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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專業，是力量的根源 
 

 
和文字記者一樣， 

攝影記者的專業， 

便是去完成新聞記者的報導使命， 

只不過，他所憑藉的力量主要來自影像。 

 

∼摘自 Chapnick (1994) 

 

研究「專業」(Professionalism)的學者Beam曾經說過，「專業，是權力的象

徵」。台灣攝影記者的弱勢，或許正可以反映出攝影記者力量尚未凝聚、專業地

位尚未建立。攝影記者想要走出弱勢的處境，唯有朝「專業」的方向努力，才有

可能找回自己的力量，打造屬於台灣攝影記者的光榮歷史。 

 

「專業」是一個相當古老的概念。它象徵著在某一種職業領域中擁有絕對

的權力（POWER）。以傳統的四大專業：神學、法律、教育和醫學為例，神學

在基督教社會中可以左右人一生的信仰，法律在民主社會中可以判定人們的生

死，教育在工業社會中可以影響國族的百年興亡，醫學在科技世代中更可以影響

人類生命的存續。各種專業在不同的時代背景，都擁有絕對的影響力。 

 

而攝影記者作為一種專業，它的影響力在哪裡？不可否認的，打開報紙、

雜誌，它滿足了讀者每天「看」的慾望，也可能增加了報紙的銷售量；不過，攝

影記者能做的、新聞影像能展現的，可不僅止於此。 

 

 

學者口中的專業 
 

美國著名圖片編輯 Chapnick在其著作中談到：「和文字記者一樣，攝影記

者的專業，便是去完成新聞記者的報導使命，只不過，他所憑藉的力量主要來自

影像。」也就是說，基本上一名專業的攝影記者，除了影像上的專長之外，其他

應該具備的條件，和一名專業的新聞記者並沒有兩樣。攝影記者藉著影像，去傳

達他想讓讀者「讀到」、「看到」的重要意義，進而發揮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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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掌握龐大的權力之前，每種專業都有一段過程要經歷，以影像傳

佈知識和理念的攝影記者當然也不例外。美國學者 Wilensky曾經指出，專業必

須經歷五大歷程：必須成為全職工作的行業，必須有學校提供專業教育，必須有

專業組織，必須立法保障工作自主，必須有自律的倫理規範。國內學者羅文輝則

主張，專業應從專業知識、專業自主、專業承諾和專業責任去探討。 

 

綜合學者所提出的幾個面向：全職工作、專業知識、專業自主、專業組織

和專業倫理來看，攝影記者雖然是一項全職性的工作，專業的新聞攝影教育也在

慢慢建立，但是在專業知識、工作自主、專業組織和專業倫理方面，卻都還有很

長一段路要走。 

 

 

專業知識：攝影記者的基本功 
 

專業的概念裡有一個重要的元素，那就是專業知識，也就是建立一套龐大

的知識體系，用以解答這些專業領域裡頭可能碰到的問題。國內學者羅文輝在其

研究中便指出，這套龐大的知識體系，主要透過兩種管道，一種是接受固定形式

的教育，像是到大學裡唸書、定期接受專業訓練課程或是參加組織內所安排的在

職進修等等；另一種則是自我充實，自己參加一些研習、講座、課程或者是在職

進修訓練，當然也包括自己看書或者和同業討論等作法。 

 

這兩種管道，不管是正式教育還是自修，都是建立專業知識的好方法。所

謂「知識就是力量」，攝影記者想要邁向專業，專業知識是要先打下的根基。 

 

然而，攝影記者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專業知識呢？ 

 

用影像感動人 

 

路透社記者吳毅平強調，攝影記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用影像去說服別人、

感動別人，而不是只把自己定位在為媒體、為新聞拍照的人。對他來說，拍照有

兩個目的：一是希望讀者翻開報紙的時候，會先看到他的照片；二是讓讀者記得

他的照片。 

 

要達到這樣的目的，攝影記者得下一番功夫。備受同業肯定的資深攝影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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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林錫銘便指出，要能拍出好照片，除了事先蒐集資訊、瞭解新聞背景，也必須

要能夠抓住新聞的脈動，也就是要具備記者的敏銳度和判斷力；這其中有個要訣

就是：先求有，再求好，同時配合三「快」——「消息快、反應快、動作快」。

這些專業知識和技術，除了透過正式教育來訓練，也必須從現場經驗去磨練。 

 

年輕的攝影記者吳毅平則表示，除了注意基本構圖和光線，清楚傳達新聞

現場和照片意義之外，好的新聞照片也要能掌握氣氛、表現趣味。基本上好笑的

照片比較討喜；更重要的，要讓讀者看到他看不到的東西，也就是一種創意。比

如說，陳水扁或者候選人演講沒來的時候，你可能覺得沒東西拍，但是一個思考

敏銳的攝影記者可能會就現場演講台後的國父照，配合演講台前的麥克風，構圖

拍出「候選人沒來，國父說話」的創意觀點來。 

 

林少岩曾經說過，「拍照不是用你的相機，而是用你的腦」，不管用多昂

貴、對焦多快、多精準的相機，只有經過思考，用心呈現的照片，才是無價的。

攝影記者的老前輩姚琢奇也說道，在攝影技術愈來愈進步、愈來愈普遍的時代，

攝影記者要強調和凸顯的是「個人風格」和「新聞表現」！就好像人人會寫東西，

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寫出好新聞。 

 

過去，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的工作界線相當分明。文字記者按照規定，不

能自己拍照，也不能進入攝影記者的地盤—暗房；但是現在，文字記者一樣可以

帶著相機拍照，不僅不須自己沖洗，甚至可以透過數位影像直接發稿傳回報社。 

 

大陸學者劉軍在2002年就曾針對大陸的新聞照片做過統計。他指出，文字

記者拍攝、發表的照片數量大幅攀升，而且在許多時候，都有壓倒攝影記者之勢。

美國學者 Russial也指出，因為數位相機的普及大大降低了攝影的技術門檻，加

上報紙對圖片需求日益增加，讓許多的文字記者都紛紛拿起了相機，自己拍攝新

聞照片。 

 

這些變化對於攝影記者來說，都是新的挑戰。然而，數位相機雖然把攝影

變簡單了，但是受到鏡頭口徑和焦距、景深等因素的影響，在影像的表現力和報

導的題材上還是有很大的侷限。因此，相較於對攝影原理涉獵不深的文字記者，

攝影記者還是可以掌握自己專業知識上的優勢，用影像來感動人。 

 

不忘採訪與文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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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nick 也在其書中指出，攝影記者的專業知識，除了影像方面的專業，

也必須具備新聞方面的專業；換句話說，攝影記者除了要能拍出好照片，也必須

具備記者新聞判斷、新聞採訪和報導的能力。 

 

在政大新聞系教授新聞攝影相關課程的聯合報總編輯特別助理的溫禾就強

調，即便是攝影記者，新聞採訪能力和文字表達能力一樣不能偏廢；即使修辭能

力不好，最低的限度，也要有能力把新聞照片的意義清楚地藉由圖說表達出來。

攝影記者和文字記者一樣，都是記者的身份，只是使用的工具不同罷了。因此，

她總會鼓勵學生和線上的攝影記者，磨練自己的採訪和寫作能力。 

 

以她個人的經驗為例，政大新聞系畢業後，她的第一個工作是在中國時報

當攝影記者，主跑文教和靜態新聞。偶然的機會接下了採訪京劇名伶顧正秋的新

聞。不過，她負責的可不只攝影，採訪和寫稿也是她一手包辦。 

 

她從舞臺背後發掘了一些讀者在當時劇評中看不到的東西，像是排演、像

是妝扮和勒頭等，早上還到劇校去拍小孩子劈腿、對著大甕練嗓的過程。因為完

全是自己採訪、拍照、寫稿，所以不僅拍出來的照片吸引了讀者的目光，寫出來

的文字也能緊扣著照片中的每一幕景象，刻畫在讀者心中。 

 

回憶起過去採訪平劇和舞臺劇的工作，溫禾白晰清麗的臉龐上泛起了熱情

的光彩。「平劇的舞臺和臉譜，拍起來那種感覺好棒！」最初只是因為喜歡攝影、

因為對臉譜和舞臺的影像著了迷，她就這樣從台前拍到台後；也因為結合了影像

和文字來報導，成功地讓讀者對平劇有了深刻的認識！ 

 

溫禾強調，攝影記者如果拍照之外也能自己寫稿，便能依據自己所拍的照

片去尋找相關的文字資料，這時版面上的文字對影像來說，便是一種輔助，而不

是敵對的競爭關係。 

 

在國外，攝影記者叫做photojournalist，身份還是journalist（記者），只是在

前面加上photo，以影像作為工具的記者罷了，並不是photographer（攝影者）的

角色。在拍照的同時，攝影記者不該忘了自己記者的身份，而該從報導的角度，

多去思考自己在工作上扮演的是攝影師、攝影匠還是真正的攝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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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非保證，專業堅持最重要 

 

充實專業知識的目的，除了培養專業能力之外，就如同知名報人 Pulitzer說

過的，在於形成一種階級意識，瞭解並認同自己所應扮演的角色，這才是新聞人

員最重要的專業特質。 

 

儘管攝影記者的整體教育程度提升，網路的普及和媒體的開放，也使得各

種新聞攝影相關資訊的取得和流通更為容易，台灣的攝影記者卻仍然普遍缺乏這

種共同的階級意識，也少了自我充實和積極表現的動機。 

 

過去因為資訊管道有限，又沒有專業的學校教育，要成為專業的攝影記者，

得靠求知慾來驅策自己不斷地進步；但時代轉變，目前台灣地區攝影記者的教育

程度已大幅提昇。銘傳大學謝維哲的研究報告顯示，1996 年大臺北地區的攝影

記者，68.2％都是新聞傳播相關科系畢業，且學歷多在專科、大學和獨立學院之

間。 

 

此外，也有愈來愈多留學回來的新聞攝影或相關學科碩士，像是前《勁報》

副總編輯林少岩，聯合報總編輯特助溫禾、自由時報攝影組組長徐秀敏等人，都

在國內新聞崗位上實踐專業新聞攝影的理想。 

 

照理來說，教育和資訊的普及，應該能夠供給攝影記者更多專業成長上的

養份，但是，為什麼在報紙的新聞照片上，卻看不到攝影記者將其化為實質的表

現？其中關鍵，或許就在於攝影記者的用功不夠。 

 

就像聯合報資深攝影記者林錫銘所說的，攝影記者本身的教育背景，對新

聞攝影的專業來說並不一定是一種保證。有人沒有專業的教育背景，但是卻完全

按照新聞攝影的專業標準在工作；但是也有人學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他認為，個人對專業的堅持才是最重要的。 

 

林少岩便指出，國內外的新聞攝影比賽是考驗攝影記者專業，也是同業、

同好相互觀摩、學習的好機會，攝影記者更可藉此機會整理和反省自己的作品。                           

然而，攝影記者參與的意願和比率並不高；而網路上一些值得仔細觀摩、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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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攝影網站，攝影記者也不懂得利用。 

 

他表示，這一方面是因為攝影記者本身積極表現的動機不夠，對比賽不夠

重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攝影記者的外語能力普遍不足，如果沒有同事或組織

內部的規劃和協助，不要說報名國外新聞攝影比賽要詳細閱讀和填寫的一堆報名

資料，就連瀏覽國外新聞攝影網站、吸收外文資訊，對攝影記者來說，都是一項

艱鉅而沈重的功課。 

 

除了比賽，展覽、演講、研討會和座談會等，也都是攝影記者自我進修的

管道。中時攝影記者黃子明和美聯社攝影記者Jerome Favre都提到，由於國內報

社普遍不注重攝影記者的在職教育訓練，記者要讓自己進步，就必須私下多看照

片、多看書，多看展覽，多聽演講，多參加研討會。只可惜，這樣用功的攝影記

者並不多！ 

 

 

追求工作自主，展現專業堅持 
 

研究專業的學者 Wilensky和羅文輝都提到，新聞要成為專業，工作上必須

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也就是說，記者要成為專業，必須能主宰自己的工作，

不受機構主管或者組織外因素的不當影響或干預；攝影記者當然也不例外。 

 

儘管學者 Schramm和 Gillis在其研究中指出，和傳統的醫師、律師比起來，

新聞人員無法自行開業，必須受雇於媒體組織，也受制於政商勢力，因此專業自

主能力受到質疑；然而，如果以職業本身對人類生活的重要性來比較，新聞工作

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種專業。 

 

Bakewell和 Garnham在其《新祭司》（The New Priesthood）一書中，便暗喻

新聞媒體已取代宗教，成為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項需要。新聞照片在現在新聞

媒體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對於報紙上的新聞照片，讀者或許並未特別留意，但

是，大家一定很難想像，沒有照片的一份報紙會是什麼模樣？ 

 

新聞照片拍攝或處理不當，常會招致嚴重的禍害，像是 1997 年台灣白曉燕

綁架案，因為新聞媒體罔顧新聞倫理，搶獨家而不顧人質安全，甚至以英雄式的

仰角照片來呈現陳進興被捕的畫面，或者 1997年 8月英國戴安娜王妃為了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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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隊的追逐而車禍身亡，這些作法都引起各界對新聞專業的諸多批評，也讓人

對攝影記者的專業提出質疑。 

 

攝影記者是照片第一線的守門人 

 

攝影記者是照片第一線的守門人，從工作上的自主性來看，專業的攝影記者

應該有足夠的智慧和權力來決定什麼該拍、什麼不該拍；對於照片在報紙版面上

的呈現，也要有參與決定的權力。然而，在台灣媒體內部的環境裡，照片的呈現，

很多時候卻是由採訪主任、編輯、總編輯或者報老闆來決定，攝影記者本身參與

決策的意願和能力也不足。 

 

這種程度不一的「涉入」首先來自報社高層主管，或受編輯政策所左右。以

資深攝影記者林錫銘過去在中央日報的工作經驗為例，一張反對黨的街頭運動照

片拍出來，場面大、人多，看起很有氣勢；編輯卻會因為報社立場，把原本的好

照片裁切成一小塊，希望看起來不會那麼多人。然而，視覺作品的篇幅一旦被壓

縮，力量也完全被削弱了。可惜，攝影記者的意見經常不被尊重，也沒有適當的

管道可以溝通。 

 

記者本身的專業知識不足，也削弱了攝影記者的專業自主性。儘管報社目前

嘗試著在建立內部溝通的管道，要求攝影記者和圖片編輯一起討論和比報，《自

由時報》攝影組組長徐秀敏卻表示，相較於她在國外報社見到的情形，台灣的攝

影記者在溝通、意見回饋上都不夠熱烈。前《勁報》攝影組組長暨圖片編輯翁文

俊更指出，有些記者甚至帶回好幾卷的底片，卻不知道該用哪一張。這就是專業

知識不足，連帶地也影響到工作自主，必須依賴文字或圖片編輯來決定照片的選

擇和呈現。 

 

或許新聞是一種集體合作的產物，影像作為其中一項元素，很難獨立由攝影

記者或者報社裡的視覺工作者來運用，然而，攝影記者作為第一線新聞影像的把

關者，應有自己的專業依據和堅持，也應爭取參與決策討論的空間，來發揮專業

攝影記者的影響力。 

 

自己去找新聞 

 

攝影記者要提高工作上的自主性，相當重要的一點，就是自己去找新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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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讓別人牽著鼻子走。畢竟，掛著一個攝影「記者」的頭銜，攝影記者就應該具

有記者的能力；不然，就只會永遠淪為文字的附庸。 

 

林少岩指出，過去在報社的規劃裡頭，攝影記者總是跟著文字記者走，報社

主管也把攝影記者看成照相的，不會去理會這樣的情形。因此，一般攝影記者的

習性，常是被動消極地去接受東西，而不是主動地去參與、發表。要追求專業，

攝影記者必須打破這種被動的工作模式。 

 

由於攝影記者的工作模式，長久都處於被動地位，接受文字記者和圖片編輯

的稿單分配，工作時也想著如何達成長官指定的任務，因此，在拍攝時的工作模

式就缺乏自主性。久而久之，攝影記者完全依照文字新聞的模式去拍照，成為高

級的「證據工人」，卻無法自行發掘題材、獨立採訪，去構思、呈現好的影像專

題報導。 

 

目前任職於美國 Pittsburgh Post Gazette的攝影記者方秋湖就在「攝論」網站

上寫道，過去他在自由時報常常爭著跑大新聞，因為這樣比較容易見報。然而在

國外媒體工作多年後，他體會出，其實新聞無分大小，只是照片有好有壞。再小

再爛的新聞，只要用心，都可能拍出好照片。 

 

攝影記者該做的，不只是為新聞拍照，而是以照片來報導新聞；不該只是幸

運的歷史見證者，也該主動尋找不同的題材來拍攝。像是 1999年的 921大地震，

攝影記者除了以相機見證、紀錄歷史的傷痕時，是否也從自己的關注、從新聞的

觀點出發，思考如何以影像來感動讀者，點出整個事件的意義；像是美國現代人

文主義攝影大師 Sebastiao Salgado，長時間用影像帶領讀者去關注世界各地的移

民或孩童。 

 

不論社會或者媒體內部組織如何看待攝影記者，這種主動、積極的態度和

觀念，值得攝影記者在追求工作自主時好好去思考。 

 

 

健全專業組織，凝聚專業力量 
 

學者 Wilensky 也提到，專業發展歷程中，專業組織是重要的一環。專業組

織的設立，能夠保障成員的權益，同時也能集結眾人的力量，去推動專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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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影響力的攝影記者組織，當推美國的國家攝影記者協會（NPPA）。1947

年美國攝影記者成立了 NPPA（National Press Photographers Association，國家攝

影記者協會），並且在其《國家攝影記者雜誌》創刊號中，明言宣示「為長久以

來沈默的攝影記者發聲，拒絕當新聞第四權下，不得不承認卻一直被矮化的遺腹

子」。 

 

成立逾半個世紀以來，該協會不僅制訂了攝影記者應有的道德規範和倫理，

也幫攝影記者爭取了許多採訪的相關權益，像是早年爭取帶相機進入法庭，改善

與政府互動關係，以及今日攝影記者的保險專案等等。每年協會還針對各種不同

的主題，舉辦五個全國性的研討會。此外，NPPA也出版《新聞攝影月刊》和《新

聞攝影年鑑》等刊物、提供網路空間供攝影記者展示作品、舉辦新聞攝影比賽，

甚至提供豐富的圖書資源，供攝影記者、學者、學生和有興趣瞭解新聞攝影的人

運用，並成立網路工作銀行，反映攝影記者的市場需求，提供攝影記者就業管道。 

 

另一個世界聞名的跨國組織馬格蘭（Magnum Photos Inc.）通訊社，則是成立

於 1947年，透過尊重版權與自由創作精神，奠定了報導攝影的權威地位；發起

人包括羅伯．卡帕(Robert Capa)、布烈松(Henri Cartier-Bresson)、喬治．羅傑(George 

Roger)和大衛．西蒙(David Seymour)。這四人都是國際知名的報導攝影大師，致

力以影像傳達對人和土地的關注，五十多年來，馬格蘭已成了新聞攝影和報導攝

影界的「諾貝爾獎」；成為馬革蘭成員，也是攝影記者努力追求的一項榮譽。 

 

日本沒有全國性的攝影記者協會，但是卻有東京、大阪、九州、北海道、東

北、中部攝影記者協會，共六個攝影記者協會，會員共 1600多人，都是通訊社、

報社的攝影記者。平時除出版刊物外，也會舉辦相關的研討會和比賽。 

 

香港方面，也有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網站記載的會員人數近 90 人，由香港

十多家中、英文報社、雜誌、通訊社和自由攝影記者所組成。致力於提高香港新

聞攝影素質、增加會員間交流，保障攝影記者權益，同時也舉辦攝影比賽、推廣

新聞攝影，讓公眾加深對它的認識和理解。 

 

從國外的經驗看來，專業組織的設立，一方面可以保障並爭取攝影記者的權

益，另一方面更可以凝聚攝影記者的共識，結合大家的力量。只可惜台灣有關攝

影的大小學會不計其數，卻沒有一個真正的專業組織。聯誼性質的「臺北市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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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聯誼會」，1965年成立至今，會員雖然從數十人增加到 160餘人，但是功能

只限於協調新聞現場採訪時間、位置，以及舉辦年終摸彩活動，沒有刊物、沒有

會址，也未訂定任何攝影記者的自律規章，實在難以彰顯專業組織的功能！ 
 

而 1995年在台灣成立的「台灣新聞記者協會」，雖然在推動新聞專業上，

有了具體的作法，但是根據瞭解，攝影記者只佔總會員數 670人中的 23人，是

記協中的極少數，影響力有限，實在難以匯聚足夠力量，去推動新聞攝影的專業。 

 

因此，攝影記者自身應該成立一具有影響力的專業組織，一方面凝聚同業之

間的行動力，爭取、保障攝影記者的工作權益，一方面也可制訂倫理規範，提供

給攝影記者作為自律的依據。同時，專業組織也能藉由刊物和各種活動，加深攝

影記者本身和公眾對新聞攝影的理解，是當前攝影記者邁向專業路上的一項重要

里程。 

 

 

尊重專業倫理，樹立專業形象 
 

除了知識、自主和組織外，在追求專業表現的同時，道德操守對專業地位

也會有極大的影響。若以學者羅文輝所說的新聞專業倫理來看攝影記者的工作，

攝影記者在拍攝新聞照片時，應該避免因為自己的觀念或行為介入，而影響到拍

攝的角度或者最後呈現出來的真實。 

 

因此，以人為方式干預新聞事件發展，或者安排被攝者做某一動作的「安

排」或「導演」式照片，就攝影記者的專業責任來看，是絕對不允許的；而在處

理或呈現新聞照片時，更不能有竄改或者添加影像特效的作法，因為這嚴重違反

了新聞攝影的專業倫理，對新聞攝影求真、求實的精神，也會造成極大的傷害。 

 

不像醫師或律師等專業，在台灣，新聞攝影這一行，並未明文規定所謂的道

德規範，甚至連理念上的共識都沒有，所以攝影記者很難去譴責別家報刊罔顧新

聞攝影的專業倫理。 

 

但是國外對於新聞攝影就有比較嚴苛的標準，相對來說，也是一種尊重。美

聯社記者 Jerome Favre便說道，在美國的新聞學院裡頭，對於「安排」（set-up）

或作假的照片，要求是相當嚴格的。如果被抓到，便可能被學校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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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無法理解，為什麼「安排」的照片在我們本地新聞界如此盛行？演變到

最後的結果是：即使拍照的人不去安排，拍出來的照片也是別人安排好的場景。

比如說，華航的黑盒子找到了，攝影記者會要求相關單位人員把它從水中拿起讓

記者拍照，或者政治人物馬英九和李應元本來沒有握手，攝影記者卻要求、導演

這樣的畫面讓他們拍照，結果所有的攝影記者都照了這樣安排的畫面。 

 

而台灣日報副總編輯賴秀如更指出，民國 84年圓山飯店大火和民國 82年木

柵捷運失火，都傳出國內數一數二大報利用電腦「煽風」，把火勢放大的動作。

這些不為人知的小動作，對外行讀者而言，實質助益不大，對內行讀者而言，一

眼就知是假；結果嚴重傷害了新聞可信度與新聞記者的專業倫理。這些行為就國

外新聞攝影來講，都違背了新聞攝影的專業倫理，無法被理解和接受。 

 

而面對罹難者或受害者家屬傷心痛哭的畫面，公眾人物的隱私，或者名人

不小心出現的一些窘態，以及對於犯罪事件的嫌疑犯，恐怖暗殺或屍體的畫面，

攝影記者該不該去拍攝？台灣攝影記者也未從新聞倫理的考量上，去訂出具體的

工作規範。 

 

攝影記者在新聞現場衝鋒陷陣的時候，應該清楚地知道界線在哪裡，因為

在按下快門的同時，或許也決定了讀者和社會大眾眼中攝影記者的專業形象。對

於新聞攝影的專業倫理，台灣攝影記者應該給予更多的尊重，也必須盡早訂出通

則，讓業界和攝影記者本身，在檢討、反省時能夠有所依據，發揮作用，進而樹

立攝影記者的專業形象。這樣一來，記者的專業才能受到大眾認同與尊重。 

 

 

當務之急：凝聚共識，找出通則 
 

攝影記者的老前輩姚琢奇曾說過，大部分的攝影記者都是「性格小生」，

個性強，有自己孤傲的性格，習慣各自作戰，相對地，也就不容易團結起來，為

共同的理念努力；對本土新聞攝影作了深刻反省的林少岩則指出，攝影記者本身

因為工作性質的制約，普遍缺乏組織和分析的能力；年輕的攝影記者吳毅平也說

到，攝影記者普遍的特質是擅於觀察、安靜、不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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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些特質看來，攝影記者不擅或者不願意以文字表達自己的意見，不僅

使得攝影記者的共識難以凝聚，也使得攝影記者之間難以形成改革的力量。 

 
專業，是力量的根源；掌握專業，台灣新聞攝影的改革才有明確的方向。攝影記

者要追求專業，就不能再躲在圖像的背後，而必須先以思考和行動凝聚共識，朝

專業知識、專業自主、專業組織和專業倫理各個面向一起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