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2 月

Adobe® Bridge® CC 說明 



目錄
新增功能 1

新功能摘要 2
Creative Cloud 9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 10
瀏覽、同步及管理資產 23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28
從 Typekit 新增字體 33
分享檔案、資料庫，以及更多 39
啟動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 44

Adobe Bridge 基本介紹 51
使用 Adobe Bridge 編排內容和資產 52
啟動 Adobe Bridge 53
Adobe Bridge 工作區 55
從數位相機或讀卡機取得相片 61
系統需求 | Bridge CC 64
調整 Adobe Bridge 內容面板顯示 66
Adobe Bridge 鍵盤快速鍵 68

使用資產 70
在 Adobe Bridge 中檢視和管理檔案 71
在 Adobe Bridge 中預視和比較影像 78
在 Adobe Bridge 中預視動態媒體檔案 81
在 Adobe Bridge 中堆疊檔案 83
在 Adobe Bridge 中使用集合 85
在 Adobe Bridge 中使用關鍵字 87
在 Adobe Bridge 中使用中繼資料 89
使用 Adobe Bridge 快取 94
在 Adobe Bridge 中自動執行工作 98
建立網路收藏館和 PDF 101

Camera Raw 105
新功能摘要 106
Camera Raw 簡介 114
Camera Raw 中的暈映、粒狀及去朦朧效果 119
Camera Raw 中的自動透視校正 | Photoshop CC 122
如何使用 Camera Raw 進行非破壞性編輯 125
Camera Raw 中的放射狀濾鏡 127
管理 Camera Raw 設定 131



在 Camera Raw 中導覽、開啟和儲存影像 135
Camera Raw 中增強的污點移除工具 | Photoshop CC 138
在 Camera Raw 中進行局部調整 142
在 Camera Raw 中旋轉、裁切和調整影像 148
在 Camera Raw 中進行銳利化和減少雜訊 151
在 Camera Raw 中校正鏡頭扭曲 153
在 Camera Raw 中進行色彩和色調調整 156
Camera Raw 中的處理版本 161
在 Camera Raw 中調整相機的色彩演算方式 162
新功能摘要 164



新增功能

1



回到頂端

新功能摘要
Bridge CC 6.2 版
快取清除
離開時壓縮快取
在 Mac 上從裝置讀入檔案
產生縮圖
Bridge CC 6.2 版不提供的功能
Bridge CC 6.1.1 版
安裝
HiDPI 支援
Bridge CC 不提供的功能

Bridge CC 6.2 版

快取清除

此 Bridge CC 版本的增強功能

Bridge 現在會在應用程式閒置時自動清除過時的快取項目，藉此將快取最佳化。清除期間預設為 30 天。換句話
說，Bridge 會將超過 30 天的快取項目視為過時項目，並加以清除。您可以自訂清除期間，將期間設定為 1 至 180 天
之間的任一數值。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清除快取。

離開時壓縮快取

此 Adobe Bridge CC 版本的新增功能

離開時壓縮快取是新增至快取偏好設定的選項，如果快取資料庫大小超過 100 MB，則您可設定在離開 Bridge 時自動
清除快取。

Adobe Bridge 的中央快取會將縮圖、預視和中繼資料資訊儲存於資料庫中，以改善瀏覽或搜尋檔案的效能。然而，快
取越大，使用的硬碟空間越多。這個新選項可協助您管理快取大小，以維持最佳效能。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離開時壓縮快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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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ac 上從裝置讀入檔案

此 Bridge CC 版本的增強功能

在 Mac OS 10.11.x 中使用舊版 Bridge CC 並從裝置讀入檔案時，應用程式無法辨識下列裝置類型:

iOS 行動裝置
Android 行動裝置，以及使用圖片傳輸通訊協定 (Picture Transfer Protocol，簡稱 PTP) 或媒體傳輸通訊協定
(Media Transfer Protocol，簡稱 MTP) 模式連接的數位相機

此 Bridge CC 版本可提供其他方式，讓您透過這些裝置讀入媒體。按一下「檔案 > 從裝置讀入」可啟動 Apple 影像擷
取，透過這些裝置將檔案讀入 Bridge。

注意: 這項功能僅適用於 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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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在 Mac OS 10.11.x 上從裝置讀入。

產生縮圖

此 Bridge CC 版本的增強功能

在此 Bridge CC 版本中，縮圖、預視和中繼資料的產生/擷取已經過最佳化，以改善瀏覽大量資產時的回應速度。

現在當您選取資料夾時，系統會針對僅出現在畫面的資產，優先擷取縮圖、預視和中繼資料。剩餘檔案的縮圖則會視
需要 (上下捲動時) 產生，或在應用程式閒置時產生。

此增強功能可讓您獲得以下好處:

處理容量龐大的資料夾時，不會產生效能問題，例如停止回應和沒有回應等狀態。
在所有縮圖/預視產生之前，即能擁有完全更新的篩選器面板。
在所有縮圖/預視產生之前，即能進行檔案搜尋。

Bridge CC 6.2 版不提供的功能

 Adobe Bridge CC 中不提供

此版本 Adobe Bridge 不再提供下列功能。

Adobe 輸出模組
轉存面板
精簡模式
3D 檔案格式縮圖與預視
已同步化視窗

Adobe 輸出模組

安裝 Adobe Bridge 之後，您可以將可安裝的 Adobe 輸出模組當作單獨的模組使用。如需詳細指示，請參閱安裝
Bridge CC 的 Adobe 輸出模組。

隨附在您的 Creative Cloud 訂閱中的 Adobe Photoshop 與 Adobe Lightroom，也可提供您建立縮圖目錄、PDF 與網頁
收藏館所需的功能。

若要建立縮圖目錄與 PDF，請參閱下列主題:
在 Lightroom 中列印縮圖目錄。
Photoshop 中的縮圖目錄與 PDF 簡報。

若要使用 Adobe Lightroom 來建立網路收藏館，請參閱建立網路收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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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存」面板

您可以在 Adobe Lightroom 中使用「轉存」面板中的所有功能，例如將影像轉存至 Flickr.com 或 Facebook.com 之類
的線上服務。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Adobe Lightroom 轉存相片。

精簡模式

此版本 Adobe Bridge 不再提供精簡模式。不過，如果您調整應用程式視窗大小並將其縮小，則應用程式會重新排列面
板，使其與先前的精簡模式類似。不過，再次最大化應用程式視窗，並不會將面板回復為先前的狀態。

3D 檔案格式縮圖

此版本的 Adobe Bridge 無法產生 3D 檔案格式的縮圖與預視。

此版本的 Adobe Bridge 並未提供「已同步視窗」功能。

您仍可使用「新增視窗」命令 (檔案 > 新增視窗) 並開啟 Bridge 視窗的其他執行個體。

已同步化視窗

此版本的 Adobe Bridge 並未提供「已同步視窗」功能。

您仍可使用「新增視窗」命令 (檔案 > 新增視窗) 並開啟 Bridge 視窗的其他執行個體。

Bridge CC 6.1.1 版

安裝

 Adobe Bridge CC 新增功能

使用安裝程式

Adobe Bridge 現已使用單獨的安裝程式，且不與其他應用程式一併安裝。若要安裝 Adobe Bridge，您需要單獨下載並
安裝。此項脫離其他 Adobe 應用程式的方式可以獨立部署 Adobe Bridge，無須依賴其他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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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下載中心」下載並安裝 Bridge。

1. 登入 Creative Cloud，網址為: http://creative.adobe.com
2. 在上方列中，按一下下載中心。
3. 按一下 Bridge 旁的下載圖示。
4. 在 Bridge 產品頁面上，按一下下載。

使用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

您也可以使用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來安裝 Adobe Bridge CC。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下載並安裝應用程式。

HiDPI 支援

 Adobe Bridge CC 新增功能

為了運用高解析度顯示技術的優勢，Adobe Bridge 加入了高解析度顯示的原生支援。此功能目前適用於 Mac OS (例
如採用 Retina 顯示器的 MacBook Pro)。在具有高解析度顯示器的裝置上，您可以使用更鮮明、更清晰的使用者介
面。面板中的縮圖也會更清晰。文字和複雜圖檔的顯示也會更加清楚，顏色和色相比以往更加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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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e CC 不提供的功能

 Adobe Bridge CC 中不提供

此版本 Adobe Bridge 不再提供下列功能。

Adobe 輸出模組
轉存面板
精簡模式
3D 檔案格式縮圖與預視
已同步化視窗

Adobe 輸出模組

安裝 Adobe Bridge 之後，您可以將可安裝的 Adobe 輸出模組當作單獨的模組使用。如需詳細指示，請參閱安裝
Bridge CC 的 Adobe 輸出模組。

隨附在您的 Creative Cloud 訂閱中的 Adobe Photoshop 與 Adobe Lightroom，也可提供您建立縮圖目錄、PDF 與網頁
收藏館所需的功能。

若要建立縮圖目錄與 PDF，請參閱下列主題:
在 Lightroom 中列印縮圖目錄。
Photoshop 中的縮圖目錄與 PDF 簡報。

若要使用 Adobe Lightroom 來建立網路收藏館，請參閱建立網路收藏館。

「轉存」面板

您可以在 Adobe Lightroom 中使用「轉存」面板中的所有功能，例如將影像轉存至 Flickr.com 或 Facebook.com 之類
的線上服務。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Adobe Lightroom 轉存相片。

精簡模式

此版本 Adobe Bridge 不再提供精簡模式。不過，如果您調整應用程式視窗大小並將其縮小，則應用程式會重新排列面
板，使其與先前的精簡模式類似。不過，再次最大化應用程式視窗，並不會將面板回復為先前的狀態。

3D 檔案格式縮圖

此版本的 Adobe Bridge 無法產生 3D 檔案格式的縮圖與預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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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同步化視窗

此版本的 Adobe Bridge 並未提供「已同步視窗」功能。

您仍可使用「新增視窗」命令 (檔案 > 新增視窗) 並開啟 Bridge 視窗的其他執行個體。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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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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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支援 > CREATIVE CLOUD 支援

使用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來管理應用程式和服務
適用於 Creative Cloud
涵蓋內容
從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下載應用程式、共用檔案、尋找字體和 Stock 影像等等。
本頁內容

安裝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

Adobe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是管理包含在您的 Creative Cloud 會籍中數十項應用程式和服務的集中位置。您也可以同步及共用檔案、管理數
千種字體、存取庫存攝影及設計資產的資料庫，以及在社群中展示與探索創意作品。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是所有這一切的視窗。

下載第一個 Creative Cloud 產品時，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會自動安裝。如果已安裝 Adobe Application Manager，它會自動更新為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

如果尚未安裝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您可以用手動方式下載。若要以手動方式下載，請依照下列步驟執行：

1. 前往「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頁面。

2. 按一下「下載」按鈕。

3. 依照螢幕上的指示進行。

註解：

我們不建議您解除安裝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但是如果您必須解除安裝，請參閱「解除安裝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

秘訣:

若要將行動應用程式下載到您的行動裝置，請造訪「行動應用程式目錄」。

下載及安裝應用程式

以下是如何使用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下載、安裝及更新應用程式的步驟。您也可以依照熱門程度、類別和版本瀏覽應用程式，以探索新的應
用程式。

秘訣:

若要將行動應用程式下載到您的行動裝置，請造訪「行動應用程式目錄」。

1. 若要存取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按一下 Creative Cloud 圖示 (位於工作列 (Windows) 或 Apple 選單列 (Mac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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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訣:

根據預設，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會在您登入電腦時啟動。如果您並未看到 Creative Cloud 圖示，可能已結束應用程式。以下是重新啟動
它的方式：

Windows：選擇「開始 > 程式集 > Adobe Creative Cloud」。
Mac OS：選擇「前往 > 應用程式 > Adobe Creative Cloud > Adobe Creative Cloud」。

2. 按一下「Apps」索引標籤 (如果尚未選取的話)。最近安裝在電腦上的應用程式會出現在面板頂端。清單可能包含以前安裝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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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向下捲動以尋找其他應用程式。您也可以依類別或軟體版本篩選。

4. 按一下「安裝」或「更新」安裝您所選取的應用程式。

註解：

若要手動檢查更新，請按一下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右上角的齒輪圖示，然後從彈出式選單中選擇「檢查應用程式更新」。您也可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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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l+Alt+R (Windows) 或 Command+Option+R (Mac OS) 來重新整理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並檢查更新。

5. 若要下載及安裝舊版應用程式，請從篩選器選單中選取「前版本」。向下捲動以尋找所要的應用程式，按一下應用程式的「安裝」選單，然後從
彈出式「安裝」選單中選擇版本。

秘訣:

根據您網路的下載速度，下載應用程式可能要花一些時間。

如需詳細資訊，例如如何啟動您的應用程式，請參閱「下載及安裝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

如果您必須解除安裝應用程式，請參閱「解除安裝或移除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

若要取得安裝問題的相關協助，請參閱「疑難排解 Creative Cloud 下載和安裝問題」。

同步及共用檔案

將電腦中的檔案同步到 Creative Cloud，然後從任何地方存取檔案。檔案會立即出現在所有連線的裝置和電腦，以及您的 Creative Cloud Files 頁面
上。若要同步檔案，請在所有電腦上下載並安裝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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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同步檔案，請執行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將檔案複製、貼上或移動到電腦上的「Creative Cloud Files」目錄或檔案夾。

您可以從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開啟 Creative Cloud Files 目錄或檔案夾，方法是按一下「資產」索引標籤，然後在「檔案」面板中按一
下「開啟檔案夾」。

在應用程式中，選擇「檔案 > 儲存」或「檔案 > 另存新檔」，然後瀏覽到電腦上的「Creative Cloud Files」目錄或檔案夾。

原始檔案依然會存在您的電腦或裝置上。檔案會透過 Creative Cloud 同步到所有連線的裝置。

您可以在「Creative Cloud Assets 」頁面上，線上檢視您的檔案。在同步檔案後，您不需要保持線上，即可從電腦上的「Creative Cloud Files」目錄或
檔案夾中檢視這些檔案。

如需使用上傳到 Creative Cloud 之檔案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瀏覽、同步及管理資產」。

從 Typekit 新增字體

Typekit 字體可用於所有的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以及其他桌面軟體中。

從 Typekit 的眾多字型合作夥伴之一選擇字體，然後使用 Creative Cloud 同步到您的桌面。同步的字體可用於所有的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以及
其他桌面軟體中。

您必須有付費 Creative Cloud 會籍或符合資格的 Typekit 帳戶，才能將字體同步到您的桌上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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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體」面板會顯示已同步到您電腦的字體。若要同步字體，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在適用於桌面應用程式的 Creative Cloud，按一下「資產」索引標籤，然後按一下「字體」面板。

2. 按一下「從 Typekit 新增字體」。您的瀏覽器隨即開啟 Typekit 視窗。

如果這是您第一次使用 Typekit，按一下「我是 Typekit 的新手」，並遵循提示設定您的帳戶。

3. 在 Typekit 視窗中，將滑鼠移動到字體卡上方並按一下「+ 使用字體」(+ Use Fonts)。

4. 從選定的系列中選擇字體，然後按一下「同步選取的字體」(Sync selected fonts)。

您對於同步字體有任何疑問嗎？您可以在「從 Typekit 新增字體」中尋找解答。

 

在 Adobe Stock 上尋找資產

您可以直接從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搜尋 Adobe Stock 上的影像資產。

Adobe Stock 是提供設計師和企業為其創意專案存取 4000 萬張高品質、精心設計、免版稅影像、插圖和向量圖形的一項服務。您可以視需要購買單
一影像，也可以購買多影像的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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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Stock」索引標籤上，輸入 Stock 影像搜尋的關鍵字，然後按一下「前往」。

2. 如果出現提示，請提供您的出生日期，並按一下「更新」。

系統將會帶您前往 Adobe Stock 網站的頁面，這裡會顯示與您的搜尋有關的 Stock 影像。

Adobe Stock 和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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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從 Adobe Stock 網站將浮水印影像預覽新增到您的任何資料庫中。在支援 Libraries 的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
(Photoshop、lllustrator、InDesign、Premiere Pro 和 After Effects) 中，將「資料庫」面板中的浮水印 Stock 影像拖曳到您的專案。當準備好時，您
也可以直接從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中的「資料庫」面板授權此 Stock 影像。

當您授權影像時，支援與資料庫連結之資產的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 (Photoshop、Illustrator 和 InDesign) 會將影像的所有連結實例自動更新為已
授權、高解析度、無浮水印的版本。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Adobe Stock」。

使用 Market 尋找設計資產

Creative Cloud Market 網羅了許多創意工作者精心設計的高品質創意內容。Creative Cloud 訂閱者可以在桌上型電腦和行動裝置上 (經由連結 Creative
Cloud 的應用程式) 免費存取 Market 中的資產，有各種精選的向量圖形、圖示、圖樣、UI 套件和其他資產可供選用。Creative Cloud 訂閱者每月可下
載高達 500 個獨特、免版稅的資產。這項功能強大的新服務可讓創意工作者順利地找到可做為創作基礎、操作及修改的資產，迅速開展創意流程。

17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Creative Cloud Market」。

使用 Behance 分享與探索

在 Behance 上展示並探索創意作品。身為會員，您可以為作品建立作品集，廣泛而有效地散播作品。或者，瀏覽不同領域的焦點或熱門作品，藉此探
索來自世界各地設計師的最新創意作品。

登入或註冊以存取您的 Behance 活動摘要、作品集，並且分享與探索新作品。如果您已有帳戶，將會收到登入的提示。如果您尚未擁有帳戶，
註冊程序快速又簡單。
即使沒有 Behance 帳戶，您也可以從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中使用「社群」面板瀏覽專案和進行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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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從 Creative Cloud 發佈到 Behance」或瀏覽「Adobe Behance 社群論壇」。

首頁和活動摘要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首頁」面板上的「活動資料流」顯示您與 Creative Cloud 的互動。您可以在這裡檢視事件和活動，例如新應用程式可
用性、更新及安裝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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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以啟用 Creative Cloud

啟用 Creative Cloud 和停用 Creative Cloud

若要啟用 Creative Cloud，只要使用您的 Adobe ID 登入 Creative Cloud。登入會啟用 Creative Cloud 授權以及與您 Adobe ID 相關聯的所有已安裝應
用程式和服務。然後，您就可以正常使用應用程式和服務。

若要登入，按一下暗灰色 Creative Cloud 圖示 (位於工作列 (Windows) 或 Apple 選單列 (Mac OS))，開啟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
輸入您的 Adobe ID (通常是您的電子郵件地址) 和密碼，然後按一下「登入」。(如果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開啟，表示您已登入。)

現在，您就可以使用 Creative Cloud 服務，安裝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以及啟動先前安裝的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

若要停用 Creative Cloud，請先登出 Creative Cloud。登出將會停用這部電腦上與您 Adobe ID 相關聯的所有已安裝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和服務。
應用程式仍會安裝在您的電腦上，但它們不再連接到有效的授權。重新登入以重新啟用授權，以及使用應用程式和服務。

若要登出，開啟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按一下齒輪圖示，然後選擇「偏好設定」。按一下「一般」，然後按一下「登出」。

這部電腦上與您 Adobe ID 相關聯的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和服務現在會停用。

如需詳細指示，請參閱「登入和登出以啟用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

偏好設定

若要開啟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的「偏好設定」對話框，按一下齒輪圖示，然後選擇「偏好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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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設定」對話框提供自訂和使用 Creative Cloud 的選項，其中包括變更軟體安裝語言、調整 Creative Cloud 服務的設定，以及登出 (如果您需要
暫時停用您的帳戶)。

若要停用與您 Adobe ID 相關聯的所有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和服務，請按一下「一般」，然後按一下「登出」。登出將會停用與您 Adobe
ID 相關聯的所有已安裝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和服務。
若要啟用自動更新，請選取「讓 Creative Cloud 桌面版一直保持最新狀態」。
若要變更您的軟體安裝語言或安裝位置，請選擇「偏好設定 > Creative Cloud > Apps」。如需詳細指示，請參閱「變更 Creative Cloud 應用
程式的語言設定」。
若要連接到您儲存在 Adobe Experience Manager (AEM) Assets 存放庫上的作品，請選取「登入 AEM Assets」。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AEM Assets」。
使用「檔案」、「字體」和「Behance」索引標籤即可修改其設定。
若要顯示來自 Adobe 的通知，請在每個索引標籤中選取「顯示 OS 通知」設定。

Was this helpful?
Yes   No 

By clicking Submit, you accept the Adobe Terms of Use.
 
^ 回到頂端

更多類似主題

下載及安裝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
更新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
解除安裝或移除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
登入和登出以啟用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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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Cloud 支援

查看線上手冊、瀏覽教學課程或取得協助。進一步了解。

 

仍需要協助?

詢問社群

發表問題並獲得專家解惑。

立即開始

聯絡我們

從我們優秀的支援人員取得協助。

立即開始

 變更地區台灣 (變更)
選擇您的地區

選取地區會變更 Adobe.com 上的語言及/或內容。

Americas Brasil Canada - English Canada - Français Latinoamérica México United States Europ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frica -
English België Belgique Belgium - English Česká republika Cyprus - English Danmark Deutschland Eastern Europe -
English Eesti España France Greece - English Hrvatska Ireland Israel - English Italia Latvija Lietuva Luxembourg - Deutsch Luxembourg -
English Luxembourg - Français Magyarország Malta - English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 English Moyen-Orient et Afrique du Nord -
Français Nederland Norge Österreich Polska Portugal România Schweiz Slovenija Slovensko Srbija Suisse Suomi Sverige Svizzera Türkiye
United Kingdom България Россия Україна ישראל - עברית Asia - Pacific Australia Hong Kong S.A.R. of China India - English New
Zealand Southeast Asia (Includes Indonesia, Malaysia, Philippines, Singapore, Thailand, and Vietnam) - English 中国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台
灣 日本 한국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Includes Armenia, Azerbaijan, Belarus, Georgia, Kazakhstan, Kyrgyzstan, Moldova,
Tajikistan, Turkmenistan, Ukraine, Uzbekistan

產品 下載 支援與學習 公司
Copyright © 2015 Adobe Systems Software Ireland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隱私權 使用條款 Cookie Ad Ch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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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同步及管理資產

回到頂端

檔案

行動創作

資料庫

註解：

瀏覽資產

同步或上傳檔案

刪除檔案

儲存空間方案和配額

疑難排解

您的 Adobe Creative Cloud 帳戶隨附線上儲存空間，讓您可隨處在任何裝置或電腦上使用檔案。您可以直接在
電腦、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上的網頁瀏覽器，預覽許多創意檔案類型。這些檔案類型包
含：PSD、AI、INDD、JPG、PDF、GIF、PNG、Photoshop Touch、Ideas 等等。

適用於桌上型電腦的 Adobe Creative Cloud 會讓所有檔案保持同步。任何新增、修改或刪除都會反映在所有連
接的電腦和裝置上。例如，如果您使用「Creative Cloud 資產」頁面上傳 .ai 檔案，此檔案會自動下載到所有連
接的電腦。

瀏覽資產

您的 Creative Cloud 資產包括與桌面同步的檔案、使用 Creative Cloud 行動應用程式所建立的資產以及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您可以使用「Creative Cloud Assets」頁面來瀏覽上述所有資產，這個頁面會按照下列
方式組織資產：

顯示與桌面上的「Creative Cloud Files」目錄同步的資產

顯示使用 Creative Cloud 行動應用程式所建立的資產

顯示您所建立的設計庫

在「Creative Cloud Assets」頁面上，雖然您可以對桌面資產 (位於「檔案」底下) 執行多項作業，例如
重新命名、共用、下載、取代和封存，但是位於「行動創作」和「資料庫」底下的資產僅供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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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顯示與「Creative Cloud Files」目錄同步的所有檔案

分享的：顯示您與其他 Creative Cloud 使用者共用的檔案

已封存：顯示已刪除的檔案

同樣地，您也可以在「行動創作」底下瀏覽使用 Creative Cloud 行動應用程式所
建立的資產，而這些資產會根據建立的行動應用程式進一步分類。

如需有關「資料庫」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回到頂端

註解：

當您按一下資產類別時，它就會展開並顯示次類別 (如果有的話)。例如，位於「檔案」底下的資產會進一步組織
成「全部」、「已共用」和「已封存」。
 

同步或上傳檔案

若要從您的電腦同步檔案，請執行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將檔案複製、貼上或移動到桌面上的「Creative Cloud Files」目錄。
在應用程式中，選擇「檔案 > 儲存」或「檔案 > 另存新檔」，然後瀏覽到「Creative Cloud
Files」目錄。

若要從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開啟「Creative Cloud Files」目錄，請選取「資產 > 檔案」，然後按一
下「開啟檔案夾」。

包含 |、"、?、<、>、/、* 或 : 等特殊字元的檔案名稱無法同步，具有保留名稱 (例如 AUX 或 Com1) 的
檔案也不能同步。如果您收到錯誤，請將檔案重新命名，以便同步到 Creative Cloud。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錯
誤：無法同步檔案。

此外，您可以使用下列任何一種方法，直接將檔案上傳到「Creative Cloud Assets」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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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Creative Cloud Assets」頁面上的「動作」選
單，上傳和管理 Creative Cloud 上的檔案。

將資產從桌面拖放至「Creative Cloud Assets」頁
面。

回到頂端

取代檔案

再次上傳檔案會建立檔案版本，並以新版本取代現有檔案。此外，Creative Cloud 也會保留您對檔案所做每個變更
的副本，並透過 Photoshop Touch、Adobe Ideas 與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進行同步。

若要使用「Creative Cloud Assets」頁面來取代檔案，請執行下列動作：

注意：新檔案的類型必須與要取代的檔案相同。例如，您無法以 .AI 檔案取代 .PSD 檔案。
 
如需版本修訂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版本修訂常見問答。

1. 瀏覽並開啟要檢視的檔案。
2. 選取「動作 > 取代」或將檔案從檔案夾拖曳到瀏覽器視窗。

刪除檔案

您可以從 Creative Cloud 網站或 Adobe Touch Apps 刪除檔案。您也可以使用 OS 命令，從電腦上的
「Creative Cloud Files」目錄刪除檔案。所有檔案刪除都會與您的帳戶同步，而且檔案會封存在 Creative Cloud
中。原始檔案永遠位在您的電腦上，而 Creative Cloud 則會保留副本，讓您可以隨處存取檔案。

封存檔案會持續佔用線上儲存空間。您可以從「封存」檔案夾永久刪除或還原檔案。永久刪除檔案會釋放儲存空
間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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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上的儲存空間狀態 設定頁面上的儲存空間狀態

註解：

回到頂端

永久刪除或還原檔案

永久刪除資產的程序共有兩個步驟：

您也可以還原封存的檔案：

1. 從桌面上的「Creative Cloud 檔案」目錄、已啟用 Creative Cloud 的觸控應用程式或
「Creative Cloud Assets」頁面封存檔案。封存的檔案就會移至「我的資產 > 檔案」底下
的「已封存」類別。

2. 在「已封存」頁面上，選取要永久刪除的檔案，然後按一下「永久刪除」。
3. 在確認對話框中，按一下「永久刪除」。

1. 在「已封存」頁面上，選取要還原的檔案，然後按一下「還原」。
2. 在確認對話框中，按一下「還原」。

儲存空間方案和配額

儲存空間配額取決於您的 Creative Cloud 會籍。

會籍計劃 可用儲存空間配額

免費 2 GB

Creative Cloud (攝影計劃) 2 GB

Creative Cloud (單一應用程式計劃和完整計劃) 20 GB

適用於團隊的 Creative Cloud 100 GB

您可以從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的「資產」面板底下「檔案」索引標籤檢視儲存空間狀態，也可以在
「Creative Cloud 活動」頁面的「設定」頁面上檢視。

Creative Cloud 最多可允許從任何裝置同步超過儲存空間配額 1 GB。多於 1 GB 之後，電腦版應用程式會停止
同步新檔案，並通知您超過配額。任何無法上傳的檔案都會標上紅色驚嘆號。您仍然可以移動、重新命名或刪除
檔案。若要繼續同步檔案，請永久刪除其他檔案，以釋放空間。

一部分儲存空間會用於系統管理。因此，實際的儲存空間會比配置的空間略少。視使用者檔案的數目而
定，從 100 KB 到 500 KB 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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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社群

貼文、討論並成為我們傑
出社群的一份子

連絡我們

在這裡開始，與我們的員
工聯繫

延伸閱讀

開始使用 Creative Cloud
Assets
分享檔案和檔案夾

透過共用檔案夾共同作業

與共同作業人員同步和分享檔
案 (10 分鐘影片)
Adobe Creative Cloud 狀態
錯誤：無法同步檔案

版本修訂常見問答

 

疑難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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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Adobe Creative Cloud 2015 版的更新內容

回到頂端

擷取 管理 重複使用和創作

您可以對資料庫做哪些事

支援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中的資料庫
行動應用程式

桌面和瀏覽器應用程式

總覽：使用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新增至資料庫

重複使用和創作

分享與共同作業

Adobe Stock 和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常見問答

Adobe CreativeSync 技術支援的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讓您在任何地方都可使用您
最愛的資產。您可在幾個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和行動應用程式中建立影像、色
彩、文字樣式等內容，然後輕鬆地在桌面和行動應用程式之間取用，提供流暢的創作工作
流程。

如需總覽介紹，請觀看「開始使用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您可以對資料庫做哪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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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提供一種
機制，讓您可以從各種不同應用程
式擷取設計資產，並且不限於桌面
應用程式。當靈感來臨時，您可以
使用一系列的 Creative Cloud 行動
應用程式來捕捉靈感，甚至從
Adobe Stock 或 Creative Cloud
Market 下載資產。

您可以將設計資產組織成多個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這些是
以專案、資產類型，甚至是您重複
用於創造招牌風格的個人最愛為主。

使用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中的
物件，即可重複使用和創作設計及
圖稿。

回到頂端

支援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中的資料庫

行動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
支援將資產儲
存到資料庫

支援使用
資料庫中
的資產

提供更多資訊的資源

Capture CC 向量形狀、顏
色主題和筆刷

不適用 Adobe Capture CC 常見問答

Photoshop Fix 不適用 Adobe Photoshop Fix 常見問答

Illustrator
Draw 不適用

影像和形
狀

Adobe Illustrator Draw 常見問答

Photoshop
Sketch 不適用 筆刷 Adobe Photoshop Sketch 常見問答

Illustrator Line 不適用
顏色和圖
形

Adobe Illustrator Line CC 常見問答

Hue CC 不適用 Adobe Hue CC 常見問答

Comp CC 不適用 Adobe Comp CC 常見問答

Premiere Clip 不適用 Adobe Premiere Clip 常見問答

Photoshop Mix 不適用 Adobe Photoshop Mix 常見問答

Shape CC* 向量形狀 不適用 Adobe Shape CC 常見問答

Color CC* 顏色主題 不適用 Adobe Color CC 常見問答

Brush CC* 筆刷 不適用 Adobe Brush CC 常見問答

Creative Cloud
行動應用程式

不適用 Creative Cloud | 常見問題

* 現在是 Adobe Capture CC 的一部分

桌面和瀏覽器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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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提供一種機制，讓您可以從各種不同應用程式擷取設計
資產，並且不限於桌面應用程式。當靈感來臨時，您可以使用一系列的 Creative
Cloud 行動應用程式來捕捉靈感，甚至從 Adobe Stock 或 Creative Cloud Market
下載資產。

如果您正在使用適用於
企業的 Creative Cloud
含受管理服務，請參
閱：

瀏覽、共用及管理資
產

指定同步位置

行動

您可以使用不斷增加的 Adobe 行動
應用程式系列，將資產新增至您的
資料庫。請參閱「行動應用程式的
學習資源」以了解詳情。

桌面

在電腦上使用 Creative Cloud 桌面
應用程式將資產新增到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將資產拖曳到桌
面應用程式中的「資料庫」面板。
您也可以在 Creative Cloud Assets
頁面檢視和瀏覽資料庫。

如需搭配它使用資料庫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Creative Cloud 桌面
應用程式的學習資源」。

Creative Cloud Market

探索 Creative Cloud Market 中的
資產並新增至「資料庫」。使用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從
Creative Cloud Market 瀏覽及新增
資產。此外，您也可以使用創意行
動應用程式，將資產新增至資料
庫。

應用程式或服務

支援將
資產儲
存到資
料庫

支援使
用資料
庫中的
資產

提供更多資訊的資源

桌面應用程式

Photoshop Photoshop 中的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Illustrator Illustrator 中的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InDesign InDesign 中的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Premiere Pro Premiere Pro 中的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After Effects After Effects 中的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Dreamweaver Dreamweaver | 與 Libraries 整合

Creative Cloud
Market (透過
Creative Cloud 桌
面應用程式)

不適用 Creative Cloud Market

瀏覽器

Creative Cloud
Assets

僅限檢視與管理 (重
新命名、刪除) Creative Cloud Assets | 儲存及共用內容

總覽：使用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新增至資料庫

30

http://www.adobe.com/go/cce_ms_doc_tw
http://www.adobe.com/go/cce_ms_doc_tw
http://assets.adobe.com/


桌面

在支援 Libraries 的桌面應用程式
中，開啟「資料庫」面板 (「視窗 >
資料庫」)，並將物件拖曳到畫布
上。

行動應用程式

使用行動應用程式，從「資料庫」
選取物件並放入您的專案中。

瀏覽器

在 Creative Cloud Assets 頁面瀏
覽並檢視資料庫。您也可以刪除資
料庫。

桌面 

在支援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的桌面應用程式中，
開啟「資料庫」面板 (「視窗 > 資料庫」)。現在，從
面板彈出式選單，選擇「分享連結」或「共同作
業」。

瀏覽器

在 Creative Cloud Assets 的左窗格中，按一下「資料
庫」。現在，從資料庫檔案夾選單，選擇「傳送連
結」或「共同作業」。

回到頂端

重複使用和創作

分享與共同作業

Adobe Stock 和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Adobe Stock 已經深入整合到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您可以使用 Adobe Stock 網站將 Stock 影像的浮水印
預覽直接新增到您的任何資料庫中。然後在支援 Libraries 的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
(Photoshop、lllustrator、InDesign、Premiere Pro 和 After Effects) 中，將「資料庫」面板中的浮水印 Stock 影
像拖曳到您的創意專案。如果您覺得 Stock 影像很適合您的專案並感到十分滿意，您可以選擇直接從「資料庫」
面板授權此 Stock 影像。

支援與資料庫連結之資產的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 (Photoshop、Illustrator 和 InDesign) 將這項整合帶到更深
的層級。當您授權 Stock 影像時，Stock 影像在開啟的文件中的所有連結實例都會自動更新為已授權、高解析
度、無浮水印的 Stock 影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Adobe Stock」。

常見問答

我可以在資料庫中新增多少個項目？

一個資料庫最多可以包含 1000 個資產。

我可以建立的資料庫數目是否有限制？

沒有，您可以建立的資料庫數目沒有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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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在資料庫中的所有資產都可供所有支援的應用程式使用嗎？

當您在應用程式中工作時，您可以檢視及使用與該特定應用程式有關的資料庫內容。例如，雖然您可以將圖
層樣式新增至資料庫，但是僅限與 Photoshop 相關的樣式。

支援的顏色資訊類型有哪些？

資料庫支援單一色票或顏色主題的顏色資料，而且僅支援印刷色。特別色不受支援，而且會當做印刷色新增至
資料庫。

我可以重複使用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中資料庫內所儲存的任何資產嗎？

大部分的資產都可以在各桌面應用程式之間重複使用。請注意，Photoshop 圖層樣式例外，這些樣式目前只
能在 Photoshop 中重複使用。

如果您在 Illustrator 或 Photoshop 中使用 InDesign 文字樣式資產，這些應用程式會嘗試將主機應用程式中可
用文字樣式的屬性與資產的屬性對應。在主機應用程式中找不到的任何屬性都會被忽略。

資產儲存在哪裡？

您的資產是儲存在您的裝置本機，並與 Creative Cloud 同步。

我可以與其他人共用資料庫嗎？

可以。請參閱「在資料庫上共同作業」。

與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整合的部分行動應用程式 (Brush、Color 與 Shape) 尚未支援在資料庫上共同作
業。此外，當您在這些行動應用程式內工作時，無法使用其他人與您共用的任何資料庫。不過，如果您與其
他使用者共用資料庫，則您可在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及行動應用程式中使用該資料庫。

我需要 Creative Cloud 會籍嗎？

您需要免費或付費的 Creative Cloud 會籍，才能使用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如何進一步了解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您可以透過下列資源進一步了解資料庫：

教學課程影片

如何開始使用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總覽)
Illustrator 和行動裝置中的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Photoshop 和行動裝置中的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示範行動應用程式中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的教學課程影片

Shape CC
Brush CC
Color CC
Illustrator Draw
Photoshop Ske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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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Typekit 新增字體

Typekit 是一款訂閱服務，提供大量可用於桌面應用程式和網站
的字體。

Typekit Portfolio 計劃包含在您的 Creative Cloud 訂閱中。Creative
Cloud 試用版會員可存取 Typekit 中的精選字體，以供網頁和桌面使
用。

訂閱 Creative Cloud (完整、單一
應用程式或免費版) 或是獨立版
Typekit 計劃，即可將字體同步到您
的桌上型電腦。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 Typekit 產品頁面和 Typekit
的計劃選項。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從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

在「字體」索引標籤中，按一下
「從 Typekit 新增字體」。瀏覽器
視窗隨即開啟，而且您已登入
Typekit.com。

從整合 Typekit 的應用程式：

在應用程式的字體選單中，按一下
「從 Typekit 新增字體」。瀏覽器
視窗會直接從應用程式中啟動。

直接在 Typekit.com 網站上：

使用您的 Adobe ID 和密碼登入
Typekit.com。

 

開始使用

瀏覽及新增 Typekit 提供的字體
使用已同步的字體

管理同步字體

開始使用

您可以從 Typekit 的眾多字型合作夥伴之一選擇字體，然後使用 Creative Cloud 將字體同步到您的桌面，或者用
於網頁。已同步的字體可以在所有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中使用，例如 Photoshop 或 InDesign，也可用在其
他桌面應用程式，例如 Microsoft Word。

您的電腦上必須安裝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才能同步字體。如果尚未安裝，請下載並安裝。

Typekit 的預設為啟用，如此就能同步字體，並在您的桌面應用程式中使用。

此時若您已在網頁瀏覽器中選取要同步的字體，這些字體會自動開始與您的電腦同步。

瀏覽及新增 Typekit 提供的字體

您可以從多處存取 Typekit 字體庫。結合使用下列任何一種方法，讓新的精選字體滿足現有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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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瀏覽字體，並篩選所要的字體。特定字體的字體卡上會表示可用範圍。

在字體卡上表示的可用範圍

A. 網頁和桌面 B. 網頁 

按一下各個字體卡，查看有關字型的更多詳細資訊，包括所有可用粗細和樣式的字體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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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使用字體」(Use Fonts)。

在「使用此系列」(Use This Family) 視窗中，指定您要將字體同步至桌面，或加入套件中以供網頁使用。

從字體系列中選擇所需樣式，然後按一下「同步選取的字體」(Sync Selected Fonts)。

字體會同步到所有已安裝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的電腦。若要檢視字體，請開啟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
式，然後按一下「字體」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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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在 InDesign CC 中使用
Typekit 字體

Premiere Pro CC 2014
新功能摘要

在 Illustrator CC 中使用
Typekit 字體

After Effects CC 2014 新
功能摘要

在 Photoshop CC 中使用
Typekit 字體

使用已同步的字體

若要使用已同步的字體，只要開啟任何應用程式，移至字體選單即可。您會在選項清單中，看到您已同步的字
體。有些桌面應用程式，例如 Microsoft Word，可能會在同步新的字體之後要求重新啟動。

InDesign 字體選單顯示從 Typekit 同步的字體

如需有關如何在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之中使用 Typekit 字體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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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管理同步字體

您可以使用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中的「字體」面板，或是在您的 Typekit.com 帳戶中，檢視電腦上已
同步的字體。

移除已同步的字體

若要從電腦移除已同步的字體：

1. 在 Adobe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的「字體」面板中，按一下「管理字體」。「已同
步的字體」頁面會在瀏覽器視窗中開啟。您也可以登入 Typekit.com，直接進入「Synced
Fonts」(已同步的字體) 頁面。

2. 在您不要再使用的任何字體右邊，按一下「移除」。

關閉 Typekit

您可以啟用或停用字體同步。停用字體同步將會停止同步字體，並且移除電腦中任何已同步的字體。

1. 在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中，選擇「  > 偏好設定 > Creative Cloud」。

2. 按一下「字體」。

3. 若要啟用或停用字體同步，請從「Typekit 開啟/關閉」設定中選取「開啟」或「關閉」。

離線使用 Typekit

如果您正在執行並已登入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時離線，任何已同步的字體都還可以使用。您在
Typekit.com 上對字體同步選擇所做的任何變更，要在您恢復連線時才會生效。

如果您在離線時啟動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字體將無法使用而且不會顯示在標準字體選單中。

延伸閱讀
如何將字體同步到桌面 | Typekit.com

透過 Creative Cloud 將字體新增至桌面應用程式

無法同步一種或多種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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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錯誤：「您已經安裝同名的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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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檔案、資料庫，以及更多
Adobe Creative Cloud 2015 版的更新內容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簡介

分享檔案或檔案夾

分享資料庫、資料庫資產和行動創作

檢視與您分享的資產

簡介

Creative Cloud Assets 可讓您分享下列資產類型的公用連結：

檔案

檔案夾

資料庫

資料庫元素

行動創作

藉由分享公用連結，您可以快速收集針對資產的意見且更有效率地與其他人共同合作。當您將連結分享給他人，
他們就可以直接在網頁瀏覽器中檢視資產的高精確度預覽畫面，而不必安裝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或登入網
站。除了檢視資產以外，他們也可以寫下評論，或下載檔案複本 (必須經您准許)。

公開分享資產可確保您對內容保有完整控制權。收件者只能唯讀存取您的資產，也就是說，他們不能上傳、更新
或刪除。分享的資產是使用您經由電子郵件或複製/貼上傳送的唯一 Adobe.ly 簡短 URL 存取。您可以隨時關閉
此 URL 撤銷存取。

若要與同事共同作業 (以讀寫存取權共用資產)，請參閱「和其他人共同作業」。

若要分享您的作品並尋求更廣泛創意網路的意見，請參閱「在 Behance 分享您的作品」。

39

http://assets.adobe.com/
http://idiom-q-win-1/tw/creative-cloud/help/collaboration.html
http://idiom-q-win-1/tw/creative-cloud/kb/publish-behance.html
http://idiom-q-win-1/tw/creative-cloud/kb/publish-behance.html
http://idiom-q-win-1/tw/creative-cloud/kb/publish-behance.html


註解：

分享檔案或檔案夾

1. 在「Creative Cloud Assets」頁面上，瀏覽到要分享的檔案或檔案夾。

2. 從「共用」選單選擇「傳送連結」。

3. 隨即分享檔案並建立簡短的公用 URL。在「傳送連結」對話框上，指定要接收此連結的目
標電子郵件地址。

4. 按一下「進階選項」。系統預設會啟用下列選項。

允許下載：允許連結收件者下載檔案

允許評論：允許連結收件者將評論加到檔案中

允許使用 Extract：允許連結收件者擷取影像資訊和資產

「允許使用 Extract」選項只能在分享 Photoshop (.psd) 檔案時使用。如需有關
Extract 運作方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Creative Cloud Extract」。

此外，您也可以選擇停用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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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一下「傳送連結」。

系統會傳送含連結 (簡短 URL) 的電子郵件給收件者，以存取分享的檔案或檔案夾。

按一下簡短 URL 會以網頁瀏覽器開啟檔案或檔案夾。收件者不必成為 Creative Cloud 會員，就能檢視或存取公
開分享的檔案和檔案夾。

在瀏覽器中預覽分享的檔案

分享資料庫、資料庫資產和行動創作

讓我們來看看您如何透過公用連結分享資料庫：

1. 登入 Creative Cloud Assets 頁面。
2. 一旦登入，在左窗格中，按一下「資料庫」。
3. 展開您想要分享的資料庫快顯選單。按一下「傳送連結」。Creative Cloud 會提示您分享作
業將會建立資料庫的唯讀公用連結。

產生資料庫的唯讀公用連結

4. 按一下「建立公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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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您希望收件者能夠將資料庫儲存到他們自己的 Creative Cloud Assets 帳戶，按一下
「進階選項」，然後選取「允許下載」。

6. 輸入以逗號分隔的收件者清單，然後按一下「傳送連結」。

Creative Cloud 會寄出公用連結，收件者會收到電子郵件邀請他們檢視資產。

您也可以採大致相同的方式，分享個別的資料庫資產和行動創作。例如，以下示範如何分享已新增至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做為資產的 Adobe Stock 影像：

分享已新增做為資料庫資產的 Adobe Stock 影像

檢視與您分享的資產

您可以將分享的資產儲存到您的 Creative Cloud 帳戶。如果寄件人已分享資料庫或行動創作，您可以將完整的
資料庫或行動創作儲存到您自己的帳戶。如果資料庫資產已分享，您可以將它儲存到您的其中一個資料庫。

將資產儲存到您的 Creative Cloud 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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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將資料庫資產儲存到您的其中一個資料庫

如果分享的資產是檔案，您可以將它儲存到您的電腦 (如果寄件人已允許下載)，或將它儲存到您的帳戶。

相關連結
開始使用 Creative Cloud Assets

與其他人共同作業

在 Behance 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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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支援 > CREATIVE CLOUD 支援

啟動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
適用於 Creative Cloud
涵蓋內容
安裝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之後如何將它開啟
本頁內容

我的應用程式在哪裡？

當您下載及安裝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時，它們會安裝在應用程式的一般安裝位置，例如「Program Files」檔案夾 (Windows) 或「應用程式」檔案夾 (Mac OS)。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可讓您輕鬆一覽所有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而且只要按一下即可啟動。您也可以依照一般在電腦上啟動任何應用程式的方式來啟動應
用程式，或是從安裝位置啟動它們。

使用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啟動應用程式

若要使用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啟動應用程式，請依照下列步驟執行：

1. 按一下 Creative Cloud 圖示 (位於工作列 (Windows) 或 Apple 選單列 (Mac OS))，開啟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如果尚未選取，請按一下視窗頂端的
「Apps」索引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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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要啟動已安裝的應用程式，請在「Apps」面板中尋找應用程式的圖示，然後按一下「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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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無法啟動 Touch App Plugins 或 Gaming SDK 等少數應用程式。若要啟動這些應用程式，請使用底下所述的替代方法。

秘訣:

根據預設，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會在您登入電腦時啟動。

如果您並未看到 Creative Cloud 圖示，可能已結束應用程式。您可以重新啟動它：

Windows：選擇「開始 > 程式集 > Adobe Creative Cloud」。
Mac OS：選擇「前往 > 應用程式 > Adobe Creative Cloud > Adobe Creative Cloud」。

若要以手動方式下載 Adobe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請造訪「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頁面。

從安裝位置啟動應用程式

Mac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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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會在「應用程式」檔案夾下載並安裝應用程式，使用 Finder 可以瀏覽到「應用程式」檔案夾，然後按兩下即可啟動應用程式。

為方便存取應用程式，您可以將應用程式的圖示拖曳到 Dock。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pple 網站上的「Mac 基本概述：Dock」。

Windows 8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會在「Program Files」檔案夾安裝應用程式，也會在「開始」畫面或「開始」選單中建立捷徑。

從「開始」畫面啟動已安裝的應用程式。使用 Windows 按鍵或圖示來存取「開始」畫面。請捲動畫面以找出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加以啟動。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Microsoft 網站上的「開始畫面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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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7

當安裝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時，應用程式捷徑會加入 Windows 產品選單中。請選擇「開始 > 所有程式」，然後按一下應用程式。

為方便存取，您可以將捷徑釘選到工作列。選擇「開始 > 所有程式」，並以滑鼠右鍵按一下應用程式名稱，然後選擇「釘選到工作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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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this helpful?
Yes   No 

By clicking Submit, you accept the Adobe Terms of Use.
 
^ 回到頂端

更多類似項目

更新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
解除安裝或移除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
下載或更新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時發生錯誤

Creative Cloud 支援

查看線上手冊、瀏覽教學課程或取得協助。進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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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要協助?

詢問社群

發表問題並獲得專家解惑。

立即開始

聯絡我們

從我們優秀的支援人員取得協助。

立即開始

 變更地區台灣 (變更)
選擇您的地區

選取地區會變更 Adobe.com 上的語言及/或內容。

Americas Brasil Canada - English Canada - Français Latinoamérica México United States Europ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frica -
English België Belgique Belgium - English Česká republika Cyprus - English Danmark Deutschland Eastern Europe - English Eesti España France Greece -
English Hrvatska Ireland Israel - English Italia Latvija Lietuva Luxembourg - Deutsch Luxembourg - English Luxembourg - Français Magyarország Malta -
English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 English Moyen-Orient et Afrique du Nord -
Français Nederland Norge Österreich Polska Portugal România Schweiz Slovenija Slovensko Srbija Suisse Suomi Sverige Svizzera Türkiye United
Kingdom България Россия Україна ישראל - עברית Asia - Pacific Australia Hong Kong S.A.R. of China India - English New Zealand Southeast Asia
(Includes Indonesia, Malaysia, Philippines, Singapore, Thailand, and Vietnam) - English 中国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台灣 日本 한국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Includes Armenia, Azerbaijan, Belarus, Georgia, Kazakhstan, Kyrgyzstan, Moldova, Tajikistan, Turkmenistan, Ukraine, Uzbekistan

產品 下載 支援與學習 公司
Copyright © 2015 Adobe Systems Software Ireland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隱私權 使用條款 Cookie Ad Ch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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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Bridge 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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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dobe Bridge 編排內容和資產

 

Adobe® Bridge (隨附於 Adobe Creative Cloud) 或 Adobe Creative Cloud 元件可讓您組織用來建立列印、網頁和視訊
內容時所使用的資產。Adobe Bridge 會維持原始的 Adobe 檔案 (例如 PSD 和 PDF) 和非 Adobe 檔案，以便讓使用者
能夠輕鬆地存取。您可以視需要，將資源拖曳到版面、專案和構圖中，也可以預視檔案、新增中繼資料 (檔案資訊)，
讓尋找檔案變得更為容易。

檔案瀏覽

您可以從 Adobe Bridge 檢視、搜尋、排序、篩選、管理和處理影像、頁面版面、PDF 與動態媒體檔案。您可以使用
Adobe Bridge 重新命名、移動和刪除檔案、編輯中繼資料、旋轉影像，並執行批次指令。您也可以檢視從數位靜像相
機或視訊攝影機讀入的檔案和資料。請參閱檢視和管理檔案。

Camera Raw

如果您已安裝 Adobe Photoshop 或 Adobe Lightroom，可從 Adobe Bridge 開啟 Camera Raw 檔案並加以儲存。您無
需啟動 Photoshop 或 Lightroom，即可直接在「Camera Raw」對話框中編輯影像，並將設定從某一個影像拷貝到另
一個影像。如果您沒有安裝 Photoshop，依然可以在 Adobe Bridge 中預視 Camera Raw 檔案。請參閱 Camera Raw
簡介。

色彩管理

您可以使用 Adobe Bridge，為所有具色彩管理的 Adobe Cloud 元件同步色彩設定。這項同步化程序可確保色彩在所有
Adobe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中均有相同的外觀。請參閱管理色彩。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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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 Adobe Bridge
從 Adobe 產品啟動 Adobe Bridge
從 Adobe Bridge 返回上次開啟的 Adobe 產品
直接啟動 Adobe Bridge
自動啟動 Adobe Bridge
隱藏或顯示 Adobe Bridge

您可以直接啟動 Adobe Bridge，也可以從下列任何一個 Adobe 產品加以啟動：After
Effects、Captivate®、Encore®、Flash® Professional、InCopy、InDesign、Illustrator®、Photoshop 和 Premiere®
Pro。

從 Adobe 產品啟動 Adobe Bridge
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選取「檔案 > 瀏覽」或「檔案 > 在 Bridge 中瀏覽」(視可用情況而定)。

注意: 在 After Effects 或 Premiere Pro 中，使用「檔案 > 在 Bridge 中瀏覽」啟動 Adobe Bridge 之後，按
兩下任何一個檔案，即可在該 Creative Suite 5 組件 (而非原始應用程式) 中開啟或讀入檔案。例如，如果
您在 Adobe Premiere Pro 中選取「檔案 > 在 Bridge 中瀏覽」，然後按兩下 Photoshop 檔案，該檔案便
會新增至 Premiere Pro 的「專案」面板，而不會在 Photoshop 中開啟。

在應用程式列中，按一下「Adobe Bridge」按鈕 。

從 Adobe Bridge 返回上次開啟的 Adobe 產品
選擇「檔案 > 返回 [元件]」或在應用程式列中按一下「返回 [元件]」按鈕 。

直接啟動 Adobe Bridge

(Windows) 從「開始 > 所有程式」選單中，選擇「Adobe Bridge」。
(Mac OS) 按兩下「Applications/Adobe Bridge」檔案夾中的 Adobe Bridge 圖示 。

自動啟動 Adobe Bridge

您可以將 Adobe Bridge 設定為在每次登入時於背景中自動執行。在背景執行 Adobe Bridge 只會耗用少量系統資源，
只有在您要開始使用它時才會耗用較多的系統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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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將 Adobe Bridge 設定為在登入時自動於背景中開啟，請執行以下任一動作：

第一次啟動 Adobe Bridge 時，如果程式問您是否要在登入時自動啟動 Adobe Bridge，請按一下「是」。

在 「Adobe Bridge 偏好設定」對話框的「進階」面板中，選取「登入時啟動 Bridge」。

(Windows) 在 Adobe Bridge 開啟時，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Adobe Bridge 系統匣圖示，然後選取「登入時啟
動 Bridge」。

註解：

Adobe Bridge 在背景中執行時，可能會干擾其他 Adobe 應用程式及增效模組的安裝作業。如果發生這種情況，
請結束 Adobe Bridge。請參閱 go.adobe.com/kb/ts_cpsid_50680_zh-tw。

隱藏或顯示 Adobe Bridge

(Windows) 若要切換作業模式，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系統匣中的 Adobe Bridge 圖示，然後選擇「顯示 Bridge」開啟應用程式。

選擇「檔案 > 隱藏」，在背景執行 Adobe Bridge。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系統匣中的 Adobe Bridge 圖示，然後選擇「隱藏 Bridge」，即可在背景執行 Adobe
Bridge。

(Mac OS) 若要切換作業模式，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按一下 Dock 中的 Adobe Bridge 圖示，然後選擇「顯示」或「隱藏」。

在 Adobe Bridge 中，選取「Adobe Bridge > 隱藏 Adobe Bridge 」，即可在背景執行 Adobe Bridge。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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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Bridge 工作區
工作區概覽
調整面板
使用我的最愛
選取和管理工作區
調整亮度和色彩
管理色彩
變更語言設定
啟用啟動指令碼
還原偏好設定

工作區概覽

Adobe® Bridge 工作區是由包含各種面板的 3 個欄 (又稱為窗格) 所組成。您可以藉由移動面板或調整面板大小，來
調整 Adobe Bridge 工作區。您可以建立自訂工作區，或是從多個預先設定的 Adobe Bridge 工作區中進行選取。

Adobe Bridge 工作區

A. 應用程式列 B. 面板 C. 選取的項目 D. 縮圖滑桿 E. 檢視按鈕 F. 搜尋 

以下為 Adobe Bridge 工作區的主要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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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列

具備可用於基本工作 (例如，導覽檔案夾階層、切換工作區及搜尋檔案) 的按鈕。

路徑列

顯示您正在檢視之檔案夾的路徑，並可讓您導覽目錄。

「我的最愛」面板

讓您快速存取經常瀏覽的檔案夾。

「檔案夾」面板

顯示檔案夾階層。使用此面板可以瀏覽檔案夾。

「篩選器」面板

讓您排序和篩選出現在「內容」面板中的檔案。

「集合」面板

讓您建立、尋找及開啟集合與智慧型集合。

「內容」面板

顯示導覽選單按鈕、路徑列、「我的最愛」面板、「檔案夾」面板或「集合」面板指定的檔案。

「預視」面板

顯示所選取單一檔案或多個檔案的預視。預視與「內容」面板所顯示的縮圖影像是分開的，而且通常都會大於這些縮
圖。您可以調整面板的大小，以縮小或放大預視。

「中繼資料」面板

包含所選檔案的中繼資料資訊。如果選取多個檔案，則會列出共用資料 (像是關鍵字、建立日期和曝光設定)。

「關鍵字」面板

可在影像中附加關鍵字，協助您整理影像。

「輸出」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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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6、CS5)包含建立 PDF 文件，以及 HTML 或 Flash® 網路收藏館的選項。選取「輸出」工作區時便會顯示此面
板。

調整面板

您可以藉由移動面板和調整面板大小，來調整 Adobe Bridge 視窗。但是，您無法將面板移到 Adobe Bridge 視窗的外
面。

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拖曳面板的標籤，將面板置入另一個面板。
拖曳面板之間的水平分隔列，以放大或縮小面板。
拖曳面板與「內容」面板之間的垂直分隔列，以調整面板或「內容」面板的大小。
按下 Tab 鍵，即可顯示或隱藏中央面板之外的所有面板 (中央面板會因您選擇的工作區有所不同)。
選擇「視窗」，接著選擇您要顯示或隱藏的面板名稱。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 面板標籤，然後選擇您要顯示的面板
名稱。

使用我的最愛

若要指定「我的最愛」偏好設定，請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Windows) 或「Adobe Bridge CC > 偏好設
定」(Mac OS)。按一下「一般」，並在「偏好設定」對話框的「我的最愛項目」區域中，選取所需的選項。
若要在「我的最愛」新增更多項目，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從 Windows 檔案總管 (Windows)、Finder (Mac OS)，或是 Adobe Bridge 的「內容」或「資料夾」面板，
將檔案或檔案夾拖曳到「我的最愛」面板。

在 Adobe Bridge 中選取某個檔案、檔案夾或集合，並選取「檔案 > 增加到我的最愛」。

若要從「我的最愛」面板移除某個項目，請選取該項目，並選擇「檔案 > 從我的最愛移除」。或是，用滑鼠右鍵按一
下該項目 (Windows)，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該項目 (Mac OS)，然後在快顯選單中選擇「從我的最愛移除」。

選取和管理工作區

Adobe Bridge 工作區是面板的特定組態或版面。您可以選取預先設定的工作區，也可以選取之前儲存的自訂工作區。

藉由儲存各種 Adobe Bridge 工作區，您便可以在不同的版面中工作 (並在版面之間快速切換)。例如，使用一個工作
區來排序新的相片，並用另一個工作區來處理 After Effects 構圖中的素材檔案。

Adobe Bridge 提供以下預先設定的工作區:

輸出

(CS6、CS5) 顯示「我的最愛」、「檔案夾」、「內容」、「預視」和「輸出」面板。只要在 Adobe Bridge 的「偏好
設定」中選取「Adobe 輸出模組」啟動指令碼，即可使用此工作區。

中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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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單」檢視中顯示「內容」面板，以及「我的最愛」、「中繼資料」、「篩選器」和「轉存」面板。

基本資料

顯示「我的最愛」、「檔案夾」、「篩選器」、「集合」、「轉存」、「內容」、「預視」、「中繼資料」和「關鍵
字」面板。

底片顯示窗格

以可捲動的水平列顯示縮圖 (在「內容」面板中)，並顯示目前選取項目的預視 (在「預視」面板中)。此外，也會顯示
「我的最愛」、「檔案夾」、「篩選器」、「集合」和「轉存」面板。

關鍵字

在「詳細資料」檢視中顯示「內容」面板，以及「我的最愛」、「關鍵字」、「篩選器」和「轉存」面板。

註解：

在 Mac OS 中，按住 Command 鍵並按一下 F5 載入「關鍵字」工作區時，預設會啟動 Mac OS VoiceOver。因此若要
使用鍵盤快速鍵載入「預視」工作區，您必須先在 Mac OS 的「鍵盤快速鍵」偏好設定中停用 VoiceOver 快速鍵。如
需指示，請參閱 Mac OS 說明。

預視

顯示大型「預視」面板；在「縮圖」檢視中顯示垂直窄型的「內容」面板，並且顯示「我的最愛」、「檔案
夾」、「篩選器」、「集合」和「轉存」面板。

輕便桌面

只顯示「內容」面板。檔案會顯示在「縮圖」檢視中。

檔案夾

在「縮圖」檢視中顯示「內容」面板，以及「我的最愛」、「檔案夾」和「轉存」面板。

若要選取工作區，請選取「視窗 > 工作區」，然後選擇需要的工作區。或者，按一下 Adobe Bridge 應用程式列
中任一個工作區按鈕。

將垂直列拖曳至這些工作區按鈕的左邊，即可顯示更多或更少按鈕。拖曳這些按鈕，即可重新排列其順序。

若要將目前的版面儲存為工作區，請選擇「視窗 > 工作區 > 新增工作區」。在「新增工作區」對話框中，輸入
工作區的名稱，指定選項，然後按一下「儲存」。
若要刪除或復原自訂工作區，請選取「視窗 > 工作區」，然後選取下列任一項命令:

刪除工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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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已儲存的工作區。從「刪除工作區」對話框的「工作區」選單中選擇工作區，然後按一下「刪除」。

重設工作區

將目前選取的已儲存工作區還原為預設設定。

重設標準工作區

還原 Adobe 預先定義工作區的預設設定 (「基本資料」、「輸出」等)。

調整亮度和色彩

將 Adobe Bridge 背景變亮或變暗，並在「一般」偏好設定中指定強調色彩。若要開啟偏好設定，請選擇「編輯 > 偏
好設定」(Windows) 或「Adobe Bridge > 偏好設定」(Mac OS)。

若要將背景變亮或變暗，請到「偏好設定」對話框的「一般」面板，並執行下列動作:
拖曳「使用者介面亮度」滑桿，將 Adobe Bridge 的背景變暗或變亮。
拖曳「影像背景」滑桿，將幻燈片播放、「內容」和「預視」面板的背景變暗或變亮。

若要指定強調色彩，請到「偏好設定」對話框的「一般」面板中，從「強調色彩」選單中選擇顏色。

管理色彩

在 Adobe Bridge 中，縮圖品質會決定是否要使用色彩描述檔設定。高品質的縮圖會使用色彩描述檔設定，而快速縮圖
則不會。(僅限 CS5) 應用程式列中的「進階偏好設定」和「縮圖品質與產生預視的選項」按鈕，即可決定縮圖品質。

如果您是 Creative Cloud 會員或已購買 Adobe Creative Suite，即可使用 Adobe Bridge 同步色彩管理應用程式和元件
間的色彩設定。當您透過「編輯 > 色彩設定」(Bridge CC) 或「編輯 > Creative Suite 色彩設定」(Bridge CS) 命令指
定色彩設定時，色彩設定便會自動同步。同步色彩設定可確保在所有 Adobe 色彩管理產品中呈現相同的色彩。

請參閱在不同 Adobe 應用程式之間同步色彩設定。

變更語言設定

Adobe Bridge 可以使用多種語言顯示選單、選項和工具提示。您也可以指定 Adobe Bridge 在鍵盤快速鍵使用特定的
語言。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Windows) 或「Adobe Bridge > 偏好設定」(Mac OS)，然後按一下「進階」。

2. 執行下列任一動作，或兩者同時執行:
從「語言」選單選擇某個語言，即可用該語言顯示選單、選項和工具提示。
從「鍵盤」選單選擇某個語言，即可在鍵盤快速鍵使用該語言鍵盤組態。

3. 按一下「確定」，並重新啟動 Adobe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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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新的語言之後，會在下次啟動 Adobe Bridge 時生效。

啟用啟動指令碼

您可以在 Adobe Bridge 偏好設定中，啟用或停用啟動指令碼。所列出的指令碼會因您安裝的 Creative Suite® 元件而
有所不同。停用啟動指令碼可以提高效能，也可以解決不同指令碼之間可能產生的不相容問題。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Windows) 或「Adobe Bridge  > 偏好設定」(Mac OS)，然後按一下「啟動指令
碼」。

2. 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依需要選取或取消選取指令碼。
若要啟用或停用所有的指令碼，請按一下「全部啟用」或「全部停用」。
按一下 Reveal My Startup Scripts (顯現我的啟動指令碼)，前往硬碟中 Adobe Bridge 的「啟動指令碼」資
料夾。

還原偏好設定

Adobe Bridge 偏好設定檔案中儲存了許多程式設定，包括顯示、Adobe Photo Downloader、效能和檔案處理等選項。

還原偏好設定會使設定回復為預設值，並且可經常修正應用程式的不正常行為。

1. 啟動 Adobe Bridge 時，請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2. 在「重設設定」對話框中，選取下列一個或多個選項：

重設偏好設定

會使偏好設定回復為原廠預設值。有些標籤和分級可能會不見。Adobe Bridge 啟動時會建立新的偏好設定檔
案。

清除整個縮圖快取

如果 Adobe Bridge 無法正常顯示縮圖，或許清除縮圖快取會有用。Adobe Bridge 啟動時會重新建立縮圖快取。

重設標準工作區

會使 Adobe 預先定義的工作區回復為原廠預設設定。

3. 按一下「確定」，或是按一下「取消」開啟 Adobe Bridge，而不要重設偏好設定。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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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數位相機或讀卡機取得相片
從裝置取得相片
在 Mac OS 10.11.x 中從裝置讀入

從裝置取得相片

Adobe Bridge Photo Downloader

A. 已連線裝置的名稱 B. 儲存檔案的選項 C. 重新命名檔案的選項 D. 轉換和拷貝檔案的選項 E. 「取得相片」按鈕 

1. 將您的相機或讀卡機連接到電腦 (請視需要參閱裝置的說明文件)。
2. 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Windows) 按一下「自動播放」視窗中的「下載影像 - 使用 Adobe Bridge」，或選擇「檔案 > 從相機取
得相片」。

(Mac OS) 在 Adobe Bridge 中，選擇「檔案 > 從相機取得相片」。

(Mac OS) 您可以設定 Adobe Bridge 在相機連接到電腦時自動開啟 Photo Downloader。選擇「Adobe Bridge >
偏好設定」。在「一般」面板中的「行為」區域，選取「當相機連線時啟動 Adobe Photo Downloader」。接著
按一下「確定」。

3. 在 Adobe Bridge Photo Downloader 視窗中，從「取得相片」選單選擇相機名稱或讀卡機名稱。

如果按一下「進階對話框」，就會出現相機記憶卡中每一張相片的縮圖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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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要從讀入的批次移除相片，請按一下「進階」對話框，再按一下相片縮圖下方的方塊以取消選取。
5. 若要變更預設檔案夾位置，請按一下「位置」旁邊的「瀏覽」按鈕 (Windows) 或「選擇」按鈕 (Mac OS)，然後
指定新位置。

6. 若要將相片儲存在其專屬的檔案夾中，請選取「建立次檔案夾」，然後選取下列任一項目：

「今天的日期」會建立以目前日期命名的次檔案夾。

「拍攝日期」會建立以相片拍攝日期和時間來命名的次檔案夾。

「自訂名稱」會使用您輸入的名稱來建立次檔案夾。

7. 若要在讀入檔案時重新命名檔案，請從「重新命名檔案」選單中選擇某個選項。讀入批次中的所有相片都會共用
相同的名稱，而且在每張相片的尾端都會附加唯一的號碼。若要在 XMP 中繼資料中保留相機的原始檔名供稍後
參考，請核取「在 XMP 中繼資料中保留目前的檔名」。

8. 若要在讀入相片之後開啟 Adobe Bridge，請選取「開啟 Adobe Bridge」。
9. 若要在讀入時將 Camera Raw 檔案轉換成 DNG，請選取「轉換為 DNG」。

10. 若要在下載相片之後從相機或讀卡機刪除原始相片，請選取「刪除原始檔案」。
11. 若要在讀入時儲存相片的拷貝，請選取「儲存拷貝至」並指定位置。

12. (選擇性) 若要套用中繼資料，請按一下「進階對話框」按鈕。接著，再於「建立者」和「版權」文字方塊中輸
入資訊，或者從「要使用的範本」選單選擇中繼資料範本。

13. 按一下「取得媒體」。相片便會出現在 Adobe Bridge 中。

在 Mac OS 10.11.x 中從裝置讀入

在 Mac OS 10.11.x 中作業時，使用「檔案 > 從裝置讀入」選項，便可透過下列裝置類型讀入媒體:

Android 行動裝置，以及使用圖片傳輸通訊協定 (Picture Transfer Protocol，簡稱 PTP) 或媒體傳輸通訊協定
(Media Transfer Protocol，簡稱 MTP) 模式連接的數位相機
iOS 行動裝置

註解：

針對 Mac OS 提供「檔案 > 從裝置讀入」選項做為「檔案 > 從相機取得相片」選項的替代方案，以便在 Mac OS
10.11.x 中辨識上述裝置。

若為以 PTP 或 MTP 模式連接的裝置 (例如，相機或 Android 裝置)

請將裝置模式從 PTP/MTP 變更為 USB 模式/大量儲存裝置模式，然後將該裝置連接至電腦。

註解：

如需有關如何變更模式的指示，請參閱裝置製造商提供的文件。

Adobe Bridge 現已可偵測裝置，讓您從裝置讀入媒體。以下將說明這些步驟。

適用於 iDevice (例如 iPad 或 iPhone)

1. 將 iDevice 連接至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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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檔案 > 從裝置讀入」。對話框會自動出現，並辨識連接的裝置。

3. 選取想要讀入的媒體，再選取想要「讀入至」的位置，然後按「下載」。

已選取的媒體檔案會讀入至 Adobe Bridge。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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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需求 | Bridge CC

Bridge CC 6.2 系統需求與語言版本

Mac OS

Multicore Intel 處理器(支援 64 位元)
Mac OS X v10.9、v10.10 (64 位元) 或 v10.11 (64 位元)
2GB RAM (建議使用 8 GB)
2GB 硬碟空間可供安裝使用；安裝過程需要額外可用空間 (無法安裝於使用區分大小寫之檔案系統的磁碟區，或
卸除式快閃儲存裝置中)
具備 16 位元色彩和 512 MB (建議使用 1 GB) VRAM 的 1024x768 顯示器 (建議使用 1280x800)
具備 OpenGL 2.0 功能的系統
必須連線至網際網路並完成註冊，才能啟用軟體、驗證訂閱並存取線上服務。**

Windows

Intel® Core™2 Duo 或 AMD Athlon® 64 處理器；2 GHz 或速度更快的處理器
Microsoft® Windows® 7 Service Pack 1、Windows 8.1 或 Windows 10
2 GB RAM (建議使用 8 GB)
2 GB 硬碟空間可供 32 位元安裝使用；2.1 GB 硬碟空間可供 64 位元安裝使用；安裝過程需要額外可用空間
(無法安裝於卸除式快閃儲存裝置中)
具備 16 位元色彩和 512 MB (建議使用 1 GB) VRAM 的 1024x768 顯示器 (建議使用 1280x800)
具備 OpenGL 2.0 功能的系統
必須連線至網際網路並完成註冊，才能啟用軟體、驗證訂閱並存取線上服務。**

**使用者須知。需連線至網際網路、擁有 Adobe ID 並接受授權合約，才能啟用並使用此產品。此產品可能與某些
Adobe 服務或協力廠商主控的線上服務整合，或允許存取這些服務。Adobe 線上服務 (包括 Adobe Creative Cloud 服
務) 僅供 13 歲以上的使用者使用，且使用者需同意使用規定和 Adobe 的線上隱私權政策。應用程式和線上服務並非
在所有國家/地區皆提供，僅提供部分語言版本，使用者可能需要註冊後方可使用，且可能在未通知的情況下變更或中
止。可能會收取額外的費用或會員費。

語言版本

Dansk
Deutsch
English
Españ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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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çais
Français*
Hebrew*
Hungarian

Italiano
Nederlands
Norwegian
Polish
Português (Brasil)
Suomi
Svenska
Turkish

Ukrainian
čeština
Русский
 *
日本語
简体中文
繁體中文
한국어

* 中東版本支援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等語言，提供從右到左的全語言支援、阿拉伯文/希伯來文功能，以及英文介面；
北非法文 (Français*) 版本提供從右到左的全語言支援、阿拉伯文/希伯來文功能，以及法文介面。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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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 Adobe Bridge 內容面板顯示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注意: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選擇檢視模式

調整縮圖的尺寸

鎖定格點

顯示縮圖的其他中繼資料

限制縮圖的檔案大小

指定與螢幕大小相同的預視

指定縮圖品質

自訂清單檢視

「內容」面板會在所選檔案夾中顯示檔案和檔案夾的縮圖、詳細資料縮圖或清單。根據預設，Adobe Bridge 會產生以色彩管理的縮圖，並在「內容」
面板中一併顯示這些縮圖及其檔案或檔案夾名稱，以及分級和標籤。

在「內容」面板中，您可以顯示詳細文字資訊以及縮圖，或將這些縮圖當做清單來檢視，藉以自訂檢視。您也可以調整縮圖的尺寸，並指定縮圖品
質。從「內容」面板選單中選擇「水平配置」或「垂直配置」以放置捲軸。選取「自動配置」可以確保 Adobe Bridge 會視需要切換水平配置或垂直配
置。

選擇檢視模式

從「檢視」選單中選擇下列任一項選項：

「縮圖」：以具有檔案或檔案夾名稱以及分級和標籤的縮圖顯示檔案和檔案夾。

「詳細資料」：顯示具有其他文字資訊的縮圖。

「清單設定」：透過檔案名稱和關聯中繼資料的清單方式，以欄的格式顯示檔案和檔案夾。

「只顯示縮圖」：顯示縮圖而不含任何文字資訊、標籤或分級。

按一下 Adobe Bridge 視窗右下角的「檢視內容縮圖」、「檢視內容詳細資料」或「檢視內容清單」按鈕。

調整縮圖的尺寸

讓縮圖變小，以便同時看到更多縮圖；或是放大縮圖，以便看到縮圖的細節。

拖曳 Adobe Bridge 視窗底部的「縮圖」滑桿 。

當您在「自動配置」模式中調整 Adobe Bridge 視窗的大小時，「內容」面板中縮圖的尺寸大小也會隨著調整。若要避免這種行為，請從「內
容」面板選單中選擇「水平配置」或「垂直配置」。

如果在「內容」面板中看不到影像縮圖的檔案名稱或其他中繼資料，請將滑桿向右拖曳即可將縮圖放大。

按一下「縮圖」滑桿最左邊的「較小的縮圖大小」按鈕，即可將「內容」面板中的欄數減少一欄。按一下「縮圖」滑桿最右邊的
「較大的縮圖大小」按鈕，即可將「內容」面板中的欄數增加一欄。Adobe Bridge 會自動根據顯示的欄數，將縮圖的尺寸最大
化。

鎖定格點

鎖定格點時，Adobe Bridge 固定會在「內容」面板中顯示完整的縮圖。鎖定格點時，即使調整視窗大小或者開啟或關閉面板，縮圖的組態仍保持不
變。

選擇「檢視 > 格點鎖定」，或在 Adobe Bridge 視窗底部，按一下「縮圖」滑桿旁的「格點鎖定」按鈕 。

顯示縮圖的其他中繼資料

「縮圖中繼資料的其他行」偏好設定會指定是否要在「內容」面板中，將縮圖與其他中繼資料資訊一併顯示。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Windows) 或「Adobe Bridge > 偏好設定」(Mac OS)，然後按一下「縮圖」。

2. 在「縮圖中繼資料的其他行」區域中，選擇要顯示的中繼資料類型。您可以顯示多達 4 行的其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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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注意:

限制縮圖的檔案大小

您可以限制 Adobe Bridge 將建立之縮圖的檔案大小 (顯示大型檔案可能會降低效能)。如果 Adobe Bridge 無法建立縮圖，便會顯示與該特定檔案類型
關聯的圖示。在顯示視訊檔案的縮圖時，Adobe Bridge 便會略過這項設定。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Windows) 或「Adobe Bridge > 偏好設定」(Mac OS)，然後按一下「縮圖」。

2. 在「處理的檔案不要大於」方框中輸入數字。

指定與螢幕大小相同的預視

與螢幕大小相同的預視會根據螢幕的解析度，顯示最高品質的預視。啟用與螢幕大小相同的預視時，影像在全螢幕模式下會顯得銳利。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Windows) 或「Adobe Bridge > 偏好設定」(Mac OS)，然後按一下「進階」。

2. 選取「產生與螢幕大小相同的預視」。

指定縮圖品質

您可以指定 Adobe Bridge 針對個別影像檔案夾，顯示內嵌式、高品質或 1:1 的影像縮圖預視。

如果要快速瀏覽，請選擇檔案夾，然後再選取 Adobe Bridge 應用程式列中的「藉由偏好內嵌式影像進行快速瀏覽」按鈕 。
若要顯示高品質縮圖預視，請按一下 Adobe Bridge 應用程式列中的「縮圖品質與產生預視的選項」按鈕 ，再選擇下列其中一
項：

「偏好內嵌 (較快)」會使用嵌入來源檔案的低解析度縮圖。這些縮圖沒有經過色彩管理。選取這個選項，就等於選擇「藉由偏
好內嵌式影像進行快速瀏覽」。

「依需求設為高品質」會使用內嵌式縮圖，直到您預視影像為止，此時 Adobe Bridge 會建立從來源檔案產生的色彩管理縮
圖。

「永遠設為高品質」會永遠顯示所有影像的色彩管理縮圖。「永遠設為高品質」為預設的品質設定。

「產生 100% 預視」會在背景中建立影像的 100% 預視，以供進行「放大鏡」和「幻燈片播放」檢視。這個選項可以加速放大
鏡和幻燈片播放作業，但是會耗用更多磁碟空間，而且初始瀏覽速度會變慢。請參閱使用放大鏡工具和以幻燈片播放形式檢視
影像。

自訂清單檢視

您可以經由排序和調整欄的大小，以及選擇要顯示的中繼資料類別，來自訂「清單」檢視。

1. 選擇「檢視 > 清單設定」。
2. 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按一下任何欄標題，變更排序順序的方向。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 任何欄標題，即可選擇其他的中繼資料類別、關閉欄、
插入新欄、調整欄大小或回到預設設定。

「名稱」欄永遠是最左邊的欄位。

拖曳兩欄之間的垂直分隔列，即可增加或減少欄寬。

在兩個欄標題之間按兩下，即可自動向左調整欄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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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Bridge 鍵盤快速鍵

鍵盤快速鍵可讓您快速地選取工具及執行指令，而不需要使用選單。可用的鍵盤快速鍵會在選單中出現在指令名稱的右方。

除了使用鍵盤快速鍵之外，您還可以使用快顯選單來存取許多指令。快顯選單會顯示與作用中的工具、選取範圍或面板相關的指令。若要顯示快顯
選單，請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 (Mac OS) 某個區域。

這並不是完整的鍵盤快速鍵清單。下列表格僅列出選單指令或工具提示中未顯示的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前往下一個檢視 Ctrl + \ Command + \

前往上一個檢視 Ctrl + Shift + \ Command + Shift + \

顯示/隱藏面板 Tab Tab

切換 0 星分級和 1 星分級 Ctrl + ‘ Command + ‘

增加縮圖大小 Ctrl + 加號 (+) Command + 加號 (+)

減少縮圖大小 Ctrl + 減號 (-) Command + 減號 (-)

逐步增加縮圖大小 Ctrl + Shift + 加號 (+) Command + Shift + 加號 (+)

逐步減少縮圖大小 Ctrl + Shift + 減號 (-) Command + Shift + 減號 (-)

向上移動一個檔案夾 (在「檔案夾」面板或者
一列中)

向上鍵 向上鍵

向下移動一個檔案夾 (在「檔案夾」面板或者
一列中)

向下鍵 向下鍵

向上移動一個層級 (在「檔案夾」面板中) Ctrl + 向上鍵 Command + 向上鍵

向左移動一個項目 向左鍵 向左鍵

向右移動一個項目 向右鍵 向右鍵

移動到第一個項目 Home Home

移動到最後一個項目 End End

增加至選取範圍 (非連續的) 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 按住 Command 鍵並按一下

重新整理「內容」面板 F5 F5

增加一個項目至選取範圍 Shift + 向右鍵、向左鍵、向
上鍵或向下鍵

Shift + 向右鍵、向左鍵、向上鍵或向下
鍵

顯示說明 F1 Command + /

重新命名下一個 (已在「內容」面板中選取檔
名)

Tab Tab

重新命名上一個 (已在「內容」面板中選取檔
名)

Shift + Tab Shift + Tab

在「篩選器」面板中顯示 1-5 或更多顆星的分
級

Ctrl + Alt + 1 至 5 Command + Option + 1 至 5

在「篩選器」面板中顯示具有所選取星數分級
的項目

Ctrl + Alt + Shift + 1 至 5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1 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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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篩選器」面板中顯示標記為 1-4 的項目 Ctrl + Alt + 6 至 9 Command + Option + 6 至 9

在「篩選器」面板中顯示所有具有所選取分級
或更高分級的項目

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 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

清除篩選器 Ctrl + Alt + A Command + Option + A

在「篩選器」面板中選取「反轉」 按住 Alt 鍵並按一下 按住 Option 並按一下

在「預視」面板或「審核」模式中顯示「放大
鏡」工具

按一下 按一下

移動「放大鏡」工具 按一下或拖曳 按一下或拖曳

在「預視」面板中顯示其他「放大鏡」(多重
選取範圍)

按一下 按一下

同時移動多個「放大鏡」工具 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或按住
Ctrl 鍵並拖曳

按住 Command 鍵並按一下或按住
Command 鍵並拖曳

以「放大鏡」工具放大 + +

以「放大鏡」工具縮小 - -

以「放大鏡」工具放大 (多重選取範圍) Ctrl + 加號 (+) Command + 加號 (+)

以「放大鏡」工具縮小 (多重選取範圍) Ctrl + 減號 (-) Command + 減號 (-)

選取堆疊中的所有項目 按住 Alt 鍵並按一下 按住 Option 並按一下

套用或移除「關鍵字」面板中目前的關鍵字及
其所有父關鍵字

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 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

強制移除「關鍵字」面板中目前的關鍵字 按住 Alt 鍵並按一下 按住 Option 並按一下

開啟「關鍵字」面板中的顯示三角形 Ctrl + 向右鍵 Command + 向右鍵

關閉「關鍵字」面板中的顯示三角形 Ctrl + 向左鍵 Command + 向左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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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資產

70



回到頂端

在 Adobe Bridge 中檢視和管理檔案
導覽檔案和檔案資料夾
顯示次檔案夾內容
在 Adobe Bridge 中開啟檔案
更改檔案類型關聯
將檔案置入其他應用程式
使用 Adobe Bridge 搜尋檔案和檔案夾
執行快速搜尋
標籤和分級檔案
排序檔案
篩選檔案
拷貝、移動和刪除檔案及檔案夾
旋轉影像
使用 Camera Raw

導覽檔案和檔案資料夾

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在「檔案夾」面板中選取檔案夾。在「檔案夾」面板中按向下鍵和向上鍵以導覽目錄。按下向右鍵以展開
檔案夾。按下向左鍵以收合檔案夾。

在「我的最愛」面板中選取項目。

按一下應用程式列中的「到父檔案夾或我的最愛」按鈕  或「顯現最近使用的檔案」按鈕 ，然後選擇
項目。

提示: 若要在作業系統中顯現檔案，請選取該檔案，並選擇「檔案 > 在檔案總管中顯現」(Windows) 或
「檔案 > 在 Finder 中顯現」(Mac OS)。

在應用程式列中按一下「返回上一步」按鈕  或「繼續下一步」按鈕 ，來回導覽最近造訪的資料夾。

按兩下「內容」面板中的檔案夾加以開啟。

提示: 按住 Ctrl 鍵並按兩下 (Windows) 或按住 Command 鍵並按兩下 (Mac OS)「內容」面板中的檔案
夾，即可在新視窗中開啟該檔案夾。

從 Windows 檔案總管 (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將資料夾拖曳到路徑列，即可前往該資料夾在
Adobe Bridge 中的位置。

從 Windows 檔案總管 (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將檔案夾拖曳到「預視」面板，即可開啟該檔案
夾。在 Mac OS 中，您也可以將檔案夾從 Finder 拖曳到 Adobe Bridge 圖示加以開啟。

使用路徑列來導覽：

按一下路徑列中的項目即可前往該項目的位置。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 路徑列中的項目，即可開啟檔案夾的
「巡覽」功能。檔案夾巡覽可讓您查看並前往所選取項目的次檔案夾。您也可以按一下路徑列中的向右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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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 ，巡覽先前項目的次檔案夾。

將項目從「內容」面板中拖曳到路徑列，即可前往該位置。

按一下路徑列中的最後一個項目，即可編輯路徑。按下 Esc 鍵即可返回圖示模式。

註解：

選擇「視窗 > 路徑列」，即可顯示或隱藏路徑列。

顯示次檔案夾內容

您可以指定 Adobe Bridge 以一個連續的「平面」檢視來顯示檔案夾和次檔案夾。「平面」檢視可以顯示檔案夾的完整
內容，其中包括該檔案夾的次檔案夾，如此您就不必導覽這些次檔案夾。

若要以平面檢視來顯示檔案夾的內容，請選擇「檢視 > 顯示次檔案夾中的項目」。

在 Adobe Bridge 中開啟檔案

您可以從 Adobe Bridge 開啟檔案，即使不是使用 Adobe 軟體建立的檔案也為夠開啟。使用 Adobe Bridge 來開啟檔案
時，檔案便會在其原始應用程式或是您指定的應用程式中開啟。您也可以使用 Adobe Bridge 將檔案置入 Adobe 應用
程式中的開啟文件。

選取檔案然後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請選擇「檔案 > 開啟舊檔」。

按下 Enter 鍵 (Windows) 或 Return 鍵 (Mac OS)。

按 Ctrl 鍵 + 向下鍵 (Windows) 或按 Command 鍵 + 向下鍵 (Mac OS)。

按兩下「內容」面板中的檔案。

選擇「檔案 > 開啟使用」，接著選擇用來開啟檔案的應用程式名稱。

將檔案拖曳到應用程式圖示上。

選擇「檔案 > 在 Camera Raw 中開啟」，即可編輯檔案的 Camera Raw 設定。

若要在 Adobe Bridge 中開啟數位相機拍攝的照片，請使用 Adobe Photo Downloader。請參閱將數位相機
或讀卡機中的相片讀入 Adobe Bridge。
選擇「檔案 > 從裝置讀入」，以透過下列裝置將媒體讀入 Mac OS 10.11.x 上的 Adobe Bridge。

Android 行動裝置，以及使用圖片傳輸通訊協定 (Picture Transfer Protocol，簡稱 PTP) 或媒體傳輸
通訊協定 (Media Transfer Protocol，簡稱 MTP) 模式連接的數位相機
iOS 行動裝置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在 Mac OS 10.11.x 中從裝置讀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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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檔案類型關聯

選取用來開啟特定檔案類型的應用程式，只會影響您使用 Adobe Bridge 開啟的檔案，並置換作業系統設定。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Windows) 或「Adobe Bridge > 偏好設定」(Mac OS)，然後按一下「檔案類型關
聯」。

2. 按一下應用程式的名稱 (或「無」)，並按一下「瀏覽」以尋找要使用的應用程式。
3. 若要將檔案類型關聯重設為其預設設定，請按一下「重設為預設關聯」。
4. 若要隱藏沒有關聯應用程式的任何檔案類型，請選取「隱藏尚未定義的檔案關聯」。

將檔案置入其他應用程式

在 Adobe Bridge 中選取檔案，並選擇「檔案 > 置入」，接著選擇應用程式的名稱。例如，您可以使用這個命
令，將 JPEG 影像置入 Adobe Illustrator 中。
從 Adobe Bridge 將檔案拖曳到要使用的應用程式。視檔案而定，可能需要先開啟您想要將檔案置入其中的文
件。

使用 Adobe Bridge 搜尋檔案和檔案夾

您可以在 Adobe Bridge 使用搜尋條件的多種組合來搜尋檔案和檔案夾。您可以將搜尋條件另存成智慧型集合，這個集
合會保持最新狀態，其中的檔案都符合您的條件。

1. 選擇「編輯 > 尋找」。
2. 選擇要搜尋其中內容的檔案夾。
3. 從「條件」選單中選取選項和限制條件，以選擇搜尋條件。在右方的方塊中輸入搜尋文字。
4. 若要增加搜尋條件，請按一下加號 (+)。若要移除搜尋條件，請按一下減號 (-)。
5. 從「符合」選單中選擇某個選項，以指定是否必須符合任何或所有的條件。
6. (選擇性) 選取「包含全部的次檔案夾」，可將搜尋擴充到來源檔案夾內的任何次檔案夾。
7. (選擇性) 選取「包含未索引檔案」，可指定 Adobe Bridge 搜尋未快取的檔案和快取的檔案。(在您先前尚未於

Adobe Bridge 中瀏覽的檔案夾中) 搜尋未快取的檔案時，速度會慢於僅搜尋快取的檔案。
8. 按一下「尋找」。
9. (選擇性) 若要儲存搜尋條件，請在 Adobe Bridge 顯示搜尋結果時，按一下「集合」面板中的「新增智慧型集
合」按鈕 。「智慧型集合」對話框會自動包含您的搜尋條件。視需要修改條件，然後按一下「儲存」。在
「集合」面板中輸入智慧型集合的名稱，然後按下 Enter 鍵 (Windows) 或 Return 鍵 (Mac OS)。請參閱 建立智
慧型集合。

執行快速搜尋

使用應用程式列中的「快速搜尋」欄位來尋找 Adobe Bridge 中的檔案和檔案夾。「快速搜尋」可讓您使用 Adobe
Bridge 搜尋引擎、Windows 桌面搜尋 (Windows) 或 Spotlight (Mac OS) 進行搜尋。Adobe Bridge 引擎可以搜尋檔案
名稱和關鍵字。作業系統引擎則可以尋找檔案名稱、檔案夾名稱以及影像關鍵字。Adobe Bridge 搜尋會在目前選取的
檔案夾與所有次檔案夾中尋找，包括「我的電腦」(Windows) 和「電腦」(Mac OS)。作業系統搜尋引擎會在目前選取
的檔案夾或「我的電腦」(Windows) 和「電腦」(Mac OS) 中尋找。

1. 按一下「 快速搜尋」欄位中的放大鏡圖示 ，然後選擇 Adobe Bridge、Windows 桌面搜尋 (Windows)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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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light (Mac OS) 做為您的搜尋引擎。
2. 輸入搜尋條件。
3. 按下 Enter 鍵 (Windows) 或 Return 鍵 (Mac OS)。

標籤和分級檔案

以特定色彩標示檔案，或是指定從 0 到 5 星的分級，讓您能夠迅速地標示大量的檔案。然後，您就可以根據色彩標籤
或分級來排序檔案。

例如，假設您在 Adobe Bridge 中檢視大量的讀入影像。當您檢視每一個新的影像時，可以標示想保留的影像。在這個
初步動作之後，您可以使用「排序」指令來顯示及處理您用特定色彩標示的檔案。

您可以為檔案夾以及檔案加上標籤和分級。

您可以在「標籤」偏好設定中為標籤指定名稱。當您套用標籤時，這個名稱就會加入檔案的中繼資料內。當您在偏好
設定中變更標籤名稱時，具有較舊標籤的所有檔案都會在「內容」面板中顯示，並且標籤會呈現白色。

註解：

當您檢視檔案夾時，除非選擇其他選項，否則 Adobe Bridge 會同時顯示有標籤及沒有標籤的檔案。

1. 若要檔案加上標籤，請選取一個或多個檔案，並從「標籤」選單選擇標籤。若要從檔案移除標籤，請選擇「標籤
> 沒有標籤」。

2. 若要為檔案加上分級，請選取一個或多個檔案，然後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在「內容」面板中，按一下代表您想要給予檔案之星級數的點。(在「縮圖」檢視中，必須選取縮圖才會出
現點。此外，極小的縮圖檢視中不會出現點。必要時，請縮放縮圖大小，直到出現點為止。在「清單」檢
視中，請確認「分級」欄是可見的。)

從「標籤」選單中選擇分級。

若要增加或移除 1 個星級，請選擇「標籤 > 提升分級」或「標籤 > 降低分級」。

若要移除所有的星級，請選擇「標籤 > 未分級」。

若要新增「拒絕」分級，請選擇「標籤 > 拒絕」，或是按 Alt+Delete 鍵 (Windows) 或 Option+Delete 鍵
(Mac OS)。

注意: 若要在 Adobe Bridge 中隱藏拒絕的檔案，請選擇「檢視 > 顯示拒絕檔案」。

排序檔案

根據預設，Adobe Bridge 會依檔案名稱將出現在「內容」面板中的檔案進行排序。若要以不同的方式來排序檔案，可
使用「排序」命令或「排序依據」應用程式列按鈕。

從「檢視 > 排序」選單選擇選項，或按一下應用程式列中的「排序」按鈕，即可依所列的條件排序檔案。選擇
「手動」，即可以上次拖曳檔案的順序來排序。如果「內容」面板顯示搜尋結果、集合或平面檢視，則「排序」
按鈕就會包含「依檔案夾」選項，讓您依照檔案所在的檔案夾來排序檔案。
在「清單」檢視中，按一下任何欄標題即可依該條件進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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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檔案

選取「篩選器」面板中的條件，以便控制出現在「內容」面板中的檔案。「篩選器」面板會顯示在目前組合中具有特
定值的項目數目 (無論這些項目是否為可見)。例如，只要看一下「篩選器」面板，您很快就能知道有多少檔案具有特
定的分級或關鍵字。

出現在「篩選器」面板中的條件，是根據出現在「內容」面板中的檔案及其關聯中繼資料或位置而動態產生的。例
如，如果「內容」面板包含音訊檔案，則「篩選器」面板就會包含演出者、專輯、類型、音調、節奏和重複播放條
件。如果「內容」面板包含影像，則「篩選器」面板就會包含像是尺寸、方向以及相機資料 (例如曝光時間和光圈值)
等條件。如果「內容」面板顯示搜尋結果或來自多個檔案夾檔案的集合，或如果「內容」面板顯示平面檢視，則「篩
選器」面板會包含「父檔案夾」，讓您依照檔案所在的檔案夾位置來篩選檔案。

您也可以從「檢視」選單選擇選項，指定 Adobe Bridge 在「內容」面板中要顯示或隱藏資料夾、已拒絕的檔案以及隱
藏的檔案 (例如快取檔案)。

若要篩選檔案，請在「篩選器」面板中選取一個或多個條件：

選取相同類別中的條件 (例如，檔案類型)，即可顯示符合任一條件的檔案。例如，若要同時顯示 GIF 與
JPEG 檔案，請選取「檔案類型」下的「GIF 影像」和「JPEG 檔案」。

選取跨類別的條件 (例如，檔案類型和分級)，即可顯示符合所有條件的檔案。例如，若要顯示具有 2 顆星
的 GIF 和 JPEG 檔案，請選取「檔案類型」下的「GIF 影像」和「JPEG 檔案」以及「分級」下的 2 顆
星。

提示: 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分級條件，即可選取該分級或更高的分級。例如，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 2 顆
星，即可顯示具有 2 顆星以上的所有檔案。

從「篩選器」面板選單選取類別。

提示: 從「篩選器」面板選單選取「全部展開」或「全部收合」，即可開啟或關閉所有篩選器類別。

按住 Alt 鍵並按一下滑鼠 (Windows) 或按住 Option 鍵並按一下滑鼠 (Mac OS) 即可反轉選取條件。例如，
若您已在「檔案類型」下選取「GIF 影像」，則按住 Alt 鍵並按一下 GIF 影像便會取消選取該類型，並選
取其他所有列出的檔案類型。

注意: 如果您篩選封閉的堆疊，則 Adobe Bridge 只會在最上層 (縮圖) 項目符合篩選條件時才顯示該堆
疊。如果您篩選展開的堆疊，則 Adobe Bridge 會顯示堆疊中符合最上層檔案之篩選條件的所有檔案。

若要清除篩選器，請按一下「篩選器」面板底部的「清除篩選器」按鈕 。
在 Adobe Bridge 中從一個位置導覽到另一個位置時，若要避免篩選條件遭到清除，請按一下「篩選器」面板底
部的「瀏覽時保留篩選器」按鈕 。

拷貝、移動和刪除檔案及檔案夾

若要拷貝檔案或資料夾，請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選取檔案或檔案夾，並選擇「編輯 > 拷貝」。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 檔案或檔案夾，選擇「拷貝至」，並
從清單中選取位置 (若要指定不同的位置，請選取「選擇檔案夾」)。

按住 Ctrl 鍵並拖曳 (Windows) 或按住 Option 鍵並拖曳 (Mac OS) 檔案或檔案夾到不同的檔案夾中。

若要將檔案移至其他資料夾，請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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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檔案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在檔案上按一下滑鼠 (Mac OS)，選擇「移動
至」，並從清單選取位置 (若要指定不同的位置，請選取「選擇資料夾」)。

將檔案拖曳至 Adobe Bridge 視窗、Windows 檔案總管 (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中的不同檔案夾。

注意: 如果您所拖曳的檔案位於與 Adobe Bridge 不同的裝載磁碟區，則會拷貝而非移動該檔案。若要將檔
案移動到不同的裝載磁碟區，請按住 Shift 鍵並拖曳 (Windows) 或按住 Command 鍵並拖曳 (Mac OS) 該
檔案。

若要刪除檔案或資料夾，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選取檔案或檔案夾，再按一下「刪除項目」按鈕 .

選取檔案或檔案夾，然後按 Ctrl+Delete 鍵 (Windows) 或 Command+Delete 鍵 (Mac OS)。

選取檔案或檔案夾，然後按 Delete 鍵，再按一下對話框中的「刪除」。

旋轉影像

您可以在 Adobe Bridge 中旋轉 JPEG、PSD、TIFF 及 Camera Raw 影像的檢視。旋轉影像並不會影響到影像資料，但
是在 Adobe Bridge 中旋轉影像時，原始應用程式中的影像檢視可能也會跟著旋轉。

1. 請在內容區中選取一個或多個影像。
2. 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選擇「編輯 > 順時針旋轉 90 度」、「逆時針旋轉 90 度」或「旋轉 180 度」。

按一下應用程式列中的「順時針旋轉 90 度」或「逆時針旋轉 90 度」。

使用 Camera Raw

Camera Raw 檔案包含來自相機影像感應器的未處理圖像資料。如果您已安裝 Adobe Photoshop 或 Adobe After
Effects，便可在 Adobe Bridge 中使用 Adobe Photoshop Camera Raw 軟體來處理 Camera Raw 檔案。您也可以在
Adobe Bridge 中使用 Camera Raw 開啟並處理 JPEG (.JPG) 或 TIFF 檔案。

只要使用 Adobe Bridge，您不需要開啟「Camera Raw」對話框，也可以將設定從某個檔案拷貝和貼上另一個檔案、
批次處理檔案，或是將設定套用至檔案。

若要在 Adobe Bridge 中使用 Camera Raw 開啟 JPEG 或 TIFF 檔案，請在 Camera Raw 偏好設定中指定這些選
項。選擇「編輯 > Camera Raw 偏好設定」(Windows) 或「Adobe Bridge > Camera Raw 偏好設定」(Mac
OS)。在「JPEG 及 TIFF 處理」底下，選擇「JPEG > 自動開啟所有支援的 JPEG」及/或選擇「TIFF > 自動開啟
所有支援的 TIFF」。然後按兩下 JPEG 或 TIFF 檔案，即可在 Camera Raw 中開啟該檔案。若要在 Photoshop
中開啟 JPEG 和 TIFF 檔案，請選擇「自動使用設定開啟 [JPEG 或 TIFF]」。
若要在 Adobe Bridge 中使用 Camera Raw 開啟原始資料檔案，請在 Adobe Bridge 偏好設定中指定該選項。選
擇「編輯 > 偏好設定」(Windows) 或「Adobe Bridge > 偏好設定」(Mac OS)。在「一般」索引標籤的「行為」
區域中，選取「在 Bridge 中按兩下以編輯 Camera Raw 設定」。如果沒有選取這項偏好設定，按兩下原始資料
檔案將會在 Photoshop 中開啟。
另請參閱從數位相機或讀卡機取得相片。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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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dobe Bridge 中預視和比較影像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以幻燈片播放形式檢視影像

使用預視面板預視影像

使用全螢幕預視來預視影像

使用審核模式評估及選取影像

使用放大鏡工具

使用軟體演算進行預視

您可以在 Adobe Bridge 的「預視」面板、「全螢幕預視」和「審核模式」中預視影像。「預視」面板可顯示多達九個縮圖影像，以供快速比較。「全
螢幕預視」會以全螢幕顯示影像。「審核」模式會以全螢幕檢視顯示影像，可讓您導覽影像、調整選取範圍、為影像加上標籤、分級影像、旋轉影
像，以及在 Camera Raw 中開啟影像。

以幻燈片播放形式檢視影像

「幻燈片播放」指令讓您能夠以佔有整個螢幕的幻燈片播放形式來檢視縮圖。這是處理檔案夾中所有大型圖形版本的輕鬆方法。您可以在播放幻燈片
時平移和縮放影像，並設定控制幻燈片播放顯示的選項 (包括切換效果與註解)。

若要檢視幻燈片播放，請開啟影像檔案夾，或選取您要在幻燈片播放中檢視的多個影像，並選擇「檢視 > 幻燈片播放」。
若要顯示使用幻燈片播放的命令，在幻燈片播放檢視中按 H 鍵。
若要指定幻燈片播放的選項，請在幻燈片播放檢視中按 L，或選擇「檢視 > 幻燈片播放選項」。

顯示選項:

選擇將其他螢幕調暗、重複幻燈片播放，或是前後縮放。

幻燈片選項:

指定幻燈片長度、註解和幻燈片縮放。

切換效果選項:

指定切換效果的樣式和速度。

使用預視面板預視影像

在「內容」面板中選取最多九個影像，然後 (視需要) 選擇「視窗 > 預視面板」。

使用全螢幕預視來預視影像

選取一個或多個影像，然後選擇「檢視 > 全螢幕預視」或按下空白鍵。
按下加號 (+) 或減號 (-) 鍵，即可放大顯示或縮小顯示影像，或者按一下影像即可縮放至該點。您也可以使用滑鼠滾輪增加和減少
放大率。

若要平移影像，請放大顯示影像後再拖曳影像。

按向右鍵和向左鍵，即可前往檔案夾中的下一個和上一個影像。

注意: 如果您先選取多個影像後才進入「全螢幕預視」，則按向右鍵和向左鍵可循環顯示選取的影像。

按下空白鍵或 Esc 鍵，即可結束「全螢幕預視」。

使用審核模式評估及選取影像

「審核」模式是一種專用的全螢幕檢視，可用來瀏覽一組選取的相片、調整選取範圍，以及執行基本編輯。「審核」模式會以「旋轉木馬」方式顯示
影像，可讓您以互動方式進行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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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審核模式

如需觀賞在 Adobe Bridge CS4 及 Adobe Bridge CS5 中使用「審核」模式的視訊，請參閱 http://www.adobe.com/go/lrvid4012_bri_tw。

1. 開啟某個影像檔案夾或選取您要審核的影像，然後選擇「檢視 > 審核模式」。
2. 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按一下螢幕左下角的向左箭頭或向右箭頭按鈕，或按鍵盤上的向左鍵或向右鍵，前往上一個或下一個影像。

將前景影像向右或向左拖曳，將上一個或下一個影像前移。

按一下背景中的任何影像，將該影像移至最前。

將任何影像拖曳離開螢幕底部，即可將該影像從選取範圍中移除。或者按一下螢幕左下角的向下箭頭按鈕。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 任何影像，即可進行分級、套用標籤、旋轉或開啟該影
像。

按 ] 鍵可順時針旋轉前景影像 90 度；按 [ 鍵可逆時針旋轉影像 90 度。

按 Esc 鍵或按一下螢幕右下角的「X」按鈕，即可結束「審核」模式。

按一下螢幕右下角的「新增集合」按鈕，即可從選取的影像建立集合並結束「審核」模式。

在「審核」模式期間按 H 鍵，即可顯示用於「審核」模式的鍵盤快速鍵。

使用放大鏡工具

「放大鏡」工具可讓您放大影像的某個部分。您可以在「預視」面板中以及「審核」模式中的最前面或所選影像上使用「放大鏡」工具。依預設，如
果影像顯示的縮放程度小於 100%，「放大鏡」工具就會將其放大至 100%。您可以針對每個影像顯示一個「放大鏡」工具。

若要使用「放大鏡」工具放大影像，請在「預視」面板或「審核」模式中按一下該影像。在「審核」模式中，您也可以按一下螢幕
右下角的「放大鏡」工具按鈕。

若要隱藏「放大鏡」工具，請按一下工具右下角的「X」，或在工具的放大區域內部按一下。在「審核」模式中，您也可以按一下
螢幕右下角的「放大鏡」工具按鈕。

在影像中拖曳「放大鏡」工具，或按一下影像的不同區域，即可變更放大的區域。

若要以「放大鏡」工具放大顯示和縮小顯示，請使用滑鼠滾輪，或是按下加號 (+) 或減號 (-) 鍵。
若要在「預視」面板的多個影像中顯示多個「放大鏡」工具，請按一下個別影像。

若要在「預視」面板中同步化多個「放大鏡」工具，請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或按住 Ctrl 鍵並拖曳 (Windows)，或者按住
Command 鍵並按一下或按住 Command 鍵並拖曳 (Mac OS) 其中一個影像。

使用軟體演算進行預視

如果幻燈片播放或影像未正確顯示在「預視」面板、「全螢幕預視」或「審核」模式中，請選取這個選項。使用軟體演算可以正確顯示預視，但是顯
示速度可能會變慢，而且可能有其他限制。

1. 在「進階」偏好設定中，選取「使用軟體演算」。
2. 重新啟動 Adobe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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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是 VRAM 少於 64 MB 的電腦以及 VRAM 少於 128 MB 的雙螢幕系統，則會自動啟用軟體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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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在 Adobe Bridge 中預視動態媒體檔案
在「預視」面板中預視媒體檔案
播放動態媒體檔案的全螢幕預視
設定播放偏好設定

您可以在 Adobe Bridge 中預視大多數的視訊和音訊檔案。您可以預視 SWF、FLV 和 F4V 檔案以及您電腦上安裝之
QuickTime 版本所支援的大多數檔案。使用「播放」偏好設定可控制媒體檔案播放的方式。

註解：

Windows 32 位元不支援視訊播放預覽。僅有 Windows 64 位元版本支援此功能。

在「預視」面板中預視媒體檔案

1. 在「內容」面板中選取要預視的檔案。
2. 在「預視」面板中，按一下「播放」按鈕  可開始播放視訊；按一下「暫停」按鈕  可暫停播放；按一下「重
複播放」按鈕  可開啟或關閉連續重複播放功能；或按一下「音量」按鈕  可調整音量大小。

您可以使 Adobe Bridge 介面變亮或變暗，讓預視動態媒體檔案的效果更佳。請參閱調整亮度和色彩。

播放動態媒體檔案的全螢幕預視

1. 在「內容」面板中選取要預視的檔案。
2. 選擇「檢視 > 全螢幕預視」。
3. 按一下「暫停」按鈕  可暫停播放；按一下「播放」按鈕  可繼續播放；按一下「重複播放」按鈕  可開啟或
關閉連續重複播放功能；或按一下「音量」按鈕 可調整音量大小。

4. 按 Esc 鍵可返回 Adobe Bridge。

設定播放偏好設定

1. 在 Adobe Bridge 中，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Windows) 或「Adobe Bridge CS5.1> 偏好設定」(Mac OS)。
2. 按一下「播放」。
3. 變更下列任一設定，然後按一下「確定」：

堆疊播放影格速率

若堆疊包含的影像超過 10 個 (含) 以上，您可以預視 (擦洗) 這些影像。這個選項可讓您指定預視影像堆疊的影
格速率。(請參閱在 Adobe 中堆疊檔案)。

預視時自動播放音效檔案

當您按一下音訊檔案以在「預視」面板中顯示該檔案時，音訊會自動開始播放。關閉這個選項即可以手動播放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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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檔案。

預視時重複播放音效檔案

持續重複 (重複播放) 音訊檔案。如果您只要播放音訊檔案一次，請取消選取這個選項。

預視時自動播放視訊檔案

當您在「內容」面板中選取視訊檔案時，在「預視」面板中自動播放該檔案。

預視時重複播放視訊檔案

持續重複 (重複播放) 視訊檔案。如果您只要播放視訊檔案一次，請取消選取這個選項。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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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dobe Bridge 中堆疊檔案

注意: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建立檔案堆疊

管理堆疊

預視堆疊中的影像

「堆疊」可讓您在單一縮圖下將檔案群組在一起。您可以堆疊任何類型的檔案。例如，您可以使用堆疊來組織通常含有許多影像檔案的影像序列。

Adobe Bridge 堆疊與 Photoshop 影像堆疊不同，後者會將影像群組轉換為圖層，並將這些圖層儲存在智慧型物件中。

套用到單一檔案的指令也會套用到堆疊。例如，您可以使用對待單一檔案的相同方法為堆疊加上標籤。您對展開的堆疊所套用的指令，都會套用到該
堆疊中的所有檔案。而對收合的堆疊所套用的指令，只會套用到堆疊中最上層的檔案 (如果您只選取堆疊中最上層的檔案)；但如果您按一下堆疊的邊
界來選取堆疊中所有的檔案，則對收合的堆疊所套用的指令，會套用到堆疊中所有的檔案。

堆疊的預設排序順序，是根據堆疊所在之檔案夾的排序順序而定。

 
「內容」面板中的 Adobe Bridge 堆疊 (已收合)

 
展開的堆疊

如需有關堆疊檔案的教學課程，請參閱 Conrad Chavez 的堆疊和重新命名檔案教學課程。

建立檔案堆疊

選取要包含在堆疊中的檔案，並選擇「堆疊 > 群組成堆疊」。您所選取的第一個檔案會成為堆疊縮圖。堆疊上的數字會指示堆疊
中有多少檔案。

管理堆疊

若要變更堆疊縮圖，請在要做為新縮圖的檔案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檔案 (Mac OS)，然後選擇
「堆疊 > 提升到堆疊的頂端」。
若要展開已收合的堆疊，請按一下堆疊數字或選擇「堆疊 > 開啟堆疊」。若要展開所有堆疊，請選擇「堆疊 > 展開所有堆疊」。
若要收合已展開的堆疊，請按一下堆疊數字或選擇「堆疊 > 關閉堆疊」。若要收合所有堆疊，請選擇「堆疊 > 收合所有堆疊」。
若要將檔案加入堆疊中，請將您要增加的檔案拖曳到堆疊中。

注意: 將某個堆疊加入其他堆疊時，您無法嵌套堆疊。在新增堆疊中的檔案都會與現有的堆疊檔案組成群組。

若要從堆疊移除檔案，請展開堆疊，然後將檔案從堆疊中拖曳移出。若要移除堆疊中的所有檔案，請選取收合的堆疊，並選擇「堆
疊 > 從堆疊取消群組」。
若要選取收合堆疊中的所有檔案，請按一下該堆疊的邊界。或者，請按住 Alt 鍵並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 堆疊縮圖。

預視堆疊中的影像

如果堆疊內的影像超過 10 個 (含) 以上，您可以使用指定的影格頻率來預視 (擦洗) 這些影像，並啟用描圖紙功能，以便在目前的影格上，使用半透明
覆蓋的方式來查看前後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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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預視某個堆疊，請在「內容」面板中的堆疊上按住滑鼠按鍵，直到滑桿出現，然後按一下「播放」或拖曳滑桿。如果沒有看到
「播放」按鈕或滑桿，請拖曳 Adobe Bridge 視窗底部的「縮圖」滑桿來增加縮圖大小。
若要設定播放影格頻率，請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 堆疊，並從「堆疊 > 影格頻率」
選單選擇影格頻率。

若要設定預設的堆疊播放影格速率，請在「播放」偏好設定中，從「堆疊播放影格速率」選單選擇影格速率。

若要啟用描圖紙功能，請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 堆疊，並選擇「堆疊 > 啟用描圖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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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dobe Bridge 中使用集合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注意: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建立集合

建立智慧型集合

編輯智慧型集合

重新命名集合

刪除集合

新增檔案到集合

移除集合中的檔案

在集合之間拷貝檔案

尋找遺失的檔案

集合是一種將相片集合在一個地方以方便檢視的方法，即使這些相片位於不同檔案夾或不同磁碟也沒有關係。智慧型集合是一種由儲存的搜尋所產生
的集合。「集合」面板可讓您建立、尋找及開啟集合，也可以讓您建立及編輯智慧型集合。

建立集合

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按一下「集合」面板底部的「新增集合」按鈕 ，建立新的空白集合。

在「內容」面板中選取一個或多個檔案，然後按一下「集合」面板中的「新增集合」按鈕。詢問您是否要在新集合中包含選取
的檔案時，請按一下「是」。

根據預設，如果您選取集合中的某個檔案，該檔案就會以位於該集合檔案夾的方式列出。若要導覽至該檔案實際所在的檔案夾，請選取該檔案，然
後選擇「檔案 > 在 Bridge 中顯現」。

建立智慧型集合

按一下「集合」面板底部的「新增智慧型集合」按鈕 。

若要在「我的最愛」面板中新增或移除智慧型集合，請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集合」面板中的智慧
型集合，然後選擇「增加到我的最愛」或「從我的最愛移除」。

編輯智慧型集合

1. 選取「集合」面板中的智慧型集合。

2. 按一下「編輯智慧型集合」按鈕 .
3. 為該智慧型集合指定新條件，然後按一下「儲存」。

您可以透過編輯條件，從智慧型集合中移除相片。如果您在檢視智慧型集合時刪除相片，該相片就會移至「 資源回收
筒」(Windows) 或「垃圾筒」(Mac OS)。

重新命名集合

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按兩下集合名稱，然後輸入新的名稱。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 集合名稱，從選單選擇「重新命名」，然後覆寫集合的名
稱。

刪除集合

當您刪除集合時，只是將它從 Adobe Bridge 的集合清單中移除而已，檔案並不會從硬碟中刪除。

若要刪除集合，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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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合」面板中，選取集合名稱，然後按一下垃圾筒圖示。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 集合名稱，然後從選單選擇「刪除」。

新增檔案到集合

若要新增檔案到集合，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從「內容」面板、檔案總管 (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將檔案拖曳至「集合」面板中的集合名稱。

從「內容」面板將檔案拷貝並貼上至「集合」面板中的集合名稱。

移除集合中的檔案

若要移除集合中的檔案，請選取「集合」面板中的集合，然後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在「內容」面板中選取檔案，然後按一下「從集合中移除」，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檔案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
下檔案 (Mac OS)，再選擇「從集合中移除」。

在「內容」面板中選取檔案，然後按 Delete 鍵。按一下「拒絕」將檔案標示為已拒絕、按一下「刪除」將其移至「資源回收
筒」(Windows) 或「垃圾筒」(Mac OS)，或者按一下「取消」以保留檔案。

在集合之間拷貝檔案

1. 選取「集合」面板中的集合。
2. 將檔案從「內容」面板拖曳至您要將該檔案拷貝至目標「集合」面板中的集合。

尋找遺失的檔案

Adobe Bridge 會追蹤集合中的檔案位置。如果在 Adobe Bridge 中移動某個檔案，則該檔案仍然會保留在集合內。當您檢視集合時，如果集合中包含
已經在檔案總管 (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中移動或重新命名的檔案，或者檔案位於未連線的抽取式硬碟中，Adobe Bridge 便會在「內容」面板
頂端顯示警告，指出檔案已遺失。

1. 按一下「修復」即可找出遺失的檔案。
2. 在「尋找遺失的檔案」對話框中選取遺失的檔案，然後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按一下「瀏覽」即可導覽至檔案的新位置。

按一下「略過」即可忽略遺失的檔案。

按一下「移除」即可從集合移除遺失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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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dobe Bridge 中使用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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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關鍵字或子關鍵字

將關鍵字新增到檔案

從檔案中移除關鍵字

管理關鍵字

尋找關鍵字

讀入或轉存關鍵字

「關鍵字」面板可讓您建立 Adobe Bridge 關鍵字，並將之套用到檔案。關鍵字可以組織成階層式類別，此類別是由父 (Parent) 關鍵字和子 (Child) 關
鍵字 (稱為子關鍵字)。使用關鍵字後，您就可以根據檔案的內容來識別檔案。例如，您可以使用「篩選器」面板，檢視共用關鍵字之檔案夾中的所有
檔案，也可以使用「尋找」指令，找出包含特定關鍵字的檔案。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巢狀、階層式關鍵字 | Adobe Bridge。

建立新關鍵字或子關鍵字

1. 在「關鍵字」面板中選取關鍵字。

例如，假設已經選取了「名稱」，那麼加入新的關鍵字會在與「名稱」相同的層級 (例如「運動」) 上建立關鍵字；而加入新的子
關鍵字則會讓您在「名稱」之下 (例如「Juanita」) 建立關鍵字。

2. 按一下「新增關鍵字」按鈕  或「新增子關鍵字」按鈕 ，或是從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關鍵字」或「新增子關鍵字」。

3. 接著輸入關鍵字名稱並按 Enter 鍵 (Windows) 或 Return 鍵 (Mac OS)。

如果您希望父關鍵字僅供結構目的之用，請將關鍵字置於括弧中，例如 [名稱]。括弧中的關鍵字無法加入到檔案中。

您也可以使用「關鍵字」面板底部的「尋找」方塊來增加關鍵字。請使用逗號來表示子關鍵字，並使用分號來表示不同的項目。例如，若要將「洛
杉磯」加入「地點」類別中，請選取「地點」關鍵字、輸入 Los Angeles，然後按一下「新增子關鍵字」按鈕。

將關鍵字新增到檔案

1. 請選取要將關鍵字加入其中的一個或多個檔案。
2. 在「關鍵字」面板中，選取關鍵字或子關鍵字名稱旁的方塊。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方塊以選取所有的父關鍵字。

當關鍵字加到所選取的檔案中時，關鍵字旁邊的方塊內就會出現核取記號。如果您選取多個檔案，但是只將關鍵字加入其中幾個檔案，則關鍵字方塊
中便會顯示連字號 (-)。

如果您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子關鍵字，也會將父關鍵字加入檔案中。若要變更這個行為，使得按一下子關鍵字就能自動加入父關鍵字 (而且按
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只會加入子關鍵字)，請在「關鍵字」偏好設定中選取「自動套用父關鍵字」。

從檔案中移除關鍵字

若要移除核取記號，請選取檔案，然後按一下關鍵字或關鍵字組合名稱旁的方塊。若要從所有父關鍵字中移除核取記號，請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關鍵字方塊。
若要強制移除核取記號，請按住 Alt 鍵並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Option 鍵並按一下 (Mac OS) 關鍵字方塊。當您選取多個檔
案，且關鍵字只套用到其中某些檔案時，這個方法便特別有用，可使關鍵字方塊中出現連字號。若要強制從某個關鍵字及其父輩移
除核取記號，請按住 Alt+Shift 鍵 (Windows) 或按住 Option+Shift 鍵 (Mac OS)，然後按一下關鍵字方塊。
選取檔案，然後再從「關鍵字」面板選單中選擇「移除關鍵字」。若要從檔案移除所有關鍵字，請按一下「是」。

提示: 若要鎖定檔案避免關鍵字不小心遭到移除，請在「內容」面板中，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 檔案，然後選擇「鎖定項目」。當項目鎖定時，您無法新增或移除關鍵字、編輯中繼資料，或者套用標籤或分級。

管理關鍵字

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若要重新命名關鍵字，請選取該關鍵字或關鍵字組合，並從面板選單中選擇「重新命名」。然後，在面板中覆寫該名稱，並按
下 Enter 鍵 (Windows) 或 Return 鍵 (Mac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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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當您重新命名關鍵字時，只會針對所選取的檔案變更名稱。先前加入關鍵字的所有其他檔案中，原本的關鍵字名稱則維
持不變。

若要將關鍵字移動到不同的關鍵字群組，請將關鍵字拖曳到它應該出現在其中的父關鍵字，然後放開滑鼠按鈕。

若要將子關鍵字變更為關鍵字，請將關鍵字清單下方的子關鍵字拖曳到「關鍵字」面板的底部。

若要刪除某個關鍵字，請按一下其名稱選取該關鍵字，然後按一下面板底部的「刪除關鍵字」按鈕 ，或從面板選單中選擇
「刪除」。

注意: 暫時關鍵字，例如您從其他使用者獲得的關鍵字，會以斜體顯示在「關鍵字」面板中。若要在 Adobe Bridge 中讓暫時關
鍵字變成永久的關鍵字，請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 (Mac OS) 關鍵字，然後從內容選單中選擇
「設為永久關鍵字」。

若要展開或收合關鍵字類別，請按一下類別旁邊的箭頭，或者從面板選單中選擇「全部展開」或「全部收合」。

若要使用關鍵字搜尋檔案，請在「關鍵字」面板選單中選擇「尋找」(請參閱使用 Adobe Bridge 搜尋檔案和檔案夾。)

尋找關鍵字

您可以在「關鍵字」面板底部的方塊中，輸入要搜尋的關鍵字名稱。

依預設，所有包含您輸入之字元的關鍵字都會反白標示。第一個搜尋到的關鍵字會以綠色反白標示，而其餘關鍵字則是以黃色反白標示。按一下「尋
找下一個關鍵字」或「尋找上一個關鍵字」，便可以選取不同的反白標示關鍵字。

若要反白顯示以您輸入的字元做為開頭的關鍵字，請按一下搜尋方框中的放大鏡圖示，然後選擇「開頭是」做為搜尋方法。例如，假如選取了「包
含」，那麼輸入「in」便會反白標示「Indiana」和「Maine」；而如果選取了「開頭是」，則只會反白標示「Indiana」。

讀入或轉存關鍵字

您可以讀入從其他應用程式，例如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您也可以將 Adobe Bridge 關鍵字轉存為文字檔案。這些檔案會編碼轉換成 UTF-8
或 ASCII (UTF-8 的子集)。

若要將關鍵字檔案讀入 Adobe Bridge 中，而不移除現有關鍵字，請從「關鍵字」面板選單中選擇「讀入」，然後按兩下檔案進行
讀入。

若要將關鍵字檔案讀入 Adobe Bridge 中，並且移除現有關鍵字，請從「關鍵字」面板選單中選擇「清除與讀入」，然後按兩下檔
案進行讀入。

若要轉存關鍵字檔案，請從「關鍵字」面板選單中選擇「轉存」，然後指定檔案名稱並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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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dobe Bridge 中使用中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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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屬性

IPTC (IIM，舊版)

IPTC Core

IPTC Extension

字體

關於中繼資料

中繼資料面板

中繼資料告示

檢視中繼資料

在中繼資料面板中編輯中繼資料

在 Adobe Bridge 中檢視 Camera Raw 和 Lightroom 中繼資料
檢視連結的 InDesign 檔案
檢視色彩 (Illustrator 和 InDesign) 或字體 (InDesign)
使用檔案資訊對話框新增中繼資料

使用中繼資料範本

將中繼資料讀入文件中

關於中繼資料

中繼資料是一組有關檔案的標準化資訊，例如作者名稱、解析度、色域、版權及套用的關鍵字。例如，大多數的數位相機都會在影像檔案中附加一些
基本資訊，例如高度、寬度、檔案格式及拍攝影像的時間等。您可以使用中繼資料將工作流程合理化，並組織您的檔案。

關於 XMP 標準

中繼資料資訊是使用「可延伸中繼資料平台」(Extensible Metadata Platform，XMP) 標準來儲存，Adobe® Bridge、Adobe Illustrator®、Adobe
InDesign® 和 Adobe Photoshop 也是依據該標準所建立。 使用 Photoshop® Camera Raw 在影像中所做的調整就是儲存成 XMP 中繼資料。XMP 是
以 XML 為基礎所建立，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會將中繼資料儲存在檔案中。如果無法將這些資訊儲存在檔案中，則會將中繼資料儲存在個別的檔案中，
稱為附屬檔案。XMP 有助於 Adobe 應用程式在彼此之間交換中繼資料，以及在出版工作流程的各個步驟中交換中繼資料。例如，您可以將一個檔案
的中繼資料儲存成一個範本，然後再將中繼資料讀入其他檔案。

以其他格式儲存的中繼資料 (例如 EXIF、IPTC (IIM)、GPS 和 TIFF) 會利用 XMP 來同步化及描述，以便使用者能夠更輕鬆地檢視及管理中繼資料。
其他應用程式和功能 (例如 Adobe Drive) 也會使用 XMP 來通訊及儲存資訊 (例如版本註解)，您可以使用 Adobe Bridge 搜尋這些資訊。

在多數情況下，即使當檔案的格式變更時 (例如，從 PSD 變更為 JPG)，檔案中仍會保留中繼資料。將檔案置入 Adobe 文件或專案中時，也會保留中
繼資料。

如果您是 C++ 或 Java 開發人員，請使用 XMP Toolkit SDK 來自訂中繼資料的處理與交換。如果您是 Adobe Flash® 或 Flex 開發人員，請使用
XMP File Info SDK 來自訂「檔案資訊」對話框。如需詳細資訊，請瀏覽 Adobe 網站。

在 Adobe Bridge 和 Adobe Creative Suite 元件中使用中繼資料

許多可讓您組織、搜尋及記錄檔案和版本的強大 Adobe Bridge 功能，都取決於檔案中的 XMP 中繼資料。Adobe Bridge 提供了兩種使用中繼資料的
方式: 透過「中繼資料」面板，以及透過「檔案資訊」對話框。

在某些情況下，相同的中繼資料屬性會有多個檢視存在。例如，某一個屬性可能會在一個檢視中標示為「作者」，而在另一個檢視中標示為「建立
者」，但是兩者都是指相同的基本屬性。即使您為特定的工作流程自訂這些檢視，它們仍然會透過 XMP 而維持標準化。

中繼資料面板

檔案的中繼資料包含了檔案的相關內容、版權狀態、來源和步驟記錄等資訊。您可以從「中繼資料」面板中，檢視及編輯選取檔案的中繼資料、使用
中繼資料來搜尋檔案，以及使用範本來加入及取代中繼資料。

視選取的檔案而定，可能會出現下列幾種中繼資料：

描述檔案的特性，包括大小、建立日期及修改日期。

顯示可編輯的中繼資料，例如描述和版權資訊。預設會隱藏這一組中繼資料，因為 IPTC Core 已經取而代之。然而，您可以從「偏
好設定」對話框的「中繼資料」選項中選取 IPTC (IIM，舊版) 中繼資料，以顯示此中繼資料。

顯示關於檔案的可編輯中繼資料。IPTC Core 規格是由國際新聞電訊評議會 (IPTC) 所開發，以供專業攝影使用，尤其是新聞和相片圖
庫。

包含相片內容的額外識別資訊，包括權利相關的詳細資料。

列出 Adobe InDesign 檔案中所用的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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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的檔案

印版

文件色票

相機資料 (Exif)

GPS

Camera Raw

音訊

視訊

編輯步驟記錄

DICOM

手機 SWF

回到頂端

注意:

列出連結到 Adobe InDesign 文件的檔案。

列出指定供 Adobe Illustrator 檔案中列印工作使用的 CMYK 印版。

列出在 Adobe InDesign 和 Adobe Illustrator 檔案中使用的色票。

顯示數位相機所指定的資訊，包括拍照時採用的相機設定。

顯示某些數位相機中所提供全球定位系統 (GPS) 的導航資訊。沒有 GPS 資訊的相片不會有 GPS 中繼資料。

顯示「Camera Raw」增效模組所套用的設定。

顯示音訊檔案的中繼資料，包括演出者、專輯、曲目編號和類型。

顯示視訊檔案的中繼資料，包括像素外觀比例、場景和拍攝。

保存以 Photoshop 對影像所做變更的記錄。
注意: 必須在 Photoshop 啟用「步驟記錄」偏好設定，此記錄才會存入檔案的中繼資料。

顯示儲存成「醫療數位影像暨通訊」(DICOM) 格式之影像的相關資訊。

列出 SWF 檔案的相關資訊，包括標題、作者、描述和版權。
1. 若要指定在「中繼資料」面板中顯示的中繼資料，請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從「中繼資料」面板選單中選擇「偏好設定」。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Windows) 或「Adobe Bridge CS6 > 偏好設定」(Mac OS)，然後從左方的清單中選取「中繼資
料」。

2. 選取您想要顯示在「中繼資料」面板中的中繼資料欄位。

3. 選取「隱藏空白欄位」選項，以隱藏其中沒有資訊的欄位。

4. 按一下「確定」。

中繼資料告示

中繼資料告示會使用一般的圖示來表示數位相機指令和功能。

 
中繼資料告示鍵 
A. 光圈 B. 測光模式 C. 白平衡 D. 影像尺寸 E. 影像大小 F. 色彩描述檔和檔案副檔名 G. 快門速度 H. 曝光度補償 I. ISO 

顯示在中繼資料告示中的測光模式圖示：

如需有關相機的測光模式圖示詳細資訊，請參閱相機隨附的說明文件。

顯示在中繼資料告示中的白平衡圖示：

平均或中央重點平均 評估式

點測光 多點測光

矩陣或圖樣 局部

中央重點平均或中央重點 其他或不明

數位 ESP   

拍攝設定 鎢絲燈

自動 螢光燈

日光 閃光燈

陰天 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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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顯示或隱藏中繼資料告示，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從「中繼資料」面板選單中，選取或取消選取「顯示中繼資料告示」。

在「中繼資料」偏好設定中，選取或取消選取「顯示中繼資料告示」。

檢視中繼資料

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在「中繼資料」面板中選取一或多個檔案並檢視資訊。如果選取多個檔案，則只會出現檔案所通用的中繼資料。您可以使用捲
軸列來檢視隱藏的類別。按一下三角形及可顯示類別內的所有內容。

您可以從面板選單中選擇「增加字體大小」或「減少字體大小」，變更面板中的字體大小。

選取一個或多個檔案，並選擇「檔案 > 檔案資訊」。接著，再從對話框頂端所列的類別中選取任一類別。使用向左箭頭和向右
箭頭可捲動類別，或按向下箭頭並從清單中選取類別。

選擇「檢視 > 詳細資料」，在「內容」面板的縮圖旁邊顯示中繼資料。

選擇「檢視 > 清單設定」，在「內容」面板中以欄的方式顯示中繼資料。

將滑鼠指標放到內容區的縮圖上方。(只有在「縮圖」偏好設定中選取「顯示工具提示」時，中繼資料才會出現在工具提示
中。)

在中繼資料面板中編輯中繼資料

1. 在您想編輯的中繼資料欄位的最右邊按一下鉛筆圖示。
2. 在文字框中輸入資料，以編輯或增加中繼資料。
3. 按 Tab 鍵以在中繼資料欄位間移動。
4. 完成中繼資料的編輯後，請按一下「中繼資料」面板底部的「套用」按鈕 。若要取消您所做的任何變更，請按一下面板底部的
「取消」按鈕 。

在 Adobe Bridge 中檢視 Camera Raw 和 Lightroom 中繼資料
因為 Adobe Bridge、Camera Raw 和 Lightroom 都使用 XMP 標準來儲存中繼資料，所以每一個應用程式都能夠讀取其他應用程式中對中繼資料所做
的變更。例如，如果您將星數分級或 IPTC 資訊加入 Adobe Bridge 的相片，則 Lightroom 會在「程式庫」模組中顯示中繼資料。同樣地，您對
Camera Raw 或 Lightroom 的相片所做的調整或其他中繼資料變更，也會出現在 Adobe Bridge 中。在 Lightroom 中所做的中繼資料變更必須儲存到
Lightroom 的 XMP，這樣 Adobe Bridge 才能加以辨識。

瀏覽檔案時，Adobe Bridge 會重新讀取中繼資料、偵測變更，然後自動更新預視。Adobe Bridge 偵測到相片已有中繼資料變更時，會在「內容」面板
的相片縮圖中顯示「有設定」標記 。

如果您快速切換 Lightroom 和 Adobe Bridge，則可能會注意到出現在「內容」和「預視」面板中的更新發生延遲。如果稍候數秒之
後，Adobe Bridge 沒有自動顯示來自 Lightroom 或 Camera Raw 的中繼資料變更，請選擇「檢視 > 重新整理」，或按 F5。

檢視連結的 InDesign 檔案
包含連結檔案的 Adobe InDesign CS5 和 CS6 文件會在「內容」面板之縮圖的右上角顯示連結標記 。您可在 Adobe Bridge 中使用連結檔案的中繼
資料。

1. 在 Adobe Bridge 視窗的「內容」面板中選取具有連結檔案的 Adobe InDesign 文件。

2. 在「中繼資料」面板中，展開「連結的檔案」區段，以檢視連結之檔案的名稱和路徑。

3.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 .indd 檔案，然後選擇「顯示連結的檔案」，在「內容」面板
中查看連結的檔案。

檢視色彩 (Illustrator 和 InDesign) 或字體 (InDesign)
當您選取某份 InDesign 文件時，「中繼資料」面板便會顯示在該文件中使用的字體和色票。當您選取某份 Illustrator 文件時，「中繼資料」面板便會
顯示在該文件中使用的印版與色票。

1. 在 Adobe Bridge 視窗的「內容」面板中，選取 InDesign 或 Illustrator 文件。

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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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IPTC Core

IPTC Extension

相機資料

GPS

視訊資料

音訊資料

手機 SWF

類別

原稿

DICOM

步驟記錄

進階

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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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中繼資料」面板中，展開「字體」(僅限 InDesign)、「印版」(僅限 Illustrator) 或「文件色票」區段。

使用檔案資訊對話框新增中繼資料

「檔案資訊」對話框會顯示相機資料、檔案屬性、編輯步驟記錄、版權和作者資訊。「檔案資訊」對話框也會顯示自訂的中繼資料面板。您可以直接
從「檔案資訊」對話框新增中繼資料。如果您選取多個檔案，則此對話框會顯示文字欄位存有不同值的位置。您在欄位中輸入的任何資訊都會覆寫現
有的中繼資料，並將新的值套用至所有選取的檔案。

您也可以在「中繼資料」面板、「內容」面板的某些檢視，或是將滑鼠指標放在「內容」面板的縮圖上方，以檢視中繼資料。

1. 選取一個或多個檔案。

2. 選擇「檔案 > 檔案資訊」。

3. 從對話框頂端的標籤選取下列任一項目：

使用向右鍵與向左鍵來捲動標籤，或按向下箭頭，然後從清單中選擇類別。

可以讓您輸入與檔案有關的文件資訊，像是文件標題、作者、描述以及可用來搜尋文件的關鍵字。若要指定版權資訊，請從
「版權狀態」彈出式選單中選取「受版權保護」。然後輸入版權擁有者、注意事項文字，以及擁有版權的人員或公司的 URL。

包含四個區域：「內容」會描述影像的視覺內容。「聯絡人」可列出攝影師的聯絡資訊。「影像」可列出影像的描述
性資訊。「狀態」可列出工作流程和版權資訊。

包含相片內容的額外識別資訊，包括權利相關的詳細資料。

左方列出相機與照相所用設定的相關唯讀資訊，像是製造廠商、機型、快門速度及光圈大小；右方列出與影像檔有關的
唯讀檔案資訊，包括像素尺寸及解析度。

顯示某些數位相機中所提供全球定位系統 (GPS) 的導航資訊。沒有 GPS 資訊的相片不會有 GPS 中繼資料。

列出視訊檔案的相關資訊，包括視訊影格寬度與高度，並讓您輸入相關資訊，例如磁帶名稱和場景名稱。

讓您輸入音訊檔案的相關資訊，例如標題和演出者。

列出行動媒體檔案的相關資訊，包括標題、作者、描述和內容類型。

可讓您根據「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 的類別來輸入資訊。

可讓您輸入新聞出處的有用檔案資訊，包括檔案建立的時間及地點、傳送資訊、特殊指示以及標題資訊。

列出 DICOM 影像的病人、研究、研究系列以及設備等資訊。

可針對以 Adobe Photoshop 所儲存的影像來顯示 Photoshop 的步驟記錄資訊。只有當您已安裝 Adobe Photoshop
時，才會出現「記錄」選項。

當中繼資料屬性儲存在其命名空間結構內時，顯示這些中繼資料屬性。

顯示與檔案有關的 XMP 文字資訊。

4. 在顯示的任何欄位中輸入要增加的資訊。

5. (選擇性) 按一下「檔案資訊」對話框底部的「偏好設定」，就會顯示加速中繼資料編輯的選項: 啟用自動完成、重設 XMP 變更或
還原預設對話框。

6. 按一下「確定」即可套用變更。

使用中繼資料範本

您可以使用「建立中繼資料範本」命令，在 Adobe Bridge 中建立新的中繼資料範本。您也可以在「檔案資訊」對話框中修改中繼資料，並將它儲存成
副檔名為 .xmp 的文字檔。您可以與其他使用者共用 XMP 檔案，也可以將這些檔案套用至其他檔案。

您可以將中繼資料儲存在一份範本中，而此範本可以用來在 InDesign 文件和其他以具有 XMP 標準之軟體所建立的文件中填入中繼資料。您建立的範
本會儲存在所有具有 XMP 標準之軟體都能存取的共用位置。

若要建立中繼資料範本，請選擇「工具 > 建立中繼資料範本」。輸入「範本名稱」，並選取您要包含的中繼資料值。然後按一下
「儲存」。

如果選取了某個中繼資料選項，但對應的文字框卻保留空白的話，Adobe Bridge 會在您套用範本時清除現有的中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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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中繼資料 > [範本名稱]

注意:

回到頂端

注意:

清除現有屬性並取代為範本屬性

保留原始中繼資料，但是取代範本中的相符屬性

保留原始中繼資料，但是附加範本中的相符屬性

若要前往儲存在檔案總管 (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中的中繼資料範本，請選擇「工具 > 建立中繼資料範本」。按一下「建
立中繼資料範本」對話框右上角的彈出式選單，然後選擇「顯示範本資料夾」。

若要刪除中繼資料範本，請在檔案總管 (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中選取該範本並按下 Delete 鍵，或將其拖曳至「資源回收
筒」(Windows) 或「垃圾筒」(Mac OS)。
若要在 Adobe Bridge 中將中繼資料範本套用至檔案，請選取一個或多個檔案，然後從「中繼資料」面板選單中選擇一個命令。

只有當目前的檔案中沒有任何中繼資料值或屬性時，才會套用範本中繼資料。

完全地將檔案中的任何現有中繼資料取代為範本內的中繼資料。

若要編輯中繼資料範本，請選擇「工具 > 編輯中繼資料範本 > [範本名稱]」。為隨附的中繼資料輸入不同值，然後按「儲存」。
若要將檔案的中繼資料儲存為 XMP 檔案，請選擇「檔案 > 檔案資訊」。按一下對話框底部「偏好設定」按鈕旁地彈出式選單，然
後選擇「轉存」。輸入檔案名稱，指定位置，再按一下「儲存」。

您一次只能從一個檔案轉存中繼資料。如果選取多個檔案，則無法使用「轉存」選項。

將中繼資料讀入文件中

1. 選取一個或多個檔案。

2. 選擇「檔案 > 檔案資訊」。

3. 從對話框底部的彈出式選單中選擇「讀入」。

您必須先儲存一個中繼資料範本，才能從範本讀入中繼資料。

4. 指定資料的讀入方式：

以 XMP 檔案內的中繼資料取代檔案內的所有中繼資料。

只取代範本中具有不同屬性的中繼資料。

(預設) 只有當目前的檔案中沒有任何中繼資料值或屬性時，才會套用範本中繼資
料。

5. 按一下「確定」。

6. 瀏覽至 XMP 文字檔案，然後按一下「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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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dobe Bridge 快取
建立和管理快取
清除快取
結束時壓縮快取
設定快取偏好設定

快取可以存放縮圖和中繼資料 (包括無法儲存於檔案中的中繼資料，例如標籤和分級) 等資訊，讓您有更快的效能來檢
視縮圖或搜尋檔案。但是，存放快取會佔用磁碟空間。建立快取時，您可以選擇轉存快取以進行共用或封存，也可以
選擇產生 100% 預視。您可以清除快取，並設定偏好設定以控制快取的大小和位置，藉以管理快取。

建立和管理快取

從「工具 > 快取」選單中選擇下列任一指令：

建立與轉存快取

建立針對所選檔案夾和其中所有檔案夾 (其他檔案夾的別名或捷徑除外) 的快取，並將此做為背景處理程序。這
個指令能在瀏覽次檔案夾時，縮短等待顯示縮圖和檔案資訊所花費的時間。在幻燈片播放及全螢幕預視中以
100% 的比例檢視影像時，或者使用「放大鏡」工具時，您也可以在快取中產生 100% 預視以協助改善效能。

使用「建立快取」對話框中的「將快取轉存到檔案夾」選項，即可建立本機快取，供共用和光碟封存時使用。選
取這個選項時，Adobe Bridge 會為所選取的檔案夾及其次檔案夾建立快取檔案。將檔案夾拷貝到外部光碟 (例如
CD 或 DVD 時) 進行封存時，也會一併拷貝快取檔案。在 Adobe Bridge 中，當您導覽至先前尚未檢視過的檔案
夾 (例如，已封存之 CD 上的檔案夾) 時，Adobe Bridge 會使用已轉存的快取，以更快的速度顯示縮圖。轉存的
快取以中央快取為基礎，並包含重複資訊。

注意: 轉存的快取檔案是隱藏檔案。若要在 Adobe Bridge 中檢視這些檔案，請選擇「檢視 > 顯示隱藏的檔
案」。

清除 [選取的檔案夾] 檔案夾的快取

清除已選取檔案夾的快取。如果您覺得某個檔案夾的快取太舊而需要重新產生快取，這個指令會很有用處。(例
如，縮圖和中繼資料未更新時。)

清除快取

Bridge 會在閒置時自動清除過時的快取項目，藉此將快取最佳化。清除期間預設為 30 天。換句話說，Bridge 會將超
過 30 天的快取項目視為過時項目，加以清除。

不過，您可以自訂清除期間，將期間設定為 1 至 180 天之間的任一數值。您可在「快取偏好設定」對話方塊中設定清
除期間。請參閱設定快取偏好設定，以取得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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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未設定清除快取的偏好設定，且快取中有過時項目，則 Bridge 啟動後，有時會透過以下對話方塊提示您。

結束時壓縮快取

Adobe Bridge 的中央快取會將縮圖、預視和中繼資料資訊儲存於資料庫中，以改善瀏覽或搜尋檔案的效能。然而，快
取越大，使用的硬碟空間越多。「快取」偏好設定能協助您在效能與快取大小之間取得平衡。

「快取」偏好設定的「結束時壓縮快取」選項，可讓您設定在 Bridge 結束時自動清除快取，以防快取資料庫大小超過
100 MB。請參閱設定快取偏好設定，以取得詳細資訊。

但如果您未設定壓縮快取偏好設定，且電腦上的快取資料庫已超過 100 MB，則在您結束 Bridge 時，畫面會顯示以下
對話方塊。

對話方塊會提示您壓縮快取。

註解：

只有未選取「快取偏好設定」的「結束時壓縮快取」偏好設定，且快取資料庫大小超過 100 MB 時，才會顯示此對話
方塊。

您可以在此對話方塊中執行以下操作:

 

 

需要時，程式會在結束時自動壓縮快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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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設定自動壓縮快取偏好設定。您也可以在「快取偏好設定」對話方塊中設定自動壓縮快取。請參閱設定快取偏好設
定，以取得詳細資訊。

壓縮快取並結束

移除過時記錄以最佳化快取，並且結束 Bridge。

稍後提醒我

不執行任何動作。對話方塊會在您下次啟動 Adobe Bridge 時，提示您壓縮快取。

設定快取偏好設定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Windows) 或「Adobe Bridge > 偏好設定」(Mac OS)。

2. 按一下「快取」。

3. 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在快取中保持 100% 預視

在快取中保持 100% 的影像預視可以加速幻燈片播放或全螢幕預視中的縮放作業，也可以在使用「放大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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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時加速縮放作業。但是在快取中保持 100% 預視會耗用大量磁碟空間。

盡可能自動將快取轉存到檔案夾

情況允許時，會在檢視的檔案夾中建立轉存的快取檔案。例如，您無法將快取檔案放置在唯讀光碟中的檔案夾
中。舉例來說，共用影像時將快取檔案轉存會相當有用，因為在不同電腦的 Adobe Bridge 中檢視時，能夠更快
顯示影像。

位置

指定快取的新位置。設定新的位置之後，會在下次啟動 Adobe Bridge 時生效。

快取大小

拖曳滑桿以指定較大或較小的快取大小。如果快取接近所定義的限制 (500,000 筆記錄) 或者包含快取的磁碟區
已滿，則當您結束 Adobe Bridge 時，較舊的快取項目便會移除。

立刻壓縮快取

透過移除過期的快取記錄與關聯的 JPEG 檔，將快取最佳化。 

結束時壓縮快取

若選取此選項，當快取資料庫大小超過 100 MB 時，程式會在關閉 Adobe Bridge 時壓縮快取。建議您將快取保
持在最佳化狀態。

立刻清除所有快取

刪除整個快取，釋放硬碟空間。

當 Bridge 閒置時，清除「N」天前的快取。

指定清除期間 (從 1 到 180 天)。Bridge 會認為超過指定期間的快取項目已過時，因此閒置時會自動移除過時項
目。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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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在 Adobe Bridge 中自動執行工作
從工具選單執行工作
重新命名批次處理檔案
自動堆疊 HDR 和全景影像

從工具選單執行工作

「工具」選單包含了不同 Adobe 產品中，各種可用指令的次選單。例如，您已經安裝 Adobe Photoshop，即可使用
「工具 > Photoshop」次選單之下的指令，處理在 Adobe Bridge 中選取的相片。從 Adobe Bridge 執行這些工作可節
省時間，因為您不需要個別開啟每一個檔案。

註解：

協力廠商也可以建立他們自己的項目，並將之新增到「工具」選單中，以在 Adobe Bridge 中增加一些功能。如需有關
建立指令碼的詳細資訊，請至 Bridge 開發人員中心。

Adobe Bridge 也包含了實用的自動化指令碼。舉例來說，在 Adobe Bridge CC 中，「Adobe 輸出模組」指令碼可讓您
建立網路相片收藏館，並產生 Adobe PDF 縮圖目錄和全螢幕簡報。「自動集合 CC 2014」指令碼會堆疊數組相片，
以便在 Photoshop 中將這些相片處理成為全景相片或 HDR 影像。

1. 選取您要使用的檔案或檔案夾。如果您選取某個檔案夾，則該指令會在可用時套用到檔案夾中的所有檔案。
2. 選擇「工具 > [組件]」，接著選擇所需命令 (如果您的元件沒有提供任何自動化工作，則該元件便不會出現在
「工具」選單中。)

如需特定指令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或搜尋該元件的說明文件。

重新命名批次處理檔案

您可以用群組或「批次」。當您重新命名批次處理檔案時，可以選擇將相同的設定用於所有選取的檔案。對於其他批
次處理的工作，您可以使用指令碼來執行自動化工作。

1. 選取您想要重新命名的檔案。
2. 選擇「工具 > 重新命名批次處理」。
3. 設定下列選項：

目的地檔案夾

將重新命名的檔案放置在相同的檔案夾中、將這些檔案移動至其他檔案夾，或在其他檔案夾中放置拷貝。如果您
選擇將重新命名的檔案放置在不同的檔案夾中，請按一下「瀏覽」來選取檔案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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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檔名

從選單中選擇成份，然後視需要輸入文字以建立新的檔名。按一下加號 (+) 按鈕或減號 (-) 按鈕，以增加或刪除
成份。

字串替代

可讓您將所有或部分的檔名變更為自訂文字。首先，請選擇您要取代的內容：「原始檔名」會取代原始檔名中的
字串。「中繼檔名」會取代由「新增檔名」彈出式選單中先前選項所定義的字串。「使用規則運算式」可讓您使
用規則運算式，根據檔名的樣式尋找字串。「全部取代」會取代符合來源字串樣式的所有子字串。

選項

選取「在 XMP 中繼資料中保留目前的檔名」，即可在中繼資料內保留原始檔案名稱。關於「相容性」方面，請
選取您要讓重新命名的檔案相容的作業系統。預設會選取目前的作業系統，且無法取消選取。

預視

在「重新命名批次處理」對話框底部的「預視」區域中，出現一個現有和新增的檔案名稱。若要查看所有選取的
檔案將會如何重新命名，請按一下「預視」按鈕。

4. (選擇性) 從「預設集」選單中選取預設集，以常用的命名方式來重新命名。若要儲存重新命名批次處理設定供
重複使用，請按一下「儲存」。

如需有關檔案重新命名批次處理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任何教學課程：

堆疊和重新命名檔案，作者: Conrad Chavez

重新命名批次處理，作者: Deke M Clelland

使用重新命名批次處理命令變更難記的相機檔案名稱，作者: Michael Ninness

自動堆疊 HDR 和全景影像

Adobe Bridge 中的「自動集合」指令碼可以將數組影像組成堆疊，以便在 Photoshop 中當做高動態範圍 (HDR) 影像
或全景複合影像處理。這個指令碼會根據擷取時間、曝光設定和影像定位，將影像收集至堆疊。時間戳記必須小於 18
秒，「自動集合」指令碼才能處理這些相片。如果所有相片的曝光設定都不同，而且內容重疊超過 80%，指令碼就會
將這些相片解譯為 HDR 集。如果曝光都相同，而且內容重疊小於 80%，指令碼就會將這些相片解譯為全景的一部
分。

註解：

您必須將 Adobe Bridge 和 Photoshop CS5 或更新版本搭配使用，才能使用「自動集合」。

1. 若要啟動「自動集合」指令碼，請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Windows) 或「Adobe Bridge > 偏好設定」(Mac
OS)。

2. 在「啟動指令碼」面板中選取「自動集合」，然後按一下「確定」。

3. 選取具有 HDR 或全景照片的檔案夾，然後選擇「堆疊 > 自動堆疊全景/H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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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如果無法在該檔案夾使用自動堆疊，請手動選取檔案夾中需要的 HDR/全景照片，然候選擇「堆疊 > 自動堆疊全
景/HDR」。

4. 選擇「工具 > Photoshop > 在 Photoshop 中處理集合」，自動合併這些照片，並且在 Adobe Bridge 中查看結
果。

註解：

如需有關 Photoshop 中全景和 HDR 功能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Photomerge 建立全景影像和高動態範圍影
像。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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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網路收藏館和 PDF
建立網路相片收藏館
視訊教學課程: 以 Adobe Bridge 建立影像收藏館
建立 PDF 縮圖目錄
Adobe 輸出模組偏好設定

Adobe® 輸出模組是 Adobe Bridge CS5 和 CS6 隨附的指令碼。您可以使用該指令碼來建立 HTML 和 Flash® 網頁收
藏館，以上載至網路伺服器。您也可以使用「Adobe 輸出模組」來建立 PDF 縮圖目錄和簡報。您可透過「輸出」工作
區來使用「Adobe 輸出模組」。

註解：

Bridge CC 上市並未附帶產生 PDF 縮圖目錄/檢報和網路收藏館的工作區/模組。您可以遵循以下文件中的指示，手動
下載並安裝「Adobe 輸出模組」和 Bridge CC 工作區:

如何在 Bridge CC 中安裝「Adobe 輸出模組」

建立網路相片收藏館

網路相片收藏館是一個網站，它的特色是有一個包含縮圖影像的首頁，可連結到顯示全尺寸影像的收藏館頁
面。「Adobe 輸出模組」提供各種收藏館範本，您可以使用「輸出」面板來加以選取和自訂。

1. 選取您要包含在收藏館中的影像，然後選擇「視窗 > 工作區 > 輸出」。接著，按一下「輸出」面板頂端的「網
頁收藏館」按鈕。

如果沒有列出輸出空間，請開啟「Adobe Bridge 偏好設定」(按住 Ctrl 鍵再按 K (Windows) 或按住 Command
鍵再按 K (Mac OS))，選取「啟動指令碼」面板，然後選取「Adobe 輸出模組」。

2. 從「範本」選單中選擇收藏館，然後從「樣式」選單中指定縮圖大小。接著，使用下列抽屜中的選項來自訂收藏
館的外觀:

網站資訊

指定出現在收藏館每一頁的資訊，包括標題、描述以及聯絡人名稱和電子郵件地址。

顏色浮動視窗

選項會根據所選取的範本而有所不同。針對收藏館的不同元素選擇顏色，例如文字、標頭文字、背景及邊界。

外觀

選項會根據所選取的範本而有所不同。指定影像和縮圖的大小、JPEG 影像的品質、切換效果、配置，以及是否
要在 HTML 收藏館影像中包含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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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資訊

(僅限 Airtight 收藏館) 根據影像中繼資料、收藏館影像等來包括註解。

輸出設定

(僅限 Airtight 收藏館) 指定 JPEG 收藏館影像的尺寸和品質。

3. (僅限 CS5) 按一下「重新整理預視」，即可在 Adobe Bridge 的「輸出預視」面板中檢視收藏館。按一下「在瀏
覽器中預視」，即可在預設的網頁瀏覽器中預視收藏館。

註解：

收藏館預視最多會顯示 20 個檔案，但是會儲存整個收藏館並加以上載。

4. (選擇性) 按一下「儲存樣式」按鈕  以儲存自訂設定供重複使用。

5. 若要透過 FTP 來上載收藏館，請開啟「建立收藏館」抽屜。輸入「FTP 伺服器」位址、「使用者名稱」、「密
碼」和「檔案夾」目的地。接著按一下「上載」。

註解：

輸入伺服器路徑時，請使用斜線來指定目錄。請向您的網頁裝載主機提供廠商查明，以確認網頁伺服器上公共檔
案夾的存取路徑。

註解：

當您按一下滑鼠或按 Tab 鍵跳至另一個欄位之後，Adobe Bridge 會為您在「密碼」欄位中輸入的文字加上幾個
字元。Adobe Bridge 加上這些字元的目的是基於安全考量。

6. 若要將收藏館儲存在硬碟中，請開啟「建立收藏館」抽屜，然後指定「儲存位置」。接著按一下「儲存」。

建立 PDF 縮圖目錄

使用「Adobe 輸出模組」，您就可以針對一個或多個影像建立 PDF 縮圖目錄。針對多個影像的縮圖目錄，則配置中的
所有影像都是一致的尺寸。透過指定播放選項，您也可以建立 PDF 來做為全螢幕或幻燈片播放簡報。

註解：

您也可以使用「縮圖目錄 II」增效模組。在 Adobe Bridge 中選擇「工具 > Photoshop > 縮圖目錄 II」。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Photoshop Community Help」中的以組合版面列印相片。

1. 選取您要包含在 PDF 檔案中的影像，然後選擇「視窗 > 工作區 > 輸出」。接著，按一下「輸出」面板頂端
的「PDF」按鈕。

如果沒有列出輸出空間，請開啟「Adobe Bridge 偏好設定」(按住 Ctrl 鍵再按 K (Windows) 或按住 Command
鍵再按 K (Mac OS))，選取「啟動指令碼」面板，然後選取「Adobe 輸出模組」。

2. 從「範本」選單中選擇選項。接著，使用下列抽屜中的選項來自訂 PDF：

文件

指定頁面大小、方向、輸出品質 (單位為 ppi)；JPEG 影像壓縮品質；背景色；以及選用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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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影像位置和影像間距選項。

覆蓋

在每一個影像下方列印檔名，以及在頁首或頁尾列印頁碼。

頁首、頁尾

啟用頁首和頁尾，並指定其位置和類型。

播放

PDF 在 Adobe Acrobat® 或 Adobe Reader® 畫面上播放方式的選項。

浮水印

將文字或圖形浮水印加入各個頁面或各個影像上。自訂文字字體、大小和顏色。自訂文字或圖形的縮放、不透明
度、偏移和旋轉。

3. 按一下「重新整理預視」即可在「輸出預視」面板中預視 PDF。

註解：

「輸出預視」面板只會顯示 PDF 的第一頁。

4. (選擇性) 按一下「儲存範本」按鈕  以儲存自訂設定供重複使用。

5. 若要在儲存 PDF 之後，以 Acrobat 或 Reader 自動開啟該 PDF，請在「輸出」面板底部選取「在儲存後檢視
PDF」。否則，請按一下「儲存」。

Adobe 輸出模組偏好設定
1. 在 Adobe Bridge 偏好設定的「啟動指令碼」窗格中，選取「Adobe 輸出模組」，以啟用「輸出」面板。

2. 在 Adobe Bridge 偏好設定的「輸出」窗格中，指定下列選項:

針對輸出面板行為使用單一模式

一次只允許開啟一個「輸出」面板中的選項抽屜。

將多位元組的檔名轉換為完整 ASCII

產生收藏館時，會從檔名中移除多位元組的字元。如果您的 FTP 伺服器不接受多位元組字元，請使用此選項。

保留嵌入式色彩描述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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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嵌入在影像中的色彩描述檔 (如果有的話)。如果 JPEG 不支援描述檔，則「Adobe 輸出模組」會將描述檔
轉換成 sRGB。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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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 Raw

增強 Raw 影像

video2brain (2012/05/07)

教學 - 視訊

繪製全範圍影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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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摘要
Adobe Camera Raw 9.x

Adobe Camera Raw 9.4
預視合併的全景時，提供「邊界彎曲」功能
合併全景的中繼資料獲得改良
Adobe Camera Raw 9.3
Adobe Camera Raw 9.2
去朦朧局部調整
迅速瀏覽影像各個區域
Adobe Camera Raw 9.1
去朦朧
局部調整：「白色」與「黑色」滑桿
Adobe Camera Raw 9.0
GPU 加速
HDR 相片合併
全景合併
變更

Adobe Camera Raw 9.4

Adobe Camera Raw 9.4 推出新功能及對他款相機的支援，並修正了數個問題。

預視合併的全景時，提供「邊界彎曲」功能

 Adobe Camera Raw 此版本的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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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合併預視」對話方塊現在提供「邊界彎曲」滑桿設定 (0-100)。調整這個設定時，Camera Raw 會聰明地將全
景的邊界彎曲，以移除不想要的透明區域。。

「邊界彎曲」運作中；滑桿可從 0 (上方) 調整至 100 (下方)

您可以將「邊界彎曲」與 Camera Raw 先前推出的「自動裁切」設定搭配使用。選取「自動裁切」時，Camera Raw
會裁切使用目前的「邊界彎曲」設定時可看到的透明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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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邊界彎曲」滑桿設為「34」時，選取「自動裁切」

合併全景的中繼資料獲得改良

 此 Adobe Camera Raw 版本中的增強功能

使用 Camera Raw 產生的合併全景現在包含與 Photoshop 最適化廣角濾鏡相容的中繼資料。請參閱 Photoshop 說明
中的使用最適化廣角濾鏡。

另請參閱:

支援的相機機型
支援的鏡頭描述檔

Adobe Camera Raw 9.3

Adobe Camera Raw 9.3 推出新相機和新鏡頭描述檔的支援，並修正了數個問題。如需此版本變更內容的摘要，請參
閱部落格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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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Camera Raw 9.2

去朦朧局部調整

 Adobe Camera Raw 此版本的新功能

「去朦朧」現在可以局部調整。在使用「放射狀濾鏡」、「漸層濾鏡」或「調整筆刷」時，可以調整「去朦朧」滑桿
控制項。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在 Camera Raw 中進行局部調整。

迅速瀏覽影像各個區域

 Adobe Camera Raw 此版本的新功能

在啟用 GPU 的情況下，您可以迅速瀏覽影像各個區域。請依照下列步驟進行：

1. 按住 H 鍵。
2. 按住並拖移滑鼠以設定縮放矩形的位置。
3. 放開滑鼠按鈕。您所定義的影像區域會放大。選取的工具則維持不變。

Adobe Camera Raw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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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朦朧

 Adobe Camera Raw 此版本的新功能

您現在可以使用 Adobe Camera Raw 輕鬆減少或增加相片的朦朧或模糊程度。

一開始先在相片上進行基本的調整工作，例如調整白平衡。然後，使用「效果」面板上的「去朦朧」滑桿。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去朦朧。

局部調整：「白色」與「黑色」滑桿

 Adobe Camera Raw 此版本的新功能

Adobe Camera Raw 的局部調整控制項現包含了「白色」和「黑色」滑桿。這些新的控制項可讓您選擇性地調整相片
的白色和黑色區域。例如，您可能想要使用「黑色」滑桿增強汽車輪胎的顏色。

當您使用 Adobe Camera Raw 的「調整筆刷」、「漸層濾鏡」或「放射狀濾鏡」時，可使用這些新滑桿。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在 Camera Raw 中進行局部調整。

Adobe Camera Raw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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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U 加速

 Adobe Camera Raw 此版本的新功能

Adobe Camera Raw 現在提供新的偏好設定，此設定預設即啟用，能讓您將電腦的圖形處理器 (GPU) 運用於多種操作
上。

在 Photoshop 中，選取「偏好設定 > Camera Raw」。然後，確定「效能」下的「使用圖形處理器」已啟用。

註解：

Adobe Camera Raw 的 GPU 支援僅限於 64 位元，可用於下列平台：

Mac OS X 10.9 和更高版本
Windows 7 和更高版本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Camera Raw GPU 常見問答集。

HDR 相片合併

 Adobe Camera Raw 此版本的新功能

Adobe Camera Raw 現在可以將多張包圍曝光影像合併為單一 HDR 影像。您可以預視合併後的 DNG 檔案並對其進行
變更，包括調整去殘影量。

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 Camera Raw 中開啟來源影像，然後從「底片顯示窗格」中加以選取。
2. 在「底片顯示窗格」中以滑鼠右鍵按一下選取的影像，然後選取「合併為 H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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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Camera Raw：合併為 HDR

3. 在「HDR 合併預視」對話框中進行必要的調整。如需有關可用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HDR 相片合併。
4. 調整完成後，請按一下「合併」。
5. 導覽至您要儲存 HDR 合併影像 (.dng) 的位置。按一下「儲存」。
6. 按一下「完成」關閉 Camera Raw 對話框。

全景合併

 Adobe Camera Raw 此版本的新功能

Adobe Camera Raw 可讓您輕鬆將數張風景照合併為令人驚艷的全景。在產生合併的影像之前，您可以先快速預視全
景影像並進行調整。

Adobe Camera Raw：建立令人驚艷的全景

在預視全景時，您可以選擇「自動裁切」合併的影像以移除不想要的透明區域。您也可以為全景選擇適當的投影配
置，像是「球面」、「透視」或「圓筒式」。

請依照下列步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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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Camera Raw 中開啟來源影像，然後從「底片顯示窗格」中加以選取。
2. 在「底片顯示窗格」中以滑鼠右鍵按一下選取的影像，然後選擇「合併為全景」。
3. 在「全景合併預視」對話框中，進行必要的調整。如需有關可用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全景。
4. 調整完成後，請按一下「合併」。
5. 導覽至您要儲存全景的位置。按一下「儲存」。
6. 按一下「完成」關閉 Camera Raw 對話框。

變更

UX 改良功能：為了加快存取速度，以及精省「底片顯示窗格」設計的空間利用，「全部選取」和「同步化」選
項現併入彈出式選單/快顯選單中。

「底片顯示窗格」彈出式選單/快顯選單

A. Camera Raw 9.0 B. Camera Raw 8.x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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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 Raw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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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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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關於相機原始資料檔案

關於 Adobe Camera Raw
關於數位負片 (DNG) 格式
使用 Camera Raw 處理影像
Camera Raw 對話框概覽
在 Adobe Bridge 中使用 Camera Raw 快取
使用 Camera Raw 與 Lightroom

關於相機原始資料檔案

所謂相機原始資料檔案包含取自數位相機影像感應器之未處理且未壓縮過的灰階圖片資料，以及有關影像擷取方式的資訊 (中繼資料)。Photoshop®
Camera Raw 軟體能解譯相機原始資料檔案，利用相機的相關資訊和影像的中繼資料來建構及處理彩色影像。

將相機原始資料檔案想成是相片的負片，您隨時都可以重新處理檔案，藉由調整白平衡、色調範圍、對比、色彩飽和度和銳利化等方式，達到您想要的
結果。當您調整相機原始資料影像時，會保留最初的相機原始資料。調整內容會以中繼資料的形式儲存在隨附的附屬檔案、資料庫或檔案本身內 (如果
是 DNG 格式)。

使用相機拍攝 JPEG 檔案時，相機會自動處理 JPEG 檔案，以增強並壓縮影像。不過您通常都不太能控制這個處理過程。比起拍攝 JPEG 影像，使用
相機拍攝相機原始資料影像可以讓您掌握較多的控制，因為相機原始資料不會使您陷入只能由相機處理而您無能為力的情況。您仍然可以在 Camera
Raw 中編輯 JPEG 和 TIFF 影像，但是將會編輯已經由相機處理過的像素。相機原始影像檔固定會包含相機中原始未經處理的像素。

若要拍攝相機原始資料影像，您必須設定相機，使其以本身的相機原始資料檔案格式來儲存檔案。

Photoshop Raw 格式 (.raw) 是一種檔案格式，可在應用程式和電腦平台之間轉換影像。請不要將 Photoshop 原始資料與相機原始資料檔案格
式搞混。相機原始資料檔案的副檔名會因相機製造商而有所不同。

數位相機會擷取相機原始資料並與線性色調回應曲線 (Gamma 1.0) 一起儲存，但是底片和肉眼對光卻是產生非線性的對數回應 (Gamma 大於 2)。以灰
階影像形式檢視的未壓縮相機原始資料影像會顯得非常暗，這是因為對相片感應器和電腦而言看似兩倍的亮度，對肉眼而言卻不到兩倍亮度。

如需所支援的相機清單以及有關 Camera Raw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數位相機原始資料檔案支援。

若要查看相機清單，以及每部相機所需的 Camera Raw 版本，請參閱 Camera Raw 增效模組 | 支援的相機。

關於 Adobe Camera Raw

Camera Raw 軟體是以增效模組的方式隨附於 Adobe After Effects® 和 Adobe Photoshop 中，同時也可以增加 Adobe Bridge 的功能。Camera Raw
讓這些應用程式都能夠讀入並處理相機原始資料檔案。您也可以使用 Camera Raw 來處理 JPEG 和 TIFF 檔案。

Camera Raw 支援長度或寬度高達 65,000 像素的影像，也支援高達 512 百萬像素的影像。Camera Raw 會在開啟 CMYK 影像時將其轉換為
RGB。如需所支援的相機清單，請參閱數位相機原始資料檔案支援。

您必須已安裝 Photoshop 或 After Effects，才能在 Adobe Bridge 的「Camera Raw」對話框中開啟檔案。但是，如果未安裝 Photoshop 或 After
Effects，您仍然可以在 Adobe Bridge 中預視影像及查看其中繼資料。如果有其他應用程式與影像檔案類型相關聯，或許可以從 Adobe Bridge 中使用
該應用程式來開啟檔案。

使用 Adobe Bridge 時，您可以套用、拷貝及清除影像設定，而且不必在「Camera Raw」對話框中開啟相機原始資料檔案，就可以查看它們的預視和
中繼資料。Adobe Bridge 中的預視是使用目前影像設定所產生的 JPEG 影像；預視的並非原始相機資料本身，因為原始相機資料會顯示成非常暗的灰
階影像。

註解: 從相機原始資料影像產生預視時，「Camera Raw」對話框中的縮圖和預視影像內會出現注意圖示 。

您可以修改 Camera Raw 用於特定相機型號的預設設定。您也可以針對每一種相機型號來修改特定 ISO 設定或特定相機 (依序號) 的預設值。您可以
修改影像設定並將其儲存成預設集，以供其他影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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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使用 Camera Raw 對相機原始資料影像進行修改 (包括拉直及裁切) 時，會保留影像最初的相機原始資料。調整內容會儲存在「Camera Raw」資
料庫中 (當做嵌入於影像檔的中繼資料)，或是儲存在附屬 XMP 檔案中 (隨附於相機原始資料檔案的中繼資料檔案)。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指定 Camera
Raw 設定的儲存位置。

在您使用 Camera Raw 增效模組處理並編輯相機原始資料檔案後，Adobe Bridge 中的影像縮圖會出現  圖示。

如果在 Photoshop 中開啟相機原始資料檔案，可以將影像儲存成其他影像格式，例如 PSD、JPEG、大型文件格式
(PSB)、TIFF、Cineon、Photoshop Raw、PNG 或 PBM。您可以從 Photoshop 中的「Camera Raw」對話框，將處理過的檔案儲存成數位負片
(DNG)、JPEG、TIFF 或 Photoshop (PSD) 等格式。雖然 Photoshop Camera Raw 軟體可以開啟及編輯相機原始資料影像檔案，但是它無法以相機
原始資料格式儲存影像。

在新版本的 Camera Raw 發行之後，只要安裝新版本的增效模組，就可以更新此軟體。您可以選擇「說明 > 更新」，檢查 Adobe 軟體是否有更新。

不同的相機型號會以許多不同的格式儲存相機原始資料影像，而且必須以不同的方式來解譯這些格式的資料。Camera Raw 可支援對許多相機型號，
因此可以解譯許多不同的相機原始資料格式。

如果您無法開啟 Camera Raw 檔案，請參閱為何我的 Photoshop 或 Lightroom 版本不支援我的相機？

關於數位負片 (DNG) 格式

數位負片 (DNG) 格式是一種非專利、公開記錄且普遍受支援的格式，可用來儲存原始相機資料。硬體和軟體開發人員都會使用 DNG 格式，因為它處
理及保存相機原始資料的工作流程很有彈性。您也可以使用 DNG 做為中間格式，用來儲存最初使用專利相機原始資料格式所擷取的影像。

由於 DNG 中繼資料都是公開記錄的，因此 Camera Raw 之類的軟體閱讀程式不需要知道相機的相關資訊，就可以解碼及處理由支援 DNG 格式的相機
所建立的檔案。如果停止對某種專利格式的支援，使用者可能就無法存取以該格式儲存的影像，而那些影像也可能會永遠遺失。由於 DNG 格式是公開
規格，即使在久遠的未來仍會軟體可以讀取儲存成 DNG 檔案的原始影像，這使得 DNG 成為一種更安全的存檔方式。

調整影像時儲存成 DNG 檔案的中繼資料可以嵌入於 DNG 檔案本身，而不必儲存在附屬 XMP 檔案中，或是儲存在「Camera Raw」資料庫中。

要將相機原始資料檔案轉換成 DNG 格式，可以利用「Adobe DNG Converter」或「Camera Raw」對話框。如需有關 DNG 格式和 DNG Converter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數位負片 (DNG) 產品頁面。如要下載最新版的 DNG Converter，請至 Adobe 下載頁面。

使用 Camera Raw 處理影像

將相機原始資料檔案拷貝到硬碟上、加以組織，然後將檔案轉換為 DNG 格式 (選擇性)。

在相機原始資料檔案所代表的影像上進行任何處理之前，您必須先將檔案從相機的記憶卡中移轉出來、加以組織、為其指定具有意義的名稱，然後進
行使用檔案的其他準備工作。在 Adobe Bridge 中使用「從相機取得相片」命令，可自動完成這些工作。

在 Camera Raw 中開啟影像檔案。

您可以從 Adobe Bridge、After Effects 或 Photoshop 中，使用 Camera Raw 開啟相機原始資料檔案。您也可以從 Adobe Bridge 中，使用 Camera
Raw 開啟 JPEG 和 TIFF 檔案 (請參閱開啟影像。)

如需有關使用 Adobe Photo Downloader 將數位相機原始資料影像讀入 Adobe Bridge CS4 或 CS5 的視訊教學課程，請觀賞 Lynda.com 網站提供
的將相機中的相片下載到 Adobe Bridge。

調整顏色。

色彩調整包括白平衡、色調及飽和度。您可以在「基本」標籤中進行大部分的調整，然後使用其他標籤中的控制項來微調結果。若要 Camera Raw 分析
影像，並且自動套用正常的色調調整，請按一下「基本」標籤中的「自動」。

若要套用前一個影像所使用的設定，或是針對相機型號、相機或 ISO 設定套用預設設定，請從「Camera Raw 設定」選單  中選擇適當的命令。(請
參閱套用儲存的 Camera Raw 設定。)

如需有關在 Camera Raw 中對相片進行非破壞性色彩調整的視訊教學課程，請觀賞 Richard Harrington 提供的修復原始資料影像中的細節，或
Russell Brown 提供的 Adobe Camera Raw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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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影像

開啟影像或確定

完成

取消

回到頂端

進行其他調整和影像校正。

使用「Camera Raw」對話框中的其他工具和控制項，執行影像銳利化、減少雜訊、校正鏡頭缺陷，以及潤飾等工作。

(選擇性) 將影像設定儲存成預設集，或是儲存成預設的影像設定。

稍後若要將相同的調整內容套用到其他影像，請將設定儲存成預設集。若要將調整內容儲存成預設值，以便從特定相機型號、特定相機或特定 ISO 設
定套用到所有影像，請將影像設定儲存成新的 Camera Raw 預設值 (請參閱儲存、重設並載入 Camera Raw 設定。)

設定 Photoshop 的工作流程選項。

設定選項以指定 Camera Raw 儲存影像的方式，以及 Photoshop 開啟影像的方式。您可以按一下「Camera Raw」對話框中影像預視下方的連結，存
取「工作流程選項」設定。

儲存影像，或是在 Photoshop 或 After Effects 中開啟影像。

在 Camera Raw 中完成影像調整時，您可以將調整內容套用到相機原始資料檔案、在 Photoshop 或 After Effects 中開啟調整過的影像、將調整過的
影像儲存成其他格式，或是取消並忽略調整。如果從 After Effects 中開啟「Camera Raw」對話框，則無法使用「儲存影像」和「完成」按鈕。

將「Camera Raw」設定套用到影像，並以 JPEG、PSD、TIFF 或 DNG 格式儲存影像拷貝。按下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隱藏「Camera Raw 儲存選項」對話框，並使用上次設定的儲存選項儲存檔案 (請參閱以其他格式儲存相機原始資料影像。)

在 Photoshop 或 After Effects 中開啟相機原始資料影像檔的拷貝 (套用「Camera Raw」設定)。原來的相機原始資料影像檔並不會
受到以上設定的影響。只要按住 Shift 鍵再按一下「開啟影像」，就可以在 Photoshop 中將原始資料檔案當做「智慧型物件」開啟。這樣一來，只要按
兩下含有原始資料檔的「智慧型物件」圖層，您便可以隨時調整 Camera Raw 的設定。

關閉「Camera Raw」對話框，並將檔案設定儲存在相機原始資料資料庫檔案、附屬 XMP 檔案或 DNG 檔案中。

取消「Camera Raw」對話框中指定的調整。

Camera Raw 對話框概覽

(Adobe Camera Raw 8.4) Camera Raw 對話框

A. 相機名稱或檔案格式 B. 切換全螢幕模式 C. 影像調整標籤 D. 色階分佈圖 E. Camera Raw 設定選單 F. 調整用滑桿 G. 預視選項 H. 工作流程選項 I.
縮放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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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有些從 Adobe Bridge 或 Photoshop 中開啟「Camera Raw」對話框時可使用的控制項 (例如「工作流程選項」連結)，從 After Effects 中開啟
「Camera Raw」對話框時則無法使用。

在影像預視中，按住 Shift 鍵並連按兩下滑鼠，即可啟動自動色溫和自動色調功能。

若要開啟「Camera Raw 設定」選單，請按一下任何一個影像調整標籤右上角的按鈕 。這個選單中有幾個命令也可以在 Adobe
Bridge 的「編輯 >開發設定」選單中找到。

Camera Raw 縮放控制項:

縮放顯示工具 

在您按一下預視影像時，將預視縮放比例設定為下一個較大的預設值。按住 Alt 鍵並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Option 鍵並按一下
(Mac OS)，則會使用下一個較小的縮放比例。請在預視影像中「縮放顯示」工具，以放大顯示選取的區域。若要還原成 100% 的
顯示比例，請按兩下「縮放顯示」工具。

手形工具 

如果預視影像設定的縮放顯示層級大於 100%，此工具可在預視視窗中移動影像。按住空白鍵，即可在使用其他工具的同時暫時啟
用「手形」工具。按兩下「手形」工具，將預視影像調整成符合視窗的大小。

選取縮放等級

從選單中選擇顯示比例設定，或是按一下「選取縮放等級」按鈕。

預視

顯示依照目前標籤中所做的影像調整，再加上其他標籤中的設定所呈現的影像預視。取消選取則會顯示依照目前標籤中的原始設定，
再加上其他標籤中的設定所呈現的影像。

從 Photoshop CC 8.4 版本起，Camera Raw 便提供進階預視控制項，讓您能快速比較影像「之前」/「之後」的狀態:

將目前設定儲存為影像「之前」的狀態

 調換目前的設定與儲存的「之前」狀態設定。目前的設定已儲存為「之前」狀態，且先前儲存為「之前」狀態的設定已套用到
影像。

 選取顯示預視的模式:

• 僅查看套用到影像的「之後」設定
• 套用到影像左半部和右半部的「之前」/「之後」設定
• 並排顯示套用到整個影像的「之前」/「之後」設定
• 套用到影像上半部和下半部的「之前」/「之後」設定
• 垂直顯示套用到整個影像的「之前」/「之後」設定供快速比較

RGB

顯示預視影像中指標所在位置之像素的紅色、綠色和藍色值。

陰影和亮部

使用「色階分佈圖」頂端的按鈕，即可顯示陰影和亮部剪裁。剪裁的陰影以藍色顯示，而剪裁的亮部則以紅色顯示。如果剪裁三種
RGB 色版中的任何一種 (完全飽和且無細節)，都會顯示亮部剪裁。如果將三種 RGB 色版全部剪裁下來 (全黑且無細節)，便會顯
示陰影剪裁。

Camera Raw 影像調整標籤:

基本 

調整白平衡、色彩飽和度及色調。

色調曲線 

使用「參數」曲線和「點」曲線來微調色調。

細部 

使影像銳利化，或減少雜訊。

HSL/灰階 

使用「色相」、「飽和度」和「明度」等調整值來微調色彩。

分割色調 

將單色影像變成彩色，或是利用彩色影像建立特殊效果。

鏡頭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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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回到頂端

註解：

補償相機鏡頭所造成的色差、幾何扭曲和暈映。

效果 

模擬粒狀影像或套用裁切後暈映。

相機校正 

將相機描述檔套用至原始資料影像以校正顏色投射，並調整非中性色以補償相機影像感應器的行為。

預設 

將影像調整設定儲存成預設集並加以套用。

快照 

建立像相片的多個版本，以記錄相片在編輯過程中各個階段的狀態。

在 Adobe Bridge 中使用 Camera Raw 快取

當您在 Adobe Bridge 中檢視相機原始資料檔案時，縮圖和預視會使用預設設定或是您調整過的設定。Adobe Bridge 快取中儲存了檔案縮圖資料、中
繼資料以及檔案資訊等資料。快取這些資料可以在您再次使用之前在 Adobe Bridge 中檢視過的檔案夾時，縮短載入時間。當 Camera Raw 的影像設
定變更時，Camera Raw 快取可讓 Camera Raw 加速開啟影像，並且讓 Adobe Bridge 可以更快重建影像預視。

由於快取可能會變得非常大，因此您可以清除 Camera Raw 快取或限制其大小。如果您懷疑快取已經損毀或是太舊，您也可以清除並重新產生快取。

在配置的每 GB 磁碟儲存空間中，Camera Raw 快取可以保存約 200 張影像的資料。依預設，Camera Raw 快取設定的大小上限為 1 GB。
您可以在 Camera Raw 的偏好設定中提高其上限。

1. 在 Adobe Bridge 中，選擇「編輯 > Camera Raw 偏好設定」(Windows) 或「Bridge > Camera Raw 偏好設定」(Mac OS)。或
者，在開啟「Camera Raw」對話框的情況下，按一下「開啟偏好設定對話框」按鈕 。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若要變更快取大小，請輸入「最大大小」值。

若要清除相機原始資料快取，請按一下「清除快取」按鈕。

若要更改相機原始資料快取的位置，請按一下「選取位置」。

使用 Camera Raw 與 Lightroom

Camera Raw 和 Lightroom 共用相同的影像處理技術，確保在應用程式之間維持一致並相容的結果。若要在 Camera Raw 中檢視在 Lightroom 的「開
發」模組中對影像所做的調整，必須將中繼資料的變更在 Lightroom 中儲存為 XMP。

在 Camera Raw 中所做的調整也會顯示在 Adobe Bridge 的「內容」和「預視」面板中。

若要在 Camera Raw 中檢視在 Lightroom 中所做的變更，並確保在 Camera Raw 中的調整也可在 Lightroom 和 Adobe Bridge 中檢視，請執行下列作
業:

1. 在 Adobe Bridge 中，選擇「編輯 > Camera Raw 偏好設定」(Windows) 或「Bridge > Camera Raw 偏好設定」(Mac OS)。或
者，在開啟「Camera Raw」對話框的情況下，按一下「開啟偏好設定對話框」按鈕 。

2. 選取「將影像設定儲存於 > 附屬「.XMP」檔案」，然後取消選取「忽略附屬「.XMP」檔案」。

3. 在 Camera Raw 中套用對相片的調整後，請按一下「完成」或「開啟影像」加以儲存。

Camera Raw 只會讀取主要影像在 Lightroom 目錄中的目前設定。在 Camera Raw 中不會顯示也無法提供對虛擬複本所做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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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 Raw 中的暈映、粒狀及去朦朧效果

回到頂端

總量

大小

粗糙度

回到頂端

模擬粒狀影像

套用裁切後暈映

去朦朧

模擬粒狀影像

「效果」標籤的「粒狀」區段提供模擬粒狀影像的控制項，可製造出懷舊影片的風格特效。您也可以在列印大尺
寸影像時，使用粒狀效果來遮掩放大過程所產生的不自然感。

綜合「大小」和「粗糙度」兩控制項即可決定粒子的 特性。請以各種縮放等級查看粒子，以確保能展現您所要
的特性。

未套用任何粒狀效果 (上圖)，已套用粒狀效果 (下圖)。

控制要套用至影像的粒狀量。向右拖曳可增加此量。設為零可停用粒狀。

控制粒子大小。指定 25% 以上的值可能會導致影像有些模糊。

控制粒子的規律性。向左拖曳可使粒子較一致；向右拖曳可讓粒子較不規則。

套用裁切後暈映

如果要在裁切後的影像中套用暈映藝術效果，請使用「 裁切後暈映羽化」功能。

1. 裁切您的影像。請參閱 裁切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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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部優先

顏色優先

繪圖重疊

總量

中點

圓度

羽化

亮部

回到頂端

總量

2. 在「效果」標籤的「後製裁切暈映」區域中，選擇一種「樣式」。

可在套用裁切後暈映的同時保護亮部對比，但可能導致影像較暗區域的顏色調
移。適用於具有重要亮部區域的影像。

可在套用後製裁切暈映的同時保留色相，但可能導致亮部細節的損失。

將原始影像的顏色與黑或白色混合來套用裁切後暈映。這個方法適用於製造柔和
效果，但可能會使亮部的對比降低。

3. 透過調整下列任一滑桿來提升效果的精確度:

正值會調亮角落，負值則會調暗角落。

較高的值會使調整限制在靠近角落的區域，較低的值則會將調整內容套用到遠離角落
的較大區域。

正值會讓效果看起來更圓，負值則會讓效果看起來較為橢圓。

較高的值會增加該效果及其周圍像素之間的柔化度，較低的值則會減少該效果及其周
圍像素之間的柔化度。

(當「總量」為負值時，可用於「亮部優先」或「顏色優先」效果) 控制影像較亮區域
的亮部「穿透」程度，例如當有街燈的亮光或其他較亮的光源時。

去朦朧

Adobe Camera Raw 現在可讓您輕鬆減少或增加相片的朦朧或模糊程度。完成相片的基本調整後，切換至「效
果」面板並調整「去朦朧」滑桿控制項即可。

控制相片的朦朧程度。向右拖移可移除朦朧效果；向左拖移可增加朦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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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狀濾鏡

註解：「去朦朧」現在可以局部調整。在使用「放射狀濾鏡」、「漸層
濾鏡」或「調整筆刷」時，可以調整「去朦朧」滑桿控制項。如需詳細
資訊，請參閱在 Camera Raw 中進行局部調整。

Adobe Camera Raw 中的「放射狀濾鏡」能使影像中的特定部分更加突出。請參閱 Adobe Camera
Raw 中的放射狀濾鏡。

12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adobe.com/zh_TW/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s://www.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tw
http://idiom-q-win-1/tw/creative-suite/using/make-local-adjustments-camera-raw.html
http://idiom-q-win-1/tw/creative-suite/using/make-local-adjustments-camera-raw.html
http://idiom-q-win-1/tw/creative-suite/using/make-local-adjustments-camera-raw.html
http://idiom-q-win-1/tw/camera-raw/using/radial-filters-camera-raw.html
http://idiom-q-win-1/tw/camera-raw/using/radial-filters-camera-raw.html
http://idiom-q-win-1/tw/camera-raw/using/radial-filters-camera-raw.html


Camera Raw 中的自動透視校正 | Photoshop CC
拉直因鏡頭扭曲而顯得傾斜的幾何形狀

註解：

回到頂端

注意：

使用不合適的鏡頭或相機震動可能會導致相片透視傾斜或扭曲。透視可能會扭曲，在包含連續垂直線或幾何形狀的相片中更為明顯。

Adobe Camera Raw 擁有 Upright 模式，亦即可用來自動修正透視的四個設定。手動套用校正的功能仍舊可供使用。套用 Upright 模式後，您可以手
動修改可用的滑桿式設定來進一步調整影像。

建議您在套用四個新預設集中的任何一個之前，先套用適用於您相機及鏡頭組合的任何鏡頭校正描述檔。套用鏡頭校正描述檔可將影像預備好進行
更妥善的分析，以實作扭曲校正。

使用 Upright 預設集手動校正鏡頭扭曲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開啟相機原始資料檔案，或

當影像在 Photoshop 中開啟時，按一下「濾鏡 > Camera Raw 濾鏡」。

2. 在 Camera Raw 視窗中，導覽至「鏡頭校正」標籤。

3. (選擇性) 在「鏡頭校正 > 描述檔」標籤中，選取「啟動鏡頭描述檔校正」核取方塊。

強烈建議您在使用 Upright 預設集處理相片之前，先根據相機及鏡頭組合啟動鏡頭描述檔校正。

4. 在「鏡頭校正 > 手動」標籤中，有四個 Upright 模式可供使用。按一下要將校正套用至相片的模式。

自動 套用平衡組合的透視校正。

色階 套用透視校正以確保影像色階平衡。

垂直 套用色階及垂直透視校正。

亮 對影像套用色階、垂直及水平透視校正。

在嘗試四種 Upright 模式時，如果您選取或清除「啟動鏡頭描述檔校正」核取方塊 (「鏡頭校正 > 描述檔」)，請按一下
Upright 預設集按鈕下方的「重新分析」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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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一種 Upright 模式，使用滑桿進行進一步調整

5. 依次試用各 Upright 模式，直到您找到最適合的設定為止。

這四種 Upright 模式會校正及管理扭曲與透視錯誤。沒有建議或慣用的設定。最佳設定因相片不同而異。在決定可能最適合您相
片的 Upright 模式之前，請先試用這四種 Upright 模式。

6. 根據需要，使用「變形」滑桿進行進一步修改。Camera Raw 中已引入了一個新滑桿 (「外觀比例」)。

向左移動「外觀比例」滑桿可調整相片的水平透視。

向右移動「外觀比例」滑桿可調整相片的垂直透視。

樣本影像

未校正的影像 (左圖)、進行了「自動」校正的影像 (中圖)，以及進行了「色階」校正的影像 (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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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校正的影像 (左圖)、進行了「垂直」校正的影像 (中圖)，以及進行了「亮」校正的影像 (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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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Photoshop CC
How to make non-destructive edits in Camera Raw
Learn how to process your photos using Camera Raw in Photoshop. Edit raw files and JPEGs in Camera Raw to simplify your editing workflow and
maximize flexibility. (Try it, 16 min)

FromHoward Pinsky
Browse all tutorials Hide all tutorials

 

What do I need?

Get files Sample files to practice with (ZIP, 26 MB)

Get PDF Photoshop cheat sheet

Raw image files give your photos so much more.

Raw files contain unprocessed data from your camera and are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digital negatives. Since you have all the original data to
work with, you can make bigger corrections when you process your photos. In this video, lear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orking with raw files
and JPEG files.

If you need any help or have questions along the way, let us know in our forum.

Compare JPEG and raw (2:03); Non-destructive editing (2:22)

Edit details with precision.

Adobe Camera Raw can open most raw image formats from professional and midrange digital cameras. Using the Camera Raw editing tools, you
can fix color problems and uncover more details hidden in shadows and blown-out highlights.

Work with colors (3:25); Healing (4:22); Adjustment brush (5:00)

Correct image perspective and lens distortion.

Adobe Camera Raw lets you correct many image perspective and lens flaws by synching the raw file with your specific camera and lens profile. It
also offers additional ways to correct lens distortion.

Lens profiles (0:30); Fix level and perspective (0:50); Save options (2:05)

Use Camera Raw edit for all your photos!

Use Adobe Camera Raw as a filter to make non-destructive edits to all your images and layers.

Replace adjustment layers (0:53); Sharpen midtones (1:35); Finish the edit (3:00)

Let us know what you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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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s it! You're done. Please provide feedback in our survey so that we can make sure this tutorial is as useful as possible.

More on this topic

Make color and tone corrections in Camera Raw

Howard Pinsky

Howard is an Adobe Community Professional and Photoshop trainer at Ice Flow Stud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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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 Raw 中的放射狀濾鏡
已於 Adobe Camera Raw 9.2 版中更新

回到頂端

套用放射狀濾鏡來增強相片

使用筆刷控制項修改「放射狀濾鏡」執行個體

放射狀濾鏡工具的鍵盤快速鍵與輔助按鍵

若要完全控制將觀看者的注意力吸引到相片的哪個位置，請強調顯示影像的主體。能建立暈映效果的某些濾鏡可
協助您達成該目的。但是，此類濾鏡需要主要主體位於相片的中心位置。

Adobe Camera Raw 8.0 中的放射狀濾鏡能使影像中的特定部分更加突出。例如，您可以使用「放射狀濾鏡」工
具在主體旁繪製橢圓形，增加圖形區域內的曝光度和清晰度，讓主體更加突出。主體可以偏離中心位置，也可以
位於相片的任何位置。

以下是使用「放射狀濾鏡」修改相片的主要工作流程：

1. 在 Adobe Camera Raw 中開啟相片。
2. 找出您想要吸引觀看者目光的一個或多個區域。
3. 設定：

(選用) 放射狀濾鏡，以削弱對背景的注意力
放射狀濾鏡，以強調顯示主體

其他放射狀濾鏡，前提是您有多個主體要強調顯示

原始相片 (左圖)，以及使用「放射狀濾鏡」清楚強調主體的相片 (右圖)

套用放射狀濾鏡來增強相片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操作：

開啟相機原始資料檔案。

影像在 Photoshop 中開啟後，選擇「濾鏡 > Camera Raw 濾鏡」。

2. 從工具列選取「放射狀濾鏡」工具。

按下 J 可切換「放射狀濾鏡」工具。

3. 使用「新增」與「編輯」選項按鈕選項來選擇您要建立濾鏡，還是編輯現有濾鏡。

4.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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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建立「放射狀濾鏡」，請按一下並在區域上拖移，繪製一個圓形或橢圓形。這個形
狀將決定會受到變更影響或要從變更排除的區域。

若要編輯「放射狀濾鏡」，請按一下相片上的任何灰色控點。選取後，控點會變為紅
色。

5. 若要決定修改的相片區域，請選擇「效果」選項 (位於滑桿下方)。

外部 會在所選區域外套用所有修改。
內部 會將所有修改套用至所選區域。

6. 調整所新增之「放射狀濾鏡」的大小 (寬度與高度) 與方向。選取濾鏡，然後：

按一下濾鏡的中心位置並拖移，來進行移動與重新定位。

將指標停留在四個濾鏡控點的任何一個上方，並在指標圖示更改時，按一下並拖移來更
改濾鏡的大小。

將指標停留在靠近濾鏡邊緣的位置，並於指標圖示更改時，按一下並拖曳濾鏡的邊緣來
更改方向。

「放射狀濾鏡」由橢圓形的選取畫面表示

7. 使用滑桿來修改所選「放射狀濾鏡」區域。「羽化」滑桿可調整套用效果的弱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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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註解：

「放射狀濾鏡」工具選項可讓您套用效果至橢圓形覆蓋區域。

8. 重複步驟 3 到 6，繼續新增或編輯「放射狀濾鏡」。

9. 清除「覆蓋」核取方塊，顯示相片完成後的樣子。如果您想要刪除所有「放射狀濾鏡」並從
頭開始，請按一下「清除全部」(此動作無法還原)。

10. 使用「遮色片」選項來啟用遮色片視覺效果。或者，按下「Y」以切換「遮色片」設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Photoshop CC 中的 Camera Raw 放射狀濾鏡。

使用筆刷控制項修改「放射狀濾鏡」執行個體

您可以使用筆刷控制項來修改「放射狀濾鏡」遮色片。當您新增遮色片後，請選取「新增」/「編輯」旁的「筆
刷」選項以存取筆刷控制項。或者，按下 Shift + K。

視情況而定，使用 + 和 - 筆刷。

如需筆刷控制項的視訊說明，請參閱 Adobe Camera Raw 8.5 中的濾鏡筆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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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放射狀濾鏡」遮色片的筆刷控制項

放射狀濾鏡工具的鍵盤快速鍵與輔助按鍵

新增調整區域

按住 Shift 鍵並拖移，可在圓形範圍內套用調整。
在拖移時，按住空格鍵可移動橢圓；放開空格鍵可繼續定義新調整的形狀。

編輯調整區域

當在調整區域內拖移以進行移動時，按住 Shift 鍵可限制以水平或垂直方向移動。
當拖移四個控點的其中一個來變更調整區域的大小時，按住 Shift 鍵可保留調整形狀的外觀
比例。

當拖移調整區域的邊界以進行旋轉時，按住 Shift 鍵可一次以 15 度為增量旋轉。
在選取調整區域的情況下，按下 X 鍵可翻轉效果方向 (例如從外部到內部)。

刪除調整區域

在選取調整區域的情況下，按下 Delete 鍵可刪除調整區域。
按下 Option/Alt + 按一下現有調整區域可將其刪除。

以最大覆蓋率進行調整

按下 Command/Control 並按兩下空白區域，可建立置中且涵蓋裁切影像區域的調整區域。
按下 Command/Control 並按兩下現有調整區域內部，可展開該調整區域以涵蓋裁切影像區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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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Camera Raw 設定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將影像狀態儲存為快照

儲存、重設及載入 Camera Raw 設定
指定 Camera Raw 設定的儲存位置
拷貝並貼上 Camera Raw 設定
套用儲存的 Camera Raw 設定
轉存 Camera Raw 設定和 DNG 預視
指定 Camera Raw 工作流程選項

將影像狀態儲存為快照

您可以建立快照，記錄影像在任何時間的狀態。「快照」為影像的已儲存轉譯，當中會包含直到快照建立當時所進行的所有編輯。在編輯過程中的不
同階段建立影像的快照，可讓您輕鬆比較所進行調整的效果。如果您也可以返回較早的狀態，將該狀態用於其他用途。快照的另一項優點則是可以讓
您不必複製原始影像，便能夠處理多個影像版本。

「快照」可透過「Camera Raw」對話框的「快照」標籤來建立與管理。

1. 按一下「快照」標籤下方的「新的快照」按鈕 ，即可建立快照。

2. 在「新的快照」對話框中輸入名稱，並按一下「確定」。

快照會出現在「快照」標籤清單中。

處理快照時，您可以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若要重新命名快照，請以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 快照，然後選擇「重新命名」。

按一下快照，將目前的影像設定變更為所選快照的影像設定。影像預視將會根據此結果更新。

若要使用目前的影像設定來更新或覆寫現有的快照，請以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 快
照，然後選擇「以目前設定更新」。

若要還原已對快照進行的變更，請按一下「取消」。

註解: 使用「取消」來還原快照變更時，請務必小心。在目前編輯工作階段所做的一切影像調整都會遺失。

若要刪除快照，請選取快照並按一下標籤下方的「垃圾筒」按鈕 。或者，請以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
按一下 (Mac OS) 快照，然後選擇「刪除」。

在 Photoshop Lightroom 中套用的快照會顯示在「Camera Raw」對話框中，並可在此進行編輯。同樣的，在「Camera Raw」中建立的快照也會
顯示在 Lightroom 中，並可在該應用程式中進行編輯。

儲存、重設及載入 Camera Raw 設定

您可以重複使用在影像中所做的調整。您可以儲存目前所有的「Camera Raw」影像設定，也可以只儲存其中任何一部分設定，而且可以將其儲存成
預設集或一組新的預設值。預設設定可套用到特定的相機型號、特定的相機序號或特定的 ISO 設定，取決於 Camera Raw 偏好設定「預設影像設定」
區段的設定而定。

預設集會依名稱出現在「預設集」標籤中、Adobe Bridge 的「編輯 > 開發設定」選單中、Adobe Bridge 相機原始資料影像的快顯選單中，以及
「Camera Raw」對話框中「Camera Raw 設定」選單的「套用預設集」子選單中。如果您不將預設集儲存到「Camera Raw」設定資料夾中，預設
集就不會列在上述這些位置。不過，您可以使用「載入設定」命令瀏覽及套用儲存在其他位置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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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設定

儲存新 Camera Raw 預設值

重設 Camera Raw 預設值

載入設定

回到頂端

註解：

Camera Raw 資料庫

附屬「.XMP」檔案

註解：

 

您可以使用「預設集」標籤下方的按鈕來儲存及刪除預設集。

請按一下「Camera Raw 設定」選單按鈕 ，然後從選單中選取命令:

將目前設定儲存成預設集。請選擇要儲存在預設集中的設定，然後為預設集命名並儲存預設集。

將目前設定儲存成新的預設設定，供同一台相機、具有相同型號相機，或具有相同 ISO 設定相機拍
攝的其他影像使用。在 Camera Raw 偏好設定的「 預設影像設定」區段中選取適當的選項，以指定是否要使這些預設值與特定的
相機序號或 ISO 設定產生關聯。

還原目前相機、相機型號或 ISO 設定的原始預設設定。

開啟「載入原始資料轉換設定」對話框，瀏覽到設定檔案並選取它，然後按一下「載入」。

指定 Camera Raw 設定的儲存位置

請選擇偏好設定，以指定調整設定的儲存位置。如果您打算要移動或儲存影像檔案，而且想要保留相機原始資料設定，可以使用 XMP 檔案。您可以使
用「轉存設定」命令，將「Camera Raw」資料庫中的設定拷貝到附屬的 XMP 檔案，或是將這些設定嵌入數位負片 (DNG) 檔案中。

使用「Camera Raw」處理相機原始資料影像檔時，會將影像設定儲存在下列兩個位置其中之一:「Camera Raw」資料庫檔案或附屬 XMP 檔案。在
Camera Raw 中處理 DNG 檔時，設定會儲存在 DNG 檔本身，但也可改儲存在 XMP 附屬檔案中。TIFF 和 JPEG 檔案的設定則一律儲存於檔案本
身。

當您在 After Effects 中讀入一系列相機原始資料檔案時，會將第一個檔案的設定套用到這一系列中本身沒有 XMP 附屬檔案的所有檔案。After
Effects 不會檢查「Camera Raw」資料庫。

您可以設定偏好設定，以決定儲存設定的位置。當您再次開啟相機原始資料影像時，所有的設定都會預設成上次開啟該檔案時所使用的值。但影像屬
性 (目標色域描述檔、位元深度、像素尺寸和解析度) 並不會連同設定一起儲存。

1. 在 Adobe Bridge 中，選擇「編輯 > Camera Raw 偏好設定」(Windows) 或「Bridge > Camera Raw 偏好設定」(Mac OS)。您
也可以在「Camera Raw」對話框中按一下「開啟偏好設定對話框」按鈕 。或是在 Photoshop 中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Camera Raw」(Windows) 或「Photoshop > 偏好設定 > Camera Raw」(Mac OS)。

2. 在「Camera Raw 偏好設定」對話框中，從「將影像設定儲存於」選單中選擇下列任一個選項:

將設定儲存在「Camera Raw」資料庫檔案中，並且放在 Document and Settings/[使用者名稱]/Application
Data/Adobe/CameraRaw (Windows) 或 Users/[使用者名稱]/Library/Preferences (Mac OS) 檔案夾內。這個資料庫是依據檔案內
容建立索引，因此，即使移動或重新命名了相機原始資料影像檔，影像仍然會保留相機原始資料設定。

將設定儲存在與相機原始資料檔案同一個檔案夾內的另一個檔案中，並且使用相同的主檔名和 .xmp 副檔
名。這個選項有助於長時間保存原始資料檔案及其相關設定，並在多重使用者工作流程中，交換相機原始資料檔案與相關設定。
這些相同的附屬 XMP 檔案可以儲存 IPTC (國際新聞電信評議會) 資料，或者相機原始資料影像檔的其他相關中繼資料。如果是從
CD 或 DVD 等類似的唯讀裝置中開啟檔案，則在開啟這些檔案前，請確定已經將這些檔案拷貝到硬碟中。由於 Camera Raw 增
效模組無法將 XMP 檔案寫入唯讀裝置中，因此會將設定寫入「Camera Raw」資料庫檔案中。如果要在 Adobe Bridge 中檢視
XMP 檔案，您可以選擇「檢視 > 顯示隱藏的檔案」。

如果您是使用修訂版本控制系統來管理檔案，而且是將設定儲存在附屬 XMP 檔案中，請記住，您必須將附屬檔案存入再
取出，才能更改相機原始資料影像；同樣地，您必須一併管理 (例如重新命名、移動、刪除) XMP 附屬檔案及其相機原始資料檔
案。當您在本機處理檔案時，Adobe Bridge、Photoshop、After Effects 和 Camera Raw 會自動進行檔案同步。

如果您將相機原始資料設定儲存在「Camera Raw」資料庫中，而且打算將這些檔案移到另一個位置 (CD、DVD、另一部電腦
等)，您可以使用「轉存設定成 XMP」命令，將這些設定轉存成附屬 XMP 檔案。

3. 如果您想要將 DNG 檔案的所有調整內容直接儲存在 DNG 檔案中，請選取「Camera Raw 偏好設定」對話框中「DNG 檔案處
理」區段內的「忽略「.XMP」附屬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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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設定

Camera Raw 預設值

上一個轉換

預設集名稱

註解：

回到頂端

拷貝並貼上 Camera Raw 設定

在 Adobe Bridge 中，您可以將某個影像檔案的「Camera Raw」設定，拷貝並貼到另一個影像檔案中。

1. 在 Adobe Bridge 中選取檔案，然後選擇「編輯 > 開發設定 > 拷貝 Camera Raw 設定」。

2. 選取一個或多個檔案，然後選取「編輯 > 開發設定 > 貼上 Camera Raw 設定」。

您也可以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是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 影像檔案，使用快速選單進行拷貝及貼上。

3. 在「貼上 Camera Raw 設定」對話框中，選取要套用的設定。

套用儲存的 Camera Raw 設定

1. 在 Adobe Bridge 中或在「Camera Raw」對話框中，選取一個或多個檔案。

2. 在 Adobe Bridge 中，選擇「編輯 > 開發設定」，或是以滑鼠右鍵按一下選取的檔案。或者，在「Camera Raw」對話框中，按
一下「 Camera Raw 設定」選單 。

3. 選擇下列任一選項:

使用選取的相機原始資料影像的設定值。這個選項只出現在「Camera Raw」對話框的「Camera Raw 設定」選單中。

針對特定相機、相機型號或 ISO 設定使用已儲存的預設設定。

使用相同相機、相機型號或 ISO 設定的上一個影像設定。

使用儲存成預設集的設定 (可以是所有影像設定的子集)。

套用預設集

您也可以從「預設集」標籤套用預設集。

轉存 Camera Raw 設定和 DNG 預視

如果您將檔案設定儲存在「Camera Raw」資料庫中，可以使用「轉存設定至 XMP」命令，將這些設定拷貝到附屬 XMP 檔案或嵌入 DNG 檔案中。
在您移動相機原始資料檔案時，這個動作可以幫助您保留檔案的影像設定。

您也可以更新嵌入於 DNG 檔案中的 JPEG 預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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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深度

大小

解析度

銳利化

在 Photoshop 中依智慧型物件方式開啟

1. 在「Camera Raw」對話框中開啟檔案。

2. 如果要轉存多個檔案的設定或預視，請在「底片顯示窗格」檢視中選取檔案的縮圖。

3. 在「Camera Raw 設定」選單 中，選擇「轉存設定成 XMP」或「更新 DNG 預視」。

附屬的 XMP 檔案會建立在與相機原始資料影像檔相同的檔案夾中。如果您以 DNG 格式儲存相機原始資料影像檔，就會將設定直
接嵌入於 DNG 檔案中。

指定 Camera Raw 工作流程選項

工作流程選項會為從「Camera Raw」輸出的所有檔案指定設定，包括色彩位元深度、色域、輸出銳利化和像素尺寸。工作流程選項會決定
Photoshop 開啟這些檔案的方式，但是不會影響 After Effects 匯入相機原始資料檔案的方式。工作流程選項設定並不會影響相機原始資料本身。

您可以按一下位於「Camera Raw」對話框下方的底線文字，指定工作流程選項設定。

指定目標色彩描述檔。一般而言，請將「空間」設定為您在 Photoshop RGB 使用中色域內使用的色彩描述檔。用於相機原始影像檔的來源描述
檔，通常屬於相機原來的色域。「空間」選單中列出的描述檔，都是內建於 Camera Raw 中。若要使用未列於「空間」選單中的色域，請選擇
「ProPhoto RGB」，然後在 Photoshop 開啟檔案時，再轉換成所選擇的使用中色域。

指定在 Photoshop 中將檔案開啟為 8-bpc 還是 16-bpc 影像。

指定將影像讀入 Photoshop 時的像素尺寸。預設的像素尺寸就是拍攝影像時使用的像素尺寸。若要對影像重新取樣，請使用「裁切大小」選
單。

如果您使用的相機的像素是正方形的，當您在規劃較小的最終影像時，選擇小於原來的尺寸將可以加快處理速度。挑選一個較大的尺寸就跟在
Photoshop 中進行增加取樣一樣。
如果您所使用相機的像素不是正方形，那麼最能保持像素總數的尺寸，就是原來的尺寸。選取不同的尺寸可以減少 Camera Raw 執行的重新取樣作
業，進而提高影像品質。「大小」選單會以星號 (*) 標出品質最好的尺寸。
註解: 在 Photoshop 中開啟影像後，您可以隨時變更影像的像素大小。

指定列印影像時所要使用的解析度。這項設定不會影響像素尺寸。例如，2048 x 1536 像素的影像如果以 72 dpi 列印，其尺寸大約是 28-1/2 x
21-1/4 英寸。以 300 dpi 列印同一張影像時，其尺寸大約是 6-3/4 x 5-1/8 英寸。在 Photoshop 中，您也可以使用「影像大小」命令調整解析度。

可讓您將輸出銳利化套用至「螢幕」、「銅板紙」或「光面紙」。如果您套用了輸出銳利化，就可以將「總量」彈出式選單變更為「低」或
「高」，降低或提高所套用的銳利化程度。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您可以保留「總量」的預設選項，也就是「標準」。

當您按一下「開啟」按鈕時，讓 Camera Raw 影像在 Photoshop 中當做「智慧型物件」圖層開啟，而非背
景圖層。若要覆寫所選影像的這項偏好設定，請在按一下「開啟」時按住 Shift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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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amera Raw 中導覽、開啟和儲存影像

回到頂端

註解：

回到頂端

處理、比較及分級多個影像

自動化影像處理

開啟影像

以其他格式儲存相機原始資料影像

處理、比較及分級多個影像

如果要處理多個相機原始資料影像，最方便的方式就是使用 Camera Raw 中的「底片顯示窗格」檢視。根據預設，當您在 Adobe Bridge 的 Camera
Raw 中開啟多個影像時，就會開啟「底片顯示窗格」檢視。

將多個影像讀入 After Effects 時，無法使用「底片顯示窗格」視圖。

「底片顯示窗格」中的影像可有三種狀態: 已取消選取、已選取 (但非使用中) 及使用中 (也已選取)。一般而言，會將調整套用到所有選取的影像。

您也可以同步化設定，將使用中影像的設定套用到所有選取的影像。您可以快速地將一組調整套用到整組影像 (例如在相同條件下拍攝的所有相片)，
然後等您決定最終輸出所要使用的相片後，再微調個別相片。您可以同時將全域和局部調整設定同步化。

若要選取影像，請按一下該影像的縮圖。若要選取某個範圍的影像，請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頭尾兩個縮圖。若要在選取範圍內新
增影像，請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 並按一下該影像的縮圖。
若要變更使用中的影像，但是不要變更選取的影像，請按一下預視窗格底部的導覽箭頭 。

若要將使用中影像的設定套用到所有選取的影像，請按一下「底片顯示窗格」頂端的「同步化」按鈕，並選擇要同步化的設定。

若要套用星級評等，請按一下影像縮圖下方的分級。

若要將選取的影像標記為刪除，請按一下「刪除標記」 。

標記為刪除的影像縮圖中會出現紅色的 X。當您關閉「Camera Raw」對話框時，該檔案會傳送到「資源回收筒」(Windows) 或「垃
圾桶」(Mac OS) (如果決定要保留標記為刪除的影像，請在關閉「Camera Raw」對話框前，先在「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該影
像，然後再按一下「刪除標記」)。

如需有關同步編輯多張 Camera Raw 相片的教學課程，請參閱 Dan Moughamian 撰寫的在 Adobe Camera Raw 中進行同步編輯。

自動化影像處理

您可以建立動作，使用「Camera Raw」自動處理影像檔案。您可以自動化編輯流程，以及將檔案儲存成諸如 PSD、DNG、JPEG、大型文件格式
(PSB)、TIFF 和 PDF 等格式的程序。在 Photoshop 中，您還可以使用「批次」命令、「影像處理器」或「建立快捷批次處理」命令來處理一個或多
個影像檔案。其中「影像處理器」特別適用於在相同的處理工作階段期間，以不同的檔案格式儲存影像檔案。

以下列出自動處理相機原始資料影像檔案的部分提示:

當您記錄動作時，請先在「Camera Raw」對話框中選取「Camera Raw 設定」選單  中的「影像設定」。如此一來，系統便會
以每個影像特有的設定 (位於「Camera Raw」資料庫或附屬的 XMP 檔案) 來播放該動作。

如果您打算將動作與「批次」命令一起使用，您可以在儲存相機原始資料影像時使用「另存新檔」命令，並選擇檔案格式。

使用動作開啟相機原始資料檔案時，「Camera Raw」對話框會反映記錄動作當時的有效設定。您也許會想要使用不同的設定以建
立不同的動作，來開啟相機原始資料影像檔。

使用「批次」命令時，請選取「忽略動作的「開啟」命令。這樣一來，動作中的任何「開啟舊檔」命令就會在批次檔案上執行，而
不是在動作中依名稱指定的檔案上執行。只有當您想要在開啟的檔案上執行動作時，或者當動作使用「開啟舊檔」命令來擷取所需
的資訊時，才取消選取「忽略動作」的「開啟舊檔」命令。

使用「批次」命令時，請選取「抑制檔案開啟選項對話框」，使系統在處理每一個相機原始資料影像時，都不會顯示「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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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w」對話框。

使用「批次」命令時，請選取「如果想要使用「批次處理」命令中的「另存新檔」指示，而不要使用動作中的「另存新檔」指示，
請選擇「忽略動作」的「另存新檔」命令。如果您選取這個選項，動作中必須包含「另存新檔」命令，因為「批次處理」命令並不
會自動儲存來源檔案。取消選取「忽略動作」的「另存新檔」命令，將「批次處理」命令處理過的檔案儲存在「批次處理」對話框
中指定的位置。

建立快捷批次處理時，請選取「建立快捷批次處理」對話框內「播放」區域中的「抑制檔案開啟選項對話框」。如此一來，系統在
處理每一個相機原始資料影像時，就不會顯示「Camera Raw」對話框。

開啟影像

若要在 Camera Raw 中處理原始資料影像，請在 Adobe Bridge 中選取一個或多個相機原始資料檔案，然後選擇「檔案 > 在
Camera Raw 中開啟」或是按下 Ctrl+R (Windows) 或 Command+R (Mac OS)。當您在「Camera Raw」對話框中完成調整後，
請按一下「完成」接受變更並關閉對話框。您也可以按一下「開啟影像」，在 Photoshop 中開啟調整過的影像拷貝。
若要在 Camera Raw 中處理 JPEG 或 TIFF 影像，請在 Adobe Bridge 中選取一個或多個 JPEG 或 TIFF 檔案，然後選擇「檔案 >
在 Camera Raw 中開啟」，或是按下 Ctrl+R (Windows) 或 Command+R (Mac OS)。當您在「Camera Raw」對話框中完成調整
後，請按一下「完成」接受變更並關閉對話框。您可以在 Camera Raw 偏好設定的「JPEG 和 TIFF 處理」區段中，指定是否在
Camera Raw 中自動開啟包含 Camera Raw 設定的 JPEG 或 TIFF 影像。
若要在 Photoshop 中讀入相機原始資料影像，請在 Adobe Bridge 中選取一個或多個相機原始資料檔案，然後選擇「檔案 > 開啟
使用 > Adobe Photoshop CS5」。(您也可以在 Photoshop 中選擇「檔案 > 開啟舊檔」命令，然後瀏覽並選取相機原始資料檔
案)。當您在「Camera Raw」對話框中完成調整後，請按一下「開啟影像」接受變更，以在 Photoshop 中開啟調整過的影像。按
下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即可開啟調整過的影像拷貝，不會儲存對原始影像中繼資料所進行的調整。只要按住
Shift 鍵再按一下「開啟影像」，就可以在 Photoshop 中將影像當做「智慧型物件」開啟。這樣一來，只要按兩下含有原始資料檔的
「智慧型物件」圖層，您便可以隨時調整 Camera Raw 的設定。

秘訣: 在 Adobe Bridge 中按住 Shift 鍵並連按兩下縮圖，即可在 Photoshop 中開啟相機原始資料影像，而不必開啟「Camera
Raw」對話框。按住 Shift 鍵同時選擇「檔案 > 開啟舊檔」，即可開啟多個選取的影像。

若要使用 Adobe Bridge 在 After Effects 中匯入相機原始資料影像，請在 Adobe Bridge 中選取一個或多個相機原始資料檔案，然
後選擇「檔案 > 開啟方式 > Adobe After Effects CS5」。(您也可以在 After Effects 中選擇「檔案 > 讀入」命令，然後瀏覽並選
取相機原始資料檔案)。當您在「Camera Raw」對話框中完成調整後，請按一下「確定」接受變更。
若要使用 Camera Raw 將 TIFF 和 JPEG 檔案讀入 After Effects，請在 After Effects 中選取「檔案 > 讀入」命令，然後在 After
Effects 的「讀入檔案」對話框中，從「啟用」選單 (Mac OS) 或「檔案類型」選單 (Windows) 中選取「全部檔案」。選取檔案並
讀入，再從「格式」選單中選取 Camera Raw，然後按一下「開啟」。
若要將 Camera Raw 影像讀入 After Effects 以做為序列，請在 After Effects 中選取「檔案 > 讀入」。選取影像，核取「Camera
Raw 序列」方塊，並按一下「開啟」。除非在序列中有後續的 XMP 附屬檔案，不然讀入時套用到第一個相機原始資料檔案的
Camera Raw 設定會套用到序列中的其餘檔案。在那種情況下，XMP 檔案或 DNG 檔案中的設定會套用到序列中的該特定影格，
而其他所有影格會使用序列中第一個檔案指定的設定。

如果您無法開啟 Camera Raw 檔案，請參閱為何我的 Photoshop 或 Lightroom 版本不支援我的相機？

以其他格式儲存相機原始資料影像

您可以從「Camera Raw」對話框，將相機原始資料檔案儲存成 PSD、TIFF、JPEG 或 DNG 等格式。

在「Camera Raw」對話框中使用「儲存影像」命令時，會將檔案放在等候處理及儲存的佇列中。如果您在「Camera Raw」對話框中處理多個檔案，
而且要將這些檔案儲存成相同的格式，就可以使用這個選項。

1. 在「Camera Raw」對話框中，按一下對話框左下角的「儲存影像」按鈕。

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並按一下「儲存」，即可在儲存檔案時隱藏「Camera Raw 儲存選項」對話
框。

2. 在「儲存選項」對話框中，指定下列選項:

指定儲存檔案的位置。如有必要，請按一下「選取檔案夾」按鈕，然後導覽至該位置。

依照命名慣例指定包含日期和相機序號等元素的檔案名稱。依照命名慣例指定具有說明意義的檔案名稱，對於組織影像
檔案會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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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負片

JPEG

TIFF

Photoshop

3. 從「格式」選單中，選擇檔案格式。

以 DNG 檔案格式儲存一份相機原始資料檔案的拷貝。

相容性

指定可讀取該檔案的 Camera Raw 和 Lightroom 版本。

如果您選擇「自訂」，請指定是否要與 DNG 1.1 或 DNG 1.3 相容。依預設，轉換程序會採取不失真壓縮，亦即在減少檔案大小
的同時並不會遺失任何資訊。如果選擇「線性 (去馬賽克)」，則會以內插格式儲存影像資料。這代表檔案可以用其他軟體來讀
取，即使該軟體並沒有擷取影像時所使用的數位相機描述檔也可以。

JPEG 預視

將 JPEG 預視嵌入 DNG 檔案中。如果決定嵌入 JPEG 預視，您可以選擇預視大小。如果嵌入 JPEG 預視，其他應用程式不需要
剖析相機原始資料，就可以檢視 DNG 檔案。

嵌入原始檔案

將相機原始資料影像的所有原始資料儲存在 DNG 檔案中。

以 JPEG (靜態影像壓縮標準) 格式儲存相機原始資料檔案的拷貝。若要指定壓縮量，請輸入 0 到 12 的值，或是從選單中
選擇。輸入較高的值，或選擇「高」或「最高」時，套用的壓縮量較低，因此會增加檔案大小和影像品質。JPEG 格式通常是用
來顯示網路相片收藏館、幻燈片、簡報及其他線上服務的相片和其他連續色調影像。

將相機原始資料檔案的拷貝儲存成 TIFF (標籤影像檔案格式) 檔案。請指定是否不套用壓縮，或者套用 LZW 或 ZIP 檔案壓
縮。TIFF 是一種富有彈性的點陣圖影像格式，幾乎所有繪畫、影像編輯和頁面編排應用程式都支援它； 相較於 PSD 格式而
言，TIFF 的壓縮量較大，與其他應用程式的相容性也較高。

以 PSD 檔案格式儲存相機原始資料檔案的拷貝。您可以指定是否在 PSD 檔案中保留裁切的像素資料。

4.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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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 Raw 中增強的污點移除工具 | Photoshop CC
「污點移除工具」的運作方式現在就如同「修復筆刷」，簡單幾個步驟就能移除相片中不想要的層面

回到頁首

使用污點移除工具

使用顯現汙點功能清理相片

Camera Raw 中的「污點移除」工具可讓您從相同影像的不同區域取樣，來修復影像的所選區域。此工具與 Photoshop 中提供的「修復筆刷」類似。
「污點移除」工具的預設行為可用來透過在相片上拖移筆刷來標記要修飾的區域。例如，移除影響藍天畫面的一段纜線（連接頭盔和頭頂的纜線）。

對原始影像使用「污點移除」工具意指您將直接處理原始影像資料。直接處理原始影像資料可提供更乾淨的相符資料來進行 (修復或仿製) 動作。此
外，由於對 Camera Raw 影像進行的編輯與修改都會儲存在附屬檔案中，因此這個流程不具有破壞性。

 
看起來像是將纜線與頭盔連在一起的吊索 (左圖) 已移除 (右圖)

使用污點移除工具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開啟 Camera Raw 檔案，或
當影像在 Photoshop 中開啟時，按一下「濾鏡 > Camera Raw 濾鏡」。

2. 從工具列選取「污點移除」工具 。

3. 從「類型」選單中選取下列選項之一：

「修復 」將取樣區域的紋理、光源和陰影符合選取的區域。
「仿製 」將影像的取樣區域套用到選取的區域。

4. (選用) 在「色階分佈圖」下方的「污點移除」工具選項區中，拖移「大小」滑桿來指定「污點移除」工具所影響的區域大小。

使用鍵盤上的方括號鍵可變更筆刷大小

左括號 ([) 可縮小工具半徑大小
右括號 (]) 可放大工具半徑大小。

5. 在相片中，按一下並拖移相片要修整的部分。

紅白色的選取畫面區域 (紅色控點) 標出了您的選取範圍。
綠白色的選取畫面區域 (綠色控點) 標出了樣本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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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影像中要修復的部分，然後使用「污點移除」工具為該區域繪圖。使用綠色及紅色控點 (右圖) 來重新定位所選區域以及樣本
區域

6. (選用) 若要變更預設選取的取樣區域，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自動。按一下所選區域的控點，然後按下正斜線鍵 (/)。即會對新區域取樣。按下正斜線鍵，直到您找到最適合的樣本區域為
止。

手動。使用綠色控點重新定位取樣區域。

當使用較長筆觸選取影像的較大部分時，不會立即找到右側的樣本相符區域。若要試用各選項，請按一下正斜線 (/)，如此工具
即會自動為您取樣更多區域。

7. 若要使用「污點移除」工具移除所進行的所有調整，請按一下「清除全部」。

鍵盤捷徑與輔助按鍵
圓形污點：

Ctrl/Command + 按一下可建立圓形污點；拖移可設定污點的來源。
Command/Ctrl + Option/Alt + 按一下可建立圓形污點；拖移可設定污點的大小。

矩形選取範圍：

按一下 Option/Alt + 拖移可定義矩形選取範圍。放開滑鼠之後，會刪除該選取範圍中的所有污點 (以紅色強調顯示)。

延伸所選區域或污點：

Shift + 按一下可以「連接點」的方式延伸現有已選取的污點。

刪除所選區域或污點：

選取紅色或綠色控點，然後按下 Delete 鍵即可刪除所選調整。
按下 Option/Alt 並按一下控點可將其刪除。

使用顯現汙點功能清理相片

在電腦畫面上工作時，您可以找出並移除最明顯的污點或瑕疵。不過，當以完整解析度列印相片時，列印輸出可能會包含許多在電腦畫面中看不到的
瑕疵。這些瑕疵可能有多種類型，像是相機鏡頭上的灰塵、人像模特兒皮膚上的斑點、藍色天空中的少量雲彩。在全解析度下，這些瑕疵會讓人看起來
不舒服。

新「顯現汙點」功能可讓您搜尋可能無法一眼就看見的瑕疵。當您選取「顯現汙點」核取方塊（位於「汙點移除」工具的選項中），影像會變為負
片。之後，您可以在「顯現汙點」模式下使用「污點移除」工具，進一步清理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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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汙點」核取方塊是「汙點移除」工具的選項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開啟 Camera Raw 檔案，或
當影像在 Photoshop CC 中開啟時，按一下「濾鏡 > Camera Raw 濾鏡」。

2. 從工具列中選取「污點移除」工具，然後選取「顯現汙點」核取方塊。

影像即會變為負片，如此即可看到影像各元素的輪廓。

下圖已開啟「顯現汙點」檢視，像少量雲彩這樣的不必要元素 (左圖) 皆已移除 (右圖)

 
上圖已關閉「顯現汙點」檢視，像少量雲彩這樣的不必要元素 (左圖) 皆已移除 (右圖)

3. 使用「顯現汙點」滑桿來改變負片影像的對比臨界值。將滑桿移至不同的對比層級來檢視瑕疵，例如鏡頭污點、點或其他不想要
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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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取「汙點視覺效果」核取方塊的情況下，若要更改視覺效果臨界值：

增加：按下 .(句號)
增加 (以較大步階)：按下 Shift + .
減小：按下 , (逗號)
減小 (以較大步階)：按下 Shift + ,

4. 使用「汙點移除」工具仿製或撫去相片中不想要的元素。取消核取「顯現汙點」核取方塊來檢視產生的影像。

5. 重複步驟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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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amera Raw 中進行局部調整
已於 Adobe Camera Raw 9.2 版中更新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註解：

色溫

色調

曝光度

關於進行局部調整

使用 Camera Raw 中的「調整筆刷」工具套用局部調整
使用 Camera Raw 中的「漸層濾鏡」工具套用局部調整
儲存和套用局部調整預設集

關於進行局部調整

Camera Raw「影像調整」索引標籤所提供的控制項會改變整張相片的色彩和色調。若要調整相片的特定區域

(或是進行局部調整，例如加亮或加深)，請使用 Camera Raw 的「調整筆刷」工具 和「漸層濾鏡」工具 。

「調整筆刷」工具可讓您以類似為相片「著色」的方式，選擇性地套用「曝光度」、「亮度」、「清晰度」及其
他調整。

「漸層濾鏡」工具則可讓您對相片的某個區域逐次套用相同的類型調整。您可以依照個人喜好，放大或縮小受影
響的區域。

您可在任何相片上套用這兩種局部調整。您可以同步化多個所選影像的局部調整設定。您也可以建立局部調整預
設集來快速重新套用常用的效果。

使用 Camera Raw 進行局部調整時，若想得到「所需」的結果，需要做些實驗。建議的工作流程是先選擇一種工
具並指定其選項，再對相片套用調整。接著，您可以回頭編輯該項調整，或是套用新的調整方式。

就像在 Camera Raw 中套用的所有其他調整一樣，局部調整亦為非破壞性。相片套用調整後仍能恢復原狀。局
部調整會與影像一同儲存，視 Camera Raw 偏好設定中設定的選項而定，可能會儲存在 XMP 附屬檔案或「相
機原始資料」資料庫中。

使用 Camera Raw 中的「調整筆刷」工具套用局部調整

1. 從工具列選取「調整筆刷」工具 (或按 K)。

Camera Raw 會在「色階分佈圖」下方開啟「調整筆刷」工具選項，並將遮色片模式設定
為「新增」。

2. 在「調整筆刷」工具選項中拖曳效果滑桿，以選取您要進行的調整類型。

根據您要使用的是處理版本 2012、2010 或 2003 來決定可供使用的效果 (如上
述)。若要將相片更新為 PV2012，請在影像預視的右下角按一下驚嘆號圖示。

調整影像區域的色溫，使影像變暖或變冷。漸層濾鏡的色溫效果可改善固定照明情況
下所拍攝的影像。

補償綠色或洋紅色的顏色投射。

 

設定影像的整體亮度。套用「曝光度」局部修正可達到類似於傳統加亮和加深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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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部

陰影

白色

黑色

亮度

對比

飽和度

清晰度

去朦朧

銳利度

減少雜訊

減少波紋

修飾外緣

顏色

大小

羽化

流量

密度

自動遮色片

顯示遮色片

復原影像中曝光過度亮部區域的細節。

 

復原影像中曝光不足陰影區域的細節。

調整相片的白色區域

調整相片的黑色區域

調整影像的亮度，越接近中間色調，效果越大。

調整影像的對比，越接近中間色調，效果越大。

變更色彩的鮮明度或純度。

透過提高局部對比的方式，增加影像的深度。

減少或增加相片現有的朦朧程度

增強邊緣的清晰度以突顯相片細節。負值使細節模糊化。

減少明度雜訊，這些雜訊在開放陰影區域時會變得更明顯。

移除波紋不自然感或顏色鋸齒狀波紋。

可移除邊緣的外緣色彩。請參閱移除局部色彩外緣。

對選取的區域套用一種色調。按一下效果名稱右側的顏色樣本方塊，選取色相。

按一下加號圖示 (+) 或減號圖示 (-)，以預設數量加強或減弱效果。按多次即可選取效果
較強的調整。按兩下滑桿可將效果重設為零。

3. 指定筆刷選項：

指定筆尖直徑 (以像素為單位)。

控制筆觸硬度。

控制套用調整的比率。

控制筆觸的透明度。

將筆觸效果侷限在色彩相似的區域。

顯示或隱藏影像預視中的遮色片覆蓋。

4. 將「調整筆刷」工具移動至影像上方。

十字箭頭表示要效果的套用點。實線圓圈表示筆刷大小。白色與黑色的虛線圓圈表示羽化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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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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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部

如果「羽化」設為 0，黑色與白色的圓圈則表示筆刷大小。如果羽化量很小，可能
會看不見實線圓圈。

5. 使用「調整筆刷」工具在您要調整的影像區域中著色。

當您放開滑鼠時，套用點會出現一個大頭針圖示 。在「調整筆刷」工具選項中，遮色片
模式會變更為「增加」。

6. (選擇性)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提升調整精確度：

「調整筆刷」工具選項中的任何效果滑桿，以自訂影像效果。

按 V 鍵以隱藏或顯示大頭針圖示。

如果要顯示或隱藏遮色片覆蓋，請使用「顯示遮色片」選項，然後按下 Y，或是將指標
置於大頭針圖示上。

如果要自訂遮色片覆蓋的色彩，請按一下「顯示遮色片」選項旁的色票。接著，從「檢
色器」選取新色彩。

如果要還原部分調整，請按一下「調整筆刷」工具選項中的「擦除」，然後在調整區域
上著色。

若要從目前的「調整筆刷」工具建立不同特性的橡皮擦筆刷，請按一下「局部調整設
定」選單按鈕 ，然後選擇「不同的橡皮擦大小」。接著，指定您要的橡皮擦大小、羽
化、流量及濃度。

選取大頭針並按 Delete 鍵，即可完全移除調整。

按 Ctrl+Z (Windows) 或 Command+Z (Mac OS) 即可還原上一項調整。

按一下工具選項底端的「全部清除」，移除所有「調整筆刷」工具調整，並將遮色片模
式設定為「新增」。

7. (選擇性) 按一下「新增」套用其他「調整筆刷」工具調整，並使用步驟 6 的技巧依照需要
提升其精確度。

使用多種「調整筆刷」調整時，請確定您已在「增加」模式，以便切換各種筆刷效
果。按一下大頭針圖示，即可選取該項調整並提升其精確度。

使用 Camera Raw 中的「漸層濾鏡」工具套用局部調整

1. 從工具列選取「漸層濾鏡」工具 (或按 G)。

Camera Raw 會在「色階分佈圖」下方開啟「漸層濾鏡」工具選項，並將遮色片模式設定
為「新增」。

2. 在「漸層濾鏡」工具選項中，拖曳下列任何一種效果滑桿，以選取您要進行的調整類型：

根據您要使用的是處理版本 2012、2010 或 2003 來決定可供使用的效果 (如上
述)。若要將相片更新為 PV2012，請在影像預視的右下角按一下驚嘆號圖示。

調整影像區域的色溫，使影像變暖或變冷。漸層濾鏡的色溫效果可改善固定照明情況
下所拍攝的影像。

補償綠色或洋紅色的顏色投射。

設定影像的整體亮度。套用「曝光度」漸層濾鏡可達到類似於傳統加亮和加深的效
果。

復原影像中曝光過度亮部區域的細節。

144



陰影

白色

黑色

亮度

對比

飽和度

清晰度

去朦朧

銳利度

減少雜訊

減少波紋

修飾外緣

顏色

復原影像中曝光不足陰影區域的細節。

調整相片的白色區域

調整相片的黑色區域

調整影像的亮度，越接近中間色調，效果越大。

調整影像的對比，越接近中間色調，效果越大。

變更色彩的鮮明度或純度。

透過提高局部對比的方式，增加影像的深度。

減少或增加相片現有的朦朧程度

增強邊緣的清晰度以突顯相片細節。負值使細節模糊化。

減少明度雜訊，這些雜訊在開放陰影區域時會變得更明顯。

移除波紋不自然感或顏色鋸齒狀波紋。

可移除邊緣的色彩外緣。請參閱移除局部色彩外緣。

對選取的區域套用一種色調。按一下效果名稱右側的顏色樣本方塊，選取色相。

按一下加號圖示 (+) 或減號圖示 (-)，以預設數量加強或減弱效果。按兩下滑桿可將效果
重設為零。

3. 在相片中拖曳以繪製要套用漸層濾鏡的相片區域。

濾鏡會從紅點和紅色虛線開始延伸，然後經過綠點和綠色虛線。

遮色片模式會在「漸層濾鏡」工具選項中切換為「編輯」。

4. (選擇性)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提升濾鏡精確度：

拖曳「漸層濾鏡」工具選項中的任何效果滑桿，以自訂濾鏡。

選取「覆蓋」選項 (或按 V) 即可顯示或隱藏參考線覆蓋。

拖移綠點或紅點即可任意放大、縮減及旋轉效果。

拖移黑白虛線以切換效果。

將滑鼠指標置於白綠交錯或紅白交錯的虛線上，靠近綠點或紅點的地方，直到出現雙向
箭頭為止。接著，在範圍邊緣以放大、縮減及旋轉濾鏡效果。

將滑鼠指標置於白綠交錯或紅白交錯的虛線上，遠離綠點或紅點的地方，直到出現弧形
雙向箭頭為止。接著，以旋轉該效果。

按 Delete 鍵移除濾鏡。

按 Ctrl+Z (Windows) 或 Command+Z (Mac OS) 即可還原上一項調整。

使用「遮色片」選項來啟用遮色片視覺效果。或者，按下「Y」以切換「遮色片」設
定。

按一下工具選項底端的「全部清除」，移除所有「漸層濾鏡」工具效果，並將遮色片模
式設定為「新增」。

5. (選擇性) 按一下「新增」繼續套用其他「漸層濾鏡」工具效果，並使用步驟 4 的技巧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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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註解：

回到頂端

註解：

新增局部修正設定

刪除「預設集名稱」

重新命名「預設集名稱」

預設集名稱

需要提升其精確度。

使用多種「漸層濾鏡」效果時，請按一下覆蓋以選取該效果並進行更精確的調整。

使用筆刷控制項修改「漸層濾鏡」執行個體

您可以使用筆刷控制項來修改「漸層濾鏡」遮色片。當您新增遮色片時，請選取「新增/編輯」旁的「筆刷」選
項以存取筆刷控制項。或者，在選取「漸層濾鏡」執行個體的情況下，按 Shift+K。

視情況而定，使用 + 和 - 筆刷。

如需筆刷控制項的影片說明，請參閱 Adobe Camera Raw 中的濾鏡筆刷。

新增/移除功能僅提供使用 Photoshop CC Camera Raw 8.5 更新版本的客戶使用。

儲存和套用局部調整預設集

您可以將局部調整儲存為預設集，以便將效果快速套用到其他影像。您可以使用「Camera Raw 設定」選單 
中的「調整筆刷」或「漸層濾鏡」工具選項，建立、選取及管理局部調整預設集。您可以使用「調整筆刷」工

具  或「漸層濾鏡」工具 ，套用局部調整預設集。

局部調整無法儲存在 Camera Raw 影像預設集中。

在「Camera Raw」對話框的「調整筆刷」或「漸層濾鏡」工具選項中，按一下「Camera
Raw 設定」選單按鈕 。接著，選取下列任一項命令：

將目前的局部調整效果設定儲存為預設集。鍵入名稱，然後按一下「確
定」。儲存的預設集會出現在「局部調整設定」選單中，並且可以套用到任何在 Camera
Raw 中開啟的影像。

刪除選取的局部調整預設集。

重新命名選取的局部調整預設集。鍵入名稱，然後按一下「確
定」。

選取預設集，並以「調整筆刷」工具或「漸層濾鏡」工具套用其設定。

使用局部調整預設集時，請記住：

一次只能選取一項局部調整預設集。

以「調整筆刷」工具套用局部調整預設集時，仍可自訂筆刷選項，包括大小、羽化、流量及
濃度。預設集會將該效果設定套用為指定的筆刷大小。

套用局部調整預設集以後，可以依照需要提升其精確度。

「調整筆刷」工具和「漸層濾鏡」工具提供了相同的效果設定。因此，無論使用哪一種工具
建立預設集，都可以使用該工具套用局部調整預設集。

Adobe 也建議
Camera Raw 中的處理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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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amera Raw 中旋轉、裁切和調整影像

回到頂端

註解：

回到頂端

註解：

回到頂端

註解：

旋轉影像

拉直影像

裁切影像

校正紅眼

移除汙點

旋轉影像

按一下「逆時針旋轉影像 90°」按鈕  (或按 L)。

按一下「順時針旋轉影像 90°」按鈕  (或按 R)。

您也可以使用「編輯」選單中的命令，在 Adobe Bridge 中旋轉影像，而不必開啟「Camera Raw」對話框。

拉直影像

1. 在「Camera Raw」對話框中，選取「拉直」工具 (Creative Cloud 中的  和 Creative Suite 6 中的 )。或者，按下 A 鍵。

2. 在預視影像中將「拉直」工具拖曳至水平或垂直基線。

使用「拉直」工具後，「裁切」工具就會立即變成作用中。

自動拉直影像 | 僅限 Creative Cloud

您可以用下列三種方式之一來自動拉直影像:

按兩下工具列中的「拉直」工具 ( )。
選取「拉直」工具後，在預視影像的任一處按兩下

。
選取「裁切」工具後，按 Command 鍵 (Mac) 或 Ctrl 鍵 (Windows)，暫時切換至「拉直」工具。現在，於預視影像的任何位置按
兩下。

裁切影像

1. 在「Camera Raw」對話框中，選取「裁切」工具  (或按 C)。

若要將起始裁切區域限制為特定的長寬比例，請在選取「裁切」工具  時按住滑鼠按鈕，然後從選單中選擇選項。若要對之前
套用的裁切區域套用限制，請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 (Mac OS) 或以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裁切區域。

2. 在預視影像中拖曳，繪製裁切區域方塊。

3. 若要移動、縮放或旋轉裁切區域，請拖曳裁切區域或其控點。

若要取消裁切操作，請在「裁切」工具啟動後按 Esc 鍵，或是按住「裁切」工具按鈕，然後從選單中選擇「清除裁
切」。若要取消裁切並關閉「Camera Raw」對話框，而不處理相機原始資料影像檔，請按一下「取消」按鈕，或取消選取「裁
切」工具並按 Esc 鍵。

4. 當裁切效果都符合您的需要時，按 Enter 鍵 (Windows) 或 Return 鍵 (Mac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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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註解：

回到頂端

修復

仿製

裁切過的影像大小會調整為填滿預視區域，而預視區域下方的工作流程選項連結則會顯示更新過的影像大小和維度。

校正紅眼

1. 將影像大小放大到至少 100%。

2. 在工具列中，選取「紅眼移除」工具 ( )。

3. 在右側窗格中，從「類型」彈出式選單中選取「紅眼」或「寵物紅眼」

。

4. 在相片中受影響的眼睛周圍拉出選取範圍。

Camera Raw 會決定選取範圍的大小以符合瞳孔大小。您可以拖曳選取範圍的邊緣來調整大小。

5. 在「色階分佈圖」下方的工具選項中，將「瞳孔大小」滑桿向右拖曳，即可增加修正區域的大小。

6. (僅適用於校正寵物圖片中的紅眼) 如有需要，請選取「新增眼神光」。眼神光會在眼睛影像上提供反射亮光。

7. (僅適用於校正人物圖片中的紅眼) 將「變暗」滑桿向右拖曳，讓選取範圍內的瞳孔區域和選取範圍外的虹膜區域變暗。

8. 取消選取「顯示覆蓋」以關閉選取範圍，並檢查修正的部分。

按一下選取範圍，可在多個受影響的眼睛區域之間移動。

移除汙點

「 汙點移除」工具  能讓您透過影像中其他區域的樣本，修復選取的區域。

1. 從工具列選取「汙點移除」工具 。

2. 從「類型」選單中選取下列選項之一:

將取樣區域的紋理、光源和陰影符合選取的區域。

將影像的取樣區域套用到選取的區域。

3. (選擇性) 在「色階分佈圖」下方的工具選項中，拖曳「半徑」滑桿即可指定「汙點移除」工具所影響的區域大小。

4. 將「 汙點移除」工具移到相片中，並按一下相片中的部分進行修飾。紅色與白色的虛線圓圈就會出現在選取的區域上方。綠色與
白色的虛線圓圈會指定要用來仿製或修復的相片取樣區域。

5.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若要指定取樣區域，請在綠色與白色圓圈中拖曳，以將其移至影像中的其他區域。

若要指定進行仿製或修復的選取區域，請在紅色與白色圓圈中拖曳。

若要調整圓圈大小，請在每個圓圈的邊緣上方移動滑鼠指標，直到指標變成雙重指向箭頭為止，然後進行拖曳讓兩個圓圈變大
或變小。

若要清除操作，請按 Backspace 鍵 (Windows) 或 Delete 鍵 (Mac OS)。

針對影像中每個需要潤飾的區域重複執行此步驟。若要移除所有樣本區域並重新開始，請按一下工具選項中的「 全部清除」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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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amera Raw 中進行銳利化和減少雜訊

回到頂端

總量

半徑

細部

遮色片

回到頂端

注意：

注意：

銳利化相片

減少雜訊

銳利化相片

「細部」索引標籤中的銳利化控制項能調整影像中的邊緣定義。在套用局部銳利化時，「調整筆刷」工具和「漸層濾鏡」工具會使用半徑、細部及遮
色片值。

使用「Camera Raw」偏好設定中的「套用銳利化至」選項，可指定要將銳利化套用到所有影像，還是只套用到預視影像。

如果要從 Camera Raw 開啟偏好設定，請按一下工具列中的「開啟偏好設定對話框」按鈕 。

1. 將預視影像的大小放大到至少 100%。
2. 在「細部」索引標籤中，調整下列任何一個控制項：

調整邊緣定義。增加「總量」值即可增加銳利化。數值為零 (0) 時會關閉銳利化效果。在一般情況下，請將「總量」設定為
較低的值，以提高影像清晰度。這項調整是由「遮色片銳利化調整」變化而來，它會根據您指定的臨界值找出與周圍像素不同的
像素，並且按照您指定的數量增加像素的對比。當開啟相機原始資料影像檔時，Camera Raw 增效模組會依據相機型號、ISO 及
曝光補償，算出適用的臨界值。

調整銳利化效果所套用的細部大小。畫質精細的相片通常需要較低的設定值。細部放大的圖片可以使用較大的半徑。使用太
大的半徑通常會產生不自然的外觀。

調整要銳利化高頻率資訊的程度，以及銳利化程序凸顯邊緣的程度。較低的設定值主要會將邊緣銳利化以移除模糊效果。較
高的值能讓影像中的紋理更為顯著。

控制邊緣遮色片。設定值為零 (0) 時，影像中的所有內容都會套用等量的銳利化效果。設定值為 100 時，銳利化效果幾乎
會限制在最粗的邊緣附近的區域。在此滑桿期間，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可以檢視即將銳利化的區域 (白
色) 與遭遮蔽區域 (黑色) 的比較。

3. (選擇性) 若要將最新的銳利化運算規則套用至影像，請在影像預視的右下角按一下「更新至目前的程序 (2012)」按鈕 。

減少雜訊

「細部」索引標籤中的「減少雜訊」區段包含了一些控制項，可用來減少影像雜訊，也就是會降低影像品質、無關而明顯的不自然感。影像雜訊包括
明度 (灰階) 雜訊與色度 (彩色) 雜訊組成。明度雜訊會讓影像看起來有顆粒狀，色度雜訊則會讓影像看起來有人為色彩。以高 ISO 感光度或較不精密
的數位相機拍攝的相片可能會有明顯的雜訊。

進行減少雜訊調整時，請先將預視影像比例放大為至少 100%，以檢視減少雜訊的預視狀況。

調整「顏色」和「色彩細節」滑桿會減少單色雜訊並同時保留色彩細節 (右下圖)。

如果「明度細節」、「明度對比」和「色彩細節」滑桿呈現灰色，請在影像預視的右下角按一下「更新至目前的程序 (2012)」按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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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

明度細節

明度對比

色彩

色彩細節

減少明度雜訊。

控制明度雜訊臨界值。適用於有雜訊的相片。雖然較高的值可保留較多細節，不過可能會產生較多雜訊的結果。雖然較低的值可產生較清晰
的結果，不過也會移除一些細節。

控制明度對比。適用於有雜訊的相片。雖然較高的值可保留對比，不過可能會產生很多雜訊的斑點或斑紋。雖然較低的值可產生較平滑的結
果，不過也會降低對比。

減少色彩雜訊。

控制色彩雜訊臨界值。雖然較高的值可保護細微且詳細的色彩邊緣，不過可能會產生色斑。雖然較低的值會移除色斑，不過可能會產生色彩
擴散。

如需有關在 Camera Raw 中減少雜訊的視訊教學課程，請參閱：

Photoshop® CS5 中改進的減少雜訊功能 作者：Matt Kloskowski

使用 Adobe® Camera Raw 進行鏡頭校正和減少雜訊，作者：Russell Brown

Photoshop CS5 - Camera Raw 6.0，作者：Justin Se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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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amera Raw 中校正鏡頭扭曲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關於鏡頭校正

自動校正影像透視及鏡頭瑕疵

專家經驗談：

手動校正影像透視及鏡頭瑕疵

在 Camera Raw 7.1 中校正色差

關於鏡頭校正

相機鏡頭在特定的焦距、光圈值及對焦距離下，會表現出不同類型的缺陷。這些明顯的扭曲及色差可以透過「Camera Raw」對話框的「鏡頭校正」索
引標籤來校正。

暈映會導致影像的邊緣 (尤其是角落) 較影像的中央陰暗。請使用「鏡頭校正」索引標籤的「鏡頭暈映」區段中的控制項，進行暈映補償。

桶狀扭曲會導致直線朝向外彎。

枕狀扭曲會導致直線朝向內彎。

色差形成的原因是鏡頭無法將不同色彩聚焦到同一點。在其中一種色差中，每一種光線色彩所產生的影像都有對焦，但每一個影像的大小又有些微不
同。另一種不自然色度的類型會影響反射的亮部邊緣，例如當光線反射自水面或磨光的金屬時，所產生的不自然色度。這種情況通常會在每個反射的
亮部周圍產生紫色外緣。

原始影像 (上圖)，以及修正色差之後的影像 (下圖)

自動校正影像透視及鏡頭瑕疵

在「Camera Raw」對話框的「鏡頭校正」索引標籤內，巢狀「描述檔」索引標籤中的選項可用來校正一般相機鏡頭的扭曲。描述檔是以用來識別拍攝該相
片相機與鏡頭所用的 Exif 中繼資料為基礎，同時描述檔會根據此中繼資料進行補償。

專家經驗談：

1. 在「鏡頭校正」索引標籤裡的巢狀「描述檔」索引標籤，選取「啟動鏡頭描述檔校正」。

Russell Brown 示範如何在 Camera Raw 6
中套用鏡頭校正和減少雜訊 (05:55)....詳細說
明

http://av.adobe.com/russellbrown/ACRWhatsNew_...

，作者：Russell Brown

貢獻你的專長給
Adobe Communit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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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扭曲

色差

暈映

回到頂端

扭曲

垂直

水平

旋轉

縮放

修正紅色/青色外緣

修正藍色/黃色外緣

修飾外緣

總量

中點

回到頂端

2. 如果 Camera Raw 無法自動找到合適的描述檔，請選取「廠牌」、「型號」和「描述檔」。

有些相機只會有一種鏡頭，而有些鏡頭只會有一種描述檔。根據您要調整的是原始資料檔案或非原始資料檔案來決定可供使
用的鏡頭。如需所支援的鏡頭清單，請參閱支援文件：鏡頭描述檔支援 | Lightroom 3、Photoshop CS5、Camera Raw 6。若要建
立自訂描述檔，請使用 Adobe 鏡頭描述檔建立器。

3. 您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使用「總量」滑桿自訂描述檔所套用的校正：

預設值 100 會在描述檔內套用 100% 的扭曲校正。數值在 100 以上會將更大的校正量套用至扭曲中；數值在 100 以下則會將較小
的校正量套用至扭曲中。

預設值 100 會在描述檔內套用 100% 的色差校正。數值在 100 以上會將更大的校正量套用至色彩光差中；數值在 100 以下則
會將較小的校正量套用至色彩光差中。

預設值 100 會在描述檔內套用 100% 的暈映校正。數值在 100 以上會將更大的校正量套用至暈映中；數值在 100 以下則會將
較小的校正量套用至暈映中。

4. (選擇性) 若要將變更套用至預設描述檔，請選擇「設定 > 儲存新鏡頭描述檔預設值」。

手動校正影像透視及鏡頭瑕疵

變形及暈映校正可套用至原來的及裁切過的相片。鏡頭暈映調整曝光度，讓暗角部分更為明亮。

1. 按一下「Camera Raw」對話框內「鏡頭校正」索引標籤裡的巢狀「手動」索引標籤。

2. 在「變形」選項下，調整下列任一項目：

拖曳至右方以校正桶狀扭曲，並將從中央向外彎的線條拉直。拖曳至左方以校正枕狀扭曲，並將向中央彎曲的線條拉直。

校正因相機向上或向下傾斜導致的透視現象。讓垂直線條呈現平行。

校正因相機向左或向右移動導致的透視現象。讓水平線條呈現平行。

校正相機的傾斜。

向上或向下調整影像縮放。可幫助移除因透視校正及扭曲而出現的空白區域。顯示超出裁切邊緣的影像區域。

3. 在「色差」選項下，調整下列任一項目：

用來調整紅色色版相對於綠色色版的尺寸。

用來調整藍色色版相對於綠色色版的尺寸。

放大顯示至包含非常暗或黑色細節，背景則為非常亮或是為白色的區域。找出色彩光差。若要更清楚地看出色彩外緣，請在移
動滑桿隱藏由其他顏色滑桿所校正的任何色彩外緣時，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選擇「所有邊緣」修正所有邊緣的色彩外緣，包括色彩值中的任何明顯變更。若選擇「所有邊緣」導致出現灰色線條或
其他不想要的效果，請選擇「亮部邊緣」來修正只在亮部邊緣出現的色彩光差，該部分最有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形。選擇「關
閉」關閉消除色彩光差功能。

4. 在「鏡頭暈映」選項下，調整下列任一項目：

將「總量」滑桿向右移動 (正值) 調亮相片的角落；將「總量」滑桿向左移動 (負值) 調暗相片的角落。

將「中點」滑桿向左拖曳 (較低的值)，把「總量」的調整內容套用到遠離角落的較大區域；將滑桿向右拖曳 (較高的值)，把
調整內容限制在靠近角落的區域。

在 Camera Raw 7.1 中校正色差
Camera Raw 7.1 提供了一個核取方塊，可自動校正藍色-黃色及紅色-綠色外緣 (橫向色差)。滑桿控制項則能校正紫色/洋紅色和綠色色差 (軸向色
差)。軸向色差通常發生於使用較大光圈值的影像。

移除紅色-綠色與藍色-黃色顏色調移
在「鏡頭校正」面板的「顏色」索引標籤中，選擇「移除色差」核取方塊。

移除整體紫色/洋紅色和綠色外緣
在「鏡頭校正」面板的「顏色」索引標籤中，調整紫色和綠色的「總量」滑桿。總量值越高，修飾外緣色彩的效果也越強。請留意不要套用會影響影
像中紫色或綠色物件的調整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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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您可以用「紫色色相」和「綠色色相」滑桿，來調整受影響的紫色或綠色色相範圍。請拖曳任一個端點控制點以展開或縮減受影響顏色的範圍。在端
點控制點之間拖曳，以移動色相範圍。終點之間的最小距離為十個單位。綠色滑桿的預設間距較窄，用意是保護綠色/黃色影像色彩 (例如樹葉)。

您可以使用局部調整筆刷來保護紫色和綠色物件的邊緣。

在拖曳任何滑桿時按下 Alt/Option 鍵，有助於顯示所做的調整。當您拖曳以移除色彩時，外緣色彩會變為中性色。

移除局部色彩外緣
局部筆刷和漸層調整可移除所有色彩的外緣。局部修飾外緣功能僅於處理版本 2012 內提供。

選取筆刷或漸層工具，並在影像中拖曳。

調整「修飾外緣」滑桿。正值可移除彩色外緣。負值則能保護影像區域不受全面套用之修飾外緣動作的影響。若值為負 100，則能
保護區域不受任何修飾外緣動作的影響。例如，全面套用強力的紫色修飾外緣效果時，可能會導致影像的紫色物件邊緣去除飽和度
或發生改變。對這些區域採用「修飾外緣 -100」的繪圖設定，可以保護它們並維持其原有的色彩。

若要得到最佳的結果，請在套用局部修飾外緣色彩調整之前先執行其他的「變形」鏡頭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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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amera Raw 中進行色彩和色調調整

回到頂端

注意：

回到頂端

注意：

回到頂端

色階分佈圖和 RGB 色階
預視亮部和陰影剪裁

白平衡控制項

調整色調

微調色調曲線

清晰度、自然飽和度和飽和度控制項

HSL/灰階控制項
使用目標調整工具調整顏色或色調

調整灰階影像的色調

在 Camera Raw 中編輯 HDR 影像

色階分佈圖和 RGB 色階
色階分佈圖用來表示影像中各明度值的像素數目。如果色階分佈圖的各明度值都不是零，代表該影像運用了完整的色調範圍；如果色階分佈圖未使用
完整的色調範圍，則代表該影像既單調又缺乏對比。如果色階分佈圖的左側出現尖峰，代表陰影剪裁；如果色階分佈圖的右側出現尖峰，則代表亮部
剪裁。

選取「陰影」或「亮部」，即可在預視影像中查看被裁掉的像素。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在 Camera Raw 中預視亮部和陰影剪裁。

調整影像的常見工作之一，就是要將色階分佈圖上的像素值從左到右擴散得更平均，而不是集中在其中任何一側。

色階分佈圖是由三個顏色圖層所組成，分別代表紅色、綠色和藍色色版。當這三個色版全部重疊時會出現白色。當 RGB 色版的其中兩個色版重疊時則
會出現黃色、洋紅色和青色 (紅色 + 綠色色版等於黃色，紅色 + 藍色色版等於洋紅色，而綠色 + 藍色色版則等於青色)。

當您調整「Camera Raw」對話框中的設定時，色階分佈圖會自動變更。

指標所在位置之像素的 RGB 值 (在預視影像中) 會顯示在色階分佈圖下方。

您也可以使用「顏色取樣器」工具 ，在預視影像中置入最多九個顏色取樣器。RGB 值會顯示在預視影像上方。若要移除顏色取樣器，請
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並按一下顏色取樣器。若要清除顏色取樣器，請按一下「清除取樣器」。

「Camera Raw」對話框會顯示指標下方像素的 RGB 值。

預視亮部和陰影剪裁

當色彩值大於影像中所能表示的最高值或小於最低值時，就會進行剪裁。過亮的值會剪裁成輸出白色，而過暗的值則會剪裁成輸入黑色。結果就會失
去影像細節。

若要查看被裁掉的像素和其餘的預視影像，請選取色階分佈圖頂端的「陰影」或「亮部」選項。或者，您可以按 U 鍵查看陰影剪
裁，按 O 鍵查看亮部剪裁。
若只要查看被裁掉的像素，請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同時拖曳「曝光度」、「復原」或「黑色」滑桿。

對於「曝光度」和「復原」滑桿，影像會變成黑色，而剪裁的區域則呈現白色。對於「黑色」滑桿，影像會變成白色，而剪裁的區域則呈現黑色。彩
色區域會指示以一種色彩色版 (紅色、綠色、藍色) 或兩種色彩色版 (青色、洋紅、黃色) 剪裁。

在某些情況下，則會因為您所使用的色域範圍太小而進行剪裁。如果色彩會被裁掉，請考慮使用範圍較大的色域，例如 ProPhoto RGB。

白平衡控制項

若要調整白平衡，必須找出影像中哪些物件要變成中性色 (白色或灰色)，然後調整影像中的色彩，將那些物件變成中性色。場景中的白色或灰色物件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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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白平衡

拍攝設定

自動

注意：

色溫

注意：

色調

回到頂端

會依照拍攝相片時所使用的周圍光線或閃光燈而採用顏色投射。當您使用「白平衡」工具  指定要變成白色或灰色的物件時，Camera Raw 可以判斷
拍攝場景當時的光線色彩，然後自動調整場景光源。

色溫 (以絕對溫度為單位) 是用來當做場景光源的度量單位。中性光源和白熱光源會根據其色溫，依照可預測的散佈方式來散發光亮。

數位相機會記錄在曝光時的白平衡，做為中繼資料項目。「Camera Raw」增效模組會讀取這個值，並將它設定為當您在「Camera Raw」對話框中開啟檔
案時的初始設定。這項設定通常都會產生正確或接近正確的色溫。如果色溫不正確，可以調整白平衡。

並非所有顏色投射都是因為白平衡不正確而產生的。請使用「DNG 描述檔編輯器」，修正在調整白平衡後剩餘的顏色投射。請參閱在
Camera Raw 中調整相機的色彩演算方式。

「Camera Raw」對話框中的「基本」索引標籤有三個控制項，可用來校正影像中的顏色投射：

Camera Raw 會套用白平衡設定，並且視情況變更「基本」標籤中的「色溫」和「色調」屬性。請使用這些控制項來微調色彩平衡。

使用相機的白平衡設定 (如果可使用的話)。

根據影像資料計算白平衡。

相機原始資料和 DNG 檔案也有下列白平衡設定：日光、陰天、陰影、鎢絲燈、螢光燈及閃光燈。

如果 Camera Raw 無法辨識相機的白平衡設定，則選擇「拍攝設定」和選擇「自動」的結果都一樣。

將白平衡設定為自訂的色溫。降低「色溫」可校正在色溫較低的光線下所拍攝的相片；Camera Raw 增效模組會使影像色彩偏藍，以補償周圍光線
較低的色溫 (也就是偏黃色的色彩)。相反地，增加「色溫」可校正在色溫較高的光線下所拍攝的相片；影像色彩會偏暖色系 (也就是偏黃色的色彩)，
以補償周圍光線較高的色溫 (也就是偏藍色的色彩)。

如果您調整 TIFF 或 JPEG 影像，「色溫」和「色調」控制項的範圍與單位就會不同。例如，Camera Raw 為原始資料檔案提供實際色溫調整
滑桿，範圍從 2,000 K 到 50,000 K。Camera Raw 會針對 JPEG 或 TIFF 檔案設定不同的色溫或白平衡。因為已經使用原始值來變更檔案中的像素資
料，所以 Camera Raw 便不提供實際的 Kelvin 色溫刻度。在這類情形中，便會以 -100 到 100 的約略刻度來取代色溫刻度。

校正白平衡 
A. 將「色溫」滑桿向右側移動，能校正在色溫較高的光線下所拍攝的相片 B. 將「色溫」滑桿向左側移動，能校正在色溫較低的光線下所拍攝的相片
C. 調整色溫後的相片

設定白平衡，以補償綠色或洋紅色的色調。降低「色調」可在影像中增加綠色，增加「色調」則可增加洋紅色。

如果要快速調整白平衡，請選取「白平衡」工具 ，然後按一下預視影像中要變成中間調灰色的一個區域。「色溫」和「色調」屬性會進行調
整，讓選取的色彩確實變成中性色 (在可能的情況下)。如果點選了白色，請選擇有許多明顯細微變化的白色亮部區域，而不要選擇反射的亮部。您
可以按兩下「白平衡」工具，將「白平衡」重設為「拍攝設定」。

調整色調

您可以使用「基本」索引標籤中的色調控制項，調整影像的色調範圍。

當您按一下「基本」索引標籤中色調控制項區段頂端的「自動」時，Camera Raw 會分析影像，並且自動調整色調控制項。

針對個別的色調控制項，您也可以套用不同的自動設定。若要將自動調整設定套用到個別的色調控制項 (例如「曝光度」或「對比」)，請按住 Shift 鍵
並按兩下滑桿。若要將個別的色調控制項還原成原始值，請按兩下其滑桿。

當您自動調整色調時，Camera Raw 會忽略之前在其他索引標籤中所做的任何調整 (例如「色調曲線」索引標籤中的色調微調)。因此，請先套用自動色調
調整 (如果有的話)，以便取得接近影像最佳設定的初始值。如果在拍攝期間很小心，而且還刻意使用不同的曝光度來拍攝，那麼您可能就不希望因為
套用自動色調調整而破壞了之前的拍攝內容。但另一方面，如果您不滿意之前所做的調整，也可以隨時按一下「自動」，然後還原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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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曝光度 (全部)

對比 (全部)

亮部 (PV2012)

陰影 (PV2012)

白色 (PV2012)

黑色 (PV2012)

黑色 (PV2010 和 PV2003)

復原 (PV2010 和 PV2003)

補光 (PV2010 和 PV2003)

亮度 (PV2010 和 PV2003)

回到頂端

注意：

回到頂端

Adobe® Bridge 中的預視會使用預設的影像設定。如果您希望預設的影像設定包含自動色調調整，請在 Camera Raw 偏好設定中，選取「預設影像設
定」區段中的「套用自動色調調整」。

如果您是根據 Adobe Bridge 中的預視來比較影像，請取消選取「套用自動色調調整」偏好設定 (此為預設值)，否則您將會比較已經調整過的
影像。

在進行調整時，請留意色階分佈圖中的端點，或者請使用陰影和亮部剪裁預視。

移動色調控制項滑桿時，請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以便預視亮部或陰影的剪裁區域。請移動滑桿，直到剪裁開始，然後再
將調整略微反轉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在 Camera Raw 中預視亮部和陰影剪裁)。

若要手動調整色調控制項，請拖曳滑桿、在方塊中輸入數字，或是在方塊中選取值並按向上鍵或向下鍵。

若要將值重設為預設值，請按兩下滑桿控制項。

在「基本」面板中出現的色調控制項須視您使用的是處理版本 2012、2010 或 2003 而定 (如上述)。

調整影像的整體亮度。調整滑桿直到相片顯示正確效果，而且影像有理想的亮度。曝光度數值以與相機光圈值相等的量逐漸增加。所以做
+1.00 的調整就類似於開啟光圈值 1。同樣地，做 -1.00 的調整就類似於關閉光圈值 1。

增加或減少影像的對比，主要是影響中間調。如果增加對比，從中間調到偏暗的影像區域會變得更暗，而從中間調到偏亮的影像區域則會
變得更亮。如果減少對比，影像色調則會受到相反影響。

調整影像較亮區域。向左拖曳可使亮部變暗並復原「放大」的亮部細節。向右拖曳可使亮部變亮並使剪裁範圍變成最小。

調整影像較暗區域。向左拖曳可使陰影變暗並使剪裁範圍變成最小。向右拖曳可使陰影變亮並復原陰影細節。

調整白色剪裁。向左拖曳可減少亮部剪裁。向右拖曳可增加亮部剪裁 (減少剪裁適用於反射的亮部，例如金屬表面)。

調整黑色剪裁。向左拖曳可減少黑色剪裁範圍 (將較多陰影對應到純黑色)。向右拖曳可減少陰影剪裁。

指定哪些影像值對應到黑色。將滑桿往右移動，會增加變成黑色的區域，有時會產生影像對比增強的印象。最大影響是在
陰影，中間調和亮部的變化則明顯較少。

嘗試復原亮部的細節。Camera Raw 可以從其中有一個或兩個色版剪裁成白色的區域重建部分細節。

嘗試復原陰影的細節，而不必加亮黑色部分。Camera Raw 可以從其中有一個或兩個色版剪裁成黑色的區域重建部分細
節。使用「補光」就像使用 Photoshop®「陰影/亮部」濾鏡或 After Effects®「陰影/亮部」效果的陰影部分。

調整影像的亮度或暗度，與「曝光度」屬性十分類似。但是，「亮度」並不是剪裁影像的亮部或陰影，而是在您將滑桿向
右側移動時壓縮亮部並擴張陰影。使用這個控制項時，最好的方式通常是先藉由設定「曝光度」、「復原」和「黑色」來設定整體的色調範圍，然後
再設定「亮度」。大量調整「亮度」可能會影響陰影或亮部剪裁，因此，在調整「亮度」之後，可能要再重新調整「曝光度」、「復原」或「黑色」
屬性。

深入了解： 觀賞 Matt Kloskowski 製作的視訊教學 Camera Raw 中的新增功能。

微調色調曲線

在「基本」索引標籤完成色調調整後，使用「色調曲線」索引標籤中的控制項即可微調影像。色調曲線代表您對影像色調刻度進行的調整。水平軸代表影
像的原始色調值 (輸入值)，黑色在左側，向右側移動時色調值會逐漸變亮。垂直軸代表變更後的色調值 (輸出值)，黑色在底部，向頂端移動時會逐漸
變成白色。

如果曲線的點向上移，輸出的色調就會變亮；如果向下移，則輸出的色調就會變暗。45 度角直線代表色調回應曲線沒有任何變更：原始的輸入值剛好等於
輸出值。

若要調整影像中特定色調範圍內的值，可使用內嵌的「參數」標籤中的色調曲線。區域屬性 (「亮部」、「亮度」、「暗調」或「陰影」) 所影響的曲線區
域，是根據您在圖表底部設定分割控制項的位置而定。中間的區域屬性 (「暗調」和「亮度」) 主要會影響曲線的中間區域。「亮部」和「陰影」屬性則
主要會影響色調範圍的兩端。

若要調整色調曲線，請執行下列任何一個動作：

在內嵌的「參數」索引標籤中，拖曳「亮部」、「亮度」、「暗調」或「陰影」滑桿。您可以沿著圖表的水平軸拖曳區域分隔
線控制項，以擴張或縮減滑桿所影響的曲線區域。

在內嵌的「點」索引標籤中，拖曳曲線上的某個點。當您拖曳點時，「輸入」和「輸出」色調值會顯示在色調曲線下方。

在內嵌的「點」索引標籤中，從「曲線」選單中選擇選項。您所選擇的設定會反映在「點」索引標籤中，但是不會反映在「參
數」索引標籤的設定上。「中等對比」是預設設定。

選取工具列中的「參數型曲線」目標調整工具 ，並在影像中拖曳。「參數型曲線」目標調整工具會依照您所點選影像中的值來
調整「亮部」、「亮度」、「暗調」或「陰影」曲線區域。

目標調整工具不會對「點」曲線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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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度

自然飽和度

飽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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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相

飽和度

明度

灰階混合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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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度、自然飽和度和飽和度控制項

您可以藉由調整「基本」索引標籤中的「清晰度」、「自然飽和度」和「飽和度」控制項，來變更所有色彩的色彩飽和度。若要調整特定色彩範圍的
飽和度，請使用「HSL/灰階」索引標籤中的控制項。

利用增加局部對比在影像加入深度，對中間調的影響最大。這項設定與大範圍的遮色片銳利化調整相似。使用這項設定時，將比例放大為
100% 或更高可獲得最佳效果。若要獲得最佳效果，請提高設定值，直到看見影像邊緣細部出現光暈為止，然後再稍微降低設定值即可。

調整飽和度，讓剪裁在色彩趨近完全飽和時最小化。這項設定會變更所有低飽和色彩，對高飽和色彩比較沒有影響。自然飽和度也可以避
免皮膚色調變得過於飽和。

從 -100 (單色) 到 +100 (兩倍飽和度)，平均調整所有影像色彩的飽和度。

HSL/灰階控制項
您可以使用「HSL/灰階」索引標籤中的控制項來調整個別顏色範圍。例如，如果紅色物件看起來過於鮮明及搶眼，可以在巢狀的「飽和度」標籤中減
少「紅色」值。

下列巢狀標籤包含了控制項，可用來調整特定色彩範圍的色彩元件：

變更色彩。例如，您可以將藍色天空 (及所有其他的藍色物件) 從青色變成紫色。

變更色彩的鮮明度或純度。例如，您可以將藍色天空從灰色變成非常飽和的藍色。

變更色彩範圍的亮度。

如果選取「轉換為灰階」，則只能看見一個巢狀索引標籤：

使用這個索引標籤中的控制項，可指定各個色彩範圍對影像灰階版本的影響。

使用目標調整工具調整顏色或色調

「目標調整」工具可讓您直接在相片上方使用拖曳來進行色調與顏色校正。舉例來說，使用目標調整工具，您便可以在藍天上面向下拖曳來去除飽和
度，或在紅色外套上面向上拖曳來加強其色相。

1. 若要使用「目標調整」工具  進行顏色調整，請在工具列中按一下此工具並選取您想要進行的修正類型：色相、飽和度、明度
或灰階混合。接著，請在影像中拖曳。

向上或向右拖曳可以增加數值，向下或向左拖曳可以降低數值。如果您使用目標調整工具拖曳，可能會影響到一個以上的顏色滑
桿。選取「灰階混合」目標調整工具可將影像轉換為灰階。

2. 若要使用「目標調整」工具  進行色調曲線調整，請在工具列中按一下此工具並選擇「參數型曲線」。接著，請在影像中拖曳。

「參數型曲線」目標調整工具會依照您所點選影像中的值來調整「亮部」、「亮度」、「暗調」或「陰影」曲線區域。

鍵盤快速鍵 T 可用來切換至您所使用的上一個目標調整工具。

調整灰階影像的色調

使用「分割色調」索引標籤中的控制項，可為灰階影像上色。您可以在整個色調範圍內新增一種色彩 (例如深褐色的外觀)，或是建立分割色調的效果
(在陰影和亮部套用不同的色彩)。最暗的陰影和最亮的亮部仍會保持為黑色和白色。

您也可以在彩色影像中套用特殊的處理方式，例如交叉處理的外觀。

1. 選取灰階影像 (這個影像可以是在「HSL/灰階」索引標籤中選取「轉換為灰階」後轉換為灰階的影像)。

2. 在「分割色調」索引標籤中，調整亮部和陰影的「色相」和「飽和度」屬性。「色相」會設定色調的色彩；「飽和度」會設定效
果的強度。

3. 調整「平衡」控制項，以平衡「亮部」和「陰影」控制項之間的影響。正值會增加「亮部」控制項的影響；負值會增加「陰影」控制
項的影響。

在 Camera Raw 中編輯 HDR 影像
在 Camera Raw 7.1 或更新版本中，您可以處理 16、24 和 32 位元的浮點影像 -- 通常稱為 HDR (高動態範圍影像)。Camera Raw 可以開啟 TIFF 和
DNG 格式的 HDR 影像。請務必使用處理版本 2012 來處理影像 (請參閱處理版本)。

您可以使用「基本」索引標籤控制項來編輯 HDR 影像。「基本」索引標籤的「曝光度」控制項在處理 HDR 影像時，可使用擴展的範圍 (+10 到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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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編輯時，您可以按一下「完成」或「開啟影像」，在 Photoshop 中開啟影像。視您的「工作流程選項」設定結果，影像會開啟為 16 位元或 8 位
元的影像。

若要在 Camera Raw 中開啟 HDR 影像：

在 Bridge 中，選取影像並選擇「檔案 > 在 Camera Raw 中開啟」。在 Mini Bridge 中，請在影像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如為 Mac，
則按 Ctrl 鍵並按一下檔案)，然後選擇「開啟使用 > Camera Raw」。

如需有關 HDR 影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Photoshop 說明」中的高動態範圍影像。

16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deed.zh_TW
http://help.adobe.com/zh_TW/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tw
http://help.adobe.com/zh_TW/photoshop/cs/using/WSfd1234e1c4b69f30ea53e41001031ab64-78eea.html#WSfd1234e1c4b69f30ea53e41001031ab64-78e5a


Camera Raw 中的處理版本

  Twitter™ 和 Facebook 發文未涵蓋在 Creative Commons 條款內。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原則

處理版本 2012

處理版本 2010

處理版本 2003

「處理版本」是 Camera Raw 用來調整及呈現相片的技術。根據您使用的處理版本，在「基本」索引標籤以及進行局部調整時，有不同的選項和設定
區域。

第一次在 Camera Raw 7 中編輯的影像會使用處理版本 2012。PV2012 為高對比影像提供新色調控制項和新色調對應運算規則。您
可以在 PV2012 的「基本」面板中，調整亮部、陰影、白色、黑色、曝光度和對比。您也可以針對白平衡 (色溫和色調)、亮部、陰影、雜訊和波紋套
用局部校正。

在 Camera Raw 6 中編輯的影像預設會使用 PV2010。與舊版 PV2003 相比，PV2010 提供了更優良的銳利化和減少雜訊功能。

Camera Raw 5.x 和更舊版本所用的原始處理引擎。

若要利用較新的處理程序，可以將先前編輯過的相片更新為目前的處理版本。

若要將相片更新為 Camera Raw 7 程序 (PV2012)，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在影像預視的右下角按一下「更新至目前的程序」按鈕 (驚嘆號圖示)。
在「相機校正」索引標籤中，選擇「處理 > 2012 (目前)」。

若要將舊版處理版本套用至相片，請前往「相機校正」索引標籤，然後選擇「處理 > 2010」或「處理 > 2003」。

教學影片
Camera Raw 7 新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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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amera Raw 中調整相機的色彩演算方式

ACR 版本

Adobe 標準

Camera Matching

Windows XP

Windows Vista

Windows 7

Mac OS

回到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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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套用相機描述檔

指定預設相機描述檔

將描述檔套用至一組影像

建立相機描述檔預設集

使用 DNG 描述檔編輯器自訂描述檔

Camera Raw 會針對它所支援的每一種相機型號，使用其對應的色彩描述檔來處理原始資料影像。這些描述檔是在標準照明情況下拍攝彩色目標所產
生，而且不是 ICC 色彩描述檔。

這些描述檔相容於舊版的 Camera Raw 和 Lightroom，版本則對應到首次出現描述檔的 Camera Raw 版本。ACR 描述檔可使舊有相片的
處理方式一致。

與先前的 Adobe 相機描述檔相較之下，「標準」描述檔明顯改善了色彩演算方式，在使用暖色調 (例如紅色、黃色和橘色) 的情況下效果
更是顯著。

「Camera Matching」描述檔則可以嘗試比對相機製造商在特定設定下的色彩外觀。如果您偏好使用由相機製造商軟體所提供的
色彩演算方式，請使用「Camera Matching」描述檔。

「Adobe 標準」與「Camera Matching」兩種描述檔的用途都是做為進階影像調整之基準點使用。因此，請搭配位於「基本」、「色調曲線」、
「HSL/灰階」以及其他影像調整標籤中的「顏色」與「色調」控制項來使用描述檔。

若要手動安裝相機描述檔，請將描述檔置於以下位置: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Adobe\CameraRaw\CameraProfiles

C:\ProgramData\Adobe\CameraRaw\CameraProfiles

C:\ProgramData\Adobe\CameraRaw\CameraProfiles

/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Adobe/CameraRaw/CameraProfiles

套用相機描述檔

若要套用相機描述檔，請在「Camera Raw」對話框中，從「相機校正」標籤中之「相機描述檔」彈出式選單選取描述檔。

相機的「Adobe 標準」描述檔名稱為 Adobe 標準。「Camera Matching」描述檔會在描述檔名稱中包含字首 Camera。「相機描
述檔」彈出式選單只會顯示您相機的描述檔。

如果「相機描述檔」選單中只有「嵌入式」描述檔，就表示您選取了 TIFF 或 JPEG 影像。「Adobe 標準」以及「Camera
Matching」描述檔僅能用於原始資料影像。

如果您已經選取原始資料檔案，但是「Adobe 標準」和「Camera Matching」描述檔沒有出現在「相機描述檔」彈出式選
單中，請從數位相機原始資料檔案支援頁面下載最新的 Camera Raw 更新程式。

指定預設相機描述檔

1. 選取描述檔: 在「Camera Raw」對話框中，從「 相機校正」標籤中之「相機描述檔」彈出式選單選取描述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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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Camera Raw 設定」選單按鈕 ，然後從選單中選取「儲存新 Camera Raw 預設值」。

將描述檔套用至一組影像

1. 在「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影像。

2. 選擇描述檔: 在「Camera Raw」對話框中，從「 相機校正」標籤中之「相機描述檔」彈出式選單選取描述檔。

3. 按一下「同步」按鈕。

4. 在「同步」對話框中，選擇「同步 > 相機校正」，然後按一下「確定」。

建立相機描述檔預設集

如果您經常套用相同的描述檔，便可以透過建立與套用預設集來提高工作效率。

1. 從「Camera Raw」對話框的「相機校正」標籤中的「相機描述檔」彈出式選單選擇描述檔。

2. 按一下「Camera Raw 設定」選單按鈕 ，然後從選單中選取「儲存設定」。

3. 在「儲存設定」對話框中，選擇「子集 > 相機校正」，然後按一下「確定」。

4. 為您的預設集命名，並按一下「儲存」。

5. 若要將預設集套用至一組影像，請選取影像，然後從「Camera Raw 設定」選單選擇「套用預設集 > 預設集名稱」。

使用 DNG 描述檔編輯器自訂描述檔

若要提升色彩演算方式或自訂相機描述檔，請使用獨立的「DNG 描述檔編輯器」公用程式。舉例來說，您可以使用「DNG 描述檔編輯器」來修正描
述檔中不想要的顏色投射，或針對特定用途 (攝影棚肖像照或秋天的樹葉) 來最佳化顏色。

DNG 描述檔編輯器和其相關文件可於 Adobe Labs 取得。

透過「DNG 描述檔編輯器」調整相機描述檔時，請讓「相機校正」標籤的滑桿保持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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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摘要
Adobe Camera Raw 8.x 版

新功能 增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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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Camera Raw 8.7
Adobe Camera Raw 8.5
Adobe Camera Raw 8.4
Adobe Camera Raw 8.3
Adobe Camera Raw 8.1 和 8.2

Adobe Camera Raw 8.7

Adobe Camera Raw 8.7 在 Windows 上新增支援高 DPI 顯示器。請執行下列作業以啟用此功能：

1. 選取「Photoshop > 偏好設定 > 試驗性功能」。
2. 選取「針對高畫質顯示器以 200% 的倍率縮放使用者介面」。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針對高畫質顯示器以 200% 的倍率縮放使用者介面。

Adobe Camera Raw 8.5

您現在可以使用筆刷控制項修改「漸層濾鏡」和「放射狀濾鏡」遮色片。當您新增遮色片時，請選取「新
增」/「編輯」旁的「筆刷」選項以存取筆刷控制項。或者，使用 Shift + K 鍵盤快速鍵。

視情況而定，使用 + 和 - 筆刷對現有的「放射狀濾鏡」或「漸層濾鏡」遮色片增加或移除效果。

如需「放射狀濾鏡」與「漸層濾鏡」遮色片之新筆刷控制項的視訊說明，請觀看 Adobe Camera Raw
8.5 中的濾鏡筆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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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層濾鏡」和「放射狀濾鏡」遮色片的筆刷控制項

遮色片視覺效果現在可用於「漸層濾鏡」和「放射狀濾鏡」。使用局部校正窗格底部的「遮色片」選項。或
者，按下「Y」以切換「遮色片」設定。

按下「Y」以切換「遮色片」設定；您也可以調整遮色片視覺效果的顏色

新預視功能

新的各面板預設切換按鈕 ( )：

按一下各面板切換按鈕 ( )，將面板重設為預設設定。切換按鈕位於「編輯前」/「修圖
後」控制項旁。

支援數個新相機和鏡頭描述檔

已解決的重要問題

將汙點修復功能套用至浮點 (HDR) 影像時的影像雜訊問題
從數個 Nikon 相機型號讀取不失真壓縮 Nikon 原始檔案 (NEF 檔案) 時的問題
在使用「動態範圍」200% 與 400% 時導致 Fujifilm X-T1 原始影像在高 ISO 設定下顯得太
亮的問題。此修正可能會影響使用這組設定拍攝的現有影像外觀。為解決問題，請執行下列
作業：

透過 Camera Raw「偏好設定」對話框清除 Camera Raw 快取
以高於 1600 的 ISO 設定來檢閱影像照片，以檢查預期之外的亮度變更

Adobe Camera Raw 8.4

Adobe Camera Raw 8.4 提供進階「預視」控制項，能讓您快速比較影像「之前」/「之後」的狀態：

將目前設定儲存為影像「之前」的狀態

 調換目前的設定與儲存的「之前」狀態設定。目前的設定已儲存為「之前」狀態，且先前儲存為「之
前」狀態的設定已套用到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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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顯示預視的模式:

• 僅查看套用到影像的「之後」設定
• 套用到影像左半部和右半部的「之前」/「之後」設定
• 並排顯示套用到整個影像的「之前」/「之後」設定
• 套用到影像上半部和下半部的「之前」/「之後」設定
• 垂直顯示套用到整個影像的「之前」/「之後」設定供快速比較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dobe Camera Raw 簡介。

您現在可以使用 Adobe Camera Raw 8.4 校正人和寵物的紅眼。在 Adobe Camera Raw 中，按一下「紅眼

移除」圖示 ( )，然後從「類型」彈出式選單中選取「寵物紅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校正紅眼。

Adobe Camera Raw 8.4 現在提供 Fujifilm X-Trans 感應器相機的相機色彩描述檔。這些色彩調配描述檔包括
Fujifilm Provia、Fujifilm Velvia、Fujifilm Astia 及 Fujifilm Monochrome。

請依照下列步驟進行:

1. 確認您正在處理的影像是採用 X-Trans 感應器拍攝。

2. 在 Adobe Camera Raw 中，按一下「相機校正」圖示 ( )。
3. 從「相機描述檔」彈出式選單中選取所需的描述檔。

Adobe Camera Raw 8.3

Adobe Camera Raw 8.3 現在提供下列增強功能：

透過下列三種互動方式之一來自動拉直影像:

按兩下工具列中的「拉直」工具 ( )。
選取「拉直」工具後，在預視影像的任一處按兩下。

在選取「裁切」工具的狀態下，按下 Command 鍵 (Mac) 或 Ctrl 鍵 (Windows)，暫時切換
至「拉直」工具。現在，於預視影像中的任何位置按兩下。

「白色」與「黑色」現在支援類似「自動色階」的功能，您只要按住 Shift 鍵再按兩下滑桿 (Shift + 按兩下)
即可。

自動色溫與自動色調功能。在影像預視中按住 Shift 鍵並按兩下，即可呼叫此功能。

可選擇工作區域背景顏色並切換影像周圍細線邊框可見度的選項。在工作區域中，於影像外部按一下滑鼠右
鍵，並從彈出式選單中選取選項。

「同步化」、「新增預設集」、「儲存設定」和「拷貝/貼上 (Bridge)」對話框支援「按住 Option 鍵並按一
下」快速鍵。若按住 Option 鍵並按一下核取方塊，即可將其單獨選取。您可以再次按住 Option 鍵並按一下，以
切換至上一個核取方塊狀態。

Adobe Camera Raw 8.1 和 8.2

如需有關此部分的增強功能詳細資訊，請參閱 Adobe Camera Raw 增強功能 | ACR 8.1 與 8.2。

螢幕校樣可於 ACR 對話框中使用。您現在可以選擇一 ICC 色彩描述檔並模擬其他係數，例如演算色彩比對方
式和紙張及墨水。這些選項現在可透過 ACR 對話框套用至相片，而不需在 Photoshop 中開啟相片。

ICC 色域支援可於 ACR 對話框中使用。ACR 對話框現在允許您以任意 ICC 輸出色域預視您的相片。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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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域包括灰階、RGB、Lab 和 CMYK 色域。

調整影像大小功能現在更加彈性，因為 ACR 對話框中提供多種重新調整相片大小的選項。這些選項位在
「調整影像大小」區段中，緊接在「色域」區段下方。

預設集。將常用設定儲存為預設集。將「工作流程選項」或「儲存選項」對話框中經常套用的設定儲存為預
設集，接著便可輕鬆將預設集套用至多張相片。

裁切功能的運作現在依照因全新「調整影像大小」工作流程而修正的工作流程。使用「工作流程選項」和
「儲存選項」對話框中的「調整影像大小」選項，指定想要的絕對影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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