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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人黃皮膚的調整

一個很基本的概念是：「因為東方

人是黃皮膚，如果可以減少黃色跟

橙色色頻中的飽和度，然後再加一

點紅色色頻的飽和度，初步就可讓

膚色較紅潤了」。

大部份的人像相片都需要膚色微調

在討論膚色的模擬時，除 DCP外，我們還是要先看一下 HSL的調整，因為

這是最基本的。

不管是 Canon相機拍攝的原檔或者模擬 Canon、Fuji的相片，嚴格來說，大

部份的人像相片，都蠻需要使用 HSL面板來做微調。

HSL 是一色彩描述模型，HSL 便是色相（Hue）、飽和度（Saturation，也

翻成彩度）、明度（Lightness）的縮寫。以人像膚色的調整來看，我們最常

用到飽和度（S）的部份，因為東方人的皮膚偏黃，而像 Nikon的相機，拍

膚色也有容易偏黃調的情況。

所以，若是能夠先解決過去一些舊機的「黃疸現象」，至少讓膚色是白皙的，

這樣便是好的第一步。其次是在做不同機種的膚色轉換模擬時，也會用到

HSL面板微調特定的色彩。

從HSL調整東方人的皮膚色彩

原始的影像狀態，皮膚的粉嫩感不足，這是人像作品的通病！ 不僅模擬 1Ds的色彩表現，而且使用了 HSL面板調整膚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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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校膚色只是調整的基礎

一般來說，在 Lightroom中的修圖，不會只調整膚色而

已，把調整膚色當成一個基礎，接下來可能還會做 HSL

的調整，或者做個正片負沖的風格。

像這樣的調整，不需要每次都手動細部調整一次。我們

可以做個「Presets預設集」，就可以快速取用、快速

修片了！

這邊要強調兩個重點：

 � 以預設集來整合 DCP 運用、HSL 的調整、分割色調

或其他的調整，是 Lr中的操作常態。

 � 當一整批相片的拍攝條件類似，運用 Presets預設集

及自動同步的功能，即可以快速的修片！

整合產生威力及效率

如圖，這是以 Nikon相機拍攝，模擬 Canon 1Ds色彩，

調整過 HSL並運用分割色調來模擬較清淡口味的正片負

沖（後面的章節討論），是不是很有韻味呢！

這邊講的風格檔，在 Lr 中的習慣說法是 Presets 預設

集。

Presets預設集可以和朋友彼此交換、互相交流，網路

上也有很多 Lightroom的 Presets檔可下載運用，後面

會提到 Lightroom 的七大武器，Presets 預設集可以列

為七大武器中的前三！

將膚色模擬整合風格檔

這張影像是以 Nikon相機拍攝，在 Lightroom中模擬了 Canon 1Ds色彩，並運用分割色調來模擬正片負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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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化的膚色表現

圖❶、 ❷ 是 N i k o n  D 6 0 0 模

擬 1Ds， 圖❸、❹ 是 1DX 模 擬

1Ds， 而 圖❺、❻ 是 GX1 模 擬

1Ds，可以觀察，他們在最後膚色

的表現上，還頗一致的！

好的膚色是⋯

機身模擬整個來看至少有兩大意義：其一是模擬出心目中的好膚色，其二是

達成一致的結果跟風格，即使是換系統、換機身也沒有關係。無論你是使用

哪個廠牌哪個機身，只要 DNG Profile Editor有支援，並找到欲模擬機身的

DCP描述檔，便可以轉換模擬了。

儘管不同的機器有不同的色彩表現，但這個應用對攝影師的意義在於可以讓

自己的輸出，達到較一致的情況，不會因為機身的差異而改變。

而怎樣才是好膚色？模擬哪個機身較佳？我相信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以

同一品牌而言，每個機身也會因世代的不同而有明顯的差異，筆者個人較偏

好模擬 1Ds，是因為它有較明亮的粉嫩感，而 1DX、7D的人像模擬色彩較淡，

5DII也有不錯的粉嫩感，但是明度就沒有 1Ds那麼的強烈。

不同機身模擬的調整範例

D600拍攝，在廢墟中人像模式的色彩感覺。 改模擬 1Ds的色彩表現，偏向於稍明亮並有粉嫩的感覺，很有

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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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然，整個皮膚的感覺，「對比」也是一個重點，像是日系的影像，常常

是低對比的影像，這個部份我們在日式風格一章，將會有詳細的討論。

 � 調整曝光度時，要特別注意不要讓高光的區域爆掉！

控制亮部的細節及暗部的層次，便是攝影師的專業跟美德！

 � 從「相機校正」面板裡面的幾個主原色的色相及飽和度選項，也可以調整

出紅潤皮膚的感覺，出來的結果就像糖果一樣的 Sweet！

 � 「柔焦」在 Lr中只是清晰度的控制，搭配調整筆刷，便可以做局部的柔焦

了！

 � 「白裡透紅」不僅是許多女孩對皮膚狀態的追求目標！也是很多攝影師後

製時的追求目標！

 � 然而，真正的「白裡透紅」，不是那種表面的調整顏色就可以解決的！

「白裡透紅」是一種從皮膚裡滲出健康的紅潤色的感覺，此點目前就只有

描述檔的機身模擬做得最像！

 � 只要取得描述檔，包含 Fujifilm近期一些受歡迎的機身色彩感覺也是可以

模擬的！

別忘了 
還有銀鹽模擬的領域

以上的幾個要點，大多是針對現行

數位相機 RAW 的拍攝來立論，立

足在 DCP 相機描述檔之上，其實

銀鹽底片也可以進行發色模擬，也

就是說，尋找好膚色的議題還有更

寬廣的空間！

後面的章節，我們會再對此議題做

進一步的論述！

只要掌握了要訣，快速的調整出好膚色並非難事！尤其是在泳裝、內衣題材的拍攝，因為皮膚可能佔了畫面很大的比例，皮膚的處理

便會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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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 體 設 定Lightroom Step

類似的局部編修作業

很快我們便發現，像是紅唇、腮紅感、銳利眼神、潔白牙齒⋯等編修，都是運用「調整筆刷」的局部調整而已，只要

調整筆刷裡的參數設定正確，下筆時不要刷的離譜，在 Lr中都是可以輕易完成的，而且已有豐富的預設選項可選來做

修改。

圖❶、圖❷是塗腮紅的例子，這邊只單純地調整筆刷工具中，選擇紅色的顏色，然後將曝光度設定為 -1.38，在臉龐

塗抹一兩次之後，即得到圖❷的結果了。

因為我們通常會開啟「自動遮色片」的選項，所以請特別注意筆刷第一個塗抹的位置，務必放在臉龐的膚色上。在塗

的過程中，不滿意結果時，隨時可以按 Ctrl+Z快速鍵，回到上一個步驟。

細部編修：紅唇、明眸、紅顏、柔焦

初步編修的影像，細看之下，覺得鼻子區域

的粧沒有化好，可以再做點柔焦，而臉頰的

部份比較沒有血色，可以塗點腮紅上去。像

這樣的需求，透過調整筆刷的定義即可以達

成。

1

原圖 step
01

鼻子的區域，便以前面小節的柔焦筆刷來達成！然後按新增鈕，準備

繼續定義第二支筆刷。第二支筆刷點在臉頰區域，筆刷的重點在於顏

色選用紅色，色溫稍推向暖調。筆刷的濃度設定，也可以決定腮紅的

深淺程式，所以，在塗抹不同區域時，記得要改變濃度的設定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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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Lr做後期調整的影像，階調的過渡，明暗的層次是初步的一個大重點！

2

完成

♳觀察皮膚的情況
東方人的皮膚通常是點測後再加 1至 2EV。但這張原

圖的葉子邊緣已有過曝，所以拍攝階段無法再加了，

我們讓皮膚曝光正常即可，再到 Lr中後續處理！

♴觀察暗部及亮部的層次
左側葉片的邊緣有局部的過曝，但暗部的細節也

隱約可見，人像的部份曝光大致良好！整個階調

圖延伸很長，表示暗部到亮部有豐富的細節。

未套用相機風格檔的原圖，它的階調完整，細節豐富，符合了原圖的

基本要求！

色階分佈圖不管是在相機上或是 Lr中，都是重要的觀察及分析

工具，觀察的重點在於：階調是否完整？從暗部到亮部，曲線

平滑有沒有斷掉？亮部是否過曝？暗部是否存在細節？1

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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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 體 設 定Lightroom Step

ste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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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
02

 先在「色調曲線」面板中將深

色調提高，然後在「基本面板」

中將曝光降低。這是一個較和

緩的方式將人物跟暗部的明暗

差距拉大，營造出類似於周邊

暗角的感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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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D7100 拍攝，在 Lightroom 中

採用相機的 Portrait 描述檔的結

果。這個描述檔會讓膚色的色彩變

淡，整體的反差也會較小，基本

上是符合人像拍攝的需求，但在

膚色的表現上，卻沒有明亮、通

透及粉嫩感。

在 Lightroom的相機校正面板中改採用我們預先轉換好的 1Ds Portrait描述檔，膚色就有戲劇性的改變，變成白裡透紅的粉嫩感。在

Lightroom中的調整，圖❷跟圖❶便只在描述檔不同而已！這邊可以看出 DCP相機描述檔對於人像皮膚調整的重要性！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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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 體 設 定Lightroom Step

step
01

 
觀察原圖，並做初步的處理

 這是原圖，比較大的問題還是牆面及光

線都還可以再強化，像這樣的廢墟影

像，可以說是最好處理的。

 我們的構思：先做一次分割色調的處

理，然後以放射狀濾鏡，重新佈局光線。

step
03

 
選擇放射狀濾鏡

 選擇放射狀濾鏡，然後調整曝光度至 -1.38左右。請注意到

Lightroom 6/CC的放射狀濾鏡中，可以再用筆刷調整遮色

片。

step
04

 
旋轉放射狀濾鏡

 在畫面上拖曳放射狀濾鏡的形狀及改變區域範圍。將

滑鼠游標移動到放射狀濾鏡，會出現左右旋轉箭號，

拖曳此箭號，即可以轉動放射狀濾鏡。

step
02

 
分割色調處理

 將陰影的部份，設定在 189藍綠調的區

域，將亮部放在 21接近膚色的區域。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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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 體 設 定Lightroom Step

更細膩的控制

就實作的經驗來看，數位影像的局部光線調整可以讓相片更具作品的可看

性！而局部的曝光調整，在傳統的暗房中其實也是個重要的概念及手法。

我們可以比較圖❶的原圖跟圖❷的完成圖，圖❷的光線明暗佈局可以說是
相當的動人，在逆光的氛圍中，局部相對較亮的光線加強了逆光的感覺，也

會有陽光是局部射入的想像，此感覺是得力於我們使用調整筆刷將局部抹暗

了。

完成圖所運用的 -EV局部補償的效果達到 -1.5EV的程度，而這也是拍攝階段

的佈光、控光較難以達成的。整體來看，不只是讓局部更黑、局部更亮、

局部更低的對比、局部更高的對比、局部更柔和⋯等，這些常用的後期思

考，都可以在筆刷中得到更細膩的控制及實現！

step
01

 
評估光線佈局

 要讓一張光線較平淡的影像產

生較好的作品性，將局部塗

暗，讓主體突出是一個好的策

略。

step
02

 
使用調整筆刷濾鏡

 選擇筆刷調整工具，然後調整

光度為 -0.7至 -1.5左右，更改

筆刷的大小，準備開始塗抹周

邊的區域。

step
03

 
運用調整筆刷

 調整筆刷會比放射狀濾鏡、

周邊暗角還有漸層濾鏡還要彈

性，塗抹時的原則，還是要從

較暗的區域下手會較自然，並

隨時依區域的情況來變換筆刷

的大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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