攝結果已經是不補光時，相

機拍攝的極限了！

但如果補光呢？那麼窗戶又會有閃光燈或是反光板的

反射，未必是最佳方案！

 2

 c 在 Lightroom中的處理結果，讓曝光階調合乎期待，暗部的細節出來，這是一張會受到歡迎的相片！簡單來

說，這便是運用本書前幾章的概念及方法，來進行的曝光控制、白平衡、局部的明暗處理、曝光重定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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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庫模組

圖庫模組就是用來管理相片的地方，也可以

進行簡單的快速編修，例如白平衡、曝光度

的調整。可以快速的做影像的評等、標記色

彩等動作，評等跟標記色彩都是為了後續的

快速篩選而做的，如果你的影像較少，不一

定要做評等或是色彩標記。

另外，Lightroom支援人物的臉部辨識，也是

屬於分類標記的一個有效方法！

一開始，我們會將想要編輯的相片匯入圖庫

中，而圖庫包含哪些相片，每張相片做了哪

些調整，其實是記錄在編目之中。

所以，我個人會建議每一次的外拍，都要建

立一個編目，而編目可以考慮放在每次拍攝

的資料夾下，這樣管理上才會方便（在日後

需要搬動檔案時，這個優點就會顯露出來），

建立編目的方法，稍後我們會在快速使用一

節作介紹！

如何讀入新的相片到目前的圖庫呢，其實在

圖庫模式下，直接從檔案總管拖曳裡面的相

片到 Lr的「顯示區域」，然後按讀入即可！

顯示區域，這邊是顯示已匯入圖庫的

相片，這些相片我們可以對它做評等，

或是標記顏色，以利後續的篩選。
模組切換列，請選擇「圖庫」。

編目名稱，建議每次外拍要使用

不同的編目才好管理。

 c Lightroom 在圖庫模組可進行人物辨識功能，在拍

攝學校的畢業照 CASE時很有幫助！

編目中的相片，通常我們也可以將

重要的相片點選為「快速集合」。

過濾器，可以依據評等或是色彩

標記來快速的篩選目前相片來源

的相片。

快速編輯，在圖庫模組即可以快

速的編輯相片的白平衡、曝光度、

清晰度、鮮艷度等項目。

底片顯示窗格，這邊的捲動可以瀏

覽到目前編目中的相片，也可以點

選然後做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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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皮膚曝光區域 
的整理10

重新定義人像主體在畫面的曝光情況，可以

改變主體在畫面中所受到的矚目程度，依之

前的討論，我們將定義皮膚曝光的方法整理

於下，至少有幾個方向可以進行：

• 先瞭解皮膚位於區域曝光的哪一區：通常

重定義至第七區、第八區，對於少女人像

是較佳的。

• 依皮膚及場景原本所在的曝光區，決定亮

部、陰影的調整。

• 從 HSL面板中下手，東方人的皮膚通常位

於橙色或黃色的色頻。可以在 HSL面板中

的明度標籤，進行調整。

• 色調曲線中的控制點可以清楚、準確的定

位皮膚的曝光區域，可以在此調整皮膚區

域明暗。

• 最後，我們再從曝光度進行整張影像的曝

光調整。

所以，基本面板「曝光度」滑桿的調整，反而是放在較後面的步驟，而不是一開始就先去調整

「曝光度」！這是新手應該要謹記的！



046

 1

 畫面中的門板較亮會搶掉主體的注意力，所以後
製的明暗調整，第一個重點便是以筆刷讓這個區域

變暗、變得不明顯！

 在基本面板的亮部、陰影、白色及
黑色，控制主體及場景的明暗階調情

況，另外，HSL的明度標籤，也可以
用來控制個別色頻的明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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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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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3.取得想模擬機身的 DCP檔案

我們要開始準備「想要模擬相機的 DCP檔」。請找
出電腦中 DCP檔案的所在位置，請記住這些檔案
必須是已安裝過 Adobe Camera Raw的電腦才會
有這些檔案。

如果是 Windows 10/7會放在： 
C:\ProgramData\Adobe\CameraRaw\
CameraProfiles\

如果是 MAC，會放在： 
/Macintosh HD/資源庫 /Application Support/
Adobe/CameraRaw/CameraProfiles/

 e 4.Camera資料夾是重點

為了方便起見，我把這兩個資料夾 COPY一份在我
的 F:\Color中。

請注意，Camera資料夾才是重點，這是根據相機
特性做出來的 DCP檔案。而 Adobe Standard資
料夾裡面雖然相機型號較完整，但卻已經是 Adobe
針對各款相機修正、調整過的檔案了。

 c 這張圖說明了 DCP檔案從哪邊取出，在 DNG 

Profiles Editor轉換完又要轉到哪個資料夾，請注
意，如果你找不到上述的資料夾，那是因為系統將

檔案隱藏起來了，請運用資料夾選項去除隱藏的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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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使用 Nikon D750在戶外拍攝的影像。整體屬於平

光、均衡曝光的情況，在後製中我們若是透過大幅度

周邊暗角的手法，就會形成可以加色的暗部。

這樣，即使是平光、均衡曝光的場景，也是可以製作

LOMO的效果！

 2

 c 運用 LOMO的幾個概念重點調整的影像，可產生較強烈的感覺、高對比，以及明顯的周邊暗角。因為較強烈

的周邊暗角形成了影像中的陰影區，因此，前面 E2C的明暗調色手法便可以應用到 LOMO的影像中。有了 E2C
的調色經驗，對於 LOMO的影像，我們也可以自己逐步地依照色彩模型在 Lightroom中完成調校。



日系風格的 
多元面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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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攝影師會依據記憶色來進行相片的調光調色。在台
灣，我們很容易將街景調整成高反差、高彩度、中明

度，天空使用蔚藍色、車燈使用鮮紅色的情況。

 c 這張圖的色調氛圍就呈現了相當日系的感覺，它使用了低反差、低彩度、高明度的影像調性，天空運用水藍
色；車燈使用橙紅色；陰影加入青色，在相片的觀感上，第一直覺就是符合日本印象的「記憶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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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色調：平衡亮部、暗部的色調

因為在相機校正面板中，我們決定的是暖調

的畫面，而在基本面板中，我們偏向了洋紅

調，所以，在分割色調中亮部色相 78的淡

綠，是用來中和主體的色調；陰影色相 236

淡藍，則是用來中和場景的暖調及洋紅。

這邊的分割色調對於最後整體畫面的 TONE

調感、懷舊感，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

風格驗證

下圖（圖 9）便是我們在陰天的花田中進行的

風格測試，帶點暖調的青空，低反差、低彩

度的淡雅感覺，沒有受到影響的白色衣服記

憶色，以及帶點暖調又偏向白皙的膚色，初

步驗證這個懷舊的延伸日系風格是一個不錯

的風格預設發展結果。

如同前面較清新的基本型日系風格，這個懷

舊型、延伸的日系風格，也會需要在不同的

場景進行驗證改進，才能得到最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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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陰天在高雄的中油宿舍所拍攝的影像，左側局部的
天空沒有細節，人物在平光低反差光線場景下，無論

是主體還是場景，原圖都顯得平淡、灰暗，不出色。

 c 以五大關鍵的概念來調整的最後影像結果，稍後我們有詳細的步驟介紹。在強調細節、紋理及色彩後，跟原
圖有相當大的差距，我們常會覺得 HDR影像有超現實感，那是因為細節以及色彩的誇張化，超乎了平常視覺經
驗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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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張HDR 
應用及延伸04

Lightroom中 HDR人像的要點
因為 Lr中我們可以做的加強對比（Contrast）、

清晰度（Midtone Contrast）、銳利化（Edge 

Con-trast）都是可能造成輪廓效應（Side 

Effect）的演算，Lr 尚沒有微對比（Micro 

Contrast）的選項，如果要讓畫面有單張

HDR將細節高度提昇的超現實感，又要讓畫

面自然些，那麼我們的原則如下：

1.  慎選畫面的材質及場景：例如，圖 1將高

細節表現在人物的內衣；圖 2將高細節表

現在木材的紋理；圖 3將高細節表現在街

道上。因為每一種後修圖的形式都有其最

適合的表現題材，以單張 HDR人像來說，

因為後製的重點在於超乎人類平常視覺經

驗的細節及色彩，舉凡是古老的石材、陳

舊的木門、斑駁的廢墟、老樹的枝幹、天

空的層次、白雲的立體感、婚紗的細節、

衣服的皺摺紋理 ...等，都會是適合的表現

題材。而有些場景較雜亂的草原、山容，

若是運用 HDR中會因細節的增加而讓畫

面有干擾感的話，那麼就不一定適用 HDR

的處理。

2.  兩支筆刷的概念：我們要再強調一次，用

一支筆刷做人物的柔和處理，讓皮膚回復

自然；用一支筆刷繼續強化場景，但是注

意不要擴大輪廓效應（Side Effect）。

畫面的選擇是最後關鍵

HDR跟畫面的素材及色彩息息相關，瞭解原

理後，選擇適合處理的畫面才是最後讓影像

突出的關鍵點！

 3

 c 高細節、中反差、低彩度，偏向冷調的街道感，這個街道的畫面事實上可以從日系風格
進行反差及細節的延伸，得到不同的風格應等於是日系上的 HDR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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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逆光的光線上彩

逆光的影像最特別的地方，便是於場景氛圍

中充滿了光線的感覺。這樣的氛圍感，是在

室內拍攝時，常會使用的閃燈手法。

如果想要讓逆光時的影像再特別一些，幫光

線上彩，彷彿是由彩色的逆光光源所得到的

結果，是一個不錯的構思。

以圖 1為例，這是自然光側逆光的原圖，光

線較平一些。經過前面的討論，我們也可以

運用加曝、加色的手法，來得到夢幻的光線

氛圍感覺。

迷幻風格 
建構光線的色彩05

圖 2是我們在 Lightroom Classic CC中，以

多次的不同顏色的漸層濾鏡，從周邊往內拖

曳，這樣便會形成不同的色彩結果。在設定

不同的漸層濾鏡時，除了顏色之外，我們又

小幅度提高了曝光值，這樣也會讓逆光的光

線感更加明顯一些。

整個做法的概念很簡單，但前後總共用了五

次的漸層濾鏡，所以在編輯的畫面上，我們

可以看到共有五個控制點。點選控制點後，

還可以繼續做參數的調整，包含色彩、曝光

度及清晰度等，都是可以再斟酌調整的項目！

 1

 c 原始的光線情況，算是不錯的感覺。

 2

 c 讓影像稍過曝，並以多次不同顏色的漸層濾鏡處
理，結果更為夢幻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