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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哲維（郭大爛），DU攝影家，職業婚禮攝影師，擅長紀實攝影，捕捉細膩

的人性，且擁有多本攝影譯著，其作品曾被刊登在 Taipei Times，經常受邀到靜

宜、東海、中山醫、彰中、實踐、中正、台大醫學院、台積電、趨勢科技、DELL、

艾克爾公司、資策會等舉辦攝影講座。其攝影鑽研領域從符號學跨足到語言分析、

認知神經科學。在課程中大爛老師所撒下的知識網，一定可以幫助學生重新理解

攝影創作。

老師個人網站：雙魚的海邊                        

譯著：

數位風景攝影實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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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on School攝影美學教師

教授視覺演化，視覺心理學，符號學，影像修辭，認知神經科學

2002中華民國攝影金像獎報導攝影類銀牌

2011榮獲新娘物語年度最佳 20攝影師

2011獲苗栗社區大學優良課程學術組優等獎

2012彰化師範大學攝影社指導教師

http://dupisces.com.tw/


攝影美學的第一堂課 2017 年新版

教材編寫／DU攝影家 郭哲維

好照片五重奏

器材、光線、構圖、時機、呈現

▲ 網路上侯硐的照片都是貓的特寫，因此我決定去看看有沒有其它值得觀察的點。當我到了那

個地方，我發現當地的狗幾乎都被拴著，或被關在磚牆裡。侯硐狗的生活狀態與心理狀態變成一

個切入的角度。圖中一對情侶蹲在地上正要拍攝貓咪，左方卻竄出一隻狗想一起玩。

「一隻豹之所以演化為一個成功的生存機器，

不是因為牠有強而有力的腿肌，也不是因為牠有鋒

利的爪牙，而是因為剛好這些有利於生存的基因同

時在一個生物體上出現。」

英國演化生物學家，Richard Dawkins



好的基因單獨出現是沒有用的。這套課程要傳達的就是這樣的概念，雖然我

們學習攝影時有很多角度必須切入，但一張好照片實際上需要各種有利因素的同

時出現。我們可以把所謂「成功的照片」當作是一套基因組的生存鬥爭，如此更

能洽當地理解特殊的「攝影風格」為何被大量複製，如何廣為流傳。

修習這堂課，你需要暫時「放開」過往你對攝影的印象，因為迎面而來的，

是人類累積一個世紀以來的視覺知識，緊握雙手的人將無法迎接它。

有的攝影人把拍照當興趣、對影像無所要求；有的攝影人對自己的影像卻積

極要求。一般坊間的攝影課程僅止於光圈快門，或是閃燈與後製的教學，因此一

旦你的攝影學習之路上遇到瓶頸，就鮮少能有深入的教學資源能助你解開心中的

疑惑。如果你正在尋找什麼樣的課程可以拋開技術面，並給你深層的思考工具，

大爛老師的攝影美學精研班就是最好的機會。本課程以「問題導向」為軸，以跨

學科知識、大量視覺圖片為輔，論證各類攝影美學問題。



課程大網

第一章 什麼是美？

為什麼人們會對大眾攝影題材感興趣？

關於大家都能認同的美，與少數人認同的美有何不同？

語言學上對於什麼是美有何見解？（維根斯坦）

科學上對於什麼是美有何見解？（荷蘭德芙科技大學）

延伸

http://nhuir.nhu.edu.tw:8085/ir/retrieve/5638/4012001901.pdf

http://studiolab.ide.tudelft.nl/studiolab/hekkert/

攝影需要學習嗎？

大自然是什麼時候都很美嗎？

攝影是為了美而存在的嗎？

第二章 從大眾攝影網站借鏡

脫去美感的外衣之後，照片還能還剩下什麼？

實際觀察：台灣各大攝影網站所提供的攝影課程有何不同？

台灣大眾人像攝影：二十年前與二十年後



第三章 談光線，先從閃燈說起

現場光＝真實與自然？

為什麼我們需要光線？

閃燈是為了把主體打亮嗎？（談輪廓）

實務觀察：堅持不打閃燈的婚禮攝影師作品觀察

主體建立的方式：反差在哪裡，主體就在哪裡

了解光影（了解平面影像中的光影如何影響觀者的視覺認知）

等待光影（選擇一天之中較適當的時機來拍攝特殊場景）

創造光影（當等待無用時，就該起而行對光線進行改造）

第四章 器材與細節

相機寬容度是怎麼來的？

為什麼我們需要   與黑卡？

    與    解析度有何差別？

第五章 器材的真正精神：一切都是為了修辭



談焦段與影像修辭

再談光圈與影像修辭

為什麼需要構圖？（訊息量的給予）

焦段與構圖之間的關係為何？（前後景比例大小）

主要主體與次要主體如何設置？

第六章 再談光線：攝影圖像的立體感從何而來？

線條透視、大氣透視、景深，還有呢？

第七章 影像敘事的法則：三個層次

如何用影像敘事（四種方法）

如何用影像表達情緒（內容物與基底）

如何在照片中使用隱喻（符號學）

關於呈現：照片上下文的編排對觀者解讀之影響

          的作品『小世界』

觀念攝影

王慶松的大型擺拍

生活中如何應用這些技巧？

→                                                               

→                                                               

尾聲

《柯錫杰攝影美學》這樣寫著：「看一個人的照片，就知道他的心有多大。

透過一張小小的照片，我們可以看到攝影家背後的精神。」

英國美學家               在《美學與攝影》中如此寫道：「感覺與情緒常

常伴隨藝術作品而產生，我們的社會環境背境，影響了我們對藝術作品的部分反

應。而觀眾的經驗、理解、品位，也部分地影響藝術家作品表現的內容。



一般人或許很難看得出來，這兩段話同樣是在講「觀眾對影像的審美經驗」。

但前者是唯心論（有點像是我說了算），而且還企圖評斷攝影者的人格。後者則

真正抓住了美學研究的主題：觀眾 藝術品 藝術家三者之間如何影響。

也就是說，前者是偽美學，後者才是真美學。

外國美學書籍，絕不會出現「攝影者的態度才是重點，攝影者的心有多大，

他的影像深度就有多大」之類謬誤的話語。

台灣攝影師以「美學」之名著述甚多，但是鮮有認真而嚴肅的研究，充斥書

籍市場的多半是攝影師個人的心得，或似是而非的武斷言論。

談攝影美學實際上就像是在和當代的意識型態戰鬥，你必須先把一些深植人

心的謬誤語言都洗刷乾淨之後，那真正澄明的架構才會漸漸浮現。■



攝影美學的第二堂課 2017 年新版

教師／DU攝影家 郭哲維

攝影語言，如何語言？

符號學分析與各種影像譬喻法的使用

適合攝齡 2到 4年，已經能夠順利掌握構圖者。

攝影人功力高下的分水嶺不在於他拍攝了多久，

或是他用不用底片機，

而是他對影像語言了解多少，對影像的控制有多全面。

課程介紹：

我們需要一種科學、系統化的攝影理論，而不是自彈自唱的攝影散文。一般

人對攝影理論的誤會，就在於他們並沒有真正接觸過「好的理論」。一個好的理

論可以預測，可以實證，並且真正解決你手邊的問題。這堂課要說的就是這樣一

種東西，一種建立在語言學上的攝影理論。



第一段 第二堂課開始前要探討的事

1. 理論的目的。

2. 我們需要攝影理論？

3. 觀察從 1988 年到 2010 年之間的台灣大眾人像攝影作品。

4. 誰需要攝影理論？

5. 攝影理論是什麼？（技術，符號，語言，完形心理，認知心理，認知神經）

6. 相關視覺知識如何被排斥？為何被排斥？

第二段 符號學

1. 關鍵字：能指與所指，差異，橫組合與縱聚合，以一表全體，以局部表全體

2. 語言的意義是怎麼產生？

3. Sassure：「意義在差異中呈現。」Wittgenstein：「意義在使用中呈現。」

4. 隱喻與換喻（轉喻）的結構---俄國語言學家對失語症腦傷病患的觀察。

隱喻的結構──相似關係

換喻的結構──相關關係

5. 鯨向海的詩作觀察+夏宇的詩作觀察：擁抱

6. 觀察使用隱喻（相似）作品 + 觀察使用換喻（相關）作品



第三段 羅蘭巴特針對攝影所寫的符號學

1. 【明室】只有兩個重點：知面刺點，此曾在。知面與刺點其實是從 Jacobson 那學

來的。

2. 【攝影的訊息】

a. 攝影的能指所指關係不用轉換---以許哲瑜的【所在】為例

b. 攝影是非編碼訊息與編碼訊息共存

c. 編碼訊息建立在非編碼訊息之上---觀察作品

（縮小預設的觀眾範圍）

3. 【神話學】能指所指的雙重結構

a. 廣告圖像的三種訊息：語言，編碼，非編碼

b. 技術越精良的傳播，越能掩飾表象下的動機

c. 隱藏在表象下的意義為何難以分析

實務觀察：媚登峰廣告。鑽石廣告。衛生棉廣告。(中場休息)

第四段 攝影訊息總是要讓所有人了解嗎

1. 消費性訊息與藝術圖像的訴求不同

2. 觀察大陸攝影家邱志杰作品

第五段 大陸攝影文論家藏策

1. 紀實攝影的「提喻論」與「超隱喻」

2. 「提喻」其實就相當於心理學上的「表徵」

3. 「超隱喻」指沒理由的來源

第六段 掌握了隱喻、轉喻，那諷喻呢？（文學中對諷喻的運作方式還多有爭議）

1. Matt Stuart

2. 王慶松

3. 其它作品觀察

第七段 台灣的攝影理論如何理論？（真是太神奇了傑克）

觀察：冷靜的暗房，台灣當代攝影新潮流，灰色的隱喻，銀鹽熱，攝影不是藝術。

http://dupisces.com.tw/showcar1.asp?id=280


談攝影是否真實時，容易陷入的誤區

大眾的愚昧在媒體宣傳下經常展現出來，也就是說總有人會天真地以為照片

所呈現的訊息就是事件的「唯一解釋」，但完全沒想過圖編可以挑選片段。我們

拍攝時可以只挑想看的拍，挑片時可以只挑想讓人家看的圖。觀眾接收到的訊息，

永遠是攝影人「吃剩的」。我們不只在使用照片時經常呈現過濾的訊息，事實上

不管是講話還是書寫，我們都在思考著要和對方分享哪一部份訊息。

這問題很重要，因為攝影人老是會問「攝影是不是真實的」、「攝影是不是

客觀的」，其實這些問法都只是混淆了「主詞」。我們要先記得攝影的工具定義：

攝影是利用工具紀錄光波（電磁波）資訊。就其紀錄光波資訊的層面來看，根本

沒有什麼主觀的問題，一切都是純客觀的，例如你胸腔的 光照片，就是你的

胸腔，沒有第二種解釋了；或者我拍一個星系的紅移，你拍出來也會是一模一樣

的紅移，這些都沒有主觀成分的問題。剛剛說是混淆了「主詞」，因為實際上問

題應該是：「攝影人是不是客觀的？」，而不是問「攝影」是不是客觀的。闡釋

與認知是人的問題，而不是攝影本身的問題。

至於「攝影是不是真實的」這問題要分兩層面看。如果是單純就其光波資訊

而言，攝影影像當然是真實的，例如你腦瘤的   造影，或者你老婆肚子的超音

波，這些當然是忠實呈現。唯一會出問題的，是我們對事件的闡釋與認知（譬如

對超音波圖像的解讀）。如大陸理論學者藏策所說：（紀錄）攝影是「提喻」的，

即以一表全體的。當我們強調「決定性的瞬間」時，我們實際上就是強調「要用

一張照片定江山」的意思。既然是擷取片斷，那必然就只呈現「部分事實」，然

而只呈現部分事實，並不一定等於誠實。有一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牛奶商對雇員說：「看到我在做什麼嗎？」

「您在把水倒進牛奶裡。」雇員說。

「不，不，我是在把牛奶倒進水裡；如果有人問你我是否把水倒進牛奶裡，

你要如實回答說沒有。」牛奶商說。

不誠實不一定就是說謊，有人為了替自己開脫，只會講部分事實，或只是替

自己的行為換個好聽點的說法，這些做法也都離誠實有段距離。話說回來，人憑

一己之力都尚且無法認知到事情的全貌，我們又能對一張照片要求多少呢？█



攝影美學的第三堂課 2017 年新版

教師／DU攝影家 郭哲維

視覺研究怎麼幫助你攝影？

視覺心理學、認知神經科學、視覺演化、

攝影風格的起源

適合攝齡 4到 6年，攝影已經遊刃有餘，想積極了解視覺運作原理者。

課程介紹：

第三堂美學課已經進入了純求知的領域，或許很多人會有疑問：「視覺研究

和攝影有什麼關係呢？」但是大腦的運作是這樣的，當你改變對一項事物的認知，

你腦子裡對這事物處理的態度與方法就不同了。最後一堂課希望大家能將前兩堂

課的態度整合起來，我們將從現代科學所累積的知識中，重新思考「視覺」這項

演化上的奇蹟。



課程大網：

五大成相技術與人類文明

1.大型望遠鏡＋光譜＋化學，促成宇宙大霹靂生成理論。

2.顯微鏡加速生物學的進展。

3. X光繞射成相技術促成 DNA 雙股結構之發現。

4.量子力學＋穿隧電子掃描儀，使人類可以細看到原子排列。

5. X光與MRI使醫學得以使用非侵入性方式對人體進行檢視。

6. 攝影的操作性定義：使用工具截取光波（電磁波）資訊，將其記錄在特定載

體上。

從藝術史看人類的視覺如何運用表徵

1. 為什麼埃及人不用透視法？

2. 為什麼米羅的擲鐵餅者與現實世界動作不符？

3. 為什麼關於賽馬的油畫會畫出馬匹不可能做出的奔跑動作？

由認知神經科學與心理學對視覺之研究可知：

1. 若物體以極快速度移動，視網膜雖有接收訊號，但大腦將無法辨識。

2. 使用 1/500秒閃爍一個字詞時，受試者將無法辨認該字詞。

3. 人類對速移物體只獲取少量訊息，故高速攝影的「揭露」會使人腦感到奇觀。

4. 畫家與雕刻家在描繪類似的瞬間動作時，依照的摹本是心理表徵。

5. 攝影家在使用表徵時，卻是從取自現實世界中的影像進行「挑選」。

6. 表徵＝局部表全體＝決定性的瞬間（布列松）＝最具符碼化的瞬間（藏策）

7. 大腦閱讀圖像時，總是先注意反差最大的地方。

8. 大腦閱讀圖像時，總是以「能迅速辨識主體輪廓」為原則。

9. 大腦閱讀圖像時，即便只有很少的細節，也能以輪廓辨識出物體。（漫畫）



完形心理學（人類早期嘗試研究視覺所產生的學說）

1. 人類視覺不光只是對外部訊息之接收，腦部還會主動進行組織。

2. 圖與地（注意力研究）。

3. 群化（相似或接近的物件會被看做是一個整體）。

4. 部分之和不等於整體（吳嘉寶）。

認知神經科學（視覺研究最前沿的科學）關於視覺的主要命題：

1. 大腦會對視覺進行「由上而下」的加工（自動化知覺處理）。

2. 目前已知視覺皮質分為 32區，每區分別處理顏色、形狀、運動等訊息。

3. 視覺辨識系統受損的腦傷病患將無法辨識現實世界中各種物體。

4. 大腦會拿過往的經驗用來解釋眼前的視覺訊息，因而帶有偏見。

5. 偏見的好處是可以迅速辨識物體，代價是大腦可能看錯。

6. 以「旋轉女人」為例，觀察腦部對視覺如何做出強制性解釋。

7. 與生存攸關的視覺訊息，不必通過正常的辨識系統，就會立即引發大腦的反

應。

再談意義

1. 2000年諾貝爾生理醫得主肯戴爾→陳述性記憶與非陳述性記憶

2. 美國神經科學家李竇→情緒性記憶

3. 非陳述性記憶，包含程序式記憶，使大腦自動執行各種運動。

4. 關於「駕輕就熟」的運動，會記錄在腦部的殼核。

5. 爬樓梯，騎腳踏車，或相機的熟練操作，都是利用這種無意識記憶。

6. 「意義」是陳述性記憶與情緒性記憶的結合。（house→home）
7. 情緒事實上是生理狀態的改變，再經由大腦對解讀該生理狀態的結果。

8. 情緒性記憶登錄在海馬回中，由海馬回寫入大腦皮質。

9. 攝影若只談個人意義會難以傳播。



從鏡像神經元看人類揣摩他人心智的能力

1. 鏡像神經元是人類因應社交行為演化而來的機制。

2. 大腦不必真的執行某項動作，只須在模擬即可感知該動作的可能結果。

3. 大腦只需看到他人被虐殺，即可感受到情緒所帶來的生理改變。

4. 好的攝影者會具備推敲該影像對他人意義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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