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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後的落葉生根

攝影鏡頭下的紐約
Returning home After Traveling

New York under the Lens of Camera
吳依純
Yi-Chun WU
Lois Greenfield Photography Studio 新進攝影師

身為一個攝影師Ă一個旅人Ă都在樂此不疲的
尋找Ă生活的連結ă驚奇ă敬意與真誠Ą好友都描述
我Ă像是個吉普賽女郎Ă到處飄蕩居無定所Ă個性中
那分不安於室Ă喜愛追逐自由空氣與不受限制的思想
空間Ă讓我結合旅遊及攝影Ą期許自己藉由攝影Ă去
傳達生活的喜怒哀樂及多元文化的生活智慧Ą

1999「旅人」攝影：以誠懇的姿態去興起
依稀記得第一次當旅人Ă踏上Ķ紐約ķ這塊
土地Ă我隨即愛上這裡的這種Ķ自由自在ă無拘無
束ķĂ也因此認識了我的第一任男友Ą之後Ă我每隔
半年來到這裡尋求遠距離愛情的慰藉Ă另外六個月在
台灣的生活Ă彷彿只為了等待而依存著Ą這樣的情形
延續了四年Ă第一任男友在遠渡重洋的電話裡宣告分
手Ą卻也因此Ă讓我和紐約結下不解之緣Ą
在紐約Ă與其他地方不同Ă很多不一樣的文化
會不斷的在眼前上演Ą不一樣的人種ă 各式不一的
階級ă不同個性的人Ă似乎都有各自可以發揮的舞台
空間Ą文化的多樣貌與種族的多元性Ă讓紐約深深吸
引著我Ą這裡Ă隨時在街頭上演著兼容並蓄ă有容乃
大Ă在在證明了何謂超級民族大熔爐ĉ想在世界上找
比紐約更多的雜燴人種嗎ĉ找不著了吧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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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學人」攝影：在規律的生活中去尋找
五年前的遠距離戀愛Ă讓我身心俱疲Ą雖然Ă景
物依舊的都會ă人事全非的戀情Ă讓我受盡煎熬Ă但
是Ă憑著Ķ在哪裡跌倒就得在哪裡站起來的信念ķĂ
我仍依照原訂計畫到紐約攻讀碩士學位Ą選擇到紐約

϶̇ç ౖѣ˭̱ڄçӍ৹ʄࡴॐЃçϚ
צۮঞ߽Ϗڄൡʆੇٗୣă,R[YNOTMĄڄཔ௯
ʕçՙყቃڄۮϙᛆᅕᎼ˃आéϚ=UUJYOJK
ɾϙᛆওçᙄڄຈႩ̱ׄѣնçψइಞ༈
Ϛ߳ଉϙᛆ˃ͤܗڄआʆԽʕéă࿌Ą

來留學Ă 雖花比別人更多的生活費Ă在學校課業之
餘Ă 我一如往昔隨身帶著相機Ă企圖去尋找拍攝紐約
多元文化的不同面貌Ą藉由不斷的思考及嘗試不同的
拍攝角度Ă發覺生活的潛能及存在的驚喜Ă更藉此自
我療傷Ă等待傷口的癒合Ą
雖然我每天必須穿梭在碩士班課業與圖書館苦讀
之間Ă所剩下的時間寥寥無幾Ą慢跑的路途中Ă搭乘
地鐵與公車之間ć轉場於學校ă工作ă公寓之間Ă都
是我拿著相機捕捉生活精采事物的絕佳時刻Ą即使只
是在街頭閒晃Ă季節的更迭述說著紐約的各種故事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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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可以這麼多樣化Ă 端看觀賞者怎麼去觀看
它詮釋它Ă 換個角度Ă 心境也跟著轉變Ą就像每部
觸動人心的電影一樣Ă 希望我也能藉由自己的攝影照
片Ă 讓觀賞者 也能與我分享發現生活及生命的真與
美Ċ

2007「戀人」攝影：在一眼的瞬間去捕捉
在紐約生活的好處Ă便是隨時隨處都有觀賞不
盡的表演活動Ą因為在攝影工作室任職的緣故Ă加上
因緣際會之下Ă工作室的經理Jack DeasoĂ介紹我去
ĶDance Theater Workshopķ拍攝舞蹈節目的排演Ą
對於平常就用相機來寫日記的我來說Ă能夠一邊Ķ觀
賞ķ表演Ă還可以一邊Ķ攝影ķ舞蹈Ă還有什麼比這
更能深層體驗紐約的華美與獨特Ċ
在開始舞蹈攝影的初期Ă我聚精會神觀察表演ă
屏息Ă等待瞬間Ă隨著舞者身體的律動Ă即時按下快
圖

門Ă捕捉一剎那的永恆Ą

05;84'25,'+9:.+:/)+*;)':/5445

ᓮ༽ᖆ
,UI[Y/YY[K

圖

϶̇çɾᆟϚ*GTIK:NKGZKX=UXQYNUVႫᒵ
ᄶਖʳѕҐçઠຖ̕۸͙͏ݵɾᚑθψటѕڄႫᇫ
ė๘ڄገദĘă,XKYN :XGIQ ĄçႫᒵݵ࠱̟ࣅ˖ڄ
ʄӦϠ๘නڄႫᒵࣁЉᛎᏃԴڄጅéтႫ
ڷڄږશႩڙᝂለڷཥçӍਁéă࿌Ą

圖

ઠݵϚ϶̇*ڄGTIK:NKGZKX=UXQYNUV
ႫᒵᄶਖʳѕҐؔڄéݵӍ୶ɾЎϚႫ
ᒵူइනʈౄؔçᚑటѕڄႫᒵࣁ1UZG
?GSG`GQOăͣᘃĄʛϚઠߟ̕ˀé1UZG݃మื
ઠຖ̕çϚᅮદӍψำ˃ʓç̧·ઠຖ̕ѕዱ
ᚑႫᇫܬ࠱̟ڄ෭ຖçႫᇫϏė8/9+  859+ Ę
ăཕᚿêپၚĄéă࿌Ą



舞蹈攝影也有馬拉松
在攝影師Lois Greenfield的介紹下接下了2007年
Ķ酷吧Ċ紐約舞蹈藝術節ķĞCool New York DANCE
Festivalğ專案攝影師的工作Ă開始為期兩週的舞蹈攝
影馬拉松Ą這段時間Ă我一共替大約50間不同舞蹈公
司接案Ă每個舞碼表演兩次ă每次約10-15分鐘Ą對我
來說Ă這真是壓力密集ă負荷沈重的攝影任務Ą
剛開始Ă我只是一股腦兒的用相機去捕捉每個舞
蹈作品的編舞精髓Ă一段時間之後Ă我則把焦點專注

在透過攝影Ă去探索舞者的動作及舞動過程中所喚起
的細微情感Ă有何種敘述的內涵ĉ再透過我的直覺去
預測動作Ă並在看到想捕捉的瞬間之前Ă按下快門拍
攝Ċ因為Ă若等到看到畫面時Ă通常已錯過拍攝的最
佳時間點Ą
拍攝過程中Ă必須學習時時去預測可能會發生的
有趣畫面Ă但往往無法真正知道實際捕捉到的影像Ą
直到中場休息或表演結束後Ă才有機會確認剛剛所捕
捉到的瞬間Ą舞蹈表演拍攝是一種挑戰拍攝人的視覺
所無法捕捉到的剎那Ą旁人可以看到我在拍照的身
影Ă但是直到親眼看到照片之前Ă沒人真正知道我正
拍攝到的畫面Ą
我們的頭腦無法停止的流逝時間Ă我們也無法看
到靜止的肢體影像ĀĀ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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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間凍結舞者的能量
很多人認為Ă 在舞蹈攝影中Ă只能捕捉最高潮
的一瞬間Ą但從我拍攝的經驗中Ă發現更有趣的瞬間
常潛藏在最高潮一瞬間的之前或之後的一剎那Ċ這瞬
間的舞者的動作模稜兩可Ă可以是跳躍的一刻Ă也可

̇϶ ݵç 3USO^ *GTIK )USVGT_ 
̳ڄႫᇫė˭ᝂཡмĘă5XHOZ Ąéࣁ˙͌ώգ̣
̭ျॐӑࡘतڄႫᒵၳéӍቆӉۃܾգࣉΕ
ᚙؠႫᒵڏึ˷ڄçᑆڏमϾʄႫڄږඹé
ă࿌ğ

是下降的瞬間Ă這個發現Ă更激勵我得透過自己的視
角Ă 去預測ă去揣摩Ă尋求創造有趣的剎那永恆Ă而
非只是純粹記錄舞蹈Ą
在紐約Ă這種藉由攝影來傳達表現出藝術的體
驗Ă對於身為Ķ舞蹈攝影師ķ的我來說Ă是很不一樣
的 思考模式轉換Ă極具挑戰性Ą與這些舞蹈家互動
的過程中Ă我發現許多舞者皆相當執著努力Ă透過他
們的肢體來呈現如何與觀眾溝通Ą他們以無畏的心ă
堅定的毅力來為舞蹈奉獻Ă即使酬勞微薄或是甚至免
費Ą他們表現出的堅強與熱忱Ă常深深感動著我Ă儘
管是細小的姿態動作Ă也都再三吐露出舞者的心情Ą
這種熱情都會催促著我盡心拍攝Ă盡情捕捉舞者的身
體藝術與精神Ą
也因此Ă我常期許自己Ă用舞蹈攝影Ă去傳遞舞

圖

者的力與美Ă和對藝術的期望與執著Ċ
黑暗中的漫舞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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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舞者肢體的藝術精髓ă表達舞者與舞蹈之
間的感動Ă是身為舞蹈攝影師的工作Ą用1/250 秒的
瞬間Ă將激烈的現代舞蹈Ă定格成優雅的陳述Ă畫面
記錄肉眼無法捕捉的影像Ă使稍縱即逝的剎那成為永
恆的作品Ă把切割動作的連續性Ă產生無法理喻的
超現實畫面Ą舞蹈表演現場及排練時的舞台燈光Ă主

要都是依觀眾的肉眼來設計Ă所以大半的時間不容易
讓攝影師拍照Ă特別是不足夠的光源Ă因為相機無法
看到Ă便無法捕捉畫面Ą所以Ă無法掌控舞台上瞬息
轉換的燈光變化Ă只能憑著直覺去感應Ą這種令人沮
喪的拍攝狀況Ă層出不窮Ă但狀況來了Ă便只能咬著
牙Ă接下一次次的挑戰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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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情人įĞSliding Doors , 1998ğ所說的ĈĶ生命都
有其雙面意義Ă也許當下的決定會影響不同的人生Ă
到了結局便會殊途同歸ĄķĞThere are two sides of
life, one moment decision led to different life procedures.
At the endĂ it might merge together or end the same
way.ğĄ然而Ă人生的旅程就是因為這樣的歷程而令
人玩味ă充滿喜樂Ă甚至傷心難過Ą今年年初Ă經由
Lois和Jack的介紹Ă紐約相當知名的舞蹈公司Ķ帕森
舞團ķĞParsons Danceğ不僅請我拍照Ă更使用我拍
攝的照片來做為新聞稿Ă這是第一次我的作品登上了
紐約著名的Į村聲週報įĞVillage Voice ğĄ
϶̇çיಷႫ࿋ڄႫᇫė4'9)/3+4:5
45<5 ĘçЉڄႫߡږ৹գݵϨЏڄమ࣬Ⴉޥ
ʍéă࿌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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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際遇的不可測
自從數位相機的普遍Ă 人手一台相機Ă讓拍照似
乎變得很容易Ă大家都在學習相同的視覺語言Ă喜歡

圖

拍某些固定的主題Ă也常常拍出雷同的照片Ą雖然Ă
曾期許自己成為像國家地理雜誌的攝影師作旅遊報導

最近Ă我遇見台灣國際知名的舞蹈家許芳宜Ă並

攝影Ă從以往單純的街頭攝影Ă到現在專職成為舞蹈

為她拍攝Ą如同其他舞者Ă許芳宜的舞蹈充滿了古典

攝影Ą改變的是Ă相片的內容物ć不變的是Ă享受拍

優雅與熱情充沛Ă她為人更是謙虛甜美Ą那天Ă她來

照的過程Ą

我們的工作室拍攝照片Ă許芳宜跳脫了舞蹈一般編舞

Just do itĊ萬物事件的發展皆有其安排Ă當你準
備好了Ă能量自然會向你聚集Ą就如同那部電影Į雙



的限制Ă更與攝影師 Lois嘗試任何攝影與肢體表達可
能性Ă舞蹈大師風範Ă果然讓人嘆服Ą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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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Lois對我這個Ă英語不流暢又沒工作經驗的黃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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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臨時小助手Ă並不看好Ą異鄉打拼Ă挫折不斷Ă不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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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多次遲疑Ĉ回到家人身邊Ă還是繼續追逐美夢ĉ但
堅持ă努力Ă加上經理 Jack的協助和老闆逐漸的肯
定Ă美夢似乎不再遙不可及Ą

電影裡的生命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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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紐約相識ă相知ă相惜已經十年Ă一開始的我

在這平凡世界Ă我們需要的不見得是英雄ă偉

只是個固定探訪的旅人Ă瘋狂的愛上紐約Ą經過一連

人Ă而是這種真真切切ă實實在在Ă不忠於世俗Ă卻

串的自我搜尋Ă大多數的時刻Ă必須面對一人孤寂Ă

忠於良心的人Ą每次在我評斷人事物前Ă都會想到我

有時候又感到寂寞失落Ą這也讓我Ă更積極尋找自己

曾拍攝過的舞者們Ă他們教導了我許多Ă他們啟發我

的伸展台Ă一時回首Ă赫然發現Ă其實我並不是一個

用Ķ眼 ķ看ă用Ķ 心 ķ看Ă當我觀看心靈最微妙的

人Ă這一路上Ă不管是新歡或老友都會一直在身旁扶

地方Ă更因此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Ą

持我Ċ好比是Į托斯卡尼豔陽下įĞUnder the Tuscan

從Ķ旅人ķ的固定拜訪Ă到Ķ學人ķ的生活經

Sun, 2003ğ電影海報所寫的ĈĶ人生中有無數次的轉
機Ă她決定把握這一次ĀĀķ抓住機會往往會讓人充

營Ă至今與紐約成為Ķ戀人ķ的親屬關係Ą這十年

滿愉悅與驚喜的Ă all you have to do is to take one.

來Ă在紐約經歷人生的讚嘆狂喜ă失戀痛楚ă結婚生
根Ă我和紐約的故事還會源源不絕的寫下去ĀĀ

像Į料理鼠王įĞRatatouille , 2006ğ中的老鼠主
角小米Ă你可以想像Ă當一隻老鼠在巴黎頂尖餐廳想

ʹ́࿌̕ᅬíѹ՜ঝḉϪዱíܿဝé

斬露頭角Ă是一件多麼困難又危險的事Ċ猶如乍到人
生地不熟的紐約Ă又想和當地的頂尖攝影工作者爭一
席之地的我Ă是多麼惶恐不安Ą初進攝影工作室時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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