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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摘要

搜尋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使用手冊
>

本頁內容

Lightroom CC 2015.8/Lightroom 6.8
Lightroom for mobile | Android 2.2 | 2016 年 11 月
Lightroom for mobile | Android 2.1.2 | 2016 年 10 月
Lightroom for mobile 更新內容 | iOS 2.5.1 | 2016 年 9 月
Lightroom CC 2015.7/Lightroom 6.7
Lightroom for mobile 更新內容 | iOS 2.5 | 2016 年 9 月
Lightroom for Apple TV 1.0 | 2016 年 7 月
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和 Android) 更新內容 | 2016 年 7 月
Lightroom CC 2015.6
Lightroom for mobile 更新內容 | iOS 2.3 | 2016 年 4 月
Lightroom CC 2015.5/Lightroom 6.5
Lightroom CC 2015.4/Lightroom 6.4
Lightroom mobile 更新 | Android 1.4 | 2015 年 12 月
Lightroom mobile 更新| iOS | 2015 年 12 月
Lightroom CC 2015.3/Lightroom 6.3
Lightroom CC 2015.2/Lightroom 6.2
Lightroom CC 2015.1/Lightroom 6.1
Lightroom CC 2015/Lightroom 6

適用於: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 Lightroom 6
Lightroom CC 和 Lightroom for mobile 的 2015.x/6.x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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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room 2015 版推出數個新功能以及增強功能，可以豐富您的數位影像體驗。請閱讀這些功能的快速簡介，並連結至提供詳細資訊的資源。

Lightroom CC 2015.8/Lightroom 6.8

在「編輯相片」模組的「參考檢視」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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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功能

 僅適用於 Creative Cloud 成員

「參考檢視」是 Lightroom 中的新模式/工作區，可在「編輯相片」模組中，提供專用的 2 級檢視。讓您能將可編輯的「現用」相片旁，所顯示的靜
態「參考」相片置入「編輯相片」模組中。

此檢視對於影像編輯工作很有用，例如為了符合特定相片的外觀以建立預設集，需要目視比對特定影像的特徵、判斷相片白平衡的一致性、對於要用

在版面上或簡報中的各張相片，平衡其影像屬性，以及微調套用的相機描述檔，使其符合相機所產生的 JPG 檔案等。

如需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參考檢視。

Lightroom for mobile | Android 2.2 | 2016 年 11 月

從支援 PTP 的連接相機讀入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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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版本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的新功能

由此版本開始，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應用程式支援圖片傳輸通訊協定 (PTP)。您現在可以直接將相片 (包含 Raw 影像) 從連接的相機讀入
至 Lightroom for mobile。

顯示來自連接相機的相片之 Lightroom mobile 讀入介面

A. 連接相機的名稱 B. 點一下以排序和檢視選項 C. 縮圖上的 RAW 圖示即表明有一張 Raw 相片 D. 新增選取的相片 E. 選取相片 F. 結束讀入介面 

下列為從連接的相機讀入相片的步驟:

1. 使用支援的 USB OTG 傳輸線，連接 Android 行動裝置與 DSLR 相機。
2. 連接相機後，點選出現在 Android 裝置「通知」列中的 USB 連線通知。
3. 在 Android 裝置上的應用程式選擇器中，為連接的 USB 裝置選擇 Lightroom 應用程式。
4. Lightroom for mobile 的讀入介面現在會顯示連接相機中所有影像的縮圖。連接相機的名稱會顯示於頂端。
5. 在讀入介面中，選擇要讀入至 Lightroom for mobile 的相片。點選畫面底部的「新增相片」。
6. 在顯示的 Lightroom 的「讀入」畫面中，從現有的 Lightroom 集合，選擇要讀入選取相片的「集合」，或建立新集合。預設選取「Lightroom
相片」集合。

點選畫面底部的「新增至 <集合名稱>」。
7. Lightroom for mobile 會開始將「原始檔案」(原始影像檔案) 從連接的相機複製到 Android 裝置。
「複製到 Lightroom」對話框會顯示進度，並在完成複製程序時通知您。此時，您可以拔除連接的相機。

8. 完成複製程序後，Lightroom for mobile 應用程式會開始將複製的影像讀入至選取的集合。
Lightroom for mobile 會在 Android 裝置的「通知」列中，顯示有關進度和完成狀態的「讀入通知」。

讀入程序在背景中執行時，您可以繼續使用 Lightroom for mobile 應用程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從以 PTP 模式連接的相機新增或讀入相片。

全新讀入體驗

 此版本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的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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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讀入介面

此版本將相片從行動裝置的相機膠卷或圖片庫新增/讀入至 Lightroom 時，提供全新使用者介面。

在「時間」檢視中，從相機膠卷或圖片庫讀入相片。

在「裝置資料夾」檢視中，從相機膠卷或圖片庫讀入相片。

現在在任一檢視中點選「新增相片」便會啟動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的全新讀入介面。全新介面會顯示儲存在行動裝置上所有影像的縮圖。
您可以依照兩種檢視模式，選擇瀏覽縮圖:

「時間」檢視。顯示根據相片拍攝時間區分的影像縮圖。

「裝置資料夾」檢視。顯示根據行動裝置上的資料夾結構區分的影像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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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入通知

讀入時，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現在會在 Android 裝置的「通知」列中，顯示進度和狀態的讀入通知。讀入完成後，您可以清除「通知」列
中的通知。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從相機膠卷或圖片庫新增或讀入相片。

套用鏡頭校正、相機描述檔校正和版權相關資料

 此版本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的新功能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現在可讓您在相片上套用「鏡頭描述檔」校正、「相機描述檔」校正和「版權」中繼資料。

鏡頭校正。您現在可以透過啟用「側邊列」的讀入設定，在讀入相片時，將鏡頭校正套用於所有相片或僅 套用於 Raw 相片。您也可以藉由選擇
「編輯」選單中的「鏡頭校正」，在編輯相片時，手動開啟/關閉鏡頭描述檔校正。
Copyright. 您也可以啟用「側邊列」的讀入設定，在將相片讀入 Lightroom for mobile 應用程式時，將版權中繼資料新增至相片。
相機描述檔校正。Lightroom for mobile 會根據影像中繼資料，自動將相機描述檔套用至相片。您無法手動套用此校正功能。

若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應用程式偏好設定和選項及套用調整。

Lightroom for mobile | Android 2.1.2 | 2016 年 10 月

支援 Samsung S Pen

 此版本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的新功能

從這一版開始，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應用程式現在支援在相容的 Samsung 裝置上使用 S Pen。

使用 S Pen 預視編輯前/編輯後

若要在編輯相片時預視編輯前/編輯後的效果，請按 S Pen 按鈕，然後點一下編輯中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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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 Pen 在顏色/黑白模式中調整色相

相片在顏色/黑白模式時，若要調整特定的色相，請按 S Pen 按鈕，然後將游標移到任一色相上來選取該色相。此時，您可以在裝置螢幕上向左或向右
移動 S Pen，以調整這個選取的色相。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套用調整。

Samsung 裝置的新預設集

 此版本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的新功能

在此版本中，已為 Samsung 使用者在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中加入新的預設集。

明亮有力

光線與淡化

復古暖色

冷青色

清晰黑白

淡化黑白

若要深入瞭解預設集，請參閱套用預設集。

Lightroom for mobile 更新內容 | iOS 2.5.1 | 2016 年 9 月

支援 iPhone 7 和 iPhone 7 Plus

針對 iPhone 7 最佳化
支援 iPhone 7 Plus 雙鏡頭相機
改善 iPhone 7 和 7 Plus DNG 檔案的顏色、鏡頭和雜訊設定檔
修正錯誤及增強效能

如需說明文件，請參閱使用 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8



Lightroom CC 2015.7/Lightroom 6.7

發佈相片至 Adobe Stock

 僅適用於 Creative Cloud 成員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功能

現在使用「圖庫」模組中的「發佈服務」面板，可讓您將相片從 Lightroom 直接傳送至 Adobe Stock。使用您現有的 Creative Cloud 賬戶憑證來建立
Adobe Stock Contributor 入口網站 (https://contributor.stock.adobe.com/tw) 與 Lightroom 之間的連線，然後將相片從「格點」檢視拖放至發佈服務
面板上的 Adobe Stock 相片集中。最後，從 Lightroom 發佈相片。現在，您可以前往 Adobe Stock Conbtributor 入口網站，標記上傳的影像，並將這
些影像提交至 Adobe Stock 以供管理。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從 Lightroom 發佈至 Adobe Stock。

「編輯智慧型預視而非原始預視」偏好設定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功能

若要在「編輯相片」模組中編輯相片時，提高 Lightroom 的效能，您現在可設定新的偏好設定選項「編輯影像時，使用智慧型預視而非原始相片」，
以在可使用原始相片時，仍編輯相片的「智慧型預視」。

若要設定此偏好設定選項: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2. 在「偏好設定」對話框中選取「效能」標籤。

3. 在「編輯相片」區段選擇「編輯影像時，使用智慧型預視而非原始預視」。

4. 按一下「確定」，然後重新啟動 Lightroom。

註解：

當您在「編輯相片」模組中將縮放設為 100% (1:1 模式) 時，即使您已啟用「編輯影像時，使用智慧型預視而非原始預視」偏好設定，Lightroom 仍
然會切換為原始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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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編輯智慧型預視而非原始預視，以提高效能。

所有已同步化的相片集合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功能

在資料庫模組中，「編目」面板的新「所有已同步化的相片」集合會顯示所有已同步至各 Lightroom mobile 用戶端的 Lightroom 相片 (包括不屬於任
何集合的相片)。因此，Lightroom Web 版的「所有相片」檢視、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中的「Lightroom 相片」檢視，以及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中的 「Lightroom 相片」檢視，這些檢視中顯示的相片，會與 Lightroom desktop 中的「所有已同步化的相片」集合相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所有已同步化的相片集合。

適用於 macOS Sierra 的相容性修正

此版本的 Lightroom 已提供相容性修正，讓您在更新至 macOS Sierra 後，Lightroom 可更順暢執行。

註解：

Adobe 建議您先更新至 Lightroom CC 2015.7/Lightroom 6.7，再更新至 macOS Sierra。
Mac 的 Lightroom CC 2015.7/Lightroom 6.7 需使用 Mac OS X 10.10 或更新版本。

預設集偏好設定已移除

從 Lightroom CC 2015.7/Lightroom 6.7 開始，Adobe 已移除兩個 Lightroom 偏好設定，未來已無法再使用它們。

在「偏好設定」對話框的「預設集」標籤中 (「預設編輯相片設定」下方)，已不再提供下列偏好設定:

套用自動色調調整

第一次轉換為黑白色時套用自動混合

由於這些偏好設定已遭移除，如果您需要在相片上套用與其相關聯的編輯相片設定，請依照 Lightroom 預設集偏好設定已移除中建議的因應措施步
驟來執行。

Lightroom for mobile 更新內容 | iOS 2.5 | 2016 年 9 月

支援 RAW 影像拍攝

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現在支援在 iOS 裝置上拍攝 DNG RAW 影像。

透過 iOS 10 更新內容，Apple 僅在在 iPhone 6S、iPhone 6S Plus、iPhone SE 以及 iPad Pro (9.7 吋) 機型上提供 RAW 拍攝功能。因此，Adobe
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提供的 RAW 影像拍攝支援，僅限於執行 iOS 10 的 iOS 10 裝置。其他 iOS 裝置目前無法使用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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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2.5 版目前不提供 iPhone 7 的描述檔支援。
目前的 Lightroom desktop 版本 (Lightroom CC 2015.6/Lightroom 6.6) 不支援 iPhone 6 DNG 描述檔。

拍攝 RAW 影像: 

在相機模組中，點一下取景畫面頂端的拍攝檔案格式圖示 (預設為 DNG)，然後在 JPEG 及 DNG 拍攝選項間切換。選擇 DNG 以數位負片 (DNG) Raw
格式來拍攝相片。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 拍攝。

支援新的廣色域 P3 色域

除了支援 DNG 格式之外，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2.5 新增了對新的廣色域 P3 色域 (iPad Pro 9.7 及 iPhone 7 和 7 Plus 專用) 的支援。此廣色域提
供比 sRGB 色域多 25% 的顏色，確保在 Lightroom 中所做的任何編輯都可以精確反映相片中的顏色。

Lightroom for Apple TV 1.0 | 2016 年 7 月

您現在可以在 Apple TV (第 4 代) 上安裝 Lightroom for Apple TV 來檢視您上傳至雲端的 Lightroom 相片和集合，並在電視上觀看幻燈片播放。您可
以在集合之間撥動以快速找到想要的相片，或將相片放大至 200% 以在大螢幕上檢視所有細節。若 Lightroom for Apple TV 應用程式執行時，您在
Lightroom 桌面版、Lightroom for mobile 或 Lightroom Web 版中對相片或集合做出變更，可以使用「設定」中的「重新載入集合」選項輕鬆同步最
新的編輯結果。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文章:

設定 Lightroom for Apple TV 應用程式

在電視上檢視 Lightroom 相片

常見問題集 | Lightroom for Apple TV

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和 Android) 更新內容 | 2016 年 7 月

Lightroom for mobile | iOS 2.4

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最新發行版本為 Creative Cloud 成員推出了兩項絕佳功能。

支援 Raw 影像

 僅適用於 Creative Cloud 成員

您現在可以透過 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的「技術預視」功能，讀入並編輯您使用專業相機拍下的 Raw 相片。您亦可以將這類相片和編輯內容同
步至電腦上的 Lightroom CC。

如需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編輯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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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支援相機的清單，請參閱 http://www.adobe.com/go/supported_cameras_tw。

局部調整

 僅適用於 Creative Cloud 成員

您可以透過「局部調整」選擇性地將曝光度、亮度、清晰度及其他調整套用至相片的特定區域。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套用調整。

其他增強功能

適用於所有 Lightroom 使用者

支援鍵盤快速鍵 (若您使用實體鍵盤)
在讀入相片時增加您的版權資訊

支援最新版的 Adobe Camera Raw

Lightroom for mobile | Android 2.1

最新版 Lightroom Mobile (Android) 採用全新改良的應用程式內相機。這個全新介面可讓您輕鬆拍下最棒的相片，體驗現代化的行動拍攝便利性。如
果裝置支援相關功能，您就能控制快門速度、ISO、白平衡、焦點等等。

新增全新的 Lightroom Camera 小工具以直接存取應用程式內相機。

安裝最新版的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之後，您就可以在手機上新增 Lightroom Camera 小工具。只要點一下 Lightroom Camera 小工具啟動
Lightroom 應用程式，就能直接進入應用程式的相機功能。

在專業模式中，可手動控制快門速度、ISO 及焦距。Lightroom Mobile (Android) 現在採用了新的專業模式，可讓您更進一步控制應用程式內相
機。透過專業模式拍攝相片時，您可以使用調整滑桿，在相片上完成想要的創意效果，例如將快門速度設為快速或緩慢，以控制曝光持續時間；或是

設定 ISO，以控制感光度；也可以更改裝置相機的焦距。

註解：

從 2.1 版開始，Lightroom Mobile 便支援在執行 Android 5.0 (Lollipop) 及更新版本的裝置上手動控制快門速度、ISO 及焦距。但唯有裝置製造商已為
您的裝置啟用或設定這類支援，您才能使用這些功能。

設定及鎖定曝光補償。 在 Lightroom Mobile (Android) 中，您現在只要在應用程式內相機的取景畫面上滑動，就能為相片設定想要的曝光程度。
當您設定好曝光程度後，可以點一下拍攝介面右下角的 ( ) 圖示，將曝光補償鎖定在目前的值。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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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只能在自動模式中鎖定曝光補償。

自動鎖定白平衡。 現在您可以在使用應用程式內相機時，將相機對準場景的中性色表面 (沒有顏色投射)，並鎖定白平衡。這麼做可幫您抵銷相片
中，因為不同的色溫光源而產生的顏色投射效果。

以不同的裁切比例拍攝。現在您可以在使用應用程式內相機時，透過取景畫面上顯示的不同裁切比例覆疊 (16:9、3:2、4:3 及 1:1)，來拍攝相
片。這可讓您在拍攝前，先以需要的裁切比例預視相片。

註解：

當您用任一裁切比例覆疊拍照時，會以非破壞性的方式套用裁切。您可以在之後編輯相片時，更改外觀比例。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Lightroom for mobile | 拍攝。

經改良的完整解析度相片轉存。現在您可以將 Lightroom Mobile (Android) 相片，以最高品質的原始解析度，儲存至裝置的圖片庫中。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編輯後儲存相片。

Lightroom CC 2015.6

校正相片中扭曲透視的「引導式 Upright」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功能

 此功能只在 Lightroom CC 中提供。

Lightroom 中現有的 Upright 功能目前有全新「引導式 Upright」選項，可校正您相片中的傾斜或扭曲透視。全新「變形」面板中的「引導式 Upright
工具」，可讓您直接在相片上繪製多達 4 條參考線 (線段)，以讓影像特徵對齊水平或垂直軸。隨著您繪製參考線，相片也會隨之變形。

例如，您可以在建築物的邊緣繪製 2 條參考線，以校正扭曲的垂直線，或者繪製 3 或 4 條參考線，以校正扭曲的垂直線和水平線。

13



目前已將現有的 Upright 模式 (「位準」、「垂直」、「自動」、「完全」) 及手動變形控制滑桿 (「垂直」、「水平」、「旋轉」、「比例」與「外
觀」) 從「鏡頭校正」面板移至全新的「變形」面板。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Upright 在相片中校正扭曲透視。

Lightroom for mobile 更新內容 | iOS 2.3 | 2016 年 4 月

直接從相機膠卷存取相片。從現在起，您可以在 Lightroom Mobile (iOS) 中，從「集合」檢視和 Lightroom 相片檢視直接存取裝置的相機膠卷的相
片。在相機膠卷中選取的相片現在會以相機膠卷編輯檢視模式開啟，您可在此套用裁切、預設集和調整。當您接受編輯結果後，相片便會自動新增至

Lightroom。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從相機膠卷直接存取相片 (僅限 iOS)。

Lightroom CC 2015.5/Lightroom 6.5

支援新相機和新鏡頭

此版本 Lightroom 的加強功能

Lightroom CC 2015.5/6.5 推出針對新相機與鏡頭描述檔的支援。

請參閱以下資源:

支援的相機機型

支援的鏡頭描述檔

Lightroom CC 2015.4/Lightroom 6.4

預視合併的全景時，提供「邊界彎曲」功能

 此功能只在 Lightroom CC 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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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room 會聰明地將全景的邊界彎曲，以移除不想要的透明
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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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彎曲」運作中；滑桿可從 0 (上方) 調整至 100 (下方)

您可以搭配使用「邊界彎曲」與「自動裁切」設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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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時，選取「自動裁切」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全景。

合併全景的中繼資料獲得改良

 此版本 Lightroom 的加強功能

使用 Light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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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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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 Lightroom mobile 同步位置

 此版本 Lightroom 的加強功能

您現在可以在 Lightroom 桌面版的 Lightroom for mobile 偏好設定標籤中，選擇同步 Lightroom for mobile 相片的偏好位置，並指定依照影像拍攝日
期排序的次檔案夾結構。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Lightroom for mobile 偏好設定。

其他增強功能

(僅限 Mac) 支援以連結的智慧型物件方式放置相片，在 Photoshop CC 中按「Option」從圖庫格點拖放相片到 Photoshop 即可。
修正錯誤及增強效能

Lightroom mobile 更新 | Android 1.4 | 2015 年 12 月

免費使用 Lightroom。無限期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免費使用所有 Lightroom 的編輯功能，盡情發揮創意。註冊 Adobe ID 即可取得限時試
用版，讓您同步相片、在不同裝置上編輯、存取 Lightroom 桌面版和網頁版，以及存取 Photoshop CC 等更多功能。試用版到期後，您仍然可以在智
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繼續免費使用所有編輯功能。

Lightroom mobile 更新| iOS | 2015 年 12 月

支援 iPad Pro。利用 iPad Pro 的絕佳視覺體驗，調整相片顏色、色調或亮度。iOS 9 的 Split View 和 Slide Over 多工增強功能，使
Lightroom Mobile 和 iPad Pro 成為攝影師的隨身最佳拍檔。
利用預設集拍攝。使用 Adobe 應用程式中的相機拍攝相片時，您可套用五種特別製作的全新預設集。拍攝前可先預覽相片套用預設集的效

果，並可在拍攝後使用齊全的編輯功能，在不破壞相片的情況下自由調整設定。只有 64 位元裝置可以在拍攝時使用預設集，例如 iPhone
5s、iPad Air 及更新機型。
色調曲線–點曲線模式。現在您可使用「色調曲線」工具的完整功能，存取相片的 RGB 影像與個別的紅、綠、藍色版本，將顏色控制推向嶄

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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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色調」調整。將色調套用至明亮或陰影部位，為相片創造獨一無二的樣貌，或者也能分割色調，重現黑白相片的復古風情。

「通知中心」Widget。啟用 Lightroom for mobile 的「通知中心」Widget 後，便能立即存取 Adobe 應用程式內相機。只要向下滑動，即可
自動啟動應用程式內相機。

支援 iPhone 6s/6s Plus 3D Touch。從主畫面立即存取 Adobe 的應用程式內相機，並透過 Peek 和 Pop 動作在「格點檢視」中快速預覽
相片。

改善應用程式的整體可用性。將相片加入多個集合將更輕鬆，讀入相片的速度也會加快。同時，此次更新也改善了手勢支援與其他功能，以

便您隨時隨地快速整理、建立及分享令人驚艷的影像作品

Lightroom CC 2015.3/Lightroom 6.3

已恢復較早的讀入體驗

 已於此 Lightroom 版本中恢復·

此更新會恢復 Lightroom CC 2015.1/Lightroom 6.1 以及更早版本的讀入體驗。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從相機或讀卡機讀入相片

從硬碟檔案夾讀入相片

從 Photoshop Elements 讀入相片
指定讀入選項

設定讀入偏好設定

Lightroom CC 2015.2/Lightroom 6.2

整合讀入體驗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功能

註解：

此功能已在 Lightroom CC 2015.3/Lightroom 6.3 中停用且不再提供。

Lightroom 現在提供整合式體驗，讓您可從電腦、數位相機、記憶卡和更多來源讀入相片。如果電腦上有 Photoshop Elements 編目，則可以將相片快
速讀入至 Lightroom。

以下是讀入相片的所有步驟:

1. 按一下「檔案 > 讀入相片及視訊」。或者，在「圖庫」檢視左窗格，按一下「讀入」。
2. 選擇讀入相片所使用的來源。Lightroom 會自動偵測硬碟上含有相片、的資料夾、連接的相機或相機記憶卡以及電腦上的任何可用 Photoshop

Elements 編目。
3. 在來源資料夾中預視相片。
4. 若有必要，可選擇希望讀入的相片。根據預設，系統會讀入資料夾中所有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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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擇您希望將檔案讀入編目的方式 (以拷貝方式或依據偏好設定)，以及指定想儲存檔案的檔案夾位置。
6. 或者，新增關鍵字和中繼資料。如有必要，可指定適用於讀入檔案的其他進階選項。

全新 Lightroom 讀入體驗

去朦朧局部調整

 此功能只在 Lightroom CC 2015.2 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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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用局部調整

使用「放射狀濾鏡」工具

去朦朧局部調整

更新至 Lightroom mobile

iOS

現在 iOS 上的 Lightroom 可讓您使用裝置的前置和後置相機拍照。您可以設定計時器自動拍攝，或使用快速模式拍攝相片。拍攝相片時，您
可以針對場景進行即時調整。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Lightroom for mobile | 拍攝。
現在 iOS 上的 Lightroom 提供頂尖的「Lightroom 相片」集合，其中會依照時間順序排列的所有相片。
雖然我們強烈建議您登入，但現在未登入也可使用 iOS 上的 Lightroom。您在影像上進行的編輯會本機保留在您的裝置直到完成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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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的格點版面大幅提升實用性

Android

新增調整:

色調曲線

HSL 和顏色調整
暗角

使用 Lightroom Web 版編輯相片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功能

您現在可以使用 Lightroom Web 版進行以下的相片編輯:

裁切相片

進行相片調整

將預設集套用至相片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Lightroom Web 版。

Behance 發佈服務增效模組

已於此 Lightroom 版本中淘汰

已移除 Behance 發佈服務增效模組。請參閱此知識庫文章。

Lightroom CC 2015.1/Lightroom 6.1

去朦朧

 此功能只在 Lightroom CC 2015.1 中提供。

Lightroom 可讓您輕鬆地減少或增加相片中的朦朧或霧化效果。請依照下列步驟進行：

1. 在「編輯相片」模組中，先對相片進行基本調整。例如，在模組的「基本」面板中調整相片的「白平衡」 、「曝光」及「對比」。
2. 切換至「編輯相片」模組的「效果」面板。調整「去朦朧」滑桿控制項。將滑桿移至右方的同時，Lightroom 會減少相片中顯示的朦朧或霧化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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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相片中的朦朧或霧化效果。

註解：

您可以針對預設集中的「去朦朧」滑桿設定，進行複製、同步、儲存或選擇自動同步等操作。在「效果」下方的「複製」、「同步」及「新增預設

集」對話框中，已提供選項可讓您執行此操作。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暗角、顆粒及去朦朧效果。

局部調整：「白色」及「黑色」滑桿

 此功能只在 Lightroom CC 2015.1 中提供。

現在，Lightroom 的局部調整控制項包含「白色」及「黑色」滑桿。這些控制項可讓您選擇性地調整相片中的白點及黑點。例如，您可以使用「黑
色」滑桿來增強車輪的顏色。

當你在 Lightroom 中使用「調整筆刷」、「漸層濾鏡」或「放射狀濾鏡」 時，便可使用這些滑桿。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套用局部調整。

更新至 Lightroom mobile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功能

iOS (版本 1.5.1)

讀入視訊並與網頁/桌面同步化
調整: 色調曲線、混色及暗角

Android (版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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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與貼上：透過複製影像調整，並將該調整貼上其他相片，即可快速編輯影像

「分割」檢視：輕鬆地找到您喜愛的影像！ 「集合」中新的「分割」視圖提供您其他檢視和處理相片的方式。
裁切功能改善: 使用方式經過重新設計，提供快速調整、對齊和自動拉直等功能，讓您裁切完美的相片。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Lightroom for mobile。

Lightroom CC 2015/Lightroom 6

GPU 相關強化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功能

Lightroom 現在提供全新偏好設定，讓您得以使用電腦的圖形處理器 (GPU)。為了達到最佳效能，許多「編輯相片」模組作業現在都可使用 GPU。

選取「偏好設定 > 效能」，然後選取「使用圖形處理器」。

註解：

Lightroom 需使用支援 OpenGL 3.3 或更新版本的 GPU。如果要在 Mac OS X 上執行 Lightroom，可在 Mac OS X 版本 10.9 或更新版本作業系統上使
用 GPU。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Lightroom GPU 疑難排難及常見問題集。

臉孔辨識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功能

Lightroom 使用臉孔辨識技術讓您能夠迅速整理及找出影像。Lightroom 會掃描您的影像編目以找出可能的臉孔供您檢視及確認。

在「圖庫」模組中，切換至「人物」檢視，然後選出編目中的臉孔。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臉孔辨識。

命名堆疊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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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room 會為類似的相片提出建議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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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檢視 | 為偵測到的臉孔命名

HDR 相片合併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功能

您可以將多個包圍曝光的影像合併成單一 HDR 影像。Lightroom 讓您能預覽已合併的檔案，並在將其以 DNG 檔案新增至編目前調整移除重影量。

在「圖庫」或「編輯相片」模組中選取影像，然後選擇「相片 > 相片合併 > HDR」。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合併 HDR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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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視 HDR 影像。

全景合併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功能

Lightroom 可讓您輕鬆將風景相片合併成令人嘆為觀止的全景相片。您可以快速預視全景並調整後，再建立合併影像。

預視全景時可以選擇藉由「自動裁切」處理合併的影像，以移除不需要的透明區域。您也可以指定「球面」、「透視」或「圓柱式」等版面投影方

式，或者由 Lightroom 選擇適當的投影方式。

在「圖庫」或「編輯相片」模組中選取來源影像，然後選擇「相片 > 相片合併 > 全景」。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全景。

令人嘆為觀止的全景

消除異常寵物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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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功能

Lightroom 異常寵物眼校正的處理方式與紅眼校正雷同，可協助您消除相片中不自然的寵物眼睛顏色。

消除相片中的異常寵物紅眼效果。

1. 在「編輯相片」模組中，按一下「紅眼校正」工具圖示。

2. 按一下「異常寵物眼」並從眼睛中央拖曳來選擇瞳孔。

3. 依需求調整設定。

「紅眼校正」工具圖示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校正紅眼及寵物紅眼效果。

濾鏡筆刷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功能

您可以使用筆刷來調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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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濾鏡筆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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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room 可讓您自訂三種不同濾鏡筆刷：A (+)、B (+) 及擦除 (-)。您可以為這些筆刷自訂多種設定。

濾鏡筆刷設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筆刷控制項修改漸層濾鏡或放射狀濾鏡。

與幻燈片播放相關的改進

 此版本 Lightroom 的加強功能

您現在可以使用方便的滑桿控制項來調整平移和縮放的量。將滑桿設定為「低」，會出現最小程度的平移和縮放。

「平移和縮放」滑桿的偏好設定

您現在可以增加多達 10 首音樂曲目至幻燈片播放。依照您選擇的順序依序播放曲目。您可以在「音樂」面板中增加、重新排序或移除曲
目。

Lightroom 現在可以自動將幻燈片切換效果與音樂保持同步。

自動將幻燈片與音樂保持同步。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播放及轉存幻燈片。

Web 模組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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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版本 Lightroom 的加強功能

除了傳統的 HTML 收藏館，現在推出三種全新的收藏館風格：

格點

正方形

追蹤

這些收藏館是專為搭配桌面 瀏覽器和行動網路 瀏覽器使用而設計的。

支援具備觸控功能的電腦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功能

Lightroom 現在提供觸控工作區體驗。按一下只有在具備觸控功能的裝置 (例如 Microsoft Surface Pro 3) 上提供的「觸控」圖示，無論您在應用程式
的任何地方，您都可以切換至觸控工作區。

一旦切換至觸控工作區，就可以存取至行動版或其他版本的 Lightroom 所提供的控制項。在其他方面，您可以在觸控工作上執行下列動作：

捲動式檢視面板和底片顯示窗格

增加旗標

在「放大與格點」檢視中放大/縮小檢視
存取您的使用者建立預設集和局部校正

其他增強功能

「圖庫」模組

在 Windows UI 縮放偏好設定中新增 250% 的選項。
「集合」清單現在可以 如同「關鍵字」清單一樣進行過濾。在「集合」面板中按一下「+」即可啟用「顯示集合過濾器」。
現在推出新的預視大小，稱為「自動」。「自動」 功能會依照您的螢幕解析度自動建立預視。
「中繼資料」過濾器中現在也提供「標註旗標」和「評等」類別。

書本模組

相片文字中繼資料設定現在已與自訂頁面一起儲存。

「幻燈片播放」模組

您現在可以採用螢幕外觀比例或者想要的輸出外觀比例 (16x9 或 4x3) 來預視幻燈片播放。

「編輯相片」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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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將「自動」選項新增至「裁切」工具。您可以使用此選項將類似的調整，套用於「裁切」面板中的「水平 Upright」(Level Upright) 選項。
現在透過選取和拖曳「編輯」標記，就可以重新定位「調整筆刷」筆觸的位置。

使用相同的選單指令和鍵盤快捷鍵來顯示局部調整筆刷的遮色片覆疊，其中提供「漸層」和「放射狀」濾鏡專用的遮色片覆疊。

新增至循環切換至 Upright 模式的鍵盤快捷鍵：Control+/Ctrl+Tab。您可以使用鍵盤按鍵組合 Option+Control+Tab (Mac) 來保留您的裁
切。

在軟校樣期間支援 CMYK。

變更

已重新指派「以電子郵件傳送相片」鍵盤快捷鍵 (Ctrl+/Control+M)，以開始「全景合併」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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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使用手冊
>

本頁內容

基本說明

技術問題

免費試用版

購買選項

瞭解 Lightroom

適用於: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 Lightroom 6

基本說明

什麼是 Lightroom ，它適用於哪些使用者？

無論您是新手、老手或一般愛好者，Adobe Lightroom 都能提供處理令人驚豔的攝影所需的必備工具。有了 Lightroom，您就能透過電腦、網路、iPad
及行動裝置隨處整理、編輯及分享相片。當您編輯或標記最愛地點時，也會自動更新到其他地方。

有了 Lightroom，攝影傑作就與您常相左右。深入了解電腦、行動裝置及網路上的 Lightroom：

電腦上的 Lightroom CC
行動裝置上的 Lightroom
網路上的 Lightroom

將 Lightroom 納入 Creative Cloud 攝影計劃。

哪裡可以深入了解 Lightroom 最新版本的新功能？

請參閱最新消息頁面以了解詳細資訊。

Lightroom 最新版與舊版有何差異？

Lightroom 最新版本可讓您透過電腦、行動裝置或在網路上，隨處整理、編輯及分享相片。您所做的任何變更都會自動同步到所有裝置，不會再出現
混用版本、多種副本或錯置原始檔的情況發生。請參閱 Lightroom 版本比較表。

Lightroom CC 和 Photoshop 有何不同？

Lightroom CC 將您在處理大部分數位攝影工作時需要的所有工具全部整合在單一的直覺式解決方案中。是您每天整理、加強或分享影像所需的最佳應
用程式。它可協助攝影師提高工作效率，以更快的速度來處理單張相片到整組相片或更大的影像庫。Photoshop 是業界標準的數位影像編輯工具，諸
多進階工具讓攝影師、美術設計人員和其他影像專業人員都在使用，以獲得完整的控制功能來進行精細、像素層級的編輯工作，以及處理多圖層檔

案。將 Lightroom 和 Photoshop CC 納入 Creative Cloud 攝影計劃。

Lightroom 能否在我的行動裝置上使用？

可以。除了 Mac 和 PC 適用的 Lightroom CC，您也可以取得 iPhone、iPad 及 Android 手機等行動裝置適用的 Lightroom。深入了解行動裝置上的
Lightroom。有了 Lightroom，您就能隨時在桌面或行動裝置上編輯和整理相片。您所做的任何調整都會同步更新到各個裝置。您也可以利用
Lightroom 網路收藏館分享相片及獲得回應，並透過 Adobe Spark Video 和 Adobe Spark Page，運用 Lightroom 相片訴說心情故事。將 Lightroom 納
入 Creative Cloud 攝影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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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問題

請問在桌面執行 Lightroom 的最低系統需求為何？

請參閱系統需求，取得相關資訊。

Lightroom CC 在 PC 和 Mac 上的運作方式是否相同？

是。無論您使用何種平台，桌面的 Lightroom CC 都具備相同的功能，而且能提供相同的同級最佳成果。Lightroom 現在可讓您透過電腦、行動裝置或
在網路上，隨處整理、編輯及分享相片。您所做的任何變更都會自動同步到所有裝置，不會再出現混用版本、多種副本或錯置原始檔的情況發生。將

Lightroom 納入 Creative Cloud 攝影計劃。

Lightroom 支援哪些格式？

除了 PNG、DNG、TIFF 及 JPEG 格式，Lightroom 也支援最原生的相機原始檔案格式，也就是支援數位相機主要使用的格式。此外，Lightroom 還支
援 PSD 檔案格式，進一步提升與 Photoshop 的整合。有關相機品牌和型號支援的 Raw 格式完整清單，請參閱 Camera Raw 頁面。

當我進行編輯時 Lightroom 會如何處理相片?

Lightroom 提供非破壞性的編輯環境，即實際上並未修改您的原始相片。您對相片所做的修改會在中繼資料中儲存為一連串的指令。不論您是在螢幕
上檢視相片、建立網路畫廊或列印，Lightroom 都只會將這些指示套用在未受修改的原始相片上。本產品可提供您完整的彈性與控制能力，因為您套
用至影像的任何變更隨時都可 100% 回復。

將 Lightroom 納入 Creative Cloud 攝影計劃有何好處？

無論是熱衷攝影或專業攝影師，Creative Cloud 攝影計劃都是攝影愛好者的最佳解決方案。此計劃涵蓋在桌面或行動裝置上隨時隨地整理、編輯、強
化及分享影像所需的一切。請參閱納入 Creative Cloud 攝影計劃的 Lightroom 與先前版本的比較。除了 Lightroom，Creative Cloud 攝影計劃還涵蓋
Photoshop CC 和存取 Lightroom 同步影像行動應用程式的能力，例如 Photoshop Mix、Adobe Spark Video 及 Adobe Spark Page。

成員資格終止後，還可以在桌面的 Lightroom 存取我的影像嗎？

桌面 Lightroom 會持續啟動，即使成員資格終止後仍可存取您的檔案。但是會停用「編輯相片」和「地圖」模組。另外，成員資格終止後，行動裝置
與 Lightroom 同步的功能也將無法使用。 

桌面 Lightroom CC 是否相容於 Windows 8.1？

是。 更多資訊 ›

桌面 Lightroom CC 是否相容於 Mac OS X Mavericks (v10.10)？

是。 更多資訊 ›

免費試用版

能否免費試用 Lightroom CC？

您可透過免費的 Creative Cloud 成員資格，在 Creative Cloud 中下載包括 Lightroom 以及 Creative Cloud 其他應用程式在內的試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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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選項

我要如何購買 Lightroom？

將 Lightroom 納入 Creative Cloud 攝影計劃或深入了解 Creative Cloud 計劃頁面上的購買選項。

瞭解 Lightroom

我要如何開始使用 Lightroom?

瞭解如何進行準備和開始使用，並從 Adobe 和我們知識豐富的社群，取得逐步教學課程以及完整的產品支援。您可以在 Lightroom 學習和支援頁
面、Lightroom 產品頁面及 Lightroom YouTube 頻道找到其他資料。

哪裡可以取得使用手冊？

您可以前往 Lightroom 說明頁面尋找網頁版和 PDF 版的 Lightroom 手冊。

哪裡可以取得下載、安裝、登入及啟用協助？

您可以和全年無休的專員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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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支援 > LIGHTROOM 支援

下載並安裝 Lightroom CC
適用於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5 + 2 全部顯示^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 Lightroom 6 Creative Cloud
涵蓋內容

下載及安裝 Photoshop Lightroom CC 和先前版本，當做您 Creative Cloud 會籍的附屬內容。
本頁內容

下載 Lightroom CC

歡迎使用 Lightroom CC。不論您是購買 Creative Cloud 完整或攝影計劃，程序都是相同的。只要從 adobe.com 網站下載 Lightroom 並安裝至您的桌面上。

1. 移至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目錄。找出 Lightroom，並按一下「下載」。

如果您未登入，系統會要求您以 Adobe ID 和密碼登入。依照螢幕上的指示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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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如果您有 Creative Cloud 免費試用版訂閱，請參閱「下載及安裝 Creative Cloud 試用版」。

2. 您的應用程式會開始下載。 37



同時，Adobe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會出現，它會管理其餘的安裝程序。請檢查狀態列中應用程式名稱旁邊的下載進度。

註解：

根據您的網路速度，下載應用程式可能要花一些時間。

3. 若要啟動新的應用程式，請在「Apps」面板中尋找 Lightroom 圖示，然後按一下「開啟」。

您也可以依照啟動電腦上任何應用程式的相同方式來啟動 Lightroom。Lightroom 會安裝在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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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訣:

您的第一次下載發生問題嗎？請參閱「疑難排解 Creative Cloud 下載和安裝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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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舊版的 Lightroom

您可以直接從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下載舊版 Lightroom，例如 Lightroom 6。如果您選擇，您可以同時在電腦上安裝多個版本的 Lightroom。

註解：

如果您購買 Lightroom 6 單一應用程式授權，而不是做為 Creative Cloud 的附屬內容，請參閱「下載並安裝 Lightroom 6 (單一應用程式授權)」。

1. 按一下 Creative Cloud 圖示 (位於工作列 (Windows) 或 Apple 選單列 (Mac OS))，開啟 Ad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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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尋找其他應用程式」區段中，按一下「攝影」篩選，然後選擇「檢視之前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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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清單中尋找 Lightroom，並按一下「安裝」選單。從下拉式選單選擇您想要安裝的版本。

新應用程式隨即下載和安裝到您的電腦上。

秘訣:

舊版產品不會覆寫現有版本。您可以在電腦上同時執行相同應用程式的兩個版本，但 Acrobat XI (Windows) 和 Acrobat DC 除外。安裝這些 Acrobat 版本將會解除安裝 Acrobat 的
其他版本。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下載 Acrobat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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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
升級或變更您的 Creative Cloud 計劃
將試用版轉換為 Creative Cloud 會籍
序列化 Lightroom CC 試用版來當做 Lightroom 6 啟用
Lightroom GPU 疑難排解和常見問答
Lightroom 無法啟動或是在應用程式載入起始畫面之後自動關閉

Light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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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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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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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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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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graphy Tutorials
Overview Buy Now

Start shooting!
New to photography? Try these quick tutorials and jumpstart your learning.

Photography: Where to start
Choosing the right photo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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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your photos without fear

Why is my photo too light or dark?

Try these other quick techniques

Transfer photos to your computer

How do I control what’s in focus?

Create a panorama

How do I shoot a sharp photo?

Focus on your subject, blur the rest

Combine two photos

Remove unwanted objects from photos

Fix a photo's color

Crop and straighten your photos

Create a Facebook cover photo

Edit photo areas with the Adjustment Brush

Sharpen a blurry photo

Make a photo look like a painting

Edit photos on the go

Go retro: Convert to B&W

Publish to social media

Enhance your photos with text

Alter a photo's perspective

View all Lightroom tutorials and Photoshop tutorials. Or, learn how to take great photos and make them even better. Preview world-class photography classes from
CreativeLive.

 Change regionUnited States (Change)
Choose your region

Selecting a region changes the language and/or content on Ado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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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ts Downloads Learn & Support Company
Copyright © 2016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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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援 >
Creative Cloud
> 使用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來管理應用程式和服務

使用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來管理應用程式和服務
搜尋

本頁內容

安裝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
下載及安裝應用程式

同步及共用檔案

從 Typekit 新增字體
在 Adobe Stock 上尋找資產
使用 Market 尋找設計資產
使用 Behance 分享與探索
首頁和活動摘要

登入以啟用 Creative Cloud
偏好設定

適用於: Creative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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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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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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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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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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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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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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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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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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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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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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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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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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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影像資產。

Adobe Stock 是專為設計師和企業所提供的服務，可為其所有創意專案取用 5,500 萬個高品質且免版稅的精選影像、插圖和向量圖形、視訊及新的
Premium 收藏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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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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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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援資料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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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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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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及登出以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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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類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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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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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Creative Cloud
< 查看所有應用程式

學習與支援

初學者指南

教學課程

詢問社群

發表問題並獲得專家解惑。

立即詢問

聯絡我們

真人協助。

立即開始

^ 回到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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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this helpful?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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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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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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 Adobe Systems Software Ireland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隱私權 使用條款 Cookie Ad Choices

61

http://idiom-q-win-1/br/
http://idiom-q-win-1/ca/
http://idiom-q-win-1/ca_fr/
http://idiom-q-win-1/la/
http://idiom-q-win-1/mx/
http://idiom-q-win-1/us/
http://idiom-q-win-1/africa/
http://idiom-q-win-1/africa/
http://idiom-q-win-1/be_nl/
http://idiom-q-win-1/be_fr/
http://idiom-q-win-1/be_en/
http://idiom-q-win-1/cz/
http://idiom-q-win-1/eeurope/
http://idiom-q-win-1/dk/
http://idiom-q-win-1/de/
http://idiom-q-win-1/eeurope/
http://idiom-q-win-1/eeurope/
http://idiom-q-win-1/ee/
http://idiom-q-win-1/es/
http://idiom-q-win-1/fr/
http://idiom-q-win-1/eeurope/
http://idiom-q-win-1/hr/
http://idiom-q-win-1/ie/
http://idiom-q-win-1/il_en/
http://idiom-q-win-1/it/
http://idiom-q-win-1/lv/
http://idiom-q-win-1/lt/
http://idiom-q-win-1/lu_de/
http://idiom-q-win-1/lu_en/
http://idiom-q-win-1/lu_en/
http://idiom-q-win-1/lu_fr/
http://idiom-q-win-1/hu/
http://idiom-q-win-1/eeurope/
http://idiom-q-win-1/mena_en/
http://idiom-q-win-1/mena_fr/
http://idiom-q-win-1/mena_fr/
http://idiom-q-win-1/nl/
http://idiom-q-win-1/no/
http://idiom-q-win-1/at/
http://idiom-q-win-1/pl/
http://idiom-q-win-1/pt/
http://idiom-q-win-1/ro/
http://idiom-q-win-1/ch_de/
http://idiom-q-win-1/si/
http://idiom-q-win-1/sk/
http://idiom-q-win-1/rs/
http://idiom-q-win-1/ch_fr/
http://idiom-q-win-1/fi/
http://idiom-q-win-1/se/
http://idiom-q-win-1/ch_it/
http://idiom-q-win-1/tr/
http://idiom-q-win-1/uk/
http://idiom-q-win-1/bg/
http://idiom-q-win-1/ru/
http://idiom-q-win-1/ua/
http://idiom-q-win-1/il_he/
http://idiom-q-win-1/mena_ar/
http://idiom-q-win-1/au/
http://idiom-q-win-1/hk_en/
http://idiom-q-win-1/in/
http://idiom-q-win-1/nz/
http://idiom-q-win-1/nz/
http://idiom-q-win-1/sea/
http://idiom-q-win-1/cn/
http://idiom-q-win-1/hk_zh/
http://idiom-q-win-1/tw/
http://idiom-q-win-1/tw/
http://idiom-q-win-1/jp/
http://idiom-q-win-1/kr/
http://idiom-q-win-1/cis/
http://idiom-q-win-1/cis/
http://www.adobe.com/tw/products/catalog/software.html
http://www.adobe.com/tw/products/catalog/software.html
http://www.adobe.com/tw/downloads.html
http://www.adobe.com/tw/downloads.html
http://helpx.adobe.com/tw/support.html
http://helpx.adobe.com/tw/support.html
http://www.adobe.com/tw/company.html
http://www.adobe.com/tw/privacy.html
http://www.adobe.com/tw/privacy.html
http://www.adobe.com/tw/legal/general-terms.html
http://www.adobe.com/tw/legal/general-terms.html
http://www.adobe.com/tw/privacy/cookies.html


Adobe 支援 >
Creative Cloud
> 瀏覽、同步及管理資產

瀏覽、同步及管理資產
搜尋

本頁內容

瀏覽資產
同步或上傳資產
封存和刪除資產
儲存空間方案和配額

適用於: Creative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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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用資產。您可以直接在電腦、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的網頁瀏
覽器中，預覽許多創意資產類型。這些資產類型包含：PSD、AI、INDD、JPG、PDF、GIF、PNG、Photoshop Touch，及其他多種類型。

Adobe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會將所有資產保持同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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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ts 頁面上傳 .ai 資產，此資產便會自動下載到所有連接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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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資產
指定同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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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

顯示與桌面上的「Creative Cloud Files」目錄同步的資產

行動創作

顯示使用 Creative Cloud 行動應用程式所建立的資產

資料庫

顯示您所建立的設計庫

62

http://idiom-q-win-1/tw/zh-Hant/support.html
http://idiom-q-win-1/tw/zh-Hant/support.html
http://idiom-q-win-1/tw/zh-Hant/support.html
http://assets.adobe.com/
http://assets.adobe.com/
http://www.adobe.com/go/cce_ms_doc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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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的」和「已封
存」。
 

您可以透過類似的方法，管理使用 Creative Cloud 行動應用程式和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所建立的資產。「行動創作」和「資料庫」類別也有「已
封存」區段，您可以在這裡檢視已刪除的內容並加以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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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顯示與「Creative Cloud Files」同步的所有資產

分享的：顯示您與其他 Creative Cloud 用戶共用的資產

已封存：顯示您已刪除的「Creative Cloud Files」資產

同步或上傳資產

若要從您的電腦同步資產，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將資產複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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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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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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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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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收到錯誤訊息，請
將資產檔案重新命名，以便同步到 Creative Cloud。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錯誤：無法同步資產」。

此外，您也可以使用下列任何一種方法，將資產直接上傳到「Creative Cloud Assets」頁面。

使用 Creative Cloud Assets 頁面上的「動作」選單，上傳和管理 Creative Cloud 上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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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資產從桌面拖放到 Creative Cloud Assets 頁面。

取代資產

(僅適用於檔案) 再次上傳檔案會建立檔案版本，並以新版本取代現有版本。Creative Cloud 會保留您對檔案所做的每個變更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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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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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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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存和刪除資產

刪除檔案、資料庫元素或行動創作的程序共有兩個步驟。您必須先將它封存，然後在 Assets 網站上，將它從其類別的「已封存」檔案夾中永久刪除。

您可以從下列位置封存檔案：桌面、Assets 網站、啟用 Creative Cloud 的行動應用程式。您甚至可以使用 OS 命令，從桌面的「Creative Cloud
Files」目錄中刪除資產。
您可以從下列位置封存行動創作：Assets 網站及一些啟用 Creative Cloud 的行動應用程式。
您只能從 Assets 網站中封存資料庫元素。

所有封存/刪除資產的動作都會與您的 Creative Cloud 帳戶同步。已封存的資產會持續佔用線上儲存空間。永久刪除資產可釋放儲存空間配額。

從 Assets 網站封存資產

1. 在 Assets 網站上，導覽到您要封存的檔案、行動創作或資料庫元素。
2. 從資產的快顯選單中選取「封存」。

Creative Cloud 會將資產移動到其類別的「已封存」檔案夾中。例如，行動創作會移動到「行動創作 > 已封存」，而資料庫元素則會移動到「資
料庫 > 已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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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存資產 (顯示的範例：資料庫元素)

還原資產

1. 在 Assets 網站上，導覽到相關類別的「已封存」頁面：檔案 > 已封存、行動創作 > 已封存或資料庫 > 已封存。
2. 選取您要還原的資產。
3. 按一下「還原」。出現確認提示時，請再按一次「還原」。

永久刪除資產

1. 在 Assets 網站上，導覽到相關類別的「已封存」頁面：檔案 > 已封存、行動創作 > 已封存或資料庫 > 已封存。
2. 選取您要永久刪除的資產。
3. 按一下「永久刪除」。出現確認提示時，請再按一次「永久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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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一應用程式和完整應用程式) 20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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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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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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Cloud 可從任何裝置同步最多 1 GB 的儲存空間超出額。多於 1 GB 之後，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會停止同步新資產，並通知您超過配
額。任何無法上傳的資產都會標上紅色驚嘆號。您仍然可以移動、重新命名或刪除資產。若要繼續同步資產，請永久刪除其他資產以釋放空間。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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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用戶資產的數目而定，從 100 KB 到 500 KB 不等。

更多類似項目

使用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來管理應用程式和服務
使用 Creative Cloud Assets 儲存及共用內容
共用檔案、資料庫及更多內容
在檔案夾和資料庫上共同作業
與共同作業人員同步和共用檔案和檔案夾 (10 分鐘影片)
錯誤：無法同步檔案
指定同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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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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援 >
Creative Cloud
>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搜尋

本頁內容

您可以使用 Libraries 做哪些事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中的 Libraries 支援
總覽：使用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Adobe Stock 和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常見問答

適用於: Creative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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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快速入門」。

您可以使用 Libraries 做哪些事

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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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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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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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中的 Libraries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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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主題、筆刷、圖樣和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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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和圖形 Adobe Illustrator Line CC 常見問答

Capture CC 不適用 Adobe Ca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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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Cloud 行動應用程式 不適用 Creative Cloud | 常見問題

桌面和瀏覽器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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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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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ere Pro Premiere Pro 中的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After Effects After Effects 中的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Dreamweaver Dreamweaver | 與 Libraries 整合

Adobe Muse Adobe Muse 中的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Adobe Animate CC Animate CC 中的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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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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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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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了解如何進行，請參閱「行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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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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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資產

指定同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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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搭配使用 Libraries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的學習資源」。

重複使用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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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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瀏覽器

在 Creative Cloud Assets 頁面上瀏覽及管理資料庫。請參閱「瀏覽、同步及管理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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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與共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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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面板彈出式選單中，選擇「分享連結」或
「共同作業」。

將共同作業人員新增至資料庫時，您可以選擇要給予他們編輯層級的權限 (編輯、重新命名、移動和刪除內容)，或是檢視層級的權限 (只能檢視資料
庫的內容及加上評論)。

您也可以建立可關注的資料庫。擁有此資料庫 URL 的任何人都可以關注它。每當您更新資料庫的內容時，關注者將會自動在所有支援的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中取得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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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選擇「傳送連結」或「共同作業」。

將共同作業人員新增至資料庫時，您可以選擇要給予他們編輯層級的權限 (編輯、重新命名、移動和刪除內容)，或是檢視層級的權限 (只能檢視資料
庫的內容及加上評論)。

您也可以建立可關注的資料庫。擁有此資料庫 URL 的任何人都可以關注它。每當您更新資料庫的內容時，關注者將會自動在所有支援的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中取得更新。

行動

行動應用程式 (例如 Creative Cloud 行動應用程式、Capture 和其它) 可讓您與他人分享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和特定資料庫資產，並進行共同作
業。

Adobe Stock 和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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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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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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至資料庫，但是僅限與

Photoshop 相關的樣式。

支援哪種顏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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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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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請參閱「在資料庫上共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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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教學影片

Shape CC
Brush CC
Color CC
Illustrator Draw
Photoshop Sketch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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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Cloud
< 查看所有應用程式

學習與支援

初學者指南

教學課程

詢問社群

發表問題並獲得專家解惑。

立即詢問

聯絡我們

真人協助。

立即開始

^ 回到頂端
Was this helpful?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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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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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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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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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應用程
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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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瀏覽 Typekit 提供的字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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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瀏覽及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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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眾多字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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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瀏覽及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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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頁和同步 B. 網頁 

按一下各個字體卡，查看有關字體的更多詳細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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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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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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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在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正在執行且已登入時離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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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您已經安裝同名的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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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援 >
Creative Cloud
> 共用檔案、資料庫及更多內容

共用檔案、資料庫及更多內容

搜尋

本頁內容

簡介

共用檔案或檔案夾

共用資料庫、資料庫資產和行動創作

檢視與您共用的資產

將檔案、檔案夾、資料庫或資產分享至 Slack

適用於: Creative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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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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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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共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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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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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共用資料庫和資料庫資產時，您也可以選擇讓其他人關注它們。每當您更新資料庫或資料庫資產時，關注者將會自動在所有支援的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中取得更新。

若要與同事共同作業 (以不同的存取權限共用資產)，請參閱「與其他人共同作業」。

共用檔案或檔案夾

1. 在 Creative Cloud Assets 頁面上，瀏覽到要共用的檔案或檔案夾。

2. 從「共用」選單選擇「傳送連結」。

3. 此檔案預設為私密檔案，只有您可以檢視。若要共用檔案，請按一下「建立公用連結」，讓他人和您一樣可以唯讀檢視此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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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副本

允許評論：允許連結收件者在檔案中加入評論。

註解：

「允許使用 Extract」選項只能在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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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按一下「傳送連結」。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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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會傳送含連結 (簡短 URL) 的電子郵件給收件者，以存取共用的檔案或檔案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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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的檔案和檔案夾。

在瀏覽器中預覽共用的檔案

註解：

如果您對於共用的私密檔案夾擁有「僅限檢視」權限，則您無法建立或分享該檔案夾的公用連結。但是，您可以送出公用檔案夾的連結。之後，如果擁有者將該檔案夾設為私密，則您稍早分享的連結將變為無法存取。

共用資料庫、資料庫資產和行動創作

共用資料庫

讓我們來看看您如何透過公用連結共用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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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開您想要共用的資料庫快顯選單。按一下「傳送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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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連結」選項位於資料庫

4. 在「傳送連結」對話框中，切換「私密/公用」開關。控制公用資料庫共用的其他選項便會出現。

「私密/公用」開關

資料庫的共用選項

5. 如有必要，請取消選取下列已預設啟用的選項。

允許關注

當啟用此選項時，擁有資料庫 URL 的任何人都可以關注它。每當您更新資料庫的內容時，關注者將會自動在所有支援的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中取得更新。

允許儲存至 Creative Cloud

當啟用此選項時，其他用戶可以將目前狀態下的資料庫複製到他們的 Creative Cloud 帳戶並編輯資產。不過，他們將不會收到資料庫的任何後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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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輸入資料庫的描述 (選擇性)。
7. 按一下「儲存」。Creative Cloud 會寄出公用連結，而收件者會收到邀請他們檢視資產的電子郵件。

共用資料庫資產和行動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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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用已新增做為資料庫資產的 Adobe Stock 影像

註解：

行動創作目前不支援「允許關注」功能。

檢視與您共用的資產

您可以將共用的資產儲存到您的 Creative Cloud 帳戶。如果寄件人已啟用下載，您也可以將檔案下載到裝置。如果寄件人已共用資料庫或行動創作，您可以將完整的資料庫或行動創作儲存到您自己的帳戶。如果資料庫資產已共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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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戶或下載檔案

86



將資料庫資產儲存到您的其中一個資料庫

如果共用的資產是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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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解：

如果您對於共用的私密資料庫擁有「僅限檢視」權限，則您無法建立或分享該資料庫的公用連結。但是，您可以送出公用資料庫的連結。之後，如果擁有者將該資料庫設為私密，則您稍早分享的連結將變為無法存取。

將檔案、檔案夾、資料庫或資產分享至 Slack

Slack 是一個雲端架構的團隊通訊工具，提供即時傳訊、封存和搜尋等功能。您可以將 Creative Cloud 檔案、檔案夾、資料庫和資產分享至 Slack。

若要將內容分享至 Slack，您必須事先建立該內容的公用連結。請依照下列步驟進行：

1. 在 Creative Cloud Assets 網站上，針對您要共用的內容選取「共享至 Slack」選項。

將資產分享至 Slack

2. 在「共享至 Slack」對話框中，按一下「建立公用連結」。
3. 在接下來的畫面上，按一下「授權 Slack」。
4. 在 Slack 登入頁面上，輸入您團隊的 Slack 網域。
5. 依照螢幕上的指示，完成此項程序。

更多類似項目

開始使用 Creative Cloud Assets
與其他人共同作業

瀏覽、共用及管理資產 - 受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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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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所有應用程式

學習與支援

初學者指南

教學課程

詢問社群

發表問題並獲得專家解惑。

立即詢問

聯絡我們

真人協助。

立即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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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this help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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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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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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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援 >
Creative Cloud
> 啟動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

啟動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
搜尋

本頁內容

我的應用程式在哪裡？

使用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啟動應用程式
從安裝位置啟動應用程式

適用於: Creative Cloud
了解如何在安裝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之後將它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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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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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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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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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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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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安裝位置啟動應用程式)。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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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會在「應用程式」檔案夾中下載並安裝應用程式。請使用 Finder 瀏覽到「應用程式」檔案夾，然後按兩下應用程式的圖
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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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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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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類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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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或更新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時發生錯誤
無法開啟應用程式 | 進度輪持續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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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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協助。

立即開始

^ 回到頂端
Was this help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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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您的地區

選取地區會變更 Adobe.com 上的語言及/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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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is page

Lightroom for mobile
Lightroom for Apple TV
More information

Applies to: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Mobile Apps

Bring beautiful images to light with Adobe Lightroom. Powered by the magic of Adobe Photoshop technology, Lightroom for mobile lets you craft
and share professional-quality images from your smartphone or tablet.

Lightroom for Apple TV allows you to view your Lightroom cloud photos and enjoy slideshows on your TV. It lets you swipe through your
collections to quickly find the photo you’re looking for or zoom in on your photos to view every detail on the big screen.

Read this article to get answers to common questions about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 Lightroom for Apple TV.

Lightroom for mobile

General information

What is Adobe Lightroom for mobile?

The Lightroom for mobile app gives you the tools you need to capture, organize, edit, and share photos on your smartphone and tablet.

Craft and share pro-quality images from your smartphone or tablet using simple yet powerful tools built with Adobe Photoshop technology. Perfect
your shots in a tap with more than 40 presets. Experiment with color, adjust clarity, and add vignettes.

What features do I get for free? What additional features do I get when I purchase a Creative Cloud
Photography subscription?

You can use all the capture, organization, and sharing features in Lightroom for mobile for free. You can also use most of the editing features for
free.

When you purchase a Creative Cloud Photography plan subscription you also get:

The ability to edit raw files and access to the Local Adjustment tool in Lightroom for mobile.
The ability to use Lightroom and sync your photos on all your devices including your 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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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 CC —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photo-editing tool.
A customized website to showcase your photos powered by Adobe Portfolio.
The ability to access the photos you have in Lightroom in other Adobe mobile apps including Photoshop Mix, Photoshop Fix, Adobe Spark
Page, Adobe Spark Video, and more.

You can also try all of these for free as part of a trial for the Creative Cloud Photography plan.

Does the mobile app work with Lightroom on my desktop?

You can sync photos and edits between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 the Lightroom Desktop app if you have an active subscription or trial for the
following Creative Cloud membership plans:

Creative Cloud Photography plan
Creative Cloud All Apps plan
Creative Cloud Student and Teacher Edition
Creative Cloud for teams All Apps plan

If you own a version of Lightroom with a perpetual license,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sync photos between Lightroom on your desktop and
Lightroom on your mobile device.

How can I try Lightroom for mobile?

The best way to get Lightroom for mobile is to visit the app store for your mobile device and search for "Lightroom".

What platforms and devices are supported by 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Lightroom for mobile supports iOS 9 and later running on iPad Pro, iPad 2 and later, iPhone 4s, 5, 5s, 5c, 6, 6S, 6 Plus, 6S Plus, 7, 7 Plus, and
iPod Touch 5th Generation.

 Android

Lightroom for mobile supports phones running Android 4.1.x and later.

Ensure that the Android phone on which you want to install Lightroom for mobile meets the following system requirements:

Minimum system requirements

Processor: Quad Core CPU with 1.5 GHz frequency and ARMv7 architecture
RAM: 1 GB
Internal storage: 8 GB
Android OS version: 4.1.x and later

Recommended system requirements

Processor: Quad Core CPU with 2.2 GHz frequency and higher ARMv7 architecture
RAM: 2 GB
Internal storage: 8 GB and above
Android OS version: 4.1.x and later

Which languages is Lightroom for mobile available in?

Lightroom for mobile is available in English, French, German, Japanese, Italian, Brazilian, Portuguese, Korean, and Simplified Chinese.

What file formats does Lightroom for mobile support?

Lightroom for mobile supports JPEG and PNG image formats and the native video formats of your mobile device. Lightroom for iOS and Android
also supports the Adobe DNG image format. If you are a paid Creative Cloud member or have an active Creative Cloud trial you can also import
and edit raw files from your camera using your iPhone or iPad.

The Lightroom desktop app supports file formats including raw images from virtually any DSLR camera, JPEG, and PNG files. Lightroom
automatically renders a smart preview of your raw photos and syncs that smart preview to your mobile device. Smart previews are smaller
versions of your original raw file that retain all the flexibility of a raw file at a fraction of the size. The original files remain on your desktop and are
not stored, synced, or used by Lightroom for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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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happens to my synced images when my Lightroom trial or subscription ends?

You maintain complete ownership of your images at all times. However, if you subscription ends, you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view, edit, or sync
you photos in Lightroom on mobile devices. With Lightroom on your iPad and iPhone, you can continue to view and edit your photos for free, but
you will lose access to syncing capabilities across your devices. You can continue to view and edit your photos using Lightroom desktop.

Does syncing images to Lightroom for mobile use a portion of the cloud storage I get with my Creative
Cloud membership?

No, the images synced with Lightroom for mobile are not counted as part of your cloud storage.

How many photos and videos can I sync across my devices using Lightroom?

We currently do not limit the number of photos and videos you sync in Lightroom.

Can Lightroom for mobile be used as a backup service?

No; Lightroom for mobile is not a backup service.

Does Lightroom for mobile store my original image files online?

Lightroom for mobile is designed to sync photos between your computer and mobile devices. To make this possible Lightroom stores JPEG, PNG,
video, and Smart Previews of DNG files in the cloud. You should not use Lightroom as a cloud backup service as Lightroom is optimized for fast
and easy syncing and not safe and secure backup.

How does Lightroom sync the raw files I have stored on my computer or external hard drive?

When you sync raw files from Lightroom CC on your desktop to Lightroom for mobile, Lightroom automatically renders a smart preview of your
raw photos and syncs that smart preview to your mobile device.

Smart previews are smaller versions of your original raw file that retain all the flexibility of a raw file at a fraction of the size.

Why does use of sync with Adobe Lightroom for mobile require a Creative Cloud membership?

An extensive cloud infrastructure is required to sync image data and edits between the desktop and mobile devices. Given that Creative Cloud
already provides such an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a membership plan specifically for photography enthusiasts, Creative Cloud was a good fit for
powering the sync of photos and edits across Lightroom for mobile, desktop, and the web.

Can I import raw files transferred to my device using the Camera Connection Kit into Lightroom for mobile?

If you are a Creative Cloud member or have a Creative Cloud trial, you have access to a Technology Preview that lets you import and edit raw
files from you camera using Lightroom for mobile on your iPhone or iPad.

How many desktop catalogs can I sync Lightroom for mobile with?

You can only sync one catalog between Lightroom CC on your desktop and Lightroom for mobile.

Before switching your synced catalog, ensure that all items have fully synced with your desktop Lightroom catalog.

How can I tell if my iPhone or iPad supports capturing in the Adobe DNG format?

To capture Adobe DNG photos, you need to have an iPhone 5SE, 6S, 6S Plus, 7, or 7 Plus. Right now only the iPad Pro 9.7 inch supports Adobe
DNG capture.

97

https://creative.adobe.com/plans/photography


How can I tell if my Android device supports capturing in the Adobe DNG raw file format?

Beginning with version 2.0, Lightroom for mobile supports DNG raw image capture on devices running Android versions 5.0 (Lollipop) and later.
However, this capability is available only on those devices that support capturing DNG raw images. Support for DNG capture is enabled/set solely
by the device manufacturers.

To check if your device supports DNG capture:

1. First ensure that your device is running Android 5.0 (Lollipop) or later and that you have Lightroom for mobile 2.0 installed. 
2. Open the Lightroom in-app camera and check for the file format badge at the top of the viewfinder, which defaults to JPEG.
3. If available, you can tap on the file format badge to switch between the JPEG and Raw options, which captures the images in DNG raw

format.
4. If you do not see the badge, you may wish to contact your device’s manufacturer to request that they add support for DNG raw capture.

How do I know if my Android phone supports the advanced editing features in Lightroom for mobile?

Generally speaking, a newer Android phone is required to use the advanced editing features. Lightroom for mobile automatically detects and gives
you access to the advanced features that your phone supports. We are working on a comprehensive list of supported devices and will update this
FAQ with that list as soon as possible.

Use Adobe Lightroom for mobile

How do I get started with Lightroom for mobile?

Visit the Lightroom for mobile getting started page, download the mobile app, and follow the steps.

How can I get help using Lightroom for mobile on my devices?

See Work with Lightroom for mobile.

Lightroom for Apple TV

General Information

Which versions of Apple TV hardware are supported by Lightroom for Apple TV?

The Lightroom for Apple TV app requires an Apple TV 4th generation or newer running on tvOS 9.0 or later.

Can I edit or curate my photos in Lightroom for Apple TV?

No, Lightroom for Apple TV is focu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viewing your photos only.

I have videos stored in the cloud but they aren’t showing up on Lightroom for Apple TV. Why?

Videos are not supported in Lightroom for Apple TV 1.0.

Can I use a non-Apple remote with Lightroom for Apple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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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if the remote works with Apple TV, it should work with the Lightroom for Apple TV app. On certain non-Apple remotes, panning around the
photo while zoomed in does not work.

Can I add music to my slideshows in Lightroom for Apple TV?

No, adding music to slideshows is not supported in Lightroom for Apple TV 1.0.

Are different slide transitions available for slideshows in Lightroom for Apple TV?

No, there is just one standard transition available in Lightroom for Apple TV 1.0.

What color space does Lightroom for Apple TV use to show photos?

Lightroom for Apple TV uses sRGB color space.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FAQ | Color in Lightroom.

I’ve made changes to my photos in Lightroom on the web, Lightroom for mobile, or Lightroom desktop but
they aren’t showing up in Lightroom for Apple TV. What can I do?

To sync the latest edits in Lightroom for Apple TV, go to Settings and select Reload Collections.

In which languages is Lightroom for Apple TV available?

Lightroom for Apple TV 1.0 is available in English, French, German, and Japanese.

Use Adobe Lightroom for Apple TV

How do I get started with Lightroom for Apple TV?

To set up the Lightroom for Apple TV app on Apple TV, read Set up Lightroom for Apple TV app and follow the steps to get the app from the App
Store and sign in with your Adobe ID.

How can I get help using Lightroom for Apple TV?

Read View Lightroom photos on your TV to learn about the app interface and settings.

More information

Get started with Lightroom on mobile
Setting up Lightroom Desktop to sync with Lightroom on mobile
Access and edit Lightroom mobile photos on your computer
Set up Lightroom for Apple TV
View Lightroom photos on your TV

  Twitter™ and Facebook posts are not covered under the terms of Creative Commons.

Legal Notices   |   Online Privacy Policy

9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adobe.com/en_US/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s://www.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See all apps

Learn & Support
Beginner's Guide
User Guide
Tutorials

Ask the Community

Post questions and get answers from experts.

Ask now

Contact Us

Real help from real people.

Start now
^ Back to top
Was this helpful?

Yes
No
 Change regionUnited States (Change)

Choose your region

Selecting a region changes the language and/or content on Ado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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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ts Downloads Learn & Support Company
Copyright © 2016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vacy Terms of Use Cookies Ad Choices

100

https://forums.adobe.com/community/lightroom
http://idiom-q-win-1/contact.html?step=LTRM
http://idiom-q-win-1/br/
http://idiom-q-win-1/ca/
http://idiom-q-win-1/ca_fr/
http://idiom-q-win-1/la/
http://idiom-q-win-1/mx/
http://idiom-q-win-1/us/
http://idiom-q-win-1/africa/
http://idiom-q-win-1/africa/
http://idiom-q-win-1/be_nl/
http://idiom-q-win-1/be_fr/
http://idiom-q-win-1/be_en/
http://idiom-q-win-1/cz/
http://idiom-q-win-1/eeurope/
http://idiom-q-win-1/dk/
http://idiom-q-win-1/de/
http://idiom-q-win-1/eeurope/
http://idiom-q-win-1/eeurope/
http://idiom-q-win-1/ee/
http://idiom-q-win-1/es/
http://idiom-q-win-1/fr/
http://idiom-q-win-1/eeurope/
http://idiom-q-win-1/hr/
http://idiom-q-win-1/ie/
http://idiom-q-win-1/il_en/
http://idiom-q-win-1/it/
http://idiom-q-win-1/lv/
http://idiom-q-win-1/lt/
http://idiom-q-win-1/lu_de/
http://idiom-q-win-1/lu_en/
http://idiom-q-win-1/lu_en/
http://idiom-q-win-1/lu_fr/
http://idiom-q-win-1/hu/
http://idiom-q-win-1/eeurope/
http://idiom-q-win-1/mena_en/
http://idiom-q-win-1/mena_fr/
http://idiom-q-win-1/mena_fr/
http://idiom-q-win-1/nl/
http://idiom-q-win-1/no/
http://idiom-q-win-1/at/
http://idiom-q-win-1/pl/
http://idiom-q-win-1/pt/
http://idiom-q-win-1/ro/
http://idiom-q-win-1/ch_de/
http://idiom-q-win-1/si/
http://idiom-q-win-1/sk/
http://idiom-q-win-1/rs/
http://idiom-q-win-1/ch_fr/
http://idiom-q-win-1/fi/
http://idiom-q-win-1/se/
http://idiom-q-win-1/ch_it/
http://idiom-q-win-1/tr/
http://idiom-q-win-1/uk/
http://idiom-q-win-1/bg/
http://idiom-q-win-1/ru/
http://idiom-q-win-1/ua/
http://idiom-q-win-1/il_he/
http://idiom-q-win-1/mena_ar/
http://idiom-q-win-1/au/
http://idiom-q-win-1/hk_en/
http://idiom-q-win-1/in/
http://idiom-q-win-1/nz/
http://idiom-q-win-1/nz/
http://idiom-q-win-1/sea/
http://idiom-q-win-1/cn/
http://idiom-q-win-1/hk_zh/
http://idiom-q-win-1/hk_zh/
http://idiom-q-win-1/tw/
http://idiom-q-win-1/tw/
http://idiom-q-win-1/jp/
http://idiom-q-win-1/kr/
http://idiom-q-win-1/cis/
http://idiom-q-win-1/cis/
http://www.adobe.com/products/catalog/software.html
http://www.adobe.com/downloads.html
http://helpx.adobe.com/support.html
http://www.adobe.com/company.html
http://www.adobe.com/privacy.html
http://www.adobe.com/legal/general-terms.html
http://www.adobe.com/privacy/cookies.html


Adobe 支援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使用 Lightroom for mobile

使用 Lightroom for mobile
搜尋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使用手冊
>

適用於: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瞭解如何登入與導覽 Lightroom for mobile 應用程式、整理與編輯您的相片、在 Lightroom 網站上分享集合，以及在編輯相片後將相片儲存到您的裝置。瞭解精心設計的相片拍攝經驗，讓您拍攝 Raw 相片、使用覆疊為相片構圖、將各種效果套用在即時相機檢視等等。

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Lightroom for Apple TV Lightroom on the Web

          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說明

         Lightroom for Apple TV 說明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說明

     Lightroom on the web 說明

更多類似項目

開始使用 Lightroom for mobile
Lightroom for mobile 常見問題集
將 Lightroom desktop 設定為與 Lightroom for mobile 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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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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與支援

初學者指南

使用手冊

教學課程

詢問社群

發表問題並獲得專家解惑。

立即詢問

聯絡我們

真人協助。

立即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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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使用手冊
>

本頁內容

設定 Lightroom 以進行同步化
建立集合

Lightroom for mobile 偏好設定

適用於: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本文說明 Lightroom desktop 的設定和使用方式，以便您可以與 iPad、iPhone 和 Android 手機適用的 Lightroom for mobile 應用程式同步化
相片。如需 Lightroom for mobile 應用程式的使用方式相關資訊，請參閱使用 Lightroom for mobile。

設定 Lightroom 以進行同步化

重要須知: 若要更新為最新版的 Lightroom，您必須訂閱 Creative Cloud 或 Photoshop Photography Program。您也可以下載 Lightroom 免
費試用。

1. 按一下「說明 > 更新」。確認您使用最新版的 Lightroom。

2. 按一下畫面左上角的「活動中心」。使用您的 Adobe ID 登入 Lightroom desktop。

「活動中心」位於 Lightroom desktop 介面的左上角。

3. 在 Lightroom on mobile「登入」頁面上輸入您的 Adobe ID 和密碼，然後按一下「登入」。

4. 按一下「活動中心」並確認「與 Lightroom mobile 同步化」選項已開啟。

註解：

在「登入」畫面上，您可以選擇個人或企業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從 Adobe ID 切換為企業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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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集合

若要與 Lightroom for mobile 同步化，相片必須位於集合中。已同步化集合中的相片，您可在行動裝置和 Lightroom Web 上自動取得相片。

1. 建立集合時，在「建立集合」對話框中選取「與 Lightroom mobile 同步化」核取方塊。

設定新集合以進行同步化

2. 若您已擁有集合，也可將其設定為「與 Lightroom for mobile 同步化」。

按一下「同步化」圖示，確保集合中的圖與裝置同步化

A. 未同步化的集合 B. 已同步化的集合 (雙箭頭圖示) 

註解：

您也可在對現有的集合上按一下滑鼠右鍵，再按一下內容選單中的「與 Lightroom Mobile 同步化」。

3. 若要停止集合與裝置同步化，請在「集合」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按一下集合名稱旁的「同步化」圖示。

對集合按一下滑鼠右鍵，再按一下內容選單中的「與 Lightroom Mobile 同步化」。

選擇停止與 Lightroom for mobile 同步化集合時出現的警告訊息

Lightroom for mobile 偏好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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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room for mobile 同步化功能的設定可於「偏好設定」資料夾中取得。若要進入「偏好設定」對話框，請按一下「編輯 (Mac 為 Lightroom) >
偏好設定 > Lightroom mobile」。

Lightroom mobile 偏好設定

帳戶

在 Lightroom Mobile 偏好設定索引標籤中，您可以檢視關於帳戶的詳細資訊。您也可以刪除已同步化的資訊。這麼做會刪除您 Lightroom for mobile
中所有與相片相關的資訊 (包括預視、中繼資料以及相片編輯設定)。但是，這麼做並不會刪除您的原始相片。您的原始相片將保留在此電腦中不受影
響。所有集合亦將完整保留，不過其 Lightroom mobile 同步化設定將會重設。

選項

您可以選取「防止系統在同步化期間進入睡眠狀態」選項，避免 Lightroom desktop 在與 Lightroom for mobile 同步化影像時，電腦進入睡眠狀態。

位置

根據預設，Lightroom desktop 會與 Lightroom mobile 同步化儲存於 C:\Users\<username>\Pictures 的影像。您可以使用以下選項，為
Lightroom mobile 影像選擇偏好的位置，並指定檔案夾結構。

指定 Lightroom mobile 影像的位置

選取此選項，即可選擇儲存手機下載項目的偏好路徑。

使用以拍攝日期格式化的次檔案夾

選取此選項，即可選擇從上述指定位置下載手機影像後，您所偏好的次檔案夾格式。

註解：

Lightroom for mobile 並非備份服務。因此 Lightroom desktop 不會將您的原始檔案同步化至雲端和 Lightroom for mobile。Lightroom desktop 會以
智慧型預視形式，建立影像並同步化至雲端。智慧型預視版本小於原始檔案大小 (大小約為 1.5 或 2 MB，並保留原始檔案的所有彈性)。針對智慧型
預視所做的變更將會與您的原始檔案自動同步化。

更多類似項目

影片教學課程: 在您的電腦與行動裝置的 Lightroom 之間同步相片
使用「所有已同步化的相片」集合

開始使用行動裝置的 Lightroom

104

http://idiom-q-win-1/tw/lightroom/how-to/sync-photos-lightroom-mobile.html
http://idiom-q-win-1/tw/lightroom/how-to/sync-photos-lightroom-mobile.html
http://idiom-q-win-1/tw/lightroom/how-to/sync-photos-lightroom-mobile.html
http://idiom-q-win-1/tw/lightroom/how-to/sync-photos-lightroom-mobile.html
http://idiom-q-win-1/tw/lightroom/how-to/sync-photos-lightroom-mobile.html
http://idiom-q-win-1/tw/lightroom/help/photo-collections.html#all_synced_photographs
http://idiom-q-win-1/tw/lightroom/how-to/lightroom-mobile.html
http://idiom-q-win-1/tw/lightroom/how-to/lightroom-mobile.html


使用 Lightroom for mobile
Adobe Lightroom for mobile 和 Lightroom for Apple TV | 常見問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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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查看所有應用程式

學習與支援

初學者指南

使用手冊

教學課程

詢問社群

發表問題並獲得專家解惑。

立即詢問

聯絡我們

真人協助。

立即開始

^ 回到頂端
Was this helpful?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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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 Adobe Systems Software Ireland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隱私權 使用條款 Cookie Ad Choices

105

http://idiom-q-win-1/tw/lightroom/help/lightroom-mobile.html
http://idiom-q-win-1/tw/lightroom/help/lightroom-mobile.html
http://idiom-q-win-1/tw/mobile-apps/help/lightroom-mobile-faq.html
http://idiom-q-win-1/tw/mobile-apps/help/lightroom-mobile-faq.html
http://idiom-q-win-1/tw/mobile-apps/help/lightroom-mobile-faq.html
http://idiom-q-win-1/tw/mobile-apps/help/lightroom-mobile-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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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ums.adobe.com/community/lightroom
http://idiom-q-win-1/tw/zh-Hant/contact.html?step=LTRM
http://idiom-q-win-1/br/
http://idiom-q-win-1/ca/
http://idiom-q-win-1/ca_fr/
http://idiom-q-win-1/la/
http://idiom-q-win-1/mx/
http://idiom-q-win-1/us/
http://idiom-q-win-1/africa/
http://idiom-q-win-1/africa/
http://idiom-q-win-1/be_nl/
http://idiom-q-win-1/be_fr/
http://idiom-q-win-1/be_en/
http://idiom-q-win-1/cz/
http://idiom-q-win-1/eeurope/
http://idiom-q-win-1/dk/
http://idiom-q-win-1/de/
http://idiom-q-win-1/eeurope/
http://idiom-q-win-1/eeurope/
http://idiom-q-win-1/ee/
http://idiom-q-win-1/es/
http://idiom-q-win-1/fr/
http://idiom-q-win-1/eeurope/
http://idiom-q-win-1/hr/
http://idiom-q-win-1/ie/
http://idiom-q-win-1/il_en/
http://idiom-q-win-1/it/
http://idiom-q-win-1/lv/
http://idiom-q-win-1/lt/
http://idiom-q-win-1/lu_de/
http://idiom-q-win-1/lu_en/
http://idiom-q-win-1/lu_en/
http://idiom-q-win-1/lu_fr/
http://idiom-q-win-1/hu/
http://idiom-q-win-1/eeurope/
http://idiom-q-win-1/mena_en/
http://idiom-q-win-1/mena_fr/
http://idiom-q-win-1/mena_fr/
http://idiom-q-win-1/nl/
http://idiom-q-win-1/no/
http://idiom-q-win-1/at/
http://idiom-q-win-1/pl/
http://idiom-q-win-1/pt/
http://idiom-q-win-1/ro/
http://idiom-q-win-1/ch_de/
http://idiom-q-win-1/si/
http://idiom-q-win-1/sk/
http://idiom-q-win-1/rs/
http://idiom-q-win-1/ch_fr/
http://idiom-q-win-1/fi/
http://idiom-q-win-1/se/
http://idiom-q-win-1/ch_it/
http://idiom-q-win-1/tr/
http://idiom-q-win-1/uk/
http://idiom-q-win-1/bg/
http://idiom-q-win-1/ru/
http://idiom-q-win-1/ua/
http://idiom-q-win-1/il_he/
http://idiom-q-win-1/mena_ar/
http://idiom-q-win-1/au/
http://idiom-q-win-1/hk_en/
http://idiom-q-win-1/in/
http://idiom-q-win-1/nz/
http://idiom-q-win-1/nz/
http://idiom-q-win-1/sea/
http://idiom-q-win-1/cn/
http://idiom-q-win-1/hk_zh/
http://idiom-q-win-1/tw/
http://idiom-q-win-1/tw/
http://idiom-q-win-1/jp/
http://idiom-q-win-1/kr/
http://idiom-q-win-1/cis/
http://idiom-q-win-1/cis/
http://www.adobe.com/tw/products/catalog/software.html
http://www.adobe.com/tw/products/catalog/software.html
http://www.adobe.com/tw/downloads.html
http://www.adobe.com/tw/downloads.html
http://helpx.adobe.com/tw/support.html
http://helpx.adobe.com/tw/support.html
http://www.adobe.com/tw/company.html
http://www.adobe.com/tw/privacy.html
http://www.adobe.com/tw/privacy.html
http://www.adobe.com/tw/legal/general-terms.html
http://www.adobe.com/tw/legal/general-terms.html
http://www.adobe.com/tw/privacy/cookies.html


Adobe 支援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Lightroom Web 版

Lightroom Web 版
搜尋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使用手冊
>

本頁內容

登入

組織

編輯相片

共用

適用於: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瞭解如何透過 Lightroom 從您的網頁瀏覽器存取、編輯、組織及分享相片。

使用 Lightroom Web 版，您將可輕鬆地存取、組織和分享相片。Lightroom Web 版也可讓您編輯您的相片，包括裁切、調整及套用預設集。

請造訪 lightroom.adobe.com、按一下試用 on the web，然後使用您的 Adobe ID 登入。

登入

登入 Lightroom Web 版

1. 造訪 https://lightroom.adobe.com。

按一下位於視窗右上角的登入，或按一下試用 on the web。

2. 使用您的 Adobe ID 登入。

在您登入後，第一個開啟的視窗將是「所有相片」檢視。這是您所有的 Lightroom 雲端相片 (包括不屬於任何集合的相片) 按照時間順序排列的
檢視 (依年中的月份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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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

「所有相片」檢視

集合檢視

格點檢視

放大檢視

「所有相片」檢視

初次使用 Lightroom Web 版時，第一個開啟的視窗為「所有相片」檢視。此檢視是您在 Lightroom for mobile、桌面或 Web 中建立的所有集合之
中，所有相片按照時間順序排列的檢視。

A. 所有相片檢視 B. 依時間順序排列相片 C. 排序和檢視選項 

在「所有相片」檢視中檢視選項 您可以指定檢視選項，以決定「所有相片」檢視中的相片顯示方式。按一下位於「所有相片」檢視右上角的 ( ) 圖
示。選擇其中一個可用的排序選項。

依拍攝時間排序 選取任一排序選項，即可根據拍攝時間重新排序顯示的相片。再按一次選項即可切換升序和降序。

集合檢視

「集合」檢視是您在行動裝置、桌上型電腦或 Web 專用 Lightroom 中建立的所有集合的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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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集合檢視 B. 建立集合 C. 封面相片 D. 集合標題 E. 編輯集合 F. 將相片上傳至集合 G. 共用 

在「集合」檢視中按一下 ( ) 圖示以檢視編輯選項，並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按一下「選擇封面」。在下一個顯示的畫面中，選擇其中一張相片作為封面。注意: 根據預設，Lightroom 會依照最早先的日期，挑選集合格點
中的第一張相片作為集合的封面相片。您可以更改此選項並指定自己選擇的相片。

按一下 ( ) 刪除圖示以移除此集合。
變更集合標題，然後按一下  確認圖示。或者，按一下 ( ) 取消圖示以取消任何變更。

格點檢視 (檢視集合中的相片)

查看集合中的相片時可使用格點檢視功能。在「集合」檢視中，按一下「集合」即可開啟「格點」檢視。

A. 儲存集合 B. 變更集合標題 C. 播放幻燈片 D. 格點檢視中的相片 E. 檢視選項 

變更集合標題

按一下位於「格點」檢視頂端中央的 ( ) 設定圖示。
在顯示的集合設定對話中，更新「標題」，然後按一下「儲存」。

執行幻燈片播放 按一下 ( ) 播放圖示，以執行集合中相片的幻燈片播放。

將相片增加至集合

按一下「+增加相片」按鈕。
在顯示的集合設定對話框中，從您硬碟的所在位置選取要新增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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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合中組織相片

按一下位於「格點」檢視頂端中央的「 組織」選項。

然後選取相片開始進行作業。

從顯示的內容選單選擇下列選項:
移除: 從此同步的集合移除選取的相片。
刪除: 從所有同步的集合移除選取的相片，但不從它們所屬的桌面編目中移除。
複製到: 將選取的相片複製到現有的集合或新集合。
移至: 將選取的相片移至現有的集合或新集合。

「格點」檢視中的篩選和排序選項

在「格點」檢視中，您可以設定濾鏡，以便只查看特定類型的相片。此外，您可以選擇檢視平面格點，或是按照拍攝時間或修改日期檢視格點中的群

組/區段相片。
按一下位於「格點」檢視右上角的 ( ) 圖示。選擇其中一個過濾器和排序順序。

旗標狀態

選擇根據旗標狀態檢視圖片: 未標註旗標、選取或拒絕。按一下旗標狀態。

依拍攝時間排序

選取其中一個排序選項，即可根據拍攝時間的條件重新排序顯示的相片。再按一次選項即可切換升序和降序。

自訂順序

根據 Lightroom Desktop 中指定的自訂排序順序來排序相片。

放大檢視 (準備編輯相片)

在「格點」檢視中按一下相片即可使用「放大」檢視。一次僅可檢視一張相片。在「放大」檢視中，您可以按一下「編輯」按鈕進入編輯模式，以套

用調整和預設集，也可使用「裁切」工具。

「放大」檢視是可讓您對相片執行多數動作的視窗。除了修改相片外，您也可以設定旗標、表示喜歡、給予星級評等和新增評論。

編輯相片

設定旗標、表示喜歡或給予評等

加上註解

下載相片

套用調整、裁切和預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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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編輯相片 B. 活動和資訊面板 C. 活動面板中的評論 D. 顯示/隱藏面板 E. 相片評論 F. 喜歡的相片 G. 星級評等 H. 設定旗標 

設定旗標、表示喜歡或給予評等

在「放大」檢視中，使用螢幕左下角的圖示執行這些動作。

加上註解

按一下左下角的評論圖示，或按螢幕右下角的圖示，以顯示將「活動和資訊」面板顯示或隱藏的功能。

您可以在「活動」面板撰寫及發表評論。這張相片任何現有的評論也會在此處顯示。

下載相片

若要下載相片，請選取該相片，然後按一下位於面板左下角的下載圖示。現在，您可以選擇下載「原始影像」或「最新版本」。

原始

選擇使用 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或 Android)、Lightroom Web 版或 Lightroom CC 桌面應用程式，下載已上傳至雲端的原始格式相片 (未經過編
輯)。

只有您可以下載「原始影像」。您分享的相片的檢視者無法下載「原始影像」。

最新版本

選取此選項，可用 JPG 格式下載最新的已編輯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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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原始影像 (未編輯) 或最新版 (已編輯) 的相片

套用調整、裁切和預設集

在「放大」檢視中，按一下位於左上角的「編輯」圖示。在「編輯」模式中，您可以針對編目影像進行多種的編輯，然後全部同步到連接的裝置。

您可以切換這三個編輯選項以編輯相片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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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各種控制項 (例如白平衡、色溫、曝光度、對比等)，手動編輯相片。

1. 在「集合」檢視中，選取「集合」，然後選取相片即可在「放大」檢視中開啟。

2. 按一下位於左上角的「編輯」圖示。

3. 右側的下拉式面板會顯示可用的調整項目。

4. 若要修改相片，請從其中一個調整下拉式面板中選取，然後橫向拖曳滑桿以修改調整值。

5. 按一下「儲存」。

裁切

使用各種工具來裁切、旋轉、拉直及翻轉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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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裁切相片，請拖曳裁切參考線的邊緣和角落，即可變更裁切的形狀和大小。

此外，您也可以對相片執行下列動作:

旋轉 90 度: 以順時針方向將相片旋轉 90 度。
翻轉: 將相片水平或垂直翻轉。
拉直: 依特定角度拖曳滑桿以旋轉相片。

預設集

檢視不同預設集效果的縮圖，可以將其套用至相片。選取預設集將效果套用至相片，然後按一下「儲存」。

共用

您可以使用 Lightroom 網路收藏館，以收藏館的形式分享您的 Lightroom 影像，或使用 Adobe Portfolio發佈線上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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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集合」檢視中，從左面板中選取一個集合，然後在上方中央的面板中按一下分享圖示 ( )。

註解：

或者，在左上角的面板中選取「所有相片」以檢視所有已上傳的相片，然後按一下分享圖示。您也可以從「格點」檢視中存取分享圖示。若出現

醒目提示的分享圖示，表示集合已分享。若要撤銷共用 Web 集合，請選擇「私密」。

2. 選擇您要分享的相片數目，然後按一下位於視窗右上角的「分享相片」按鈕。

選擇您要分享的相片

3. 現在，您可以選擇以 Lightroom 網路收藏館的形式分享選取的相片，或是傳送至 Adobe Portfolio。

以 Lightroom 網路收藏館的形式分享
傳送至 Adobe Portfolio

以 Lightroom 網路收藏館的形式分享

「Lightroom 網路收藏館」可讓您在 Facebook、Twitter 和 Google+ 等社交媒體平台上，或是透過電子郵件，以收藏館的形式分享您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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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您可以將 Lightroom 網路收藏館的檢視選項設定為「一般」或「幻燈片播放」。

2. 一般

標題: 為您的分享提供註解。如果您未輸入標題，將會以日期作為預設標題。

封面相片: 為您的分享設定主題影像。您可以從為「分享」選取的相片中選擇此相片，它將會顯示為您的「分享」的頁首圖片。

允許下載: 可讓他人檢視您的分享，進而下載您的相片。

顯示中繼資料: 可讓他人檢視一組關於相片的標準化資訊，例如作者姓名、解析度、色域、版權及套用至相片的關鍵字。

顯示位置: 可讓他人檢視相片的所在位置。

幻燈片播放

佈景主題: 為您的幻燈片設定相片的顯示設計。有兩個佈景主題可供選取:「單一」和「調適型」。「單一」會在螢幕上逐一顯示相片。「調適
型」則會在螢幕上一次顯示兩張或更多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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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 設定幻燈片中的相片播放速度。有「快速」、「中速」、「慢速」可供選取。

重複: 選擇要反覆不停地播放幻燈片。

3. 按一下「儲存」。

4. 按一下兩張相片之間的 ( )，可在您的分享內增加分段器，而按一下「增加文字」( ) 則可增加每一區段的說明。·

5. 在上方中央的面板上按一下各個社交媒體平台的圖示，可讓您在這些平台上分享相片集合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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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您將可分享以您的相片和文字精心編排的故事。

註解：

您可以按一下「分享設定」( )，以編輯「標題」、「封面相片」和「選項」。
按一下位於面板右上角的 ( ) 可播放幻燈片，按一下 ( ) 則可將相片增加到「分享」。
在您建立「分享」後，左面板會顯示最近分享的相片。

在建立「分享」後，只要按一下相片即可加以編輯。

若要從「分享」中移除相片，請選取該相片，然後按一下「移除」。

傳送至 Adobe Portfolio

可讓您將相片傳送至 Adobe Portfolio，以建立您自己的線上作品集。

1. 當您選取「傳送至 Adobe Portfolio」時，您可以增加:

專案標題: 可讓您在新的專案中增加註解。

也顯示於 Behance: 可讓您在 Behance 上分享專案。

包含成人內容: 當您的分享包含成人內容時，請選取此選項。

2. 按一下「繼續」。

3. 按一下「完成您的作品集」。您接著會被重新導向至 Adobe Portfolio。使用您的 Adobe ID 登入，以發佈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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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類似項目

教學課程: 開始使用 Lightroom Web 版
使用 Lightroom for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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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查看所有應用程式

學習與支援

初學者指南

使用手冊

教學課程

詢問社群

發表問題並獲得專家解惑。

立即詢問

聯絡我們

真人協助。

立即開始

^ 回到頂端
Was this helpful?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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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 Adobe Systems Software Ireland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隱私權 使用條款 Cookie Ad Ch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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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Lightroom for Apple TV 應用程式

註解：

瞭解如何在您的 Apple TV (第 4 代) 上下載及設定 Lightroom for Apple TV 應用程式。應用程式設定完成後，您
就可以開始在電視螢幕上檢視所有 Lightroom 相片及集合。

Lightroom for Apple TV 應用程式與執行 tvOS 9.0 或更新版本的第 4 代 Apple TV 相容。

若要在 Apple TV (第 4 代) 上設定 Lightroom for Apple TV 應用程式，您可以依照以下步驟從 App Store 下載應
用程式，並使用您的 Adobe ID 登入。

1. 在您的 Apple TV (第 4 代) 上前往 App Store 。搜尋「Lightroom」，然後下載
Lightroom for Apple TV 應用程式。

從 App Store 下載 Lightroom for Apple TV

2. 開啟 Lightroom for Apple TV 應用程式，並導覽至「登入」畫面。

畫面上會出現授權碼。請停留在此畫面，直到您完成剩餘步驟為止。

電視上顯示的 6 位數代碼

3. 請透過電腦或行動裝置的網頁瀏覽器造訪 lightroom.adobe.com/tv。

4. 使用您的 Adobe ID 登入。

5. 登入後，請輸入電視上顯示的 6 位數授權碼，然後在網頁瀏覽器上按一下/點一下「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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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網頁瀏覽器中輸入 6 位數代碼

6. 如果授權成功，Lightroom for Apple TV 會自動在電視上顯示您已同步化的集合。

顯示在電視上的 Lightroom 集合

您現在可以使用 Lightroom for Apple TV 應用程式，在電視上檢閱已同步化的 Lightroom 相
片及集合，以及播放相片幻燈片。

若要瞭解更多資訊，請參閱在您的電視上檢視 Lightroom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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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 行動應用程式系列

Adobe Photoshop Fix

使用 Adobe Photoshop Fix，結合
Adobe Photoshop 桌面軟體的強大
功能與行動應用程式的便利，在您

的 iPhone 或 iPad 上享受充滿創
意、易於使用的相片編輯體驗。針

對您的相片進行修復、平滑、液

化、變淡或其他編輯與調整，得到您確實想要的效

果。此外，Fix 中與 Adobe Creative Cloud 連結的工
作流程能為您開啟無限創意可能。

下載: iTunes

Adobe Photoshop Fix 常見問答集

Photoshop Fix 快速入門

Adobe Photoshop Mix

使用 Adobe Photoshop Mix，結合
Adobe Photoshop 桌面軟體的強大
功能與行動應用程式的便利，在您

的 iPhone、iPad 或 Android 手機
上享受充滿創意、易於使用的相片

編輯體驗。具備非破壞性的影像剪

除、混合及編輯功能，可保留您相片的原始模樣。此

外，Mix 中與 Adobe Creative Cloud 連結的工作流程
能為您開啟無限創意可能。

下載: iTunes | Google Play

Adobe Photoshop Mix 常見問答集

Photoshop Mix 快速入門

Adobe Preview CC

Adobe Preview CC 是 Photoshop
附屬的 iOS 版應用程式，可讓您在
Photoshop 編輯設計時即時預視這
些設計。您可以使用 Preview CC
確保在實際裝置上顯示的樣子是您

所要呈現的設計。Preview CC 可加
快設計流程，減少在多種螢幕尺寸上測試所需花費的

時間。

如果您的文件含有工作區域，「裝置預視」會使工作

區域的大小和位置符合連接之裝置的大小，而嘗試為

您顯示正確的工作區域。

下載: iTunes

Adobe Preview CC 常見問題集

Photoshop 說明 | 裝置預覽

Adobe Lightroom 行動裝置
版

使用 Adobe Lightroom 創造各種美麗
的影像。Lightroom 行動裝置版擁有
Adobe Photoshop 的神奇技術，讓您
透過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製作並分

享專業品質的影像。若您想要精進攝

影技術，Adobe Creative Cloud 攝影
計劃試用版可讓您檢視、整理、編輯相片，並在行動

裝置、桌上型電腦及網頁之間共用相片。Adobe
Lightroom 行動裝置版是您的攝影中心。

下載: iTunes | Google Play

Adobe Lightroom 行動裝置版常見問題集

Lightroom 行動裝置版快速入門

Adobe Photoshop Sketch

Adobe Photoshop Sketch 可在
iPhone 或 iPad 上，將您的靈感、
素描和創意社群整合在一處。將您

的想法化為素描，並在 Behance 上
分享，獲得即時意見。Sketch 可讓
您隨時隨地自由尋找靈感、探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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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並向值得信賴的同儕徵求意見。

下載: iTunes

Adobe Photoshop Sketch 常見問答集

Photoshop Sketch 快速入門

另請參閱:

Photoshop 與設計
所有 Adobe 行動應用程式的下載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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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入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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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相機或讀卡機讀入相片

將相片讀入 Lightroom 時，系統會為相片本身和編目中的相片記錄建立連結。如果是從相機或讀卡機讀入相
片，Lightroom 會將相片拷貝至您的硬碟，並在編目中增加相片連結。

讀入相片時，請由左至右依序執行讀入視窗中的步驟。首先，在左側找出要讀入的檔案 (來源檔案)。接著，在視
窗中間選擇將相片讀入編目的方式 (若是從相機或記憶卡讀入，則選擇拷貝相片)。最後，在右側指定要儲存檔案
的位置 (「目的地」檔案夾) 和讀入檔案的其他選項。

Lightroom 讀入視窗

A. 預視區域 B. 「來源」面板 C. 切換最小讀入 D. 「選項」和「目的地」面板 

重要: 如果是第一次讀入相片，請在開始讀入之前，先規劃好要如何組織相片，以及規劃儲存相片的位置。事
先做好規劃有助於減少日後移動相片的需要，進而降低在編目中找不到相片的可能性。

1. 將相機或讀卡機連接到電腦。

如有需要，請參閱相機說明書，瞭解如何將相機連接到電腦。

若要設定 Lightroom 在插入相機或讀卡機時自動啟動，請選擇「Lightroom > 偏好設定」(Mac OS) 或「編輯
> 偏好設定」(Windows)。在「一般」中，查看「讀入選項」下方並選取「偵測到記憶卡時顯示讀入對話
框」。

2. 開啟 Lightroom 和讀入視窗。

在 Lightroom 中，按一下「圖庫」模組中的「讀入」按鈕，或選擇「檔案 > 讀入相片及視訊」以開啟讀入視
窗。

3. 將 Lightroom 指向相機或讀卡機。

在讀入視窗左側，使用「來源」面板導覽至含有要讀入相片的裝置或記憶卡: 按一下「從」或「選取來源」以尋
找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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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貝

拷貝為 DNG

註解：

所有相片

新相片

註解：

選取相機作為讀入來源

如果從外接相機記憶卡讀入相片，請選取「讀入後退出」，便可在 Lightroom 完成讀入相片後，自動與記憶
卡中斷連線。

4. 預視並選取相片。

在讀入視窗的中間，按一下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將相片檔案 (包括所有附屬檔案) 拷貝到您選擇的檔案夾中。

將相片拷貝至所選檔案夾，並將所有 Camera Raw 檔案轉換為數位負片 (DNG) 格式。

如果是從相機或相機記憶卡讀入相片，則無法使用「增加」和「移動」讀入方式。

然後，選取要讀入的相片。使用預視區域上方和下方的選項以協助您選取。

顯示所選來源位置中的所有相片。

顯示所選來源位置中自上次讀入 Lightroom 後增加的新相片，並忽略可能的重複相片。

可能的重複相片會比「格點」檢視中其他的相片暗且無法選取。

「格點檢視」圖示 ( ) 和 「放大檢視」圖示 ( )  在預視區域切換「格點」和「放大」檢視。

「全部選取」和「取消全選」 分別表示選取預視區域的所有相片，和取消選取所有相片。

「排序」  讓您依拍攝時間、選取狀態、檔案名稱或媒體類型 (相片和視訊) 排序預視。

您也可以使用標準按鍵指令，在「格點」檢視中選取多張相片: 按住 Shift 並按一下相片以選取連續相片，或是按
住 Ctrl (Windows) 或 Command (Mac OS) 並按一下相片以選取不相連相片。選取相片後，相片邊界會顯示為淺
灰色，請在選取的相片邊界上按一下核取方塊以選取所有相片。Lightroom 會讀入選取的相片。

Lightroom 支援長或寬達 65,000 像素的相片，最高達 512 百萬像素。如需支援的檔案格式完整清單，
請參閱支援的檔案格式。

5. 選取 Lightroom 相片儲存位置。

在讀入視窗的右側，按一下「至」以指定拷貝相片的儲存位置。您可以選取硬碟、附加外部磁碟機或網路磁碟機

上的位置。

您也可以開啟讀入視窗右側的「目的地」面板，在選擇的位置建立次檔案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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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入目的地面板

在「格點」檢視中，預視區域上方的「目的地檔案夾」選項會顯示您選擇儲存相片的檔案夾路徑。

6. 指定檔案處理和其他讀入選項。

使用讀入視窗右側的「檔案處理」、「檔案重新命名」和「讀入時套用」面板，自訂相片讀入方式。如需這些面

板的所有讀入選項說明，請參閱指定讀入選項。

7. 按一下「讀入」。

Lightroom 讀入相片時會在視窗左上角顯示進度列，且會在「圖庫」模組中顯示相片縮圖。

另請參閱

從連線相機讀入相片

從硬碟檔案夾讀入相片

設定讀入偏好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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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硬碟檔案夾讀入相片

註解：

拷貝為 DNG

拷貝

移動

將相片讀入 Lightroom 時，系統會為相片本身和編目中的相片記錄建立連結。

讀入相片時，請由左至右依序執行讀入視窗中的步驟。首先，在左側找出要讀入的檔案 (來源檔案)。然後在此視
窗的中間，選擇要將相片讀入至編目的方式 (增加、移動或複製)。 最後，在右側指定要儲存檔案的位置 (目的
地檔案夾) 和讀入檔案的其他選項。

重要: 如果是第一次讀入相片，請在開始讀入之前，先規劃好要如何組織相片，以及計畫儲存相片的位置。事
先做好規劃有助於減少日後移動相片的需要，進而降低在編目中找不到相片的可能性。

1.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以開啟讀入視窗：

按一下「圖庫」模組左下角的「讀入」按鈕。

從主選單中選擇「檔案 > 讀入相片及視訊」。

從「檔案總管」(Windows) 或 Finder (Mas OS) 中將檔案夾或個別檔案拖曳至「格點檢
視」，然後略過步驟 2。

Lightroom 讀入視窗

A. 預視區域 B. 「來源」面板 C. 切換最小讀入 D. 「選項」和「目的地」面板 

2. 在讀入視窗左上角，按一下「選取來源」或「來源」，或使用讀入視窗左側的「來源」面板
導覽至您想讀入的檔案。

連線的網路會顯示於「來源」面板。 若要增加網路位置，請按一下「來源」或「選
取來源」，選擇「其他來源」並導覽至網路檔案夾。 在 Windows 中，按一下「來源」面板
名稱右側的加號按鈕，並選擇「增加網路磁碟區」。

3. 在讀入視窗的上中部，指定您要如何將相片增加到編目：

將相片拷貝至所選檔案夾，並將所有 Camera Raw 檔案轉換為數位負片
(DNG) 格式。

將相片檔案 (包括所有附屬檔案) 拷貝到您選擇的檔案夾中。

將相片檔案 (包括所有附屬檔案) 移到您選擇的檔案夾中。這些檔案會從它們目前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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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所有相片

新相片

目的地檔案夾

到次檔案夾中

組織

日期格式

置中移除。

將相片檔案保留在其目前的位置。

4. 從讀入視窗中央的預視區域，選取要讀入的相片。 縮圖左上角的勾號表示已選取該相片供
讀入。

若要篩選預視中的相片，請選取下列任一項：

移去所有篩檢程式。

排除可疑的重複相片及先前讀入的相片。

(僅適用於拷貝或移動相片至編目時) 會依目的地檔案夾為相片分
組。

選取目的地檔案夾 (位於預視區域上方)，查看依儲存檔案夾組織的相片。目的地面板 (右側)
中會以斜體顯示將加入相片的檔案夾以及將儲存在該位置的相片數量。

按一下工具列中的「放大檢視」按鈕  可放大單張相片。
按一下工具列中的「全部選取」或「取消全選」可一次選取或取消選取檔案夾中的所有

相片。

按一下工具列上的「排序」快顯功能表，依「拍攝時間」、「勾選狀態」、「檔案名

稱」或「媒體類型」(影像或視訊檔案) 將照片排序。
拖曳「縮圖」滑桿可調整格點內的縮圖大小。

按一下預視左上角的方塊來選取或取消選取特定相片。或者，按住 Alt (Windows) 或
Option (Mac OS) 並按一下縮圖上的任意位置，來選取或取消選取相片。

5. 如果要透過移動或拷貝相片來讀入相片，請指定要放置相片的位置：在視窗的右上角按一下
「至」，然後為相片選擇一個位置。或者，按一下目的地面板中的某個位置，然後指定其他

選項：

將讀入相片拷貝或移動到新的檔案夾。在文字欄位中輸入新檔案夾的名稱。

您可使用下列三種方式之一來組織新檔案夾中的相片: 保留來源檔案夾的原始檔案夾
階層；按日期建立子檔案夾；將所有相片放入單一檔案夾中。

選擇日期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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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面板

目的地面板中以斜體顯示的檔案夾名稱即為讀入時將建立的新檔案夾。請仔細檢查目的

地面板，以確認您將相片正確讀入您想要的位置。

6. 使用視窗右側的面板來指定已讀入檔案的其它選項。 請參閱指定讀入選項。

7. 按一下「讀入」。

另請參閱

從相機或讀卡機讀入相片

支援的檔案格式

設定讀入偏好設定

影片教學 - 將相片讀入 Lightroom CC

影片教學 - 將相片傳送至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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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Photoshop Elements 讀入相片

回到頂端

註解：

將相片從 Photoshop Elements 自動讀入至 Lightroom
從其他 Lightroom 編目讀入相片

將相片從 Photoshop Elements 自動讀入至 Lightroom

如果您因參與 Creative Cloud 攝影計劃而安裝 Lightroom，只需按一下即可將所有照片從 Elements 迅速傳送至
Lightroom。在 Lightroom 中選取「檔案 > 升級 Photoshop Elements 編目」。Elements 編目中的資訊包含相片
評等、人物標籤和其他資料都會保留在 Lightroom。

Creative Cloud 攝影計劃可讓您的數位攝影提升至更高層次。Creative Cloud 攝影計劃可讓您存取所有
必要的攝影工具包含 Lightroom 和 Photoshop，讓您迅速創作出品質令人驚嘆的數位影像。閱讀更多 Creative
Cloud 攝影計劃的相關資訊。

讀入至 Photoshop Elements 編目

1. 如果您尚未裝有 Lightroom，請至下載並安裝應用程式到您的電腦
2. 在「圖庫」模組中，選擇「檔案 > 升級 Photoshop Elements 編目」。

從 Elements 將相片傳送至 Lightroom

3. 出現「升級 Photoshop Elements 編目」對話框，顯示最近開啟的 Elements 編目名稱。在
此對話框中執行一項或多項下列的工作：

必要時，請從「Photoshop Elements 編目」快顯選單中選擇不同的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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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註解：

若要變更新 Lightroom 編目的目的地，請按一下「更改」並導覽至其他檔案夾。

「更新 Photoshop Elements 編目」對話框

4. 按一下「升級」，將 Elements 編目讀入至新的 Lightroom 編目。Lightroom 會顯示進度
列，以表示作業狀態。

進度列：建立 Lightroom 編目

重要考量

任何您已經 Elements 中建立的相簿都會於 Lightroom 中以「集合」呈現。
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使用「事件」功能增加的資訊不會
在 Lightroom 中顯示。您可以為您在 Elements Organizer 所識別的事件建立標籤，但這些
標籤資訊會讀入 Lightroom。
Lightroom 會在 Windows 上，透過 Elements 13 從 Photoshop Elemtns 6 讀入相片和資
料；在Mac OS上，透過 Elements 13 從 Photoshop Elements 9 讀入相片和資料。

從其他 Lightroom 編目讀入相片

從不同的 Lightroom 編目將相片讀入目前的編目時，您可以指定選項來處理新相片和目前編目中已有的相片。

來自舊版 Lightroom (包括公開測試版) 的編目必須先開啟並更新後，才能讀入到另一個編目。請參閱升
級舊版 Lightroom 中的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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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新相片增加至編目而不移動

將新照片複製到新位置並讀入

不讀入新相片

1. 選擇「檔案 > 從另一個編目讀入」。

2. 導覽至要讀入的編目，並按一下「開啟」(Windows) 或「選擇」(Mac OS)。

3. 指定要讀入的相片：

在「編目內容」下，確定已選取包含要讀入相片的檔案夾。

若要選取或取消選取個別相片，請按一下「顯示預視」，並按一下任何預視影像左上角

的方塊。您也可以選擇「全部選取」或「取消全選」。

4. 在「新相片」區域，從「檔案處理」選單中選擇一個選項：

從目前的位置讀入相片。

將相片讀入至新位置。 按一下「選擇」並指定檔案夾。

只讀入目前編目中已存在的相片。 如果某張相片與編目中另一檔案具有相同
的原始檔案名稱、Exif 拍攝日期和時間，以及檔案大小，則 Lightroom 會將二者判別為重
複。

5. 在「已變更現有相片」區域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取代中繼資料、編輯相片設定和負片檔案，以覆寫目前編目中的所有設定。如果您選擇

這個選項，可以選取「將舊設定保留為虛擬副本」選項來保留備份。您也可以選取「僅

取代非 RAW 檔案」選項，以避免取代 RAW 負片。如果 RAW 負片檔案的更改只影響
中繼資料，請選取這個選項以節省時間。

取代中繼資料和編輯相片設定，只保留負片檔案 (來源相片) 不變。如果您選擇這個選
項，可以選取「將舊設定保留為虛擬副本」選項來保留備份。

不取代任何項目，僅讀入新相片。

如果目前編目中的相片遺失，但可以在讀入的編目中找到，請指出您是否要更新這些檔

案的中繼資料和編輯相片設定。選取「將舊設定保留為虛擬副本」選項來保留備份。如

果目前編目中遺失的相片，出現在讀入的編目中，請指定是否要拷貝遺失的檔案以及儲

存拷貝的位置。

6. 按一下「讀入」。

另請參閱

從 iPhoto 讀入相片 (Mac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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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階段

命名

目的地

資訊

註解：

將某些特定的 Canon、Nikon 或 Leica 數位相機連接至電腦時，可以將照片直接讀入至 Lightroom 編目。 您可以略過相機拍攝軟體，直接從相機記憶
卡讀入。

1. 將支援的相機連線至電腦並開啟 Lightroom。

如需可連線至 Lightroom 的相機清單，請參閱 Lightroom 支援連線的相機。

2. 選擇「檔案 > 連線拍攝 > 開始連線拍攝」。

3. 在「連線拍攝設定」對話框中，指定您要讀入相片的方式：

工作階段是指儲存拍攝相片的檔案夾名稱。選取「依拍攝分割相片」可在工作階段內建立次檔案夾。您可以在按一下

「確定」後命名次檔案夾。

選擇相片的檔案命名慣例。工作階段名稱 - 順序使用在「工作階段」中輸入的名稱。針對任何使用數字順序的命名慣例，請
指定「開始編號」。請參閱命名選項以及「檔案名稱範本編輯器」和「文字範本編輯器」。

選擇工作階段檔案夾的位置。

將中繼資料和關鍵字增加到讀入的相片中 (如果想要)。請參閱讀入相片時將中繼資料和關鍵字套用至相片。

4. 按一下「確定」開始相片拍攝工作階段。

5. 使用浮動的連線拍攝列讀入相片。

在浮動列的中央檢視連線相機的快門速度、光圈、ISO 以及白平衡。
按一下快門釋放按鈕 (大圓圈) 來拍攝相片。或者，按相機的快門釋放按鈕。
您也可選擇從「編輯相片設定」快顯選單中，選擇讀入時要套用的預設集。請參閱讀入相片時將編輯相片設定套用至相片。

按一下浮動列右下角的「設定」按鈕，以編輯拍攝設定。

如果要依拍攝分割相片，請按 Ctrl+Shift+T (Windows) 或 Command+Shift+T (Mac OS) 來建立新拍攝。
依照預設，Lightroom 會在預視區域選取及顯示最近拍攝的相片。如果不希望 Lightroom 自動選取最近拍攝的相片，請選擇
「檔案 > 連線拍攝」並取消選取「自動前進選取」。
關閉浮動連線拍攝列，或選擇「檔案 > 連線拍攝 > 停止連線拍攝」來結束工作階段。
按 Ctrl+T (Windows) 或 Command+T (Mac OS) 可顯示/隱藏浮動連線拍攝列。

如果您在連線拍攝時遇到問題，請參閱 Lightroom 連線拍攝疑難排解。

Adobe 也建議
從相機或讀卡機讀入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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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讀入選項

回到頂端

註解：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最小

嵌入與附屬檔案

讀入時備份相片

讀入時忽略重複的相片

指定初始預視

讀入時重新命名相片

讀入時將編輯相片設定套用至相片

讀入時將中繼資料及關鍵字套用至相片

命名選項

使用預設集讀入

使用較少選項讀入相片

選擇您要讀入的相片後 (請參閱從硬碟上的資料夾讀入相片 或 從相機或讀卡器讀入相片)，請使用讀入視窗右側
的「檔案處理」、「檔案重新命名」及「讀入期間套用」面板，來指定您讀入 Lightroom 編目的相片選項。

讀入時備份相片

如果您是拷貝或移動相片至編目，可以建立原始相片檔案的一次性副本或備份。 在讀入視窗右側的「檔案處
理」面板中，選取「製作第二個副本到」並指定位置。

您仍需要定期備份相片和編目。 如需有關備份 Lightroom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備份編目。

讀入時忽略重複的相片

如果某張相片與編目中另一檔案具有相同的原始檔案名稱、Exif 拍攝日期和時間，以及檔案大小，則 Lightroom
會將二者判別為重複。您可以指示 Lightroom 在讀入時忽略重複的檔案。

在讀入視窗右側的「檔案處理」面板中，選取「不要讀入可疑的重複相片」。

指定初始預視

讀入相片時，Lightroom 會立即顯示相片的嵌入式預視，或在程式進行演算時顯示更高品質的預視。嵌入的預視
是由相機建立的，且沒有色彩管理，因此嵌入的預視不符合 Lightroom 解譯 Camera Raw 檔案的方式。由
Lightroom 演算的預視會花費較長時間，但有色彩管理。

在讀入視窗右側的「檔案處理」面板中，從「建立預視」選單選擇選項:

立即使用相片中內嵌的最小預視顯示影像。Lightroom 會在必要時演算標準大小預視。

顯示相機提供的可能最大預視。這個選項所需的時間比「最小」預視長，

但還是比演算標準大小預視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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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1:1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註解：

回到頂端

自訂名稱 (x - y)

在 Lightroom 演算預視時顯示該預視。標準大小預視使用 Adobe RGB 色域，亦即您
在「放大」檢視的「符合」縮放層級中所見。 在「編目設定」對話框中指定「標準」預視大
小。請參閱自訂編目設定。

以 100% 實際像素檢視來顯示預視。

若要建立讀入相片的「智慧型預視」，請選取「建立智慧型預視」。

智慧型預視讓您即使無法與電腦連線作業，仍能編輯影像。智慧型預視檔案以失真的 DNG
檔案格式為基礎，是一種輕量、小型的檔案格式。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智慧型預視。

讀入時重新命名相片

當您在讀入期間拷貝或移動相片到編目時，可以指定檔案的命名方式。

1. 在讀入視窗右側的「檔案重新命名」面板中，選取「重新命名檔案」。

2. 在「範本」快顯功能表中選擇命名選項。如需選擇的相關說明，請參閱命名選項。如果您選
擇使用自訂名稱的選項，請在「自訂文字」欄位中鍵入名稱。

3. (選用) 如果您不希望自訂編號順序從「1」開始，請在「開始編號」欄位中輸入數值。

讀入時將編輯相片設定套用至相片

您可以在讀入相片時，對其套用任何編輯相片設定預設集。這項功能特別有助於將編輯相片設定套用至來自相機

的相片，也就是您已為其建立編輯相片預設集的相機。

在讀入視窗右側的「讀入時套用」面板中，從「編輯相片設定」選單選擇設定。

讀入時將中繼資料及關鍵字套用至相片

在讀入視窗右側的「讀入時套用」面板中，從「中繼資料」選單選擇下列任何選項：

如果不要在讀入時將中繼資料套用至相片，請選擇「無」。

若要套用一組您儲存為範本的中繼資料，請從選單中選擇一個中繼資料預設集。

若要在讀入時將一組新的中繼資料套用至相片，請選擇「新增」，然後在「新增中繼資

料預設集」對話框中輸入資訊。

增加中繼資料至相片時，Lightroom 不會將資料套用至專屬的 Camera Raw 檔案，
但會套用至其附屬 XMP 檔案。

若要在讀入時將關鍵字新增至相片，請在「關鍵字」文字方塊內鍵入關鍵字。使用逗號來分

隔多個關鍵字。

命名選項

Lightroom 會使用相同的命名選項來進行讀入、重新命名和轉存相片。

使用自訂名稱來命名相片，後面接著相對於已讀入相片總數的序號。例如，1 - 10、2 - 10、3 -
10 等，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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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名稱 - 原始檔案編號

自訂名稱 - 順序

自訂名稱

日期 - 檔案名稱

檔案名稱 - 順序

檔案名稱

拍攝名稱 - 原始檔案編號

拍攝名稱 - 順序編號

工作階段名稱 - 順序

編輯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使用自訂名稱來命名相片，後面接著相片原始檔案名稱的數字部分。

使用自訂名稱來命名相片，後面接著從所指定數字開始的序號。

使用您指定的名稱來命名相片。

使用建立 (拍攝) 日期來命名相片，後面接著相片的完整原始檔案名稱。

使用相片的原始檔案名稱來命名相片，後面接著從所指定數字開始的序號。

使用相片的原始檔案名稱來命名相片。

(讀入) 使用拍攝名稱來命名讀入的相片，後面接著相片原始檔案名稱的數字部分。

(讀入) 使用拍攝名稱來命名讀入的相片，後面接著從所指定數字開始的序號。

(連線拍攝讀入) 使用工作階段名稱來命名相片，後面接著從所指定數字開始的序號。

使用您在「檔案名稱範本編輯器」中設定的選項來命名相片。請參閱「檔案名稱範本編輯器」和「文字範

本編輯器」。

使用預設集讀入

如果經常會重複使用某些讀入選項的組態，可以將它們儲存成預設集，以加速讀入處理。

若要建立讀入預設集，請指定讀入選項，然後選擇讀入視窗底部的「讀入預設集 > 將目前設
定另存為新的預設集」。

若要套用讀入預設集，請從讀入視窗底部的「讀入預設集」選單選擇預設集，然後按一下

「讀入」。

若要刪除、更新或重新命名讀入預設集，請在「讀入預設集」選單中選取預設集，然後在

「讀入預設集」選單中選擇適當的指令。

使用較少選項讀入相片

您可以使用簡化的讀入視窗來讀入相片檔案夾，該視窗可快速存取重要的讀入選項，其中包括預設集。最小讀入

視窗不會顯示縮圖預視。

1. 按一下讀入視窗左下角的「顯示更少選項」按鈕 。

2. 按一下視窗左側的「選取來源」，以選擇所要讀入之相片的路徑。

3. 在讀入視窗的中間，指定您要「拷貝為 DNG」、「拷貝」、「移動」或「增加」相片到編
目。

4. 按一下視窗右側的「到」並指定目的地。

5. (選用) 套用中繼資料預設集、增加關鍵字，以及目的地次檔案夾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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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讀入偏好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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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偵測到記憶卡時顯示讀入對話框

在讀入期間選取「目前/上次讀入」集合

命名檔案夾時忽略相機建立的檔案夾名稱

將 RAW 檔案旁的 JPEG 檔案視為個別相片

讀入 DNG 選項

讀取中繼資料

產生檔案名稱

請在「偏好設定」對話框的「一般」和「檔案處理」面板中設定讀入偏好設定。您也可以在「自動讀入設定」對
話框中變更部分偏好設定 (請參閱指定自動讀入設定)。最後，請在「編目設定」對話框中指定讀入預視 (請參閱
自訂編目設定)。

1. 從 Lightroom 主選單中，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Windows) 或「Lightroom > 偏好設
定」(Mac OS)。

2. 在「一般」偏好設定中，指定以下讀入選項：

允許在將相機或讀卡器連線到電腦後自動開啟讀入對話
框。

完成讀入程序時，便會在集合中開啟已完成讀入的
內容。

告訴 Lightroom 不使用您相機建立的檔案夾名
稱。

適用於在相機上拍攝 Raw + JPEG 相片的攝
影師。 選取此選項可將 JPEG 讀入為獨立的相片。 如果選取此選項，則在 Lightroom 中會
同時看到 Raw 和 JPEG 檔案，並且可以進行編輯。 如果取消選取此選項，Lightroom 會將
重複的 JPEG 視為附屬檔案，而顯示的 Raw 檔案會帶有 Raw 副檔名和 +jpg。

3. 在「檔案處理」面板中，指定下列選項:

選擇副檔名的類型 (大寫或小寫)、Camera Raw 版本相容性以及已讀入
DNG 檔案的 JPEG 預視大小。 如需有關 DNG 檔案與 DNG 建立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將相片轉換為 DNG。

選取此選項可將關鍵字之間的句點 (.) 或正斜線 (/) 識別為指定關鍵字階層。

指定已讀入相片的檔案名稱中有哪些字元和空格為非法，並判斷如何取代這
些字元和空格。

Adobe 也建議
支援的檔案格式

指定讀入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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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名稱範本編輯器和文字範本編輯器

回到頂端

開啟檔案名稱範本編輯器並選擇預設集

開啟文字範本編輯器並選擇預設集

建立並儲存檔案名稱和文字範本預設集

重新命名檔案名稱和文字範本預設集

刪除檔案名稱和文字範本預設集

「檔案名稱範本編輯器」和「文字範本編輯器」，可讓您針對不同用途指定文字字串。使用「檔案名稱範本編輯器」，您可以在讀入或轉存檔案時使
用文字字串來命名檔案。使用「文字範本編輯器」，您可以使用文字字串在幻燈片播放的相片中增加註解、在列印的相片中增加覆疊文字，以及在網
路收藏館頁面中增加標題及其他文字。

記號是文字字串，會取代為您所設定的對應選項。在「檔案名稱範本編輯器」及「文字範本編輯器」中，記號會指定取代文字字串的內容資料。使用
記號，您可以不必手動輸入內容資料，並可讓您使用相片檔案中已有的資料。

「檔案名稱範本編輯器」和「文字範本編輯器」包括下列元素：

預設集

選擇、儲存、刪除或重新命名預設集。

影像名稱

使用檔案名稱或檔案夾名稱指定文字字串選項。

編號

指定三種編號類型：「讀入」，它是每個讀入作業的順序編號；「影像」，它會為已讀入至編目中每張相片進行連續編號；「順序」，它會依序為每
張相片編號，可讓您在每次讀入時選擇新的「開始編號」。(轉存相片時，「檔案名稱範本編輯器」無法使用這個元素。)在「編目設定」對話框的「檔
案處理」標籤中指定起始「讀入」和「影像」編號。請參閱更改編目設定。

其他

使用建立 (拍攝) 日期和時間或可交換影像格式 (Exchangeable Image Format，Exif) 資料指定文字字串選項。(讀入或自動讀入相片時，僅「檔案名稱
範本編輯器」可以使用這個元素。)

順序編號和日期

使用順序編號與建立 (拍攝) 日期和時間指定文字字串選項。(轉存相片時，僅「檔案名稱範本編輯器」可以使用這個元素。)

中繼資料

使用 IPTC 或 Exif 中繼資料指定文字字串選項。(轉存相片時，僅「檔案名稱範本編輯器」可以使用這個元素。)

Exif 資料

使用 Exif 資料指定文字字串選項。(建立幻燈片播放、列印相片，或建立網路相片收藏館時，僅「文字範本編輯器」可以使用這個元素。)

IPTC 資料

使用 IPTC 中繼資料指定文字字串選項。(建立幻燈片播放、列印相片，或建立網路相片收藏館時，僅「文字範本編輯器」可以使用這個元素。)

自訂

使用您針對文字字串指定的選項。

開啟檔案名稱範本編輯器並選擇預設集

1.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以開啟「檔案名稱範本編輯器」：

在讀入視窗右側的「檔案重新命名」面板中，以拷貝或移動檔案的方式讀入相片時，從「範本」選單選擇「編輯」。請參閱
讀入時重新命名相片。

選擇「檔案 > 自動讀入 > 自動讀入設定」，然後從「自動讀入設定」對話框的「檔案命名」選單中選擇「編輯」。請參閱指
定自動讀入設定。

選擇「檔案 > 轉存」，然後在「轉存」對話框中，從「檔案命名」區域的「範本」選單中選擇「編輯」。

選擇「圖庫 > 重新命名相片」，然後在「重新命名」對話框中，從「檔案命名」區域的「範本」選單中選擇「編輯」。

2. 從「預設集」選單中選擇預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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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開啟文字範本編輯器並選擇預設集

1.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以開啟「文字範本編輯器」：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中，增加文字到幻燈片版面。請確定已選取工作區域中的文字，然後從工具列的「自訂文字」選單中選
擇「編輯」。請參閱增加文字和中繼資料至幻燈片。

在「列印」模組的「頁面」面板中，選取「相片資訊」，然後從「自訂設定」蹦現選單中選擇「編輯」。請參閱列印檔案名
稱、註解和其他資訊 (「單一影像/縮圖目錄」版面)。

在 Web 模組中，選取「影像資訊」面板的「標題」或「註解」，然後從「標題」或「註解」蹦現選單中選擇「編輯」。請參
閱將標題、描述和聯絡資訊增加到網路相片收藏館。

2. 從「預設集」選單中選擇預設集。

建立並儲存檔案名稱和文字範本預設集

1. 在「檔案名稱範本編輯器」對話框或「文字範本編輯器」對話框中，選擇一個選項，然後依所需的類別數按一下「插入」。此動
作會建立文字字串。

例如，從「影像名稱」選單中選擇「檔案名稱」，然後按一下「插入」。即會將記號增加到「預設集」選單下方的「範例」視
窗。依所需增加一個或多個記號。

2. 若要更改記號，請將指標移至「範例」視窗中顯示的記號上。按一下三角形可看見多個選項，然後從蹦現選單中選擇一個選項。
3. 若要刪除記號，請在視窗中選取一或多個記號，然後按 Delete 鍵。

如果您不想將記號設定儲存為預設集，而且想要立即使用它們，請略過下一個步驟並按一下「完成」。

4. (選用) 若要儲存設定以便重複使用，請從「預設集」選單中選擇「將目前設定另存為新的預設集」。在「新增預設集」對話框
中，於「預設集名稱」欄位中輸入名稱，並按一下「建立」。

重新命名檔案名稱和文字範本預設集

1. 在「檔案名稱範本編輯器」或「文字範本編輯器」中，從「預設集」選單中選擇一個預設集。
2. 從「預設集」選單選擇「重新命名預設集」。

刪除檔案名稱和文字範本預設集

1. 在「檔案名稱範本編輯器」或「文字範本編輯器」中，從「預設集」選單中選擇一個預設集。
2. 從「預設集」選單選擇「刪除預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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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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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預視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讀入:

轉存:

涵蓋內容

關於智慧型預視

視訊教學課程：智慧型預視

智慧型預視的優點

建立智慧型預視

處理智慧型預視

刪除智慧型預視

關於智慧型預視

將相片讀入編目可建立編目與實體檔案之間的連結。相片可存在於內部磁碟機或外接磁碟機。在舊版 Lightroom
中，您只可以編輯儲存在與 Lightroom 連結的磁碟機中的影像。

Lightroom 中的智慧型預視，讓您即使無法與電腦連線作業，仍能編輯影像。智慧型預視檔案以失真的 DNG 檔
案格式為基礎，是一種輕量、小型的檔案格式。

智慧型預視的優點

智慧型預視的檔案大小比原始相片小很多。您可以選擇將原始相片保存於高容量的外接硬碟
(例如 NAS 裝置或外接式硬碟)，藉此釋放儲存容量較小之裝置的磁碟空間 (例如 SSD 固態
硬碟)。舉例來說，500 張高階 DSLR 相機拍出來的 Raw 影像，可能就會佔據多達 14 GB
的磁碟空間。而相同影像的智慧型預視檔案大小則只有 400 MB。
即使儲存原始相片的裝置中斷連線，您仍可繼續處理智慧型預視的檔案。所有可以在原始檔
案執行的編輯功能都能繼續使用。

只要裝置與電腦再次連接，您對智慧型預視檔案所做的編輯都會自動與原始檔案進行同步處
理。

一經建立後，智慧型預視檔案會隨時保持最新狀態。只要與儲存裝置連接，您對原始檔案所
做的任何編輯也都會立即套用到智慧型預視檔案。

建立智慧型預視

產生智慧型預視檔案的方法如下:

當您將新影像讀入編目時，請選擇「建立智慧型預視」(「讀入」對話框 >「檔案處理」區段)。系統隨即
會為所有讀入編目的影像建立智慧型預視。

當您將一組相片轉存為編目時，可以選擇建立並將智慧型預視併入轉存的編目。按一下「檔案 > 轉存為編
目」，然後勾選「建立/併入智慧型預視」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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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建立:

註解：

回到頂端

<b>原始</b>: 表示您檢視的是原始影像，這個檔案沒
有智慧型預視。

<b>智慧型預視</b>: 表示您檢視的是智慧型預視檔
案。Lightroom 無法偵測到含有原始檔案的裝置。

<b>原始 + 智慧型預視</b>: 表示您檢視的是原始檔
案，而且有相對應的智慧型預視。

在格點檢視 (G) 選取多個影像時，會顯示狀態圖
示：<br/><b>A.</b> 原始影像無智慧型預
視<br/><b>B.</b> 原始影像有智慧型預
視<br/><b>C.</b> 只有智慧型預視 (與原始影像中斷連
結)<br/><b>D.</b> 原始檔案遺失 (顯示正常預視)<br/>

回到頂端

您可以視需要建立智慧型預視檔案。選擇您要建立智慧型預視的檔案，然後按一下「圖庫 > 預視 >
建立智慧型預視」。

系統會將智慧型預視儲存於 [編目名稱] Smart Previews.lrdata 檔案中，與編目放在同一個檔案夾。

處理智慧型預視

您可以根據顯示於色階分佈圖下方的資訊，判斷相片的智慧型預視狀態：

刪除智慧型預視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在「圖庫」或「編輯相片」模組中，如果是含有智慧型預視的相片，請按一下色階分佈圖下
方的「原始 + 智慧型預視」狀態，然後按一下「捨棄智慧型預視」。
在「圖庫」或「編輯相片」模組中，按一下「圖庫 > 預視 > 捨棄智慧型預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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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庫模組: 基本工作流程

 

您可以在「圖庫」模組檢視、排序、管理、組織、比較及評等編目中的相片。這是您將相片讀入到 Lightroom 之後處理相片的主要位置。

相片會以 4 種檢視之一顯示於「圖庫」模組的中央區域：

格點檢視 在儲存格中以縮圖的方式顯示相片，可以用精簡與展開的尺寸檢視。格點檢視針對完整編目或是要旋轉、排序、組織及管理的特定相片群組
提供了概觀。儲存格中也有選項可用來檢視相片的相關資訊，其中包括相片的評等、顏色標籤，以及旗標狀態或排除旗標。如果拍攝了一系列相似的
相片，就可以將相片整齊地堆疊在一起，使縮圖擁有最佳的顯示效果。請參閱在編目中尋找相片以及將相片組成堆疊。

放大檢視 顯示單張相片。透過數個控制項，可以讓您檢視整張相片，或是讓您放大局部相片。縮放層級最大為 11:1。使用格點或篩選檢視時，按兩下
相片就會在放大檢視中顯示影像。

比較檢視 以並排的方式顯示相片以利評估。

篩選檢視 顯示現用的相片以及選取的相片以利評估。現用的相片有白色邊框。按一下不同的縮圖可更改現用的相片，按一下縮圖右下角的 X  可在
篩選檢視中取消選取相片。

「圖庫」模組包含切換檢視的按鈕與指令。請參閱在格點檢視、放大檢視、比較檢視與篩選檢視之間切換。您也可以在輔助視窗顯示「圖庫」模組的
檢視，如果有輔助螢幕，可以在上面檢視輔助視窗。請參閱在輔助螢幕上顯示圖庫。

「圖庫」模組左側的面板主要用於顯示特定相片。您可以使用這些面板來導覽與管理包含相片的檔案夾、檢視相片集合，以及在放大檢視中調整相片
的縮放層級。請參閱檢視檔案夾的內容和相片集合。

格點檢視頂部的「圖庫過濾器」列可讓您尋找相片，方法包括選取中繼資料類別；依照標籤、評等及顏色標籤進行；以及執行文字搜尋。如果要尋找
特定影像、將相片組合成幻燈片播放或網路相片收藏館，或是在縮圖目錄列印相片，搜尋和尋找相片的功能十分重要。請參閱使用「圖庫過濾器」列
尋找相片。

「圖庫」模組右側的面板可以讓您檢視現用相片的色階分佈圖，檢視並增加中繼資料與關鍵字標籤至相片。「快速編輯相片」面板可以讓您快速將色
調調整套用至相片。「圖庫」模組的「快速編輯相片」面板中，色調調整與「編輯相片」模組的色調調整相同。然而「編輯相片」模組有更精確的控
制項，可進行影像調整與校正。請參閱使用色階分佈圖調整影像、檢視與編輯中繼資料以及使用「快速編輯相片」面板。

視檢視而定，預視區域下方的工具列包含數個控制項，可用於排序、套用評等、旋轉相片、播放即席幻燈片，或是檢視相片相關資訊。請參閱顯示圖
庫模組工具列中的控制項。

「圖庫」模組和 Lightroom 的所有模組相同，也會在底部顯示底片顯示窗格。套用過濾器可在底片顯示窗格中僅顯示特定相片，這會決定格點檢視會
出現哪些相片。請參閱過濾底片顯示窗格和格點檢視中的相片。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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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編輯相片」模組中編輯相片

Lightroom 中的「編輯相片」模組能讓您調整相片的顏色和色階，還能裁切相片、移除紅眼及進行其他校正。您在 Lightroom 中進行的調整皆屬於非破
壞性質。非破壞性編輯不會更改原始檔案，無論是 Camera Raw 檔案還是 JPEG 或 TIFF 這類演算的檔案都不例外。您所做的編輯會在 Lightroom 中
儲存為一組指示，這些指示會套用至記憶體中的相片。非破壞性編輯是指您可以瀏覽和建立不同版本的相片，而且不會降低原始影像資料的品質。

您可以在「編輯相片」模組左側的面板中選取相片、在不同的編輯階段選取及預視相片，以及套用全域預設集。「編輯相片」模組中央提供檢視及工
作區域。工作區域下方的工具提供各種功能，如切換檢視前後效果、開啟軟校樣等功能。右側面板則提供調整相片的工具與控制項。請參閱編輯相片
模組工具。

「編輯相片」模組

A. 預設集、快照、步驟記錄和集合面板 B. 工具列 C. 色階分佈圖 D. 相片資訊 E. 智慧型預視狀態 F. 工具顯示窗格 G. 調整面板 

因為編輯儲存為 Lightroom 裡的指示，您不需要以傳統的方法來儲存。列印或轉存相片時，調整內容就已包含其中。如果您希望在 Adobe Bridge 或
Camera Raw 使用這些變更，才需要儲存變更。請參閱同步化 Lightroom 中繼資料與 Camera Raw 及 Adobe Bridge 。

您可以在 Lightroom 中編輯 Cemare Raw、DNG、JPEG、TIFF、PSD 和 PNG 檔案。將調整套用至相片屬於主觀的個人程序。請使用下列步驟作為
在「編輯相片」模組中編輯相片的指南。

1. 選取要編輯的相片。

在「圖庫」模組中選取相片，然後按 D 切換至「編輯相片」模組。若要在「編輯相片」模組中切換至不同的相片，請從「集合」面板或底片顯示窗格
進行選擇。

2. 評估相片。

使用「導覽器」面板的縮放控制項檢查相片，以掌形工具在檢視區域調整相片位置。當您將指標移到檢視區域的相片上時，請注意 RGB 值會顯示在色
階分佈圖下方。使用「色階分佈圖」面板為視覺參考，以測量色調以及預視陰影和亮部剪裁。您甚至可以在色階分佈圖介面中拖曳調整相片的色調。
請參閱使用色階分佈圖調整影像。

3. 調整整體顏色。

「編輯相片」模組會在視窗右側顯示可對相片進行整體調整的面板。您可以任何順序進行「編輯相片」模組調整，但使用這些面板的一般方法是由上
開始往下使用。例如您可以從「基本」面板開始，調整相片的白平衡、色階及顏色飽和度，包括清晰度與鮮艷度。若有需要，您可以在「色調曲線」
和「HSL/顏色/黑白」面板中自訂整體顏色和色調調整。您可以使用「分割色調」面板，建立特殊效果或進行相片顏色單色處理。請參閱處理影像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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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色調。

使用「基本」面板來進行整體更改，例如白平衡調整及色調校正。

4. 減少雜色和套用銳利化。

使用「細節」面板減少相片雜色及調整相片的銳利度。使用「鏡頭校正」面板可校正相機鏡頭所造成的透視扭曲。請參閱銳利化與雜色減少與校正透
鏡扭曲和調整透視。

使用工具列中的「編輯前/編輯後」按鈕查看編輯結果，或是僅需按 \ 即可在編輯前檢視和編輯後檢視之間循環。使用「步驟記錄」面板可回到任何
先前的編輯。在「快照」面板中按一下加號圖示 (+) 可擷取任何編輯狀態，以便稍後回到該狀態。

使用「細節」面板來增加銳利度及減少雜色。

5. 修飾和校正缺陷。

隨時使用「裁切覆疊」、「紅眼校正」與「污點移除」工具裁切並矯正相片，以及移除紅眼和污點。若要套用裁切後暗角或膠片顆粒效果，請使用
「效果」面板中的選項。請參閱調整裁切和旋轉、使用污點移除工具以及暗角和顆粒效果。

「編輯相片」模組工具區域中的工具 (由左至右) 分別為「裁切覆疊」(如圖)、「污點移除」、「紅眼校正」、「漸層濾鏡」及「調整筆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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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套用局部調整.

使用「調整筆刷」工具或「漸層濾鏡」工具，校正相片特定區域的顏色。請參閱套用局部調整。

7. 將調整套用至其他相片。

您可以將某張相片的編輯套用至多張相片。例如，將一組編輯套用至需要相同整體調整之特定拍攝的所有相片。您可以拷貝並貼上或同步化編輯。拷
貝或同步化校正時，Lightroom 可讓您選取要套用至其他相片的編輯。您也可以在「圖庫」的格點檢視中使用「塗畫工具」，將某張相片的編輯相片設
定套用至其他相片。請參閱套用編輯相片調整至其他相片。

8. 軟校樣影像。

如果您的影像最終要列印出來，您可能會想使用「軟校樣」面板預視顏色的呈現效果。

等您對編輯內容感到滿意時，您可以選擇工具列中的「軟校樣」方塊，用「軟校樣」面板取代「色階分佈圖」面板。使用色階分佈圖上方角落的色域
警告圖示，查看哪些顏色超出了螢幕的色域範圍，以及哪些顏色超出了所選列印條件的色域範圍。

使用「描述檔」和「方式」選單，預視不同的色彩管理列印條件。請參閱軟校樣影像。

「編輯相片」模組中的「軟校樣」面板能讓您在螢幕上模擬列印時的顏色將如何呈現。

14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adobe.com///help.adobe.com/zh_TW/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tw
http://idiom-q-win-1/tw/lightroom/help/apply-local-adjustments.html#apply_local_adjustments
http://idiom-q-win-1/tw/lightroom/help/develop-module-options.html#apply_develop_adjustments_to_other_photos
http://idiom-q-win-1/tw/lightroom/help/develop-module-options.html#main-pars_heading_1


Adobe 支援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從 Lightroom 轉存相片

從 Lightroom 轉存相片
搜尋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使用手冊
>

適用於: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在 Lightroom 中，您不是以傳統方法來儲存相片。而是轉存相片。您可以根據不同用途，將相片轉存為各種檔案格式。

例如，您可以:

將相片轉存為 JPEG 以在網路上分享，或轉存為 TIFF 以用於出版印刷。
轉存至電腦上的資料夾，或轉存至附加或連接網路的磁碟機，例如快閃磁碟機。
在轉存後將相片燒錄為光碟片，以便透過 CD 或 DVD 加以分享。

轉存相片時，您建立的新檔案會包含「編輯相片」模組調整以及您對相片 XMP 中繼資料所做的其他更改。轉存時，您可選擇相片的檔案名稱、色域、
像素尺寸及解析度。您可以將轉存設定儲存為預設集，以供重複使用。

此外，您也可以使用「發佈服務」面板直接從 Lightroom 轉存 JPEG 相片，並上傳至相片分享網站。您也可以從「書冊」模組將版面上傳至
Blurb.com。請參閱使用發佈服務在線上張貼相片和建立相簿。

若要將 Lightroom 中的相片轉存至電腦、硬碟或快閃磁碟機中，請遵循以下基本步驟:

1. 選取要轉存的相片。

從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選取相片。請參閱在格點檢視和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相片。

2. 開啟「轉存」對話框。

在「圖庫」模組中，選擇「檔案 > 轉存」或按一下「轉存」按鈕。然後，在「轉存」對話框頂端的快顯功能表中，選擇「轉存至 > 硬碟」。

「轉存」對話框頂端會顯示要轉存的相片張數。可擴充面板會提供重新命名檔案、選取檔案格式等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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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轉存至快閃磁碟機，選擇「轉存至 > 硬碟」，然後在「轉存位置」面板中，選擇「轉存至 > 特定檔案夾」。然後，按一下「選擇」並導覽至快
閃磁碟機。

3. (選用) 選擇轉存預設集。

Lightroom 有數個預設集，可讓您更輕鬆的將相片以特定檔案格式轉存至磁碟。例如，「用於電子郵件」預設集會產生 72 dpi 的 JPEG 影像，並可自
動從 Lightroom 傳送電子郵件。如有需要，可從「轉存」對話框左側選取預設集，然後跳至步驟 6。請參閱使用預設集轉存相片。

4. 指定轉存選項

在各種「轉存」對話框面板中指定目的地檔案夾、命名規範以及其他選項。

例如，在「檔案設定」面板您可選擇要轉存的相片格式 (JPEG、PDF、TIFF、DNG 或原始格式) 以及色域。請參閱檔案設定。

在「調整影像大小」面板中，指定要根據尺寸或解析度調整影像大小。請參閱調整影像大小。

如需其他面板中各項設定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將檔案轉存至磁碟或 CD。

「轉存」對話框中的「檔案設定」和「調整影像大小」面板

5. (選用) 儲存轉存設定。

若要儲存轉存設定以便重複使用，請在「轉存」對話框左側的「預設集」面板底部，按一下「增加」。請參閱將轉存設定儲存為預設集。

6. 按一下「轉存」。

Video tutorial: Export and save your photos as JPEGs

Video tutorial: Export and save your photos as JPEGs
Adobe TV

更多類似項目

影片教學：轉存相片並加上浮水印
影片教學課程: 轉存編目
適用於轉存的預設集與其他設定
線上發佈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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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 中編輯 Lightroom 相片

1. 設定或檢查您的外部編輯器。
2. 選取要編輯的相片。
3. 在 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 中進行編輯。
4. 回到 Lightroom。

Lightroom 讓您可在 Adobe Photoshop、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或其他應用程式中開啟並編輯相片。若您
電腦安裝 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Lightroom 會自動使用其中一個應用程式做為外部編輯器。您也
可以在 Lightroom 偏好設定中指定外部編輯器。

當您在在 Photoshop CS3 或更新版本中直接開啟來自 Lightroom 的相片時，有多種方式可供您選用。您可以以
相片目前的格式進行編輯，或是將相片開啟為智慧型物件。您也可以在 Photoshop 中將一系列相片合併到全
景、合併到 HDR，或是將兩張以上的相片開啟為一個圖層的影像。在 Photoshop 中儲存相片的編輯
時，Lightroom 也會自動將新相片讀入到編目。

若要透過 Lightroom 使用 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 編輯相片，必須先在電腦中安裝其中一種應用程
式。接下來，請依照下列步驟進行:

1. 設定或檢查您的外部編輯器。

1. 在 Lightroom 中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Windows) 或從「Lightroom > 偏好設定」(Mac
OS) 進行設定。

2. 按一下「外部編輯」標籤。

系統會將安裝在電腦上的 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 設為指定外部編輯器。

3. 如有需要，在「其他外部編輯器」下，按一下「選擇」導覽至任一程式或應用程式，然後加
以選取。

請參閱外部編輯偏好設定以瞭解更多此對話框上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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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編輯」偏好設定視窗可讓您指定 Photoshop、Photoshop Elements 或其他編輯應用程式作為「外部編輯
器」。

2. 選取要編輯的相片。

在 Lightroom 的「圖庫」或「編輯相片」模組中，選取所要編輯的相片，然後選擇以下其中一種方式:

「相片 > 在應用程式中編輯 > 在 Adobe Photoshop 中編輯」[版本號碼]
或「相片 > 在應用程式中編輯 > 在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中編輯」[版本號碼]

選擇「相片 > 在應用程式中編輯」和您想使用的外部編輯器。

請參閱 在 Photoshop 中將相片開啟為智慧型物件、在 Photoshop 中將相片合併為全景、在 Photoshop 中將
相片合併至 HDR，以及 在 Photoshop 中將相片開啟為圖層深入瞭解這類指令。

如果是在 Photoshop CS3 或更新版本開啟 Camera RAW 檔案，Photoshop 會直接開啟相片。

如果要開啟的是 TIFF、JPEG 或 PSD 檔案，請選擇要開啟已套用 Lightroom 調整的相片副本，還是開啟原始相
片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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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選擇想在 Photoshop 中開啟 TIFF、JPEG 或 PSD 檔案的方式。

請參閱 在 Photoshop 中開啟相片或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相片。

3. 在 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 中進行編輯。

Lightroom 會使用 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 來開啟相片。

在應用程式中執行所需的編輯，完成後請選擇「檔案 > 儲存」加以確認。

4. 回到 Lightroom。

切換回 Lightroom。在圖庫格點檢視中，原始相片旁會出現新版本的相片。新相片會包含您在 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所做的編輯。原始相片保持原封不動。

從 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 儲存時，請務必開啟「最大化相容性」選項，這樣 Lightroom 才
能讀取影像。Photoshop CS3 和更新版本會自動以最大相容性儲存來自 Lightroom 的 PSD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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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ghtroom 建立網路收藏館

HTML 收藏館

Flash 收藏館

Web 模組能讓您建立網路相片收藏館，在網站上展出您的攝影作品。在網路收藏館中，影像的縮圖版本會連結到較大尺寸版本的相片，可在相同頁面
或在新開啟頁面檢視。

在 Lightroom 的 Web 模組的左側面板中，包含範本清單及其頁面版面的預視。中央面板是影像顯示區域，會隨著您的更改自動更新，也可讓您在收藏
館的頁面之間導覽。右側面板包含數個控制項，可用於指定相片在範本版面的顯示方式、修改範本、將文字增加至網頁、在瀏覽器預視網路收藏館，
以及指定用於將收藏館上載至 Web 伺服器的設定。請參閱 Web 模組面板與工具。

Web 模組

A. 網路收藏館類型 B. 範本瀏覽器 C. 預視按鈕 D. 導覽按鈕 E. 自訂版面和指定輸出選項的面板 

Lightroom 可以建立 2 種類型的網路收藏館：

產生連結至包含更大尺寸相片的頁面之縮圖影像網頁。Airtight 收藏館即為 HTML 收藏館。

產生包含不同檢視的網站：可顯示更大尺寸相片的一列縮圖影像，以及可導覽的幻燈片播放。請使用 Adobe Flash® Player 在瀏覽器中
檢視以上收藏館。

若要在 Lightroom 中建立網路收藏館，請執行下列基本步驟：

1. 選取您想加入收藏館的相片。

在「圖庫」模組中，選取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中的影像。請參閱在格點檢視和底片顯示窗格選取相片。

在「圖庫」模組中，您也可以使用「檔案夾」或「集合」面板，選取要在網路收藏館中使用的檔案夾或相片集合。

2. 排列相片順序。

切換至 Web 模組。選取的相片會顯示在底片顯示窗格和 Web 模組中間的工作區域。

如果來源相片位於集合或不包含任何次檔案夾的檔案夾中，請在底片顯示窗格拖曳相片，以重新排列相片順序，使其按照您想要的順序顯示在收藏館
中。請參閱重新排列網路收藏館相片順序。

您可以在 Web 模組的底片顯示窗格中過濾相片，方法是按一下工具列的「使用」蹦現選單，再選擇「所有底片顯示窗格中的相片」、「選取的相
片」，或是「已標註旗標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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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收藏館範本。

在 Web 模組左側，將指標移動到「範本瀏覽器」中的名稱上；該範本的預視就會出現在「範本瀏覽器」上方的「預視」面板中。按一下範本名稱，即
可選取作為您的收藏館範本。請參閱選擇網路收藏館範本。

4. 輸入網站資訊。

在模組右側的「網站資訊」面板中，輸入網站標題 (網站標題)、收藏館標題 (集合標題) 及說明 (集合說明)。您也可以輸入電子郵件地址，讓收藏館的
訪客按一下您的姓名，即可傳送電子郵件給您。請參閱將標題、描述和聯絡資訊增加到網路相片收藏館。

在「網站資訊」面板中提供收藏館的標題和說明。

5. (選用) 自訂收藏館的外觀與版面。

在模組右側的「色盤」面板中，按一下元素旁的顏色方塊，替元素選擇新的顏色。請參閱為收藏館元素選擇顏色。

若要在「外觀」面板修改收藏館版面，您可以設定「格點頁面」和「影像頁面」選項 (針對 HTML 收藏館)，或從「版面」選單中選擇選項，然後選擇
「大型影像」和「縮圖影像」的尺寸 (針對 Flash 收藏館)。請參閱指定 Lightroom HTML 收藏館的外觀以及指定 Lightroom Flash 收藏館的外觀。

使用 Web 模組右側的「外觀」和其他面板，自訂網路收藏館的外觀與風格。

6. 為影像新增標題與註解。

在「影像資訊」面板中，為每張相片選擇您想顯示為標題和註解的中繼資料。如果您不想要在相片下方顯示文字，請取消選取「標題」及「註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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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請參閱在網路相片收藏館中顯示相片標題和註解。

7. (選項) 增加版權浮水印

在「輸出設定」面板中選取浮水印，即可在網路收藏館的相片上顯示版權浮水印。請參閱在網路相片收藏館顯示版權浮水印。

您可以在 Web 模組的「輸出設定」面板中，選擇在收藏館的相片上加入浮水印。

8. 指定輸出設定。

在「輸出設定」面板中，指定相片放大檢視的品質，以及是否套用銳利化輸出。

9. 在瀏覽器中預視網路收藏館。

在 Web 模組的左下角，按一下「在瀏覽器中預視」。Lightroom 隨即在預設的瀏覽器中開啟網路收藏館的預視。請參閱預視網路相片收藏館。

10. 轉存或上載網路相片收藏館。

收藏館處理完畢後，可以將檔案轉存至特定位置，或將收藏館上載至 Web 伺服器。在「上載設定」面板的「FTP 伺服器」選單中，選擇「Web 伺服
器」，或是選擇「編輯」，然後在「設定 FTP 檔案傳送」對話框指定設定。如必要，請諮詢 ISP，尋求 FTP 設定的協助。請參閱預視、轉存與上載
網路相片收藏館。

11. (選用) 將版面儲存為自訂範本或是網路集合。

如果打算重複使用網路收藏館設定 (其中包含版面和上載選項)，請將設定儲存為自訂網路範本，或是將設定儲存為網路集合，以便將一組特定的「網
路」模組選項與相片集合一起保留。請參閱建立自訂網路收藏館範本及將網路設定儲存為網路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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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ghtroom 中列印相片

「列印」模組可讓您指定頁面版面和列印選項，以便在印表機上列印相片與縮圖目錄。

左面板包含範本清單和頁面版面的預視。「列印」模組中央的區域會顯示所選範本中的相片。右面板包含數個控制項，可用於指定相片在版面的顯示
方式、修改範本、將文字增加至列印頁面，以及選取列印色彩管理、解析度及銳利化等設定。請參閱列印模組面板與工具。

「列印」模組

A. 「範本瀏覽器」和「集合」面板 B. 「顯示上一頁」和「顯示下一頁」按鈕 C. 頁碼 D. 指定版面和輸出選項的面板 

若要從 Lightroom 列印相片，請執行下列基本步驟：

1. 選取您要列印的相片。

在「圖庫」模組中使用「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選取您要列印的相片。請參閱在格點檢視和底片顯示窗格選取相片。

您也可以使用「檔案夾」或「集合」面板來選取檔案夾或相片集合

2. 選擇頁面大小。

切換至「列印」模組，按一下模組左下角的「頁面設定」按鈕。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來選擇頁面大小：

(Windows) 在「列印偏好設定」或「列印設定」對話框的「紙張」區域，從「大小」選單中選擇頁面大小。接著按一下「確
定」。

(Mac OS) 在「頁面設定」對話框中，從「格式」選單選擇印表機，然後從「紙張大小」選單選擇頁面大小。接著按一下「確
定」。

重要：將「比例」設定維持在 100%，在 Lightroom 中調整大小。

3. 選擇範本。

範本會提供您列印相片的基本版面。Lightroom 提供三種列印範本：

Lightroom 列印範本會縮放相片以符合您選擇的紙張大小。

在「列印」模組左側，將指標移動至「範本瀏覽器」中的名稱上；該範本的預視就會出現在「範本瀏覽器」上方的「預視」面板中。按一下範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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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即可選取作為您想列印的相片的範本。請參閱關於列印範本以及選擇列印範本。

1. 「單一影像/縮圖目錄」範本可讓您在單一頁面上以相同大小列印一或多張相片。
2. 「組合版面」範本能讓您在同一頁以不同大小列印同一張相片。
3. 「自訂組合版面」範本可讓您在一或多個頁面以各種大小列印多張相片。

選擇範本之後，請檢視模組右上方的「版面樣式」面板，查看範本是「單一影像/縮圖目錄」、「組合版面」或「自訂組合版面」範本。

4. 從版面中增加或移除相片。

依您所選擇的範本類型而定，您可能必須從版面中增加、更改或移除相片。

若為「單一影像/縮圖目錄」範本和「組合版面」範本，請從「底片顯示窗格」中選擇一或多張相片，再將相片加到預視區域的影
像儲存格。取消選取「底片顯示窗格」中的相片可將其從範本中移除。

若為「自訂組合版面」範本，請從「底片顯示窗格」中將縮圖拖曳至預視區域的影像儲存格。

5. (選用) 自訂範本。

若為「單一影像/縮圖目錄」版面，請使用「影像設定」和「版面」面板中的控制項來修改範本。例如，縮放以使相片填滿儲存格、增加筆觸邊框，以
及調整邊界和儲存格大小。您也可以在預視區域拖曳參考線，以重新調整儲存格大小。

若是「組合版面」和「自訂組合版面」範本，您可以自由地拖曳預視區域中的儲存格，並在「影像設定」面板中指定選項。使用「尺標、格點與參考
線」面板來調整工作區域的顯示。使用「儲存格」面板則可以將新儲存格或頁面增加至版面。

請參閱指定相片填滿影像儲存格的方式、指定尺標與參考線、修改頁面邊界及儲存格大小 (「單一影像/縮圖目錄」版面) 以及 在「組合版面」與「自訂
組合版面」版面中列印邊框和筆觸。

6. (選用) 增加文字和額外資訊。

在「頁面」面板中，指定是否要列印背景色、身分標識和版權浮水印。請參閱列印覆疊文字和圖形。

7. 指定輸出設定。

在「列印工作」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指定列印解析度，或保留預設設定 (240 ppi)。請參閱設定列印解析度。

指定相片的色彩管理處理方式。從「描述檔」和「演算色彩比對方式」蹦現選單中選擇。請參閱設定列印色彩管理。

選擇是否使用「以草稿模式列印」。請參閱以草稿模式列印。

選取 16 位元輸出，在安裝 Mac OS 10.5 (或以上版本) 的 16 位元彩色印表機進行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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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選取是否將相片銳利化處理。如果您選取「列印銳利化」，請使用快顯選單選擇要套用多少程度的銳利化，以及要在非亮面紙或亮
面紙上進行銳利化處理。請參閱銳利化要列印的相片。

若要讓顏色更接近螢幕上顏色的飽和明亮度，請選取「列印調整」，然後拖曳「亮度」和「對比」滑桿。

您無法在螢幕上預視列印調整。您可能需要多試幾次，才能找出適合您相片與印表機的最佳「亮度」與「對比」設定。

8. 檢查印表機設定。

依序按一下「印表機」(右下角) 及「印表機設定」(左下角)，檢查裝置選項是否為您想要的設定。如果您想讓 Lightroom 進行色彩管理，請在印表機設
定中關閉任何色彩管理設定。

9. 按一下「列印」。

10. (選用) 將版面儲存為自訂範本或列印集合。

如果打算重複使用設定 (其中包含版面和覆疊選項)，請將設定儲存為自訂列印範本，或是將設定儲存為列印集合，以便將一組特定的「列印」模組選
項與相片集合一起保留。請參閱處理自訂列印範本以及將列印設定儲存為列印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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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ghtroom 中建立幻燈片播放

您可以在「幻燈片播放」模組中完成大部分幻燈片建立工作，例如選取版面範本、選擇切換效果，以及設定播放選項。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中，左側面板包括範本清單及其版面預視。工作區中央的「幻燈片編輯器」檢視，會以選取的幻燈片範本顯示相片。「幻燈片
編輯器」下方的工具列包含數種控制項，可用於播放幻燈片預視、調整選取項目，以及將文字增加至幻燈片。右側面板中的控制項，則可用於修改範
本，將文字增加至幻燈片版面，以及選取播放設定。請參閱「幻燈片播放」模組面板和工具。

「幻燈片播放」模組

A. 幻燈片編輯器檢視 B. 範本預視 C. 幻燈片範本與集合 D. 播放控制項 E. 旋轉和增加文字的工具 F. 設定版面和播放選項的面板 

您也可以選擇「視窗 > 即席幻燈片播放」，在任何模組中播放「即席」幻燈片。即席幻燈片播放會使用「幻燈片播放」模組目前的範本和設定。在
「圖庫」模組中播放即席幻燈片，便可輕鬆地以全螢幕大小快速檢視影像，並可使用鍵盤快速鍵評等、旋轉或刪除相片。

若要在 Lightroom 中建立幻燈片播放，請執行下列基本步驟：

1. 選取要加入幻燈片播放的相片。

在「圖庫」模組中，選取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中的相片，您也可以使用「檔案夾」或「集合」面板選取整個檔案夾或相片集合，以用於幻燈片播
放。請參閱在格點檢視和底片顯示窗格選取相片。

2. 排列幻燈片的順序。

切換至「幻燈片播放」模組。如果來源相片所在的集合或檔案夾中不包含任何次檔案夾，您可以拖曳「底片顯示窗格」中的相片，依您的偏好順序來
排列相片。請參閱重新排列幻燈片順序。

或者，讓 Lightroom 選擇幻燈片播放順序：在「幻燈片播放」模組右側的「播放」面板中，選取「隨機順序」。請參閱隨機排列幻燈片順序。

3. 選擇幻燈片播放範本。

範本會提供您幻燈片的基本版面。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左側，將指標移至「範本瀏覽器」中的名稱上，該範本的預視就會出現在「範本瀏覽器」上方的「預視」面板中。按一下範本
名稱，即可選取作為幻燈片播放範本。請參閱選擇幻燈片播放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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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用) 自訂範本。

您可以修改「選項」、「版面」、「覆疊」、「背景」、「標題」面板中的選項，以自訂您的幻燈片播放。例如，增加陰影、指定要顯示身分標識還
是註解，以及背景的顏色或影像。請參閱增加覆疊至幻燈片以及設定幻燈片背景。

使用「選項」、「版面」、「覆疊」、「背景」、「標題」面板，自訂您的幻燈片播放。

5. 設定播放選項。

使用「播放」面板中的選項，設定幻燈片的持續時間和切換效果選項。您也可以指定簡介與結束幻燈片，以及選取搭配幻燈片播放的音樂播放清單。
請參閱設定幻燈片和切換效果持續時間以及在幻燈片播放時播放音樂。

使用「播放」面板增加音樂和間隙幻燈片。

6. 預視或播放幻燈片。

按一下「幻燈片播放」模組右下角的「預視」按鈕，在「幻燈片編輯器」檢視中查看幻燈片播放。按一下「播放」按鈕，以全螢幕模式播放幻燈片。
使用工具列中的按鈕，以暫停、停止或前進到下一張幻燈片。請參閱預視幻燈片播放以及播放幻燈片。

7. (選用) 轉存幻燈片。

若要共用幻燈片，請將幻燈片儲存為可以播放切換效果和音樂的 MP4 視訊。或者，將幻燈片儲存為其他人可以開啟的靜態 PDF 文件。按一下「幻燈
片播放」模組左下角的「轉存視訊」或「轉存 PDF」按鈕。如需有關視訊和 PDF 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轉存幻燈片播放。

8. (選用) 將版面儲存為自訂範本或幻燈片播放集合。

將幻燈片播放版面儲存為自訂範本，以便日後重複使用。或者，將幻燈片播放設定儲存為幻燈片播放集合。幻燈片播放集合可讓您輕鬆返回相片集合
的特定幻燈片播放選項集合。請參閱建立自訂幻燈片播放範本以及將幻燈片播放設定儲存為幻燈片播放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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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相機或讀卡機讀入相片

將相片讀入 Lightroom 時，系統會為相片本身和編目中的相片記錄建立連結。如果是從相機或讀卡機讀入相
片，Lightroom 會將相片拷貝至您的硬碟，並在編目中增加相片連結。

讀入相片時，請由左至右依序執行讀入視窗中的步驟。首先，在左側找出要讀入的檔案 (來源檔案)。接著，在視
窗中間選擇將相片讀入編目的方式 (若是從相機或記憶卡讀入，則選擇拷貝相片)。最後，在右側指定要儲存檔案
的位置 (「目的地」檔案夾) 和讀入檔案的其他選項。

Lightroom 讀入視窗

A. 預視區域 B. 「來源」面板 C. 切換最小讀入 D. 「選項」和「目的地」面板 

重要: 如果是第一次讀入相片，請在開始讀入之前，先規劃好要如何組織相片，以及規劃儲存相片的位置。事
先做好規劃有助於減少日後移動相片的需要，進而降低在編目中找不到相片的可能性。

1. 將相機或讀卡機連接到電腦。

如有需要，請參閱相機說明書，瞭解如何將相機連接到電腦。

若要設定 Lightroom 在插入相機或讀卡機時自動啟動，請選擇「Lightroom > 偏好設定」(Mac OS) 或「編輯
> 偏好設定」(Windows)。在「一般」中，查看「讀入選項」下方並選取「偵測到記憶卡時顯示讀入對話
框」。

2. 開啟 Lightroom 和讀入視窗。

在 Lightroom 中，按一下「圖庫」模組中的「讀入」按鈕，或選擇「檔案 > 讀入相片及視訊」以開啟讀入視
窗。

3. 將 Lightroom 指向相機或讀卡機。

在讀入視窗左側，使用「來源」面板導覽至含有要讀入相片的裝置或記憶卡: 按一下「從」或「選取來源」以尋
找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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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貝

拷貝為 DNG

註解：

所有相片

新相片

註解：

選取相機作為讀入來源

如果從外接相機記憶卡讀入相片，請選取「讀入後退出」，便可在 Lightroom 完成讀入相片後，自動與記憶
卡中斷連線。

4. 預視並選取相片。

在讀入視窗的中間，按一下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將相片檔案 (包括所有附屬檔案) 拷貝到您選擇的檔案夾中。

將相片拷貝至所選檔案夾，並將所有 Camera Raw 檔案轉換為數位負片 (DNG) 格式。

如果是從相機或相機記憶卡讀入相片，則無法使用「增加」和「移動」讀入方式。

然後，選取要讀入的相片。使用預視區域上方和下方的選項以協助您選取。

顯示所選來源位置中的所有相片。

顯示所選來源位置中自上次讀入 Lightroom 後增加的新相片，並忽略可能的重複相片。

可能的重複相片會比「格點」檢視中其他的相片暗且無法選取。

「格點檢視」圖示 ( ) 和 「放大檢視」圖示 ( )  在預視區域切換「格點」和「放大」檢視。

「全部選取」和「取消全選」 分別表示選取預視區域的所有相片，和取消選取所有相片。

「排序」  讓您依拍攝時間、選取狀態、檔案名稱或媒體類型 (相片和視訊) 排序預視。

您也可以使用標準按鍵指令，在「格點」檢視中選取多張相片: 按住 Shift 並按一下相片以選取連續相片，或是按
住 Ctrl (Windows) 或 Command (Mac OS) 並按一下相片以選取不相連相片。選取相片後，相片邊界會顯示為淺
灰色，請在選取的相片邊界上按一下核取方塊以選取所有相片。Lightroom 會讀入選取的相片。

Lightroom 支援長或寬達 65,000 像素的相片，最高達 512 百萬像素。如需支援的檔案格式完整清單，
請參閱支援的檔案格式。

5. 選取 Lightroom 相片儲存位置。

在讀入視窗的右側，按一下「至」以指定拷貝相片的儲存位置。您可以選取硬碟、附加外部磁碟機或網路磁碟機
上的位置。

您也可以開啟讀入視窗右側的「目的地」面板，在選擇的位置建立次檔案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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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入目的地面板

在「格點」檢視中，預視區域上方的「目的地檔案夾」選項會顯示您選擇儲存相片的檔案夾路徑。

6. 指定檔案處理和其他讀入選項。

使用讀入視窗右側的「檔案處理」、「檔案重新命名」和「讀入時套用」面板，自訂相片讀入方式。如需這些面
板的所有讀入選項說明，請參閱指定讀入選項。

7. 按一下「讀入」。

Lightroom 讀入相片時會在視窗左上角顯示進度列，且會在「圖庫」模組中顯示相片縮圖。

另請參閱
從連線相機讀入相片

從硬碟檔案夾讀入相片

設定讀入偏好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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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區

本頁的部分連結內容可能僅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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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區基本介紹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Lightroom 應用程式介面
管理面板和螢幕檢視

工具列

Lightroom 應用程式介面
Lightroom 為專業攝影師的完整工具箱，分為數個模組。各模組分別著重於攝影工作流程的特定部分:「圖庫」模組用於讀入、組織、比較及選取相
片；「編輯相片」模組用於調整顏色與色調，或以創意的方式處理相片；「幻燈片播放」、「列印」與 Web 模組用於呈現相片。

Lightroom 工作區的模組各包括數個面板，當中包含處理相片用的選項與控制項。

 
格點檢視的 Lightroom 工作區 
A.「圖庫過濾器」列 B. 影像顯示區域 C. 身分標識  D. 處理來源相片的面板 E. 底片顯示窗格 F. 模組揀選器 G. 處理中繼資料、關鍵字以及調整影像的
面板 H. 工具列 

位於各模組工作區底部的底片顯示窗格，會顯示檔案夾內容縮圖、集合、關鍵字集或「圖庫」模組目前所選取的中繼資料條件。各模組會將底片顯示
窗格內容當作其執行之工作的來源。若要更改底片顯示窗格內選取的相片，請移至「圖庫」模組並選取不同的相片。請參閱在底片顯示窗格中檢視相
片。

若要在 Lightroom 中工作，請先在「圖庫」模組選取所要處理的影像。接著，在模組揀選器 (位於「Lightroom」視窗右上角) 按一下模組名稱，開始編
輯、列印，或準備要呈現在螢幕幻燈片播放或網路收藏館的相片。

按住 Ctrl+Alt/Command+Option，並按 1 至 5 之間的數字，即可切換至 5 個模組中的任何模組。

當 Lightroom 忙著處理工作時，活動監控會顯示在身分標識上。

若要取消處理程序，請按一下進度列旁邊的 X。

若要切換並檢視進行中的另一個處理程序，請按一下進度列旁邊的三角形

管理面板和螢幕檢視

您可以自訂 Lightroom 工作區，只顯示想要的面板、隱藏部分或所有面板，以最大化顯示相片。

開啟或關閉面板
按一下面板標題。若要開啟或關閉某個群組中的所有面板，請在面板名稱上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mmand 並按
一下 (Mac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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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隱藏與顯示

自動隱藏

手動

與相對的面板同步化

注意:

回到頂端

一次開啟或關閉一個面板
在面板標題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 並選擇「單獨」模式，或在面板標題上按住 Alt 鍵並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Option 鍵並按一下 (Mac OS)。

「單獨」模式會個別套用至各組面板。如果不是處於「單獨」模式，則面板標題中的三角形會是實心三角形。

在整個面板群組中捲動
請拖曳捲軸或使用滑鼠滾輪。

顯示或隱藏面板群組
若要顯示或隱藏一個面板群組，請按一下「顯示/隱藏面板群組」圖示 。實心圖示表示顯示面板群組。
若要同時顯示或隱藏兩側的面板群組，請選擇「視窗 > 面板 > 切換側面板」，或按 Tab 鍵。
若要隱藏所有面板 (包括側面板)、「底片顯示窗格」和「模組揀選器」，請選擇「視窗 > 面板 > 切換全部面板」，或按
Shift+Tab 鍵。

設定自動顯示或隱藏面板群組的方式
在面板群組外邊緣 (捲軸之外) 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選項：

在您將指標移至應用程式視窗的外邊緣時，顯示面板。在您將指標移開面板時，隱藏面板。

在您將指標移開面板時，隱藏面板。您必須手動開啟面板。

關閉自動顯示/隱藏運作方式。

將相同的隱藏/顯示面板運作方式套用至左側和右側面板，或頂端和底部面板。

重新調整面板群組的寬度
將指標移至面板群組的內邊緣，在指標變成雙箭頭時，拖曳面板。

移除或復原群組中的面板
如果您不常使用某個面板，可以將它隱藏起來不進行檢視。

在群組內的任何面板標題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面板名稱。

更改 Lightroom 螢幕模式
您可以更改螢幕顯示畫面，以隱藏標題列；標題列和選單；或標題列、選單和面板。

選擇「視窗 > 螢幕模式」，然後再選擇一個選項。
在「正常」、「具有選單列的全螢幕」或「全螢幕」模式時，按 F 鍵以循環顯示這 3 種模式。
按 Ctrl+Alt+F (Windows) 或 Command+Option+F (Mac OS)，可以從「具有選單列的全螢幕」或「全螢幕」模式切換至「正常」
螢幕模式。

按 Shift+Ctrl+F (Windows) 或 Shift+Command+F (Mac OS)，可進入「全螢幕並隱藏面板」模式，此模式會隱藏標題列、選單和
面板。

在「全螢幕並隱藏面板」螢幕模式時，按 Shift-Tab 鍵，然後再按 F 鍵，會顯示面板和選單列。

Mac OS 中的「全螢幕」模式和「全螢幕並隱藏面板」模式會隱藏 Dock。如果啟動 Lightroom 後未看到應用程式的「最小化」、「最大化」和
「關閉」按鈕，請按一次或兩次 F 鍵，直到顯示這些按鈕。

關閉面板中的所有設定
您可以暫時關閉「編輯相片」模組面板中的所有設定，或「底片顯示窗格」中的過濾器。

按一下「開啟/關閉面板」圖示 。

隱藏或將 Lightroom 介面變暗
使用「背景光」將 Lightroom 介面變暗或變黑，以突顯螢幕上的相片。

選擇「視窗 > 背景光」，然後再選擇一個選項。您可以按 L 鍵，以循環顯示這 3 個選項。

在「介面」偏好設定中，指定背景光變暗層級和螢幕色彩來自訂「背景光」。

工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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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模式

塗畫工具

排序

旗標

評等

顏色標籤

旋轉

導覽

幻燈片播放

縮圖尺寸

縮放

資訊

比較

標籤

您可以隱藏工具列，或在「圖庫」和「編輯相片」模組中自訂，以併入所需的項目。

顯示圖庫模組工具列中的控制項
視「圖庫」模組中現用的檢視而定，工具列包含數種控制項，可用於瀏覽相片、套用中繼資料、啟動即席幻燈片播放、旋轉相片，以及套用評等、旗
標或標籤。工具列的「資訊」方塊會顯示所選取相片的檔案名稱。

1. 若要顯示工具列中的控制項，請從工具列蹦現選單選擇下列任何選項：

讓您選取「格點檢視」、「放大檢視」、「比較檢視」或「篩選檢視」。

(僅限格點檢視) 讓您在相片上拖曳「塗畫工具」，快速套用關鍵字和其他屬性。

(不適用於比較檢視) 指定顯示相片縮圖的排序方向或排序條件。

針對選取的相片，指定、移除與顯示旗標狀態或排除旗標。

針對選取的相片，指定、移除與顯示評等星星。

針對選取的相片，指定、移除與顯示顏色標籤。

順時針或逆時針旋轉選取的相片。

選取上一張或下一張影像。

進行相片的即席幻燈片播放。

(僅限格點檢視) 設定相片縮圖的大小。

(僅限放大檢視) 縮放檢視。

顯示所選取相片的檔案名稱。

(僅限比較檢視) 顯示縮放、調換與選取比較相片的選項。

(僅限篩選檢視) 顯示篩選檢視標籤。

2. (選用) 在工具列蹦現選單中選擇已選取的項目，會從工具列中移除相應控制項。

顯示或隱藏工具列
選擇「檢視 > 顯示/隱藏工具列」，或按 T 鍵來切換開啟或關閉工具列。

更改工具列圖示
在工具列右側，按一下選單 ，並選取或取消選取要顯示在工具列中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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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援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設定使用 Lightroom 的偏好設定

設定使用 Lightroom 的偏好設定
搜尋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使用手冊
>

本頁內容

開啟偏好設定對話框
將偏好設定復原成預設設定
將預設集重設為其原始設定
復原您選擇不顯示的提示
更改介面字體大小或面板結束標記
更改語言設定

適用於: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您可以設定偏好設定，更改 Lightroom 使用者介面。

註解：

如果您在重設您的偏好設定時未記下目前編目的名稱和位置，則在您重新啟動 Lightroom 時，您的編目可能會消失。在重設您的偏好設定前，請參
閱在重設偏好設定後修復編目和影像，其中包含可避免此混淆狀況的步驟。

開啟偏好設定對話框

在 Windows 上，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在 Mac OS 上，選擇「Lightroom > 偏好設定」。

將偏好設定復原成預設設定

若要將 Lightroom 偏好設定還原為其預設設定，請使用下列任一方法:

方法 1: 手動刪除偏好設定檔案

1. 導覽至下列位置：

Mac OS

/Users/[使用者名稱]/Library/Preferences/

Windows 7 和 8

Users\[使用者名稱]\AppData\Roaming\Adobe\Lightroom\Preferences\

註解：

(Mac OS): 在 Mac OS X 10.7 和更新版本上依預設會隱藏使用者程式庫檔案。若要暫時存取使用者程式庫檔案，請按「選項」，然後在 Finder
中選擇「移至 > 程式庫」。

(Windows): 依預設會隱藏 AppData 資料夾。若要加以檢視，請選擇「開始 > 控制台 > 外觀及個人化 > 資料夾選項」。在「檢視」標籤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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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區域中，確定已選取「顯示隱藏的檔案和資料夾」。然後按一下「確定」。

2. 將以下檔案拖曳到資源回收筒 (Windows) 或垃圾桶 (Mac OS)：

Mac OS

com.adobe.Lightroom5.plist 或 com.adobe.Lightroom6.plist

Windows

Lightroom 5 Preferences.agprefs 或 Lightroom 6 Preferences.agprefs

3. 結束並重新啟動 Lightroom。

註解：

如需重要 Lightroom 檔案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連結:

偏好設定檔案和其他檔案位置 | Lightroom CC 和 Lightroom 6
·
偏好設定檔案和其他檔案位置 | Lightroom 5

方法 2: 使用鍵盤快速鍵

1. 結束 Lightroom.

2. Mac OS

按住 Shift + Option + Delete 鍵。

Windows

按住 Shift + Alt 鍵。

3. 按住按鍵，並啟動 Lightroom。下列對話框隨即出現:

(Windows) 還原 Lightroom 偏好設定對話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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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重設 Lightroom 偏好設定對話框

4. 按一下是 (Win) 或重設偏好設定 (Mac) 以進行確認。

將預設集重設為其原始設定

在「預設集」偏好設定中，按一下 Lightroom「預設」區域的任一個「復原」按鈕。

復原您選擇不顯示的提示

在「一般」偏好設定中，按一下「提示」區域的「重設所有警告對話框」。

更改介面字體大小或面板結束標記

在「介面」偏好設定中，從「面板」選單中選擇選項。

更改語言設定

Lightroom 可以用多種語言來顯示選單、選項和工具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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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一般」標籤中，從「語言」蹦現選單選擇語言。

3. 關閉「偏好設定」並重新啟動 Lightroom。

下次啟動 Lightroom 時新語言便會生效。

更多類似項目

設定讀入偏好設定
自訂編目設定
設定圖庫檢視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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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查看所有應用程式

學習與支援
初學者指南
使用手冊
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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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社群

發表問題並獲得專家解惑。

立即詢問

聯絡我們

真人協助。

立即開始
^ 回到頂端
Was this helpful?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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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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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Kingdom България Россия Україна ישראל - עברית Asia - Pacific Australia Hong Kong S.A.R. of China India - English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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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jikistan, Turkmenistan, Ukraine, Uzbe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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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輔助螢幕上顯示圖庫

  Twitter™ 和 Facebook 發文未涵蓋在 Creative Commons 條款內。

格點

放大

比較

篩選

幻燈片播放

您可以開啟一個視窗來顯示「圖庫」的輔助檢視。這個輔助視窗會顯示在「圖庫」模組中選取的相片，並使用在主要 Lightroom 視窗中針對「格點」
和「放大」檢視所指定的「圖庫」模組檢視選項。輔助視窗可保持為開啟狀態 (無論您所使用的模組為何)，讓您隨時都可以輕鬆地檢視並選取不同的
相片。如果有一個輔助螢幕連接到執行 Lightroom 的電腦，您可以將輔助視窗顯示在該螢幕上。

以多個視窗工作時，Lightroom 會將指令與編輯套用至主應用程式視窗中所選取的相片，無論輔助視窗中所選取的項目為何。若要將指令套用至輔助視
窗中所選取的一張或多張相片，請在輔助視窗的「格點」、「比較」或「篩選」檢視中所選取的相片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指令。

1. 按一下「底片顯示窗格」中的「輔助視窗」按鈕 ，以開啟輔助視窗。

 
「圖庫」模組在主視窗中，而「放大」檢視則在輔助視窗中 (內陷)

輔助視窗預設會在「放大」檢視中開啟選取的相片。如果有一個輔助螢幕連接到電腦，輔助視窗會自動在該螢幕上開啟為全螢幕
顯示。否則，Lightroom 會開啟一個浮動「輔助顯示」視窗。

2. 若要更改 Lightroom「圖庫」輔助視窗的檢視模式，請使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輔助視窗」按鈕，並從選單中選擇一個選項。或
者，按一下輔助視窗中的「格點」、「放大」、「比較」或「篩選」。如果您有一個輔助螢幕，則也可以選取「幻燈片播放」選
項。

3. 指定檢視選項。

拖曳「縮圖」滑桿以重新調整縮圖的尺寸，並使用「圖庫過濾器」列來過濾相片。請參閱使用「圖庫過濾器」列尋找相片。

選擇「正常」、「動態」或「鎖定」。「正常」會顯示主要視窗中選取次數最多的相片。「動態」會顯示主要視窗的「底片
顯示窗格」或「格點」檢視中位於指標下的相片。「鎖定」會顯示選取的相片，即使您在主要視窗中選擇了不同的相片。您可以
在輔助視窗的所有「放大」模式中，調整縮放層級。

在主視窗的任何相片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鎖定至輔助螢幕」即可鎖定任何相
片。或者，選取相片，並按 Ctrl+Shift+Enter (Windows) 或 Command+Shift+Return (Mac OS)。目前鎖定至輔助螢幕的相片會在
「底片顯示窗格」和主視窗的「格點」檢視縮圖中，顯示輔助視窗小圖示 。

提供與主要視窗中「比較」檢視相同的功能。請參閱在圖庫模組中比較相片。

提供與主要視窗中「篩選」檢視相同的功能。請參閱在圖庫模組中比較相片。

(適用於輔助螢幕) 可讓您在輔助螢幕上，播放目前選取檔案夾或集合的全螢幕幻燈片。按一下「播放」可播放幻燈
片；按一下幻燈片或按 Esc 鍵即可結束。若要覆寫「簡介螢幕」、「暫停簡介」、「結束螢幕」及「重複」的「幻燈片播放」模
組中的目前選項，請選取「覆寫」，然後再選取選項。

4. (適用於輔助螢幕) 按一下主視窗中的「輔助螢幕」按鈕，取消選取「全螢幕」，將輔助視窗顯示為浮動視窗。
5. (可用於輔助螢幕上的「全螢幕」模式) 按一下主視窗中的「輔助螢幕」按鈕，並選擇「顯示輔助螢幕預視」，以開啟小型的浮動
視窗，它可讓您遠端控制輔助螢幕顯示。使用「輔助螢幕預視」視窗，在輔助螢幕上的「格點」、「放大」、「比較」、「篩
選」和「幻燈片播放」檢視之間進行切換。您也可以使用「輔助螢幕預視」視窗，來控制幻燈片的播放。當您從所在位置看不到
輔助螢幕時，應使用「輔助螢幕預視」視窗。

6. 若要關閉輔助視窗，請按一下「輔助視窗」按鈕，或按一下並取消選取「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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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身分標識和模組按鈕個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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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使用樣式文字身分標識

使用圖形身分標識

您可以使用包含名稱和標誌的身分標識，將 Lightroom 工作區、幻燈片和列印輸出個人化。

1. 執行下列任一動作，開啟「身分標識編輯器」：

選擇「編輯 > 身分標識設定」(Windows)，或「Lightroom > 身分標識設定」(Mac
OS)。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的「覆疊」面板或「列印」模組的「頁面」面板，按一下「身分
標識」預視，然後從快顯選單中選擇「編輯」。

2. 在「身分標識編輯器」中，選取以下任一選項：

使用您在方塊中輸入的文字與字體特性，這些字體特性指定於方塊
下方的選單中。

秘訣：(Mac OS) 若要建立多行文字的身分標識，請在文字方塊中按
Option+Return。Lightroom 只會在模組揀選器左側顯示身分標識的第一行。然而，如果在
「幻燈片播放」、「列印」或 Web 模組選取身分標識作為輸出覆疊，就會顯示所有的文字
行。

使用您拖曳至方塊中，且高度不超過 41 像素 (Mac OS) 或 46 像素
(Windows) 的圖形。圖形格式可為 BMP、JPG、GIF、PNG 或 TIFF (Windows)，或是
JPG、GIF、PNG、TIFF、PDF 或 PSD (Mac OS)。圖形身分標識的解析度對列印輸出而
言可能太低。

3. 從「啟動身分標識」選單中選擇「另存新檔」，為身分標識命名。

4. 若要在「模組揀選器」左側顯示身分標識，請選取「啟動身分標識」，並從右側選單中選擇
一個已儲存的身分標識。

5. 在對話框右側的蹦現選單中，自訂模組揀選器按鈕的字體、大小和顏色。第一個檢色器方塊
設定目前的模組的色彩，第二個方塊則設定未選取模組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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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援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為相片加上浮水印

為相片加上浮水印
搜尋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使用手冊
>

本頁內容

建立版權浮水印
管理版權浮水印
將版權浮水印套用至影像

適用於: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 Lightroom 6

建立版權浮水印

1. 在任何模組中，選擇「編輯 > 編輯浮水印」(Windows) 或「Lightroom > 編輯浮水印」(Mac OS)。

2. 在「浮水印編輯器」對話框中，選取浮水印樣式：「文字」或「圖形」。

3.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文字浮水印) 在預視區域下方輸入文字，並指定「文字選項」：字體、樣式、對齊、顏色和陰影。不支援 OpenType 字體。

(圖形浮水印) 按一下「影像選項」窗格中的「選擇」，然後導覽至您要使用的 PNG 或 JPEG 並加以選擇。

4. 指定「浮水印效果」：

不透明度

調整浮水印的透明度等級。

大小

等比例放大或縮小浮水印。符合浮水印佈滿相片寬度的大小。符合浮水印佈滿相片高度和寬度的大小。

插入

在相片中水平或垂直調整浮水印的位置。

錨點

將浮水印固定到相片中的 9 個錨點之一，然後向左或向右旋轉浮水印。

註解：

如果在最後完成的影像上看不到浮水印，請嘗試使用較大尺寸的浮水印，或放在相片上不同的位置。

管理版權浮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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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模組中，選擇「編輯 > 編輯浮水印」(Windows) 或「Lightroom > 編輯浮水印」(Mac OS)。
如果在「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了多張相片，請按一下向左  和向右  導覽箭頭按鈕，來預視每張相片上的浮水印。
若要將目前的設定儲存為預設集並結束浮水印編輯器，請按一下「儲存」。若要儲存浮水印並繼續使用浮水印編輯器，請按一下視窗左上角的預
設集選單，然後選擇「將目前設定另存為新的預設集」。在「新增預設集」對話框中鍵入名稱，然後按一下「建立」。
若要選取浮水印，請從視窗左上角的預設集選單中選擇。
若要編輯浮水印，請從預設集選單中選擇，並更改設定。然後再按一下預設集選單，選擇「更新預設集 [名稱]」。
若要重新命名版權浮水印，請從預設集選單中選擇浮水印，然後再按一下選單，並選擇「重新命名預設集 [名稱]」。
若要刪除版權浮水印，請從預設集選單中選擇浮水印，然後再按一下選單，並選擇「刪除預設集 [名稱]」。

將版權浮水印套用至影像

如需如何將版權浮水印套用至相片的指示，請參閱：

將檔案轉存至磁碟或光碟

在幻燈片播放中顯示版權浮水印

列印具有版權浮水印的相片

在網路相片收藏館顯示版權浮水印

更多類似項目

影片教學課程: 轉存相片並加上浮水印
標註旗標、加上標籤與評等相片
線上發佈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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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查看所有應用程式

學習與支援
初學者指南
使用手冊
教學課程

詢問社群

發表問題並獲得專家解惑。

立即詢問

聯絡我們

真人協助。

立即開始
^ 回到頂端
Was this helpful?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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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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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管理

回到頂端

涵蓋內容

色彩的難題

Lightroom 如何管理色彩
校準螢幕

安裝色彩描述檔

色彩的難題

數位攝影工作流程中沒有裝置能夠重現人眼可見的所有色彩範圍。每台裝置的運作都只限於特定的色域範圍內，
色域會簡單描述該裝置可記錄、儲存、編輯或輸出的色彩範圍或色域。有些色域較其他色域廣泛。例如，CIE
Lab 色域非常廣泛，而許多網頁瀏覽器使用的 sRGB 色域則相對較小。

此外，每台裝置都會使用 RGB 色彩模式，以增色法描述色彩，或使用 CMYK 色彩模式，以減色法描述色彩。
相機與螢幕使用 RGB，而印表機使用 CMYK。

各種裝置和影像的色域範圍

A. Lab 色域 B. 影像的色域 C. 裝置色域 

由於有以上這些色域變化，因此您看見的色彩，通常會依不同的檢視裝置而有所差異。色彩管理系統會使用描述
檔一致化各裝置間的色彩差異，讓您在分享或列印相片時，能確信自己將看到預期中的色彩。

181



回到頂端

使用描述檔比對色彩

A. 描述檔描述相機和影像的色域。 B. 色彩管理系統使用描述檔來識別影像的實際色彩。 C. 螢幕的描述檔會告
知色彩管理系統如何將影像的色彩轉換為螢幕的色域。 D. 色彩管理系統會使用印表機描述檔，將影像的色彩轉
換為印表機的色域，因此列印時色彩便會正確顯示。 

Lightroom 會使用各裝置通用的色域顯示色彩，藉此簡化色彩管理。這表示在使用 Lightroom 前，您只需要校準
螢幕即可。接著，當您在 Lightroom 中準備輸出相片時，請選擇色彩設定或色彩描述檔。

Lightroom 如何管理色彩

Lightroom 主要使用 Adobe RGB 色域顯示色彩。Adobe RGB 色域不但包含大多數數位相機可拍攝的色彩，還
具有部分可供列印的顏色 (特別是深藍色與藍色，這類顏色無法以較小型且適用於網頁的 sRGB 色域加以定
義)。

Lightroom 會在下列情況中，使用 Adobe RGB:

在「圖庫」、「地圖」、「書冊」、「幻燈片」、「列印」與「Web」模組的預覽中
以「草稿」模式列印時

在轉存的 PDF 幻燈片與上傳的網路收藏館中
將書冊傳送至 Blurb.com 時 (當您從「書冊」模組將書冊輸出為 PDF 或 JPEG 時，可選擇
sRGB 或其他色彩描述檔。)
上傳至 Facebook 的相片，及其他使用「發佈服務」面板的相片分享網站

在「編輯相片」模組中，Lightroom 預設會使用 ProPhoto RGB 色域顯示預覽。ProPhoto RGB 包含所有數位相
機可拍攝的色彩，使其成為編輯影像的絕佳選擇。在「編輯相片」模組中，您也可以使用「軟校樣」面板，預覽
各種色彩管理列印條件下的色彩呈現方式。

在 Lightroom 中使用軟校樣預覽影像的最終輸出

A. 在「編輯相片」模組中編輯影像。 B. 將影像的色彩值轉換為選擇的列印條件所採用的色域 C. Lightroom 會顯
示校樣描述檔對影像色彩值的轉譯。 

當您從 Lightroom 轉存或列印相片時，可以選擇某個描述檔或色域，以決定接收相片的裝置要以何種方式呈現您
在 Lightroom 中看到的色彩。例如，若您要線上分享相片，可以使用 sRGB 轉存。如果要列印 (不是以「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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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註解：

回到頂端

模式)，您可以選擇您裝置適用的自訂色彩描述檔。

請參閱轉存檔案設定及設定列印色彩管理。

校準螢幕

為了協助 Lightroom 確實且一致地顯示色彩，請校準您的螢幕。所謂的螢幕校準，指的是針對螢幕進行調整，使
其符合某種已知的規格。校準螢幕後，您可以選擇性地將該設定儲存為您螢幕的色彩描述檔
。

1. 如果您要校準 CRT 螢幕，請確定它至少已開啟半小時。這樣才能確保螢幕有充分的時間暖
機，能夠產生一致性更高的輸出。

2. 調整房間的環境光源，使其符合您工作環境中的照明條件所具備的亮度和色彩。

3. 確定螢幕可顯現數千種以上的顏色。在理想狀況下，請確定螢幕設定為顯示百萬種色彩或
24 位元色以上。

4. 移除螢幕桌面上的鮮明背景圖樣，並將桌面設定為顯示中間灰。文件周圍如果環繞著複雜的
圖樣或明亮的色彩，將會阻礙您對色彩的正確認知。

5. 為達到最佳效果，請使用協力廠商的軟體和測量裝置來校準螢幕和建立螢幕描述檔。一般而
言，將色度計等測量裝置與軟體搭配使用能建立更為精確的描述檔，因為儀器測量螢幕所顯
示的色彩的精度遠高於肉眼。

否則，請使用 Windows 或 Mac OS 隨附的螢幕校準工具。若要使用您作業系統中的公用程
式來校準螢幕，請參閱下列任一篇文章:

OS X Mavericks: 校正顯示器 (Apple 支援)
OS X Mountain Lion: 校正顯示器 (Apple 支援)
在 Windows 7 中校正顯示器 (Microsoft 支援)
讓螢幕得到最佳顯示效果 (Microsoft 支援)

螢幕的效能會隨著時間而變更與衰減；請每隔一個月左右即重新校正一次您的螢
幕，並重新建立一個螢幕描述檔。如果您發現依照標準校準螢幕變得困難或無法執行，可能
是因為螢幕過於陳舊。

大部分的描述檔軟體均會自動將新的描述檔指定為預設的螢幕描述檔。如需如何手動指派螢幕描述檔的指示，請
參閱作業系統中的「說明」。

安裝色彩描述檔

在您的系統上增加裝置時，通常就會安裝該裝置的色彩描述檔。這些描述檔 (通常稱為「一般描述檔」或「套封
描述檔」) 的精確度會因製造商而有所不同。除了可以從自訂描述檔服務取得描述檔以外，您也可以從網路下載
描述檔，或使用建立描述檔的專業設備建立自訂描述檔。

1. 若要安裝色彩描述檔，請將色彩描述檔複製到下列其中一個位置:

Windows 7、8: \Windows\system32\spool\drivers\color
Mac OS: /Library/ColorSync/Profiles or /Users/[使用者名稱]/Library/ColorSync/Profiles
提示: 在 Mac OS 10.7 (Lion) 上預設會隱藏使用者的 Library 檔案夾。如果在 Finder 中看不
到此檔案夾，請按下 Option 鍵並按一下「前往」選單。然後選擇「圖庫」 。請參閱存取隱
藏的使用者資源庫檔案 | Mac OS 10.7 及更新版本。

2. 重新啟動 Lightroom。

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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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相片

本頁的部分連結內容可能僅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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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援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檢視相片

檢視相片
搜尋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使用手冊
>

本頁內容

底片顯示窗格
放大檢視
格點檢視
在格點、放大、比較與篩選檢視之間切換

適用於: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5

底片顯示窗格

「底片顯示窗格」會顯示您在模組間移動所處理的相片。它包含來自目前選取「圖庫」檔案夾、集合或關鍵字集的相片。使用向左鍵和向右鍵，或從
導覽按鈕右側的「底片顯示窗格來源指示器」蹦現選單中選擇不同的來源，以在「底片顯示窗格」中移動至不同的相片。

隱藏或顯示底片顯示窗格

按一下位於「底片顯示窗格」底部的「顯示/隱藏底片顯示窗格」圖示 。
選擇「視窗 > 面板 > 顯示/隱藏底片顯示窗格」。

更改底片顯示窗格中顯示的相片

在「圖庫」模組左側的面板中選擇一個項目，或是從「圖庫過濾器」列、「關鍵字清單」面板或「中繼資料」面板中選取條件，以選擇相片。
按一下「底片顯示窗格」中的「來源指示器」，然後從蹦現選單中選擇一個新來源。您可以選擇「全部相片」、「快速集合」、「上次讀入」或
先前檢視的來源。即會列出先前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來源，除非您選擇「清除最近使用的來源」。

在您選擇一或多個來源之後，格點檢視也會顯示底片顯示窗格中已顯示的相片。如果您選取多個檔案夾或集合，「來源指示器」中會顯示「多個來
源」。

註解：

如果選取多個來源之後，格點檢視並未顯示所有相片，請從「圖庫過濾器」列選擇「關閉過濾器」。

更改底片顯示窗格縮圖的大小

將指標置於「底片顯示窗格」的上邊緣。當指標更改為雙箭頭 時，將「底片顯示窗格」邊緣向上或向下拖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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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兩下「底片顯示窗格」的上邊緣，在縮圖的最近兩個大小之間切換。

在底片顯示窗格的所有相片中捲動

拖曳「底片顯示窗格」底部的捲軸，按一下側面的箭頭，或拖曳縮圖邊框的上邊緣。
按向左鍵和向右鍵，導覽「底片顯示窗格」中的所有縮圖。

在底片顯示窗格縮圖中顯示評等和旗標狀態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Windows) 或是「Lightroom > 偏好設定」(Mac OS)，然後按一下「介面」標籤。在「底片顯示窗格」區域中，選取
「顯示評等和旗標狀態」。

重新排列底片顯示窗格和格點檢視中的縮圖

選取集合或不含任何次檔案夾的檔案夾，然後將縮圖拖曳至新的位置。

放大檢視

縮放顯示影像

您可以使用「圖庫」模組或「編輯相片」模組中的「導覽器」面板，設定「放大」檢視中影像的放大層級。Lightroom 會儲存上次使用的層級，讓您
可以使用指標按一下相片，在該層級與目前層級之間切換。您也可以使用「放大」和「縮小」指令，在 4 個層級之間切換。

在您於「導覽器」面板中選取不同的縮放顯示層級或從「檢視」選單中選擇新指令之前，這些設定會一直有效。

註解：

當「圖庫」模組的「比較」檢視中有兩個影像時，請在「導覽器」面板中設定縮放顯示層級，或選擇縮放顯示指令，自動在「放大」檢視中顯示選取
的影像。

設定指標的縮放顯示層級

1. 在「導覽器」面板中，將第一個縮放顯示層級選取為「符合」或「填滿」。

2. 在第二個縮放顯示層級中，選取 1:1 (100% 實際像素檢視) 或從蹦現選單中選擇選項。

註解：

指標的縮放顯示層級也適用於輔助視窗。

在縮放顯示層級之間切換

若要在「導覽器」面板所設定的兩個縮放顯示層級之間切換，請使用指標按一下相片，或按空格鍵。每當可執行放大時，指標就會變為「縮放顯
示」工具。您也可以按一下相片，在輔助視窗的縮放顯示層級之間切換。
若要在 4 個縮放顯示層級之間切換，請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 或 - (Windows)，或按住 Command 並按一下 + 或 - (Mac OS)。如果您從「檢
視」選單中選擇「縮放顯示」指令，就會在「導覽器」面板的 4 個設定層級之間切換 (「符合」、「填滿」、1:1 和從選單中選擇的選項)。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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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將相片縮放顯示在螢幕中心，請在「介面偏好設定」中選取「滑鼠點按位置作為縮放中心」。

調整影像的取景位置

如果相片已縮放顯示而且有部分看不到，請使用相片上的手形工具或「導覽器」面板上的指標，移動隱藏的區域進行檢視。「導覽器」面板一律會顯
示含有邊框覆疊的整個影像，以表示主要檢視的邊緣。

註解：

在「編輯相片」模組的「編輯前」檢視和「編輯後」檢視中，相片的平移會同步。

拖曳「放大」檢視中的手形工具，以移動影像。您也可以在輔助視窗中，使用「放大」檢視的手形工具來調整取景位置。
拖曳「導覽器」面板中的指標，移動「放大」檢視中的影像。
按一下「導覽器」面板中的指標，將影像移至「放大」檢視中的這個位置。

暫時放大顯示以調整影像取景位置

按住空格鍵，以暫時放大顯示。
按住滑鼠按鈕來放大顯示，然後在相片或「導覽器」面板中拖曳，以調整相片取景位置。

將覆疊資訊顯示在相片上

您可以在「圖庫」的「放大」檢視中、在「編輯相片」模組的「編輯前」和「編輯後」檢視或「放大」檢視中，以及輔助視窗的「放大」檢視中，顯
示相片的相關資訊。您可以顯示兩組中繼資料，並自訂各組顯示的資訊。

選擇「檢視 > 放大資訊 > 顯示覆疊資訊」，或選擇要顯示的特定資訊集。或者，按 I 鍵，以顯示、隱藏和循環顯示資訊集。

更改覆疊資訊中顯示的資訊

1. 在「圖庫」或「編輯相片」模組中，選擇「檢視 > 檢視選項」。

2. 如果使用「圖庫」，請確定已選取「放大檢視」。

3. 在「放大資訊」欄位中，從選單中選擇各資訊集所要顯示的選項。

格點檢視

在格點檢視和底片顯示窗格中顯示相片

Lightroom 提供多種方法，可在格點檢視和底片顯示窗格中顯示特定相片。使用的方法取決於所要檢視的相片。「編目」面板可讓您立即顯示編目或
「快速集合」內的全部相片或最近讀入的相片。

註解：

您也可以選取檔案夾、集合或關鍵字，或是透過搜尋相片，在格點檢視和底片顯示窗格中顯示相片。使用「圖庫過濾器」列的選項可以精簡選取範
圍。

在「編目」面板中選取下列任一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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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相片

顯示編目中的全部相片。

所有已同步化的相片

顯示已與其他 Lightroom mobile 用戶端同步化的所有相片。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所有已同步化的相片」集合。

快速集合

顯示「快速集合」中的相片。若要瞭解將「快速集合」中的相片分組的相關資訊，請參閱處理快速集合。

上次讀入

顯示上次讀入的相片。

「編目」面板也可能顯示「上次「轉存為編目」」這類的其他類別。

導覽相片

在「圖庫」模組中，選取上一張或下一張相片即可導覽影像。

在「圖庫」模組的任何檢視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選取上一張相片，請按向左鍵、按一下工具列的「選取上一張相片」圖示 ，或選擇「圖庫 > 上一張選取的相片」。

若要選取下一張相片，請按向右鍵、按一下工具列的「選取下一張相片」圖示 ，或選擇「圖庫 > 下一張選取的相片」。

注意：請務必從工具列選單選擇「導覽」，「選取上一張相片」和「選取下一張相片」圖示才會顯示。

重新排列格點檢視中的相片

在格點檢視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來重新排列格點中的相片：

按一下工具列中的「排序方向」圖示 。

從工具列的「排序」蹦現選單中選擇排序選項。

如果已選取一般集合或檔案夾階層中最低層的檔案夾，請從縮圖中央拖曳，以任何順序排序。

註解：

如果已選取智慧型集合或包含其他檔案夾的檔案夾，則「排序」蹦現選單無法使用「使用者順序」，而且也無法拖曳來使用任何順序排序相片。

檢視 Raw 與 JPEG 相片

有些相機可以擷取 Raw 與 JPEG 版本的相片。若要檢視並使用 JPEG 版的相片，您必須指示 Lightroom 讀入 JPEG 版的相片並將其識別為獨立檔案。
請參閱設定讀入偏好設定。

更改格點檢視中的縮圖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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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格點檢視中，從工具列選單選擇「縮圖尺寸」。

只有選取此選項，「縮圖」控制項才能使用。

2. 拖曳「縮圖」滑桿。

在格點、放大、比較與篩選檢視之間切換

在「圖庫」模組中，您可以在格點檢視中檢視縮圖、在放大檢視中檢視單張相片、在比較檢視中檢視兩張相片，或是在篩選檢視中檢視兩張或更多張
的相片。

在「圖庫」模組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按一下工具列中的「格點檢視」 、「放大檢視」 、「比較檢視」 ，或是「篩選檢視」  圖示。

選擇「檢視 > 格點」、「放大」、「比較」或「篩選」。

選擇「檢視」，然後選擇「切換放大檢視」或「切換縮放檢視」，可切換所選擇的檢視與上一個檢視。

在格點檢視中選取一張或多張相片後，選擇「相片 > 在放大檢視中開啟」，即切換至放大檢視。如果選取多張相片，現用的相片會在放大
檢視中開啟。使用向右和向左鍵，可在放大檢視中循環顯示選取的相片。

如需在 Lightroom 3 和 Lightroom 4 中比較相片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所提供的http://www.peachpit.com/articles/article.aspx?p=1664587比較類似相
片。

更多類似項目

設定使用 Lightroom 的偏好設定
在格點檢視和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相片
過濾底片顯示窗格和格點檢視中的相片
在編目中尋找相片
設定放大檢視的圖庫檢視選項
將圖庫顯示在輔助螢幕
更改放大檢視覆疊資訊
使用相片集合
在編目中尋找相片
檢視檔案夾的內容
標註旗標、加上標籤與評等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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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並比較相片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過濾底片顯示窗格和格點檢視中的相片

在格點檢視和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相片

比較圖庫模組中的相片

過濾底片顯示窗格和格點檢視中的相片

您可以限制或過濾「底片顯示窗格」和「格點檢視」中顯示的相片，以便只顯示具有特定旗標狀態、評等星星、顏色標籤或檔案類型 (主相片、虛擬副
本、視訊) 的相片。

套用過濾器
若要過濾「底片顯示窗格」和「格點檢視」中顯示的相片，請執行以下其中一項動作：

選擇「檔案 > 圖庫過濾器 > 依據 [條件] 過濾」。

按下 \ 以開啟「圖庫」模組頂端的「圖庫過濾器」列。選取「屬性」，然後選取圖示以過濾顯示。

在「底片顯示窗格」中，按一下「過濾器」，然後選取圖示以過濾顯示。

 
為「底片顯示窗格」和「格點」檢視中顯示的相片設定過濾器。
A. 顯示標註旗標為「留用」、「排除」或未標註旗標的相片 B. 顯示具有特定評等星星或是較高或較低評等的相片 C. 顯示具有一
個或多個彩色標籤的相片 

更多資訊. George Jardine 討論如何使用「過濾器列」整理並快速搜尋相片。

控制檔案夾或集合的過濾器行為
過濾器的預設行為並非黏性。如果您將過濾器套用至檔案夾或集合，然後導覽離開該檔案夾或集合，過濾器會在您返回至原始位置時清除。

若要控制所選取檔案夾或集合的過濾器，請選擇「檔案 > 圖庫過濾器」，再選擇以下任何一項：

啟動過濾器:

啟動上次套用至檔案夾或集合所使用的過濾器。

鎖定過濾器:

套用目前的過濾器至後續選取的檔案夾或集合。

分別記住每個來源的過濾器:

鎖定過濾器時才可用。套用上次使用的過濾器於選取的檔案夾或集合。

若要讓過濾器有「黏性」，請選擇「檔案 > 圖庫過濾器 > 鎖定過濾器」，然後再選擇「檔案 > 圖庫過濾器 > 記憶過濾器」，過濾
器就可在您返回至先前過濾的檔案夾或集合時作用。

在格點檢視和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相片

您可以在格點檢視中，選取要在「圖庫」或其他模組處理的相片。選取的相片會反映在底片顯示窗格中。同樣地，在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的特定相
片，也會顯示在格點檢視中。

相片在選取後，會成為現用的相片。您可以選取多張相片，但現用相片一次只有一張。格點和底片顯示窗格會以白色細邊框表示已選取的相片，相較
於未選取的相片，其儲存格顏色較亮。顏色最亮的儲存格代表現用的相片。

選取多張相片時，按一下任何已選取的相片，即可讓它成為現用的相片，此時不會取消選取其他相片。如果按一下選取範圍外的相片，該張相片便會
成為現用的相片，而其他所有相片都會取消選取。

如果在格點檢視選取一張或多張相片，而且您進行了更改 (例如套用評等、標籤或新增中繼資料)，則那些更改會套用至所有選取的相片。

如果在底片顯示窗格選取多張相片，而您正在使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則套用評等、標籤或新增中繼資料這類更改，只會套用至現用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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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多張相片時，顏色最亮的儲存格就是現用的相片。

您也可以在格點檢視和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或取消選取已標註旗標的相片。請參閱選取已標註旗標的相片。

1. (選用) 在「圖庫」模組的「編目」、「檔案夾」或「集合」面板中，選取相應項目，以顯示所要使用的相片。如果需要，您可以
在「圖庫過濾器」列指定條件來縮小選取範圍。

您也可以使用「關鍵字清單」或「中繼資料」面板選取相片。按一下關鍵字計數或中繼資料條件右側的箭頭。在格點檢視
和底片顯示窗格中，便會顯示包含該標籤或條件的相片。

2. 在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選取相片，請按一下相片縮圖。

若要在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不連續的相片，請按一下第一張相片，然後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mmand 鍵並按一下 (Mac OS) 其他相片。

若要選取一張相片及其與現用相片之間的全部其他相片，請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這張相片。

若要選取所有相片，請選擇「編輯 > 全部選取」，按是按 Ctrl+A 鍵 (Windows) 或 Command+A 鍵 (Mac OS)。

若要取消選取所有相片，請選擇「編輯 > 全部不選」，按是按 Ctrl+D 鍵 (Windows) 或 Command+D 鍵 (Mac OS)。

若要取消選取除現用相片外其他的所有相片，請選擇「編輯 > 僅選取現用的相片」，按是按 Shift+Ctrl+D 鍵 (Windows) 或
Shift+Command+D 鍵 (Mac OS)。

若要更改一組選取相片中的現用相片，請按一下其他的相片縮圖。

若要在一組選取相片中選取新的現用相片並取消選取所有其他相片，請按一下相片的格點儲存格邊框。

若要取消選取一組選取相片中的現用相片，請選擇「編輯 > 取消選取現用的相片」或按 / 鍵。多張已選取的相片當中的下一
張相片，會變成現用的相片。

若要取消選取已選取的相片，並選取所有未選取的相片，請選擇「編輯 > 反向選取」。

選取多張相片時，所選取的第一張相片就是初始選取相片 (即現用的相片)，會以較亮的反白顯示外框表示。

選取相片後，請將相片增加至「快速集合」方便列印、在幻燈片播放中呈現、組成網路收藏館或是轉存。

比較圖庫模組中的相片

Lightroom 可讓您檢視一張或多張相片的大尺寸預視，以利工作進行，例如，挑出一系列相片中最出色的相片。您可以在比較檢視中檢視兩張相片的並
排預視，或是在篩選檢視中檢視兩張以上相片的並排預視。

在比較檢視中，一張是選取 (現用) 的相片，另一張是候選相片。使用工具列中的控制項，您可以調換選取和候選相片、縮放其中一個檢視或同時縮放
兩個檢視，並在比較完畢時指定已完成比較。

在篩選檢視中，已選取 (現用) 的相片會有白色邊框。在影像顯示區域中按一下相片即可指定為現用的相片。所有相片在右下角都有一個「取消選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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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圖示 ，可用於從篩選檢視移除相片。在 Mac OS 中，將指標移至相片上，即可看見該圖示。

這兩種檢視均可存取每張相片的評等星星、顏色標籤，以及旗標狀態或排除旗標。此外，這兩種檢視還可讓您取消選取某些相片，減少要處理的影像
數量。請參閱標註旗標、標籤和評等相片。

比較相片時，您隨時可以在比較檢視和篩選檢視之間切換。此外，也可以在輔助螢幕的輔助視窗中顯示比較檢視和篩選檢視。請參閱在輔助螢幕上顯
示圖庫。

在比較檢視中比較相片
1. 在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兩張相片，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按一下工具列中的「比較檢視」圖示 。

選擇「檢視 > 比較」。

如果僅選取一張相片，切換至比較檢視時，Lightroom 會將格點檢視或是底片顯示窗格中目前選取的相片與上次選取的相片
或相鄰的相片進行比較。

2.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調整相片預視：

若要同時縮放兩張相片，請先確認工具列已顯示「連結焦點」圖示 ，然後拖曳「縮放」滑桿。

若要縮放一張相片，請先選取相片，確認工具列已顯示「解除連結焦點」圖示 ，然後拖曳「縮放」滑桿。

注意：按一下此工具列圖示可在「連結焦點」和「解除連結焦點」之間切換。

若要同時縮放候選相片和選取相片，請按一下工具列中的「同步化」。

3. 設定相片的評等星星、顏色標籤，或是旗標狀態或排除旗標。
4.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指定不同的選取相片和候選相片：

按一下工具列中的「調換」，調換選取相片和候選相片。

按一下工具列中的「選取下一張相片」圖示 (或按向右鍵)，比較後續相片和第一張選取的相片。按一下「選取上一張相片」，
比較上一張相片和第一張選取的相片。按向上鍵，可以將選取的相片取代為目前選取的相片，將選取影像取代為下一張影像。

按一下相片下方右下角的「取消選取相片」圖示 。

選取候選相片，然後按一下工具列中的「選擇」。

5. 視需要重複步驟 2 至步驟 4。
6. 按一下其他的檢視按鈕可結束「比較」檢視。

在篩選檢視中比較相片
1. 在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兩張或更多相片，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按一下工具列中的「篩選檢視」圖示 。

選擇「檢視 > 篩選」。

您隨時都可以在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相片，增加更多相片來進行比較。請記得，選取的相片越多，篩選檢視中的預視會越
小。請參閱在格點檢視和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相片。

2. 在篩選檢視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指定選取相片，請按一下工作區域或底片顯示窗格中的相片，或是按一下工具列中的「選取上一張相片」或「選取下一張
相片」圖示。

必須選擇篩選檢視工具列蹦現選單中的「導覽」，這兩個圖示才會顯示。

若要刪除相片，請按一下相片右下角的「取消選取相片」圖示 。

若要評等相片、在相片加上標籤或標註旗標，請按一下相片下方的評等星星、顏色標籤，以及旗標狀態或排除旗標。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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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圖庫檢視選項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設定格點檢視的圖庫檢視選項

更改格點檢視選項

設定放大檢視的圖庫檢視選項

更改放大檢視覆疊資訊

設定格點檢視的圖庫檢視選項

「圖庫檢視選項」決定相片在格點檢視中的顯示方式。您可以指定不同的元素組合，如僅顯示縮圖，附有相片資訊、過濾器和「旋轉」按鈕的縮圖。

1. 在「圖庫」模組中，選擇「檢視 > 檢視選項」。
2. 在「圖庫檢視選項」對話框的「格點檢視」標籤中，選取「顯示格點額外資訊」，在相片縮圖儲存格中檢視資訊和圖示。預設會
選取「顯示格點額外資訊」。

取消選取此選項，在格點檢視中只會顯示相片縮圖，不會顯示任何其他資訊。

3. 在該對話框的「選項」區域中，選取下列任何項目：
只顯示滑鼠指向時可按一下的項目 當指標移到儲存格上，才會顯示可按一下的項目，例如「旋轉」按鈕和旗標。取消選取此選
項，表示可按一下的項目始終都會顯示出來。

使用標籤顏色為格點儲存格上色 在每個儲存格背景中顯示標籤顏色。

顯示影像資訊工具提示 將指標停在某個項目 (如相片、小圖示或留用旗標) 上時，會顯示該項目的說明。

4. 在該對話框的「儲存格圖示」區域中，選取要在儲存格中顯示下列哪些項目：
旗標 在縮圖儲存格的左上角顯示旗標狀態或排除旗標。

快速集合標記 在相片縮圖的右上角顯示快速集合標記。

縮圖小圖示 顯示縮圖小圖示，指示哪些相片有關鍵字、已套用裁切或影像調整。

未儲存的中繼資料 在 Lightroom 中，將中繼資料或關鍵字增加至相片，但未將中繼資料儲存至檔案時，儲存格區域的右上角會顯
示「中繼資料檔案需要更新」圖示 。請參閱檢視未儲存的中繼資料。

5. 在「精簡儲存格額外資訊」區域中，選取要在精簡儲存格中顯示下列哪些項目：
索引編號 在格點檢視中顯示相片的順序編號。

旋轉 顯示「旋轉」按鈕。

頂端標籤 顯示您從選單選擇的頂端標籤。

底部標籤 顯示您從選單選擇的底部標籤。

6. 在「展開儲存格額外資訊」區域中，選取要在展開儲存格中顯示下列哪些項目：
顯示頁首和標籤 顯示縮圖儲存格的頁首區域。頁首區域最多可顯示四個您從選單所選擇的標籤。

顯示評等頁尾 顯示您所選取的頁尾項目。

使用預設設定 將「格點檢視」選項復原為出廠預設值。

7. 從「顯示格點額外資訊」選單中，選擇下列任一選項來設定格點檢視中的縮圖儲存格大小：
展開儲存格 在格點檢視中顯示最多可用的相片資訊，其中包括最多有四個中繼資料標籤的頁首。

精簡儲存格 顯示較小的儲存格，相片資訊較少，因此顯示在格點檢視中的縮圖較多。

更改格點檢視選項

從「格點檢視樣式」選單選擇，可快速更改格點檢視選項。這些檢視根據的是「圖庫檢視選項」中所設定的預設或自訂檢視選項。

 在格點檢視中，選擇「檢視 > 格點檢視樣式」，然後選擇下列任何選項：
顯示額外資訊 顯示或隱藏「圖庫檢視選項」中所設定的儲存格額外資訊。

顯示小圖示 顯示或隱藏關鍵字標籤、裁切以及影像調整小圖示。

精簡儲存格 在格點檢視中顯示精簡儲存格。

展開儲存格 在格點檢視中顯示展開儲存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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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檢視樣式 循環顯示「格點檢視樣式」選單中可用的各種檢視。

設定放大檢視的圖庫檢視選項

「圖庫檢視選項」決定放大檢視中哪些資訊會與相片一起顯示。您可指定兩組不同的資訊。

1. 在「圖庫」模組中，選擇「檢視 > 檢視選項」。
2. 在「圖庫檢視選項」對話框的「放大檢視」標籤中，選取「顯示覆疊資訊」，顯示相片及其資訊。預設會選取「顯示覆疊資
訊」。

取消選取此選項時，在放大檢視中顯示的相片不會有覆疊資訊。

3. 在該對話框的「放大資訊 1」和「放大資訊 2」區域中，使用相應選單選擇要在放大檢視的這兩個覆疊資訊中顯示哪些內容。各覆
疊資訊區域最多可選取三個項目，其中包括檔案名稱、中繼資料或無資料。

4. 選取「更改相片時立即顯示」，只在放大檢視中更改相片時短暫顯示覆疊資訊。
5. 在對話框的「一般」區域中，選取「載入或演算相片時顯示訊息」，在操作過程中於放大檢視中顯示覆疊資訊。
6. 從「顯示覆疊資訊」選單中選擇「資訊 1」或「資訊 2」，選取放大檢視中目前現用的覆疊資訊。

更改放大檢視覆疊資訊

 在「圖庫」模組中，選擇「檢視 > 放大資訊」，然後選擇下列任何選項：
顯示覆疊資訊 顯示「圖庫檢視選項」中所指定的覆疊資訊。

資訊 1 顯示覆疊資訊 1。
資訊 2 顯示覆疊資訊 2。
循環資訊顯示 循環顯示兩組覆疊資訊設定。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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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的部分連結內容可能僅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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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room 編目的運作方式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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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涵蓋內容

什麼是編目？

Lightroom 編目與檔案瀏覽器
編目式工作流程的優點

使用 Lightroom 編目的最佳作法

什麼是編目？

編目是儲存每張相片記錄的資料庫。記錄中包含每張相片的三個關鍵資訊：

將相片讀入 Lightroom 時，系統會為相片本身和編目中的相片記錄建立連結。之後您對相片所執行的任何動作，例如新增關鍵字或移除紅眼，都會當
作額外中繼資料儲存到編目中的相片記錄。
當您準備要將相片分享至 Lightroom 以外的地方時 (例如將相片上載至 Facebook、列印相片或建立幻燈片播放)，Lightroom 就會將中繼資料更改內
容，當作相片編輯指示套用至相片副本，讓所有人都能看到。
Lightroom 絕不會更改相機拍攝的實際相片。Lightroom 的這種編輯方式屬於非破壞性質。您隨時可以回到未經編輯的原始相片。

1. 相片在系統中的位置參照
2. 您要如何處理相片的相關指示
3. 您套用至相片以協助您尋找或組織相片的中繼資料 (如評等和關鍵字)

Lightroom 編目與檔案瀏覽器

Lightroom 的運作方式與 Adobe Bridge 之類的檔案瀏覽器不同。檔案瀏覽器必須直接實際存取所顯示的檔案。檔案必須實際位於硬碟上，或電腦必須
連接至含有檔案的儲存媒體，Adobe Bridge 才能顯示檔案。而 Lightroom 是使用編目來追蹤相片，因此無論相片實際上是否與 Lightroom 軟體位於同
一台電腦，您都可以在 Lightroom 中預視相片。

編目式工作流程的優點

Lightroom 編目工作流程為攝影師提供兩項獨特的優點：

Lightroom 提供管理、組織及編輯相片的靈活彈性，因為您可以將相片儲存在任何地方。相片可以跟 Lightroom 應用程式在同一台電腦上，也可以存放
在外接式硬碟或網路磁碟機上。因為編目會儲存每張相片的預視，因此您在 Lightroom 中處理相片時，便可以同時看到編輯後的變化。而且自始至終
Lightroom 都不會動到原始相片檔案。

1. 可以將相片儲存在任何地方
2. 進行的編輯屬非破壞性質

使用 Lightroom 編目的最佳作法

使用 Lightroom 處理作品之前，最好能事先設想一下。您可以移動編目和相片、將相片放到多個編目當中，或是組合或合併編目，但這樣做會使情況
變得混亂。此外，編目與相片間的連結也可能因此中斷。請遵照下列步驟來規劃編目設定，並且儘可能不要讓編目和相片在電腦和磁碟機中變換位
置。

最後兩點建議：

雖然您可以擁有多個 Lightroom 編目，但請儘量使用一個編目就好。編目中可以存放的相片並無數量上限，而且 Lightroom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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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排序、篩選或是在編目中組織或搜尋相片的方法。例如，您可以使用檔案夾、集合、關鍵字、標籤和評等。只要略加思考和練
習，您就能找出在單一編目中組織和管理所有相片的方法。

開始在 Lightroom 中進行處理之後，如果您需要移動或重新命名相片 (譬如說您的硬碟已滿而必須切換到外接式磁碟機)，請在
Lightroom 中執行這些工作。請勿使用「檔案總管」(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移動相片。如果這樣做，恐怕會發生可怕的
「相片遺失」錯誤，而必須重新建立所有連結。

1. 請事先決定儲存 Lightroom 編目的位置。編目不可以儲存在網路上，或許您可以將編目儲存在電腦硬碟或外接式磁碟。決定儲存
編目的位置之後，請考慮您想要儲存編目的特定檔案夾或路徑。

2. 決定要儲存相片的位置。您的硬碟中有多少磁碟空間？空間夠用嗎？如果您是在多台電腦上作業，請考慮將編目和相片儲存在外
接式磁碟上，以便插入任何系統使用。在將相片讀入 Lightroom 之前，請先將相片複製或移動到該位置。

3. 最後，啟動 Lightroom 並將相片增加到合適位置，將相片讀入編目。

Adobe 也建議
建立及使用編目

Lightroom 編目常見問題解答

管理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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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援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建立及管理編目

建立及管理編目
搜尋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使用手冊
>

本頁內容

建立編目
開啟編目
從舊版的 Lightroom 升級編目
拷貝或移動編目
轉存編目
刪除編目
更改預設編目
自訂編目設定
最佳化編目

適用於: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建立編目

當您建立編目時，您也會建立其資料夾。資料夾的名稱會與編目名稱相同，但不會有編目尾綴。例如，如果您將資料夾命名為 "Wedding Photos"，編
目檔案將是 "Wedding Photos.lrcat"。當您將相片增加到該編目時，Lightroom 會建立一個預視快取檔案 (例如 "Wedding Photos Previews.lrdata")，
並將其放置在該編目的資料夾中。

1. 選擇「檔案 > 新增編目」。

2. 指定新編目檔案夾的名稱和位置，然後按一下「儲存」(Windows) 或「建立」(Mac OS)。

Lightroom 會重設並顯示空的「圖庫」模組，準備讓您讀入相片。

開啟編目

開啟不同的編目時，Lightroom 會關閉目前的編目，然後重新啟動。

1. 選擇「檔案 > 開啟編目」。

2. 在「開啟編目」對話框中，指定編目檔案，然後按一下「開啟」。

您也可以從「檔案 > 開啟最近使用的編目」選單選擇編目。

3. 如果出現提示，請按一下「重新啟動」，關閉目前的編目並重新啟動 Lightroom。

您也可以變更一般偏好設定，以指定在 Lightroom 啟動時所要開啟的編目。請參閱更改預設編目。

從舊版的 Lightroom 升級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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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較新版的 Lightroom 中，從舊版的 Lightroom 開啟或轉存編目，包括測試版。當您這麼做的時候，Lightroom 會加以升級。更新後的新編目
會包含所有與舊有編目和相片相關聯的中繼資料。

1.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首次啟動 Lightroom。

如果您之前已開啟 Lightroom ，請選擇「檔案 > 開啟編目」。

2. 導覽至舊的編目 .lrcat 檔案，然後按一下「開啟」。

註解：

如果想不起來舊編目的位置，請在「檔案總管」(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中搜尋 "lrcat"。

3. 如果出現提示，請按一下「重新啟動」，關閉目前的編目並重新啟動 Lightroom。

4. (選用) 在「Lightroom 編目升級」對話框中，更改儲存已升級編目的目的地。

5. 按一下「升級」。

重要: 當您升級編目時，Lightroom 會將舊的編目保留為原狀，並加以複製，然後將其預視檔案重新命名。因此，除了已升級的新編目以外，您
還會有:

舊的 catalog.lrcat
舊的 catalog-2.lrcat
舊的 catalog Previews 2.lrdata

您可以保留或刪除這些檔案。

拷貝或移動編目

註解：

拷貝或移動編目及預視檔案之前，請先將其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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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找到包含編目和預視檔案的檔案夾。在 Lightroom 中，選擇「編輯 > 編目設定」(Windows) 或「Lightroom > 編目設定」(Mac OS)。

2. 在「一般」面板的「資訊」區域中，按一下「顯示」以移至檔案總管 (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中的編目。

3. 結束 Lightroom.

4. 在「檔案總管」(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中，將 catalog.lrcat、Previews.lrdata 和 Smart Previews.lrdata (如果有的話) 檔案複製或移至
新位置。

5. 在新的位置中按兩下 .lrcat 檔案，以在 Lightroom 中開啟該檔案。

6. (選用) 如果 Lightroom 在複製或移動的編目中找不到檔案夾或相片，則「檔案夾」面板中的檔案夾名稱將顯示問號圖示，且「格點」檢視中的
相片縮圖會顯示驚嘆號圖示。若要復原檔案夾連結，請在具有問號圖示的檔案夾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
選擇「尋找遺失的檔案夾」。若要重新連結個別的相片，請參閱尋找遺失的相片。

轉存編目

您可以選取相片，並將其轉存為新編目，以建立包含較大編目之子集的編目。例如，如果您在膝上型電腦上將相片讀入至編目中，而後續又將相片增
加到桌上型電腦的主編目中，此功能將十分有用。

1. 選取您要增加至新編目的相片。

2. 選擇「檔案 > 轉存為編目」。

3. 指定編目的名稱與位置。

4. 指示是否要轉存負片檔案和預視，然後按一下「儲存」(Windows) 或「轉存編目」(Mac OS)。

上述「負片檔案」是指已讀入到 Lightroom 的原始檔案。

新的編目包含選取的相片及其資訊的連結。您必須開啟新編目才能進行檢視。

5. (選用) 若要組合編目，請將新的編目讀入到另一個編目中。請參閱從其他 Lightroom 編目讀入相片。

刪除編目

刪除編目時，將會清除您在 Lightroom 中完成、但尚未儲存於相片檔案中的工作。刪除預視時，不會刪除其連結的原始相片。

使用「檔案總管」(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尋找您的編目所在的資料夾，然後將其拖曳至「資源回收筒」(Windows) 或「垃圾
筒」(Mac OS)。

重要: 請確定您所刪除的資料夾僅包含您預計要清除的編目檔案，而未包含其他檔案。

為提升效能，Lightroom 會在檔案總管 (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中的 .lrcat 檔案旁建置 Previews 資料夾。只要此資料夾的名稱符合 .lrcat
檔案名稱，即可安全地刪除此資料夾。如果您刪除了某個編目仍需要的 Previews 資料夾，Lightroom 將會在您使用該編目時重新產生該資料
夾，但在重新建置預視之前，其執行速度會比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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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預設編目

Lightroom 預設會在啟動時開啟上一次使用的編目。您可以將此預設更改為開啟不同的編目，或永遠提示您選擇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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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一般」標籤中，從「啟動時使用此編目」選單中選擇下列任一選項:

載入最近開啟的編目

開啟您最近使用過的編目。

Lightroom 啟動時顯示提示

在啟動時開啟「選取編目」對話框，以供您選擇。

預設位置中的編目

Lightroom 會列出 \Pictures\Lightroom (Windows) 或 /Pictures/Lightroom (Mac OS) 中的所有編目，以供您選擇。

其他

可讓您導覽至特定的編目檔案 (.lrcat)，並將其選取為要在啟動時開啟的預設編目。

自訂編目設定

您可以在「編目設定」對話框中，為 Lightroom 編目指定許多偏好的行為。

1. 選擇「編輯 > 編目設定」(Windows) 或「Lightroom > 編目設定」(Mac OS)。

2. 在「一般」標籤中，指定下列任何一項:

資訊

提供編目位置、檔案名稱和編目建立日期等資訊。按一下「顯示」，在檔案總管 (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中檢視編目檔案。

備份

可讓您指定為目前的編目進行備份的頻率。請參閱備份編目。

3. 在「檔案處理」標籤中，指定下列任何一項:

預視快取

決定 Lightroom 演算三種影像預視的方式。所有預視都會儲存在預視快取檔案中 (位於您的編目所在的資料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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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預視大小

指定完整大小演算預視之長邊的最大長度 (以像素為單位)。選擇大於或等於您的螢幕解析度的大小。例如，如果您的螢幕解析度為 1920 x 1200
像素，請選擇大於 2048 像素的「標準預視大小」。 如果您的螢幕解析度超過 2048 像素，Lightroom 會改為產生 1:1 的預視。

預視品質

指定縮圖預視的外觀。「低」、「中」和「高」類似於 JPEG 影像的品質級距。

自動放棄 1:1 預視

此設定會根據最近的預視存取，指定何時放棄 1:1 預視。1:1 預視擁有與原始相片相同的像素尺寸，且會顯示銳利化與雜色減少。這些影像會在
需要時演算，而可能使編目預視檔案變大，因此最好能定期加以捨棄。

智慧型預視

指出智慧型預視所使用的磁碟空間大小。如需使用智慧型預視的相關資訊，請參閱智慧型預視。

讀入順序編號

指定當您將相片讀入到編目中時，相片的起始順序編號。「讀入編號」是識別將執行多少讀入作業之序列中的第一個編號。「已讀入的相片」是
識別已將多少相片讀入編目之序列中的第一個編號。請參閱檔案名稱範本編輯器和文字範本編輯器。

4. 在「中繼資料」標籤中，選取下列任何一項:

提供最近輸入值作為建議

開始輸入中繼資料項目時，若資料類似先前的輸入項目，會隨您的輸入顯示一或多個建議。若要關閉此功能，請取消選取此選項。按一下「清除
全部建議清單」，會清除先前的項目。

包含 JPEG、TIFF、PNG 和 PSD 檔案內中繼資料中的編輯相片設定

取消選取此選項，Lightroom 即不會將「編輯相片」模組的設定包含在 JPEG、TIFF、PNG 和 PSD 檔案的 XMP 中繼資料內。

自動將更改寫入至 XMP 中

選取此選項，會將中繼資料更改直接儲存至 XMP 附屬檔案，使這些更改可以在其他應用程式中顯示。取消選取此選項，中繼資料設定只會儲存
在編目中。如需手動儲存 XMP 變更的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中繼資料和 XMP。

啟動 GPS 座標的反向地理編碼以提供地址建議

可讓 Lightroom 將您相片的 GPS 座標 (如果可用) 傳送至 Google，使 Lightroom 能夠判斷相片的所在城市、州和國家，並將該資訊增加到 IPTC
位置中繼資料中。

在地址欄位為空白時，轉存反向地理編碼建議

如果選取此選項，當您轉存相片時，Lightroom 會將 Google 建議的 IPTC 位置中繼資料包含在相片內。

將日期或時間更改寫入專屬的 RAW 檔案中

此選項控制使用「中繼資料 > 編輯拍攝時間」指令更改相片拍攝時間中繼資料時，Lightroom 是否將新日期和時間寫入至專屬的 RAW 檔案。預
設不會選取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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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化編目

在您讀入、編輯甚或移除許多檔案後，Lightroom 的執行速度可能會變慢。發生這種情況時，請將您的編目最佳化，以改善效能。

選擇「檔案 > 最佳化編目」。

更多類似項目

影片教學課程: 轉存編目
備份編目
Lightroom 編目常見問題解答
Lightroom 編目的運作方式
在編目中尋找相片
尋找遺失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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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份編目

回到頂端

註解：

回到頂端

涵蓋內容

規劃備份策略

排定編目備份

自動備份編目

手動備份編目

復原備份編目

規劃備份策略

Lightroom 可讓您排定在結束軟體時進行定期編目備份。Lightroom 只會執行編目檔案的備份。您必須獨立地備
份編輯過的相片以及從 Lightroom 轉存的任何項目。

經常定期執行編目備份，只是全面性備份策略的一部分。制定備份策略時：

請記住，備份編目與相片的頻率越高，發生當機或毀損時，遺失的資料就越少。

如有可能，請將您相片與編目的備份副本儲存在另一個硬碟上，不要與工作檔案放在同一硬
碟上。

請考慮使用專屬的備份軟體來自動化該程序，並且同步工作檔案與備份檔案之間的變更。

如果您擔心不慎清除備份檔案，請在額外磁碟或是類似 DVD 這類唯讀媒體上建立多餘備
份。

若要更提高安全性，請將備份磁碟與工作磁碟存放在不同位置，最好是放在不同地點或放在
防火保險箱裡。

在讀入相片時，可考慮建立相片的副本。請記住，此時備份僅會建立原始相片的副本，而不
是編輯過的相片副本。請參閱在讀入時備份相片。

依照預設，Lightroom 會將備份的編目儲存在下列位置：
 

Windows：\Users\[使用者名稱]\Pictures\Lightroom\[編目名稱]\Backups\
Mac OS：/Users/[使用者名稱]/Pictures/Lightroom/[編目名稱]/Backups\

在備份檔案夾中，Lightroom 會以備份日期和時間為名建立檔案夾：YYYY-MM-DD HRMN。(時間會以 24 小時
制時鐘表示，小時和分鐘之間沒有冒號)。備份編目會儲存在標有日期戳記的檔案夾中，其名稱與工作編目相
同。 
 
Lightroom 每次建立備份時，就會寫入新編目。若要節省硬碟空間，請刪除或壓縮舊的備份檔案。此外，請確認
您具有要儲存備份位置的寫入權限。

不建議您在使用 Lightroom 時執行 Mac OS X Time Machine™ 備份或還原作業。

在 Mac 上，Lightroom CC/Lightroom 6.1 無法壓縮大於 4 GB 的編目。這是因為 Mac OS 的預設解壓縮公用
程式無法處理大於 4GB 的封存，會將這種壓縮編目回報為「已損毀」。

排定編目備份

1. 選擇「編輯 > 編目設定」(Windows) 或「Lightroom > 編目設定」(Mac OS)。

2. 在「一般」面板的「備份」區域中，從「備份編目」快顯選單選擇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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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room 下次結束時

每次 Lightroom 結束時

每天第一次結束 Lightroom 時

每週第一次結束 Lightroom 時

每月第一次結束 Lightroom 時

永不

回到頂端

備份檔案夾

在備份之前測試完整性

在備份之後最佳化編目

略過今天

略過本週

略過本月

此次略過

下次結束 Lightroom 時備份編目，之後「備份編目」會切換為「永
不」。

每次結束 Lightroom 時備份編目，如此永遠會備份來自每個處理
中工作階段的更改。

每天第一次結束 Lightroom 時備份編目。如果一天內結束
Lightroom 多次，附加更改會到隔日才備份。

一週備份編目一次。如果更頻繁地結束 Lightroom，附加更
改會一直到下週才備份。

每月備份編目一次。如果更頻繁地結束 Lightroom，附加更
改會一直到下個月才備份。

Lightroom 不執行任何備份。(不建議。)

自動備份編目

1. 在「編目設定」中排定編目備份後，即可結束 Lightroom。

2. 在「備份編目」對話框中，按一下「備份」，即可在預設位置備份編目並結束 Lightroom。

您也可以在按一下「備份」之前，選取下列任一項目：

顯示 Lightroom 儲存備份的預設位置。按一下「選擇」可在其他位置進行備
份。

在 Lightroom 完成備份之前，檢查編目有無毀損。測試編目完整性
會增加備份編目所需的時間，但是可降低資料遺失的風險。

您也可以在開啟編目時測試編目完整性。在「偏好設定」對話框的「一般」面板中，選
取「啟動時使用此編目 > Lightroom 啟動時顯示提示」。然後，啟動 Lightroom。在
「選取編目」對話框中，選取「測試這個編目的完整性」，然後按一下「開啟」。

清理並重新組織您的資料庫檔案，以提升檔案執行效率。

如果您選擇每天備份編目一次，按一下此選項可延遲作業一天。

如果您選擇每週備份編目一次，按一下此選項可延遲作業一週。

如果您選擇每月備份編目一次，按一下此選項可延遲作業一個月。

按一下可將備份延遲到下次結束 Lightroom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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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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手動備份編目

1. 選擇「編輯 > 編目設定」(Windows) 或「Lightroom > 編目設定」(Mac OS)。

2. 選擇「備份編目 > Lightroom 下次結束時」。

3. 關閉視窗並結束 Lightroom。

復原備份編目

1. 選擇「檔案 > 開啟編目」。

2. 導覽至備份編目檔案的位置。

3. 選取備份的 .lrcat 檔案，然後按一下「開啟」。

4. (選用) 將備份的編目拷貝到原始編目的位置加以取代。

Adobe 也建議
Lightroom 編目常見問題解答

Lightroom 編目的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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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援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建立及管理檔案夾

建立及管理檔案夾
搜尋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使用手冊
>

本頁內容

增加包含影像的現有檔案夾
增加次檔案夾
增加父檔案夾
移動檔案夾
重新命名檔案夾
檢視檔案夾的內容
同步化檔案夾
尋找遺失的檔案夾
刪除檔案夾
檢視磁碟區資訊
選擇檔案夾名稱的顯示方式

適用於: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5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 Lightroom 6

包含相片的檔案夾會顯示於「圖庫」模組的「檔案夾」面板。「檔案夾」面板中的檔案夾，會反映磁碟區本身的檔案夾結構，並依字母順序顯示。按
一下磁碟區名稱右側的展開三角形，可檢視該磁碟區上的檔案夾。按一下檔案夾左側的三角形，可檢視其包含的任何次檔案夾。

「檔案夾」面板會顯示檔案夾及其包含的多張相片

您可以在「檔案夾」面板中增加、移動、重新命名或刪除檔案夾。對 Lightroom 檔案夾所做的更改，會套用至磁碟區的檔案夾本身。

增加包含影像的現有檔案夾

讀入相片時，相片所在的檔案夾會自動加到「檔案夾」面板。您可以使用「檔案夾」面板來增加檔案夾，以及讀入檔案夾所包含的相片。

1. 在「圖庫」模組的「檔案夾」面板中，按一下「加號」圖示 (+)，然後選擇「增加檔案夾」。

2.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Windows) 在「瀏覽資料夾」對話框中，導覽至您要的位置，選取所需的檔案夾，然後按一下「確定」。或者，導覽至您要的位置，然後
按一下「建立新資料夾」。輸入名稱取代名稱「新資料夾」。

(Mac OS) 在「選擇」或「建立新檔案夾」對話框中，導覽至您要的位置，選取所需的檔案夾，然後按一下「選擇」。或者，導覽至您要的
位置，然後按一下「新增檔案夾」。輸入檔案夾名稱，然後按一下「建立」。然後按一下「選擇」。

3. 視需要在「讀入相片」對話框中指定選項，然後按一下「讀入」。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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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檔案夾的多個副本，且您想要更改 Lightroom 指向到的位置，請在檔案夾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
擇「更新檔案夾位置」。

增加次檔案夾

1. 在「圖庫」模組的「檔案夾」面板中，選取要在哪個檔案夾內建立新檔案夾。然後，按一下「檔案夾」面板頂部的「加號」圖示 (+)，選擇「增
加次檔案夾」。

2. 在「建立檔案夾」對話框中，輸入檔案夾名稱。

3. 如果已選取相片，請決定是否要拷貝選取的相片至新檔案夾，然後按一下「建立」。

在「檔案夾」面板中，新檔案夾會顯示在所指定的階層中。新檔案夾也會顯示在 Windows 檔案總管或 Mac OS Finder 中。

註解：

您可以查看檔案夾圖示左邊的展開三角形，就可知道檔案夾是否包含子檔案夾。如果為實心三角形，就表示檔案夾中有子檔案夾。如果為微弱的點狀
線三角形，就表示檔案夾中沒有子檔案夾。

增加父檔案夾

若要將檔案夾的父檔案夾增加到「檔案夾」面板階層，請選取檔案夾並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增加
父檔案夾」。

移動檔案夾

您可以在 Lightroom 中將檔案夾移至其他檔案夾。您無法在 Lightroom 中拷貝檔案夾。

在「圖庫」模組的「檔案夾」面板中，選取一或多個檔案夾，然後拖曳到另一個檔案夾內。

影片教學：在 Lightroom 中移動檔案夾

使用 Lightroom 移動相片和檔案夾，讓 Lightroom 資料庫擁有您相片的最新位置。

重新命名檔案夾

1. 在「圖庫」模組的「檔案夾」面板中選取檔案夾。

2. 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從選單選擇「重新命名」。

3. 覆寫檔案夾名稱。

檢視檔案夾的內容

Lightroom 會在檔案夾名稱右側顯示檔案夾中的相片張數。如果稍後在檔案總管 (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中增加相片至檔案夾，則將新相片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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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 Lightroom 或同步化檔案夾後，才能更新「檔案夾」面板顯示的數目。

在「圖庫」模組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在「檔案夾」面板中選取一或多個項目。

選取一張相片，然後在「中繼資料」面板中按一下「檔案夾」欄位旁的向右箭頭，顯示該相片所在的檔案夾。

依預設，選取檔案夾會在格點檢視與底片顯示窗格中顯示該檔案夾內及所有次檔案夾內的全部相片。若只要顯示所選取檔案夾內的相片，請取消
選擇「圖庫 > 包含次檔案夾中的相片」。

同步化檔案夾

如果編目內檔案夾的內容與磁碟區上同一個檔案夾的內容不符，您可以同步化這兩個檔案夾。同步化檔案夾時，您可以選擇增加已增加至檔案夾但尚
未讀入到編目的檔案、移除已刪除的檔案，以及掃描中繼資料更新。檔案夾中的相片和所有次檔案夾都可以進行同步化。您可以決定要讀入哪些檔案
夾、次檔案夾和檔案。

註解：

「同步化檔案夾」指令不會偵測編目中重複的相片。Lightroom 不具有識別重複檔案的功能。

1. 在「檔案夾」面板中，選取您要同步化的檔案夾。

2. 選擇「圖庫 > 同步化檔案夾」。

3. 在「同步化檔案夾」對話框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讀入顯示在檔案夾內，但尚未讀入到編目的相片，請選取「讀入新的相片」。如果選取「讀入前顯示讀入對話框」，可以指定要讀入
哪些檔案夾和相片。

若要移除已從檔案夾刪除，但尚未從編目刪除的相片，請選取「從編目移除遺失的相片」。如果此選項變暗，表示沒有遺失任何檔案。您
可以選擇「顯示遺失的相片」，在格點檢視中顯示相片。

若要掃描在其他應用程式中對檔案所做的任何中繼資料更改，請選擇「掃描中繼資料更新」。

4. 按一下「同步化」。

5. 如果「讀入相片」對話框開啟，請確認您要讀入的檔案夾和檔案，然後按一下「讀入」。

註解：

如果有檔案夾遺失，但是裡面也是空的，請使用「同步化檔案夾」指令從編目加以移除。

尋找遺失的檔案夾

如果檔案夾是在作業系統而不是 Lightroom 中移動，則編目與檔案夾之間的連結將會中斷，且「檔案夾」面板中的檔案夾上會顯示問號圖示 。

1. 若要復原連結，請在檔案夾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從快顯選單選擇「尋找遺失的檔案夾」。

2. 導覽至移動的檔案夾之檔案路徑，然後按一下「選擇」。

註解：

若想瞭解如何重新連結個別的遺失相片，請參閱尋找遺失的相片。

刪除檔案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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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圖庫」模組的「檔案夾」面板中，選取一或多個檔案夾，然後按一下「減號」圖示 (-)。或者是，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
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移除」。

2. 在彈出的對話框中按一下「繼續」。

檔案夾及其相片便會從編目和「檔案夾」面板移除。原始檔案夾和相片不會從硬碟刪除。

檢視磁碟區資訊

「檔案夾」面板會針對列出的每個磁碟區，提供儲存資源的相關資訊。例如，您可以查看磁碟區的狀態為線上或離線，以及有多少可用的磁碟空間。
當您在 Lightroom 中讀入及處理相片時，磁碟區資訊也會同步動態更新。

若要更改顯示的磁碟區資訊，請在磁碟區名稱上按右鍵 (Windows)，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磁碟區名稱 (Mac OS)，然後選擇以下任一選
項：

磁碟空間

顯示磁碟區的已用/全部磁碟空間。

相片張數

顯示編目中有多少張相片位於該磁碟區。

狀態

指出磁碟區的狀態為線上或離線。

無

隱藏所有磁碟區資訊。

在磁碟區名稱上按右鍵 (Windows)，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磁碟區名稱 (Mac OS)，然後選擇「在檔案總管中顯示」(Windows) 或「在 Finder 中顯示」(Mac
OS)，即可在檔案總管或 Finder 視窗開啟該磁碟區。
在磁碟區名稱上按右鍵 (Windows)，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磁碟區名稱 (Mac OS)，然後選擇「內容」(Windows) 或「簡介」(Mac OS)，即
可檢視該磁碟區的「內容」(Windows) 或「簡介」(Mac OS) 視窗。
若要更改磁碟區名稱旁的彩色 LED 所提供的資訊，請在 LED 上按右鍵 (Windows)，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LED (Mac OS)，然後選擇以下
任一選項：

顯示狀態

指出磁碟區的狀態為線上 (綠色) 或離線 (紅色)。

顯示狀態及可用空間

指出磁碟區的狀態為線上或離線，以及已使用的資源空間：

綠色

可用空間有 10 GB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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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

可用空間不到 10 GB。

橙色

可用空間不到 5 GB。

紅色

可用空間不到 1 GB，工具提示會警告您，磁碟區接近存滿。可用空間不到 1 MB 時，工具提示會警告您，磁碟區已存滿。

灰色

磁碟區離線，您無法編輯該磁碟區上的相片。相片無法使用時，Lightroom 只會顯示低解析度的預視。

選擇檔案夾名稱的顯示方式

在「圖庫」模組的「檔案夾」面板中，按一下面板頂端的加號 (+)，然後選擇以下任一「顯示根檔案夾」選項：

僅檔案夾名稱

僅顯示「檔案夾」面板中的最上層檔案夾名稱。例如：2011。

磁碟區路徑

顯示「檔案夾」面板中的最上層檔案夾完整路徑。例如：Users/[使用者名稱]/Pictures/2011。

檔案夾和路徑

顯示「檔案夾」面板中的最上層檔案夾，後接檔案夾的完整路徑。例如：2011 - Users/[使用者名稱]/Pictures/2011。

註解：

您可能需要拖曳面板的右側邊緣，才可展開面板看到完整的路徑與名稱。

更多類似項目

管理檔案夾中的相片
影片教學：在 Lightroom 中移動檔案夾
將相片組成堆疊
從硬碟檔案夾讀入相片
建立及管理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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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查看所有應用程式

學習與支援
初學者指南
使用手冊
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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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社群

發表問題並獲得專家解惑。

立即詢問

聯絡我們

真人協助。

立即開始
^ 回到頂端
Was this helpful?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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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援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建立及管理檔案夾

建立及管理檔案夾
搜尋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使用手冊
>

本頁內容

增加包含影像的現有檔案夾
增加次檔案夾
增加父檔案夾
移動檔案夾
重新命名檔案夾
檢視檔案夾的內容
同步化檔案夾
尋找遺失的檔案夾
刪除檔案夾
檢視磁碟區資訊
選擇檔案夾名稱的顯示方式

適用於: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5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 Lightroom 6

包含相片的檔案夾會顯示於「圖庫」模組的「檔案夾」面板。「檔案夾」面板中的檔案夾，會反映磁碟區本身的檔案夾結構，並依字母順序顯示。按
一下磁碟區名稱右側的展開三角形，可檢視該磁碟區上的檔案夾。按一下檔案夾左側的三角形，可檢視其包含的任何次檔案夾。

「檔案夾」面板會顯示檔案夾及其包含的多張相片

您可以在「檔案夾」面板中增加、移動、重新命名或刪除檔案夾。對 Lightroom 檔案夾所做的更改，會套用至磁碟區的檔案夾本身。

增加包含影像的現有檔案夾

讀入相片時，相片所在的檔案夾會自動加到「檔案夾」面板。您可以使用「檔案夾」面板來增加檔案夾，以及讀入檔案夾所包含的相片。

1. 在「圖庫」模組的「檔案夾」面板中，按一下「加號」圖示 (+)，然後選擇「增加檔案夾」。

2.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Windows) 在「瀏覽資料夾」對話框中，導覽至您要的位置，選取所需的檔案夾，然後按一下「確定」。或者，導覽至您要的位置，然後
按一下「建立新資料夾」。輸入名稱取代名稱「新資料夾」。

(Mac OS) 在「選擇」或「建立新檔案夾」對話框中，導覽至您要的位置，選取所需的檔案夾，然後按一下「選擇」。或者，導覽至您要的
位置，然後按一下「新增檔案夾」。輸入檔案夾名稱，然後按一下「建立」。然後按一下「選擇」。

3. 視需要在「讀入相片」對話框中指定選項，然後按一下「讀入」。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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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檔案夾的多個副本，且您想要更改 Lightroom 指向到的位置，請在檔案夾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
擇「更新檔案夾位置」。

增加次檔案夾

1. 在「圖庫」模組的「檔案夾」面板中，選取要在哪個檔案夾內建立新檔案夾。然後，按一下「檔案夾」面板頂部的「加號」圖示 (+)，選擇「增
加次檔案夾」。

2. 在「建立檔案夾」對話框中，輸入檔案夾名稱。

3. 如果已選取相片，請決定是否要拷貝選取的相片至新檔案夾，然後按一下「建立」。

在「檔案夾」面板中，新檔案夾會顯示在所指定的階層中。新檔案夾也會顯示在 Windows 檔案總管或 Mac OS Finder 中。

註解：

您可以查看檔案夾圖示左邊的展開三角形，就可知道檔案夾是否包含子檔案夾。如果為實心三角形，就表示檔案夾中有子檔案夾。如果為微弱的點狀
線三角形，就表示檔案夾中沒有子檔案夾。

增加父檔案夾

若要將檔案夾的父檔案夾增加到「檔案夾」面板階層，請選取檔案夾並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增加
父檔案夾」。

移動檔案夾

您可以在 Lightroom 中將檔案夾移至其他檔案夾。您無法在 Lightroom 中拷貝檔案夾。

在「圖庫」模組的「檔案夾」面板中，選取一或多個檔案夾，然後拖曳到另一個檔案夾內。

影片教學：在 Lightroom 中移動檔案夾

使用 Lightroom 移動相片和檔案夾，讓 Lightroom 資料庫擁有您相片的最新位置。

重新命名檔案夾

1. 在「圖庫」模組的「檔案夾」面板中選取檔案夾。

2. 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從選單選擇「重新命名」。

3. 覆寫檔案夾名稱。

檢視檔案夾的內容

Lightroom 會在檔案夾名稱右側顯示檔案夾中的相片張數。如果稍後在檔案總管 (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中增加相片至檔案夾，則將新相片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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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 Lightroom 或同步化檔案夾後，才能更新「檔案夾」面板顯示的數目。

在「圖庫」模組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在「檔案夾」面板中選取一或多個項目。

選取一張相片，然後在「中繼資料」面板中按一下「檔案夾」欄位旁的向右箭頭，顯示該相片所在的檔案夾。

依預設，選取檔案夾會在格點檢視與底片顯示窗格中顯示該檔案夾內及所有次檔案夾內的全部相片。若只要顯示所選取檔案夾內的相片，請取消
選擇「圖庫 > 包含次檔案夾中的相片」。

同步化檔案夾

如果編目內檔案夾的內容與磁碟區上同一個檔案夾的內容不符，您可以同步化這兩個檔案夾。同步化檔案夾時，您可以選擇增加已增加至檔案夾但尚
未讀入到編目的檔案、移除已刪除的檔案，以及掃描中繼資料更新。檔案夾中的相片和所有次檔案夾都可以進行同步化。您可以決定要讀入哪些檔案
夾、次檔案夾和檔案。

註解：

「同步化檔案夾」指令不會偵測編目中重複的相片。Lightroom 不具有識別重複檔案的功能。

1. 在「檔案夾」面板中，選取您要同步化的檔案夾。

2. 選擇「圖庫 > 同步化檔案夾」。

3. 在「同步化檔案夾」對話框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讀入顯示在檔案夾內，但尚未讀入到編目的相片，請選取「讀入新的相片」。如果選取「讀入前顯示讀入對話框」，可以指定要讀入
哪些檔案夾和相片。

若要移除已從檔案夾刪除，但尚未從編目刪除的相片，請選取「從編目移除遺失的相片」。如果此選項變暗，表示沒有遺失任何檔案。您
可以選擇「顯示遺失的相片」，在格點檢視中顯示相片。

若要掃描在其他應用程式中對檔案所做的任何中繼資料更改，請選擇「掃描中繼資料更新」。

4. 按一下「同步化」。

5. 如果「讀入相片」對話框開啟，請確認您要讀入的檔案夾和檔案，然後按一下「讀入」。

註解：

如果有檔案夾遺失，但是裡面也是空的，請使用「同步化檔案夾」指令從編目加以移除。

尋找遺失的檔案夾

如果檔案夾是在作業系統而不是 Lightroom 中移動，則編目與檔案夾之間的連結將會中斷，且「檔案夾」面板中的檔案夾上會顯示問號圖示 。

1. 若要復原連結，請在檔案夾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從快顯選單選擇「尋找遺失的檔案夾」。

2. 導覽至移動的檔案夾之檔案路徑，然後按一下「選擇」。

註解：

若想瞭解如何重新連結個別的遺失相片，請參閱尋找遺失的相片。

刪除檔案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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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圖庫」模組的「檔案夾」面板中，選取一或多個檔案夾，然後按一下「減號」圖示 (-)。或者是，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
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移除」。

2. 在彈出的對話框中按一下「繼續」。

檔案夾及其相片便會從編目和「檔案夾」面板移除。原始檔案夾和相片不會從硬碟刪除。

檢視磁碟區資訊

「檔案夾」面板會針對列出的每個磁碟區，提供儲存資源的相關資訊。例如，您可以查看磁碟區的狀態為線上或離線，以及有多少可用的磁碟空間。
當您在 Lightroom 中讀入及處理相片時，磁碟區資訊也會同步動態更新。

若要更改顯示的磁碟區資訊，請在磁碟區名稱上按右鍵 (Windows)，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磁碟區名稱 (Mac OS)，然後選擇以下任一選
項：

磁碟空間

顯示磁碟區的已用/全部磁碟空間。

相片張數

顯示編目中有多少張相片位於該磁碟區。

狀態

指出磁碟區的狀態為線上或離線。

無

隱藏所有磁碟區資訊。

在磁碟區名稱上按右鍵 (Windows)，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磁碟區名稱 (Mac OS)，然後選擇「在檔案總管中顯示」(Windows) 或「在 Finder 中顯示」(Mac
OS)，即可在檔案總管或 Finder 視窗開啟該磁碟區。
在磁碟區名稱上按右鍵 (Windows)，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磁碟區名稱 (Mac OS)，然後選擇「內容」(Windows) 或「簡介」(Mac OS)，即
可檢視該磁碟區的「內容」(Windows) 或「簡介」(Mac OS) 視窗。
若要更改磁碟區名稱旁的彩色 LED 所提供的資訊，請在 LED 上按右鍵 (Windows)，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LED (Mac OS)，然後選擇以下
任一選項：

顯示狀態

指出磁碟區的狀態為線上 (綠色) 或離線 (紅色)。

顯示狀態及可用空間

指出磁碟區的狀態為線上或離線，以及已使用的資源空間：

綠色

可用空間有 10 GB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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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

可用空間不到 10 GB。

橙色

可用空間不到 5 GB。

紅色

可用空間不到 1 GB，工具提示會警告您，磁碟區接近存滿。可用空間不到 1 MB 時，工具提示會警告您，磁碟區已存滿。

灰色

磁碟區離線，您無法編輯該磁碟區上的相片。相片無法使用時，Lightroom 只會顯示低解析度的預視。

選擇檔案夾名稱的顯示方式

在「圖庫」模組的「檔案夾」面板中，按一下面板頂端的加號 (+)，然後選擇以下任一「顯示根檔案夾」選項：

僅檔案夾名稱

僅顯示「檔案夾」面板中的最上層檔案夾名稱。例如：2011。

磁碟區路徑

顯示「檔案夾」面板中的最上層檔案夾完整路徑。例如：Users/[使用者名稱]/Pictures/2011。

檔案夾和路徑

顯示「檔案夾」面板中的最上層檔案夾，後接檔案夾的完整路徑。例如：2011 - Users/[使用者名稱]/Pictures/2011。

註解：

您可能需要拖曳面板的右側邊緣，才可展開面板看到完整的路徑與名稱。

更多類似項目

管理檔案夾中的相片
影片教學：在 Lightroom 中移動檔案夾
將相片組成堆疊
從硬碟檔案夾讀入相片
建立及管理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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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查看所有應用程式

學習與支援
初學者指南
使用手冊
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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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社群

發表問題並獲得專家解惑。

立即詢問

聯絡我們

真人協助。

立即開始
^ 回到頂端
Was this helpful?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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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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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日本 한국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Includes Armenia, Azerbaijan, Belarus, Georgia, Kazakhstan, Kyrgyzstan, Moldova,
Tajikistan, Turkmenistan, Ukraine, Uzbe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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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援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建立及管理檔案夾

建立及管理檔案夾
搜尋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使用手冊
>

本頁內容

增加包含影像的現有檔案夾
增加次檔案夾
增加父檔案夾
移動檔案夾
重新命名檔案夾
檢視檔案夾的內容
同步化檔案夾
尋找遺失的檔案夾
刪除檔案夾
檢視磁碟區資訊
選擇檔案夾名稱的顯示方式

適用於: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5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 Lightroom 6

包含相片的檔案夾會顯示於「圖庫」模組的「檔案夾」面板。「檔案夾」面板中的檔案夾，會反映磁碟區本身的檔案夾結構，並依字母順序顯示。按
一下磁碟區名稱右側的展開三角形，可檢視該磁碟區上的檔案夾。按一下檔案夾左側的三角形，可檢視其包含的任何次檔案夾。

「檔案夾」面板會顯示檔案夾及其包含的多張相片

您可以在「檔案夾」面板中增加、移動、重新命名或刪除檔案夾。對 Lightroom 檔案夾所做的更改，會套用至磁碟區的檔案夾本身。

增加包含影像的現有檔案夾

讀入相片時，相片所在的檔案夾會自動加到「檔案夾」面板。您可以使用「檔案夾」面板來增加檔案夾，以及讀入檔案夾所包含的相片。

1. 在「圖庫」模組的「檔案夾」面板中，按一下「加號」圖示 (+)，然後選擇「增加檔案夾」。

2.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Windows) 在「瀏覽資料夾」對話框中，導覽至您要的位置，選取所需的檔案夾，然後按一下「確定」。或者，導覽至您要的位置，然後
按一下「建立新資料夾」。輸入名稱取代名稱「新資料夾」。

(Mac OS) 在「選擇」或「建立新檔案夾」對話框中，導覽至您要的位置，選取所需的檔案夾，然後按一下「選擇」。或者，導覽至您要的
位置，然後按一下「新增檔案夾」。輸入檔案夾名稱，然後按一下「建立」。然後按一下「選擇」。

3. 視需要在「讀入相片」對話框中指定選項，然後按一下「讀入」。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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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檔案夾的多個副本，且您想要更改 Lightroom 指向到的位置，請在檔案夾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
擇「更新檔案夾位置」。

增加次檔案夾

1. 在「圖庫」模組的「檔案夾」面板中，選取要在哪個檔案夾內建立新檔案夾。然後，按一下「檔案夾」面板頂部的「加號」圖示 (+)，選擇「增
加次檔案夾」。

2. 在「建立檔案夾」對話框中，輸入檔案夾名稱。

3. 如果已選取相片，請決定是否要拷貝選取的相片至新檔案夾，然後按一下「建立」。

在「檔案夾」面板中，新檔案夾會顯示在所指定的階層中。新檔案夾也會顯示在 Windows 檔案總管或 Mac OS Finder 中。

註解：

您可以查看檔案夾圖示左邊的展開三角形，就可知道檔案夾是否包含子檔案夾。如果為實心三角形，就表示檔案夾中有子檔案夾。如果為微弱的點狀
線三角形，就表示檔案夾中沒有子檔案夾。

增加父檔案夾

若要將檔案夾的父檔案夾增加到「檔案夾」面板階層，請選取檔案夾並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增加
父檔案夾」。

移動檔案夾

您可以在 Lightroom 中將檔案夾移至其他檔案夾。您無法在 Lightroom 中拷貝檔案夾。

在「圖庫」模組的「檔案夾」面板中，選取一或多個檔案夾，然後拖曳到另一個檔案夾內。

影片教學：在 Lightroom 中移動檔案夾

使用 Lightroom 移動相片和檔案夾，讓 Lightroom 資料庫擁有您相片的最新位置。

重新命名檔案夾

1. 在「圖庫」模組的「檔案夾」面板中選取檔案夾。

2. 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從選單選擇「重新命名」。

3. 覆寫檔案夾名稱。

檢視檔案夾的內容

Lightroom 會在檔案夾名稱右側顯示檔案夾中的相片張數。如果稍後在檔案總管 (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中增加相片至檔案夾，則將新相片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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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 Lightroom 或同步化檔案夾後，才能更新「檔案夾」面板顯示的數目。

在「圖庫」模組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在「檔案夾」面板中選取一或多個項目。

選取一張相片，然後在「中繼資料」面板中按一下「檔案夾」欄位旁的向右箭頭，顯示該相片所在的檔案夾。

依預設，選取檔案夾會在格點檢視與底片顯示窗格中顯示該檔案夾內及所有次檔案夾內的全部相片。若只要顯示所選取檔案夾內的相片，請取消
選擇「圖庫 > 包含次檔案夾中的相片」。

同步化檔案夾

如果編目內檔案夾的內容與磁碟區上同一個檔案夾的內容不符，您可以同步化這兩個檔案夾。同步化檔案夾時，您可以選擇增加已增加至檔案夾但尚
未讀入到編目的檔案、移除已刪除的檔案，以及掃描中繼資料更新。檔案夾中的相片和所有次檔案夾都可以進行同步化。您可以決定要讀入哪些檔案
夾、次檔案夾和檔案。

註解：

「同步化檔案夾」指令不會偵測編目中重複的相片。Lightroom 不具有識別重複檔案的功能。

1. 在「檔案夾」面板中，選取您要同步化的檔案夾。

2. 選擇「圖庫 > 同步化檔案夾」。

3. 在「同步化檔案夾」對話框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讀入顯示在檔案夾內，但尚未讀入到編目的相片，請選取「讀入新的相片」。如果選取「讀入前顯示讀入對話框」，可以指定要讀入
哪些檔案夾和相片。

若要移除已從檔案夾刪除，但尚未從編目刪除的相片，請選取「從編目移除遺失的相片」。如果此選項變暗，表示沒有遺失任何檔案。您
可以選擇「顯示遺失的相片」，在格點檢視中顯示相片。

若要掃描在其他應用程式中對檔案所做的任何中繼資料更改，請選擇「掃描中繼資料更新」。

4. 按一下「同步化」。

5. 如果「讀入相片」對話框開啟，請確認您要讀入的檔案夾和檔案，然後按一下「讀入」。

註解：

如果有檔案夾遺失，但是裡面也是空的，請使用「同步化檔案夾」指令從編目加以移除。

尋找遺失的檔案夾

如果檔案夾是在作業系統而不是 Lightroom 中移動，則編目與檔案夾之間的連結將會中斷，且「檔案夾」面板中的檔案夾上會顯示問號圖示 。

1. 若要復原連結，請在檔案夾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從快顯選單選擇「尋找遺失的檔案夾」。

2. 導覽至移動的檔案夾之檔案路徑，然後按一下「選擇」。

註解：

若想瞭解如何重新連結個別的遺失相片，請參閱尋找遺失的相片。

刪除檔案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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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圖庫」模組的「檔案夾」面板中，選取一或多個檔案夾，然後按一下「減號」圖示 (-)。或者是，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
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移除」。

2. 在彈出的對話框中按一下「繼續」。

檔案夾及其相片便會從編目和「檔案夾」面板移除。原始檔案夾和相片不會從硬碟刪除。

檢視磁碟區資訊

「檔案夾」面板會針對列出的每個磁碟區，提供儲存資源的相關資訊。例如，您可以查看磁碟區的狀態為線上或離線，以及有多少可用的磁碟空間。
當您在 Lightroom 中讀入及處理相片時，磁碟區資訊也會同步動態更新。

若要更改顯示的磁碟區資訊，請在磁碟區名稱上按右鍵 (Windows)，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磁碟區名稱 (Mac OS)，然後選擇以下任一選
項：

磁碟空間

顯示磁碟區的已用/全部磁碟空間。

相片張數

顯示編目中有多少張相片位於該磁碟區。

狀態

指出磁碟區的狀態為線上或離線。

無

隱藏所有磁碟區資訊。

在磁碟區名稱上按右鍵 (Windows)，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磁碟區名稱 (Mac OS)，然後選擇「在檔案總管中顯示」(Windows) 或「在 Finder 中顯示」(Mac
OS)，即可在檔案總管或 Finder 視窗開啟該磁碟區。
在磁碟區名稱上按右鍵 (Windows)，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磁碟區名稱 (Mac OS)，然後選擇「內容」(Windows) 或「簡介」(Mac OS)，即
可檢視該磁碟區的「內容」(Windows) 或「簡介」(Mac OS) 視窗。
若要更改磁碟區名稱旁的彩色 LED 所提供的資訊，請在 LED 上按右鍵 (Windows)，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LED (Mac OS)，然後選擇以下
任一選項：

顯示狀態

指出磁碟區的狀態為線上 (綠色) 或離線 (紅色)。

顯示狀態及可用空間

指出磁碟區的狀態為線上或離線，以及已使用的資源空間：

綠色

可用空間有 10 GB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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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

可用空間不到 10 GB。

橙色

可用空間不到 5 GB。

紅色

可用空間不到 1 GB，工具提示會警告您，磁碟區接近存滿。可用空間不到 1 MB 時，工具提示會警告您，磁碟區已存滿。

灰色

磁碟區離線，您無法編輯該磁碟區上的相片。相片無法使用時，Lightroom 只會顯示低解析度的預視。

選擇檔案夾名稱的顯示方式

在「圖庫」模組的「檔案夾」面板中，按一下面板頂端的加號 (+)，然後選擇以下任一「顯示根檔案夾」選項：

僅檔案夾名稱

僅顯示「檔案夾」面板中的最上層檔案夾名稱。例如：2011。

磁碟區路徑

顯示「檔案夾」面板中的最上層檔案夾完整路徑。例如：Users/[使用者名稱]/Pictures/2011。

檔案夾和路徑

顯示「檔案夾」面板中的最上層檔案夾，後接檔案夾的完整路徑。例如：2011 - Users/[使用者名稱]/Pictures/2011。

註解：

您可能需要拖曳面板的右側邊緣，才可展開面板看到完整的路徑與名稱。

更多類似項目

管理檔案夾中的相片
影片教學：在 Lightroom 中移動檔案夾
將相片組成堆疊
從硬碟檔案夾讀入相片
建立及管理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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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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相片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註解：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重新命名相片

移動相片至不同的檔案夾

在「圖庫」模組的檔案夾中開啟相片

在檔案總管或 Finder 中開啟檔案
旋轉相片

翻轉相片

使用塗畫工具旋轉或翻轉相片

從編目移除相片

更新其他應用程式所更改的相片

將相片轉換為 DNG
建立虛擬副本

重新命名相片

1. 在「圖庫」模組的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一張或多張相片，然後選擇「圖庫 > 重新命名相片」。

2. 在「重新命名相片」對話框中，從「檔案命名」選單選擇選項。選擇「編輯」以使用檔案名稱範本編輯器來指定自訂名稱。請參
閱命名選項與「檔案名稱範本編輯器」和「文字範本編輯器」。

如果您指定使用序列來命名的選項，Lightroom 就會以序列來編號相片。如果不要從「1」開始編號，請在「開始編號」文字方塊
中輸入不同的編號。

若要在「圖庫」模組中快速重新命名單一相片，請選取該相片並在「中繼資料」面板的「檔案名稱」欄位輸入新名稱。

移動相片至不同的檔案夾

1. (選用) 如果您不打算將相片移至現有檔案夾，請建立新檔案夾。請參閱建立及管理檔案夾。

2. 在「圖庫」模組的格點檢視中，選取您想要移動的單張或多張相片。

如果您正在移動的相片位於外接式硬碟，在嘗試移動相片前請先確認硬碟已開啟電源。

3. 將單張或多張相片拖曳到「檔案夾」面板中的目的地檔案夾。請注意，要從縮圖的中心點拖曳，不要從邊緣拖曳。

您無法在 Lightroom 中複製相片。

相片會移動到 Lightroom 中的目的地檔案夾以及硬碟上。

更多詳情.請觀看此視訊，瞭解將相片移至其他檔案夾的秘訣:「事後移動檔案夾」

在「圖庫」模組的檔案夾中開啟相片

選取相片，然後選擇「相片 > 在圖庫的檔案夾中顯示」。

相片在格點檢視中會處於已選取狀態，在「檔案夾」面板中會選取其檔案夾。

在檔案總管或 Finder 中開啟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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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水平翻轉

垂直翻轉

回到頂端

註解：

回到頂端

註解：

選取相片，然後選擇「相片 > 在檔案總管中顯示」(Windows) 或「在 Finder 中顯示」(Mac OS)。

此時，會在檔案總管或 Finder 視窗中選取該檔案。

旋轉相片

如果可交換影像格式 (EXIF) 資料包括方向中繼資料，那麼已讀入到編目的相片就會自動旋轉。或者，您也可以手動旋轉相片。

在「圖庫」模組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在格點檢視中選取一張或多張相片，將指標移至縮圖上，然後按一下任何儲存格左右下角的其中一個旋轉圖示。或是選擇「相
片 > 向左旋轉」或「相片 > 向右旋轉」。所有選取的相片都會旋轉。

在放大或篩選檢視中，按一下工具列中的旋轉圖示來旋轉現用的相片。

注意：如果工具列未顯示「旋轉」圖示，請從工具列快顯選單選擇「旋轉」。

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中，選擇「相片 > 向左旋轉」或「相片 > 向右旋轉」來旋轉現用的相片。

翻轉相片

1. 在「圖庫」模組中的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選取一張或多張相片。

2. 從「相片」選單選擇下列任一選項：

沿垂直軸水平翻轉相片。

沿水平軸垂直翻轉相片。

(在放大、比較和篩選檢視中，只能翻轉現用的相片。)

選擇「檢視 > 啟用鏡射影像模式」，將編目中全部相片沿垂直軸水平翻轉。

使用塗畫工具旋轉或翻轉相片

1. 在格點檢視中，選取工具列中的「塗畫工具」，然後從工具列的「塗畫」選單選擇「旋轉」。

如果工具列未顯示「塗畫工具」，請從工具列選單選擇「塗畫工具」。

2. 在工具列中選擇任一「旋轉」或「翻轉」選項，然後在相片上按一下或拖曳來套用設定。

3. 若要停用「塗畫工具」，請按一下工具列中的圓形。停用後，工具列會顯示「塗畫工具」圖示。

從編目移除相片

1. 在「圖庫」模組中，於格點檢視選取一張或多張相片，或是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單張相片。

2.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按 Backspace 鍵 (Windows) 或 Delete 鍵 (Mac OS)。

選擇「相片 > 刪除相片」。

檢視集合時，按 Backspace 鍵 (Windows) 或 Delete 鍵 (Mac OS)，會從集合而非編目移除選取的相片，而且不會顯示
「確認」對話框。若要同時從集合和編目移除相片，請選取相片，然後按 Ctrl+Alt+Shift+Delete 鍵 (Windows) 或
Command+Option+Shift+Delete 鍵 (Mac OS)。請參閱從集合移除相片。

3. 在「確認」對話框中，按一下下列任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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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

從磁碟刪除

註解：

回到頂端

從磁碟讀入設定

覆寫設定

什麼都不做

回到頂端

註解：

僅轉換 RAW 檔案

轉換成功以後，刪除原始檔案

副檔名

相容性

JPEG 預視

從編目移除相片，但不會將相片傳送至「資源回收筒」(Windows) 或「垃圾桶」(Mac OS)。

從編目移除相片，並將相片傳送至「資源回收筒」(Windows) 或「垃圾桶」(Mac OS)。

如果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選取多張相片，則只有現用的相片會被刪除。

選取相片再按 Delete 鍵 (Windows) 或 Forward Delete 鍵 (Mac OS，僅限全尺寸鍵盤)，也會從編目移除相片，但不會將
相片傳送至「資源回收筒」(Windows) 或「垃圾桶」(Mac OS)。

更新其他應用程式所更改的相片

編目中的相片已透過其他應用程式更改時，Lightroom 會在格點檢視的影像儲存格中顯示警告。例如，如果某張相片在 Lightroom 中的評等是一顆星，
但在其他應用程式中將評等更新為兩顆星，您就必須決定要採用哪個評等。這兩者是無法並存的。Lightroom 可讓您解決衝突的相片中繼資料，方法是
以相片或其附屬 XMP 檔案的中繼資料覆寫其在編目內的資料，或是以其儲存於編目的資料覆寫相片檔案或附屬 XMP 檔案內的中繼資料。

1. 在格點檢視中，按一下儲存格中的警告圖示。

2. 在「確認」對話框中，選取下列任一項：

從相片或其附屬 XMP 檔案讀入中繼資料，覆寫編目內的相片資料。

將中繼資料從編目轉存至相片檔案，並覆寫相片或其附屬 XMP 檔案內的資料。

不採取任何動作。如果選取此選項，請確定相片在編目內的中繼資料，不會與相片或其附屬 XMP 檔案內的資料衝
突。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將 Lightroom 中繼資料與 Camera Raw 和 Adobe Bridge 同步化。

將相片轉換為 DNG

Lightroom 可讓您將 Camera Raw 檔案轉換為 DNG，以方便封存及利用 DNG 的功能。相片轉換為 DNG 後，DNG 檔案會取代編目中的原始檔案。
您可以選擇轉換後要刪除還是保留磁碟上的原始檔案。

1. 在格點檢視選取一張或多張相片，或是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一張相片。接著，請選擇「圖庫 > 將相片
轉換為 DNG」。

如果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選取多張相片，則只有現用的相片會轉換為 DNG。

2. 在「將相片轉換為 DNG」對話框中，選取下列任一轉換選項：

忽略不是 Camera Raw 檔案的相片。取消選取此選項，會轉換所有選取的相片，其中包括 JPEG、TIFF 和
PSD 格式的相片。

轉換結束後，刪除原始相片檔案。取消選取此選項，會在磁碟上保留原始檔案。

使用 .dng 或 .DNG 作為副檔名。

指定可讀取檔案的 Camera Raw 和 Lightroom 版本。使用工具提示以協助您選擇。

決定將 JPEG 預視轉存為全尺寸、中等尺寸，或不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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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嵌快速載入資料

使用失真壓縮

嵌入原始 RAW 檔案

回到頂端

允許在「編輯相片」模組中快速載入影像，但稍微降低檔案大小。

明顯降低檔案大小，但可能會造成影像品質不佳。

將所有的原始 Camera Raw 資料儲存在 DNG 檔案中。

如需更多 DNG 相關資訊，請參閱支援的檔案格式。

建立虛擬副本

您可以將不同的調整設定套用至原始 (主) 相片的多個虛擬副本，以產生多種版本的相片。虛擬副本無法以實際相片或重複的相片存在。虛擬副本是編
目中儲存不同調整集的中繼資料。

您會先建立相片的虛擬副本，然後套用調整設定至該副本。如果需要其他主相片版本，請建立其他虛擬副本，然後套用新設定至該副本。您想建立多
少個主相片的虛擬副本都可以，甚至可以將其中一個虛擬副本設為主相片，讓先前的主相片成為虛擬副本。

虛擬副本一建立，就會自動與主相片堆疊在一起。在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中，主相片會在縮圖左上角顯示影像數目。虛擬副本會在其縮圖左側顯
示翻頁圖示。

A. 原始 (主) 相片 B. 以翻頁圖示表示的虛擬副本 

虛擬副本在外部編輯器中轉存為主相片副本或作為副本編輯時，就會變成實際的相片。

建立相片的虛擬副本時，「副本_1」(或「副本_2」、「副本_3」等以此類推) 會自動增加至「中繼資料」面板的「副本名稱」欄位。

在「圖庫」的格點檢視或任一模組的底片顯示窗格中，於相片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從快
顯選單選擇「建立虛擬副本」。

在「圖庫」的格點檢視或任一模組的底片顯示窗格中，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並按一下 (Mac OS) 以選取多張相片，
然後從快顯選單選擇「建立虛擬副本」。

祕訣：如果格點檢視未顯示副本，表示相片可能是收合堆疊中的一部分。請嘗試選擇「相片 > 堆疊 > 展開全部堆疊」。如果相片
還未顯示，相片可能已過濾掉了。請嘗試使用不同的顯示方法，例如在「編目」面板中選擇「全部相片」。

在「圖庫」模組中，在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相片的虛擬副本，然後選擇「相片 > 將副本設定為主相片」。
若要刪除或移除虛擬副本，請在「圖庫」模組中展開其檔案夾的虛擬副本堆疊 (按 S 鍵)。接著在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中的虛
擬副本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刪除相片」。

注意：使用集合時無法編輯堆疊。您必須在其檔案夾中檢視堆疊，以展開、收合及管理它們。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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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

本頁的部分連結內容可能僅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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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地圖模組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涵蓋內容

檢視地圖上的相片

導覽地圖

處理相片與 GPS 資料
讓相片符合追蹤記錄以自動標記 GPS 座標
儲存位置

專家的話:

檢視地圖上的相片

「地圖」模組可讓您在 Google 地圖上顯示相片拍攝的位置。此模組使用嵌入在相片中繼資料中的 GPS 座標，
將相片繪製於地圖上。

大多數的行動手機相機，包括 iPhone，都會在中繼資料中記錄 GPS 座標。如果您的相機不會記錄 GPS 座標，
您可以在「地圖」模組中加入座標，或是從 GPS 裝置讀入追蹤記錄。

使用「地圖」模組時必須連接網路。地圖會使用您預設網路瀏覽器的語言來顯示，可能會與您正使用的

Lightroom 語言版本不同。

若要查看相片是否標有 GPS 中繼資料，請在「圖庫」或「地圖」模組的「中繼資料」面板中選擇「位置預設
集」。然後，查看「GPS」欄位中是否有座標。

地圖模組

A. 「已儲存的位置」面板 B. 「地圖樣式」選單 C. 縮放顯示滑桿 D. 選取的相片 E. 地圖索引鍵 F. 「中繼資料」
面板 

導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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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

公路圖

混合

地形

亮或暗

回到頂端

註解：

若要在「地圖」模組中導覽地圖，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按兩下地圖以放大顯示該位置。

拖曳工具列中的「縮放」滑桿以放大或縮小顯示。

注意:「地圖」模組也支援以滑鼠滾輪以及在軌跡板使用多重觸控手勢來進行縮放。

按下 Alt (Windows) 或 Option (Mac OS) 並在預視區域拖曳，以放大顯示該區域。

拖曳地圖以調整地圖在預視區域中的位置。

在預視區域右上角的「搜尋」欄位中輸入位置，即可移至該位置。

從工具列的「地圖樣式」選單中選擇選項，以指定地圖外觀:

顯示位置的衛星圖。

在平坦的圖形背景上顯示道路、政治性地理疆界及地標。

在衛星圖上覆疊道路與地緣政治資料。

以圖形來顯示地面景觀。

以亮或暗的低對比來描述道路地圖資料。

處理相片與 GPS 資料

若要將 GPS 座標加至相片 (並將相片加至地圖)，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從「底片顯示窗格」拖曳相片並放至地圖上。

在「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一或多張相片，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Mac
OS) 並按一下地圖位置。

在「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一或多張相片，在地圖位置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並按一下地圖位置 (Mac OS)，然後選擇「增加 GPS 定位至選取的相片」。

若要檢視特定位置的相片縮圖預視，請按一下相片標記。

選擇「檢視 > 顯示地圖索引鍵」就可重疊顯示相片標記的說明。

地圖模組預視標記的索引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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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圖上可見

已標記/未標記

無

註解：

註解：

回到頂端

若要移除相片的 GPS 中繼資料 (並將相片自地圖移除)，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在地圖上選取相片標記，然後按下「刪除」。

在標記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並按一下標記 (Mac OS)，然後選擇「刪除
GPS 定位」。

在「地圖」模組中，從底片顯示窗格選取相片，然後按下「刪除」。

按一下「GPS 追蹤記錄」按鈕，然後選擇「載入追蹤記錄」，以便透過協力廠商裝置上傳
GPS 資料 (GPX 檔案)。

「位置過濾器」可顯示底片顯示窗格中出現在地圖上的相片:

顯示底片顯示窗格中有哪些相片位於目前地圖檢視中。

顯示底片顯示窗格中有哪些相片標記或未標記 GPS 資料。

清除位置過濾器。

轉存相片時，您可以忽略相片的 GPS 中繼資料。在「轉存」對話框中，移至「中繼資料」面板並選擇
「移除位置資訊」。

讓相片符合追蹤記錄以自動標記 GPS 座標

載入追蹤記錄

若要載入追蹤記錄 (僅限 GPX 檔案)，請按一下「地圖 > 追蹤記錄 > 載入追蹤記錄」。

載入「地圖」模組中的追蹤記錄 (GPX 檔案) 後，Lightroom 會搜尋目前編目選取項目中，拍攝日期與追蹤記錄
日期相符的相片。如果找到相符的相片，Lightroom 可讓您使用「自動標記」選項，自動為選取的相符相片標記
GPS 座標。若要使用此功能:

1. 在「地圖」模組中，選取底片顯示窗格中的相符相片。
2. 選擇「地圖 > 追蹤記錄 > 自動標記選取的相片」。

設定時區偏移量

如果相片為您在其他時區旅遊時所拍攝，或未正確設定相機時鐘，相片可能與記錄下來的追蹤記錄不符。這種狀

況下，您可以在 Lightroom 中設定時區偏移量值 (以小時為單位)。時區偏移量值可讓您切換追蹤記錄的時間，以
符合相機時間/相片拍攝時間，因此您便可使用「自動標記」選項，將相片放在追蹤項目上。

若要設定時區偏移量:

1. 在「地圖」模組的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您要使其符合追蹤記錄的中的相片。
2. 選擇「地圖 > 追蹤記錄 > 設定時區偏移量」。

在「時區偏移量」對話方塊中，調整「偏移量」滑桿。

3. 按一下「確定」。

「偏移時區」對話方塊會顯示選取相片的拍攝時間範圍，以及追蹤記錄中的時間範圍。將「偏移量」滑桿調

整至這兩個範圍互相重疊。

如果「偏移量」滑桿值似乎不符合追蹤記錄時區與您相片的時區，Lightroom 會以紅色強調顯示該追蹤
記錄時間藉此指出問題。但您仍可設定「偏移量」值。

儲存位置

您可以為在已定義鄰近範圍內拍攝的相片建立已儲存的位置。例如，假設您到希臘為客戶外拍，您可以為去過的

島嶼建立一個已儲存的位置。

1. 在「地圖」模組中，導覽至地圖上的某個位置，然後按一下「已儲存的位置」面板中的
「+」號按鈕。「已儲存的位置」面板位於 Lightroom 視窗的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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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徑

私密性

2. 在「新位置」對話框中，輸入位置的名稱並選取儲存該位置的檔案夾。

定義從地圖可見區域中心開始計算的半徑，單位可為英呎、英哩、公尺或公里。

已儲存的位置中的相片是轉存自 Lightroom 時，會移除所有 IPTC 位置中繼資料，
包括 GPS 座標、子位置、城市、州/省以及 ISO 國碼。

3. 按一下「建立」。

位置會以白色圓圈標示於地圖上，其中一個標記  位於中央，而另一個則在外圍。

4. 處理已儲存的位置時，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在「已儲存的位置」面板中選取或取消選取位置，以在地圖上檢視位置。

地圖模組中的「已儲存的位置」面板

若要將相片增加至位置，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從「底片顯示窗格」拖曳一或多張相片至地圖上的白色圓圈中。

在「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一或多張相片，然後選取「已儲存的位置」面板中位置

名稱旁的核取方塊。

若要移至地圖上的某個位置，按一下「已儲存的位置」面板中位置名稱旁的向右鍵按

鈕。

若要編輯位置，在「已儲存的位置」面板中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並按一下
(Mac OS) 該位置，然後選擇「位置選項」。

秘訣: 您也可以拖曳地圖中位置圓圈頂端的標記  來調整半徑。拖曳圓圈中心的標記
就`可在地圖上移動位置。

若要移除位置，在「已儲存的位置」面板中選取該位置，然後按一下減號 (-) 按鈕。或
者，在「已儲存的位置」面板中或在地圖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並按一下
(Mac OS) 該位置，然後選擇「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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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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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援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使用相片集合

使用相片集合
搜尋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使用手冊
>

本頁內容

集合的類型
處理集合與集合組合
處理快速集合
處理智慧型集合
使用「所有已同步化的相片」集合
將集合轉存為編目

適用於: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5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 Lightroom 6
Lightroom CC 2015.7/Lightroom 6.7 的更新項目

集合的類型

利用集合，可以將相片分組歸類在一處，以便檢視或執行各種工作。例如，集合中的相片可組成幻燈片播放、縮圖目錄或網路相片收藏館。一經建
立，便會在每個模組的「集合」面板中列出集合。需要時可隨時選取這些集合。您想建立多少個集合都可以。

一般集合是群組的一種，其中包含您選擇的所有相片。

智慧型集合是根據您所定義之規則所形成的集合。例如，您可以建立一個智慧型集合，將所有具有五顆星評等並有紅色標籤的相片都放到這個集合
裡。符合條件的相片會自動增加至智慧型集合。

您也可以為特定工作建立暫時的相片群組，稱為快速集合。但與一般或智慧型集合不同的是，編目中一次只能有一個「快速集合」。

使用集合時請注意下列事項:

務必瞭解編目與集合之間的差異：集合是編目內的相片群組。

相片可以屬於多個集合。

您不能在集合中堆疊相片。

您可以更改一般集合中相片的排序順序，但是您無法依「使用者順序」排序，也無法在智慧型集合中拖曳相片來重新排序。

從集合移除相片，不會從編目移除相片或將相片傳送至「資源回收筒」(Windows) 或「垃圾桶」(Mac OS)。

您可以建立集合組合來組織集合。

您可以明確地將「幻燈片播放」、「列印」及 Web 模組設定儲存為輸出集合。請參閱將幻燈片播放設定儲存為幻燈片播放集合、將列印設定儲
存為列印集合及將 Web 設定儲存為 Web 集合。

註解：

如需使用關鍵字組織相片的影片，請觀看關鍵字概覽。

處理集合與集合組合

建立集合

1. 在格點檢視中，選取相片，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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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圖庫 > 新增集合」。

按一下「集合」面板中的加號圖示 (+)，然後選擇「建立集合」。

2. 在「建立集合」對話框的「集合」方塊中輸入名稱。

3. 如果希望集合成為集合組合的一部分，請從「集」選單選擇。否則，請選擇「無」。

4. 選取「包含選取的相片」選項。

5. 如果您想要在 Lightroom Mobile 應用程式中使用此集合，請選取「與 Lightroom Mobile 同步化」選項。

6. 按一下「建立」。

集合便會顯示在「集合」面板中，並且有一個相片列印圖示 。集合中的相片，會在格點檢視和底片顯示窗格中顯示「相片已在集合中」小圖示 
。

建立集合組合

集合組合為包含一或多個集合的容器。集合組合可讓您靈活地組織與管理相片。集合組合其實不包含相片，只包含集合，其中包括一般集合、智慧型
集合和輸出作品。集合組合具有一個收納箱圖示 。

1. 在「圖庫」模組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選擇「圖庫 > 新增集合組合」。

按一下「集合」面板中的加號圖示 (+)，然後選擇「建立集合組合」。

2. 在「建立集合組合」對話框輸入集合組合的名稱。

3. 如果希望新組合成為現有組合的一部分，請從「集」選單選擇現有組合。否則，請選擇「無」。

4. 按一下「建立」。

5. 在「集合」面板中，將任何集合拖曳至集合組合檔案夾，即可將集合增加至該組合。

刪除集合或集合組合

刪除集合時，不會從編目移除任何相片，也不會從磁碟刪除任何相片。

在「集合」面板中，請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選取集合或集合組合，然後按一下減號圖示 (-)。

在集合或集合組合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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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相片增加至集合

從「格點」檢視將相片拖曳至「集合」面板中的集合。

辨識集合中的相片

集合中的相片會在「格點」檢視和「底片顯示窗格」顯示「相片已在集合中」小圖示 。按一下小圖示，可查看相片在哪些集合中。

請注意：智慧型集合不會列出。

在集合中的相片上，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 (Mac OS) 或按右鍵 (Windows)，然後選擇「移至圖庫中的檔案夾」，以移至相片的所在檔案夾。

從集合移除相片

1. 選取「集合」面板中的集合。

2. 在「格點」檢視中，選取相片，然後選擇「相片 > 從集合中移除」，或按「刪除」。

在集合之間拷貝或移動相片

1. 在「圖庫」模組的「集合」面板中，選取集合。

2. 在格點檢視中選取相片。

3. 若要拷貝選取的相片，請將相片拖曳至「集合」面板中您要增加相片的集合。

4. 若要移動選取的相片，請在將相片拖曳至新集合後，從原始集合刪除它們。

排序集合

在「集合」面板中，按一下加號圖示 (+)，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選擇「依名稱排序」，可將集合依照英文字母順序排序。

選擇「依種類排序」，可將集合依照種類排序。

重新命名集合或集合組合

1. 在「集合」面板中，在集合或集合組合上按右鍵 (Windows)，或是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集合或集合組合 (Mac OS)，然後從選單選擇「重新
命名」。

2. 覆寫集合的名稱。

設定目標集合

目標集合可讓您覆寫暫時的「快速集合」。目標集合可讓任何永久集合在鎖定為目標期間，行為方式與「快速集合」相同。目標集合可以輕易又快速
地將相片群組在一起，以進行後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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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集合」面板中，選取您要鎖定為目標的集合。

註解：

集合組合不可為目標。

2. 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設定為目標集合」。

集合名稱旁的加號圖示表示已鎖定該集合為目標。

3. 若要增加相片至目標集合，請在任何模組中選取相片，然後按 B 鍵。

4. 若要從目標集合移除相片，請選取目標集合，在格點檢視中選取相片，然後按 B 鍵。

5. 若要關閉目標，請選取集合，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取消選取「設定為目標集合」。

處理快速集合

使用「快速集合」來組合暫時的相片群組，以用於任一模組中。您可以在底片顯示窗格或格點檢視中檢視「快速集合」，還可以將「快速集合」轉換
為永久集合。

Video tutorial: The Quick Collection

Video tutorial: The Quick Collection
video2brain

將相片增加至快速集合

1. 在「底片顯示窗格」或「格點」檢視中，選取一張或多張相片。

2. 在「圖庫」或「編輯相片」模組中，選擇「相片 > 增加至快速集合」。在「幻燈片播放」、「列印」或 Web 模組中，選擇「編輯 > 增加至快
速集合」。

註解：

在任一模組中，選取相片，然後按 B 鍵，或者將指標移至縮圖影像，然後按一下它右上角的圓圈。

檢視快速集合中的相片

在「圖庫」模組中，選取「編目」面板的「快速集合」。
在「底片顯示窗格來源指示器」選單中，選擇「快速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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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快速集合中移除相片或清除快速集合

1. 顯示「底片顯示窗格」或「格點」檢視中的「快速集合」。

2. 在集合中，選取一張或多張相片。

3. 在「圖庫」或「編輯相片」模組中，選擇「相片 > 從快速集合中移除」。在「幻燈片播放」、「列印」或 Web 模組中，選擇「編輯 > 從快速
集合中移除」。

註解：

在任一模組中，選取相片，然後按 B 鍵。或者將指標移至縮圖影像，然後按一下它右上角的圓圈。

將快速集合轉換為集合

您可以將「快速集合」儲存為集合。「快速集合」在儲存後，您可以選擇是否加以清除。

1. 在任何模組中，選擇「檔案 > 儲存快速集合」。

2. 在「儲存快速集合」對話框的「集合名稱」方塊中輸入名稱。

3. 指定下列任一項動作：

選取「儲存後清除快速集合」，會在快速集合儲存為集合後加以清除。

取消選取「儲存後清除快速集合」，會在快速集合儲存為集合後加以保留。

4. 按一下「儲存」。

處理智慧型集合

智慧型集合是根據您所指定之中繼資料條件的集合。智慧型集合會自動包含符合條件的全部相片。因此，您不必在智慧型集合中手動增加或移除相
片。

Lightroom 提供五組預設智慧型集合：「標示為紅色」、「五顆星」、「上個月」、「最近修改的相片」和「無關鍵字」。

Video tutorial: Creating smart collections

Video tutorial: Creating smart collections
Infinite Skills
http://www.infiniteskills.com/

建立智慧型集合

1. 在「圖庫」模組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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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圖庫 > 新增智慧型集合」。

按一下「集合」面板中的加號圖示 (+)，然後選擇「建立智慧型集合」。

2. 在「建立智慧型集合」對話框中，輸入智慧型集合的名稱。

3. 如果希望智慧型集合成為現有組合的一部分，請從「集」選單選擇組合。否則，請選擇「無」。

4. 從蹦現選單選擇選項，來指定智慧型集合的規則。

註解：

用於定義智慧型集合之可搜尋文字條件的規則，與用於利用「圖庫過濾器」列搜尋文字的規則相同。如需定義，請參閱使用文字過濾器搜尋相
片。

5. (選用) 按一下加號圖示 (+) 可增加其他條件。按一下減號圖示 (-) 可移除條件。

6. (選用) 按住 Alt 鍵並按一下 (Windows)，或是按住 Option 鍵並按一下加號圖示 (+) (Mac OS)，可開啟能夠讓您精簡條件的巢狀選項。

7. 從「符合」選單選擇要符合全部還是任一條件。

8. 按一下「建立」。

Lightroom 會將智慧型集合增加至「集合」面板，並增加編目中所有符合指定規則的相片。智慧型集合具有一個相片列印圖示，該圖示的右下角有一
個齒輪 。

編輯智慧型集合

您可以都隨時更改智慧型集合的條件和規則。

1. 在「集合」面板中的智慧型集合 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編輯智慧型集合」。

2. 在「編輯智慧型集合」對話框中，選擇新規則和選項。

3. 按一下「儲存」。

註解：

在智慧型集合中，您無法以「使用者順序」排序，或是拖曳相片來加以重新排列。

共用智慧型集合設定

您可以共用智慧型集合，方法是轉存智慧型集合設定，然後將這些設定讀入到其他編目中。Lightroom 會將 .lrsmcol 副檔名套用至智慧型集合設定檔
案。

轉存智慧型集合會轉存智慧型集合的規則，而不是轉存智慧型集合中的相片。

讀入智慧型集合規則時，Lightroom 會在「集合」面板上建立智慧型集合，然後將符合智慧型集合標準的所有相片增加到編目中。

若要轉存智慧型集合，請在「集合」面板的智慧型集合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轉存智慧型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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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指定轉存智慧型集合設定檔案的名稱和位置，然後按一下「儲存」。
若要讀入智慧型集合，請在「集合」面板的智慧型集合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讀入智慧型集合
設定」。導覽並選取智慧型集合 .lrsmcol 設定檔案，然後按一下「讀入」。

使用「所有已同步化的相片」集合

已於 Lightroom CC 2015.7/Lightroom 6.7 6.7 中推出

「編目」面板中「所有已同步化的相片」集合

在資料庫模組中，「編目」面板的「所有已同步化的相片」集合會顯示所有已同步至各 Lightroom mobile 用戶端的 Lightroom 相片 (包括不屬於任何
集合的相片)。因此，Lightroom Web 版的「所有相片」檢視、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中的「Lightroom 相片」檢視，以及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中的 「Lightroom 相片」檢視，這些檢視中顯示的相片，會與 Lightroom desktop 中的「所有已同步化的相片」集合相同。

新增相片至「所有已同步化的相片」集合

即使相片不屬於任何已同步的集合，您也可以直接在「編目」面板中拖曳該相片到「所有已同步化的相片」集合，讓相片同步至所有 Lightroom
mobile 用戶端。

註解：

若要新增相片至「所有已同步化的相片」集合，必須開啟「與 Lightroom mobile 同步化」選項。請參閱將桌面與行動平台上的 Lightroom 同步化，瞭
解如何開啟同步功能。

從「所有已同步化的相片」集合移除相片

從「所有已同步化的相片」集合刪除相片，也會一併移除所有 Lightroom mobile 用戶端上的這些相片，但不會移除 Lightroom desktop 中的相片。

1. 在「圖庫」模組中，選取「編目」面板內的「所有已同步化的相片」。

2. 在「格點」檢視中，選取相片，然後選擇「相片 > 從『所有已同步化的相片』中移除」，或按「刪除」。

註解：

不論是刪除已同步的集合、將已同步的集合取消同步，或是從已同步的集合移除相片，皆不會移除「所有已同步化的相片」中的相片。如果您想停止
同步處理 Lightroom mobile 用戶端之間的某張相片，將相片從「所有已同步化的相片」移除即可。

將集合轉存為編目

您可以將相片集合轉存為新編目。從相片集合建立編目時，相片中的設定會轉存至新編目。

註解：

將智慧型集合轉存為編目時，會將智慧型集合中的相片增加至新編目，不會轉存構成智慧型集合的規則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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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取您要用來建立編目的集合或智慧型集合。

2. 在集合名稱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將此集合轉存為編目」。

3. 指定編目的名稱、位置和其他選項，然後按一下「儲存」(Windows) 或「轉存編目」(Mac OS)。

更多類似項目

線上發佈相片
將桌面與行動平台上的 Lightroom 同步化
Lightroom Web 版
使用 Lightroom for mobile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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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相片組成堆疊

回到頂端

關於堆疊

堆疊相片

取消堆疊相片

將相片增加至堆疊

展開和收合堆疊

從堆疊移除或刪除相片

重新排列堆疊中的相片

將一個堆疊分割為兩個堆疊

自動按照拍攝時間堆疊相片

關於堆疊

您可以建立堆疊，將看起來相似的一組相片群組在一起，以方便管理。堆疊有助於將相同主題的多張相片或是將某張相片及其虛擬副本放在同一個位
置，使格點檢視和底片顯示窗格更有條理。

例如，您可以建立堆疊，將拍攝的一系列相同姿勢之人像相片，或是使用相機連拍模式或自動包圍曝光功能在某次活動中拍攝的相片群組在一起。以
這種方式拍攝相片時，同一張相片會產生多張變化大同小異的相片，但您通常只想在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中顯示最出色的相片。堆疊相片可讓您
從一個位置輕鬆存取所有相片，不讓相片四散於各列的縮圖中。

將相片組成堆疊時，相片會根據其在格點檢視中的排序順序堆疊，現用的相片會在堆疊頂端。

在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中，堆疊的相片群組在最上方相片的縮圖之下時，堆疊即收合。堆疊展開後，堆疊中的所有相片都會在格點檢視或底片顯
示窗格中顯示出來。

收合的堆疊 (上) 和展開的堆疊 (下)

以下是使用堆疊的幾個提示：

若套用任何「編輯相片」的調整、評等、旗標或顏色標籤至收合的堆疊，只會影響堆疊最上方的相片。

如果您選取堆疊中的相片，然後將其增加至「快速集合」或集合，只會增加選取的相片，而非整個堆疊。

搜尋相片時，堆疊最上方的相片會在左上角顯示堆疊中的相片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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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疊中的最上方相片顯示堆疊的相片張數

堆疊相片

1. 在「圖庫」模組的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您要堆疊的相片。

堆疊的相片必須位於同一個檔案夾中。

2. 選擇「相片 > 堆疊 > 組成堆疊」。

堆疊的相片會連續排列，在其縮圖左上角顯示堆疊順序編號。堆疊中的最上方相片是「1」、下一張相片是「2」，依此類推。

如果選取兩個堆疊，然後選擇「相片 > 堆疊 > 組成堆疊」，則只會將第二個堆疊中的最上方相片移至您最先選取的堆疊。

取消堆疊相片

1. 在「圖庫」模組的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收合堆疊的縮圖。或是如果堆疊已展開，請選取堆疊中的任何一張相片。您
不必選取堆疊中的全部相片。

2. 選擇「相片 > 堆疊 > 取消堆疊」。

將相片增加至堆疊

1. 在「圖庫」模組的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堆疊以及您要增加至該堆疊的一張或多張相片。

2. 選擇「相片 > 堆疊 > 組成堆疊」。

展開和收合堆疊

展開堆疊會顯示堆疊中的全部相片。收合堆疊時，全部相片會群組到最上方相片的縮圖之下。縮圖左上角會顯示堆疊的相片張數。

在「圖庫」模組的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展開堆疊，請在收合的堆疊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堆疊 > 展開堆疊」，
或是按一下相片左上角顯示的堆疊相片張數。您也可以選取一個收合的堆疊，然後選擇「相片 > 堆疊 > 展開堆疊」。

若要展開所有堆疊，請在任何相片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堆疊 > 展開全部堆
疊」，或選取任何相片，然後選擇「相片 > 堆疊 > 展開全部堆疊」。

若要收合堆疊，在堆疊內的某張相片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堆疊 > 收合堆
疊」，或按一下相片左上角的堆疊相片張數。您也可以選取堆疊中的相片，然後選擇「相片 > 堆疊 > 收合堆疊」。

若要收合所有堆疊，請在任何相片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堆疊 > 收合所有堆
疊」，或是選取任何相片，然後選擇「相片 > 堆疊 > 收合所有堆疊」。

從堆疊移除或刪除相片

從堆疊移除相片時，相片仍會保留在 Lightroom 編目內。從堆疊刪除相片，會同時從堆疊和編目移除相片。也可以使用「刪除相片」指令時，從編目
移除相片並從硬碟刪除相片。

1. 在「圖庫」模組的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中，展開堆疊。

2. 選取堆疊中的一張或多張相片，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從堆疊移除相片，請選擇「相片 > 堆疊 > 從堆疊中移除」。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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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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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從堆疊刪除相片，請選擇「相片 > 刪除相片」。您也可以在縮圖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從選單選擇「刪除相片」。

從堆疊移除或刪除相片時，若堆疊只包含兩張相片，便會取消堆疊相片。

重新排列堆疊中的相片

在「圖庫」模組的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展開堆疊中的相片並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將選定相片設定為最上方相片，請選擇「相片 > 堆疊 > 移到堆疊頂端」。

若要將選定相片在堆疊中向上移動，請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左方括弧，或選擇「相片 > 堆疊 > 在堆疊中向上移動」。

若要將選定相片在堆疊中向下移動，請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右方括弧，或選擇「相片 > 堆疊 > 在堆疊中向下移動」。

將一個堆疊分割為兩個堆疊

您可以使用「分割堆疊」指令將堆疊內的相片另外分組為新的堆疊。分割時，原始堆疊會包含分組為新堆疊後所剩餘的相片。

1. 在「圖庫」模組的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中，展開堆疊。

2. 選取要組成不同堆疊的相片。

如果僅選取堆疊中的最上方相片，會無法使用「分割堆疊」指令。

3. 選擇「相片 > 堆疊 > 分割堆疊」。

自動按照拍攝時間堆疊相片

Lightroom 可以根據相片的拍攝時間，自動堆疊檔案夾中的相片。建立新的堆疊時，應指定兩次拍攝時間的間隔持續時間。例如，假設您指定持續時間
為 1 分鐘。拍攝時間相隔不到 1 分鐘的所有連續相片，就會分組到一個堆疊。下一張連續相片的拍攝時間與上一張相片拍攝時間相隔超過 1 分鐘時，
就會建立新堆疊。同樣地，新堆疊會將拍攝時間相隔不到 1 分鐘的連續相片分為一組，依此類推。

拍攝時間間隔持續時間可指定的範圍為 0 秒至 1 小時。指定的持續時間越短，建立的堆疊越多，指定的持續時間越長，建立的堆疊越少。

1. 在「檔案夾」面板中選取檔案夾。

無論在內容區域或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哪些相片，Lightroom 皆會自動堆疊檔案夾中的所有相片。

2. 選擇「相片 > 堆疊 > 按拍攝時間自動堆疊」。

3. 在「按拍攝時間自動堆疊」對話框中，拖曳「堆疊時間間隔」滑桿，指定用於建立新堆疊的兩次拍攝時間之間的最短間隔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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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援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標註旗標、加上標籤與評等相片

標註旗標、加上標籤與評等相片
搜尋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使用手冊
>

本頁內容

檢視評等、旗標和標籤
設定評等星星
將相片標註旗標或排除相片
設定標籤和顏色群組

適用於: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檢視評等、旗標和標籤

在「圖庫」模組中，視您所設定的檢視選項而定，相片可以顯示評等星星、旗標和顏色標籤。

註解：

幻燈片播放可以顯示有評等星星的相片。請參閱在幻燈片播放中顯示評等。

在「圖庫」模組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來顯示評等、旗標和標籤：

若要在格點檢視的縮圖儲存格中顯示旗標和標籤，請選擇「檢視 > 檢視選項」。然後，在「圖庫檢視選項」對話框的「格點檢視」標籤
中，選取「旗標」和「使用標籤顏色為格點儲存格上色」。若要顯示評等星星，請從「頂端標籤」或「底部標籤」選單選擇「評等」。

若要在格點或放大檢視的工具列中顯示評等、旗標和標籤，請從工具列選單選擇下列任一或多個選項：「評等」、「旗標」或「顏色標
籤」。

註解：

在比較和篩選檢視中，在相片下方始終都會顯示評等、旗標和標籤。

設定評等星星

指派評等至檔案時，您可以給予零至五顆星的評等。在「圖庫」模組的任何檢視中，都可以設定或顯示評等星星。對相片評等後，在底片顯示窗格或
「圖庫過濾器」列中，按一下評等過濾器按鈕，即可顯示及處理評等為特定星級的相片。請參閱過濾底片顯示窗格和格點檢視中的相片和使用屬性過
濾器尋找相片。

在格點檢視選取一張或多張相片後，或是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單張相片後，選擇「相片 > 設定評等」。然後，從子
選單選擇評等。

注意: 如果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多張相片，評等也只會套用至現用的相片。

按 1 到 5 之間的數字設定評等。按住 Shift 鍵並按數字，可設定評等並選取下一張相片。

註解：

在比較和篩選檢視中，按一下相片下方的五個點之一即可指派評等星星。按一下第一個點會指派一顆評等星星，按一下第二個點會指派兩顆評等星
星，按一下第三個點會指派三顆評等星星，依此類推。

在格點檢視的縮圖中設定評等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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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格點檢視中，選取一張或多張相片。

2. 按一下儲存格縮圖下方的五個點之一。

按一下第一個點會指派一顆星的評等，按一下第二個點會指派兩顆評等星星，按一下第三個點會指派三顆評等星星，依此類推。

註解：

若要在精簡縮圖儲存格中顯示評等星星，請在「圖庫檢視選項」中選擇「底部標籤 > 評等」。若要在展開縮圖儲存格中顯示評等星星，請在
「圖庫檢視選項」中選取「顯示評等頁尾」。請參閱設定格點檢視的圖庫檢視選項。

使用塗畫工具設定評等星星

1. 在格點檢視中，選取工具列中的「塗畫工具」，然後從工具列的「塗畫」選單選擇「評等」。

註解：

如果工具列未顯示「塗畫工具」，請從工具列選單選擇「塗畫工具」。

2. 在工具列中指定評等，然後在相片上按一下或拖曳以套用評等。

3. 若要停用「塗畫工具」，請按一下工具列中的圓形。停用後，工具列會顯示「塗畫工具」圖示。

在圖庫工具列中設定評等星星

在格點檢視選取一張或多張相片後，或是在放大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單張相片後，按一下工具列的評等星星。

按一下第一個點會指派一顆星的評等，按一下第二個點會指派兩顆評等星星，按一下第三個點會指派三顆評等星星，依此類推。如果在放大或篩
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選取多張相片，評等也只會套用至現用的相片。

註解：

若要在工具列中顯示評等星星，請從工具列選單選擇「評等」。請參閱顯示圖庫模組工具列中的控制項。

在中繼資料面板中設定評等星星

1. 在格點檢視選取一張或多張相片後，或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選取單張相片後，從「中繼資料」面板頂部的蹦現選單選擇「預
設」、「全部」、「最小」或「快速說明」。

2. 在「中繼資料」面板中按一下「評等」旁的五個點之一。

按一下第一個點會指派一顆評等星星，按一下第二個點會指派兩顆評等星星，按一下第三個點會指派三顆評等星星，依此類推。如果在放大、比
較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選取多張相片，評等也只會套用至現用的相片。

更改評等

在「圖庫」模組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在縮圖儲存格、工具列或「中繼資料」面板中更改評等星星：

按一下不同的評等星星可提高或降低評等。按一下一星評等會移除評等。

選擇「相片 > 設定評等」，然後選擇不同的評等或選擇降低或提升評等。

註解：

選取相片，然後按 ] 可提升評等，按 [ 可降低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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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評等

在格點檢視選取一張或多張相片後，或是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單張相片後，選擇「相片 > 設定評等 > 無」。如果在
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選取多張相片，也只會從現用的相片移除評等。

註解：

您也可以按一下縮圖儲存格、「圖庫」工具列、或是「中繼資料」面板中的星星來移除評等。例如，如果相片有 5 星評等，則按一下第 5 顆星
可移除評等。如果相片有 4 星評等，則按一下第 4 顆星可移除評等，依此類推。

將相片標註旗標或排除相片

旗標會指出相片為留用 、排除 ，或是未標註旗標。旗標是在「圖庫」模組中設定的。相片一旦標註旗標，按一下底片顯示窗格或「圖庫過濾器」
列的旗標過濾器按鈕，即可顯示及處理已標註特定旗標的相片。請參閱過濾底片顯示窗格和格點檢視中的相片和使用屬性過濾器尋找相片。

旗標狀態不會儲存至 XMP，也無法在 Lightroom 編目外顯示或使用。

在「圖庫」模組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在格點檢視選取一張或多張相片，或是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一張相片。接著，選擇「相片 > 設定旗標」，並選
擇所要的旗標。如果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選取多張相片，旗標也只會套用至現用的相片。

在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選取單張相片，然後按字母 P 可標記影像為留用，或按字母 X 標記影像為排除。按住 Shift 鍵並按 P 或 X 可設
定旗標並選取下一張相片。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 並按向上鍵或向下鍵，可分別提高或降低旗標狀態。

(僅限格點檢視) 按一下相片縮圖左上角的旗標圖示，可套用或移除留用旗標。在格點檢視中，已標註排除旗標的相片會變暗。

注意: 若要在格點檢視的縮圖儲存格中顯示或設定旗標，請務必在「圖庫檢視選項」對話框的「格點檢視」標籤中選取「旗標」。(選擇
「檢視 > 檢視選項」。)

(僅限比較和篩選檢視) 按一下相片下方的旗標狀態或排除旗標。

在圖庫工具列中將相片標註旗標

在格點檢視選取一張或多張相片後，或是在放大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單張相片後，於工具列中按一下所需的旗標。如果在放大或篩
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選取多張相片，旗標也只會套用至現用的相片。

註解：

若要在工具列中顯示或設定旗標，請從工具列選單選擇「旗標」。

使用塗畫工具將相片標註旗標

1. 在格點檢視中，選取工具列中的「塗畫工具」，然後從工具列的「塗畫」選單選擇「旗標」。

2. 在工具列中指定旗標狀態，然後在相片上按一下或拖曳以套用旗標設定。

快速將相片取消標註旗標或排除相片

「精簡顯示的相片」指令會讓未標註旗標的相片標註旗標為排除，並讓標記為留用的相片取消標註旗標。

1. 在「檔案夾」面板或「集合」面板中，選取一個檔案夾或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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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圖庫 > 精簡顯示的相片」。

3. 在「精簡顯示的相片」對話框中，按一下「精簡」。

選取已標註旗標的相片

在「圖庫」模組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在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已標註旗標的相片，請選擇「編輯 > 選取已標註旗標的相片」。

若要在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中取消選取未標註旗標的相片，請選擇「編輯 > 取消選取未標註旗標的相片」。

設定標籤和顏色群組

將相片加上某種顏色標籤，是標示大量相片的靈活做法。例如，假設您剛讀入大量的相片，正在格點檢視中檢視這些相片。檢視每張新相片時，您可
以將想保留的相片加上標籤。進行這項初始操作後，在底片顯示窗格中按一下顏色標籤過濾器按鈕，即可顯示及處理具有特定顏色標籤的相片。請參
閱過濾底片顯示窗格和格點檢視中的相片和使用屬性過濾器尋找相片。

在「圖庫」模組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在格點檢視選取一張或多張相片，或是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一張相片。接著，選擇「相片 > 設定顏色標籤」，
並從子選單選擇標籤。如果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選取多張相片，標籤也只會套用至現用的相片。

(僅限格點檢視) 將指標移至縮圖儲存格底部的顏色標籤圖示，然後按一下顏色標籤。

注意: 若要在縮圖儲存格中顯示或設定顏色標籤，請在「圖庫檢視選項」對話框的「格點檢視」標籤中選取「包含顏色標籤」。(選擇「檢
視 > 檢視選項」。)

(僅限格點、比較或篩選檢視) 在相片下方按一下顏色標籤圖示。

在圖庫工具列中設定顏色標籤

在格點檢視選取一張或多張相片後，或是在放大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單張相片後，按一下工具列的顏色標籤。如果在放大或篩選檢
視的底片顯示窗格選取多張相片，標籤也只會套用至現用的相片。

註解：

若要在「圖庫」模組工具列中顯示或設定顏色標籤，請從工具列蹦現選單選擇「顏色標籤」。

使用塗畫工具設定顏色標籤

1. 在格點檢視中，選取工具列中的「塗畫工具」，然後從工具列的「塗畫」選單選擇「標籤」。

註解：

如果工具列未顯示「塗畫工具」，請從工具列選單選擇「塗畫工具」。

2. 在工具列中選取顏色標籤，然後在相片上按一下或拖曳以套用標籤。

3. 若要停用「塗畫工具」，請按一下工具列中的圓形。停用後，工具列會顯示「塗畫工具」圖示。

編輯顏色標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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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編輯顏色標籤集」對話框中，指派名稱給顏色標籤。套用標籤時，這個名稱就會增加至相片的中繼資料。

1. 在「圖庫」模組中，選擇「中繼資料 > 顏色標籤集 > 編輯」。

2. 在「編輯顏色標籤集」對話框中，於顏色旁輸入名稱。

3. (選用) 從「預設集」選單選擇「將目前設定另存為新的預設集」，然後在「預設集名稱」文字方塊輸入名稱，再按一下「建立」。

4. 按一下「更改」。

刪除或重新命名顏色標籤集

1. 在「圖庫」模組中，選擇「中繼資料 > 顏色標籤集 > 編輯」。

2. 在「編輯顏色標籤集」對話框中，從「預設集」選單選擇預設集。

3.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刪除預設集，請選擇「刪除預設集 [預設集名稱]」。在開啟的警告對話框中，按一下「刪除」。

若要重新命名預設集，請選擇「重新命名預設集 [預設集名稱]」。在「預設集名稱」文字方塊中輸入名稱，然後按一下「重新命名」。

更多類似項目

過濾底片顯示窗格和格點檢視中的相片
使用「圖庫過濾器」列尋找相片
使用屬性過濾器尋找相片
影片教學課程: 使用基本濾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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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關鍵字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Lightroom 6 中所做的更新

回到頂端

涵蓋內容

檢視關鍵字

建立關鍵字

新增關鍵字至相片

複製並貼上關鍵字

從相片或編目移除或刪除關鍵字

讀入與轉存關鍵字

建立與套用關鍵字捷徑

使用塗畫工具增加或移除關鍵字

關鍵字集

檢查與校正關鍵字拼字 (Mac OS)
輸入特殊字元 (Mac OS)

關鍵字是客戶新增的影像中繼資料，用以說明相片內容。這些標籤可協助您辨識、搜尋和尋找編目中的相片。關
鍵字一旦套用至相片，Adobe Bridge、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 等 Adobe 應用程式，或是支援 XMP
中繼資料的其他應用程式都能讀取這些關鍵字。

Lightroom 提供數種方式，可將關鍵字套用至相片。您可以在「關鍵字」面板中，鍵入或選取關鍵字，或是將相
片拖曳至「關鍵字清單」面板中的特定關鍵字。

在「格點」檢視中，具有關鍵字的相片會顯示縮圖徽章 。在「關鍵字清單」面板中，可以檢視編目中的所有
關鍵字。您隨時可以增加、編輯、重新命名或刪除關鍵字。建立或編輯關鍵字時，可以指定同義詞和轉存選項。
同義詞是關鍵字的相關詞彙。選取的相片若包含具有同義詞的關鍵字，則選取「關鍵字 > 將會轉存」時，「關鍵
字」面板會顯示同義詞。

關鍵字可包含其他嵌套的關鍵字。例如，關鍵字動物可能包含關鍵字狗和貓。同樣地，關鍵字狗可能包含澳洲牧
羊犬、邊境牧羊犬等。

您也可以將關鍵字分組，形成所謂的關鍵字集。選擇特定的關鍵字集，可以更容易存取相關的關鍵字。增加至編
目的關鍵字越來越多時，這個方式尤其實用。

如需關於建立與使用關鍵字的詳細資訊，請觀看以下視訊教學課程。

檢視關鍵字

所有關鍵字都位於「關鍵字清單」面板。每個關鍵字都會顯示包含該關鍵字的相片數量。

在「圖庫」模組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檢視編目中的關鍵字，請展開「關鍵字清單」面板。

若要檢視一張相片的關鍵字，請在「格點」檢視或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
視中的底片顯示窗格選取相片，然後檢視「關鍵字」面板的「關鍵字」區域。或是查看
「關鍵字清單」面板：「關鍵字清單」面板中關鍵字左側的核取標記，指出選取的相片
包含該標籤。

若要檢視多張相片的關鍵字，請在「格點」檢視中選取相片，然後在「關鍵字」面板的
「關鍵字」區域檢視。關鍵字旁邊若顯示星號，表示不是所有選取的相片都共用該關鍵
字。在「關鍵字清單」面板中，關鍵字左側的減號表示不是所有選取的相片都共用該標
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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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放入“[關鍵字]”

增加至所選相片

轉存時包含

轉存時包含關鍵字

轉存同義詞

轉存時包含

轉存時包含關鍵字

轉存同義詞

建立關鍵字

1. 在格點檢視選取一張或多張相片後，或是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單
張相片後，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在「關鍵字」面板的「關鍵字」區域，於「按一下這裡以增加關鍵字」欄位中鍵入。然
後，按 Enter 鍵 (Windows) 或 Return 鍵 (Mac OS)。跳過本程序的其餘步驟。

按一下「關鍵字清單」面板中的加號圖示 (+)。

關鍵字中不允許逗號、分號和直立線 ( | )，因為這些符號將用於分隔關鍵字清單。
關鍵字的結尾不可為星號 ( * )。關鍵字和同義詞的開頭或結尾不可為空格或 Tab 字元。

2. 在「建立關鍵字」對話框中，鍵入關鍵字的名稱。

3. 鍵入關鍵字的同義詞。使用逗號分隔多個同義詞。

4. 選取下列任何選項：

(建立關鍵字時，若選取現有關鍵字，才能使用此選項) 新關鍵字會以嵌套
方式出現在選取的關鍵字之下，因此包含在較高層級的內。

將關鍵字套用至選取的相片。

轉存相片時包含關鍵字。取消選取此選項時，不包含關鍵字。

轉存相片時納入包含關鍵字的高階關鍵字。

轉存相片時包含與關鍵字相關聯的同義詞。

如果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選取多張相片，關鍵字也只會增加至現用的相片。

若要在較高層的特定標籤下自動巢狀新的關鍵字，請在「關鍵字清單」面板中的較高層的標籤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將新的關鍵字置入這個關鍵字內」。父關鍵字
旁邊會顯示圓點，而所有新的標籤會成為該關鍵字的子項，直到在快顯選單中取消選取該選項為止。

編輯關鍵字

1. 在「圖庫」模組中，於「關鍵字清單」面板的關鍵字中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關鍵字 (Mac OS)，然後從選單選擇「編輯關鍵字標籤」。

2. 在「編輯關鍵字標籤」對話方塊中，鍵入關鍵字名稱的任何更改、增加同義詞，或是設定下
列任一關鍵字選項:

轉存相片時包含關鍵字。取消選取此選項時，不包含關鍵字。

轉存相片時納入包含關鍵字的高階關鍵字。

轉存相片時包含與關鍵字相關聯的同義詞。

重新命名關鍵字

1. 在「圖庫」模組中，於「關鍵字清單」面板的關鍵字中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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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註解：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鍵並按一下關鍵字 (Mac OS)，然後從選單選擇「編輯關鍵字標籤」。

2. 在「編輯關鍵字標籤」對話框中，重新命名關鍵字並按一下「儲存」。

新增關鍵字至相片

「圖庫」模組的「關鍵字」面板可讓您鍵入新的關鍵字或從關鍵字集套用關鍵字，藉此將關鍵字增加至相片。將
相片拖曳至「關鍵字清單」面板中的關鍵字，也可以將關鍵字增加至相片。另外還可以使用「塗畫工具」，將關
鍵字套用至相片。請參閱使用「塗畫工具」增加或移除關鍵字。

將關鍵字增加至相片時，更改會儲存在 Lightroom，但關鍵字不會儲存至檔案，除非您在「編目設定」對話方塊
中選取「自動將更改寫入至 XMP 中」選項。若要手動儲存關鍵字至檔案，請選擇「中繼資料 > 將中繼資料儲存
至檔案」。

1. 若要一次將關鍵字套用至多張相片，請在格點檢視選取相片。或是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
的底片顯示窗格選取單張相片。

如果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選取多張相片，關鍵字也只會增加至
現用的相片。

2.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在「關鍵字」面板的「關鍵字」區域，於標示為「按一下這裡以增加關鍵字」的欄位中
鍵入關鍵字。使用逗號來分隔關鍵字。

於「關鍵字」面板的「建議關鍵字」區域，按一下關鍵字。建議關鍵字會根據各種條
件，其中包括套用至所選相片和拍攝時間相當近的其他相片的現有關鍵字。

於「關鍵字」面板的「關鍵字集」區域，按一下關鍵字集中的關鍵字。

按一下「關鍵字清單」面板中關鍵字左側的目標方塊。核取標記表示選取的相片包含該
關鍵字。

(僅限格點檢視) 將選取的相片拖曳至「關鍵字清單」面板的關鍵字。或是從「關鍵字清
單」面板將關鍵字拖曳至選取的相片。

您也可以在讀入到 Lightroom 時將關鍵字新增至相片。

關鍵字增加至相片時，「關鍵字清單」面板會隨之更新，以反映使用該標籤的相片總數。

複製並貼上關鍵字

1. 在「格點」檢視中，選取您要拷貝其關鍵字的相片。

2. 在「關鍵字」面板的已套用標籤區域中，選取關鍵字。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拷貝」。

3. 在「格點」檢視中，選取您要加入關鍵字的相片。

4. 在「關鍵字」面板的已套用標籤區域中按一下，然後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貼上」。

從相片或編目移除或刪除關鍵字

在格點檢視選取一張或多張相片後，或是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單
張相片後，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從相片移除關鍵字，請在「關鍵字」面板中選擇「關鍵字標籤 > 輸入關鍵字」。接
著，在面板的文字方塊中選取一或多個關鍵字，然後將其刪除。如果在「放大」、「比
較」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選取多張相片，也只會從現用的相片移除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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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若要從相片和編目永久刪除關鍵字，請在「關鍵字清單」面板的關鍵字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關鍵字 (Mac OS)，然後從選單選擇「刪除」。您
也可以選取關鍵字，然後按一下「關鍵字清單」面板頂端的「減號」圖示 (-)。

注意: 如果不慎刪除關鍵字，請立刻按 Ctrl+Z (Windows) 或 Command+Z (Mac OS) 即
可取消刪除。

若要從編目自動刪除任何未使用的關鍵字，請選擇「中繼資料 > 清除未使用的關鍵
字」。

注意：用「清除未使用的關鍵字」指令刪除關鍵字的動作無法還原。

當您從相片移除關鍵字時，「關鍵字清單」面板會隨之更新，以反映使用該標籤的相片總數。

讀入與轉存關鍵字

讀入與轉存關鍵字可讓您共用為了識別相片而建立的關鍵字。例如，您可以從編目轉存關鍵字，然後讀入到同一
台或別台電腦上的其他編目。您也可以從其他應用程式 (例如 Adobe Bridge 2.1) 讀入關鍵字。Lightroom 會讀入
儲存為純文字檔案的關鍵字清單。如果清單包含特殊字元，清單就必須以 tab 分隔並儲存為 UTF-8 格式。

轉存關鍵字會將關鍵字寫入文字檔案。建立或編輯關鍵字時，您可以指定在轉存時是否要包含關鍵字。從文字檔
案讀入關鍵字時，它們會成為編目中的關鍵字，並顯示於「關鍵字清單」面板。

在「圖庫」模組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將關鍵字讀入到編目，請選擇「中繼資料 > 讀入關鍵字」，導覽至包含關鍵字的文
字檔案或編目檔案加以選取，然後按一下「開啟」(Windows) 或「選擇」(Mac OS)。

若要從編目轉存所有可轉存的關鍵字，請選擇「中繼資料 > 轉存關鍵字」，選取關鍵字
檔案的位置，然後按一下「儲存」。

建立與套用關鍵字捷徑

關鍵字捷徑可讓您快速地將一或多個關鍵字套用至多張相片。定義捷徑之後，您要使用快顯選單中的「增加關鍵
字」指令或使用「塗畫」工具來套用該捷徑。請參閱使用「塗畫工具」增加或移除關鍵字。

1. 在「圖庫」模組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在「關鍵字清單」面板的一個關鍵字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關
鍵字 (Mac OS)，然後從選單選擇「將這個做為關鍵字捷徑」。請略過步驟 2。

選擇「中繼資料 > 設定關鍵字捷徑」。

2. 在「設定關鍵字捷徑」對話方塊中，鍵入一個或多個以逗號分隔的關鍵字，然後按一下「設
定」。

Lightroom 會在您輸入時提供提示。若要選擇關鍵字提示，請在蹦現清單中按一下該關
鍵字提示。

「關鍵字清單」面板中關鍵字旁邊的加號 (+) 表示該關鍵字是目前關鍵字捷徑的一部分。

3. 若要套用關鍵字捷徑，請在「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一或多張相片，在相片
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並按一下相片 (Mac OS)，然後選擇「新增關鍵
字」[關鍵字的名稱]。

使用塗畫工具增加或移除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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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為關鍵字捷徑指定關鍵字，即可使用「塗畫工具」快速將關鍵字捷徑套用至相片。

如果工具列未顯示「塗畫工具」，請從工具列選單選擇「塗畫工具」。

1. 在「圖庫」模組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選擇「中繼資料 > 啟動塗畫」。

在格點檢視中，按一下工具列的「塗畫工具」圖示。

「塗畫工具」啟動後，指標會變成塗畫工具圖示，而且「塗畫工具」圖示會從工具列消失。

2. 視需要，從工具列的「塗畫」選單選擇「關鍵字」。

3. 視需要，在工具列欄位中，輸入您要增加或移除的關鍵字。

4.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套用關鍵字捷徑至單張相片，請使用「塗畫工具」按一下該相片。

若要將關鍵字捷徑套用至多張相片，請在格點檢視中按一下並拖曳相片。

若要移除關鍵字捷徑，請按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將「塗畫工具」
變更為橡皮擦。使用橡皮擦再按一下相片，或是按一下並在多張相片上拖曳。

秘訣：您可以按一下「關鍵字清單」面板關鍵字最右側的白色箭頭，以過濾格點檢視中
的相片，這樣就只會顯示包含要移除之關鍵字的相片。

5. 若要停用「塗畫工具」，請按一下工具列中的圓形。停用後，工具列會顯示「塗畫工具」圖
示。

從關鍵字集快速指派關鍵字

現在使用「塗畫」工具指派關鍵字時，可以從便利的關鍵字集中快速指派多個關鍵字。

執行下列動作:

1. 在「圖庫」模組中選取一或多張相片。Ctrl/Cmd + 按一下即可選取多張相片。

2. 按一下「塗畫」工具 ( )，然後按 Shift 鍵。隨即顯示關鍵字指派對話框。

快速指派關鍵字對話框

3. 從蹦現選單中選取一個關鍵字集。

關鍵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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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使用的關鍵字

戶外攝影

肖像攝影

婚禮攝影

4. 從關鍵字集中選取一或多個關鍵字。必要時按一下「全部選取」。
5. 必要時，從蹦現選單中選取其他關鍵字集。再從關鍵字集中選取其他關鍵字。
6. 將「塗畫」工具指標停留在選取的相片上並按一下。選取的關鍵字便會指派給相片。
7. 必要時可移動指標並按一下其他相片，以便指派關鍵字。
按 Esc 鍵退出塗畫模式。

關鍵字集

隨著增加至編目的關鍵字越來越多，建立關鍵字集就日益重要，這樣才能輕鬆存取相關的關鍵字。例如，您可以
針對特定事件、地點、人物或指派的工作，建立最多包含九個關鍵字的關鍵字集。關鍵字集不會更改關鍵字寫入
到相片中繼資料的方式。關鍵字集只是提供您以不同方式組織關鍵字。關鍵字可屬於一個以上的關鍵字集。

建立關鍵字集

在「圖庫」模組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將「最近使用的關鍵字」集轉換為儲存的關鍵字集，請按一下「關鍵字」面板的
「關鍵字集」蹦現選單，然後選擇「將目前設定另存為新的預設集」。輸入關鍵字集的
名稱，然後按一下「建立」。

若關鍵字集要包含特定關鍵字，請確定已在「關鍵字」面板中選擇關鍵字集。接著，在
「關鍵字」面板中選擇「關鍵字集 > 編輯集」，或選擇「中繼資料 > 關鍵字集 > 編
輯」。在文字方塊中鍵入或覆寫關鍵字，然後從「預設集」選單中選擇「將目前設定另
存為新的預設集」。在「新增預設集」對話框中，輸入關鍵字集的名稱，然後按一下
「建立」。

選擇關鍵字集

在「圖庫」模組的「關鍵字」面板中，從「關鍵字集」蹦現選單選擇關鍵字集：

顯示近期最常用的關鍵字。

顯示與大自然攝影相關聯的關鍵字。

顯示與肖像攝影相關聯的關鍵字。

顯示與婚禮攝影相關聯的關鍵字。

編輯關鍵字集

1. 在「圖庫」模組的「關鍵字」面板中，從「關鍵字集」蹦現選單選擇「編輯集」。

2. 在「編輯關鍵字集」對話方塊中，於文字方塊中鍵入關鍵字。覆寫或選取然後刪除關鍵字集
中您不希望包含的關鍵字。

3. (選用) 若要建立關鍵字集，請從「預設集」選單中選擇「將目前設定另存為新的預設集」。
然後，在「新增預設集」對話框中，輸入關鍵字集的名稱，然後按一下「建立」。

4. 按一下「更改」更新關鍵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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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

學習

定義

猜測

找下一個

更改

建議的拼字校正

重新命名或刪除關鍵字集

1. 在「圖庫」模組的「關鍵字」面板中，從「關鍵字集」蹦現選單選擇「編輯集」。

如果在「集」蹦現選單中選取「最近使用的關鍵字」，就不會顯示「編輯」選項。

2. 在「編輯關鍵字集」對話框中，從「預設集」選單選擇關鍵字集。

3.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重新命名關鍵字集，請從「預設集」選單選擇「重新命名預設集「關鍵字名
稱」」。

若要刪除關鍵字集，請從「預設集」選單選擇「刪除預設集「關鍵字集名稱」」。

檢查與校正關鍵字拼字 (Mac OS)

檢查關鍵字的拼字時，Lightroom 會對其字典未包含的任何單字提出質疑。如果有問題的單字拼法正確，可以將
該單字加入字典中，確認拼字正確無誤。如果有問題的單字拼法錯誤，可以更正它。

這些指示適用於 Mac OS X v. 10.6。Mac OS X 其他版本中的拼字檢查指令和選項可能有所不同。

1. 在「圖庫」模組中，按一下「關鍵字」面板的「關鍵字」文字方塊。

2. 選擇「編輯 > 拼字檢查 > 顯示拼字和文法檢查」。

3. (選用) 從「拼字和文法檢查」對話框的快顯選單選擇語言。這是 Lightroom 用來檢查拼字的
字典的語言。

4. Lightroom 找到陌生的單字或其他可能的錯誤時，請按一下下列選項之一︰

繼續檢查拼字而不變更文字。

將無法辨識的單字儲存到字典中，以便下一次再出現時不會被標示為拼字錯誤。

在字典中查單字。

建議該單字的可能修正。

繼續搜尋拼字。

校正拼字錯誤。確認在文字方塊中的是正確拼寫的單字，然後按下「更改」。

反白顯示拼錯的字 (Mac OS)

1. 在「圖庫」模組中輸入關鍵字之後，按一下「關鍵字」面板的「關鍵字」文字方塊。

2. 選擇「編輯 > 拼字檢查 > 檢查拼字」。

文字方塊中第一個拼錯的字會反白顯示。

3. 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反白顯示的字，然後選擇下列選項之一：

Lightroom 會在蹦現選單頂端列出建議的拼字校正。選擇要校正拼字的單
字。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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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忽略拼字

學習拼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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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檢查拼字而不變更文字。

將無法辨識的單字儲存到字典中，以便下一次再出現時不會被標示為拼字錯誤。

您也可以從快顯選單選擇「拼字和文法檢查 > 顯示拼字和文法檢查」，以開啟更多
選項的對話框。

鍵入時檢查拼字 (Mac OS)

Lightroom 可在您鍵入關鍵字時自動檢查拼字。拼錯的單字會出現底線。

1. 在「圖庫」模組中，按一下「關鍵字」面板的「關鍵字」文字方塊。

2. 選擇「編輯 > 拼字檢查 > 鍵入時檢查拼字」。

輸入特殊字元 (Mac OS)

在「圖庫」模組中，選擇「編輯 > 特殊字元」。

如需建立特殊字元的更多資訊，請參閱 Mac OS 說明。

Adobe 也建議
中繼資料基本知識與動作

讀入時將中繼資料套用至相片

遺失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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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繼資料基本知識與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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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

所有增效模組中繼資料

EXIF

關於中繼資料和 XMP
檢視相片中繼資料

增加和編輯 IPTC 中繼資料
更改相片拍攝時間

如需詳細指示，請按以下連結。

關於中繼資料和 XMP
中繼資料是一組有關相片的標準化資訊，例如作者姓名、解析度、色域、版權及套用至相片的關鍵字。例如，大多數的數位相機都會附加檔案的一些
基本資訊，例如高度、寬度、檔案格式及影像的拍攝時間。Lightroom 也支援國際新聞電訊評議會 (IPTC) 為了辨識傳輸的文字和影像而開發的資訊標
準。此標準包含說明、關鍵字、類別、製作群和來源的項目。您可以使用中繼資料將工作流程合理化，並組織您的檔案。

檔案資訊採用可延伸中繼資料平台 (Extensible Metadata Platform，XMP) 標準來儲存。XMP 是建立在 XML 基礎上。Camera Raw 檔案若是具有專
屬檔案格式，XMP 便不會寫入到原始檔案。為避免檔案毀損，XMP 中繼資料會獨立儲存在一個檔案內，稱為附屬檔案。對於 Lightroom 所支援的其
他所有檔案格式 (JPEG、TIFF、PSD 和 DNG)，XMP 中繼資料會寫入到指定給該資料之位置的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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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其他檔
案。

以其他格式儲存的中繼資料 (例如 EXIF、IPTC (IIM) 和 TIFF) 會利用 XMP 進行同步化及描述，讓您檢視及管理時更輕鬆。

指定寫入中繼資料更改的位置
Lightroom 會自動將調整和設定中繼資料寫入到編目中。您還可以指示 Lightroom 將更改寫入到 XMP。中繼資料必須寫入到 XMP，其他應用程式才能
識別在 Lightroom 中所做的更改。

1. 選擇「編輯 > 編目設定」(Windows) 或「Lightroom > 編目設定」(Mac OS)。
2. 按一下「中繼資料」標籤，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將調整和設定中繼資料寫入到 XMP，請選取「自動將更改寫入至 XMP 中」。

若要將調整和設定中繼資料只寫入到編目，請取消選取「自動將更改寫入至 XMP 中」。

如果不要自動將調整和設定中繼資料寫入到 XMP，您可以選取檔案，然後選擇「中繼資料 > 將中繼資料儲存至檔案」。

手動將中繼資料更改儲存至檔案
若要在 Lightroom 中手動儲存相片的中繼資料更改，請執行下列動作之一：

在「圖庫」模組的格點檢視中選取一或多張相片，然後選擇「中繼資料 > 將中繼資料儲存至檔案」，或是按 Ctrl+S (Windows) 或
Command+S (Mac OS)。

在「圖庫」模組的格點檢視中，按一下縮圖中的「中繼資料檔案需要更新」圖示 ，然後按一下「儲存」。

如果您處理的是 DNG 檔案，請選擇「中繼資料 > 更新 DNG 預視及中繼資料」，將中繼資料更改儲存至檔案，並且根據目前的
Raw 處理設定產生預視。

檢視相片中繼資料

在「圖庫」模組中，「中繼資料」面板會顯示所選取相片的檔案名稱、檔案路徑、評等、文字標籤，以及 EXIF 和 IPTC 中繼資料。使用蹦現選單選擇
一組中繼資料欄位。Lightroom 有數個預製集，可顯示不同的中繼資料組合。

在格點檢視選取一張或多張相片後，或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選取單張相片後，從「中繼資料」面板頂部的蹦現
選單選擇下列任何選項：

顯示檔案名稱、副本名稱、檔案夾、評等、文字標籤，以及 IPTC 和 EXIF 中繼資料的子集。

顯示透過協力廠商增效模組建立的自訂中繼資料。如果未安裝任何增效模組，則會顯示檔案名稱、副本名
稱和檔案夾。

顯示檔案名稱、檔案路徑、尺寸和 EXIF 相機中繼資料，例如曝光度、焦距、ISO 感光度及閃光燈。如果您的相機記錄了
GPS 中繼資料，則資訊會顯示為 EXIF 中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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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F 和 IPTC

IPTC

IPTC Extension

大型註解

位置

最小

快速說明

回到頂端

注意:

回到頂端

注意:

調整為指定的日期和時間

按固定小時數微調 (時區調整)

更改為每個影像的檔案建立日期

顯示檔案名稱、大小、類型、位置、中濟資料狀態，以及所有 EXIF 和基本 IPTC 中繼資料。

顯示檔案名稱和基本 IPTC 中繼資料：聯絡資訊、內容、影像、狀態和版權中繼資料。

顯示肖像和圖稿使用授權的檔案名稱和 IPTC 中繼資料，以及其他類型的授權權利。

顯示大型註解編輯方塊和版權方塊。

顯示檔案名稱、副本名稱、檔案夾、標題、註解，以及包括 GPS 座標的位置欄位。

顯示檔案名稱、評等、註解，以及版權中繼資料。

顯示檔案名稱、副本名稱、檔案路徑、評等，以及下列的 EXIF 和 IPTC 中繼資料：尺寸、日期時間、相機、標題、註
解、版權、建立者和位置。

在「中繼資料」面板中，如果有 IPTC 中繼資料欄位顯示箭頭，則按一下箭頭可迅速尋找及檢視包含特定中繼資料的全部相
片。

選取多張相片時，如果相片的中繼資料設定不同，則中繼資料欄位會顯示 <混合式>。若要顯示選取範圍中鎖定為目標 (現用) 之相
片的中繼資料，請選擇「中繼資料 > 僅顯示目標相片的中繼資料」。如果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選取多張相
片，「中繼資料」面板也只會顯示現用的相片的中繼資料。

增加和編輯 IPTC 中繼資料
在「中繼資料」面板中輸入資訊，中繼資料便會增加至相片。預製的中繼資料集，可輕輕鬆鬆地顯示相片的全部或部分中繼資料子集，以供增加或編
輯。

選擇中繼資料預設集、從其他相片拷貝和貼上中繼資料，以及同步化中繼資料，皆可迅速將中繼資料增加至共用相同中繼資料的相片。

1. 在格點檢視選取一張或多張相片後，或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選取單張相片後，從「中繼資料」面板頂部的蹦
現選單選擇中繼資料集。檢視相片中繼資料。

2.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增加中繼資料，請在中繼資料文字方塊中輸入。

若要從預設集增加中繼資料，請從「預設集」選單選擇中繼資料預設集。

若要編輯中繼資料，請覆寫中繼資料文字方塊中的項目。

若要執行相關動作，請按一下中繼資料欄位右側的動作圖示。例如，若要檢視有指定標籤的全部相片，請按一下「標籤」欄位
右側的圖示。

秘訣：分別有幾個欄位，可用於傳送電子郵件或跳至網站連結。例如，按一下網站右側連結，可以開啟瀏覽器並顯示指定的網
站。

如果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選取多張相片，中繼資料也只會增加至現用的相片。

更改相片拍攝時間

有時候，您需要更改相片的拍攝時間。例如，如果到不同時區旅行，在開始拍照前沒有更改相機的日期/時間設定，或是如果將掃描的相片讀入到
Lightroom，相片包含的建立日期是相片掃描時的日期，而非拍攝日期時，您便可能需要更改拍攝時間。

若要將編輯過的拍攝時間儲存至 RAW 相片，必須在「編目設定」對話框中啟動選項。請參閱更改編目設定。

更改拍攝時間會更改 EXIF 中繼資料在「中繼資料」面板中的「原始日期時間」。對於大多數相機，「原始日期時間」與「數位日期時間」是相同的，
因此也會一併更改「數位日期時間」。「日期時間」中繼資料會指出照片前一次更新時間，且在您變更拍攝時間時不會受到影響。

按 Ctrl+Z (Windows) 或 Command+Z (Mac OS) 無法還原「編輯拍攝時間」指令。您必須使用「回復至原始拍攝時間」指令。

1. 在格點檢視選取一張或多張相片後，或是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單張相片，執行下列動作之一：

選擇「中繼資料 > 編輯拍攝時間」。

在「中繼資料」面板中顯示 EXIF 資訊，按一下「日期時間」欄位中的箭頭。

2. 在「編輯拍攝時間」對話框中，選取調整類型：

將拍攝時間更改為指定的日期和時間。

在原始時間基礎上增加或減去一定的小時數，更改拍攝時間。

將相機 EXIF 資料內的拍攝時間更改為檔案建立日期。如果選取此選項，請略過步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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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3. 在對話框的「新的時間」區域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如果選取「調整為指定的日期和時間」，請在「校正的時間」文字方塊中輸入新的日期和時間。您也可以選取日期和時間值，
然後用向上鍵或向下鍵來增減值。

如果選取「按固定小時數微調」，請從蹦現選單選擇值，將時間往前或往後調整。

如果在格點檢視中選取了多張相片，Lightroom 會根據指定的調整更改現用相片的拍攝時間。(現用的相片會在「編輯拍攝
時間」對話框中預視。) 選取範圍中的其他相片會根據相同的時間量予以調整。如果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選取
多張相片，也只會更改現用相片的拍攝時間。

4. (選用) 若要回復為原始拍攝時間，請在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選取相片，然後選擇「中繼資料 > 回復至原始拍攝時間」。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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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中繼資料動作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註解：

回到頂端

涵蓋內容

在相片之間拷貝和貼上中繼資料

同步化編目相片之間的中繼資料

同步化 Lightroom 中繼資料與 Camera Raw 和 Adobe Bridge
中繼資料面板的動作

建立和套用中繼資料預設集

在相片之間拷貝和貼上中繼資料

從相片拷貝中繼資料並貼至選取的相片，可快速將資訊和 IPTC 中繼資料增加至相片。使用「拷貝中繼資料」和
「貼上中繼資料」指令可讓您更省力，不必重複將相同的中繼資料輸入到相片。

1. 在「格點」檢視中，選取您要拷貝中繼資料的相片，然後選擇「中繼資料 > 拷貝中繼資
料」。

2. 在「拷貝中繼資料」對話框中，選取您要拷貝的資訊和 IPTC 中繼資料，然後按一下「拷
貝」。

3. 在「格點」檢視中，選取相片，然後選擇「中繼資料 > 貼上中繼資料」。

同步化編目相片之間的中繼資料

您可以將已選取相片的特定中繼資料，與其他相片的中繼資料同步。這樣可以快速將資訊和 IPTC 中繼資料增加
至相片。同步化中繼資料讓您更省力，不必將相同的中繼資料重複輸入到相片。

1. 在格點檢視中，選取其他相片要與哪張相片的中繼資料同步化。該張相片會成為現用的相
片。

2. 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mmand 鍵並按一下 (Mac OS)，選取要與現用
相片同步化的相片。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選取連續的相片。

3.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按一下右側面板下角的「同步化」按鈕。

選擇「中繼資料 > 同步化中繼資料」。

4. 在「同步化中繼資料」對話框中，選取您需要的中繼資料，然後按一下「同步化」。

您選取要同步化的中繼資料，會覆寫所選取相片內的現有中繼資料。

5. (選用) 選擇「中繼資料 > 啟用自動同步」或按一下「同步化」按鈕上的「啟用自動同
步」切換開關，在您編輯的同時，自動將中繼資料變更套用到所有選取的相片。

同步化 Lightroom 中繼資料與 Camera Raw 和 Adobe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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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中繼資料檔案需要更新

已在外部更改中繼資料

儲存中繼資料發生錯誤

註解：

根據預設，Lightroom 中繼資料會儲存至編目檔案中。若要使用 Camera Raw、Photoshop 和 Adobe Bridge 檢
視 Lightroom 中繼資料 (包括「編輯相片」模組調整設定) 的更改，必須先在 Lightroom 中將中繼資料更改儲存
至 XMP。將中繼資料儲存為 Raw 檔案後，更改即會儲存在 XMP 附屬檔案中。若為其他檔案類型，中繼資料會
儲存在檔案本身。

在上述任一應用程式中建立的關鍵字階層會繼續保留，而且沒有任何資料會遺失，即使在一或多個應用
程式中可能未顯示也一樣。Camera Raw 4.1 之前的版本，可能無法辨識在 Lightroom 的「編輯相片」模組中所
進行的一些調整。

在 Lightroom 中自動儲存相片的中繼資料更改

若要確保 Adobe Bridge 和 Camera Raw 看見 Lightroom 中所做的更改，最簡單的方法是在您工作時自動儲存
這些更改。

1. 選擇「編輯 > 編目設定」(Windows) 或「Lightroom > 編目設定」(Mac OS)。

2. 在「中繼資料」標籤中，選取「自動將更改寫入至 XMP 中」。

檢視未儲存的中繼資料

Lightroom 會在「圖庫」模組的格點檢視中顯示三種圖示，用於辨識未儲存的中繼資料：

表示 Lightroom 中的相片有未儲存的中繼資料更改。

表示已在外部應用程式中對相片的中繼資料進行更改，但尚未在 Lightroom 中套用。

表示在 Lightroom 中儲存中繼資料時發生錯誤。當相片的相同中繼資料同時在
Lightroom 和外部更改時，即會出現此圖示。

使用格點檢視選項顯示這些圖示。

1. 在「圖庫」模組中，選擇「檢視 > 檢視選項」。

2. 在「圖庫檢視選項」對話框中按一下「格點檢視」標籤。

3. 在「儲存格圖示」區域中選取「未儲存的中繼資料」選項。

您也可以查看「中繼資料」面板中的「中繼資料狀態」欄位，以查明中繼資料是否
需要更新。

解決 Lightroom、Adobe Bridge 和 Camera Raw 之間的中繼資料衝突

若要同步化 Lightroom 編目中的中繼資料，請在「圖庫」模組的格點檢視中執行下列動作之
一：

在縮圖上按一下「已在外部更改中繼資料」圖示 或「儲存中繼資料時發生錯誤」圖

示 。若要套用來自 Camera Raw 或 Adobe Bridge 的中繼資料，請選擇「從磁碟讀
入設定」。若要忽略 Camera Raw 或 Adobe Bridge 的更改，並將編目中繼資料套用至
相片，請選擇「覆寫設定」。

選取具有「已在外部更改中繼資料」圖示 或「儲存中繼資料時發生錯誤」圖示 的
縮圖，然後選擇「中繼資料 > 從檔案讀取中繼資料」。按一下「讀取」以覆寫編目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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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基本資訊

IPTC 內容

IPTC 版權

IPTC 建立者

IPTC 影像

IPTC 狀態

IPTC Extension

關鍵字

註解：

定，並套用在 Bridge 或 Camera Raw 中所做的更改。

中繼資料面板的動作

在「中繼資料」面板中，按一下中繼資料欄位右側的按鈕，可讓您執行各種動作，例如開啟影像所在的檔案夾、
將中繼資料儲存至檔案、解決中繼資料衝突，以及跳至虛擬副本的主相片等。將滑鼠指標移至各個按鈕上，可顯
示工具提示說明。

建立和套用中繼資料預設集

建立中繼資料預設集

您可以將特定中繼資料儲存為預設集，以便在一張或多張相片上重複使用。使用中繼資料預設集可讓您更省力，
對於不同的相片不用再手動輸入相同的資訊。

1. 從「中繼資料」面板的「預設集」選單中，選擇「編輯預設集」。

2. 針對下列任一群組輸入資訊：

讓您輸入註解、評等星星和文字標籤的中繼資料。

寫入相片簡短摘要、在 newscodes.org 網站找到的新聞代碼，以及撰寫相片說
明的作者姓名等的中繼資料。

寫入版權持有人姓名、授予的相片使用權，以及版權持有人的網址等的中繼資
料。

撰寫有關相片作者姓名、地址、聯絡資訊、網站和職稱的中繼資料。

撰寫使用 newscodes.org 所列指南撰寫出版物說明、使用 newscodes.org 指定
的指南撰寫相片說明，以及相片拍攝地點相關資訊的中繼資料。

撰寫相片標題、相片指派所用的任何工作編號、傳輸指示、相片使用或權利、
攝影師、公司或代理商名稱，以及相片所有人的中繼資料。

撰寫關於影像內容的 5 種補充資料類別的中繼資料：管理、圖槁、描述、
模特兒和授權。

撰寫列出關鍵字的中繼資料，並將關鍵字附加至相片已套用之任何現有關鍵字的後
面。

3.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選取預設集所要包含的中繼資料：

若要包含所有中繼資料，請按一下「全部選取」。

若不包含任何中繼資料，請按一下「全部不選」。若想要重新選取要包含的中繼資料，
可能會使用到此按鈕。

若只要包含已輸入資訊的中繼資料，請按一下「選取已填寫欄位」。

如果先在「中繼資料」面板中手動輸入中繼資料，而後才選擇「編輯預設集」，則
您編輯的欄位會在「編輯中繼資料預設集」對話框中成為已核取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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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Mac OS

Windows 7 和 8

若要指定個別的中繼資料，請按一下中繼資料方塊旁的方塊。

若要包含整個中繼資料群組，請按一下名稱 (例如「IPTC 內容」、「IPTC 版權」等)
旁的方塊。

4. 選擇「預設集 > 將目前設定另存為新的預設集」，輸入預設集的名稱，然後按一下「建
立」。

5. 在「編輯中繼資料預設集」對話框中，按一下「完成」。

套用中繼資料預設集

在格點檢視或在放大、比較或篩選檢視的底片顯示窗格選取相片後，從「中繼資料」面板的
「預設集」選單選擇預設集。

使用塗畫工具套用中繼資料預設集

1. 在「格點」檢視中，選取工具列中的「塗畫工具」，然後從工具列的「塗畫」選單選擇「中
繼資料」。

如果工具列未顯示「塗畫工具」，請從工具列選單選擇「塗畫工具」。

2. 在工具列中選擇預設集，然後在相片上按一下或拖曳以套用設定。

3. 若要停用「塗畫工具」，請按一下工具列中的圓形。停用後，工具列會顯示「塗畫工具」圖
示。

編輯中繼資料預設集

1. 從「中繼資料」面板的「預設集」選單中，選擇「編輯預設集」。

2. 從「預設集」蹦現選單中，選擇要編輯的預設集。

3. 編輯中繼資料欄位並更改設定。

4. 再次按一下「預設集」蹦現選單，選擇「更新預設集」[預設集名稱]」。然後按一下「完
成」。

重新命名或刪除中繼資料預設集

1. 選擇「中繼資料 > 編輯中繼資料預設集」。

2. 按一下「預設集」蹦現選單選擇您想要重新命名或刪除的預設集。

3. 再次按一下「預設集」蹦現選單，選擇「重新命名預設集」[預設集名稱] 或是「刪除預設
集」[預設集名稱]。

若要刪除作業系統中的中繼資料預設集，您也可以從下列位置中找到預設集，然後將其拖曳至資源回收筒
(Windows) 或垃圾桶 (Mac OS):

/Users/[使用者名稱]/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Adobe/Lightroom/Metadata Presets/

\Users\[使用者名稱]\App Data\Roaming\Adobe\Lightoom\Metadata Presets

Adobe 也建議
中繼資料基本知識與動作

自訂編目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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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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動將中繼資料更改儲存至檔案

設定格點檢視的圖庫檢視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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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ghtroom 中處理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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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註解：

註解：

在「圖庫」模組中處理視訊時，Lightroom 會提供一些簡易的工具供您預視、設定海報影格，及從影格中建立靜
止影像，進而轉存至「編輯相片」模組。Lightroom 可讀入數位靜態相機經常使用的多種數位視訊檔案格式，包
括 AVI、MOV、MP4 以及 AVCHD。您可以在「圖庫」模式的「放大」檢視中預視視訊短片，或是拖曳視訊、
設定海報影格以及進行更多處理。

如需有關支援視訊格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視訊支援。

若要在 Lightroom 中讀入視訊檔案，請遵循您讀入相片的相同步驟。請參閱從硬碟檔案夾讀
入相片。

若要預視視訊，請在「圖庫」模組的格點檢視中按兩下視訊，就可進入放大檢視。然後，按

一下視訊播放控制列中的「播放」按鈕 。按一下「暫停」按鈕  來暫停播放。
若要手動預視 (拖曳) 短片，請拖曳視訊播放控制列中的目前時間指示器 。
若要設定新的縮圖影像 (海報影格)，請將目前時間指示器移動您想要的影格，然後按一下
「影格」按鈕  並選擇「設定海報影格」。
若要從目前影格建立 JPEG 靜態影像，請按一下「影格」按鈕  並選擇「拍攝影格」。
注意：Lightroom 會以視訊短片來堆疊拍攝影格。若要檢視拍攝影格，請在「圖庫」模組的
格點檢視中展開堆疊。請確定您不是在「編目」面板中檢視「上次讀入」。

若要縮短短片時間，請按一下「修剪視訊」按鈕 ，然後將開頭或結束標記拖曳至想要的位
置。

在 Lightroom 中拖曳標記以修剪視訊短片。

若要從 Lightroom 轉存視訊，請遵循您轉存相片的相同步驟。請參閱將檔案轉存至磁碟或光
碟。

您無法在 Photoshop 裡直接開啟來自 Lightroom 的視訊。

如果在「圖庫」模組中編輯視訊檔案的中繼資料，變更會儲存在 Lightroom 編目中。其他應用程式無法
使用此資訊。您無法在 Lightroom 中查看或編輯視訊相機的拍攝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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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快速編輯相片」面板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使用快速編輯相片在圖庫中調整相片

重設快速編輯相片調整

使用快速編輯相片在圖庫中調整相片

「圖庫」模組的「快速編輯相片」面板可讓您輕鬆且快速地將影像顏色和色調調整套用至一張或多張相片，而不

必切出「圖庫」模組。使用「快速編輯相片」面板對多張相片所做的調整，是相對而非絕對的。您所進行的任何

「快速編輯相片」設定，都會記錄於「編輯相片」模組的「步驟記錄」面板，而且「基本」面板的相應滑桿控制

項會隨之調整。

請觀看這段由 Infinite Skills 提供的視訊教學課程，深入瞭解「快速編輯相片」: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4
教學課程 | 使用快速編輯相片

按一下「快速編輯相片」面板中任何區段右側的三角形  按鈕，可顯示或隱藏該區段。

1. 在「圖庫」模組的格點檢視中，選取一張或多張相片。

2. 在「快速編輯相片」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從「儲存的預設集」蹦現選單中，選擇編輯相片預設集。只要在「快速編輯相片」面板

中調整其他設定，選單就會自動更改為「自訂」。選擇「預設設定」預設集時，相片可

自動重設為 Lightroom 預設讀入設定。

秘訣: 若要快速瀏覽「儲存的預設集」清單，請輸入字母以移至清單的該部分。例如，
輸入 S 就可移至「銳化」預設集。

從蹦現選單選擇新的裁切比例，以裁切相片。若要增加更多選擇至清單，請選取「輸入

自訂值」，在「外觀比例」方塊中，輸入寬度和高度的新裁切尺寸，然按一下「確

定」。

從「處理方式」選單選取「灰階」，將相片更改為灰階。

從「白平衡」蹦現選單選取白平衡預設集加以套用。

調整「色溫」和「色調」設定，可微調白平衡。按一下箭頭按鈕，可提高或降低凱氏色

溫、綠色調或洋紅色色調。

按一下個別色調設定的箭頭按鈕，可個別調整其色調。例如，按一下「曝光度」按鈕可

調整整體影像亮度。每按一下會將曝光度調高三分之一光圈值或一個光圈值。

按一下「自動色調」按鈕，針對「曝光度」、「黑色」、「亮度」和「對比」套用自動

的 Lightroom 設定。

秘訣: 若要在相片自動調整色調，請在「預設集」偏好設定選取「套用自動色調調整」
選項。

調整「鮮艷度」設定會更改所有飽和度偏低顏色的飽和度，對飽和度偏高的顏色影響較

小。

相較於雙箭頭按鈕，單箭頭按鈕調整設定時所增加的量較少。

重設快速編輯相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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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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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編輯相片」面板中，試用不同的調整時，按 Ctrl+Z (Windows) 或 Command+Z
(Mac OS) 即可還原。
若要將相片重設為 Lightroom 預設的讀入設定，請按一下「快速編輯相片」面板底部的「全
部重設」按鈕，或是選擇「相片 > 編輯相片設定 > 重設」。
若要完全移除所有設定，請從「快速編輯相片」面板的「儲存的預設集」蹦現選單選擇「一

般 - 歸零」。

Adobe 也建議
建立和套用編輯相片預設集

使用「塗畫」工具套用「編輯相片」預設集

調整影像顏色和色調

使用灰階

套用編輯相片調整至其他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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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編目中尋找相片

回到頂端

文字

屬性

中繼資料

任何可搜尋的欄位

涵蓋內容

使用「圖庫過濾器」列尋找相片

視訊教學課程: 根據中繼資料過濾相片
使用圖庫過濾器預設集

使用集合尋找相片

使用關鍵字標籤尋找相片

使用「圖庫過濾器」列尋找相片

在「圖庫」模組中，格點檢視頂端的「圖庫過濾器」列，提供三種過濾相片的模式：「文字」、「屬性」和「中

繼資料」。您可選取使用任何一種模式，或結合不同模式來執行更複雜的過濾作業。

可讓您搜尋任何索引的中繼資料文字欄位，其中包括檔案名稱、註解、關鍵字以及 EXIF 和 IPTC 中繼資
料。

依據旗標狀態、星星評等、顏色標籤和副本進行過濾。

最多提供八欄中繼資料條件，讓您在過濾相片時選取。

按一下任何模式名稱，可顯示與隱藏其選項。模式選項開啟時，模式標籤為白色。您可以一

次開啟一、二或所有三種過濾器模式。

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第二或第三個標籤，可一次開啟多種模式。
按一下「無」會隱藏並關閉所有過濾器模式。

注意:「中繼資料」過濾器選項開啟時，將指標移至「圖庫過濾器」列的下緣，可重新調整列
的尺寸。指標變成雙箭頭時，往上或往下拖曳邊緣。

使用文字過濾器尋找相片

「文字」過濾器可讓您使用文字搜尋欄位搜尋編目或選取的相片。您可以搜尋任何索引的欄位或選擇特定欄位，

而且可以指定比對搜尋條件的方式。

找到的相片會顯示在格點檢視和底片顯示窗格中，取決於您是搜尋整個編目、特定檔案夾或集合，還是「快速集

合」。符合搜尋條件的相片張數會顯示在「底片顯示窗格來源指示器」。

1. 在「圖庫」模組的「編目」、「檔案夾」或「集合」面板中選取來源。

2. 在「圖庫過濾器」列中，選取「文字」。

3. 從「任何可搜尋的欄位」快顯選單中選擇要搜尋的欄位。

包括「可搜尋的中繼資料」、「註解」、「檔案路徑」、虛擬副本名

稱、關鍵字、自訂中繼資料和集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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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名稱、副本名稱、標題、註解、關鍵字

可搜尋的中繼資料

可搜尋的 EXIF

可搜尋的 IPTC

任何可搜尋的增效模組欄位

包含

包含全部

包含字詞

不包含

開頭為

結尾為

註解：

分別搜尋這些中繼資料的每一個欄位。副本名

稱指的是虛擬副本的名稱。

包括「可搜尋的 IPTC」、「可搜尋的 EXIF」和「標題」。

包括「製造商」、「機型」、「序號」及「軟體」。

包括「聯絡資訊」:「建立者」、「職稱」、「地址」、「城市」、
「州/省」、「郵遞區號」和「國家」；內容 (Mac OS) /IPTC (Windows):「標題」、
「IPTC 主體代碼」和「描述撰寫者」；「影像」:「智慧型」、「IPTC 場景代碼」、「子
位置」、「城市」、「州/省」、「國家」和「ISO 國碼」；狀態 (Mac OS)/工作流程
(Windows):「標題」、「工作識別碼」、「說明」、「製作群」和「來源」；「版
權」:「版權使用條款」和「版權資訊 URL」。

包括由協力廠商增效模組所建立的可搜尋中繼資料欄位。

4. 從「包含全部」蹦現選單選擇搜尋規則。

搜尋指定的英數字元順序，包括部分字詞。舉例來說，執行 flo 的「包含」搜尋會傳
回包含 flower 一字的結果。如果輸入多個順序，Lightroom 會尋找包含任一個別順序的相
片。

搜尋包含所有指定之英數字元順序的文字。舉例來說，假設您擁有家人聚會相片

的檔案夾，且每張相片都使用照片中每個人的姓名予以標籤。您可以執行 Joh 和 Su 的「包
含全部」搜尋，來尋找所有同時包含 John 和 Susan 的相片。只要在搜尋詞彙之間輸入空
格即可。

搜尋包含所有指定之英數字元順序作為完整字詞的文字。例如，若要藉由「包含

字詞」搜尋使用關鍵字 flower 來尋找相片，請輸入 flower。

搜尋不包含任何指定之順序的文字。

搜尋開頭為指定之英數字元順序的文字。

搜尋結尾為指定之英數字元順序的文字。

5. 在搜尋方塊中輸入文字。

在要排除於結果之外的任何字前面加上驚嘆號 (!)。在任何字詞前增加一個加號 (+)，可
對該文字套用「開頭為」規則。在任何字詞後增加一個加號 (+)，可對該文字套用「結尾
為」規則。

包含指定文字條件的相片，就會顯示在格點檢視和底片顯示窗格中。

6. (選用) 若要精簡搜尋，您可以套用「屬性」或「中繼資料」過濾器。

指定兩個以上的過濾器時，Lightroom 會傳回符合所有條件的相片。

使用屬性過濾器尋找相片

「圖庫過濾器」列的「屬性」選項可讓您依照旗標狀態、星星評等、標籤和副本來過濾相片。「屬性」選項也適

用於底片顯示窗格。請參閱過濾底片顯示窗格和格點檢視中的相片。

1. 在「圖庫」模組的「編目」、「檔案夾」或「集合」面板中選取來源。

2. 在「圖庫過濾器」列中，選取「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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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註解：

預設欄

關閉過濾器

已標註旗標

位置欄

已評等

未評等

回到頂端

3. 按一下選項，依據旗標狀態、星星評等、顏色標籤和副本過濾選取的相片。

包含指定過濾器條件的相片，就會顯示在格點檢視和底片顯示窗格中。

4. (選用) 若要精簡搜尋，您可以套用「文字」或「中繼資料」過濾器。

指定兩個以上的過濾器時，Lightroom 會傳回符合所有條件的相片。

使用中繼資料過濾器尋找相片

您可以使用「圖庫過濾器」列的「中繼資料」選項，選取特定中繼資料條件來尋找相片。Lightroom 支援數位相
機和其他應用程式 (例如 Photoshop 或 Adobe Bridge) 嵌入於相片的中繼資料。

1. 在「圖庫」模組的「編目」、「檔案夾」或「集合」面板中選取來源。

2. 在「圖庫過濾器」列中，選取「中繼資料」。

3. 按一下標題並從蹦現選單選擇，從左欄選擇中繼資料的類別。然後在該欄中選擇項目。例
如，選擇「日期」，然後選取「所有日期」。Lightroom 會在項目旁顯示符合該條件的已選
取相片張數。

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再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mmand 鍵並按一
下 (Mac OS)，可在欄中選取多個項目。

4. 在下一欄中，選擇其他中繼資料類別，然後從該欄選擇項目。

5. 繼續選擇任何數目的中繼資料類別和條件。按一下任何欄標題右側的蹦現選單，可增加或移
除欄、更改排序，以及在階層和一般檢視之間切換。

包含指定中繼資料的相片，就會顯示在格點檢視和底片顯示窗格中。

6. (選用) 若要精簡搜尋，您可以套用「文字」或「屬性」過濾器。

指定兩個以上的過濾器時，Lightroom 會傳回符合所有條件的相片。

按一下顯示於「中繼資料」面板中繼資料文字方塊旁的向右箭頭，也可以尋找相片。

自訂圖庫過濾器列

Lightroom 提供六種預先定義的過濾器，可讓您快速執行一般過濾器以及復原預設設定。

在「圖庫過濾器」列或底片顯示窗格中，從「自訂過濾器」選單選擇下列任何選項：

將「中繼資料」的選項開啟為預設的四欄：「日期」、「相機」、「鏡頭」和「標

籤」，以及各類別中所有選取的中繼資料。

關閉所有過濾器並隱藏所有過濾器選項。

顯示具有留用旗標的相片。

依據「國家」、「州/省」、「鄉鎮市」和「位置」中繼資料類別過濾相片。

顯示有星級評等 (一顆星以上) 的相片。

顯示無星級評等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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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使用圖庫過濾器預設集

將圖庫過濾器列設定儲存為預設集

若要加速一般搜尋和過濾器操作，可將過濾器條件儲存為預設集。

1. 使用「圖庫過濾器」列的「文字」、「屬性」和「中繼資料」選項，指定過濾相片的條件。

2. 從「圖庫過濾器」列或底片顯示窗格右側的「自訂過濾器」選單，選擇「將目前設定另存為
新的預設集」。

3. 在「新增預設集」對話框中，輸入預設集的名稱，然後按一下「建立」。

套用圖庫過濾器列預設集

若要套用過濾器預設集，請從「自訂過濾器」選單選取。

刪除圖庫過濾器列預設集

若要刪除過濾器預設集，請從「自訂過濾器」選單選取，然後選擇「刪除預設集 [預設集名
稱]」。

重新命名圖庫過濾器列預設集

若要重新命名過濾器預設集，請從「自訂過濾器」選單選取，然後選擇「重新命名 [預設集
名稱]」。

使用集合尋找相片

選取集合除了可讓您檢視與組織相片，還可尋找特定相片。

1. 在「集合」面板中，選取一或多個項目。

集合中的相片就會顯示在格點檢視和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集合組合會包含該組合內的所有

集合。

2. (選用) 若要精簡搜尋，請使用「圖庫過濾器」列套用「文字」、「屬性」或「中繼資料」過
濾器。

使用關鍵字標籤尋找相片

您可以使用「關鍵字清單」面板，尋找包含特定關鍵字標籤的相片。

1. 在「關鍵字清單」面板選取關鍵字標籤，然後按一下相片計數旁的向右箭頭。

Lightroom 會在格點檢視和底片顯示窗格中顯示編目內包含該關鍵字標籤的所有相
片。Lightroom 也會開啟「圖庫過濾器」列，並顯示「中繼資料」關鍵字條件。

2. (選用) 若要精簡搜尋，請使用「圖庫過濾器」列套用「文字」、「屬性」或其他「中繼資
料」過濾器。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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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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檔案夾的內容

標註旗標、加上標籤與評等相片

處理快速集合

中繼資料基本知識與動作

進階中繼資料動作

使用基本濾鏡

相片集合

27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adobe.com///help.adobe.com/zh_TW/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www.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t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GU5HJ8qxo8&feature=plcp


處理和編輯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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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援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編輯相片」模組基本說明

「編輯相片」模組基本說明

搜尋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使用手冊
>

本頁內容

模組概覽

「編輯相片」模組中的檢視

編輯相片模組按鈕與工具

建立和套用編輯相片預設集

還原影像調整

拷貝設定至相片編輯前或編輯後的版本

編輯 HDR 影像

適用於: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Lightroom CC 2015.8/Lightroom 6.8 版本的更新項目

「編輯相片」模組包含兩組面板與一個工具列，可用於檢視與編輯相片。左側有「導覽器」、「預設集」、「快照」、「步驟記錄」和「集合」面

板，可用於預視、儲存及選取您對相片所做的更改。右側的工具和面板，可用於對相片進行整體和局部調整。工具列包含數個控制項，可用於在「編

輯前」檢視與「編輯後」檢視之間切換、播放即席幻燈片，以及縮放等工作。

「編輯相片」模組

A. 預設集、快照、步驟記錄和集合面板 B. 工具列 C. 色階分佈圖 D. 相片資訊 E. 智慧型預視狀態 F. 工具顯示窗格 G. 調整面板 

模組概覽

「編輯相片」模組的「色階分佈圖」面板，可讓您測量色調以及調整相片的色調。

在色階分佈圖/EXIF 資訊/RGB 值下方，會顯示其他有關相片的「智慧型預視」狀態資訊。

工具顯示窗格中的工具，可讓您修正紅眼、移除污點、裁切並矯正相片，以及套用調整至相片的特定區域。

「基本」面板包含調整相片白平衡、顏色飽和度，以及色階的主要工具。

「色調曲線」與「HSL/顏色/黑白色」面板包含微調顏色與色調調整的工具。

「分割色調」面板可為黑白影像上色，或為彩色影像建立特殊效果。

「細節」面板可讓您調整銳利度並減少雜色。

「鏡頭校正」面板可讓您校正相機鏡頭所造成的色差和鏡頭暗角。

「效果」面板可讓您套用暗角至已裁切的相片、增加膠片顆粒效果，或調整相片中的朦朧或霧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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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校正」面板可調整相機的預設校正設定。

「編輯相片」模組中的檢視

參考檢視

 僅適用於 Creative Cloud 成員

「參考檢視」在「編輯相片」模組中，提供專用的 2 級檢視，讓您能將可編輯的「現用」相片旁，所顯示的靜態「參考」相片置入「編輯相片」模組
中。

此檢視對於影像編輯工作很有用，例如為了符合特定相片的外觀以建立預設集，需要目視比對特定影像的特徵、判斷相片白平衡的一致性、對於要用

在版面上或簡報中的各張相片，平衡其影像屬性，以及微調套用的相機描述檔，使其符合相機所產生的 JPG 檔案等。

1. 啟動參考檢視

您可以從「編輯相片」模組和「資料庫」模組中啟動「參考檢視」。

若要從「資料庫」模組中啟動「參考檢視」:

1. 在格點檢視或放大檢視中，選取您要編輯的相片。
2.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從選單列中，選取「相片 > 在參考檢視中開啟」或按下 Shift+R 鍵。
以右鍵按一下相片，並從內容選單中選擇「在參考檢視中開啟」。

若要從編輯相片模組中啟動「參考檢視」，請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在已選擇相片的情況下，按一下工具列中的  圖示。

選取的相片會增加至「參考檢視」中的「現用」視窗，您可在此編輯此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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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相片」模組中的「參考檢視」；要編輯的相片位在「現用」視窗中。

2. 選取參考相片

在「參考檢視」中，從「底片顯示窗格」將相片拖放至「參考」視窗上，將其設為參考相片。

您也可以從「資料庫」模組中的格點上，或「編輯相片」模組的「放大檢視」中，以右鍵按一下相片，並從內容選單中選擇「設為參考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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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檢視會在左側的「參考」視窗中顯示參考相片，並在右側的「現用」視窗中顯示要編輯的相片。

在「參考檢視」中若要變更「參考相片」，請執行下列任何一項動作:

以右鍵按一下「底片顯示窗格」中的相片，然後從內容選單中選取「設為參考相片」。

將新相片拖放至「參考」視窗上。

切換為「資料庫」模組，在格點中的相片上以右鍵按一下，然後從內容選單中選取「設為參考相片」。

依預設，「參考檢視」會在螢幕上並列顯示「參考」相片和「現用」相片。若要將「參考檢視」中的顯示變更為「上/下」，請執行下列任一項
動作:

按一下位於工具列的  圖示，來切換「參考檢視 - 左/右」以及「參考檢視 - 上/下」顯示。
從蹦現選單中選擇「參考檢視 - 上/下」選項。

3. 編輯現用的相片

您現在可以使用右側的工具和面板來編輯「現用」相片，目視比對其特徵及外觀，使其符合「參考」相片。

在「參考檢視」中編輯相片時，若要查看「現用」相片的「編輯前」檢視，請按下「\」鍵。Lightroom 會在「現用」視窗中顯示相片編輯前的
版本。在「現用」視窗的左上角會出現「現用 (編輯前)」字樣。

套用編輯相片設定至「現用」相片 (右側)，目視比對其特徵及外觀，使其符合「參考」相片 (左側)。

註解：

在「參考檢視」中，您可以使用除了「裁切」工具以外的所有編輯相片工具，來編輯「現用」相片。在啟動「參考檢視」之前，請先套用大部分

的局部編輯至相片 (包含裁切)。

當您選取「裁切」工具時，Lightroom 會顯示「選取裁切工具將會退出參考檢視」對話框。您可以按一下「繼續」以退出。否則，請按一下「取
消」以留在「參考檢視」中。

在「參考檢視」中若要變更「現用」相片，請執行下列任何一項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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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不同的相片

將新相片拖放至「現用」視窗上。

按一下工具列中的「參考相片」鎖定圖示 ，切換為「資料庫」模組，選取新相片，然後從選單列中選擇「相片 > 在參考檢視中開啟」。

註解：

依預設，當您從「編輯相片」模組切換為任何其他模組時，Lightroom 會清除目前的「參考」相片。若要將目前的「參考」相片鎖定至「參考」
視窗上，從「編輯相片」模組切換為其他模組之前，請先按一下工具列中的「參考相片」鎖定圖示 。

參考檢視的 RGB 和 Lab 色彩讀數

在參考檢視中，當您將滑鼠游標停留至「參考/現用」相片上時，Lightroom 會在右上角的「色階分佈圖」面板中顯示 RGB/LAB 色彩讀數。

若參考相片的外觀比例符合現用相片/裁切的現用相片，讀數便會顯示如下:

參考/現用  R [參考值]/[現用值] G [參考值]/[現用值] B [參考值]/[現用值] %

參考檢視的 RGB 色彩值讀數

 
 

若參考相片的外觀比例不符合現用相片，則僅會顯示您目前滑鼠游標停留影像的色彩值。另一個影像的色彩值會顯示為「- -」。
若參考相片或現用相片未正確設定，其色彩值會顯示為「--」。

當您切換現用相片的「編輯前」檢視，色彩值會與「參考/現用 (編輯前)」相片以相似方式顯示。

參考/現用 (編輯前) R [參考值]/[現用編輯前值] G [參考值]/[現用編輯前值] B [參考值]/[現用編輯前值] %

依預設，系統會顯示 RGB 色彩值。若要顯示 Lab 色彩值，以滑鼠右鍵按一下色階分佈圖，然後選擇「顯示 Lab 色彩值」。

4. 退出「參考檢視」

若要退出「參考檢視」，請執行下列任何一項動作:

若要留在「編輯相片」模組中，請按下工具列中的「放大」圖示或 D 鍵。
若要返回「資料庫」模組，請按一下模組揀選器中的「資料庫」，或者按下 G 或 E 鍵。

在參考檢視中對多個相片套用編輯相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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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編輯相片」模組中的「參考檢視」時，您可以將目前「現用」相片的已選取「編輯相片」設定套用至「底片顯示窗格」的其他相片。

1. 在「參考檢視」中，選擇參考相片。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參考檢視。

2. 在「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您要套用編輯相片調整的所有相片。

註解：

Lightroom 會從您選取的項目中，將選取次數最多的相片自動設定為「現用」相片。

3. 在螢幕的右下角，按一下「同步化」按鈕左側的「啟用自動同步」切換開關，以啟用「自動同步」模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對多張相片同步
化設定。

4. 現在，在「現用」相片中進行調整，以視覺化符合「參考」相片的特徵。調整將套用至所有選取的相片。

檢視編輯前後的相片

您可以在套用編輯相片設定至相片時，比較兩個版本的相片。「編輯前」檢視會先顯示原始讀入時的相片，其中包含任何已套用的預設集。相片會維

持原狀，除非您將設定拷貝至該相片。「編輯後」檢視會隨著您進行更改而顯示更改。兩個檢視中的縮放與平移會同步。

若要在「放大檢視」中一次切換一種編輯前和編輯後檢視，請按反斜線 (\ ) 鍵或選擇「檢視 > 編輯前/編輯後 > 僅編輯前」。「編輯前」字樣
會顯示於影像右下角。

若要同時在兩個檢視中顯示編輯前和編輯後相片，請在工具列按一下「在編輯前檢視與編輯後檢視之間切換」按鈕來切換選項，或是從蹦現選單

中選擇選項。

編輯前/編輯後 左/右顯示:

於兩個檢視中顯示兩張完整版的相片，在螢幕上並排。

 

編輯前/編輯後 左/右分割顯示 :

於兩個檢視中顯示分割成兩半的相片，在螢幕上並排。

 

編輯前/編輯後 上/下顯示:

於兩個檢視中顯示兩張完整版的相片，一上一下。

 

編輯前/編輯後 上/下分割顯示:

於兩個檢視中顯示分割成兩半的相片，一上一下。

 

拷貝設定至相片編輯前或編輯後的版本

當您在相片的「編輯前」或「編輯後」檢視中工作時，可以將其中一個版本的設定套用至另一個，反之亦然。

在工具列中，按一下「將編輯前設定拷貝至編輯後」按鈕。

在工具列中，按一下「將編輯後設定拷貝至編輯前」按鈕。

按一下「調換編輯前後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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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設定 > 將編輯後設定拷貝至編輯前」。
選擇「設定 >將編輯前設定拷貝至編輯後」。
選擇「設定 > 調換編輯前後的設定」。

註解：

在「放大檢視」檢視中，檢視編輯前和編輯後版本的相片時，也可以使用這些選單指令。

一個版本目前所有的設定便會拷貝至另一個版本。若要拷貝單一步驟記錄設定，請在「步驟記錄」面板中的狀態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將記錄步驟設定拷貝到編輯前」。

編輯相片模組按鈕與工具

顯示或隱藏編輯相片工具列

選擇「檢視 > 顯示工具列」或「檢視 > 隱藏工具列」，或按 T 鍵。

工具顯示窗格中的工具

針對相片特定區域執行局部編輯的工具，位於「色階分佈圖」面板下的工具顯示窗格。選取任何工具，即可在工具抽屜中顯示其選項。取消選取工

具，即關閉抽屜，並回復至掌形或縮放工具。

裁切覆疊

包含「裁切覆疊」工具、裁切框工具、「外觀比例」鎖定按鈕與選項、矯正工具，以及角度校正滑桿。

污點移除

包含「仿製」或「修復」選項以及「大小」滑桿。按一下「重設」可清除相片的更改。

紅眼校正

包含「瞳孔大小」與「變暗」滑桿。按一下「重設」可清除相片的更改。

漸層濾鏡

包含調整相片某個區域之色調的選項。

「放射狀濾鏡」包含的選項可創造由裡而外的多重暈影區域，達到強調相片特定部分的目的。

調整筆刷

包含在相片特定區域刷上「曝光度」、「清晰度」、「亮度」，以及其他色調調整等選項。

其他編輯相片模組按鈕與工具

掌型/縮放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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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指標移至相片上方時，「色階分佈圖」下會顯示 R、G 與 B 的顏色值。顯示的工具會視檢視而定。如果縮放顯示「符合」，會選取縮放工具。如果
縮放顯示為「填滿」、「1:1」或更高比例，則會選取掌形工具。按一下相片，會在「填滿」與「1:1」之間切換。

白平衡選擇器

在「基本」面板中按一下這個工具，從「檢視」選單中選擇，或是按 W 鍵來選取這個工具。選項會顯示於工具列。

目標調整

讓您在相片中拖曳這個工具，來調整一些顏色與色調滑桿。在「色調曲線」或「HSL/顏色/黑白色」面板，或從「檢視」選單中選擇。一旦選取此工
具，就可以從工具列的「目標群組」蹦現選單中選擇不同目標。

放大檢視

雖然「編輯相片」與「圖庫」模組都有提供單張相片檢視，但是在「編輯相片」模組中的「放大檢視」鍵盤快速鍵 (D 鍵)，與「圖庫」模組中的鍵盤
快速鍵 (E 鍵) 不同。位於工具列的「放大檢視」按鈕可讓您迅速切換至各模組中的「放大檢視」。

拷貝並貼上

位於左側面板底部的這些按鈕，可讓您將目前的設定拷貝或貼至選取的相片。

上一張、同步化與自動同步化

位於右側面板底部的這些按鈕，會根據您在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一或多張相片來切換。如果僅選取一張相片，「上一張」按鈕可讓您將先前選取相片

的所有設定，拷貝並貼至底片顯示窗格上目前選取的相片。如果選取多個檔案，「同步化」按鈕可讓您從目前選取的相片選擇，要將哪些目前的設定

貼至其他選取的相片。「自動同步化」會隨各滑桿的移動，自動調整其他選取的相片。按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可將「同步
化」按鈕轉換為「自動同步化」按鈕。

編輯前和編輯後檢視

工具列中的「在編輯前檢視與編輯後檢視之間切換」按鈕提供四個選擇。您可以將兩個相片檢視左右或上下並排、在兩個檢視中顯示整張相片，或是

將相片分割為二。按一下「放大檢視」按鈕，可關閉「編輯前」和「編輯後」檢視。

拷貝設定

這三個按鈕可讓您將目前的設定，從「編輯後」檢視拷貝並貼至「編輯前」檢視、將目前的設定從「編輯前」檢視拷貝並貼至「編輯後」檢視，或者

調換檢視。在「編輯相片」模組中選取「編輯前和編輯後」檢視時，這些按鈕就會顯示於工具列。

選取工具和選項

按一下工具，或從「工具」選單中選擇工具。若要取消選取工具，請按一下該工具，再按一下「完成」，或是選取其他工具。 

建立和套用編輯相片預設集

預設集提供儲存一組設定並將其套用至其他相片的方法。一旦建立並增加預設集至「編輯相片」模組中的「預設集」面板，只要不刪除，預設集就會

一直留在該處。另外，該預設集也會出現於「編輯相片設定」清單，讓您在讀入相片時可以選取。

預視及套用編輯相片預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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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相片」模組的「預設集」面板會列出一組預設的預設集。按一下「Lightroom 預設集」檔案夾，即顯示預設的預設集。

若要預視某個預設集在相片上的效果，請在「預設集」面板中將指標移至該預設集上，即可在「導覽器」面板中檢視效果。

若要將某個預設集套用至相片，請在「預設集」面板中按一下它。

建立並組織編輯相片預設集檔案夾

1. 在您要檔案夾出現的區域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新增檔案夾」。

2. 輸入檔案夾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3. 將範本拖曳至檔案夾名稱，以便將該範本移動至該檔案夾。

如果將 Lightroom 預設集範本拖曳至不同的檔案夾，該範本便會拷貝至該檔案夾。

建立編輯相片預設集

您所建立的預設集會根據所選取相片的目前設定。

1. 在「編輯相片」模組中，按一下「預設集」面板頂部的「建立新的預設集) (+) 按鈕，或選擇「編輯相片 > 新增預設集」。

2. 按一下「全部選取」選取全部，或按一下「全部不選」取消選取全部，再按一下來選取預設集所要包含的每個設定。

3. 在「預設集名稱」方塊中輸入名稱，指定預設集要顯示在哪一個檔案夾內，然後按一下「建立」。

該預設集便會增加至「預設集」面板內指定檔案夾的清單中。

更新編輯相片預設集

1. 選取使用者預設集，視需求修改設定。

2. 在「預設集」面板中的預設集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使用目前設定更新」。

3. 指定預設集所要包含的設定，然後按一下「更新」。

刪除自訂預設集

您無法刪除內建 Lightroom 預設集，只能刪除自訂預設集。

在「編輯相片」模組中，於「預設集」面板中的預設集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刪除」。

註解：

請不要按鍵盤上的 Delete 鍵；這個動作會刪除目前選取的相片。

確定自訂預設集的儲存位置

自訂 (使用者) 預設集預設會儲存在 Lightroom 檔案夾下的某個檔案夾中。 有關 Mac OS 或 Windows 上的特定位置，請參閱 Lightroom 5 的偏好設定
和其他檔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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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將使用者預設集儲存在編目所在的檔案夾中，請在「偏好設定」對話框的「預設集」面板中選取「將預設集與編目儲存在同一位置」。

若要查看使用者預設集的所在位置，請在「編輯相片」模組的「預設集」面板中以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Mac OS) 該預
設集，然後選擇「在檔案總管中顯示」(Windows) 或「在 Finder 中顯示」(Mac OS)。

讀入及轉存編輯相片預設集

您可以轉存建立的預設集，提供給同事共用或在不同的電腦上使用。預設集範本會以 .lrtemplate 的副檔名儲存。

若要轉存預設集，請在預設集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轉存」。輸入預設集範本檔案名稱，然後按一下
「儲存」。

若要讀入預設集，請在您要預設集出現的區域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讀入」。按兩下預設集範本檔
案。

還原影像調整

Lightroom 提供數種方式，讓您在「編輯相片」模組作業時可以還原或重設相片的調整。

註解：

儲存設定的快照或預設集，之後進行還原，便不會完全失去這些設定。

若要在「編輯相片」模組還原調整，請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按一下「重設」按鈕，回復至 Lightroom 預設設定。
按一下「預設集」面板中的「一般 - 歸零」，完全移除全部設定。
在「步驟記錄」面板或「快照」面板中，選取套用設定之前的舊版本。

分別按兩下滑桿控制項，將滑桿重設為零。

從「編輯」選單選擇「還原」。Lightroom 會追蹤您所進行的每項設定。您可以選擇「還原」數次，還原全部設定。

拷貝設定至相片編輯前或編輯後的版本

編輯 HDR 影像

在 Lightroom 4.1 或更新版本中，您可以讀入並使用 16、24 和 32 位元的浮點影像，通常稱為 HDR (高動態範圍影像)。您可以使用「編輯相片」模
組控制項，來編輯 HDR 影像，然後演算影像以進行轉存或列印為 8 或 16 位元影像。Lightroom 可讀入 TIFF 和 DNG 格式的 HDR 影像。請確定影像
的程序版本為 2012。請參閱程序版本。

在處理 HDR 影像時，「編輯相片」模組的「曝光度」控制項具有擴展的範圍 (+10 至 -10)。

Lightroom 可讀入 HDR 影像，但無法組合這類影像。若要組合 32 位元影像，您可以在「圖庫」中選擇影像，接著使用 Photoshop 進行編輯。請務必
將 HDR 檔案儲存成 32 位元 TIFF。請參閱在 Photoshop 中將相片合併到 HDR。

註解：

將 Lightroom 偏好設定設定為將您在 Photoshop 中編輯的檔案以 TIFF 格式儲存。選擇「Lightroom」>「偏好設定」(Mac) 或「編輯」>「偏好設
定」(Windows)。在 Adobe Photoshop <version> 的「編輯」中的「外部編輯」區段下，選擇「以 Tiff 做為檔案格式」。依安裝的 Adobe Photoshop
版本不同，Photoshop 的版本編號 <version> 也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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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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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全景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6.4/Lightroom CC 中所做的更新

Lightroom 可讓您輕鬆將風景相片合併成令人嘆為觀止的全景相片。您可以快速預視全景並調整後，再建立合併
影像。

使用 Lightroom 製作令人嘆為觀止的全景

1. 在 Lightroom 中選取來源影像。
2. 選取 「相片 > 相片合併 > 全景」 或按 Ctrl/Control+M。
3. 如果要 Lightroom 自動選取版面投射，請在「全景合併預視」對話框中選擇「自動選取投
射」。 Lightroom會分析來源影像，視投射的效果而定，套用任一透視、圓柱式、或球面的
版面，產生最好的全景效果。

您也可以手動選擇版面投影方式：

「球面」：對齊並轉換影像，如同影像對應球面內部。此投影模式最適合極寬或多列全景。

「透視」：投影全景如同影像對應至平面。由於此模式保留直線的平直，最適合建築物攝

影。極寬全景可能不太適合此模式，因靠近邊緣處需大幅扭曲才能形成全景。

「圓柱型」：投影全景如同影像對應至圓柱體內部。此投影模式最適合寬廣的全景，同時仍

會維持垂直線的平直。

這些投影模式同樣適合水平和垂直的全景。

圓筒式版面投射適用於寬廣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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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預視全景時，請選取「自動裁切」來移除合併影像中不需要的透明度區域。

「自動裁剪」可移除透明區域，圖中顯示白色部份。

5.  您可以使用「邊界彎曲」*滑桿設定來彎曲全景以填滿畫布。使用此設定來保留靠近合併影
像邊界的內容，否則可能會在裁切時遺失內容。控制「邊界彎曲」*幅度的滑桿。

 * 只有 Lightroom CC 提供「邊界彎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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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邊界彎曲」可保留靠近邊界的全景影像內容；從「0」(上方) 調整滑桿為「90」(下方)

較高的滑桿值能使全景的邊界更貼合四周的長方形外框。

6.  一旦您做好決定，請按一下「合併」。Lightroom 可建立全景並放在您的編目中。

您可以在全景中套用所有「編輯相片」模組設定，如同套用在個別影像中一樣。

Lightroom 可以建立垂直和多列的全景。系統會分析來源影像的中繼資料和邊框，決定是否適合水平、垂直或
多列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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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R 相片合併
介紹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Lightroom 6

Lightroom 可讓您將多個包圍曝光的影像合併成單一 HDR 影像。

不同曝光程度的相同物件影像 (「-1」和「+1」影像)

1. Cmd/Ctrl - 按一下 Lightroom 中的影像即可選取。
2. 選取「相片 > 相片合併 > HDR」。或按 Ctrl+H。
3. 必要時請在「HDR 合併預視」對話框中，取消選取「自動對齊」和「自動色調」。

自動色調：為色調均勻的合併影像提供適當起點

自動對齊：如果合併的影像在每次拍攝時產生些微移動，此功能便非常實用。如果是使用手

持相機拍攝影像，請啟用此選項。如果使用腳架拍攝影像，不一定要啟用此選項。

您可以直接在對話框中預視這些設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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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R 合併預視」對話框

4. 有時合併包圍曝光的影像後，HDR 影像的部分區域可能會出現不自然的半透明狀態。請在
「HDR 合併預視」對話框中選取下列其中一個移除重影選項，修正這些異常狀
況：「無」、「低」、「中等」或「高」。請先試用「低」的移除重影效果取得清晰的合併

影像。必要時再試用等級更高的設定。

低：消除影格之間的少量或些微移動

中等：消除影格之間的明顯移動

高：消除影格之間的大量移動

您可以直接在對話框中預視這些設定的效果。必要時請選擇檢視移除重影覆疊。

5. 按一下「合併」以建立 HDR 影像 (.dmg)。Lightroom 可建立影像並在您的編目中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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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援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使用 Upright 功能校正相片中的扭曲透視

使用 Upright 功能校正相片中的扭曲透視
搜尋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使用手冊
>

本頁內容

關於 Upright 自動透視校正
使用 Upright 模式校正透鏡扭曲
拷貝或同步化變形設定

前後對照範例

適用於: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已於 Lightroom CC 2015.6 中推出

註解：

本頁面是關於 Creative Cloud 版本的 Lightroom。如果您使用 Lightroom 6.x 或舊版，請參閱 Upright 自動透視校正。

關於 Upright 自動透視校正

使用不合適的鏡頭或手持相機時震動，可能會導致相片透視傾斜或扭曲。在有垂直線或幾何圖形的相片中，這種扭曲類型會特別明顯。您可以使用

「變形」面板中的 Upright 功能，輕鬆校正有垂直或水平扭曲透視的相片。

Upright 功能有四個自動透視校正選項，分別為「自動」、「位準」、「垂直」、「完全」，以及一個「引導式」選項。套用「Upright」選項之後，
您可以手動修改滑桿式變形選項，以進行細部調整。

註解：

在使用 Upright 功能進行透視校正之前，請先替相機和鏡頭套用鏡頭校正描述檔。先套用鏡頭校正描述檔，能使 Upright 校正的影像分析效果更佳。

使用 Upright 模式校正透鏡扭曲

1. (選用) 在「編輯相片」模組中，瀏覽至「鏡頭校正」面板。在「基本」標籤中，選取「啟動描述檔校正」核取方塊。

註解：

強烈建議您在使用「Upright」模式處理相片之前，先根據相機及鏡頭組合，在「鏡頭校正」面板中啟動鏡頭校正。

2. 瀏覽至「變形」面板。在五種可用的 Upright 選項中，按一下其中一個選項，將校正套用至相片。

位準: 校正水平扭曲。

垂直: 校正垂直扭曲。

自動: 校正水平與垂直扭曲，同時平衡整體影像，並盡可能保留原始影像。

完整: 結合位準、垂直以及自動透視校正。

引導式: 讓您可在相片上繪製多條參考線，自訂透視校正。若要使用此功能:

1. 按一下「變形」面板左上角的「引導式 Upright 工具」圖示，然後直接在相片上繪製參考線。
2. 您已繪製至少兩條參考線時，相片就會隨之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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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透視校正的「引導式 Upright 工具」

註解：

套用「Upright」選項會重設裁切和先前套用的所有「變形」設定。若要保留這些設定，請在選取「Upright」模式時，按住 Option (Mac)/Alt
(Win) 鍵。

註解：

如果您在試用五種「Upright」模式時，選取或清除「啟動描述檔校正」核取方塊，請按一下「變形」面板右上角的「更新」。

3. 依次試用各個 Upright 模式，直到您找到最適合的設定為止。

註解：

這五種「Upright」模式可校正及管理扭曲與透視錯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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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五種設定。

校正相片的透視時，影像邊緣可能會出現白色區域。若要避免此現象，請選取「限制裁切」選項，以根據原始尺寸自動裁切相片。

4. 除自動校正選項外，您也可以手動調整相片透視。使用下列滑桿微調透視校正，「垂直」、「水平」、「旋轉」、「外觀」、「比例」、「X 軸
位移」、「Y 軸位移」。

拷貝或同步化變形設定

您可以拷貝 Upright (「拷貝設定」) 或同步化 (「同步化設定」)，以便用於一張或多張相片。在「拷貝設定」和「同步化設定」對話框中，已有三個
選項可使用。可用選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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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right 模式

在選取「Upright 模式」後，會拷貝先前選取的模式不過，該影像 (拷貝設定的目的地影像) 會依據特定影像的內容進行校正。

Upright 變形

當您選取「Upright 變形」後，程式就會完整拷貝/同步化 Upright 變形。選取「Upright 變形」核取方塊便會自動選取「Upright 模式」核取方塊。

Upright 調整

當您選取「Upright 調整」後，程式就會拷貝「垂直」、「水平」、「旋轉」、「外觀比例」、「比例」、「X 軸偏移量」及「Y 軸偏移量」調整滑桿
目前的值。

在使用「Upright 模式」或「Upright 變形」選項前，先行選擇：

在使用「Upright」模式時，系統會分析每個影像，並根據其所包含的資料加以變形。因此，以特定方式分析的影像，在不同的照明條件或攝影機拍攝
角度下，其分析方式會略有不同。

Upright 模式。當您所處理的影像大多數都不同，且必須個別進行分析時，可使用此模式根據影像本身的資訊將其變形。例如，您在城市中拍攝
了多個風景，不過許多影像僅具有簡單的標題。您可以將「位準 Upright」模式使用於一個影像，然後將此設定拷貝到其他影像。
Upright 變形：當您希望每一個影像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變形時使用。例如，您為 HDR 工作流程在相同景點拍攝了多個影像，不過所有影像僅
具有簡單的標題。您可以在影像上使用「位準 Upright」模式，並將完全相同的資訊拷貝到每一個要用於 HDR 的影像。

前後對照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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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影像。各種 Upright 模式的成果顯示如下。

 

除了套用 Upright 模式外，也已經針對以下所示的所有樣本啟動這些設定:

「啟動描述檔校正」

「限制裁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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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影像色調與顏色

回到頂端

註解：

註解：

調整影像顏色和色調

設定白平衡

調整整體影像色階

使用色階分佈圖調整色階

設定整體顏色飽和度

視訊教學課程: 處理「清晰度」、「鮮豔度」和「飽和度」
使用色調曲線面板微調色階

以 HSL 滑桿微調影像顏色
調整相機的顏色校正

儲存相機的預設設定

使用灰階

將相片轉換為灰色調

為灰階相片定調

處理單色版灰階影像

視訊教學課程: 使用「黑白」進行調整

調整影像顏色和色調

如需詳細指示，請按以下連結。若要詢問問題、請求功能或報告問題，請造訪 feedback.photoshop.com。

設定白平衡

您可以調整相片的白平衡，以反映相片拍攝時的光源條件，其中包括日光、鎢絲燈、閃光燈等。

您可以選擇白平衡預設集選項，或按一下要指定為中間色的相片區域。Lightroom 會調整白平衡設定，然後您可
以使用提供的滑桿來進行微調。

白平衡預設集選項僅適用於 Raw 和 DNG 相片。可以使用滑桿來編輯所有相片的白平衡。

選擇白平衡預設集選項

在「編輯相片」模組的「基本」面板，從「白平衡」蹦現選單中選擇選項。「拍攝時設定」會使用相機的白平衡

設定 (如果可使用的話)。「自動」會根據影像資料計算白平衡。

Lightroom 會套用白平衡設定，並隨之移動「基本」面板中的「色溫」和「色調」滑桿。請使用這些滑桿來微調
色彩平衡。請參閱使用色溫和色調控制項微調白平衡。

如果無法使用相機的白平衡設定，則預設選項為「自動」。

指定相片中的中間色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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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關閉

顯示放大檢視

縮放滑桿

完成

色溫

色調

註解：

曝光度

1. 在「編輯相片」模組的「基本」面板中，按一下「白平衡選擇器」工具 加以選取，或按 W
鍵。

2. 將「白平衡選擇器」移至應為中間淺灰色的相片區域。請避開光譜亮部或 100% 白色的區
域。

3. 視需要在工具列中設定選項。

將「白平衡選擇器」工具設定為只要在相片中按一下即自動關閉。

顯示位於「白平衡選擇器」下的像素樣本特寫檢視和 RGB 值。

在放大檢視中縮放特寫檢視。

關閉「白平衡選擇器」工具，指標預設隨即更改為掌型或放大顯示工具。

「導覽器」會在您將「白平衡選擇器」移至不同像素時顯示色彩平衡預視。

4. 找到適當的區域時請按一下。

「基本」面板中的「色溫」和「色調」滑桿，若可以，會將選取的顏色調整為中間色。

使用色溫和色調控制項微調白平衡

在「編輯相片」模組的「基本」面板中，調整「色溫」和「色調」滑桿。

使用凱氏色溫溫標微調白平衡。將滑桿往左移可降低相片色溫，向右移則可提高相片色溫。

您也可以在「色溫」文字方塊中設定特定的凱氏溫度值，以符合環境光的顏色。按一下目前的值以選取文字方

塊，然後輸入新值。例如，攝影的鎢絲燈光的平衡值通常是凱氏溫度 3200 度。如果在鎢絲燈光下拍攝相片，並
且將影像色溫設定為 3200，相片看起來應該顏色平衡。
使用 RAW 檔案的優點之一就是可以調整色溫，就好像在拍攝時更改相機內的設定，可進行廣泛範圍的設定。使
用 JPEG、TIFF 與 PSD 檔案時，採用的是 -100 至 100 之間的溫標，而不是凱氏溫標。JPEG 或 TIFF 這類非
RAW 檔案，會在檔案中包含溫度設定，因此溫標存在較多限制。

微調白平衡，以補償綠色或洋紅色的色調。滑桿向左 (負值) 移可增加綠色至相片；向右移 (正值) 則可增加
洋紅色。

秘訣：如果調整色溫和色調後，有綠色或洋紅色投射到陰影區域，請嘗試調整「相機校正」面板中「陰影」的

「色調」滑桿加以移除。

調整整體影像色階

您可以使用「基本」面板中的色調控制項，調整整體影像的色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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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選用) 在「基本」面板的「色調」區域中，按一下「自動」設定整體色階。Lightroom 會將
滑桿設定為最大化色階，並最小化亮部與陰影剪裁。

2. 調整色調控制項：

可用的色調控制取決於正在使用的是程序版本 2012、2010 還是 2003 (如所示)。

您可以選取值並使用向上鍵和向下鍵來調整滑桿值的增量。 按兩下滑桿控制項可將值重
設為零。

(全部) 設定影像整體亮度。 調整滑桿直到照片達到滿意效果，並且影像達到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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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

亮部

陰影

白色

黑色

黑色

復原

補光

亮度

亮度。

曝光度值的遞增與相機光圈值 (光圈大小) 的遞增等量相當。 +1.00 的調整就類似於增加 1
格光圈。 同樣地，-1.00 的調整就類似於減少 1 格光圈。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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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對比，會對影像

色調造成負面影響。

(PV2012) 調整影像明亮區域。 向左拖動可使亮部變暗，並恢復「模糊化的」亮部細
節。 向右拖動可使亮部變亮，同時最小化剪裁。

(PV2012) 調整黑暗影像區域。 向左拖動可使陰影變暗，同時最小化剪裁。 向右拖動
可使陰影變亮，並恢復陰影細節。

(PV2012) 調整白色色階剪裁。 向左拖動可減少亮部剪裁。 向右拖動可增加亮部剪
裁。 (對於鏡面亮部 (如金屬表面)，可能需要增加剪裁。)

(PV2012) 調整黑色色階剪裁。 向左拖動可增加黑色色階剪裁 (將更多的陰影對應到純
黑色)。 向右拖動可減少陰影剪裁。

(PV2010 和 PV2003) 指定哪些影像值對應黑色色階。 將滑桿往右移可增加變成黑色
的區域，有時候會產生影像對比增加的印象。效果最明顯的部分在陰影，中間調和亮部的變

化明顯較少。

(PV2010 和 PV2003) 減少極端亮部的色調，並嘗試修復因相機過度曝光所損失的亮
部細節。 如果一或兩個色版遭到剪裁，Lightroom 可修復 RAW 影像檔案中的細節。

(PV2010 和 PV2003) 照亮陰影以顯示更多細節，同時保留黑色色階不變。 請小心不
要過度套用設定而顯現影像雜色。

(PV2010 和 PV2003) 調整影像亮度，主要是影響中間調。 在設定「曝光度」、「亮
部修復」和「黑色」滑桿之後調整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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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要重新調整「曝光度」、「亮部修復」或「黑色」滑桿。

使用色階分佈圖調整色階

關於色階分佈圖

色階分佈圖以圖表方式顯示相片中每個明度百分比的像素數。色階分佈圖若從面板左側延伸至右側，表示相片充

分利用色階。如果色階分佈圖未使用完整的色調範圍，則可能導致相片單調又缺乏對比。若是色階分佈圖有任一

端呈現峰型，表示相片有陰影或亮部剪裁。剪裁可能導致損失影像細節。

色階分佈圖左側呈現的是 0% 明度的像素，右側呈現的是 100% 明度。

色階分佈圖是由三層顏色所組成，分別是紅色、綠色和藍色色版。這三個色版全部重疊時會出現灰色；RGB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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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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色階分佈圖調整影像

在「編輯相片」模組中，「色階分佈圖」面板的某些特定區域與「基本」面板中的色調滑桿相關。 在色階分佈
圖中拖曳即可調整。「基本」面板滑桿會反映您的調整。

在色階分佈圖的「曝光度」區域中拖曳，可調整「基本」面板中的「曝光度」滑桿。

1. 將指標移至您所要調整的色階分佈圖區域。受影響的區域會反白顯示，受影響的色調控制項
則顯示於面板的左下角。

2. 往左或往右拖曳指標可調整「基本」面板中的對應滑桿值。

檢視 RGB 色彩值

在「編輯相片」模組中，當您將掌型或縮放工具移至相片上時，色階分佈圖下方的區域會隨之顯示個別像素的

RGB 色彩值。

您可以使用此資訊判斷相片的任何區域是否被剪裁，例如 R、G 或 B 值是否為 0% 黑色或 100% 白色。如果剪
裁區域中至少有一個色版有顏色，則您可能可以用該色版來修復相片中的某些細節。

預視亮部和陰影剪裁

您可以一邊處理相片，一邊預視相片中的色調剪裁。剪裁就是將像素值微調至最高的亮部值或最低的陰影值。剪

裁區域不是全白就是全黑，完全沒有影像細節。您可以一邊在「基本」面板中調整色調滑桿，一邊預視剪裁區

域。

剪裁指示器  位於「編輯相片」模組的「色階分佈圖」面板頂端。黑色 (陰影) 剪裁指示器位於左側，白色 (亮
部) 指示器位於右側。

移動「黑色」滑桿，觀察黑色剪裁指示器。移動「亮部修復」或「白色」滑桿，觀察白色剪

裁指示器。 所有色版中的剪裁都出現時指示器會變白。彩色剪裁指示器表示，有一或兩個色
版遭到剪裁。

若要預視相片中的剪裁，請將滑鼠移至剪裁指示器上。按一下指示器可使預視保持開啟。

相片中剪裁的黑色區域會變成藍色，剪裁的白色區域會變成紅色。

若要查看每個色版的影像裁剪區域，請在「編輯相片」模組的「基本」面板中移動滑桿，同

時按 Alt (Windows) 或 Option (Mac OS)。
對於「亮部修復」和「白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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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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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度

鮮艷度

飽和度

設定整體顏色飽和度

在「基本」面板的「外觀」區域中，調整「清晰度」、「鮮艷度」和「飽和度」控制項，來更改所有顏色的顏色

飽和度 (鮮艷度或顏色純度)。(若要調整特定顏色範圍的飽和度，請使用「HSL/顏色/灰階」面板中的控制項。)

透過提高自身對比的方式，增加影像的深度。使用這項設定時，將比例放大為 100% 或更高可獲得最佳
效果。若要獲得最大效果，請提高設定值，直到看見影像邊緣細節出現光暈為止，然後再稍微降低設定值即可。

調整飽和度，以便在色彩接近完全飽和時盡可能縮小剪裁，這樣將會變更所有低飽和度色彩的飽和度，

但是對高飽和度色彩的影響比較小。鮮艷度也能防止皮膚色調變得過度飽和。

從 -100 (黑白) 到 +100 (兩倍飽和度)，平均調整所有影像顏色的飽和度。

視訊教學課程: 處理「清晰度」、「鮮豔度」和「飽和度」

學習如何使用「清晰度」、「鮮豔度」與「飽和度」工具，以建立優於一般水準的影像。

使用色調曲線面板微調色階

「編輯相片」模組的「色調曲線」面板中的圖表會呈現對相片色階所做的更改。水平軸代表原始色調值 (輸入
值)，黑色在左側，越往右側的值色調越亮。垂直軸代表變更後的色調值 (輸出值)，黑色位在底部，越往上亮度
值越大，白色在最上端。使用色調曲線可微調您在「基本」面板中對相片所進行的調整。

編輯相片模組的色調曲線面板

如果曲線上的點往上移，色調就會變亮，如果往下移就會變暗。45 度角直線表示色階沒有任何變更：原始輸入
值與輸出值完全符合。初次檢視尚未調整的相片時，色調曲線可能並非直線。此初始曲線反映讀入時 Lightroom
套用至相片的預設調整。

「深色調」和「淺色調」滑桿主要影響曲線的中間區域。「亮部」和「陰影」滑桿則主要影響色調範圍的兩端。

若要調整色調曲線，請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在曲線上按一下，然後往上或往下拖曳。拖曳時，受影響的區域會亮顯，而相關的滑桿會隨

之移動。色調曲線左上角會顯示原始與新色調值。

可以將四個「區域」滑桿中的任何滑桿向左或向右拖曳。 拖曳時，曲線在受影響區域 (亮
部、亮色調、暗色調、陰影) 之內移動。 該區域在色調曲線圖中會反白顯示。 若要編輯曲線
區域，請拖曳色調曲線圖表底部的分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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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相

飽和度

明度

將分割控制滑桿向右拖曳可擴大該色調區域；向左拖曳可縮小該區域。

按一下來選取「色調曲線」面板左上角的「目標調整」工具 ，然後按一下所要調整之相片
中的區域。拖曳或按向上鍵和向下鍵，將相片中所有相似色調的值變亮或變暗。

從「點曲線」選單選擇選項：「線性」、「中等對比」或「強烈對比」。曲線中會反映設

定，但區域滑桿中並不會反映。

注意: 如果讀入的相片含有中繼資料，且之前曾以 Adobe Camera Raw 色調曲線進行編輯，
則「點曲線」選單為空白。

若要調整色調曲線上的個別點，請從「點曲線」選單選擇選項，按一下「編輯點曲線」按鈕 ，然後執行下列任
一項動作：

從「色版」蹦現選單中選擇一個選項。 可以同時編輯所有三個色版，也可以選擇分別編輯
「紅色」、「綠色」或「藍色」色版。

按一下可新增點。

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刪除控制點」可將點移
除。

拖曳點可進行編輯。

任何時候，若要回到線性曲線，請在圖表的任意位置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並
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平面化曲線」。

視訊教學課程: 使用色調曲線進行調整

使用色調曲線進行調整

以 HSL 滑桿微調影像顏色

使用「編輯相片」模組中的「HSL」面板和「顏色」面板，調整相片中個別的顏色範圍。例如，如果紅色物體看
起來太鮮艷且會令人分散注意力，您可以使用紅色的「飽和度」滑桿調整。請注意，相片中所有相似的紅色都會

受影響。

您在「HSL」面板和「顏色」面板所進行的調整會產生相似的結果，但是這兩個面板組織滑桿的方式不同。若要
開啟某個面板，請在「HSL/顏色/黑白色」面板標題中按一下該面板的名稱。

這些面板中的滑桿會處理特定色彩範圍：

變更顏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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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顏色範圍的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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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檔

陰影

紅原色、綠原色與藍原色

在 HSL 面板中進行調整

在「HSL」面板中，選取「色相」、「飽和度」、「明度」或「全部」，顯示您要使用的滑
桿。

拖曳滑桿或在滑桿右側的文字方塊中輸入值。

按一下面板左上角的「目標調整」工具 ，然後將指標移到您要調整的相片區域上，再
按一下滑鼠。拖曳指標或按向上鍵和向下鍵即可進行調整。

在顏色面板中進行調整

1. 在「顏色」面板中，按一下色版，會顯示您要調整的顏色範圍。

2. 拖曳滑桿或在滑桿右側的文字方塊中輸入值。

調整相機的顏色校正

Lightroom 針對其支援的各種相機機型，使用兩種相機描述檔來處理 RAW 影像。產生描述檔的方式是，在不同
的白平衡光源條件下拍攝彩色目標。當您設定白平衡時，Lightroom 會使用相機的描述檔來推測顏色資訊。這些
相機描述檔與針對 Adobe Camera Raw 所開發的描述檔相同。這些並非 ICC 顏色描述檔。

您可以使用「相機校正」面板中的控制項，並將更改儲存為預設集，來調整 Lightroom 解譯相機中顏色的方式。
在您要校準的光源之下拍攝標準顏色目標可能非常實用。

1. 選取相片，然後在「相機校正」面板中設定選項。

設定相機所用的描述檔。

ACR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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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獲得與舊照片一致的行為，請選擇 ACR 描述檔。
Adobe Standard
與先前的 Adobe 相機描述檔相較之下，此類相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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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檔」蹦現選單只會顯示一
個您相機適用的「Adobe Standard」描述檔。
相機描述檔

此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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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era
Matching 描述檔會在描述檔名稱中包含字首 Camera。
嵌入

表示目前的檔案 (TIFF、JPEG 或 PSD 相片) 有嵌入的描述檔。
注意：Adobe Standard 和 Camera Matching 描述檔均以 DNG 1.2 規格為基礎。如果這些
描述檔未出現在「描述檔」蹦現選單中，請從 www.adobe.com/go/downloads_tw 下載最新
的 Lightroom 更新。

校正相片陰影區域中的任何綠色或洋紅色色調。

「色相」和「飽和度」滑桿可調整相片中的紅色、綠色和藍色。

在一般情況下，請先調整色相，然後再調整飽和度。將「色相」滑桿往左移 (負值) 與逆時
針移動調色盤相似；往右 (正值) 移則與順時針移動相似。將「飽和度」滑桿往左移 (負值)
會減少顏色飽和度；往右 (正值) 移會增加飽和度。

2. 將調整儲存為編輯相片預設集。請參閱建立及套用「編輯相片」預設集。

您可以將此預設集套用至同一台相機在類似光源條件下所拍攝的其他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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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回到頂端

您也可以使用獨立的「DNG 描述檔編輯器」公用程式自訂相機描述檔。可從 DNG 描述檔 - Adobe Labs 下載免
費的「DNG 描述檔編輯器」及其文件。

使用「DNG 描述檔編輯器」調整相機描述檔時，請讓「相機校正」面板的滑桿保持設為 0。

儲存相機的預設設定

您可以針對各種相機機型儲存新的 Camera Raw 預設值。更改偏好設定選項，決定預設值要包含相機序號還是
ISO 設定。

1. 開啟「預設集」偏好設定，然後選取預設值是否要包含相機序號和相機 ISO 設定。

2. 在「編輯相片」模組中，選取 RAW 檔案、更改設定，然後選擇「編輯相片 > 設定預設設
定」。

3. 選擇「更新至目前的設定」。

在「預設集」偏好設定中，您可以選擇「重設預設編輯相片設定」，回復至原始設定。

使用灰階

將相片轉換為灰色調

「黑白色」面板中的「黑白色混合」會將彩色影像轉換為黑白灰階影像，這可控制個別顏色如何轉換為灰色調。

1. 在「基本」面板中選取「處理方式」區域的「黑白色」，或按 V 鍵，將相片轉換為灰階。

2. 使用「基本」和「色調曲線」面板中的設定，調整相片的色調範圍。

3. 在「HSL/顏色/黑白色」面板中，將呈現原始相片顏色的灰色調變暗或變亮。

拖曳個別顏色滑桿，調整原始相片所有相似顏色的灰色調。

按一下「自動」可設定最大化灰色調分佈的灰階混合。「自動」通常可產生絕佳的結

果，可用來作為使用滑桿微調灰色調的起點。

按一下「黑白」面板左上角的「目標調整」工具 ，然後將指標移到您要調整的相片區
域上，再按一下滑鼠。拖曳工具或按向上鍵和向下鍵，將原始相片中所有相似顏色區域

的灰色變亮或變暗。

若要在將相片轉換為灰階時自動套用灰階混合，請在「偏好設定」對話框的「預設集合」區域中選取「第一

次轉換為黑白色時套用自動混合」。

為灰階相片定調

使用「分割色調」面板中的滑桿為灰階相片上色。您可以在整個色調範圍內新增一種顏色 (例如深褐色的效果)，
或是建立分割色調的效果 (在陰影和亮部套用不同的顏色)。最暗的陰影和最亮的亮部仍會保持為黑色和白色。

您也可以將特殊效果 (例如交叉處理的外觀) 套用至彩色相片。

1. 選取灰階相片。

2. 在「編輯相片」模組的「分割色調」面板中，調整「亮部」和「陰影」的「色相」和「飽和
度」滑桿。「色相」會設定色調的顏色；「飽和度」會設定效果的強度。

3. 設定「平衡」滑桿，平衡「亮部」與「陰影」滑桿之間的效果。正值會增加「亮部」滑桿的
效果；負值會增加「陰影」滑桿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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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單色版灰階影像

來自 Photoshop 的灰階模式影像沒有顏色資料，但您可以在 Lightroom 中使用「基本」面板或「色調曲線」面
板中的色調調整，調整其色調。您也可以使用「分割色調」面板中的選項套用色調效果。Lightroom 會將這些相
片作為 RGB 影像處理，並轉存為 RGB。

視訊教學課程: 使用「黑白」進行調整

探索如何以極富創意的方式轉換彩色與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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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援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套用局部調整

套用局部調整

搜尋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使用手冊
>

本頁內容

套用調整筆刷或濾鏡效果

使用多項局部調整

建立局部調整效果預設集

適用於: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 Lightroom 6

「編輯相片」模組調整面板中的控制項，可讓您影響整張相片的顏色和色調。但是有時候您並不需要對整張相片進行整體調整。您想要對相片的特定

區域進行校正。舉例來說，您可能想要將臉部變亮以使人像突出，或加強風景中的藍色天空。若要在 Lightroom 中進行局部校正，可以使用「調整筆
刷」工具和「漸層濾鏡」工具來套用顏色和色調調整。

「調整筆刷」工具可讓您透過「塗畫」在相片上的方式，選擇性地套用「曝光度」、「清晰度」、「亮度」及其他調整。

使用「漸層濾鏡」工具可讓您對相片的某個區域套用漸變的「曝光度」、「清晰度」和其他色調調整。 您可以依照個人喜好，縮放受影響的區域。

局部調整和 Lightroom 的「編輯相片」模組中所套用的其他調整一樣，均屬於非破壞性質，不會永久套用至相片。

視訊教學課程:「調整筆刷」的基本要件

調整筆刷: 基本要件

Video: Workflow enhancements in Lightroom CC/Lightroom 6

Video: Workflow enhancements in Lightroom CC/Lightroom 6
Adobe Systems

套用調整筆刷或濾鏡效果

1. 在「圖庫」模組中選取相片加以編輯，然後按 D 切換至「編輯相片」模組。若要在「編輯相片」模組中切換至不同的相片，請從「集合」面板
或「底片顯示窗格」進行選擇。

2. 在「編輯相片」模組的工具顯示窗格中，選取「調整筆刷」工具  或「漸層濾鏡」工具 。

3. 從「效果」蹦現選單中，選擇要進行的調整類型或拖曳滑桿：

色溫

調整影像區域的色溫，使影像變暖或變冷。漸層濾鏡溫度效果可以增強在混合照明條件下拍攝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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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調

補償綠色或洋紅色的顏色投射

曝光度

設定影像的整體亮度。套用「曝光度」局部校正可以取得類似於傳統加亮和加深的效果。

亮部

復原影像中曝光過度亮部區域的細節

陰影

復原影像中曝光不足陰影區域的細節

白色

調整相片中的白點

黑色

調整相片中的黑點

對比

調整影像對比，主要影響中間色調

飽和度

調整顏色的鮮明度

清晰度

透過提高自身對比的方式，增加影像的深度

去朦朧

減少或增加相片現有的朦朧。

銳利度

增強邊緣的清晰度以突顯相片細節。負值會使細節模糊。

雜色

減少明度雜訊，陰影區域開放時會變得更明顯。

波紋

移除波紋不自然感或色彩混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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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飾外緣

移除邊緣的外緣顏色

顏色

將色調套用於受局部校正影響的區域。按一下「顏色」色票來選取色相。如果將照片轉為黑白，將保留顏色特效。

其他效果

特定工作可使用其他效果，例如：美白牙齒、明亮雙眸或柔化皮膚色調。

注意: 如果無法使用「加深 (變暗)」、「加亮 (變亮)」、「光圈增強」、「柔化皮膚」或「牙齒美白」，請選擇「Lightroom > 偏好設定」(Mac
OS) 或「編輯 > 偏好設定」(Windows)。在「預設集」面板中，按一下「復原局部調整預設集」。

4. 拖曳個別效果滑桿來增加或減少值。

5. (僅限「調整筆刷」工具) 指定「調整筆刷 A」的選項：

大小

指定筆尖直徑 (以像素為單位)。

羽化

在刷過的區域及周圍的像素之間，建立邊緣柔和的轉變。使用筆刷時，內圈和外圈之間的距離代表羽化量。

流暢度

控制套用調整的速率。

自動遮色片

將筆觸效果侷限在色彩相似的區域。

濃度

控制筆畫的透明度。

6. 在相片中拖曳，可套用效果。

初始套用點位置會顯示標記 ，「遮色片」模式會更改為「編輯」。針對「漸層濾鏡」效果，會有三條白色參考線分別代表效果的中心、低和高
範圍。

使用筆刷控制項修改「漸層濾鏡」或「放射狀濾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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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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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情況而定，使用 + 和 - (「擦除」) 筆刷。Lightroom 可讓您自訂三種不同濾鏡筆刷：A (+)、B (+) 及擦除 (-)。您可以為這些筆刷自訂下列設定：

大小：控制筆刷的大小

羽化：筆刷的羽化量

流暢度：套用到每個筆觸區域的塗畫力量。例如「流暢度」如果設為 20%，第一個筆觸就會套用 20% 的塗畫力量。後續的筆觸就會將塗畫力
量提高到 40%。 
濃度：筆刷塗畫的不透明度上限。例如此設定如果設為 40%，則筆刷塗畫時的不透明度就不會超過 40%。

註解：

啟用「自動遮色片」選項在區域邊緣內塗畫。Lightroom 會遮蓋此區域，確保筆刷筆觸不會超過該區域。塗畫時，請務必將筆刷中心置於要塗畫的區
域內。

濾鏡筆刷設定

若要重設 A、B 及擦除這三種筆刷的任何變更並回復成原廠設定，請按一下「重設筆刷」。

編輯「調整筆刷」或「漸層濾鏡」/「放射狀濾鏡」效果

若要編輯「調整筆刷」或「漸層濾鏡」效果，您可以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按 H 來隱藏或顯示標記和「漸層濾鏡」參考線，或從工具列的「顯示編輯標記」選單選擇顯示模式。
按 O 來隱藏或顯示「調整筆刷」工具效果的遮色片覆疊，或使用工具列中的「顯示選取的遮色片覆疊」選項。
按 Shift+O 來循環「調整筆刷」工具效果的紅色、綠色或白色遮色片覆疊。
請拖移「效果」滑桿。

按 Ctrl+Z (Windows) 鍵或 Command+Z 鍵(Mac OS) 可還原調整的步驟記錄。
按「重設」可移除所選工具的所有調整。

選取「調整筆刷」或「漸層濾鏡」的標記並按下 Delete，以移除這兩種效果。
(「調整筆刷」工具) 將指標移至標記上，然後將雙箭頭往右拖曳來增加效果，或是往左拖曳以減少效果。
(「調整筆刷」工具) 若要還原某部分的調整，請選取「擦除」筆刷選項，然後塗過調整。
(「漸層濾鏡」工具) 拖曳標記來移動效果的中心點。
(「漸層濾鏡」工具) 將指標移至中間白線，直到出現雙箭頭的曲線 ，然後拖曳來旋轉效果。
(「漸層濾鏡」工具) 將外側白線朝相片邊緣拖曳，以擴大光譜該端的效果範圍。朝著相片的中心處拖曳，以縮減光譜該端的效果範圍。

使用多項局部調整

套用及使用多項局部調整時，請謹記下列事項：

按一下任何針即可選取。已選取的針中心點為黑色。未選取的針中心點為全白。

按一次 H 鍵可顯示已選取的針；再按 H 鍵一次可隱藏所有針；第三次按 H 鍵則可顯示所有針。

「調整筆刷」工具選取時，僅有調整針可供編輯。「漸層濾鏡」工具選取時，僅有漸層濾鏡針可供編輯。

「調整筆刷」工具抽屜可讓您指定 A 和 B 這兩支筆刷的選項。按一下字母即可選取筆刷，或按斜線鍵 (/) 來切換筆刷。筆刷選項在您動手更改
前會保持不變，不受選擇套用的效果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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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局部調整效果預設集

若要建立局部調整效果預設集，請依照下列步驟進行:

1. 使用「漸層濾鏡」或「調整筆刷」工具，套用效果。

2. 從「效果」蹦現選單選擇「將目前設定另存為新的預設集」。

3. 在「新增預設集」對話框中，於「預設集名稱」方塊中輸入名稱，然後按一下「建立」。

預設集便會顯示於「效果」蹦現選單。

註解：

「調整筆刷」工具預設集不包含筆刷選項。

更多類似項目

在「編輯相片」模組中編輯相片

視訊教學課程: 「調整筆刷」- 基本要件
編輯相片模組工具

編輯相片模組選項

視訊教學課程: 「HSL」和「顏色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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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協助。

立即開始

^ 回到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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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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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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援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編輯相片模組選項

編輯相片模組選項

搜尋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使用手冊
>

本頁內容

程序版本

軟校樣影像

套用編輯相片調整至其他相片

管理影像步驟記錄和快照

編輯時使用智慧型預視而非原始預視以提升效能

適用於: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Lightroom CC 2015.7/Lightroom 6.7 版本的更新項目

程序版本

程序版本是一項 Camera Raw 技術，Lightroom 使用該技術在「編輯相片」模組中調整和演算相片。 根據您使用的程序版本，「編輯相片」模組可提
供不同的選項和設定。

註解：

如果您不確定影像使用的程序版本，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動作：

按一下「設定 > 程序版本」。您所使用的程序版本旁會顯示勾選符號。
開啟「相機校正」面板並查看「程序」選單。

程序版本 2012

首次在 Lightroom 4 及更新版本中編輯的影像會使用程序版本 2012。PV2012 為高對比影像提供新的色調控制和新的色調對應演算法。 使用 PV2012
時，您可在「基本」面板中調整「亮部」、「陰影」、「白色」、「黑色」、「曝光度」以及「對比」。 您也可以對白平衡 (色溫和色調)、亮部、陰
影、雜色以及波紋套用局部校正。

程序版本 2010

在 Lightroom 3 中編輯的影像預設使用 PV2010。 與之前的程序版本 PV2003 相比，PV2010 改進了銳利化與減少雜色功能。

程序版本 2003

Lightroom 1 和 2 使用最早的處理引擎。

1. 若要將相片更新至 PV2012，請在「編輯相片」模組中執行下列任一項操作：

按一下色階分佈圖右下角的「更新至目前的程序版本 2012」按鈕 (Ctrl/Cmd + 0)。
按一下相片右下角的「更新至目前的程序版本 2012」按鈕 。

選擇「設定 > 程序版本 > 2012 (最新)」。

在「相機校正」面板中，選擇「程序版本 > 2012 (最新)」。

2. 如果出現「更新程序版本」對話框，請選取下列任一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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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編輯前/編輯後」檢閱更改內容

在「編輯前/編輯後」檢視中開啟更新過的相片，好讓您檢查更改。請參閱檢視編輯前後的相片。

更新

更新選取的那張相片。

更新所有選取的相片

不僅更新現用的相片，也更新底片顯示窗格中所有目前選取的相片。

更新底片顯示窗格中的所有相片

不僅更新選取的那一張相片，也更新底片顯示窗格中所有的相片。

註解：

更新至程序版本 2012 後，相片視覺效果可能會發生顯著變化。 建議每次更新一張影像，直到您熟悉新的處理技術。

軟校樣影像

透過軟校樣功能，可以預視螢幕上的相片在列印時的樣子，並針對特定輸出裝置最佳化相片。 Lightroom 的軟校樣功能允許您查看影像在列印時的樣
子並進行相應調整，從而減少意外的色調和色偏情況。

1. 在「編輯相片」模組中開啟影像時，選取工具列中的「軟校樣」方塊。

預視背景將變成白色，預視區域的右上角將顯示「校樣預視」標籤，並且會開啟「軟校樣」面板。

「編輯相片」模組中的軟校樣選項

2. 使用「軟校樣」面板中的選項查看您的色彩是否位於螢幕或輸出裝置的色域或範圍內。

顯示/隱藏螢幕色域警告

超出螢幕可顯示色彩範圍的色彩在影像預視區域中會顯示為藍色。

顯示/隱藏目的地色域警告

超出印表機演算範圍的色彩在影像預視區域中會顯示為紅色。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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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超出螢幕色域也超出目標裝置色域的色彩在影像預視區域中會顯示為粉色。

描述檔

描述檔案是對裝置色域的數學說明。 根據預設，Lightroom 的「編輯相片」模組使用顯示器描述檔來顯示影像。 您可從「描述檔」選單中選擇
不同的輸出色域來進行模擬。

方式

演算方法決定將色彩從一個色域轉換到另一色域的方式。

感應式旨在保留色彩之間的視覺關係，以使人眼即使在色彩值本身可能改變的情況下，觀看時仍能感到自然生動。 感應式適用於含有許多色域
外飽和色彩的影像。

相對可比較來源色域與目標色域的最大亮部並據以改變所有色彩。 色域外的色彩將轉變為可在目標色域中再現的最接近色彩。 與「感應式」相
較，「相對」可保留更多影像中的原始色彩。

模擬紙張與墨水

模擬真實紙張的暗白色和真實黑墨水的暗灰色。 並非支援所有描述檔。

3. 若要編輯相片以將其置於所需的色域內，請按一下「建立校樣副本」。 Lightroom 將建立一個虛擬副本，您可以調整該副本並依需要進行列印。
然後再進行調整。

註解：

如果忘記按一下「建立校樣副本」就開始調整照片，Lightroom 將詢問是否要建立軟校樣虛擬副本。 按一下「建立校樣副本」可保留原始影像，
改為對副本進行操作。 按一下「設為校樣」可編輯原始影像。請記住，在 Lightroom 之中進行的編輯皆是非破壞性的。如果您選擇編輯原始影
像，稍後依然可以回心轉意或是還原變更。

套用編輯相片調整至其他相片

在「編輯相片」模組或「圖庫」模組的「快速編輯相片」面板調整相片時，Lightroom 會記錄設定。您可以拷貝這些設定，再套用至相片的不同版
本，以及套用至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的其他相片。

拷貝和貼上編輯相片設定

您可將目前相片中的個別「編輯相片」設定拷貝並貼上至圖庫和「編輯相片」模組中的另一張相片。 若要將設定貼上至多張相片，您必須在「圖庫」
模組中進行操作。

1. 若要拷貝目前相片的編輯相片設定，請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在「編輯相片」模組中，按一下工具列左側的「拷貝」按鈕，選擇「編輯 > 拷貝」，或選擇「設定 > 拷貝設定」。選取您所要的設定，
然後按一下「拷貝」。

在「圖庫」模組中，選擇「相片 > 編輯相片設定 > 拷貝設定」。選取您所要的設定，然後按一下「拷貝」。

註解：

(Mac OS) 圖庫模組中的「編輯 > 拷貝」指令可拷貝文字和中繼資料。 「編輯相片」模組中的「編輯 > 拷貝」指令可拷貝面板中的已選取文
字，或拷貝已選取相片的「編輯相片」設定。

2. 若要將複製的「編輯相片」設定貼上至另一張相片，請在「圖庫」或「編輯相片」模組的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該相片，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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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編輯相片」模組中，按一下「貼上」按鈕，選擇「編輯 > 貼上」，或選擇「設定 > 貼上設定」。

在「圖庫」模組中，選擇「相片 > 編輯相片設定 > 貼上設定」。

註解：

(Mac OS)「圖庫」模組中的「編輯 > 貼上」指令可貼上拷貝的文字和中繼資料。

3. 若要將拷貝的「編輯相片」設定貼上至多張相片，請在「圖庫」模組的「格點」檢視或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這些照片，然後選取「相片 > 編輯
相片設定 > 貼上設定」。

註解：

(Mac OS)「圖庫」模組中的「編輯 > 貼上」指令可貼上拷貝的文字和中繼資料。

使用「塗畫」工具套用「編輯相片」預設集

1. 在「圖庫」模組的格點檢視中，選取工具列中的「塗畫工具」，然後從工具列的「塗畫工具」選單選擇中「設定」。

註解：

如果工具列未顯示「塗畫工具」，請從工具列選單選擇「塗畫工具」。

2. 從工具列中的蹦現選單選擇「編輯相片」預設集 (例如「創意 - 老舊相片」)，然後按一下相片或在相片上拖曳以套用設定。

3. 若要停用「塗畫工具」，請按一下工具列中的圓形。停用後，工具列會顯示「塗畫工具」圖示。

同步化多張相片的設定

透過「圖庫」和「編輯相片」模組中的同步化指令，可將現有相片的所選「編輯相片」設定套用至底片顯示窗格中的其他相片。 (目前相片會在底片
顯示窗格縮圖中以較亮的白色邊框表示。)

註解：

底片顯示窗格僅選取一張相片時，「同步化設定」指令無法使用。在「編輯相片」模組中，「同步化」按鈕會變成「上一張」按鈕，在「圖庫」模組

中，「同步化設定」按鈕會停用。

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或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 (Windows)，或是按住 Command 鍵並按一下 (Mac OS)，以在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要與現有相片
同步化的其他相片，然後再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在「編輯相片」模組中，按一下「同步化」按鈕或選擇「設定 > 同步化設定」。 選取要拷貝的設定，然後按一下「同步化」。

在「編輯相片」模組中，按一下「同步化」按鈕左側的「啟用自動同步」切換開關，以啟用「自動同步」模式。 然後再拖曳滑桿或進行調
整，這些調整將套用於所有已選取的相片。

在「圖庫」模組中，按一下「同步化設定」按鈕，或選擇「相片 > 編輯相片設定 > 同步化設定」。 選取要拷貝的設定，然後按一下「同
步化」。

註解：

您可能已在「拷貝設定」對話框選取或取消選取的任何設定，預設也會設定於「同步化設定」對話框中。

套用上一個所選相片的設定

您可以拷貝在底片顯示窗格中最後選取之相片的所有設定 (即使並未進行任何調整)，再套用至目前選取的相片。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在「編輯相片」模組中，按一下工具列右側的「上一張」按鈕，或選擇「設定 > 貼上上一個設定」。
在「圖庫」模組中，選擇「相片 > 編輯相片設定 > 貼上上一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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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若在「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了多張相片，「編輯相片」模組中的「上一張」按鈕會變成「同步化」按鈕。

管理影像步驟記錄和快照

建立快照

在編輯程序中，您可以將任何相片狀態命名，然後儲存為快照。您所建立的每張快照會在「快照」面板依字母順序列出。

註解：

將指標移至快照清單，即可在「導覽器」預視每張快照。

增加快照

1. 在「編輯相片」模組中，於「步驟記錄」面板選取相片先前或目前的狀態。

2. 按一下「快照」面板標題中的「建立快照」(+) 按鈕 (或選擇「編輯相片 > 新增快照」)。

快照會記錄選取步驟記錄狀態的所有設定。

3. 輸入新名稱，然後按 Return 鍵。

刪除快照

在「編輯相片」模組的「快照」面板中，選取快照，然後按一下面板標題的「刪除選取的快照」(-) 按鈕。

註解：

請不要按鍵盤上的 Delete 鍵；這個動作會刪除目前選取的相片。

在步驟記錄面板追蹤影像調整

「步驟記錄」面板會記錄相片讀入 Lightroom 的日期和時間，其中包括任何當時套用的預設集。之後，每次調整相片，Lightroom 都會將該調整儲存
為狀態，依時間先後順序與其他狀態一併列於「步驟記錄」面板。您可更改狀態名稱，但無法更改其列出順序。

將指標移至「步驟記錄」面板中的清單，以及在「導覽器」面板中檢視效果，即可預視相片的各狀態。

在「步驟記錄」面板中選取狀態，即可將其重新套用至相片或儲存為快照。

按兩下狀態以選取其名稱、輸入新名稱，然後按 Enter 鍵或 Return 鍵。
在狀態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將記錄步驟設定拷貝到編輯前」來拷貝單一調整。
按一下「步驟記錄」面板標題上的「全部清除」按鈕 (X)，將全部狀態從清單移除。

註解：

「步驟記錄」面板中的狀態清單過長時，請對您要保留的狀態建立快照。然後，按一下「全部清除」按鈕來清除面板。這樣便會移除狀態清單，而不

影響目前的影像設定。

編輯時使用智慧型預視而非原始預視以提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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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Lightroom CC 2015.7/Lightroom 6.7 6.7 中推出

為了提升 Lightroom 在「編輯相片」模組中編輯相片時的效能，除了可以編輯原始相片外，Lightroom 也提供在智慧型預視中編輯相片的偏好設定選
項。這樣做可能會在編輯時降低相片品質，但最終的輸出版本會保留相片的完整尺寸/品質。

若要設定此偏好設定選項: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2. 在「偏好設定」對話框中選擇「效能」標籤。

3. 在「編輯相片」區段選擇「編輯影像時，使用智慧型預視而非原始預視」。

4. 按一下「確定」，然後重新開啟 Lightroom。

註解：

當您在「編輯相片」模組中將縮放設為 100% (1:1 模式) 時，即使您已啟用「編輯影像時，使用智慧型預視而非原始預視」偏好設定，Lightroom 仍
然會切換為原始相片。

更多類似項目

調整整體影像色階

套用局部調整

銳利化與雜色減少

使用色階分佈圖調整色階

設定列印色彩管理

還原影像調整

拷貝設定至相片編輯前或編輯後的版本

影片教學：認識編輯相片模組

影片教學課程：「編輯相片」的基本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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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查看所有應用程式

學習與支援

初學者指南

使用手冊

教學課程

詢問社群

發表問題並獲得專家解惑。

立即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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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協助。

立即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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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飾相片

回到頂端

註解：

調整裁切和旋轉

銳利化與雜色減少

校正鏡頭扭曲及調整透視

暗角、顆粒及去朦朧效果

調整裁切和旋轉

「編輯相片」模組包含裁切及矯正相片的工具與控制項。Lightroom 的裁切及矯正控制項會先設定裁切邊界，然
後根據裁切邊界移動與旋轉影像。或者您可以使用較傳統的裁切及矯正工具，直接在相片中拖曳。

調整裁切覆疊或移動影像時，Lightroom 會在外框內顯示三等分格點，協助您完成最後影像的構圖。旋轉影像
時，會顯示更細的格點協助您在影像中對齊直線。

視訊教學課程: 裁切影像

Lightroom 的「裁切」檢視可讓您以非破壞的方式裁切及旋轉相片。適用於 Lightroom 4 和 5。

裁切相片

1. 在工具顯示窗格選取「裁切覆疊」工具 ，或按 R 鍵。

相片周圍便會顯示有調整控制點的外框。

2. 以裁切框指標在相片中拖曳，或拖曳裁切控制點來設定裁切邊界。角控制點可調整影像寬度
與高度。

拖曳裁切控制點後，請選取「裁切框」工具來使用此工具。

3. 使用掌型工具在裁切框內拖曳相片，以調整相片位置。

4. (選用) 選取「限制彎曲」，可讓裁切邊框在已套用鏡頭校正時，保持在影像區域內。「限制
彎曲」可防止相片出現扭曲。

5. 完成裁切及矯正時，按一下「裁切覆疊」工具，或按 Enter 鍵 (Windows) 或 Return 鍵
(Mac OS)。

按 O 可在裁切區域循環不同的格點覆疊。裁切時若只要顯示格點，請選擇「工具 > 工具覆疊 > 自動顯示」。
若要關閉格點，請選擇「工具 > 工具覆疊 > 永不顯示」。

裁切為指定外觀比例

1. 在工具顯示窗格選取「裁切覆疊」工具 。

工具抽屜中的掛鎖圖示會指示並控制是否限制裁切控制項。

2. 從掛鎖旁的「外觀比例」蹦現選單中選擇外觀比例。選擇「原始影像」以指定相片的原始外
觀比例。選擇「輸入自訂值」以指定未列出的外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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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Shift+A 鍵可選取「裁切覆疊」工具，且該工具會採用最近一次使用之外觀比例。

Lightroom 最多可儲存五個自訂裁切比例。如果建立的數目超過這個數字，清單會移除較舊
的自訂裁切外觀比例。

3. 拖曳裁切控制點來設定裁切外框，或使用「裁切框」工具來拖曳。

按 Shift 鍵同時拖曳裁切控制點，可暫時強制為目前的外觀比例。

切換裁切方向

1. 在工具顯示窗格選取「裁切覆疊」工具 。

2. 在相片中拖曳，以設定裁切邊界。

3. 按 X，將橫向更改為縱向，或從縱向更改為橫向。

矯正相片

在工具顯示窗格選取「裁切覆疊工具」 ，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使用「角度」滑桿旋轉相片。

在角裁切控制點外移動指標以來顯示「旋轉」圖示 ，然後拖曳以旋轉影像。 裁切矩形
的中央就是旋轉軸。

選取「角度」工具 ，然後在相片中沿著要成為水平或垂直的線拖曳。

 

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同時選取「矯正」工具，可顯示協助您矯正相片的格點。

清除、還原裁切或矯正調整

按一下裁切覆疊工具抽屜中的「重設」。

在「編輯相片」模組中旋轉或翻轉相片

若要將相片遞增旋轉 90 度，請選擇「相片 > 向左旋轉」或「相片 > 向右旋轉」。若要將相
片旋轉小於 90 度角，請參閱拉直相片。相片會繞著中心點以順時針或逆時針方向旋轉。
若要水平將相片由正面翻轉到反面，以檢視鏡射影像，請選擇「相片 > 水平翻轉」。顯示於
左側的物體會顯示於右側，反之亦然。相片中的文字會以相反的鏡射影像顯示。

若要垂直將相片由正面翻轉到反面，上下顛倒檢視鏡射影像，請選擇「相片 > 垂直翻轉」。

銳利化與雜色減少

銳利化相片

您可以於 Lightroom 工作流程中，在兩個階段銳利化相片：檢視與編輯相片時，以及列印或轉存相片時。銳利化
是 Lightroom 會自動套用至相片的相機預設值之一。

Lightroom 轉存、列印或點陣化要在外部編輯器中編輯的相片時，影像的銳利化設定會套用至演算的檔案。

1. 在「編輯相片」模組中，將照片放大到至少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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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量

半徑

細節

遮色片

2. 在「導覽器」面板中拖曳，以查看照片中突顯銳利化調整效果的區域。

3. 在「細節」面板中，調整以下任一項銳利化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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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銳利化效果所套用的細部大小。畫質極精細的相片可能需要較低的半徑設定值。

細部放大的圖片才能使用較大的強度。使用太大的強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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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邊緣遮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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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同時拖曳此滑桿，可檢視受影響的區域 (白色) 與遮蔽區域 (黑色)。

若要關閉銳利化，請將「總量」滑桿設為零 (0)，或按一下「細節」面板的「開啟/關閉」圖示 。

 

視訊教學課程: 將影像銳利化

稍加銳利化有利於多數的數位相片。瞭解將影像銳利化的最佳方式。

減少影像雜色

影像雜色是指外來的可見瑕疵，會降低影像品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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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度雜訊通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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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右移動「顏色」滑桿，可減少色度雜色 (右下方)。請注意，與原始影像相較，顏色像素變少了 (右上方)。

1. (選用) 至少將相片放大至 1:1，以便看清處影像雜色與滑桿效果。

2. 在「編輯相片」模組的「細節」面板中，拖曳 1:1 的影像預視，檢視看起來有顆粒狀或顯示
偽色不自然感的相片區域。

3. 在「細節」面板的「雜色減少」區域中，調整任一個滑桿。前三個滑桿會影響明度雜色。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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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

細節

對比

顏色

細節

回到頂端

後兩個滑桿會影響雜色。

減少明度雜色。

控制明度雜訊臨界值。適用於雜訊很多的相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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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可能也會移除一些細

節。

控制明度對比。適用於雜訊很多的相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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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可能也會降低對比。

減少顏色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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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關閉雜色減少，請將「銳利化總量」滑桿設為零，或按一下「細節」面板的「開啟/關閉」圖示 。

 

視訊教學課程: 以 Lightroom 移除影像雜色

學習如何快速移除影像雜色，即使在最極端的情況下也能完成。

校正鏡頭扭曲及調整透視

關於鏡頭扭曲

相機鏡頭在某些焦距、光圈值和對焦距離可能顯出各種不同類型的缺陷。您可以使用「編輯相片」模組的「鏡頭

校正」面板，校正這些明顯的鏡頭扭曲。

暗角會導致影像的邊緣 (尤其是角落) 較影像的中央深。如果相片包含應有相同陰影或色調的主體 (例如風景影像
中的天空)，則暗角會特別顯著。

桶形扭曲會導致直線朝外彎曲。

枕形扭曲會導致直線朝內彎曲。

色差 色差會沿著物件邊緣顯示成彩色邊緣。這是因為鏡頭無法將不同的顏色對焦到同一點、感應器微型鏡頭的
色差，以及反光等所造成的。Lightroom 提供一個用於自動校正藍黃和紅綠邊緣 (又稱為橫向色差) 的核取方塊。

Lightroom 4.1 和更新版本提供滑桿控制項，可校正紫色/洋紅色色差 (縱向色差)。縱向色差通常發生在使用大光
圈拍攝而成的影像中。

有藍色/黃色光差的原始相片 (左圖)，以及修正色差後的相片 (右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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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OS

Windows Vista 或 Windows 7

註解：

註解：

扭曲

暈映

註解：

自動校正影像透視和鏡頭缺陷

視訊教學課程: 以 Lightroom 進行鏡頭校正

瞭解 Lightroom 5 的「鏡頭校正」功能。此功能可讓平價鏡頭拍攝出絕佳相片。

在「編輯相片」模組的「鏡頭校正」面板中，「描述檔」選項可校正常見相機鏡頭中的扭曲問題。描述檔以 Exif
中繼資料為基礎，該中繼資料可識別拍攝相片的相機和鏡頭，而描述檔則據此進行補償。

鏡頭描述檔儲存在下列位置：

/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Adobe/CameraRaw/LensProfiles/1.0/

C:\ProgramData\Adobe\CameraRaw\LensProfiles\1.0\

「鏡頭校正」面板中的可用鏡頭描述檔，取決於正在調整的是原始檔案還是非原始檔案。 如需詳細資訊
和支援鏡頭的清單，請參閱 Adobe 支援文章鏡頭描述檔支援 。

1. 在「編輯相片」模組的「鏡頭校正」面板中，按一下「描述檔」，然後「啟用描述檔校
正」。

2. 若要變更描述檔，請選取不同的製造商、型號或描述檔。

某些相機只有一個鏡頭，而有些鏡頭只有一個描述檔。

3. 透過調整「數量」滑桿來自訂修正：

預設值 100 將會在描述檔中套用 100% 的扭曲校正。值超過 100 時，會將更多校正
套用至扭曲；值低於 100 時，會將較少校正套用至扭曲。

預設值 100 將會在描述檔中套用 100% 的暗角校正。值超過 100 時，會將更多校正
套用至暗角；值低於 100 時，會將較少校正套用至暗角。

4. (選用) 若要將所做的變更套用至預設描述檔，請按一下「設定」並選擇「儲存新鏡頭描述檔
預設值」。

校正色差

在「編輯相片」模組的「鏡頭校正」面板中，按一下「顏色」以顯示色差和修飾外緣控制項。

若要更好地檢視結果，可以放大影像區域來顯示色差。

如需色差及如何移除的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 Lightroom Journal 中的新彩色邊緣校正控制項。

移除紅綠和藍黃色偏

選取「移除色差」核取方塊。

使用滴管移除整體紫色和綠色邊緣

1. 在「鏡頭校正」面板的「顏色」標籤中，按一下滴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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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註解：

註解：

扭曲

垂直

水平

2. 按下空格鍵，以平移並縮放至邊緣區域。(將預設縮放設定為 2:1 或 4:1 有助於檢視邊緣顏
色。)

3. 按一下紫色和綠色邊緣顏色。

系統會針對該顏色自動調整滑桿。如果您按一下紫色或綠色色相範圍外部的顏色，將會看到

一個錯誤訊息。

如果滴管底下的顏色在紫色或綠色色相範圍內，滴管的末端將會更改為紫色或綠色。

移除整體紫色/洋紅色和綠色邊緣

調整紫色和綠色的「總量」滑桿。總量越高，就會修飾更多的外緣顏色。

請小心，不要套用會影響影像中紫色或綠色物件的調整。

您可以使用「紫色色相」和「綠色色相」滑桿，調整受「總量」滑桿影響的紫色或綠色色相範圍。拖曳任一端點

控制項，來擴大或減少受影響顏色的範圍。在端點控制項之間拖曳，可移動色相範圍。端點間的最小空間為 10
個單位。綠色滑桿的預設間距很窄，以保護綠色/黃色影像顏色 (就像葉子一樣)。

您可以使用局部調整筆刷，保護紫色和綠色物件的邊緣。請參閱「移除局部彩色邊緣」。

在拖曳任何滑桿的同時，按下 Alt/Option 鍵，可協助視覺化調整。隨著拖曳以移除顏色，邊緣顏色會變成中間
調。

移除局部彩色邊緣

局部筆刷和漸層調整會移除所有顏色的邊緣。

為了獲得最佳效果，請先執行任何「變形」鏡頭校正，然後再套用局部彩色邊緣調整。

1. 選取筆刷或漸層工具，然後在影像中拖曳。請參閱套用局部調整。

2. 調整「修飾外緣」滑桿。正值會移除彩色邊緣。負值則保護影像區域，不整體套用修飾外
緣。負值 100 會防止區域進行任何修飾外緣。例如，套用強烈的整體紫色修飾外緣可以去
除影像中紫色物件邊緣的飽和度，或更改該邊緣。利用修飾外緣 -100 在那些區域上塗畫，
將會保護這些區域，並且保留原始顏色。

局部修飾外緣僅適用於程序 2012。

手動校正影像透視和鏡頭缺陷

變形和暗角校正可以套用至原始的和裁切後的相片邊緣。鏡頭暗角會調整曝光值，以使暗角變亮。

1. 在「鏡頭校正」面板中，按一下「手動」。

2. 在「變形」下，調整下列任何項目：

向右拖曳，可校正桶形變形並拉直從中央往外彎曲的直線。向左拖曳，可校正枕形變

形並拉直朝中央彎曲的直線。

校正相機向下或向上傾斜所造成的透視，使垂直線並行。

校正相機向左或向右成角度移動所造成的透視，使水平線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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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

比例

限制裁切

總量

中點

回到頂端

亮部優先

顏色優先

繪圖重疊

總量

中點

圓度

羽化

亮部

校正相機傾斜。使用未裁切的原始相片中央作為旋轉軸。

上下調整影像的縮放比例，協助移除透視校正和扭曲所造成的空白區域。顯示延伸至

裁切邊界之外的影像區域。

將裁切限制在影像區域，如此灰色邊框像素不會包含在最終相片裡。

3. 在「鏡頭暗角」下，調整下列兩項之一或兩項都調整：

將「總量」滑桿往右移 (負值)，會將相片的角落變亮。將滑桿往左移 (負值) 則將相片
的角落變暗。

將「中點」滑桿往左拖曳 (較低的值)，可將「總量」調整套用至角落以外的更大區
域。將滑桿往右拖曳 (較高的值)，可將調整限制在角落附近的區域。

暗角、顆粒及去朦朧效果

套用裁切後暗角

若要將暗或亮的暗角套用至相片以製造藝術效果，請使用「效果」面板中的「裁切後暗角」選項。裁切後暗角可

套用至已裁切或未裁切的相片。

Lightroom 裁切後暗角樣式會彈性調整已裁切影像的曝光度、保留原始影像對比，以及產生視覺上更好的效果。

1. 在「編輯相片」模組之「效果」面板的「裁切後暗角」區域中，從「系統」選單選擇選項：

啟用亮部修復，但會導致變暗的相片區域中產生色偏。適用於具有明亮影像區域

(例如經過裁剪的反射亮部) 的相片。

將變暗的相片區域中的色偏降至最低，但無法執行亮部修復。

將裁切後的影像值與黑色或白色像素混合。可以產生平面外觀。

2. 調整滑桿：

負值可使相片的角落變暗。正值可使角落變亮。

較低的值可將「總量」調整套用至角落以外的更大區域。較高的值則將調整限制在角

落附近的區域。

較低的值可使暗角效果接近橢圓形。較高的值可使暗角效果接近圓形。

較低的值可減少暗角與暗角周圍像素之間的柔化。較高的值可增加柔化。

(僅限「亮部優先」和「顏色優先」) 控制「總量」為負值時保留的亮部對比程度。適
用於具有小範圍亮部 (例如蠟燭和燈) 的相片。

視訊教學課程: 建立暗角以製造藝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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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量

大小

粗糙度

註解：

 

模擬膠片顆粒

「效果」面板的「顆粒」區段提供數個控制項，可製造出懷舊影片的風格特效。您也可以使用「顆粒」效果來遮

蔽重新取樣的不自然感。

綜合「大小」和「粗糙度」兩控制項即可決定粒子的「性格」。請查看粒子的各種縮放等級，以確保能展現您所

要的「性格」。

未套用任何顆粒效果 (上圖)，已套用顆粒效果 (下圖)。

控制要套用至影像的粒狀紋理量。向右拖曳可增加此量。設為零可停用粒狀紋理。

控制粒子大小。當大小為 25 或以上時，會加入藍色，使效果因雜色減少而有更好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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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朦朧

此功能只在 Lightroom CC 2015.1 中提供

現在 Lightroom 可讓您輕鬆地減少或增加相片中的朦朧或霧化總量。在您完成相片的基本調整後，請切換至「編
輯相片」模組的「效果」面板，並調整「去朦朧」滑桿控制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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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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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

資訊，請參閱套用局部調整及使用「放射狀濾鏡」工具。

去朦朧局部調整

減少相片中的朦朧或霧化效果

控制相片中的朦朧總量。拖曳至右邊可移除朦朧；拖曳至左邊可增加朦朧。

Adobe 也建議
銳利化要列印的相片

銳利化輸出

程序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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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紅眼和異常寵物眼效果

Photoshop Lightroom CC/Lightroom 6 中所做的更新

<b>步驟 1</b>

<b>步驟 3</b>

<b>步驟 5</b>

<b>步驟 2</b>

<b>步驟 4</b>

<b>步驟 6</b>

使用 Adobe Lightroom 的「紅眼校正」工具是校正相片紅眼最快、最輕鬆的方法。Lightroom 異常寵物眼校正的
處理方式與紅眼校正雷同，可協助您消除相片中不自然的寵物眼睛顏色。

依照下列說明和影像，了解如何稍加點選就可以修改您的相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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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不妨試試下列資源：

Lightroom 說明和教學課程

在 Lightoom 中編輯相片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5 快速入門

在社群論壇上提問：

Photoshop Lightroom 論壇

Lightroom 新手論壇

消除紅眼和異常寵物眼效果

1. 切換至「編輯相片」模組。

2. 按一下「紅眼校正」工具圖示。

「紅眼校正」圖示

3. 按一下「紅眼」或「異常寵物眼」。

4. 從中央開始，繪製一個涵蓋眼睛受影響範圍的圓圈。

5. 調整可用設定。

6. 按一下「完成」。

仍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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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放射狀濾鏡」工具

回到頂端

套用「放射狀濾鏡」來增強相片

放射狀濾鏡工具的鍵盤快速鍵與輔助按鍵

相片背景或主體周圍的元素可能都會分散觀看者的注意力。為了吸引目光的注意焦點，您可以建立暗角效果。使

用「放射狀濾鏡」工具，可創造由裡而外的多重暈影區域，達到強調相片特定部分的目的。

有了「放射狀濾鏡」工具，您就可以使用橢圓形遮罩進行局部調整。您可以使用「放射狀濾鏡」工具在主體周圍

繪製一個橢圓形區域，並選擇降低其遮罩以外之部分的曝光、飽和度和銳利度。

影像中的背景太過明顯，在影像中套用兩個「放射狀濾鏡」以強調主體

按下 Shift + M 來切換「放射狀濾鏡」工具。

視訊教學課程：放射狀濾鏡工具

「放射狀濾鏡」可讓您以活潑的方式將選擇性調整套用至相片。

套用「放射狀濾鏡」來增強相片

1. 在「編輯相片」模組中，從工具區域選取「放射狀濾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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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放射狀濾鏡」工具 (Shift + M) 位於「編輯相片」模組中。

「白色」及「黑色」滑桿只在 Lightroom CC 2015.1 中提供

2.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建立「放射狀濾鏡」，請按一下滑鼠，將拖曳範圍橫越有意建立濾鏡的區域。如

此，則可繪製一個橢圓形，以決定哪些區域會受到您執行之調整影響，哪些不會。

若要編輯現有「放射狀濾鏡」，請按一下相片上任何一個灰色控點。

繪製時同時按下 Shift 鍵，即可將「放射狀濾鏡」限制為正圓形。

3. 若要決定修改的相片區域，請選取或清除「反轉遮色片」核取方塊。預設狀態下，該核取方
塊未選取。

未選取「反轉遮色片」 (預設)：變更任何設定會影響選框外的影像區域。
選取「反轉遮色片」：變更任何設定會影響選框內的影像區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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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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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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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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橢圓形選框區域代表濾鏡區域。

5. 使用調整滑桿 (如步驟 1 所示) 以建立所需的視覺變化。使用「羽化」滑桿來調整套用調整
的漸層程度。

6. 重複步驟 2 到 5，繼續新增或編輯濾鏡。

7. 按一下「重設」以移除所有套用至影像的「放射狀濾鏡」。

放射狀濾鏡工具的鍵盤快速鍵與輔助按鍵

新增調整

按住 Shift 鍵 + 拖移，可建立限制在圓形內的調整.

編輯調整

當拖移四個控點的其中一個來重新調整調整區域的大小時，按住 Shift 鍵，可保留調整形狀
的外觀比例

刪除調整

在選取調整的情況下，按下 Delete 鍵可刪除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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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 Command/Control 並按兩下現有調整內部，可展開該調整以涵蓋裁切影像區域.
連按兩下同時不要按下 Cmd/Ctrl 鍵即可使用或關閉「放射狀濾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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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進階污點移除工具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關於進階污點移除工具

影片教學：移除相片中不喜歡的部分

使用污點移除工具

使用顯現污點功能清理相片

使用進階「污點移除」工具，只需幾個簡單步驟，即可移除相片中不喜歡的部分。

關於進階污點移除工具

Lightroom 的「污點移除」工具可讓您從相同影像的不同區域取樣，修復所選取的影像區域。舉例來說，您可以
清除風景相片中所有不必要的物件 (人物、頭頂的電線等等)，讓整體畫面更乾淨。

包含人像的風景相片 (左邊影像)。使用進階污點移除工具即可將人像從風景圖中移除 (右邊影像)。

影片教學：移除相片中不喜歡的部分

移除相片中不喜歡的部分

使用污點移除工具

1. 在「編輯相片」模組中，從工具區域選擇「污點移除」工具，或者按一下 Q。

2. 選取下列任一選項：

修復 將取樣區域的紋理、光源和陰影符合選取的區域。
仿製 將影像的取樣區域複製至選取的區域。

3. (選用)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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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向上/向下滾動，以增加/減少工具的半徑範圍。或者，您也可以使用鍵盤上的中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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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鍵來變更筆刷大小：

左括號 ([) 可縮小工具半徑大小。
右括號 (]) 可放大工具半徑大小。

4. 在相片中，按一下並拖曳相片要修整的部分。

白色選框的區域即是您選取的區域。

另一個有箭頭指向選取區域的白色選框區域即是取樣區域。

找出影像中要清除的部分 (此處以人像為例)，然後使用「污點移除」工具為該區域上色。使
用標記 (右邊影像) 重新定位選取或取樣的區域。

5. (選用) 若要變更預設選取的取樣區域，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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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取樣區域的控點，加以拖曳並選取新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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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若要移除所有使用「污點移除」工具所做的調整，按一下工具區域下方的「重設」按鈕。

鍵盤捷徑與輔助按鍵

圓形污點：

按一下即可建立圓形污點，並自動尋找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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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所選區域或污點：

選取某個標記，並按下「刪除」即可移除該調整項目。

按下 Option/Alt 並按一下污點可將其刪除。
按下 Option/Alt，然後拖曳滑鼠繪製選框，即可自動刪除選框內的污點。

使用顯現污點功能清理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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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上看不到的瑕疵。這些瑕疵可能包括相機鏡頭上

的灰塵、人像模特兒皮膚上的斑點，或一片藍天中的少量雲彩。在全解析度下，這些瑕疵可能會分散焦點。

「顯現污點」功能可協助您在列印之前找出這些瑕疵並加以修正。

選取「污點移除」工具時，可使用影像下方的「顯現污點」選項與滑桿。選取「顯現污點」選項後，影像會變成

負片，可讓您更清楚地看到瑕疵。您可以使用滑桿來改變對比度，調整檢視瑕疵的細膩程度。接著，您就可以使

用「污點移除」工具移除不想要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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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工具區域中選取「污點移除」工具， 然後從工具列中選取「顯現污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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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開啟「顯現污點」選項 (左)。若您選取「顯現污點」選項 (右)，即會看見更多細節，如此
便可使用「污點移除」工具來清潔影像。舉例來說，以此方式檢視影像時，相片中帽子上的

灰塵斑點會更清楚。

2. 使用「顯現污點」滑桿來改變負片影像的對比臨界值。移動滑桿選擇不同的對比度，以檢視
瑕疵，例如灰塵、污點或其他不想要的元素。

3. 使用「污點移除」工具來清潔相片中的元素。清除「顯現污點」核取方塊來檢視產生的影
像。

4. 重複步驟 2 和步驟 3，直到獲得您滿意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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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存相片

本頁的部分連結內容可能僅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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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檔案轉存至磁碟或光碟

回到頂端

詢問如何處理

為轉存檔案選擇新的名稱

覆寫但不發出警告

略過

回到頂端

轉存位置

檔案命名

視訊

檔案設定

調整影像尺寸

銳利化輸出相片

中繼資料

加上浮水印

後處理

若要將相片轉存至硬碟、光碟或 DVD，請依以下步驟執行。此頁探討步驟 3 列出的設定。

1. 選取要轉存的相片和/或視訊，然後選擇「檔案 > 轉存」。

Lightroom 預設會將相片轉存至硬碟，如同在對話框頂端的「轉存至」蹦現選單中所示。

2. 若要將相片或視訊轉存至光碟，請選擇「轉存至 > CD/DVD」。

3. 在「轉存」對話框的「設定」面板中指定以下選項：「轉存位置」、「檔案命名」、「視
訊」、「檔案設定」、「調整影像大小」、「銳利化輸出」、「中繼資料」、「加上浮水

印」和「後處理」。

轉存位置

1. 從「轉存至」蹦現選單中選擇一個目的地。

2. (選用) 如果要將相片轉存至目的地檔案夾內的次檔案夾，請選取「儲存在次檔案夾」。輸入
次檔案夾的名稱。

3. (選用) 選取「增加至此編目」，會自動將轉存的相片增加至目前的 Lightroom 編目。如果轉
存的相片屬於某個影像堆疊的一部分，而您要將相片轉存到原始相片所在的檔案夾時，請勾

選「增加至堆疊」，重新讀入的相片便會隨原始堆疊一起包括進來。

4. 指定在目的地存在同名檔案時要執行的操作：

顯示警告，讓您選擇新名稱、覆寫現有檔案，或是不轉存檔案來解決命名衝

突。

加上連字號與編號尾綴，為轉存檔案指定不同的名稱。

以您要轉存的檔案取代現有檔案，但不警告您這個衝突。

不轉存相片。

檔案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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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H.264

DPX

原始

回到頂端

註解：

品質

色域

限制檔案大小為

位元深度

壓縮

1. 從「重新命名為」蹦現選單選擇一個選項。

2. 如果您選擇使用自訂文字的選項，請在「自訂文字」方塊中輸入自訂名稱。

3. 如果您使用數字順序，且不希望編號順序從「1」開始，請在「開始編號」文字方塊中輸入
其它值。

4. 如需更多選項，請選擇「重新命名為 > 編輯」。

如需有關自訂名稱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命名選項。

視訊

1. 選取「包含視訊檔案」。

2. 選擇「視訊格式」和「品質」設定：

H.264 是通常用於在行動裝置上播放的高壓縮視訊格式。 對於要在行動裝置上播放
的視訊，請選擇「品質 > 低」；對於要在網頁瀏覽器中播放的視訊，請選擇「品質 >
中」。

數位圖像交換 (DPX) 是源於 Kodak Cineon 格式的標準，通常適用於視覺效果作品。
DPX 檔案以 1920-x-1080 轉存，但是您可以指定 24p、25p 或 30p 的「品質」設定。

使用與原始剪輯相同的格式和速度來轉存視訊。

「來源」資訊會在 Lightroom 中顯示視訊檔案的解析度和影格速率。 使用「目標」資訊
來查看以所選「視訊格式」和「品質」轉存之視訊的解析度、影格速率和估計檔案大

小。 如果您選取了多個視訊，則會針對已選取次數最多的檔案顯示「來源」資訊。

檔案設定

按一下「格式」蹦現選單，然後選擇 JPEG、PSD、TIFF、DNG 或「原始格式」。 然後，為該格式指定相應的
選項。

數位負片 (DNG) 格式會以封存形式儲存 Camera Raw 檔案。

如果您選擇「原始」，Lightroom 會將影像資料轉存為所擷取原始檔案的相同格式，也沒有「檔案設
定」選項可供使用。轉存原始 Raw 檔案時，對中繼資料的變更會轉存至附帶的附屬檔案中。

(JPEG) 指定壓縮量。 JPEG 使用的是失真壓縮，會丟棄資料以縮小檔案。拖曳「品質」滑桿，或在「品
質」方塊中輸入 0 與 100 之間的值。

(JPEG、PSD、TIFF) 將相片轉換為 sRGB、AdobeRGB 或 ProPhoto RGB 色域，並使用色彩描述檔為相
片加上標籤。 選擇「其他」可選取自訂色彩描述檔。

(JPEG) 指定轉存檔案的檔案大小上限。

(PSD、TIFF) 以每色版 8 或 16 位元的位元深度儲存影像。

(TIFF) 指定 ZIP 壓縮、LZW 壓縮或不壓縮。 ZIP 與 LZW 均為不失真的壓縮方式，可以縮減檔案大小而不
會丟棄影像資料。

注意: 如果「位元深度」設為 16 位元/分量，則 LZW 壓縮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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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性

JPEG 預視

內嵌快速載入資料

使用失真壓縮

嵌入原始 RAW 檔案

回到頂端

重新調整尺寸以符合

寬度與高度

尺寸

長邊與短邊

百萬像素

解析度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DNG) 指定可以讀取該檔案的 Camera Raw 和 Lightroom 版本。

(DNG) 決定為 JPEG 預視轉存為全尺寸、中等尺寸或不建立。

(DNG) 允許在「編輯相片」模組中更快地載入影像，但這將略微增加檔案大小。

(DNG) 顯著縮減檔案大小，但可能會導致影像品質下降。

(DNG) 將原始 Camera Raw 資料儲存在 DNG 檔案中。

調整影像尺寸

如果您選擇 JPEG、PSD 或 TIFF 作為您的轉存檔案格式，請指定影像尺寸。

設定相片的最大寬度或高度，這會決定相片的像素數，並指定轉存影像細節的細微程度。

選取一個選項，並以英寸、公分或像素為單位指定度量。 如果您核取「不要放大」，Lightroom 會放棄相片的放
大的寬度或高度設定。

調整相片大小，以使相片在保持原始外觀比例的前提下，符合指定的寬度與高度。舉例來說，指定

400 x 600 會產生 400 x 600 縱向相片或 400 x 267 橫向相片。

將較高的值套用至相片的長邊，並將較低的值套用至相片的短邊，不論相片的原始外觀比例為何。舉例來

說，指定 400 x 600 會產生 400 x 600 縱向相片或 600 x 400 橫向相片。

將值套用至相片的長邊或短邊，並使用相片的原始外觀比例來計算其他邊緣。

注意: 轉存相片的長邊不可超過 65,000 像素。

設定轉存相片的百萬像素的數目及解析度 (以 DPI 為單位)。

針對用於列印輸出的檔案指定解析度 (單位為像素/英寸或像素/公分)。 針對噴墨列印，180 ppi 至 480
ppi 較為合適。 針對偏移列印或實驗室列印，請洽詢您的服務提供者。

銳利化輸出相片

轉存時可針對 JPEG、PSD、TIFF 相片，套用自動調整輸出銳利化演算法。 Lightroom 套用的銳利化總量會以
您指定的輸出媒體和解析度為基礎。 除了您在「編輯相片」模組中套用的任何銳利化，還會另外執行輸出銳利
化。

1. 在「轉存」對話框的「輸出銳利化」區域中，選取「銳利化適用於」方塊。

2. 指定轉存是要用於「螢幕」、「亞光紙」，還是「光面紙」輸出。

3. 將「總量」蹦現選單變更為「低」或「高」，以減小或增大套用的銳利化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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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繼資料

指示 Lightroom 如何處理轉存相片的相關中繼資料和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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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版權

僅版權與聯絡資訊

相機與 Camera Raw 以外的所有資料

全部

移除位置資訊

按照 Lightroom 階層寫入關鍵字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僅在轉存的相片中包含「IPTC 版權」中繼資料。 DNG 檔案無法使用這個選項。

僅在轉存的相片中包含「IPTC 聯絡資訊」和版權中繼資料。 DNG 檔案無法使用這個選項。

在轉存的相片中，包含除「曝光度」、「焦距」和「日期時間」中繼資料

等 EXIF 相機中繼資料以外的所有中繼資料。 DNG 檔案無法使用這個選項。

在轉存的照片中包含所有中繼資料。 DNG 檔案無法使用這個選項。

即使從蹦現選單中選擇「相機與 Camera Raw 以外的所有資料」或「全部」，也會從相片中移除
GPS 中繼資料。 DNG 檔案無法使用這個選項。

在中繼資料欄位中使用縱線字元 ( | ) 來表示父/子式關係 (例如
「Names|Maria」)。

加上浮水印

對於 JPEG、PSD 或 TIFF 檔案，選取「浮水印」方塊可在轉存的相片上包含版權浮水印。

簡易版權浮水印 包含「版權」中繼資料欄位的內容，以作為轉存相片上的浮水印。如果「版權」欄位留空，則
不套用浮水印。

自訂 選擇要在「浮水印」蹦現選單上顯示名稱的自訂浮水印。若要要建立自訂浮水印，請按一下「編輯浮水
印」。 請參閱使用浮水印編輯器。

注意: 如果您遇到浮水印未套用至轉存相片的問題，請確定您使用最新的更新。在 Lightroom 中，選擇「說明 >
檢查更新」。 有關其它疑難排解，請訪問 Lightroom 使用者論壇。

 

後處理

從「轉存後」選單中選擇下列任一選項。

什麼都不做 轉存相片，但不執行進一步的動作。

在檔案總管/Finder 中顯示 在「檔案總管」(Windows) 或「Finder」(Mac OS) 視窗中，顯示轉存的檔案。

在 Photoshop /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 在 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轉存的相片。若
要使用此功能，必須在您的電腦上安裝 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

在 [其他外部編輯器] 中開啟 在 Lightroom 偏好設定中，使用指定為其它外部編輯器的應用程式來開啟轉存的相
片。

在其他應用程式中開啟 使用在「應用程式」蹦現選單中指定的應用程式，開啟轉存的相片。

立即移至「Export Actions」檔案夾 開啟「Export Actions」檔案夾，您可以將任何執行檔 (應用程式) 或執行
檔 (應用程式) 的捷徑或別名置於此處。請參閱建立 Export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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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援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線上發佈相片

線上發佈相片

搜尋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使用手冊
>

本頁內容

在 Lightroom 中以電子郵件傳送相片
從 Lightroom 發佈至 Facebook
從 Lightroom 發佈至 Flickr
從 Lightroom 發佈至 Adobe Stock

適用於: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 Lightroom 6

在 Lightroom 中以電子郵件傳送相片

Lightroom 允許您建立電子郵件訊息，並使用您的預設電子郵件應用程式將相片傳送給其他人。 您還可以使用諸如 Gmail 等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提供
者。

以電子郵件附件形式傳送相片

1. 在「圖庫」模組的「格點」檢視中或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要透過電子郵件共用的一或多個檔案。 選取的檔案可以是相片或視訊。

2. 選擇「檔案 > 以電子郵件傳送相片」。

Lightroom 會識別您的預設電子郵件應用程式並建立供您傳送的郵件，且將選取的一個或多個檔案作為附件。

註解：

選取「將註解中繼資料納入為描述標籤」，以在電子郵件的本文中傳送相片註解中繼資料。

3. 在電子郵件訊息視窗中，輸入一個或多個電子郵件位址和主旨列。

4. (選用) 若要變更傳送訊息的電子郵件應用程式，請按一下「寄件者」蹦現選單，並選擇其它電子郵件應用程式。

5. 按一下「預設集」按鈕，並選擇一或多張附加相片的大小。

6. 按一下「傳送」。

電子郵件訊息會在您的電子郵件應用程式中開啟。

7. 視需要新增訊息，然後按一下「傳送」。

設定 Lightroom 的電子郵件帳戶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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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除「書冊」模組以外的任何模組中，選擇「檔案 > 以電子郵件傳送相片」。

2. 按一下「寄件者」蹦現選單，並選擇「移至電子郵件帳戶管理員」。

若要增加電子郵件帳戶，請按一下「增加」。 輸入描述性的「帳戶名稱」，然後從清單中選擇「服務提供者」。

若要移除電子郵件帳戶，請從左欄清單中選取它，然後按一下「移除」。

外送伺服器設定

對於一般服務提供者 (例如 Gmail)，Lightroom 會自動新增 SMTP 伺服器和連接埠設定，以及安全性和驗證選項。 如需指定這些設定的相關詳細資
訊，請聯絡您的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或者參閱提供者的網站。

憑證設定

請輸入您的電子郵件地址和密碼，然後按一下「驗證」來確認您的設定。

從 Lightroom 發佈至 Facebook

「圖庫」模組中的「發佈服務」面板允許您將相片從 Lightroom 直接傳送至 Facebook。 首先，建立 Facebook 和 Lightroom 之間的連線，然後建立
要發佈相片的發佈集合。最後，請上載相片。

視訊教學課程: 在 Facebook 上分享相片

瞭解如何在 Facebook 發佈相片及追蹤所有來自 Lightroom 的按讚次數和留言。

建立 Facebook 連線

「發佈服務」連線允許 Lightroom 與您的 Facebook 帳戶進行通訊。

1. 在「圖庫」模組左側的「發佈服務」面板中，按一下 Facebook 連線「設定」按鈕。

「發佈服務」面板

2. 在「Lightroom 發佈管理員」對話框中，於「Facebook 帳戶」下找到並按一下「授權給 Facebook」。

3. 按照提示進行操作，以使 Facebook 能夠與 Lightroom 通訊。

4. 在「發佈管理員」中指定其它轉存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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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服務

顯示在「發佈服務」面板中的連線名稱旁的說明。

Facebook 相簿

選擇您要上載的 Facebook 相簿。

Facebook 標題

使用相片的檔案名稱、IPTC 標題中繼資料或「保留空白」來設定相片標題。選擇更新相片時所偏好的行為：「取代現有標題」或「保留現有標
題」。

註解：

如需關於「檔案命名」、「檔案設定」、「調整影像大小」和其他轉存選項的資訊，請參閱將檔案轉存至磁碟或 CD。

5. (選用) 若要隨時變更您的 Facebook 連線設定，請按一下「發佈服務」面板頂端的 + 按鈕，並選擇「Facebook > 編輯設定」。

在 Facebook 集合中增加和管理相片

在 Facebook 發佈集合中管理您要上載至 Facebook 的相片。

1. 若要建立轉存至 Facebook 的相片集合，請在「發佈服務」面板中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Mac OS) Facebook 連線，然後選擇
下列任何一項：

建立集合

您選擇的任何相片集合。 為該集合指定名稱，指出您是否要包括的選定相片，並選擇或建立要上載的 Facebook 相簿。

建立智慧型集合

根據您定義之規則的相片集合。 請參閱使用智慧型集合。 為智慧型集合指定名稱，並選擇或建立要上載的 Facebook 相簿。

2. 針對一般 Facebook 集合 ，請將相片從「格點檢視」拖曳至「發佈服務」面板中的集合。如果您建立智慧型集合 ，則與規則相符的相片會

出現在該集合中。

3. 若要管理您的 Facebook 集合，請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編輯、重新命名或刪除集合，請在「發佈服務」面板中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Mac OS) 該集合，然後選擇「編輯集
合」、「重新命名」或「刪除」。

若要從一般集合中移除未發佈的相片，請在發佈集合中選取它，然後按 Delete。

若要在智慧型集合中增加或移除相片，請變更智慧型集合的規則。

若要檢視集合中的相片，請在「發佈服務」面板中選取該集合。 相片會在影像顯示區域中，分組到下列類別或佇列中：

要發佈的新相片

尚未發佈的相片。

要重新發佈的已修改相片

在轉存後曾在「圖庫」或「編輯相片」模組中編輯過的相片。

已發佈的相片

發佈後尚未修改過的相片。

要移除的已刪除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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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Delete 從集合中移除先前轉存的相片時，Lightroom 會將它們標記為「要移除的已刪除相片」。 下次您按一下「發佈」時，這些相片會
從 Lightroom 的集合中移除；您必須使用瀏覽器在 Facebook 網站上將它們從 Facebook 移除。

上載至 Facebook

等待發佈的相片會顯示於以下兩個佇列之一:「要發佈的新相片」或「要重新發佈的已修改相片」。 發佈集合時，Lightroom 會上載兩個佇列中的所有
內容。

1. 若要發佈至 Facebook，請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在「發佈服務」面板中選取 Facebook 集合，然後按一下「發佈」。

在 Facebook 集合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立即發佈」。

2. 如果出現提示，請按一下「取代」，以較新版本更新發佈的相片。

註解：

如果您在使用「發佈服務」面板上載至 Facebook 時遇到問題，請確定您使用最新的更新: 在 Lightroom 中，選擇「說明 > 檢查更新」。另外，有關
相片與相簿的限制，請參閱「Facebook 使用說明」主題上傳相片及大頭貼照。例如，相簿不能包含 200 張以上的相片。

從 Lightroom 發佈至 Flickr

「圖庫」模組中的「發佈服務」面板允許您將相片從 Lightroom 直接傳送至 Flickr。首先，建立 Flickr 和 Lightroom 之間的連線，然後建立要發佈相
片的發佈集合。最後，請上載相片。您還可以在 Lightroom「圖庫」模組的「註解」面板中添加和查看 Flickr 註解。

建立 Flickr 連線

「發佈服務」連線允許 Lightroom 與您的 Flickr 帳戶進行通訊。

1. 在「圖庫」模組左側的「發佈服務」面板中，按一下 Flickr 連線「設定」按鈕。

「發佈服務」面板

2. 在「Lightroom 發佈管理員」對話框中，於「Flickr 帳戶」下找到並按一下「登入」。

3. 按照提示進行操作，以使 Flickr 能夠與 Lightroom 通訊。

4. 在「發佈管理員」中指定其它轉存選項：

發佈服務

顯示在「發佈服務」面板中的連線名稱旁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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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ckr 標題

使用相片的檔案名稱、IPTC 標題中繼資料或「保留空白」來設定相片標題。選擇更新相片時所偏好的行為：「取代現有標題」或「保留現有標
題」。

註解：

如需關於「檔案命名」、「檔案設定」、「調整影像大小」和其他選項的資訊，請參閱將檔案轉存至磁碟或 CD。

5. (選用) 若要隨時變更您的 Flickr 連線設定，請按一下「發佈服務」面板頂端的 + 按鈕，並選擇「Flickr >「編輯設定」。

在 Flickr 相片集中增加和管理相片

在發佈集合 (亦稱相片集) 中管理要上載至 Flickr 的相片。

1. 若要建立 Flickr 相片集，請在「發佈服務」面板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Mac OS) Flickr 連線，然後選擇以下任何一項：

建立相片集

含有您選擇之任何相片 (位於 Flickr Photostream 中) 的集合或相片流。

建立智慧型相片集

根據您定義的相片集。 請參閱使用智慧型集合。

2. 針對一般相片集 ，請在「發佈服務」面板中將相片從「格點檢視」拖曳至 Flickr 相片集中。如果您建立智慧型相片集 ，則與規則相符的相

片會出現在該集合中。

3. 若要管理您的 Flickr 相片集，請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編輯、重新命名或刪除相片集，在「發佈服務」面板中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Mac OS) 該相片集，然後選擇「編輯
集合」、「重新命名」或「刪除」。

若要從一般相片集中移除未發佈的相片，請在相片集中選取它，然後按 Delete。

若要在智慧型相片集中增加或移除相片，請變更智慧型相片集的規則。

若要檢視相片集中的相片，請在「發佈服務」面板中選取相片集。 相片會在影像顯示區域中，分組到下列類別或佇列中：

要發佈的新相片

尚未轉存的相片。

要重新發佈的已修改相片

在轉存後曾在「圖庫」或「編輯相片」模組中編輯過的相片。

已發佈的相片

轉存後尚未修改過的相片。

要移除的已刪除相片

按 Delete 從相片集中移除已發佈的相片時，Lightroom 會將它們標記為「要移除的已刪除相片」。 下次您按一下「發佈」時，這些相片就
會從 Lightroom 相片集和 Flickr 中移除。

上載至 Flickr

等待發佈的相片會顯示於以下兩個佇列之一:「要發佈的新相片」或「要重新發佈的已修改相片」。 發佈相片集時，Lightroom 會上載兩個佇列中的所
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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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要將相片發佈至 Flickr，請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選取相片集，然後按一下「發佈」。

在相片集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立即發佈」。

2. 如果出現提示，請按一下「取代」，以較新版本更新發佈的相片。

註解：

如果您在使用「發佈服務」面板上載至 Flickr 時遇到問題，請確定您使用最新的更新: 在 Lightroom 中，選擇「說明 > 檢查更新」。

從 Lightroom 發佈至 Adobe Stock
已於 Lightroom CC 2015.7 中推出

「圖庫」模組中的「發佈服務」面板可讓您將相片從 Lightroom 直接傳送至 Adobe Stock。使用您現有的 Creative Cloud 賬戶憑證來建立 Adobe
Stock Contributor 入口網站 (https://contributor.stock.adobe.com/) 與 Lightroom 之間的連線，然後將相片從「格點」檢視拖放至發佈服務面板上的
Adobe Stock 相片集中。最後，從 Lightroom 發佈相片。

現在，您可以前往 Adobe Stock Conbtributor 入口網站，標記上傳的影像，並將這些影像提交至 Adobe Stock 以供管理。Adobe Stock Contributor 入
口網站會自動解壓縮與您影像相關的「Lightroom 關鍵字」檔案，並以標記的「關鍵字」顯示影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dobe Stock Contributor
| Contributor 常見問題集。

設定 Adobe Stock 發佈服務

設定 Adobe Stock 發佈服務即建立 Adobe Stock Contributor 入口網站與 Lightroom 之間的連結。

1. 在「圖庫」模組左側的「發佈服務」面板中，按一下 Adobe Stock 連線的「設定」按鈕。

2. 在「Lightroom 發佈管理員」對話框中，查看 Adobe Stock 的下方。

3. 指定「Lightroom 發佈管理員」中的設定:

發佈服務

顯示在「發佈服務」面板中的連線名稱旁的說明。

Adobe Stock 帳戶

選擇第一個連結。首次設定發佈服務時，系統將會引導您逐步完成上線過程。使用現有的 Creative Cloud 賬戶憑證登入。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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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 Adobe Stock Contributor | 開始使用以取得建立 Adobe Stock 帳戶的資訊。

4. 完成上線流程後，請務必選擇對話方塊中的「儲存」。

5. (選用) 若要變更您的 Adobe Stock 連線設定，可隨時按一下「發佈服務」面板頂端的 + 按鈕，並選擇「Adobe Stock > 編輯設定」。

在「提交至 Adobe Stock」集合中新增及管理相片

您要上傳至 Adobe Stock 的相片會新增至「已發佈」集合中。此集合的預設名稱為「提交至 Adobe Stock」。

1. 若要新增相片，請執行下列任一項操作：

將「發佈服務」面板中的 Adobe Stock 集合設定為「目標」集合
1.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或按住 Command 鍵然後再按一下 Adobe Stock 集合，接著按一下「設定為目標集合」。
2. 若要將檔案新增至準備發佈的檔案佇列：

按 B，或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或按住 Command 鍵然後再按一下檔案，然後按一下  

將相片從「格點檢視」拖曳至「發佈服務」面板中的 Adobe Stock「已發佈」集合 。

2. 若要管理 Adobe Stock 集合:

若要重新命名集合，請在「發佈服務」面板中的集合上按兩下，然後輸入新的名稱。此集合的預設名稱為「提交至 Adobe Stock」。

若要將相片從集合中移除，請在相片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取「從集合中移除」。

若要檢視集合中的相片，請在「發佈服務」面板中選取該相片集。相片會在影像顯示區域中，分組到下列類別或佇列中：

要發佈的新相片

尚未發佈至 Adobe Stock 的相片。

已發佈的相片

先前已發佈但尚未修改過的相片。

要移除的已刪除相片

在您按下 Delete 鍵移除先前已發佈的相片後，Lightroom 會將相片標記為「要移除的已刪除相片」。它們會從 Lightroom 發佈服務面板中的集
合中移除。但是，已刪除的相片不會自動從 Adobe Stock Contributor 入口網站移除 — 您需要手動將其移除。  

上傳至 Adobe Stock

等待發佈的相片會出現在 「要發佈的新相片」佇列中。按一下「發佈」時，Lightroom 會將這個佇列中的所有項目上傳至您 Adobe Stock Contributor
入口網站的「新增」區段。

註解：

請確認您要上傳至 Adobe Stock 的選取影像，是否符合相片的技術要求。

如果您選取的範圍內含不符合這些檔案規格的影像，Lightroom 會在「無法上傳所有資產」對話框中顯示錯誤。若要繼續，請從選取範圍中移除未確
認的影像，並重新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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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要將相片發佈至 Adobe Stock，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或按住 Command 鍵然後按一下「發佈服務」面板中的集合，接著選取「立即發佈」。

按一下模組按鈕下方的「發佈」按鈕 (在影像顯示區域上方)。

2. 成功上傳後，Lightroom 會顯示「影像已成功上傳」對話框。

您可以按一下此對話框中的「繼續至 Adobe Stock」連結，繼續前往 Adobe Stock Contributor 入口網站。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dobe Stock | 上傳和管理內容。

3. 造訪 https://contributor.stock.adobe.com/ 以完成您的提交。

在 Adobe Stock Contributor 入口網站的上傳頁面，選擇已上傳的影像並添加標題、類別和關鍵字。與您的影像關聯的 Lightroom 關鍵字會自動
出現在「關鍵字」區段。您可以檢視並編輯這些關鍵字。

註解：

如果您對問題您的檔案是否顯示可識別的人物和/或財產？的回答是是，則您需要上傳肖像授權同意書或財產授權同意書。如果您已經有授權同
意書，則可以搜尋並從之前上傳的授權同意書清單中選取。

要建立新的授權同意書，請按一下「建立新同意書 > 下載範本」以下載授權同意書，完成後將其作為 .JPEG 文件上傳。

4. 填寫完標題、關鍵字區段以及類別中的所有必填欄位後，按一下「儲存」，然後「提交」，讓 Adobe 審核您的相片。

註解：

第一次提交您的相片時，您需要上傳您的身分證明，例如您駕照或護照的 .JPEG 檔案。

更多類似項目

影片教學 - 發佈至社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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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查看所有應用程式

學習與支援

初學者指南

使用手冊

教學課程

詢問社群

發表問題並獲得專家解惑。

立即詢問

聯絡我們

真人協助。

立即開始

^ 回到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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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this helpful?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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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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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發佈服務」轉存至硬碟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建立已發佈的檔案夾

建立已發佈的智慧型檔案夾

建立已發佈的檔案夾組

設定硬碟連線

在硬碟檔案夾中增加和管理相片

將相片轉存至硬碟

「圖庫」模組中的「發佈服務」面板允許您將相片集合轉存至硬碟。 發佈至硬碟是準備將相片上載至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裝置 (例如 iPad) 的變通方
式。

藉由「發佈服務」轉存 iPad 相簿

設定硬碟連線

「發佈服務」連線允許您定義轉存操作的選項。

1. 在「圖庫」模組左側的「發佈服務」面板中，按一下「硬碟」連線「設定」按鈕。

 
「發佈服務」面板

2. 在「Lightroom 發佈管理員」對話框中，輸入「發佈服務說明」。
3. 指定其它轉存選項。 如需有關「轉存位置」、「檔案命名」、「檔案設定」、「調整影像大小」及其他轉存選項的資訊，請參閱
將檔案轉存至磁碟或光碟。

4. (選用) 若要隨時變更您的硬碟連線設定，請按一下「發佈服務」面板頂端的 + 按鈕，並選擇「硬碟 > 編輯設定」。

在硬碟檔案夾中增加和管理相片

在發佈集合 (亦稱檔案夾) 中管理您要轉存至硬碟的相片。

1. 若要建立硬碟檔案夾，請在「發佈服務」面板中以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 (Mac OS) 硬碟連線，然後選擇
下列任何一項：

含有您選擇之任何相片的集合，會儲存在檔案夾中。

根據指定規則的相片檔案夾。 請參閱使用智慧型集合。

已發佈的檔案夾群組。

2. 針對一般檔案夾 ，請在「發佈服務」面板中將相片從「格點」檢視拖曳至檔案夾。如果您建立智慧型檔案夾 ，則與規則相符

的相片會自動出現在該檔案夾中。

3. 若要管理您的硬碟集合，請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如何從 Lightroom 3 或 Lightroom 4 使用「硬
碟」連線來為 iPad 輕鬆地轉存相片.... 瞭解
更多

http://goo.gl/7ijeQ

作者: Gene McCullagh

貢獻你的專長給

Adobe 社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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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若要編輯、重新命名或刪除檔案夾，請在「發佈服務」面板中以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 (Mac OS) 該
檔案夾，然後選擇「編輯集合」、「重新命名」或「刪除」。

若要從一般硬碟檔案夾中移除未發佈的相片，請在檔案夾中選取它，然後按 Delete。

若要在智慧型檔案夾中增加或移除相片，請變更智慧型檔案夾的規則。

若要檢視硬碟檔案夾中的相片，請在「發佈服務」面板中選取該檔案夾。 相片會在影像顯示區域中，分組到下列類別或佇列
中：

要發佈的新相片

尚未轉存的相片。

要重新發佈的已修改相片

在轉存後曾在「圖庫」或「編輯相片」模組中編輯過的相片。

已發佈的相片

轉存後尚未修改過的相片。

要移除的已刪除相片

按 Delete 從檔案夾中移除一或多張已發佈的相片時，Lightroom 會將它們標記為「要移除的已刪除相片」。 下次您按一下
「發佈」時，這些相片就會從檔案夾中移除。

將相片轉存至硬碟

等待發佈的相片會顯示於以下兩個佇列之一:「要發佈的新相片」或「要重新發佈的已修改相片」。 您發佈檔案夾或檔案夾組時，Lightroom 會上載兩
個佇列中的所有內容。

1. 若要將相片發佈至硬碟連線，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選取「硬碟」檔案夾，然後按一下「發佈」。

以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Mac OS) 硬碟檔案夾，然後選擇「立即發佈」。

2. 如果出現提示，請按一下「取代」，以較新版本更新發佈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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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轉存的預設集與其他設定

回到頂端

燒錄完整大小的 JPEG

轉存為 DNG

用於電子郵件

用於電子郵件 (硬碟)

回到頂端

使用預設集轉存相片

使用上次設定轉存相片

建立轉存動作

轉存增效模組

使用預設集轉存相片

轉存預設集可使預設集更快速地轉存相片，以用於一般用途。舉例來說，您可以使用 Lightroom 預設集轉存適合
以電子郵件傳送給客戶或朋友的 JPEG 檔案。

使用預設集轉存相片

1. 選取您要轉存的相片，然後選擇「檔案 > 使用預設集轉存」，或是按一下「轉存」按鈕。

2. 選擇預設集。Lightroom 提供下列的內建轉存預設集：

將相片轉存為已轉換並標記為 sRGB 的 JPEG，具最高品質，無縮
放，且解析度為每英寸 240 像素。 依預設，此預設集會將轉存的檔案儲存到「轉存」對話
框頂端指定的「CD/DVD 上的檔案」目的地，於一個名稱為「Lightroom 燒錄的轉存項目」
的次檔案夾。

以 DNG 檔案格式轉存相片。依預設，此預設集不會指定後處理動作，並允許
您在按一下「轉存」後選擇目的地檔案夾。

開啟一封郵件，以使用電子郵件將相片傳送給其他人。 請參閱在 Lightroom
中以電子郵件傳送相片。

將相片以sRGB JPEG 檔案轉存至硬碟。 轉存後的相片最大大小為
640 像素 (寬度或高度)、中等品質，解析度為每英寸 72 像素。完成後，Lightroom 會在
「檔案總管」(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中顯示相片。 請在按一下「轉存」後選擇目
的地檔案夾。

將轉存設定另存為預設集

1. 在「轉存」對話框中，指定您要儲存的轉存設定。

2. 按一下對話框左側「預設集」面板底部的「增加」。

3. 在「新增預設集」對話框中，於「預設集名稱」方塊中輸入名稱，然後按一下「建立」。

使用上次設定轉存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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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您可以使用最近轉存作業階段中手動設定的設定 (其中包括已修改的預設集) 來轉存相片。「使用上次設定轉
存」指令無法用於轉存預設集。

1. 選取要轉存的相片。

2. 選擇「檔案 > 使用上次設定轉存」。

建立轉存動作

您可以將可開啟一組相片檔案的任何項目置於 Export Actions 檔案夾內。例如，您可以將可執行檔或捷徑
(Windows) 或應用程式或別名 (Mac OS) 置於 Export Actions 檔案夾。下次轉存相片時，「轉存」對話框的「轉
存後」選單便會列出已增加至這個檔案夾的項目。

您也可以將 Photoshop 快捷批次處理或指令碼檔案增加至 Export Actions 檔案夾。

1. 若要開啟 Export Actions 檔案夾，請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在「轉存」對話框中，選擇「轉存後 > 立即移至 Export Actions 檔案夾」。

Windows 7 和 8：導覽至 \Users\[使用者名
稱]\AppData\Roaming\Adobe\Lightroom\Export Actions\。

Mac OS：導覽至 /Users/[使用者名稱]/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Adobe/Lightroom/Export Actions/。

2. 將項目增加至 Export Actions 檔案夾。

轉存增效模組

Lightroom 支援協力廠商的增效模組，這類模組可增加「轉存」對話框的功能。視安裝的協力廠商增效模組而
定，「轉存」對話框中可用的選項也不同。如需軟體支援或文件，請與增效模組開發人員聯絡。

位於下列檔案夾的增效模組是由 Lightroom 所自動載入，可以透過「增效模組管理員」加以啟動或關閉，但是不
能移除：

Mac OS：/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Adobe/Lightroom/Modules

Windows 7 和 8：C:\Users\[使用者名稱]\AppData\Roaming\Adobe\Lightroom\Modules

如需 Lightroom SDK 的文件，請造訪 www.adobe.com/go/devnet_tw。

管理轉存增效模組

1. 選擇「檔案 > 增效模組管理員」，或按一下「轉存」對話框左下角的「增效模組管理員」
按鈕。

「Lightroom 增效模組管理員」對話框會在左面板列出已安裝的增效模組。

2.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從左面板選取增效模組，在主面板檢視其資訊。

若要將增效模組增加至 Lightroom，請按一下「增加」按鈕。導覽至增效模組，選取
它，然後按一下「增加增效模組」。

若要從 Lightroom 移除增效模組，從左面板選取該增效模組，然後按一下「移除」。

按一下「交換增效模組」，造訪 Adobe 網站並搜尋增效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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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完成」，關閉「Lightroom 增效模組管理員」，然後回到「轉存」對話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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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編輯器

本頁的部分連結內容可能僅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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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編輯」偏好設定

回到頂端

檔案格式

色域

位元深度

壓縮

範本

回到頂端

設定在外部編輯器中處理 Camera Raw 檔案的偏好設定
選擇外部編輯器

建立外部編輯器預設集

編輯外部編輯器預設集

您可以使用「外部編輯」偏好設定，指定檔案格式與其他選項，以便在 Photoshop Elements 以及外部影像編輯
應用程式 (無法讀取 Camera Raw 檔案中馬賽克感測器資料) 中編輯 Camera Raw 檔案與 DNG 檔案。在
Photoshop 中儲存來自 的 Camera Raw 檔案和 DNG 檔案時，Photoshop 也會使用您在 Lightroom「外部編
輯」偏好設定中指定的選項。最後，您也可以使用「外部編輯」偏好設定選取外部影像編輯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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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按一下「外部編輯」。

設定在外部編輯器中處理 Camera Raw 檔案的偏好設定

Lightroom 可以直接在 Photoshop CS3 (10.0.1) 或更新版本中開啟 Camera Raw 檔案和 DNG 檔案。不
過，Lightroom 必須將 TIFF 或 PSD 的 Camera Raw 與 DNG 檔案副本傳送至 Photoshop Elements 及其他無
法讀取 RAW 資料的外部編輯器。在「外部編輯」偏好設定中，您可以針對 Lightroom 傳送至這些編輯器的
TIFF 與 PSD 檔案，指定檔案格式、色域、位元深度及壓縮。若要盡可能保留從 Lightroom 傳送之相片的色彩細
節，建議使用 16 位元 ProPhoto RGB。如果從 Lightroom 直接將 Camera Raw 檔案開啟在 Photoshop 中並加
以儲存，Photoshop 會使用您在 Lightroom「外部編輯」偏好設定中指定的設定，來儲存檔案。

在「外部編輯」偏好設定對話框中，從下列選單中選擇選項：

以 TIFF 或 PSD 格式儲存 Camera Raw 影像。請參閱支援檔案格式。

將相片轉換為 sRGB、AdobeRGB 或 ProPhoto RGB 色域，並加上色彩描述檔的標
籤。請參閱 Lightroom 如何管理色彩。

以每個色版 (紅色、綠色及藍色) 8 位元或 16 位元的位元深度儲存相片。8 位元檔
案尺寸很小，與各種應用程式的相容性更高，但是不能保有 16 位元檔案的細微色調細節。

(僅 TIFF) 將 ZIP 壓縮或無壓縮套用至相片。ZIP 是一種不失真的壓縮方式，最適合用
於壓縮內含大塊單色區域的影像。

使用您指定的範本來命名檔案。選取範本並指定自訂文字或檔案名稱的開始編號。請

參閱「檔案名稱範本編輯器」和「文字範本編輯器」。

選擇外部編輯器

您可以在「外部編輯」偏好設定對話框，指定某個應用程式作為外部編輯器。選擇應用程式之後，隨時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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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偏好設定」更改為不同的應用程式。

1. 在「外部編輯」偏好設定的「其他外部編輯器」區域中，按一下「選擇」。

2. 導覽並選取要使用的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開啟」(Windows) 或「選擇」(Mac OS)。

您也可以從「圖庫」或「編輯相片」模組中，選擇「相片 > 在其他應用程式中編
輯」，以選取外部編輯器。畫面會提示您導覽並選取要使用的應用程式。選擇外部編輯器之

後，「相片」選單中會以「在 [應用程式名稱] 中編輯」顯示該應用程式的名稱。

建立外部編輯器預設集

您可以在「外部編輯」偏好設定對話框中，建立外部編輯器的預設集。外部編輯器預設集可讓您指定多個應用程

式作為外部編輯器，也可以讓您建立不同的相片處理選項，以便與一或多個外部編輯器搭配使用。

1. 在「外部編輯」偏好設定中，選擇應用程式並指定 Camera Raw 檔案選項。

2. 選擇「預設集 > 將目前設定另存為新的預設集」。

3. 輸入預設集的名稱，然後按一下「建立」。

Lightroom 便會增加新預設集至「預設集」選單。

編輯外部編輯器預設集

1. 在「外部編輯」偏好設定中，從「預設集」選單中選擇外部編輯器預設集。

2. 更改應用程式或 Camera Raw 檔案選項。

Lightroom 會將「(已編輯)」加至預設集名稱之後。

3.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選擇「預設集 > 將目前設定另存為新的預設集」，建立新的預設集。輸入新預設集的名
稱，然後按一下「建立」。

選擇「預設集 > 更新預設集 [預設集名稱]」，以您的更改覆寫現有預設集。

Adobe 也建議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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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並編輯 Lightroom 相
片

回到頂端

透過 Lightroom 調整編輯副本

編輯副本

編輯原始檔案

註解：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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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並編輯相片
在 Photoshop 中開啟並編輯相片
在協力廠商影像應用程式中開啟並編輯相片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並編輯相片

您可以從 Lightroom 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對相片執行其他的編輯工作。電腦必須安裝 Photoshop
Elements，才能使用這個功能。

1. 在「圖庫」模組或「編輯相片」模組中，選取您要編輯的相片。然後，選擇「相片 > 在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中編輯」。

2. (僅 JPEG、TIFF 與 PSD) 在「編輯相片」對話框中，選取下列任一選項：

將所有您做的 Lightroom 調整套用到檔案副本，並傳送該
檔案到 Photoshop Elements 進行編輯。

編輯原始檔案的副本，不套用 Lightroom 調整。

編輯原始檔案，不套用 Lightroom 調整。

選取「堆疊原始影像」，可將編輯過的相片及原始檔案堆疊在一起。

3. (僅 JPEG、TIFF 與 PSD) 按一下「編輯」。

如果編輯相片副本，當您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副本時，Lightroom 會自動將副本
增加至編目，並且檔案名稱之後會附加「-編輯」。

4.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按照您的想法編輯相片，然後選擇「檔案 > 儲存」。

經過編輯的 Camera Raw 和 DNG 檔案，會自動增加至 Lightroom 編目，並且檔案名稱之
後會附加「連結」。檔案格式為 TIFF 或 PSD，視「外部編輯」偏好設定中指定的格式而
定。

以副本形式使用調整進行編輯的 JPEG、TIFF 和 PSD 檔案，也會根據「外部編輯」偏好設
定中指定的格式儲存。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儲存對 JPEG、TIFF 以及 PSD 影像所做的變更時，請
確定檔案名稱和格式與 Lightroom 中的副本或原始檔案相同，相片才能在編目中更新。

5. 切換至 Lightroom，在編目中檢視編輯過的相片。

從 Photoshop Elements 儲存時，請務必開啟「最大化相容性」選項，這樣
Lightroom 才能讀取影像。

在 Photoshop 中開啟並編輯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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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Lightroom 調整編輯副本

編輯副本

編輯原始檔案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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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從 Lightroom 使用 Photoshop，對相片執行其他的編輯工作。電腦必須安裝 Photoshop，才能使用這個功
能。

1. 在「圖庫」模組或「編輯相片」模組中，選取您要編輯的相片。然後，選擇「相片 > 在
Adobe Photoshop 中編輯」。

如果是在 Photoshop CS3 (10.0.1) 或更新版本中開啟 Camera Raw 檔案和 DNG 檔案，檔
案會直接開啟。

2. (僅 JPEG、TIFF 與 PSD) 在「編輯相片」對話框中，選取下列任一選項：

將所有您做的 Lightroom 調整套用到檔案副本，並傳送該
檔案到 Photoshop 進行編輯。

編輯原始檔案的副本，不套用 Lightroom 調整。

編輯原始檔案，不套用 Lightroom 調整。

選取「堆疊原始影像」，可將編輯過的相片及原始檔案堆疊在一起。

3. (僅 JPEG、TIFF 與 PSD) 按一下「編輯」。

如果編輯相片副本，當您在 Photoshop 中開啟副本時，Lightroom 會自動將副本增加至編
目，並且檔案名稱之後會附加「-編輯」。

4. 在 Photoshop 中按照您的想法編輯相片，然後選擇「檔案 > 儲存」。

經過編輯的 Camera Raw 和 DNG 檔案，會自動增加至 Lightroom 編目，並且檔案名稱之
後會附加「-編輯」。檔案格式為 TIFF 或 PSD，視「外部編輯」偏好設定中指定的格式而
定。

以副本形式使用調整進行編輯的 JPEG、TIFF 和 PSD 檔案，也會根據「外部編輯」偏好設
定中指定的格式儲存。

在 Photoshop 中儲存對 JPEG、TIFF 和 PSD 影像所做的變更時，請確定檔案名稱
和格式與 Lightroom 中的副本或原始檔案相同，相片才能在編目中更新。

5. 切換至 Lightroom，在編目中檢視編輯過的相片。

從 Photoshop 儲存時，請務必開啟「最大化相容性」選項，這樣 Lightroom 才能讀
取影像。Photoshop CS3 和更新版本會自動以最大相容性儲存來自 Lightroom 的 PSD 檔
案。

其他資訊

Lightroom 主要外部編輯器具備專為搭配 Photoshop 使用而設計的功能。Photoshop Elements 僅提供部分功能
的有限支援，不符合預期用途的需求。

開啟為智慧型物件  - Photoshop Elements 無法建立智慧型物件。
合併為全景  - 請確認您在 Photoshop Elements 處於「專家」編輯模式，方可建立全景影
像。

合併為 HDR  - Photoshop Elements 不支援 32 位元影像或合併為 HDR 功能。
開啟為圖層  - 請確認您在 Photoshop Elements 處於「專家」編輯模式，方可使用圖層。

在 Photoshop 中開啟為智慧型物件

電腦必須安裝 Photoshop CS3 10.0.1 或更新版本，才能使用這個功能。這些指示適用於 Photoshop
CS5。

1. 在「圖庫」或「編輯相片」模組中，選取所要編輯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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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相片 > 在應用程式中編輯 > 在 Photoshop 中開啟為智慧型物件」。

3. 在 Photoshop 中編輯相片，然後選擇「檔案 > 儲存」。

新儲存的相片會自動增加至 Lightroom 編目中成為 TIFF 檔案。

在 Photoshop 中將相片開啟為圖層

電腦必須安裝 Photoshop CS3 10.0.1 或更新版本，才能使用這個功能。這些指示適用於 Photoshop
CS5。

1. 在「圖庫」模組或「編輯相片」模組中，選取兩張或多張相片進行編輯。

2. 選擇「相片 > 在應用程式中編輯 > 在 Photoshop 中開啟為圖層」。

Photoshop 會將相片開啟為圖層檔案。

3. 在 Photoshop 中編輯影像，然後選擇「檔案 > 儲存」。

新儲存的相片會自動增加至 Lightroom 編目中成為 TIFF 檔案。

在 Photoshop 中將相片合併為全景

電腦必須安裝 Photoshop CS3 10.0.1 或更新版本，才能使用這個功能。這些指示適用於 Photoshop
CS5。

1. 在「圖庫」或「編輯相片」模組中，選取兩張或多張要合併到全景影像的相片。

2. 選擇「相片 > 在應用程式中編輯 > 在 Photoshop 中合併到全景」。

3. 在 Photomerge 對話框中，選取來源相片並指定其他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Photoshop 會將相片合併到一個多圖層影像，並且在相片重疊的地方增加圖層遮色片，以建
立最佳混合。

4. 在 Photoshop 中按照您的想法編輯全景，然後選擇「檔案 > 儲存」。

新儲存的全景會自動增加至 Lightroom 編目中成為 TIFF 檔案。

您也可以透過在 Photoshop 中建立複合全景影像教學課程，學習如何將個別影格組合為無接縫相片。

在 Photoshop 中將相片合併到 HDR

高動態範圍 (HDR) 影像結合了以不同曝光度拍攝的多張相片。HDR 影像讓您能夠在一張相片中使場景的暗區和
明區更寬廣、更逼真。

透過使用 Photoshop 和 Lightroom 建立 HDR 影像教學課程，學習如何組合高動態範圍 (HDR) 的個別影格。

Lightroom 中的合併到 HDR 功能需要在電腦上安裝下列其中一種的 Photoshop 與 Camera Raw 組合：

Photoshop CS3 10.0.1 與 Camera Raw 4.6 或更新版

Photoshop CS4 與 Camera Raw 5.7 或更新版

Photoshop CS5 與 Camera Raw 6.2

Photoshop CS6 與 Camera Raw 7.1

下列指示適用於 Photoshop CS5 與 CS6。

1. 在「圖庫」模組或「編輯相片」模組中，選取兩張或多張要合併到 HDR 的相片。

2. 在 Photoshop 中選擇「相片 > 在應用程式中編輯 > 在 Photoshop 中合併到 HDR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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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一張或多張相片沒有曝光度中繼資料，請在「手動設定 EV 值」對話框中指定值。

4. 若您計畫調整色調以對應 Lightroom 中的影像，請在「Photoshop 合併到 HDR Pro」對話
框的「模式」選單中選擇「32 位元」，然後按一下「確定」。(Lightroom 4.1 或更新版
本)。

您也可以調整色調以對應「合併到 HDR Pro」對話框中的影像，然後選擇 32 位
元、16 位元或 8 位元模式。

Photoshop 會將相片合併到一個 HDR 影像中的背景圖層。

5. 請選擇「檔案 > 儲存」。

儲存的相片會自動增加至 Lightroom 編目中。

在協力廠商影像應用程式中開啟並編輯相片

1. 在「圖庫」模組或「編輯相片」模組中，選取您要編輯的相片，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選擇「相片 > 在應用程式中編輯 > 在 [應用程式名稱] 中編輯」。

如果已建立外部編輯器預設集，請選擇「相片 > 在應用程式中編輯 > 在 [預設集名稱]
中編輯」。

如果是第一次使用其他應用程式進行編輯，請選擇「相片 > 在應用程式中編輯 > 在
其他應用程式中編輯」。導覽至您要使用的應用程式並加以選擇。選擇編輯相片所要使用的

應用程式後，該應用程式名稱就會增加至「在應用程式中編輯」指令。您隨時可以在「外部

編輯」偏好設定中，選擇不同的編輯應用程式。

2. 在「使用 [應用程式名稱] 編輯相片」對話框中，指定您要使用的編輯選項，然後按一下
「編輯」。

Adobe 也建議
外部編輯偏好設定

編輯 HDR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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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燈片播放

本頁的部分連結內容可能僅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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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燈片播放模組面板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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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中，您可指定簡報幻燈片的相片和文字版面。

 
「幻燈片播放」模組
A.「幻燈片編輯器」檢視 B.「範本」檢視 C. 幻燈片播放範本與集合 D.「播放」控制項 E.「旋轉」與「增加文字」工具 F. 設定配置與播放選項的面
板 

「幻燈片播放」模組包含下列面板：

預視

以縮圖預視顯示範本版面。將指標移至範本名稱上方，「預視」中隨即顯示其頁面版面。

範本瀏覽器

選取或預視相片的幻燈片版面。

集合

顯示編目中的集合。

選項

決定相片在幻燈片版面的顯示方式，以及相片是否要有邊框或投射陰影。

版面

指定幻燈片範本中的影像儲存格大小來自訂頁面版面。

覆疊

指定幻燈片中搭配相片顯示的文字和其他物件。

背景

指定每張幻燈片相片背後的顏色或影像。

標題

指定播放的簡介與結束幻燈片。

播放

指定簡報中每張幻燈片的顯示時間長度、幻燈片之間切換效果的時間長度、幻燈片播放是否搭配音樂，以及是否以隨機順序呈現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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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幻燈片版面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選擇幻燈片播放範本

指定相片填滿幻燈片影像儲存格的方式

在幻燈片播放影像上增加邊框或投射陰影

設定幻燈片邊界

設定幻燈片背景

旋轉幻燈片

重新排列幻燈片順序

建立自訂幻燈片播放範本

將幻燈片播放儲存為幻燈片播放集合

選擇幻燈片播放範本

幻燈片播放範本可讓您快速定義簡報的外觀和表現方式。該範本可指定幻燈片是否有邊框、陰影、文字、標誌，以及相片背後是否有顏色或影像。

Lightroom 隨附多種範本，從「範本瀏覽器」即可選取。將指標移至「幻燈片播放」模組「範本瀏覽器」中的範本名稱上方，左面板頂部隨即顯示範本
預視。

您可使用「幻燈片播放」模組右側面板中的控制項，或移動幻燈片編輯器檢視中的元素，來自訂幻燈片播放範本的設定。您可將修訂儲存為自訂範
本，該範本會顯示於「範本瀏覽器」清單。

預製的幻燈片播放範本
註解與評等 將相片置中於灰色背景，並顯示評等星星與註解中繼資料。

裁切以填滿 全螢幕顯示相片。部分影像 (尤其是垂直影像) 可能會被裁切，以填滿螢幕的外觀比例。
預設 將相片置中於灰色背景，並顯示評等星星、檔案名稱和身分標識。

EXIF 中繼資料 將相片置中於灰色背景，並顯示評等星星、EXIF 資訊和身分標識。
寬螢幕 顯示每張相片的完整外框，並增加黑條紋填滿螢幕的外觀比例。

預視及選取幻燈片播放範本
 請在「幻燈片播放」的「範本瀏覽器」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預視範本，請將指標移至範本名稱上方。範本預視會顯示目前選取的幻燈片 (已套用範本選項)。

若要選取範本，請按一下範本名稱。

指定相片填滿幻燈片影像儲存格的方式

幻燈片播放範本 (「裁切以填滿」除外) 預設會縮放相片，讓整個影像填滿幻燈片的影像儲存格。幻燈片背景會顯示於相片與影像儲存格外觀比例不相
符的空間。您可以設定選項，讓全部相片完全填滿影像儲存格內的空間。選取此選項時，相片的一部分 (尤其是垂直影像) 可能會被裁切，以填滿影像
儲存格的外觀比例。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的「選項」面板中，選取「縮放以填滿外框」。

在幻燈片播放影像上增加邊框或投射陰影

若要讓幻燈片的相片從背景中突顯，可增加邊框或投射陰影至每張相片。幻燈片編輯器檢視中會顯示您的調整。

1.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的「範本瀏覽器」中，選取任何幻燈片播放範本，但「裁切以填滿」除外。
2. 在「選項」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增加邊框，請選取「筆觸邊框」。按一下右側顏色方塊，開啟顏色蹦現視窗，然後指定邊框顏色。

若要調整邊框寬度，請拖曳「寬度」滑桿，或在滑桿右側的方塊輸入像素值。

若要增加投射陰影，請選取「投射陰影」並使用控制項來調整它：

不透明度 設定陰影的亮度或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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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移量 設定陰影與影像的距離。

半徑 設定陰影邊緣的硬度或軟度。

角度 設定投射陰影的方向。轉動旋鈕或移動滑桿可調整陰影的角度。

設定幻燈片邊界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的「版面」面板中的控制項，可設定定義幻燈片範本影像儲存格的邊界。

1. 在「範本瀏覽器」中，選取任何幻燈片播放範本，但「裁切以填滿」除外，然後在「版面」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同時調整所有邊界，並保持其相對比例，請務必選取「連結全部」方塊。

若要單獨更改一個邊界的大小，不更改其他邊界的大小，請取消選取特定邊界旁的連結方塊。

組合調整的增加或移除邊界選項

備註： 選取「顯示參考線」可顯示邊界。

2. 移動「版面」面板中的一或多個滑桿，或拖曳幻燈片編輯器檢視中的參考線。

拖曳幻燈片編輯器檢視中的參考線可調整版面邊界。

設定幻燈片背景

您可針對整個幻燈片播放設定幻燈片背景色，或是使用背景影像。如果取消選取所有背景選項，則幻燈片背景為黑色的。

增加背景
1. 在「範本瀏覽器」中選取任何幻燈片播放範本，「裁切以填滿」除外。
2. 在「背景」面板中，選取下列選項的任何組合：
漸變顏色 在背景色和背景影像上套用漸層漸變顏色。漸層會由背景色切換為您在右側顏色方塊所設定的顏色 (請見下方)。

背景影像 使用您從底片顯示窗格拖曳至幻燈片背景的影像。使用「不透明度」滑桿調整影像的透明度，部分顯示背景色。

背景色 使用您所指定的背景色。按一下右側的顏色方塊，從顏色蹦現視窗選取顏色。

增加漸變顏色至幻燈片背景
1.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的「背景」面板中，選取「漸變顏色」。
2. 按一下右側的顏色方塊，從顏色蹦現視窗選取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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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顏色外觀：
不透明度 設定漸變顏色覆疊的不透明度或透明度。

角度 設定背景色或背景影像漸層切換為漸變顏色的方向。轉動「角度」調節器、移動滑桿，或輸入值 (以度為單位)。

旋轉幻燈片

您可將個別幻燈片旋轉成需要的方向。

1.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中，導覽至您要旋轉的幻燈片。
2. 從 Lightroom 主選單選擇「幻燈片播放」 >「向左旋轉 (逆時針)」或「向右旋轉 (順時針)」。

重新排列幻燈片順序

1. 在「圖庫」模組中，選擇一般集合或是未包含子檔案夾的檔案夾作為幻燈片播放的來源。在「檔案夾」面板或是「集合」面板中
進行選取。
若要在「圖庫」模組中準確檢視選定檔案夾的內容，並且確定您位於檔案夾階層中最低層的檔案夾，請在「檔案夾」面板中選
取檔案夾，按一下「圖庫」選單並確定取消核取「顯示子檔案夾中的檔案夾」。

2.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中，拖曳底片顯示窗格中的相片可重新排列它們。請從縮圖的中心點拖曳，不要從邊緣拖曳。

如果您選擇智慧型集合，或是在「圖庫」模組的「編目」面板中選擇「全部相片」或「上次讀入」，您就無法在「幻燈片播放」模組中重新排列相
片。

建立自訂幻燈片播放範本

您可以將顏色、版面、文字和輸出設定的修改，儲存為自訂幻燈片播放範本。自訂範本儲存後隨即會在「範本瀏覽器」列出供重複使用。您可以在
「範本瀏覽器」中建立新檔案夾，以協助組織範本。

儲存自訂幻燈片播放範本
1.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的「範本瀏覽器」中，選取自訂範本所要根據的範本，然後修改版面。
2. 請在「選項」、「版面」、「覆疊」、「背景」和「播放」面板指定您要的設定。
3. 按一下「範本瀏覽器」面板中的加號圖示 (+)。
4. 覆寫「未命名的範本」，以便為自訂範本命名，並為該範本指定檔案夾 (例如「使用者範本」)。

建立與組織範本檔案夾
1. 在您要檔案夾出現的區域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新增檔案夾」。
2. 輸入檔案夾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3. 將範本拖曳至檔案夾名稱，以便將該範本移動至該檔案夾。

如果將 Lightroom 預設集範本拖曳至不同的檔案夾，該範本便會拷貝至該檔案夾。

更新自訂範本
1. 視需要修改顏色、版面、文字以及輸出設定。
2. 在「範本瀏覽器」中的範本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使用目前設定更新」。

刪除自訂範本
您無法刪除 Lightroom 預設集範本。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在「範本瀏覽器」中的範本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從蹦現選單中選擇「刪除」。

在「範本瀏覽器」中選取範本，然後按一下「移除」按鈕。

讀入與轉存範本
您可以轉存建立的範本，以和同事共用或在不同的電腦上使用。範本會以 .lrtemplate 的副檔名儲存。

若要轉存範本，在範本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轉存」。輸入範本檔案名稱，然後按一
下「儲存」。

若要讀入範本，在您要範本出現的區域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讀入」。按兩下範本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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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幻燈片播放儲存為幻燈片播放集合

將幻燈片播放設定儲存為幻燈片播放集合時，您可以增加新相片到集合，相片會自動包括幻燈片播放設定。這與包括幻燈片播放選項但不包括相片的
自訂範本不同。幻燈片播放集合可將輸出設定套用至集合中的相片。

1. 在「圖庫」模組中，為幻燈片播放選取相片。
2.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中選取範本，然後在「選項」、「版面」、「覆疊」、「背景」和「播放」面板指定所要的設定。
3. 在底片顯示窗格選取幻燈片播放集合所要包含的相片。
4. 按一下「集合」面板中的加號圖示 (+)，然後選擇「建立幻燈片播放」。
5. 在「建立列印」對話框中輸入列印集合的名稱。從「集」蹦現選單中選擇集合組合，將集合增加至現有的集，或選擇「無」。
6. 在「幻燈片播放選項」下選取「包含所有底片顯示窗格中的相片」。如果集合要包含虛擬副本而不是原始相片，請選取「新建虛
擬副本」。

7. 按一下「建立」。

Lightroom 會將幻燈片播放集合增加至「集合」面板，並給予集合一個幻燈片圖示 。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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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覆疊至幻燈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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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身分標識至幻燈片播放

在幻燈片播放中顯示版權浮水印

在幻燈片播放顯示評等

增加文字和中繼資料到幻燈片

增加陰影至幻燈片播放中的文字 (Mac OS)
移動與旋轉幻燈片中的文字和其他物件

縮放幻燈片中的文字和其他物件

從幻燈片中移除文字和其他物件

增加身分標識至幻燈片播放

1.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的「覆疊」面板中，選取「身分標識」。
2. 視需要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使用不同的身分標識，按一下「身分標識」預視，然後從蹦現選單選擇。

若要調整身分標識的不透明度或比例，請移動滑桿或輸入百分比值。

備註： 按一下幻燈片編輯器檢視中的身分標識文字，然後拖曳邊框控制點，也可以縮放身分標識。

若要更改文字身分標識的原始顏色，選取「覆寫顏色」，然後按一下右側色票選擇新顏色。

若要移動身分標識，按一下幻燈片編輯器檢視中的身分標識文字，然後在邊框內拖曳。

若要將身分標識移至相片後面，選取「在影像後面演算」。

備註： 確定範本版面讓足夠的身分標識從相片後面顯示。

在相片後面顯示身分標識

在幻燈片播放中顯示版權浮水印

1.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的「覆疊」面板中，選取「加上浮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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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快顯選單中選擇浮水印。

在幻燈片播放顯示評等

幻燈片播放可顯示您為「圖庫」模組相片指定的評等星星。

1.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的「覆疊」面板中，選取「評等星星」。
2. 按一下右側的顏色方塊，然後從蹦現視窗選擇您要的顏色。
3.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更改星星大小：

調整「比例」滑桿或輸入「比例」百分比值。

按一下幻燈片編輯器檢視中的評等星星，然後拖曳邊框控制點之一。

4. 按一下幻燈片編輯器檢視中的評等星星，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調整它們在幻燈片版面中的位置：

從邊框內拖曳。

按一下工具列中的「向左旋轉」或「向右旋轉」。

移動評等星星時，邊框會繫在影像邊界上的點。這種表現方式可讓星星和影像邊界保持一致的距離，浮動在影像旁或影像內，不
受影像大小或方向影響。

增加文字和中繼資料到幻燈片

您可以增加文字，使其顯示於所有幻燈片上，也可以在每張幻燈片上加入特定註解。例如，您可以顯示套用於影像的星級評等，或是影像中繼資料所
記錄的註解。

1.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的工具列中，按一下「ABC」。

工具列隨即顯示「自訂文字」蹦現選單和文字方塊。

2. 請在工具列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建立顯示在所有幻燈片上的文字，請在「自訂文字」方塊中輸入文字，然後按 Enter 鍵 (Windows) 或 Return 鍵 (Mac
OS)。

若要顯示各幻燈片的不同註解，請按一下「自訂文字」蹦現選單，然後選擇中繼資料選項。

若要使用文字範本編輯器來指定顯示於各幻燈片下的文字，請按一下「自訂文字」蹦現選單，然後選擇「編輯」。接著選取記
號，建立自訂文字字串。請參閱檔案名稱範本編輯器和文字範本編輯器。

「覆疊」面板中會自動選取「覆疊文字」，而幻燈片編輯器檢視中會顯示文字和邊框。

3. 在「覆疊」面板的「覆疊文字」區段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將文字格式化：

若要選擇文字顏色，請按一下「覆疊文字」右側的顏色方塊，然後從蹦現視窗選擇顏色。

若要調整文字不透明度，請拖曳「不透明度」滑桿或輸入百分比值。

若要選擇字體，請按一下字體名稱旁的三角形，然後從蹦現選單選擇。

若要選擇字體外觀，請按一下外觀名稱旁的三角形，然後從蹦現視窗選擇。

4.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調整幻燈片編輯器檢視中文字或物件的位置或加以縮放：

若要調整文字大小，請拖曳邊框控制點之一。

若要移動文字至特定位置，請從方塊內拖曳。

移動文字時，邊框會繫在影像邊界上的點。這種表現方式可讓文字和邊界保持一致的距離，浮動在影像旁或影像內，不受影像大
小或方向影響。

5. (選用) 如果要增加其他文字方塊，請按一下工具列中的「ABC」，然後指定文字選項。

您可視需要增加無數文字方塊。

增加陰影至幻燈片播放中的文字 (Mac OS)
1.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中，按一下幻燈片編輯器檢視內的文字。

文字隨即選取，邊框隨即顯示。

2. 在「覆疊」面板中，選取「陰影」。

幻燈片編輯器檢視中隨即顯示其中陰影为預設值的預視。

3. 調整陰影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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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透明度 設定陰影的亮度或暗度。

偏移量 設定陰影與影像的距離。

半徑 設定陰影邊緣的硬度或軟度。

角度 設定投射陰影的方向。轉動旋鈕或移動滑桿可調整陰影的角度。

移動與旋轉幻燈片中的文字和其他物件

您可以在幻燈片播放範本版面隨意移動所有文字元素、評等星星和身分標識。在幻燈片編輯器檢視中加以選取之後，隨即會顯示邊框。邊框會繫住影
像邊框上的點，這樣一來，文字或物件和影像邊界可保持一致的距離，浮動在影像旁或影像內，不受影像大小或方向影響。

1.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中，按一下幻燈片編輯器檢視中的文字、評等星星，或身分標識，顯示其邊框。
2.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請將邊框拖曳至所需位置。若要將錨點設定在固定位置，按一下即可。錨點固定時會變成黃色。

在工具列按一下「向左旋轉」或「向右旋轉」。

文字方塊固定於儲存格線

縮放幻燈片中的文字和其他物件

1. 按一下幻燈片編輯器檢視中的文字、評等星星或身分標識。
2. 拖曳邊框控制點可調整文字或物件大小。

拖曳邊框控制點可調整文字或物件大小。

從幻燈片中移除文字和其他物件

您可移除幻燈片版面的文字。您也可以暫時關閉文字覆疊，再也不要在幻燈片播放中顯示。暫時關閉文字時，您只要隨時重新開啟文字覆疊即可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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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永久移除幻燈片版面的文字，按一下幻燈片編輯器檢視內的文字或物件加以選取，然後按 Delete 鍵。

若要關閉文字可見度，請取消選取「覆疊」面板中的「覆疊文字」。

備註： 取消選取「覆疊文字」不會關閉身分標識或評等星星的可見度。

若要關閉身分標識或評等星星的可見度，取消選取「覆疊」面板中的「身分標識」或「評等星星」，或是選取幻燈片編輯器檢視中
的物件，然後按 Delete 鍵。您可以隨時復原幻燈片版面的身分標識或評等星星，方法是在「覆疊」面板選取其選項。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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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及轉存幻燈片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設定幻燈片和切換效果持續時間

增加開始和結束幻燈片

播放幻燈片時播放音樂

隨機排列幻燈片的順序

預視幻燈片播放

播放幻燈片

進行即席幻燈片播放

轉存幻燈片播放

設定幻燈片和切換效果持續時間

播放設定不會套用至已轉存的 PDF 幻燈片播放。PDF 幻燈片播放中的幻燈片持續時間和淡化切換效果都是固定設定。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的「播放」面板中，務必選取「幻燈片持續時間」。接著針對下列選項調整滑桿或輸入值：

幻燈片

設定每張相片顯示的時間 (以秒為單位)。

淡化

設定幻燈片之間淡化切換效果的時間 (以秒為單位)。

若要在幻燈片之間建立切換效果淡化為純色，請選取「淡化」的「顏色」選項，然後按一下顏色方塊，再從蹦現視窗選擇顏色。

增加開始和結束幻燈片

您可在幻燈片播放開頭和結尾增加純色幻燈片，以漸層切換效果開始及結束簡報。您可以在這些幻燈片上顯示身分標識。

1.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的「標題」面板中，選取「簡介螢幕」和「結束螢幕」選項。

2. 針對各類型幻燈片指定下列選項：

按一下顏色方塊，從蹦現視窗指定純色。

選取「增加身分標識」可在幻燈片顯示身分標識。身分標識預設為白色。

若要更改身分標識的顏色，請選取「覆寫顏色」，然後按一下顏色方塊，再從蹦現視窗選擇新顏色。

若要調整身分標識大小，請拖曳「比例」滑桿或輸入值。

播放幻燈片時播放音樂

Lightroom 可以播放任何 .mp3、.m4a 或 .m4b 音樂檔案，作為幻燈片音軌。無論是在 Lightroom 檢視幻燈片播放，或是將幻燈片播放轉存成視訊，都
可以播放音樂。在轉存的 PDF 幻燈片播放中則無法播放音樂。

1.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的「播放」面板中，選取「音軌」。

2. 按一下「選取音樂」，然後導覽至您要使用的音樂檔案。

3. (選用) 按一下「符合音樂」，將幻燈片播放的持續時間調整為曲目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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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向右鍵

向左鍵

空格鍵

Escape

回到頂端

註解：

向右鍵

向左鍵

隨機排列幻燈片的順序

當您在 Lightroom 中播放幻燈片或轉存為視訊時，若選取「隨機順序」，幻燈片就會隨機播放。取消選取此選項就會將幻燈片還原為原始設定順序。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的「播放」面板中，選取「隨機順序」。

預視幻燈片播放

當您在「幻燈片編輯器」檢視中建立幻燈片播放時，您可以進行預視。

使用工具列中的控制項可停止 、顯示上一張幻燈片 、顯示下一張幻燈片 ，或播放/暫停  幻燈片播放。

播放幻燈片

您可以在 Lightroom 播放幻燈片。播放時會在電腦以全螢幕呈現。

1. 按一下「幻燈片播放」模組右面板底部的「播放」。

2. 使用下列按鍵覆寫播放設定。

移至下一張幻燈片。

返回上一張幻燈片。

暫停或繼續播放。

結束幻燈片播放。

3. 若要連續播放幻燈片，請在「播放」面板中選取「重複」。

進行即席幻燈片播放

「即席幻燈片播放」是指在任何 Lightroom 模組都可快速播放的全螢幕幻燈片播放。即席幻燈片播放會使用「幻燈片播放」模組中目前的範本與設
定。

1. 在任何模組中，顯示您要在底片顯示窗格中顯示的相片。

如果僅顯示底片顯示窗格中的部分 (而非全部) 相片，請選取您要的相片。

2. 按 Ctrl-Enter 鍵 (Windows) 或 Command-Return 鍵 (Mac OS) 即可開始即席幻燈片播放。

您也可以從 Lightroom 的主選單選擇「視窗 > 即席幻燈片播放」，開始即席幻燈片播放。

3. 使用下列按鍵覆寫目前持續時間的設定：

移至下一張幻燈片。

返回上一張幻燈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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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格鍵

Escape

回到頂端

品質

寬度和高度

一般尺寸

自動顯示全螢幕

品質

暫停及繼續幻燈片播放。

結束幻燈片播放。

轉存幻燈片播放

將幻燈片播放轉存為 PDF

您可以將幻燈片播放轉存為 PDF 檔案，方便您在其他電腦上檢視。若使用 Adobe Acrobat® 或免費的 Adobe Reader® 進行檢視，PDF 幻燈片播放切
換效果將可正常運作。您在 Lightroom 中所指定的音樂、隨機排序影像及持續時間等設定，則不適用於轉存的 PDF 幻燈片播放。

1.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中，按一下左下角的「轉存 PDF」。

2. 在「將幻燈片播放轉存為 PDF」對話框中，於「檔案名稱」(Windows) 或「另存新檔」(Mac OS) 方塊中，輸入幻燈片播放的名
稱。

3. 導覽至要儲存 PDF 檔案的位置，並加以選取。

4. 設定下列選項：

以指定的 JPEG 品質設定演算每張幻燈片。品質較低的幻燈片，幻燈片播放檔案較小。拖曳「品質」滑桿或輸入介於 0 至
100 的值 (100 代表最高品質，0 代表最低品質)。

注意：相片已嵌入 sRGB 描述檔。

指定幻燈片播放的像素尺寸。Lightroom 會重新調整幻燈片，以符合尺寸，同時不會裁切或更改幻燈片的外觀比例。
電腦顯示器的的像素尺寸為預設大小。

指定幻燈片播放的一般尺寸，例如 640 x 480，然後在「寬度」和「高度」欄位輸入這些值。螢幕會套用顯示器的尺
寸。

在顯示幻燈片播放的螢幕上，以全尺寸顯示幻燈片。若以 Adobe Reader 或 Adobe Acrobat 播放幻燈片，全螢
幕選項可正常運作。

5. 按一下「儲存」(Windows) 或「轉存」(Mac OS)。

將幻燈片播放轉存為 JPEG

您可以將幻燈片播放轉存為一系列 JPEG 檔案，這樣就可與用戶端或其他人分享。每個 JPEG 檔案都包括幻燈片的版面、背景以及儲存格選項。不會
轉存切換效果或播放選項。

1.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中，按下 Alt (Windows) 或 Option (Mac OS) 鍵，然後按一下左下角的「轉存 JPEG」按鈕。

2. 在「將幻燈片播放轉存為 JPEG」對話框中，於「檔案名稱」(Windows) 或「另存新檔」(Mac OS) 方塊中，輸入幻燈片播放的名
稱。此名稱將用於包含 JPEG 影像的檔案夾。JPEG 影像會使用您指定的檔案名稱，並加上序列編號以及 .jpeg 檔案名稱副檔
名。

3. 瀏覽並選取一個位置，儲存包含 JPEG 影像的檔案夾。

4. 設定下列選項：

以指定的品質設定演算每張 JPEG 影像。低品質影像會轉存出較小的檔案大小。拖曳「品質」滑桿或輸入介於 0 至 100 的
值 (100 代表最高品質，0 代表最低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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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度和高度

一般尺寸

注意：相片已嵌入 sRGB 描述檔。

指定轉存 JPEG 檔案的像素尺寸。Lightroom 會重新調整幻燈片，以符合尺寸，同時不會裁切或更改幻燈片的外觀比
例。電腦顯示器的的像素尺寸為預設大小。

指定檔案的一般尺寸，例如 640 x 480，然後在「寬度」和「高度」欄位輸入這些值。螢幕會套用顯示器的尺寸。

5. 按一下「儲存」(Windows) 或「轉存」(Mac OS)。

將幻燈片播放轉存為視訊

您可以將幻燈片播放轉存為視訊檔案，方便您在其他電腦上觀看。Lightroom 會將視訊幻燈片播放儲存成 H.264 MPEG-4 檔案，並完整保留幻燈片版
面、音軌及其他播放選項。

1. 在「幻燈片播放」模組中，按一下左下角的「轉存視訊」。

2. 在「將幻燈片播放轉存為視訊」對話框中，輸入檔案名稱，然後選擇是否要儲存視訊。

3. 選擇「視訊預設集」以決定像素大小和影格速率。使用對話框中的參考線來協助選擇。

4. 按一下「儲存」(Windows) 或「轉存」(Mac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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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相片

本頁的部分連結內容可能僅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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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模組基本知識

回到頂端

預視

範本瀏覽器

集合

版面樣式

影像設定

版面

參考線

尺標、格點與參考線

列印模組面板與工具

在列印模組中檢視不同頁面

選取印表機與紙張大小

「列印」模組可讓您指定頁面版面和列印選項，以便在印表機上列印相片與縮圖目錄。

「列印」模組

A. 「範本瀏覽器」和「集合」面板 B. 「顯示上一頁」和「顯示下一頁」按鈕 C. 頁碼 D. 指定版面和輸出選項的面板 

列印模組面板與工具

「列印」模組包含下列面板：

顯示範本的版面。將指標移到「範本瀏覽器」中的範本名稱上，「預視」面板便會顯示該範本的頁面版面。

選取或預視列印相片的版面。範本會分類存放在檔案夾內，其中包含 Lightroom 預設集與使用者定義的範本。

顯示編目中的集合。

指出選取的範本是「單一影像/縮圖目錄」、「組合版面」還是「自訂組合版面」。「單一影像/縮圖目錄」版面可讓您以相同大小列印一或
多張相片。「組合版面」版面可讓您以各種大小列印單張相片。「自訂組合版面」版面可讓您以多種大小列印多張相片。

決定相片在頁面版面中填滿儲存格的方式。

(「單一影像/縮圖目錄」版面) 指定「格點頁」版面中的邊界、列數和欄數，以及儲存格大小。

(「單一影像/縮圖目錄」版面) 在「格點頁」版面中顯示尺標、出血、邊界、影像儲存格以及尺寸。

(「組合版面」與「自訂組合版面」版面) 決定是否顯示尺標、頁面網格和出血，以及其顯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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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格

頁面

列印工作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註解：

註解：

註解：

(「組合版面」與「自訂組合版面」版面) 將儲存格或頁面增加至版面。

指定與相片一起列印的文字及其他項目。

指定列印解析度、色彩管理和銳利化。

在列印模組中檢視不同頁面

列印工作含有多頁時，可以迅速導覽至不同頁面。

在「列印」模組中開啟多頁列印工作後，於工具列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向前或向後跳至不同頁面，按一下向左或向右導覽箭頭。

若要移回第一頁，按一下「顯示第一頁」圖示 。

若要迅速向前或向後跳至不同頁面，在頁碼方塊 (在工具列右側) 上拖曳指標。

若要移動至特定頁面，請在工具列中按兩下頁碼，然後在「移至頁面」對話框中輸入頁碼。

選取印表機與紙張大小

「列印」模組還有可開啟「列印設定」對話框 (Windows) 或「頁面設定」對話框 (Mac OS) 的按鈕，用以設定列印方向與紙張大小，以及可開啟「列
印設定」對話框 (Windows) 或「列印」對話框 (Mac OS) 的按鈕，用以選擇印表機並指定印表機驅動程式設定。

選取紙張大小

1. 在「列印」模組中，按一下視窗左下角的「頁面設定」按鈕。

2. 在「設定印表機」對話框 (Windows) 或「頁面設定」對話框 (Mac OS) 中，從「名稱」(Windows) 或「格式」選單 (Mac OS) 選
擇印表機。

(Mac OS) 如果您要套用頁面設定的設定至電腦所使用的全部印表機，請從「格式」選單中選擇「任何印表機」。

3. 從「大小」(Windows) 或「紙張大小」(Mac OS) 選單中選擇紙張大小。

4. 選擇方向。

雖然您可以在印表機的「進階選項」對話框 (Windows) 或「頁面設定」對話框 (Mac OS) 中設定縮放比例值，但是此值
最好還是保持為 100%。在這些印表機對話框中更改縮放比例，會再次將縮放比例作業套用至您在 Lightroom 中所設定的任何縮
放比例，因此相片可能不會如您所預期的大小列印。

選擇印表機

1. 在「列印」模組中，按一下「列印設定」按鈕。

2. 選擇印表機並指定設定：

(Windows) 在「設定印表機」對話框中，從「名稱」選單選擇印表機，按一下「內容」，然後按一下「進階」按鈕，在「進
階選項」對話框中指定印表機設定。

(Mac OS) 在「列印」對話框中，選擇印表機，然後指定印表機設定。使用「預設集」選單下方的蹦現選單，選擇要設定的選
項。

(Mac OS) 如果您要將印表機設定儲存為預設集，請在按一下「儲存」之前，先從「預設集」選單中選擇「另存新檔」。
一部印表機可以有多個預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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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模組版面與範本

回到頂端

單一影像 / 縮圖目錄

組合版面

自訂組合版面

在列印範本中編排相片

列印覆疊文字和圖形

處理自訂列印範本

在列印範本中編排相片

關於列印範本

範本包含用於列印相片的版面，其中包括任何覆疊文字與列印工作設定。在「列印」模組中，Lightroom「範本瀏覽器」包含一般工作 (如製作縮圖目
錄) 的預製範本。「範本瀏覽器」也會列出已儲存的自訂範本。將指標移到「範本瀏覽器」中的範本名稱上，會在左欄頂部的「預視」面板中顯示該範
本的頁面版面。按一下範本名稱會在工作區域中顯示選取相片的預視。選擇不同的範本或指定不同的列印選項時 (例如增加覆疊文字)，預視會隨之更
新。

Lightroom 提供三種版面範本：

「單一影像/縮圖目錄」範本可讓您以各種組態 (如 2 欄式賀卡) 列印一或多張相同大小的相片。

「組合版面」範本可讓您列印各種大小的一張相片，如學校相片和婚禮人像攝影。

「自訂組合版面」範本可讓您以任何組態列印各種大小的各種相片。

所有範本都有包含相片與邊界資訊的影像儲存格。如果指定覆疊選項，範本也可以包含文字區域。範本中的影像儲存格和邊界，會根據您所指定的紙
張大小縮放。

紙張大小與印表機在內的列印工作設定也儲存於列印範本。

您可以修改現有範本的設定來建立新範本。選取範本，使用右側面板中的控制項，在工具列中指定紙張大小和印表機設定，然後增加自訂範本。您也
可以拖曳邊界參考線或儲存格邊框，修改範本中的影像儲存格。版面設定修改、覆疊以及列印工作規格，可以儲存為自訂範本。

選擇列印範本

1. 在「圖庫」模組中選取您要列印的相片。

2. 在「列印」模組的「範本瀏覽器」中，選取範本。「版面樣式」面板會指出範本的版面是：

讓您在單一頁面上以相同大小列印一或多張相片。

可讓您在同一頁以不同大小列印同一張相片。

可讓您在同一頁面以任何設定大小列印一或多張相片，且可使用多種頁面版面。

3. (「自訂組合版面」範本) 將一或多張相片從底片顯示窗格拖曳到頁面預視。

指定相片填滿影像儲存格的方式

您可以指定要縮放和旋轉的相片，讓整個影像符合影像儲存格。空白會填滿相片與影像儲存格外觀比例不符的區域。您也可以設定選項，讓相片完全

385



縮放以填滿

旋轉以符合

每一頁重複一張相片

相片邊框

內側筆觸

填滿影像儲存格內的空間。選取此選項時，相片的一部分 (尤其是垂直影像) 可能會被裁切，以符合圖像儲存格的外觀比例。

在「列印」模組的「影像設定」面板中，視您使用的版面而定，選取列下任一個選項：

(「單一影像/縮圖目錄」與「組合版面」版面) 以單張照片填滿整個影像儲存格，視需要裁切影像邊緣。

(「單一影像/縮圖目錄」與「組合版面」版面) 依需要旋轉影像以產生符合每個影像儲存格的最大影像。

影像設定

A. 未套用影像設定的相片 B. 縮放以填滿 C. 旋轉以符合 

秘訣：如果影像儲存格顯示的不是您所要的相片部分，請拖曳儲存格中的相片調整其位置。在組合版面中，請按住 Ctrl 並拖曳
(Windows) 或按住 Command 並拖曳 (Mac OS)。

拖曳影像儲存格中的相片調整其位置。

(「單一影像/縮圖目錄」版面) 在格點範本版面中的頁面上，於各個影像儲存格中重複選取的相片。

(「組合版面」與「自訂組合版面」版面) 為各個影像儲存格中的相片增加指定寬度的邊框。

(所有版面) 為各個影像儲存格中的相片增加指定寬度和顏色的內側筆觸。

指定尺標與參考線

(「單一影像/縮圖目錄」版面) 在「列印」模組的「參考線」面板中，選取或取消選取「顯示參考線」。指定您是要顯示還是隱藏
尺標、頁面出血參考線、邊界與間距，以及影像儲存格。

(「組合版面」與「自訂組合版面」版面) 在「尺標、格點與參考線」面板中，選取是否要檢視頁面尺標、版面格點或頁面出血參考
線。指定尺標的測量單位、格點的靠齊行為，以及是否以出血版面顯示影像尺寸。

修改頁面邊界及儲存格大小 (「單一影像/縮圖目錄」版面)

1. 在「參考線」面板中，選取「顯示參考線」並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拖曳工作區域中的參考線來修改儲存格或邊界。

在「版面」面板中使用滑桿或輸入值。

選取「保持為正方形」，讓儲存格形狀保持正方形。

2. 在「版面」面板中，指定下列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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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標單位

邊界

頁面網格

儲存格間距

儲存格大小

註解：

新增頁面

自動設定版面

設定工作區域中所使用的尺標度量單位。

設定頁面邊界。所有儲存格符合邊界。移動滑桿、輸入邊界值，或在工作區域中拖曳邊界指示器。

定義頁面上的影像儲存格列數和欄數。

定義列和欄儲存格的間距。

定義影像儲存格大小。

邊界與參考線

A. 垂直儲存格間距 B. 儲存格寬度 C. 邊界 D. 儲存格高度 E. 水平儲存格間距 

列印縮圖目錄

1. 在「圖庫」模組中，選取要列印縮圖目錄的相片。

您可以將相片置於「快速集合」，或是建立集合來儲存所選取的相片以便重複使用。

2. 在「列印」模組中，從「範本瀏覽器」選擇縮圖目錄範本。

3. 視需要選擇紙張大小與印表機。

4. 在「頁面」面板中，選取您要列印的文字選項。

5. (選用) 在「列印工作」面板中，選取「以草稿模式列印」。

6. 按一下「列印」。

自訂組合版面

您可以增加任何數目的影像儲存格至「組合版面」或「自訂組合版面」，並自動或手動將這些儲存格排列在頁面上。Lightroom 提供 6 種標準相片儲
存格大小。如果增加的相片數目超過一頁可容納的範圍，Lightroom 會自動增加頁面至版面。

1. 在「儲存格」面板中，按一下以將所需大小的儲存格增加至版面。Lightroom 會將儲存格在頁面上的位置最佳化，使用最少的裁
切線。

按住 Alt 並拖曳 (Windows) 或按住 Option 並拖曳 (Mac OS)，可複製儲存格。

2. (選用) 拖曳頁面上的影像儲存格，可重新排列儲存格。

3. (選用) 若要重新調整儲存格尺寸，請在工作區域選取儲存格，然後從邊或角拖曳控制點。或是在「儲存格」面板的「調整選取的
儲存格」區域中調整「高度」或「寬度」。

4. 在「儲存格」面板中選取下列任一個選項：

增加頁面至版面。

(「組合版面」版面) 將相片在頁面上的排列最佳化，使剪切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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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版面

註解：

回到頂端

註解：

註解：

擦除頁面版面。

若要刪除頁面，按一下工作區域中頁面左上角的紅 X。

您可以儲存自訂組合版面為自訂列印範本。

列印覆疊文字和圖形

列印身分標識

1. 在「列印」模組的「頁面」面板中，選取「身分標識」。

2. (選用) 若要選擇或建立不同的身分標識，請按一下身分標識預視視窗右下角的三角形，然後從蹦現選單中選擇。請參閱個性化身
分標識與模組按鈕。

3. 若要調整身分標識的不透明度或比例，請移動滑桿或輸入百分比值。

按一下工作區域中的身分標識文字，然後拖曳幻燈片或邊界方框的角，也可以縮放身分標識。

4. 若要旋轉身分標識，請按一下旋轉按鈕 (0°)，然後選擇「螢幕上旋轉 90°」、「螢幕上旋轉 180°」或「螢幕上旋轉 -90°」。

5. 若要移動身分標識，請拖曳它，或按向上鍵、向下鍵、向左鍵和向右鍵。

6. 若要使多張相片範本中的每張相片都顯示身分標識，請選取「在每個影像上演算」。身分標識會置中於每張相片，使用「覆疊」
面板中的控制項可縮放或旋轉身分標識。

7. 若要使身分標識文字顯示於相片後面，請選取「在影像後面演算」。

確定範本版面可充分讓身分標識從相片後面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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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單一影像/縮圖目錄」版面中列印邊框

1. 在「影像設定」面板中選取「筆觸邊框」。

2. (選用)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更改邊框顏色，請按一下色票，然後在開啟的顏色蹦現視窗中選取顏色。

若要調整邊框寬度，請拖曳「寬度」滑桿。

在「組合版面」與「自訂組合版面」版面中列印邊框和筆觸

1. 在「影像設定」面板中，選取「相片邊框」。

2. (選用) 若要調整邊框寬度，請拖曳「寬度」滑桿。

3. 選取「內側筆觸」增加內側筆觸至邊框。

4. (選用)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更改內側筆觸顏色，請按一下色票，然後在開啟的蹦現視窗中選取顏色。

若要調整筆觸寬度，請拖曳「寬度」滑桿。

389



註解

自訂文字

日期

設備

曝光度

檔案名稱

順序

標題

編輯

頁碼

頁面資訊

裁切標記

列印彩色背景

在「頁面」面板中，選取「頁面背景色」，然後按一下色票並選擇顏色。

列印具有版權浮水印的相片

在「頁面」面板中，選取「加上浮水印」，然後從快顯選單中選擇浮水印。

列印檔案名稱、註解和其他資訊 (「單一影像/縮圖目錄」版面)

您可以在「單一影像/縮圖目錄」相片版面列印相片的相關資訊，例如檔案名稱、標題、註解及關鍵字等。這些資訊取自您在「圖庫」模組中所輸入的
中繼資料。這些資訊會列印於每張相片下方。另請參閱檢視及編輯中繼資料。

1. 在「頁面」面板中選取「相片資訊」，接著按一下「自訂設定」，然後選擇下列任一選項：

列印相片註解。

列印您在「自訂文字」方塊中輸入的文字。

列印相片的建立日期。

列印拍攝相片所用之相機與鏡頭的相關資訊。

列印快門速度與光圈值資訊。

列印相片檔案名稱。

根據列印相片張數，在相片列印不同的序號。例如，如果您選取要列印 9 張相片，序號就是 1/9、2/9、3/9 等以此類推。

列印相片標題。

顯示您使用「文字範本編輯器」對話框所指定的相片資訊。

2. 按一下「字體大小」右側的三角形，然後從蹦現選單中選擇大小 (以點為單位)。

列印頁碼、列印資訊及裁切標記 (「單一影像/縮圖目錄」版面)

您可以將頁碼、列印資訊，以及裁切標記增加到「單一影像/縮圖目錄」版面底部。

在「列印」模組的「頁面」面板中，選取「頁面選項」，然後選取下列任一項目：

在各頁面右下角列印頁碼。

在各頁面底部列印「列印銳利化」設定、「描述檔」設定以及印表機名稱。

在每張相片周圍列印裁切標記，列印後作為裁切參考線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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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顯示剪下參考線 (「組合版面」與「自訂組合版面」版面)

在「頁面」面板中，選取「剪下參考線」，然後選擇是否要在預視區域中檢視「直線」或「「裁切標記」。

處理自訂列印範本

儲存自訂範本可以保留您對影像儲存格與邊界所做的任何修改，以及所指定的任何覆疊與列印設定。自訂範本儲存後便會列在「範本瀏覽器」中供重
複使用。您可以在「範本瀏覽器」中建立新檔案夾，以協助組織範本。

儲存自訂列印範本

1. 在「列印」模組的「範本瀏覽器」中，選取自訂範本所要依據的任一範本。

2. 在「列印」模組右側的面板中，修改版面並指定選項。

3. 在「列印」模組中，按一下「範本瀏覽器」中的加號圖示 (+)。

4. 覆寫「未命名的範本」，以便為自訂範本命名，並為該範本指定檔案夾 (例如「使用者範本」)。

建立與組織範本檔案夾

1. 在「範本瀏覽器」中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新增檔案夾」。

2. 輸入檔案夾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3. 將範本拖曳至檔案夾名稱，以便將該範本移動至該檔案夾。

如果將 Lightroom 預設集範本拖曳至不同的檔案夾，該範本便會拷貝至該檔案夾。

更新自訂範本

1. 視需要修改顏色、版面、文字以及輸出設定。

2. 在「範本瀏覽器」中的範本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使用目前設定更新」。

刪除自訂範本

您無法刪除 Lightroom 預設集範本。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在「範本瀏覽器」中的範本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從蹦現選單中選擇「刪除」。

在「範本瀏覽器」中選取範本，然後按一下減號圖示 (-)。

讀入與轉存範本

您可以轉存建立的範本，以和同事共用或在不同的電腦上使用。範本會以 .lrtemplate 的副檔名儲存。

若要轉存範本，在範本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轉存」。輸入範本檔案名稱，然後按一
下「儲存」。

若要讀入範本，在您要範本出現的區域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讀入」。按兩下範本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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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援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使用列印工作選項和設定

使用列印工作選項和設定
搜尋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使用手冊
>

本頁內容

在「列印工作」面板中指定選項
將列印設定儲存為列印集合

適用於: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在「列印工作」面板中指定選項

以草稿模式列印

您可以使用「以草稿模式列印」，列印相片的縮圖目錄及快速草稿。在此模式中，Lightroom 會在列印時使用快取相片預視。如果您選取的是尚未完
全快取的相片，然後使用「以草稿模式列印」列印，Lightroom 會將相片的縮圖資料傳送至印表機，因此那些相片的列印品質可能不如預期。使用
「以草稿模式列印」時，銳利化與色彩管理控制項將無法使用。

在「列印」模組的「列印工作」面板中，選取「以草稿模式列印」。

列印至 JPEG

您可以在「列印」模組中將相片儲存為 JPEG 檔案，以便與列印服務提供程式共用。列印至 JPEG 時，Lightroom 可讓您選擇解析度、套用列印銳利
化，以及設定壓縮品質。您也可以指定檔案的尺寸，套用 RGB ICC 描述檔與演算色彩比對方式。

Printing multiple images to a single JPEG image

Printing multiple images to a single JPEG image
在 Lightroom CC 中，瞭解如何快速將多個影像列印至單一 JPEG 檔案以在線上發佈。
Julieanne Kost. Principal Evangelist, Photoshop and Lightroom

1. 在「列印」模組的「列印工作」面板中，選擇「列印到 > JPEG 檔案」。

2. 在「檔案解析度」方塊中，指定 72 ppi 與 600 ppi 之間的解析度。

3. 指定所需的列印銳利化總量：「低」、「標準」或「高」。

4. 使用「JPEG 品質」滑桿指定壓縮量。JPEG 使用的是失真壓縮，會丟棄資料以縮小檔案。拖曳滑桿或輸入 0 至 100 之間的值。

5. 選取「自訂檔案尺寸」，然後在寬度和高度欄位中輸入值，指定自訂檔案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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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定色彩管理選項。

設定列印解析度

在「列印」模組中，列印解析度設定會為印表機指定相片的每英寸像素數 (ppi)。Lightroom 會視需要重新取樣影像資料，實際情況取決於列印解析度
與列印尺寸。預設值 240 ppi 能滿足大多數列印工作 (包括高階噴墨列印) 的需求。請參閱印表機文件以判斷最佳的解析度。

在「列印」模組的「列印工作」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控制列印解析度，請選取「列印解析度」，然後視需要指定不同的值。

若要使用相片的原生解析度 (只要不低於 72 ppi 或不高於 720 ppi)，請取消選取「列印解析度」。

銳利化要列印的相片

列印銳利化可讓您先將影像銳利化再傳送至印表機。除了您在「編輯相片」模組中所套用的任何銳利化，還會再執行列印銳利化。自動套用的列印銳
利化總量，是根據檔案的輸出解析度與輸出媒體。「以草稿模式列印」啟用時，「列印銳利化」會停用。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您可以保留「列印銳利
化」的預設選項，也就是「低」。

在「列印」模組的「列印工作」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選用) 選取「列印銳利化」，然後使用右側的快顯選單指定「低」、「標準」或「高」銳利化。然後指定要列印至「亞光紙」還是「光面
紙」。亞光紙包括水彩、畫布，以及其他非光面的紙張類型。光面紙包含光澤、半光面、光面相紙，以及其他光面的紙張類型。

註解：

「列印工作」面板中所指定的紙張類型，會用來計算列印銳利化。某些印表機驅動程式的「列印」對話框可能還會包含紙張類型選項，必須另外
指定。

如果不想在「列印」模組中套用銳利化，請取消選取「列印銳利化」。如果您在「編輯相片」模組中所套用的銳利化結果符合預期，這種
做法就很有用。

列印 16 位元顏色

如果要在 Mac OS 10.5 (Leopard) 或以上版本列印至 16 位元印表機，請在「列印工作」面板中選取「16 位元輸出」。

註解：

如果選取「16 位元輸出」，但列印至不支援此選項的印表機，列印效能會變慢，不過品質不受影響。

設定列印色彩管理

您可以指定 Lightroom 或印表機驅動程式在列印期間處理色彩管理。如果要使用針對特定印表機及紙張組合所建立的自訂印表機色彩描述
檔，Lightroom 會處理色彩管理。否則，會由印表機進行管理。如果「以草稿模式列印」已啟動，印表機會自動處理色彩管理。

註解：

自訂印表機色彩描述檔，通常是使用產生描述檔檔案的特殊裝置和軟體所建立。如果電腦未安裝印表機色彩描述檔，或是 Lightroom 找不到，則「列
印工作」面板中，僅「由印表機管理」與「其他」選項可供使用。

1. 在「列印工作」面板的「色彩管理」區域，從「描述檔」蹦現選單中選擇下列任一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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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用印表機色彩描述檔先轉換影像再傳送至印表機，請選擇選單所列的特定 RGB 描述檔。

註解：

如果在 Lightroom 中選擇自訂印表機色彩描述檔，請確定已在印表機驅動程式軟體中關閉色彩管理。否則相片顏色會轉換兩次，使得列印成品的
色彩不如預期。請查看您印表機的說明文件，瞭解如何在驅動程式軟體中關閉色彩管理。Lightroom 無法識別 CMYK 印表機描述檔。

若不要先根據描述檔轉換影像即傳送影像資料至印表機驅動程式，請選擇「由印表機管理」。

若要選取要在「描述檔」快顯選單中顯示的印表機描述檔，請選擇「其他」，然後在「選擇描述檔」對話框中選取色彩描述檔。

註解：

一般而言，如果「描述檔」蹦現選單沒有列出描述檔，或是沒有列出您要的描述檔，就會選擇此選項。Lightroom 會嘗試在您的電腦尋找自訂列
印描述檔。如果找不到任何描述檔，請選擇「由印表機管理」，讓印表機驅動程式處理列印色彩管理。

2. 如果指定描述檔，請選擇演算方式，指定顏色由影像色域轉換為印表機色域的方式：

感應式

感應式演算會嘗試保留顏色之間的視覺關係。超出色域的顏色微調為可重現顏色時，色域內的顏色可能隨之更改。影像有多個超出色域的顏色
時，感應式彩現是個不錯的選擇。

相對

相對演算會保留所有色域內的顏色，將超出色域的顏色微調成最接近的可重現顏色。「相對」選項會保留較多的原始顏色，超出色域的顏色不多
時，是個不錯的選擇。

註解：

印表機的色域通常比影像的色域小，所產生的顏色往往無法重現。您所選擇的演算色彩比對方式會嘗試補償這些超出色域的顏色。

3. (選用) 若要讓列印中的色彩更接近 Lightroom 中螢幕上色彩的亮度和飽和度，請選取「列印調整」。然後，拖曳「亮度」和「對比」滑桿。

註解：

拖曳「亮度」和「對比」滑桿可調整色調曲線。但您無法在螢幕上預視這些調整。您可以需要多試幾次，才可以找到適合您個別相片與特定印表
機的最佳設定。

將列印設定儲存為列印集合

將列印設定儲存為列印集合時，您可以增加新相片到集合，相片會自動包括列印設定。這與自訂範本不同，因為範本只包括輸出選項，不包括相片。
列印集合可將列印設定套用至集合中的相片。

1. 在「圖庫」中選取您要列印的相片。

2. 在「列印」模組中，在模組右側的面板中選取範本並指定您要使用的設定。

3. 在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輸出作品所要包含的相片。

4. 按一下「集合」面板中的加號圖示 (+)，然後選擇「建立列印」。

5. 在「建立列印」對話框中輸入列印集合的名稱。從「集」快顯選單中選擇一組集合，將集合增加至現有的集，或選擇「無」。

6. 在「列印選項」下，選取「包含選取的相片」(縮圖目錄) 或「包含參考的相片」(組合版面)。如果輸出作品要包含虛擬副本而不是原始相片，請
選取「新建虛擬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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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一下「建立」。

Lightroom 會將列印集合增加至「集合」面板，並給予集合一個頁面版面圖示 。

更多類似項目

集合的類型
建立虛擬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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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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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相簿 | Lightroom 3、4

預設相片縮放

開始新書冊時自動填滿

以下列填滿文字方塊

註解：

將註解限制到文字安全區域

您可以使用「書冊」模組設計攝影書冊，並將其上載至 Blurb.com 隨選列印網站。此外，還可以將您的書冊儲存
成 Adobe PDF 檔案或個別的 JPEG 檔案。

「書冊」模組

A. 「預視」與「集合」面板 B. 「將書冊轉存為 PDF」按鈕 C. 「書冊設定」和自訂版面面板 D. 「傳送書冊至
Blurb」按鈕 E. 「多頁檢視」、「跨頁檢視」、「單頁檢視」按鈕 F. 選取的頁面 

若要設計書冊，請依照以下步驟執行。

1. 指定預設書冊版面行為。 在「書冊」模組中，選擇「書冊 > 書冊偏好設定」。

在儲存格中增加相片時，將自動縮放相片以填滿或縮放至合適大小。 您可以
在預視區域中使用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 (Mac OS) 相片，並將
「縮放相片以填滿儲存格」切換為開啟或關閉，以覆寫偏好設定。

開始新書冊時，將使用現有「自動設定版面」預設集和底片顯示窗
格中的相片，來自動增加頁面。

針對包含文字方塊的版面，您可在這些文字方塊中自動填入相片的
「標題」或「註解」中繼資料。 「填充文字」選項可在欄位中顯示預留位置文字，以協助
查看是否缺少標題或註解中繼資料。

若要查看填充文字，請在「參考線」面板中選取「填充文字」選項。

將相片和頁面註解欄位限制到頁面的可列印區域。例如，在調
整「頁面註解偏移」時，「將註解限制到文字安全區域」可防止您意外地將註解移動到頁面
的可列印邊界之外。

2. 在「圖庫」模組中，選取要包括在書冊中的相片。 請參閱在格點檢視和底片顯示窗格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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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冊設定

自動設定版面

頁面

參考線

頁面出血

文字安全區域

註解：

相片儲存格

填充文字

註解：

儲存格

註解

相片註解

相片。

在「書冊」模組中，您還可以在「集合」面板和「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相片。

3. 在「書冊」模組中，您可使用應用程式視窗右側的面板來指定選項。

選擇輸出至 PDF、JPEG 或 Blurb.com，並且指定書冊大小和封面類型 (精裝書
或平裝書)。如果選擇列印至 Blurb.com，則會在您進行操作時根據書冊的紙張類型和頁數
來更新「預估價格」。 如需有關 Blurb.com書冊大小和封面與紙張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 Blurb.com 的關於 Blurb 書冊的常見問題集。
如果選擇 PDF 輸出，則可選擇「JPEG 品質」、「色彩描述檔」、「檔案解析度」，以及
是否要套用銳利化。

自動設定書冊版面。 選擇預設集版面，然後按一下「自動設定版面」。 若
要重新開始，請按一下「清除版面」。

如果要發佈至 Blurb.com，則只能對頁數不超過 240 頁的書冊自動設定版面。 如果要發佈
至 PDF，則無頁數限制。
底片顯示窗格中的縮圖會顯示數字，指出該相片在書冊中出現的次數。

按一下「增加頁面」，以在目前所選頁面旁增加頁面。 新頁面將使用所選頁面或範本
的格式。 按一下「增加空白」，以在目前所選頁面旁增加頁面。
如果未選取任何頁面，Lightroom 會將空白頁面增加到書冊末尾。
若要將版面套用至空白頁面，請在「頁面」面板或在頁面縮圖的右下角，按一下「更改頁面
版面」按鈕。

在影像預視區域中開啟或關閉參考線。 參考線不會列印，而是僅用於協助您在頁面
上放置相片和文字。

「頁面出血」參考線在頁面邊緣四周會以灰色粗邊形式呈現。 頁面出
血會指出相片超出頁面邊界的部分。 完全出血的照片會達到頁面的最邊緣。

「文字安全區域」參考線在頁面四周會以灰色細邊線形式呈現。 此
區域以外的文字將不會在頁面中顯示。

「註解」欄位亦會使用灰色細邊線顯示欄位邊界。

相片儲存格參考線顯示為中間帶有十字的灰色框。 這些參考線會指示
未填滿的相片儲存格。

預留位置文字會顯示於空白頁面和相片註解欄位。

若要顯示填充文字，您必須在「書冊偏好設定」中選取「以下列填滿文字方塊 > 填
充文字」選項。

拖曳「相片間隔」滑桿，以在儲存格中影像或文字周圍適當地增加空間。 使用相片
間隔可以有效地自訂影像在其儲存格中的外觀，以及自訂個別頁面範本。 相片間隔預設會
統一套用到所有邊緣。按一下「相片間隔」標題右側的三角形，即可針對儲存格的每個邊緣
套用不同的相片間隔量。您可以在預視區域中選取多個儲存格，並同時對所選儲存格套用相
片間隔。

允許您對個別相片和整個頁面增加文字註解欄位。

您可以將註解放在所選影像儲存格的上方、下方或與儲存格重疊。 您可
以使用相片中繼資料的「標題」或「註解」，或直接在註解儲存格中輸入自訂註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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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相片對齊

頁面註解

偏移量

類型

背景

將書冊轉存為 PDF

將書冊轉存為 JEPG

傳送書冊至 Blurb

在對相片套用縮放或相片間隔時，請將註解的左邊緣與相片的左邊緣
對齊。

頁面註解可位於頁面的頂端或底部。 在預視區域的頁面註解欄位中輸入
註解。

調整「位移」量可以使註解在頁面上相對於註解的原位置上移或下移。 例
如，增加頁面頂端的頁面註解位移量，即可在頁面上下移註解。 增加位於相片下方
的相片註解位移量，將使註解遠離相片而向頁面下方移動。

選擇字型、樣式、色彩、點大小和不透明度。 按一下三角形可指定其他印刷選項，如
字距調整、基線位移、行距、字距微調、欄位數以及間距。 您也可以指定水平和垂直對齊
方式。

您可以使用相片、圖形或彩色的書冊頁面背景。 若要增加背景，請執行下列任一項操
作：

1. 在「書冊」模組的預視區域中，選取一個或多個頁面。
2. (選用) 選取「全域套用背景」，將背景套用到書冊中除了封面之外的所有頁面 (即使您
未選取所有頁面)。

3.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將相片從底片顯示窗格，拖曳至「背景」面板中的「拖曳至此處」預留位置上。 拖
曳「不透明度」滑桿以調整透明度。

在「背景」面板中，按一下箭頭並選取圖形背景。 按一下色票以變更圖形的色彩，
並拖曳「不透明度」滑桿以調整透明度。

在「背景」面板中，選取「背景色」選項並按一下色票來選取色彩。

4. 執行下列任一項操作，以在預視區域編輯頁面：

拖曳頁面以重新排列頁面。

按一下頁面預視右下角的「更改頁面版面」按鈕以選擇其他版面。

將相片從一個儲存格拖動到另一個儲存格以交換相片。

選取一張或多張相片，並拖曳縮放滑桿以調整相片在儲存格中的大小。

在任何文字欄位中輸入文字。

選取多個儲存格或頁面，以便同時編輯內容。

按一下滑鼠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儲存格或頁面 (Mac OS)，然後選擇
「移除相片」或「移除頁面」，將其從書冊中移除。

按一下工具列上的適當按鈕，以在「多頁檢視」、「跨頁檢視」或「單頁檢視」下工
作。

5. 若要儲存書冊以便能在結束「書冊」模組後返回並繼續處理書冊，請按一下預視區域中的
「建立已儲存的書冊」按鈕。

在「建立書冊」對話框中，為書冊命名，指示是否要將書冊儲存到集合組合中，並選擇其他
選項。 然後按一下「建立」。

存取出現於「集合」面版中的書冊，顯示書本圖示 。

6. 當您準備好書冊時，請按一下以下任一選項：

演算書冊的分頁 PDF 檔案，並將其儲存到指定的位置。 您可以使用
PDF 作為校樣並與客戶分享，或是將 PDF 上載至服務提供者網站或列印網站

針對書冊中的每一頁演算 JPEG 檔案。

請連線至 Blurb.com，系統會提示您註冊或登入。 然後，將書冊上載至
您的 Blurb.com 帳戶以進行預視和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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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載至 Blurb.com 時，請注意以下事項：
書冊頁數必須在 20 - 240 頁之間 (不包括封面和封底)。
Blurb.com 以 300 dpi 進行列印。 如果影像小於 300 dpi，則預視區域中影像儲存格的
右上角會顯示警告圖示 。按一下警告，以查看可列印的影像解析度。 Blurb.com 建議
使用的最小影像解析度為 200 dpi，以獲得最佳品質。
如需列印、價格、訂購及其他 Blurb.com 問題的說明，請造訪 Blurb.com 客戶支援。

更多「書冊」模組視訊

學習在處理相片和文字時，如何自訂頁面版面。請參閱修改版面。

查看「書冊」模組提供的進階選項，包括增加背景、定義我的最愛等等。請參閱 Lightroom 4 進階書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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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的部分連結內容可能僅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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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視

範本瀏覽器

集合

版面樣式

網站資訊

色盤

外觀

影像資訊

輸出設定

上載設定

Web 模組可讓您指定網站的版面。

 
Web 模組 
A. 網路收藏館類型 B.「範本瀏覽器」 C.「預視」按鈕 D.「瀏覽」按鈕 E. 自訂版面和指定輸出選項的面板 

Web 模組包含下列面板：

顯示範本的版面。面板左下角的圖示表示，這是 Lightroom HTML 收藏館還是 Lightroom Flash 收藏館的範本 。

顯示網路相片收藏館範本清單。將指標移至範本名稱上方，預視中隨即顯示其頁面版面。

顯示編目中的集合。

選取預設 Lightroom Flash 收藏館或 Lightroom HTML 收藏館的範本，或是 Airtight Interactive 收藏館的三種版面之一。

指定網路相片收藏館標題、集合標題和集合說明、聯絡資訊，以及 Web 或電子郵件連結。

指定文字、網頁背景、儲存格、滑鼠指向效果、格點線和索引編號的顏色。

指定影像儲存格版面 (針對 Lightroom HTML 收藏館) 或頁面版面 (針對 Lightroom Flash 收藏館)。另外可指定網頁上是否顯示身分標識，以及讓
您增加陰影與定義區段邊框。

指定影像預視所顯示的文字。

指定相片的最大像素尺寸和 JPEG 品質，以及是否增加版權浮水印。

指定傳送網路收藏館至伺服器的上載設定。

您可以在 Web 模組中過濾選取的相片，按一下工具列的「使用」，再選擇「所有底片顯示窗格中的相片」、「選取的相片」，或是「已標註旗標
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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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收藏館版面

回到頂端

注意: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選擇網路收藏館範本

重新排列網路收藏館相片順序

選擇收藏館元素的顏色

指定 Lightroom HTML 收藏館的外觀
指定 Lightroom Flash 收藏館的外觀
在網路相片收藏館顯示版權浮水印

將標題、描述和聯絡資訊增加到網路相片收藏館

將身分標識增加至網路相片收藏館

在網路相片收藏館顯示相片標題和註解

選擇網路收藏館範本

Lightroom 有預製的 HTML 和 Flash 網路收藏館範本，您可以在「範本瀏覽器」中進行選取。您可為收藏館指定某些元素來自訂預製的範本，例如顏
色、收藏館版面、文字和身分標識。自訂預製的範本時不會加以修改，但您可以將修改儲存於新的自訂範本中。Web 模組的「範本瀏覽器」會列出自
訂範本。

Lightroom 包含三種 Airtight Interactive 的 Flash 收藏館版面，分別是 Airtight AutoViewer、Airtight PostcardViewer 和 Airtight
SimpleViewer。您可以在「版面樣式」面板中選擇它們。Airtight Interactive 增效模組在 Web 模組的面板提供自訂選項，可讓您用來修改 Airtight 版
面。

在 Web 模組的「範本瀏覽器」中，按一下範本。

預設集範本會出現在「Lightroom 範本」檔案夾之下，但是您可以增加新檔案夾和自訂範本。按一下檔案夾旁的箭頭即可展開或收
合。

選取範本時，「版面樣式」面板會指出該範本屬於 Flash 收藏館還是 HTML 收藏館。

若要下載各種協力廠商網路收藏館範本，請造訪 www.adobe.com/go/exchange_tw。

重新排列網路收藏館相片順序

如果網路相片收藏館的來源是集合或不含次檔案夾的檔案夾，則您可以手動重新排列收藏館中的相片。

在「Web」模組中，拖曳底片顯示窗格中的相片可重新排列它們。

選擇收藏館元素的顏色

1. 在「色盤」面板中，按一下元素旁的顏色方塊。
2. 請從顏色蹦現視窗選擇。

指定 Lightroom HTML 收藏館的外觀
1. 在範本瀏覽器中選取 HTML 收藏館。
2. 在「外觀」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增加陰影至所有相片，請選取「增加陰影至相片」。

若要在網站標題下增加水平分隔線，請選取「區段邊框」。按一下檢色器以選擇水平分隔線的顏色。

若要指定縮圖索引頁面上的格點版面，請在格點內按一下，設定列數與欄數。

若要在各相片縮圖左上角顯示索引編號，請選取「顯示儲存格編號」。

若要對相片縮圖增加邊框，請在面板的「格點頁」區段中選取「相片邊框」，然後從檢色器選擇邊框顏色。

若要指定大型影像頁面的大小，請拖曳「大小」滑桿或輸入像素值。

若要在大型影像頁面上的相片周圍顯示邊框，請在面板的「影像頁面」區段中選取「相片邊框」。拖曳「寬度」滑桿或輸入像
素值，以定義邊框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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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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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動

分頁

左圖

僅幻燈片播放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注意:

回到頂端

指定 Lightroom Flash 收藏館的外觀
Lightroom 有數種不同的 Flash 收藏館範本。各收藏館都有進行幻燈片播放的導覽控制項。

Lightroom Flash 收藏館的限制是 500 張相片。

1. 在範本瀏覽器中選取一個 Lightroom Flash 收藏館。
2. 在「外觀」面板中，從「版面」選單選擇選項：

在較大版本網路相片收藏館影像下方，顯示一列可捲動的影像縮圖。

在較大版本相片左側顯示一頁影像縮圖。您可以使用導覽控制項移至不同的影像縮圖頁面。

在較大版本網路相片收藏館相片左側，顯示一欄可捲動的影像縮圖。

顯示較大版本的網路相片收藏館影像。

3. 從大型影像與縮圖各自的選單中選擇其大小 (特大、大、中或小)。

在網路相片收藏館顯示版權浮水印

在「輸出設定」面板中，選取「加上浮水印」，然後從快顯選單中選擇任一選項：

選擇您在浮水印編輯器中所建立的文字或圖形浮水印。

選擇「簡單版權浮水印」以使用 IPTC 版權中繼資料作為浮水印。

選擇「編輯浮水印」以開啟浮水印編輯器。

Lightroom 會在收藏館中的縮圖與大型影像上都顯示浮水印。但在小型縮圖上可能無法看到浮水印。

秘訣：若要在收藏館中大型相片下方顯示版權中繼資料，請在「影像資訊」面板中選擇「註解 > 編輯」。然後，插入版權 IPTC
中繼資料記號。

將標題、描述和聯絡資訊增加到網路相片收藏館

網路相片收藏館的每個網頁都會顯示網站標題、相片集合標題與說明、聯絡資訊，以及 Web 或電子郵件連結。

在「網站資訊」面板或工作區域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以網站和集合標題、集合說明、聯絡資訊和 Web 或電子郵件連結，覆寫對應方塊中的文字。在工作區域中，按兩下文字以啟
動您要輸入文字的方塊。每個網頁都會顯示您所輸入的資訊。

刪除對應方塊中的文字，網頁才不會包含任何標題、說明、聯絡資訊，或 Web 或電子郵件連結。

凡是輸入網站標題、集合標題、集合說明或聯絡資訊，Lightroom 都會將資訊儲存為預設集。建立其他網路相片收藏館時，按
一下「網站標題」、「集合標題」、「集合說明」、「聯絡資訊」，以及「Web 或電子郵件連結」右側的三角形，從蹦現選單
選擇預設集。

將身分標識增加至網路相片收藏館

您可以使用您的身分標識作為網站或收藏館標題。

1. 在「網站資訊」面板 (HTML 範本) 或「外觀」面板 (Flash 範本) 中，選取「身分標識」。
2. (選用) 若要使用其他的身分標識，請按一下身分標識預視區域右下角的三角形，然後從選單中選擇。

選擇「編輯」會開啟「身分標識編輯器」。

在網路相片收藏館顯示相片標題和註解

您可以在較大版本網路相片收藏館影像下方增加標題和和註解。您可以輸入要顯示在每張相片下方的標題和註解，或者指定要隨每張相片顯示的中繼
資料。例如，如果為「圖庫」模組相片輸入註解中繼資料，則可以顯示網路收藏館相片特有的註解中繼資料。

在「影像資訊」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在全部相片之下顯示相同的標題和註解，請從「標題」和「註解」旁的蹦現選單選擇「自訂文字」，然後在那些選項之下
的方塊中輸入標題和註解。

若要針對每張相片顯示不同的註解或標題，請按一下「標題」或「註解」右側的「自訂設定」選單，然後選擇「編輯」。在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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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顯示的「文字範本編輯器」中插入 IPTC 標題或註解中繼資料元素，然後按一下「完成」。

若要顯示相片中繼資料的資訊，請按一下「標題」或「註解」右側的「自訂設定」選單，然後從蹦現選單選擇您要的中繼資
料。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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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收藏館範本與設定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建立自訂網路收藏館範本

將 Web 設定儲存為 Web 集合

建立自訂網路收藏館範本

您可以將顏色、版面、文字和輸出設定的修改，儲存為自訂網路收藏館範本。自訂範本儲存後隨即會在「範本瀏覽器」列出供重複使用。您可以在
「範本瀏覽器」中建立新檔案夾，以協助組織範本。

儲存自訂網路收藏館範本
1. 在 Web 模組的「範本瀏覽器」中，選取自訂範本所要依據的範本，然後修改版面。
2. 指定「網站資訊」、「色盤」、「外觀」、「輸出設定」、「影像資訊」面板的設定。
3. 在 Web 模組中，按一下「範本瀏覽器」中的加號圖示 (+)。
4. 覆寫「未命名的範本」，以便為自訂範本命名，並為該範本指定檔案夾 (例如「使用者範本」)。

建立與組織範本檔案夾
1. 在您要檔案夾出現的區域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新增檔案夾」。
2. 輸入檔案夾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3. 將範本拖曳至檔案夾名稱，以便將該範本移動至該檔案夾。

如果將 Lightroom 預設集範本拖曳至不同的檔案夾，該範本便會拷貝至該檔案夾。

更新自訂範本
1. 視需要修改顏色、版面、文字以及輸出設定。
2. 在「範本瀏覽器」中的範本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使用目前設定更新」。

刪除自訂範本
您無法刪除 Lightroom 預設集範本。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在「範本瀏覽器」中的範本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從蹦現選單中選擇「刪除」。

在「範本瀏覽器」中選取範本，然後按一下「移除」按鈕。

讀入與轉存範本
您可以轉存建立的範本，以和同事共用或在不同的電腦上使用。範本會以 .lrtemplate 的副檔名儲存。

若要轉存範本，在範本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轉存」。輸入範本檔案名稱，然後按一
下「儲存」。

若要讀入範本，在您要範本出現的區域上按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讀入」。按兩下範本檔
案。

將 Web 設定儲存為 Web 集合
將 Web 收藏館設定儲存為 Web 集合時，您可以增加新相片到集合，相片會自動包括 Web 設定。這與自訂範本不同，因為範本只包括輸出選項，不
包括相片。Web 集合可將 Web 設定套用至集合中的相片。

1. 在「圖庫」模組中，選取用於幻燈片播放的相片。
2. 在 Web 模組中選取範本。指定「網站資訊」、「色盤」、「外觀」、「影像資訊」、「輸出設定」、和「上載設定」面板的設
定。

3. 在底片顯示窗格中，選取 Web 集合所要包含的相片。
4. 按一下「集合」面板中的加號圖示 (+)，然後選擇「建立網路收藏館」。
5. 在「建立網路收藏館」對話框輸入 Web 集合的名稱。從「集」蹦現選單中選擇集合組合，將集合增加至現有的集，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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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和 Facebook 發文未涵蓋在 Creative Commons 條款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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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6. 在「網路收藏館選項」下選取「包含選取的相片」。如果集合要包含虛擬副本而不是原始相片，請選取「新建虛擬副本」。
7. 按一下「建立」。

Lightroom 會將 Web 集合增加至「集合」面板，並給予集合一個格點圖示 。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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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視、轉存以及上載網路相片收藏館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預視網路相片收藏館

在本機儲存網路相片收藏館

上載網路相片收藏館

建立及管理 FTP 預設集

預視網路相片收藏館

您可以先在 Web 模組或預設瀏覽器預視網路收藏館，之後再儲存或上載。

 在 Web 模組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若要在瀏覽器中預視網路相片收藏館，請按一下視窗左下角的「在瀏覽器中預視」。

若要更新 Web 模組工作區域中的網路收藏館預視，請從 Lightroom 主選單選擇「Web >重新載入」。

備註： 您更改收藏館時，Lightroom 中的網路收藏館預視會隨之更新，因此通常不需要使用「重新載入」指令。

在本機儲存網路相片收藏館

1. 在 Web 模組中按一下「轉存」按鈕。
2. 在「儲存網路收藏館」對話框中，於「檔案名稱」文字方塊輸入收藏館名稱，並指定儲存網路相片收藏館檔案的位置。
3. 按一下「儲存」。

上載網路相片收藏館

您可以在「上載設定」面板指定 FTP 伺服器資訊，使用 Lightroom 的 FTP 功能將收藏館上載至 Web 伺服器。按一下「上載」按鈕之後，Lightroom
會自動產生必要檔案，然後傳送至您所指定的 Web 伺服器。

若要使用個別的 FTP 應用程式上載檔案或產生供離線檢視的收藏館，可以先轉存檔案。按一下「轉存」按鈕時，Lightroom 會建立包含 HTML 檔案、
影像檔案，以及其他 Web 相關檔案的檔案夾。如果儲存的是 Flash 收藏館，會包含必要的 SWF 檔案。檔案夾會儲存在您所指定的位置。

備註： 網路收藏館相片和影像縮圖會儲存為含嵌入 sRGB 描述檔的 JPEG。
1. 在「上載設定」面板中，從「FTP 伺服器」蹦現選單選擇 Web 伺服器預設集。
2. 選取「儲存在次檔案夾」，並輸入將包含網路相片收藏館之檔案夾 (Web 輸出檔案夾) 的名稱。

「上載設定」面板會顯示伺服器輸出路徑 (伺服器路徑包含網路收藏館檔案所在的次檔案夾)。

3. 按一下「上載」按鈕。
4. 在「請輸入密碼」對話框中，輸入存取 Web 伺服器的密碼，然後按一下「上載」。

建立及管理 FTP 預設集
您可以設定一或多個 FTP 預設集，以上載網路相片收藏館至特定 Web 伺服器。

建立 FTP 預設集
1. 在 Web 模組右側的「上載設定」面板中，從「FTP 伺服器」蹦現選單選擇「編輯」。
2. 在「伺服器」方塊中輸入 Web 伺服器的 URL，並輸入存取 Web 伺服器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您可以讓 Lightroom 將密碼記憶在預設集中。

3. 請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指定 Web 伺服器上適當目錄的路徑：

在「伺服器路徑」方塊中輸入路徑。

按一下「瀏覽」，導覽至目錄。

4. (選用) 指定 Web 伺服器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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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埠 21 為 FTP 通訊協定的預設 Web 伺服器埠，通常就是使用這個埠。
5. (選用) 從標示為「使用被動模式傳送資料」的蹦現選單選擇「被動模式」。被動模式能讓資料通過防火牆傳輸。
6. 從對話框頂部的「預設集」選單，選擇「將目前設定另存為新的預設集」。
7. 在「新增預設集」對話框中，輸入新預設集名稱，然後按一下「建立」。
8. 在「設定 FTP 檔案傳送」對話框中按一下「確定」。

FTP 預設集即會增加到「FTP 伺服器」選單中。

9. (選用) 若要建立其他的 FTP 預設集，請在「上載設定」面板中選擇「FTP 伺服器 > 編輯」。接著指定預設集的組態，然後重複
步驟 6 到 8。

關於指定伺服器路徑
伺服器路徑會指定 Web 伺服器上您要放置所上載之網路收藏館檔案夾的位置。

輸入伺服器路徑時，請使用斜線來指定目錄和子目錄。例如：

在這個例子中，「root directory」是根層次名稱，也就是存取 Web 伺服器上空間必須進入的目錄，而「www」是上載 Web 檔案的特定次檔案夾名
稱。請洽詢您的 Web 主機供應商，確認 Web 伺服器上您公開檔案夾的存取路徑。

編輯 FTP 預設集
1. 在 Web 模組右側的「上載設定」面板中，選擇「FTP 伺服器 > 編輯」。
2. 從「設定 FTP 檔案傳送」對話框頂部的「預設集」選單，選擇您要編輯的預設集。
3. 更改預設集的組態，然後從「預設集」選單選擇「更新預設集 "預設集的名稱"。
4. 按一下「確定」。

刪除 FTP 預設集
1. 在 Web 模組右側的「上載設定」面板中，從「FTP 伺服器」選單選擇「編輯」。
2. 從「預設集」選單中選擇預設集。
3. 從「預設集」選單中選擇「刪除預設集「預設集名稱」」。
4. 按一下「刪除」以完成操作，再按一下「確定」以關閉「設定 FTP 檔案傳送」對話框。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1 /root_directory_name/www/

41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adobe.com///help.adobe.com/zh_TW/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tw


鍵盤快速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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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盤快速鍵

回到頂端

涵蓋內容

使用面板的快速鍵

導覽模組的快速鍵

變更檢視與螢幕模式的快速鍵

使用輔助視窗的快速鍵

管理相片與編目的快速鍵

在圖庫模組中比較相片的快速鍵

評等與篩選相片的快速鍵

使用集合的快速鍵

在圖庫模組中使用中繼資料和關鍵字的快速鍵

使用編輯相片模組的快速鍵

使用幻燈片播放模組的快速鍵

使用列印模組的快速鍵

使用 Web 模組的快速鍵
使用說明的快速鍵

使用面板的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顯示/隱藏側面板 Tab Tab

顯示/隱藏所有面板 Shift+Tab Shift+Tab

顯示/隱藏工具列 T T

顯示/隱藏模組揀選器 F5 F5

顯示/隱藏底片顯示窗格 F6 F6

顯示/隱藏左面板 F7 F7

顯示/隱藏右面板 F8 F8

切換單獨模式 在面板上按住 Alt
並按一下

在面板上按住 Option
並按一下

開啟新面板但不關閉單獨的面板 在面板上按住
Shift 並按一下

在面板上按住 Shift 並
按一下

開啟/關閉所有面板 在面板上按住 Ctrl
並按一下

在面板上按住
Command 並按一下

開啟/關閉左面板，由上至下 Ctrl+Shift+0-5 Command+Control+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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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開啟/關閉右面板、「圖庫」和「編輯相片」模
組，由上至下

Ctrl + 0 - 9 Command + 0 - 9

開啟/關閉右面板、「幻燈片播放」、「列印」
和 Web 模組，由上至下

Ctrl+1 - 7 Command+1 - 7

導覽模組的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移至圖庫模組 Ctrl+Alt+1 Command+Option+1

移至編輯相片
模組

Ctrl+Alt+2 Command+Option+2

移至幻燈片播
放模組

Ctrl+Alt+3 Command+Option+3

移至列印模組 Ctrl+Alt+4 Command+Option+4

移至 Web 模
組

Ctrl+Alt+5 Command+Option+5

返回/向前 Ctrl + Alt + 向左鍵 / Ctrl +
Alt + 向右鍵

Command + Option + 向左鍵 / Command +
Option + 向右鍵

返回上一個模
組

Ctrl+Alt+向上鍵 Command+Option+向上鍵

變更檢視與螢幕模式的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進入圖庫放大檢視 E E

進入圖庫格點檢視 G G

進入圖庫比較檢視 C C

進入圖庫篩選檢視 N N

在編輯相片模組開啟選取的相片 D D

向前/向後循環背景光模式 L / Shift + L L / Shift + L

切換背景光變暗模式 Ctrl+Shift+L Command+Shift+L

循環螢幕模式 F F

上一個螢幕模式 Shift+F

切換正常與全螢幕，隱藏面板 Ctrl+Shift+F Command+Shif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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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註解：

回到頂端

移至正常螢幕模式 Ctrl+Alt+F Command+Option+F

循環資訊覆疊 I I

顯示/隱藏資訊覆疊 Ctrl+I Command+I

使用輔助視窗的快速鍵

使用輔助視窗的快速鍵，與「圖庫」模組中的快速鍵相同，也是加上 Shift 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開啟輔助視窗 F11 Command+F11

進入格點檢視 Shift+G Shift+G

進入正常放大檢視 Shift+E Shift+E

進入鎖定放大檢視 Ctrl+Shift+Enter Command+Shift+Return

進入比較檢視 Shift+C Shift+C

進入篩選檢視 Shift+N Shift+N

進入幻燈片播放檢視 Ctrl + Alt + Shift +
Enter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Return

進入全螢幕模式 (需要輔助螢
幕)

Shift+F11 Command+Shift+F11

顯示/隱藏過濾器列 Shift + \ Shift + \

放大/縮小 Ctrl+Shift+ =
/Ctrl+Shift -

Command+Shift+ =
/Command+Shift+ -

管理相片與編目的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從磁碟讀入相片 Ctrl+Shift+I Command+Shift+I

開啟編目 Ctrl+O Command +Shift + O

開啟偏好設定 Ctrl+, (逗號) Command+, (逗號)

開啟編目設定 Ctrl+Alt+, (逗號) Command+Option+, (逗號)

建立新的次檔案夾 (已分割的
連線拍攝)

Ctrl+Shift+T Command+Shift+T

隱藏/顯示連線拍攝列 Ctrl+T Comman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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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庫模組中建立新檔案夾 Ctrl+Shift+N Command+Shift+N

建立虛擬副本 (僅限圖庫與編
輯相片模組)

Ctrl+ ‘ (單引號) Command+ ‘ (單引號)

在「檔案總管」/「Finder」中
顯示 (僅限圖庫與編輯相片模
組)

Ctrl+R Command+R

在底片顯示窗格中移至下一
張/上一張相片

向右鍵/向左鍵 向右鍵/向左鍵

選取多個檔案夾或集合 (在
「圖庫」、「幻燈片播放」、
「列印」和 Web 模組中)

按住 Shift 並按一下或按
住 Ctrl 並按一下

按住 Shift 並按一下或按住
Command 並按一下

重新命名相片 (在圖庫模組中) F2 F2

刪除選取的相片 Backspace 或 Delete Delete

從編目移除選取的相片 Alt+Backspace Option+Delete

刪除選取的相片並移至資源回
收筒 (Windows) 或垃圾桶
(Mac OS)

Ctrl+Alt+Shift+Backspace Command+Option+Shift+Delete

刪除排除的相片 Ctrl+Backspace Command+Delete

在 Photoshop 中編輯 Ctrl+E Command+E

在其他編輯器中開啟 Ctrl+Alt+E Command+Option+E

轉存選取的相片 Ctrl+Shift+E Command+Shift+E

連同上次設定一起轉存 Ctrl+Alt+Shift+E Command+Option+Shift+E

開啟增效模組管理員 Ctrl+Alt+Shift+, (逗號) Command+Option+Shift+, (逗
號)

列印選取的相片 Ctrl+P Command+P

開啟頁面設定對話框 Ctrl+Shift+P Command+Shift+P

在圖庫模組中比較相片的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切換至放大檢視 E 或 Enter E 或 Return

切換至格點檢視 G 或 Esc G 或 Esc

切換至比較檢視 C C

切換至篩選檢視 N N

從格點切換至放大檢視 空格鍵或 E 空格鍵或 E

在比較檢視中調換選取和候選相片 向下鍵 向下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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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較檢視中讓下幾張相片成為選取和
候選相片

向上鍵 向上鍵

切換縮放檢視 Z Z

在放大檢視中放大/縮小 Ctrl+ = /Ctrl+ - Command + = /Command
+ -

在放大檢視中向上/向下捲動縮放的相
片 (也適用於編輯相片和 Web 模組)

完整大小鍵盤上的
Page Up/Page Down

完整大小鍵盤上的 Page
Up/Page Down

移至格點檢視的開頭/結尾 Home / End Home / End

即席幻燈片播放 Ctrl+Enter Command+Return

向右旋轉相片 (順時針) Ctrl+] Command+]

向左旋轉相片 (逆時針) Ctrl+[ Command+[

放大/縮小格點縮圖 = / - = / -

向上/向下捲動格點縮圖 完整大小鍵盤上的
Page Up/Page Down

完整大小鍵盤上的 Page
Up/Page Down

切換儲存格額外資訊 Ctrl+Shift+H Command+Shift+H

顯示/隱藏小圖示 Ctrl+Alt+Shift+H Command+Option+Shift+H

循環格點檢視 J J

開啟圖庫檢視選項 Ctrl+J Command+J

選取多張不連接的相片 Ctrl+ 按一下 Command+ 按一下

選取多張連續相片 Shift+ 按一下 Shift+ 按一下

選取全部相片 Ctrl+A Command+A

取消選取全部相片 Ctrl+D Command + D 或
Command + Shift + A

僅選取現用的相片 Ctrl+Shift+D Command+Shift+D

取消選取現用的相片 / /

增加上一張/下一張相片至選取範圍 Shift+ 向左鍵/向右鍵 Shift+ 向左鍵/向右鍵

選取已標註旗標的相片 Ctrl+Alt+A Command+Option+A

取消選取未標註旗標的相片 Ctrl+Alt+Shift+D Command+Option+Shift+D

組成堆疊 Ctrl+G Command+G

取消堆疊 Ctrl+Shift+G Command+Shift+G

切換堆疊 S S

移到堆疊頂端 Shift+S Shift+S

在堆疊中向上移動 Shift + [ Shift + [

在堆疊中向下移動 Shift+] 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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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等與篩選相片的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設定星級評等 1 - 5 1 - 5

設定星級評等並移至下一張相
片

Shift+1-5 Shift+1-5

移除星級評等 0 0

移除星級評等並移至下一張相
片

Shift+0 Shift+0

使評等增加/減少一顆星等級 ] / [ ] / [

指定紅色標籤 6 6

指定黃色標籤 7 7

指定綠色標籤 8 8

指定藍色標籤 9 9

指定顏色標籤並移至下一張相
片

Shift+6-9 Shift+6-9

標記相片為留用 P P

標記相片為留用並移至下一張
相片

Shift+P Shift+P

標記相片為排除 X X

標記相片為排除並移至下一張
相片

Shift+X Shift+X

取消標註相片的旗標 U U

取消標註相片的旗標並移至下
一張相片

Shift+U Shift+U

提升/降低旗標狀態 Ctrl+向上鍵/Ctrl+向下鍵 Command+向上
鍵/Command+向下鍵

循環旗標設定 ‘ (右引號) ‘ (右引號)

精簡顯示的相片 Ctrl+Alt+R Command+Option+R

顯示/隱藏圖庫過濾器列 \ \

在過濾器列中開啟多個過濾器 按住 Shift 並按一下過濾
器標籤

按住 Shift 並按一下過濾器標籤

開啟/關閉過濾器 Ctrl+L Command+L

在圖庫模組中尋找相片 Ctrl+F Comman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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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使用集合的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在圖庫模組中建立新集合 Ctrl+N Command+N

增加至快速集合 B B

增加至快速集合並移至下一張相片 Shift + B Shift + B

顯示快速集合 Ctrl+B Command+B

儲存快速集合 Ctrl+Alt+B Command+Option+B

清除快速集合 Ctrl+Shift+B Command+Shift+B

設定為目標集合 Ctrl+Alt+Shift+B Command+Option+Shift+B

在圖庫模組中使用中繼資料和關鍵字的快速鍵

結
果

Windows Mac OS

增加
關鍵
字

Ctrl+K Command+K

編輯
關鍵
字

Ctrl + Shift + K Command+Shift+K

設定
關鍵
字捷
徑

Ctrl+Alt+Shift+K Command+Option+Shift+K

從選
取的
相片
增
加/移
除關
鍵字
捷徑

Shift+K Shift+K

啟動
塗畫

Ctrl+Alt+K Command+Option+K

從關
鍵字
集增
加關
鍵字
至選

Alt+1-9 Optio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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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取的
相片

向
前/向
後循
環關
鍵字
集

Alt + 0 / Alt + Shift + 0 Option + 0 / Option + Shift + 0

拷
貝/貼
上中
繼資
料

Ctrl+Alt+Shift+C/Ctrl+Alt+Shift+V Command+Option+Shift+C/Command+Option+Shift+V

將中
繼資
料儲
存至
檔案

Ctrl+S Command+S

開啟
拼字
對話
框

Command+:

拼字
檢查

Command+：

開啟
字元
浮動
視窗

Command+Option+T

使用編輯相片模組的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轉換為灰階 V V

自動色調 Ctrl+U Command+U

自動白平衡 Ctrl+Shift+U Command+Shift+U

在 Photoshop 中編輯 Ctrl+E Command+E

拷貝/貼上編輯相片設定 Ctrl+Shift+C/Ctrl+Shift+V Command+Shift+C/Command+Shift+V

貼上上一張相片的設定 Ctrl+Alt+V Command+Option+V

拷貝編輯後的設定至編
輯前的設定

Ctrl+Alt+Shift+向左鍵 Command+Option+Shift+向左鍵

拷貝編輯前的設定至編
輯後的設定

Ctrl+Alt+Shift+向右鍵 Command+Option+Shift+向右鍵

調換編輯前後的設定 Ctrl+Alt+Shift+向上鍵 Command+Option+Shift+向上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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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增加/減少調整選取
的滑桿

向上鍵/向下鍵或 +/- 向上鍵/向下鍵或 +/-

大量增加/減少調整選取
的滑桿

Shift+向上鍵/Shift+向下
鍵或 Shift + +/Shift + -

Shift+向上鍵/Shift+向下鍵或 Shift +
+/Shift + -

(向前/向後) 循環切換至
基本面版設定

. (句號) / , (逗號) . (句號) / , (逗號)

重設滑桿 按兩下滑桿名稱 按兩下滑桿名稱

重設滑桿群組 按住 Alt 並按一下群組名
稱

按住 Option 並按一下群組名稱

重設所有設定 Ctrl+Shift+R Command+Shift+R

同步化設定 Ctrl+Shift+S Command+Shift+S

略過同步化設定對話框
進行同步化設定

Ctrl+Alt+S Command+Option+S

切換自動同步化 按住 Ctrl 並按一下同步化
按鈕

按住 Command 並按一下同步化按鈕

啟用自動同步 Ctrl + Alt + Shift + A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A

統一選定相片曝光度 Ctrl + Alt + Shift + M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M

選取白平衡工具 (從任
何模組)

W W

選取裁切工具 (從任何
模組)

R R

選取裁切工具時強制外
觀比例

A A

裁切為與上一個裁切相
同的外觀比例

Shift + A Shift + A

從相片中央裁切 Alt+ 拖移 Option+ 拖移

循環裁切格點覆疊 O O

循環裁切格點覆疊方向 Shift+O Shift+O

在縱向和橫向方向之間
切換裁切

X X

重設裁切 Ctrl+Alt+R Command+Option+R

選取「引導式
Upright」工具 (也適用
於選取照片時的圖庫模
組)

Shift + T Shift + T

選取污點移除工具 Q Q

選取「汙點移除」工具
後，可以將「筆刷」在
「仿製」和「修復」模
式之間切換

Shift + T Shift + T

選取調整筆刷工具 (從
任何模組)

K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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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漸層濾鏡工具 M M

選取「漸層濾鏡」或
「放射狀濾鏡」後，可
以將「遮色片」在「編
輯」與「筆刷」模式之
間切換

Shift + T Shift + T

放大/縮小筆刷 ] / [ ] / [

增加/減少筆刷羽化 Shift+]/Shift+[ Shift+]/Shift+[

切換局部調整筆刷 A 和
B

/ /

暫時從筆刷 A 或 B 切
換至橡皮擦

Alt+ 拖移 Option+ 拖移

塗畫水平或垂直線 Shift+ 拖移 Shift+ 拖移

增加/減少總量 往右/左拖曳調整針 往右/左拖曳調整針

顯示/隱藏局部調整針 H H

顯示/隱藏局部調整遮色
片覆疊

O O

循環局部調整遮色片覆
疊顏色

Shift+O Shift+O

選取要套用色調曲線調
整的目標調整工具

Ctrl+Alt+Shift+T Command+Option+Shift+T

選取要套用色相調整的
目標調整工具

Ctrl+Alt+Shift+H Command+Option+Shift+H

選取要套用飽和度調整
的目標調整工具

Ctrl+Alt+Shift+S Command+Option+Shift+S

選取要套用明度調整的
目標調整工具

Ctrl+Alt+Shift+L Command+Option+Shift+L

選取要套用灰階混合調
整的目標調整工具

Ctrl+Alt+Shift+G Command+Option+Shift+G

取消選取目標調整工具 Ctrl+Alt+Shift+N Command+Option+Shift+N

顯示剪裁 J J

向右旋轉相片 (順時針) Ctrl+] Command+]

向左旋轉相片 (逆時針) Ctrl+[ Command+[

切換放大和 1:1 縮放預
視

空格鍵或 Z 空格鍵或 Z

放大/縮小 Ctrl+ = /Ctrl+ - Command + = /Command + -

即席幻燈片播放 Ctrl+Enter Command+Return

水平並排檢視編輯前後 Y Y

垂直並排檢視編輯前後 Alt+Y Opti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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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在分割螢幕檢視編輯前
後

Shift+Y Shift+Y

僅檢視編輯前 \ \

建立新快照 Ctrl+N Command+N

建立新預設集 Ctrl+Shift+N Command+Shift+N

建立新預設集檔案夾 Ctrl+Alt+N Command+Option+N

開啟編輯相片檢視選項 Ctrl+J Command+J

使用幻燈片播放模組的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幻燈片播放 Enter Return

即席幻燈片播放 Ctrl+Enter Command+Return

暫停幻燈片播放 空格鍵 空格鍵

預視幻燈片播放 Alt+Enter Option+Return

結束幻燈片播放 Esc Esc

移至下一張幻燈片 向右鍵 向右鍵

移至上一張幻燈片 向左鍵 向左鍵

向右旋轉相片 (順時針) Ctrl+] Command+]

向左旋轉相片 (逆時針) Ctrl+[ Command+[

顯示/隱藏參考線 Ctrl+Shift+H Command+Shift+H

轉存 PDF 幻燈片播放 Ctrl+J Command+J

轉存 JPEG 幻燈片播放 Ctrl+Shift+J Command+Shift+J

轉存視訊幻燈片播放 Ctrl + Alt + J Command + Option + J

建立新幻燈片播放範本 Ctrl+N Command+N

建立新幻燈片播放範本檔案夾 Ctrl+Shift+N Command+Shift+N

儲存幻燈片播放設定 Ctrl+S Command+S

使用列印模組的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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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列印 Ctrl+P Command+P

列印一份拷貝 Ctrl+Alt+P Command+Option+P

開啟頁面設定對話框 Ctrl+Shift+P Command+Shift+P

開啟列印設定對話框 Ctrl+Alt+Shift+P Command+Option+Shift+P

移至第一頁 Ctrl+Shift+向左鍵 Command+Shift+向左鍵

移至最後一頁 Ctrl+Shift+向右鍵 Command+Shift+向右鍵

移至上一頁 Ctrl+ 向左鍵 Command + 向左鍵

移至下一頁 Ctrl+ 向右鍵 Command + 向右鍵

顯示/隱藏參考線 Ctrl+Shift+H Command+Shift+H

顯示/隱藏尺標 Ctrl+R Command+R

顯示/隱藏頁面出血 Ctrl+Shift+J Command+Shift+J

顯示/隱藏邊界與間距 Ctrl+Shift+M Command+Shift+M

顯示/隱藏影像儲存格 Ctrl + Shift + K Command+Shift+K

顯示/隱藏尺寸 Ctrl+Shift+U Command+Shift+U

即席幻燈片播放 Ctrl+Enter Command+Return

向右旋轉相片 (順時針) Ctrl+] Command+]

向左旋轉相片 (逆時針) Ctrl+[ Command+[

建立新列印範本 Ctrl+N Command+N

建立新列印範本檔案夾 Ctrl+Shift+N Command+Shift+N

儲存列印設定 Ctrl+S Command+S

使用 Web 模組的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重新載入網路收藏館 Ctrl+R Command+R

在瀏覽器中預視 Ctrl+Alt+P Command+Option+P

即席幻燈片播放 Ctrl+Enter Command+Return

轉存網路收藏館 Ctrl+J Command+J

建立新網路收藏館範本 Ctrl+N Command+N

建立新網路收藏館範本檔案夾 Ctrl+Shift+N Command+Shift+N

儲存網路收藏館設定 Ctrl+S Command+S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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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回到頂端

使用說明的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顯示目前模組快速鍵 Ctrl+/ Command+/

隱藏目前模組快速鍵 按一下 按一下

移至目前模組說明 Ctrl+Alt+/ Command+Option+Shift+/

開啟社群說明 F1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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