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服務
你的客戶

Chapter 02

前期交流時對待你的客戶要像朋友一樣細緻入微地

關愛，並積極主動地探尋他的需求和產品特性；創

意方案時對待客戶的拍攝需求要像拍自己的產品一

樣去代入考慮產品特點、客戶的應用場景、預算的

最大價值體現；執行拍攝工作時對待客戶要像同事

一樣，雖禮敬有加但要各司其職，你負責掌控拍攝

全場，他負責確認細節和提出修改意見。每一次圓

滿的服務過程都是一個「相愛相殺」的過程，千萬

不要對什麼額外要求都滿口應承，也不要輕易承諾

客戶無法兌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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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準備道具時，還要同時和攝影助理、食品造型師等工作人員，以及拍攝場地敲定時間和

拍攝內容。特別是如果你有拋灑麵粉或者灑水的拍攝需求，要和拍攝場地方溝通是否需要加

錢，這些都需要你在前期就確定好。

5.拍攝。拍攝當天，進到拍攝場地，我會讓助理把生鮮和其他食材分兩個區域陳列。然

後我會拿著列印好的紙本拍攝方案，在現場再重新排演一下拍攝順序。特別是涉及現場製作環

節的產品，無論你前期計劃得多麼周詳，在現場你還是要根據實際情況去安排更恰當的順序。

這樣可以減少一些布景和燈光的重新布置時間，也可以減少很多食材浪費。不要小看這種掌控

力，這是需要很多經驗和對拍攝方案足夠熟悉，並有足夠的拍攝準備才能做到的，不然拍攝完

畢後你就會知道浪費了多少時間，以及人員和場地的費用。尤其是場地費用，都是按小時來計

算的。

關於怎麼拍攝，我就不做贅述了。不過在拍攝這個環節裡，有一個特別重要的點，那就是

一定要有客戶方的確認人員在場，如果實在無法到場，也一定要透過網路讓對方確認你拍攝的

成品圖片是否符合當初的約定或者他們的需求。我也遇到過對我比較信任，或者沒太多拍攝經

驗的客戶。起初他們會說，都交給你拍吧！但最終還是會有一些爭議，因為每個人對於光線和

場景的理解是不一樣的，他以為你要給他拍那樣的，你以為他需要的是這樣的。特別是在你們

的拍攝方案裡沒有手繪稿或者準確的參考圖片時，確認環節變得尤為重要。

6.後期製作。將順利拍攝得來的照片進行分組，然後儲存在兩個硬碟裡。不得不說網路硬

碟儲存還是比硬碟更可靠一些，也推薦大家把重要的文件同時備份在網路硬碟和電腦硬碟裡。

在還不算漫長的攝影生涯裡，我還是聽到過很多次其他同行的相機記憶卡燒掉了，或者硬碟壞

掉了的事情。錢很重要，但信譽更重要，所以大家還是要養成多備份的好習慣。

我常用的整理照片的軟體是 Adobe Bridge，也有很多人是習慣用 IR（Image Ready），

這看個人習慣。我是覺得 BR（Bridge）和 PS（Photoshop）同屬 Adobe，可以彼此相容，

開啟檔案也很方便。BR裡可以把圖片從 1星到 5星做分組排列，然後分批次做修整。當然，

如果你是外發後製編修，也可以提前分好組，寫好要求，這樣更便於他們工作。

還有一個需要注意的細節，就是現在圖片的應用場景很多，要根據前期和客戶約定的像素

質量大小來處理這些圖片。前期需求可能是要求 800像素×800像素，也可能是要求 2000萬

像素以上，可放大到多少公分。學會精準地工作，會讓你節省很多時間。

7.交圖。交圖我一般提供電子版和列印版兩種。我會複製一份到隨身碟裡，同時列印兩張

效果圖快遞給客戶，以便對方更直觀地看到電子檔效果和列印效果。

另外，現在大部分客戶通常都會選擇網路傳輸，比如郵件附件或者是網路硬碟連結。你可

以發送一封確認郵件給對方，或者把網路硬碟的下載連結和密碼告知對方，同時備註一些需要

提醒的訊息，以確認工作交接完成。

8.結款。給客戶開具全額發票，然後在約定時間內等待餘款，一項商業拍攝工作就算是完

成了。



美食攝影
的道具

Chapter 03

我一般會把道具分成兩類：一類是背景道具，一類

是場景道具。背景道具就是我們常見的白色、黑

色、彩色背景，它可以是木板、水泥板、牆、地面

或者一切你能拿來放置拍攝主體，用作底色和紋理

的用具。場景道具，我經常用到的就是刀、叉、筷

子等餐具，以及餐布，油紙、烘焙工具及鍋碗瓢盆

等廚房用品，延展開來還有一切和你拍攝主體產生

關聯性的用具，甚至配飾。比如你要拍攝的是蛋

糕，那我們也可以搭配它的原材料作為場景道具，

這時和它產生關聯的就是雞蛋、麵粉或者是托盤、

抹刀和打蛋器。是不是聽我這麼一說，你對於道具

的理解或者應用的選擇，又多了一些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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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1．1/160s．ISO 100．60mm

我傾向於自己製作一些乾燥花。起初是一些攝影師來我們攝影棚拍攝時帶的鮮花道具，臨

走前送給了我們，就被我們做成了乾燥花。後來我又學習了花藝，就越來越能設計和創作花的

造型。現在攝影棚裡有很多乾燥花乾燥草和以前插過的花盒。這些乾燥花道具應用起來非常方

便，隨意組合就能呈現別具特色的效果，而且由於乾燥花顏色一般都不會太艷麗，所以也不搶

鏡。但乾燥花的缺點是太脆，很容易破損，基本上拍攝一次就少一點，所以我平時也很注意收

集。

根據這些道具的使用邏輯，我將它們簡單地分成兩大類：背景道具和場景道具。當我們要

拍攝一道菜時，要如何考量用什麼背景道具，用什麼場景道具呢？

關於背景底色紋理的選擇，我們要先分析明暗關係的構成，這張成品是要什麼調性，是明

亮清新還是暗調復古；材質是要粗糙還是細膩；產品照片的用途是用來做產品圖冊還是宣傳廣

告；要表達的含義是什麼⋯⋯

場景道具的使用是經常有人問我的問題。身邊也有很多人幾乎要搬空了網路上賣拍攝道具

的小店，但是每次拍攝時總還是一頭霧水，看著別人道具用得好，就跟著拍一張然後再問一

張。我和他們說，這樣不行。他們把一個本身不太複雜的事情弄得複雜了，不利於攝影師總結

學習。其實場景道具的選擇歸納起來就兩點，一是和產品產生關聯的用具，比如原材料、製作

工具、服務的產品屬性；二是為了美，只要和你的本質不衝突，任何你覺得美的道具都可以搭

配，也包含使用相同調性的其他品牌的產品充當道具，這都是為了讓畫面更美。

以下介紹幾種常用道具的使用效果。

3.1 書和畫面搭配相得益彰

書是一個很好的道具。右側這兩張圖由

於主題是蛋糕，所以將書和筆都放置在畫面

的左上角，做了破壞性構圖。同時，考慮到

甜點的形體螺紋，我也將書疊成了一層一層

的波浪形，用一個較低的視角拍攝，這樣可

以更好地表現蛋糕正側面的紋路，又因為位

於畫面主體中央，也顯得更加高大搶眼、一

目了然。而背後點綴的一層層波浪似的道具

書，為畫面增加了一點趣味。圖片前方為了

不讓粉筆字過於搶眼，用了一個花碎裝飾，

並做了前景虛化。這樣既有一點顏色的襯

托，還弱化了前景的搶眼。燈光從右側打過

來，高光讓蛋糕很有質感。

右下圖的蛋糕圖片設計思路就比較簡單

了。因為拍攝主體的造型特點在於上面的

「花」，所以選擇了這個近乎完全俯拍的角

度，可以將蛋糕的特點展露出來。而帶有一

點點角度又可以帶出一點點蛋糕的側身，讓

大家可以想像到甜點的形態。如果是純 90

度俯拍效果就是一個平片，失去了立體感。

抹茶粉是原材料之一，撒了一點在畫面裡，

可以做點綴。左上角的書雖然不像右上圖中

的雜誌那麼現代，但很有年代感，只要平攤

開，不用做過多的造型，就已經很有質感

了。

F11．1/160s．ISO 100．8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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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1．1/125s．ISO 100．105mm

F13．1/125s．ISO 100．70mm

3.2 背景道具

一般在網路上的攝影道具店都可以買到水泥板。當然手作能力強的人也可以嘗試自己製

作。它雖然就是簡簡單單的一個底色，但是它有獨特的、不規則的水泥紋路。我很喜歡用水泥

板拍一些食材圖。如果你也想常備水泥板，建議購置黑、白、灰三塊。這樣應對大部分場景都

可以游刃有餘。如果再細分，現在製作的板子也分暖色和冷色，也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和要求

訂購。我個人喜歡冷色調多一些。

木板是美食攝影裡不可或缺的背景道具。因為木質的紋理有獨特的溫度感，它是人類千百

年來使用最普遍的材料，所以讓人倍感親切。當然根據每次拍攝的調性不同，也可以選擇將各

種原木紋理塗上不同顏色的漆。簡單來說，就是分為原木色暖色調，和上過其他顏色漆的冷色

調。木板背景一般也分成兩種情況，一個是整塊木板，一個是用木條或者木塊拼合，兩者各有

好處。如果想要木頭紋理噴上乳膠漆後的那種顆粒感的木板，也可以去木材廠購買整塊的木板

（一般都在 1.2公尺到 2.4公尺大小），自己刷顏色。這樣就是一塊不一樣質感的單色底。如果

喜歡舊的款式，可以收購一些老的桌子面板、門板等，然後自己刷漆，等漆乾了之後，再拿鋼

絲球刷掉一些，反覆幾次，直至達到你認為的自然做舊狀態，顏色符合你想要的效果預期，就

可以了。下頁圖就是用自製的做舊木板做道具拍攝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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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越來越多的道具店裡出售 PVC材質的仿製木紋的背景板。它的優點是特別輕薄，類

似地板革，比較柔軟（但不建議對折，因為會出現明顯的摺痕），外出拍攝攜帶起來很方便，

而且還可以選擇很多款式，例如，黑色白色木紋、仿製大理石水泥紋路等。但並不是每一款都

那麼逼真有質感，要根據自己的拍攝需求和喜好購置，我會盡量湊齊一套道具的冷暖色和黑白

灰款，這樣比較容易搭配，也夠用，之後可以根據特別需求再去選擇道具板。

上圖就是我買的一種類似白樺木的 PVC拼板，配合一些清新風格的光線，簡單地搭配一

下餐具和餐食，就很有一種地中海的感覺。通常出去酒店採訪和去大廚家拍攝，我都會帶幾款

PVC板。

絲綢的質感是比較特殊的，常用來為一些柔美物品的拍攝做背景道具。作為背景，它的優

點是在皺褶分布的區域可以製造出不同的光影效果，如連綿的山丘，高光和陰影並行，實現起

來很容易，只需在同一片色彩裡面找到聚焦點。需要注意的是要提前熨燙，將那些細紋壓痕都

去掉，不然後期很難修補得那麼毫無痕跡。

F5．1/125s．ISO 200．50mm

至於皺褶怎麼擺才好看，需要看

主體產品放置的區域位置，然後圍

繞它做一個延伸線條，或將其包裹。

但絲綢背景的調整，如同一條河流不

會有兩朵相同的水花一樣，上手調整

後，再想回到最初的效果就很難了。

我通常的做法是把它平坦地放在

平面上，然後從上下對角線用雙手往

中間聚合，使其出現幾條如山峰凸起

的稜，或者用手掌在綢緞的中心處平

貼後逆時針旋轉，使其出現一點點渦

旋的皺褶。

F11．1/125s．ISO 100．70mm

F11．1/160s．ISO 100．85mm黑板的好處是，不但木板的顆粒

質感好看，而且在拍攝細節時，還可

以在上面做很多粉筆字的創意，可以

是文字，也可以是圖形。右下圖就是

配合主體甜點而畫上去的廚房常用的

香草迷迭香的葉子。這張圖以黑板的

粉筆畫為底，選擇了原木色托盤搭配

其中，別有一番童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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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1/1000s．ISO 50．70mm

上面兩張照片都是中午拍攝的。北京的冬天中午太陽比較低，即光位斜側，所以杯子能拉

出很長的影子。到了夏天中午的時候就變成了頭頂著太陽，影子雖然還是很深，但不會拉得這

麼遠。這個時間段的光線不太好控制，我一般在想要很強烈的光影效果時才會選擇這個時間段

來拍。回想了一下，我直接在戶外拍攝的機會並不多，如果客戶的餐廳有露台或者室外卡台

時，才會借用室外的餐位和景色拍攝。大多數借用自然光拍攝的場景都是窗邊。

F7.1．1/125s．ISO 400．105mm

提前勘查帶窗餐廳的環境很有必要。可以安排在拍攝的前一天，也可以安排在拍攝前的一

小時。這不單單是為了提前看一下可以使用的場景和道具，還可以提前預估自己採用自然光拍

攝的最佳時間段。比如左頁下圖這家日料店，我是拍攝前一天上午去的，當時太陽光從窗戶射

進來，讓人睜不開眼睛。所以我早早地和客戶定了在第二天下午兩點拍攝。餐廳一般下午兩點

到五點是休息時間，五點之後他們開始備晚餐。因為拍攝，大廚和一些員工就需要放棄休息時

間，因此去餐廳拍攝時，提前做好溝通十分必要，不然的話，如果在現場來回變更耽誤時間，

你會越來越頭痛，而且配合你工作的人也會越來越急躁。畢竟只有好的拍攝計劃和流暢的拍攝

過程，才會讓大家都幹勁滿滿。

選定一張窗前的桌子，擺放好提前設計的主菜場景，然後等到你希望的光線射進來，就可

以開工了。在此之前，你可能一直在調校燈光。上圖這張照片我是從右後方斜側補了光，主光

還是從窗戶射過來的自然光，兩種光結合，使畫面光線看起來更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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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1/80s．ISO 100．50mm

想知道一盤豬腳飯是怎麼來的，用兩張簡約的圖就可以說清楚這個問題：一張食材圖，一

張成品圖。大部分拍攝都是這樣來詮釋一道菜。這道菜要用於社群貼文宣傳，製作方式的賣點

是一種類似「媽媽的味道」秘制配方的感覺。我選擇利用自然光，在窗戶前原木桌子上直接進

行拍攝，這樣多了陽光的味道和手作的溫度感。

食材圖我刻意讓它過曝了一檔，沒有放置反光板或者吸光板，只是讓桌子盡量靠近窗戶，

做一個側光直打。這張桌子比較低，大概只有 40公分高。高機位垂直拍攝，要注意畫面裡的

框架結構要盡量方正，不然整體會看起來會不穩。

而菜做好之後，我又換了一個低機位角度，讓從窗戶射過來的光成為正逆光，層次感很強

地看到一盤豬腳飯的主料和配菜。我將米飯的一部分裁切出畫面，將更多帶顏色的菜轉向了鏡

頭的方向，用筷子把主菜夾起來增加立體感，突出醬的顏色和肉皮上的高光點，這樣的光線會

令菜品看起來很有食慾，並且筷子也很有代入感。配湯和餐勺是每個套餐裡都有的，一般會有

文字註明，因此我選擇把它們大面積地裁切出去，這樣前景既不會很空，又不至於紛亂，一眼

望過去，菜很吸引人，盤底下保留的陰影又可以保留住畫面的沉穩感。

F4．1/80s．ISO 100．70mm



F13/160s．ISO 100．100mm這張的構圖是我在拍攝時就想好的。因為要展示一盒馬卡龍裡的幾個口味，所以選擇了一

字排開的橫式構圖。又因為馬卡龍的個頭兒和橫式構圖的特點，所以這張圖顯得留白太多。上

半部分很空，使甜點顯得更加小巧。為了突出主體和馬卡龍的「性格特點」，我利用了黑色壓

克力板，將它們的倒影也留存在畫面裡，這個時候我有兩個選擇，一個是讓它們去掉中心線變

成上下對稱式構圖，但是我又不想讓觀者太關注於倒影上，所以我繼續之前的橫式構圖選擇了

偏下方的位置。依舊以甜點為主，將客戶的 logo調成對應甜點的顏色並放到它們的「頭頂」，

看起來就像它們的「角」一樣渾然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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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1．1/125s．ISO 200．70mm

節日創意宣傳照，是拍攝任務裡經常碰到的。以前是婦女節、兒童節、情人節等幾個重要

節日。現在的節日已經是鋪天蓋地了，尤其是「雙 11」「雙 12」，更是商家拍攝宣傳材料的重

要節日。

右頁這張聖誕主題的宣傳圖，思路比較清晰，畫面底色用了純紅色的卡紙。整體運用了聖

誕的紅白主色系，如同聖誕老人帶來禮物時穿的那一身親切的衣服一樣。草莓蛋糕的糖霜如冰

雪一樣點綴在其中，拍攝主體放在畫面中心點，在其周圍加上聖誕樹和小麋鹿的木板裝飾物，

既是聖誕主題，又可以在顏色上打破一下紅色背景，讓畫面靈動起來。至於布局的思路，就

是既要填空，也要留白。填空就是在大面積空白的地方放置準備好的小道具，讓畫面看起來飽

滿，然後又要留白，讓觀者看到的畫面有一定的呼吸空間。畢竟宣傳圖的目的是為了展示蛋

糕，雖然蛋糕已經占據了中心點，但也不能讓畫面過滿和凌亂。所以我在右上角只放置了一個

小雪人，白色雪人和蛋糕顏色有所呼應，而且面積不大，留出了一大塊空白區域。

當你走近走遠，看相機裡的畫面都很舒服的時候，就是構圖最完美的一瞬間。

值得一提的是，這張圖後來還被很多人拿去做手機的背景圖。

攝影之於我，就是一個童趣的自己和這個世界溝通交流的方式。所以一些孩子般的小調皮

總會在我的畫面裡出現。

下面這組片子是三年前我為甜點店拍攝兒童節系列的小切塊蛋糕產品圖。原定的單色產品

圖拍攝完成之後，看著店內員工正忙著用氣球和各種貼紙小玩具布置吧檯的時候，一個有趣的

想法就在我腦海中誕生了。

6.3  節日

F11．1/125s．ISO 100．7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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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在客戶那兒尋找一些能隨手利用的物件做道具，比如上圖的鏡子，本來它是帶個支

架的，但被我卸掉了。我覺得拍攝一個鏡頭中的鏡子會很有趣，而且鏡子又是來自生活中的用

具，所以看到的人都能會意這種代入感的趣味。為了凸顯產品特性和不重疊畫面，我選了兩個

好看的梨，一個被咬成了梨核狀，一個是完整的、美麗的、青綠相間、成熟度正好的梨，讓梨

像人一樣去照鏡子，兩個梨就像在鏡前比美一樣。光線從右前側方掃過來，也就是鏡子的後

面，這樣既不會干擾到鏡子中的畫面，又不會映射到高光。右頁這張圖和它如出一轍，也是鏡

中鏡，畫中畫。用古典畫框類型的鏡子反射出局部的甜點切面，顯得高貴典雅，用了黑色背景

更加突出畫面中心主體。這張的用光和上圖不太一樣，是右側頂光，所以蛋糕上面的光亮顯得

很清楚，既能凸顯側面的夾層，又不會過亮。

以往拍攝人像大片時，也經常借用鏡子折射影子，這回能應用到美食拍攝上，是因為將美

食視為一個個有生命力的個體，去思考和表達，而且會在按下快門前的一瞬間，湧出源源不斷

的靈感。

F11．1/125s．ISO 100．105mm

F13．1/125s．ISO 100．100mm

6.6 鏡中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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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1/125s．ISO 100．70mm

我對甜點最初的印象就是上學期間看到書中描述的法國人的生活：一塊蛋糕、一杯茶、一

道陽光，一下午單曲循環的音樂。當時就特別憧憬這樣的下午時光，後來工作期間也去過很多

酒店的下午茶會，但我始終覺得甜點還是和書、和音樂最匹配。想像一下，一個人坐在窗前聽

一首屬於自己的音樂，偶爾吃一口甜點，是多麼的愜意呀！

左頁圖的音樂耳機牽引紅絲絨杯子蛋糕，就是我把腦海中的印象畫面搭配出來的效果。將

耳機放置在三分之一線上，像是人的腦袋一樣，延伸出來的耳機線，以對角線的方式鋪陳到甜

點重心點上。耳機線像是經過蛋糕甜蜜一樣，背景用了一種不搶鏡看著寧靜健康的綠色，感覺

又像是春天的復甦。這畫面裡的顏色有背景綠、耳機藍、甜點黃和用來點綴的絲絨碎的紅。雖

然顏色鮮艷，但是你也不會覺得特別凌亂突兀，因為有三原色的色彩融合。再配合頂部的順光

俯拍，挪移一點點燈位，拉出一點陰影，可以讓畫面更加立體豐滿。一張音樂下午茶的海報就

完成了。

上圖是為餐廳拍攝的一張食材的組合圖，所謂組合，是指魚肉與蔬菜的創意組合。掰好一

塊大小正合適的青花菜偽裝成魚頭，燈光從右上方打下來，青花菜在光線的作用下產生一個陰

影區域。這張照片的重點在於蔬菜和魚搭配的創意和色彩的搭配。選擇綠色背景就是想與青花

菜同色，並且和魚的顏色形成補色，產生奇妙的視覺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