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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攝影
Photojournalism

新聞攝影的黃金時代(1930s~1950s)

• Printing Magazine, Press/
印刷媒體

• 35mm Camera/小形相機

• WWI~WWII/兩次世界大戰

• Magnum Photos/ 國際攝
影經紀

• Communist /共產主義

• Social Revolution /社會革
命

新聞攝影未出現前的影像報導

早期大量使用新聞攝影的平面媒體

• Picture Post
(London),

• Paris Match (Paris),
• Life (USA),
• Sports Illustrated

(USA)
• The Daily Mirror

(London),
• The Daily Graphic

(New York)

新聞攝影的要件

•時間軸（Timeliness） — 該影像之公之於事的
年代順序中的事件具有有意義
(the images have meaning in the context of a published
chronological record of events. )

•主題性（Objectivity） —以影像中所呈現的事
件是公平的,精確的描述.
(the situation implied by the images is a fair and accurate
representation of the events they depict.)

•敘事性（Narrative） — 影像結合了其他的新聞
元素以提供觀眾與讀者資訊及啟示
(the images combine with other news elements, to inform and give
insight to the viewer or reader.)

Code of Ethics
National Press Photographers Association (NPPA)

• Be accurate準確 and comprehensive全面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subjects.
• Resist being manipulated處理 by staged photo opportunities.
• Be complete and provide context when photographing or recording subjects.

Avoid stereotyping定型 individuals and groups. Recognize and work to avoid
presenting one‘s own biases偏見in the work.

• Treat all subjects with respect and dignity尊嚴 . Give special consideration to
vulnerable subjects and compassion to victims of crime or tragedy. Intrude on
private moments of grief only when the public has an overriding and justifiable
need to see.

• While photographing subjects do not intentionally contribute to奉贈, alter改變,
or seek to alter or influence events.

• Editing should maintain the integrity正直 of the photographic images' content
and context. Do not manipulate images or add or alter sound in any way that
can mislead viewers or misrepresent subjects.

• Do not pay sources or subjects or reward them materially for information or
participation.

• Do not accept gifts, favors, or compensation from those who might seek to
influence coverage.

• Do not intentionally sabotage故意地破壞 the efforts of other journalists.



Ideally, photojournalists should:
• Strive to ensure that the public's business is conducted in public. Defend the

rights of access for all journalists.

• Think proactively積極 , as a student of psychology, sociology, politics and
art to develop a unique vision and presentation

• Work with a voracious貪婪的 appetite for current events and contemporary
visual media.

• Strive for total and unrestricted無限制的 access to subjects, recommend
alternatives to shallow or rushed opportunities, seek a diversity of
viewpoints, and work to show unpopular or unnoticed points of view.

• Avoid political, civic and business involvements or other employment that
compromise or give the appearance of compromising one's own journalistic
independence.

• Strive to be unobtrusive and humble謙遜的 in dealing with subjects.
• Respect the integrity of the photographic moment.
• Strive by example and influence to maintain the spirit and high standards

expressed in this code. When confronted with situations in which the proper
action is not clear, seek the counsel of those who exhibit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the profession. Photojournalists should continuously study their
craft and the ethics that guide it.

數碼攝影對新聞攝影的影響

•攝影便捷,意
傳遞快速

•攝影專業度
降低

•對於隱私權
的破壞

•相片的可信
度

•法律效能逐
漸喪失

“視覺中心時代”

“視覺中心時代”來臨的標誌是,一種以視覺
為中心的新的報紙新聞運作理念的確定。

新聞攝影

《新京報》(北京)

•圖片運作的三個評價標準

• 強調視覺衝擊力優先，資訊和情感價值優
先，象徵價值優先。

將新聞圖片分為四類：

1.新聞性與視覺表現力俱佳

2.新聞性差，而視覺表現力佳

3.新聞性佳，而視覺表現力差

4.新聞性與視覺表現力都差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做了一
項調查，30歲以下的新聞工作者心目
中理想報紙的特點:

•版面編輯方面要注重攝影圖片、圖示和漫
畫等的運用，做到圖文並茂，實現圖文聯
動。

•刊登更多的國際新聞。

•更加關注普通人的生活。

•增加信息量，如生活實用知識。

•寫作風格上，應採用雜誌文章的敘事風格
，放棄倒金字塔結構；文字更加口語化，
更加活潑。

新聞攝影的界定

•為什麼發明攝影？

•大眾傳播史上與影像傳播相關的重要事件

•三個與新聞攝影相關的單詞

•新聞攝影的界定

•新聞攝影的內涵



為什麼發明攝影？

•人類一直期望能找到一種手段，將自己看
到的東西記錄下來。

大眾傳播史上與影像傳播相關的重要事
件

•1822年，N.尼普斯製成第一張照片，
JosephNicéphoreNiépce運動影像的原理：
視覺暫留現象被發現。

•1839年，照片在期刊上出現；

•1844年，電報出現，發明每小時印20000份
的滾筒“輕”印刷機；

大眾傳播史上與影像傳播相關的重要事
件

•1876年，A.G．貝爾發明電話；

•1895年，馬可尼發明無線電；盧米埃爾兄
弟發明電影攝影機，從而進入電影時代；

•1906年，德福賴斯發明真空管，廣播傳送
成為可能；

大眾傳播史上與影像傳播相關的重要事
件

•1915年，格里菲斯攝製電影《一個國家的
誕生》，電影技術進入新時代；

•1923年，佐理金髮明瞭用於電視信號傳送
和接受的光電攝像管；

•1927年，第一部有聲電影《爵士歌手》誕
生；

大眾傳播史上與影像傳播相關的重要事
件

•1946年，發明X光攝影；

•1962年，通信衛星升空，國際現場直播成
為可能；

•1981年，日本索尼公司推出瑪維卡相機，
開始了用CCD對光學攝像進行感光記錄的攝
影新時代－數位攝影時代。

什麼是新聞攝影

廣義的新聞攝影

泛指一切用攝影手段報導新聞的活動，包
括用照相機拍攝照片，用攝影機拍攝新聞
紀錄電影，以及用攝像機拍攝電視新聞這
三大類用影像報導新聞的手段。

什麼是新聞攝影

•狹義的新聞攝影，專指用相機為工具，以
攝影圖片為手段，以報紙、雜誌和網路為
載體的新聞攝影報導活動。

三個與新聞攝影相關的單詞

•News photography

是報導某些事件和與這些事件有關的個人
或知名人物。新聞攝影作為攝影報導的一
個組成部分，可包括重要新聞（政治、經
濟或社會上的突發事件）、特寫新聞（文
化上有重要意義的引人入勝的或一般生活
方式的主題），以及某些記錄報導性新聞

。



三個與新聞攝影相關的單詞

•Press photography

報刊攝影，或定期刊物所需要的那種照片
攝製，可分為三個有時相互交叉的基本類
型：突發或爆炸性新聞攝影、特寫攝影和
攝影報導。

三個與新聞攝影相關的單詞

•Photojournalism範圍很廣，包括新聞、戰
爭、特寫和紀實攝影。

•Photojournalism是一個傳播學名詞，誕生
在美國，一些中國學者將之翻譯成“報導
攝影”。

•Photojournalism本意是指在傳播中主要用
影像來傳遞新聞資訊，有些人將之理解成
圖片故事是不對的。

三個與新聞攝影相關的單詞

•Photojournalism是傳播學用語，出現於二
戰後的40年代，是美國密蘇裏新聞學 院院
長弗藍克·盧瑟·莫特于1942年合成並最先
採用的，用來表示圖文結合的資訊傳播方
式。

新聞攝影的定義

•20世紀50年代，我國新聞攝影理論者蔣齊
生提出：新聞攝影是“新聞形象的現場紀
實”或者“新聞現場的形象的紀實” 。

•1986年蔣齊生在《再議照片形象說話與文
字的關係》一文中說，“作為一種視覺新
聞，新聞攝影是新聞形象的現場攝影紀實
，以附有文字說明的照片形式，傳遞資訊
。”這是對新聞攝影功能的進一步明確。

新聞攝影的定義

•1999年，中國新聞攝影協會在組織編寫的
《新聞攝影學概論》指出：新聞攝影，是
對正在發生的新聞事實進行瞬間形象攝取
並輔以文字說明予以報導的傳播形式。

新聞攝影的定義

•盛希貴在其《新聞攝影》一書中對此做了
修訂，認為“作為一種視覺新聞，新聞攝
影是新聞形象的現場攝影紀實，以圖文結
合的形式，傳遞新聞資訊” 。

新聞攝影的內涵

一 新聞攝影是一種視覺新聞

•新聞攝影主要應用於印刷傳媒和網路媒體

•主要作用於人的視覺系統，讓讀者通過視
覺來感知、獲取資訊和知識。

•在現代的媒體融合中，新聞攝影圖片還出
現在電視新聞、紀錄片中，更廣泛的發揮
著傳播資訊的作用。

新聞攝影的內涵

二 現場紀實性是重要特性之一

•現場性：新聞攝影是對重要的或者有意義
的新聞事實的視覺顯現――必須有一個真

實存在的事物、空間和現場。
•紀實性：新聞攝影的本質意義在於真實客
觀地拍攝、記錄那些重大新聞事件，提醒
人們那些被忽視而他們應該得知的重要新
聞事實。



新聞攝影的內涵

紀實攝影表現攝影家對環境的關懷，對生
命的尊重，對人性的追求……紀實攝影家
以冰冷的機器記錄邊緣景象或被人有意無
意間“忽視”的事實，卻往往能借著影像
的力量，使攝影成為參與改造社會的工具
。

新聞攝影的內涵

三、新聞攝影活動的目的是及時傳遞新聞資訊

•評價標準：是否及時傳達了視覺化資訊，信
息量傳播的多少和傳播效果 。

新聞攝影的內涵

四、文字說明是新聞攝影的重要組成部分

1圖文結合使信息量增值，而非簡單的圖文並列。

2圖文結合是一種平等的結合。輕視和貶低任何一
方，避讓造成新聞信息量的減值，甚至出現負值
。

3圖文結合的報導形式增強了新聞的可信性。

4圖文結合符合讀者閱讀習慣和視覺心理。

新聞攝影的特性與優勢

•新聞攝影的基本特性有：

新聞性、真實性、形象性。

•羅伯特·卡帕簡介

新聞攝影的基本特性

一、新聞性

•第一價值取向

•本質屬性

如何把握新聞性？

•如何把握新聞性？
1、重視重大題材。



•如何把握重大新聞
2、多拍獨家新聞。

3、敢於拍攝難度大的題材。

If your pictures aren't good
enough, you're not close
enough.

--Robert Capa

如果你拍的不夠好,那是因為
你靠得不夠近。

——羅伯特·卡帕

羅伯特·卡帕簡介

•羅伯特·卡帕，匈牙利人,1913年生於布達
佩斯

•拍攝過西班牙內戰、日本侵華、北亞戰爭
、義大利戰爭、諾曼第登陸戰、法國解放
戰爭.





4、注重報導的時效性

5接近性強

新聞攝影的特性

二、 真實性

真實性是新聞攝影的生命。

真實性的基本要求是什麼？

1、真人真事。

2、要總體真實，本質真實。

3、抓住典型流露出的典型瞬間。

4、文字準確



失實的原因：

1、與宣傳混為一談

2、作風不踏實，採訪不深入

3、與藝術創作混為一談

4、道德品質問題

5、政治原因

6、惡作劇

新聞攝影的特性

三、 形象性

新聞照片提供的是直觀的視覺形象，具有可
視性。

形象衝擊力：吸引力、感染力、說服力、震
撼人心的效果。

新聞攝影的優勢

一、 視覺直觀性

二、 現場可證性

三、 瞬間永久性



新聞攝影的不足

1、直觀性使它不具分析、綜合、判斷和推理
功能，需要文字來補充。

2、瞬間性使它不適合用來表現過程。

新聞攝影的地位與功能

•新聞攝影的地位

•新聞攝影的社會功能

•1983年第一屆全國新聞攝影理論年會將新
聞攝影列為新聞事業六種宣傳形式（文字
、漫畫、攝影、記錄電影、廣播、電視）
之一。

•1990年第一屆全國報紙總編輯新聞攝影研
討會達成“圖文並重，兩翼齊飛”辦報方
針的共識。

新聞照片的版面地位

1.圖文並重，兩翼齊飛的辦報指導思想

2.新聞攝影是新聞戰線上一個獨立的兵種

3.幅大量多的圖片刊用原則

新聞攝影的社會功能

一、 傳播形象新聞

二、 指導社會生活

三、 審美教育功能

一、傳播形象新聞

•客觀性

•普及化

•群眾性



二、 指導社會生活

•引導社會輿論，

•交流資訊，

•推進精神、物質文明建設

三、 審美教育功能

•具有藝術的美和感人的魅力。

•新聞攝影的審美特徵：新鮮感、真實性、
瞬間性

•馬修。布萊迪 美國南北戰爭時傑出的紀實攝
影師， 拍攝5000幅戰爭照片（1861到1865）
。



•社會紀實的先驅——雅可布。裏斯[美]

•關懷下層社會的人群

•路易斯。海因 攝影介入社會問題，童工委
員會的攝影記者。

•由於他的作品，影響議會通過《兒童勞工保
護法》 。

•美國農業安全局聘13位攝影師于上世紀30年
代拍攝反映農村、農場移民艱難生計的27萬
幅紀實照片。

•多羅西婭。蘭格作品

伊文思作品（右）

德拉諾作品（下）

亞瑟。羅斯坦作品





1. Try to find out a piece of good
photojournalism.  Comment both of its
picture and text quality.

2. Try to find out a piece of photojournalism
which may violate code of ethics. Explain
why?

Assign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