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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ila Rock形容自己為機遇攝影師，由得到第一部相機開始，
她沒有上過正式的攝影課程，從自學出發，在英國倫敦遇上一班音樂人，

把他們逐一攝入鏡頭，成為了Punk文化的見證。
後來隻身跑到紐約，機緣巧合下參與了有關印度色拉寺的作品計劃，與高齡

僧侶結緣，為藝術生命和心靈狀態注入新養分。
        Veronica

出生並成長於美國的女攝影師 Sheila Rock 於 1970 年代去到英國

倫敦生活，讓她接觸到當地最獨有的音樂文化，於 1976 年至 1980

年期間以鏡頭記錄倫敦西區 (West End) 的次文化景象，這股次文化

後來被界定為“Punk”。Punk 的壽命很短，只有數年時間，但影響

之深遠卻是有目共睹。Sheila 拿着相機將眼前的一事一物攝入鏡頭， 

如 The Clash 在 Chalk Farm 錄音室練習的情景以及 Punk 時裝的發源

地 SEX 時裝店等。 Sheila 在過程中認識了 Nick Logan， 雜誌《The 

Face》的創辦人，Sheila 成為了《The Face》的一分子，負責攝影和

美術創作，為雜誌風格定下鮮明形象。

隨即是接踵而來的工作機會，在《Rolling Stone》、《Time》及

《ELLE》等不同類型的刊物都能找到她的作品。Sheila 在 2004 年

帶來富藝術性的新嘗試，推出充滿詩意的作品《Sera》，關於西藏

僧侶們的生活點滴，在過程中 Sheila 更與年屆 73 歲的僧侶 Jampa 

Choezin 建立了友誼，為他成立基金會並資助他的日常生活及醫療

開支，在事業和心靈發展上為 Sheila 開啟了大門。隨着《Sera》面

世，有關的展覽在世界各地舉行，分別有倫敦的 The Photographes 

Gallery、意大利 Palazzo Bricherasio Museum 和紐約 June Bateman 

Gallery。 去 年 Sheila 更 來 到 香 港， 為 了 在 香 港 Agnès b's Rue de 

Marseille 舉行的《1970s Punk Culture | Punk + Photography》展覽，

配合她在 2013 年推出的攝影作品《Punk +》，《Punk +》將 Sheila

帶回 30 多年前，想不到放在檔案多年的作品會再度面世，除了香港，

展覽亦分別去到東京、中國、新加坡及台灣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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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島。」Sheila 深信每次經驗都會為她帶來意想

不到的新機會。音樂和時裝後，看中 Sheila 的是

英 國版《Vogue》， 邀 請 她拍 攝 肖像。而 這 些肖

像作品又讓她涉足歌劇世界，為歌劇團拍攝歌劇

和芭蕾舞的宣傳照和海報，令她成為一位多元化

的攝影師。

2000 年初期，Sheila 決定去到紐約碰運氣，命

運讓這位「機遇攝影師」遇上《Sera》這個珍貴構

思。 「那段時期我開始思考攝影上的其他可能性，

一些非商業性、更着重藝術的創作。我很喜歡印度，

某次旅程讓我踏足當地廟宇，首次跟僧侶接觸，為我

帶來心靈上的成長。那裏的獨有氛圍讓我不斷想起這

個地方，每隔一段日子我都會回去印度。無獨有偶在

紐約，朋友將我的作品介紹給一位作家，並告訴我哥

倫比亞大學出版部正打算發行一些有關心靈和宗教的

書籍，並以圖像為主，於是我們一拍即合，開始構思

《Sera:The Way of the Tibetan Monk》的計劃，更成

功找來佛學權威 Robert Thurman 為作品撰寫序言。」

《Sera:The Way of the Tibetan Monk》是關於

南印度色拉寺 (Sera) 的故事。色拉寺原址位於西藏

拉薩附近，於 20 世紀初被大肆破壞後搬到印度南

部，由西藏流亡政府重建。從印度的邁索爾 (Mysore)

出發大約需要 3 小時車程，在色拉寺生活的僧侶多

達 5,000 人，有老中青不等，當中 Sheila 與 73 歲

的 Jampa Choezin 卻建立了深厚友誼。「我一直知

道有關助養僧侶的計劃，色拉寺住有很多僧侶，只

有幾歲的可愛小僧侶，也有長相不俗的壯年僧人，

但我卻想幫助一些年紀比較大的。我在那裏認識

了 Jampa Choezin，他的性格很直接，能操流利意

大利語，他的家人都住在附近的小社區，他將色拉

寺的方丈介紹給我認識，讓我的拍攝過程更順利。

Jampa Choezin 是個很謙卑的人，過着簡樸生活，

偶爾我會帶他到餐廳，他會點最便宜的簡單菜式，

希望將金錢留給一些更需要幫助的人。」

Sheila 形容自己為“accidental photographer”，

在不經意的情況下成為了攝影師。「我從沒有上過正

統的攝影課程，技巧都是自學而成。年青時，男友家

境比較富裕，他經常獲得款式新穎的相機，那些舊款

的則由我接收。我每天都會攜帶相機出外，發現自己

對攝影很有興趣，想學一點基本東西。 那個年代搜尋

資料不像現在方便，結果我去到一家相機店，向店員

詢問有關攝影的技巧，如光線、濾鏡和快門的使用等

等。他們都樂於提供協助，甚至出租器材，又免費給

我菲林，我想是因為那個年代都比較少女性攝影師，

他們都很歡迎女性加入。在 70 年代拍攝有關 Punk

文化的照片時，我根本沒有想過它們的作用，更想

不到經歷時間，它們會變成紀實攝影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作品。」

將曇花一現的 Punk 文化以黑白相片記載，為

Sheila 帶來一連串的工作機會，甚至是創作上的新嘗

試。「除了音樂和時裝，Punk 其實是一種離經叛道

的態度，鼓勵打破傳統的創意和想法。我認識了《The 

Face》的創辦人 Nick Logan，加入了他們的大家庭，

帶來一系列嶄新的美術創作如字體款式和版面設計，

為當時的雜誌世界注入新景象。《The Face》的工作

為我帶來很多機會，同時我需要學習更多有關攝影的

技巧，於是我再次去到相機店。店內有位資深老伯教

曉我很多攝影的知識，這個時期我主要以拍攝音樂世

界為主，但我不想規範自己，希望能接觸更多不同層

面的題材。」

於 是 意 大 利 成 為 了 Sheila 的 下 一 個 目 的 地，

嘗試音樂以外的攝影題材。「我去到意大利米蘭，

拿着自己的作品履歷去到 Conde Naste 出版社。

意大利人比較直接，假若他們喜歡你的風格，只

要三數天便會決定起用你與否。當時意大利雜誌

界想進行大改革，以新角度來演繹時裝，我在《The 

Face》的經驗正符合他們要求，隨即便是穿梭各

地拍攝時裝相片，由米蘭飛到洛杉磯或者是 Cap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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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焦點放在人物的靈魂，而非環境的光線和顏色。

例如在製作《Sera》系列，有不少肖像最初以彩色

版本出現，若果用在雜誌，編輯們一定被鮮明的顏

色和燈光吸引，但我始終認為黑白相片有一種懾人

魅力和神秘感。在《Tough and Tender》出現的人

物都跟現實世界有種連繫，你或者會看到貧窮、酗

酒和濫用藥物問題，但卻正反映了這個階層最常遇

到的情況。」生活經驗亦成為 Sheila 的創作靈感，

因工作關係要經常外遊的她受酒店房間所啟發創作

了 Hotel 系列，而這個時候她會用色彩來表達。「這

是關於時差、失眠和旅遊時溝通障礙的問題，我決

定以彩色攝影來表達。」

Sheila 一直形容自己為 "accidental photographer"，

從來沒有刻意計劃自己的事業發展，由一連串機遇

鋪排出精采的藝術生涯。每個機會都來得很自然，

1970 年代她在拍攝 Punk 次文化的形成，一直把

作品保存在檔案中，直至 37 年後的今天竟然成為

新元素 。「事緣是藝術家 Fabrice Fouillet 在找一

張 Marianne Faithfull 的照片，他想起了我，知道我

在 80 年代替不同音樂人拍攝肖像， 他將我介紹給

Sarah Simonon ，大家一致認為這些照片很珍貴，

記錄了當年的時裝、Punk 和 D.I.Y. 文化，是那個

年代的重要紀錄。然後適逢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舉

行《PUNK:Chaos to  Couture》展覽，策展人邀請

我參加，接着是返回 Punk 的發源地—英國，著

名時裝概念店 Browns 的負責人 Simon Burstein 更

為《PUNK:Chaos to  Couture》舉行發布會，我跟

Simon 相識多年，沒想過最後成為合作夥伴，發布

會當日他邀請了一班當年 Punk 文化的骨幹成員出

席，當年識於微時的朋友現在都變成受人敬仰的音

樂和文化人，為我的意外攝影生涯增添更多精采元

素。」.

在 1999 年，Sheila 決 定 助 養 Jampa 

Choezin，為他提供生活必需品如過冬衣服、眼

鏡甚至是白內障手術費。Sheila 意識到醫療是色

拉寺最需要協助的環節，她決定成立基金，將

《Sera:The Way of the Tibetan Monk》 的 部 分 版

權收入以及賣出照片的收益撥捐基金，為居住在

色拉寺的僧侶提供乾淨食水和醫療用品。雖然

Jampa Choezin 在 3 年前逝世，但這個心靈之旅

卻為 Sheila 帶來深遠影響。「《Sera:The Way of 

the Tibetan Monk》是個很難忘的經驗，直至現在

我仍聽到不少人跟我說這些僧侶肖像很感人，打動

了他們的心靈，作為一位攝影師，相信這也是最大

成就。我也希望作品能夠啟發年青人，讓他們放眼

世界，不要限制自己的能力。」

《Sera:The Way of the Tibetan Monk》 帶 領

Sheila 嘗試富藝術性的創作，之後她製作了以馬匹

為主題的《Horses》，一向是馬匹愛好者的 Ralph 

Lauren 更 成 為 Sheila 的 作 品 收 藏 家， 將 作 品 放

到品牌的旗艦店。然後今年 5 月她會推出作品集

《Tough and Tender》， 並 在 Look Photo Arts 

Festival 攝影藝術展中展出部分作品。「《Tough 

and Tender》關於英國海岸，在英國每逢假期，富

裕的人會到不同地方度假，只有低下層的人來到海

岸城市，《Tough and Tender》就是要拍攝這個階

層的生活面貌，也是我首次以風景建築為主題。」

最初以海邊的抽象風景為主，Sheila 將相片展示給

一位從事藝術總監的朋友看，朋友的反應是，相

片很有趣但當中的人物去了哪裏？ Sheila 的作品

在她的心目中往往擁有很強烈的「人物」元素， 

這些作品卻看不到他們的蹤影，於是 Sheila 為系

列加入肖像相片。「 1960 年代美國肖像攝影師

Robert Frank 是我很崇拜的大師，他以勞動階層的

人士為主角，將現實反映出來。」

在創作肖像方面，Sheila 都傾向黑白照風格，

原因是希望觀賞者可將焦點放回人物身上。「黑白

相片有更強烈的味道，特別在肖像攝影這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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