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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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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 Elements 14 新增功能
防手震
移除朦朧

引導式編輯
調整大小

自動智慧外觀

速度效果

拉直工具

Photomerge 全景

調整選取範圍邊緣

使用已編輯結果

回到頂端

防手震
消除模糊！

透過 Photoshop Elements 14 中的「自動防手震」新功能 (「專業」模式 >「增強」選單 >「自動防手震」)，確
保您的模糊相片不會出現震動所造成的效果。修正您在行動中所拍攝的自拍照和相片，並確保相片的每個物件都
清楚對焦。
相片需要進行額外的防手震處理？手動進行 (「專業」模式 >「增強」選單 >「防手震」)！在相片上選擇要校正
的其他區域，並調整敏感度滑桿，盡可能產生效果最佳的相片。

相機震動可能會造成令人無法接受的模糊

防手震即可消除模糊！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防手震一節。

回到頂端

移除朦朧
2

更清晰的風景相片背景！

透過 Photoshop Elements 14 中的「移除朦朧」功能，消除相片中的朦朧或模糊。拍攝風景相片，即便是在大
晴天，也無須顧慮會出現朦朧狀況；您只需選取相片並使用「自動移除朦朧」功能 (「專業」模式 >「增強」選
單 >「自動移除朦朧」) 即可。
如需其他增強功能，包括變更朦朧的敏感度等級，請手動嘗試 (「專業」模式 >「增強」選單 >「移除朦朧」)。

位於印度拉賈斯坦邦的迪格宮，霧籠冬晨。

霧靄、煙塵、熱氣或陰霾，使用「移除朦朧」一掃而
光。

如需功能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自動移除朦朧主題。

回到頂端

自動智慧外觀
5 項新建議，讓相片看起來更酷！

讓 Photoshop Elements 來分析相片，自動建議您 5 個可以套用的絕佳新效果。Photoshop Elements 會在檢查
顏色和光源後推薦 5 種不同效果。

3

原始相片

自動1

自動2

自動3

自動4

自動5

如需功能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效果主題。

回到頂端

拉直工具
在「快速」模式下，沿著應為水平面或垂直面的邊緣繪製直線，即可拉直任何相片。Photoshop Elements 14 中
的「拉直」工具 (P) 可讓您沿著右側軸線快速對齊相片。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拉直影像主題。

回到頂端

調整選取範圍筆刷
需要建立超精細的選取範圍？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現有工具就能幫助您建立精細的選取範圍，但是在有些
情況下還是需要更加精確的選取範圍。例如，您可能正在嘗試選取肖像中的細微髮絲或山水景觀中的葉草。
增強的「調整選取範圍筆刷」工具現在提供額外的控制項，可讓您進行非常精細的選取。藉由改變筆刷敏感度的
選項，您就能進行極為精細的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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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獅鬃並展現在純白的背景中，是一項令人望之卻步 即使要摘取最細微的細節，增強的「調整選取範圍筆
的任務。
刷」工具還是能幫助您完成。

如需如何進行極細微選取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編輯與調整選取範圍主題。

回到頂端

引導式編輯
顛覆您的視覺想像！

透過新的介面，現在選取所要使用的「引導式編輯」變得更輕鬆了。現在您可以在「引導式」模式下，選擇要套
用至相片的變形類型 - 基本、彩色、黑白、趣味編輯、特殊編輯或 Photomerge。選擇其中一個編輯類型，然後
檢視該類別中所有可用的「引導式編輯」圖形清單。

新的引導式介面，顯示「趣味編輯」類別下方可用的「引導式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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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式」模式的每個類別現在會在不同的頁面上提供：
基本編輯

趣味編輯

彩色編輯

Photomerge 編輯

特殊編輯

速度效果
放大或縮小都別具風格！

您的相片捕捉的只是連續動作中的一剎那嗎？現在透過「速度效果引導式編輯」，就能在您的相片中增添移動效
果。依照逐步的工作流程，指定影像中必須描繪速度或動態效果的區域後，就看看您的靜態相片如何開始顯得活
靈活現。

相機震動可能會造成令人無法接受的模糊

防手震即可消除模糊！

如需「速度效果引導式編輯」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引導式模式 - 趣味編輯主題。

調整大小
以簡單的步驟，輕鬆變更相片大小。

以簡單的步驟，輕鬆取得具有確切尺寸的影像。Photoshop Elements 14 簡化了根據列印尺寸 (英吋、公分)、網
頁尺寸 (像素) 或儲存需求 (KB) 建立特定尺寸相片的工作。在逐步的「引導式編輯」下，將相片大小調整到符合
特定需求看似簡單，但也絕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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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選擇要在什麼地方使用相片開始，在網際網路上還是在套印表格中。

如需「調整大小引導式編輯」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引導式模式 - 基本編輯主題。

全景
現在只要採用逐步工作流程，就能輕鬆縫合！

縫合多張相片以建立全景的程序現在已簡化，也就是採用新的「Photomerge 全景引導式編輯」。建立全景現在
只需要執行逐步工作流程中的一連串動作，最後就能獲得立即可供分享或列印的全景。

如需「全景引導式編輯」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Photomerge 全景引導式編輯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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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已編輯結果
已完成「引導式編輯」了嗎？接下來呢？

在「引導式編輯」結束時，您的圖稿即可供使用。在 Photoshop Elements 14 中，還提供一個額外的最後步
驟，可讓您選擇接下來要如何處理您的作品。您可以選擇要儲存檔案、繼續在不同模式下編輯，還是要線上分
享。
有些「引導式編輯」可能會提供額外選項，讓您列印自己的作品。

選擇在透過「引導式編輯」處理相片後，您想要如何處理該相片。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共享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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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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s Organizer 14 新增功能

本文內容
強大而且更簡便的人物辨識
經過強化而且更加直覺的「位置」功能
管理事件資訊更有彈性
全新的初次使用和匯入體驗
其他增強功能

Elements Organizer 14 中的大量新增強功能結合了強大功能與直覺式介面，能將媒體管理及編輯體驗提升到全
新境界。
Elements Organizer 現在會將類似的臉孔分組在一起，讓您能夠更輕鬆地在相片中標記人物並且根據相片中的人
物組織和檢視相片。
Elements Organizer 14 會分析日期和時間資訊，以讓您能夠輕鬆依事件來排列和檢視回憶。因此，根據例如生
日派對、母親節、父親節或家庭假期等的事件來標記和找出媒體檔案便會比以前容易得多。
改良的「位置」視圖可讓您更快速地依位置和時間瀏覽媒體檔案。新的「已釘選」標籤可讓您直接在地圖上於所
標籤的位置處檢視媒體檔案。
此外，全新的初次使用體驗和全新的直覺式、視覺化檔案匯入介面還可讓您更輕鬆地開始使用 Elements
Organizer。
簡而言之，Elements Organizer 14 可幫助您更輕鬆完成更多事情。

回到頂端

強大而且更簡便的人物辨識
在相片中標記人物現在更加輕鬆快速。您不再需要在「媒體」視圖中個別選取臉孔，然後才能進行標記。
Elements Organizer 現在會在匯入過程中自動分組類似的臉孔。一旦完成匯入，所有尚未命名人物的臉孔便會顯
示在「人物」視圖的新「未命名」標籤中。您只要按一下即可以為整批相片標記朋友和家庭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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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空間的「已命名」標籤會顯示所有您已經命名人物的描述檔。在「已命名」標籤中，您也可以重新命名
標記、確認標記名稱，然後檢視為每個人所呈現其中的所有「相片」和臉孔。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在相片中標記臉孔，並組織人物堆疊。

回到頂端

經過強化而且更加直覺的「位置」功能
所有具有 GPS 資訊的媒體檔案現在會自動標記並顯示在「位置」視圖的「已釘選」標籤中。所以，如果您的相
機支援 GPS 追蹤，那麼在媒體檔案匯入後，這些媒體檔案便會自動顯示在「已釘選」標籤中。
如果媒體檔案沒有 GPS 資訊，它會顯示在「未釘選」標籤中，您可以在此處為檔案加入位置資訊。一旦您已經
加入此資訊，檔案會顯示在「已釘選」標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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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釘選」標籤中，您可以按一下任何檔案以檢視其詳細資訊。

一旦您已經標記媒體檔案，您即可以微調其位置。您也可以將位置標記取代為自訂名稱，以方便您辨識位置，或
者將位置標記個人化 (例如，將位置名稱更改為「My home」)。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檢視與管理地點資料。

回到頂端

管理事件資訊更有彈性
「事件」視圖現在會提供更詳細的視圖，說明事件如何標記到媒體檔案，並且讓您能更輕鬆地標記事件。
「事件」視圖中包含兩個標籤，「已命名」和「建議」。

媒體檔案會依日期和時間來組織。您可以透過移動滑桿來增加或減少標籤中所顯示的記錄軌數目。
「建議」標籤類似於舊版中的「智慧型事件」視圖，但會提供您對於媒體檔案的更細微控制和更佳視圖。
「已命名」標籤會依事件顯示檔案，從而為您提供依您生活中事件所組識之回憶的簡便檢視方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增加與管理事件資料。

回到頂端

全新的初次使用和匯入體驗
Elements Organizer 14 的「批次匯入」功能可提供視覺化、直覺式的介面，並且讓您能夠一次輕鬆匯入大量媒
體檔案。
這項功能會在第一次開啟 Elements Organizer 14 或建立新目錄時自動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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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其他增強功能
Elements Organizer 14 包含更多增強功能，例如效能改善、支援歐洲日期格式、在 Organizer 中建立視訊故事
的能力，以及各種錯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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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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 Elements 13 新增功能
Photomerge 建構

Adobe Camera Raw 8.6

自動裁切建議

快速編輯效果

eLive 視圖

「專業」模式中的新效果

Facebook 封面相片建立

增強功能：
放入剪貼簿預設集可用性

全新引導式編輯
編輯選取範圍

圖層樣式

Retina 顯示支援

文字工具：拖曳滑桿

內容感知填色

最近開啟的檔案

筆刷工具：調整邊緣選項

回到頂端

Photomerge 建構
從一張相片取用元素，將它們放入另一張相片中，創造全新的場景。團體照中少了某個人？從另一張照片中取用
那個人的圖片，將它植入團體照當中。看看 Photomerge 建構功能自動調整顏色與亮度，創造出看起來逼真的場
景。創造看起來棒極了的混搭相片！

<b>(左側與中間)</b> 分開的影像，兩個孩子在旋轉木馬上玩<br/><b>(右側)</b> 單一影像，一個孩子在旋轉木
馬上追逐另一個孩子

如需有關可讓您從一個影像摘取物件後加入另外一個影像的 Photomerge 建構功能，請參閱 Photomerge 建構
(摘取物件) 主題。

回到頂端

自動裁切建議
裁切相片可以很直接了當。但是當您不是那麼確定時，Photoshop Elements 13 現在提供您四種裁切選項。選取
四個選項其中之一，迅速獲得極佳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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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裁切工具」，Photoshop Elements 會自動建議四種構圖

如需有關此功能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自動裁切建議主題。

回到頂端

eLive
「Elements Live」(eLive) 視圖是將內容和資源提供給使用者的一種概念，視覺上討喜並直接與 Photoshop
Elements Editor 和 Organizer 整合。新的 eLive 視圖將文章、視訊、教學課程等更多內容，以分類為學習、啟
發、新聞等頻道的方式顯示。身為使用者，您現在可以從應用程式存取各種不同的教學課程和文章。

回到頂端

Facebook 封面相片
張貼一張讓您與眾不同的 Facebook 封面相片。運用 Photoshop Elements 13 中的「Facebook 封面」功能，創
造融合您的 Facebook 個人檔案與封面照片的有趣圖片。

如需有關「Facebook 封面」功能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 Facebook 封面照片主題。

回到頂端

全新引導式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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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古一下，重新想像黑白的世界。或者，保留一個醒目的主色彩，將相片的其餘部分變成黑白。Photoshop
Elements 13 的全新「引導式編輯」功能只需要少數幾個點選和調整步驟，就可以幫您將乏味的作品變身成藝術
創作。

有所選擇地去除所有其他顏色的飽和度，讓藍色突顯出來

如需有關 Photoshop Elements 13 之全新「引導式編輯」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全新引導式編輯主題。

回到頂端

編輯與調整選取範圍
選取範圍可能不好處理，特別是在選取極細微的部分時。從 Photoshop Elements 13 起，如果您的選取範圍不
正確，系統並不會重新開始，而是讓您可以對目前的選取範圍邊界進行微調。輕推選取範圍邊界以取得完美選
擇！

如需有關此功能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編輯與調整選取範圍主題。

回到頂端

高 DPI 顯示支援
Photoshop Elements 13 現在可原生支援高解析度 Mac 顯示裝置 (Retina 顯示器)。以盡可能清晰的解析度處理
您的圖片，在使用者介面中呈現銳利而清晰的圖示、縮圖和文字。

回到頂端

內容感知填色
有時候您會在相片中拍到不想要或者不必要的物件。您現在可以移除這類元素。Photohshop Elements 13 可以
聰明地根據相片周圍的部分，填滿您相片中選擇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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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左側)</b> 一隻手的影像。在這裡看見一部分的手，使得注意力分散了。<br/><b>(右側)</b> 相片中令人分
心的部分已經移除，而該區域已經以智慧方式填滿。

如需有關如何以智慧方式填滿相片中所選部分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內容感知填色主題。

回到頂端

調整邊緣
可更容易透過「工具選項」列使用調整選取範圍邊緣的選項。

「工具選項」列中的「調整邊緣」按鈕

在「專業」模式中，當您選擇「選取範圍筆刷」工具 (A) 或「調整選取範圍筆刷」工具 (A) 時，可以透過位置便
利的「調整邊緣」按鈕 (在「工具選項」列中) 使用調整選取範圍邊緣的選項。

回到頂端

Adobe Camera Raw 8.6
最新版的 Adobe Camera Raw (ACR 8.6) 已經與 Photoshop Elements 13 整合。

回到頂端

快速編輯效果
「快速」模式中的效果已經過重新想像。每一個效果現在都顯示五種可能的變化，因此您可以選擇最適合您的一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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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群組：<b>四季</b><br/> (上方，左到右)：<b>原始、夏天、春天</b><br/> (下方，左到右)：<b>秋天、冬
天，下雪</b>

如需有關可以讓您增加效果、紋理和外框之「快速」模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增強的快速模式主題。

回到頂端

專業模式效果
使用「效果」面板 (「專業」模式) 中全新分類與修訂的效果來裝扮您的圖片。增加了 19 種新效果，而且所有縮
圖都經過改良，可以更清楚地顯示「效果」。

(專業模式) 全新分類的「效果」面板，內含 19 種新效果

回到頂端

增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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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入剪貼簿預設集
現在所有區域和國家都可以使用放入剪貼簿的預設集。

現在對所有區域顯示的「放入剪貼簿」預設集

若要使用預設集：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3 中，按一下「檔案 > 新增 > 空白檔案」。
2. 在「新增」對話框中，從「預設集」下拉式清單，選擇「放入剪貼簿」。

圖層樣式
在「圖層」的「樣式設定」對話框中，增加了筆觸位置的下拉式清單。下拉式清單中的值如下：「外部」、「內
部」和「居中」。

「樣式設定」對話框中的新「位置」下拉式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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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用新的下拉式清單：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3 中，選取一個圖層，然後在「圖層」選單中，按一下「圖層樣
式 > 樣式設定」。
2. 在「樣式設定」對話框中，選取「筆觸」，然後使用「位置」下拉式清單。

文字工具 - 拖曳滑桿
字體大小現在有了拖曳滑桿功能。這可讓您迅速方便地更改字體大小。
若要使用字體大小拖曳滑桿：
1. 選取「文字」工具 (T)。
2. 在「工具選項」區域中，將滑鼠游標移至文字標籤「大小」上。
3. 當滑鼠游標改變形狀，按一下滑鼠左鍵並向左拖移 (字體變小) 或向右拖移 (字體變大)。

最近開啟的檔案
最近開啟的檔案顯示於「開啟」下拉式清單以及「檔案 > 開啟最近編輯的檔案」選單中。這
兩份清單現在只顯示檔案的名稱，而不顯示完整的檔案夾和檔案名稱。

回到頂端

已從 Photoshop Elements 13 移除
「編輯 > 遠端連線」
「增強 > Photomerge 樣式符合」
裁切工具：不再提供「黃金比例」選項。
不再支援單一核心平台
作業系統支援：不支援 Mac OSX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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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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區和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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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區基本知識
歡迎螢幕
Photoshop Elements 視窗
使用內容選單
使用鍵盤指令與輔助按鍵
結束 Photoshop Elements

回到頂端

歡迎螢幕
當您啟動 Photoshop Elements 時，預設會開啟歡迎螢幕。對於大多數工作而言，歡迎螢幕都是一個方便的開始
位置或中心。

在歡迎螢幕中按一下下列項目：
「相片編輯器」可增強影像或增加特殊效果。
按一下「相片編輯器」圖示以在預設模式中開啟編輯器。
按一下「相片編輯器」下拉式圖示以開啟編輯器以及其中一個最近開啟的檔案、新檔
案，或者選擇要開啟的檔案。
「管理器」可匯入、標記或組織相片。
「視訊編輯器」可透過創意方式編輯您的視訊，建立有趣的影片。
歡迎螢幕右上角的「關閉」按鈕 (X) 可關閉該畫面。不必返回至歡迎螢幕即可開啟其他工作
區 - 您可以從任何其他工作區開啟不同的工作區。
「設定」圖示 (鄰近「關閉」按鈕) 可選擇您啟動時所要開啟的應用程式。

Photoshop Elements 歡迎螢幕
21

回到頂端

Photoshop Elements 視窗
Photoshop Elements 視窗可提供建立及編輯影像的模式。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快速
可讓您在「快速」模式下編輯相片。
引導式
可讓您在「引導式編輯」模式下編輯相片。
專業
可讓您在「專業」模式下編輯相片。
「專業」模式擁有可校正顏色問題、建立特殊效果及增強相片的工具。「快速」模式包含可供校正顏色與光源的
簡單工具，以及可快速修正一般問題 (例如紅眼) 的指令。「引導式」模式包含基本相片編輯、引導式活動與相
片效果的工具。如果您對數位影像不熟悉，「快速」或「引導式」模式是開始著手修正相片的好地方。
如果您之前使用過影像編輯應用程式，將發現「專業」模式提供了具有彈性與功能強大的影像校正環境。此工作
區中具有光源與顏色校正指令，以及可修正影像瑕疵、在影像上進行選取、增加文字和繪圖的工具。您可以重新
排列「專業」工作區以儘可能符合您的需要。您可以在面板箱中移動、隱藏、顯示及排列面板。您也可以放大或
縮小顯示相片、捲動至文件視窗的不同區域，以及建立多個視窗與檢視。

專業模式中的 Photoshop Elements
A. 使用中標籤 B. 非使用中標籤 C. 使用中影像區域 D. 選項列 E. 工具箱 F. 工具選項列/相片櫃 G. 工作列 H. 面
板列

選單列 包含可供執行工作的選單。各選單依主題組織。例如，「增強」選單包含可將調整套用至影像的指令。
模式選取器 包含用於進入三種可用編輯模式的按鈕。也包含「開啟」(最近使用的檔案) 下拉式清單與「建
立」(相片專案) 下拉式清單。
工具箱 存放可供編輯影像的工具。
22

面板箱 依邏輯方式分組的功能、動作或控制項。
相片櫃/工具選項 在「相片櫃」(顯示及管理目前所用相片的縮圖) 與「工具選項」(顯示及設定目前所選工具的選
項) 之間切換
工作列 將最常使用的動作顯示為按鈕，以便快速輕鬆地進行存取。
回到頂端

使用內容選單
您可以在「相片編輯器」與「管理器」工作區中使用內容選單。快捷選單會顯示與使用中工具、選取範圍或面板
相關的指令。這些選單通常是存取主選單中指令的另一種方式。
1. 將指標放在影像或面板項目上。
註解： 並非所有面板都提供內容選單。
2. 按一下滑鼠右鍵並從選單中選擇指令。

回到頂端

使用鍵盤指令與輔助按鍵
您可以在「相片編輯器」與「管理器」工作區中使用鍵盤快速鍵。鍵盤指令可讓您快速執行指令，無需使用選
單；輔助按鍵可讓您更改工具的操作方式。可用時，鍵盤指令會顯示在選單中指令名稱的右側。

回到頂端

結束 Photoshop Elements
若要結束 Photoshop Elements，請關閉「相片編輯器」與管理器工作區；關閉其中一個工作區不會自動關閉另
一個工作區。
1. 從任何工作區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在 Windows 中，選擇「檔案 > 結束」。在 Mac 中，選擇「Photoshop Elements > 結
束 Photoshop Elements」。
按一下工作區右上角的「關閉」按鈕 (X)。
2. 關閉 Photoshop Elements 時，請選擇是否儲存任何開啟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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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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和箱櫃
關於面板
使用面板
專業模式中的面板
使用工作列
使用相片櫃

回到頂端

關於面板
面板適用於 Photoshop Elements 與 Elements Organizer；但是這些面板的行為在每個工作區中有些許不同。面
板可協助您管理、監視及修改影像。某些面板擁有可提供其他指令與選項的選單。您可以在「專業」模式下組織
基本與自訂工作區中的面板。您可以在「面板箱」中儲存面板以將面板保存在不妨礙工作的位置，但便於存取。

拖移面板。

面板選單

某些指令會同時顯示在面板選單與選單列中。其他指令為面板選單所專用。按一下面板選單可檢視每個面板中的
不同指令。

面板中的彈出式滑桿

有些面板與對話框包含使用彈出式滑桿的設定 (例如，「圖層」面板中的「不透明度」選項)。如果文字方塊旁邊
有三角形，您可以按一下這個三角形來啟動彈出式滑桿。將指標放在設定旁邊的三角形上，按住滑鼠按鈕，然後
將滑桿或角度半徑拖移至所需的數值。在滑桿方塊外按一下，或按 Enter 鍵以關閉滑桿方塊。若要取消更改，請
按下 Esc 鍵。
24

若要在彈出式滑桿方框開啟時，以 10% 的增量間隔增加或減少數值，請按住 Shift 鍵並按向上鍵或向下鍵。

輸入數值的不同方式
A. 角度圓盤 B. 按一下以開啟視窗 C. 文字方塊 D. 選單箭頭 E. 拖曳滑桿 F. 核取方塊 G. 熱鍵 H. 彈出式滑桿三
角形

回到頂端

使用面板
面板將特徵、資訊或功能包含在邏輯群組中，以便快速輕鬆存取。「面板箱」位於 Photoshop Elements 的右
側。根據您所在的模式或要處理的元素類型，顯示標籤與面板。「面板箱」會顯示：
快速模式：列出可套用至相片的快速模式效果
引導式模式：列出可套用至相片的所有引導式模式編輯
專業模式：列出所選面板的選項 (「圖層」、「效果」、「圖形」或「我的最愛」)

回到頂端

專業模式中的面板
在「專業」模式中，可使用兩種方式顯示面板 - 基本工作區與自訂工作區。

基本工作區 依預設，顯示的可用工作區為基本工作區。在此檢視畫面中，會將最常用面板的按鈕放在工作列
中。此工作區中的按鈕為「圖層」、「效果」、「圖形」與「我的最愛」。例如，按一下「圖層」按鈕會顯示所
有與圖層相關的選項。若要檢視其他所有可用標籤，或關閉開啟的標籤，請按一下「更多」。
自訂工作區 若要檢視「面板箱」中標籤版面中的面板，請按一下「更多」旁邊的箭頭，然後選取「自訂工作
區」。按一下「更多」，檢視所有可用標籤的清單，然後從彈出式清單中選取一個標籤。所選標籤會顯示出來。
您可以在自訂工作區中將常用面板保持開啟狀態。將面板歸組到一起，或將一個面板固定在另一個面板的底部。
您可以拖移標籤的標題列並將其放置在標籤版面中，或將標籤對話框拖放到標籤版面中。
註解： 如果您要將面板從「面板箱」移除並保持開啟狀態，請將其拖移出「面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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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箱

1. 若要顯示或隱藏面板箱，請選擇「視窗 > 面板箱」。
2. 在面板箱 (自訂工作區) 中，
若要從面板箱中移除面板，請將面板的標題列拖移出面板箱。
若要將面板增加至面板箱，請將面板的標題列拖移進面板箱。
若要在面板箱中重新排列面板，請將面板的標題列拖移至新位置。
若要在面板箱中展開或收合面板，請按兩下面板的名稱。
3. 若要在面板箱外部使用面板，請在「自訂工作區」檢視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若要開啟面板，請從「視窗」選單中選擇面板名稱，或按一下工作列中「更多」按鈕旁
邊的箭頭，然後選取面板。
若要關閉面板，請從「視窗」選單選擇面板名稱。或者按一下面板標題列中的「關閉」
按鈕 。
若要更改面板的大小，請拖移面板的任何一角。
若要歸組面板 (含多個標籤的一個面板)，請將面板拖移至目標面板的主體上。當指標位
於正確區域上準備進行歸組時，一條粗線會顯示在目標面板主體的周圍。如果您要將面
板移動至其他群組，請將面板的標籤拖移至該群組。若要從群組分離面板，請將面板的
標籤拖移至群組外部。
若要移除面板群組，請拖移標題列。
若要展開或收合面板或面板群組，請按兩下面板的標籤或標題列。
若要將面板固定在一起 (堆疊面板)，請將面板的標籤或標題列拖移至其他面板的底部。
當指標位於正確區域上方時，一組雙線會顯示在目標面板的底部。
若要將面板重設為其預設位置，請選擇「視窗 > 重設面板」。

回到頂端

使用工作列

工作列

26

在 Photoshop Elements 底部，工作列會顯示編輯及修改影像時，最常使面板與所執行操作的按鈕。您可以使用
「相片櫃」與「工具選項」按鈕切換顯示縮圖與工具選項。您可以使用工作列中的可用選項快速還原與重做操
作，或旋轉影像；或使用 Organizer 來啟動 Photoshop Elements Organizer。在「專業」模式中，按一下「更
多」按鈕旁邊的箭頭會看到用於切換「基本」與「自訂」工作區的選項。

回到頂端

使用相片櫃
位於 Photoshop Elements 視窗底部附近，工作列上方的相片櫃，會顯示已開啟的相片縮圖。相片櫃對於在工作
區中多張開啟的相片之間切換很有用。相片櫃的控制項可讓您開啟或關閉影像、隱藏影像、導覽於開啟的影像之
間、使特定影像成為最前端的影像、複製影像、旋轉影像或檢視檔案資訊。您可以輕鬆地將開啟的影像移至「快
速」模式中以供編輯。多重頁面專案使用在「建立」面板中開啟的「建立」標籤建立。

相片櫃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僅限 Windows) 若要開啟影像，請將檔案從電腦的任何位置 (包括相片瀏覽器) 或從連接
至電腦的任何儲存裝置中拖移至「相片櫃」中。
若要前移開啟的影像作為最前端影像，請按一下縮圖。
若要重新排列相片，請在「相片櫃」中拖移縮圖。此處順序不會影響相片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的順序。
若要關閉影像，請在「相片櫃」的縮圖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選擇「關閉」。
若要隱藏浮動視窗中的影像，請在縮圖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從內容選單中選擇「最小
化」。
註解： 若要在隱藏影像之後顯示影像，請在「相片櫃」中按兩下其縮圖，或者在縮圖上按
一下滑鼠右鍵，並從內容選單中選擇「復原」。
若要檢視相片的檔案資訊，請在縮圖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從內容選單中選擇「檔案資
訊」。
若要複製影像，請在縮圖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從內容選單中選擇「複製」，然後為檔
案命名。
若要旋轉影像，請在縮圖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從內容選單中選擇「向左旋轉 90 度」
或「向右旋轉 90 度」。
若要顯示檔案名稱，請在「相片櫃」中按一下滑鼠右鍵，並從內容選單中選擇「顯示檔
案名稱」。
若要手動顯示或隱藏箱櫃，請按一下「相片櫃」工作列圖示。
「相片櫃」的彈出式選單包含處理可在「相片櫃」中使用之影像的其他選項：
列印櫃檔案。開啟 Photoshop Elements「列印」對話框，其中包含用於列印「相片
櫃」中目前所選相片的選項。
將相片櫃另存為相簿。可讓您為包含「相片櫃」中影像的相簿命名並進行儲存。新
相簿在 Organizer 中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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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格線。在「相片櫃」中的影像周圍顯示格線。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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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關於工具箱
選取工具
設定編輯偏好設定
設定工具指標的外觀
藉由拖移來重新調整繪圖游標的大小或更改其硬度
設定工具選項

回到頁首

關於工具箱

您可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工具箱中的工具來選取、編輯與檢視影像；某些工具可讓您繪圖、繪製及輸入。工具箱顯示在「快速」與「專業」模式
的左側。
在「快速」與「專業」模式中，會對工具箱中的工具進行邏輯分組。例如，在「專業」檢視中，會將「移動」、「矩形選取畫面」、「套索」與「快
速選取」工具一起放在「選取」群組中。
選取工具箱中的工具來使用該工具。選取後，工具會在工具箱中標記。工具的選擇性設定顯示在「工具選項」列中，靠近 Photoshop Elements 視窗底
部。
備註：您無法取消選取工具 - 當您選取工具後，工具會保持已選取狀態，直到您選取其他工具為止。例如，如果您已選取「套索」工具，而您想要在
不選取任何項目的情況下按一下影像，請選取「手形」工具。

工具箱綜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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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頁首

選取工具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工具箱中的工具。如果有其他工具選項，其會顯示在「工具選項」列中。按一下想要選取的工具。
按工具的鍵盤快速鍵。工具提示中會顯示鍵盤快速鍵。例如，您可以按 B 鍵選取「筆刷」工具。

回到頁首

設定編輯偏好設定
1. 在 Windows 中，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一般」。在 Mac 中，選擇「Photoshop Elements > 偏好設定 > 一般」。
2. 設定以下一或多個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選取「顯示工具提示」以顯示或隱藏工具提示。
選取「使用 Shift 鍵切換工具」，按住 Shift 鍵來循環切換於一組隱藏工具之間。當取消選取此選項後，您可以按下快速鍵 (無
需按住 Shift 鍵) 來循環切換於一組工具選項之間。例如，重複按鍵盤上的 B 鍵，可在所有「筆刷」工具選項 (「筆刷」、
「印象派筆刷」與「顏色取代」工具) 之間循環切換。

回到頁首

設定工具指標的外觀
1. 在 Windows 中，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顯示及游標」。在 Mac 中，選擇「Photoshop Elements > 偏好設定 > 顯示及游
標」。
2. 選取「繪圖游標」的設定：
標準 將指標顯示成工具圖示。
精確 將指標顯示為十字游標。
正常筆尖 以您為筆刷指定之大小的 50% 將指標顯示為圓形。
全尺寸筆尖 以您為筆刷指定之完整大小將指標顯示為圓形。
在筆尖顯示十字游標 當您選擇「正常筆尖」或「完整大小筆尖」時，顯示圓形中的十字游標。
3. 選取「其他游標」的設定：
標準 將指標顯示成工具圖示。
精確 將指標顯示為十字游標。

回到頁首

藉由拖移來重新調整繪圖游標的大小或更改其硬度
您只要在影像中拖移，即可重新調整繪圖游標的大小或更改繪圖游標的硬度。當您拖移時，可預視繪圖工具的大小與硬度。
若要重新調整游標的大小，請按住 Alt 鍵並按一下滑鼠右鍵 (僅限 Windows)，然後向左或向右拖移。
若要更改游標的硬度，請按住 Alt 鍵並按一下滑鼠右鍵 (僅限 Windows)，然後向上或向下拖移。

回到頁首

設定工具選項
「工具選項」列顯示在 Photoshop Elements 視窗底部工作列的上方。當您選取不同工具時，「工具選項」列會顯示不同選項。

A. 工具圖示B. 工具選項列中的使用中工具C. 隱藏工具D. 工具選項
1. 選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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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工具選項」列中查詢可用的選項。如需有關特定工具設定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在「Photoshop Elements 說明」中搜尋該工
具的名稱。
備註： 若要將工具或所有工具恢復為其預設設定，請按一下工具圖示，從「工具選項」列中選取彈出式選單，然後選擇「重設工
具」或「重設全部工具」。
3. 若要關閉「工具選項」列，請按一下工作列中的「工具選項」。若要重新開啟「工具選項」列，請按一下工作列中的「工具選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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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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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標、格線與參考線
關於尺標、格線與參考線
更改尺標的零原點與設定
更改參考線及格線設定

回到頁首

關於尺標、格線與參考線

在「專業」模式中，尺標、格線與參考線可協助您跨影像的寬度或長度精確定位項目 (例如選取範圍、圖層與形狀)。在「快速」模式中，只有格線可
以使用。
在顯示尺標時，尺標會出現在作用中視窗的頂端和左側，當您移動指標時，尺標上的標記會顯示指標的位置。更改尺標的原點 (「0, 0」座標，也就是
尺標頂端和左側的相交處)，可以讓您從影像的特定點開始度量。尺標原點也決定了格線的原點位置。
使用「檢視」選單可顯示或隱藏尺標 (僅限「專業」模式)、格線或參考線。「檢視」選單也可協助您啟動或關閉將項目靠齊格線或參考線的功能。

回到頁首

更改尺標的零原點與設定
在「專業」模式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更改尺標的零原點，請將指標放在視窗左上角尺標的相交處，然後以對角線往下拖移到影像上。這時會顯示出一組十字游標，
標記尺標上的新原點。新的零原點將在您放開滑鼠按鈕的位置設定完成。
備註： 若要將尺標原點重設為預設值，請按兩下尺標的左上角。

拖移以建立新尺標原點。
若要更改尺標的設定，請按兩下尺標，或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單位和尺標」。在「尺標」中，選擇度量的單位。按一下「確
定」。
備註： 更改「資訊」面板中的單位，尺標的單位也會自動更改。

回到頁首

更改參考線及格線設定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參考線與格線」。
2. 在「參考線」或「格線」區域下：
選擇預設顏色，或按一下色票來選擇自訂顏色。
為格線選擇線條樣式。為實線選擇「直線」，或為虛線選擇「虛線」或「點」。
3. 針對「格線間距」，輸入數值，然後選擇度量單位來定義主要格線的間距。
4. 針對「次區域」，輸入數值以定義次要格線頻率，然後按一下「確定」。
更多說明主題
更改畫布大小
更改列印尺寸與解析度而不重新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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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重做與取消動作
還原、重做或取消動作
在編輯時使用步驟記錄面板
清除剪貼簿與步驟記錄面板使用的記憶體

回到頂端

還原、重做或取消動作
Elements Organizer 與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許多操作都可以還原或重做。例如，您可以將影像的全部或部
分復原為其上一次儲存的版本。若可用的記憶體量較少則會限制您使用這些選項的能力。
1. 若要還原或重做操作，請選擇「編輯 > 還原」或選擇「編輯 > 重做」。
2. 若要取消操作，請按住 Esc 鍵，直到進行中的操作停止為止。

回到頂端

在編輯時使用步驟記錄面板
「步驟記錄」面板 (F10 或「視窗 > 步驟記錄」) 可讓您跳至於目前工作階段期間建立之影像的任何最近使用狀
態。每次在影像的像素上套用更改時，影像的新狀態就會增加到「步驟記錄」面板中。
例如，如果選取、繪畫並旋轉部分影像，這些狀態都會個別列在面板中。然後您可以選取任何一種狀態，影像便
會回復至第一次套用更改時的外觀，您就可以從這個狀態繼續工作。
例如縮放顯示與捲動等動作，並不會影響影像中的像素，也不會顯示在「步驟記錄」面板中。程式範圍內的更改
(例如面板、色彩設定與偏好設定的更改) 也不會顯示在該面板中。

A. 原稿狀態 B. 狀態 C. 已選取狀態

當使用「步驟記錄」面板時，請注意以下指南：

依照預設，「步驟記錄」面板會列出之前的 50 個狀態。為了釋放出更多記憶體供
Photoshop Elements 使用，系統會自動刪除較早的狀態。您可以在應用程式設定 (「偏好
設定 > 效能 > 步驟記錄狀態」) 中設定狀態數。狀態的數目上限為 1000。
相片的原始狀態永遠會顯示在「步驟記錄」面板的頂端。您可以永遠按一下此頂端狀態，使
影像回復為其原始狀態。按一下原始狀態也可方便比較編輯之前與編輯之後的版本。
文件一旦關閉又重新開啟後，上次工作階段的所有狀態就會從面板中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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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會增加至清單的底部。也就是說，最舊的狀態會顯示在清單的頂端，最近的狀態顯示在
底端。
每個狀態都會一併列出用來更改影像的工具名稱或指令。
選取狀態會使後續狀態 (在所選步驟之後執行的步驟) 變暗。這樣您就能清楚地看到，如果繼
續從選取的狀態中工作，會放棄哪些更改。
選取狀態後如果更改影像，會將這個狀態之後的所有狀態消除掉。同樣的，刪除狀態會刪除
該狀態和該狀態之後的所有狀態 (編輯)。

回復至影像的上一個狀態
在「快速」與「專業」模式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按一下「步驟記錄」面板中狀態的名稱。
按一下工作列中的「還原」或「重做」按鈕。
從「步驟記錄」面板選單或「編輯」選單中選擇「還原」或「重做」。
若要設定「向前」與「退後」的鍵盤指令，請在 Windows 中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一般」(在 Mac 中為
「Photoshop Elements > 偏好設定 > 一般」)，然後從「退後」/「向前」選單中進行選擇。

從還原步驟記錄面板中刪除一或多個狀態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刪除狀態，請按一下狀態名稱，然後從「步驟記錄」面板選單中選擇「刪除」。您所選
狀態之後的狀態也會遭到刪除。
在不更改影像的情況下，若要從「步驟記錄」面板中刪除狀態清單，請從面板選單中選擇
「清除步驟記錄」或選擇「編輯 > 清除 > 清除步驟記錄」。清除功能對於釋放記憶體很有
幫助，特別是當您收到 Photoshop Elements 的記憶體偏低的警告時。
備住：清除「步驟記錄」面板這項動作無法還原。

回到頂端

清除剪貼簿與步驟記錄面板使用的記憶體
您可以刪除複製到剪貼簿的項目或「還原步驟記錄」面板中的狀態來釋放記憶體。
在「專業」模式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清除剪貼簿使用的記憶體，請選擇「編輯 > 清除 > 剪貼簿內容」。
若要清除「還原步驟記錄」面板使用的記憶體，請選擇「編輯 > 清除 > 清除步驟記錄」，
或者從「步驟記錄」面板彈出式選單中選擇「清除步驟記錄」。
若要同時清除在剪貼簿與「步驟記錄」面板中使用的記憶體，請選擇「編輯 > 清除 > 全
部」。
備註：清除「步驟記錄」面板或剪貼簿這項動作無法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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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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存磁碟、增效模組，以及應用程式更新
關於暫存磁碟
更改暫存磁碟
關於增效模組
安裝增效模組
選取其他增效模組檔案夾
僅載入預設增效模組
應用程式更新

回到頂端

關於暫存磁碟
當您的系統沒有可執行操作的足夠 RAM 時，Photoshop Elements 會使用暫存磁碟。暫存磁碟是含可用記憶體
的任何磁碟機或磁碟機分割。依預設，Photoshop Elements 會使用安裝作業系統的硬碟做為其主要的暫存磁
碟。
您可以更改主要暫存磁碟，或指定其他暫存磁碟。當主要磁碟已滿時，會使用其他暫存磁碟。將您速度最快的硬
碟設定為主要暫存磁碟。確保磁碟有足夠且已經重組過的空間可以使用。
為了實現最佳效能，請在指定暫存磁碟時使用以下指南：

請勿將暫存磁碟建立在與 Photoshop Elements 相同的實體磁碟機或您正在編輯的任何大型
檔案上。
請勿將暫存磁碟建立在與用於作業系統虛擬記憶體的實體磁碟機相同的磁碟機上。
在本機磁碟機上，而不是網路位置上建立暫存磁碟。
在傳統 (非卸除式) 媒體上建立暫存磁碟。
RAID 磁碟/磁碟陣列很適合用來當做專用的暫存磁碟區。
定期地重組做為暫存磁碟的磁碟機。或者，最好使用空白磁碟機或含大量未使用空間的磁碟
機來避免碎片問題。

回到頂端

更改暫存磁碟
Photoshop Elements 需要連續的硬碟空間以建立暫存磁碟。經常重組硬碟可確保有連續空間可用，尤其是包含
暫存磁碟的磁碟。Adobe 建議您使用磁碟工具公用程式 (例如 Windows Disk Defragmenter) 來定期重組您的硬
碟。如需有關磁碟重組公用程式的資訊，請參閱 Windows 文件。
1. 在 Windows 中，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效能」。在 Mac 中，選擇「Photoshop
Elements > 偏好設定 > 效能」。
2. 從「暫存磁碟」清單中選取想要的磁碟 (您可以指定最多四個暫存磁碟)。
3. 選取暫存磁碟並使用「暫存磁碟」清單旁邊的方向鍵，來重新排列將使用暫存磁碟的順序。
4. 按一下「確定」並重新啟動 Photoshop Elements，以讓更改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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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關於增效模組
Adobe Systems 與其他軟體研發人員建立增效模組來將功能增加至 Photoshop Elements。會有一些匯入、匯出
與特殊效果增效模組隨附於您的程式；這些增效模組位於 Photoshop Elements 的增效模組與選用的增效模組檔
案夾下。
安裝之後，增效模組會顯示為：
增加至「匯入」或「匯出」選單的選項
增加至「濾鏡」選單的濾鏡，或
「開啟」與「另存新檔」對話框中的檔案格式。
如果您安裝了大量增效模組，Photoshop Elements 可能無法在其適當的選單中將之全部列出。在這種情況下，
新安裝的增效模組就會出現在「濾鏡 > 其他次選單」中。若要避免載入增效模組或增效模組的檔案夾，請在增效
模組的名稱、檔案夾或目錄開頭增加波浪符號字元 (~)。開始時，程式會忽略以波浪符號字元標記的檔案。若要
檢視有關已安裝增效模組的資訊，請選擇「說明 > 關於增效模組」，然後從次選單中選取增效模組。
註解： 若要使用選用的增效模組，請將增效模組從選用的增效模組檔案夾拷貝到增效模組檔案夾中的相關次檔
案夾。然後，安裝增效模組，並重新啟動 Photoshop Elements。

您可以選取額外的增效模組檔案夾，以載入與其他應用程式一起儲存的相容增效模組。您也可以針對儲存在系統
上其他檔案夾中的增效模組建立快速鍵。然後再將快速鍵或別名增加至增效模組檔案夾中，就可以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使用該增效模組。

回到頂端

安裝增效模組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使用增效模組安裝程式 (如果已提供)。
依照隨附於增效模組的安裝指示操作。
確定已解壓縮增效模組檔案，然後將其拷貝到 Photoshop Elements 檔案夾中的適當增
效模組檔案夾中。

回到頂端

選取其他增效模組檔案夾
您可以選取額外的增效模組檔案夾，以載入與其他應用程式一起儲存的相容增效模組；
1. 在 Windows 中，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增效模組」。在 Mac 中，選擇「Photoshop
Elements > 偏好設定 > 增效模組」。
2. 在「偏好設定」對話框中，選取「額外的增效模組檔案夾」，然後從清單中選取檔案夾，並
按一下「選擇」。
3. 若要顯示檔案夾的內容，請按兩下目錄。檔案夾的路徑會顯示在「偏好設定」視窗中。
註解： 請勿選取 Photoshop Elements 的增效模組檔案夾內的位置。
4. 重新啟動 Photoshop Elements 來載入增效模組。

回到頂端

僅載入預設增效模組
當 Photoshop Elements 啟動時，會載入預先安裝、協力廠商或位於其他增效模組檔案夾中的所有增效模組。若
要僅載入 Photoshop Elements 隨附之預先安裝的增效模組，請在啟動軟體時按住 Shift 鍵。接受詢問時，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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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要求確認對話框上的「是」，略過載入選擇性與協力廠商增效模組。

回到頂端

應用程式更新

「偏好設定」對話框中的應用程式更新選項

您可以決定何時安裝應用程式更新。在 Photoshop Elements 13、Premiere Elements 13 及 Elements
Organizer 中，您可以設定當 Adobe 提供應用程式更新時要執行的操作。
若要存取更新對話框，請按下 Ctrl/Cmd + K 開啟「偏好設定」對話框，瀏覽到「應程式更新」標籤，然後選
擇：
自動下載並安裝更新：在您下次重新啟動應用程式時，下載並安裝可用更新。
有可用更新時通知我：有可用更新時，在應用程式中通知使用者。您可以選擇延後更新，或
使用通知啟動更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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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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的快速模式
效果
紋理
邊框
套用效果、紋理或邊框

「快速」模式會將基本的相片修正工具放在同一個地方，以便快速修正曝光度、顏色、銳利度和影像的其他層
面。Photoshop Elements 12 除了可校正相片，還可以讓相片搖身一變成為專業的藝術品。「效果」、「紋理」
和「邊框」這 3 個新面板現已提供使用。

這些面板位於「調整」面板旁邊。每個面板都有 10 個縮圖。每個縮圖都是即時預視。按一下縮圖可套用效果、
紋理或邊框至影像。將滑鼠游標移至縮圖上，即會顯示這些效果、紋理和邊框的名稱。

回到頂端

效果

十一個可用效果，且每個都有五種變化。套用效果即可讓相片煥然一新。可用效果的可按式縮圖屬於即時預視，
在套用前即可瞭解效果在影像呈現的結果。效果的內容五花八門，從黑白效果、古老的外觀到正片負沖預設集都
有。
效果會以含圖層遮色片的新圖層套用。您可以在「專業」模式編輯圖層遮色片，移除/減少特定區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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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清單提供可用效果的簡短說明：

自動智慧型風格 分析可用的影像，並根據影像內容提供套用不同效果的選項。可用的變化：
自動1
自動2
自動3
自動4
自動5

色調 為影像加上色調 (例如金色、深褐色、綠色)。可用的變化：
銅色
金色
深褐色
綠色
藍色

四季 在影像上套用季節效果。可用的變化：
春天
夏天
秋天
冬天
下雪

鉛筆素描 套用使影像看起來像是鉛筆素描的效果。可用的變化：
柔化線條
鉛筆素描
炭筆
點畫
彩色鉛筆

玩具相機 套用使影像看起來有如是由玩具相機所拍攝的效果。可用的變化：
玩具相機
Lomo 藍色
Lomo 對比
Lomo 綠色
Holga

黑白 在影像上套用黑白效果。可用的變化：
簡單黑白
銀色
舊學派
白金
亮黑

版畫 在影像上套用版畫效果。可用的變化：
深褐色
黑色
銅色
藍色
40

綠色

正片負沖 套用使攝影底片像是在化學溶液 (預期用於不同類型底片) 中處理的效果。可用的變化：
深藍色
橘色水紋
藍色水紋
綠色水紋
紫色水紋

分割色調 套用以一種顏色著染黑白影像之亮部並以另一種顏色著染暗部的效果。可用的變化：
分割色調
藍色調
紅色調
綠色調
灰色調

懷舊 在影像上套用懷舊效果。可用的變化：
懷舊漏光
褪色懷舊
懷舊色彩
深褐色光暈
濃重懷舊

漏光 套用光已經漏入相機的不透光室而對於圖片負像產生影響的效果。可用的變化：
擴散色彩
燒焦邊緣
柔化漏光
白色漏光
黃色條紋

回到頂端

紋理

使用「紋理」面板，共有 10 種可以套用至相片的紋理供您選擇。紋理模擬各種可以用來列印相片的表面或背
景。例如，老舊畫布風格、龜裂的繪圖紋理、粗藍色網格、鉻黃風格。
紋理會以含圖層遮色片的新圖層套用。您可以在「專業」模式編輯圖層遮色片，移除/減少特定區域 (臉部/皮
膚) 的紋理。

回到頂端

邊框

使用「邊框」面板，共有 10 種可以套用至相片的邊框供您選擇。邊框會自動調整至最適大小。您也可以移動或
變形影像和邊框。使用移動工具，按兩下邊框即可完成此動作。您可以修改「色彩填色」圖層，在「專業」模式
將背景顏色從白色更改為任何其他選擇

回到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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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效果、紋理或邊框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Editor 中開啟相片，然後切換為「快速」模式。
2. 除了「調整」面板，還有「效果」、「紋理」和「邊框」這 3 個面板可以使用。按一下任
何面板的圖示。
3. 「面板」列會顯示開啟影像的即時預視縮圖。按一下縮圖以套用「效果」、「紋理」或「邊
框」。
4. (選擇性) 切換至「專業」模式，然後修改您在影像中使用的效果、紋理或邊框。「快速」模
式中套用的修改可在獨立圖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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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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影像
在專業模式或快速模式下檢視影像
放大或縮小顯示
以 100% 的比例顯示影像
使影像符合螢幕大小
在縮放顯示的同時重新調整視窗大小
使用「導覽器」面板
開啟相同影像的多個視窗
檢視及排列多個視窗
關閉視窗

回到頁首

在專業模式或快速模式下檢視影像
「手形」工具、「縮放顯示」工具、「縮放顯示」指令以及「導覽器」面板可讓您以不同的顯示比例來檢視影像的不同區域。
您可以使用各種方法放大或縮小檢視。視窗的標題列會顯示縮放顯示百分比 (除非視窗太小，無法顯示)。
如果您想檢視影像的其他區域，請使用視窗捲軸或選取「手形」工具並拖移以平移影像。您也可以使用「導覽器」面板。
若要在選取了其他工具時使用「手形」工具，請在影像中拖移時按住空白鍵。

拖移「手形」工具以檢視影像的其他區域。

回到頁首

放大或縮小顯示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從工具列選取「縮放顯示」工具，然後按一下「工具選項」列中的「放大顯示」或「縮小顯示」按鈕。按一下您要放大的區域。每
按一下都會將影像放大或縮小至下一個預設百分比，並以您按一下的位置為中心顯示影像。當影像達到 3200% 的最高放大層級時
或 1 像素的最低縮小層級時，放大鏡內會變成空白。
備註： 您可以在要放大的影像部分拖移「縮放顯示」工具。請確定在「工具選項」列中選取了「放大顯示」按鈕。若要沿著影像
來移動縮放顯示的選取畫面，請先拖移選取畫面，然後按住空白鍵，同時將選取畫面拖移至新位置。
拖移「工具選項」列中的「縮放顯示」滑桿。
選擇「檢視 > 放大顯示」或「檢視 > 縮小顯示」。
在「工具選項」列的「縮放顯示」文字方框中輸入所要的顯示比例。
使用「縮放顯示」工具時，按住 Alt 鍵可在放大顯示與縮小顯示之間切換。

回到頁首

以 100% 的比例顯示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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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在工具箱中按兩下「縮放顯示」工具。
選取「手形」工具或「縮放顯示」工具，並在「工具選項」列中按一下「1:1」按鈕。
選擇「檢視 > 實際像素」，或在影像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選擇「實際像素」。
在狀態列中輸入 100% 並按下 Enter 鍵。

回到頁首

使影像符合螢幕大小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在工具箱中按兩下「手形」工具。
選取「縮放顯示」工具或「手形」工具，然後按一下「工具選項」列中的「顯示全頁」按鈕。或者，在影像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選
擇「顯示全頁」。
選擇「檢視 > 顯示全頁」。
這些選項可以調整縮放顯示層級和視窗大小，以符合可用的螢幕空間。

回到頁首

在縮放顯示的同時重新調整視窗大小

使用「縮放顯示」工具時，在「工具選項」列中選取「重新調整視窗大小至最適大小」。在放大或縮小影像的檢視時，視窗會隨著更改大小。
如果取消選取「重新調整視窗大小至最適大小」，則不論影像的顯示比例為何，視窗都會維持固定的大小。這個選項在您使用較小的螢幕，或是使用
並排顯示的影像時很有用。

回到頁首

使用「導覽器」面板

「導覽器」面板可讓您調整影像的顯示比例以及檢視的區域。在文字方框中輸入值、按一下「縮小顯示」或「放大顯示」按鈕，或拖移縮放滑桿可更
改顯示比例。在影像縮圖中拖移檢視方框可移動影像的檢視。檢視方框代表影像視窗的邊界。您也可以按一下影像的縮圖來指定檢視區域。
備註： 若要更改檢視方框的顏色，請從「導覽器」面板選單中選擇「面板選項」。從「顏色」選單中選擇顏色或按一下色票來開啟「揀色器」並選取
自訂顏色。按一下「確定」。
回到頁首

開啟相同影像的多個視窗

在「專業」模式中，您可以開啟多個視窗來顯示同一檔案的不同檢視畫面。開啟視窗的清單會出現在「視窗」選單中，且每個開啟影像的縮圖都會出
現在相片櫃中。可用的記憶體會限制每個影像所能開啟的視窗數。
選擇「檢視 > 新增 [影像檔案名稱] 的視窗」。根據第一個視窗的位置而定，您可能必須移動第二個視窗，才能同時檢視兩個視窗。
處理縮放顯示影像時，您可以使用「新增視窗」指令，在單獨視窗中查看 100% 大小之影像的外觀。
回到頁首

檢視及排列多個視窗
在「專業」模式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以堆疊且從螢幕左上方到右下方重疊的方式顯示視窗，請選擇「視窗 > 影像 > 重疊顯示」。
若要以邊對邊的方式顯示視窗，請選擇「視窗 > 影像 > 並排顯示」。當您關閉影像時，開啟的視窗會重新調整大小，以填滿可用
的空間。
若要以與使用中影像相同的顯示比例檢視所有開啟的影像，請選擇「視窗 > 影像 > 符合縮放顯示」。
若要檢視所有開啟相片的相同部位 (左上角、中央、右下角等)，請選擇「視窗 > 影像 > 符合位置」。所有視窗中的檢視都會調移
以符合使用中 (最前端) 的影像。縮放顯示等級不會更改。
如需有關排列影像的更多選項，請在「工作列」中按一下「版面」，然後從彈出式選單中選擇新版面。
備註： 只有在偏好設定中選取「允許在專業模式下浮動文件」時才能啟動「視窗 > 影像」選項。

回到頁首

關閉視窗
在「專業」模式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擇「檔案 > 關閉」以關閉使用中視窗。
按一下使用中視窗標題列上的「關閉」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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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片櫃」中的縮圖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選擇「關閉」。
選擇「檔案 > 全部關閉」以關閉所有開啟的視窗。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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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Windows 7 功能
Photoshop Elements 支援下列 Windows 7 功能：
即時工作列 顯示所有正在執行以及已釘選之應用程式的圖示。所有正在執行之應用程式的圖示會以邊框標記。指向一個圖示可檢視開啟之檔案與應用
程式的影像。若要使用應用程式，請指向其圖示、在影像上移動以進行全螢幕預視，並按一下全螢幕影像。
Aero Peek 使所有視窗變透明，讓您可以檢視桌面。若要檢視隱藏的視窗，請指向視窗的工作列圖示。
Aero Shake 可讓您隱藏其他所有視窗，以聚焦於某個視窗。若要在某個應用程式中工作，請按一下該應用程式的窗格，然後搖晃滑鼠。如此可隱藏
除所選視窗以外的其他全部視窗。若要顯示隱藏的視窗，請再次搖晃滑鼠。
Aero Snap 可讓您快速重新調整視窗大小及組織視窗。若要重新調整視窗大小，請將視窗拖移至顯示器的一側，然後垂直或水平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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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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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集與程式庫
關於預設集
使用預設集工具選項
更改彈出式面板選單中的項目顯示
使用「預設集管理員」
重新命名預設集

回到頁首

關於預設集

在專業模式下，彈出式面板會顯示在「工具選項」列中，可讓您存取筆刷、色票、漸層、圖樣、圖層樣式與自訂形狀的預先定義程式庫。每個程式庫
中的項目都稱為預設集。關閉後，彈出式面板會顯示目前所選預設集的縮圖影像。
您可以更改彈出式面板的顯示方式，依名稱或縮圖圖示的方式檢視預設集，或同時檢視預設集的名稱和圖示。
您可以使用預設集管理員來載入不同的預設集程式庫。預設集儲存在獨立的程式庫檔案中，您可在 Photoshop Elements 應用程式檔案夾的「預設集」
檔案夾中找到這些檔案。

回到頁首

使用預設集工具選項
1. 選取使用的工具。
2. 在「工具選項」列中開啟彈出式面板。(只有某些工具擁有彈出式面板。)
3.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檢視及選取目前載入的預設程式庫，請按一下面板選單圖示。
若要選取預設集，請按一下程式庫中的項目。
若要儲存筆刷，請開啟彈出式面板選單，選擇「儲存筆刷」指令，然後在提供的對話框中輸入名稱並按一下「確定」。
若要儲存漸層或圖樣，請開啟面板選單，選擇「新增漸層」或「新增圖樣」指令，然後在提供的對話框中輸入名稱並按一下
「確定」。
若要在面板中重新命名筆刷、漸層或圖樣，請開啟彈出式面板選單，選擇「重新命名」指令，然後輸入新名稱並按一下「確
定」。
若要從面板中刪除筆刷、漸層或圖樣，請選取項目，然後開啟彈出式面板選單並選擇「刪除」指令。您也可以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並按一下筆刷或漸層。
若要儲存筆刷、漸層或圖樣的程式庫，請開啟彈出式面板選單。從選單中選擇「儲存筆刷」、「儲存漸層」或「儲存圖樣」指
令，然後輸入程式庫檔案的名稱，最後按一下「儲存」。
若要載入筆刷、漸層或圖樣的程式庫，請開啟彈出式面板選單，然後選擇「載入」指令，最後選取您要增加的程式庫檔案並按
一下「載入」。
備註： 使用「載入」指令可將筆刷庫增加至您可以使用的筆刷。如果您選擇預設筆刷庫，預設筆刷庫會取代您目前的一組筆
刷。
若要將程式庫中的資產增加到現有程式庫，請按一下「加入」。選取要增加的程式庫檔案，然後按一下「加入」。
若要在面板中取代目前的一組漸層，請開啟彈出式面板選單，然後從選單底部選擇程式庫檔案，最後按一下「確定」。您也可
以選擇「取代」指令，然後瀏覽以選取程式庫檔案，最後按一下「載入」。
若要在面板中取代目前的一組筆刷或圖樣，請從「筆刷」選單中選擇筆刷庫。
備註： 若要取代目前的一組筆刷、漸層或圖樣，您也可以從彈出式面板選單中選擇「預設集管理員」，然後使用預設集管理
員來載入筆刷、漸層或圖樣的各種程式庫。
若要載入預設的一組筆刷、漸層或圖樣，請開啟彈出式面板選單並選擇「重設」指令。

回到頁首

更改彈出式面板選單中的項目顯示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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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更改某個面板的顯示，請按一下彈出式面板右上角的選單圖示來開啟彈出式面板選單。
若要更改所有面板的顯示，請選擇「編輯 > 預設集管理員」來開啟預設集管理員，然後按一下「更多」按鈕。
2. 選取檢視選項：
僅文字 顯示每個項目的名稱。
小型縮圖或大型縮圖 顯示每個項目的縮圖。
小型清單或大型清單 顯示每個項目的名稱和縮圖。
筆觸縮圖 顯示樣本筆觸與筆刷縮圖。(只有筆刷可以使用這個選項。)
備註： 並非以上所有選項都適用於所有彈出式面板。

回到頁首

使用「預設集管理員」

在專業模式下，預設集管理員 (「編輯 > 預設集管理員」) 可讓您管理包括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預設筆刷、色票、漸層、樣式、效果與圖樣的
程式庫。例如，您可以建立一組慣用筆刷，或者您可以復原預設的預設集。
每種類型的程式庫都是含有自己的副檔名與預設檔案夾的檔案。預設集檔案安裝在電腦中 Photoshop Elements 程式檔案夾的「預設集」檔案夾內。
備註： 您可以選取預設集並按一下「刪除」來在預設集管理員中刪除預設集。您隨時都可以使用「重設」指令復原程式庫中的預設項目。

在預設集管理員中將預設集拖移至新位置

載入程式庫
1. 在預設集管理員中，從「預設集類型」選單中選擇「筆刷」、「色票」、「漸層」、「樣式」、「圖樣」或「效果」。
2.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增加」，然後從清單中選取程式庫，最後按一下「載入」。如果您要載入位於其他檔案夾中的程式庫，請導覽至該檔
案夾，然後選取程式庫。依照預設，預設集檔案安裝在電腦中 Photoshop Elements 程式檔案夾的「預設集」檔案夾內。
按一下「更多」按鈕，然後從選單底部選擇程式庫。
3. 當您完成後，按一下「完成」按鈕。

復原預設程式庫或取代目前顯示的程式庫
在預設集管理員中，按一下「更多」按鈕並從選單中選擇指令：
重設 復原該類型的預設程式庫。

儲存程式庫的子集
1. 在預設集管理員中，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來選取多個連續的預設集，或按住 Ctrl 鍵 (在 Mac OS 中為按住 Command 鍵) 並按一
下來選取多個非連續的預設集。只有選取的預設集會儲存在新程式庫中。
2. 按一下「儲存組合」，然後輸入程式庫的名稱。如果您要在預設以外的檔案夾中儲存程式庫，請先導覽至新檔案夾再進行儲存。

回到頁首

重新命名預設集
1. 在預設集管理員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取清單中的預設集，然後按一下「重新命名」。
按兩下清單中的預設集。
2. 輸入預設集的新名稱。如果您選取了多個預設集，請在看到提示時輸入多個名稱。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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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點觸控支援
如果電腦的硬體與作業系統支援觸控功能，您可以捲動、旋轉及放大顯示影像。全部三種模式都支援多點觸控：「快速」、「引導式」與「專業」。
輕觸
可水平或垂直捲動影像。用一根手指點選螢幕 (若為 Mac，則用兩根手指點選軌跡板)，然後上下左右移動手指。
扭轉
可將影像順時針或逆時針旋轉 90 度。若要旋轉影像，請點選影像 (若為 Mac，請點選軌跡板) 上的兩個點，並像扭轉真實相片一樣扭轉影像。以相反
方向移動兩根手指或以一根手指為軸心移動另一根手指。
內縮或外擴
可放大顯示或縮小顯示影像。若要縮小顯示，請將兩根手指放在影像上 (若為 Mac，請放在軌跡板上)，然後夾捏。同樣地，若要放大顯示，請夾捏然
後分開兩根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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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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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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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檔案
回到頂端

使用 WIA 讀入數位相機的影像 (僅適用於 Windows)
某些數位相機使用 Windows Image Acquisition (WIA) 支援來讀入影像。當您使用 WIA 時，Photoshop
Elements 會使用 Windows 及數位相機或掃描器軟體，直接將影像匯入 Photoshop Elements。
1. 選擇「檔案 > 匯入 > WIA 支援」。
2. 在電腦上選擇儲存影像檔案的目的地。
3. 請確認已選取「在 Photoshop 中開啟取得的影像」。若要匯入大量的影像，或是要稍後再
編輯影像，請取消選取此選項。
4. 若要將匯入的影像直接存入以目前日期命名的檔案夾中，請選取「使用今天日期建立唯一的
次檔案夾」。
5. 按一下「開始」。
6. 選取要從中匯入影像的數位相機。
註解： 如果相機的名稱沒有出現在次選單中，請確認軟體和驅動程式已經正確安裝，而且
相機已經連接妥當。
7. 選擇要匯入的影像：
按一下縮圖清單中的影像，便能匯入影像。
按住 Shift 鍵並在數個影像上按一下，便能同時將這些影像匯入。
按一下「全部選取」，便能匯入所有可用的影像。
8. 按一下「取得圖片」以匯入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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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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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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檔案
建立新的空白檔案
開啟檔案
開啟 PDF 檔案
將 PDF 檔案置於新圖層
處理多個檔案
關閉檔案

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的「編輯」工作區可為您提供處理檔案的選擇。您可以為依類型、檔案大小與解析度
開啟、儲存及匯出檔案設定選項，也可以處理及儲存 Camera Raw 檔案。這些工具可讓您在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中輕鬆組合不同類型的檔案並予以最佳化。
在「編輯」工作區中，您可以建立空白檔案、開啟最近使用的檔案、指定要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的檔
案類型等。
在「編輯」工作區中工作的另一個選項是使用「引導式編輯」功能。「引導式編輯」可在您不確定工作流程或如
何完成工作時為您提供協助。這些功能可讓使用者以幾個簡單的步驟完成複雜的編輯工作流程。

回到頂端

建立新的空白檔案
您可能想要建立網頁圖形、橫幅或公司標誌與信紙信頭，此時您需要先新增空白檔案。
1. 選擇「檔案 > 新增 > 空白檔案」。
2. 輸入新影像的選項，再按一下「確定」。

名稱 為新影像檔案命名。
預設集 提供用於設定您要列印或在螢幕上檢視之影像的寬度、高度與解析度的選項。選取
「剪貼簿」可使用您拷貝到剪貼簿之資料的大小與解析度。您也可以從「預設集」選單底部
選擇任何開啟影像的名稱，來使用該影像的大小與解析度作為新影像的基礎。
大小 從清單選擇目前選取預設集可用的標準尺寸。
寬度、高度與解析度 可以個別設定這些選項。除非您已將資料拷貝到剪貼簿，否則預設值
會以最後建立的影像為準。
色彩模式 將影像設定為 RGB 顏色、灰階或點陣圖 (1 位元模式)。
背景內容 設定影像背景圖層的顏色。「白色」為預設。選取「背景顏色」可使用目前背景
顏色 (顯示在工具箱中)。選取「透明」可使預設圖層變為透明，沒有顏色值 - 新影像將會有
一個「圖層 1」，而不是背景圖層。
您也可以在影像的背景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來選擇背景顏色 (灰色、黑色或自訂顏色)。

回到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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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檔案
您可利用各種檔案格式來開啟及匯入影像。可用格式會出現在「開啟」對話框、「開啟為」對話框以及「匯入」
次選單中。
若要從 Elements Organizer 開啟檔案，請選取檔案，按一下工作列中的「編輯器」。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擇「檔案 > 開啟」。尋找並選取您要開啟的檔案。如果檔案沒有出現，請從「檔案類
型」選單中選擇「全部格式」。按一下「開啟」。
按一下「開啟」下拉式清單 (在工具箱上方)。「開啟」下拉式清單是最近開啟過的檔案
清單。
從電腦或儲存裝置的檔案夾中拖移影像，並放置到「編輯器」中。
2. 在出現的對話框中，設定格式特定選項，並繼續開啟檔案。
Photoshop Elements 有時可能無法確定檔案的正確格式。例如，在 Mac OS® 與 Windows
之間轉換檔案可能導致格式加錯標籤。在這種情況下，您必須指定用來開啟檔案的正確格
式。
1. 將檔案從電腦上的任何位置拖移至應用程式框架。您也可以拖移相片瀏覽器與連接至電腦之
任何儲存裝置中的相片。
2. 若要將其他影像拖移至「應用程式框架」來加以開啟，請啟用浮動文件視窗 (請參閱檢視和
排列多個視窗)。將開啟的影像轉換為浮動文件視窗以檢視應用程式框架。

開啟最近編輯過的檔案
選擇「檔案 > 開啟最近編輯的檔案」，並從次選單中選取檔案。
註解： 若要指定「開啟最近編輯的檔案」次選單中可用的檔案數，請選擇「編輯 > 偏好設
定 > 儲存檔案」，然後在「最近使用的檔案清單包含」文字方框中輸入數字。

指定用來開啟檔案的檔案格式
選擇「檔案 > 開啟為」，並選取您要開啟的檔案。然後從「開啟為」選單中選擇想要的格
式，並按一下「開啟」。
註解： 如果檔案沒有開啟，可能是選擇的格式不符合檔案的真正格式，或者檔案可能已損
毀。

回到頂端

開啟 PDF 檔案
可攜式文件格式 (PDF) 是一種通用的檔案格式，可呈現向量與點陣圖資料，且可包含電子文件搜尋與導覽功
能。PDF 是 Adobe® Acrobat® 的主要格式。
您可以使用「匯入 PDF」對話框來預視多頁面 PDF 檔案中的頁面與影像，然後決定是否要在 Photoshop Editor
中開啟。您可以選擇匯入完整頁面 (包含文字與圖形)，或者僅從 PDF 檔案中匯入影像。如果您僅匯入影像，影
像的解析度、大小與顏色模式會保持不變。如果您匯入頁面，則可以更改解析度與顏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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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PDF 檔案匯入頁面

每個頁面都會顯示為縮圖。若要增加大小，請從「縮圖大小」選單中選擇選項。
1. 選擇「檔案 > 開啟」。
2. 選取 PDF 檔案，然後按一下「開啟」。您可以從「檔案類型」選單中選取選項來更改顯示
的檔案類型。
3. 若要僅從 PDF 檔案中匯入影像，請從「匯入 PDF」對話框的「選取」區域中選擇「影像」
選項。選取您要開啟的一或多個影像。(若要選取多個影像，請按住 Ctrl (Windows) 或
Command (Mac OS) 並按一下每個影像)。若您不要匯入頁面，請略過至步驟 5。
4. 若要從 PDF 檔案匯入頁面，請從「匯入 PDF」對話框的「選取」區域中選擇「頁面」選
項，然後選擇下列任一項操作：
如果檔案包含多個頁面，請選取您要開啟的一或多個頁面，然後按一下「確定」。(若要
選取多個頁面，請按下 Ctrl (Windows) 或 Command (Mac OS) 並按一下每個頁面。)
在「頁面選項」下，接受現有名稱，或在「名稱」方框中輸入新檔案名稱。
選取「消除鋸齒」可在點陣化影像 (變成點陣圖) 時，將鋸齒狀邊緣減到最少。
指定「寬度」和「高度」。啟用「強制等比例」，避免因更改大小而扭曲影像。
針對「解析度」，接受預設值 (300 ppi) 或輸入新值。解析度越高，檔案大小越大。
從「模式」選單中選擇選項 (選擇 RGB 可將相片保持為彩色，而選擇「灰階」可自動
將相片變為黑白)。如果檔案有嵌入的 ICC (國際顏色聯盟) 描述檔，您可以從選單中選
擇描述檔。
5. 選取「抑制警告」可在匯入過程中，隱藏全部的錯誤訊息。
6. 按一下「確定」開啟檔案。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擇「檔案 > 開啟」。
2. 選取要開啟的檔案，並按一下「開啟舊檔」。
3. 指定想要的尺寸、解析度和模式。若要維持相同的高度與寬度比例，請選取「強制等比
例」。
4. 選取「消除鋸齒」，將鋸齒狀邊緣外觀減到最少，然後按一下「確定」。

回到頂端

將 PDF 檔案置於新圖層
您可以將 PDF 檔案的頁面或影像置入影像的新圖層。由於置入的圖稿已點陣化 (變成點陣圖)，因此您無法編輯
置入圖稿中的文字或向量資料。圖稿點陣化的解析度是以圖稿置入其中的檔案為準。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您想將圖稿置入其中的影像。
2. 選擇「檔案 > 置入」，然後選取要置入的檔案並按一下「置入」。
3. 如果您要置入的 PDF 檔案包含多個頁面，請從提供的對話框中選取您要置入的頁面，然後
按一下「確定」。
置入的圖案會顯示在 Photoshop Elements 影像中央的邊界方框內。圖案會維持原始的外觀
比例；但是如果圖案比 Photoshop Elements 影像大，就會重新調整成符合的大小。
4. (選擇性) 將指標定位在置入圖稿的邊界方框內並進行拖移，以重新定位置入的圖稿。
5. (選擇性)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以縮放置入的圖稿：
拖移邊界方框各角或各邊的其中一個控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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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具選項」列中，輸入 W 與 H 的值來指定圖稿的寬度與高度。依照預設，這些選
項會使用百分比來表示比例。但您可以輸入不同的度量單位 - 英寸、公分或像素。若要
強制圖稿的等比例，請按一下「強制等比例」方框。當圖示有白色背景時，表示此選項
處於開啟狀態。
6. (選擇性) 選擇下列任一項作即可旋轉置入的圖稿：
將指標放在置入圖稿的邊界方框外 (指標會變為彎曲箭頭)，然後拖移。
在「工具選項」列中，在「角度」選項中按一下並拖移指標。
7. (選擇性) 按住 Ctrl 鍵 (在 Mac OS 中為 Command 鍵) 並拖移邊界方框的側邊控點以傾斜置
入的圖稿。
8. 若要在點陣化時混合邊緣的像素，請選取「消除鋸齒」選項。若要在點陣化時，在邊緣的像
素間製作清晰銳利的邊緣轉換，請取消選取「消除鋸齒」選項。
9. 若要將放置的圖稿確認至新圖層，請按一下「確認」。

回到頂端

處理多個檔案
「處理多個檔案」指令會將設定套用至檔案夾中的檔案。如果您的數位相機或掃描器包含文件送紙器，您也可以
匯入及處理多個影像。(您的掃描器或數位相機的軟體驅動程式可能需要支援這些動作的取得增效模組。)
當處理檔案時，可以讓所有檔案保持為開啟或關閉狀態，將更改儲存到原始檔案中，或是將修改過的檔案版本儲
存到新的位置 (原檔案保持不變)。如果將處理過的檔案儲存在新位置，您可能會希望在開始批次處理之前，先為
其建立新檔案夾。
註解： 「處理多個檔案」指令不適用於多個頁面的檔案。
1. 選擇「檔案 > 處理多個檔案」。
2. 從「處理來自下列位置的檔案」彈出式選單中選擇要處理的檔案：

檔案夾 處理您所指定檔案夾中的檔案。按一下「瀏覽」，找出並選取檔案夾。
匯入 處理來自數位相機或掃描器中的影像。
開啟的檔案 處理所有開啟的檔案。
3. 如果您想處理指定檔案夾次目錄中的檔案，請選取「包括全部的次檔案夾」。
4. 針對「目的地」，請按一下「瀏覽」並選取處理檔案的檔案夾位置。
5. 如果您選擇「檔案夾」作為目的地，請指定檔案命名慣例並為處理的檔案選取檔案相容性選
項：
針對「重新命名檔案」，請從彈出式選單中選取成份，或是在欄位中輸入要與所有檔案
之預設名稱組合在一起的文字。這些欄位可以讓您變更檔案名稱各構成部分的順序和格
式。每一個檔案至少必須包含一個唯一的欄位 (例如，檔案名稱、序號或字母順序)，防
止檔案相互覆寫。「起始序號」可以指定任何序號欄位的起始編號。如果您從彈出式選
單中選取「字母順序」，則針對第一個檔案，字母順序欄位一律會以字母「A」開頭。
針對「相容性」，請選擇 Windows、Mac OS 與 UNIX® 以使檔案名稱與
Windows、Mac OS 以及 UNIX 作業系統相容。
6. 如果您想將每個處理的檔案重新調整為一致大小，請在「影像大小」下選取「重新調整影像
大小」。然後輸入相片寬度與高度，並從「解析度」選單中選擇選項。選取「強制等比
例」，讓寬度與高度保持等比例。
7. 若要將自動調整套用至影像，請從「快速修正」面板中選取選項。
8. 若要將標籤附加至影像，請從「標籤」選單中選擇選項，然後自訂文字、文字位置、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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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不透明度與顏色。(若要更改文字顏色，請按一下色票，然後從「揀色器」中選擇新
顏色。)
註解： 「浮水印」選項可讓您將永久的圖形浮水印增加至影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本
文。
9. 選取「記錄處理檔案時產生的錯誤」以將每個錯誤記錄到檔案中，而不停止處理。如果將錯
誤記錄到檔案中，在處理完之後會出現一個訊息。若要檢閱錯誤檔案，請在執行「批次處
理」指令之後，以文字編輯器開啟該檔案。
10. 按一下「確定」以處理並儲存檔案。

回到頂端

關閉檔案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執行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選擇「檔案 > 關閉」。
選擇「檔案 > 全部關閉」。
2. 選擇是否要儲存檔案：
按一下「是」儲存檔案。
按一下「否」關閉檔案而不儲存。
選取「全部套用」選項，將目前的動作套用至正在關閉的所有檔案。例如，如果您選擇
「全部套用」並按一下「是」以儲存第一個檔案，則其他所有開啟的檔案都會儲存並關
閉。

Adobe 也建議
將您的相片與視訊匯入到 Elements Organizer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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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資訊
關於檔案資訊 (中繼資料)
檢視或增加檔案資訊
使用「資訊」面板
在「資訊」面板或狀態列中顯示檔案資訊
儲存或刪除中繼資料範本
使用已儲存的中繼資料範本

回到頁首

關於檔案資訊 (中繼資料)

當您使用數位相機拍攝相片時，每個影像檔案都會包括諸如拍攝相片的日期與時間、快門速度與光圈、特定相機機型等資訊。所有這些資訊均稱為中
繼資料，您可以檢視這些資訊並將其增加至 Elements Organizer 的「屬性」面板以及 Photoshop Elements 的「檔案資訊」對話框。
您可以增加諸如標題、關鍵字標記與描述等檔案資訊，以在管理及組織集合時協助識別影像。當您編輯影像時，Photoshop Elements 會自動追蹤檔案
的編輯步驟記錄，並將此資訊增加至檔案的中繼資料。
此外，還會自動掃描開啟影像的 Digimarc 浮水印。如果偵測到浮水印，Photoshop Elements 會在影像視窗的標題列中顯示版權符號，並將資訊包括
在「檔案資訊」對話框的「版權狀態」、「版權注意事項」與「版權資訊 URL」區段中。
您可以將圖形浮水印增加至影像，指出其為您自己的作品。圖形浮水印不會記錄在檔案資訊中。如需有關如何建立圖形浮水印的資訊，請參閱下列幾
篇文章：
將永久浮水印增加至一批相片
使用文字分層建立浮水印
建立浮水印筆刷
如需有關建立浮水印的視訊，請參閱 www.adobe.com/go/lrvid927_pse_en。
回到頁首

檢視或增加檔案資訊

「檔案資訊」對話框會顯示已增加至檔案的相機資料、註解以及版權與作者身分資訊。您可以使用此對話框來修改儲存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檔案
的資訊，或將資訊增加至該檔案。您增加的資訊會使用 XMP (可延伸中繼資料平台) 嵌入到檔案中。XMP 為 Adobe 應用程式與工作流程合作夥伴提供
了通用 XML 架構，可將跨發行工作流程之文件中繼資料的建立、處理及交換標準化。如果您的中繼資料會針對不同檔案重複輸入，則可以建立中繼資
料範本，以加快將資訊增加至檔案的速度。
您無法編輯針對「相機資料」中繼資料類別顯示的資訊。
重要事項： 增加至相片瀏覽器中之檔案的標記會作為關鍵字出現在「檔案資訊」對話框中。某些檔案格式 (例如 PDF 與 BMP) 不支援將標記作為關鍵
字。
1. 在影像開啟的情況下，選擇「檔案 > 檔案資訊」。(您也可以在相片櫃中的縮圖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擇「檔案資訊」。)
2. 按一下對話框頂端的「描述」標籤來顯示特定資訊。在「描述」中，您可以增加或修改文件標題、作者資訊、關鍵字與版權資
訊。在適當的文字方框中輸入內容並按一下「確定」來嵌入資訊。針對版權狀態，請從「版權狀態」下拉式清單中選擇。

回到頁首

使用「資訊」面板

在專業模式下，「資訊」面板會顯示有關影像的檔案資訊，並顯示指標下方的顏色數值。根據使用中的工具而定，「資訊」面板也會提供其他有用的
資訊。
如果您希望在影像中進行拖移的同時檢視資訊，請確定「資訊」面板顯示在工作區域中。
1. 選擇「視窗 > 資訊」(F8) 顯示「資訊」面板。
2. 選取工具。
3. 將指標移動至影像中，或是在影像內拖移指標，以使用工具。依據您所使用的工具而定，可能會出現下列資訊：
指標下方顏色的數值
指標的 x 與 y 座標。
在您進行拖移時，選取畫面或形狀的寬度 (W) 和高度 (H)，或是使用中選取範圍的寬度和高度。
開始位置 (當您在影像中按一下時) 的 x 與 y 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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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選取範圍、圖層或形狀時，沿 x 座標與 y 座標的位置變動。
直線或漸層的角度 (A)，移動選取範圍、圖層或形狀時的角度變動，或變形期間旋轉的角度。移動選取範圍、圖層或形狀時的
距離 (D) 變動。
縮放選取範圍、圖層或形狀時，寬度 (W) 與高度 (H) 變動的百分比。
傾斜選取範圍、圖層或形狀時，水平傾斜 (H) 或垂直傾斜 (V) 的角度。

在「資訊」面板中設定顏色模式與度量單位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更改顯示的顏色數值模式，請從彈出式選單中選擇顏色模式。您也可以從「資訊」面板的「更多」選單中選擇「面板選項」，
然後為「解析第一個顏色」與/或「解析第二個顏色」選擇顏色模式：
灰階 在指標下顯示灰階值。
RGB 顏色 在指標下顯示 RGB (紅色、綠色、藍色) 值。
網頁顏色 在指標下顯示 RGB 值的十六進位碼。
HSB 顏色 在指標下顯示 HSB (色相、飽和度、亮度) 值。
若要更改顯示的度量單位，請從彈出式選單中選擇度量單位。您也可以從「資訊」面板的「更多」選單中選擇「面板選項」。從
「滑鼠座標」選項中選擇度量單位，然後按一下「確定」。

回到頁首

在「資訊」面板或狀態列中顯示檔案資訊

您可以更改顯示在「資訊」面板或狀態列中的資訊。(位於文件視窗底部狀態列最左側的區段會顯示目前的顯示比例。而最左側區段旁邊的區段則顯示
關於目前檔案的資訊。)
1. 在「資訊」面板中，從「更多」選單中選擇「面板選項」。
2. 選取檢視選項：
文件大小 顯示關於影像資料量的資訊。左邊的數字代表影像的列印大小，大約等於以 PSD 格式儲存和平面化的檔案大小。右邊
的數字則代表檔案的約略大小 (包括圖層在內)。
文件描述檔 顯示影像使用的色彩描述檔名稱。
文件尺寸 以目前選取的單位顯示影像大小。
暫存磁碟大小 顯示用來處理影像的 RAM 與暫存磁碟空間。左邊的數字代表 Photoshop Elements 目前用來顯示所有開啟影像的
記憶體容量。右邊的數字代表 Photoshop Elements 可用來處理影像的 RAM 容量。
效率 顯示實際上執行操作所需的時間百分比，而非讀取或寫入暫存磁碟所需的時間百分比。如果這個數值低於 100%，表示
Photoshop Elements 正在使用暫存磁碟，操作速度也會因此變得比較慢。
計時 顯示完成上次操作所需的時間。
目前工具 顯示使用中工具的名稱。

回到頁首

儲存或刪除中繼資料範本

如果您有會重複輸入的中繼資料，則可以將中繼資料項目儲存在中繼資料範本內。範本可用於輸入資訊，可讓您在於「檔案資訊」對話框中重複輸入
中繼資料時更加省事。在相片瀏覽器中，您可以搜尋中繼資料以尋找檔案與相片。
開啟「檔案資訊」對話框 (「檔案 > 檔案資訊」) 並執行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若要將中繼資料儲存為範本，請按一下「檔案資訊」對話框按鈕列中的下拉式按鈕，然後選取「匯出」。輸入範本名稱，然後按一
下「儲存」。
若要刪除中繼資料範本，請按一下「顯示範本檔案夾」。瀏覽並選取您要刪除的範本，然後按下「刪除」。

回到頁首

使用已儲存的中繼資料範本
1. 選擇「檔案 > 檔案資訊」，按一下「檔案資訊」對話框按鈕列中的下拉式按鈕，然後選取「匯入」。
2. 選取匯入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3. 從已儲存的中繼資料範本清單中選擇範本，然後按一下「開啟」。
更多說明主題
關於暫存磁碟
依詳細資訊 (中繼資料) 尋找媒體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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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存磁碟、增效模組，以及應用程式更新
關於暫存磁碟
更改暫存磁碟
關於增效模組
安裝增效模組
選取其他增效模組檔案夾
僅載入預設增效模組
應用程式更新

回到頂端

關於暫存磁碟
當您的系統沒有可執行操作的足夠 RAM 時，Photoshop Elements 會使用暫存磁碟。暫存磁碟是含可用記憶體
的任何磁碟機或磁碟機分割。依預設，Photoshop Elements 會使用安裝作業系統的硬碟做為其主要的暫存磁
碟。
您可以更改主要暫存磁碟，或指定其他暫存磁碟。當主要磁碟已滿時，會使用其他暫存磁碟。將您速度最快的硬
碟設定為主要暫存磁碟。確保磁碟有足夠且已經重組過的空間可以使用。
為了實現最佳效能，請在指定暫存磁碟時使用以下指南：

請勿將暫存磁碟建立在與 Photoshop Elements 相同的實體磁碟機或您正在編輯的任何大型
檔案上。
請勿將暫存磁碟建立在與用於作業系統虛擬記憶體的實體磁碟機相同的磁碟機上。
在本機磁碟機上，而不是網路位置上建立暫存磁碟。
在傳統 (非卸除式) 媒體上建立暫存磁碟。
RAID 磁碟/磁碟陣列很適合用來當做專用的暫存磁碟區。
定期地重組做為暫存磁碟的磁碟機。或者，最好使用空白磁碟機或含大量未使用空間的磁碟
機來避免碎片問題。

回到頂端

更改暫存磁碟
Photoshop Elements 需要連續的硬碟空間以建立暫存磁碟。經常重組硬碟可確保有連續空間可用，尤其是包含
暫存磁碟的磁碟。Adobe 建議您使用磁碟工具公用程式 (例如 Windows Disk Defragmenter) 來定期重組您的硬
碟。如需有關磁碟重組公用程式的資訊，請參閱 Windows 文件。
1. 在 Windows 中，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效能」。在 Mac 中，選擇「Photoshop
Elements > 偏好設定 > 效能」。
2. 從「暫存磁碟」清單中選取想要的磁碟 (您可以指定最多四個暫存磁碟)。
3. 選取暫存磁碟並使用「暫存磁碟」清單旁邊的方向鍵，來重新排列將使用暫存磁碟的順序。
4. 按一下「確定」並重新啟動 Photoshop Elements，以讓更改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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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關於增效模組
Adobe Systems 與其他軟體研發人員建立增效模組來將功能增加至 Photoshop Elements。會有一些匯入、匯出
與特殊效果增效模組隨附於您的程式；這些增效模組位於 Photoshop Elements 的增效模組與選用的增效模組檔
案夾下。
安裝之後，增效模組會顯示為：
增加至「匯入」或「匯出」選單的選項
增加至「濾鏡」選單的濾鏡，或
「開啟」與「另存新檔」對話框中的檔案格式。
如果您安裝了大量增效模組，Photoshop Elements 可能無法在其適當的選單中將之全部列出。在這種情況下，
新安裝的增效模組就會出現在「濾鏡 > 其他次選單」中。若要避免載入增效模組或增效模組的檔案夾，請在增效
模組的名稱、檔案夾或目錄開頭增加波浪符號字元 (~)。開始時，程式會忽略以波浪符號字元標記的檔案。若要
檢視有關已安裝增效模組的資訊，請選擇「說明 > 關於增效模組」，然後從次選單中選取增效模組。
註解： 若要使用選用的增效模組，請將增效模組從選用的增效模組檔案夾拷貝到增效模組檔案夾中的相關次檔
案夾。然後，安裝增效模組，並重新啟動 Photoshop Elements。

您可以選取額外的增效模組檔案夾，以載入與其他應用程式一起儲存的相容增效模組。您也可以針對儲存在系統
上其他檔案夾中的增效模組建立快速鍵。然後再將快速鍵或別名增加至增效模組檔案夾中，就可以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使用該增效模組。

回到頂端

安裝增效模組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使用增效模組安裝程式 (如果已提供)。
依照隨附於增效模組的安裝指示操作。
確定已解壓縮增效模組檔案，然後將其拷貝到 Photoshop Elements 檔案夾中的適當增
效模組檔案夾中。

回到頂端

選取其他增效模組檔案夾
您可以選取額外的增效模組檔案夾，以載入與其他應用程式一起儲存的相容增效模組；
1. 在 Windows 中，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增效模組」。在 Mac 中，選擇「Photoshop
Elements > 偏好設定 > 增效模組」。
2. 在「偏好設定」對話框中，選取「額外的增效模組檔案夾」，然後從清單中選取檔案夾，並
按一下「選擇」。
3. 若要顯示檔案夾的內容，請按兩下目錄。檔案夾的路徑會顯示在「偏好設定」視窗中。
註解： 請勿選取 Photoshop Elements 的增效模組檔案夾內的位置。
4. 重新啟動 Photoshop Elements 來載入增效模組。

回到頂端

僅載入預設增效模組
當 Photoshop Elements 啟動時，會載入預先安裝、協力廠商或位於其他增效模組檔案夾中的所有增效模組。若
要僅載入 Photoshop Elements 隨附之預先安裝的增效模組，請在啟動軟體時按住 Shift 鍵。接受詢問時，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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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要求確認對話框上的「是」，略過載入選擇性與協力廠商增效模組。

回到頂端

應用程式更新

「偏好設定」對話框中的應用程式更新選項

您可以決定何時安裝應用程式更新。在 Photoshop Elements 13、Premiere Elements 13 及 Elements
Organizer 中，您可以設定當 Adobe 提供應用程式更新時要執行的操作。
若要存取更新對話框，請按下 Ctrl/Cmd + K 開啟「偏好設定」對話框，瀏覽到「應程式更新」標籤，然後選
擇：
自動下載並安裝更新：在您下次重新啟動應用程式時，下載並安裝可用更新。
有可用更新時通知我：有可用更新時，在應用程式中通知使用者。您可以選擇延後更新，或
使用通知啟動更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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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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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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顏色、飽和度和色相
調整飽和度與色相
調整皮膚色調的顏色
調整隔離區域中的飽和度
更改物體的顏色
準確地轉換為黑白
自動轉換為黑白
針對黑白轉換增加自訂預設集
增加顏色至灰階影像

回到頂端

調整飽和度與色相
「色相/飽和度」指令可調整整個影像或影像中個別顏色元素的色相 (顏色)、飽和度 (純度) 與明亮度。
使用「色相」滑桿可增加特殊效果、為黑白影像著色 (如深褐色效果)，或者更改一部分影像的顏色範圍。

使用色相/飽和度指令更改影像中的顏色
A. 原稿 B. 整個影像已使用上色選項更改為深褐色 C. 已在編輯選單中選定並使用「色相」滑桿更改的洋紅色

使用「飽和度」滑桿可使顏色變得更鮮豔或更柔和。例如，您可以使其顏色飽和來使風景五彩繽紛。或者，使紛
亂的顏色 (例如人像中鮮豔的紅毛衣) 變得柔和。

調整顏色飽和度之前與之後

使用「明亮」滑桿與其他調整項可使一部分影像變亮或變暗。注意不要在整個影像中使用此功能 - 此調整會降低
整體色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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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顏色飽和度或色相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擇「增強 > 調整顏色 > 調整色相/飽和度」。
選擇「圖層 > 新增調整圖層 > 色相/飽和度」，或者開啟已存在的色相/飽和度調整圖
層。
對話框中的兩個顏色導表會以顏色在色輪上的順序來表示顏色。上面的導表顯示調整前
的顏色，而下面的導表顯示所做的調整對完全飽和度下的所有色相會造成什麼影響。
2. 在「編輯」下拉式選單中，選擇要調整的顏色：
請選擇「主檔案」，調整所有的顏色。
請從列出的預設顏色範圍中選擇其他顏色。調整滑桿會顯示在顏色導表之間，您可以使
用該滑桿來編輯任何色相範圍。
3. 請在「色相」中輸入數值，或拖移滑桿，直到顯示的顏色是您想要的為止。
顯示在文字方框中的數值會反映像素從其原始顏色起繞著色輪旋轉的度數。正數代表旋轉是
順時鐘方向，負數代表反時鐘方向。這些數值的範圍介於 -180 到 +180。
4. 請在「飽和度」中輸入數值，或將滑桿拖移到右方，增加飽和度，或拖移到左方，減少飽和
度。這些數值的範圍介於 -100 到 +100。
5. 請在「明亮」中輸入數值，或將滑桿拖移到右方，增加明亮度，或拖移到左方，減少明亮
度。這些數值的範圍介於 -100 到 +100。在整個影像上使用此滑桿時請小心。此滑桿會減
少整體影像的色調範圍。
6. 按一下「確定」。或者，若要取消您的更改並重新開始，請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然後按一下「重設」。

修改色相/飽和度滑桿的範圍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擇「增強 > 調整顏色 > 調整色相/飽和度」。
選擇「圖層 > 新增調整圖層 > 色相/飽和度」，或者開啟已存在的色相/飽和度調整圖
層。
2. 從「編輯」選單中選擇個別顏色。
3. 針對調整滑桿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拖移其中一個三角形可調整顏色減少量的總量，而不會影響範圍。
拖移其中一個灰色列可調整範圍，而不會影響顏色減少量的總量。
拖移中央灰色部分可移動整個調整滑桿，並選取其他顏色區域。
拖移中央深灰色部分旁邊的其中一個垂直白條可調整顏色元素的範圍。增加範圍會減少
顏色減少量，反之亦然。
若要同時移動顏色導表與調整滑桿列，請按一下 Ctrl 鍵並拖移 (在 Mac OS 中為按一下
Command 鍵並拖移) 顏色導表。

調整滑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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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調整顏色減少量，不影響範圍 B. 調整範圍，不影響顏色減少量 C. 調整顏色元素的範
圍 D. 移動整個滑桿

當您在修改調整滑桿時，如果讓滑桿進入不同的顏色範圍，則名稱就會隨著更改，反映
這項更改。例如，如果選擇「黃色」並更改黃色的範圍，讓它落入顏色導表的紅色部
分，名稱會隨著更改為「紅色 2」。您可以將多達六個的顏色範圍，轉換成相同顏色範
圍的各種變化 (例如從「紅色 1」到「紅色 6」)。
註解： 根據預設，在選擇顏色元素時，選取顏色的範圍是 30 度寬，兩端各有 30 度的減少
量。設定過低的減少量會在影像中產生條紋。
4. 若要從影像中選擇顏色來編輯範圍，請選取揀色器，然後按一下影像。使用揀色器工具可增
加至範圍；使用揀色器 - 工具可從範圍中減去。
選取揀色器工具時，您也可以按住 Shift 鍵，將顏色增加至範圍中，或者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從範圍中減去顏色。

回到頂端

調整皮膚色調的顏色
「調整皮膚色調的顏色」指令可調整相片中的整體顏色以凸顯更自然的皮膚色調。當您按一下相片中的皮膚區域
時，Photoshop Elements 可調整皮膚色調，以及相片中的其他所有顏色。您可以分別手動調整棕色與紅色來實
現您想要的最終顏色。

原稿 (上)，以及調整皮膚色調之後 (下)

1. 開啟相片並選取需要校正的圖層。
2. 選擇「增強 > 調整顏色 > 調整皮膚色調的顏色」。
3. 按一下皮膚區域。
Photoshop Elements 會自動調整影像中的顏色。變化可能會很微小。
註解： 務必選取「預視」，這樣您可以立即看到顏色的更改。
4. (選擇性) 拖移下列任何一個滑桿以微調校正：

棕褐色 增加或減少皮膚色調中的棕色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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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紅 增加或減少皮膚色調中的紅色色階。
色溫 更改皮膚色調的整體顏色。
5. 完成後，請按一下「確定」。或者，若要取消更改並重新開始，請按一下「重設」。

回到頂端

調整隔離區域中的飽和度
「海綿」工具可以更改某個區域的顏色飽和度。

使用海綿工具拖曳來增加飽和度

1. 選取「海綿」工具。
2. 在選項列中設定工具選項：

模式 增加或減少顏色飽和度。選擇「飽和」可加強顏色的飽和度。在灰階中，飽和可增加
對比。選擇「去除飽和度」可減弱顏色的飽和度。在灰階中，去除飽和度可減少對比。
筆刷 設定筆尖。按一下筆刷樣本旁邊的箭頭，從「筆刷」選單中選擇筆刷類別，然後選取
筆刷縮圖。
大小 以像素為單位設定筆刷的大小。拖移「大小」彈出式滑桿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大小。
流量 設定飽和度更改的比率。拖移「流量」彈出式滑桿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數值。
3. 在想要修改的影像部分上面拖移。

回到頂端

更改物體的顏色
「取代顏色」指令可取代影像中的特定顏色。您可以設定取代顏色的色相、飽和度和明亮度。
1. 選擇「增強 > 調整顏色 > 取代顏色」。
2. 選取影像縮圖下的顯示選項：

選取範圍 在預視方框中顯示遮色片，此遮色片看起來就像黑白版的影像。
影像 在預視方框中顯示影像。在處理放大的影像或是在螢幕空間有限時，這個選項是不錯
的方法。
3. 按一下揀色器按鈕，然後在影像或預視方框中按一下您要更改的顏色。使用揀色器 + 工具
來增加顏色，或使用揀色器 - 工具來移除顏色，防止顏色遭到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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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移「朦朧」滑桿，控制選取範圍要納入的相關顏色程度。
5.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以指定新顏色：
拖移「色相」、「飽和度」和「明亮」滑桿 (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數值)。
按一下「結果」方框並在「揀色器」中指定新顏色，然後按一下「確定」。
6. 若要取消您的更改並重新開始，請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然後按一下
「重設」。

回到頂端

準確地轉換為黑白
如需有關此程序的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lrvid2325_pse9_tw。

「轉換為黑白」指令可讓您選擇要套用至影像的特定轉換樣式。此指令與「移除顏色」指令不同，「移除顏色」
指令會為您自動轉換為黑白。
在「轉換為黑白」對話框中，可用影像樣式可協助您比較不同的轉換預設集，並從中進行選擇。請選取樣式，然
後使用可用滑桿來微調轉換。

轉換為黑白
A. 顯示轉換前與轉換後的視圖 B. 選取樣式 C. 調整強度

1. 開啟影像，並選取要轉換的區域或圖層。如果您未選取區域或圖層，會轉換整個影像。
若要對黑白轉換進行多方實驗，同時保留原始相片，請轉換複製圖層。
2. 選擇「增強 > 轉換為黑白」。
3. 選取反映出影像內容的樣式選項 (例如人像或風景)。
4. 拖移「調整強度」滑桿來調整紅色、綠色、藍色或對比。
註解： 紅色、綠色與藍色「調整強度」滑桿不會為影像上色；它們僅僅在新黑白影像中包
括原始顏色色版中或多或少的資料。
5. 若要轉換影像，請按一下「確定」。或者，若要取消更改並重新開始，請按一下「重設」。
若要關閉「轉換為黑白」對話框，請按一下「取消」。

回到頂端

自動轉換為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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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顏色」指令透過將相等的紅色、綠色與藍色值指定給 RGB 影像中的每個像素來轉換為黑白。每個像素的
整體亮度保持不變。這個指令與在「色相/飽和度」對話框中將「飽和度」設定為 -100 有相同的效果。
1. 若要調整特定影像區域，請使用其中一項選取工具來選取該區域。如果未進行任何選取，調
整會套用至完整影像。
2. 選擇「增強 > 調整顏色 > 移除顏色」。

回到頂端

針對黑白轉換增加自訂預設集
您可以編輯特定文字檔案來將自訂預設集手動增加至黑白轉換器。
註解： 針對黑白轉換增加自訂預設集，是適合進階使用者的工作。
1. 關閉 Photoshop Elements，並導覽至包含 bwconvert.txt 檔案的檔案夾。
在 Windows 中，為 [Photoshop Elements 11 安裝目
錄]\Required\bwconvert.txt
在 Mac 中，為 /Applications/Adobe Photoshop Elements/Support
Files/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Editor.app/Contents/Required/bwconvert.txt。按住 Command 鍵並按一
下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然後選取「顯示封裝內容」。導覽至檔案夾
Contents/Required。
2. 在純文字編輯器 (例如記事本) 中開啟 bwconvert.txt 檔案。
3. 依循與已在檔案內之預設集相同的命名慣例，增加新預設集並為其指定唯一名稱。
4. 儲存檔案 (保留原始檔案名稱)。
5. 啟動 Photoshop Elements，然後選擇「增強 > 轉換為黑白」來檢視預設集。

回到頂端

增加顏色至灰階影像
您可以為整個灰階影像上色，或者選取區域來以其他顏色上色。例如，您可以選取人物的頭髮並著上棕色，然後
於再次選取後將粉紅色增加至人物的臉頰。
註解： 如果您著色的影像處於灰階模式，請選擇「影像 > 模式 > RGB 顏色」來將其轉換為 RGB。
1. 選擇「增強 > 調整顏色 > 調整色相/飽和度」，或者選擇「圖層 > 新增調整圖層 > 色相/飽
和度」來在調整圖層上操作。
2. 選取「上色」。如果前景顏色不是黑色或白色，Photoshop Elements 會將影像轉換為目前
前景顏色的色相。每個像素的明亮值不會更改。
3. 使用「色相」滑桿可選取新顏色 (如果需要的話)。使用「飽和度」滑桿可調整飽和度。然後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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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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飾與校正
準確移除紅眼
移除寵物紅眼效果
移動和重新調整物件位置
移除污點與不想要的物體
修正較大瑕疵
校正相機扭曲
自動移除朦朧
手動移除朦朧

回到頂端

準確移除紅眼
紅眼是當相片主體的視網膜受到相機閃光燈照射時所會發生的常見問題。在陰暗的場所拍照時比較容易產生紅眼，因為拍攝主體的
虹膜會完全打開。若要避免紅眼現象，請使用相機的紅眼消除功能 (如果可用)。

若要在相片匯入 Elements Organizer 時自動修正紅眼，請在「取得相片」對話框中選取「自動修正紅眼」。
您也可以在「相片瀏覽器」中移除所選相片中的紅眼。

選取眼睛 (上) 或按一下眼睛 (中) 來修正紅眼。

1. 若要手動修正紅眼，請選取「快速」或「專業」模式中的「紅眼移除」工具

。

2. 在「工具選項」列中，設定「瞳孔半徑」與「變暗量」。
3. 在影像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眼睛的紅色區域。
在眼睛區域上繪製選取範圍。
當您放開滑鼠按鍵時，便會移除眼睛上的紅色部分。
註解： 您也可以按一下「紅眼移除」工具選項列中的「自動校正」，自動修正紅眼。

回到頂端

移除寵物紅眼效果
「紅眼移除工具」可讓您移除眼睛因 (環境光不足或使用閃光燈造成的) 光線反射而產生的紅光。動物的眼睛通
常會產生白、綠、紅或黃光，而常用的「紅眼移除工具」可能無法正確修正這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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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寵物紅眼效果的黃金獵犬 (左)；套用「寵物紅眼」工具後 (右)

若要修正寵物紅眼效果：
1. 在「快速」或「專業」模式中，選取「紅眼移除」工具。
2. 在「工具選項」列中，選取「寵物紅眼」核取方塊。

3. 使用滑鼠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沿著眼睛周圍區域畫一個矩形
按一下相片中的眼睛
註解： 當您選取「寵物紅眼」核取方塊時，「自動校正」按鈕會停用。

回到頂端

移動和重新調整物件位置
「內容感知移動」工具能讓您選取相片中的物件，然後將選取範圍移至不同的位置，或加以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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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原始相片
(中) 風箏的位置離地面比較近
(右) 風箏移到空中比較高的位置
1. 選取「內容感知移動」工具

。

2. 選取一個模式，指定您是否要移動物件，還是要建立物件的拷貝。

移動 可讓您將物件移動到影像中的不同位置。
延伸 讓您多次複製目標。
3. 選擇您要進行的選取類型：

新增 沿著您要移動或延伸的目標周圍拖曳滑鼠，以建立新的選取範圍。
增加 您所進行的任何選取將會增加到前一個選取範圍。
減去 當您在現有的選取範圍上選取新的範圍時，重疊部分將會從最終選取範圍中移除。
相交 當您在現有的選取範圍上選取新的範圍時，只有新舊選取範圍的重疊交集區域會保持
在選取狀態。
4. 在影像上拖曳滑鼠游標 (

)，選取您要移動或延伸的目標。

沿著您要選取的目標周圍拖曳滑鼠

5. 完成範圍選取後，將目標移動至新位置。若要進行此作業，請按一下並將物體拖移至新位
置。
選取範圍的移出區域會根據該區域周圍的影像內容自動填滿。
6. 如果自動填滿的區域不正確，請選取「取樣全部圖層」核取方塊並調整「修復」滑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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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移除污點與不想要的物體
Photoshop Elements 擁有數種可讓您從影像移除微小瑕疵的工具，例如污點或不想要的物體。

移除污點與較小的瑕疵
「污點修復筆刷」可快速移除相片中的污漬和其他瑕疵。您可以按一下污漬，或拖曳以使區域中的瑕疵變平滑。

使用「污點修復筆刷」工具輕鬆移除污點或瑕疵。

1. 選取「污點修復筆刷」工具

。

2. 選擇筆刷大小。最好選擇比修正區域稍微大一點的筆刷，這樣只要按一下就可以覆蓋整個區
域。
3. 在「工具選項」列中選擇下列任一「類型」選項。

近似符合 使用圍繞選取範圍邊緣的像素，來尋找要作為所選區域修補使用的影像區域。如
果此選項無法提供滿意的修正，請選擇「編輯 > 還原」，並嘗試「建立紋理」選項。
建立紋理 使用選取範圍中的所有像素來建立用於修正該區域的紋理。如果紋理並不適用，請試著在區域
上再拖曳一次。

註解： 按一下「取樣全部圖層」可將更改套用至影像的所有圖層。
4. 按一下影像中要修正的區域，或按一下並拖曳出較大的區域。

使用內容感知修復來移除不想要的物件
您可以在不損毀相片的情況下，移除相片中不想要的物件或人物。您可以搭配使用「內容感知」選項與「污點修
復筆刷」工具，從相片中移除所選物件。Photoshop Elements 會比較鄰近的影像內容以便完全填滿選取範圍，
維持栩栩如生的重要細節，例如陰影和物件邊緣。

使用內容感知填色功能移除不想要物件 (筆刷) 的前後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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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移除不想要的物件：
。

1. 選取「污點修復筆刷」工具

2. 選取「工具選項」列中的「內容感知」。
3. 在您要從影像中移除的物件上繪圖。

污點修復最適合用於小型物件。如果您正在處理的影像為大型影像且其中含有不想要的大型物件，請務必使用高
階電腦組態。您可以參閱 PhotoShop Elements 系統需求以獲得建議的電腦組態。
如果您遇到大型影像問題，請嘗試下列方法：

一次繪製較小筆觸。
縮減取樣影像。
增加配置的 RAM 並重新啟動應用程式。

回到頂端

修正較大瑕疵
當您在較大瑕疵區域上拖曳「修復筆刷」時，可修正該區域。您可以從一致的背景中移除物體，例如一片草地中
的物體。

使用修復筆刷之前與之後。

1. 選取「修復筆刷」工具

。

2. 從「工具選項」列中選擇筆刷大小，並設定修復筆刷選項：

模式 決定來源或圖樣如何與現有像素混合。正常模式會在原始像素上覆蓋新像素。取代模
式會在筆觸邊緣保留粒狀影像與紋理。
來源 設定要用什麼來源去修復像素。取樣的部分會使用目前影像中的像素。圖樣會使用您
在「圖樣」面板指定之圖樣的像素。
對齊 持續取樣像素，即使放開滑鼠按鍵，也不會失去目前的取樣點。取消選取「對齊」，
則可以在每次停止再恢復繪畫作業時，繼續使用最初的取樣點像素。
取樣全部圖層 選擇「取樣全部圖層」可從目前圖層、目前圖層及以下圖層，或所有可見圖
層取樣資料。
3. 將指標置於任何開啟的影像中，按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並按一下以取樣資
料。
註解： 若要從一個影像取樣再套用到另一個影像，除非其中一個影像在「灰階」模式，否
則這兩個影像都必須是同一個顏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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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瑕疵上拖曳影像，以將現有資料與取樣資料融合在一起。每一次放開滑鼠按鍵時，取樣的
像素就會與現有的像素融合。
若要修復區域的邊緣對比很強烈，請在使用「修復筆刷」工具之前，先建立選取範圍。
使選取範圍大於要修復的區域，但是要精確地吻合對比像素的邊界。使用「修復筆刷」
工具繪畫時，選取範圍將可防止色彩從外向內滲入。

回到頂端

校正相機扭曲
「校正相機扭曲」對話框可讓您修正常見的鏡頭扭曲問題，例如因鏡頭故障或不正確的鏡頭陰影而導致變暗的邊緣。例如，在低亮
度之下拍攝的天空相片中，影像的角落比中央更暗。更改暈映量與中間調設定可修正扭曲。
使用透視控制項來調整由垂直或水平相機傾斜導致的扭曲。旋轉影像或修正影像透視來調整扭曲。「校正相機扭曲」的濾鏡影像格
線可幫助您進行簡便且精確的調整。

校正相機扭曲

1. 選取「濾鏡 > 校正相機扭曲」。
2. 選取「預視」核取方塊。
3. 設定下列其中任何一個選項來校正您的影像，然後按一下「確定」：

移除扭曲 校正鏡頭的桶狀扭曲或枕狀扭曲。在方框中輸入數字，或移動滑桿來拉直從影像
中央彎曲或彎曲到影像中央的水平與垂直線。
暈映量 設定影像邊緣變亮或變暗的量。在方框中輸入數字，或移動滑桿以逐漸為影像加上
陰影。
暈映中點 指定受「總量」滑桿影響的區域寬度。移動滑桿，或輸入較低的數字來對影像的
更多部分產生影響。輸入較高的數字，則可將影響範圍限制在影像的邊緣。
垂直透視 校正相機向下或向上傾斜所造成的影像透視，在方框中輸入數字，或使用滑桿來
使影像中的垂直線平行。
水平透視 在方框中輸入數字或使用滑桿，使影像中的水平線平行來校正透視。
角度 旋轉影像，以校正相機傾斜，或在更正透視後進行調整。在方框中輸入數字，或拖曳
角度刻度盤來往左 (逆時針) 或往右 (順時針) 旋轉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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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放 上下調整影像的縮放比例，但不變更影像的像素尺寸。在方框中輸入數字，或使用滑
桿來移除影像中因枕狀、旋轉或透視校正所造成的空白區域。放大縮放比例可以產生裁切影
像，並以內插補點的方式，將影像補足到原始的像素尺寸。
顯示格線 於選取格線時顯示格線。於取消選取格線時隱藏格線。
縮放 當您放大顯示時，顯示較近的檢視，當您縮小顯示時，顯示較遠距離的檢視。
顏色 指定格線顏色。

回到頂端

自動移除朦朧
從相片移除朦朧、霧或煙霧

現在您能移除環境或空氣條件對於圖片造成的濕潤效果，特別是風景相片。使用「自動移除朦朧」功能，能減少
朦朧、霧或煙霧產生的遮蔽效果。

若要使用「自動移除朦朧」功能：
影像經過處理，減輕了朦朧或霧的效果。重複步驟 2，進一步處理相片。
1. 在「快速」或「專業」模式中，開啟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圖片。
2. 影像開啟時，按一下「增強」選單 >「自動移除朦朧」。
「自動移除朦朧」對於未壓縮/Raw 影像的效果更好。

回到頂端

手動移除朦朧
自動移除朦朧的替代方案

在起霧狀況下拍攝的相片

使用「移除朦朧」和其他曝光度及對比度修改功能處理
過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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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快速」或「增強」空間中，開啟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影像。
2. 按一下「增強選單 > 移除朦朧」。
3. 使用「減少朦朧」和「敏感度」滑桿來達到您所需之正確的朦朧減少程度。

套用低度的移除朦朧效果

套用移除朦朧功能直到圖片更加清晰

請記住在過度使用任一個滑桿時，若相片中具有高對比度或微小瑕疵，則可能導致影像
中的這些現象變得更加明顯。請實驗這兩個滑桿直到您獲得正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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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之前/之後」切換按鈕來查看「減少朦朧」功能對於相片的有效程度。
5. 完成之後，請按一下「確定」。若要取消對於影像的「移除朦朧」編輯，請按一下「取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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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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
模糊或柔化邊緣
取代影像中的顏色
仿製影像或影像中的區域
Photomerge 臉孔
Photomerge 曝光
Photomerge 樣式符合

回到頂端

模糊或柔化邊緣
「模糊」工具可透過降低細節的方式柔化硬邊或影像中的區域。模糊眼花撩亂的背景可以讓您的目標影像更突出。您也可以針對此目的使用「模糊」
濾鏡。

原始相片 (左) 與模糊背景後的相片 (右)。

1. 選取「模糊」工具。
2. 在選項列中設定選項：

筆刷 從筆刷彈出式選單中設定筆尖。如需更多筆刷形狀，請按一下彈出式選單內的「筆刷」下拉式清單，然後選取筆刷縮圖。

大小 以像素為單位設定筆刷的大小。請拖移「大小」滑桿，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大小。

模式 指定您所模糊的像素如何與影像中的其他像素混合。

強度 指定每一次筆觸所產生的模糊程度。

取樣全部圖層 模糊所有可見圖層。如果未選取這個選項，則工具僅會模糊使用中的圖層。
3. 在想要模糊影像的部分拖移。

回到頂端

取代影像中的顏色
「顏色取代」工具簡化了在影像中取代特定顏色的作業。您可使用某一顏色 (例如紅色) 在目標顏色上繪圖 (例如圖像中的黃花)。您也可以使用「顏色
取代」工具來校正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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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顏色

1. 選取「顏色取代」工具 (「顏色取代」工具是「筆刷工具選項」列的一部分)。
2. 從選項列的「筆刷」選單中選擇筆尖。通常對於「模式」而言，您會想要將混合模式保持設定為「顏色」。
3. 對於「限制」，請選擇下列其中一項：

非連續 在指標下方出現取樣顏色時取代顏色。

連續 以游標正下方目前的顏色，取代連續的顏色。.
4. 在「容許度」中指定較低的百分比，可以取代您所按選像素極為接近的顏色；或者，也可以提高百分比，對較大的顏色範圍進行
取代。
5. 若要為您所校正的區域提供平滑的邊緣，請選取「消除鋸齒」。
6. 選擇所需取樣方法。可用選項有：

連續 在您拖移顏色取代工具時連續取樣顏色。

一次 在您開始拖移顏色取代工具時，僅取樣顏色一次。

背景色票 每當您將顏色取代工具拖移到包含背景顏色的區域上時即取代該區域。
7. 選擇前景顏色，以用於取代不想要的顏色。
8. 按一下影像中想要取代的顏色。
9. 在影像中拖移，取代目標顏色。

回到頂端

仿製影像或影像中的區域
「仿製印章」工具可用影像樣本繪圖，您可以使用此工具來複製物體、移除影像瑕疵，或在相片中的物體上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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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相片 (上)、用「仿製印章」工具增加兩隻海星之後 (中)，及使用「仿製印章」工具移除一個人之後 (下)。

1. 選取「仿製印章」工具。
2. (選擇性) 在選項列中設定選項：

筆刷 設定筆尖。按一下筆刷樣本旁邊的箭頭，從「筆刷」選單中選擇筆刷類別，然後選取筆刷縮圖。

取樣全部圖層 若要從所有可見圖層取樣 (拷貝) 資料，請選取「取樣全部圖層」。若要只從使用中圖層取樣資料，請取消選取此
選項。

不透明度 設定您套用之繪圖的不透明度。低不透明度設定可允許繪圖筆觸下方的像素顯示出來。請拖移滑桿或輸入不透明度值。

大小 以像素為單位設定筆刷的大小。拖移「大小」滑桿，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大小。

模式 決定來源或圖樣如何與現有像素混合。正常模式會在原始像素上覆蓋新像素。

對齊 在您開始繪圖時，使用游標移動取樣的區域，無論停止及恢復繪圖多少次。當您要排除不想要的區域時，例如橫跨天際的電
話線或掃描相片中的裂縫，選取此選項很有幫助。如果取消選取「對齊」，「仿製印章」工具會於每次停止及恢復繪圖時從初始
取樣點套用取樣區域。若要將影像相同部分的多個拷貝套用至相同影像內的其他區域或其他影像，取消選取此選項很有幫助。
3. 按一下「仿製覆蓋」，然後設定下列選項：

顯示覆蓋 針對要在筆刷大小內可見的覆蓋，選取「顯示覆蓋」。

不透明度 若要設定覆蓋的不透明度，請在「不透明」文字方塊中輸入百分比值。

已剪裁 若要將覆蓋剪裁到筆刷大小，請啟動「剪裁」選項。

自動隱藏 若要在套用繪圖筆觸時隱藏覆蓋，請選取「自動隱藏」。

反轉覆蓋 若要反轉覆蓋中的顏色，請選取「反轉」。
4. 將指標置於您要取樣的任何開啟影像部分上，然後按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並按一下。此工具會在您繪圖時，複製
影像的此取樣點上的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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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拖移或按一下以使用此工具繪製。

回到頂端

Photomerge 臉孔
如需介紹 Photomerge 功能的相關視訊，請參閱 www.adobe.com/go/lrvid2342_pse9_tw。

使用「Photomerge 臉孔」來組合多個面部特徵，創造一個合成的臉孔。
1.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選取您要作為 Photomerge 臉孔的來源影像使用的臉孔影像：
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選取臉孔影像相片。
開啟臉孔影像相片。
2. 選擇「增強 > Photomerge > Photomerge 臉孔」。
3. 揀選一張臉孔相片作為您的基本影像，並將該相片從「相片櫃」拖移到「最終」視窗。
4. 按一下「相片櫃」中的其他影像，然後按一下「對齊」工具。將三枝對齊螢光筆置於來源影像及最終影像的眼睛與嘴巴上，然後
按一下「對齊相片」。
5. 按一下「相片櫃」中的其他相片 (會用顏色編碼來協助您追蹤相片)。使用「鉛筆」工具來標記您要合併到最終相片的區域。若要
微調最終影像，請使用「鉛筆」工具來增加其他內容，或使用「橡皮擦」工具來移除內容。
6. 設定下列項目：

顯示筆觸 按一下這個選項可顯示您在來源影像中標記的鉛筆筆觸。

顯示區域 按一下這個選項可在最終影像中顯現選取的區域。
7. 按一下「重設」可重新開始程序，按一下「完成」可完成 Photomerge 臉孔，或按一下「取消」可關閉 Photomerge 臉孔。

Photomerge 臉孔視窗

回到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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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merge 曝光
如需介紹 Photomerge 功能的相關視訊，請參閱 www.adobe.com/go/lrvid2342_pse9_tw。

使用 Photomerge 曝光可有效處理相片場景中的曝光難題。您可將兩張相片混合在一起，以獲得完美曝光的相片。例如，如果您的相片中在背景裡有
一扇窗，而您想要製作出具有下列屬性的完美相片：

窗外風景良好曝光。
室內較暗物體良好曝光。

在此類情況下，您通常最終會使窗外風景過度曝光，或室內物體曝光不足。
若要確保您製作出完美的相片，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以不同的曝光度拍攝二或多張相同場景的相片。若要獲得最佳結果，請在晃動最小的情況下，以不同的曝光值拍攝相片。例如：
您可以在開啟閃光燈的情況下拍攝二或多張相片，以正確曝光主體 (房間內的對象)。
然後可以在關閉閃光燈的情況下拍攝一張相片，以正確曝光背景 (窗外的風景)。
秘訣：您可以使用相機中的曝光包圍功能，以多次使用不同曝光設定的拍攝來擷取相同的主體。
混合相片可建立完美曝光的相片。
「Photomerge 曝光度」有助於混合兩張相片以獲得完美曝光的相片。

Photomerge 曝光可在下列模式下完成：
自動模式
手動模式
若要在使用自動模式時取得最佳結果，請使用曝光包圍來獲得以不同曝光值拍攝的相片。若要在使用手動模式時取得最佳結果，請在開啟及關閉閃
光燈的情況下拍攝相片。

Photomerge 曝光

自動 Photomerge 曝光
您可從 Elements Organizer 中選取所需相片，然後透過「相片櫃」來選取及取消選取相片。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選取最少兩張、最多十張相片，然後選取「增強 > Photomerge > Photomerge 曝光」。
使用「檔案 > 開啟」開啟所需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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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選取「在相片櫃中顯示開啟的檔案」以檢視所有開啟的檔案。
ii. 從「相片櫃」中選取最少兩張、最多十張相片。
iii. 選取「增強 > Photomerge > Photomerge 曝光度」。

Photoshop Elements 會顯示選取的相片。
2. 在 Photomerge 面板中，選取「自動」。
3. 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簡單混合 這個選項不允許您更改 Photomerge 曝光設定。選取此選項會顯示合併的相片。

智慧型混合 選取這個選項可讓您使用滑桿調整設定。您可以根據您所提供的設定檢視最終相片。您可以調整下列設定：

亮部 可讓您增加或減少亮部中的細節。

陰影 可讓您使陰影變亮或變暗。

飽和度 可讓您更改顏色強度。
4. 獲得想要的結果之後，按一下「完成」便可完成 Photomerge 曝光。

手動 Photomerge 曝光
註解： 針對 Photomerge 曝光，如果您要使用在開啟閃光燈的情況下拍攝的相片，手動 Photomerge 曝光即為預設模式。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選取最少兩張、最多十張相片，然後選取「增強 > Photomerge > Photomerge 曝光」。
使用「檔案 > 開啟」開啟所需檔案。
a.

i. 選取「在相片櫃中顯示開啟的檔案」以檢視所有開啟的檔案。
ii. 從「相片櫃」中選取最少兩張、最多十張相片。
iii. 選取「增強 > Photomerge > Photomerge 曝光度」。

Photoshop Elements 會顯示選取的相片。
2. 在 Photomerge 面板中，選取「手動」。
「相片櫃」中的第一個影像會顯示為來源相片。您可以從「相片櫃」中選取影像作為最終相片。
3. 設定下列項目：

顯示筆觸 按一下可在來源影像中顯示鉛筆筆觸。

顯示區域 按一下可在最終影像中顯現選取的區域。
4. 使用鉛筆工具從目前來源影像中選取曝光區域。如有必要，請更改來源相片，並從這張相片中選取區域。
您現在可以檢視最終影像，該影像中有不同的區域拷貝自初次選取的最終相片上方的不同來源相片。
5. 請更改這些所選區域的透明度，以使用「透明度滑桿」將這些區域與背景正確混合在一起。選取「邊緣混合」以使混合的邊緣變
平滑。
註解： 「透明度滑桿」只會影響從目前顯示的來源影像中選取的區域。如果您要更改從其他影像中選取之區域的透明度，請更改
不同的來源影像。系統會記住特殊影像所使用的數值。如果未更改滑桿，預設會設定為 0。
6. 若要校正多張相片的對齊方式，請選取「進階選項」，然後按一下「對齊」工具。將三枝螢光筆置入來源影像，並將三枝螢光筆
置入最終影像，然後按一下「對齊相片」。按一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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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Photomerge 樣式符合
Photoshop Elements 13 及更新版本不適用

如果您喜歡影像的樣式，可以將該影像的樣式屬性套用至其他影像。您可以處理一組影像、套用樣式，然後選擇以產生最佳結果的樣式更新影像。
註解： 當您多次套用樣式時，其效果不會累積。只有最後套用的樣式會被儲存。

套用樣式影像的樣式之後的影像。

1. 開啟影像，然後選取「增強 > Photomerge > Photomerge 樣式符合」
2. 在「樣式」櫃中，增加您要從中轉換樣式的影像。選擇擁有功能強大的文體屬性與詳細資訊的影像。
註解： 您也可以從顯示在「樣式」櫃中的預設樣式影像中選擇影像。
3. 若要套用影像的樣式，請按兩下「樣式」櫃中的樣式影像，或將影像從「樣式」櫃拖移至樣式影像預留位置。
4. 若要調整影像，請使用「編輯」面板中的選項。

強度 可控制要轉換之樣式的總量或強度。最大值表示您想轉換樣式影像的 100% 樣式。

清晰度 可改善風格化影像的本機對比。已增強緩慢變更強度區域的對比，進而在變暗區域產生尖銳細節。

詳細資訊 改善影像的整體對比。

樣式橡皮擦 可將套用的樣式從特定影像區域中移除。

樣式塗畫工具 將樣式增加回您已從中移除所套用樣式的區域。

柔化筆觸邊緣 可柔化樣式擦除與繪圖所產生的硬邊。

轉換色調 可轉換樣式影像的色調。例如，如果樣式影像為黑白或深褐色，且您要套用「Photomerge 樣式轉換」的影像是彩色
的，則選取「轉換色調」可將樣式色調 (黑白或深褐色) 轉換為彩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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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轉換色調」，原始彩色影像會更改為黑白

5. 按一下「完成」，以套用的樣式更新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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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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陰影與光源
使用智慧型筆刷工具調整顏色與色調
套用智慧型筆刷工具
關於色階調整
改善陰影和亮部細節
使用色階調整陰影與亮度
在所選區域中調整亮度與對比
快速變亮或變暗隔離的區域
快速飽和隔離區域或去除隔離區域的飽和度

回到頂端

使用智慧型筆刷工具調整顏色與色調
「智慧型筆刷」工具與「細部智慧型筆刷」工具可將色調與顏色調整套用至相片的特定區域。也可以使用這些工
具套用某些效果。您只需揀選預設集調整並套用校正即可。兩個工具都會自動建立調整圖層。此功能為您提供了
處理相片的彈性，因為原始影像圖層並不會更改。您可以返回上一步並反覆調校調整，而不會放棄任何影像資
訊。
當您套用「智慧型筆刷」工具時，會根據顏色與紋理進行類似選取。調整會同時套用至選取的區域。您可以調整
陰影、亮部、顏色與對比。為影像中的物件套用顏色、增加紋理、套用各種相片效果。

套用調整選取範圍的智慧型筆刷工具

1. 選取「智慧型筆刷」工具。
2. 從「工具選項」列的預設集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效果，並於影像中，在您要套用效果的物件上
拖移滑鼠。

您可從可用的預設集選項中，使用智慧型筆刷套用各種效果與圖樣。

但是，您無法變更效果的設定，因為具有效果的圖層是像素圖層，不是調整圖層。
有一組令人興奮的新預設集，目前位於智慧型筆刷的紋理類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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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理選項

有 15 個新預設集可以協助為您的影像提供下列效果：

增強單調乏味的背景。
為影像中的布料/紋理建立緞面效果。
為影像中的服裝增加花朵圖樣。
為影像中的牆壁或背景增加設計師圖樣。

「細部智慧型筆刷」工具可讓您像使用繪圖工具一樣將調整繪製到特定區域。此工具可協助調整圖樣與效果預設
集的細部。在較小區域繪製及套用預設集更為精確。從下拉式清單中按一下效果，然後在要套用效果的區域上繪
圖。您可選擇某一範圍內的筆刷。它在選項列中有筆刷大小與形狀的設定。
筆刷的運作方式就像「選取」工具；您可以按一下選項列中的「調整邊緣」來修改選取範圍的形狀與大小。若要
從選取範圍中移除某一區域，請按一下「從選取範圍中移除區域」筆刷。
兩種筆刷工具都可讓您增加至要調整的區域或從其中減去。您也可以將多個調整預設集套用至相片。每個預設集
調整皆可套用至自己的調整圖層。您可以分別反覆調校每個校正的設定。
進行校正時，圖釘會顯示在您第一次套用調整的位置。圖釘可為特定調整提供參考。當套用不同的調整預設集
時，系統會顯示新圖釘。此功能可使特定校正的修改更容易，特別是當您套用不同的調整時。

套用調整筆觸的細部智慧型筆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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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套用智慧型筆刷工具
1. 從工具箱中選取「智慧型筆刷」工具或「細部智慧型筆刷」工具。
彈出式面板會開啟，顯示調整預設集。
2. 從「工具選項」列的預設集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效果。
從彈出式面板選單中選擇選項可檢視不同的調整組合。如需有關設定彈出式面板的詳細
資訊，請參閱關於預設集。
3. (選擇性)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以調整筆刷工具的大小與品質：
如果您選取了「智慧型筆刷」工具，請在選項列中開啟「筆刷揀選器」並調整設定。
如果您選取了「細部智慧型筆刷」工具，請從「筆刷預設集」彈出式面板中選取預設筆
尖。然後，在選項列中調整筆刷大小設定。
4. 在影像中繪圖或拖移工具。
校正會套用在自己的調整圖層上，而彩色圖釘會顯示在您第一次套用筆刷工具的位置。
5. (選擇性)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若要將目前調整增加至相片的更多區域，請在影像中繪圖或拖移。如有必要，請確定已
選取「增加至選取範圍」。
若要移除目前調整的部分，請選取「從選取範圍中減去」並在影像中繪圖。
若要套用不同類型的調整，請選取「新增選取範圍」，然後從彈出式面板中選取預設
集，最後在影像中繪圖。
若要平滑化選取範圍的邊緣，請按一下選項列中的「調整邊緣」，然後在對話框中調整
設定，最後按一下「確定」。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消除鋸齒和羽化來平滑化選取
範圍邊緣。
註解： 如果您使用工具箱中的其他工具，然後返回到「智慧型筆刷」工具或「細部智慧型
筆刷」工具，您所套用的最後一個調整會處於使用中狀態。
6. (選擇性) 如果您有多個調整，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以選取您要增加到、從中減去或修改
的調整：
按一下圖釘。
在相片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擇列出在選單底部的調整。

修改智慧型筆刷工具校正設定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在影像中的圖釘或使用中選取範圍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擇「更改調整設定」。
在「圖層」面板中，按兩下特定調整圖層的圖層縮圖。
按兩下圖釘。
2. 在對話框中調整設定，然後按一下「確定」。

更改智慧型筆刷工具校正預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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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一下圖釘或使用中選取範圍，然後在選項列中開啟預設集彈出式面板。
2. 從彈出式面板中選擇調整預設集。

刪除智慧型筆刷工具校正
在圖釘或使用中選取範圍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擇「刪除調整」。
註解： 在「圖層」面板中，您也可以刪除特定調整圖層來刪除「智慧型筆刷」工具校正。

智慧型筆刷彈出式面板

Photoshop Elements 可讓您使用「智慧型筆刷」工具
和「細部智慧型筆刷」工具
。您可從選項列的預
設集彈出式面板中揀選調整。與所有彈出式面板相同，您也可以設定「智慧型筆刷」預設集彈出式面板。使用面
板選單可將調整顯示為縮圖或顯示在清單中。您也可以將揀選器拖移出選項列，使其在您希望的工作區位置中浮
動。
您可從面板左上區域附近的選單中進行選擇，以檢視特定調整組合或全部調整。調整的範圍有色調與校正。

回到頂端

關於色階調整
「色階」對話框是功能強大的色調與顏色調整工具。您可以在整個影像或選取的部分中進行色階調整(若要存取
對話框，請選擇「增強 > 調整光源 > 色階」)。
您可以使用「色階」對話框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色階對話框
A. 要調整顏色的色版 B. 陰影值 C. 中間調 D. 亮部值

設定陰影與亮部值以確保您的影像使用完整色調範圍。
調整影像中間調的亮度，而不影響陰影與亮部值。
藉由製作中性灰色修正顏色投射。您也可以增加少量顏色投射 (例如，對日落增加暖色效果)
來增強影像。
如果您要為商業列印準備影像，可指定陰影與亮部 RGB 值的目標。

當您處理「色階」時，可以直接操作影像像素或透過調整圖層操作。調整圖層可讓您在以下方面獲得彈性：

您可以隨時按兩下調整圖層重新開啟「色階」對話框，以修改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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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圖層」面板中降低調整圖層的不透明度，以減弱調整的效果。
您可以堆疊調整圖層以進行多次調整，而不因連續調整太多而降低影像品質。
您可以使用調整圖層的圖層遮色片來只調整一部分影像。

回到頂端

改善陰影和亮部細節
1. 選擇「增強 > 調整光源 > 陰影/亮部」。
2. 拖移任何調整滑桿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數值，然後按一下「確定」。

陰影亮度 變亮相片的較暗區域及顯現在影像中擷取的更多陰影細節。
亮部暗度 變暗相片的較亮區域及顯現在影像中擷取的更多亮部細節。您相片的純白區域沒
有任何細節，且不會受此調整的影響。
中間調對比 增加或減少中間調的對比。當您調整完陰影與亮部後，如果影像對比效果不
佳，請使用此滑桿。
若要將影像重設為在您開啟對話框時的樣子，請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並
按一下「重設」按鈕。

調整陰影與亮部之前 (上) 與之後 (下)。調整後會柔化臉孔並顯現太陽眼鏡後方的更多細
節。

回到頂端

使用色階調整陰影與亮度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擇「增強 > 調整光源 > 色階」。
選擇「圖層 > 新增調整圖層 > 色階」，或開啟現有的色階調整圖層。
2. 從「色版」選單中選擇 RGB。當設定為 RGB 時，您的調整會影響全部三個 (紅色、綠色與
藍色) 色版。如果您要處理灰階影像，其中將只具有灰色色版。
3. 將黑白「輸入色階」滑桿 (左側與右側滑桿在色階分佈圖的正下方) 拖移至色階分佈圖任一
端上的第一組像素邊緣，以設定陰影與亮部值。您亦可直接在第一個和第三個「輸入色階」
文字方框中輸入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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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亮部」滑桿拖移至左側可變亮相片。

按下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並拖移「陰影」滑桿可查看哪些區域將剪裁為
黑色 (色階 0)。按下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並拖移「亮部」滑桿可查看哪
些區域將剪裁為白色 (色階 255)。彩色區域顯示在個別色版中剪裁的情況。
4. 若要調整中間調的亮度而不影響陰影與亮部值，請拖移灰色「輸入色階」(中間) 滑桿。您也
可以直接在中間「輸入色階」文字方框中輸入數值(數值 1.0 代表目前未調整的中間調數
值)。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看見反映在「色階分佈圖」面板中的調整。
註解： 您可以按一下「自動」來將「亮部」與「陰影」滑桿自動移動至每個色版中的最亮
與最暗點。這與使用「自動色階」指令相同，可能會在影像中造成色偏。

回到頂端

在所選區域中調整亮度與對比
「亮度/對比」指令最好用於影像的選取部分。使用此指令可調整整個影像的亮度，或者降低影像中的對比結
果。進行色調調整的較佳選擇為「色階」與「陰影/亮部」指令。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擇「增強 > 調整光源 > 亮度/對比」來直接調整影像像素。
選擇「圖層 > 新增調整圖層 > 亮度/對比」來調整圖層。
2. 拖移滑桿可調整亮度與對比，然後按一下「確定」。
拖移到左方會降低層級；拖移到右方則會提高層級。每個滑桿右方的數目均會顯示亮度或對
比值。

回到頂端

快速變亮或變暗隔離的區域
「加亮」工具與「加深」工具可使影像區域變亮或變暗。您可以使用「加亮」工具凸顯陰影細節，以及使用「加
深」工具凸顯亮部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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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左)、使用「加深」工具之後 (中上)，以及使用「加亮」工具之後 (右下)

1. 請選取「加亮」工具或「加深」工具。如果您沒看見這些工具，請尋找「海綿」工具。
2. 在選項列中設定工具選項：

筆刷彈出式選單 設定筆尖。按一下筆刷樣本旁邊的箭頭，從「筆刷」選單中選擇筆刷類
別，然後選取筆刷縮圖。
大小 以像素為單位設定筆刷的大小。拖移「大小」彈出式滑桿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大小。
範圍 設定工具可調整的影像色調範圍。選取「中間調」可更改灰階的中間範圍，選取「陰
影」可更改較暗區域，而選取「亮部」可更改較亮區域。
曝光度 設定工具在每個筆觸的效果。較高的百分比可增強效果。
秘訣：若要逐步加亮或加深區域，可將工具設定為低曝光值，然後在您要校正的區域上多次
拖移。
3. 在想要修改的影像部分上面拖移。

回到頂端

快速飽和隔離區域或去除隔離區域的飽和度
「海綿」工具可飽和影像區域或去除影像區域的飽和度。您可以使用「海綿」工具來凸顯物體或區域的顏色或使
顏色柔和。
1. 選取「海綿」工具。如果您沒有看見「海綿」工具，請尋找「加亮」或「加深」工具。
2. 在選項列中設定工具選項。

筆刷彈出式選單 設定筆尖。按一下筆刷樣本旁邊的箭頭，從「筆刷」選單中選擇筆刷類
別，然後選取筆刷縮圖。
大小 以像素為單位設定筆刷的大小。拖移「大小」彈出式滑桿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大小。
模式 設定是否飽和或去除飽和度。
流量 設定工具在每個筆觸的強度。在飽和模式下，較高的百分比可增強飽和度。在去除飽
和度模式下，較高的百分比可增強去除飽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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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形
旋轉或翻轉項目
任意旋轉項目
縮放項目
傾斜或扭曲項目
對項目套用透視
任意變形項目
對背景圖層套用變形

回到頁首

旋轉或翻轉項目
您可以旋轉或翻轉選取範圍、圖層或完整影像。確保根據您要旋轉或翻轉的項目選擇校正指令。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取您要旋轉或翻轉的相片、圖層、選取範圍或形狀。
2. 選擇「影像 > 旋轉」，並從次選單中選擇下列任一項指令：
左轉 90 度、圖層左轉 90 度或選取範圍左轉 90 度 將相片、圖層或選取範圍逆時針旋轉四分之一圈(只有當影像中有使用中選取
範圍時，才能使用「旋轉選取範圍」)。
右轉 90 度、圖層右轉 90 度或選取範圍右轉 90 度 將相片、圖層或選取範圍順時針旋轉四分之一圈。
180 度、圖層 180 度或選取範圍 180 度 將相片、圖層或選取範圍旋轉半圈。
自訂 依您指定的總量旋轉項目。如果您選取這個選項，請輸入您要旋轉項目的度數，以及旋轉項目的方向。
備註：正數可將物件順時針旋轉，負數可將物件逆時針旋轉。
完成後，按一下「確定」。
水平翻轉、水平翻轉圖層或水平翻轉選取範圍 可水平翻轉相片、圖層或選取範圍。
垂直翻轉、垂直翻轉圖層或垂直翻轉選取範圍 可垂直翻轉相片、圖層或選取範圍。

旋轉影像

回到頁首

任意旋轉項目
您可以使用「任意旋轉圖層」與「任意旋轉選取範圍」指令來以任意總量旋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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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任意旋轉圖層」指令可拉直影像，然後按一下「確認」按鈕即可套用旋轉。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取您要旋轉的圖層或選取範圍。
2. 選擇「影像 > 旋轉 > 任意旋轉圖層或選取範圍」。影像中會出現邊界方框。
備註： 如果您選取屬於背景圖層的影像 (例如從相機或掃描器匯入的相片)，您可以選擇將該影像轉成一般圖層以進行變形。
3. (選擇性) 若要更改項目旋轉的中心點，請按一下選項列中參考點定位器

上的方形。

4.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來指定旋轉總量：
按一下並拖移邊界方框底部的旋轉控點。當游標暫留在控制點上時，游標將會變成同心箭頭。若要將旋轉限制為每次增加 15
度，請在拖曳時按住 Shift 鍵。
請在選項列的「設定旋轉」文字方框

中輸入介於 -180 (最大逆時針旋轉) 與 180 (最大順時針旋轉) 之間的旋轉角度。

5.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套用變形，請在邊界方框之內按兩下，再按一下「確認」按鈕
若要取消變形，請按一下「取消」按鈕

，或按 Enter 鍵。

，或按 Esc 鍵。

回到頁首

縮放項目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取您要縮放的相片、圖層、選取範圍或形狀。
2. 選擇「影像 > 重新調整大小 > 縮放」。
備註： 如果您選取屬於背景圖層的相片 (例如從相機或掃描器匯入的相片)，您可以選擇將該影像轉變成一般圖層，使您能夠對其
進行變形。
3. 請執行下列任何一項作業來指定縮放總量：
若要於縮放時維持相對比例 (避免影像扭曲)，請選取「強制等比例」，然後拖移角落控點。或者，在您拖移角落控點時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若只要縮放高度或寬度，請拖移側邊控點。
在選項列中輸入寬度、高度或兩者的百分比。
4.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套用變形，請在邊界方框之內按兩下，再按一下「確認」按鈕
若要取消變形，請按一下「取消」按鈕

，或按 Enter 鍵。

，或按 Esc 鍵。

回到頁首

傾斜或扭曲項目
傾斜會對項目套用垂直或水平傾斜。扭曲可延伸或壓扁項目。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取您要變形的相片、圖層、選取範圍或形狀。
2. 選擇「影像 > 變形 > 傾斜」或「影像 > 變形 > 扭曲」。如果您要使用選取的「形狀」工具變形某一形狀，請選擇「影像 > 變形
形狀 > 傾斜」或「影像 > 變形形狀 > 扭曲」。
備註： 如果您選取屬於背景圖層的相片 (例如從相機或掃描器匯入的相片)，您可以選擇將該影像轉變成一般圖層，使您能夠對其
進行變形。
3. 拖移控點來傾斜或扭曲邊界方框。
4.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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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套用變形，請在邊界方框之內按兩下，再按一下「確認」按鈕
若要取消變形，請按一下「取消」按鈕

，或按 Enter 鍵。

，或按 Esc 鍵。

回到頁首

對項目套用透視
套用透視可建立存在於三度空間中的物體外觀。

原始影像 (左) 與套用透視後的影像 (右)。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取您要變形的項目。
2. 選擇「影像 > 變形 > 透視」。如果您要使用選取的「形狀」工具變形某一形狀，請選擇「影像 > 變形形狀 > 透視」。
備註： 如果您選取屬於背景圖層的相片 (例如從相機或掃描器匯入的相片)，您可以選擇將該影像轉變成一般圖層，使您能夠對其
進行變形。
3. 拖移邊界方框上的角落控點以套用透視。
4.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確認變形，請在邊界方框之內按兩下，再按一下「確認」按鈕
若要取消變形，請按一下「取消」按鈕

，或按 Enter 鍵。

，或按 Esc 鍵。

回到頁首

任意變形項目

「任意變形」指令可讓您透過單一步驟套用變形 (旋轉、縮放、傾斜、扭曲及透視)。您不需要選擇不同的指令，只要按住鍵盤上的按鍵，就可以在不
同的變形類型之間切換。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取您要變形的項目。
2. 選擇「影像 > 變形 > 任意變形」。如果您要變形某一形狀，請選擇「影像 > 變形形狀 > 任意變形形狀」。
備註： 如果您選取屬於背景圖層的相片 (例如從相機或掃描器匯入的相片)，您可以選擇將該影像轉成一般圖層以進行變形。
3. (選擇性) 若要更改項目旋轉的中心點，請按一下選項列中參考點定位器

上的方形。

4.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或多項作業來變形物件：
若要縮放，請拖移邊界方框的任意控點。若要按比例縮放寬度與高度，請於拖移角落控點時按 Shift 鍵，或選取選項列中的
「強制等比例」，然後拖移角落控點。
若要旋轉，請將指標移到邊界方框外並拖移。當指標位於邊界方框外時，指標會變成彎曲的雙向箭頭
以強制以 15 度的增量旋轉。

。按 Shift 鍵並拖移可

若要扭曲，請按 Ctrl 鍵 (在 Mac OS 中為 Command 鍵)，並拖移任何控點。當指標放在控點上時，會變成灰色箭號 。
若要傾斜，請按 Ctrl+Shift 鍵 (在 Mac OS 中為 Command+Shift 鍵) 並拖曳位於邊界方框任一側中間的控制點。當指標放在
側邊控制點上時，會變成一個有小雙箭號的灰色箭號 。
若要套用透視，請按 Ctrl+Alt+Shift 鍵 (Command+Option+Shift 鍵)，並拖曳角落控制點。當指標放在角落控點上時，會變成
灰色箭號 。
5.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確認變形，請在邊界方框之內按兩下，然後按一下「確認」按鈕
若要取消變形，請按一下「取消」按鈕

，或按 Enter 鍵。

，或按 Esc 鍵。

回到頁首

對背景圖層套用變形
在您能夠對背景圖層套用變形之前，必須將該圖層轉換成一般圖層。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取「圖層」面板中的「背景」圖層。
2. 轉換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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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套用變形。

Twitter™ 和 Facebook 發文未涵蓋在 Creative Commons 條款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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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切
裁切影像
裁切至選取範圍邊界
自動裁切建議
使用參考線來裁切出更佳結果
使用餅乾成型切割刀工具
更改畫布大小
拉直影像
分割包含多張相片的掃描影像

回到頂端

裁切影像
「裁切」工具可移除圍繞在裁切選取畫面或選取範圍之外的影像部分。裁切對於移除分散注意力的背景成份，以
及為相片建立焦點而言很有幫助。依預設，當您裁切相片時，解析度會保持與原始相片相同。使用「相片比例」
選項可讓您在裁切相片時檢視及修改大小與解析度。如果您使用預設大小，解析度會更改為符合預設集。

裁切相片以移除某些分散注意力的背景。

1. 選取「裁切」工具

。

2. 從「工具選項」列中，選取符合您需求的裁切參考線。您可以選擇「三等分」、「格線」、
「黃金比例」或「無」中的一個。如需有關裁切參考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本文中的使用參
考線來裁切出更佳結果一節。
3. 如果您要使用非原始相片的解析度，請從「外觀比例」選單中選取以下其中一個選項，或在
選項列的「寬度」與「高度」方框中指定新自訂數值：

無限制 可讓您將影像的大小重新調整為任意尺寸。
使用相片比例 可在您裁切時顯示相片的原始外觀比例。「寬度」與「高度」方框顯示用於
裁切影像的數值。「解析度」方框可讓您更改影像解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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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大小 可指定裁切相片的預設大小。如果您要使最終輸出成為特定大小 (例如 4 x 6 英
吋) 以符合相框，請選擇該預設大小。
註解： 當您為「寬度」與「高度」方框指定數值時，「外觀比例」選單會更改為「自
訂」。
4. 在想要保留影像的部分拖曳。當您放開滑鼠按鍵時，裁切選取畫面會顯示為邊界方框，並在
四角與四邊上顯示控點。
5. (選擇性) 您可以執行以下任一動作來調整裁切選取畫面：
若要更改預設大小或外觀比例，請從選項列的「外觀比例」選單中選擇新數值。
若要將選取畫面移動至其他位置，請將指標置入邊界方框，按一下並拖曳，或使用方向
鍵來移動選取畫面。
若要重新調整選取畫面的大小，請拖曳控點(如果您從「外觀比例」選單中選擇「無限
制」，您可以按住 Shift 鍵，同時拖曳角控點來縮放，藉以限制比例)。
若要調換「寬度」與「高度」數值，請按一下選項列中的「調換」圖標

。

若要旋轉選取畫面，請將指標放在邊界方框外 (指標會變成彎曲箭頭 )，然後拖
曳。(您在「點陣圖」模式下無法旋轉影像的裁切選取畫面)。
備註：您可以更改「裁切」工具偏好設定，以更改裁切保護 (圍繞影像周圍的裁切區域)
的顏色與不透明度。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顯示及游標」並在「偏好設定」對話框
的「裁切工具」區域中指定新的「顏色與不透明度」數值。如果您不想在裁切時看見彩
色保護，請取消選取「使用保護」。
6. 按一下選取畫面右下角的綠色「確認」按鈕
取消裁切操作，請按一下紅色「取消」按鈕

，或按兩下邊界方框以完成裁切。如果您要
或按 Esc 鍵。

按一下「確認」按鈕以接受裁切。

回到頂端

裁切至選取範圍邊界
您可以使用「裁切」命令移除位於目前選取範圍之外的區域。當您裁切至選取範圍邊界
時，Photoshop Elements 會將影像修剪至包含選取範圍在內的邊界方框。(不規則形狀的選取範圍，例如使用
「套索」工具選取的範圍，會裁切為包含選取範圍在內的矩形邊界方框)。如果您使用「裁切」命令而未先進行
選取，Photoshop Elements 會從每一個可見邊修剪影像的 50 像素。
1. 使用任何選取工具，例如「矩形選取畫面」工具

，來選取您要保留的影像部分。

2. 選擇「影像 > 裁切」。

回到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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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裁切建議
Photoshop Elements 13 新增功能

裁切工具與技巧是相片編輯工作流程的重要部分。從 Photoshop Elements 13 開始，「裁切」工具會自動顯示
四種立即可用的建議。您可依個人需求，從這些建議中選擇最佳裁切方式。也可以在採用其中一種建議或拒絕全
部四種建議後，繼續依您的需要隨意裁切。

原始影像

四種建議皆由 Photoshop Elements 13 提出。

若要使用自動裁切建議：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3 中開啟相片。
2. 選擇「裁切」工具。四種自動建議的縮圖會顯示在「工具選項」方塊中。
3. 按一下您認為最適用的縮圖。不過當您從工具選項中的下拉式清單選取不同的外觀比例時，
可以查看更多建議。
將滑鼠游標停在「工具選項」方塊中的建議上，可預視特定的裁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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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使用參考線來裁切出更佳結果
「裁切工具」提供下列覆蓋選項：

三等分 將影像以水平及垂直方向各分成三等分 (等距線)，總共分成九等分，透過更方便的視覺輔助效果來決定
如何裁切。您可以確認或取消裁切建議。裁切覆蓋根據選項列中的 W 與 H 選項決定。例如，您的主體 (樹、人
或動物) 可位於水平的 2/3 處，與其中一條線對齊。
格線 在影像上建立格線參考線。使用格線可在您裁切影像之前放置物件。
黃金比例 「黃金比例」可針對相片中的物件放置提供導線。在圖片中沿著直線與此格線的相交點放置物件，可
使影像在視覺上更具有吸引力。您可以使用「黃金比例」格線來放置影像的重要部分。例如，位於焦點處的眼睛
或裝飾物或樹葉，即會在格線中以同心圓標記。
使用「調換高度與寬度」圖標來旋轉格線。視裁切方塊的外觀比例 (高或寬) 而定，系統會顯示垂直或水平翻轉
選項。
在「工具選項」列中，按一下「翻轉」可水平或垂直翻轉黃金比例格線。「黃金比例」裁切可以順時針或逆時針
旋轉。翻轉按鈕的行為有：
如果裁切選項列中的裁切尺寸是寬度大於高度，則會顯示水平翻轉 (以圖形方式顯示) 作為按
鈕。
如果裁切選項列中的裁切尺寸是寬度小於高度，則按鈕會顯示為垂直翻轉按鈕 (以圖形方式
顯示)。

無 邊界方框內不顯示任何裁切參考線覆蓋。
回到頂端

使用餅乾成型切割刀工具
「餅乾成型切割刀」工具可將相片裁切成您所選擇的形狀。當您在相片中拖曳形狀之後，您可以移動及重新調整
邊界方框的大小，直到您拖曳出您想要的區域為止。

使用「餅乾成型切割刀」工具來將相片剪裁成有趣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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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取「餅乾成型切割刀」工具。
2. 按一下「工具選項」列中的「餅乾成型切割刀」彈出式選單，然後選取形狀。若要檢視其他
形狀庫，請從「形狀」下拉式清單中選取其他形狀庫。
3. 按兩下可以選取一個形狀。
4. 設定形狀選項：

未強制 將形狀繪製為任何大小或尺寸。
定義等比例 保持裁切形狀的高度與寬度比例。
定義大小 將相片裁切為您選擇之形狀的確切大小。
固定大小 指定完成形狀的確切度量。會從您提供的高度與寬度設定中挑選度量。
從中央 從中央繪製形狀。
羽化 決定完成形狀邊緣必須擁有的柔和程度。羽化可柔化裁切影像的邊緣，使邊緣淡出並
與背景混合。
裁切 選取以將影像修剪為包含所建立形狀的邊界方框
5. 在影像內拖曳可建立形狀邊界，並將邊界移至影像中想要的位置。
6. 按一下「確認」按鈕
「取消」按鈕

，或按 Enter 鍵以完成裁切。如果您要取消裁切操作，請按一下

或按 Esc 鍵。

回到頂端

更改畫布大小
畫布為影像視窗中現有影像周圍的工作區，是影像的完全可編輯區域。您可以在影像的任意側增加或減小畫布的
大小。增加的畫布會以目前「背景」圖層選取的背景顏色顯示 (預設)，或以「畫布大小」視窗中選取的畫布延伸
顏色顯示。在其他圖層中，增加的畫布是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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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畫布大小可為彩色邊框增加空間。

1. 選擇「影像 > 重新調整大小 > 畫布大小」。
2.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在「寬度」與「高度」方框中，輸入新畫布的完整尺寸。從鄰近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您想
要的度量單位。
選取「相對」，並輸入您要增大或縮小畫布大小的總量。輸入負數可縮小畫布大小。如
果您要將畫布增加指定的總量，例如每側 2 英吋，請使用此選項。
3. 按一下「錨點」圖標上的箭頭，指示在新畫布上，現有影像應位於的位置。
4. 若要更改增加畫布的顏色，請從「畫布延伸顏色」選單中選擇選項，並按一下「確定」。

回到頂端

拉直影像
相機震動可能會導致影像未正確對齊。例如，日落圖片中的地平線可能並非絕對水平。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您可以重新對齊相片以使地平線成為絕對水平。您可以使用「拉直」工具 (P)，以垂直或水平方向重新對齊
影像。如有必要，可選擇同時自動重新調整畫布大小或裁切畫布，以配合拉直影像。
在「快速」模式下，只需使用「拉直」工具 (P) 沿著水平線 (如果可見) 繪製一條直線即可。
如果無法看見水平線，就繪製一條您認為能夠代表相片水平軸的直線。
相片就會拉直，並且根據您選擇的選項，自動填滿所建立的任何空白邊緣。

在專業模式下手動拉直影像
1. 選取「拉直」工具。
2. 從可用選項按鈕中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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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或縮小畫布至最適大小 重新調整畫布大小以符合旋轉的影像。拉直會使影像的角落位
於目前畫布的外部。拉直的影像將包含空白背景區域，但不會剪裁掉像素。
裁切以移除背景 裁切影像以移除在拉直之後所顯示的任何空白背景區域。將會剪裁掉某些
像素。
裁切成原始大小 將畫布保持為原始影像的相同大小。拉直的影像將包括空白背景區域，且
將會剪裁掉某些像素。

拉直及裁切以移除背景

註解： 啟動「旋轉全部圖層」選項時，這三個拉直選項便會啟動。
3. 若要拉直影像，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水平對齊，請沿著應為水平面的邊緣繪製一條直線。例如，您可能會有未正確對齊
水平線的火車影像。請繪製與火車平行的水平線。

若要垂直對齊，請沿著應為垂直面的邊緣繪製一條直線。例如，您可能會有未正確對齊
的高塔影像。請繪製與高塔平行的垂直線。

自動填滿空白邊緣

「拉直」工具擁有增強的選項，能聰明地利用相關影像資料自動填滿邊緣，而不會填入背景顏色或透明像素。
「自動填滿邊緣」選項只能在「放大或縮小」和「原始大小」模式中使用。在您畫線以進行影像拉直前，請選取
「自動填滿邊緣」核取方塊。線畫好時，相片邊緣產生的任何間隙會聰明地自動填滿。

在快速模式下手動拉直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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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取「拉直」工具。
2. 從可用選項按鈕中選擇：

維持畫布大小 重新調整畫布大小以符合旋轉的影像。拉直會使影像的角落位於目前畫布的
外部。拉直的影像將包含空白背景區域，但不會剪裁掉像素。
維持影像大小 調整影像大小以移除在拉直之後所呈現的任何空白背景區域。將會剪裁掉部
分像素。
3. 若要拉直影像，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水平對齊，請沿著應為水平面的邊緣繪製一條直線。例如，您可能會有未正確對齊
水平線的火車影像。請繪製與火車平行的水平線。
若要垂直對齊，請沿著應為垂直面的邊緣繪製一條直線。例如，您可能會有未正確對齊
的高塔影像。請繪製與高塔平行的垂直線。

自動填滿空白邊緣

「拉直」工具擁有增強的選項，能聰明地利用相關影像資料自動填滿邊緣，而不會填入背景顏色或透明像素。
在您畫線進行影像拉直前，請選取「自動填滿邊緣」核取方塊。線畫好時，相片邊緣產生的任何間隙會聰明地自
動填滿。

自動拉直影像
若要自動拉直影像並將畫布保留在影像周圍，請選擇「影像 > 旋轉 > 拉直影像」。拉直的
影像包含空白背景區域，但不會剪裁掉像素。
若要自動拉直及裁切影像，請選擇「影像 > 旋轉 > 拉直及裁切影像」。拉直的影像不包含
空白背景區域，但會剪裁掉某些像素。

回到頂端

分割包含多張相片的掃描影像
如果您一次在平台掃描器上掃描多張圖片，可以自動將掃描的影像分割及拉直到其組件相片中。相片之間必須有
清楚的分隔。

將單頁掃描的影像分離到三個分隔的影像

選擇「影像 > 分割掃描的相片」。Photoshop Elements 會自動分割影像並將每一張相片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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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分隔的檔案中。
對於邊界外有白圈的影像 (明亮天空、雪景等影像)，如果您在掃描器上為此影像覆蓋上
一張暗色的紙張，將能夠獲得最佳的效果。

關鍵字： 裁切, 影像大小, 影像解析度, 修飾, 銳利化, 變形, 3D 變形, 旋轉, 傾斜, 縮放, 不銳利化遮色片,
Photomerge 團體拍攝, Photomerge Scene Cleaner, Photomerge 臉孔, 原地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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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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merge Compose
Photoshop Elements 13 新增功能

Photomerge Compose 功能可讓您取代影像的一部分。例如，您可以更改影像的背景。您需要兩張影像：來源影像與目的地影像。您可以選取一個區
域，把它從來源影像中裁切出來，再將它貼入目的地影像。
1. 開啟兩張影像後 (來源與目的地影像)，按一下「增強 > Photomerge > Photomerge Compose」。

2. 建立選取範圍。有三種選取範圍模式：快速選取、選取範圍編輯與輪廓。
備註：「輪廓」是新的選取方式，使用者必須繪製選取範圍的外框。

3. 將選取範圍貼入目的地。您可以移動或重新調整選取範圍的大小。您也可以使用可用的筆刷來隱藏/顯示部分選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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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可以選擇調整色調，使貼上的選取範圍吻合目的地影像，讓修改的部分看起來自然而不造作。您可以使用「自動比對」模式和
滑桿來手動調整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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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銳利化
銳利化綜覽
銳利化影像
使用不銳利化遮色片濾鏡
防手震

回到頂端

銳利化綜覽
銳利化可以強化影像中邊緣的可見度。因此就大部分影像而言，不論是藉由數位相機或是掃描器取得的影像，都
會因為使用了銳利化而產生較佳的效果。銳利化影像時，請記住下列要點：

銳利化無法校正嚴重模糊的影像。
請在不同圖層上將影像銳利化，如此當需要更改調整時，才可以重新銳利化影像。請將圖層
的混合模式設定為「明度」，以避免沿邊緣發生色偏。如果將影像銳利化之後，發現亮部或
陰影變少，請使用圖層混合控制項，以避免銳利化亮部和陰影。
如果您需要減少影像雜訊，請在銳利化之前進行，以免雜訊更明顯。
銳利化影像時，請採用多次少量的方式。第一次銳利化可校正掃描器或數位相機所擷取的模
糊狀況。當您校正顏色及重新調整影像大小之後，請再次執行銳利化。
可以的話，請輸出影像來判斷銳利化的效果。所需要的銳利化總量因影像是用於列印還是顯
示在網頁上而有所不同。

回到頂端

銳利化影像
「自動銳利化」命令可加強清晰度或焦點，而無影像過度銳利化的風險。
「銳利化」工具可聚焦於相片中的柔化邊緣，以加強清晰度或焦點。過度銳利化相片會使相片產生粗點。您可以
在選項列中設定較低的「強度」值，以避免產生過度銳利化的結果。最好能夠拖移過區域數次，以使銳利化不會
太過明顯，並視需要予以增加，逐次增加銳利度。
「調整銳利度」對話框具有「銳利化」工具或「自動銳利化」所沒有的銳利化控制項。您可以設定銳利化運算規
則，或是控制陰影及亮部區域所套用的銳利化程度。

自動銳利化影像
選取「增強 > 自動銳利化」。

將影像的區域銳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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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上)、正確銳利化的兩張臉孔 (左下)，及過度銳利化的兩張臉孔 (右下)

1. 選取「銳利化」工具。
2. 設定選項列中的選項：

模式 決定您所套用的繪圖如何與影像中的現有像素混合。
筆刷 設定筆尖。按一下筆刷樣本旁邊的箭頭，從「筆刷」選單中選擇筆刷類別，然後選取
筆刷縮圖。
大小 以像素為單位設定筆刷的大小。拖移「大小」彈出式滑桿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大小。
強度 指定每次筆觸所產生的銳利化程度。
取樣全部圖層 銳利化所有可見圖層。如果未選取這個選項，則工具僅會銳利化使用中的圖
層。
保護細節 選取「保護細節」，加強細部並減少像素化的不自然感。如果您要產生較誇張的
銳利化效果，請取消選取此選項
3. 在想要影像更銳利清晰的部分拖移。

準確地銳利化影像
1. 選取「增強 > 調整銳利度」。
2. 選取「預視」核取方塊。
3. 設定下列其中任何一個選項來銳利化您的影像，然後按一下「確定」。

總量 設定銳利化的程度。在方框中輸入數字，或拖移滑桿來增加或減少邊緣像素之間的對
比，使外觀看起來更清晰。
強度 決定邊緣像素周圍受銳利化影響的像素數量。在方框中輸入數字，或拖移滑桿來更改
半徑值。當您增加半徑時，銳利化會變得更加明顯。
移除 設定用來使影像銳利化的銳利化演算規則。「高斯模糊」是「不銳利化遮色片」濾鏡
所使用的方法。「鏡頭模糊」可偵測影像中的邊緣和細節，並提供精確調整細部銳利度以及
減少銳利化光暈的功能。「動態模糊」會嘗試減少因相機或主體移動所產生的模糊效果；
從彈出式選單中選取模糊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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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 設定「移除」控制項「動態模糊」選項的移動方向。在方框中輸入數字，或拖移角度
刻度盤來往左 (逆時針) 或往右 (順時針) 更改角度百分比。
更加精緻 以更慢的速度處理檔案，來獲得更精確的模糊移除效果。

回到頂端

使用不銳利化遮色片濾鏡
「不銳利化遮色片」濾鏡會重新產生用於銳利化影像中邊緣的傳統影片技術。「不銳利化遮色片」濾鏡可校正拍
攝、掃描、重新取樣或列印期間產生的模糊現象。此濾鏡對主要用於列印及線上檢視的影像很有幫助。
不銳利化遮色片可依據您所指定的臨界值尋找與周圍像素之間不同的像素，並依據您所指定的總量增加像素的對
比。對於指定半徑內的鄰近像素，越亮的像素會變得更亮，越暗的像素會變得更暗。
「不銳利化遮色片」濾鏡的效果，在螢幕上要比在高解析度列印輸出中的效果明顯得多。如果最終目的是列印輸
出，請在多方實驗後決定什麼設定最適合您的影像。

「不銳利化遮色片」濾鏡可增加對比以減少朦朧感。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取影像、圖層或區域。
2. 選擇「增強 > 不銳利化遮色片」。
3. 選取「預視」選項。
4. 設定下列其中一個選項，並按一下「確定」：

總量 決定增加像素對比的數量。如果影像會以高解析度列印，最好使用 150% 到 200% 之
間的總量。
強度 指定圍繞邊緣銳利化的像素數。如果是高解析度的影像，通常會建議使用介於 1 到 2
之間的半徑。較低的數值只會銳利化在邊緣的像素，而以較高的數值銳利化的像素範圍會比
較寬。這種效果在列印時遠比不上在螢幕上明顯，因為在以高解析度列印的影像中，2 個像
素的強度代表的區域較小。
臨界值 決定至少將距離周圍區域多遠的不同像素視為邊緣像素並予以銳利化。若要避免產
生雜色 (例如在含有皮膚色調的影像中)，請多方實驗介於 2 到 20 之間的「臨界值」。預設
的「臨界值」(0) 會對影像中的所有像素進行銳利化。

回到頂端

防手震
Photoshop Elements 14 新增功能

如果相機或攝影師在拍攝時晃動，相機震動所造成的模糊狀況便會帶入相片中。您無法每次都維持高快門速度來
避免相機震動。在光線不足的情況下拍攝，可能需要讓快門長時間打開，因而導致震動所產生的模糊效果。此
外，若相片是從移動中的車輛內拍攝，影像可能會因為路況顛簸造成震動而變得模糊。
您可以使用兩種方法來降低相片中因震動所引起的模糊 - 自動和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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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防手震
1. 開啟「相片櫃」中的相片。
2. 按一下「增強 > 自動防手震」。
3. (選擇性) 如果您對結果不滿意，請按一下「增強 > 自動防手震」，再執行此程序一次。
4. 萬一無法在自動模式下達到防手震效果時，請嘗試透過手動選項來減少晃動。

手動防手震
1. 開啟「相片櫃」中的相片。
2. 按一下「增強 > 防手震」。
3. 當「防手震」對話框啟動時，Photoshop Elements 會在影像上放置一個「晃動區域」，並
開始分析晃動的影像部分。分析完成時，晃動校正將會套用至整張相片。

「防手震」對話框。

4. 使用「敏感度」滑桿改變晃動臨界值。提高敏感度可改善所產生的影像。
5. 使用「晃動區域」中央的圖釘 ( ) 來移動此區域。移動「晃動區域」時，將會重新分析區
域下的部分以進行晃動校正，並再次將影像最佳化。
6. 若要進一步分析相片並減少模糊，請新增更多「晃動區域」。
新增的「晃動區域」會經過分析並套用校正。
1.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使用滑鼠在相片的任何區域上繪製矩形
按一下「防手震」對話框中的「晃動區域」圖標 ( )
2. 使用「敏感度」滑桿改變晃動臨界值。
在模糊程度明顯可見的影像區域上繪製「防手震」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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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手震」對話框。右下角的「晃動區域」正在處理中，並顯示進度列。

註解： 如果建立的「晃動區域」區域或資訊不足，而無法檢測晃動量，「晃動區域」內就
會出現警告 ( )。使用「晃動區域」控點來增加「晃動區域」的大小。
7. (選擇性) 如果您不想要使用「晃動區域」：
若要暫時排除「晃動區域」，而不要用於分析相片，請按一下圖釘來指示已排除 (

)。

若要移除「晃動區域」，請選取該區域的圖釘，再按一下「晃動區域」右上角的刪除圖
標 ( )。
8. 使用「之前/之後」切換按鈕，快速檢視原始影像和目前已校正晃動的影像。
9. 按一下「確定」以繼續。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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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智慧色調
Photoshop Elements 12 新增功能

將自動智慧色調套用至相片
自動智慧色調學習
重設自動智慧色調學習

自動智慧色調功能使用一種智慧演算法修改影像的色調值。自動智慧色調功能會在相片套用校正。此外，您可以用搖桿控制器在影像上四處移動，微
調結果。
在相片的不同區域間移動搖桿時，Photoshop Elements 會分析採樣區域的色調品質。接著整張相片便會套用色調校正。因此，將搖桿移動到相片的不
同區域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在相片中 (如下)，將搖桿移至較明亮的部份 (明亮的天空或草地)，整體影像會變得比較明亮。這在右上角和右下角的影像
最為明顯。
「自動智慧色調」工具可在「快速」模式和「專業」模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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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將搖桿移至較暗的區域 (樹葉或陰影)，整體影像會變得比較暗。這在主要影像左側的縮圖最為明顯。
(右) 將搖桿移至較明亮的部份 (明亮的天空或草地)，整體影像會變得比較明亮。這在主要影像右側的縮圖最為明顯。

回到頂端

將自動智慧色調套用至相片
1. 在影像開啟的狀態下，按一下「增強 > 自動智慧色調」。
預設的色調校正隨即自動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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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動智慧色調」功能的選項 B. 切換，以檢視之前/之後的影像 C. 邊界方框，您可以在方框內移動搖桿 D. 搖桿，可以在邊界
方框內拖移 E. 重設按鈕，將搖桿返回到「自動智慧色調」建議的原始位置 F. 四個自動產生的即時預視縮圖之一

2. 移動出現在影像上的搖桿控制器，微調產生的影像。
3. 若要查看朝特定方向移動搖桿控制器時的影像變化，請檢視出現在相片四角的縮圖影像。

回到頂端

自動智慧色調學習
使用自動智慧色調功能時，您可以選取「從此校正學習」選項。選取這個選項時，Photoshop Elements 會繼續從您的編輯動作學習。演算法會學習套
用「自動智慧色調」工具前後的影像色調範圍。這有助於自動智慧色調功能為新影像提供更棒的自動色調建議。
因此，每次在影像上使用這項功能時，演算法都會根據您在前幾張影像套用的校正，建議色調處理方式 (搖桿控制器的放置)。您用這項功能校正色調
的影像越多，它就越能聰明預測您對新影像偏好的變更類型。這項功能利用這種學習方式，為相同類型的影像提供相似校正。

回到頂端

重設自動智慧色調學習
若要重設自動智慧色調從您的使用情形和動作學到的內容，請按一下「偏好設定」對話框中的「一般 > 重設自動智慧色調學習」。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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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 Camera Raw 影像檔案
關於 Camera Raw 影像檔案
處理版本
開啟與處理 Camera Raw 檔案
調整 Camera Raw 檔案的銳利度
減少 Camera Raw 影像中的雜訊
儲存對 Camera Raw 影像進行的更改
在「編輯」工作區中開啟 Camera Raw 影像
設定與控制項

回到頂端

關於 Camera Raw 影像檔案
在數位攝影中，相機影像感應器會拍攝圖片，並將其儲存在影像檔案中。在將影像檔案儲存在相機的記憶卡上之
前，一般會處理及壓縮檔案。但相機也可以不處理或壓縮圖片便將圖片儲存為 Raw 檔案。您可以將 Camera
Raw 檔案想像成相片的負片。您可以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 Raw 檔案，然後進行處理並儲存，而非依
靠相機來處理檔案。使用 Camera Raw 檔案可讓您設定適當的白平衡、色調範圍、對比、顏色飽和度與銳利
度。
若要使用 Raw 檔案，請將相機設定為以相機自己的 Raw 檔案格式儲存檔案。從相機下載檔案時，這些檔案會
有副檔名，例如 NEF、CR2、CRW 或其他 Raw 格式。Photoshop Elements 只能從支援的相機中開啟 Raw 檔
案。造訪 Adobe 網站可檢視受支援相機的清單。
Photoshop Elements 不會將變更儲存至原始的 Raw 檔案 (非破壞性編輯)。使用 Camera Raw 對話框的功能處
理 Raw 影像檔案之後，您可以選擇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處理過的 Raw 檔案。然後您可以編輯檔案並
以 Photoshop Elements 支援的格式進行儲存。原始 Raw 檔案會保持不變。

回到頂端

處理版本
「處理版本」是解碼 Raw 檔案格式的一種方法。預設使用的版本為處理版本 2012。此 Raw 檔案格式解碼方法
可讓您利用 Raw 檔案格式，使用最新和改良的功能。Photoshop Elements 13 包含三種處理版本 (一個新版和
二個舊版)。完整的版本清單為：
處理版本 2012 (預設值，在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11 中使用)
處理版本 2010 (在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10 中使用)
處理版本 2003 (在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9 或更早版本中使用)
我的 Raw 影像適用哪個處理版本？
當您開啟尚未在舊版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過的 Raw 檔案時，軟體會使用預設的處理版本 2012。但是，
如果您開啟的 Raw 檔案曾在 Photoshop Elements 較早版本中開啟過，則會使用較舊的處理版本。
若要檢查套用至 Raw 影像的處理版本，請在「Camera Raw 9.1」對話框中按一下「相機校正」標籤。「處
理」欄位會顯示目前正在使用的處理版本。
備註：如果不使用處理版本 2012，顯示在 Raw 影像下的圖示會指示正使用較舊版本。
我是否能在處理版本之間切換？
可以。在「Camera Raw 9.1」對話框中，按一下「相機校正」標籤，然後從「處理」下拉式清單中選取要使用
的處理版本。
您最適合哪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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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版本 2012 可讓您使用 Raw 格式中最新的增強功能。不過，如果您有許多曾以舊版 Photoshop Elements
開啟的 Raw 影像 (並因此使用較舊的處理版本)，您可選擇將較舊的處理版本套用至較新的 Raw 影像。這有助
於保持處理過去與現在影像時的一致性，並協助您維持使用較舊的工作流程。
處理版本有哪些差異？
「基本」標籤。在處理版本 2012 中，「亮部」、「陰影」和「白色」滑桿將取代「修
復」、「補光」和「亮度」滑桿。
「細部」標籤：
在處理版本 2012 中，具有「顏色細節」滑桿。此滑桿將維持停用，直到修改「顏色」
滑桿。
在處理版本 2012 中，已增加「明度細節」和「明度對比」。這些滑桿將維持停用，直
到修改「明度」。
備註：切換至較舊的處理版本時，會停用與最新處理版本相容的較新滑桿。

Camera Raw 對話框
A. 檢視選項 B. 按一下「基本」或「細部」標籤可存取其他控制項 C. RGB 數值 D. 色階分佈圖 E. 影像設定 F.
其他選單 G. 工具 H. 縮放顯示層級 I. 位元深度選項

回到頂端

開啟與處理 Camera Raw 檔案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擇「檔案 > 開啟」。
2. 瀏覽以選取一或多個 Camera Raw 檔案，然後按一下「開啟」。
Camera Raw 對話框中的色階分佈圖顯示目前設定之影像的色調範圍。調整設定時，色階
分佈圖會自動更新。
3. (選擇性) 使用控制項 (例如「縮放顯示」工具) 與選項 (例如可在預視區域中顯現剪裁的「陰
影」與「亮部」) 來調整影像檢視。(請參閱 Camera Raw 控制項。)
註解： 選取「預視」可顯示您已更改設定之影像的預視。取消選取「預視」可顯示目前標
籤的原始設定與隱藏標籤中的設定組合的 Camera Raw 影像。
4. 若要將影像逆時針旋轉 90 度或順時針旋轉 90 度，請按一下「旋轉影像」按鈕 。
5. 若要套用前一張 Camera Raw 影像中所使用的設定或相機的預設設定，請從「設定」選單
中選擇選項 (「設定」選單 >「上一個轉換」)。例如，如果您要快速處理具有類似光源條件
的影像，使用相同的選項很有幫助。(請參閱設定自訂相機設定。)
6. (選擇性) 設定選項來調整白平衡。(請參閱 Camera Raw 的白平衡控制項。)
當您在 Camera Raw 對話框中調整影像中像素的 RGB 數值時，您可以監視這些 RGB
數值。將「縮放顯示」工具、「手形」工具、「白平衡」工具或「裁切」工具放置在預
視影像上，可在指標正下方顯示 RGB 數值。
7. 使用「曝光度」、「亮度」、「對比」與「飽和度」滑桿調整色調(請參閱 Camera Raw 檔
案中的色調與影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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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還原手動調整，並進行自動調整，請選取「自動」。若要將所有選項復原為其初始設
定，請按下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然後按一下「重設」。
8.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 (已套用 Camera Raw 設定的) Camera Raw 影像
檔案拷貝，請按一下「開啟影像」。您可以編輯影像，並以 Photoshop Elements 支援
的格式加以儲存。原始 Camera Raw 檔案會保持不變。
若要取消調整並關閉對話框，請按一下「取消」。
若要儲存對 DNG 檔案的調整，請按一下「儲存影像」(請參閱儲存對 Camera Raw 影
像進行的更改。)
註解： 數位負片 (DNG) 格式是 Adobe 推薦的 Camera Raw 檔案標準格式。DNG 檔案對
封存 Camera Raw 影像很有幫助，因為這些檔案包含原始相機感應器資料以及指定影像顯
示方式的資料。Camera Raw 影像設定可以儲存在 DNG 檔案中，而非儲存在附屬的 XMP
檔案或 Camera Raw 資料庫中。

回到頂端

調整 Camera Raw 檔案的銳利度
「銳利度」滑桿可調整影像銳利度，以提供您想要的邊緣可見度。「銳利度」調整是 Adobe Photoshop 遮色片
銳利化調整濾鏡的綜觀變量。此調整可依據您所指定的臨界值尋找與周圍像素不同的像素，並依據您所指定的總
量增加像素的對比。開啟 Camera Raw 檔案時，Camera Raw 增效模組會根據相機機型、ISO 與曝光補償計算
要使用的臨界值。您可以選擇將銳利化套用至所有影像，或套用至預視。
1. 將預視影像縮放顯示到至少 100%。
2. 按一下「細部」標籤。
3. 向右移動「銳利度」滑桿可增加銳利化，向左移動可降低銳利化。數值為零會關閉銳利化。
一般而言，將「銳利度」滑桿設定為較低的數值可以得到較清晰的影像。
如果您不想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大量編輯影像，請使用 Camera Raw「銳利度」
滑桿。如果您確實想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大量編輯影像，請關閉 Camera Raw 銳
利化。然後，在完成其他所有編輯與重新調整大小之後，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中
的銳利化濾鏡作為最後一步。

回到頂端

減少 Camera Raw 影像中的雜訊
Camera Raw 對話框中的「細部」標籤包含用於減少影像雜訊 (降低影像品質的外來可見不自然感) 的控制項。
影像雜訊包括明度 (灰階) 雜訊 (使影像看起來有粗點)，以及彩度 (顏色) 雜訊 (在影像中呈現為彩色的不自然
感)。以高 ISO 感光度或使用低端數位相機拍攝的相片可能會有明顯的雜訊。
向右移動「明度平滑化」滑桿可降低灰階雜訊，而向右移動「雜色減少」滑桿可降低彩度雜訊。
調整「明度平滑化」或「雜色減少」時，若要取得較好的檢視，以 100% 預視影像是一種較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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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右移動「明度平滑化」滑桿可降低灰階雜訊。

回到頂端

儲存對 Camera Raw 影像進行的更改
您可以將已進行的更改儲存至 Camera Raw 檔案。Camera Raw 對話框會以 .dng 檔案儲存 Camera Raw 影像
與您的更改。儲存檔案不會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自動開啟檔案。(若要開啟 Camera Raw 檔案，請使用
「開啟」指令，就像開啟其他任何檔案一樣。然後，您可以像其他任何影像一樣編輯與儲存檔案。)
1. 在 Camera Raw 對話框中，將調整套用至一或多個 Camera Raw 影像。
2. 按一下「儲存影像」按鈕。
3. 在「儲存選項」對話框中，指定儲存檔案的位置，以及命名檔案的方式 (如果您要儲存多個
Camera Raw 檔案)。
其他選項：
內嵌快速載入資料：在 DNG 檔案中內嵌較小的 Raw 影像拷貝，以加快預覽 Raw 影像
的速度。
使用失真壓縮：減少 DNG 檔案的大小，並會導致品質下降。建議用於即將儲存以進行
封存，且將永遠不會用於列印或製作 (其他用途) 的 Raw 影像。
4. 按一下「儲存」。

回到頂端

在「編輯」工作區中開啟 Camera Raw 影像
在 Camera Raw 對話框中處理 Camera Raw 影像之後，您便可以在「編輯」工作區中開啟及編輯影像。
1. 在 Camera Raw 對話框中，將調整套用至一或多個 Camera Raw 影像。
2. 按一下「開啟影像」按鈕。Camera Raw 對話框會關閉，且相片會在「編輯」工作區中開
啟。

回到頂端

設定與控制項

相機列控制項

縮放顯示工具 當您按一下預視影像時，可將預視縮放顯示設定為下一個預設縮放值。按住 Alt 鍵並按一下滑鼠
(在 Mac OS 中為按住 Option 鍵並按一下滑鼠) 可縮小顯示。在預視影像中拖曳「縮放顯示」工具可放大顯示選
取的區域。若要恢復為 100%，請按兩下「縮放顯示」工具。
手形工具 如果以高於 100% 的縮放顯示層級設定預視影像，可在預視視窗中移動影像。使用其他工具時，按住
空白鍵可存取「手形」工具。按兩下「手形」工具可使預視影像符合視窗大小。
白平衡工具 可將您按一下的區域設定為中性灰色調，以移除顏色投射並調整整個影像的顏色。「色溫」與「色
調」值會更改，以反映顏色調整。
裁切工具 移除影像的部分。在預視影像中拖曳工具可選取您要保留的部分，然後按 Enter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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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直工具 您可以使用「拉直」工具來以垂直或水平方向重新對齊影像。此工具也可重新調整畫布大小或裁切畫
布，以容納拉直影像。
紅眼移除 移除用閃光燈拍攝的人物相片中的紅眼，以及寵物相片中的綠眼或白眼。
開啟偏好設定對話框 開啟「Camera Raw 偏好設定」對話框。
旋轉按鈕 逆時針或順時針旋轉相片。

設定自訂相機設定
當您開啟 Camera Raw 檔案時，Photoshop Elements 會讀取檔案中的資訊以查看建立該檔案的相機機型，然後
會將適當的相機設定套用至影像。如果您經常進行類似的調整，則可更改相機的預設設定。您也可以更改您所擁
有之每個機型相機的設定，但不可以更改相同機型之多部相機的設定。
1. 若要將目前設定儲存為建立影像之相機的預設值，請按一下「設定」選單旁邊的三角形，然
後選擇「儲存新 Camera Raw 預設值」。
2. 在「編輯」工作區中，開啟 Camera Raw 檔案，然後調整影像。
3. 若要在您的相機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預設設定，請按一下「設定」選單旁邊的三角
形，然後選擇「重設 Camera Raw 預設值」。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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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顏色投射
自動移除顏色投射
使用色階移除顏色投射
調整顏色曲線

回到頂端

自動移除顏色投射
顏色投射是指相片中令人不滿意的色偏。例如，在室內未使用相機閃光燈拍攝的相片可能會出現大量的黃色。
「移除顏色投射」指令可更改整體顏色混合，從影像中移除顏色投射。

原稿 (左)，以及移除綠色投射之後 (右)

1. 選擇「增強 > 調整顏色 > 移除顏色投射」。
2. 在您的影像中，按一下應為白色、黑色或中性灰色的區域。影像會根據您選取的顏色而更
改。
3. 若要重新開始並還原對影像所做的更改，請按一下「重設」。
4. 按一下「確定」以接受顏色變更。

回到頂端

使用色階移除顏色投射
此技術需要顏色校正經驗以及一些有關 RGB 色輪的知識。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擇「增強 > 調整光源 > 色階」。
選擇「圖層 > 新增調整圖層 > 色階」，或開啟現有的色階調整圖層。
2. 從「色版」彈出式選單中選擇要調整的顏色色版：
紅色可將紅色或青色增加至影像。
綠色可將綠色或洋紅色增加至影像。
藍色可將藍色或黃色增加至影像。
3. 向左或向右拖移中間輸入滑桿可增加或減去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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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您對整體顏色滿意時，請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使用「色階」對話框中的灰色揀色器來快速移除顏色投射。按兩下揀色器，確定 RGB 值相等。關閉
「揀色器」後，請按一下影像中應為中性灰色的區域。

回到頂端

調整顏色曲線
「調整顏色曲線」指令透過調整每個顏色色版中的亮部、中間調與陰影來改善相片的色調。例如，此指令可以修
正因背後光源太強而產生剪影，或物體太靠近相機閃光燈而略顯褪色的相片。
在「調整顏色曲線」對話框中，您可以比較及選擇不同的色調預設集。從「選取樣式」方框的樣式清單中進行選
取。若要微調調整，請調整亮部、中間調亮度與對比，以及陰影。

調整影像中的顏色曲線
A. 選取樣式 (從預設集選擇) B. 調整滑桿 (自訂選項)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影像。
2. 若要調整特定影像區域或圖層，請使用其中一項選取工具來選取該區域(如果未進行任何選
取，調整會套用至完整影像)。
若要在實驗色調調整時保留原始相片，請調整複製圖層中的顏色曲線。
3. 選擇「增強 > 調整顏色 > 調整顏色曲線」。
4. 選取樣式 (例如「背光」或「曝光過度」)。
5. 調整亮部、中間調亮度、中間調對比與陰影的滑桿。
6. 若要將調整套用至影像，請按一下「確定」。若要取消調整並重新開始，請按一下「重
設」。若要關閉「調整顏色曲線」對話框，請按一下「取消」。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125

使用動作來處理相片
動作綜覽
在影像上播放動作檔案
管理動作檔案

回到頂端

動作綜覽
動作是您針對相片播放的一系列步驟 (工作)。這些步驟可以是選單指令、面板選項、工具動作等。例如，建立快
照效果的動作是變更影像大小、將效果套用至影像、建立延伸到影像下方的邊框，然後以所需格式儲存檔案的一
系列步驟。
這一組動作可從 Photoshop Elements 的「動作」面板 (「視窗 > 動作」) 中找到。您可以在相片上播放一或多
個動作。無法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建立動作檔案。但是，您可以載入已在 Adobe Photoshop 中建立的多
個動作檔案 (.atn 檔案)。
共享主題的動作會分組到「動作集」中。
註解： 包含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不受支援之步驟的 Photoshop 動作將無法播放。並非在 Photoshop 中建
立的所有動作都可以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播放。

回到頂端

在影像上播放動作檔案
1. 開啟您要使用動作處理的影像。
2. 如果「動作」面板未開啟，請按一下「視窗 > 動作」。
3. 在「動作」面板中，按一下動作，或按一下「動作集」旁邊的三角形。
4. 按一下「播放」按鈕，將動作套用至影像，或按一下「動作」面板選單，然後按一下「播
放」。

回到頂端

管理動作檔案
增加動作 在「動作」面板中，按一下面板選單圖示，然後選擇「載入動作」。指定 .atn 檔案，然後從「動作」
面板中存取增加的動作。
移除動作 在「動作」面板中，選取動作或動作集，然後按一下「刪除」按鈕。按一下「確定」，確認刪除動
作。
重設動作 在「動作」面板中，按一下面板選單圖示，然後選擇「重設動作」。依預設，會復原 Photoshop
Elements 中可用的所有動作。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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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綜覽
關於繪圖工具
關於前景顏色和背景顏色
關於混合模式
網頁安全顏色

回到頁首

關於繪圖工具

Photoshop Elements 提供若干套用及編輯顏色的工具。當您選取繪圖工具時，「工具選項」列會顯示各種預設筆尖，以及筆刷大小、繪圖混合、不透
明度與噴槍效果的設定。您可以建立新筆刷預設集並將其儲存在筆刷庫中。您可以針對任何繪圖與編輯工具自訂筆刷與設定，以及使用「預設集管理
員」進行管理。

工具選項列中的筆刷選項
A. 筆刷大小滑桿與文字方框 B. 筆刷彈出式面板與筆刷縮圖 C. 其他選單
筆刷工具可繪製平滑的消除鋸齒直線。其他繪圖工具包括可製作硬邊直線的鉛筆工具與可擦除圖層中顏色像素的橡皮擦工具。油漆桶工具與「填滿」
指令可用顏色或圖樣填滿影像區域。圖樣印章工具可用其中一項預先定義的圖樣或您設計的圖樣進行繪圖。
印象派筆刷工具會透過套用不同風格的筆觸來影響現有顏色。「塗抹」工具也可透過模擬拖移沾有濕性顏料之手指的動作來影響現有影像顏色。
「細部智慧型筆刷」工具會在您繪圖時自動建立調整圖層。該工具不會更改原始影像圖層。您可以隨意繪圖及更改調整，而不會降低原始相片的品
質。請參閱使用智慧型筆刷工具調整顏色與色調。

回到頁首

關於前景顏色和背景顏色

當您使用「筆刷」或「鉛筆」工具繪圖時，以及當您使用「油漆桶」工具填滿選取範圍時，可套用前景顏色。您使用「橡皮擦」工具套用至背景圖層
的顏色稱為背景顏色。您可以在工具箱底部的兩個重疊方框中查看及更改前景顏色與背景顏色。頂端方框是前景顏色，底部方框是背景顏色。「漸
層」工具及某些特殊效果濾鏡也可以同時使用前景顏色與背景顏色。

在工具箱中的前景顏色和背景顏色方框
A. 前景顏色方框 B. 按一下可使用預設顏色 (黑白) C. 按一下可切換前景顏色與背景顏色 D. 背景顏色方框
您可以在工具箱中使用「滴管」工具、「色票」面板或「揀色器」來更改前景顏色或背景顏色。

回到頁首

關於混合模式
混合模式可控制影像中像素受繪圖或編輯工具影響的方式。視覺化混合模式的效果時，從下列顏色的角度來考慮，對您會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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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顏色是指影像中的原始顏色。
混合顏色是指繪圖或編輯工具所套用的顏色。
結果顏色是指混合後所產生的顏色。

套用至海星圖層的顏色增值混合模式 (上)、網屏混合模式 (中) 及明度混合模式 (下)。
您可以從「工具選項」列的「模式」選單中選擇下列任何一個混合模式：
正常 將每一個像素編輯或繪製成結果色彩，這是預設模式 (當您在點陣圖或索引色模式下處理影像時，正常模式稱為臨界值。)
溶解 將每一個像素編輯或繪製成結果色彩，但是，結果顏色是根據任何像素所在位置的不透明度，以基本顏色或混合顏色隨機取代像素的結果。此模
式與筆刷工具和大型筆刷搭配使用的效果最好。
下置 只在圖層的透明部分編輯或繪畫。這個模式只能用於已取消選取「鎖定透明」的圖層，它的效果類似在玻璃片透明區域的背面進行繪畫。
透明 編輯或繪製每一個像素，讓它變成透明。您必須在已於「圖層」面板中取消選取「鎖定透明」的圖層上才能使用此模式。
變暗 查看每一個色版的顏色資訊，並選取基本或混合色彩 (兩者中較暗的那一個) 做為結果色彩。比混合色彩亮的像素會被取代，比混合色彩暗的像素
不會改變。
顏色增值 查看色版中的顏色資訊，並以混合顏色增值基本顏色。結果顏色永遠是較暗的顏色。以黑色增值任何顏色都會產生黑色，若以白色增值任何
顏色，則不會改變原來的顏色。當您使用黑色或白色以外的顏色繪畫時，使用繪圖工具所繪製的連續筆觸會產生逐漸變暗的顏色。這個效果類似於使
用多支氈製粗頭筆在影像上繪圖。
顏色加深 查看每個色版中的顏色資訊，並加深基本顏色以反映混合顏色。與白色混合不會產生改變。
線性加深 查看每一個色版中的顏色資訊，同時讓基本色彩變暗，以減少對比的方式反映出混合色彩。與白色混合不會產生改變。
顏色變暗 這個模式會比較混合色彩和基本色彩全部色版值的總和，並顯示數值較低那個的顏色。因此「顏色變暗」不同於「變暗」混合模式，它並不
會產生第三種顏色；而「變暗」模式則會從基本以及混合色彩中，選擇兩者最低的色版值來建立結果色彩。
變亮 查看每一個色版的顏色資訊，並選取基本或混合色彩 (兩者中較亮的那一個) 做為結果色彩。比混合色彩暗的像素會被取代，比混合色彩亮的像素
不會改變。
濾色 查看每一個色版的顏色資訊，並將混合色彩和基本色彩的倒數相乘。結果色彩永遠是較亮的顏色。使用黑色濾色不會改變原來的顏色，使用白色
濾色則會產生白色。這個效果類似於在多張相片投影片上相互投射。
顏色加亮 查看每個色版中的顏色資訊，並加亮基本顏色以反映混合顏色。與黑色混合不會產生任何改變。
線性加亮 (增加) 查看每一個色版中的顏色資訊，同時讓基本色彩變亮，以增加對比的方式反映出混合色彩。與黑色混合不會產生任何改變。
顏色變亮 這個模式會比較混合顏色和基本顏色全部色版值的總和，並顯示數值較高的顏色。因此「顏色變亮」不同於「變亮」混合模式，它並不會產
生第三種顏色；而「變亮」模式則會從基本以及混合顏色中，選擇兩者最高的色版值來建立結果顏色。
覆蓋 根據基本色彩，增值或以濾色篩選顏色。圖樣或顏色會覆蓋現有的像素，但同時會保留基本色彩的亮部和陰影。基本顏色會與混合顏色混合，反
映原始顏色的明暗。
柔光 根據混合色彩，讓顏色變暗或變亮。這個效果類似在影像上照射擴散的聚光燈。如果混合顏色比 50% 灰階亮，會變亮影像。如果混合顏色比
50% 灰階暗，會變暗影像。使用純黑或純白繪畫，會產生很清楚的較暗或較亮區域，但不會得到純黑或純白的結果。
實光 根據混合色彩，增值或以濾色篩選顏色。這個效果類似於在影像上照射刺眼的聚光燈。如果混合顏色比 50% 灰階亮，會變亮影像。這對於增加
影像中的亮部很有幫助。如果混合顏色比 50% 灰階暗，會變暗影像。這對於增加影像中的陰影很有幫助。使用純黑色或純白色繪畫，會產生純黑色或
純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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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光源 依照混合色彩，用增加或減少對比的方式，將顏色加深或加亮。如果混合色彩 (光源) 比 50% 灰階亮，減少對比會使影像變亮； 如果混合色
彩比 50% 灰階暗，增加對比會使影像變暗。
線性光源 依照混合色彩，用增加或減少亮度的方式，將顏色加深或加亮。如果混合色彩 (光源) 比 50% 灰階亮，增加亮度會使影像變亮； 如果混合色
彩比 50% 灰階暗，減少亮度會使影像變暗。
小光源 依照混合不足的顏色來取代顏色。如果混合色彩 (光源) 比 50% 灰階亮，比混合色彩暗的像素會被取代，比混合色彩亮的像素不會改變。如果
混合色彩比 50% 灰階暗，比混合色彩亮的像素會被取代，比混合色彩暗的像素不會改變。此模式對於增加影像中的特殊效果很有用。
實色疊印混合 根據基本顏色與混合顏色而定，將顏色歸併為白色、黑色、紅色、綠色、藍色、黃色、青色與洋紅色。
差異化 查看色版中的顏色資訊，並根據基本色彩和混合色彩兩者中亮度值較大的來決定從基本色彩中減去混合色彩，或從混合色彩中減去基本色彩。
與白色混合會反轉基本色彩值，與黑色混合不會產生任何改變。
排除 所建立的效果與「差異化」模式類似，但對比效果較低。與白色混合會反轉基本色彩值，與黑色混合不會產生任何改變。
色相 所建立的結果色彩具有基本色彩的明度和飽和度，以及混合色彩的色相。
飽和度 所建立的結果顏色具有基本顏色的明度和色相，以及混合顏色的飽和度。在零飽和度 (中性灰色區域) 的區域中，以這個模式繪畫不會造成任何
更改。
顏色 所建立的結果色彩具有基本色彩的明度，以及混合色彩的色相和飽和度。這會保留影像中的灰階，因此可以用來為單色影像著色，以及調整彩色
影像的濃淡。

使用顏色混合模式更改襯衫的顏色
明度 所建立的結果顏色具有基本顏色的色相和飽和度，以及混合顏色的明度。此模式可根據顏色模式的效果建立反轉效果。
回到頁首

網頁安全顏色

網頁安全顏色是 Windows 與 Mac OS 平台上瀏覽器所使用的 216 種顏色。僅使用這些顏色時，您可確保針對網頁準備之作品中的顏色會精確地顯示
在網頁瀏覽器中。
您可以使用下列兩種方法之一來在 Adobe 揀色器中識別網頁安全顏色：
選取「揀色器」左下角的「僅網頁顏色」，然後在「揀色器」中選擇任何顏色。選取此選項後，您揀選的任何顏色都是網頁安全顏
色。
在「揀色器」中選擇顏色。如果您選擇了非網頁安全顏色，會有一個警告立方體顯示在「揀色器」右上區域的彩色矩形旁。按一下
這個警告立方體，即可選取最接近的網頁安全顏色。(如果沒有警告立方體出現，即表示您選擇的是網頁安全顏色)。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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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工具
使用筆刷工具
使用鉛筆工具
使用印象派筆刷工具
使用指尖工具
使用橡皮擦工具
使用魔術橡皮擦工具
使用背景橡皮擦工具

回到頁首

使用筆刷工具

筆刷工具 會建立柔和或硬式的彩色筆觸。您可以使用該工具來模擬噴槍技術。(如果您在工具箱中找不到，請選取「印象派筆刷」或「顏色取代」工
具，然後按一下「工具選項」列中的「筆刷」工具圖示。)
1. 設定前景顏色以選取要繪圖的顏色。
2. 從工具箱的「繪製」區段中，選取「筆刷」工具。
3. 視需要在「工具選項」列中指定「筆刷」工具選項，然後在影像內拖移以繪圖。
若要繪製直線，請在影像中按一下起點，接著按住 Shift 鍵，再按一下終點。
您可以指定下列任何一個「筆刷」工具選項：
噴槍模式 啟動噴槍功能。此選項會將漸層色調套用到影像，模擬傳統的噴槍技巧。
筆刷 設定筆尖。按一下筆刷樣本旁邊的箭頭，從「筆刷」下拉式選單中選擇筆刷類別，然後選取筆刷縮圖。
大小 以像素為單位設定筆刷的大小。拖移「大小」滑桿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大小。
不透明度 設定您套用之繪圖的不透明度。低不透明度設定可允許繪圖筆觸下方的像素顯示出來。請拖移滑桿或輸入不透明度
值。
模式 指定您所套用的繪圖如何與影像中的現有像素混合。
數位板選項 如果您使用的是壓力感應的繪圖數位板而非滑鼠，可設定要使用筆尖控制的選項。
筆刷設定 設定其他筆刷選項。

回到頁首

使用鉛筆工具
「鉛筆」工具 會建立硬邊的手繪線條。
1. 設定前景顏色以選取要繪圖的顏色。
2. 從工具箱的「繪製」區段中，選取「鉛筆」工具。
3. 視需要在「工具選項」列中設定「鉛筆」工具選項，然後在影像內拖移以進行繪圖。
若要繪製直線，請在影像中按一下起點，接著按住 Shift 鍵，再按一下終點。
您可以指定下列任何一個「鉛筆」工具選項：
筆尖 設定筆尖。按一下筆刷樣本旁邊的箭頭，從「筆刷」下拉式選單中選擇筆刷類別，然後選取筆刷縮圖。
大小 以像素為單位設定筆刷的大小。拖移「大小」滑桿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大小。
不透明度 設定您套用之繪圖的不透明度。低不透明度設定可允許繪圖筆觸下方的像素顯示出來。請拖移滑桿或輸入不透明度
值。
模式 指定您所套用的繪圖如何與影像中的現有像素混合。
自動擦除 如果您開始繪圖並在不包含前景顏色的區域上拖移，工具會以前景顏色繪圖。亦即，如果我們以前景顏色以外的顏色開
始，則僅會繪製前景顏色。按一下包含前景顏色的區域並在該區域上繪圖，鉛筆會以背景顏色繪圖。

回到頁首

使用印象派筆刷工具

印象派筆刷工具可更改影像中的現有顏色與細節，使您的相片看起來就像使用不同風格的筆觸繪製而成。藉由實驗不同的樣式、區域大小與容許度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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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您能夠以不同的藝術風格模擬與繪圖關聯的紋理。
1. 在工具箱中選取「筆刷」的情況下，選取「工具選項」列中的「印象派筆刷」工具。
2. 視需要在「工具選項」列中設定選項，然後在影像內拖移以進行繪圖。

原始相片 (左)，以及使用印象派筆刷工具之後 (右)
您可以指定下列任何一個選項：
筆刷 設定筆尖。按一下筆刷樣本旁邊的箭頭，從「筆刷」下拉式選單中選擇筆刷類別，然後選取筆刷縮圖。
大小 以像素為單位設定筆刷的大小。拖移「大小」滑桿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大小。
不透明度 設定您套用之繪圖的不透明度。低不透明度設定可允許繪圖筆觸下方的像素顯示出來。請拖移滑桿或輸入不透明度
值。
模式 指定您所套用的繪圖如何與影像中的現有像素混合。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混合模式。
進階 「樣式」可影響筆觸的形狀。「區域」可控制筆觸的大小。較大的區域值也可增加筆觸數目。「容許度」可控制在顏色值鄰
近像素受到筆觸影響之前，其中的相似度為何。

回到頁首

使用指尖工具

指尖工具可模擬透過濕性顏料拖移手指的動作。這個工具會從筆觸開始處挑選顏色，並依照您拖移的方向推移。您可以在影像中塗抹現有顏色，或在
影像上塗抹前景顏色。

原始影像 (左)，以及塗抹相片的幾個部分之後 (右)
1. 從工具箱的「增強」區段中，選取「指尖」工具 (如果您未在工具箱中看見該工具，請選取「模糊」工具或「銳利化」工具，然後
按一下「工具選項」列中的「指尖」工具圖示。)
2. 在「工具選項」列中設定選項，然後在影像內拖移以塗抹顏色。
若要在以指尖工具拖移時暫時使用「手指塗畫」選項，請按下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您可以指定下列任何一個「指尖」工具選項：
模式 指定您所套用的繪圖如何與影像中的現有像素混合。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混合模式。
筆刷 設定筆尖。按一下筆刷樣本旁邊的箭頭，從「筆刷」下拉式選單中選擇筆刷類別，然後選取筆刷縮圖。
大小 以像素為單位設定筆刷的大小。拖移「大小」滑桿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大小。
強度 設定塗抹效果的總量。
取樣全部圖層 使用所有可見圖層中的顏色塗抹。如果取消選取這個選項，則指尖工具只會使用來自使用中圖層的顏色。
手指塗畫 在每個筆觸的起始處塗抹前景顏色。如果取消選取這個選項，則指尖工具會在每一個筆觸起始處使用指標下方的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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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回到頁首

使用橡皮擦工具

橡皮擦工具可於您在影像的像素間拖移時更改這些像素。如果您在背景圖層或鎖定了透明的圖層中工作時，擦除的像素會更改為背景顏色；否則，擦
除的像素會變為透明。透明像素由透明格線表示。
1. 從工具箱的「繪製」區段中，選取「橡皮擦」工具。(如果您未在工具箱中看見該工具，請選取「背景橡皮擦」工具或「魔術橡皮
擦」工具，然後按一下「工具選項」列中的「橡皮擦」工具圖示。)
2. 視需要在「工具選項」列中設定選項，然後在您要擦除的整個區域中拖移。
您可以指定下列任何一個橡皮擦工具選項：
筆刷 設定筆尖。按一下筆刷樣本旁邊的箭頭，從「筆刷」下拉式選單中選擇筆刷類別，然後選取筆刷縮圖。
大小 以像素為單位設定筆刷的大小。拖移「大小」滑桿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大小。
不透明度 定義擦除的強度。100% 的不透明度會擦除圖層上完全透明的像素及背景圖層上背景顏色的像素。較低的不透明度會擦
除圖層上部分透明的像素，並以背景圖層上的背景顏色部分繪圖。(如果在「工具選項」列中選取了「區塊」模式，則無法使用
「不透明度」選項。)
文字 筆刷模式使用筆刷工具的特性進行擦除，使您可以進行柔邊擦除。鉛筆模式會像鉛筆一樣進行硬邊擦除。區塊模式使用硬邊
16 像素正方形作為橡皮擦。

回到頁首

使用魔術橡皮擦工具

當您在相片內拖移時，魔術橡皮擦工具可更改所有相似的像素。如果您是在已鎖定透明度的圖層上工作，像素會變成背景顏色；反之，則會擦除像素
使其變成透明。您可以選擇只擦除連續的像素，或擦除目前圖層上所有類似的像素。

原始影像 (左)，以及擦除雲彩之後 (右)
1.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包含擦除區域的圖層。
備註： 如果您選取「背景」，此背景會在您使用魔術橡皮擦時自動變成圖層。
2. 從工具箱的「繪製」區段中，選取工具箱中的「魔術橡皮擦」工具。(如果您未在工具箱中看見該工具，請選取「橡皮擦」工具或
「背景橡皮擦」工具，然後按一下「工具選項」列中的「魔術橡皮擦」工具圖示。)
3. 視需要在「工具選項」列中設定選項，然後按一下您要擦除的圖層區域。
您可以設定下列任何一個魔術橡皮擦工具選項：
容許度 定義將要擦除的顏色範圍。較低的容許度所擦除的像素會落在與您所點選之像素非常相似的顏色值範圍內。較高的容許度
會擦除較大範圍內的像素。
不透明度 定義擦除的強度。100% 的不透明度會擦除圖層上完全透明的像素及已鎖定圖層上背景顏色的像素。較低的不透明度會
擦除圖層上部分透明的像素，並以已鎖定圖層上的背景顏色部分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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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樣全部圖層 使用所有可見圖層中的組合資料對擦除的顏色進行取樣。如果您僅要擦除使用中圖層上的像素，請取消選取此選
項。
連續的 僅擦除與您按下之像素鄰近的像素。取消選取此選項可擦除影像中的所有相似像素。
消除鋸齒 將您擦除區域的邊緣平滑化，使邊緣看起來更自然。

回到頁首

使用背景橡皮擦工具

背景橡皮擦工具可將彩色像素變成透明像素，以使您能夠輕鬆地將物件從其背景中移除。如果小心使用，您可以維持前景物件的邊緣，同時排除背景
外緣像素。
工具指標是一個具有十字游標 (指出工具的聚光作用區域) 的圓圈。當您拖移指標時，圓圈內的像素及與聚光下像素相似顏色值的像素皆會遭到擦除。
如果圓圈與前景物件重疊，且其中不含與聚光像素相似的像素，則不會擦除前景物件。

擦除干擾的背景。您可以使用仿製印章工具或者增加其他圖層，來以其他背景取代該背景。
1.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包含擦除區域的圖層。
備註： 如果您選取「背景」，此背景會在您使用「背景橡皮擦」時自動變成圖層。
2. 從工具箱的「繪製」區段中，選取「背景橡皮擦」工具。(如果您未在工具箱中看見該工具，請選取「橡皮擦」工具或「魔術橡皮
擦」工具，然後按一下「工具選項」列中的「背景橡皮擦」工具圖示。)
3. 視需要在「工具選項」列中設定選項，然後在您要擦除的整個區域中拖移。請讓工具的聚光遠離您不想擦除的區域。
您可以指定下列任何一個背景橡皮擦工具選項：
大小 筆刷的像素寬度
容許度 定義像素的顏色必須與聚光有多相近才會受到工具的影響。較低的容許度會限制您只可以擦除與聚光顏色非常類似的區
域。較高的容許度可以擦除較大範圍的顏色。
筆刷設定 設定筆刷的預設集，例如大小、直徑、硬度與間距。拖移「大小」滑桿，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數字。
限制 選擇「連續的」可擦除包含聚光顏色且彼此互相連接的區域。「非連續的」可擦除圓圈內與聚光顏色相似的任何像素。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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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濾鏡
套用均勻分配濾鏡
套用漸層對應濾鏡
套用負片效果濾鏡
套用色調分離濾鏡
套用臨界值濾鏡
套用相片濾鏡

回到頂端

套用均勻分配濾鏡
均勻分配濾鏡會重新分配影像中像素的亮度值，讓它們能更平均地呈現整個亮度層級的範圍。當您套用此指令
時，Photoshop Elements 會在複合影像中尋找最亮與最暗值。然後，會重新加以對應，以使最亮值代表白色，
而最暗值代表黑色。最後，Photoshop Elements 會在整個灰階中均勻分配亮度 (亦即分配中間像素值)。
1. 選取影像、圖層或區域。
2. 選擇「濾鏡 > 調整 > 均勻分配」。
3. 如果選取了影像區域，請在對話框中選取要均勻分配的項目，然後按一下「確定」:
「只做選取區域的均勻分配」僅均分選取範圍的像素。
「以選取範圍為基礎均勻分配整個影像」會根據選取範圍中的所有影像像素加以均分。

回到頂端

套用漸層對應濾鏡
漸層對應濾鏡會將影像的灰階範圍對應到特定漸層填色的顏色。

使用漸層對應濾鏡模擬深褐色調

1. 選取影像、圖層或區域。
2.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擇「濾鏡 > 調整 > 漸層對應」。
使用「圖層」面板或「圖層」選單建立新「漸層對應」調整圖層，或開啟已存在的「漸
層對應」調整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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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您要使用的漸層填色：
若要從漸層填色清單中選擇，請按一下顯示在「漸層對應」對話框中的漸層填色右邊的
三角形。按一下，選取想要的漸層填色，然後在對話框的空白區域中再按一下，解除清
單。
若要編輯目前顯示在「漸層對應」對話框中的漸層填色，請按一下漸層填色。然後修改
現有的漸層填色或建立新漸層填色。
根據預設，影像的陰影、中間調和亮部會分別對應到漸層填色的起始 (左側) 顏色、中間顏
色和結束 (右側) 顏色。
4. 您可以這兩個「漸層」選項都不選取，選取其中一個，或兩者都選取：
混色會增加雜訊的產生，進而形成漸層填色平滑的外觀，並減少條紋效果。
反轉會轉換漸層填色的方向，並反轉漸層對應。
5. 按一下「確定」。

回到頂端

套用負片效果濾鏡
負片效果濾鏡會反轉影像中的顏色。例如，使用此指令可使正片黑白影像變成負片，或者使已掃描的黑白負片變
成正片。
備註：因為彩色列印的底片在底層含有一層橘色的遮色片，所以「負片效果」指令不能從掃描的彩色負片建立正
確的正片影像。在幻燈片掃描器上掃描底片時，請務必使用彩色負片的正確設定。
在轉換影像時，每個像素的亮度值會轉換成 256 步驟的顏色數值尺標上的負片值。例如，數值為 255 的正片影
像中的像素會更改為 0。
1. 選取影像、圖層或區域。
2. 選擇「濾鏡 > 調整 > 負片效果」。

回到頂端

套用色調分離濾鏡
色調分離濾鏡可以用來為影像中的每個色版指定色調層級的數目 (或亮度值)。然後再將像素對應到最相近的符合
層級。例如，在 RGB 影像中選擇兩個色調層級會造成六種顏色：兩種紅色、兩種綠色和兩種藍色。
此指令在建立特殊效果時很有用，例如在相片中建立大範圍的平面區域。在灰階影像中降低灰階的數目時，這個
指令的效果最為顯著。但是此指令也可以在彩色影像中產生有趣的效果。
如果想在影像中製作特定的顏色數目，請將影像轉換成灰階，然後指定色階數目，接著再將影像轉換回之前
的色彩模式，並用想要的顏色來取代各種灰色調。
1. 選取影像、圖層或區域。
2.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擇「濾鏡 > 調整 > 色調分離」。
從「圖層」面板或「圖層」選單建立新「色調分離」調整圖層，或開啟已存在的「色調
分離」調整圖層。
3. 使用滑桿取得正確的效果，或輸入您想要的色調層級數目，然後按一下「確定」。

回到頂端

套用臨界值濾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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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界值濾鏡可以將灰階或彩色影像轉換成高對比的黑白影像。您可以指定特定的層級作為臨界值。所有比該臨界
值亮的像素會轉換成白色，而比臨界值暗的像素會轉換成黑色。臨界值指令對於決定影像的最亮與最暗區域很有
用。
1. 選取影像、圖層或區域。
2.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擇「濾鏡 > 調整 > 臨界值」。
從「圖層」面板或「圖層」選單建立新「臨界值」調整圖層，或開啟已存在的「臨界
值」調整圖層。
「臨界值」對話框會顯示目前選取範圍中像素明度階層的色階分佈圖。
3. 選取「預視」並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若要將影像更改為黑白，請拖移色階分佈圖下的滑桿，直到您想要的臨界值層級顯示在
對話框頂部為止，然後按一下「確定」。拖移時，影像會更改，反映新的臨界值設定。
若要識別典型亮部，請將滑桿拖移至右側，直到影像變成純黑色為止。然後往回拖移滑
桿，直到某些純白區域顯示在影像中為止。
若要識別典型陰影，請將滑桿拖移至左側，直到影像變成純白色為止。然後往回拖移滑
桿，直到某些純黑區域顯示在影像中為止。
4. (選擇性) 若要恢復為預設設定，請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並按一下「重
設」。
5. (選擇性) 按一下「取消」，關閉「臨界值」對話框，不將更改套用至影像。

回到頂端

套用相片濾鏡
「相片濾鏡」指令可模擬在相機鏡頭前裝彩色濾鏡的技術。彩色濾鏡可調整由鏡頭傳入並使底片曝光之光線的顏
色平衡與色溫。您也可以使用「相片濾鏡」指令選擇顏色預設集，以便在影像上套用色相調整。若要套用自訂的
顏色調整，還能透過「相片濾鏡」指令，使用 Adobe 揀色器指定顏色。

原始影像 (左)，以及套用了 60% 濃度的暖色濾鏡 (81) (右)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擇「濾鏡 > 調整 > 相片濾鏡」。
選擇「圖層 > 新增調整圖層 > 相片濾鏡」。然後在「新增圖層」對話框中，按一下
「確定」。
2. 若要選擇濾鏡顏色，請在「相片濾鏡」對話框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暖色濾鏡 (85) 和冷色濾鏡 (80) 可在影像中微調白平衡的顏色轉換濾鏡。如果在拍攝影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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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線的色溫較低，也就是偏黃，則使用「冷色濾鏡」(80) 就可以使影像顏色變藍一點，補償
周圍光線較低的色溫。反過來說，如果影像照相時的色溫較高，也就是偏藍，則使用「暖色
濾鏡」(85) 就可以使影像顏色變暖一點，補償周圍光線較高的色溫。
暖色濾鏡 (81) 和冷色濾鏡 (82) 一種光線平衡濾鏡，可以對影像的顏色品質進行較小的調
整。「暖色濾鏡」(81) 可使影像變暖一點，也就是偏黃的情況，「冷色濾鏡」(82) 則可以
使影像變冷一點，亦即偏藍的情況。
個別色彩 選取這項預設值時，則會根據您選擇的色彩預設值，在影像上套用色相調整。選
擇的顏色取決於使用「相片濾鏡」指令的方式。如果相片中有顏色投射，則可以選擇互補的
顏色來中和顏色投射。也可以套用顏色，達成特殊顏色效果或增強效果。例如，「水中」顏
色可模擬水中拍照時呈現的偏綠藍顏色投射。
選取「濾鏡」選項，然後從「濾鏡」選單中選擇預設集。
選取「顏色」選項，並按一下色塊，然後使用 Adobe 揀色器指定自訂顏色濾鏡的顏
色。
若要檢視使用顏色濾鏡的效果，請確認已選取「預視」。
如果不希望因為增加顏色濾鏡而使影像變暗，就要確認已選取「保留明度」選項。
3. 使用「濃度」滑桿，或在「濃度」文字方框中輸入百分比，調整套用到影像上的顏色量。較
高的濃度會產生較大幅度的顏色調整。
4.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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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全景
建立 photomerge 全景
建立 Photomerge 全景構圖
以互動方式建立 Photomerge 全景 (僅限 Photoshop Elements 10 和 11)

回到頂端

建立 photomerge 全景
如需有關此程序的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lrvid923_pse_tw。

「Photomerge 全景」指令會將數張相片合併成一個連續的影像。例如，您可以照五張互有重疊的都市空中輪廓
相片，然後將其組成一張全景相片。「Photomerge 全景」指令可以水平及垂直拼貼相片。
當您建立 Photomerge 全景構圖時，請先找出要合併的檔案 (稱為來源檔案)，然後 Photoshop Elements 會將這
些檔案自動組成單一全景。完成全景之後，如有必要，您仍可對個別相片的位置進行更改。
來源相片在全景構圖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為了避免發生問題，在拍攝用於 Photomerge 全景的相片時，請
依循下列準則：

建立 Photomerge 全景

影像要有充分的重疊部分 影像重疊的部分約需 15% 至 40%。如果重疊部分不足，Photomerge 全景可能無法
自動組成全景影像。如果影像重疊部分達到 50% 或以上，則很難處理，混合將很難成功。
使用一致的焦距 拍照時避免使用相機的變焦功能。
保持相機的水平位置 雖然 Photomerge 全景可以處理相片間稍微有所旋轉的問題，但是在自動組成全景影像
時，傾斜角度如果超過一定的限制，就會導致錯誤發生。您可以使用能夠轉動的三腳架，幫助您維持相機和觀景
窗的平穩。
秘訣：當從高處拍攝全景場景時，可利用自然的傾斜維持觀景窗內的水平。但是，這實際上會在影像之間產生明
顯的旋轉。在此情況下拍照時，請嘗試使用三角架來保持相機的平穩。
保持在固定的位置 拍攝連續相片時，請儘量不要移動位置，這樣相片才會都是拍攝自相同的視點。使用光學觀
景窗時，將相機儘量貼近眼睛，有助於保持視點的一致性。或者，請儘量使用三腳架來固定相機的位置。
避免使用扭曲鏡頭 例如魚眼鏡頭一類的鏡頭，會明顯扭曲影像，干擾 Photomerge 全景的組成。
維持相同的曝光度 在拍攝時，請避免有的相片使用閃光燈，有的不用的情況。Photomerge 全景中的進階混合
功能可以幫您降低不同曝光相片的差異，但是當曝光差異過大時，對齊相片就會變得很困難。有些數位相機在拍
照時會自動更改曝光設定，因此，請務必檢查相機設定，確認所有影像的曝光度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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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建立 Photomerge 全景構圖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在完整編輯模式下，在「編輯」工作區中選擇「檔案 > 新增 > Photomerge 全景」。
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選擇「檔案 > 新增 > Photomerge 全景」。
2. 在 Photomerge 對話框中，從「使用」彈出式選單中選擇選項：

檔案 使用個別影像檔案產生 Photomerge 構圖。
檔案夾 使用儲存在檔案夾中的所有影像，建立 Photomerge 構圖。檔案夾中的檔案會顯示
在對話框中。
或者，按一下「增加開啟的檔案」，使用您在「編輯」工作區中開啟的影像。
3.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來選取您要使用的相片：
按一下「增加開啟的檔案」，使用您在「編輯」工作區中開啟的影像。
按一下「瀏覽」按鈕導覽至來源檔案或檔案夾。
您可以再次按一下「瀏覽」按鈕並導覽至來源檔案，以增加更多檔案。您永遠都可以選
取檔案並按一下「移除」按鈕，來從「來源檔案」清單中移除檔案。
4. 選擇版面選項：

自動 會分析來源影像，並視何者能得到較佳的 Photomerge 結果，而套用「透視」或是
「圓筒式」版面。
透視 指定某個來源影像為參考影像 (預設為中間的影像)，建立一致的構圖。程式會對其他
的影像進行適當的變形工作 (視需要重新定位、延伸或傾斜)，讓重疊內容圖層能相符。
圓筒式 將各個影像顯示在未捲起而展開的圓筒上，減少透視構圖中可能產生的「蝴蝶結」
扭曲現象，重疊內容仍然相符。參考影像則會置於中央。這最適合用來建立寬全景。
球面 對齊並變形影像，將其對應至球體內部。如果您拍了一組環繞 360 度的影像，使用此
選項可以產生 360 度全景圖。「球面」也能用來搭配其他檔案集，產生精細的全景結果。
拼貼 對齊圖層並將重疊的內容相堆疊，並對來源圖層做變形的動作 (旋轉或縮放)。
重新定位 對齊圖層並將重疊的內容相堆疊，但不會對來源影像做變形的動作 (延伸或傾
斜)。
(僅限 Photoshop Elements 10 和 11) 互動式版面 選擇此選項可在對話框中開啟來源影
像，並手動放置這些影像。
5. (選擇性) 選取下列其中任一選項：

將影像混合在一起 尋找影像間的最佳邊界，然後根據這些邊界建立接縫，並使影像的顏色
相符。如果關閉「將影像混合在一起」，則會執行簡單的矩形混合。如果打算自行潤飾混合
遮色片，建議您關閉此功能。
暈映移除 針對具有邊緣變暗問題 (由鏡頭缺陷或不當的鏡頭陰影所導致) 的影像，移除並執
行曝光度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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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扭曲校正 補償桶狀、枕狀或魚眼扭曲。
6. 按一下「確定」以將全景產生為新檔案。
會出現一個訊息，詢問您是否要填滿保持透明的全景邊緣。如果您按一下
「是」，Photoshop Elements 會將邊緣填滿內容感知修復。

回到頂端

以互動方式建立 Photomerge 全景 (僅限 Photoshop Elements 10 和 11)
一般情況下，Photomerge 對話框中的自動選項便可建立令人滿意的全景。如果這些選項無法產生您想要的結
果，請選取「互動式版面」選項。互動式版面的 Photomerge 對話框可以讓您手動重新排列來源影像。
1. 在主 Photomerge 對話框中選擇「互動式版面」選項以開啟 Photomerge 互動式對話框。
2.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取「僅限重新定位」及「靠齊影像」來保留在重疊影像區域對齊。Photoshop
Elements 會套用混合，以消除來源影像之間的曝光差異。
選取「透視」，Photoshop Elements 便會選取其中一個來源影像以套用消失點。這樣
也會延伸或扭曲其他影像以建立迴繞效果。請使用「消失點」工具來更改消失點及重新
定向透視。
3. 將影像拖移至工作區域並手動排列影像的順序。
4. 排列構圖的順序之後，按一下「確定」來將全景產生為新檔案。構圖便會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

Photomerge 的互動式版面對話框
Photomerge 對話框包含操作構圖的工具、用來儲存非使用中來源影像的影像預視燈箱、組合構圖的工作區域及
檢視與編輯構圖的選項。您也可以放大及縮小顯示，以更好的方式查看每個檔案的對齊方式。

Photomerge 互動式版面對話框。
A. 影像預視燈箱 B. 工具 C. 工作區域 D. 選取的影像 E. 狀態列

若要導覽，請選取「移動視圖」工具

然後在工作區內拖移。或者，拖移檢視區域 (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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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或導覽器的捲動列。
若要縮放，請按一下「放大顯示」圖示
工具

和「縮小顯示」圖示

，或者使用「縮放顯示」

。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來使用「縮放顯示」工具縮小顯示。

若要旋轉影像，請選取「選取影像」工具
具 ，然後以圓形動作繞著影像拖移。

，按一下您想要旋轉的影像，並選取「旋轉」工

若要在影像預視燈箱中重新排序影像，請選取「選取影像」工具，並在影像預視燈箱中拖移
影像。
若要將影像增加至構圖，請選取「選取影像」工具，然後將影像從影像預視燈箱拖移至工作
區域。
若要從構圖中移除影像，請選取「選取影像」工具，然後將影像從工作區拖移至影像預視燈
箱。
確保選取「靠齊影像」以於偵測到共性時使重疊影像靠齊正確位置。

在 Photomerge 全景中更改消失點
「消失點」工具可選取消失點影像，這會更改 Photomerge 全景構圖的透視。
1. 在 Photomerge 對話框的「設定」區域中選取「透視」。中間的影像是預設消失點影像 (選
取該影像時，影像周圍會有藍色邊框)。
2. 選取「消失點」工具，然後按一下工作區域中的影像，使該影像成為消失點影像。構圖中只
能有一個消失點影像。
註解： 當您在影像上移動指標時，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可顯示相片的
選取範圍邊框。
3. 如有必要，請使用「選取影像」工具來調整非消失點影像的位置。選取非消失點影像時，該
影像周圍會有紅色邊框。
當您將透視校正套用至構圖時，非消失點影像會連結至消失點影像。您可以按一 下「僅限
重新定位」、在工作區域中區分影像，或將消失點影像拖移至影像預視燈箱，來中斷這個連
結。當連結中斷之後，影像會恢復其原始形狀。
透視校正僅適用於約 120 度的檢視角度。如果您的構圖檢視角度較大，請取消選取「透
視」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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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建構
在引導式模式中重新建構相片
在專業模式中重新建構相片
重新建構選項
「重新建構」工具有助於聰明地調整相片的大小，而無須更改重要的視覺內容 (如人物、建築物、動物等)。當重新調整影像大小時，正常縮放會對所
有像素產生一致的影響。重新建構會對沒有重要視覺內容之區域中的像素產生影響。重新建構可讓您放大或縮減影像，以便改善構圖、符合版面或更
改方向。
如果您要在縮放影像時保留或移除特定區域，「重新建構」工具可讓您在重新調整大小期間聰明地保護內容。
備註： 「重新建構」也可在不使用保護區域選項的情況下執行。例如，若要重新建構相片而不將任何區域標記為保護或移除，請拖曳影像控制點 。

重新建構之前 (左) 與重新建構之後

A. 選取要重新建構的相片 B. 標記為保護 (綠色) 及移除 (紅色) 的區域 C. 重新建構後的相片

回到頁首

在引導式模式中重新建構相片
1. 開啟相片櫃中要重新調整大小的相片，並選取「引導式」模式。
2. 在「引導式」模式面板中，展開「修飾」並選取「重新建構」。
3. 使用「保護」筆刷標記您要保護的區域。在相片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選取下列其中一個模式：
使用正常亮部 這個模式與繪圖類似。標記需要保護的所有區域。例如，使用「正常亮部」保護圓形需要標記或繪製完整的圓形。
使用快速亮部 您可以快速標記需要保護的區域。包住主體以標記需要的區域。例如，若要標記圓形內的區域，請描繪圓形的邊
緣。快速亮部可確保標記圓形內的區域進行保護。
您可以指定筆刷與相片的大小。
綠色指示標記為保護的區域。
4. 若要擦除不要的標記區域部分 (綠色)，請在相片上按一下滑鼠右鍵，再選取「清除保護亮部」。
5. 使用「移除筆刷」工具標記您要移除的區域 (不重要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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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指示標記為移除的區域。
在相片上按一下滑鼠右鍵，選取「清除全部亮部」來擦除受保護及不受保護的標記區域。
6. 若要擦除不想要的標記區域部分 (紅色)，請在相片上按一下滑鼠右鍵，再選取「清除移除亮部」。
7. 拖曳影像控制點，或從「預設集」下拉式清單中選取大小，以重新建構相片。

回到頁首

在專業模式中重新建構相片
1. 在相片櫃中開啟要重新調整大小的相片，然後選取「影像 > 重新建構」，或按一下「重新建構」工具 。
2. 使用「保護」筆刷標記您要保護的區域。在相片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選取下列其中一個模式：
使用正常亮部
使用快速亮部
您可以指定筆刷與相片的大小。
綠色指示標記為保護的區域。
備註： 「重新建構」也可在不使用保護區域選項的情況下執行。例如，若要重新建構相片而不將任何區域標記為保護或移除，請
。
拖曳影像控制點
3.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來擦除不想要標記區域的部分 (綠色)：
使用「橡皮擦」工具擦除。
在相片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取「清除保護亮部」。
4. 使用「移除筆刷」工具標記您要移除的區域 (不重要的區域)。
紅色指示標記為移除的區域。
在相片上按一下滑鼠右鍵，選取「清除全部亮部」來擦除受保護及不受保護的標記區域。
5.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來擦除不想要之標記區域的部分 (紅色)：
使用「橡皮擦」工具擦除。
在相片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取「清除移除亮部」。
您可以指定筆刷與相片的大小。
6. 拖移影像的控點來重新建構相片。完成時，按一下「確認目前的操作」圖示。

回到頁首

重新建構選項
使用「重新建構」工具時，可以使用下列選項。
大小 可讓您定義筆刷大小。

預設集 可用來指定您要用於重新調整大小的比例。預設集可用於相片比例，無法用於相片尺寸。例如，如果您使用預設比例 3x5，便會使用此比例重
新調整影像的大小。如果您要使用相同比例縮放相片，請按住 Shift 鍵並拖移角落控點。已將以 16:9 比例裁切影像的預設集增加至「預設集」選單。
備註：如果您不按住 Shift 鍵，影像則會以任意比例重新調整大小。
總量 用來設定重新建構臨界值。將臨界值設定為 100% 表示為 100% 重新建構。如果設定為 0%，則「重新建構」工具的行為與「變形」工具類似。
標記皮膚色調 識別及標記要保護的皮膚色調。您可以保留包含皮膚色調的區域。按一下「標記皮膚色調」圖示來檢視建議的皮膚色調區域。若要擦除
包含皮膚色調的已識別區域，請使用「保護橡皮擦」工具，或在影像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選取「清除保護亮部」。
調換高度與寬度 可用來調換針對高度與寬度指定的數值。例如，您已指定下列數值：H：10 及 W：15。按一下「調換高度與寬度」圖示
這些數值。新數值為：H：15 及 W：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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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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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交換

重新調整大小
關於影像大小與解析度
關於螢幕解析度
顯示開啟檔案的影像大小
在螢幕上檢視列印大小
更改列印尺寸與解析度而不重新取樣
重新取樣影像

回到頂端

關於影像大小與解析度
影像的影像大小 (或像素尺寸) 是影像寬度與高度的像素度量數。例如，您的數位相機可以拍出 1500 像素寬及
1000 像素高的相片。這兩個度量指出相片中的影像資料總量，並可確定檔案大小。
解析度是在特定空間中影像資料的總量。該總量以每英寸像素數 (ppi) 度量。每英寸的像素越多，解析度就越
高。一般而言，影像解析度越高，列印影像的品質越佳。解析度決定了您可在影像中看見的細微程度。
儘管數位影像中包含特定總量的影像資料，但並沒有特定實際輸出大小或解析度。當您更改影像解析度時，會更
改影像的實際尺寸，而當您更改影像的寬度或高度時，會更改影像的解析度。

影像資料及檔案大小相同，但影像大小與解析度不同的兩個影像 (A 與 B)；C 顯示解析度越高，品質越佳

您可以在「影像大小」對話框 (選擇「影像 > 調整影像大小 > 影像大小」) 中查看影像大小與解析度的關係。當
您更改某個數值時，其他兩個數值也會跟著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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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等比例」可讓您更改影像大小，而不必更改任何影像資料

「強制等比例」選項可讓您維持外觀比例 (影像寬度與影像高度之間的比例)。如果您選取此選項，並更改影像大
小與解析度，影像不會延伸或縮小。
「影像重新取樣」選項可讓您更改影像的大小，而不必更改解析度。如果您需要以特定解析度，或以比目前影像
允許之解析度小或大的解析度列印，請重新取樣影像。但是，重新取樣可能使影像品質降低。

回到頂端

關於螢幕解析度
螢幕解析度是以像素尺寸來表示。例如，如果您的螢幕解析度設定為 1600 x 1200，且您的相片的像素尺寸大小
相同，皆為 100%，則相片將可填滿螢幕。影像顯示在螢幕上的大小取決於下列幾個因素的結合：影像的像素尺
寸、螢幕大小以及螢幕解析度設定。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您可以更改螢幕上影像的放大比例，以便能夠
輕鬆地處理任何像素尺寸的影像。

620 x 400 像素的影像顯示在不同大小與解析度的螢幕上

準備在螢幕上檢視的影像時，您應該考量可能用來檢視相片的最低螢幕解析度。

回到頂端

顯示開啟檔案的影像大小
按住位於文件底部的檔案資訊方框。方框會顯示影像的寬度與高度 (以像素與目前針對尺標
選取的度量單位)、色版數及影像解析度 (ppi)。

回到頂端

在螢幕上檢視列印大小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請選擇「檢視 > 列印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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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取「手形」工具或「縮放顯示」工具，並在「工具選項」列中按一下「列印大
小」。
影像的顯示比例會受到調整，以顯示大約的列印大小，如「影像大小」對話框的「文件
大小」區段所指定。請記住，螢幕的大小與解析度會影響螢幕上的列印大小。

回到頂端

更改列印尺寸與解析度而不重新取樣
如果您要將影像傳送至列印商店，而該商店需要特定解析度的檔案，您可能需要更改列印尺寸與解析度。
如果您直接從 Photoshop Elements 列印，不需要執行此程序。您可以改在「列印」對話框中選擇大
小，Photoshop Elements 會套用適當的影像解析度。
註解： 若要只更改列印尺寸或解析度，並按比例調整影像中的像素總數，則必須重新取樣影像。
1. 選擇「影像 > 重新調整大小 > 影像大小」。
2. 確保已取消選取「影像重新取樣」。若已取消選取，您可以更改列印尺寸與解析度，而不必
更改影像中的像素總數，但影像可能無法維持其目前比例。
註解： 必須選取「影像重新取樣」，才能使用「強制等比例」與「縮放樣式」功能。
3. 若要維持目前的外觀比例，請選取「強制等比例」。這個選項會自動在您更改高度時更新寬
度，反之亦然。
4. 請在「文件尺寸」下輸入高度和寬度的新數值。如果需要的話，可以選擇新的度量單位。
5. 請在「解析度」中輸入新數值。如果需要的話，請選擇新的度量單位，然後按一下「確
定」。
若要恢復在「影像大小」對話框中顯示的原始數值，請使用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 按一下「重設」。

回到頂端

重新取樣影像
更改影像的像素尺寸又稱為重新取樣。重新取樣不僅會影響螢幕上影像的大小，也會影響影像品質及列印輸出 包括影像的列印尺寸或影像解析度。重新取樣可能使影像品質降低。當您縮減取樣時，表示您減少了影像中的像
素數，並且移除了影像中的資訊。當您增加取樣，或增加影像中的像素數時，會根據現有像素的顏色值增加新像
素，因此影像會失去一部分細節與銳利度。
若要避免增加取樣的需要，請以印表機或輸出裝置所需要的解析度掃描或建立影像。如果想要在螢幕上預視更改
像素尺寸的效果，或以不同解析度列印校樣，請使用檔案的複本重新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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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取樣影像
A. 縮減取樣的影像 B. 原始影像 C. 增加取樣的影像
如果您要為網頁準備影像，則可針對像素尺寸指定影像大小。
1. 選擇「影像 > 重新調整大小 > 影像大小」。
2. 選取「影像重新取樣」，並選擇內插補點方法：

最接近像素 快速，但較不精確。這個方法建議適合用於包含未消除鋸齒邊緣的插圖，可以
保留清晰銳利的邊緣，並建立較小的檔案。但是，這個方法也可能建立鋸齒邊緣。在扭曲或
縮放影像時，或在選取範圍上執行多重操作時，此情況會變得明顯。
縱橫增值法 中等品質。
環迴增值法 慢速，但較為精確，可產生最平滑的色調漸層。
環迴增值法 (更平滑) 在您放大影像時使用。
環迴增值法 (更銳利) 在您縮小影像大小時使用。這個方法可以在重新取樣時，保留影像的
細節。但是，這個方法可能會使影像的某些區域過於銳利化。在此情況下，請嘗試使用環迴
增值法。
3. 若要維持目前的外觀比例，請選取「強制等比例」。這個選項會自動在您更改高度時更新寬
度，反之亦然。
4. 在「像素尺寸」中輸入「寬度」和「高度」的數值。若要輸入目前尺寸的百分比數值，請選
擇「百分比」作為度量單位。
影像的新檔案大小顯示在「像素尺寸」旁邊，舊檔案大小位於括號中。
5. 按一下「確定」以更改像素尺寸並重新取樣影像。
若要在製作較小影像時獲得最佳結果，請縮減取樣，並套用「遮色片銳利化調整」(「增
強 > 遮色片銳利化調整」)。若要製作較大的影像，請用較高的解析度重新掃描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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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裁切、影像大小、影像解析度、修飾、銳利化、變形、3D 變形、旋轉、傾斜、縮放、遮色片銳利化調
整、Photomerge 團體拍攝、Photomerge 場景清除器、Photomerge 臉孔、仿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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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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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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工具建立選取範圍
關於選取範圍
關於選取工具
使用矩形與橢圓選取畫面工具
使用套索工具
使用多邊形套索工具
使用磁性套索工具
使用魔術棒工具
使用快速選取工具
使用選取範圍筆刷工具
使用魔術摘取器
調整選取範圍的邊緣
刪除選取的區域
使用指令選取及取消選取區域

回到頂端

關於選取範圍
「選取範圍」是您所定義的一個相片區域。當您建立選取範圍時，這個區域即為可編輯者 (例如，您可以使相片的一個部分變亮而
不影響其餘部分)。您可以使用選取工具或選取指令來建立選取範圍。選取範圍邊框 (您可以予以隱藏) 會圍住選取範圍。您可以在
選取範圍邊框內更改、拷貝或刪除像素，但在您取消選取選取範圍之前，無法接觸選取範圍邊框以外的區域。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11 和更新版本為不同種類的選取範圍提供數種選取工具。例如，「橢圓選取畫面」工具可選取圓形與
橢圓形區域，而「魔術棒」工具可透過按一下來選取相似顏色的區域。您可以使用其中一個「套索」工具來建立更加複雜的選取範
圍。您甚至可以使用羽化及消除鋸齒來平滑化選取範圍的邊緣。

註解： 您僅能選取使用中的圖層 - 若要一次變更所有圖層，您必須先平面化影像。

使用「橢圓選取畫面」工具建立的選取範圍，在選取區域中調整的顏色

回到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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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選取工具
選取工具在位於畫面左側的「工具」面板中 (依預設)。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3 中，您必須在「專業」模式中才能看見選取工具。

矩形選取畫面工具：繪製方形或矩
形選取範圍邊框。

橢圓選取畫面工具：繪製圓形或橢
圓形選取範圍邊框。

套索工具：繪製手繪選取範圍邊
框，最能確保精確度。

多邊形套索工具：繪製選取範圍邊
框的多條直邊線段。

磁性套索工具：在您於相片上拖移
時繪製自動靠齊邊緣的選取範圍邊
框。

魔術棒工具：透過按一下滑鼠鍵來
選取相似顏色的像素。

快速選取工具：當您按一下或按一
下並拖移區域時，根據顏色及紋理
快速自動建立選取範圍。

選取範圍筆刷工具：根據您處於選
取還是遮色片模式下，自動選取或
取消選取您繪製的區域。

智慧型筆刷工具：可將顏色與色調
調整及效果套用至選取範圍。該工
具會針對非破壞性編輯自動建立調
整圖層。

回到頂端

使用矩形與橢圓選取畫面工具
「矩形選取畫面」工具可繪製正方形或矩形選取範圍邊框，而「橢圓選取畫面」工具可繪製圓形或橢圓形選取範
圍邊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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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與橢圓選取畫面工具選項
A. 矩形選取畫面工具 B. 橢圓選取畫面工具 C. 新增選取範圍 D. 增加至選取範圍 E. 從選取範圍中減去 F. 與選取
範圍相交

1. 選取工具箱中的「矩形選取畫面」工具 (A) 或「橢圓選取畫面」工具 (B)。
2. (選擇性) 在「工具選項」列中設定選取畫面工具選項：
指定是否建立新選取範圍、增加至選取範圍、從選取範圍中減去，或選取與其他選取範
圍相交的區域。
若要柔化選取範圍邊框，使其與選取範圍以外的區域混合，請輸入「羽化」值。
若要平滑化選取範圍的邊緣，請選取「消除鋸齒」(僅限「橢圓選取畫面」工具)。
從「模式」彈出式選單中，選擇「正常」可透過視覺方式設定選取範圍邊框的大小與比
例；選擇「固定比例」可設定選取範圍邊框的寬高比；或選擇「固定大小」可指定選取
畫面的高度與寬度。
3. 在要選取的區域上拖移。拖移時按住 Shift 鍵可將選取畫面限制為方形或圓形。
若要從中心拖移出選取畫面，請在開始拖移後，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若要重新定位選取畫面工具的選取範圍邊框，請在使用選取工具拖移時按住空白鍵。當
選取範圍邊框位於正確區域時放開空白鍵。
4. 按一下「調整邊緣」來對您的選取範圍進行進一步調整並使其更精確。查看您可以如何調整
選取範圍的邊緣。

回到頂端

使用套索工具
「套索」工具可繪製手繪選取範圍邊框。此工具可讓您建立非常精確的選取範圍。

套索工具選項
A. 套索工具 B. 多邊形套索工具 C. 磁性套索工具 D. 新增選取範圍 E. 增加至選取範圍 F. 從選取範圍中減去 G.
與選取範圍相交

1. 選取工具箱中的「套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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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性) 在「工具選項」列中設定「套索」工具選項：
指定要建立新選取範圍、增加至現有選取範圍、從選取範圍中減去，還是要選取與其他
選取範圍相交的區域。
若要柔化選取範圍邊框，使其與選取範圍以外的區域混合，請輸入「羽化」值。
若要平滑化選取範圍邊緣，請選取「消除鋸齒」。
3. 拖移繪製手繪選取範圍邊框：
若要增加至選取範圍，請放開滑鼠按鈕，然後按下 Shift 鍵，並在指標更改為
移。

時拖

若要從選取範圍中減去，請放開滑鼠按鈕，然後按下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並在指標更改為 時拖移。
若要新增直邊線段，請按住滑鼠按鈕，並按下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然
後放開滑鼠按鈕，並在指標改變時按一下您要放置線段末端的位置。
4. 若要關閉選取範圍邊框，請放開滑鼠按鈕。會從您放開滑鼠按鈕的位置到選取範圍的起點繪
製一條直線選取線段。
5. 按一下「調整邊緣」來對您的選取範圍進行進一步調整並使其更精確。查看您可以如何調整
選取範圍的邊緣。

回到頂端

使用多邊形套索工具
「多邊形套索」工具可繪製選取範圍邊框的直邊線段。您可以建立繪製選取範圍邊框所需要的任意數量的線段。

多邊形套索工具選項
A. 套索工具 B. 多邊形套索工具 C. 磁性套索工具 D. 新增選取範圍 E. 增加至選取範圍 F. 從選取範圍中減去 G.
與選取範圍相交

1. 選取工具箱中的「多邊形套索」工具。
2. (選擇性) 在「工具選項」列中設定「多邊形套索」工具選項：
指定要建立新選取範圍、增加至現有選取範圍、從選取範圍中減去，還是要選取與其他
選取範圍相交的區域。
若要柔化選取範圍邊框，使其與選取範圍以外的區域混合，請輸入「羽化」值。
若要平滑化選取範圍邊緣，請選取「消除鋸齒」。
3. 按一下您想要第一條直線線段開始的位置，然後第二次按一下您想要線段結束及下一條線段
開始的位置。繼續按一下可建立線段。
如果出錯，按 Delete 鍵可擦除線段。您可以按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來從
建立直邊線段切換為繪製手繪線段。
4.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以關閉選取範圍邊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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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指標放置在起點上並按一下滑鼠鍵。當您將指標停留在起點上時，一個封閉的圓形會
出現在指標旁邊。
如果指標不在起點上，請按兩下，或按住 Ctrl 鍵 (在 Mac OS 中為 Command 鍵) 並按
一下滑鼠鍵。會從指標到選取範圍的起點繪製直線選取線段。
5. 按一下「調整邊緣」來對您的選取範圍進行進一步調整並使其更精確。查看您可以如何調整
選取範圍的邊緣。

回到頂端

使用磁性套索工具
「磁性套索」工具可繪製自動靠齊至您在相片上拖移之物件邊緣的選取範圍邊框。此工具可讓您輕鬆繪製精確的
選取範圍邊框。「磁性套索」工具

相當適合用於快速選取具複雜邊緣且與背景呈強烈對比的物件。

磁性套索工具選項
A. 套索工具 B. 多邊形套索工具 C. 磁性套索工具 D. 新增選取範圍 E. 增加至選取範圍 F. 從選取範圍中減去 G.
與選取範圍相交

1. 選取工具箱中的「磁性套索」工具。
若要於選取「磁性套索」工具時在「磁性套索」工具與其他套索工具之間切換，請執行下列
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啟動「套索」工具，請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並拖移。
若要啟動「多邊形套索」工具，請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並按一下滑
鼠鍵。
2. (選擇性) 在「工具選項」列中設定「磁性套索」工具選項：
指定要建立新選取範圍、增加至現有選取範圍、從選取範圍中減去，還是要選取與其他
選取範圍相交的區域。
若要柔化選取範圍邊框，使其與選取範圍以外的區域混合，請輸入「羽化」值。
若要平滑化選取範圍邊緣，請選取「消除鋸齒」。
若要指定邊緣偵測的區域，請針對寬度輸入介於 1 到 256 之間的像素值。工具只會偵
測與指標在指定距離內的邊緣。
若要更改「磁性套索」指標，使其指示邊緣偵測的區域 (「寬度」值)，請按 Caps Lock
鍵。
若要指定「磁性套索」工具對相片中邊緣的敏感度，請在「邊緣對比」中輸入介於 1%
到 100% 的數值。較高的數值只會偵測與周圍呈明顯對比的邊緣；較低的數值則會偵測
較低對比的邊緣。
若要指定「磁性套索」工具設定固定點的頻率，請在「頻率」中輸入介於 0 到 100 的
數值。數值越高，固定選取範圍邊框的速度越快。
3.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來增加選取範圍邊框的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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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邊緣上的點。
按下滑鼠按鈕的同時沿邊緣拖移。
選取範圍邊框會靠齊至相片的邊緣。如果邊框未靠齊至所需邊緣，請按一下來手動增加
點；然後繼續描繪邊框並視需要按一下點。如果出錯，按 Delete 鍵可擦除邊框上的
點。
4.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以關閉選取範圍邊框：
(若要手動關閉邊框，請拖移回起始點，然後按一下滑鼠鍵。)當您將指標停留在起點上
時，一個封閉的圓形會出現在指標旁邊。
若要關閉手繪磁性線段的邊框，請按兩下，或者按 Enter 鍵。
若要關閉直線線段的邊框，請按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同時按兩下。

回到頂端

使用魔術棒工具
「魔術棒」工具可透過按一下滑鼠鍵來選取相似顏色範圍內的像素。您可以為「魔術棒」工具的選取範圍指定顏
色範圍或容許度。當您擁有相似顏色的區域 (例如藍天) 時，可以使用「魔術棒」工具。

魔術棒工具選項
A. 魔術棒工具 B. 新增選取範圍 C. 增加至選取範圍 D. 從選取範圍中減去 E. 與選取範圍相交

1. 選取「魔術棒」工具。
2. (選擇性) 在「工具選項」列中設定「魔術棒」工具選項：
針對容許度，輸入介於 0 到 255 之間的數值。輸入較低的數值可選取與您按一下的像
素非常相似的顏色，或輸入較高的數值可選取更廣的顏色範圍。
若要定義平滑選取範圍邊緣，請選取「消除鋸齒」。
若要僅選取使用相同顏色的鄰近區域，請選取「連續的」。當取消選取此選項時，會選
取在整張相片上使用相同顏色的像素。
若要從所有可見圖層中選取使用相同資料的顏色，請選取「取樣全部圖層」。當取消選
取此選項時，「魔術棒」工具只會從使用中圖層選取顏色。
3. 在相片中按一下想要選取的顏色。
4. 若要增加至選取範圍，請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取消選取的區域。若要從選取範圍中移除區
域，請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並按一下您要移除的區域。
5. 按一下「調整邊緣」來對您的選取範圍進行進一步調整並使其更精確。查看您可以如何調整
選取範圍的邊緣。

回到頂端

使用快速選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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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按一下或按一下並拖移要選取的區域時，「快速選取」工具會根據顏色與紋理的相似性來建立選取範圍。您
所做的標記不需要很精確，因為「快速選取」工具會自動直覺地建立邊框。
註解： 「智慧型筆刷」工具會像「快速選取」工具一樣建立選取範圍，並且會同時套用顏色或色調調整。請參
閱套用智慧型筆刷工具。

快速選取範圍筆刷工具與選取範圍筆刷工具選項
A. 快速選取工具 B. 選取範圍筆刷工具 C. 新增選取範圍 D. 增加至選取範圍 E. 從選取範圍中減去

1. 選取「快速選取範圍筆刷」工具。
2. 在「工具選項」列中，選擇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新增選取範圍 可讓您繪製新的選取範圍。預設會選取此選項。
增加至選取範圍 可讓您增加至現有選取範圍。
從選取範圍中減去 可讓您從現有選取範圍中減去。此選項只有在您建立選取範圍之後才可
以使用。
3. 從選項列的「筆刷揀選器」中選擇筆刷。如果您要選取較大的區域，可以使用較大筆刷。如
需建立更為精確的選取範圍，請選擇較小的筆刷大小。
4. 按一下或按一下並拖移涵蓋您要選取之物件中顏色範圍的區域，然後放開滑鼠按鈕。
選取範圍邊框會出現。
5.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來調整選取範圍：
若要增加至選取範圍，請按一下選項列中的「增加至選取範圍」按鈕，然後按一下或按
一下並拖曳您要增加的區域。
若要從選取範圍中移除區域，請按一下選項列中的「從選取範圍中減去」按鈕，然後按
一下或按一下並拖曳您要從選取範圍減去的區域。
若要開始選取新的範圍，請按一下選項列中的「新增選取範圍」按鈕，然後按一下或繪
製以指定新的選取範圍區域。
6. 按一下「調整邊緣」來對您的選取範圍進行進一步調整並使其更精確。查看您可以如何調整
選取範圍的邊緣。

回到頂端

使用選取範圍筆刷工具
「選取範圍筆刷」工具以兩種方式建立選取範圍：您可以在「選取範圍」模式下繪製您要選取的區域，或者您可
以在「遮色片」模式下使用半透明覆蓋繪製您不想選取的區域。
您可以先使用選取畫面工具、「快速選取」工具或其他選取工具建立粗略的選取範圍，然後再使用「選取範圍筆
刷」工具進一步調整選取範圍。您可以在「選取範圍」模式下使用「選取範圍筆刷」工具增加至選取範圍，或在
「遮色片」模式下從選取範圍中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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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範圍筆刷工具選項
A. 選取範圍筆刷 B. 增加至選取範圍 C. 從選取範圍中減去 D. 選取範圍快顯選單 E. 筆刷快顯選單 F. 筆刷大
小 G. 硬度 H. 調整邊緣對話框按鈕

1. 選取工具箱中的「選取範圍筆刷」工具。您可能需要按一下工具箱中的「快速選取」工具，
然後從顯示的隱藏工具清單中選取「選取範圍筆刷」。
2. 依照預設，工具會設定為「增加至選取範圍」。若要從選取範圍中減去，請按一下選項列中
的「從選取範圍中減去」。
3. (選擇性) 在「工具選項」列中設定「選取範圍筆刷」工具選項：
從筆刷預設集彈出式面板中選擇筆刷。
指定筆刷大小。
從「模式」選單中選擇「選取範圍」(可增加至選取範圍) 或「遮色片」(可從選取範圍中
減去)。
將筆尖的硬度設定為介於 1% 到 100% 之間的數值。
如果您使用「選取範圍筆刷」工具的柔邊筆刷，將「模式」選項更改為「遮色片」可協
助您查看選取範圍的柔邊。
使用「遮色片」模式時，指定介於 1% 到 100% 之間的「覆蓋不透明度」。
使用「遮色片」模式時，按一下「覆蓋顏色」色票，然後在「揀色器」中選取顏色以設
定遮色片顏色。當遮色片顏色 (覆蓋顏色) 與相片中的顏色非常相似時，此操作很有用。
4. 在相片中繪圖來選取或取消選取區域。

於「選取」模式下增加至選取範圍 (左)，於「遮色片」模式下從選取範圍中減去 (右)

回到頂端

使用魔術摘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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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魔術摘取器功能無法在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12 和更新版本中使用。

使用「魔術摘取器」可根據您指定的前景與背景區域外觀建立精確選取範圍。您可以在您要選取的區域中放置彩
色標記來指定這些區域。當您標記區域並關閉對話框之後，只有前景區域會顯示在相片中。
「魔術摘取器」可讓您輕鬆選取人物或物件，以便您可以在其他背景上進行疊加。例如，您可以將自己從在家騎
腳踏車的相片中移除，然後疊加到環法自行車賽選手的相片上。您可以將摘取的影像儲存為可反覆使用的檔案。

使用魔術摘取器
A. 以紅點標記的您要摘取的區域 B. 以藍點標記的背景 C. 摘取的影像

1. 開啟包含您要擷取之物件的相片。
2. 若要限制顯示在「魔術摘取器」對話框中的項目，請使用「橢圓」或「矩形」選取工具建立
初步選取範圍。
3. 選擇「影像 > 魔術摘取器」。
「魔術摘取器」對話框會開啟，且預設已選取「前景筆刷」工具

。

4. 多按幾下或繪製直線來標記您要摘取的區域。
5. 選取「背景筆刷」工具，然後按多下或繪製直線來標記您不想包括在選取範圍內的區域。
若要選取具有各種顏色與紋理的物件，請在所有顏色與紋理上拖曳，以確保選取範圍更
為精確。
6. 若要協助標記選取範圍，請使用「縮放顯示」工具或「手形」工具來放大及導覽相片。使用
「縮放顯示」工具時按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可縮小顯示。
7. 若要指定其他筆刷大小或顏色，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從「筆刷大小」選單中選擇新大小。
按一下「前景顏色」或「背景顏色」色票，在「揀色器」中選擇新顏色，然後按一下
「確定」。
8. 按一下「預視」可查看目前選取範圍。
9. 若要指定預視設定，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更改顯示在預視區域中的項目，請從「顯示」選單中選擇「選取範圍區域」或「原
始相片」。或按鍵盤上的 X 鍵來在兩個檢視之間切換。
若要指定其他背景，請從「背景」選單中選擇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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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來微調選取範圍，然後再次預視結果：
若要增加至選取範圍或從選取範圍中減去，請使用「前景筆刷」或「背景筆刷」工具繪
製多個點或直線。
若要擦除前景或背景點，請選取「點狀橡皮擦」工具，然後按一下您要移除的標記，或
在其上拖曳。
若要將區域增加至選取範圍，請選取「增加至選取範圍」工具，然後按一下您要增加的
區域，或在其上拖曳。
若要從選取範圍中移除區域，請選取「從選取範圍中移除」工具，然後在您要移除的區
域上拖曳。
若要讓前景選取範圍的邊緣變得平滑，請選取「平滑化筆刷」工具，然後在您要平滑化
的區域上拖曳。
若要柔化選取範圍的邊緣，請在「羽化」方框中指定較高的數值。
若要填滿主要選取範圍中的剩餘孔，請按一下「填滿孔」。
若要從主要選取範圍分離並移除區域，請選取「從選取範圍中移除」工具，然後在主要
選取範圍與要移除的區域之間拖曳一條線條。然後，按一下「填滿孔」。
若要移除前景與背景之間剩餘的外緣顏色，請按一下「修飾外緣」。若要增加或減少移
除的外緣量，請從「修飾外緣寬度」選單中指定數值。
11. 按一下「確定」可摘取選取的區域。如果您要重新開始，請按一下「重設」來移除所有標
記。

回到頂端

調整選取範圍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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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hotoshop Elements 11 中，您可以使用「調整邊緣」(選取影像的一部分 > 在選取範圍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 選取「調整邊
緣」) 對話框來微調選取範圍。您也可以透過按一下「選取 > 調整邊緣」來開啟「調整邊緣」對話框。
在 MAC 上，若要開啟「調整邊緣」對話框，請選取影像的一部分 > Control+Click 選取範圍 > 選取「調整邊緣」。
檢視模式：從「檢視」彈出式選單中，為選取範圍選擇檢視模式。按下 F 以切換模式
顯示半徑：顯示邊緣調整的半徑。
調整半徑

和擦除調整

工具：精確地調整要進行邊緣調整的邊界區域。若要在工具間快速切換，請按下 E。若要變更筆刷

大小，請按下大括號鍵。備註：以筆刷掃過柔軟區域 ( 如頭髮或毛皮) 可增加選取範圍的細部細節。
智慧型半徑：自動調整邊界區中找到的硬邊和柔邊半徑。如果邊界為一致的硬邊或柔邊，或想要控制半徑設定和更精確的調整筆刷
時，請取消選取此選項。
半徑：決定邊緣調整發生位置的選取範圍邊界大小。尖銳邊緣請使用小半徑，柔和邊緣請使用大半徑。
平滑：減少選取範圍邊框中的不規則區域 (「凹凸不平」)，建立更平滑的外框。
羽化：將選取範圍與周圍像素間的轉變模糊化。
對比：增加對比時，選取範圍邊框的柔化邊緣轉換會變得更不連貫。一般而言，使用「智慧型半徑」選項和調整工具會更有效。
調移邊緣：負值會將柔邊邊界往內移，正值則往外移。將這些邊界往內移可協助移除選取範圍邊緣上不要的背景顏色。
淨化顏色：以完整選取的鄰近像素顏色來取代彩色外緣。顏色取代的強度會與選取範圍邊緣的柔度成比例。
重要：由於此選項會變更像素顏色，因此需要輸出至新的圖層或文件。保留原來的圖層可供您在需要時加以回復。( 選擇「檢視模
式」中的「顯現圖層」，即可輕鬆看到像素顏色的改變。)
總量：變更淨化和外緣取代的程度。
輸出至：決定調整過的選取範圍將成為目前圖層上的選取範圍或遮色片，還是產生新的圖層或文件。

回到頂端

刪除選取的區域
在刪除背景圖層上的選取範圍時，會將選取的區域取代為背景顏色或棋盤背景圖樣 (透明像素)。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擇「編輯 > 刪除」來移除選取範圍。(如果您誤刪了選取範圍，可以選擇「編輯 > 還原」
來加以恢復。)

按 Backspace 或 Delete 鍵可移除選取範圍。

選擇「編輯 > 剪下」來將選取範圍移到剪貼簿上。然後，您可以將其貼到其他地方。

回到頂端

使用指令選取及取消選取區域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取消選取範圍，請選擇「選取 > 取消選取」。
若要選取圖層中的所有像素，請在「圖層」面板中選取圖層，然後選擇「選取 > 全
部」。
若要重新選取最近使用的選取範圍，請選擇「選取 > 重新選取」。
2. 若要顯示或隱藏選取範圍邊框，請選擇「檢視 > 選取範圍」。
註解： 您也可以透過在相片中按一下選取區域之外的任何地方來取消選取。但是，如果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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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藉由按一下來選取的選取工具 (例如「魔術棒」工具)，您可能會不小心建立其他選取範
圍。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162

移動及拷貝選取範圍
移動選取範圍
拷貝選取範圍或圖層
使用移動工具拷貝選取範圍
使用指令拷貝選取範圍
將某個選取範圍貼到另一個選取範圍中

回到頂端

移動選取範圍
「移動」工具可讓您將像素選取範圍剪下並拖移到相片中的新位置。您也可以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使用工
具在相片之間移動或拷貝選取範圍，並將其移動或拷貝至支援選取範圍之其他應用程式的相片中。

使用「移動」工具將選取範圍從一張相片移動到另一張相片

若要在另一個工具被選取時啟動「移動」工具，請按住 Ctrl 鍵 (在 Mac OS 中為 Command 鍵)。(當選取
「手形」工具時，此技術無法運作。)
1. 在「編輯」工作區中，使用選取工具建立選取範圍，並從工具箱中選取「移動」工具。
2. (選擇性) 更改選項列中的「移動」工具設定。
3. 在選取範圍邊框內移動指標，並將選取範圍拖移至新位置。如果您已選取多個區域，則所有
像素選取範圍都會隨著您的拖移而移動。

移動工具選項
選取「移動」工具時，您可以在選項列中更改下列設定：

自動選取圖層 選取在「移動」工具游標下有像素的最頂層圖層，而不是目前選取的圖層。
顯示邊界方框 顯示影像中選取範圍周圍或目前所選圖層周圍 (如果影像上沒有使用中選取範圍) 的邊界方框。邊
角上的方框可讓您重新調整選取範圍或圖層大小。
註解： 背景圖層上看不到邊界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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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滑鼠置於其上時，顯示標記 將滑鼠暫留在影像上時標記各個圖層。按一下標記的圖層可選取及移動該圖層。
已選取的圖層不會在將滑鼠置於其上時標記。
「排列順序」選單 將選取的圖層移動到其他圖層前面、之間或後面。選項包括「移至最前」、「前移」、「後
移」及「移至最後」。若要排列圖層順序，請選取圖層，然後從「排列順序」選單中選擇項目。
「對齊」選單 對齊選取的圖層。選項包括「頂端邊緣」、「垂直居中」、「底部邊緣」、「左側邊緣」、「水
平居中」以及「右側邊緣」。可同時對齊多個圖層。若要對齊圖層，請選取圖層，按住 Shift 鍵，再選取其他圖
層，然後從「對齊」選單中選擇項目。
「分配」選單 將選取的圖層平均隔開。選項包括「頂端邊緣」、「垂直居中」、「底部邊緣」、「左側邊
緣」、「水平居中」以及「右側邊緣」。可同時隔開多個圖層。若要啟動此選項，您必須至少有三個已選圖層。
若要隔開圖層，請選取圖層，按住 Shift 鍵，再選取其他圖層，然後從「分配」選單中選擇項目。
回到頂端

拷貝選取範圍或圖層
您可以使用「移動」工具，或「編輯」選單中的「拷貝」、「拷貝合併」、「剪下」、「貼上」或「貼入選取範
圍內」指令，來拷貝及貼上選取範圍。
請記住，在不同解析度的相片之間貼上選取範圍或圖層時，貼上的資料會保持其原始像素尺寸。這會使貼上的部
分與新影像出現不成比例的情形。在拷貝及貼上之前，請使用「影像 > 重新調整大小 > 影像大小」指令使來源
與目標相片的解析度相同。
您剪下或拷貝的選取範圍會儲存在剪貼簿中。一次只能將一個選取範圍儲存在剪貼簿中。

回到頂端

使用移動工具拷貝選取範圍
在相片間進行拷貝時，請從使用中影像視窗將選取範圍拖移至其他影像視窗。當您將選取範圍放入影像視窗中
時，會有一個邊框標記影像視窗。
1. 請選取要拷貝的影像部分。
2. 在「編輯」工作區中，從工具箱中選取「移動」工具。
3. 拖移要拷貝及移動的選取範圍時，按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4. 若要建立相同選取範圍的其他拷貝，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同時將選取範圍拖移至每個新位置。
若要將複本偏移 1 個像素，請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並按方向
鍵。(此操作會移動像素，並拷貝像素，進而建立模糊效果。)
若要將複本偏移 10 個像素，請按 Alt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Shift 鍵，並按方向
鍵。(此操作會移動像素，而非拷貝像素。)
註解： 當您將選取範圍從一個影像拖移 (按住 Shift 鍵) 至另一個影像時，會將選取範圍貼
在影像中央。

回到頂端

使用指令拷貝選取範圍
1. 在「編輯」工作區中，使用選取工具來選取您要拷貝的區域。
2.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擇「編輯 > 拷貝」來將選取範圍拷貝到剪貼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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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編輯 > 拷貝合併」來將選取區域中的所有圖層拷貝到剪貼簿。

回到頂端

將某個選取範圍貼到另一個選取範圍中
您可以使用「貼入選取範圍內」指令來在選取範圍內貼上剪貼簿，或拷貝的內容。此指令可讓您利用選取區域中
的元素，而且可以避免貼上的影像看起來單調與不自然。例如，您可以使用不透明度為 85% 的「實光」混合模
式來保留一副太陽眼鏡中的反射性。以此方式使用混合模式時，您需要建立新圖層，並將選取範圍貼到該圖層
中。

將選取範圍從一個影像拷貝到另一個影像
A. 選取的原始相片的一部分 B. 要拷貝並貼上到原始相片中的相片 C. 產生的影像

1. 在「編輯」工作區中，使用「拷貝」指令來拷貝您要貼上的相片部分。(甚至可以從其他應
用程式中的相片中拷貝。)
2. 在要貼上拷貝相片的相片中建立選取範圍。
3. 選取「編輯 > 貼入選取範圍內」。
註解： 拷貝的相片只會顯示在選取範圍邊框中。您可以在邊框內移動拷貝相片，但是如果
您將其完全移出邊框，該相片將不可見。
4. 當指標位於選取範圍邊框內時，請將貼上的影像拖移到正確位置。
5. 當您對結果感到滿意時，請取消選取貼上的影像，以提交更改。
若要在另一個工具被選取時啟動「移動」工具，請按住 Ctrl 鍵 (在 Mac OS 中為
Command 鍵)。(此技術不適用於「手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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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選取範圍
移動選取範圍邊框
反轉選取範圍
增加至選取範圍或從中減去
選取與現有選取範圍相交的區域
以特定像素數來擴張或縮減選取範圍
以新選取範圍邊框作為現有選取範圍的邊框
包括選取範圍中相似顏色的區域
從以顏色為基礎的選取範圍中移除干擾像素
修飾選取範圍的外緣

回到頁首

移動選取範圍邊框
移動選取範圍邊框只會重新定位邊框，而不會更改相片。
1. 使用任何選取工具，按一下選項列中的「新增選取範圍」 ，然後將指標放置在現有選取範圍邊框內。指標會更改，表示您可以
移動選取範圍 。
備註： 當選取任何選取工具時，「新增選取範圍」選項會顯示在選項列中，但「選取範圍筆刷」工具除外。如有需要，請暫時切
換至其他選取工具，以選取此選項。
2.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拖移邊框圍住不同的相片區域。您可以將選取範圍邊框拖移出畫布邊界；但是，這樣會難以恢復。您也可以將選取範圍邊框拖
移至另一個影像視窗。
若要以 1 個像素的增量移動選取範圍，請使用方向鍵。
若要以 10 個像素的增量移動選取範圍，請按住 Shift 鍵，再使用方向鍵。
若要強制方向為 45 度的倍數，請先開始拖移，然後在繼續拖移時按住 Shift 鍵。

回到頁首

反轉選取範圍
反轉選取範圍會將未選取的區域更改為選取區域，進而保護您之前選取的區域。
在具有現有選取範圍邊框的相片中，選擇「選取 > 反轉」。
您可以使用此指令來輕鬆選取針對純色區域顯示的物件。使用「魔術棒」工具來選取純色，然後選擇「選取 > 反轉」。

回到頁首

增加至選取範圍或從中減去

您可以增加至現有選取範圍或從中減去，來微調選取範圍邊框。例如，您可以先建立圓形選取範圍，然後再從中減去圓形選取範圍，來建立甜甜圈形
狀的選取範圍。
選取選取工具，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按住 Shift 鍵 (加號會顯示在指標旁邊) 來增加至選取範圍，或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來從選取範圍中減去
(減號會顯示在指標旁邊)。然後，選取要增加或減去的區域，並建立其他選取範圍。
按一下選項列中的「增加至選取範圍」 或「從選取範圍中減去」 ，然後建立其他選取範圍。(當選取任何選取工具時，
「增加至選取範圍」及「從選取範圍中減去」選項會顯示在選項列中。)

回到頁首

選取與現有選取範圍相交的區域

您可以限制選取範圍影響的區域。例如，在積雪覆蓋的山脈圖片中，您可以選取天空中的白雲，而不選取下面的白色山脈部分，方法是選取整個天
空，然後使用「魔術棒」工具 (並選取「與選取範圍相交」，且取消選取「連續的」)，以只選取現有天空選取範圍中包含的白色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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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矩形選取畫面」工具選取天空與山頂 (上)。選取「與選取範圍相交」選項並使用「魔術棒」工具選取雲彩 (中)。增加雲彩亮度之後產生的影像
(下)。
選取選取工具，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取選項列中的「與選取範圍相交」

，然後選取與現有選取範圍相交的區域。

按住 Alt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Shift 鍵，以使十字游標顯示在指標旁邊，然後選取與現有選取範圍相交的區域。

回到頁首

以特定像素數來擴張或縮減選取範圍
您可以使用「選取」選單中的指令來增加或縮小現有選取範圍的大小，並清理以顏色為基礎之選取範圍內部或外部剩餘的干擾像素。
1. 使用選取工具建立選取範圍。
2. 選擇「選取 > 修改 > 擴張」或「縮減」。
3. 在「擴張」或「縮減」中，輸入介於 1 到 100 的像素值，按一下「 確定」。
選取範圍邊框會按指定的像素數向外或向內移動。沿畫布邊緣之選取範圍邊框的任何部分都不會受到影響。

回到頁首

以新選取範圍邊框作為現有選取範圍的邊框
「邊框」指令會建立柔邊且消除鋸齒的選取範圍邊框。當您增加新選取範圍邊框時，請僅選取兩個選取範圍邊框之間的像素。

使用「邊框」指令可建立 4 個像素的邊框選取範圍 (上)。將選取範圍拷貝到新圖層並填滿，以建立影像的外框 (中)。將選取範圍填入原始影像，以在
影像周圍建立外框 (下)。
1. 使用選取工具建立選取範圍。
2. 選擇「選取 > 修改 > 邊框」。
3. 在「寬度」文字方框中，輸入介於 1 到 200 個像素之間的數值，然後按一下「確定」。

回到頁首

包括選取範圍中相似顏色的區域
1. 使用選取工具建立選取範圍，然後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擇「選取 > 連續相近色」，以包括所有落在選項列中指定的容許度範圍內的鄰近像素。(您可能必須切換到包括容許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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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取工具，例如「魔術棒」工具。)比較高的「容許度」值則會增加較廣範圍的顏色。
選擇「選取 > 相近色」，包括相片中所有落在容許度範圍內的像素，而非僅鄰近像素。
2. 若要遞增增加選取範圍，請多次選擇其中一個指令。
備註： 您無法在點陣圖模式的相片中使用「連續相近色」與「相近色」指令。

回到頁首

從以顏色為基礎的選取範圍中移除干擾像素
「平滑」指令可在每個選取的像素周圍搜尋指定顏色範圍內的其他像素，並選取這些像素。
1. 使用選取工具建立選取範圍，然後選擇「選取 > 修改 > 平滑」。
2. 在「取樣強度」中，輸入介於 1 到 100 間的像素值，按一下「 確定」。

回到頁首

修飾選取範圍的外緣

當您移動或貼上選取範圍時，選取範圍邊框周圍的一些像素也會包括在選取範圍中。這些額外的像素會在選取範圍邊緣周圍產生外緣或光暈。「修飾
圖層外緣」指令會將任何外緣像素的顏色取代為包含純色 (不含背景的顏色) 的鄰近像素的顏色。例如，如果您在藍色背景上選取黃色物件，然後移動
選取範圍，則一些藍色背景會隨著物件一起移動。「修飾圖層外緣」會將藍色像素取代為黃色像素。

選取並拷貝到新影像 (可以看見來自深色背景的不自然感) 中的狗 (上)。使用「修飾圖層外緣」指令之後的影像 (下)。
1. 將選取範圍拷貝並貼上到新圖層或現有圖層中。
2. 選擇「增強 > 調整顏色 > 修飾圖層外緣」。
3. 在「修飾外緣」對話框中，輸入您要在物件周圍取代的像素數。數值為 1 或 2 應該足夠了。
4. 按一下「確定」。

Twitter™ 和 Facebook 發文未涵蓋在 Creative Commons 條款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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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與調整選取範圍
Photoshop Elements 13 新增功能

編輯選取範圍
畫出選取範圍是編輯的要件。Photoshop Elements 13 有一個名為「調整選取範圍筆刷工具」的新工具。此工具
可自動偵測邊緣，協助您在選取範圍中加入或移除區域。
工具的游標是由兩個同心圓組成。內圓是筆刷大小，外圓代表要尋找邊緣的範圍內區域。

「選取範圍編輯」工具箱提供了一些可調整選取範圍的工具：

增加至選取範圍 (A) 手動新增至目前的選取範圍
從選取範圍中減去 (B) 手動減去目前的選取範圍
推移選取範圍 (C)
將游標放在選取範圍之內，擴張外圓內的選取範圍，以靠齊找到的第一個影像邊緣
將游標放在選取範圍之外，縮減外圓內的選取範圍，以靠齊找到的第一個影像邊緣

平滑選取範圍 (D) 平滑目前的選取範圍
大小 (E) 設定選取游標大小
靠齊強度 (F) 設定選取範圍邊界靠齊至邊緣
選取範圍邊緣 (G) 設定選取範圍邊緣半徑
檢視 (H) 可協助檢視所選取範圍的選項。選取以讓覆蓋顏色具有可設定的不透明度，或是純黑或純白。
不透明度 (I) 設定在「檢視」選項中所選取的覆蓋不透明度。
若要調整影像的選取範圍：
1. 在「快速」/「專業」模式下開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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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一張具有極精細邊緣的影像

2. 選取「調整選取範圍筆刷」工具 (A)。
3. 從 4 個可用模式 (增加、減去、推移、平滑) 中選擇「增加」模式。

「增加」模式下的選取游標

4. 在您要建立準確且精細選取範圍的影像上按住游標。游標同心圓內的選取範圍會開始擴大。
注意逐漸擴大的選取範圍外圍的顏色較淡區域。這是有助於建立精確選取範圍的「選取範圍
邊緣」。
選取範圍邊緣 (下方影像中區域 B 和 C 之間的區域)
「選取範圍邊緣」的大小是由「選取範圍邊緣」滑桿所決定。請測試此設定的硬度和柔度以
取得正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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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選取範圍筆刷」游標內逐漸擴大的選取範圍 (「增加」模式)

A - 游標內圓，選取範圍區域從此處開始擴大。內部區域會自動呈選取狀態。
B -「選取範圍邊緣」的外緣。
C -「選取範圍邊緣」的內緣
D - 游標的外圓，如果您持續按住滑鼠，選取範圍區域到該處就會停止擴大。
您也可以使用游標來「繪製」要選取的區域。
5. 「選取範圍邊緣」區域中的任何如毛皮、頭髮或草葉等紋理，都會精細地加以擷取。
若要擷取更多的精細細節，請將滑鼠指標停留在選取範圍的邊緣，直到游標變成「選取範圍
邊緣」游標模式為止。在工具處於此模式後，按一下並繪製包含精細細節的區域。

「選取範圍邊緣」游標

當您將游標內部深灰色部分停留在選取範圍的邊緣上時，游標就會變成此模式。此外，
游標較深色部分的大小是由「選取範圍邊緣」滑桿設定所決定。設定值愈大，可在其上
繪製的區域就會愈大。
6. 繼續選取更多的區域，並調整選取的邊緣，直到您要選取的區域都已選取為止。使用不同的
覆蓋選項來檢視您可擷取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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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選取範圍邊緣」游標，選取相片中擷取的精細細節。

7. 變更您的選取範圍，並使用「調整選取範圍筆刷」工具的「減去」、「推移」和「平滑」模
式，繼續測試及執行步驟 6。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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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消除鋸齒與羽化將選取範圍的邊緣平滑化
透過消除鋸齒將選取範圍的邊緣平滑化
透過羽化來模糊選取範圍的邊緣
定義選取工具的羽化邊緣
定義現有選取範圍的羽化邊緣

回到頁首

透過消除鋸齒將選取範圍的邊緣平滑化

您可以利用消除鋸齒或羽化來平滑選取範圍的硬邊。消除鋸齒會利用柔化邊緣像素和背景像素間的顏色轉變，平滑化選取範圍的鋸齒邊緣。由於只有
邊緣像素會變更，所以不會遺失任何細部資料。「消除鋸齒」在剪下、拷貝與貼上選取範圍建立複合影像時，相當有用。
您可以使用「套索」、「多邊形套索」、「磁性套索」、「橢圓選取畫面」以及「魔術棒」工具來選取消除鋸齒。若要消除鋸齒，您必須選取「消除
鋸齒」選項，才能建立選取範圍；您無法將消除鋸齒增加到現有選取範圍。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取「套索」、「多邊形套索」、「磁性套索」、「橢圓選取畫面」或「魔術棒」工具。
2. 在選項列中選取「消除鋸齒」。
3. 在影像視窗中建立選取範圍。

回到頁首

透過羽化來模糊選取範圍的邊緣

您可以利用羽化來平滑選取範圍的硬邊。羽化會利用製造選取範圍和周圍像素之間的轉變來模糊邊緣。這個模糊的動作會導致選取範圍邊緣的細部
資料遺失。
您可以使用「橢圓選取畫面」、「矩形選取畫面」、「套索」、「多邊形套索」或「磁性套索」工具建立羽化選取範圍，也可以使用「選取」選單將
羽化增加至現有選取範圍。羽化效果會在移動、剪下、拷貝或填色選取範圍之後，變得明顯。

原始影像 (左)，以及建立羽化選取範圍、套用「反轉」指令且以白色填滿後的影像 (右)

回到頁首

定義選取工具的羽化邊緣
1. 在「編輯」工作區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從工具箱中選取任何套索或選取畫面工具，然後在選項列中輸入「羽化」值，來定義羽化的寬度。羽化會從選取範圍邊框處開
始。
選取「選取範圍筆刷」工具，然後從選項列中的筆刷彈出式面板中選取柔邊筆刷。
2. 在影像視窗中建立選取範圍。

回到頁首

定義現有選取範圍的羽化邊緣
1. 在「編輯」工作區中，使用工具箱中的選取工具來建立選取範圍。
2. 選擇「選取 > 羽化」。
3. 在「羽化強度」文字方框中輸入介於 .2 到 250 之間的數值，然後按一下「確定」。羽化強度會定義羽化邊緣的寬度。

173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174

儲存選取範圍
儲存、載入或刪除選取範圍
修改儲存的選取範圍
使用儲存的選取範圍修改新選取範圍

回到頂端

儲存、載入或刪除選取範圍
儲存選取範圍可讓您稍後編輯相片的選取區域。載入儲存的選取範圍之前，您可以處理相片的其他部分。

儲存選取範圍 (上)、載入選取範圍 (中)，及使用選取範圍來填滿純色 (下)

1. 在「編輯」工作區中，於相片中建立選取範圍。
2. 選擇「選取 > 儲存選取範圍」。
3. 在「儲存選取範圍」對話框中，從「選取範圍」彈出式選單中選擇「新增」。
4. 在「名稱」方框中輸入選取範圍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5. 若要載入選取範圍，請選擇「選取 > 載入選取範圍」，再從「選取範圍」選單中選擇儲存的選取範圍，然後按一下「確定」。
6. 若要刪除選取範圍，請選擇「選取 > 刪除選取範圍」，再從「選取範圍」選單中選擇儲存的選取範圍，然後按一下「確定」。

回到頂端

修改儲存的選取範圍
您可以取代儲存的選取範圍、增加到儲存的選取範圍或從中減去，來修改儲存的選取範圍。
1. 在「編輯」工作區中，於相片中建立選取範圍。
2. 選擇「選取 > 儲存選取範圍」。
3. 在「儲存選取範圍」對話框中，從「選取範圍」選單中選擇要修改的選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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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取下列其中一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取代選取範圍 將儲存的選取範圍取代為目前選取範圍。

增加至選取範圍 將目前選取範圍增加到儲存的選取範圍。

從選取範圍中減去 將目前選取範圍從儲存的選取範圍中減去。

與選取範圍相交 將儲存的選取範圍取代為目前選取範圍與儲存的選取範圍之間的相交部分。
您也可以修改儲存的選取範圍，方法是將其載入，然後使用選取工具來執行增加至選取範圍 (按住 Shift 鍵並拖移) 或從選取範
圍中減去 (在 Windows 中按住 Alt 鍵並拖移，在 Mac 中按住 Option 鍵並拖移)(請參閱增加至選取範圍或從中減去。)

回到頂端

使用儲存的選取範圍修改新選取範圍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開啟包含儲存的選取範圍之相片。
2. 在相片中建立新的選取範圍。
3. 選擇「選取 > 載入選取範圍」。
4. 從「選取範圍」選單中選擇儲存的選取範圍。
5. 選取下列其中一項操作：

增加至選取範圍 將儲存的選取範圍增加到目前選取範圍。

從選取範圍中減去 將儲存的選取範圍從目前選取範圍中減去。

與選取範圍相交 將目前選取範圍取代為目前選取範圍與儲存的選取範圍之間的相交部分。
6. 若要反轉選取的區域，請選取「反轉」，然後按一下「確定」。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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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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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顏色
關於顏色
HSB 模式
RGB 模式
色輪
在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中，您可以使用兩種顏色模式操作顏色。一種模式是根據人眼看顏色的方式 - 色相、飽和度與亮度 (HSB)，而另一
種模式是根據電腦螢幕顯示顏色的方式 (依據紅色、綠色和藍色 (或稱 RGB) 的數量)。色輪是另一種可協助您了解顏色之間關聯的工具。Photoshop
Elements 提供四種影像模式，可決定顯示在影像中的顏色數量：RGB、點陣圖、灰階與索引色。

回到頁首

關於顏色

人眼從三種特性 (色相、飽和度與亮度 (HSB)) 來感知顏色，而電腦螢幕透過產生不同總量的紅色、綠色與藍色 (RGB) 光來顯示顏色。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您可以使用 HSB 與 RGB 顏色模式來選取及操作顏色。色輪可協助您了解顏色之間的關聯。

回到頁首

HSB 模式
HSB 模型是依據人類看到的顏色為準，來描述顏色的三種基本特性：

色相 由物件所反射或發散的顏色。它是以標準色輪上的位置來度量，以 0 和 360 之間的度數表示。一般使用時，色相是以顏色的名稱來識別，如紅
色、橙色或綠色。
飽和度 顏色的強度或純度。飽和度 (有時稱為彩度)，代表與色相等比例的灰色量，以百分比 0 (灰色) 到 100 (完全飽和) 度量。在標準色輪上，飽和度
會從中央到邊緣依序增加。
亮度 指顏色的相對明亮度或暗度，通常是以百分比 0 (黑色) 到 100 (白色) 度量。
儘管您可以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使用 HSB 模式來在「揀色器」對話框中定義顏色，但您無法使用 HSB 模式建立或編輯影像。

Adobe 揀色器中的 HSB 檢視
A. 飽和度 B. 色相 C. 亮度

回到頁首

RGB 模式

您可以用各種比例和強度混合紅色、綠色和藍色 (RGB) 光，以表示可見光譜的較大百分比。這三種顏色稱為疊加型三原色。將紅色、綠色和藍色光加
在一起可產生白色光。兩種顏色重疊的部分會產生青色、洋紅色或黃色。
疊加型三原色可用於光源、視訊與螢幕。例如，您的螢幕可透過紅色、綠色與藍色磷光體發出光來產生顏色。

178

疊加型三原色 (RGB)。
A. 紅色 B. 綠色 C. 藍色 D. 黃色 E. 洋紅色 F. 青色

回到頁首

色輪

色輪是了解與記住顏色之間關聯的一種方便的方式。紅色、綠色與藍色是疊加型三原色。青色、洋紅色與黃色是消減型三原色。每種疊加型三原色對
面的是其補色：紅色 - 青色、綠色 - 洋紅色以及藍色 - 黃色。
每種消減型三原色都由兩種疊加型三原色組成，而不是由其補色組成。因此，如果您在影像中增加原色量，便會減少其補色量。例如，黃色由綠色和
紅色光組成，但黃色中沒有藍色光。當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調整黃色時，您可以更改藍色色版中的顏色值。透過將藍色增加到影像，可以從影像
中減去黃色。

色輪。
A. 洋紅色 B. 紅色 C. 黃色 D. 綠色 E. 青色 F. 藍色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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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和色調校正基本知識
顏色校正綜覽
在快速模式中校正顏色
快速模式工具
在專業模式中校正顏色
自動校正光源與顏色
關於色階分佈圖
檢視色階分佈圖

回到頂端

顏色校正綜覽
Photoshop Elements 提供數種工具與指令來修正相片的色調範圍、顏色與銳利度，以及移除污點或其他瑕疵。
根據您的經驗與需求而定，可以在三種模式其中之一工作。

快速 如果您的數位影像知識有限，「快速」模式是開始著手修正相片的好地方。這裡有許多可供校正顏色與光
源的基本工具。
引導式 如果您是數位影像和 Photoshop Elements 的新手，可以使用「引導式編輯」來引導您完成顏色校正工
作。這也是一種幫助您對工作流程增加瞭解的好方法。
專業 如果您之前處理過影像，將發現「專業」模式提供了最有彈性與功能最強大的影像校正環境。此工作區中
具有光源與顏色校正指令，以及可修正影像瑕疵、在影像上進行選取、增加文字和繪圖的工具。
使用某些調整指令時，您可以直接調整影像像素。或者，您可以使用調整圖層來進行非破壞性調整，您可以輕鬆
反覆調校，直到影像正確為止。在此模式中，「智慧型筆刷」工具與「細部智慧型筆刷」工具會針對您要套用的
校正自動建立調整圖層。請參閱套用智慧型筆刷工具。
Camera Raw 如果您以相機的原始資料格式拍攝數位影像，可以在 Camera Raw 對話框中開啟及校正 Raw 檔
案。由於您的相機尚未處理過 Raw 檔案，您可以調整顏色與曝光度來改善影像。通常您可能不需要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進行其他調整。若要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 Camera Raw 檔案，請先以支援
的檔案格式加以儲存。
回到頂端

在快速模式中校正顏色
如需有關使用「快速」模式的視訊，請參閱 http://www.adobe.com/go/lrvid905_pse_tw。

「快速」模式很適當地組合了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許多基本相片修正工具。當您在「快速」模式中作業
時，請限制您套用至相片的顏色與光源控制項的數目。通常，您只能使用相片上的其中一個自動控制項。如果該
控制項沒有達到您想要的目的，請按一下「重設」並嘗試另一個控制項。無論您是否已使用自動控制項，都可以
使用滑桿控制項調整影像。最後對影像執行銳利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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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在開啟相片的情況下，按一下「快速」。
當您在「快速」模式中時，可以存取已儲存在「相片櫃」中的任何相片。
2. (選擇性) 從選單 (位於開啟之影像上方的列中) 中進行選取來設定預視選項。您可以將預視
設定為分別顯示修正前和修正後的相片效果，或者並列 (水平或垂直) 顯示兩個預視。
3. (選擇性) 使用工具箱中的工具來縮放顯示、移動及裁切影像。您也可以建立選取範圍、修正
紅眼、使牙齒變白及將文字增加至影像。
4. 若要以 90 度為增量逆時針旋轉影像 (向左旋轉)，請按一下工作列中的「旋轉」按鈕。若要
以順時針方向旋轉影像，請按一下「旋轉」按鈕旁邊的箭頭，然後按一下向右旋轉按鈕。
5. 選取其中一個影像修正控制項 (例如「色階」、「顏色」、「對比」)。如果控制項擁有其他
選項 (例如，「顏色」控制項包含「飽和度」、「色相」與「自然飽和度」標籤)，請選取對
應標籤來修正該方面影像。
6. 若要套用修正，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使用滑桿做必要的調整，然後在相片上預視調整，或者在滑桿旁的文字方框中輸入值。
將滑鼠暫留在縮圖上以預視針對相片進行的調整。按一下縮圖以暫時對影像套用調整。
使用預視作為起點微調圖片，在預視縮圖上按住滑鼠按鈕，然後向右或向左拖移。
備註：按順序套用修正時，會隨著您移動至新控制項，自動套用之前的所有修正。例
如，如果您從「平衡」控制項移動至「曝光度」控制項，會自動套用您在「平衡」控
制項中執行的任何更改。
7. 若要還原修正或重設圖片，請執行下列作業：
若要在仍位於相同控制項中時取消套用的修正，請按下 Ctrl+Z，或在選單列中，按一下
「編輯 > 還原」。
備註：如果您已執行一系列修正 (例如「曝光度」、「平衡」與「對比」)，則無法還
原在修正「平衡」之步驟中執行的更改。您只能還原目前所在的控制項。
若要取消套用至圖片的所有修正，請按一下「重設」。會將圖片復原至其在目前編輯工
作階段開始時的狀態。

回到頂端

快速模式工具
若要使用預視作為起點微調圖片，請按住滑鼠按鈕，然後向右或向左拖移。
「快速」模式提供以下工具以調整相片：

智慧型修正 調整光源與顏色。智慧型修正可校正整體顏色平衡及改善陰影與亮部細節 (如有必要)。
自動
自動調整影像來為設定套用最佳值。
曝光度 調整整張圖片的亮度。使用此控制項可確保您要檢視之影像擁有所需亮度。
對比 調整影像的整體對比，有時會影響影像的顏色。如果您的影像需要更多對比且擁有顏色投射，您可以使用
以下兩個選項：
自動色階與自動對比
「自動色階」與「自動對比」選項可將每個顏色色版中最淺與最深的像素個別對應至單色。若要套用設
定，請按一下任一選項旁邊的「自動」按鈕。(請參閱關於色階調整或調整色階引導式編輯。)
陰影
拖移滑桿可變亮相片的最暗區域，而不影響亮部。純黑區域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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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調
在中間色調值 (介於純白與純黑之間約一半距離的數值) 範圍內調整對比。這樣並不會影響最大亮部與陰
影。
亮部
拖移滑桿可變暗相片的最亮區域，而不影響陰影。純白區域不受影響。

顏色 藉由識別影像而非個別顏色色版中的陰影、中間調與亮部來調整顏色。這樣可以中和中間調，以及使用預
設的一組數值剪裁白色與黑色像素。按一下「自動」按鈕以套用此指令。
飽和度
拖移滑桿可使顏色變得更鮮豔或更柔和，或選擇最符合您需求的預視縮圖。
色相
調移影像中的所有顏色。此控制項最適合少量操作使用，或搭配您要更改顏色的所選物件使用。
自然飽和度
使較低飽和度的顏色變得鮮豔，且不允許針對較高飽和度顏色發生剪裁。此控制項可讓您改變皮膚色調，
而不會變得過度飽和。
平衡 調整影像的顏色平衡，而不影響其對比。
色溫
拖移滑桿可使顏色變得更暖 (紅色) 或更冷 (藍色)。使用此控制項可增強日落或皮膚色調，或可於相機設定
的顏色平衡關閉時使用此控制項。
色調
拖移滑桿可使顏色變得更偏綠色或更偏洋紅色。在使用「色溫」控制項之後使用此控制項可微調顏色。
銳利化 調整影像的銳利度。按一下「自動」可使用預設的銳利化程度。
銳利化
拖移滑桿可改變銳利化程度。以 100% 的比例縮放顯示預視，可更精確地檢視您嘗試套用的銳利化程度。

使用修飾按鈕修正相片
您可在「快速」模式下，於「修改」面板中找到修飾按鈕。這些按鈕可讓您將校正與調整套用至影像的所選部
分。紅眼移除工具、污點修復工具與修復筆刷工具可修改相同圖層。使牙齒變白工具可建立新調整圖層並可在新
調整圖層上使用。另外，文字工具可為編輯建立新圖層。因此，某些工具無法永久編輯影像圖層上的資訊。您可
以永遠更改調整設定，而無需降低原始影像品質。「使牙齒變白」、「修飾」按鈕可套用在「智慧型筆刷」工具
中找到的調整。請參閱使用智慧型筆刷工具調整顏色與色調和關於調整與填色圖層。
1. 在「快速」模式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紅眼移除」按鈕以從相片中移除紅眼。此工具可移除用閃光燈拍攝的人物相片
中的紅眼。在影像中圍繞您要修正的眼睛拖移工具，或者按一下選項列中的「自動」按
鈕。請參閱準確移除紅眼。
按一下「使牙齒變白」按鈕來在影像中套用亮白牙齒。在含您要變亮之牙齒的影像區域
中拖移。
2. (選擇性) 如果您執行「使牙齒變白」調整，可以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增加至選取範圍」按鈕，然後在影像中拖移來將調整增加至相片的更多部分。
按一下「從選取範圍中減去」按鈕，然後在影像中拖移來從相片的多個部分移除調整。

快速模式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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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放顯示工具 設定預視影像的顯示比例。控制項與選項的用法與工具箱中的「縮放顯示」工具相同(請參閱放大
或縮小顯示。)
手形工具 如果看不見完整影像，可在預視視窗中四處移動影像。當選取其他工具後，按下空格鍵可存取「手
形」工具
快速選取工具 根據您按一下或拖移工具的位置選取影像的部分。(請參閱使用快速選取工具。)
裁切工具 移除影像的部分。在預視影像中拖移工具可選取您要保留的部分，然後按 Enter 鍵。(請參閱裁切影
像。)
回到頂端

在專業模式中校正顏色
如果您之前處理過影像，將發現 Photoshop Elements 提供了最有彈性與功能最強大的影像校正環境。此工作區
中具有光源與顏色校正指令，以及可修正影像瑕疵、在影像上進行選取、增加文字和繪圖的工具。使用某些調整
指令時，您可以直接調整影像像素。或者，您可以使用調整圖層來進行非破壞性調整，您可以輕鬆反覆調校，直
到影像正確為止。「智慧型筆刷」工具與「細部智慧型筆刷」工具會在您套用校正時自動建立調整圖層。請參
閱套用智慧型筆刷工具或關於調整與填色圖層。

當您在操作相片時，請執行以下可套用至影像的工作。並非每個影像都需要所有工作，但是以下清單是建議的工
作流程：

指定色彩管理選項。

指定色彩管理選項。

如有必要，請以 100% 比例檢視影像及裁切。

進行任何顏色校正之前，以 100% 的縮放顯示百分比檢視影像。100% 時，Photoshop Elements 可最精確地顯
示影像。您也可以檢查影像是否有瑕疵，例如污點與刮痕。如果您打算裁切檔案，現在執行操作可減少記憶體需
求，以及確保色階分佈圖僅使用相關資訊。裁切影像之前，使用「縮放顯示」工具進行縮小可最佳化檢視，以使
您裁切出適當置中的選取範圍。

檢查掃描品質與色調範圍。

查看影像的色階分佈圖以評估影像是否有足夠的細部來產生高品質輸出。

如有必要，請重新調整影像大小。

如果您要在其他應用程式或專案中使用影像，請將影像大小重新調整為所需大小。如果您要在 Photoshop
Elements 專案中列印或使用影像，通常不必重新調整大小。(請參閱關於影像大小與解析度。)

調整亮部與陰影。

請調整影像中最大亮部與陰影像素的數值 (也稱為色調範圍) 來開始校正。設定整體色調範圍可使影像儘可能呈
現最多的細部。這項處理稱為設定亮部和陰影或設定最亮點和最暗點(請參閱關於色階調整或調整色階引導式編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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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顏色平衡。

校正色調範圍後，您可以調整影像的顏色平衡以移除不想要的顏色投射或校正過度飽和或柔和的顏色。使用某些
Photoshop Elements 自動指令後，色調範圍與顏色皆可一次校正。(請參閱調整飽和度與色相。)

進行其他特殊顏色調整。

當您校正影像的整體顏色平衡後，可以選擇性地進行調整以增強顏色。例如，您可以增加飽和度來使影像中的顏
色更鮮豔。

修飾影像。

使用修飾工具 (例如污點修復筆刷) 以移除影像中的任何污點或瑕疵(請參閱移除污點與較小的瑕疵。)

銳利化影像的清晰度。

最後一步是銳利化影像中邊緣的清晰度。此處理步驟可協助復原色調調整可能減小的細部與銳利度。(請參閱銳
利化綜覽。)

回到頂端

自動校正光源與顏色
Photoshop Elements 在「快速」模式與「專業」模式都提供了數個自動光源與顏色校正指令。您選擇的指令視
影像的需求而定。
您可以對每個自動指令進行多方實驗。如果您不滿意某個指令的結果，可選擇「編輯 > 還原」來還原指令，然後
嘗試其他指令。您很少會需要使用多個自動指令來修正影像。
1. 若要調整特定影像區域，請使用其中一項選取工具來選取該區域。如果未進行任何選取，調
整會套用至完整影像。
2. 從「增強」選單選擇下列任一項指令：

自動智慧型修正 校正整體顏色平衡及改善陰影與亮部細節 (如有必要)。
自動色階 調整影像的整體對比，可能會影響影像的顏色。如果您的影像需要更多對比，且
該影像具有顏色投射，請嘗試此指令。自動色階的使用方式為將每個顏色色版中的最淺與最
深像素分別對應至黑色與白色。
自動對比 調整影像的整體對比，而不影響影像的顏色。當影像需要更多對比，但顏色看起
來還是正確時，可使用此選項。自動對比可將影像中最淺與最深的像素對應至白色與黑色，
這樣會使亮部顯得更亮而陰影顯得更暗。
自動顏色校正 藉由識別影像而非個別顏色色版中的陰影、中間調與亮部來調整對比與顏
色。這樣可以中和中間調，以及使用預設的一組數值設定最亮點與最暗點。
自動銳利化 藉由清晰化邊緣以及增加色調調整可能會減少的細部來調整影像的銳利度。
自動紅眼修正 自動偵測並修復影像中的紅眼。

回到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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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色階分佈圖
您可以使用色階分佈圖來分析影像的色調分佈，查看您是否需要校正影像。色階分佈圖以橫條圖顯示影像像素值
的分佈。圖表的左側顯示影像陰影的數值 (以色階 0 開始)，而右側則顯示亮部 (色階 255)。圖表的垂直軸代表指
定色階中的總計像素數目。
您可以在「色階分佈圖」面板 (F9) 中檢視影像的色階分佈圖。「色階」對話框與 Camera Raw 對話框中也有色
出
階分佈圖。您可以在工作時更新色階分佈圖，以便查看調整如何影響色調範圍。當「快取資料警告」圖示
現時，按一下該圖示可重新整理色階分佈圖的資料。

色階分佈圖面板
A. 色版選單 B. 面板選單 C. 不使用快取進行重新整理按鈕 D. 快取資料警告圖示 E. 統計資料

如果在圖表的陰影或亮部聚成一團像素，則表示可能已剪裁陰影或亮部中的影像細節 - 聚集在一起成為純黑或純
白。您幾乎無法復原此類型影像。如果使用掃描的影像，可以嘗試重新掃描以產生更佳的色調範圍。如果您的數
位相機可以顯示影像色階分佈圖，請檢查看看曝光度是否正確，如有必要請調整曝光度。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您相機的文件。
色階分佈圖可顯示，如果陰影與亮部中的某些像素無法使用，則影像不會使用可用的完整色調範圍。您可以使用
「色階」指令或「增強 > 自動」指令延伸色調範圍，來修正色調範圍有限的影像。

如何讀取色階分佈圖
A. 亮部剪裁過且曝光過度的相片 B. 色調完整且曝光適度的相片 C. 暗部剪裁過且曝光不足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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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檢視色階分佈圖
1. 如果未在「面板箱」中開啟「色階分佈圖」面板，請選擇「視窗 > 色階分佈圖」。
2. 從「來源」選單選擇色階分佈圖的顯示來源：

整個影像 顯示整個影像的色階分佈圖，包括多圖層文件中的所有圖層。
選取的圖層 顯示在「圖層」面板中所選定圖層的色階分佈圖。
複合影像調整 顯示在「圖層」面板中所選定調整圖層的色階分佈圖，包括調整圖層下方所
有圖層。
3. 若要檢視一部分影像的色階分佈圖，請在影像中進行選取，然後從「色版」選單中選擇選
項：

RGB 顯示置入彼此上方的個別複合顏色色版的色階分佈圖。
紅色、綠色和藍色 顯示個別顏色色版的色階分佈圖。
明度 顯示代表複合色版的明度或強度值的色階分佈圖。
顏色 依顏色個別顯示複合 RGB 色階分佈圖。紅色、綠色與藍色代表這些色版中的像素。
青色、洋紅色與黃色代表兩個色版之色階分佈圖重疊的地方。灰色代表全部三個顏色色版色
階分佈圖重疊的區域。
灰階影像有單一色版選項：灰色。
4. 若要檢視以下有關一系列數值的統計資訊，請在色階分佈圖中拖移，然後按住滑鼠按鈕以標
記範圍。若要檢視色階分佈圖特定區域的相關資訊，請將指標置於區域上：

平均值 代表平均的強度值。
標準差 (Std Dev) 代表強度值差異的範圍。
中間值 顯示強度值範圍的中間值。
像素 代表用來計算色階分佈圖的像素總數。
臨界色階 顯示指標下的區域的強度層級。
計算 顯示在指標下的強度層級的像素總數。
百分比的 顯示指標下的色階及色階下的像素百分比。這個值是以影像中所有像素的百分比
表示的：從最左邊的 0% 到最右邊的 100%。
快取階層 顯示影像快取的設定。如果在「偏好設定」對話框中選取了「針對色階分佈圖使
用快取」，Photoshop Elements 會更快速但較不精確地顯示色階分佈圖。若要顯示更精確
的色階分佈圖，請取消選取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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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顏色、飽和度和色相
調整飽和度與色相
調整皮膚色調的顏色
調整隔離區域中的飽和度
更改物體的顏色
準確地轉換為黑白
自動轉換為黑白
針對黑白轉換增加自訂預設集
增加顏色至灰階影像

回到頂端

調整飽和度與色相
「色相/飽和度」指令可調整整個影像或影像中個別顏色元素的色相 (顏色)、飽和度 (純度) 與明亮度。
使用「色相」滑桿可增加特殊效果、為黑白影像著色 (如深褐色效果)，或者更改一部分影像的顏色範圍。

使用色相/飽和度指令更改影像中的顏色
A. 原稿 B. 整個影像已使用上色選項更改為深褐色 C. 已在編輯選單中選定並使用「色相」滑桿更改的洋紅色

使用「飽和度」滑桿可使顏色變得更鮮豔或更柔和。例如，您可以使其顏色飽和來使風景五彩繽紛。或者，使紛
亂的顏色 (例如人像中鮮豔的紅毛衣) 變得柔和。

調整顏色飽和度之前與之後

使用「明亮」滑桿與其他調整項可使一部分影像變亮或變暗。注意不要在整個影像中使用此功能 - 此調整會降低
整體色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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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顏色飽和度或色相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擇「增強 > 調整顏色 > 調整色相/飽和度」。
選擇「圖層 > 新增調整圖層 > 色相/飽和度」，或者開啟已存在的色相/飽和度調整圖
層。
對話框中的兩個顏色導表會以顏色在色輪上的順序來表示顏色。上面的導表顯示調整前
的顏色，而下面的導表顯示所做的調整對完全飽和度下的所有色相會造成什麼影響。
2. 在「編輯」下拉式選單中，選擇要調整的顏色：
請選擇「主檔案」，調整所有的顏色。
請從列出的預設顏色範圍中選擇其他顏色。調整滑桿會顯示在顏色導表之間，您可以使
用該滑桿來編輯任何色相範圍。
3. 請在「色相」中輸入數值，或拖移滑桿，直到顯示的顏色是您想要的為止。
顯示在文字方框中的數值會反映像素從其原始顏色起繞著色輪旋轉的度數。正數代表旋轉是
順時鐘方向，負數代表反時鐘方向。這些數值的範圍介於 -180 到 +180。
4. 請在「飽和度」中輸入數值，或將滑桿拖移到右方，增加飽和度，或拖移到左方，減少飽和
度。這些數值的範圍介於 -100 到 +100。
5. 請在「明亮」中輸入數值，或將滑桿拖移到右方，增加明亮度，或拖移到左方，減少明亮
度。這些數值的範圍介於 -100 到 +100。在整個影像上使用此滑桿時請小心。此滑桿會減
少整體影像的色調範圍。
6. 按一下「確定」。或者，若要取消您的更改並重新開始，請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然後按一下「重設」。

修改色相/飽和度滑桿的範圍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擇「增強 > 調整顏色 > 調整色相/飽和度」。
選擇「圖層 > 新增調整圖層 > 色相/飽和度」，或者開啟已存在的色相/飽和度調整圖
層。
2. 從「編輯」選單中選擇個別顏色。
3. 針對調整滑桿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拖移其中一個三角形可調整顏色減少量的總量，而不會影響範圍。
拖移其中一個灰色列可調整範圍，而不會影響顏色減少量的總量。
拖移中央灰色部分可移動整個調整滑桿，並選取其他顏色區域。
拖移中央深灰色部分旁邊的其中一個垂直白條可調整顏色元素的範圍。增加範圍會減少
顏色減少量，反之亦然。
若要同時移動顏色導表與調整滑桿列，請按一下 Ctrl 鍵並拖移 (在 Mac OS 中為按一下
Command 鍵並拖移) 顏色導表。

調整滑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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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調整顏色減少量，不影響範圍 B. 調整範圍，不影響顏色減少量 C. 調整顏色元素的範
圍 D. 移動整個滑桿

當您在修改調整滑桿時，如果讓滑桿進入不同的顏色範圍，則名稱就會隨著更改，反映
這項更改。例如，如果選擇「黃色」並更改黃色的範圍，讓它落入顏色導表的紅色部
分，名稱會隨著更改為「紅色 2」。您可以將多達六個的顏色範圍，轉換成相同顏色範
圍的各種變化 (例如從「紅色 1」到「紅色 6」)。
註解： 根據預設，在選擇顏色元素時，選取顏色的範圍是 30 度寬，兩端各有 30 度的減少
量。設定過低的減少量會在影像中產生條紋。
4. 若要從影像中選擇顏色來編輯範圍，請選取揀色器，然後按一下影像。使用揀色器工具可增
加至範圍；使用揀色器 - 工具可從範圍中減去。
選取揀色器工具時，您也可以按住 Shift 鍵，將顏色增加至範圍中，或者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從範圍中減去顏色。

回到頂端

調整皮膚色調的顏色
「調整皮膚色調的顏色」指令可調整相片中的整體顏色以凸顯更自然的皮膚色調。當您按一下相片中的皮膚區域
時，Photoshop Elements 可調整皮膚色調，以及相片中的其他所有顏色。您可以分別手動調整棕色與紅色來實
現您想要的最終顏色。

原稿 (上)，以及調整皮膚色調之後 (下)

1. 開啟相片並選取需要校正的圖層。
2. 選擇「增強 > 調整顏色 > 調整皮膚色調的顏色」。
3. 按一下皮膚區域。
Photoshop Elements 會自動調整影像中的顏色。變化可能會很微小。
註解： 務必選取「預視」，這樣您可以立即看到顏色的更改。
4. (選擇性) 拖移下列任何一個滑桿以微調校正：

棕褐色 增加或減少皮膚色調中的棕色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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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紅 增加或減少皮膚色調中的紅色色階。
色溫 更改皮膚色調的整體顏色。
5. 完成後，請按一下「確定」。或者，若要取消更改並重新開始，請按一下「重設」。

回到頂端

調整隔離區域中的飽和度
「海綿」工具可以更改某個區域的顏色飽和度。

使用海綿工具拖曳來增加飽和度

1. 選取「海綿」工具。
2. 在選項列中設定工具選項：

模式 增加或減少顏色飽和度。選擇「飽和」可加強顏色的飽和度。在灰階中，飽和可增加
對比。選擇「去除飽和度」可減弱顏色的飽和度。在灰階中，去除飽和度可減少對比。
筆刷 設定筆尖。按一下筆刷樣本旁邊的箭頭，從「筆刷」選單中選擇筆刷類別，然後選取
筆刷縮圖。
大小 以像素為單位設定筆刷的大小。拖移「大小」彈出式滑桿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大小。
流量 設定飽和度更改的比率。拖移「流量」彈出式滑桿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數值。
3. 在想要修改的影像部分上面拖移。

回到頂端

更改物體的顏色
「取代顏色」指令可取代影像中的特定顏色。您可以設定取代顏色的色相、飽和度和明亮度。
1. 選擇「增強 > 調整顏色 > 取代顏色」。
2. 選取影像縮圖下的顯示選項：

選取範圍 在預視方框中顯示遮色片，此遮色片看起來就像黑白版的影像。
影像 在預視方框中顯示影像。在處理放大的影像或是在螢幕空間有限時，這個選項是不錯
的方法。
3. 按一下揀色器按鈕，然後在影像或預視方框中按一下您要更改的顏色。使用揀色器 + 工具
來增加顏色，或使用揀色器 - 工具來移除顏色，防止顏色遭到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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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移「朦朧」滑桿，控制選取範圍要納入的相關顏色程度。
5.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以指定新顏色：
拖移「色相」、「飽和度」和「明亮」滑桿 (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數值)。
按一下「結果」方框並在「揀色器」中指定新顏色，然後按一下「確定」。
6. 若要取消您的更改並重新開始，請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然後按一下
「重設」。

回到頂端

準確地轉換為黑白
如需有關此程序的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lrvid2325_pse9_tw。

「轉換為黑白」指令可讓您選擇要套用至影像的特定轉換樣式。此指令與「移除顏色」指令不同，「移除顏色」
指令會為您自動轉換為黑白。
在「轉換為黑白」對話框中，可用影像樣式可協助您比較不同的轉換預設集，並從中進行選擇。請選取樣式，然
後使用可用滑桿來微調轉換。

轉換為黑白
A. 顯示轉換前與轉換後的視圖 B. 選取樣式 C. 調整強度

1. 開啟影像，並選取要轉換的區域或圖層。如果您未選取區域或圖層，會轉換整個影像。
若要對黑白轉換進行多方實驗，同時保留原始相片，請轉換複製圖層。
2. 選擇「增強 > 轉換為黑白」。
3. 選取反映出影像內容的樣式選項 (例如人像或風景)。
4. 拖移「調整強度」滑桿來調整紅色、綠色、藍色或對比。
註解： 紅色、綠色與藍色「調整強度」滑桿不會為影像上色；它們僅僅在新黑白影像中包
括原始顏色色版中或多或少的資料。
5. 若要轉換影像，請按一下「確定」。或者，若要取消更改並重新開始，請按一下「重設」。
若要關閉「轉換為黑白」對話框，請按一下「取消」。

回到頂端

自動轉換為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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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顏色」指令透過將相等的紅色、綠色與藍色值指定給 RGB 影像中的每個像素來轉換為黑白。每個像素的
整體亮度保持不變。這個指令與在「色相/飽和度」對話框中將「飽和度」設定為 -100 有相同的效果。
1. 若要調整特定影像區域，請使用其中一項選取工具來選取該區域。如果未進行任何選取，調
整會套用至完整影像。
2. 選擇「增強 > 調整顏色 > 移除顏色」。

回到頂端

針對黑白轉換增加自訂預設集
您可以編輯特定文字檔案來將自訂預設集手動增加至黑白轉換器。
註解： 針對黑白轉換增加自訂預設集，是適合進階使用者的工作。
1. 關閉 Photoshop Elements，並導覽至包含 bwconvert.txt 檔案的檔案夾。
在 Windows 中，為 [Photoshop Elements 11 安裝目
錄]\Required\bwconvert.txt
在 Mac 中，為 /Applications/Adobe Photoshop Elements/Support
Files/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Editor.app/Contents/Required/bwconvert.txt。按住 Command 鍵並按一
下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然後選取「顯示封裝內容」。導覽至檔案夾
Contents/Required。
2. 在純文字編輯器 (例如記事本) 中開啟 bwconvert.txt 檔案。
3. 依循與已在檔案內之預設集相同的命名慣例，增加新預設集並為其指定唯一名稱。
4. 儲存檔案 (保留原始檔案名稱)。
5. 啟動 Photoshop Elements，然後選擇「增強 > 轉換為黑白」來檢視預設集。

回到頂端

增加顏色至灰階影像
您可以為整個灰階影像上色，或者選取區域來以其他顏色上色。例如，您可以選取人物的頭髮並著上棕色，然後
於再次選取後將粉紅色增加至人物的臉頰。
註解： 如果您著色的影像處於灰階模式，請選擇「影像 > 模式 > RGB 顏色」來將其轉換為 RGB。
1. 選擇「增強 > 調整顏色 > 調整色相/飽和度」，或者選擇「圖層 > 新增調整圖層 > 色相/飽
和度」來在調整圖層上操作。
2. 選取「上色」。如果前景顏色不是黑色或白色，Photoshop Elements 會將影像轉換為目前
前景顏色的色相。每個像素的明亮值不會更改。
3. 使用「色相」滑桿可選取新顏色 (如果需要的話)。使用「飽和度」滑桿可調整飽和度。然後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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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 Camera Raw 影像檔案
關於 Camera Raw 影像檔案
處理版本
開啟與處理 Camera Raw 檔案
調整 Camera Raw 檔案的銳利度
減少 Camera Raw 影像中的雜訊
儲存對 Camera Raw 影像進行的更改
在「編輯」工作區中開啟 Camera Raw 影像
設定與控制項

回到頂端

關於 Camera Raw 影像檔案
在數位攝影中，相機影像感應器會拍攝圖片，並將其儲存在影像檔案中。在將影像檔案儲存在相機的記憶卡上之
前，一般會處理及壓縮檔案。但相機也可以不處理或壓縮圖片便將圖片儲存為 Raw 檔案。您可以將 Camera
Raw 檔案想像成相片的負片。您可以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 Raw 檔案，然後進行處理並儲存，而非依
靠相機來處理檔案。使用 Camera Raw 檔案可讓您設定適當的白平衡、色調範圍、對比、顏色飽和度與銳利
度。
若要使用 Raw 檔案，請將相機設定為以相機自己的 Raw 檔案格式儲存檔案。從相機下載檔案時，這些檔案會
有副檔名，例如 NEF、CR2、CRW 或其他 Raw 格式。Photoshop Elements 只能從支援的相機中開啟 Raw 檔
案。造訪 Adobe 網站可檢視受支援相機的清單。
Photoshop Elements 不會將變更儲存至原始的 Raw 檔案 (非破壞性編輯)。使用 Camera Raw 對話框的功能處
理 Raw 影像檔案之後，您可以選擇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處理過的 Raw 檔案。然後您可以編輯檔案並
以 Photoshop Elements 支援的格式進行儲存。原始 Raw 檔案會保持不變。

回到頂端

處理版本
「處理版本」是解碼 Raw 檔案格式的一種方法。預設使用的版本為處理版本 2012。此 Raw 檔案格式解碼方法
可讓您利用 Raw 檔案格式，使用最新和改良的功能。Photoshop Elements 13 包含三種處理版本 (一個新版和
二個舊版)。完整的版本清單為：
處理版本 2012 (預設值，在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11 中使用)
處理版本 2010 (在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10 中使用)
處理版本 2003 (在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9 或更早版本中使用)
我的 Raw 影像適用哪個處理版本？
當您開啟尚未在舊版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過的 Raw 檔案時，軟體會使用預設的處理版本 2012。但是，
如果您開啟的 Raw 檔案曾在 Photoshop Elements 較早版本中開啟過，則會使用較舊的處理版本。
若要檢查套用至 Raw 影像的處理版本，請在「Camera Raw 9.1」對話框中按一下「相機校正」標籤。「處
理」欄位會顯示目前正在使用的處理版本。
備註：如果不使用處理版本 2012，顯示在 Raw 影像下的圖示會指示正使用較舊版本。
我是否能在處理版本之間切換？
可以。在「Camera Raw 9.1」對話框中，按一下「相機校正」標籤，然後從「處理」下拉式清單中選取要使用
的處理版本。
您最適合哪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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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版本 2012 可讓您使用 Raw 格式中最新的增強功能。不過，如果您有許多曾以舊版 Photoshop Elements
開啟的 Raw 影像 (並因此使用較舊的處理版本)，您可選擇將較舊的處理版本套用至較新的 Raw 影像。這有助
於保持處理過去與現在影像時的一致性，並協助您維持使用較舊的工作流程。
處理版本有哪些差異？
「基本」標籤。在處理版本 2012 中，「亮部」、「陰影」和「白色」滑桿將取代「修
復」、「補光」和「亮度」滑桿。
「細部」標籤：
在處理版本 2012 中，具有「顏色細節」滑桿。此滑桿將維持停用，直到修改「顏色」
滑桿。
在處理版本 2012 中，已增加「明度細節」和「明度對比」。這些滑桿將維持停用，直
到修改「明度」。
備註：切換至較舊的處理版本時，會停用與最新處理版本相容的較新滑桿。

Camera Raw 對話框
A. 檢視選項 B. 按一下「基本」或「細部」標籤可存取其他控制項 C. RGB 數值 D. 色階分佈圖 E. 影像設定 F.
其他選單 G. 工具 H. 縮放顯示層級 I. 位元深度選項

回到頂端

開啟與處理 Camera Raw 檔案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擇「檔案 > 開啟」。
2. 瀏覽以選取一或多個 Camera Raw 檔案，然後按一下「開啟」。
Camera Raw 對話框中的色階分佈圖顯示目前設定之影像的色調範圍。調整設定時，色階
分佈圖會自動更新。
3. (選擇性) 使用控制項 (例如「縮放顯示」工具) 與選項 (例如可在預視區域中顯現剪裁的「陰
影」與「亮部」) 來調整影像檢視。(請參閱 Camera Raw 控制項。)
註解： 選取「預視」可顯示您已更改設定之影像的預視。取消選取「預視」可顯示目前標
籤的原始設定與隱藏標籤中的設定組合的 Camera Raw 影像。
4. 若要將影像逆時針旋轉 90 度或順時針旋轉 90 度，請按一下「旋轉影像」按鈕 。
5. 若要套用前一張 Camera Raw 影像中所使用的設定或相機的預設設定，請從「設定」選單
中選擇選項 (「設定」選單 >「上一個轉換」)。例如，如果您要快速處理具有類似光源條件
的影像，使用相同的選項很有幫助。(請參閱設定自訂相機設定。)
6. (選擇性) 設定選項來調整白平衡。(請參閱 Camera Raw 的白平衡控制項。)
當您在 Camera Raw 對話框中調整影像中像素的 RGB 數值時，您可以監視這些 RGB
數值。將「縮放顯示」工具、「手形」工具、「白平衡」工具或「裁切」工具放置在預
視影像上，可在指標正下方顯示 RGB 數值。
7. 使用「曝光度」、「亮度」、「對比」與「飽和度」滑桿調整色調(請參閱 Camera Raw 檔
案中的色調與影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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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還原手動調整，並進行自動調整，請選取「自動」。若要將所有選項復原為其初始設
定，請按下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然後按一下「重設」。
8.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 (已套用 Camera Raw 設定的) Camera Raw 影像
檔案拷貝，請按一下「開啟影像」。您可以編輯影像，並以 Photoshop Elements 支援
的格式加以儲存。原始 Camera Raw 檔案會保持不變。
若要取消調整並關閉對話框，請按一下「取消」。
若要儲存對 DNG 檔案的調整，請按一下「儲存影像」(請參閱儲存對 Camera Raw 影
像進行的更改。)
註解： 數位負片 (DNG) 格式是 Adobe 推薦的 Camera Raw 檔案標準格式。DNG 檔案對
封存 Camera Raw 影像很有幫助，因為這些檔案包含原始相機感應器資料以及指定影像顯
示方式的資料。Camera Raw 影像設定可以儲存在 DNG 檔案中，而非儲存在附屬的 XMP
檔案或 Camera Raw 資料庫中。

回到頂端

調整 Camera Raw 檔案的銳利度
「銳利度」滑桿可調整影像銳利度，以提供您想要的邊緣可見度。「銳利度」調整是 Adobe Photoshop 遮色片
銳利化調整濾鏡的綜觀變量。此調整可依據您所指定的臨界值尋找與周圍像素不同的像素，並依據您所指定的總
量增加像素的對比。開啟 Camera Raw 檔案時，Camera Raw 增效模組會根據相機機型、ISO 與曝光補償計算
要使用的臨界值。您可以選擇將銳利化套用至所有影像，或套用至預視。
1. 將預視影像縮放顯示到至少 100%。
2. 按一下「細部」標籤。
3. 向右移動「銳利度」滑桿可增加銳利化，向左移動可降低銳利化。數值為零會關閉銳利化。
一般而言，將「銳利度」滑桿設定為較低的數值可以得到較清晰的影像。
如果您不想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大量編輯影像，請使用 Camera Raw「銳利度」
滑桿。如果您確實想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大量編輯影像，請關閉 Camera Raw 銳
利化。然後，在完成其他所有編輯與重新調整大小之後，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中
的銳利化濾鏡作為最後一步。

回到頂端

減少 Camera Raw 影像中的雜訊
Camera Raw 對話框中的「細部」標籤包含用於減少影像雜訊 (降低影像品質的外來可見不自然感) 的控制項。
影像雜訊包括明度 (灰階) 雜訊 (使影像看起來有粗點)，以及彩度 (顏色) 雜訊 (在影像中呈現為彩色的不自然
感)。以高 ISO 感光度或使用低端數位相機拍攝的相片可能會有明顯的雜訊。
向右移動「明度平滑化」滑桿可降低灰階雜訊，而向右移動「雜色減少」滑桿可降低彩度雜訊。
調整「明度平滑化」或「雜色減少」時，若要取得較好的檢視，以 100% 預視影像是一種較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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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右移動「明度平滑化」滑桿可降低灰階雜訊。

回到頂端

儲存對 Camera Raw 影像進行的更改
您可以將已進行的更改儲存至 Camera Raw 檔案。Camera Raw 對話框會以 .dng 檔案儲存 Camera Raw 影像
與您的更改。儲存檔案不會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自動開啟檔案。(若要開啟 Camera Raw 檔案，請使用
「開啟」指令，就像開啟其他任何檔案一樣。然後，您可以像其他任何影像一樣編輯與儲存檔案。)
1. 在 Camera Raw 對話框中，將調整套用至一或多個 Camera Raw 影像。
2. 按一下「儲存影像」按鈕。
3. 在「儲存選項」對話框中，指定儲存檔案的位置，以及命名檔案的方式 (如果您要儲存多個
Camera Raw 檔案)。
其他選項：
內嵌快速載入資料：在 DNG 檔案中內嵌較小的 Raw 影像拷貝，以加快預覽 Raw 影像
的速度。
使用失真壓縮：減少 DNG 檔案的大小，並會導致品質下降。建議用於即將儲存以進行
封存，且將永遠不會用於列印或製作 (其他用途) 的 Raw 影像。
4. 按一下「儲存」。

回到頂端

在「編輯」工作區中開啟 Camera Raw 影像
在 Camera Raw 對話框中處理 Camera Raw 影像之後，您便可以在「編輯」工作區中開啟及編輯影像。
1. 在 Camera Raw 對話框中，將調整套用至一或多個 Camera Raw 影像。
2. 按一下「開啟影像」按鈕。Camera Raw 對話框會關閉，且相片會在「編輯」工作區中開
啟。

回到頂端

設定與控制項

相機列控制項

縮放顯示工具 當您按一下預視影像時，可將預視縮放顯示設定為下一個預設縮放值。按住 Alt 鍵並按一下滑鼠
(在 Mac OS 中為按住 Option 鍵並按一下滑鼠) 可縮小顯示。在預視影像中拖曳「縮放顯示」工具可放大顯示選
取的區域。若要恢復為 100%，請按兩下「縮放顯示」工具。
手形工具 如果以高於 100% 的縮放顯示層級設定預視影像，可在預視視窗中移動影像。使用其他工具時，按住
空白鍵可存取「手形」工具。按兩下「手形」工具可使預視影像符合視窗大小。
白平衡工具 可將您按一下的區域設定為中性灰色調，以移除顏色投射並調整整個影像的顏色。「色溫」與「色
調」值會更改，以反映顏色調整。
裁切工具 移除影像的部分。在預視影像中拖曳工具可選取您要保留的部分，然後按 Enter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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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直工具 您可以使用「拉直」工具來以垂直或水平方向重新對齊影像。此工具也可重新調整畫布大小或裁切畫
布，以容納拉直影像。
紅眼移除 移除用閃光燈拍攝的人物相片中的紅眼，以及寵物相片中的綠眼或白眼。
開啟偏好設定對話框 開啟「Camera Raw 偏好設定」對話框。
旋轉按鈕 逆時針或順時針旋轉相片。

設定自訂相機設定
當您開啟 Camera Raw 檔案時，Photoshop Elements 會讀取檔案中的資訊以查看建立該檔案的相機機型，然後
會將適當的相機設定套用至影像。如果您經常進行類似的調整，則可更改相機的預設設定。您也可以更改您所擁
有之每個機型相機的設定，但不可以更改相同機型之多部相機的設定。
1. 若要將目前設定儲存為建立影像之相機的預設值，請按一下「設定」選單旁邊的三角形，然
後選擇「儲存新 Camera Raw 預設值」。
2. 在「編輯」工作區中，開啟 Camera Raw 檔案，然後調整影像。
3. 若要在您的相機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預設設定，請按一下「設定」選單旁邊的三角
形，然後選擇「重設 Camera Raw 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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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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與 Camera Raw
使用 Camera Raw 中的色階分佈圖與 RGB 值
Camera Raw 的白平衡控制項
Camera Raw 檔案中的色調與影像調整
在 Camera Raw 對話框中，您可以先對 Raw 影像執行初步調整與修改，然後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加以編輯。在啟動「預視」選項的情況下，
您可以查看已修改影像的顯示方式。
可用選項包括可修改影像屬性的滑桿。例如，您可以更改曝光度、亮度、清晰度以及飽和度與自然飽和度。可用於修改影像的選項數還取決於所用的
「處理版本」。例如，像「陰影」與「白色」等在使用「處理版本 2012」時出現的某些滑桿，在使用「處理版本 2010」時不會出現。同樣地，在使
用「處理版本 2010」時出現的「補光」滑桿，在使用「處理版本 2012」時不會出現。

回到頁首

使用 Camera Raw 中的色階分佈圖與 RGB 值

Camera Raw 色階分佈圖同時顯示影像的全部三個色版 (紅色、綠色與藍色)。當您在 Camera Raw 對話框中調整設定時，色階分佈圖會自動更改。
當您在預視影像上移動「縮放顯示」工具、「手形」工具或「白平衡」工具時，您會在對話框的右上角看到 RGB 值。

影像的 RGB 值

回到頁首

Camera Raw 的白平衡控制項

數位相機會將曝光時的白平衡記錄為中繼資料，您可以在於 Camera Raw 對話框中開啟檔案時看到該資料。此設定通常會產生正確的色溫。如果白平
衡不是十分準確，您可以進行調整。
Photoshop Camera Raw 對話框中的「調整」標籤包括以下三個控制項，可用於校正影像中的顏色投射：
白平衡 設定影像的顏色平衡，以反映拍攝相片時的光源條件。在某些情況下，從「白平衡」選單中選擇白平衡可提供滿意的結果。在許多情況下，您
可能會想要使用「色溫」與「色調」調整自訂白平衡。
備註： Camera Raw 增效模組可以讀取某些相機的白平衡設定。將「白平衡」設定保留為「拍攝時設定」可使用相機的白平衡設定。針對無法辨識白
平衡設定的相機，選取「拍攝時設定」與選擇「自動」相同：Camera Raw 增效模組會讀取影像資料，並自動調整白平衡。
色溫 將白平衡微調為自訂色溫。使用開氏色溫標設定色溫。向左移動滑桿可校正在較低光源色溫下拍攝的相片：增效模組會使影像顏色更冷 (偏藍)，
以補償環境光的較低色溫 (偏黃)。相反地，向右移動滑桿可校正在較高光源色溫下拍攝的相片：增效模組會使影像顏色更暖 (偏黃)，以補償環境光的
較高色溫 (偏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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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向右移動「色溫」滑桿可校正在較高光源色溫下拍攝的相片。B. 向左移動「色溫」滑桿可校正在較低光源色溫下拍攝的相片。C. 調整色溫之後的相
片。
色調 微調白平衡，以補償綠色或洋紅色色調。向左移動滑桿 (負值) 可為相片增加綠色；向右移動滑桿 (正值) 可增加洋紅色。
秘訣：若要快速調整白平衡，請選取「白平衡」工具，然後按一下預視影像中應為中性灰色或白色的區域。「色溫」與「色調」滑桿會自動調整，以
使所選顏色成為正中性色 (可以的話)。如果您要按一下白色，請選擇包含明顯白色細部的亮部區域，而非反射的亮部。

使用「白平衡」按一下中性白色區域並完成校正

回到頁首

Camera Raw 檔案中的色調與影像調整

曝光度 調整影像的亮度或暗度。向左移動滑桿可使影像變暗；向右移動滑桿可使影像變亮。數值的增量等於光圈值。調整為 +1.50 就相當於將光圈擴
大 1.5 倍。同樣的，調整為 -1.50 就相當於將光圈減小 1.5 倍。
秘訣：按住 Alt 鍵 (在 Mac 中為 Option 鍵) 的同時移動「曝光度」滑桿可預視剪裁亮部的位置。(剪裁是將像素值變為最高亮部值或最低陰影值。剪裁
區域是完全白色或完全黑色的，沒有影像細部。)移動滑桿，直到亮部 (非反射的亮部) 完全剪裁掉為止，然後再稍微反轉調整。黑色表示未剪裁的區
域，而彩色表示僅以一或兩個色版剪裁的區域。

按住 Alt 鍵 (在 Mac 中為 Option 鍵) 的同時移動「曝光度」滑桿可顯示剪裁的亮部。
對比 調整影像的中間調。較高的數值可增加中間調對比，而較低的數值可使影像的對比較小。通常，在設定「曝光度」、「陰影」與「亮度」值之
後，使用「對比」滑桿可調整中間調的對比。
修復 嘗試復原亮部的細節。Camera Raw 可以重建將一或兩個色版剪裁為白色的區域中的某些細節。
亮部 復原影像曝光過度亮部區域中的細節。
陰影 復原影像曝光不足陰影區域中的細節。
白色 調整影像中的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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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 調整影像中的陰影與曝光不足區域。
清晰度 銳利化影像中邊緣的清晰度。此處理步驟可協助復原色調調整可能減小的細部與銳利度。
自然飽和度 調整飽和度，以使剪裁最小化為接近完全飽和的顏色，進而在對較高飽和顏色產生較低影響的情況下，更改所有較低飽和顏色的飽和度。
自然飽和度也可防止皮膚色調過度飽和。
飽和度 調整影像的顏色飽和度，範圍介於 -100 (純單色) 到 +100 (雙倍飽和度) 之間。
補光 嘗試復原陰影的細節，而不使黑色部分變亮。Camera Raw 可以重建將一或兩個色版剪裁為黑色的區域中的某些細節。使用「補光」與使用
Photoshop 陰影/亮部濾鏡的陰影部分或 After Effects 陰影/亮部效果類似。
黑色 指定最終影像中對應到黑色的輸入色階。增加「黑色」可擴大對應到黑色的區域。有時，這樣會在影像中建立加強對比的外觀。最明顯的更改是
在陰影部分，對中間調和亮部的更改較少。使用「黑色」滑桿與在使用 Photoshop 色階指令或 After Effects 色階效果時針對輸入色階使用最暗點滑桿
類似。
亮度 調整影像的亮度，與「曝光度」滑桿的功能基本一樣。當您向右移動滑桿時，「亮度」會壓縮亮部並擴大陰影。「亮度」並不剪裁影像亮部 (完
全為白色且沒有細節的區域) 或陰影 (完全為黑色且沒有細節的區域)。一般而言，在您使用「曝光度」與「陰影」滑桿設定白色與黑色剪裁點之後，使
用「亮度」滑桿可調整整體亮度。
銳利化 銳利化可以增強影像中邊緣的可見度。其他控制項可在「細部」面板中使用。若要檢視這些控制項的效果，請將縮放顯示層級設定為 100% 或
以上。
總量：調整邊緣可見度。增加「總量」值可增加銳利化。數值為零會關閉銳利化。一般而言，將「總量」設定為較低的數值可以得
到較清晰的影像。調整可依據您所指定的臨界值尋找與周圍像素不同的像素，並依據您所指定的總量增加像素的對比。
半徑：調整套用銳利化之細部的大小。細部細緻的相片可能需要較低的半徑設定。細部較大的相片可能會使用較大的半徑。使用過
大的半徑通常會產生不自然的結果。
細部：調整在影像中銳利化高頻率資訊的程度，以及銳利化處理步驟強調邊緣的程度。較低的設定主要會銳利化邊緣，以移除模
糊。若要使影像中的紋理更加明顯，可使用較高的數值。
遮色片：控制邊緣遮色片。設定為零時，影像中的所有項目都會得到相同的銳利化總量。設定為 100 時，通常會將銳利化限制為
靠近最強邊緣的區域。
雜訊消除 調整影像的顏色飽和度，範圍介於 -100 (純單色) 到 +100 (雙倍飽和度) 之間。
明度：調整灰階雜訊。
明度細節：控制明度雜訊臨界值。適用於雜色相片。若值較高，會保留較多細節，但可能產生雜色較多的結果。若值較低，會產生
較清晰的結果，但也會移除某些細節。
明度對比：控制明度對比。適用於雜色相片。若值較高，會保留對比，但可能產生雜色污點或斑點。若值較低，會產生較平滑的結
果，但也可能擁有較小的對比。
顏色：調整彩度雜訊。
顏色細節：控制顏色雜訊臨界值。若值較高，會保護較細且顏色細節較多的邊緣，但可能產生彩色斑點。若值較低，會去除彩色斑
點，但可能導致滲色。
相機描述檔 選擇 Adobe Camera Raw (ACR) 描述檔。針對該描述檔所支援的每個相機機型，Camera Raw 都會使用描述檔來處理 Raw 影像。若要
從「相機校正」標籤中的各種相機描述檔中選擇，請選擇 ACR 4.4、ACR 2.4 或 Adobe 標準。較高的版本號碼代表某些相機的相機描述檔較新且已得
到改進。您可能會想要選擇較低的版本號碼，以與舊版影像的行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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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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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顏色投射
自動移除顏色投射
使用色階移除顏色投射
調整顏色曲線

回到頂端

自動移除顏色投射
顏色投射是指相片中令人不滿意的色偏。例如，在室內未使用相機閃光燈拍攝的相片可能會出現大量的黃色。
「移除顏色投射」指令可更改整體顏色混合，從影像中移除顏色投射。

原稿 (左)，以及移除綠色投射之後 (右)

1. 選擇「增強 > 調整顏色 > 移除顏色投射」。
2. 在您的影像中，按一下應為白色、黑色或中性灰色的區域。影像會根據您選取的顏色而更
改。
3. 若要重新開始並還原對影像所做的更改，請按一下「重設」。
4. 按一下「確定」以接受顏色變更。

回到頂端

使用色階移除顏色投射
此技術需要顏色校正經驗以及一些有關 RGB 色輪的知識。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擇「增強 > 調整光源 > 色階」。
選擇「圖層 > 新增調整圖層 > 色階」，或開啟現有的色階調整圖層。
2. 從「色版」彈出式選單中選擇要調整的顏色色版：
紅色可將紅色或青色增加至影像。
綠色可將綠色或洋紅色增加至影像。
藍色可將藍色或黃色增加至影像。
3. 向左或向右拖移中間輸入滑桿可增加或減去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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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您對整體顏色滿意時，請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使用「色階」對話框中的灰色揀色器來快速移除顏色投射。按兩下揀色器，確定 RGB 值相等。關閉
「揀色器」後，請按一下影像中應為中性灰色的區域。

回到頂端

調整顏色曲線
「調整顏色曲線」指令透過調整每個顏色色版中的亮部、中間調與陰影來改善相片的色調。例如，此指令可以修
正因背後光源太強而產生剪影，或物體太靠近相機閃光燈而略顯褪色的相片。
在「調整顏色曲線」對話框中，您可以比較及選擇不同的色調預設集。從「選取樣式」方框的樣式清單中進行選
取。若要微調調整，請調整亮部、中間調亮度與對比，以及陰影。

調整影像中的顏色曲線
A. 選取樣式 (從預設集選擇) B. 調整滑桿 (自訂選項)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影像。
2. 若要調整特定影像區域或圖層，請使用其中一項選取工具來選取該區域(如果未進行任何選
取，調整會套用至完整影像)。
若要在實驗色調調整時保留原始相片，請調整複製圖層中的顏色曲線。
3. 選擇「增強 > 調整顏色 > 調整顏色曲線」。
4. 選取樣式 (例如「背光」或「曝光過度」)。
5. 調整亮部、中間調亮度、中間調對比與陰影的滑桿。
6. 若要將調整套用至影像，請按一下「確定」。若要取消調整並重新開始，請按一下「重
設」。若要關閉「調整顏色曲線」對話框，請按一下「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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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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色彩管理
關於色彩管理
設定色彩管理
轉換顏色描述檔

回到頂端

關於色彩管理
色彩管理可協助您在數位相機、掃描器、電腦螢幕與印表機之間達成顏色的一致。這些裝置中的每一個裝置都會
重新產生不同的顏色範圍，稱為色域。當您將數位相機中的影像顯示在螢幕上，並最終使用印表機列印時，影像
顏色也會有所調移。調移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每個裝置都有不同的色域，因此會重新產生不同的顏色。

不同裝置與文件的色域
A. Lab 色域 (整個可見光譜) B. 文件 (處理中色域) C. 裝置

色彩管理會轉換影像顏色，使每個裝置都以相同方式重新產生影像顏色，且您在螢幕上看到的顏色將會與列印之
影像上的顏色非常接近。可能並非所有顏色都會完全相符，因為印表機可能不會重新產生與螢幕相同的顏色範
圍。

使用描述檔管理色彩
A. 描述檔會描述輸入裝置和文件的色域。 B. 色彩管理系統使用描述檔的描述來識別文件的實際色彩。 C. 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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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述檔會告知色彩管理系統如何將數值轉換成螢幕的色域。 D. 使用輸出裝置的描述檔，色彩管理系統可將文
件的數值轉換成輸出裝置的顏色值，以列印實際顏色。

為裝置建立描述檔
針對要使用的色彩管理，您必須為裝置建立描述檔，或使用裝置製造商所建立的 ICC 描述檔。

擷取裝置 建立描述檔對於擷取裝置 (例如數位相機或掃描器) 而言並不十分重要。但是，如果您想要以掃描的透
明度精確地重新產生顏色，並減少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顏色校正工作量，則可能要為掃描器建立描述檔。
螢幕 校準與為螢幕建立描述檔很重要。如果您要使用筆記型電腦或其他 LCD 螢幕，可以使用製造商提供的描述
檔。如果您擁有色度計與可建立描述檔的對應軟體，則可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使用那些描述檔。
印表機 通常為噴墨式印表機建立描述檔將會產生更好的結果，不過您可以使用印表機驅動程式中的控制項，在
不使用印表機描述檔的情況下，產生出色的列印結果。許多印表機製造商會在網站上提供 ICC 印表機描述檔。
針對每個印表機、油墨與紙張類型，您需要單獨的描述檔。您也可以針對您最喜愛的油墨與紙張組合建立描述
檔。
當您對相片進行操作並儲存相片時，Photoshop Elements 可以嵌入 (標記) 在電腦螢幕上或產生 ICC 描述檔的裝
置上反射顏色的 ICC 描述檔。將描述檔嵌入到影像中可使其顏色適用於各平台，使其他裝置可以轉換其顏色
值。例如，如果您將相片傳送至噴墨式印表機，色彩管理系統會使用印表機的描述檔讀取嵌入的描述檔並轉換顏
色資料。然後印表機便可以使用已轉換的顏色資料精確地將其顏色轉換成所選媒體。

色彩管理工作
若要使用色彩管理，您需要執行下列工作：

在掃描或列印時，嵌入顏色描述檔並使用裝置描述檔來設定色彩管理。(請參閱設定色彩管
理。)
校準電腦螢幕並為電腦螢幕建立描述檔。如果您使用 LCD 螢幕，請使用螢幕隨附的描述
檔。如需指示，請參閱您的 LCD 螢幕文件。
當您從 Photoshop Elements 中列印影像時，請務必在「更多選項」對話框的「色彩管理」
區域中指定正確的顏色描述檔。或者，如果您沒有印表機描述檔，請使用印表機驅動程式中
的顏色控制項指定顏色。此外，選擇適合您工作流程的顏色設定，例如「最佳化列印」。

回到頂端

設定色彩管理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選擇「編輯 > 色彩設定」。
2. 選取下列其中一個色彩管理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無色彩管理 使影像保持未標記狀態。此選項會將您的螢幕描述檔作為處理中色域使用。此
選項會在開啟影像時移除任何嵌入的描述檔，且在儲存時不會加上標記。
永遠最佳化電腦螢幕的顏色 將 sRGB 作為 RGB 處理中色域使用；灰階處理中色域為灰階
Gamma 2.2。此選項會保留嵌入的描述檔，並於開啟未標記檔案時指定 sRGB。
永遠最佳化列印 將 Adobe RGB 作為 RGB 處理中色域使用；灰階處理中色域為網點擴張
20%。此選項會保留嵌入的描述檔，並於開啟未標記檔案時指定 Adobe R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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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我選擇 可讓您在開啟未標記檔案時選擇 sRGB (預設) 或 Adobe RGB。
3. 儲存檔案時，在「另存新檔」對話框中選取「ICC 描述檔」。

回到頂端

轉換顏色描述檔
您並不會經常更改文件的顏色描述檔。Photoshop Elements 會根據您在「色彩設定」對話框中選取的設定自動
指定顏色描述檔。但是，手動更改顏色描述檔的一個原因是，您需要為其他輸出目的地準備文件。更改顏色描述
檔的另一個時間是為了校正您不想再在文件中執行的規則行為。僅建議進階使用者更改顏色描述檔。
選擇「影像 > 轉換顏色描述檔」，然後選擇下列其中一項：

移除描述檔 移除描述檔以不再對文件進行色彩管理。
轉換為 sRGB 描述檔 將 sRGB 描述檔嵌入文件。
轉換為 Adobe RGB 描述檔 將 Adobe RGB 描述檔嵌入文件。

Adobe 也建議閱讀以下文章
列印綜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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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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影像模式與色彩表
關於影像模式
將影像轉換為點陣圖模式
將點陣圖模式影像轉換為灰階
將影像轉換為索引色
編輯索引色表中的顏色
將透明度指定給索引色表中的單一顏色
使用預先定義的索引色表
儲存或載入索引色表

回到頁首

關於影像模式

影像模式會決定可顯示在影像中的顏色數量，也會影響影像的檔案大小。Photoshop Elements 提供四種影像模式：RGB、點陣圖、灰階與索引色。

影像模式
A. 點陣圖模式 B. 灰階模式 C. 索引色模式 D. RGB 模式
點陣圖模式 使用 (黑色或白色) 兩個顏色數值其中一個來表現影像中的像素。點陣圖模式的影像也稱為 1 位元的影像，因為它們的位元深度為 1。
灰階模式 最高使用 256 灰階的陰影。灰階影像是 8 位元影像。灰階影像中每個像素所具有的亮度值從 0 (黑色) 到 255 (白色) 不等。灰階值也可以用
黑色油墨涵蓋區域的百分比度量 (0% 等於白色，100% 則等於黑色)。
索引色模式 最高使用 256 色。索引色影像是 8 位元影像。在轉換成索引色時，Photoshop Elements 會建立顏色查閱表 (CLUT) 來儲存影像中的顏
色，並為其編列索引。如果原始影像中的顏色沒有顯示在表中，則程式會選擇最接近的顏色，或使用可用的顏色來模擬該顏色。透過限制顏色的面
板，索引色可以縮小檔案大小，同時還維持視覺品質 (例如，針對網頁)。在這個模式中僅能使用有限的編輯功能。如需進行大量的編輯，就應該先暫
時轉換到 RGB 模式。
當您在「編輯」工作區中針對影像選擇其他顏色模式時 (「影像 > 模式 > [影像模式]」)，可以永久更改影像中的顏色值。由於某些原因，您可能要轉
換到其他模式。例如，您可能有在灰階模式下掃描的舊相片，而您想要為相片增加顏色，因此您可能需要將相片轉換到 RGB 模式。轉換影像之前，最
好先執行以下的動作：
在 RGB 模式下儘可能多地進行編輯。
在轉換前先儲存備份副本。確定儲存一份包括所有圖層的影像拷貝，以便在轉換後能繼續編輯影像的原始版本。
在轉換檔案前先將其平面化。當模式更改時，圖層混合模式間的顏色互動也會更改。
備註： 當您將影像轉換為點陣圖或索引色模式時，會自動捨棄隱藏的圖層並將影像平面化，因為這些模式不支援圖層。
RGB 顏色模式 新 Photoshop Elements 影像和數位相機中之影像的預設模式。在 RGB 模式中，會為每個像素的紅色、綠色和藍色組件分別指定強度
值 - 範圍從 0 (黑色) 到 255 (白色)。例如，亮紅色的 R 值可能為 246，G 值可能為 20，B 值可能為 50。當三個組件的值相等時，結果會是中性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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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陰影。當所有組件的值為 255 時，結果是純白色；當值為 0 時，結果是純黑色。
回到頁首

將影像轉換為點陣圖模式

若要將影像轉換為點陣圖模式，您必須首先將影像轉換為灰階模式，以簡化影像中的顏色資訊並縮小檔案大小。轉換為灰階會從像素中移除色相和飽
和度資訊，只保留亮度值。但是，因為點陣圖模式影像所能使用的編輯選項很少，所以最好先在灰階模式中編輯影像，再轉換成點陣圖模式。
1. 選擇「影像 > 模式 > 點陣圖」。
2. 如果影像是 RGB，請按一下「確定」來將影像轉換為灰階。
3. 在「輸出」中輸入點陣圖模式影像的輸出解析度，並選擇度量單位。依照預設，目前的影像解析度會同時顯示輸入和輸出解析
度。
4. 選取以下其中一個點陣圖轉換方法，然後按一下「確定」：
50% 臨界值 將灰階值高於中間灰色色階 (128) 的像素轉換為白色，將灰階值低於中間灰色色階 (128) 的像素轉換為黑色。結果會
變成反差非常高的黑白影像。

原始灰階影像 (左) 與套用 50% 臨界值轉換方法的影像 (右)。
圖樣混色 透過將灰階組織成黑白點的幾何組態，轉換影像。
擴散混色 使用錯誤擴散處理，從影像左上角的像素開始進行影像的轉換。如果像素的數值高於中間灰色色階 (128)，像素會變成
白色；如果低於中間灰色色階，則變成黑色。這是因為原始像素很少是純白或純黑的，所以不可避免地會帶入錯誤。這個錯誤會
轉換到周圍的像素，並擴散到整個影像中，而導致粗粒狀、類似底片的紋理。在黑白螢幕上檢視影像時此選項會很有用。

圖樣混色與擴散混色轉換方法

回到頁首

將點陣圖模式影像轉換為灰階

在轉換之前，請記住，當轉換回點陣圖模式時，在灰階模式中編輯的點陣圖模式影像可能看起來會不一樣。例如，如果在點陣圖模式中是黑色的像
素，則在灰階模式中，會被編輯成為灰階。如果像素的灰階值足夠亮，當轉換回點陣圖模式時，像素會變為白色。
1. 選擇「影像 > 模式 > 灰階」。
2. 輸入 1 到 16 之間的數值作為大小比例。
大小比例是用來縮小影像的係數。例如，若要將灰階影像縮小 50%，就輸入 2 做為大小比例。如果輸入的數字大於 1，程式會平
均點陣圖模式影像中的多重像素，以製作灰階影像中的單一像素。這個操作可以讓您從使用 1 位元掃描器所掃描的影像中產生多
重的灰色。

回到頁首

將影像轉換為索引色

轉換為索引色會將影像中的顏色數目降低為最多 256 色，這是 GIF 和 PNG-8 格式以及許多網頁瀏覽器支援的標準顏色數。這項轉換可以從影像中刪
除顏色資訊，而縮小檔案的大小。
備註： 若要轉換為索引色，您必須以灰階或 RGB 影像開始。
1. 選擇「影像 > 模式 > 索引色」。
2. 按一下「確定」來平面化圖層。
備註： 這會平面化所有可見圖層並捨棄隱藏的圖層。
如果是灰階影像，轉換會自動發生。如果是 RGB 影像，系統會顯示「索引色」對話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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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索引色」對話框中選取「預視」，顯示更改的預視。
4. 指定下列任何轉換選項並按一下「確定」。
色盤 指定顏色色盤以套用至索引色影像。有 10 個顏色色盤可用：
精確 使用顯示在 RGB 影像中的精確顏色建立面板，只有當影像使用的顏色為 256 色或更少時，才能使用這個選項。因為影像的
面板包含影像中的所有顏色，不會有混色的情況。
系統 (Mac OS) 使用 Mac OS 預設的 8 位元面板，是以 RGB 顏色的標準取樣為基礎。
系統 (Windows) 使用 Windows 系統預設的 8 位元面板，這是以 RGB 顏色的一致取樣為基礎。
網頁 使用 216 色，網頁瀏覽器 (不分平台種類) 會在限制為 256 色的螢幕上顯示影像。使用這個選項，可以避免在限制為 256
色的螢幕上檢視影像時造成混色的現象。
一致 統一從 RGB 顏色方塊中取樣顏色建立面板。例如，如果 Photoshop Elements 各取了紅色、綠色和藍色的 6 個平均間距色
階，則組合後會產生 216 色的一致面板 (6 的三次方 = 6 x 6 x 6 = 216)。影像中所顯示的顏色總數，會與少於「顏色」文字方框
中數值的最近完全顏色方塊 (8、27、64、125 或 216) 相對應。
局部或主要感應式 將優先順序保留給肉眼較為敏感的顏色，建立自訂的面板。局部感應式會將面板套用至個別影像；主要感應式
會將選取的面板套用至多個影像 (例如，用於多媒體製作)。
局部或主要選擇性 建立與「感應式」色彩表類似的色彩表，但較偏向大範圍的顏色，並會保留網頁色彩。這個選項所產生的影
像，通常都具有較高的顏色完整性。局部選擇性會將面板套用至個別影像；主要選擇性會將選取的面板套用至多個影像 (例如，用
於多媒體製作)。
局部或主要最適化 從影像中最常見的顏色光譜取樣，建立面板。例如，只有綠色和藍色的 RGB 影像會產生主要由綠色和藍色所
組成的面板。大多數的影像都會將顏色集中在光譜的特定區域。若要更精確控制面板，請先選取包含您想強調的顏色的影像部
分。Photoshop Elements 會以這些顏色為主進行轉換。局部最適化會將面板套用至個別影像；主要最適化會將選取的面板套用至
多個影像 (例如，用於多媒體製作)。
自訂 使用「色彩表」對話框建立自訂面板。您可以編輯色彩表並加以儲存，以供未來使用，或按一下「載入」，載入先前建立的
色彩表。這個選項也會顯示目前的「最適化」面板，這種面板對預視影像中最常使用的顏色很有用。
上一個 使用上一個轉換所用的自訂面板，讓使用相同的自訂面板轉換多個影像變得很容易。
顏色 針對一致、感應式、選擇性或最適化面板，指定要包括在色彩表中之顏色的數量 (最多 256 個)。
強制 提供可以在色彩表中強制加入特定的顏色選項。「黑白」會在色彩表中增加純黑和純白；「主要的」會增加紅色、綠色、藍
色、青色、洋紅色、黃色、黑色和白色；「網頁」會增加 216 種網頁安全顏色；「自訂」則可讓您定義要增加的自訂顏色。
透明 指定是否要在轉換時保留影像的透明區域。選取這個選項會在色彩表中增加一個透明色的特殊索引項目。取消選取這個項目
會使透明區域填滿邊緣調合的顏色，如果沒有選擇邊緣調合顏色，則會用白色填滿。
邊緣調合 指定背景顏色以填滿與影像透明區域相鄰的消除鋸齒邊緣。選取「透明」後，邊緣調合就會套用到邊緣區域，使邊緣能
與同樣的網頁背景顏色相混和。如果取消選取「透明」，則邊緣調合會套用到透明區域。如果在邊緣調合選項中選擇「無」，而
且選取了「透明」，則會建立清晰邊緣的透明；否則，所有的透明區域都會填滿 100% 的白色。
混色 指定是否使用混色圖樣。除非使用的是「精確」色彩表選項，否則色彩表可能不會包含影像中使用的所有顏色。若要模擬色
彩表中沒有的顏色，您可以混和顏色。混和會將可用顏色的像素加以調和，以模擬欠缺的顏色。
無 不會混和顏色，但會使用最接近欠缺顏色的顏色替代。這常造成影像的顏色間出現銳利的轉變，因而建立出色調分離的效
果。
擴散 使用錯誤擴散方法，產生比「圖樣」選項更不規則的混色。若要保護影像中包含色彩表中項目的顏色不受混色的影響，請選
取「保留精確顏色」。這對保留網頁影像中的細微線段和文字很有用。
圖樣 使用類似半色調的方形圖樣，模擬不在色彩表中的任何顏色。
雜訊 有助於減少沿著邊緣的接縫圖樣。
總量 為混色指定影像顏色的百分比。較高的總量可以混和較多的顏色，但是檔案大小可能會增加。
保留精確顏色 避免影像中位於色彩表中的顏色混色。

回到頁首

編輯索引色表中的顏色
您可以編輯色彩表中的顏色來製作特殊效果，或將影像中的透明指定給色彩表中的單一顏色。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索引色影像。
2. 選擇「影像 > 模式 > 色彩表」。
3. 在表格內按一下或拖移來選擇您要更改的顏色或顏色範圍。
4. 從「揀色器」中選擇顏色或從影像中取樣顏色。
如果您要更改顏色範圍，Photoshop Elements 會在色彩表中的開始與結束顏色之間建立漸層。您在「揀色器」中選擇的第一個顏
色是範圍中的開始顏色。當您按一下「確定」時，「揀色器」會重新顯現，以讓您選擇範圍中最後的顏色。
在「揀色器」中選取的顏色，會置入在「色彩表」對話框中選取的範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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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一下「預視」來檢視您對影像進行更改的結果。
6. 在「色彩表」對話框中按一下「確定」，將新顏色套用到索引色影像上。

回到頁首

將透明度指定給索引色表中的單一顏色
1. 選擇「影像 > 模式 > 色彩表」。
2. 選取滴管，並按一下表格或影像中想要的顏色。影像中的取樣的顏色會由透明所取代。按一下「確定」。

回到頁首

使用預先定義的索引色表
1. 選擇「影像 > 模式 > 色彩表」。
2. 從「表格」選單中選取選項：
黑體光譜 根據加熱黑體光譜時所放出的不同顏色來顯示面板，由黑色到紅色、橘黃色、黃色和白色。
灰階 以 256 種灰階為基礎 (從黑色到白色) 顯示面板。
光譜 以白光通過稜鏡時所產生出的顏色為基礎顯示面板，從紫羅蘭色、藍色和綠色到黃色、橘黃色和紅色。
系統 顯示 Mac OS 或 Windows 的標準 256 色系統面板。

回到頁首

儲存或載入索引色表
若要儲存表格，請按一下「色彩表」對話框中的「儲存」按鈕。
若要載入表格，請按一下「色彩表」對話框中的「載入」按鈕。將色彩表載入影像後，影像中的顏色就會更改，反映出這些顏色在
新色彩表中所參考的顏色位置。
備註： 您也可以將已儲存的色彩表載入「色票」面板中。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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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和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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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綜覽
關於繪圖工具
關於前景顏色和背景顏色
關於混合模式
網頁安全顏色

回到頁首

關於繪圖工具

Photoshop Elements 提供若干套用及編輯顏色的工具。當您選取繪圖工具時，「工具選項」列會顯示各種預設筆尖，以及筆刷大小、繪圖混合、不透
明度與噴槍效果的設定。您可以建立新筆刷預設集並將其儲存在筆刷庫中。您可以針對任何繪圖與編輯工具自訂筆刷與設定，以及使用「預設集管理
員」進行管理。

工具選項列中的筆刷選項
A. 筆刷大小滑桿與文字方框 B. 筆刷彈出式面板與筆刷縮圖 C. 其他選單
筆刷工具可繪製平滑的消除鋸齒直線。其他繪圖工具包括可製作硬邊直線的鉛筆工具與可擦除圖層中顏色像素的橡皮擦工具。油漆桶工具與「填滿」
指令可用顏色或圖樣填滿影像區域。圖樣印章工具可用其中一項預先定義的圖樣或您設計的圖樣進行繪圖。
印象派筆刷工具會透過套用不同風格的筆觸來影響現有顏色。「塗抹」工具也可透過模擬拖移沾有濕性顏料之手指的動作來影響現有影像顏色。
「細部智慧型筆刷」工具會在您繪圖時自動建立調整圖層。該工具不會更改原始影像圖層。您可以隨意繪圖及更改調整，而不會降低原始相片的品
質。請參閱使用智慧型筆刷工具調整顏色與色調。

回到頁首

關於前景顏色和背景顏色

當您使用「筆刷」或「鉛筆」工具繪圖時，以及當您使用「油漆桶」工具填滿選取範圍時，可套用前景顏色。您使用「橡皮擦」工具套用至背景圖層
的顏色稱為背景顏色。您可以在工具箱底部的兩個重疊方框中查看及更改前景顏色與背景顏色。頂端方框是前景顏色，底部方框是背景顏色。「漸
層」工具及某些特殊效果濾鏡也可以同時使用前景顏色與背景顏色。

在工具箱中的前景顏色和背景顏色方框
A. 前景顏色方框 B. 按一下可使用預設顏色 (黑白) C. 按一下可切換前景顏色與背景顏色 D. 背景顏色方框
您可以在工具箱中使用「滴管」工具、「色票」面板或「揀色器」來更改前景顏色或背景顏色。

回到頁首

關於混合模式
混合模式可控制影像中像素受繪圖或編輯工具影響的方式。視覺化混合模式的效果時，從下列顏色的角度來考慮，對您會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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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顏色是指影像中的原始顏色。
混合顏色是指繪圖或編輯工具所套用的顏色。
結果顏色是指混合後所產生的顏色。

套用至海星圖層的顏色增值混合模式 (上)、網屏混合模式 (中) 及明度混合模式 (下)。
您可以從「工具選項」列的「模式」選單中選擇下列任何一個混合模式：
正常 將每一個像素編輯或繪製成結果色彩，這是預設模式 (當您在點陣圖或索引色模式下處理影像時，正常模式稱為臨界值。)
溶解 將每一個像素編輯或繪製成結果色彩，但是，結果顏色是根據任何像素所在位置的不透明度，以基本顏色或混合顏色隨機取代像素的結果。此模
式與筆刷工具和大型筆刷搭配使用的效果最好。
下置 只在圖層的透明部分編輯或繪畫。這個模式只能用於已取消選取「鎖定透明」的圖層，它的效果類似在玻璃片透明區域的背面進行繪畫。
透明 編輯或繪製每一個像素，讓它變成透明。您必須在已於「圖層」面板中取消選取「鎖定透明」的圖層上才能使用此模式。
變暗 查看每一個色版的顏色資訊，並選取基本或混合色彩 (兩者中較暗的那一個) 做為結果色彩。比混合色彩亮的像素會被取代，比混合色彩暗的像素
不會改變。
顏色增值 查看色版中的顏色資訊，並以混合顏色增值基本顏色。結果顏色永遠是較暗的顏色。以黑色增值任何顏色都會產生黑色，若以白色增值任何
顏色，則不會改變原來的顏色。當您使用黑色或白色以外的顏色繪畫時，使用繪圖工具所繪製的連續筆觸會產生逐漸變暗的顏色。這個效果類似於使
用多支氈製粗頭筆在影像上繪圖。
顏色加深 查看每個色版中的顏色資訊，並加深基本顏色以反映混合顏色。與白色混合不會產生改變。
線性加深 查看每一個色版中的顏色資訊，同時讓基本色彩變暗，以減少對比的方式反映出混合色彩。與白色混合不會產生改變。
顏色變暗 這個模式會比較混合色彩和基本色彩全部色版值的總和，並顯示數值較低那個的顏色。因此「顏色變暗」不同於「變暗」混合模式，它並不
會產生第三種顏色；而「變暗」模式則會從基本以及混合色彩中，選擇兩者最低的色版值來建立結果色彩。
變亮 查看每一個色版的顏色資訊，並選取基本或混合色彩 (兩者中較亮的那一個) 做為結果色彩。比混合色彩暗的像素會被取代，比混合色彩亮的像素
不會改變。
濾色 查看每一個色版的顏色資訊，並將混合色彩和基本色彩的倒數相乘。結果色彩永遠是較亮的顏色。使用黑色濾色不會改變原來的顏色，使用白色
濾色則會產生白色。這個效果類似於在多張相片投影片上相互投射。
顏色加亮 查看每個色版中的顏色資訊，並加亮基本顏色以反映混合顏色。與黑色混合不會產生任何改變。
線性加亮 (增加) 查看每一個色版中的顏色資訊，同時讓基本色彩變亮，以增加對比的方式反映出混合色彩。與黑色混合不會產生任何改變。
顏色變亮 這個模式會比較混合顏色和基本顏色全部色版值的總和，並顯示數值較高的顏色。因此「顏色變亮」不同於「變亮」混合模式，它並不會產
生第三種顏色；而「變亮」模式則會從基本以及混合顏色中，選擇兩者最高的色版值來建立結果顏色。
覆蓋 根據基本色彩，增值或以濾色篩選顏色。圖樣或顏色會覆蓋現有的像素，但同時會保留基本色彩的亮部和陰影。基本顏色會與混合顏色混合，反
映原始顏色的明暗。
柔光 根據混合色彩，讓顏色變暗或變亮。這個效果類似在影像上照射擴散的聚光燈。如果混合顏色比 50% 灰階亮，會變亮影像。如果混合顏色比
50% 灰階暗，會變暗影像。使用純黑或純白繪畫，會產生很清楚的較暗或較亮區域，但不會得到純黑或純白的結果。
實光 根據混合色彩，增值或以濾色篩選顏色。這個效果類似於在影像上照射刺眼的聚光燈。如果混合顏色比 50% 灰階亮，會變亮影像。這對於增加
影像中的亮部很有幫助。如果混合顏色比 50% 灰階暗，會變暗影像。這對於增加影像中的陰影很有幫助。使用純黑色或純白色繪畫，會產生純黑色或
純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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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光源 依照混合色彩，用增加或減少對比的方式，將顏色加深或加亮。如果混合色彩 (光源) 比 50% 灰階亮，減少對比會使影像變亮； 如果混合色
彩比 50% 灰階暗，增加對比會使影像變暗。
線性光源 依照混合色彩，用增加或減少亮度的方式，將顏色加深或加亮。如果混合色彩 (光源) 比 50% 灰階亮，增加亮度會使影像變亮； 如果混合色
彩比 50% 灰階暗，減少亮度會使影像變暗。
小光源 依照混合不足的顏色來取代顏色。如果混合色彩 (光源) 比 50% 灰階亮，比混合色彩暗的像素會被取代，比混合色彩亮的像素不會改變。如果
混合色彩比 50% 灰階暗，比混合色彩亮的像素會被取代，比混合色彩暗的像素不會改變。此模式對於增加影像中的特殊效果很有用。
實色疊印混合 根據基本顏色與混合顏色而定，將顏色歸併為白色、黑色、紅色、綠色、藍色、黃色、青色與洋紅色。
差異化 查看色版中的顏色資訊，並根據基本色彩和混合色彩兩者中亮度值較大的來決定從基本色彩中減去混合色彩，或從混合色彩中減去基本色彩。
與白色混合會反轉基本色彩值，與黑色混合不會產生任何改變。
排除 所建立的效果與「差異化」模式類似，但對比效果較低。與白色混合會反轉基本色彩值，與黑色混合不會產生任何改變。
色相 所建立的結果色彩具有基本色彩的明度和飽和度，以及混合色彩的色相。
飽和度 所建立的結果顏色具有基本顏色的明度和色相，以及混合顏色的飽和度。在零飽和度 (中性灰色區域) 的區域中，以這個模式繪畫不會造成任何
更改。
顏色 所建立的結果色彩具有基本色彩的明度，以及混合色彩的色相和飽和度。這會保留影像中的灰階，因此可以用來為單色影像著色，以及調整彩色
影像的濃淡。

使用顏色混合模式更改襯衫的顏色
明度 所建立的結果顏色具有基本顏色的色相和飽和度，以及混合顏色的明度。此模式可根據顏色模式的效果建立反轉效果。
回到頁首

網頁安全顏色

網頁安全顏色是 Windows 與 Mac OS 平台上瀏覽器所使用的 216 種顏色。僅使用這些顏色時，您可確保針對網頁準備之作品中的顏色會精確地顯示
在網頁瀏覽器中。
您可以使用下列兩種方法之一來在 Adobe 揀色器中識別網頁安全顏色：
選取「揀色器」左下角的「僅網頁顏色」，然後在「揀色器」中選擇任何顏色。選取此選項後，您揀選的任何顏色都是網頁安全顏
色。
在「揀色器」中選擇顏色。如果您選擇了非網頁安全顏色，會有一個警告立方體顯示在「揀色器」右上區域的彩色矩形旁。按一下
這個警告立方體，即可選取最接近的網頁安全顏色。(如果沒有警告立方體出現，即表示您選擇的是網頁安全顏色)。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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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工具
使用筆刷工具
使用鉛筆工具
使用印象派筆刷工具
使用指尖工具
使用橡皮擦工具
使用魔術橡皮擦工具
使用背景橡皮擦工具

回到頁首

使用筆刷工具

筆刷工具 會建立柔和或硬式的彩色筆觸。您可以使用該工具來模擬噴槍技術。(如果您在工具箱中找不到，請選取「印象派筆刷」或「顏色取代」工
具，然後按一下「工具選項」列中的「筆刷」工具圖示。)
1. 設定前景顏色以選取要繪圖的顏色。
2. 從工具箱的「繪製」區段中，選取「筆刷」工具。
3. 視需要在「工具選項」列中指定「筆刷」工具選項，然後在影像內拖移以繪圖。
若要繪製直線，請在影像中按一下起點，接著按住 Shift 鍵，再按一下終點。
您可以指定下列任何一個「筆刷」工具選項：
噴槍模式 啟動噴槍功能。此選項會將漸層色調套用到影像，模擬傳統的噴槍技巧。
筆刷 設定筆尖。按一下筆刷樣本旁邊的箭頭，從「筆刷」下拉式選單中選擇筆刷類別，然後選取筆刷縮圖。
大小 以像素為單位設定筆刷的大小。拖移「大小」滑桿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大小。
不透明度 設定您套用之繪圖的不透明度。低不透明度設定可允許繪圖筆觸下方的像素顯示出來。請拖移滑桿或輸入不透明度
值。
模式 指定您所套用的繪圖如何與影像中的現有像素混合。
數位板選項 如果您使用的是壓力感應的繪圖數位板而非滑鼠，可設定要使用筆尖控制的選項。
筆刷設定 設定其他筆刷選項。

回到頁首

使用鉛筆工具
「鉛筆」工具 會建立硬邊的手繪線條。
1. 設定前景顏色以選取要繪圖的顏色。
2. 從工具箱的「繪製」區段中，選取「鉛筆」工具。
3. 視需要在「工具選項」列中設定「鉛筆」工具選項，然後在影像內拖移以進行繪圖。
若要繪製直線，請在影像中按一下起點，接著按住 Shift 鍵，再按一下終點。
您可以指定下列任何一個「鉛筆」工具選項：
筆尖 設定筆尖。按一下筆刷樣本旁邊的箭頭，從「筆刷」下拉式選單中選擇筆刷類別，然後選取筆刷縮圖。
大小 以像素為單位設定筆刷的大小。拖移「大小」滑桿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大小。
不透明度 設定您套用之繪圖的不透明度。低不透明度設定可允許繪圖筆觸下方的像素顯示出來。請拖移滑桿或輸入不透明度
值。
模式 指定您所套用的繪圖如何與影像中的現有像素混合。
自動擦除 如果您開始繪圖並在不包含前景顏色的區域上拖移，工具會以前景顏色繪圖。亦即，如果我們以前景顏色以外的顏色開
始，則僅會繪製前景顏色。按一下包含前景顏色的區域並在該區域上繪圖，鉛筆會以背景顏色繪圖。

回到頁首

使用印象派筆刷工具

印象派筆刷工具可更改影像中的現有顏色與細節，使您的相片看起來就像使用不同風格的筆觸繪製而成。藉由實驗不同的樣式、區域大小與容許度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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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您能夠以不同的藝術風格模擬與繪圖關聯的紋理。
1. 在工具箱中選取「筆刷」的情況下，選取「工具選項」列中的「印象派筆刷」工具。
2. 視需要在「工具選項」列中設定選項，然後在影像內拖移以進行繪圖。

原始相片 (左)，以及使用印象派筆刷工具之後 (右)
您可以指定下列任何一個選項：
筆刷 設定筆尖。按一下筆刷樣本旁邊的箭頭，從「筆刷」下拉式選單中選擇筆刷類別，然後選取筆刷縮圖。
大小 以像素為單位設定筆刷的大小。拖移「大小」滑桿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大小。
不透明度 設定您套用之繪圖的不透明度。低不透明度設定可允許繪圖筆觸下方的像素顯示出來。請拖移滑桿或輸入不透明度
值。
模式 指定您所套用的繪圖如何與影像中的現有像素混合。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混合模式。
進階 「樣式」可影響筆觸的形狀。「區域」可控制筆觸的大小。較大的區域值也可增加筆觸數目。「容許度」可控制在顏色值鄰
近像素受到筆觸影響之前，其中的相似度為何。

回到頁首

使用指尖工具

指尖工具可模擬透過濕性顏料拖移手指的動作。這個工具會從筆觸開始處挑選顏色，並依照您拖移的方向推移。您可以在影像中塗抹現有顏色，或在
影像上塗抹前景顏色。

原始影像 (左)，以及塗抹相片的幾個部分之後 (右)
1. 從工具箱的「增強」區段中，選取「指尖」工具 (如果您未在工具箱中看見該工具，請選取「模糊」工具或「銳利化」工具，然後
按一下「工具選項」列中的「指尖」工具圖示。)
2. 在「工具選項」列中設定選項，然後在影像內拖移以塗抹顏色。
若要在以指尖工具拖移時暫時使用「手指塗畫」選項，請按下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您可以指定下列任何一個「指尖」工具選項：
模式 指定您所套用的繪圖如何與影像中的現有像素混合。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混合模式。
筆刷 設定筆尖。按一下筆刷樣本旁邊的箭頭，從「筆刷」下拉式選單中選擇筆刷類別，然後選取筆刷縮圖。
大小 以像素為單位設定筆刷的大小。拖移「大小」滑桿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大小。
強度 設定塗抹效果的總量。
取樣全部圖層 使用所有可見圖層中的顏色塗抹。如果取消選取這個選項，則指尖工具只會使用來自使用中圖層的顏色。
手指塗畫 在每個筆觸的起始處塗抹前景顏色。如果取消選取這個選項，則指尖工具會在每一個筆觸起始處使用指標下方的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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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回到頁首

使用橡皮擦工具

橡皮擦工具可於您在影像的像素間拖移時更改這些像素。如果您在背景圖層或鎖定了透明的圖層中工作時，擦除的像素會更改為背景顏色；否則，擦
除的像素會變為透明。透明像素由透明格線表示。
1. 從工具箱的「繪製」區段中，選取「橡皮擦」工具。(如果您未在工具箱中看見該工具，請選取「背景橡皮擦」工具或「魔術橡皮
擦」工具，然後按一下「工具選項」列中的「橡皮擦」工具圖示。)
2. 視需要在「工具選項」列中設定選項，然後在您要擦除的整個區域中拖移。
您可以指定下列任何一個橡皮擦工具選項：
筆刷 設定筆尖。按一下筆刷樣本旁邊的箭頭，從「筆刷」下拉式選單中選擇筆刷類別，然後選取筆刷縮圖。
大小 以像素為單位設定筆刷的大小。拖移「大小」滑桿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大小。
不透明度 定義擦除的強度。100% 的不透明度會擦除圖層上完全透明的像素及背景圖層上背景顏色的像素。較低的不透明度會擦
除圖層上部分透明的像素，並以背景圖層上的背景顏色部分繪圖。(如果在「工具選項」列中選取了「區塊」模式，則無法使用
「不透明度」選項。)
文字 筆刷模式使用筆刷工具的特性進行擦除，使您可以進行柔邊擦除。鉛筆模式會像鉛筆一樣進行硬邊擦除。區塊模式使用硬邊
16 像素正方形作為橡皮擦。

回到頁首

使用魔術橡皮擦工具

當您在相片內拖移時，魔術橡皮擦工具可更改所有相似的像素。如果您是在已鎖定透明度的圖層上工作，像素會變成背景顏色；反之，則會擦除像素
使其變成透明。您可以選擇只擦除連續的像素，或擦除目前圖層上所有類似的像素。

原始影像 (左)，以及擦除雲彩之後 (右)
1.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包含擦除區域的圖層。
備註： 如果您選取「背景」，此背景會在您使用魔術橡皮擦時自動變成圖層。
2. 從工具箱的「繪製」區段中，選取工具箱中的「魔術橡皮擦」工具。(如果您未在工具箱中看見該工具，請選取「橡皮擦」工具或
「背景橡皮擦」工具，然後按一下「工具選項」列中的「魔術橡皮擦」工具圖示。)
3. 視需要在「工具選項」列中設定選項，然後按一下您要擦除的圖層區域。
您可以設定下列任何一個魔術橡皮擦工具選項：
容許度 定義將要擦除的顏色範圍。較低的容許度所擦除的像素會落在與您所點選之像素非常相似的顏色值範圍內。較高的容許度
會擦除較大範圍內的像素。
不透明度 定義擦除的強度。100% 的不透明度會擦除圖層上完全透明的像素及已鎖定圖層上背景顏色的像素。較低的不透明度會
擦除圖層上部分透明的像素，並以已鎖定圖層上的背景顏色部分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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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樣全部圖層 使用所有可見圖層中的組合資料對擦除的顏色進行取樣。如果您僅要擦除使用中圖層上的像素，請取消選取此選
項。
連續的 僅擦除與您按下之像素鄰近的像素。取消選取此選項可擦除影像中的所有相似像素。
消除鋸齒 將您擦除區域的邊緣平滑化，使邊緣看起來更自然。

回到頁首

使用背景橡皮擦工具

背景橡皮擦工具可將彩色像素變成透明像素，以使您能夠輕鬆地將物件從其背景中移除。如果小心使用，您可以維持前景物件的邊緣，同時排除背景
外緣像素。
工具指標是一個具有十字游標 (指出工具的聚光作用區域) 的圓圈。當您拖移指標時，圓圈內的像素及與聚光下像素相似顏色值的像素皆會遭到擦除。
如果圓圈與前景物件重疊，且其中不含與聚光像素相似的像素，則不會擦除前景物件。

擦除干擾的背景。您可以使用仿製印章工具或者增加其他圖層，來以其他背景取代該背景。
1.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包含擦除區域的圖層。
備註： 如果您選取「背景」，此背景會在您使用「背景橡皮擦」時自動變成圖層。
2. 從工具箱的「繪製」區段中，選取「背景橡皮擦」工具。(如果您未在工具箱中看見該工具，請選取「橡皮擦」工具或「魔術橡皮
擦」工具，然後按一下「工具選項」列中的「背景橡皮擦」工具圖示。)
3. 視需要在「工具選項」列中設定選項，然後在您要擦除的整個區域中拖移。請讓工具的聚光遠離您不想擦除的區域。
您可以指定下列任何一個背景橡皮擦工具選項：
大小 筆刷的像素寬度
容許度 定義像素的顏色必須與聚光有多相近才會受到工具的影響。較低的容許度會限制您只可以擦除與聚光顏色非常類似的區
域。較高的容許度可以擦除較大範圍的顏色。
筆刷設定 設定筆刷的預設集，例如大小、直徑、硬度與間距。拖移「大小」滑桿，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數字。
限制 選擇「連續的」可擦除包含聚光顏色且彼此互相連接的區域。「非連續的」可擦除圓圈內與聚光顏色相似的任何像素。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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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的快速模式
效果
紋理
邊框
套用效果、紋理或邊框

「快速」模式會將基本的相片修正工具放在同一個地方，以便快速修正曝光度、顏色、銳利度和影像的其他層
面。Photoshop Elements 12 除了可校正相片，還可以讓相片搖身一變成為專業的藝術品。「效果」、「紋理」
和「邊框」這 3 個新面板現已提供使用。

這些面板位於「調整」面板旁邊。每個面板都有 10 個縮圖。每個縮圖都是即時預視。按一下縮圖可套用效果、
紋理或邊框至影像。將滑鼠游標移至縮圖上，即會顯示這些效果、紋理和邊框的名稱。

回到頂端

效果

十一個可用效果，且每個都有五種變化。套用效果即可讓相片煥然一新。可用效果的可按式縮圖屬於即時預視，
在套用前即可瞭解效果在影像呈現的結果。效果的內容五花八門，從黑白效果、古老的外觀到正片負沖預設集都
有。
效果會以含圖層遮色片的新圖層套用。您可以在「專業」模式編輯圖層遮色片，移除/減少特定區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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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清單提供可用效果的簡短說明：

自動智慧型風格 分析可用的影像，並根據影像內容提供套用不同效果的選項。可用的變化：
自動1
自動2
自動3
自動4
自動5

色調 為影像加上色調 (例如金色、深褐色、綠色)。可用的變化：
銅色
金色
深褐色
綠色
藍色

四季 在影像上套用季節效果。可用的變化：
春天
夏天
秋天
冬天
下雪

鉛筆素描 套用使影像看起來像是鉛筆素描的效果。可用的變化：
柔化線條
鉛筆素描
炭筆
點畫
彩色鉛筆

玩具相機 套用使影像看起來有如是由玩具相機所拍攝的效果。可用的變化：
玩具相機
Lomo 藍色
Lomo 對比
Lomo 綠色
Holga

黑白 在影像上套用黑白效果。可用的變化：
簡單黑白
銀色
舊學派
白金
亮黑

版畫 在影像上套用版畫效果。可用的變化：
深褐色
黑色
銅色
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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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

正片負沖 套用使攝影底片像是在化學溶液 (預期用於不同類型底片) 中處理的效果。可用的變化：
深藍色
橘色水紋
藍色水紋
綠色水紋
紫色水紋

分割色調 套用以一種顏色著染黑白影像之亮部並以另一種顏色著染暗部的效果。可用的變化：
分割色調
藍色調
紅色調
綠色調
灰色調

懷舊 在影像上套用懷舊效果。可用的變化：
懷舊漏光
褪色懷舊
懷舊色彩
深褐色光暈
濃重懷舊

漏光 套用光已經漏入相機的不透光室而對於圖片負像產生影響的效果。可用的變化：
擴散色彩
燒焦邊緣
柔化漏光
白色漏光
黃色條紋

回到頂端

紋理

使用「紋理」面板，共有 10 種可以套用至相片的紋理供您選擇。紋理模擬各種可以用來列印相片的表面或背
景。例如，老舊畫布風格、龜裂的繪圖紋理、粗藍色網格、鉻黃風格。
紋理會以含圖層遮色片的新圖層套用。您可以在「專業」模式編輯圖層遮色片，移除/減少特定區域 (臉部/皮
膚) 的紋理。

回到頂端

邊框

使用「邊框」面板，共有 10 種可以套用至相片的邊框供您選擇。邊框會自動調整至最適大小。您也可以移動或
變形影像和邊框。使用移動工具，按兩下邊框即可完成此動作。您可以修改「色彩填色」圖層，在「專業」模式
將背景顏色從白色更改為任何其他選擇

回到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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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效果、紋理或邊框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Editor 中開啟相片，然後切換為「快速」模式。
2. 除了「調整」面板，還有「效果」、「紋理」和「邊框」這 3 個面板可以使用。按一下任
何面板的圖示。
3. 「面板」列會顯示開啟影像的即時預視縮圖。按一下縮圖以套用「效果」、「紋理」或「邊
框」。
4. (選擇性) 切換至「專業」模式，然後修改您在影像中使用的效果、紋理或邊框。「快速」模
式中套用的修改可在獨立圖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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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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顏色
使用滴管工具選擇顏色
從工具箱中選擇一個顏色
使用「色票」面板
使用 Adobe 揀色器

回到頂端

使用滴管工具選擇顏色
滴管工具可讓您輕鬆拷貝顏色，而無需選取色票。它可拷貝或取樣相片中某個區域的顏色，以設定新前景顏色或
背景顏色。您可以從使用中影像、其他開啟的影像或電腦桌面取樣。
如果您想要顏色永遠可用，可以將樣本顏色增加至「色票」面板。您也可以指定滴管工具取樣的區域大小。例
如，您可以將滴管設定為針對指標下平均顏色值為 5 x 5 或 3 x 3 像素的區域進行取樣。

使用滴管選取前景顏色。
A. 點狀樣本 B. 5 x 5 平均像素取樣

1. 在工具箱中選取「滴管」工具。
2. (選擇性) 若要更改滴管的取樣大小，請從「工具選項」列的「樣本大小」選單中選擇選項：
選取「點狀樣本」可取得您所按下之像素的精確值。
選取「3 x 3 平均像素」或「5 x 5 平均像素」可取得您所按下區域內指定之像素數目的
平均值。
3. 在「工具選項」列中，選取揀色器工具必須從中取樣的位置。從「全部圖層」或「目前圖
層」中選擇。
4.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以選擇顏色：
若要從影像中選取新前景顏色，請在影像中按一下想要的顏色。若要選取顯示在電腦螢
幕上以外的顏色，請按一下影像內部並拖移離開。
若要從影像中選取新背景顏色，請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按住 Option 鍵) 並按一
下您想要的顏色。
當您按一下並拖移「滴管」工具時，前景顏色方框便會更改。
5. 放開滑鼠鍵則可揀選新的顏色。
註解： 您可以在使用大多數繪圖工具時暫時切換至滴管工具，其可讓您快速更改顏色而無需選取其他工具。只
需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即可。當您選擇顏色之後，請放開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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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從工具箱中選擇一個顏色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將前景方框與背景方框設定為黑白，請按一下「預設顏色」圖示。
若要切換兩個方框中的顏色，請按一下「切換顏色」圖示。
若要更改前景顏色，請按一下工具箱中最上方的顏色方框，然後在「揀色器」中選擇顏
色。
若要更改背景顏色，請按一下工具箱中底部的顏色方框，然後在「揀色器」中選擇顏
色。

回到頂端

使用「色票」面板
「色票」面板 (「視窗 > 色票」) 是儲存您在影像中常用之顏色的好地方。您可在「色票」面板中按一下色票來
選取前景顏色或背景顏色。您可以增加或刪除顏色以建立自訂色票庫、儲存色票庫，以及重新載入色票以便在其
他影像中使用。您可以從「更多」選單中選擇選項，以更改縮圖在「色票」面板中的顯示方式。
雖然您可以將許多顏色增加至「色票」面板，但是您應管理其大小與組織方式以提升效能。建立色票庫可以協助
您將相關或特殊色票歸組及管理面板大小。
Photoshop Elements installation folder\Presets\Color Swatches (若是 Mac，則為 Photoshop Elements
installation folder\Support Files\Presets\Color Swatches) 檔案夾內含各個色票庫。當您建立自訂色票庫時，將
其儲存至 Color Swatches 檔案夾中可使這些色票庫自動顯示在面板庫的彈出式選單中。

使用「色票」面板選擇顏色
1. 如果尚未開啟「色票」面板，請選擇「視窗 > 色票」。
2. (選擇性) 在「色票」面板中，從「色票」選單中選擇色票庫名稱。
3.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選擇前景顏色，在面板中按一下顏色。
若要選擇背景顏色，請按住 Ctrl 鍵 (在 Mac OS 中為 Command 鍵) 並按一下面板中的
顏色。

增加顏色至「色票」面板
如果有您想要常用的顏色，可以在「色票」面板中將該顏色儲存為色票。已儲存的色票會增加至面板中的顏色
庫。若要永久儲存自訂色票，您必須儲存整個色票庫。
1. 將工具箱中的前景顏色設定為您要增加的顏色。
2. 在「色票」面板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面板底部的「新增色票」按鈕。會增加色票並自動命名為「色票 1」。
從「更多」選單中選擇「新增色票」。
將指標放在「色票」面板底部列的空白區域上方 (指標會變成油漆桶工具)，並按一下以
增加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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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滴管選取顏色並將其增加為新色票

3. 輸入新顏色的名稱，並按一下「 確定」。
4. 如果提示儲存色票庫，請在「儲存」對話框中輸入新名稱並按一下「儲存」。

儲存及使用自訂色票庫
在「色票」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若要儲存色票庫，請從「更多」選單中選擇「儲存色票」。若要使該色票組出現在面板
的色票庫彈出式選單，請將檔案儲存至 Photoshop Elements\Presets\Color Swatches
(若是 Mac，則為 Photoshop Elements\Support Files\Presets\Color Swatches) 檔案
夾。
註解： 若要查看選單中的新色票組合，您必須重新啟動 Photoshop Elements
。
若要選取及載入色票庫，請從面板的「更多」選單中選擇「載入色票」。
若要以其他色票庫取代目前色票庫，請從面板的「更多」選單中選擇「取代色票」並選
取色票庫。

將色票庫重設為其預設色票
1. 從「色票」面板的彈出式選單中選擇色票庫。
2. 從「色票」面板的「更多」選單中選擇「預設集管理員」。
3. 在「預設集管理員」對話框中，從「預設集類型」選單中選擇「色票」。
4. 從「更多」選單選擇「重設色票」，並且在收到提示時確認動作。

刪除「色票」面板中的顏色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將色票拖移至面板中的「垃圾桶」按鈕，然後按一下「確定」以確認刪除。
按下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以將指標更改為剪刀圖示，然後按一下「色
票」面板中的顏色。
2. 如果系統提示您儲存色票庫，請在「儲存」對話框中輸入名稱並按一下「儲存」。
註解： 若要永久移除您刪除的色票，必須重新儲存包含這些色票的色票庫。

回到頂端

使用 Adobe 揀色器
您可以使用 Adobe 揀色器來選取前景顏色或背景顏色，方法是從顏色光譜中選擇或使用數值定義顏色。此外，
您可以根據 HSB 或 RGB 顏色模式選取顏色，或者僅選取網頁安全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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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揀色器。
A. 調整的顏色 B. 原始的顏色 C. HSB 顏色值 D. RGB 顏色值 E. 僅顯示網頁顏色 F. 顏色圖場 G. 顏色滑桿 H. 十
六進位顏色值

1. 按一下工具箱中的前景顏色或背景顏色方框以顯示揀色器。
2. 按一下顏色圖場的內部。當您按一下顏色圖場時，圓形標記會指示圖場中顏色的位置，且數
值會更改以反映新顏色。
3. 沿滑桿拖移白色三角形以移動至其他顏色。
4. 或者，若要以視覺的方式指定數字，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 RGB 值下的文字方框中輸入顏色的十六進位值。(網頁設計人員通常會使用十六進位
的顏色值。)
如為 RGB 顏色，請選取選項按鈕並指定 0 到 255 之間的組件值 (0 表示沒有光
源，255 表示最亮光源)。
如為 HSB 顏色，請選取選項按鈕並指定飽和度與亮度的百分比；將色相指定為 0° 到
360° 之間的角度，這會對應到色輪上的位置。
5. 顏色滑桿右側的顏色矩形會在矩形上部顯示新顏色。原始顏色顯示在矩形的下部。
6. 按一下「確定」以使用新顏色開始繪圖。
註解： 您可以使用系統的內建揀色器或增效模組揀色器選取顏色。選擇「偏好設定 > 一般」並選擇揀色器。

Adobe 也建議
關於前景色和背景色
關於前景色和背景色
使用「預設集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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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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筆刷
關於筆刷選項
增加新筆刷至筆刷庫
刪除筆刷
從影像建立自訂筆刷形狀
設定具壓力感應的數位板支援
在 Wacom 數位板上使用 Elements Organizer

回到頂端

關於筆刷選項
您可以透過設定筆刷工具筆觸淡出的速率來模擬實際筆觸。您可以指定哪些選項可於使用筆觸期間動態更改，包
括散佈、大小與顏色。「工具選項」列中的筆刷縮圖可在您調整筆刷動態選項時反映筆刷變化。
您可以選取筆刷工具，然後按一下「工具選項」列中的「筆刷設定」(或者對於某些工具來說，是「進階」)，來
設定筆刷動態選項。

間距 控制筆觸中筆刷標記之間的距離。若要變更間距，請輸入數字，或使用滑桿輸入筆刷直徑的百分比
值。(「工具選項」列中的筆刷縮圖會動態更改以反映您的間距調整。)

增加間距會略過部分筆刷。

淡化 設定階數，直到顏料流量逐漸消失為止。較低的值可使繪圖筆觸非常快地消失，而零值則沒有淡化效果。
每一階都等於一個筆尖標記。可能的值範圍為 0 到 9999。例如，針對「淡化」輸入 10 就會產生以 10 為增量的
淡化。如需較小筆刷，您可能應將值設定為 25 或更大。如果筆觸的淡化速度太快，請增加數值。

顯示設定為 40、60 與 80 階的淡化

色相快速變換 設定筆觸顏色在前景與背景顏色之間切換的速率。相較於較低的值而言，較高值在兩種顏色間產
生的變換也更頻繁。(若要設定顏色快速變換選項所使用的顏色，請參閱關於前景色和背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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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顏色快速變換與有顏色快速變換的繪圖筆觸

硬度 控制筆刷的實心大小。請輸入數字，或使用滑桿輸入筆刷直徑的百分比值。

具有不同硬度值的筆觸

散佈 筆刷散佈方式可決定筆刷標記在筆觸中的分配方式。較低的值會產生顏料散佈較少但更密的筆觸，而較高
值則會增加散佈區域。

散佈值較低與較高的筆觸

角度 指定橢圓筆刷的長軸沿水平方向偏移的角度。請以度為單位輸入值，或拖移角度圖示的箭頭以標記想要的
角度。

有角度的筆刷會建立雕鑿的筆觸

圓度 指定筆刷長短軸之間的比例。請輸入百分比值，或者將角度圖示中的點拖移離開或接近箭頭。數值 100%
代表圓形筆刷、數值 0% 代表線性筆刷，而介於中間的值則代表橢圓筆刷。

調整圓度會影響筆尖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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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此設定為預設 此選項可從具有筆刷屬性的某些工具中找到，可讓您將目前選取的設定設為您的預設設定。
回到頂端

增加新筆刷至筆刷庫
1. 從工具箱的「繪製」區段中，選取「筆刷」工具。
2. 在「工具選項」列中，按一下「筆刷」彈出式選單旁邊的箭頭來顯示彈出式面板；從「筆
刷」下拉式清單中選擇類別，然後選取要修改的筆刷。
3. 按一下「筆刷設定」，並使用滑桿來修改原始筆刷。
4. 在「筆刷」彈出式選單中，按一下彈出式選單，然後選擇「儲存筆刷」。
5. 在「筆刷名稱」對話框中輸入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會在「工具選項」列中選取新筆刷，並將其增加至筆刷彈出式面板的底部。

回到頂端

刪除筆刷
1. 從工具箱的「繪製」區段中，選取「筆刷」工具。
2. 按一下筆刷樣本旁邊的箭頭以在「工具選項」列中顯示筆刷彈出式面板。
3.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下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以將指標更改為剪刀，然後按一下您要刪除的
筆刷。
在彈出式面板中選取筆刷，然後從面板選單中選擇「刪除筆刷」。
從面板選單中選擇「預設集管理員」，然後從「預設集類型」清單中選取「筆刷」，最
後從對話框的清單中選取筆刷，並按一下「刪除」。

回到頂端

從影像建立自訂筆刷形狀
您可以選取相片中的區域來建立自訂筆刷。筆刷可使用該選取範圍的灰階版本來將前景顏色套用至您的影像。例
如，您可以選取葉子，然後使用秋天的顏色繪圖。您也可以使用「筆刷」工具繪製新筆刷形狀。您可以從整個圖
層或從選取範圍建立自訂筆刷形狀。自訂筆刷形狀的大小上限為 2500 X 2500 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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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自訂的狗筆刷。當您使用此筆刷繪圖時，會在狗上繪圖。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使用影像的一部分作為自訂筆刷，請選取影像的一部分。
若要使用整個圖層作為自訂筆刷，請取消選取所有項目。
使用繪圖工具來繪製筆刷形狀並予以選取。您可以使用硬邊或柔邊筆觸，或者改變筆觸
的不透明度以實現柔邊效果。
2. 從選取範圍中選擇「編輯 > 筆刷」。
3. 為筆刷命名，並按一下「確定」。

回到頂端

設定具壓力感應的數位板支援
Photoshop Elements 與大多數感應壓力數位板相容，例如 Wacom® 數位板。安裝數位板的軟體控制面板後，
您可以根據選擇的數位板選項與使用筆尖時所施加的壓力大小改變筆刷工具屬性。
選取工具箱中的「筆刷」工具，然後在「工具選項」列中設定您要使用筆的壓力來控制的數
位板選項。

回到頂端

在 Wacom 數位板上使用 Elements Organizer
您現可在 Wacom 數位板上使用 Elements Organizer。
Wacom 數位板的滑鼠模式可完美搭配用於下列 Wacom 數位板：Wacom Intuos3、Intuos 4、Bamboo Fun 與
Bamboo Touch。

在滑鼠與畫筆模式之間切換
1. 選取「開始 > Wacom 數位板屬性」。
2. 選取您要加以切換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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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com 數位板偏好設定

Adobe 也建議閱讀以下文章
關於混合模式
使用「預設集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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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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滿與筆觸
使用「油漆桶工具」
使用顏色或圖樣填滿圖層
圖層上的筆觸 (外框) 物件

回到頁首

使用「油漆桶工具」
「油漆桶」工具會用與您點選之像素顏色值類似的顏色將區域填滿。您能夠以前景顏色或圖樣填滿區域。
1. 選擇前景顏色。
2. 選取工具箱中的油漆桶工具。
3. 視需要在「工具選項」列中設定選項，然後按一下您要填滿的影像部分。
如果您不想填滿圖層中的透明區域，可以在「圖層」面板中鎖定圖層的透明。
您可以指定下列任何一個油漆桶工具選項：
繪圖 / 圖樣 設定要作為填色的前景顏色 (繪圖) 或圖樣設計 (圖樣)。
不透明度 設定您套用之繪圖的不透明度。低不透明度設定可允許繪圖筆觸下方的像素顯示出來。請拖移滑桿或輸入不透明度
值。
容許度 定義填色像素的顏色所必須達到的相似度。較低的容許度會使用非常近似於您點選之像素的顏色值來填滿像素。較高的容
許度會填滿具有較廣顏色範圍的像素。
模式 指定您所套用的繪圖如何與影像中的現有像素混合。
全部圖層 在「容許度」與「連續的」選項所設定之層級內的任何可見圖層上填滿相似像素。
連續的 填滿彼此緊鄰的相似顏色像素。取消選取此選項可在影像中填滿所有相似的像素，包括未相連的像素。「容許度」選項可
定義顏色所必須達到的相似度。
消除鋸齒 將填色選取範圍的邊緣平滑化。

回到頁首

使用顏色或圖樣填滿圖層

您可以使用「填色圖層」來將填色或圖樣套用至影像，而非使用某個筆刷工具。填色圖層可為下列動作提供增進的彈性：更改填滿與圖樣屬性，以及
編輯填色圖層的遮色片以將漸層限制在一部分影像之內。
1. 指定前景顏色或背景顏色。
2. 選取要填滿的區域。若要填滿整個圖層，請在「圖層」面板中選取圖層。
3. 選擇「編輯 > 填色圖層」，或「編輯 > 填色選取範圍」。
4. 在「填滿」對話框中設定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內容 從「使用」選單中選擇顏色。若要選取其他顏色，請選擇「顏色」，然後從「揀色器」中選取顏色。選擇要以圖樣填滿的
「圖樣」。
自訂圖樣 如果您從「使用」選單中選擇「圖樣」，可指定要使用的圖樣。您可以使用圖樣庫中的圖樣，或者建立自己的圖樣。
模式 指定您所套用的顏色圖樣如何與影像中的現有像素混合。
不透明度 設定要套用之顏色圖樣的不透明度。
保留透明 僅填滿不透明像素。

回到頁首

圖層上的筆觸 (外框) 物件
您可以使用「筆觸」指令來自動追蹤圍繞選取範圍或圖層內容的彩色外框。
備註： 若要將外框增加至背景，您必須先將其轉換為規則的圖層。背景不含透明像素，因此會畫出整個圖層的外框。
1. 選取影像中的區域或「圖層」面板中的圖層。
2. 選擇「編輯 > 筆觸 (外框) 選取範圍」。
3. 在「筆觸」對話框中，設定下列任何一個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來增加外框：
寬度 指定硬邊外框的寬度。這些數值的範圍介於 1 到 250 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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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 設定外框的顏色。按一下色票以在「揀色器」中選取顏色。
位置 指定要將外框置入選取範圍或圖層邊界的內部、外部或中央。
模式 指定您所套用的繪圖如何與影像中的現有像素混合。
不透明度 設定您套用之繪圖的不透明度。輸入不透明度值，或按一下箭頭並拖移滑桿。
保留透明 僅將圖層上包含不透明像素的區域加上筆觸。如果您的影像沒有透明度，此選項將無用使用。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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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形狀
關於形狀
繪製矩形、方形或圓角矩形
繪製圓形或橢圓
繪製多邊的形狀
繪製直線或箭頭
繪製自訂形狀
在相同圖層中建立多個形狀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形狀是與解析度無關的向量圖形 (由其幾何特性定義，而非由像素定義的直線與曲
線)，您可以對其進行移動、重新調整大小或更改，且不會遺失細部、清晰度或品質。文字與形狀都在單獨圖層
中建立。

回到頂端

關於形狀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形狀是向量圖形，這表示形狀由其幾何特性 (而非像素) 定義的直線與曲線組成。向
量圖形與解析度無關 - 也就是說，您可以將向量圖形縮放至任何大小，並且能夠以任何解析度列印，而不會遺失
細部或清晰度。您可以對向量圖形進行移動、重新調整大小或更改，而不會遺失圖形的品質。由於電腦螢幕會在
像素格線上顯示影像，因此會將向量資料作為像素顯示在螢幕上。
會在形狀圖層中建立形狀。視您選取的形狀區域選項而定，形狀圖層可能包含單一形狀或多個形狀。您可以選擇
在一個圖層中有多個形狀。
您可以編輯形狀的填色圖層並將圖層樣式套用至該形狀，來更改形狀的顏色。形狀工具提供了簡單的方法，讓您
建立按鈕、導覽列和其他用於網頁的項目。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用形狀工具建立的向量物件

回到頂端

繪製矩形、方形或圓角矩形
1. 選取「矩形」工具或「圓角矩形」工具。您也可以從「工具選項」列中選取「矩形」和「圓
角矩形」工具。
註解： 按下 Alt/Option，然後按一下形狀工具可循環切換所有可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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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性) 在「工具選項」列中，您可以設定下列選項：

未強制 可讓您透過拖移來設定矩形的寬度與高度。
方形 將矩形限制為方形。
固定大小 以您在「寬度」與「高度」文字方框中指定的精確大小繪製矩形。
等比例 依照指定的「寬度」與「高度」值比例繪製矩形。
半徑 指定圓角的半徑。值越小，產生的角越尖銳。
從中央 從您開始繪製的位置中央繪製矩形 (通常從左上角繪製矩形)。
靠齊 將矩形的邊緣靠齊像素邊界。
簡化 將繪製的形狀轉換為點陣化圖形。轉換為點陣化格式之後，縮小或擴展形狀可能會導
致產生鋸齒狀邊緣與像素化外觀。
3. 在影像內拖移以繪製形狀。

回到頂端

繪製圓形或橢圓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取「橢圓」工具。
註解： 按下 Alt/Option，然後按一下形狀工具可循環切換所有可用的工具。
2. (選擇性) 在「工具選項」列中，您可以設定下列選項：

未強制 可讓您透過拖移來設定橢圓的寬度與高度。
圓形 繪製完美的圓，而非橢圓。
固定大小 以您在「寬度」與「高度」文字方框中指定的精確大小繪製橢圓。
等比例 根據您在「寬度」與「高度」文字方框中輸入的數字繪製等比例橢圓。
從中央 從您開始繪製的位置中央繪製橢圓 (通常從左上角繪製橢圓)。
簡化 將繪製的形狀轉換為點陣化圖形。轉換為點陣化格式之後，縮小或擴展形狀可能會導
致產生鋸齒狀邊緣與像素化外觀。
3. 在影像中拖移以繪製橢圓。

回到頂端

繪製多邊的形狀
1. 選取「多邊形」工具或「星形」工具。
註解： 按下 Alt/Option，然後按一下形狀工具可循環切換所有可用的工具。
2. (選擇性) 在「工具選項」列中，您可以設定下列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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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轉折角 演算含平滑轉折角的多邊形。
內縮側邊 指定星形內縮的深度。此選項僅適用於「星形」工具。
平滑內縮 繪製含平滑內縮的星形多邊形。此選項僅適用於「星形」工具。
簡化 將繪製的形狀轉換為點陣化圖形。轉換為點陣化格式之後，縮小或擴展形狀可能會導
致產生鋸齒狀邊緣與像素化外觀。
3. 在「邊」方框中，指定多邊形的邊數。
4. 在影像內拖移以繪製多邊形。

回到頂端

繪製直線或箭頭
1. 選取「直線」工具。
2. (選擇性) 在「工具選項」列中，您可以設定下列選項：

箭頭 繪製含箭頭的直線。若要指定箭頭末端指向的方向，請選擇「在開端」、「在末端」
或「在兩端」。

選擇箭頭的選項

箭頭的寬度與長度 將箭頭的比例指定為直線寬度的百分比 (寬度為 10% 到 1000%，長度
為 10% 到 5000%)。
凹度 定義箭頭最寬處 (就是箭頭與線段會合的地方) 的彎曲量。輸入箭頭的凹度值 (從-50%
到 +50%)。
簡化 將繪製的形狀轉換為點陣化圖形。轉換為點陣化格式之後，縮小或擴展形狀可能會導
致產生鋸齒狀邊緣與像素化外觀。
3. 在「寬度」方框中，指定直線的寬度像素數。
4. 在影像內拖移以繪製直線。

回到頂端

繪製自訂形狀
「自訂形狀」工具為您的繪製提供了許多不同的形狀選項。當您選取自訂形狀工具時，您可以在選項列中存取這
些形狀。
1. 選取「自訂形狀」工具。
2. 在選項列中，從「自訂形狀」揀選器彈出式選單中選取形狀。按一下面板右上方的箭頭以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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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您可從中選擇的形狀，以及顯示形狀的方式。
3. (選擇性) 在「工具選項」列中，您可以設定下列選項：

未強制 可以讓您以拖移方式，設定矩形、圓角矩形、橢圓或自訂形狀的寬度和高度。
定義等比例 根據建立自訂形狀時的比例進行繪製。
定義大小 根據建立自訂形狀時的大小進行繪製。
固定大小 根據在「寬度」和「高度」文字方框中輸入的值，將自訂形狀繪製為固定形狀。
從中央 從中央繪製自訂形狀。
簡化 將繪製的形狀轉換為點陣化圖形。轉換為點陣化格式之後，縮小或擴展形狀可能會導
致產生鋸齒狀邊緣與像素化外觀。
4. 在影像內拖移以繪製形狀。

「自訂形狀」工具有您可以圍繞相片拖移的現成邊框。

回到頂端

在相同圖層中建立多個形狀
1.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形狀圖層 (「專業」模式)，或建立新形狀圖層。
2. 如果您要建立其他類型的形狀，請選取其他形狀工具。
3. 選取形狀區域選項來決定重疊形狀的方式，然後在影像內拖移來繪製新形狀：

增加 將其他形狀增加至現有形狀。組合形狀將會覆蓋您使用「增加」選項繪製之形狀的整
個區域。
減去 移除形狀重疊的區域。會保留形狀區域的剩餘部分。
相交 僅顯示形狀相交的區域。將移除其他區域。
排除 移除新的與現有形狀中重疊的區域。

Adobe 也建議閱讀以下文章
選取或移動形狀
變形形狀
將圖層樣式套用至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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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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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層
關於漸層
套用漸層
套用漸層填色至文字
定義漸層
指定漸層透明度
建立雜訊漸層

回到頁首

關於漸層

您可透過在影像內拖移或使用「漸層」工具選取來以漸層填滿區域。起點 (您第一次按下滑鼠按鈕的位置) 與終點 (您鬆開滑鼠按鈕的位置) 之間的距離
會影響漸層外觀，就像漸層類型一樣。

您可以使用「漸層」工具與「漸層編輯器」，在相片中建立自訂混色。
您可以在「工具選項」列中選擇下列任何一種漸層類型。
線性漸層 沿著直線從起點到終點建立陰影。
放射性漸層 以圓形圖樣從起點到終點建立陰影。
角度漸層 繞著起點以逆時針方向掃過的方式建立陰影。
反射性漸層 使用對稱線性漸層在起點的任何一側建立陰影。
菱形漸層 以菱形圖樣從起點向外建立陰影。終點會決定菱形的一角。
您也可以使用填色圖層來將漸層套用至影像。填色圖層可為下列動作提供增進的彈性：更改漸層屬性，以及編輯填色圖層的遮色片以將漸層限制在
一部分影像之內。
漸層會儲存在漸層庫中。您可以按一下選單並選取清單底部的漸層庫，來選擇要顯示在「漸層揀選器」選單中的其他漸層庫。您也可以在此選單中儲
存及載入您自己的漸層庫。您也可以使用「預設集管理員」管理漸層。

回到頁首

套用漸層
1. 若要填滿影像的一部分，請使用其中一個選取工具來選取區域。否則，漸層填色會套用到整個使用中圖層。
2. 選取漸層工具。
3. 在「工具選項」列中，按一下想要的漸層類型。
4. 從「工具選項」列的「漸層揀選器」面板中選擇漸層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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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擇性) 在「工具選項」列中設定漸層選項。
模式 指定影像中的漸層與現有像素混合的方式。
不透明度 設定漸層的不透明度。低不透明度設定可允許漸層下方的像素顯示出來。請拖移滑桿或輸入不透明度值。
反轉 切換漸層填色內顏色的順序。
透明 如果漸層有透明區域，則使用漸層的透明 (而非影像中的任何透明區域)。
混色 以不太明顯的顏色帶建立更平滑的混合。
6. 在影像中，將指標放在要設定漸層的起點位置上，然後拖移指標以定義終點。若要強制漸層角度為 45 度的倍數，請在拖移時按住
Shift 鍵。

回到頁首

套用漸層填色至文字
1. 選取要填滿的文字。
2. 選擇「圖層 > 簡化圖層」將向量文字轉換為點陣圖影像。您無法在簡化圖層後編輯文字。
3. 按住 Control 鍵 (在 Mac OS 中為按住 Command 鍵) 並按一下「圖層」面板中文字圖層的縮圖以選取文字。
4. 選取漸層工具 。
5. 在「工具選項」列中，按一下想要的漸層類型。
6. 從「漸層揀選器」面板中選擇漸層填色。
7. 將指標放在您要設定漸層起點的文字上，然後拖移指標以定義終點。

回到頁首

定義漸層
您可以在「漸層編輯器」對話框中定義您自己的漸層。漸層可以包括兩種或多種顏色，或者淡化為透明的一或多種顏色。

「漸層編輯器」對話框。
A. 色標 B. 顏色中點 C. 不透明度色標
若要定義漸層，您可以增加色標以將顏色增加至漸層、拖移色標與中點圖示以定義兩種顏色之間的範圍，以及調整不透明度色標以指定您希望漸層中
所用的透明度。
1. 從工具箱的「繪製」區段中，選取「漸層」工具。
2. 若要顯示「漸層編輯器」對話框，請按一下漸層樣本下方的「編輯」按鈕。
3. 在「漸層編輯器」對話框的「預設集」區段中，選取您要作為新漸層基礎的漸層。
4. 若要選擇漸層的顏色，請按兩下色標，或按一下色票以顯示「揀色器」。選擇顏色，並按一下「確定」。
5. 若要調整顏色的色標位置，請向左或向右拖移色標。
6. 若要在漸層中增加顏色，請按一下漸層列下方以定義另一個色標。
7. 若要調整顏色之間切換效果中點的位置，請將漸層列下方的菱形拖移至左側或右側。
8. 若要刪除正在編輯的色標，請按一下「刪除」。
9. 若要設定顏色切換效果的平滑度，請在「平滑度」文字方框中輸入百分比，或者拖移滑桿。
10. 如果需要的話，請拖移「不透明度色標」以設定漸層的透明度值。
11. 若要在漸層預設集中儲存漸層，請輸入新漸層的名稱，然後按一下「增加至預設集」。
12. 按一下「確定」。即會選取新建立的漸層並準備好可供使用。

回到頁首

指定漸層透明度

每一個漸層填色所包含的設定 (不透明度色標) 都可以控制漸層內不同位置的填色不透明度。棋盤圖樣會指出漸層預視中的透明度程度。漸層需要至少
兩個不透明度色標。
1. 建立一個漸層。
2. 若要在「漸層編輯器」中調整起點的不透明度，請按一下漸層列上方的左側不透明度色標。色標下方的三角形會變成黑色，表示
您正在編輯開始的透明度。
3.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以設定不透明度：
輸入介於 0 (完全透明) 與 100% (完全不透明) 之間的數值。
拖移「不透明度」滑桿上的箭頭。
240

4. 若要調整終點的不透明度，請按一下漸層列上方的右側透明色標，然後如步驟 3 中所述地設定不透明度。
5. 若要調整起點或終點不透明度的位置，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將對應的不透明度色標向左或向右拖移。
按一下對應的不透明度色標，並在「位置」中輸入數值。
6. 若要調整中點不透明度 (介於不透明度起點與終點中間的點) 的位置，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將漸層列上方的菱形向左或向右拖移。
選取菱形，並輸入「位置」的數值。
7. 若要刪除您正在編輯的不透明度色標，請按一下「刪除」，或者拖移色標離開漸層列。
8. 若要增加中間不透明度，請按一下漸層列上方，定義新的不透明度色標，然後您可以依照編輯開始或結尾不透明度的方式，調整
和移動此不透明度。
若要移除中間不透明度，請向上拖移其透明色標並離開漸層列，或者選取色標並按一下「刪除」按鈕。
9. 若要將漸層儲存至漸層預設集，請在「名稱」文字方框中輸入新名稱，然後按一下「新增」。這樣就會以您指定的透明設定，建
立新的漸層預設集。
10. 按一下「確定」以結束對話框，然後選取新建立的漸層。確定已在「工具選項」列中選取「透明」。

回到頁首

建立雜訊漸層
雜訊漸層是指包含隨機分配之顏色的漸層 (這些顏色是在您所指定的顏色範圍內)。

含不同雜訊值的雜訊漸層。
A. 10% 雜訊 B. 50% 雜訊 C. 90% 雜訊
1. 選取漸層工具。
2. 若要顯示「漸層編輯器」對話框，請按一下「工具選項」列中的「編輯」按鈕。
3. 從「漸層類型」選單中選擇「雜訊」。
4. 設定漸層的選項。
粗糙度 設定圖樣中各顏色之間切換效果的柔軟度。
顏色模式 指定要使用的顏色模式，以設定要包括在漸層中的顏色範圍。若要定義顏色範圍，請針對每個顏色組件拖移滑桿。
限制顏色 避免色彩過於飽和
加入透明度 對隨機顏色加入透明度
5. 若要隨機混合顏色，請按一下「隨機化」按鈕，直到您找到想要的漸層為止。
6. 輸入新漸層的名稱。
7. 若要增加漸層預設集，請按一下「新增」。
8. 按一下「確定」以結束對話框，然後選取新建立的漸層。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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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形狀
選取或移動形狀
變形形狀
更改圖層中所有形狀的顏色
將圖層樣式套用至形狀

回到頁首

選取或移動形狀
使用「形狀選取範圍」工具
(而會改用「移動」工具)。

透過按一下來選取形狀。如果您透過簡化形狀圖層來將形狀轉換為點陣圖元素，「形狀選取範圍」工具將不再選取形狀

如果圖層包含多個形狀，您可以使用「移動」工具將所有形狀一起重新定位。但是，如果您要重新定位圖層中的特定形狀，您必須使用「形狀選取範
圍」工具。
1. 使用「形狀選取」工具

選取形狀：

2. 若要選取形狀，請按一下該形狀。
3. 若要移動形狀，請將形狀拖移至新位置。

回到頁首

變形形狀
1. 選取「形狀選取工具」 ，然後選取「顯示邊界方框」選項。
2.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您要變形的形狀，然後拖移錨點來變形形狀。
選取您要變形的形狀，選擇「影像 > 變形形狀」，然後選擇變形指令。

回到頁首

更改圖層中所有形狀的顏色
1. 在「專業」模式中，在「圖層」面板中按兩下形狀圖層的縮圖。
2. 選取新顏色並按一下「確定」。
備註： 如果當您揀選新顏色時形狀的顏色未更改，請檢查圖層是否有圖層樣式 (在「圖層」面板中由樣式圖示表示)。某些圖層樣
式會置換形狀的基本顏色。

回到頁首

將圖層樣式套用至形狀

您可以使用圖層樣式，快速輕鬆地將效果 (例如陰影與斜角) 套用至形狀。請記住，圖層樣式會套用至圖層中的所有形狀。例如，如果將陰影樣式套用
至包含多個形狀的圖層，所有形狀都將會顯示陰影。

將圖層樣式套用至自訂形狀之前 (左) 與之後 (右)。
1. 選取內含形狀的圖層，或在「圖層」面板中，按一下「新增」按鈕

並繪製形狀。

2. 開啟「效果」面板 ，按一下「樣式」標籤。
3. 按兩下要套用到形狀的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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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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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樣
關於圖樣
使用圖樣印章工具
增加自訂圖樣至圖樣揀選器

回到頂端

關於圖樣
您可以使用圖樣印章工具繪製圖樣，或者使用您從圖樣庫中選擇的圖樣填滿選取範圍或圖層。Photoshop
Elements 含有數個您可以進行選擇的圖樣。
若要自訂影像，或者製作獨一無二的剪貼簿頁面，您可以建立您自己的圖樣。您可以儲存在圖樣庫中建立的圖
樣，然後使用「預設集管理員」或「圖樣」彈出式面板 (其顯示在「圖樣印章」工具與「油漆桶」工具的「工具
選項」列中) 載入圖樣庫。儲存圖樣可讓您在多個影像中輕鬆使用圖樣。

建立自訂圖樣
A. 用來定義圖樣的矩形選取範圍 B. 圖樣揀選器中的自訂圖樣 C. 以自訂圖樣填滿的新影像

回到頂端

使用圖樣印章工具
「圖樣印章」工具會使用從您的影像、其他影像或預設圖樣中定義的圖樣來繪圖。
1. 從工具箱的「增強」區段中，選取「圖樣印章」工具。(如果您未在工具箱中看見該工具，
請選取「仿製印章」工具，然後按一下「工具選項」列中的「圖樣印章」工具圖示。)
2. 從「工具選項」列的「圖樣」彈出式面板中選擇圖樣。若要載入其他圖樣庫，請從面板選單
中選取圖樣庫名稱，或者選擇「載入圖樣」，然後導覽至儲存圖樣庫的檔案夾。您也可以定
義您自己的圖樣。
3. 視需要在「工具選項」列中設定「圖樣印章」工具選項，然後在影像內拖移以進行繪圖。
您可以指定下列任何一個「圖樣印章」工具選項：

筆刷 設定筆尖。按一下筆刷樣本旁邊的箭頭，從「筆刷」下拉式選單中選擇筆刷類別，然
後選取筆刷縮圖。

244

印象派 使用塗抹繪畫來繪製圖樣，以建立印象派效果。
大小 以像素為單位設定筆刷的大小。拖移「大小」彈出式滑桿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大小。
不透明度 設定您套用之圖樣的不透明度。低不透明度設定可允許圖樣筆觸下方的像素顯示
出來。請拖移滑桿或輸入不透明度值。
模式 指定您所套用的繪圖如何與影像中的現有像素混合。(請參閱關於混合模式。)
對齊 會重複圖樣作為連續的一致設計。會以一個繪圖筆觸接著另一個繪圖筆觸的方式對齊
圖樣。如果取消選取了「對齊」，會於您每次停止然後再繼續繪圖時，圖樣會在指標上置
中。

回到頂端

增加自訂圖樣至圖樣揀選器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從影像的一部分建立圖樣，請以設定為 0 像素的「羽化」進行矩形選取。
若要從整個影像建立圖樣，請取消選取所有項目。
2. 選擇「編輯 > 從選取範圍定義圖樣」。
3. 在「圖樣名稱」對話框中，輸入圖樣的名稱。
4. 若要取消選取原始選取範圍，請選擇「選取 > 取消選取」。

Adobe 也建議閱讀以下文章
使用顏色或圖樣填滿圖層
使用「預設集管理員」
使用顏色或圖樣填滿圖層
關於選取範圍
使用「預設集管理員」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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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集與程式庫
關於預設集
使用預設集工具選項
更改彈出式面板選單中的項目顯示
使用「預設集管理員」
重新命名預設集

回到頁首

關於預設集

在專業模式下，彈出式面板會顯示在「工具選項」列中，可讓您存取筆刷、色票、漸層、圖樣、圖層樣式與自訂形狀的預先定義程式庫。每個程式庫
中的項目都稱為預設集。關閉後，彈出式面板會顯示目前所選預設集的縮圖影像。
您可以更改彈出式面板的顯示方式，依名稱或縮圖圖示的方式檢視預設集，或同時檢視預設集的名稱和圖示。
您可以使用預設集管理員來載入不同的預設集程式庫。預設集儲存在獨立的程式庫檔案中，您可在 Photoshop Elements 應用程式檔案夾的「預設集」
檔案夾中找到這些檔案。

回到頁首

使用預設集工具選項
1. 選取使用的工具。
2. 在「工具選項」列中開啟彈出式面板。(只有某些工具擁有彈出式面板。)
3.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檢視及選取目前載入的預設程式庫，請按一下面板選單圖示。
若要選取預設集，請按一下程式庫中的項目。
若要儲存筆刷，請開啟彈出式面板選單，選擇「儲存筆刷」指令，然後在提供的對話框中輸入名稱並按一下「確定」。
若要儲存漸層或圖樣，請開啟面板選單，選擇「新增漸層」或「新增圖樣」指令，然後在提供的對話框中輸入名稱並按一下
「確定」。
若要在面板中重新命名筆刷、漸層或圖樣，請開啟彈出式面板選單，選擇「重新命名」指令，然後輸入新名稱並按一下「確
定」。
若要從面板中刪除筆刷、漸層或圖樣，請選取項目，然後開啟彈出式面板選單並選擇「刪除」指令。您也可以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並按一下筆刷或漸層。
若要儲存筆刷、漸層或圖樣的程式庫，請開啟彈出式面板選單。從選單中選擇「儲存筆刷」、「儲存漸層」或「儲存圖樣」指
令，然後輸入程式庫檔案的名稱，最後按一下「儲存」。
若要載入筆刷、漸層或圖樣的程式庫，請開啟彈出式面板選單，然後選擇「載入」指令，最後選取您要增加的程式庫檔案並按
一下「載入」。
備註： 使用「載入」指令可將筆刷庫增加至您可以使用的筆刷。如果您選擇預設筆刷庫，預設筆刷庫會取代您目前的一組筆
刷。
若要將程式庫中的資產增加到現有程式庫，請按一下「加入」。選取要增加的程式庫檔案，然後按一下「加入」。
若要在面板中取代目前的一組漸層，請開啟彈出式面板選單，然後從選單底部選擇程式庫檔案，最後按一下「確定」。您也可
以選擇「取代」指令，然後瀏覽以選取程式庫檔案，最後按一下「載入」。
若要在面板中取代目前的一組筆刷或圖樣，請從「筆刷」選單中選擇筆刷庫。
備註： 若要取代目前的一組筆刷、漸層或圖樣，您也可以從彈出式面板選單中選擇「預設集管理員」，然後使用預設集管理
員來載入筆刷、漸層或圖樣的各種程式庫。
若要載入預設的一組筆刷、漸層或圖樣，請開啟彈出式面板選單並選擇「重設」指令。

回到頁首

更改彈出式面板選單中的項目顯示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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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更改某個面板的顯示，請按一下彈出式面板右上角的選單圖示來開啟彈出式面板選單。
若要更改所有面板的顯示，請選擇「編輯 > 預設集管理員」來開啟預設集管理員，然後按一下「更多」按鈕。
2. 選取檢視選項：
僅文字 顯示每個項目的名稱。
小型縮圖或大型縮圖 顯示每個項目的縮圖。
小型清單或大型清單 顯示每個項目的名稱和縮圖。
筆觸縮圖 顯示樣本筆觸與筆刷縮圖。(只有筆刷可以使用這個選項。)
備註： 並非以上所有選項都適用於所有彈出式面板。

回到頁首

使用「預設集管理員」

在專業模式下，預設集管理員 (「編輯 > 預設集管理員」) 可讓您管理包括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預設筆刷、色票、漸層、樣式、效果與圖樣的
程式庫。例如，您可以建立一組慣用筆刷，或者您可以復原預設的預設集。
每種類型的程式庫都是含有自己的副檔名與預設檔案夾的檔案。預設集檔案安裝在電腦中 Photoshop Elements 程式檔案夾的「預設集」檔案夾內。
備註： 您可以選取預設集並按一下「刪除」來在預設集管理員中刪除預設集。您隨時都可以使用「重設」指令復原程式庫中的預設項目。

在預設集管理員中將預設集拖移至新位置

載入程式庫
1. 在預設集管理員中，從「預設集類型」選單中選擇「筆刷」、「色票」、「漸層」、「樣式」、「圖樣」或「效果」。
2.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增加」，然後從清單中選取程式庫，最後按一下「載入」。如果您要載入位於其他檔案夾中的程式庫，請導覽至該檔
案夾，然後選取程式庫。依照預設，預設集檔案安裝在電腦中 Photoshop Elements 程式檔案夾的「預設集」檔案夾內。
按一下「更多」按鈕，然後從選單底部選擇程式庫。
3. 當您完成後，按一下「完成」按鈕。

復原預設程式庫或取代目前顯示的程式庫
在預設集管理員中，按一下「更多」按鈕並從選單中選擇指令：
重設 復原該類型的預設程式庫。

儲存程式庫的子集
1. 在預設集管理員中，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來選取多個連續的預設集，或按住 Ctrl 鍵 (在 Mac OS 中為按住 Command 鍵) 並按一
下來選取多個非連續的預設集。只有選取的預設集會儲存在新程式庫中。
2. 按一下「儲存組合」，然後輸入程式庫的名稱。如果您要在預設以外的檔案夾中儲存程式庫，請先導覽至新檔案夾再進行儲存。

回到頁首

重新命名預設集
1. 在預設集管理員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取清單中的預設集，然後按一下「重新命名」。
按兩下清單中的預設集。
2. 輸入預設集的新名稱。如果您選取了多個預設集，請在看到提示時輸入多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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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與濾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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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使用「圖形」面板
將風格化的形狀或圖形增加至影像
將藝術風背景增加至影像
將邊框或主題增加至影像
關於相片效果
套用效果
將樣式化文字增加至影像
將圖形或效果增加至我的最愛

回到頁首

「效果」面板提供您可從中套用效果的單一位置。依照預設，「效果」面板位於面板箱的頂端。
濾鏡 將濾鏡套用至您的影像。
樣式 將樣式套用至您的影像。
相片效果 將相片效果套用至您的影像。
每個區段都會顯示您可以增加或套用至影像之圖稿或效果的縮圖範例。大多數區段都會提供類別選項及對應次類別的選單。

回到頁首

使用「圖形」面板
「圖形」面板提供您可從中將圖稿、主題裝飾與文字樣式套用至影像的單一位置。若要顯示「圖形」面板，請選擇「視窗 > 圖形」。

在「圖形」面板中，下列區段提供了可增強影像的各種項目。例如，您可以選取各種濾鏡、樣式與效果。在各個標籤下有下拉式清單，協助您選擇要
重現的正確濾鏡、樣式或效果。
每個區段都會顯示您可以增加或套用至影像之圖稿或效果的縮圖範例。大多數區段都會提供類別選項及對應次類別的選單。

回到頁首

將風格化的形狀或圖形增加至影像
將形狀或圖形增加至影像時，形狀或圖形是新圖層，不會影響原始影像。
1. 在「圖形」面板中，
從類別選單中選擇 (例如「按事件」或「按活動」)，然後選擇次類別 (例如「寶貝」或「烹調」)。
2. 在工具箱中為形狀選擇顏色。
3.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兩下縮圖。
將縮圖拖移至影像。
4. 使用「移動工具」

重新定位形狀或圖形，或重新調整形狀或圖形的大小。

回到頁首

將藝術風背景增加至影像

當您將藝術風背景增加至影像時，會取代現有背景圖層。例如，您可以使用選取工具來建立圖層以將家人從廚房背景中分隔出來，然後將廚房取代為
自然背景。
1. 如果您的影像只有背景圖層，請選取該圖層，然後選擇「圖層 > 複製圖層」。為圖層命名，並按一下「確定」。
2.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背景」圖層。
3. 在「圖形」面板中，從下拉式清單選取背景。
4.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兩下縮圖。
將縮圖拖移至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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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頁首

將邊框或主題增加至影像
當您將邊框或主題增加至相片專案時，邊框會出現，且影像中有空白 (灰色) 區域。按一下影像，並將影像從相片櫃拖移至空白區域。
1. 在「圖形」面板中，從下拉式選單選擇「邊框」。
2.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取縮圖並按一下「套用」。
按兩下縮圖。
將縮圖拖移至空白背景。
3. 將想要的影像從相片櫃拖移至邊框。
4. 使用滑桿來重新調整邊框或主題邊框中影像的大小，然後按一下「確認」圖示
5. 使用「移動」工具來置中影像，然後按一下「確認」圖示

來套用更改，或按一下「取消」圖示

來套用更改，或按一下「取消」圖示

。

。

回到頁首

關於相片效果
相片效果可讓您為影像快速建立不同的外觀。在「效果」面板中，按一下「相片效果」
「其他」。效果、單色調顏色、老相片或古老的相片。

並選擇其中一個次類別，例如「褪色相片」、「邊框」、

邊框 將各種效果套用至所選圖層的邊緣或部分圖層。邊框也會建立放下區域，您可以在此區域中輕鬆地增加或更改內容。
影像效果 將效果套用至所選圖層的拷貝。將暴風雪效果增加至影像，會使影像看起來像是正在下雪。霓虹光效果會將影像轉變成引人注目的霓虹圖
片。您可以使用影像效果 (例如油性粉蠟筆或柔焦) 來柔化顏色或模糊影像。您也可以組合影像效果，但系統可能會提示您先平面化圖層。
紋理 將紋理圖層套用至影像。您可以將紋理增加至新的空白影像作為背景，或將紋理增加至現有影像。您可以排列圖層，並使用不透明度與其他圖層
工具來建立有趣且吸引人的影像。
許多相片效果會將修改過的數值套用至濾鏡。
回到頁首

套用效果
如果您想對效果多方實驗，請修改複製圖層並保留原始影像。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將效果套用至整個圖層，請取消選取影像中的任何所選區域，然後在「圖層」面板中選取圖層。
若要將效果套用至部分圖層，請使用任何選取工具來選取區域。
若要將效果套用至文字，請選取或建立文字，然後使用「圖形」面板中的任何文字效果。
2. 在「效果」面板中，選擇一種相片效果類別，並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兩下效果。
將效果拖移至影像。
選取效果，並按一下「套用」。
備註： 在某些情況下，當將效果套用至具有多個圖層的影像時，系統會提示您先平面化影像。

將影像效果拖移至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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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頁首

將樣式化文字增加至影像
當您將文字增加至影像時，會增加文字圖層，使您可以在不影響原始影像的情況下修改文字。
1. 在「圖形」面板中，從下拉式選單選取「文字」，並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取縮圖並按一下「套用」。
按兩下縮圖。
將縮圖拖移至影像。
2. 文字框會出現在影像上，且「文字」工具會變為使用中。輸入新文字。
3. 完成更改文字之後，按一下「確認」圖示

套用更改，或按一下「取消」圖示

。

4. 使用「移動」工具來重新定位文字框或重新調整文字框的大小。
5. (選擇性) 使用選項列中的彈出式「顏色」面板，將顏色增加至文字。
6. 完成調整文字之後，按一下「確認」圖示

套用更改，或按一下「取消」圖示

。

7. (選擇性) 若要對其他文字效果進行多方實驗，請將其他縮圖拖移到文字框上。

回到頁首

將圖形或效果增加至我的最愛
如果您看到想在日後快速存取的圖形或效果，可將其增加至「效果」面板的「我的最愛」區段。
在「效果」或「圖形」面板中，在縮圖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擇「增加到我的最愛」。
更多說明主題
關於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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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層
關於漸層
套用漸層
套用漸層填色至文字
定義漸層
指定漸層透明度
建立雜訊漸層

回到頁首

關於漸層

您可透過在影像內拖移或使用「漸層」工具選取來以漸層填滿區域。起點 (您第一次按下滑鼠按鈕的位置) 與終點 (您鬆開滑鼠按鈕的位置) 之間的距離
會影響漸層外觀，就像漸層類型一樣。

您可以使用「漸層」工具與「漸層編輯器」，在相片中建立自訂混色。
您可以在「工具選項」列中選擇下列任何一種漸層類型。
線性漸層 沿著直線從起點到終點建立陰影。
放射性漸層 以圓形圖樣從起點到終點建立陰影。
角度漸層 繞著起點以逆時針方向掃過的方式建立陰影。
反射性漸層 使用對稱線性漸層在起點的任何一側建立陰影。
菱形漸層 以菱形圖樣從起點向外建立陰影。終點會決定菱形的一角。
您也可以使用填色圖層來將漸層套用至影像。填色圖層可為下列動作提供增進的彈性：更改漸層屬性，以及編輯填色圖層的遮色片以將漸層限制在
一部分影像之內。
漸層會儲存在漸層庫中。您可以按一下選單並選取清單底部的漸層庫，來選擇要顯示在「漸層揀選器」選單中的其他漸層庫。您也可以在此選單中儲
存及載入您自己的漸層庫。您也可以使用「預設集管理員」管理漸層。

回到頁首

套用漸層
1. 若要填滿影像的一部分，請使用其中一個選取工具來選取區域。否則，漸層填色會套用到整個使用中圖層。
2. 選取漸層工具。
3. 在「工具選項」列中，按一下想要的漸層類型。
4. 從「工具選項」列的「漸層揀選器」面板中選擇漸層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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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擇性) 在「工具選項」列中設定漸層選項。
模式 指定影像中的漸層與現有像素混合的方式。
不透明度 設定漸層的不透明度。低不透明度設定可允許漸層下方的像素顯示出來。請拖移滑桿或輸入不透明度值。
反轉 切換漸層填色內顏色的順序。
透明 如果漸層有透明區域，則使用漸層的透明 (而非影像中的任何透明區域)。
混色 以不太明顯的顏色帶建立更平滑的混合。
6. 在影像中，將指標放在要設定漸層的起點位置上，然後拖移指標以定義終點。若要強制漸層角度為 45 度的倍數，請在拖移時按住
Shift 鍵。

回到頁首

套用漸層填色至文字
1. 選取要填滿的文字。
2. 選擇「圖層 > 簡化圖層」將向量文字轉換為點陣圖影像。您無法在簡化圖層後編輯文字。
3. 按住 Control 鍵 (在 Mac OS 中為按住 Command 鍵) 並按一下「圖層」面板中文字圖層的縮圖以選取文字。
4. 選取漸層工具 。
5. 在「工具選項」列中，按一下想要的漸層類型。
6. 從「漸層揀選器」面板中選擇漸層填色。
7. 將指標放在您要設定漸層起點的文字上，然後拖移指標以定義終點。

回到頁首

定義漸層
您可以在「漸層編輯器」對話框中定義您自己的漸層。漸層可以包括兩種或多種顏色，或者淡化為透明的一或多種顏色。

「漸層編輯器」對話框。
A. 色標 B. 顏色中點 C. 不透明度色標
若要定義漸層，您可以增加色標以將顏色增加至漸層、拖移色標與中點圖示以定義兩種顏色之間的範圍，以及調整不透明度色標以指定您希望漸層中
所用的透明度。
1. 從工具箱的「繪製」區段中，選取「漸層」工具。
2. 若要顯示「漸層編輯器」對話框，請按一下漸層樣本下方的「編輯」按鈕。
3. 在「漸層編輯器」對話框的「預設集」區段中，選取您要作為新漸層基礎的漸層。
4. 若要選擇漸層的顏色，請按兩下色標，或按一下色票以顯示「揀色器」。選擇顏色，並按一下「確定」。
5. 若要調整顏色的色標位置，請向左或向右拖移色標。
6. 若要在漸層中增加顏色，請按一下漸層列下方以定義另一個色標。
7. 若要調整顏色之間切換效果中點的位置，請將漸層列下方的菱形拖移至左側或右側。
8. 若要刪除正在編輯的色標，請按一下「刪除」。
9. 若要設定顏色切換效果的平滑度，請在「平滑度」文字方框中輸入百分比，或者拖移滑桿。
10. 如果需要的話，請拖移「不透明度色標」以設定漸層的透明度值。
11. 若要在漸層預設集中儲存漸層，請輸入新漸層的名稱，然後按一下「增加至預設集」。
12. 按一下「確定」。即會選取新建立的漸層並準備好可供使用。

回到頁首

指定漸層透明度

每一個漸層填色所包含的設定 (不透明度色標) 都可以控制漸層內不同位置的填色不透明度。棋盤圖樣會指出漸層預視中的透明度程度。漸層需要至少
兩個不透明度色標。
1. 建立一個漸層。
2. 若要在「漸層編輯器」中調整起點的不透明度，請按一下漸層列上方的左側不透明度色標。色標下方的三角形會變成黑色，表示
您正在編輯開始的透明度。
3.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以設定不透明度：
輸入介於 0 (完全透明) 與 100% (完全不透明) 之間的數值。
拖移「不透明度」滑桿上的箭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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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要調整終點的不透明度，請按一下漸層列上方的右側透明色標，然後如步驟 3 中所述地設定不透明度。
5. 若要調整起點或終點不透明度的位置，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將對應的不透明度色標向左或向右拖移。
按一下對應的不透明度色標，並在「位置」中輸入數值。
6. 若要調整中點不透明度 (介於不透明度起點與終點中間的點) 的位置，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將漸層列上方的菱形向左或向右拖移。
選取菱形，並輸入「位置」的數值。
7. 若要刪除您正在編輯的不透明度色標，請按一下「刪除」，或者拖移色標離開漸層列。
8. 若要增加中間不透明度，請按一下漸層列上方，定義新的不透明度色標，然後您可以依照編輯開始或結尾不透明度的方式，調整
和移動此不透明度。
若要移除中間不透明度，請向上拖移其透明色標並離開漸層列，或者選取色標並按一下「刪除」按鈕。
9. 若要將漸層儲存至漸層預設集，請在「名稱」文字方框中輸入新名稱，然後按一下「新增」。這樣就會以您指定的透明設定，建
立新的漸層預設集。
10. 按一下「確定」以結束對話框，然後選取新建立的漸層。確定已在「工具選項」列中選取「透明」。

回到頁首

建立雜訊漸層
雜訊漸層是指包含隨機分配之顏色的漸層 (這些顏色是在您所指定的顏色範圍內)。

含不同雜訊值的雜訊漸層。
A. 10% 雜訊 B. 50% 雜訊 C. 90% 雜訊
1. 選取漸層工具。
2. 若要顯示「漸層編輯器」對話框，請按一下「工具選項」列中的「編輯」按鈕。
3. 從「漸層類型」選單中選擇「雜訊」。
4. 設定漸層的選項。
粗糙度 設定圖樣中各顏色之間切換效果的柔軟度。
顏色模式 指定要使用的顏色模式，以設定要包括在漸層中的顏色範圍。若要定義顏色範圍，請針對每個顏色組件拖移滑桿。
限制顏色 避免色彩過於飽和
加入透明度 對隨機顏色加入透明度
5. 若要隨機混合顏色，請按一下「隨機化」按鈕，直到您找到想要的漸層為止。
6. 輸入新漸層的名稱。
7. 若要增加漸層預設集，請按一下「新增」。
8. 按一下「確定」以結束對話框，然後選取新建立的漸層。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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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式模式
「引導式

相機效果

修飾
亮度與對比引導式編輯

景深效果

校正皮膚色調引導式編輯

Lomo 相機效果引導式編輯

裁切相片引導式編輯

套用 Orton 效果

增強顏色引導式編輯

傾斜位移引導式編輯

色階引導式編輯

暈映效果引導式編輯

變亮及變暗引導式編輯

曝光變焦效果引導式編輯

完美人像引導式編輯
移除顏色投射引導式編輯

相片播放

復原老相片引導式編輯

超出邊界引導式編輯

旋轉與拉直引導式編輯

流行藝術引導式編輯

修飾相片引導式編輯

拼圖效果引導式編輯

銳利化引導式編輯

重新建構引導式編輯
反射引導式編輯

相片效果
明調引導式編輯

重要：可用的「引導式編輯」可能會因 Photoshop Elements 的版本而
異。

線條繪製引導式編輯
暗調引導式編輯
懷舊相片引導式編輯
飽和幻燈片底片效果引導式編輯

回到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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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切相片引導式編輯
使用「裁切相片引導式編輯」可裁切影像。
您可以僅檢視調整後的影像，或者以垂直或水平的方式檢視調整前與調整後的影像。
如需有關裁切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裁切。

增強顏色引導式編輯
使用「增強顏色引導式編輯」可增強影像的色相、飽和度與亮度。
您可以僅檢視調整後的影像，或者以垂直或水平的方式檢視調整前與調整後的影像。
如需有關增強顏色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調整顏色飽和度與色相。

色階引導式編輯
如需有關使用色階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色階調整。

變亮及變暗引導式編輯
使用「變亮及變暗引導式編輯」可變亮或變暗影像。
您可以僅檢視調整後的影像，或者以垂直或水平的方式檢視調整前與調整後的影像。
如需有關影像變亮或變暗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調整陰影與光源。

完美人像引導式編輯
在「引導式編輯」中，使用容易使用的工具移除瑕疵並增強影像的各個部分，以建立完美人像。
1. 在「引導式」模式下，按一下「修飾」區段中的「完美人像」。
2. 增強皮膚的紋理。
a. 按一下「套用智慧型模糊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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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顏色投射引導式編輯
使用「移除顏色投射引導式編輯」可校正影像的顏色投射。
您可以僅檢視調整後的影像，或者以垂直或水平的方式檢視調整前與調整後的影像。
如需有關校正顏色投射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校正顏色投射。

復原老相片引導式編輯
Photoshop Elements 12 新增功能

回到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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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方法

使用此方法，會建立背景圖層的拷貝，並對該拷貝套用一致的模糊效果。選擇您要聚焦的所選區域。您可以自訂套用至影像其餘部分的模糊程度。
1. 在「引導式」模式下，按一下「相片效果」區段中的「景深」。
2. 按一下「簡單」。
3. 按一下「增加模糊」。整個影像上都會出現一致的模糊效果。
4. 若要定義焦點區域，請按一下「增加焦點區域」，並在您要聚焦的影像區域上拖曳游標。
5. 若要自訂影像其餘部分的模糊效果，請拖曳「模糊」滑桿，直到您獲得想要的模糊效果為止。

自訂方法

使用此方法，您可以使用快速選取工具來選擇您要聚焦的物件。模糊效果隨即套用至未選取的影像區域。您可以自訂套用至影像其餘部分的模糊程
度。
1. 在「引導式」模式下，按一下「相片效果」區段中的「景深」。
2. 按一下「自訂」。
3. 按一下「快速選取」工具，然後在您要聚焦的影像區域上移動。
4. 按一下「增加模糊」。影像的其餘部分將套用一致的模糊效果。
5. 若要自訂影像其餘部分的模糊效果，請拖曳「模糊」滑桿，直到您獲得想要的模糊效果為止。

Lomo 相機效果引導式編輯
在「引導式編輯」中，套用 Lomo 相機的效果。
1. 在「相片效果」中，選取「Lomo 相機效果」。
2. 按一下「正片負沖影像」。
3. 按一下「套用暈映」。
您每次按一下「正片負沖影像」或「套用暈映」時，Photoshop Elements 都會強化最後套用的效果。您隨時都可以按一下「重設」，移除所有套
用的效果並復原原始影像。

套用 Orton 效果
Orton 效果為相片提供夢
幻的效果。
1. 在「引導式」模式下，按一下「相片效果」區段中的「Orton 效果」。
2. 在「建立 Orton 效果」面板中，按一下「增加 Orton 效果」。
3. 根據您的需求編輯下列參數：
增加模糊
在失焦圖層中指定模糊的總量。
增加雜訊
將雜訊增加到模糊的圖層。
套用亮度
增加模糊圖層的亮度。
使用編輯器中的縮放顯示選項來識別效果如何套用至相片的不同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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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斜位移引導式編輯
套用傾斜位移效果，可將視線集中在相片裡
的特定部位或物件，同時選擇性地排除對於相片中其他內容的注意。傾斜位移效果也會在相片造成類似縮影
的效果。

套用傾斜位移效果之前 (左) 與之後的圖片

1. 開啟一張相片，然後在「引導式編輯」面板中按一下「相片效果 > 傾斜位移」。
2. 按一下「增加傾斜位移」，將基本效果套用至相片。相片會變得模糊不清。
3. 按一下「修改焦點區域」，然後按一下並在影像上拖曳，以指定要顯示在銳利焦點中的區域。
4. 若要實驗更進一步的效果，請按一下「調整效果」並修改：
模糊：增加相片所套用的模糊強度。
對比：增加或減少相片的對比程度。
飽和度：增加或減少相片的顏色飽和度
5. 按一下「完成」套用效果，或者「取消」返回「引導式編輯」面板。

暈映效果引導式編輯
將您的相片做暈映效果處理，可強調相片中央人物、團體或物件的重要性。

套用暈映效果之前 (左) 與之後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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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啟一張相片，然後在「引導式編輯」面板中按一下「相片效果 > 暈映效果」。
2. 選取「黑色」或「白色」，指定您要套用的暈映顏色。
3. 使用「強度」滑桿指定暈映的強度 (昏暗或明亮)。
4. 按一下「調整形狀」，微調暈映的邊緣 (「羽化」滑桿) 與大小 (「圓度」)。「羽化」滑桿上的像素值越小代表越硬、越尖銳的邊
緣；值越大則代表越軟、越厚
的邊緣。「圓度」滑桿上的負值會造成誇
大的暈映效果，正值則會造成較不明顯的暈映。
5. 按一下「完成」套用暈映，或者按一下「取消」返回「引導式編輯」面板。

曝光變焦效果引導式編輯
Photoshop Elements 12 新增功能

「曝光變焦」效果會建立動態的視覺效果，焦點集中在相片中央的物件。一般來說，在快門打開時以長焦拍攝物件，即可手動製造這種效果。

1. 使用「裁切」工具，以讓主體成為焦點的方式裁切影像。
2. 使用「曝光變焦」按鈕，將選擇性放射狀模糊效果套用至影像。這個效果提供動態的視覺效果。
3. 使用「增加焦點區域」按鈕，在影像上增加焦點區域。這個按鈕提供漸層工具。在影像上想要集中焦點的部分拖曳漸層工具。
如果您希望相片中有不只一個部分顯示為焦點，可以增加更多焦點區域。
4. 使用「套用暈映」按鈕，自動套用暈映效果。這有助於強化「引導式編輯」的外觀。

回到頂端

相片效果

明調引導式編輯
為您的相片添加玄
幻的效果，營
夢
妙
造出樂
觀活潑
的氛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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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明調效果之前 (左) 與之後的圖片

1. 開啟一張相片，然後在「引導式編輯」面板中按一下「相片效果 > 明調」。
註解： 在過度明亮處拍攝或是本身過度曝光的相片，套用「明調」效果後會產生沖白的效果。稍微偏暗的影像能產生較佳結果。
2. 按一下「彩色」或「黑白」，選擇您要使用彩色或黑白的明調效果。
隨即增加明調效果。
3. 使用「增加擴散光暈」按鈕，在影像較亮處添加光暈，強調出明調效果。多按幾次這個按鈕可在整張相片增加擴散光暈。
4. 按一下「完成」套用效果，或者「取消」返回「引導式編輯」面板。

線條繪製引導式編輯
如需有關此「引導式編輯」所用功能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準確地轉換為黑白、關於色階調整、增加雜訊與調整飽和度與色相。

暗調引導式編輯
套用暗調效果，可以強調陰影、凸顯邊緣，並在相片添加戲
性的後製效果。
劇

套用暗調效果之前 (左) 與之後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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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啟一張相片，然後在「引導式編輯」面板中按一下「相片效果 > 暗調」。
2. 按一下「彩色」或「黑白」，選擇您要使用彩色或黑白的暗調效果。
如此會添加暗調效果。較暗的顏色會更暗，較亮的物件則會稍顯曝光過度。對比度高。
3. 使用「背景筆刷」與「減少效果」按鈕，尋找您要套用在相片上的最佳效果組合。
4. 按一下「完成」套用效果，或者「取消」返回「引導式編輯」面板。

懷舊相片引導式編輯
如需有關此「引導式編輯」所用功能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效果面板、指定圖層不透明度和關於色階調整。

飽和幻燈片底片效果引導式編輯
如需有關飽和度調整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調整飽和度與色相。

回到頂端

相片播放

超出邊界引導式編輯
「引導式編輯」中的「超出邊界」選項可協助您將邊框增加至影像，並在邊框外部顯示所選影像部分。

A. 原始影像 B. 增加邊框之後 C. 選取要延伸的部分之後 D. 最終影像

1. 在「引導式編輯」面板，按一下「相片播放」，並選取「超出邊界」。
2. 按一下「增加邊框」，將邊框增加至影像。
3. 拖曳邊框各角，以將主要主體的部分保留在邊框外。
4. 按下 Control+Alt+Shift (在 Mac OS 中為 Command+Option+Shift) 並拖曳邊框的控點來增加透視。按一下「確認」。
5. 拖曳邊界以調整邊框邊界的寬度。按一下「確認」。
6. 使用「快速選取」工具選取應延伸到邊框外的影像部分。
7. 按一下「超出邊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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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選擇性) 增加陰影。
9. (選擇性) 按一下「增加背景漸層」。

流行藝術引導式編輯
在「引導式編輯」中，可使用 3 個簡單的步驟來將影像變形為普普藝術。另外，您還可以選擇兩種樣式。
1. 按一下「相片播放」並選取「普普藝術」。
2. 選擇樣式，並依循螢幕上的指示操作：

樣式 A 轉換影像模式、增加顏色，並使用其他普普顏色複製影像。

樣式 B 對影像進行色調分離、增加霓虹光，並使用其他普普顏色複製影像。

拼圖效果引導式編輯
Photoshop Elements 12 新增功能

全新「拼圖效果引導式編輯」可建立拼圖拼湊
而成的相片視覺效果。使用「引導式編輯」時，您可以將幾塊拼圖從格子取出，然後四處移動，模擬未完
成拼圖的感覺

「拼圖效果引導式編輯」能讓您隨意放置幾塊拼圖，呈現逼真的拼圖畫面。

1. 按一下「小」、「中」、「大」，選取用來切割相片的拼圖大小。
2. 若要讓逼真呈現拼圖，您可以選取幾塊拼圖隨意放置。按一下「選取拼圖片段按鈕」，然後按一下一片拼圖。隨即選取一片拼
圖。
3. 按一下「摘取片段」，取下選取的拼圖。「移動工具」會自動呈選取狀態。
4. 將選取的拼圖拖移至畫布的任何位置，或者使用控點旋轉或縮放。
重複步驟 2、3 和 4 以摘取並移動多個拼圖。
5. (選擇性) 按一下「橡皮擦工具」，移除套用這個「引導式編輯」後可能產生的不自然感。

重新建構引導式編輯
如需有關「重新建構相片引導式編輯」所用功能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重新建構。

反射引導式編輯
在「引導式編輯」中，選擇預先定義的反射效果並使用幾個步驟將其套用至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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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達到最佳結果，請避免略過步驟或以隨機順序執行步驟。
1. 在「引導式」模式下，從「相片播放」區段中按一下「反射性」。
2. 按一下「增加反射」，建立反轉的複製圖層。
3. 按一下「滴管」工具，選擇反射的背景顏色。
4. 從影像中選擇顏色並按一下「填滿背景」。
5. 按一下以下其中一個按鈕來套用反射類型：
地板反射
玻璃反射
水面投影

6. (選擇性) 調整反射的強度。
7. (選擇性) 按一下「增加扭曲」，以真實的方式扭曲反射。
8. (選擇性) 按一下「裁切工具」，移除不想要的區域。
9. (選擇性) 按一下「漸層工具」，將漸層直線從反射底部拖曳至影像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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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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鏡
關於濾鏡
套用濾鏡
濾鏡類別
濾鏡收藏館
紋理與玻璃表面選項
改善濾鏡與效果的效能

回到頁首

關於濾鏡

您可以使用濾鏡來清理或修飾相片。您也可以使用濾鏡來套用特殊藝術效果，或使用扭曲效果來建立獨特的變形。除 Adobe 提供的濾鏡以外，協力廠
商研發人員提供的某些濾鏡也可以作為增效模組使用。安裝後，這些增效模組濾鏡會顯示在「濾鏡」清單底部。

濾鏡可以徹底地更改相片或影像的情境。
您可以使用下列三種方式中的任何一種來套用濾鏡：
濾鏡選單 包含所有可用濾鏡，且可讓您個別套用濾鏡。
濾鏡收藏館 顯示每個濾鏡功能的縮圖範例，例如面板。濾鏡收藏館可讓您以累積的方式套用濾鏡及多次套用個別濾鏡。您也可以重新排列濾鏡並更改
已套用之每個濾鏡的設定，來實現想要的效果。由於濾鏡收藏館如此靈
活，因此常是套用濾鏡的最佳選擇。但濾鏡收藏館中並沒有提供「濾鏡」選單中
列出的所有濾鏡。
效果面板 顯示「濾鏡」選單中所列每個濾鏡功能的縮圖範例。但您也可以使用該面板來套用效果與樣式。
套用濾鏡的提示
以下資訊可協助您瞭解將濾鏡套用至影像的流程。
預視濾鏡的結果。將濾鏡套用至大型影像可能需要很長時間。而預視濾鏡收藏館中濾鏡的功能會更快些。大多數濾鏡也可讓您在
「濾鏡選項」對話框以及文件視窗中預視結果。然後您可以選擇套用濾鏡或取消操作，而不會浪費時間。
濾鏡只會套用至影像的使用中部分。濾鏡只會影響使用中且可見的圖層或圖層的所選區域。
濾鏡並非適用於所有影像。您無法針對灰階模式下的影像使用某些濾鏡，或針對點陣圖或索引色模式下的影像使用任何濾鏡。許多
濾鏡不適用於 16 位元影像。
您可以重新套用之前的濾鏡。您上次套用的濾鏡效果會出現在「濾鏡」選單頂端。您可以使用與上次使用相同的設定，來重新套用
該濾鏡效果，以進一步增強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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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濾鏡建立視覺效果的提示
使用下列技術可使用濾鏡來實現特殊視覺效果：
為濾鏡邊緣增加特色。如果您要將濾鏡套用至所選區域，可以先羽化選取範圍來柔化濾鏡效果的邊緣，然後再套用濾鏡。
連續套用濾鏡來建立效果。您可以將濾鏡套用到個別圖層或連續的多個圖層，藉此加大效果。在「圖層」面板中選擇不同的混合模
式可混合效果。若要讓濾鏡影響圖層，圖層必須可見，且必須包含像素。
建立紋理與背景。將濾鏡套用到純色或灰階影像，可以產生各種不同的背景和紋理，接著可以再模糊處理這些紋理。儘管某些濾鏡
(例如玻璃濾鏡) 在套用至純色時產生的效果不大或無法產生可見效果，但其他濾鏡會產生有趣的效果。對於此類顏色，您可以使用
增加雜訊、粉筆和炭筆、雲狀效果、蠟筆紋理、雲彩效果、玻璃、畫筆效果、網屏圖樣、網線銅版、便條紙張效果、點狀化、網狀
效果、粗粉蠟筆、海綿效果或著底色。您也可以使用「紋理」次選單中的任何濾鏡。
改進影像品質和一致性。您可以隱藏瑕疵、更改或增強影像，或將相同濾鏡套用至一系列影像中的每一個影像來使這些影像看起來
相似。

回到頁首

套用濾鏡
1. 選擇您要套用濾鏡的區域：
若要將濾鏡套用至整個圖層，請取消選取任何所選區域，然後在「圖層」面板中選取圖層。
若要將濾鏡套用至部分圖層，請使用任何選取工具來選取區域。
2. 選擇套用濾鏡的方式：
若要使用「濾鏡收藏館」，請選擇「濾鏡 > 濾鏡收藏館」，選取類別，然後按一下您要套用的濾鏡。
若要使用「效果」面板，請選擇「視窗 > 效果」，選取類別，然後按兩下您要套用的濾鏡。您也可以將濾鏡拖移至影像。
若要使用「濾鏡」選單，請選擇「濾鏡」，然後依次選擇子選單與您要套用的濾鏡。如果濾鏡名稱後有省略符號 (...)，則會顯
示「濾鏡選項」對話框。
3. 如果對話框出現，請輸入值或選取選項。
4. 如果可用，請選取「預視」選項來在文件視窗中預視濾鏡。根據濾鏡及您套用濾鏡的方式而定，請使用下列其中一種方法來預視
濾鏡：
使用預視視窗下面的 + 或 - 按鈕，以放大或縮小顯示。
按一下縮放顯示列 (縮放顯示百分比出現的位置) 來選擇縮放顯示百分比。
在預視視窗內按一下並拖移，將影像的特定區域置於視窗中央。
按一下對話框頂端的「顯示/隱藏」按鈕
按一下濾鏡旁的眼睛圖示

來隱藏濾鏡縮圖。隱藏縮圖會展開預視區域。

，可以在預視影像中隱藏效果。

5. 如果對話框包含滑桿，請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同時拖移滑桿，以查看即時預視 (即時演算)。
6. 在影像視窗中按一下來將影像的特定區域置於預視視窗中央(這可能並不適用於所有預視視窗)。
備註： 預視大小下方閃爍的直線表示正在演算預視。
7. 如果您要使用濾鏡收藏館，或濾鏡在濾鏡收藏館中開啟，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然後按一下「確定」：
按一下對話框底部的「新增效果圖層」按鈕

，然後選擇要套用的其他濾鏡。您可以增加多個效果圖層以套用多個濾鏡。

將濾鏡名稱拖移至對話框底部所套用濾鏡之清單中的其他位置，來重新排列套用的濾鏡。重新排列濾鏡的順序可明顯更改影像
的外觀。
選取濾鏡並按一下「刪除效果圖層」按鈕

，來移除套用的濾鏡。

8. 如果您要使用「濾鏡」指令或「效果」面板，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然後按一下「確定」：
按兩下濾鏡。
將濾鏡拖移至影像。

回到頁首

濾鏡類別
您可以套用下列類別的濾鏡：
校正相機扭曲 可修正常見的鏡頭瑕疵，例如桶狀與枕狀扭曲，以及暈映。濾鏡也可以旋轉影像並修正垂直或水平相機傾斜導致的影像透視。
調整濾鏡 更改影像中像素的亮度值、顏色、灰階範圍與色調色階。將彩色像素轉換為黑白。
藝術風濾鏡 在傳統媒體上模擬開放式畫風的外觀，然後建立獨特的外觀。
模糊濾鏡 柔化選取範圍或影像，這對修飾很有用。
筆觸濾鏡 使用不同的筆刷與油墨筆觸效果，提供開放式畫風或藝術外觀。
扭曲濾鏡 以幾何方式扭曲影像，進而建立 3D 及其他重塑形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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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訊濾鏡 將選取範圍與周圍像素混合並移除有問題的區域，例如污
點與刮痕
。
像素濾鏡 透過組合相似顏色值的像素，嚴格定義影像或選取範圍。
演算濾鏡 在影像中建立雲狀圖樣、反光效果、纖維與閃電效果。
素描濾鏡 為深度增加紋理或提供手繪外觀。
風格化濾鏡 透過移置像素並提高對比，產生色彩鮮豔或印象派的效果。
紋理濾鏡 提供深度或物質的外觀，或增加有機物外觀。
其他濾鏡 可讓您建立自己的濾鏡效果、修改遮色片、在影像內偏移選取範圍，並快速調整顏色。
Digimarc 濾鏡 可讓您讀取 Digimarc 浮水印。
回到頁首

濾鏡收藏館

濾鏡收藏館 (「濾鏡 > 濾鏡收藏館」) 可讓您以累積的方式套用濾鏡及多次套用個別濾鏡。您也可以重新排列濾鏡並更改已套用之每個濾鏡的設定，來
實現想要的效果。由於在使用「濾鏡收藏館」對話框時，您可以將多個濾鏡套用至影像，因此對於每個濾鏡影響影像的方式，您擁有很大的控制權。
由於濾鏡收藏館很有彈性，易於使用，因此常是套用濾鏡的最佳選擇。

透過濾鏡收藏館套用濾鏡
A. 原稿相片 B. 每張都已套用單一濾鏡的相片 C. 累積套用三個濾鏡

「濾鏡收藏館」對話框
A. 濾鏡類別 B. 已選取濾鏡的縮圖 C. 顯示/隱藏濾鏡縮圖 D. 濾鏡選單 E. 已選取濾鏡的選項 F. 要套用或排列的濾鏡效果清單 G. 已隱藏的
濾鏡 H. 已累積套用但未選取的濾鏡 I. 已選取但未套用的濾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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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非所有濾鏡都可以在濾鏡收藏館中使用。某些濾鏡只能在「濾鏡」選單中作為個別指令使用。此外，您無法從濾鏡收藏館套用效果與樣式，但可
以從「效果」面板套用。

回到頁首

紋理與玻璃表面選項

蠟筆紋理、玻璃、粗粉蠟筆、紋理化與著底色濾鏡都有紋理化選項。這些選項可使影像看起來像是繪製在紋理 (例如畫布或磚紋) 上，或像是透過玻璃
塊檢視一樣。
紋理 可指定要套用之紋理的類型。您也可以按一下「載入紋理」

來指定 Photoshop 檔案。

定標 可提高或降低影像表面的效果。
浮雕 (如果可用) 調整紋理表面的深度。
光源 (如果可用) 設定光源照射到影像上的方向。
負片效果 反轉表面的淺色與深色。
回到頁首

改善濾鏡與效果的效能
一些濾鏡與效果需要大量的記憶體，特別是當套用至高解析度影像時。您可以使用下列技術來改善效能：
對影像的較小選取區域進行濾鏡與設定的嘗試。
對更小且已重新調整大小的影像拷貝進行濾鏡與設定的嘗試。如果您對結果感到滿意，請為濾鏡套用與您原始影像相同的設定。
清除剪貼簿、還原步驟記錄或執行這兩個動作來釋放記憶體，然後再執行濾鏡或效果。選擇「編輯 > 清除 > [command]」。
結束其他應用程式，以釋放更多記憶體。
調整濾鏡設定，以使需要大量記憶體的濾鏡不那麼複雜。需要大量記憶體的濾鏡包括光源效果、挖剪圖案、彩繪玻璃、鉻黃、漣漪
效果、潑
濺、噴灑與玻璃。(例如，若要降低彩繪玻璃濾鏡的複雜度，請增加儲存格大小。若要降低挖剪圖案濾鏡的複雜度，請提高
邊緣簡化度、降低邊緣精確度，或同時執行兩者。)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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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濾鏡
套用均勻分配濾鏡
套用漸層對應濾鏡
套用負片效果濾鏡
套用色調分離濾鏡
套用臨界值濾鏡
套用相片濾鏡

回到頂端

套用均勻分配濾鏡
均勻分配濾鏡會重新分配影像中像素的亮度值，讓它們能更平均地呈現整個亮度層級的範圍。當您套用此指令
時，Photoshop Elements 會在複合影像中尋找最亮與最暗值。然後，會重新加以對應，以使最亮值代表白色，
而最暗值代表黑色。最後，Photoshop Elements 會在整個灰階中均勻分配亮度 (亦即分配中間像素值)。
1. 選取影像、圖層或區域。
2. 選擇「濾鏡 > 調整 > 均勻分配」。
3. 如果選取了影像區域，請在對話框中選取要均勻分配的項目，然後按一下「確定」:
「只做選取區域的均勻分配」僅均分選取範圍的像素。
「以選取範圍為基礎均勻分配整個影像」會根據選取範圍中的所有影像像素加以均分。

回到頂端

套用漸層對應濾鏡
漸層對應濾鏡會將影像的灰階範圍對應到特定漸層填色的顏色。

使用漸層對應濾鏡模擬深褐色調

1. 選取影像、圖層或區域。
2.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擇「濾鏡 > 調整 > 漸層對應」。
使用「圖層」面板或「圖層」選單建立新「漸層對應」調整圖層，或開啟已存在的「漸
層對應」調整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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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您要使用的漸層填色：
若要從漸層填色清單中選擇，請按一下顯示在「漸層對應」對話框中的漸層填色右邊的
三角形。按一下，選取想要的漸層填色，然後在對話框的空白區域中再按一下，解除清
單。
若要編輯目前顯示在「漸層對應」對話框中的漸層填色，請按一下漸層填色。然後修改
現有的漸層填色或建立新漸層填色。
根據預設，影像的陰影、中間調和亮部會分別對應到漸層填色的起始 (左側) 顏色、中間顏
色和結束 (右側) 顏色。
4. 您可以這兩個「漸層」選項都不選取，選取其中一個，或兩者都選取：
混色會增加雜訊的產生，進而形成漸層填色平滑的外觀，並減少條紋效果。
反轉會轉換漸層填色的方向，並反轉漸層對應。
5. 按一下「確定」。

回到頂端

套用負片效果濾鏡
負片效果濾鏡會反轉影像中的顏色。例如，使用此指令可使正片黑白影像變成負片，或者使已掃描的黑白負片變
成正片。
備註：因為彩色列印的底片在底層含有一層橘色的遮色片，所以「負片效果」指令不能從掃描的彩色負片建立正
確的正片影像。在幻燈片掃描器上掃描底片時，請務必使用彩色負片的正確設定。
在轉換影像時，每個像素的亮度值會轉換成 256 步驟的顏色數值尺標上的負片值。例如，數值為 255 的正片影
像中的像素會更改為 0。
1. 選取影像、圖層或區域。
2. 選擇「濾鏡 > 調整 > 負片效果」。

回到頂端

套用色調分離濾鏡
色調分離濾鏡可以用來為影像中的每個色版指定色調層級的數目 (或亮度值)。然後再將像素對應到最相近的符合
層級。例如，在 RGB 影像中選擇兩個色調層級會造成六種顏色：兩種紅色、兩種綠色和兩種藍色。
此指令在建立特殊效果時很有用，例如在相片中建立大範圍的平面區域。在灰階影像中降低灰階的數目時，這個
指令的效果最為顯著。但是此指令也可以在彩色影像中產生有趣的效果。
如果想在影像中製作特定的顏色數目，請將影像轉換成灰階，然後指定色階數目，接著再將影像轉換回之前
的色彩模式，並用想要的顏色來取代各種灰色調。
1. 選取影像、圖層或區域。
2.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擇「濾鏡 > 調整 > 色調分離」。
從「圖層」面板或「圖層」選單建立新「色調分離」調整圖層，或開啟已存在的「色調
分離」調整圖層。
3. 使用滑桿取得正確的效果，或輸入您想要的色調層級數目，然後按一下「確定」。

回到頂端

套用臨界值濾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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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界值濾鏡可以將灰階或彩色影像轉換成高對比的黑白影像。您可以指定特定的層級作為臨界值。所有比該臨界
值亮的像素會轉換成白色，而比臨界值暗的像素會轉換成黑色。臨界值指令對於決定影像的最亮與最暗區域很有
用。
1. 選取影像、圖層或區域。
2.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擇「濾鏡 > 調整 > 臨界值」。
從「圖層」面板或「圖層」選單建立新「臨界值」調整圖層，或開啟已存在的「臨界
值」調整圖層。
「臨界值」對話框會顯示目前選取範圍中像素明度階層的色階分佈圖。
3. 選取「預視」並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若要將影像更改為黑白，請拖移色階分佈圖下的滑桿，直到您想要的臨界值層級顯示在
對話框頂部為止，然後按一下「確定」。拖移時，影像會更改，反映新的臨界值設定。
若要識別典型亮部，請將滑桿拖移至右側，直到影像變成純黑色為止。然後往回拖移滑
桿，直到某些純白區域顯示在影像中為止。
若要識別典型陰影，請將滑桿拖移至左側，直到影像變成純白色為止。然後往回拖移滑
桿，直到某些純黑區域顯示在影像中為止。
4. (選擇性) 若要恢復為預設設定，請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並按一下「重
設」。
5. (選擇性) 按一下「取消」，關閉「臨界值」對話框，不將更改套用至影像。

回到頂端

套用相片濾鏡
「相片濾鏡」指令可模擬在相機鏡頭前裝彩色濾鏡的技術。彩色濾鏡可調整由鏡頭傳入並使底片曝光之光線的顏
色平衡與色溫。您也可以使用「相片濾鏡」指令選擇顏色預設集，以便在影像上套用色相調整。若要套用自訂的
顏色調整，還能透過「相片濾鏡」指令，使用 Adobe 揀色器指定顏色。

原始影像 (左)，以及套用了 60% 濃度的暖色濾鏡 (81) (右)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擇「濾鏡 > 調整 > 相片濾鏡」。
選擇「圖層 > 新增調整圖層 > 相片濾鏡」。然後在「新增圖層」對話框中，按一下
「確定」。
2. 若要選擇濾鏡顏色，請在「相片濾鏡」對話框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暖色濾鏡 (85) 和冷色濾鏡 (80) 可在影像中微調白平衡的顏色轉換濾鏡。如果在拍攝影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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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線的色溫較低，也就是偏黃，則使用「冷色濾鏡」(80) 就可以使影像顏色變藍一點，補償
周圍光線較低的色溫。反過來說，如果影像照相時的色溫較高，也就是偏藍，則使用「暖色
濾鏡」(85) 就可以使影像顏色變暖一點，補償周圍光線較高的色溫。
暖色濾鏡 (81) 和冷色濾鏡 (82) 一種光線平衡濾鏡，可以對影像的顏色品質進行較小的調
整。「暖色濾鏡」(81) 可使影像變暖一點，也就是偏黃的情況，「冷色濾鏡」(82) 則可以
使影像變冷一點，亦即偏藍的情況。
個別色彩 選取這項預設值時，則會根據您選擇的色彩預設值，在影像上套用色相調整。選
擇的顏色取決於使用「相片濾鏡」指令的方式。如果相片中有顏色投射，則可以選擇互補的
顏色來中和顏色投射。也可以套用顏色，達成特殊顏色效果或增強效果。例如，「水中」顏
色可模擬水中拍照時呈現的偏綠藍顏色投射。
選取「濾鏡」選項，然後從「濾鏡」選單中選擇預設集。
選取「顏色」選項，並按一下色塊，然後使用 Adobe 揀色器指定自訂顏色濾鏡的顏
色。
若要檢視使用顏色濾鏡的效果，請確認已選取「預視」。
如果不希望因為增加顏色濾鏡而使影像變暗，就要確認已選取「保留明度」選項。
3. 使用「濃度」滑桿，或在「濃度」文字方框中輸入百分比，調整套用到影像上的顏色量。較
高的濃度會產生較大幅度的顏色調整。
4. 按一下「確定」。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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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濾鏡
擴散光暈
移置
套用移置濾鏡
玻璃效果
液化
海浪效果
內縮和外擴
旋轉效果
漣漪效果
傾斜效果
魚眼效果
扭轉效果
波形效果
鋸齒狀

回到頂端

擴散光暈
擴散光暈濾鏡會將影像當做是透過柔和的擴散濾鏡檢視一般演算。此濾鏡會將可看穿的白色雜訊增加至影像，使
光暈從選取範圍的中心逐漸淡化。

回到頂端

移置
移置濾鏡會使用稱為移置對應的影像，決定如何扭曲選取範圍。例如，您可以使用拋物線形狀的移置對應，建立
好像是在綁住四角的布上列印的影像。
此濾鏡需要移置對應檔案，該檔案由以 Photoshop 格式儲存之平面化影像或處於點陣圖模式下的影像組成。您
可以使用自己的檔案或包含在 Photoshop Elements 8/Plug-Ins/Displacement Maps 檔案夾或 Photoshop
Elements 8/Presets/Textures 檔案夾中的檔案。

回到頂端

套用移置濾鏡
1. 在「編輯」中，選取影像、圖層或區域。
2. 從「濾鏡」選單中選擇「扭曲 > 移置」。
3. 若要定義移置的強度，請在「水平」與「垂直縮放」文字方框中輸入介於 -999 與 999 之間
的數值。
當水平和垂直縮放為 100% 時，最大的移置量為 128 個像素 (因為中間的灰階不會產生移
置)。
4. 如果移置對應的大小與選取範圍不同，請選取您想讓對應的大小符合影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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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至最適大小 重新調整對應的大小。
並排顯示 在圖樣中重複對應來填滿選取範圍。
5. 選取如何填滿影像中濾鏡所建立的空白，然後按一下「確定」。

折回重複 以影像相反邊緣的內容填滿空白。
重複邊緣像素 以您指定的方向，沿影像的邊緣延伸像素的顏色。
6. 選取及開啟移置對應。Photoshop Elements 會將對應套用至影像。

回到頂端

玻璃效果
玻璃濾鏡會使影像看起來像是透過各種玻璃檢視一樣。您可以選擇一個玻璃效果，或建立您自己的玻璃表面並存
成 Photoshop 檔案，然後再進行套用。您也可以調整縮放、扭曲和平滑度設定。將表面控制用於檔案時，請依
循「移置」濾鏡的指示。

回到頂端

液化
「液化」濾鏡會使操作影像區域更簡單，就像這些區域已融合一樣。您可以處理目前圖層的預視影像，即使用特
殊工具來彎曲、扭轉、擴張、縮減、調移或反射影像的區域。您可以進行細微更改以修飾影像，或進行大幅度扭
曲以建立藝術風效果。

套用液化濾鏡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取影像、圖層或區域。
2. 選擇「濾鏡 > 扭曲 > 液化」。
3. 若要放大顯示或縮小顯示影像預視，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從對話框左下方區域的彈出式選單中選擇縮放顯示層級。
從對話框的工具箱中選取「縮放顯示」工具，並在影像中按一下以放大顯示，或按住
Alt 鍵並按一下 (在 Mac OS 中為按住 Option 鍵並按一下) 以縮小顯示。您也可以使用
「縮放顯示」工具，在要放大的預視區域上拖移。
從工具箱中選取工具。
4. 從工具箱中選取下列其中一種工具：

彎曲 會在您拖移時將像素向前推。
湍流化 會平滑地混雜像素並建立火焰、雲彩、波浪與相似效果。若要調整平滑度，請拖移
「工具選項」區段中的「湍流快速變換」彈出式滑桿，或在文字方框中輸入介於 1 與 100
的值。數值越高，平滑度越大。
順時針扭轉 會在按住滑鼠按鈕或拖移時，以順時針方式旋轉像素。
逆時針扭轉 會在按住滑鼠按鈕或拖移時，以逆時針方式旋轉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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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攏 會在按住滑鼠按鈕或拖移時，將像素朝筆刷區域的中心移動。
膨脹 會在按住滑鼠按鈕或拖移時，將像素往筆刷區域中心的反方向移開。
調移像素 會以與筆觸方向垂直的方式移動像素。拖移以將像素移動至左側，按住 Alt 鍵並
拖移 (在 Mac OS 中為按住 Option 鍵並拖移) 以將像素移動至右側。
反射 會將像素拷貝到筆刷區域。拖移以與筆觸呈垂直的方向反射區域 (至筆觸左側或下
方)。按住 Alt 鍵並拖移 (在 Mac OS 中為按住 Option 鍵並拖移) 來以與筆觸相反的方向反
射區域 (例如，向下筆觸的上方區域)。使用重疊筆觸可以建立與水中反射相似的效果。
重建 完整或部分反轉您所做的更改。
5. 根據需要，在「工具選項」區段中調整工具的筆刷大小與壓力：
若要更改筆刷大小，請拖移彈出式滑桿，或輸入介於 1 到 600 像素之間的筆刷大小
值。
若要更改筆刷壓力，請拖移彈出式滑桿，或輸入介於 1 到 100 之間的筆刷壓力值。
筆刷壓力越低，更改越緩慢。
如果您要使用筆尖數位板，請選取「筆尖壓力」。
若要在目前點與之前曾經按一下的點之間建立直線拖移效果，請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
「彎曲」、「調移像素」或「反射」工具。
6. 若要將預視影像中的更改套用至實際影像，請按一下「確定」。
7. (選擇性) 若要回復至前一個狀態，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取「重建」工具
，然後按住滑鼠按鈕或拖移至已扭曲的區域。筆刷中心的復原速
度較快。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來重建目前點與之前曾經按一下的點之間的直線。
若要將整個預視影像復原至您開啟對話框時的狀態，請按下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並按一下「重設」。或者，按一下「回復」以復原原始影像並將工具重設為
其之前設定。

回到頂端

海浪效果
海浪效果濾鏡會將隨機間隔的漣漪增加至影像表面，使影像看起來像是在水中。

回到頂端

內縮和外擴
內縮和外擴濾鏡會向內或向外擠壓選取範圍或圖層。

套用內縮和外擴濾鏡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取影像、圖層或區域。
2. 從「濾鏡」選單中選擇「扭曲 > 內縮和外擴」。
3. 將滑桿拖移到右側，使值為正，以向中心內縮選取範圍；將滑桿拖移到左側，使值為負，以
向外調移選取範圍。然後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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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旋轉效果
根據選取的選項，旋轉效果濾鏡會將選取範圍從矩形轉換為旋轉效果，或從旋轉效果轉換為矩形。您可以使用這
個濾鏡，建立圓柱體變體描法，這是 18 世紀很流行的藝術形式，當透過鏡像圓柱體檢視扭曲的影像時，影像看
起來是正常的。

回到頂端

漣漪效果
漣漪效果濾鏡會在選取範圍中建立起伏的圖樣，就像是池塘表面的漣漪。若要取得更佳的控制，請使用「波形效
果」濾鏡。選項包括漣漪的總量和大小。

回到頂端

傾斜效果
傾斜效果濾鏡會沿曲線扭曲影像。

套用傾斜效果濾鏡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取影像、圖層或區域。
2. 從「濾鏡」選單中選擇「扭取 > 傾斜效果」。
3. 若要定義扭曲曲線，請在「傾斜效果」對話框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在垂直線任一側的任何位置按一下。
按一下垂直線，然後拖移新曲線點。
您可以沿曲線拖移任何點以調整扭曲，也可以增加其他曲線點。
4. 在「未定義區域」選項中選取下列其中一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折回重複 以影像相反側的內容填滿影像中的新空白。
重複邊緣像素 延伸像素的顏色。如果邊緣像素的顏色不同，可能會產生條紋狀態。
您可以按一下「預設值」重新開始並將曲線恢復為直線。

回到頂端

魚眼效果
魚眼效果濾鏡會將選取範圍以圍繞或內藏的方式包裹球形、扭曲並延伸影像，來為物件提供 3D 效果。

套用魚眼效果濾鏡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取影像、圖層或區域。
2. 從「濾鏡」選單中選擇「扭曲 > 魚眼效果」。
3. 針對「總量」，輸入正值可向外延伸影像，就像圍繞球形包裹影像一樣。而輸入負值會向內
壓縮影像，就像將影像包裹在球形內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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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針對「模式」選擇正常、水平或垂直，然後按一下「確定」。

回到頂端

扭轉效果
扭轉效果濾鏡會旋轉影像或選取範圍，且中心的旋轉程度比邊緣劇
烈。指定角度可以製造扭轉的圖樣。您可以將滑
桿拖移至右側，使值為正，來以順時針方向扭轉影像；將滑桿拖移至左側，使值為負，來以逆時針方向扭轉影
像；或輸入介於 -999 與 999 之間的值。

回到頂端

波形效果
波形效果濾鏡會在圖層或選取範圍上建立起伏的圖樣。

套用波形效果濾鏡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取影像、圖層或區域。
2. 從「濾鏡」選單中選擇「扭曲 > 波形效果」。
3. 在「類型」區段中選取波形類型：「正弦」(會建立滾動波形圖樣)、「三角形」或「方
形」。
4. 若要設定波形產生器的數目，請拖移滑桿或輸入介於 1 與 999 之間的數字。
5. 拖移最小與最大「波長」滑桿以設定一個波峰與下一個波峰之間的距離。將兩個滑桿設定為
相同值，以建立一致的波峰圖樣。
6. 拖移最小與最大「振幅」滑桿以設定波長。
7. 拖移水平與垂直「縮放」滑桿以設定波形效果的高度與寬度。
8. 若要根據對話框中的值組合套用隨機結果，請按一下「隨機化」。您可以多次按一下「隨機
化」以取得更多結果。
9. 選取下列其中一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折回重複 以影像相反邊緣的內容填滿影像中的空白。
重複邊緣像素 以指定的方向，沿影像的邊緣延伸像素的顏色。

回到頂端

鋸齒狀
鋸齒狀濾鏡可以根據選取範圍內的像素半徑，以放射狀扭曲選取範圍。

套用鋸齒狀濾鏡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取影像、圖層或區域。
2. 從「濾鏡」選單中選擇「扭曲 > 鋸齒狀」。
3. 拖移「總量」滑桿以設定扭曲的層級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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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移「脊形」滑桿以設定從選取範圍中心到邊緣之鋸齒狀的方向反轉片數。
5. 從「樣式」選單中選擇移置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圍繞中心點 圍繞選取範圍中心點旋轉像素。
遠離中心點 產生朝向或遠離選取範圍中心點的漣漪效果。
池塘漣漪狀 產生會向左上方或右下方扭曲選取範圍的漣漪效果。

Adobe 也建議閱讀以下文章
關於濾鏡
平面化影像
關於濾鏡
關於濾鏡
關於濾鏡
關於濾鏡
關於濾鏡
關於濾鏡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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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引導式編輯
Photoshop Elements 13 新增功能

黑白引導式編輯
黑白跳色引導式編輯
黑白選取範圍引導式編輯

黑白引導式編輯
對您的相片使用「黑白引導式編輯」即可從彩色影像建立黑白影像。您可以套用各種黑白預設集，建立俐落的黑
白相片，或在相片中加入擴散光暈效果，獲得超現實般的夢
幻效果。
1. 在相片開啟時，於「引導式」模式中選取「黑白」。

原始影像

2. 選取您要對所選相片使用的預設集。
如果您不喜歡預設集的效果，可以選擇其他預設集。在此步驟中，Photoshop Elements
不會在一個預設集之上套用另一個預設集。每選取一次預設集，所選相片都會重設為原
始狀態，並重新套用預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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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預設集至相片

3. (選擇性) 如果您有中心主體，或者想要強調相片的某一部分，可以套用擴散的光暈。按一下
「擴散光暈」按鈕來將最小量的光暈套用至相片。若要變更相片特定部分的擴散光暈效果：
1. 按一下「增加」(以套用擴散光暈) 或「移除」(以移除效果)。
2. 選擇將用於套用動作的筆刷大小。
3. 滑動「不透明度」控制項以選擇光暈的銳利度和模糊度。
4. 在相片的各個部分繪上效果。

套用選擇性擴散光暈

4. (選擇性) 若要增加強調區塊與相片其他部分之間的對比，請按一下「增加對比」按鈕。
連續按下「增加對比」按鈕，即可增加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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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對比可使效果更加誇
張

5. 按一下「下一步」，前往「共享」面板。
或者按一下「取消」，捨棄所有目前的變更。
6. 在「共享」面板中，選擇下列選項：
儲存 / 另存新檔：以任何可用格式，保留新建立的全景。
繼續編輯 - 在快速模式 / 在專業模式：選擇您要在「快速」或「專業」模式中繼續處理
全景。
共享 - Facebook / Flickr / Twitter / SmugMug Gallery：透過 Photoshop Elements 中提
供的其中一個社交或共享服務，線上分享您的全景相片。
最後，按一下「完成」套用效果。

黑白跳色引導式編輯
使用「黑白跳色引導式編輯」來強調影像中的單一顏色並去除其他顏色的飽和度。您可以選擇使用預設顏色
(紅、黃、藍或綠)，或使用可用選項來微調效果。
1. 在相片開啟時，於「引導式」模式中選取「黑白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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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圖片

2. 選擇您想要在圖片上保留的顏色。如果此影像有多個色調，請按一下「選取自訂色彩」然後
使用檢色器來按一下相片中的顏色樣本。

隔離出牛仔褲上的藍色色調

完成此步驟後，相片上顏色與您所選顏色相同的區域會變得飽和。相片的其餘部分則會變成
黑白。
3. 若要增加或減少所選顏色的色調，請向左或向右移動「朦朧」滑桿。

使用「朦朧」滑桿來選取圖片中更多的藍色色調與陰影

4. (選擇性) 按一下「調整效果」，然後為相片上的指定部分增加或減少「黑白跳色」效果。
「大小」滑桿可以讓您切換筆刷大小，「不透明度」滑桿可以決定所套用效果的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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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調整效果」按鈕可以取得相關選項，以原色檢視影像的特定部分。在此範例中，輪子
已經透過「增加」按鈕與 100% 的「不透明度」設定復原。

5. 按一下「增加飽和度」來強調您選擇的顏色。這樣會使該顏色的物件從相對平淡的黑白相片
中突顯出來。

按一下「增加飽和度」來強調選取的顏色

6. 按一下「下一步」，前往「共享」面板。
或者按一下「取消」，捨棄所有目前的變更。
7. 在「共享」面板中，選擇下列選項：
儲存/另存新檔：以任何可用格式，保留已編輯的影像。
繼續編輯 - 在快速模式/在專業模式：選擇您要在「快速」或「專業」模式中繼續處理已
編輯的影像。
共享 - Facebook / Flickr / Twitter / SmugMug Gallery：透過 Photoshop Elements 中提
供的其中一個社交或共享服務，線上分享您已編輯的影像。
最後，請按一下「完成」以前往選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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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選取範圍引導式編輯
使用「選取黑白引導式編輯」來去除相片選取部分的顏色飽和度。去除相片特定部分的飽和度後，相片的其他區
域便會自動突顯出來。建立選取範圍後，您可以進行微調。
1. 在相片開啟時，於「引導式」模式中選取「黑白選取範圍」。

原始影像

2. 按一下「黑白選取範圍筆刷」。從可用選項中，選擇「增加」或「減去」您要轉換為黑白的
區域。使用「筆刷大小」滑桿來決定筆畫在相片上的影響範圍。
如果您要圍繞有多條細邊 (例如毛髮) 的物件套用此效果，請按一下「調整邊緣」以進一
步微調選取範圍。

選取您要轉換為黑白的部分

3. 若要選擇性地增加或擦除相片上更多部分的黑白效果，請按一下「黑白細部筆刷」，選取動
作與筆刷大小，然後繪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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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調選取範圍以確保所需部分不會轉換為黑白

4. 若要產生與目前效果完全相反的效果，請按一下「反轉效果」。

查看已反轉效果的同一張相片

5. 按一下「下一步」，前往「共享」面板。
或者按一下「取消」，捨棄所有目前的變更。
6. 在「共享」面板中，選擇下列選項：
儲存 / 另存新檔：以任何可用格式，保留新建立的全景。
繼續編輯 - 在快速模式 / 在專業模式：選擇您要在「快速」或「專業」模式中繼續處理
全景。
共享 - Facebook / Flickr / Twitter / SmugMug Gallery：透過 Photoshop Elements 中提
供的其中一個社交或共享服務，線上分享您的全景相片。
最後，按一下「完成」套用效果。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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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濾鏡
雲狀效果
雲彩效果
纖維
反光效果
填滿紋理

回到頂端

雲狀效果
雲狀效果濾鏡會使用工具列中前景與背景顏色之間不同的隨機值，產生柔和的雲狀圖樣。
若要產生較堅實的雲狀圖樣，請在選擇「濾鏡 > 演算 > 雲狀效果」時，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回到頂端

雲彩效果
雲彩效果濾鏡會使用工具箱中前景與背景顏色之間不同的隨機產生值，產生雲狀圖樣。第一次選擇這個濾鏡時，會以雲狀圖樣反轉部分影像。多套用
幾次這個濾鏡後，就會建立類似大理石紋理的脈絡圖樣。

回到頂端

纖維
纖維濾鏡會使用前景和背景顏色建立編織纖維般的外觀。您可以使用「變化」選項控制顏色變化的方式 (值越低，所建立的顏色條紋越長，而值越高，
則會產生非常短且顏色分佈變化較大的纖維)。「強度」選項可控制每個纖維的外觀，設定越低，所建立的纖維分佈越鬆散，而設定越高，則會產生越
短且呈細繩狀的纖維。「隨機化」會更改圖樣的外觀；您可以選取此選項，直到找到想要的圖樣為止。套用纖維濾鏡時，會以纖維取代使用中圖層上
的影像資料。
您可以增加漸層對應調整圖層，為纖維上色(請參閱關於調整和填色圖層。)

回到頂端

反光效果
反光效果濾鏡會模擬亮光照進相機鏡頭時所產生的光折射效果。您可以設定反光亮度、反光位置與反光形狀 (鏡頭類型)。按一下對話框中的預視視窗
可設定反光位置。

回到頂端

填滿紋理
註解： 「填滿紋理」濾鏡不適用於 Photoshop Elements 12。

填滿紋理濾鏡會使用灰階 Photoshop 影像作為影像的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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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288

其他濾鏡
自訂濾鏡
顏色快調
最高與最低
畫面錯位
增效模組濾鏡
Digimarc 濾鏡

回到頁首

自訂濾鏡

自訂濾鏡可讓您設計自己的濾鏡效果。您可以使用自訂濾鏡，根據稱為迴旋的預先定義數學運算，更改影像中每個像素的亮度值。每一個像素都會根
據周圍像素的值，重新指定數值。您可以儲存自己建立的自訂濾鏡，然後在其他的 Photoshop 影像中使用。
使用「儲存」和「載入」按鈕，儲存及重複使用自訂濾鏡。

套用自訂濾鏡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取影像、圖層或區域。
2. 從「濾鏡」選單中選擇「其他 > 自訂」。
3. 選取居中的文字方塊，它代表計算的像素。輸入介於 -999 至 +999 的數值，這個數值會用來與該像素的亮度值相乘。
4. 選取代表相鄰像素的文字方塊。輸入這個位置像素要增值的數值。
例如，若要將目前像素緊鄰右側的像素亮度值增值 2 倍，請在居中文字方塊的右側文字方塊中輸入 2。
備註： 為免將影像轉換為全白或全黑，矩陣中數值的總和應等於 1。
5. 針對您要包含在運算中的所有像素重複步驟 3 與 4。您並不需要在所有文字方塊中輸入數值。
6. 為「縮放」輸入計算中所包含像素亮度總值的除數值。
7. 為「畫面錯位」輸入要加到縮放計算結果中的數值。
8. 按一下「確定」。自訂濾鏡會輪流套用到影像中的每一個像素。

回到頁首

顏色快調

顏色快調濾鏡可以在顏色強烈轉變區域的指定半徑內，保留邊緣細節，並抑制影像的其餘部分(半徑為 0.1 的像素只會保留邊緣像素)。這個濾鏡會移除
影像中的低頻率細節，與「高斯模糊」濾鏡的效果恰好相反。
您可以使用顏色快調濾鏡來從掃描的影像中摘取線條圖與大型黑白區域。若要執行此操作，請先套用濾鏡，然後再使用「濾鏡 > 調整 > 臨界值」指
令或將影像轉換為點陣圖模式。
回到頁首

最高與最低

最高與最低濾鏡會查看選取範圍中的個別像素，例如中間值濾鏡。在指定的半徑以內，最高和最低濾鏡會以周圍像素的最高或最低亮度值，取代目前
像素的亮度值。最高濾鏡具有套用填塞的效果，也就是擴大白色區域及填塞黑色區域。最低濾鏡具有套用展開的效果，也就是擴大黑色區域及縮小白
色區域。

回到頁首

畫面錯位

畫面錯位濾鏡會將選取範圍向右水平或向下垂直移動指定量，在選取範圍原始位置保留空白。根據選取範圍大小而定，您可以使用透明背景、邊緣像
素或影像右側或下方邊緣的像素來填滿空白區域。

回到頁首

增效模組濾鏡

您可以安裝非 Adobe 軟體研發人員研發的增效模組濾鏡。安裝後，除非研發人員指定其他位置，否則增效模組濾鏡會出現在「濾鏡」選單底部。
如果您對建立增效模組感興趣，請聯絡 Adobe Systems 研發人員支援部門。
重要事項： 如果您對協力廠商增效模組有任何問題或疑問，請聯絡增效模組製造商尋求支援。
289

回到頁首

Digimarc 濾鏡

Photoshop Elements 會針對 Digimarc® 浮水印自動掃描開啟的影像。如果偵測到浮水印，應用程式會在影像視窗的標題列中顯示版權符號，並將資訊
包含在「檔案資訊」對話框的「版權狀態」、「版權注意事項」與「擁有者 URL」區段中。

偵測 Digimarc 濾鏡
1. 選擇「濾鏡 > Digimarc > 讀取浮水印」。如果濾鏡找到浮水印，則會出現對話框，顯示 Digimarc ID、版權年份 (如果有的話) 和
影像屬性。
2. 按一下「確定」。如果您已安裝網頁瀏覽器，請按一下「網頁查詢」以取得關於影像擁有者的詳細資訊。此選項會開啟瀏覽器並
顯示 Digimarc 網站，該網站提供了特定 Digimarc ID 的聯絡詳細資訊。
更多說明主題
關於增效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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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濾鏡
立體浮雕
粉筆和炭筆
炭筆
鉻黃
漫畫
蠟筆紋理
圖像小說
畫筆效果
網屏圖樣
便條紙張效果
鋼筆與油墨
拓印
石膏效果
網狀效果
印章效果
邊緣撕裂
濕紙效果

回到頁首

立體浮雕

立體浮雕濾鏡會變形影像，來顯示為以低浮雕雕刻且變亮，以強調表面綜觀變量。影像中的深色區域使用前景顏色，淺色區域使用背景顏色。您可以
設定浮雕細節與平滑度。

回到頁首

粉筆和炭筆

粉筆和炭筆濾鏡會重繪影像的亮部與中間調，並使用粗粉筆繪製純中間調灰色背景。黑色的對角炭筆斜線會取代陰影區域。炭筆是以前景顏色繪製，
粉筆則是以背景顏色繪製。您可以設定筆觸壓力，以及炭筆與粉筆區域。

回到頁首

炭筆

炭筆濾鏡會重繪影像以建立塗抹效果。會大膽地繪出主要邊緣，中間調會使用對角斜線筆觸的素描方式繪製。炭筆為前景顏色，而紙張為背景顏色。
您可以設定炭筆粗細、影像細節層級以及亮度/暗度平衡。

回到頁首

鉻黃
鉻黃濾鏡會在反射表面中將亮部作為高點並將陰影作為低點，來為影像提供磨光鉻黃表面。您可以設定鉻黃表面細節的層級以及平滑度。
套用鉻黃濾鏡之後，請使用「色階」對話框，在影像中增加更多的對比。

回到頁首

漫畫

「漫畫」濾鏡 (「濾鏡 > 素描 > 漫畫」) 營造出影像是漫畫家手繪的印象。最終結果可以調整，保留您所需的細節層級。這裡主要的控制項是更改顏色
範圍 (柔化)、重現顏色數量 (陰影)、不同顏色間的轉變 (陡峭)，以及顏色的強度 (自然飽和度)。除此之外，您也可以調整用來勾勒形狀輪廓的畫筆粗
細。

回到頁首

蠟筆紋理

蠟筆紋理濾鏡可以在影像上複製濃密的深色和純白色蠟筆紋理。蠟筆紋理濾鏡會將前景顏色用在深色區域，將背景顏色用在淺色區域。您可以設定前
景與背景強調的層級，以及紋理選項。紋理選項可使影像看起來像是繪製在紋理 (例如畫布與磚紋) 上，或像是透過例如玻璃塊等檢視一樣。
若要達到更真實的效果，請先將前景顏色更改為常見的「蠟筆紋理」顏色 (黑色、深褐色或血紅色)，然後再套用此濾鏡。若要達到已靜音效果，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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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背景顏色更改為白色，並將某些前景顏色增加到其中。
回到頁首

圖像小說

「圖像小說」濾鏡 (「濾鏡 > 素描 > 圖像小說」) 營造出影像是為圖像小說插圖所繪製的印象。圖像小說插圖僅可使用各層濃淡的灰色，以及黑色與白
色。對於結果所能調整的項目包含影像整體白色用量 (暗度)、結果保留細節量 (潔淨外觀)、對比程度 (對比)，以及用來勾勒形狀與輪廓的筆觸粗細。

回到頁首

畫筆效果

畫筆效果濾鏡會使用細緻的線性油墨筆觸來擷取原始影像中的細節，且對於掃描的影像效果特別顯著。此濾鏡會使用前景顏色作為油墨、背景顏色作
為紙張，取代原始影像中的顏色。您可以設定筆觸長度與方向，以及亮度/暗度平衡。

回到頁首

網屏圖樣
網屏圖樣濾鏡會模擬半色調網屏的效果，並保留色調的連續範圍。您可以設定網屏大小、對比與圖樣類型。

回到頁首

便條紙張效果

便條紙張效果濾鏡會組合浮雕與粒狀濾鏡的效果來模擬手工紙的紋理。影像中的深色區域看起來像是頂端圖層紙上的洞，會露出背景顏色。您可以設
定影像平衡、粒子大小與浮雕。

回到頁首

鋼筆與油墨

「鋼筆與油墨」濾鏡 (「濾鏡 > 素描 > 鋼筆與油墨」) 以最逼真的方式模擬出美術素描圖。為確保您獲得最佳效果，請調整油墨相關設定來保留細節
(細部)、藝術風筆觸粗細 (寬度)、暗部飽和度 (暗度)，以及對比程度 (對比)。您也可以調整鋼筆設定，在影像中添加一個主色，設定例如顏色的選擇
(色相)、對比值 (對比)，以及顏色填滿的程度 (填滿)。

回到頁首

拓印
拓印濾鏡會模擬拓印影像的效果。大型暗度區域往往只會拷貝到邊緣，中間調會變成純黑色或純白色。您可以設定細節與暗度層級。

回到頁首

石膏效果

石膏效果濾鏡會將圖層塑造成 3D 石膏效果，然後使用前景與背景顏色為結果上色。深色區域上升突出，淺色區域凹陷。您可以設定影像平衡、平滑度
與光源方向。

回到頁首

網狀效果

網狀效果濾鏡會模擬底片膜面在控制下的縮減及扭曲，建立陰影區域中看來有大塊狀且亮部粒子較粗的影像。您可以設定密度、前景與背景色階。

回到頁首

印章效果

印章效果濾鏡會簡化影像，使影像看起來像是以橡皮或木頭印章製成。您可以設定平滑度，以及亮度與暗度之間的平衡。此濾鏡最適合用於黑白影
像。

回到頁首

邊緣撕裂

邊緣撕裂濾鏡會將影像重建為破碎、撕裂的紙片，然後使用前景與背景顏色為影像上色。您可以設定影像平衡、平滑度與對比。這個濾鏡特別適用於
由文字物件或高度對比的物件構成的影像。

回到頁首

濕紙效果

濕紙效果濾鏡會使用看起來像是繪製在纖維狀的潮濕紙上的斑點塗抹，讓顏色產生流動與混合的效果。您可以設定紙張的纖維長度、亮度與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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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訊濾鏡
增加雜訊
去除斑點
污點和刮痕
中間值
減少雜訊

回到頁首

增加雜訊

增加雜訊濾鏡會將隨機像素套用至影像，進而模擬以高速底片拍攝相片的結果。這個濾鏡也可用於減少羽化選取範圍或漸層式填滿中的條紋狀態，以
為大面積修飾的區域提供更真實的外觀，或建立紋理化圖層。您可以設定雜訊量、雜訊分佈類型與顏色模式。「一致」選項可建立細緻的分佈外觀，
而「高斯」可建立有斑點的分佈外觀。「單色的」會使用現有影像色調套用濾鏡，而不會更改顏色。

回到頁首

去除斑點

去除斑點濾鏡可以偵測圖層中的邊緣 (顏色明顯更改的區域)，並將這些邊緣以外的所有選取範圍變模糊。模糊處理會移除雜訊，但是會保留細節。您
可以使用此濾鏡來移除通常出現在掃描雜誌或其他列印材料時出現的條紋狀態或視覺雜訊。

回到頁首

污點和刮痕
污點和刮痕濾鏡會更改不同的像素來減少視覺雜訊。

回到頁首

中間值

中和濾鏡會混合選取範圍內的像素亮度來減少圖層中的雜訊。這個濾鏡會搜尋亮度類似的像素，放棄與相鄰像素差異太大的像素，並且會以搜尋像素
的中和亮度值取代中心像素。此濾鏡適用於排除或減少影像中的動態外觀，或可能出現在掃描影像中的不必要圖樣。

回到頁首

減少雜訊

減少雜訊濾鏡會減少發光雜訊與顏色雜訊，例如在光線不足的情況下拍照時產生的雜訊。選取「移除 JPEG 不自然感」選項來移除以較低 JPEG 品質
設定儲存影像時導致產生的塊狀圖案不自然感與光暈。

在使用行動電話拍攝的這張相片中，男孩的臉上有雜訊 (左)。減少雜訊濾鏡會平滑處理干擾像素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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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濾鏡
平均
模糊和更模糊
高斯模糊
鏡頭模糊
動態模糊
放射狀模糊
智慧型模糊
表面模糊

回到頁首

平均

平均濾鏡會找出影像或選取範圍的平均顏色，然後以該顏色填滿影像或選取範圍，建立平滑的外觀。例如，如果選取了草地的某個區域，濾鏡會將該
區域變更為同質的綠色。

回到頁首

模糊和更模糊
模糊濾鏡會使選取範圍或影像柔化，適合用於修飾。模糊濾鏡會將定義線條和陰影區域硬邊緣旁的像素顏色值平均，產生平滑的轉變。
模糊 可以消除影像中顏色明顯轉變區域的雜訊。模糊濾鏡會將定義線條和陰影區域硬邊緣旁的像素顏色值平均，產生平滑的轉變。
更模糊 可產生比模糊濾鏡強許多倍的效果。
備註： 在套用模糊濾鏡之前，請先取消選取「圖層」面板中的「鎖定透明像素」選項。

模糊相片的背景

回到頁首

高斯模糊

高斯模糊濾鏡會以可調整總量快速模糊選取範圍。高斯指的是 Photoshop Elements 將加權平均值套用到像素時所產生的鐘形曲線。高斯模糊濾鏡會增
加低頻率的細節，因此會產生模糊的效果。您可以在濾鏡選項中設定模糊半徑，以決定濾鏡搜尋要模糊處理之不同像素的範圍。

回到頁首

鏡頭模糊

「鏡頭模糊」可用於產生景深較淺的效果，使影像中某些物件保持焦距清晰，其他區域則變模糊。影像模糊的部份以及保持焦點的部份取決於圖層遮
色片、儲存的選取範圍或套用的透明設定。顯示模糊的方式，取決於您所選擇的光圈形狀。光圈形狀則是由其包含的葉片數決定。您可以藉由彎曲 (使
其變得更圓) 或旋轉葉片，變更光圈的葉片。使用預視選項來查看如何變更「鏡頭模糊」對話框中的設定來影響您的相片。

回到頁首

動態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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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模糊濾鏡會以特殊方向 (從 -360 度到 +360 度) 與特定距離 (從 1 到 999) 進行模糊處理。這個濾鏡的效果類似於以固定的曝光時間，拍攝移動物
件的相片。您可以設定模糊角度與距離。

回到頁首

放射狀模糊

放射狀模糊濾鏡可以模擬縮放顯示或旋轉相機的模糊效果，製造出柔和的模糊效果。「總量」選項可控制模糊量。「迴轉」會沿同心圓線條進行模糊
處理，並可讓您指定旋轉的度數。「縮放顯示」會沿半徑線條進行模糊處理，就像放大顯示或縮小顯示影像一樣，並可讓您指定介於 1 到 100 之間的
總量。模糊品質的範圍從較快但是會產生粒狀結果的「草圖」，到可產生較平滑結果的「佳」或「最佳」，這兩種品質要在大型選取範圍中才能加以
區分。您可以拖移「模糊中心點」方框中的圖樣，來指定模糊的原點。

回到頁首

智慧型模糊

智慧型模糊濾鏡會精確地模糊影像。您可以指定半徑來決定濾鏡搜尋要模糊處理之不同像素的範圍、指定臨界值來決定像素值在排除以前的差異程
度，並指定模糊品質。您也可以為整個選取範圍設定模式 (「正常」)，或是為顏色轉變的邊緣設定模式 (「僅限邊緣」和「覆蓋邊緣」)。在對比明顯
的區域，「僅限邊緣」會套用黑白邊緣，「覆蓋邊緣」會套用白色邊緣。

回到頁首

表面模糊

表面模糊濾鏡會在模糊影像的同時保留邊緣。這個濾鏡適用於建立特殊效果，以及移除雜訊與粒子。「強度」選項指定模糊的取樣區域大小。「臨界
值」選項控制鄰近像素的色調值必須與中心像素值偏離多少，才會包含在模糊範圍內。色調值差異小於「臨界值」的像素，會排除在模糊範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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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風濾鏡
彩色鉛筆
挖剪圖案
乾性筆刷
粒狀影像
壁畫
霓虹光
塗抹繪畫
調色刀
塑膠覆膜
海報邊緣
粗粉蠟筆
塗抹沾污
海綿效果
著底色
水彩

回到頁首

彩色鉛筆

「彩色鉛筆」濾鏡會在純色背景上使用彩色鉛筆重繪影像。此濾鏡會保留重要的邊緣並為這些邊緣提供粗交叉底紋外觀；純色背景顏色會在較平滑的
區域上顯示。您可以設定鉛筆寬度、筆觸壓力以及紙質亮度。
備註： 若要達到羊皮紙效果，請先更改背景顏色，再將彩色鉛筆濾鏡套用到選取的區域中。
回到頁首

挖剪圖案

「挖剪圖案」濾鏡會將影像描繪為像是由粗略挖剪的彩色紙片製成。高度對比的影像看起來像是剪影，而彩色影像則是以數層彩色紙張建立。您可以
設定層級數、邊緣簡化度與邊緣精確度。

回到頁首

乾性筆刷

乾性筆刷濾鏡會使用乾性筆刷技術繪製影像 (介於油畫與水彩之間)。這種濾鏡會將影像的顏色範圍減少到常見顏色的區域，藉以簡化影像。您可以設
定筆刷大小、筆觸細緻度與紋理。

回到頁首

粒狀影像

粒狀影像濾鏡會將均勻、粒狀圖樣套用至影像。該濾鏡會將更加平滑、更加飽和的圖樣增加至影像較亮的區域。這個濾鏡適合用來消除混合時造成的
條紋狀態，以及在視覺上整合不同來源的影像組件時使用。您可以設定粒子、亮部區域與強度。

回到頁首

壁畫
壁畫濾鏡會使用較短、圓角且匆忙套用的輕抹，以粗糙樣式繪製圖層。您可以設定筆刷大小、筆觸細緻度與紋理。

回到頁首

霓虹光

霓虹光濾鏡會使用前景顏色、背景顏色與光暈顏色來為影像上色，同時柔化影像的外觀。您可以設定光暈大小、光暈亮度與光暈顏色。若光暈大小值
較低，會將光暈顏色限制為陰影區域；若值較高，會將光暈顏色移動至圖層的中間調及亮部區域。若要選取光暈顏色，請按一下「光暈顏色」方框，
並在「揀色器」中選取顏色。

回到頁首

塗抹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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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抹繪畫濾鏡會使影像看起來像是繪製的。您可以設定筆刷大小、銳利度與筆刷類型。

回到頁首

調色刀
調色刀濾鏡會減少影像中的細節，製造出輕繪的畫布效果，露出底下的紋理。您可以設定筆觸大小、筆觸細部與柔軟度。

回到頁首

塑膠覆膜
塑膠覆膜濾鏡會將圖層演算為看起來像是已在閃亮塑膠中亮面化，進而強調表面細節。您可以設定亮部強度、細節與平滑度。

回到頁首

海報邊緣

根據您設定的色調分離選項，海報邊緣濾鏡會減少影像中的顏色數目，尋找影像的邊緣，並在邊緣描繪黑色線條。影像很大一部分區域會接收簡單的
陰影，而細緻的暗色細節會分佈在整個影像中。您可以設定邊緣粗細、邊緣強度與色調分離。

回到頁首

粗粉蠟筆

粗粉蠟筆濾鏡會使影像看起來像是在紋理背景上以粉蠟筆的粗筆觸繪製的。在亮色區域中，粉筆顯得較粗、紋理較少；在較暗的區域中，粉筆像是被
刮掉，顯現出紋理。您可以設定筆觸長度、筆觸細部與紋理。紋理選項會使影像看起來像是繪製在紋理上，例如畫布、磚紋、粗麻布或砂岩。

回到頁首

塗抹沾污

塗抹沾污濾鏡會使用較短的對角線筆觸柔化影像，來塗抹影像的較暗區域。較亮的區域會變得更亮，並失去細節。您可以設定筆觸長度、亮部區域與
強度。

回到頁首

海綿效果
海綿效果濾鏡會使用對比色的高度紋理化區域繪製圖層。您可以設定筆刷大小、可見度與平滑度。

回到頁首

著底色

著底色濾鏡會將圖層繪製為像是在紋理背景上。您可以設定筆刷大小、紋理覆蓋區域與紋理選項。紋理選項會使影像看起來像是繪製在紋理上，例如
畫布、磚紋、粗麻布或砂岩。

回到頁首

水彩

水彩濾鏡會使用水彩樣式繪製影像，進而使用以水與顏色載入之中型筆刷簡化影像中的細節。在色調明顯更改的邊緣區域，濾鏡會使顏色變得更飽
和。您可以設定筆觸細緻度、陰影強度與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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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觸濾鏡
強調邊緣
角度筆觸
交叉底紋
變暗筆觸
油墨外框
潑濺
噴灑
墨繪

回到頁首

強調邊緣

強調邊緣濾鏡會強調影像的邊緣。將邊緣亮度控制設定為較高的值時，強調效果類似白色的粉筆；設定為較低的值時，強調效果類似黑色的油墨。您
可以設定邊緣寬度、邊緣亮度與平滑度。

回到頁首

角度筆觸

「角度筆觸」濾鏡會使用對角線筆觸重繪影像。影像較亮區域中的筆觸方向與較暗區域中的筆觸相反。您可以設定筆觸方向平衡、筆觸長度與銳利
度。

回到頁首

交叉底紋

「交叉底紋」濾鏡會保留原始影像的細節及特性，同時會在影像中增加紋理，並使用模擬鉛筆線條，使彩色區域的邊緣變粗。您可以設定筆觸長度、
銳利度與強度 (線條交叉穿過的次數)。

回到頁首

變暗筆觸

變暗筆觸濾鏡會使用短而密集的筆觸將影像的較暗區域繪製為接近黑色，並使用長而白的筆觸繪製圖層的較亮區域。您可以設定筆觸平衡與黑白明暗
程度。

回到頁首

油墨外框
油墨外框濾鏡會使用筆墨樣式，以細窄線條覆蓋原始細節來重繪影像。您可以設定筆觸長度與明暗程度。

回到頁首

潑濺
濺濾鏡會複製潑
潑
濺噴槍的效果。您可以設定噴灑強度與平滑度。

回到頁首

噴灑
噴灑濾鏡會使用圖層的主色以及顏色的角度、噴灑筆觸來重繪圖層。您可以設定筆觸長度、噴灑強度與筆觸方向。

回到頁首

墨繪

墨繪濾鏡會以日文樣式重繪圖層，就像是在宣紙上使用沾滿黑色油墨的濕性筆刷繪製一樣。會產生多色黑的柔和模糊邊緣。您可以設定筆觸寬度、筆
觸壓力與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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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化濾鏡
擴散
浮雕
突出分割
尋找邊緣
邊緣亮光化
曝光過度
錯位分割
輪廓描圖
風動效果

回到頁首

擴散

根據您選取的選項，擴散濾鏡會打散選取範圍中的像素，使選取範圍看起來不太集中：「正常」會隨機移動像素，忽略顏色值；「只做變暗」會將亮
像素取代為較暗像素；「只做變亮」會將暗像素取代為較亮像素；而「非等方性的」會柔化所有像素。

回到頁首

浮雕

浮雕濾鏡可以將選取範圍的填色顏色轉換為灰色，並以原始的填色顏色描繪邊緣，讓選取範圍呈現凸起或蓋印的效果。您可以設定選取範圍內的浮雕
角度、高度以及顏色總量百分比。

回到頁首

突出分割
突出分割濾鏡會為選取範圍或圖層提供 3D 紋理。

套用突出分割濾鏡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取影像、圖層或區域。
2. 從「濾鏡」選單中選擇「風格化 > 突出分割」。
3. 設定下列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區塊 會建立具有方形的前端面和四個側面的物件。
金字塔 會建立四個三角形面會合於一點的物件。
大小 決定物件底座長度，範圍介於 2 至 255 像素之間。
深度 表示最高物件顯示為從網屏突出的距離，範圍介於 1 至 255 之間。
隨機 為每個區塊或金字塔提供任意深度。
根據色階 使每個物件的深度與其亮度對應，較亮物件比較暗物件更突出。
實色前端面 會以區塊的平均顏色來填滿每個區塊的前端面。取消選取「實色前端面」來以影像填滿每個區塊的前端面。這個選項
不適用於「金字塔」。
遮住不完整的突出方塊 會隱藏延伸到選取範圍外的任何物件。

回到頁首

尋找邊緣

尋找邊緣濾鏡會識別轉變明顯的影像區域，並強調邊緣。尋找邊緣濾鏡和輪廓描圖濾鏡一樣，會在白色的背景上，以深色的線條描繪影像邊緣，適合
用來建立影像周圍的邊界。
備註： 在使用尋找邊緣和輪廓描圖這類增強邊緣的濾鏡之後，可以套用負片效果濾鏡，以彩色線條描繪彩色影像的邊緣，或是以白色線條描繪灰階影
像的邊緣。
回到頁首

邊緣亮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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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亮光化濾鏡會識別顏色的邊緣並增加霓虹般的光暈。您可以設定邊緣寬度、亮度與平滑度。

回到頁首

曝光過度
曝光過度濾鏡會混合負片與正片影像，結果與在顯影時將相片列印短暫曝光類似。

回到頁首

錯位分割

錯位分割濾鏡會將影像分割為一系列拼貼，進而在選取範圍和原始位置之間建立畫面錯位。您可以設定拼貼數與畫面錯位百分比。您也可以選擇下列
其中一項填滿拼貼之間的空白區域：「背景顏色」、「前景顏色」、「負片效果」或「未變更的影像」，將拼貼的版本放在原始影像的上方，並在拼
貼邊緣的下方顯現部分原始影像。

回到頁首

輪廓描圖

輪廓描圖濾鏡會尋找亮度主區域之間的轉變，並輕輕描繪出這些區域的外框，產生類似於輪廓對應中的線條效果。您可以設定計算顏色值的層級，並
指定是否要描繪該層級下方 (較低) 或上方 (較高) 像素的外框。
使用灰階模式中的「資訊」面板，找出要描繪的顏色值，然後在「色階」文字方框中輸入數值。
回到頁首

風動效果
風動效果濾鏡會在影像中建立微小的水平線以模擬風動效果。您可以設定風動效果強度與方向。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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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理濾鏡
裂縫紋理
粒狀紋理
嵌磚效果
拼貼
彩繪玻璃
紋理化

回到頁首

裂縫紋理

裂縫紋理濾鏡可以將影像繪製在高起伏的浮雕石膏表面上，沿著影像的輪廓製造出細緻的裂縫紋路。在包含較廣範圍顏色或灰階值的影像中，使用這
個濾鏡可以建立出浮雕效果。您可以設定裂縫間距、深度與亮度。

回到頁首

粒狀紋理

粒狀紋理濾鏡會模擬不同種類的粒子來將紋理增加至影像。噴灑與用小點畫圖的粒子類型會使用背景顏色。您可以設定粒子強度、對比與類型。

回到頁首

嵌磚效果

嵌磚效果濾鏡會將影像繪製為像是由小碎片或拼貼構成，並會在拼貼之間增加縫隙。(相反地，「像素 > 馬賽克」濾鏡則是將影像分割成不同顏色像素
的區塊)。您可以設定拼貼大小、縫隙寬度與縫隙亮度。

回到頁首

拼貼

拼貼濾鏡會將影像分割為以影像不同區域中的主導顏色填色的方形。這個濾鏡會隨機減少或增加拼貼深度，複製亮部與陰影。您可以設定方形大小與
浮雕。

回到頁首

彩繪玻璃
彩繪玻璃濾鏡會將影像重繪為以前景顏色描繪外框之單一顏色的鄰近儲存格。您可以設定儲存格大小、邊框粗細與光源強度。

回到頁首

紋理化

紋理化濾鏡可讓您模擬不同紋理類型或選取要作為紋理使用的檔案。紋理選項可使影像看起來像是繪製在紋理 (例如畫布與磚紋) 上，或像是透過玻璃
塊檢視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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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與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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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文字
關於文字
增加文字
在形狀上打字
在選取範圍上打字
在自訂路徑上打字
建立與使用遮色片文字

您可以將不同顏色、樣式與效果的文字與形狀增加至影像。使用「水平文字」與「垂直文字」工具可建立與編輯
文字。您可以建立單行文字或段落文字。

回到頂端

關於文字
使用「水平文字」( ) 與「垂直文字」( ) 工具來建立與編輯文字。會在新文字圖層中輸入您鍵入的新文字。您
可以建立單行文字或段落文字。您輸入之單行文字的每一行都是獨立的 - 行的長度會隨著您的編輯變長或縮短，
但行不會換行到下一行。若要建立文字的新行，請按 Enter 鍵。段落文字會在您指定的段落邊界內換行。

單行文字 (影像頂端) 與段落文字 (影像底部)。

您可以使用文字遮色片工具 (按 Alt/Option 並按一下「文字」工具可更改目前工具)，在文字的形狀中建立選
取範圍。然後您可以建立具有文字的不同效果與挖剪圖案。

以文字工具按一下影像可使工具進入編輯模式，使您可以輸入及編輯文字。您必須在可以執行其他操作 (例如選
取選單指令) 之前確認類型的更改。當您在文字下方看到「確認」按鈕
字」工具處於編輯模式中。

與「拒絕」按鈕

時，即表示「文

註解： 當您將文字增加至索引色模式中的影像時，Photoshop Elements 不會建立新文字圖層。您鍵入的文字會
顯示為遮色片文字。

回到頂端

增加文字
1. 從工具列中，選取「水平文字」工具或「垂直文字」工具。
2.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建立單行的文字，請按一下影像來設定文字插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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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建立段落文字，請拖移矩形來為文字建立文字方框。
I 字形狀的小直線可標記文字基線的位置。針對水平文字，基線可標記文字停止的那一行；
針對垂直文字，基線可標記文字字元的中心軸。
3. (選擇性) 在「工具選項」列中選取文字選項，例如字體、樣式、大小與顏色。
4. 鍵入您要的字元。如果您未建立文字方框，請按 Enter 鍵來建立新行。
文字隨即會出現在其圖層中。若要檢視圖層，請在「專業」模式中按下 F11。
5.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以確認文字圖層：
按一下「確認」按鈕

。

按數字鍵盤上的 Enter 鍵。
在文字方框外部，按一下影像。
在工具箱中選取不同的工具。

文字工具選項
在選項列中，設定下列「文字」工具選項：

字體系列 將字體系列套用至新的或現有文字。
字體樣式 將字體樣式 (例如粗體) 套用至新的或現有文字。
字體大小 將字體大小套用至新的或現有文字。
「顏色」選單 將顏色套用至新文字或所選文字。
行距選單 設定新文字或所選文字的行間距。
仿粗體 將粗體樣式套用至新的或現有文字。如果您的字體沒有可以從「字體樣式」選單中選取的 true 粗體樣
式，請使用此選項。
仿斜體 將斜體樣式套用至新的或現有文字。如果您的字體沒有可以從「字體樣式」選單中選取的 true 斜體樣
式，請使用此選項。
底線 將底線套用至新文字或所選現有文字。
刪除線 將一條直線畫穿新文字或所選現有文字上。
對齊文字 指定文字對齊方式。如果文字方向為水平，您可以對齊文字：靠左、居中或靠右。如果是垂直方向文
字：頂端、居中或底部。
切換文字方向 將垂直文字更改為水平文字以及將水平文字更改為垂直文字。
彎曲文字 彎曲所選圖層上的文字。
消除鋸齒 套用消除鋸齒以使文字顯示得更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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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消除鋸齒
A. 關閉消除鋸齒 B. 開啟消除鋸齒

回到頂端

在形狀上打字
您可以將文字增加到「在形狀上打字」工具中的可用形狀中。
1. 選取「在形狀上打字工具」
目前的工具。

。若要快速更改目前的文字工具，請按下 Option，再按一下

在形狀上打字

2. 從可用形狀中，選取您要增加文字的形狀。在影像上拖移游標以建立形狀。
3. 若要將文字增加至影像，請將滑鼠游標暫留在路徑上，直到游標圖示更改為描繪文字模式為
止。按一下要增加文字的點。
以您修改一般文字的相同方式來修改文字。

按一下並輸入文字

。對於某些形狀，必須將文字寫在內部。您可按住
4. 在增加文字 後，按一下「確認 」
Cmd 鍵，同時按一下並拖移滑鼠 (文字會顯示在一個小箭頭中)，來圍繞路徑或在內部/外部
移動文字。您可將該游標拖移到所選區域中，在區域內部/外部允許使用文字路徑。

回到頂端

在選取範圍上打字
在從選取範圍建立的路徑外框上增加文字。確認選取範圍後，選取範圍會轉換為您可以輸入文字的路徑。
1. 選取「在形狀上打字的工具」 。若要快速更改目前的文字工具，請按下 Option，再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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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工具。

在選取範圍上打字

2. 將游標置於影像中的物件上，然後拖移游標，直到取得您所需要的選取範圍為止。您可使用偏移量滑桿來調整
選取範圍的大小。

製作選取範圍

確認選取範圍後，選取範圍會轉換為路徑。

3. 若要將文字增加至影像，請在游標圖示更改為描繪文字模式時將滑鼠游標暫留在路徑上。按一下要增加文字的
點。

增加文字

增加文字後，您便可以像修改一般文字那樣修改增加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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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字增加完成後，按一下「確認」。「取消」可重新啟動工作流程。

回到頂端

在自訂路徑上打字
您可沿自訂路徑繪製及增加文字。
1. 選取「在自訂路徑上打字」
目前的工具。

。若要快速更改目前的文字工具，請按下 Option，再按一下

在自訂路徑上打字

2. 在圖像上繪製自訂路徑。您可確認/取消已繪製的路徑，從工具選項列重繪。
3. 若要調整或重新繪製路徑，請按一下工具選項列中的「修改」。使用顯示在路徑上的節點可
進行修改。
4. 建立完路徑之後，沿路徑的任意點按一下滑鼠便可增加文字。以您修改一般文字的相同方式
來修改文字。

增加文字

5. 在增加文字 後，按一下「確認 」

。

回到頂端

建立與使用遮色片文字
「水平文字遮色片」工具與「垂直文字遮色片」工具可以文字的形狀建立選取範圍。您可以透過剪下影像外部的
文字來顯示背景，或將所選文字貼到新影像，來從文字選取範圍邊框中得到樂
趣。請對各種選項多方實驗以個人化
您的影像與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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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建立已填色選取範圍的水平文字遮色片。

1. 使用「專業」模式，選取您希望選取範圍顯示的所在圖層。若要獲得最佳結果，請不要在文
字圖層上建立文字選取範圍邊框。
2. 選取「水平文字遮色片」工具或「垂直文字遮色片」工具。
3. 選取其他文字選項 (請參閱文字工具選項)，並輸入文字。

文字選取範圍邊框會出現在使用中圖層上的影像中。

Adobe 也建議閱讀以下文章
將樣式化文字增加至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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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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文字
編輯文字圖層中的文字。
選取字元
選擇字體系列和樣式
選擇字體大小
更改文字顏色
將樣式套用至文字
彎曲文字
更改文字圖層的方向

回到頁首

編輯文字圖層中的文字。

建立完文字圖層後，可以在圖層中編輯文字以及套用圖層指令。您可以在文字圖層中插入新文字、更改現有文字與刪除文字。如果將任何樣式套用至
文字圖層，所有文字都會繼承那些樣式的屬性。
您也可以更改文字圖層的方向 (水平或垂直)。當文字圖層垂直時，文字行會從頂端排列至底部。當文字圖層水平時，文字行會從左側排列至右側。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取「水平文字」工具

或「垂直文字」工具

(或選取「移動」工具

並按兩下文字)。

在「專業」模式中，選取「圖層」面板中的文字圖層。
當您按一下現有文字圖層時，「文字」工具會在插入點更改以符合圖層方向。
2. 將插入點放在文字中，並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設定插入點。
選取要編輯的字元。
輸入想要的文字。
3.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以確認文字圖層：
按一下選項列中的「確認」按鈕

。

按一下影像。
在工具箱中選取不同的工具。

回到頁首

選取字元
1. 選取文字工具。
2.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文字圖層，或按一下文字部分，自動選取文字圖層。
3. 將插入點放在文字中，並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以拖移方式選取一或多個字元。
按兩下選取單字。
按三下來選取整行文字。
按一下文字中的點，然後按住 Shift 鍵並再按一下，選取某範圍字元。
選擇「選取 > 全部」，選取圖層中的所有字元。
如果要使用方向鍵選取字元，請按住 Shift 鍵同時按向右鍵或向左鍵。

回到頁首

選擇字體系列和樣式

字體是一組字元 - 字母、數字或符號 - 會共享通用粗細、寬度與樣式。當您選取字體時，您可以分別選取字體系列 (例如 Arial) 及其文字樣式。文字樣
式是字體系列中個別字體的變化版本 (例如一般、粗體或斜體)。可用文字樣式的範圍隨每種字體而有所不同。
如果字體不包括您要的樣式，您可以套用粗體與斜體的仿 (仿造品) 版。仿字體是一種電腦產生的字體版本，與替代性字體設計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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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您要更改現有文字，請選取一或多個您要更改字體的字元。若要更改圖層中所有字元的字體，請在「圖層」面板中選取文字
圖層，然後使用選項列中的按鈕與選單來更改字體類型、樣式、大小、對齊與顏色。
2. 在選項列中，從「字體系列」快顯選單中選擇字體系列。
3.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從選項列「字體樣式」快顯選單中選擇字體樣式。
如果您選擇的字體系列不包括粗體或斜體樣式，請按一下「仿粗體」按鈕、「仿斜體」按鈕或兩個都按一下。
備註： 輸入的文字會從目前的前景顏色中選取顏色；不過，也可以在輸入文字之前或之後更改文字顏色。當您編輯現有的文
字圖層時，可以更改個別字元或圖層中所有文字的顏色。

回到頁首

選擇字體大小

字體大小決定了影像中顯示的文字大小。字體的實際大小視影像的解析度而定。72 點文字中的大寫字母在 72 ppi 的影像中大約為 1 英寸高。解析度
越高，指定的文字點大小越小，因為在解析度越高的影像中，會越緊密地包住像素。
1. 如果您要更改現有文字，請選取一或多個您要更改大小的字元。若要更改圖層中所有字元的大小，請在「圖層」面板中選取文字
圖層。
2. 選取「水平文字」工具

或「垂直文字」工具

。

3. 在選項列中，為「大小」輸入或選取新的數值。您可以輸入比 72 點大的大小。會將您輸入的值轉換為度量的預設單位。如果要使
用替代的度量單位，請在「大小」文字方框中的數值後面輸入單位 (英寸、公分、點、像素或 Pica)。
文字的預設度量單位是點。但是，您可以在「偏好設定」對話框的「單位和尺標」部分中，更改度量單位。選擇「編輯 > 偏好
設定 > 單位和尺標」，然後選取文字的度量單位。

回到頁首

更改文字顏色

您可以在輸入文字之前或之後更改文字顏色。當您編輯現有的文字圖層時，可以更改個別字元或圖層中所有文字的顏色。您也可以將漸層套用至文字
圖層中的文字。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在您輸入文字之前更改文字顏色，請選取文字工具。
若要更改現有文字的顏色，請選取文字工具，然後拖移以選取文字。
2. 若要從色票清單中選擇顏色，請按一下選項列中的「顏色」選單。若要選取顏色並將該顏色增加至色盤，請按一下 。

回到頁首

將樣式套用至文字
您可將效果套用至文字。「效果」面板中的任何效果皆可套用至圖層中的文字。

將樣式套用至文字之前 (上) 與之後 (中與下)。
1. 對於新文字，請書寫並確認您要套用樣式的文字。然後，從「工具選項」列的可用預設集中選取。
2. 對於現有文字，請選取包含文字的圖層。
3. 開啟「效果」面板，然後按兩下您要套用至文字之樣式的縮圖。

回到頁首

彎曲文字

彎曲可讓您扭曲文字以與各種形狀一致；例如，您能夠以弧形或波形的形狀彎曲文字。彎曲會套用至文字圖層中的所有字元 - 您無法彎曲個別字元。
此外，您也無法彎曲仿粗體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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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彎曲的文字圖層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取文字圖層。
2.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取文字工具，並按一下「工具選項」列中的「彎曲」按鈕

。

選擇「圖層 > 文字 > 彎曲文字」。
3. 從「樣式」彈出式選單中選擇彎曲樣式。樣式可決定彎曲文字的基本形狀。
4. 選取彎曲效果的方向：「水平」或「垂直」。
5. (選擇性) 為其他彎曲選項指定數值，控制彎曲效果的方向與透視：
彎曲以指定彎曲總量。
「水平扭曲」和「垂直扭曲」可以將透視套用至彎曲效果。
6. 按一下「確定」。

取消彎曲文字
1. 選取已套用彎曲效果的文字圖層。
2. 選取文字工具，並按一下選項列中的「彎曲」按鈕

；或選擇「圖層 > 文字 > 彎曲文字」。

3. 從「樣式」彈出式選單中選擇「無」，然後按一下「 確定」。

回到頁首

更改文字圖層的方向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取文字，然後按一下選項列中的「切換文字方向」按鈕

。

選取文字圖層，然後選擇「圖層 > 文字 > 水平」，或選擇「圖層 > 文字 > 垂直」。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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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亞洲文字
顯示亞洲文字選項
減少亞洲字元之間的間距
開啟或關閉直排內橫排
開啟或關閉間距

回到頁首

顯示亞洲文字選項
Photoshop Elements 提供幾個用來處理亞洲文字的選項。通常將亞洲字體稱為雙位元組字體或 CJK 字體，這代表中文、日文與韓文字體。
1. 在 Windows 中，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文字」。在 Mac OS 中，選擇「Photoshop Elements > 偏好設定 > 文字」。
2. 設定文字選項：
「顯示亞洲文字選項」可顯示亞洲文字選項。
「以英文顯示字體名稱」可以英文顯示亞洲字體名稱。
3. 按一下「確定」。即會將亞洲文字選項按鈕

增加至文字工具選項列。

回到頁首

減少亞洲字元之間的間距

比例間距可透過指定的百分比值減少字元周圍的空間 (但不會減少字元本身)。如果增加字元的比例間距，就會以相同的百分比，減少字元兩側的間
距。
1. 如果您正在處理現有圖層，請在「圖層」面板中選取文字圖層，然後選取文字工具。
2. 選取要調整的字元。
3. 按一下選項列中的「顯示亞洲文字選項」按鈕

。如果您沒有看到按鈕，請務必將偏好設定設為顯示亞洲文字選項。

4. 針對比例間距 ，從彈出式選單中選取百分比，然後按 Enter 鍵或 Return 鍵。百分比愈大，字元之間的壓縮就愈緊密。百分比為
100% (最大值) 時，字元的邊界方框與全形字框之間就沒有任何間距。
備註： 全形字框是高度與寬度大體上與字母 "M" (也稱為 mutton) 的寬度一致的空間。

回到頁首

開啟或關閉直排內橫排
「直排內橫排」(也稱為 Kumimoji 和 Renmoji) 是一個將水平文字排列於垂直文字行中的區塊。

套用直排內橫排之前與之後
1. 如果您正在處理現有圖層，請在「圖層」面板中選取文字圖層，然後選取文字工具。
2. 選取想要旋轉的字元。
3. 按一下選項列中的「亞洲文字選項」按鈕

。

4. 啟動「直行內橫排」。

回到頁首

開啟或關閉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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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距決定日文文字中標點符號、符號、數字與其他字元類別之間的間距。當開啟間距時，會將半形間距套用至這些字元。

間距組合關閉 (上) 與間距組合開啟 (下)
1. 如果您正在處理現有圖層，請在「圖層」面板中選取文字圖層，然後選取文字工具。
2. 按一下選項列中的「亞洲文字選項」按鈕

。

3. 啟動「間距組合」。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314

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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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圖層
瞭解圖層
關於「圖層」面板
增加圖層
建立新的空白圖層並加以命名
利用其他圖層的一部分建立新圖層
將背景圖層轉換成一般圖層
使圖層成為背景圖層

回到頂端

瞭解圖層
圖層非常有用，因為圖層可讓您將組件增加到影像，並一次處理其中一個，而不會永久更改您的原始影像。您可
以針對每個圖層調整顏色與亮度、套用特殊效果、重新定位圖層內容、指定不透明度與混合值等。您也可以重新
排列堆疊順序、連結圖層來同時加以使用，並使用圖層建立網頁動畫。
圖層就像堆疊的透明玻璃，您可以在其上繪製影像。您可以透過圖層的透明區域，看到下面的圖層。您可以單獨
處理每個圖層，多方實驗來建立您想要的效果。每個圖層都會保持獨立，直到您組合 (合併) 圖層為止。「圖
層」面板中最底部的圖層 (即背景圖層) 會始終鎖定 (受保護)，這表示您無法更改其堆疊順序、混合模式或不透
明度 (除非您將其轉換為一般圖層)。

透過圖層的透明部分，可以看到下方圖層的內容。

圖層在「圖層」面板中組織。當您在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中工作時，將此面板保持可見是一個很好的作
法。這樣您一眼就會看到使用中圖層 (您正在編輯的所選圖層)。您可以連結圖層，如此這些圖層便可以作為一個
單位移動，進而協助您管理圖層。由於影像中的多個圖層會增加檔案大小，因此您可以合併已完成編輯的圖層來
縮小檔案大小。當您編輯相片時，「圖層」面板是資訊的重要來源。您也可以使用「圖層」選單來處理圖層。
一般圖層是像素式 (影像) 的影像。您可以使用多種其他圖層類型來建立特殊效果：

填色圖層 包含顏色漸層、純色或圖樣。
調整圖層 可讓您微調顏色、亮度以及飽和度，而不會永久更改您的影像 (直到您平面化或收合調整圖層為止)。
文字圖層與形狀圖層 可讓您建立向量式文字與形狀。
您無法在調整圖層上繪圖，但可以在其遮色片上繪圖。若要在填色圖層或文字圖層上繪圖，您必須先將其轉換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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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影像圖層。
回到頂端

關於「圖層」面板
「圖層」面板 (「視窗 > 圖層」) 會列出影像中的所有圖層，從頂部圖層到底部的背景圖層。在專業模式下，如
果您使用「自訂工作區」，可以將「圖層」面板拖移出來，然後使用其他面板來進行定位。
會標記使用中圖層，或您正在處理的圖層，以便於識別。當您處理影像時，最好先檢查使用中的圖層，以確保您
所執行的調整與編輯可以影響正確的圖層。例如，如果您選擇一個指令，但看起來什麼都沒有發生，請檢查確保
您看到的是使用中圖層。
您可以使用面板中的圖示完成許多工作，例如建立、隱藏、連結、鎖定以及刪除圖層。在一些例外的情況下，您
的更改只會影響選取的圖層或使用中圖層，這些圖層會標記下來。

圖層面板
A. 混合模式選單 B. 顯示/隱藏圖層 C. 圖層已連結至其他圖層 D. 圖層的預視 E. 標記圖層為使用中圖層 F. 鎖定
的圖層 G. 圖層已套用樣式

在圖層清單中，面板會顯示提供每個圖層相關資訊的縮圖、標題以及一或多個圖示：
此圖層為可見。按一下眼睛可顯示或隱藏圖層。當圖層隱藏時，其圖示為 。不會列印隱藏圖層。
此圖層已連結至作用中的圖層。
此圖層已鎖定。
此影像含有圖層群組並且是從 Adobe Photoshop 匯入。Photoshop Elements 不支援圖層群組，且會以其收合
狀態加以顯示。您必須進行簡化，才能建立可編輯影像。
您可以使用面板中的按鈕來執行下列動作：
建立新圖層。
建立新填色或調整圖層。
刪除圖層。
鎖定透明像素。
此外，頂端是面板「混合模式」選單 (「正常」、「溶解」、「變暗」等)、「不透明度」文字方框，以及顯示圖
層指令與面板選項之選單的「更多」按鈕。

回到頂端

增加圖層

317

新增圖層會顯示在「圖層」面板中所選圖層的上方。您可以使用下列任一方法將圖層增加到影像：

建立新的空白圖層，或將選取範圍轉為圖層。
將背景轉換為一般圖層，或將一般圖層轉換為背景。
將選取範圍貼入到影像中。
使用「文字」工具或形狀工具。
複製現有圖層。
您可以在影像中建立最多 8000 個圖層，每個圖層都擁有自己的混合模式與不透明度。但
是，記憶體限制可能會低於此限制。

回到頂端

建立新的空白圖層並加以命名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使用預設名稱與設定建立圖層，請按一下「圖層」面板中的「新增圖層」按鈕。產
生的圖層會使用不透明度為 100% 的「正常」模式，並會根據其建立順序命名 (若要重
新命名新圖層，請按兩下並輸入新名稱)。
若要建立圖層並指定名稱與選項，請選擇「圖層 > 新增 > 圖層」，或從「圖層」面板選
單中選擇「新增圖層」。指定名稱與其他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會自動選取新圖層，新圖層會顯示在面板中上次選取之圖層的上方。

回到頂端

利用其他圖層的一部分建立新圖層
您可以將影像的一部分從一個圖層移動到新建立的圖層，並保持原稿的完整性。
1. 選取現有圖層，然後選取範圍。
2. 選擇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圖層 > 新增 > 拷貝的圖層」，將選取範圍拷貝到新圖層中。
「圖層 > 新增 > 剪下的圖層」，將選取範圍剪下並貼入到新圖層中。
選取的區域會顯示在新圖層中相對於影像邊界的相同位置。

透過拷貝其他圖層的一部分，並將其貼入到新圖層中來建立新圖層

回到頂端

將背景圖層轉換成一般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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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圖層是影像中的底部圖層。其他圖層會堆疊在背景圖層頂端，通常 (但並非始終如此) 會包含相片的實際影
像資料。為了保護影像，會始終鎖定背景圖層。如果您要更改其堆疊順序、混合模式或不透明度，您必須先將其
轉換為一般圖層。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在「圖層」面板中，按兩下背景圖層。
選擇「圖層 > 新增 > 背景圖層」。
選取背景圖層，然後從「圖層」面板彈出式選單中選擇「複製圖層」來使背景圖層保持
完整，並建立其拷貝以作為新圖層。
無論您如何轉換圖層，都可以建立轉換背景圖層的複製圖層；只需選取轉換背景圖層，
然後從「更多」選單中選擇「複製圖層」即可。
2. 命名新圖層。
如果您將「背景橡皮擦」工具拖移到背景圖層上，該圖層會自動轉換為一般圖層，且擦
除區域會變為透明。

回到頂端

使圖層成為背景圖層
如果影像已有背景圖層，您便無法將圖層轉換為背景圖層。在這種情況下，您必須先將現有背景圖層轉換為一般
圖層。
1.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圖層。
2. 選擇「圖層 > 新增 > 圖層背景」。
原始圖層中的任何透明區域都會以背景顏色填滿。

Adobe 也建議
關於調整和填色圖層
關於圖層剪裁遮色片
鎖定或解除鎖定圖層
關於圖層中的不透明度與混合選項
關於調整和填色圖層
關於圖層中的不透明度與混合選項
簡化圖層
關於文字
關於形狀
刪除圖層
將圖層從一個影像拷貝到另一個影像
刪除圖層
在影像內複製圖層
指定圖層的混合模式
指定圖層的不透明度
在影像內複製圖層
關於選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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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貝及排列圖層
在影像內複製圖層
在另一個影像內複製一或多個圖層
將圖層從一個影像拷貝到另一個影像
移動圖層中的內容
更改圖層的堆疊順序
連結圖層與解除圖層連結
合併圖層
將圖層合併至其他圖層
平面化影像

回到頂端

在影像內複製圖層
您可以在影像內複製任何圖層，包括背景圖層。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一或多個圖層，然後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加以複製：
若要複製及重新命名圖層，請選擇「圖層 > 複製圖層」，或從「圖層」面板的「更多」
選單中選擇「複製圖層」。為複製圖層命名，然後按一下「確定」。
若要在不命名的情況下複製，請選取圖層，然後將其拖移到「圖層」面板中的「新增圖
層」按鈕。
在圖層名稱或縮圖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擇「複製圖層」。

回到頂端

在另一個影像內複製一或多個圖層
您可以從一個影像中取得任何圖層 (包括背景圖層)，然後在另一個影像中進行複製。請記住，目標影像的像素尺
寸決定了複製圖層之列印拷貝的可能大小。另外，如果兩個影像的像素尺寸不同，則複製圖層可能會比您預期的
看起來更小或更大。
1. 開啟來源影像。如果您要將圖層拷貝到現有影像，而非新影像，也請開啟目標影像。
2. 在來源文件的「圖層」面板中，選取您要複製的一或多個圖層的名稱。若要選取多個圖層，
請按住 Ctrl 鍵 (在 Mac OS 中為 Command 鍵) 並按一下每個圖層的名稱。
3. 選擇「圖層 > 複製圖層」，或從「圖層」面板的「更多」選單中選擇「複製圖層」。
4. 在「複製圖層」對話框中為複製圖層輸入名稱，並為圖層選擇目的地文件，然後按一下「確
定」：
若要在現有影像中複製圖層，請從「文件」彈出式選單中選擇檔案名稱。
若要為圖層建立新文件，請從「文件」選單中選擇「新增」，然後為新檔案輸入名稱。
透過複製圖層建立的影像不會有背景。

回到頂端

將圖層從一個影像拷貝到另一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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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將任何圖層 (包括背景圖層) 從一個影像拷貝到另一個影像。請記住，目標影像的解析度決定了圖層列印
拷貝的可能大小。另外，如果兩個影像的像素尺寸不同，則拷貝圖層可能會比您預期的看起來更小或更大。
1. 開啟想要使用的兩個影像。
2. 在來源影像的「圖層」面板中，選取您要拷貝的圖層。
3.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擇「選取 > 全部」，選取圖層中的所有像素，然後選擇「編輯 > 拷貝」。然後，使
目標影像處於使用中狀態，並選擇「編輯 > 貼上」。
將圖層的名稱從來源影像的「圖層」面板拖移到目標影像。
使用「移動」工具 (工具箱的「選取」區段) 將圖層從來源影像拖移到目標影像中。
拷貝的圖層會顯示在目標影像中，位於「圖層」面板的使用中圖層上方。如果您拖移的
圖層大於目標影像，則只有部分圖層可見。您可以使用「移動」工具將圖層的其他部分
拖移到檢視中。
拖移圖層時按住 Shift 鍵，可將其拷貝到其在來源影像中的相同位置 (若來源與目標影像
擁有相同的像素尺寸)，或拷貝到目標影像的中央 (若來源與目標影像的像素尺寸不同)。

將竹子圖層拖移到其他影像

回到頂端

移動圖層中的內容
圖層就像玻璃上的堆疊影像。您可以「滑動」堆疊中的圖層來更改相對於上下圖層可見的內容部分。
1. 若要同時移動多個圖層，請選取圖層，然後按一下任一圖層的「連結圖層」圖示，在「圖
層」面板中將圖層連結在一起。
2. 從「工具」面板的「選取」區段中，選取「移動」工具。
3.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在影像內拖移，將選取的一或多個圖層滑動到想要的位置。
按鍵盤上的方向鍵，以 1 像素為增量來移動一或多個圖層，或按 Shift 鍵與方向鍵，以
10 像素為增量來移動圖層。
拖移時按住 Shift 鍵可將一或多個圖層直接上下移動、直接移動至任一側，或以 45 度對
角線移動。

回到頂端

更改圖層的堆疊順序
堆疊順序決定了圖層是顯示在其他圖層的前面還是後面。
依照預設，背景圖層必須保持在堆疊底部。若要移動背景圖層，您需要先將其轉換為一般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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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圖層拖移到其他圖層下方可更改堆疊順序

1.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一或多個圖層。若要選取多個圖層，請按住 Ctrl 鍵，然後按一下
每個圖層。
2. 若要更改堆疊順序，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在「圖層」面板中將一或多個圖層向上或向下拖移至新位置。
選擇「圖層 > 排列順序」，然後選擇「移至最前」、「前移」、「後移」或「移至最
後」。

回到頂端

連結圖層與解除圖層連結
圖層被連結時，您可以同時移動其內容。您也可以同時拷貝、貼上、合併及套用變形至所有連結圖層。有時候，
您可能會想要編輯或移動一個連結圖層。您可以直接取消連結圖層，以便一次只處理一個圖層。
1. 若要連結圖層，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在選取一個圖層的情況下，按一下另一個圖層的連結圖示。
選取您要連結的圖層。若要選取多個圖層，請按住 Ctrl 鍵 (在 Mac OS 中為 Command
鍵)，然後按一下您要選取的圖層。按一下任一圖層的連結圖示。
在選取多個圖層的情況下，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取「連結圖層」選項。
2. 若要解除圖層連結，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解除連結一個圖層，請按一下圖層的連結圖示。
若要解除多個圖層連結，請選取多個圖層，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取「解除圖層連
結」選項。

回到頂端

合併圖層
圖層會顯著增加影像的檔案大小。合併影像內的圖層會減少檔案大小。您只應在完成圖層之後才加以合併，以建
立想要的影像。

322

合併範例

您可以選擇僅合併連結圖層、可見圖層、其下方有圖層的圖層，或選取的圖層。您也可以將所有可見圖層的內容
合併至選取的圖層，但不刪除其他可見圖層 (在這種情況下，檔案大小不會減少)。
當您完成影像處理時，可以加以平面化。平面化會合併所有可見圖層，放棄所有隱藏圖層，並會以白色填滿透明
區域。
1. 到「圖層」面板，確保眼睛圖示顯示 (未劃線) 在您要合併之每個圖層的旁邊。
2.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合併選取的圖層，請按住 Ctrl 鍵 (在 Mac OS 中為 Command 鍵)，然後按一下每
個圖層，以選取多個圖層。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擇「合併圖層」。
若要將圖層與下方的圖層合併，請選取該對圖層的頂端圖層，然後從「圖層」選單或
「圖層」面板彈出式選單中選擇「向下合併圖層」。
註解： 如果配對中的底部圖層是形狀、文字或填色圖層，您必須簡化該圖層。如果該配對
中的底部圖層是調整圖層，則您無法選擇「向下合併圖層」。
若要合併所有可見圖層，請隱藏您不想合併的任何圖層，然後從「圖層」選單或「圖
層」面板彈出式選單中選擇「合併可見圖層」。
若要合併所有可見連結圖層，請選取其中一個連結圖層，然後從「圖層」選單或「圖
層」面板彈出式選單中選擇「合併連結圖層」。
註解： 如果最底部的合併圖層是文字、形狀、純色填色、漸層填色或圖樣填滿圖層，您必
須先簡化該圖層。

回到頂端

將圖層合併至其他圖層
當您希望將正在合併之圖層保持完整不變時，請使用此程序。其結果會是新合併的圖層加上所有原始圖層。
1. 按一下您不想要合併之圖層旁邊的眼睛圖示 (該圖示上會劃過一條線)，並確定您想要合併的
圖層旁邊可以看見眼睛圖示 (未劃線)。
2. 指定要在其中合併所有可見圖層的圖層。您可以建立要在其中進行合併的新圖層，或在「圖
層」面板中選取現有圖層。
3. 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然後從「圖層」選單或「圖層」面板的「更多」
選單中選擇「合併可見圖層」。Photoshop Elements 會將所有可見圖層的拷貝合併至選取
的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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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平面化影像
當您將影像平面化時，Photoshop Elements 會將所有可見圖層合併至背景，進而顯著減少檔案大小。將影像平
面化會放棄所有隱藏圖層，並會以白色填滿任何透明區域。在大多數情況下，在完成編輯個別圖層之前，不建議
您將檔案平面化。
1. 請確保您要保留在影像中的圖層是可見的。
2. 從「圖層」選單或「圖層」面板的「更多」選單中選擇「影像平面化」。
您可以從影像視窗底部的狀態列彈出式選單中選擇「文件大小」，來查看影像的圖層檔
案大小與其平面化檔案大小之間的差異。

Adobe 也建議閱讀以下文章
瞭解圖層
瞭解圖層
關於影像大小與解析度
瞭解圖層
關於影像大小與解析度
瞭解圖層
瞭解圖層
將背景圖層轉換成一般圖層
瞭解圖層
關於圖層剪裁遮色片
合併調整圖層
簡化圖層
瞭解圖層
合併調整圖層
瞭解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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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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圖層
選取圖層
顯示或隱藏圖層
重新調整圖層縮圖的大小或加以隱藏
鎖定或解除鎖定圖層
重新命名圖層
簡化圖層
刪除圖層
所有可見圖層中的取樣顏色

回到頂端

選取圖層
您對影像所做的任何更改都只會影響使用中圖層。如果您操作影像時未看到所需結果，請確保已選取正確圖層。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圖層的縮圖或名稱。
若要選取多個圖層，請按住 Ctrl 鍵 (在 Mac OS 中為 Command 鍵) 並按一下每個圖
層。

回到頂端

顯示或隱藏圖層
在「圖層」面板中，圖層旁邊最左欄的眼睛圖示表示圖層可見。劃過眼睛符號的直線表示看不見圖層。
1. 如果「圖層」面板尚未開啟，請選擇「視窗 > 圖層」。
2.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隱藏圖層，請按一下眼睛圖示。當有直線劃過眼睛圖示時，即表示看不見該圖層。
再按一下眼睛欄，可顯示圖層。
在眼睛欄拖移可顯示或隱藏多個圖層。
若要僅顯示一個圖層，請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並按一下該圖層的眼
睛圖示。在眼睛欄中再次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並按一下可顯示所有
圖層。

回到頂端

重新調整圖層縮圖的大小或加以隱藏
1. 從「圖層」面板彈出式選單中選擇「面板選項」。
2. 選取新大小，或選取「無」來隱藏縮圖。然後按一下「確定」。

回到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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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定或解除鎖定圖層
您可以完全或部分鎖定圖層，以保護其內容。當鎖定圖層時，鎖定圖示會顯示在圖層名稱的右側，且無法編輯或
刪除該圖層。除背景圖層以外，您可以使用「圖層」面板中的堆疊順序將鎖定圖層移動至其他位置。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圖層，然後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圖層」面板中的「鎖定全部像素」圖示來鎖定所有圖層屬性。再按一下圖示來
解除鎖定這些屬性。
按一下「圖層」面板中的「鎖定透明度」圖示來鎖定圖層的透明區域，以不在其中繪
圖。再按一下圖示來解除鎖定。
註解： 針對文字與形狀圖層，預設會鎖定透明度，並且在不先簡化圖層的情況下無法解除
鎖定。

回到頂端

重新命名圖層
當您將圖層增加至影像時，根據其內容重新命名圖層很有用。使用描述性圖層名稱，以使您可以輕鬆識別「圖
層」面板中的圖層。
註解： 除非將背景圖層更改為一般圖層，否則您無法重新命名該圖層。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在「圖層」面板中，按兩下圖層名稱，然後輸入新名稱。
在圖層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從內容選單中選擇「重新命名圖層」。

回到頂端

簡化圖層
您可以簡化智慧型物件、邊框圖層、文字圖層、形狀圖層、純色圖層、漸層圖層或圖樣填滿圖層 (或從
Photoshop 匯入的圖層群組)，方法是將其轉換為影像圖層。您必須先簡化這些圖層，才能對其套用濾鏡，或使
用繪圖工具進行編輯。但是，您無法再在簡化的圖層上使用文字與形狀編輯選項。
1.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文字圖層、形狀圖層、填色圖層或 Photoshop 圖層群組。
2. 簡化圖層或匯入的圖層群組：
如果您已選取形狀圖層，請按一下「工具選項」列中的「簡化」。
如果您已選取文字、形狀或填色圖層，或 Photoshop 圖層群組，請從「圖層」選單或
「圖層」面板彈出式選單中選擇「簡化圖層」。

回到頂端

刪除圖層
刪除不再需要的圖層，可縮小影像檔案的大小。
1.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圖層。
2.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圖層」面板中的「刪除圖層」圖示，然後在刪除確認對話框中按一下「是」。
若要略過此對話框，請在按一下「刪除」圖示時按下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
從「圖層」選單或「圖層」面板的「更多」選單中選擇「刪除圖層」，然後按一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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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所有可見圖層中的取樣顏色
依照預設，當您使用某些工具時，僅會從使用中圖層取樣您套用的顏色。在此預設行為之下，即使其他圖層可
見，您還是可以在單一圖層中塗抹或取樣，而且您可以從一個圖層取樣，然後在另一個圖層中繪圖。
如果您要使用所有可見圖層中的取樣資料來繪圖，請執行下列作業：
1. 選取「揀色器」工具、「魔術棒」工具、「油漆桶」工具、「指尖」工具、「模糊」工具、
「銳利化」工具或「仿製印章」工具。
2. 在「工具選項」列中，選取「全部圖層」。

Adobe 也建議閱讀以下文章
瞭解圖層
選取圖層中的所有不透明區域
使用移動工具拷貝選取範圍
關於「圖層」面板
關於「圖層」面板
關於「圖層」面板
瞭解圖層
關於「圖層」面板
將背景圖層轉換成一般圖層
關於調整和填色圖層
瞭解圖層
瞭解圖層
建立新的空白圖層並加以命名
瞭解圖層
關於繪圖工具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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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和填色圖層
關於調整和填色圖層
建立調整圖層
建立填色圖層
編輯調整或填色圖層
合併調整圖層
編輯圖層遮色片

回到頁首

關於調整和填色圖層

調整圖層可以讓您實驗各種顏色和色調調整，不必永久性地修改影像中的像素。您可以將調整圖層想像成覆蓋著下面圖層的一層彩色紗。依照預設，
調整圖層會影響其下方的所有圖層，但您可以更改此行為。當您建立調整圖層時，「圖層」面板會顯示白色方框，表示對該圖層進行調整。
填色圖層可以讓您以純色、漸層或圖樣填滿圖層。和調整圖層不一樣的是，填色圖層並不會影響它下方的圖層。若要在填色圖層上繪圖，您必須先將
其轉換 (簡化) 為一般圖層。
調整圖層與填色圖層的不透明度及混合模式選項與影像圖層相同，而且您可以移動及重新定位這些圖層，就像操作影像圖層一樣。依照預設，會根據
調整圖層與填色圖層的類型為其命名 (例如純色填色圖層與負片效果調整圖層)。

建立調整圖層選單
A. 填色圖層 B. 調整圖層

回到頁首

建立調整圖層
1.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您要影響的最上層圖層。
2. 若要將調整圖層的效果限制在該圖層的所選區域，請選取範圍。
3.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影響調整圖層下方的所有圖層，請按一下「圖層」面板中的「建立新填色或調整圖層」按鈕。然後，選擇下列其中一種調
整類型。(選單中的前三個選項是填色圖層，而非調整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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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以及套用色相/飽和度調整的影像。只有調整圖層下方的圖層會受影響。
若要只影響調整圖層下方的一個圖層或多個連續圖層，請選擇「圖層 > 新增調整圖層 > [調整類型]」。在「新增圖層」對話框
中，選取「使用上一個圖層建立剪裁遮色片」，然後按一下「確定」。
色階 校正影像中的色調值。
亮度/對比 使影像變亮或變暗。
色相/飽和度 調整影像的顏色。
漸層對應 將像素對應到所選漸層的顏色。
相片濾鏡 調整影像的顏色平衡與色溫。
負片效果 根據影像的亮度值建立負片，來產生相片負片效果。
臨界值 以不含灰色的單色來演算影像，以便您可以找到最亮與最暗的區域。
色調分離 透過降低影像的亮度值 (色階) 減少顏色數目，為相片提供平坦、類似海報的外觀。
4. 在對話框中，指定選項並按一下「確定」。
在步驟 3 中選取「使用上一個圖層建立剪裁遮色片」，可將調整圖層與緊接其下方的圖層歸為一組，且效果影響將僅止於該群
組。
5. 若要將更多圖層增加到群組，請按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然後將指標放在分割群組中最底部圖層與其下方圖層的直
線上。當指標變為兩個重疊圓形時按一下。
使用「智慧型筆刷」工具或「細部智慧型筆刷」工具套用校正會自動建立調整圖層。

回到頁首

建立填色圖層
1.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填色圖層應位於其上的圖層。
2. 若要將填色圖層的效果限制在選取的區域，請選取範圍。
3.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圖層」面板中的「建立新填色或調整圖層」按鈕，然後選擇您要建立的填色類型。(面板中所列的前三個選項是填色
圖層，其他的是調整圖層。)
選擇「圖層 > 新增填滿圖層 > [填滿類型]」。在「新增圖層」對話框中，按一下「確定」。
純色 建立以從「揀色器」中選擇之純色填滿的圖層。
漸層 建立填滿漸層的圖層。您可以從「漸層」選單中選擇預先定義的漸層。若要在漸層編輯器中編輯漸層，請按一下顏色漸層。
您可以在影像視窗中以拖移的方式移動漸層的中心。
您也可以指定漸層的形狀 (樣式) 及其套用的角度 (角度)。選取「反轉」可翻轉其方向，選取「混色」可降低條紋狀態，選取「對
齊圖層」可使用圖層的邊界方框計算漸層填色。
圖樣 建立填滿圖樣的圖層。按一下圖樣，從彈出式面板中選擇一種圖樣。您可以縮放圖樣，並選擇「靠齊原點」將圖樣的原點定
位至文件視窗的原點。若要指定當重新定位圖樣時，圖樣隨填色圖層移動，請選取「連結圖層」。如果已經選取此選項，可以在
「圖樣填滿」對話框開啟時，在影像中拖移以定位圖樣。若要在編輯圖樣設定之後建立新預設圖樣，請按一下「新增預設集」按
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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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頁首

編輯調整或填色圖層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以開啟調整或填色選項對話框：
在「圖層」面板中，按兩下調整或填色圖層最左側的縮圖。
在面板中選取圖層，並選擇「圖層 > 圖層內容選項」。
2. 進行更改，然後按一下「確定」。

回到頁首

合併調整圖層

您可以使用多種方法合併調整或填色圖層：使用其下方的圖層、其他選取的圖層、自己群組中的圖層、連結的圖層以及其他所有可見圖層。但是，您
不能使用調整或填色圖層作為合併的基本或目標圖層。
將調整圖層或填色圖層與下方的圖層合併時，會簡化調整圖層，並且永久套用在合併的圖層中。調整不會再影響合併調整圖層下方的其他圖層。您也
可以將填色圖層轉換 (簡化) 為影像圖層，而不進行合併。
具有僅含白色值之遮色片 (「圖層」面板中圖層最右側的縮圖) 的調整圖層與填色圖層不會明顯增加檔案大小，因此，您不需要合併這些調整圖層來節
省檔案空間。

回到頁首

編輯圖層遮色片

圖層遮色片可防止部分圖層或整個圖層顯示為可見。您可以使用遮色片來顯示或隱藏部分影像或效果。當附加至調整圖層的圖層遮色片 (右側縮圖) 完
全為白色時，會將調整效果套用至所有下方圖層。如果您不想將效果套用至下方圖層的某些部分，請用黑色繪製對應的遮色片區域。附加至填色圖層
時，遮色片會定義填色圖層中的填充區域。

以黑色繪製遮色片可增加保護的區域。
1.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調整或填色圖層。
2. 選取「筆刷」工具，或者任何繪圖或編輯工具。
3. 使用下列方法來檢視圖層遮色片：
若要只檢視遮色片，請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並按一下圖層遮色片的縮圖 (最右側縮圖)。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並再按一下縮圖可重新顯示其他圖層。
若要檢視紅色遮色片顏色的遮色片，請按住 Alt+Shif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Shift 鍵)，並按一下圖層遮色片的縮圖 (最
右側縮圖)。按住 Alt+Shif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Shift 鍵)，再按一下縮圖，則可關閉紅色顯示。
若要將編輯限制於遮色片的一部分，請選取對應的像素。
4. 編輯圖層遮色片：
若要移除調整效果或填色的區域，請用黑色繪製圖層遮色片。
若要增加調整效果或填色的區域，請用白色繪製圖層遮色片。
若要局部移除調整效果或填色，以便其以各種透明層級顯示，請用灰色繪製圖層遮色片。(按一下工具箱中的前景顏色色票可
從「色票」面板中選擇灰色陰影。)移除效果或填色的程度取決於您用來繪製的灰色色調。陰影變暗可增加透明度；陰影變亮
可增加不透明度。
在「圖層」面板中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遮色片縮圖 (圖層最右側的縮圖) 可關閉遮色片；再按一下縮圖可開啟遮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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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說明主題
套用智慧型筆刷工具
關於色階分佈圖
關於選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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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遮色片
關於圖層遮色片
將圖層遮色片增加至影像

回到頁首

關於圖層遮色片

圖層遮色片是以繪圖或選取工具進行編輯，且相依於解析度的點陣圖影像。圖層遮色片可控制要增加遮色片之圖層的可見度。您可以將圖層遮色片編
輯為增加至遮色片區域或從中減去，而不遺失圖層像素。
圖層遮色片是一個灰階影像，因此以黑色塗繪的區域會隱藏起來，以白色塗繪的區域會顯示出來，而以灰色陰影塗繪的區域則會以不同的透明度層級
顯示。您可以使用繪圖筆刷或橡皮擦在遮色片上繪圖。

回到頁首

將圖層遮色片增加至影像
若要增加圖層遮色片，請選取您要顯示的影像部分，然後按一下「圖層」面板中的「增加圖層遮色片」按鈕。
備註： 會增加與圖層縮圖連結的遮色片縮圖。這個縮圖代表增加圖層遮色片時所建立的灰階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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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裁遮色片
關於圖層剪裁遮色片
建立剪裁遮色片
從剪裁遮色片中移除圖層
解除剪裁遮色片

回到頁首

關於圖層剪裁遮色片

剪裁遮色片是遮色片所套用到的圖層群組。最底部的圖層 (即基本圖層) 會定義整個群組的可見邊界。例如，假設在基本圖層中有形狀，在其上方的圖
層中有相片，且在最上層圖層中有文字。如果相片與文字僅透過基本圖層中的形狀外框顯示，則相片與文字也會具有基本圖層的不透明度。
您可以只將連續的圖層歸在同組。群組中的基本圖層名稱會加上底線，上面圖層的縮圖則會縮排。此外，上層圖層還會顯示剪裁遮色片圖示。
您可以連結剪裁遮色片中的圖層，以便讓這些圖層同時移動。

剪裁遮色片底部圖層中的形狀決定上方相片圖層哪個區域會穿透顯示。

回到頁首

建立剪裁遮色片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將指標放在「圖層」面板中分割兩個圖層的直線上 (指標會變成兩個重疊的圓形)，
然後按一下。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您要歸組之圖層配對的頂端圖層，然後選擇「圖層 > 建立剪裁遮色片」。
2. 當利用現有圖層以及您即將建立的圖層製作剪裁遮色片時，請先在「圖層」面板中選取現有圖層。然後，從「圖層」選單或「圖
層」面板的「更多」選單中選擇「新增圖層」。在「新增圖層」對話框中，選取「使用上一個圖層建立剪裁遮色片」，然後按一
下「確定」。
剪裁遮色片中的圖層擁有群組中最底部基本圖層的不透明度與模式屬性。
若要更改剪裁遮色片相對於影像中其他圖層的堆疊順序，請選取群組中的所有圖層。然後，在「圖層」面板中向上或向下拖移
群組的基本圖層。(在未選取群組中所有圖層的情況下即拖移一個圖層，會將該圖層從群組中移除。)

回到頁首

從剪裁遮色片中移除圖層
從基本圖層上方的圖層解散基本圖層的群組，可解散剪裁遮色片中所有圖層的群組。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住 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Option 鍵)，將指標放在「圖層」面板中分割兩個群組圖層的直線上 (指標會變成兩個重疊的圓形)，
然後按一下。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剪裁遮色片中的圖層，並選擇「圖層> 解除剪裁遮色片」。這個指令會從剪裁遮色片中移除選取的圖層和
位於它上方的任何圖層。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群組中除基本圖層以外的任何圖層。將圖層拖移到基本圖層下方，或拖移到影像中兩個解散群組的圖層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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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頁首

解除剪裁遮色片
1.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剪裁遮色片中除基本圖層以外的任何圖層。
2. 選擇「圖層 > 解除剪裁遮色片」。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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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透明度和混合模式
關於圖層中的不透明度與混合選項
指定圖層的不透明度
指定圖層的混合模式
選取圖層中的所有不透明區域
自訂透明格線

回到頂端

關於圖層中的不透明度與混合選項
圖層的不透明度決定了該圖層遮掩或顯現其下方圖層的程度。不透明度為 1% 的圖層幾乎是透明的，而不透明度
為 100% 的圖層則是不透明的。無論不透明度設定為何，透明區域都會保持透明。
您可以使用圖層混合模式來決定圖層與其下方圖層之像素的混合方式。您可以使用混合模式建立各種特殊效果。
圖層的不透明度與混合模式會與繪圖工具的不透明度與混合模式互動。例如，有一個圖層使用「溶解」模式，且
不透明度為 50%。而您使用設定為「正常」模式且不透明度為 100% 的「繪圖筆刷」工具在此圖層上繪圖。您
的繪圖會以「溶解」模式且不透明度為 50% 顯示。同樣的，如果有一個圖層使用「正常」模式且不透明度為
100%，而您使用不透明度為 50% 的「橡皮擦」工具，則當您擦除時，只有 50% 的繪圖會從圖層中消失。

混合圖層。
A. 竹子圖層與邊框圖層 B. 不透明度為 100% 且處於顏色加深模式下的竹子圖層 C. 不透明度為 50% 且處於顏色
加深模式下的竹子圖層

回到頂端

指定圖層的不透明度
1.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圖層。
2. 在「圖層」面板中，針對「不透明度」輸入介於 0 與 100 之間的數值，或按一下「不透明
度」方框右側的箭頭，然後拖移顯示的「不透明度」滑桿。

回到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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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圖層的混合模式
1.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您已增加的圖層。
2. 請從「混合模式」選單中選擇選項。
(Windows) 您可以在選擇混合模式之後，立即按鍵盤上的向上或向下箭頭，來嘗試選單
中的其他混合模式選項。

回到頂端

選取圖層中的所有不透明區域
您可以快速選取圖層中的所有不透明區域。當您要將透明區域從選取範圍排除時，此程序相當實用。
1. 在「圖層」面板中，按住 Ctrl 鍵 (在 Mac OS 中為 Command 鍵) 並按一下圖層縮圖：
2. 若要在現有的選取範圍中增加像素，請按住 Ctrl+Shift 鍵 (在 Mac OS 中為
Command+Shift 鍵)，然後按一下「圖層」面板中的圖層縮圖。
3. 若要從現有的選取範圍中移除像素，請按住 Ctrl+Alt 鍵 (在 Mac OS 中為
Command+Option 鍵)，然後按一下「圖層」面板中的圖層縮圖。
4. 若要載入像素與現有選取範圍的相交部分，請按住 Ctrl+Alt+Shift 鍵 (在 Mac OS 中為
Command+Option+Shift 鍵)，然後按一下「圖層」面板中的圖層縮圖。

回到頂端

自訂透明格線
棋盤格線可識別圖層中的透明度。您可以更改此格線的外觀；但是，請勿將其更改為純白色，因為您將消除不透
明 (白色) 與透明 (棋盤) 之間的視覺區別。
1. 在 Windows 中，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透明度」。在 Mac 中，選擇「Photoshop
Elements > 偏好設定 > 透明度」。
2. 從「格線大小」選單中選擇圖樣大小。
3. 從「格線顏色」選單中選擇圖樣顏色。若要選擇自訂顏色，請按一下「格線顏色」選單下方
兩個方框中的一個，然後從「揀色器」中選取顏色。

Adobe 也建議閱讀以下文章
瞭解圖層
關於混合模式
關於繪圖工具
關於選取範圍
關於「圖層」面板
使用 Adobe 揀色器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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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樣式
關於圖層樣式
使用圖層樣式

回到頁首

關於圖層樣式

圖層樣式可讓您將效果快速套用至整個圖層。在「效果」面板中，您可以檢視各種預先定義的圖層樣式，並且只需按一下滑鼠便可套用樣式。

套用至文字的三種不同圖層樣式
當您編輯該圖層時，效果的邊界會自動更新。例如，如果您將陰影樣式套用至文字圖層，當您編輯文字時，陰影會自動更改。
圖層樣式是可累積的，這表示您可以將多種樣式套用至圖層，以建立複雜效果。您可以為每個圖層套用每個樣式庫中的一種樣式，也可以更改圖層的
樣式設定以調整最終結果。
將樣式套用至圖層時，樣式圖示會顯示在「圖層」面板中圖層名稱的右側。圖層樣式會連結到圖層內容。當您移動或編輯圖層的內容時，也會相應地
修改效果。
選擇「圖層 > 圖層樣式 > 樣式設定」之後，您可以編輯圖層樣式的設定，或套用對話框中提供的其他樣式設定或屬性。
光源角度 指定效果套用在圖層上的光源角度。
陰影 指定陰影與圖層內容之間的距離。您也可以使用滑桿設定大小與不透明度。
光暈 (外) 指定從圖層內容的外部邊緣散發的光暈大小。您也可以使用滑桿設定不透明度。
光暈 (內) 指定從圖層內容之內部邊緣散發的光暈大小。您也可以使用滑桿設定不透明度。
斜角大小 指定沿圖層內容之內部邊緣的斜角大小。
斜角方向 指定斜角的方向，向上或向下。
筆觸大小 指定筆觸的大小。
筆觸不透明度 指定筆觸的不透明度。
回到頁首

使用圖層樣式

您可以將特殊效果套用至圖層，隱藏或顯示圖層中的樣式，甚至更改圖層樣式的縮放比率 (例如縮小或增加光暈效果的大小)。將樣式從一個圖層拷貝
到另一個圖層很容易。

套用圖層樣式
1.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圖層。
2. 在「效果」面板中，從類別選單中選擇「圖層樣式」。
3.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取樣式，然後按一下「套用」。
按兩下樣式。
將樣式拖移到圖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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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式圖示表示圖層樣式已套用至圖層。
如果您對結果不滿意，請按 Ctrl+Z (在 Mac OS 中為 Command+Z) 來移除樣式，或選擇「編輯 > 還原」。
您也可以將樣式拖移到影像，進而會將其套用至選取的圖層。

隱藏或顯示影像中的全部圖層樣式
選擇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圖層 > 圖層樣式 > 隱藏全部效果」。
「圖層 > 圖層樣式 > 顯示全部效果」。

編輯圖層的樣式設定
您可以編輯圖層的樣式設定，以調整效果。您也可以在各圖層之間拷貝樣式設定，以及從圖層中移除樣式。
1. 選擇「圖層 > 圖層樣式 > 樣式設定」。
2. 若要預視影像中的更改，請選取「預視」。
3. 調整一或多個圖層樣式設定，或增加新的圖層樣式設定，然後按一下「確定」。

更改圖層樣式的縮放
1.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包含要縮放之樣式效果的圖層。
2. 選擇「圖層 > 圖層樣式 > 縮放效果」。
3. 若要預視影像中的更改，請選取「預視」。
4. 指定您要縮放效果的程度。例如，如果您要增加外光暈的大小，且 100% 為目前縮放比率；200% 會使光暈大小加倍。然後按一
下「確定」。

在各圖層之間拷貝樣式設定
1.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包含要拷貝之樣式設定的圖層。
2. 選擇「圖層 > 圖層樣式 > 拷貝圖層樣式」。
3.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目標圖層，然後選擇「圖層 > 圖層樣式 > 貼上圖層樣式」。

移除圖層樣式
1. 在「圖層」面板中，選取包含要移除之樣式的圖層。
2. 選擇「圖層 > 圖層樣式 > 清除圖層樣式」。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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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共享及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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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列印或共享相片
線上列印相片
為線上列印設定服務提供者偏好設定
線上共享相片 | Photoshop Elements 12
相片共享服務提供者
Private Web Album
Flickr
Twitter
SmugMug Gallery
Facebook

回到頂端

線上列印相片
您現在可以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Editor，從線上服務提供者訂購相片、相冊、賀卡和月曆。Photoshop
Elements 支援的最新線上服務提供者清單如下所列：
註解： 僅有特定地理位置才有線上列印的服務提供者。

地區
美國和加
拿大

相片列印

相冊

賀卡

月曆

Costco

(英吋)
英國
(公釐)
法國
(公釐)

德國
(公釐)
其他國
家/地區

Photoworld
Photoworld

Service Photo
Online

Online Foto
Service

無法使用

Photoworld

Photoworld

276 x 211

195 x 105

303 x 216

Service Photo
Online

Service Photo
Online

Service Photo
Online

276 x 211

195 x 105

303 x 216

Service Photo
Online

Service Photo
Online

Service Photo
Online

276 x 211

195 x 105

303 x 216

無法使用

無法使用

無法使用

為線上列印設定服務提供者偏好設定
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共享和列印服務提供者。若要了解最新的服務，可以從編輯器更新合作夥伴服務。
註解： 如果您已更改您的所在地區，請為 Photoshop Elements 選擇新的「位置」設定。您只能從 Photoshop
Elements Organizer 選擇這個設定。例如，如果您從德國搬到美國，請在 Elements Organizer 更改位置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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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性，如果您已經更改位置) 在管理器中，按一下「偏好設定 > Adobe 合作夥伴服務 >
位置 > 選擇」選取新位置，然後重新啟動管理器。
2. 在編輯器中，開啟「偏好設定」對話框 (Ctrl/Cmd+K)，瀏覽至「Adobe 合作夥伴服務」，
然後按一下「重新整理」。
3. 按一下「自動檢查服務」核取方塊，確定編輯器會自動重新整理合作夥伴服務。若選取這個
核取方塊，重新啟動 Photoshop Elements 時，服務每 24 小時會重新整理一次。

回到頂端

線上共享相片 | Photoshop Elements 12
您可以使用 Revel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 Private Web Album)、Flickr、Twitter、SmugMug 與 Facebook
這類網站，直接從 Photoshop Elements Editor 共享影像。您可以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共享」下拉
式選單，檢視您可以使用的相片共享服務。

Photoshop Elements Editor 的全新「共享」下拉式選單

相片共享服務提供者
線上服務提供者清單：
註解： 特定地理位置提供各種服務提供者的支援。

位置

服務提供者
Private Web Album
Flickr

美國和加拿大

Twitter
Smugmug
Facebook

中國

Flickr
Private Web Album

其他國家/地區

Flickr
Twitter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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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Web Album
1. 在編輯器中，按一下「共享」下拉式選單，然後選擇「Private Web Album」。如果目前開
啟的相片尚未儲存，系統會提示您自動儲存檔案。按一下「確定」以繼續。
2. (第一次使用時) 如果您沒有使用 Revel 共享過，您必須授權 Photoshop Elements 12 使用
Revel。依照螢幕上的指示登入 Revel 帳戶，授權 Photoshop Elements 在線上發佈相片。
3. 在「Private Web Album」對話框中，選擇您要上傳相片的「相片庫」和「相簿」。按一下
相片預視區域下方的減號 (-)，從選取要上傳的圖庫集移除相片。
按一下「開始共享」。
若要建立新「相簿」，按一下「相簿」下拉式選單旁的「+」按鈕，然後輸入新「相簿」
的名稱。
4. 上傳後，「Private Web Album」對話框會顯示 2 個連結：
URL。按一下這個連結，在預設網頁瀏覽器中檢視上傳的相片。您可以從瀏覽器視窗拷
貝連結。
電子郵件連結。按一下這個連結，開始撰寫包含上傳相簿 URL 的新電子郵件。
按一下「完成」。

Flickr
1. 在編輯器中，按一下「共享」下拉式選單，然後選擇「Flickr」。如果目前開啟的相片尚未
儲存，系統會提示您自動儲存檔案。按一下「確定」以繼續。
2. (第一次使用時) 如果您沒有使用 Flickr 共享過，您必須授權 Photoshop Elements 12 使用
Flickr。依照螢幕上的指示，授權 Photoshop Elements 將相片發佈至 Flickr 帳戶。
3. 在「Flickr」對話框中，指定您要上傳之相片或相片組合的選項：
增加/移除相片。按一下項目預視區域上方的加號 (+) 或減號 (-)，增加或移除要上傳至
Flickr 的相片。
組合。您可以用組合的方式批次上傳相片。這比較適合用於 Flickr 中的幻燈片播放。按
一下「上傳為組合」核取方塊，然後修改「組合」選項。您可以選擇現有的「組合」，
或是建立新組合。輸入「組合」的名稱和描述。
觀眾。使用「誰可以查看這些相片？」區段，控制或限制「組合」對外部使用者的可見
度。
標記。輸入一組關鍵字以標記相簿。
4. 相片上傳後，「Flickr」對話框會顯示 2 個按鈕：
造訪 Flickr。按一下這個按鈕，在網頁瀏覽器中檢視上傳的相片。您可以從網頁瀏覽器
拷貝 Flickr 相片的 URL。
完成。按一下「完成」，關閉對話框。

Twitter
選擇要與 Twitter 共享相片時，只能選取一個影像。另外，請確定影像大小小於 3 MB。
1. 在編輯器中，按一下「共享」下拉式選單，然後選擇「Twitter」。如果目前開啟的相片尚未
儲存，系統會提示您自動儲存檔案。按一下「確定」以繼續。
2. (第一次使用時) 如果您沒有使用 Twitter 共享過，您必須授權 Photoshop Elements 12 代表
您發文至 Twitter。依照螢幕上的指示登入 Twitter 帳戶，授權 Photoshop Elements 在線上
發佈相片。
3. 在編輯器中，於「Twitter」對話框輸入訊息，然後按一下「Tweet」。
4. 訊息推文成功發佈時，「Twitter」對話框會顯示 2 個按鈕：
Visit Twitter。按一下這個按鈕，在網頁瀏覽器中檢視您的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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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按一下「完成」，關閉對話框。

SmugMug Gallery
1. 在編輯器中，按一下「共享」下拉式選單，然後選擇「SmugMug Gallery」。如果目前開啟
的相片尚未儲存，系統會提示您自動儲存檔案。按一下「確定」以繼續。
2. 開啟一或多張相片，從「共享」下拉式選單選取「SmugMug Gallery」。
3. 在「SmugMug Gallery」(步驟 1/3) 對話框中，輸入 SmugMug 帳戶憑證，然後按一下「登
入」。
4. 在「SmugMug Gallery」(步驟 2/3) 對話框中，選取要上傳圖片的收藏館。
按一下「建立收藏館」，建立要上傳相片的新收藏館。
5. 相片成功傳輸後，「SmugMug Gallery」(步驟 3/3) 對話框會顯示下列按鈕：
檢視收藏館。按一下這個按鈕，在網頁瀏覽器中檢視您上傳的相片。
完成。按一下「完成」，關閉對話框。
登出。按一下這個按鈕，結束 Smug Mug 的工作階段。對話框會返回步驟 1/3 的「登
入」畫面。

Facebook
1. 在編輯器中，按一下「共享」下拉式選單，然後選擇「Facebook」。如果目前開啟的相片
尚未儲存，系統會提示您自動儲存檔案。按一下「確定」以繼續。
2. (第一次使用時) 如果您沒有使用 Facebook 共享過，請執行這個步驟。依照螢幕上的指示，
授權 Photoshop Elements 12 代表您上傳至 Facebook。
3. 在「Facebook」上傳對話框中，選擇下列詳細資料，決定要上傳相片的位置，以及誰可以
看到相片：
增加/移除相片。按一下預視區域下方的加號 (+) 或減號 (-)，增加或移除要上傳至
Facebook 的相片。
相簿：選擇將相片上傳至現有的「相簿」，或是在這個對話框建立新「相簿」(輸入名
稱、位置和描述，以描述新相簿的相片)。
觀眾。使用「誰可以查看這些相片？」下拉式選單，控制相簿的可見度。
上傳品質。如需高品質相片 (一般尺寸大)，請選擇是否要以高品質上傳。如果選擇「標
準」，相片會經過壓縮，上傳時間較短。
按一下「上傳」。
4. 相片上傳後，「Facebook」對話框會顯示 2 個按鈕：
造訪 Facebook。按一下這個按鈕，在網頁瀏覽器中檢視上傳的相片。您可以從網頁瀏
覽器複製 Facebook 相片的 URL。
完成。按一下「完成」，關閉對話框。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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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相片列印
列印綜覽
使用相片列印
列印縮圖目錄
列印組合版面

回到頂端

列印綜覽
Photoshop Elements 提供幾個選項，用於列印您的相片。您可以透過 Adobe Photoshop 服務，讓線上業者以專
業的方式為您列印相片，或用家用印表機列印相片。(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您也可以選取視訊剪輯進行列
印，但只會列印第一個影格。) 您可以列印個別相片、縮圖目錄 (每個所選相片的縮圖) 與組合版面 (以各種大小
列印之一或多張相片的頁面)。您甚至可以水平翻轉影像來列印 T 恤轉印。
註解： 若要列印 PDF 檔案，您必須在電腦上安裝 Adobe Acrobat。

最後，您可以列印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製作的專案，例如相簿、卡片與月曆。某些專案可以從線上列印服
務訂購。

不同的列印選項
A. 個別相片 B. 縮圖目錄 C. 組合版面

在您列印相片之前，請務必向 Photoshop Elements 提供有關列印工作的某些基本資訊，例如您使用的紙張大小
與紙張方向。在「頁面設定」對話框中設定這些選項。您可能還需要在「偏好設定」對話框中指定度量單位。

回到頂端

使用相片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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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相片列印」選項來列印相片。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相片。
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滑鼠，從相片櫃中選取多張相片。
註解： 您可以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選取相片，然後選取「顯示 Organizer 中的檔案」
選項。相片即會顯示在相片櫃中。
2. 選取「建立 > 相片列印」。
3.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使用本機印表機列印」，使用電腦上設定的印表機列印相片。「列印」對話框
會啟動。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從「編輯」工作區列印相片。
按一下「列印組合版面」。
註解： 在 Windows 中，選取此選項會在 Elements Organizer 啟動「列印」對話框。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列印組合版面。
按一下「列印縮圖目錄」。
註解： 在 Windows 中，選取此選項會在 Elements Organizer 啟動「列印」對話框。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列印組合版面。
選取「從 Shutterfly 訂購列印相片」。
註解： 請註冊成為 Shutterfly 成員以使用其服務。
4. 請依循螢幕上的指示來列印相片。

回到頂端

列印縮圖目錄
縮圖目錄可透過在單一頁面上顯示一系列縮圖影像來讓您輕鬆預視幾組影像。您可以從 Elements Organizer 中
列印縮圖目錄。然而，您可以從 Photoshop Elements 中初始化流程。從「列印」對話框中選取縮圖目
錄。Elements Organizer 會開啟，並可讓您列印需要的縮圖目錄。如需有關從 Elements Organizer 中列印縮圖
目錄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列印縮圖目錄」參考。

縮圖目錄樣本

回到頂端

列印組合版面
組合版面可讓您將一或多張相片的多個拷貝置入單一頁面，很像傳統人像攝影工作室的作法。您可以選取多種大
小和位置選項，自訂相片組的版面。您可以從 Elements Organizer 中列印組合版面。然而，您可以從
Photoshop Elements 中初始化流程。從「列印」對話框中選取「組合版面」。Elements Organizer 會開啟，並
可讓您列印需要的組合版面。如需有關從 Elements Organizer 中列印組合版面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列印組合版面」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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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版面分為不同大小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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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相片
使用本機印表機列印相片
使用此選項可利用電腦上設定的印表機來列印相片。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相片。
在相片櫃 ( ) 中選取相片。使用 Ctrl 並按一下滑鼠 (在 Mac OS 中是使用 Command
並按一下滑鼠)，從相片櫃中選取多張相片。
註解： 您可以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選取相片，然後選取「顯示在 Organizer 中選取的
檔案」選項。相片即會顯示在專案櫃中。
2. 選取「檔案 > 列印」。
註解： 您可以從「列印」對話框內將相片增加至列印工作。請參閱使用列印對話框增加相
片以獲得詳細資訊。
3. 從「選取印表機」下拉式清單中選取印表機。
4. (僅 Windows) 按一下「更改設定」按鈕來修改印表機設定。您可以在「更改設定」對話框
中更改下列設定：
印表機
紙張類型
紙匣
紙張大小
列印品質
進階設定 - 使用此按鈕可開啟印表機驅動程式選項。
5. 從「選取紙張大小」下拉式清單中選取紙張大小。按一下「直向」或「橫向」指定方向。
6. (僅限 Windows) 從「選取列印類型」下拉式清單中選取「個別列印」。

個別列印 列印個別相片
組合版面 以各式版面和邊框 (個別相片邊界) 排列相片
縮圖目錄 自動以單欄或多欄版面排列選取的相片。
7. 選取相片的列印大小。如果您計畫使用「自訂」列印大小選項，請參閱在列印對話框中縮放
影像主題。
8. 若要使個別影像符合指定的列印版面，請選取「裁切至最適大小」。會縮放影像，如有必要
也會裁切影像以符合列印版面的外觀比例。如果您不想裁切相片，請取消選取此選項。
9. 在每個頁面文字方框的列印份數中選取或輸入數字。
10. 若要將影像置入特定位置，請取消選取「影像居中」核取方塊並指定「頂端」與「左側」
值。如果您想讓影像居中顯示，請將選項保持為選取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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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相片架內平移影像或拖移相片架，「居中影像」核取方塊會自動取消選取。
註解： 您可以從預先定義的單位清單中選擇其他任何單位。
11. (選擇性) 按一下「其他選項」來更改其他設定。
12. 按一下「列印」。
如果您的相片未以特定大小列印，請在列印前嘗試將相片重新調整為您想要的特定尺
寸。

使用列印對話框增加相片
1. 在「列印」對話框中，按一下「增加」按鈕 ()。
2. 在「增加相片」對話框中，選取下列其中一項：

目前在瀏覽器中的相片 顯示目前在媒體瀏覽器中可見的相片。
整個目錄 顯示您目錄中的所有相片。
相簿 顯示特定相簿中的相片。使用選單來選取相簿。
關鍵字標記 顯示有特定標記的相片。使用選單來選取標記。
僅顯示有評等的相片 僅顯示有我的最愛標記的相片。
也顯示隱藏的相片 顯示標記為隱藏的相片。
3. 按一下一或多個縮圖，或按一下「全部選取」，然後按一下「增加選取的相片」。
4. 按一下「完成」。

影像與相片架旋轉
您可以在「列印」對話框中旋轉影像。具體來說，相片架與影像皆可旋轉。
按一下「旋轉影像」按鈕來旋轉相片架。
核取「僅影像」可僅旋轉影像。相片架不會旋轉。
您可以使用滑桿來放大或縮小顯示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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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相片架旋轉
A. 旋轉影像 B. 縮放顯示滑桿

「列印」對話框中的更多列印選項
當您在「列印」對話框中按一下「其他選項」時，系統會顯示下列選項：

列印選擇 可讓您指定下列設定：
相片詳細資訊
您可以透過選取下列選項來列印日期、註解與檔案名稱：
顯示日期
顯示註解
顯示檔案名稱
邊框
您可以針對邊框指定下列詳細資訊：
以英寸、公釐或點為單位的粗細。
邊框的顏色
背景顏色
織品轉印轉換
選取「翻轉影像」可將影像用於 T 恤轉印。
註解： 某些印表機有反轉影像選項。如果是這樣的話，請確保您使用印表機驅動程式設定或反轉影像選項來反
轉影像。選取這兩個選項可水平翻轉影像兩次。

修剪導線
選取「列印裁切標記」(相片全部四個邊緣上的導線) 可讓您更輕鬆地修剪相片。

自訂列印大小 可讓您指定下列設定：
列印大小 您可以英尺、公分與公釐為單位指定寬度與高度。選取「縮放以符合媒體大小」來縮放影像以
符合頁面大小。
色彩管理 顯示影像的顏色描述檔。影像空間會顯示嵌入在您相片檔案中的色域。(「列印」對話框中的「列印預
視」並不受色彩管理，不會在您選擇描述檔時更新。) 您可以從下列選項中更改用於列印的描述檔：
顏色處理 您可以選擇讓印表機或 Photoshop Elements 管理顏色。
印表機描述檔 設定自訂印表機描述檔可將影像顏色轉換至印表機的色域，或關閉顏色轉換。如果您有印
表機與紙張組合的 ICC 描述檔，請從選單中選擇此描述檔。請務必關閉印表機驅動程式的色彩管理。
渲染顏色比對方式 當某些顏色在列印空間中不可用時，可指定從影像來源色域轉換的方式。

在列印對話框中縮放影像
在「列印」對話框中縮放影像可更改列印影像的大小與解析度 (影像的檔案大小不會更改)。
選擇「檔案 > 列印」。在「列印」對話框中按一下「其他選項」。選取「自訂列印大小」選
項並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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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縮放以符合媒體大小」來縮放影像以符合頁面大小。
從「單位」選單中指定度量的單位，並輸入高度與寬度值來以數字方式重新縮放影像。
尺寸會受限制，這表示更改一個尺寸便會按比例更改另一個尺寸。

列印多圖層影像
如果您的影像 (PSD 或 TIFF) 有多個圖層，請使用「圖層」面板來暫時從檢視中隱藏圖層以防止列印這些圖層。
1. 在「專業」模式中，開啟一個多圖層影像。
2. 在「圖層」面板中，按一下「眼睛」圖示來隱藏圖層。
3. 當只有您要列印的圖層可見時，選取「檔案 > 列印」。「列印」對話框會開啟，且只有可
見圖層會顯示在縮圖預視中。
4. 設定列印選項並按一下「列印」。

Adobe 也建議閱讀以下文章
瞭解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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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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及匯出影像
關於儲存影像與檔案格式
用於儲存的檔案格式
以不同的檔案格式儲存更改
瞭解檔案壓縮
設定檔案儲存偏好設定

回到頂端

關於儲存影像與檔案格式
如需有關此程序的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lrvid2321_pse9_tw。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編輯影像之後，請確認已儲存該影像。若要確保保留所有影像資料，請使用
Photoshop (PSD) 格式儲存一般影像。多頁建立一律會以相片建立 (PSE) 格式儲存。這些格式不會壓縮您的影
像資料。
除非您要共享相片或在網頁中使用相片，否則請使用 PSD 格式 (而非 JPEG) 儲存相片。每次使用 JPEG 格式儲
存時都會壓縮影像資料，這可能會導致某些資料遺失。您可能會開始注意到，將檔案儲存為 JPEG 2-3 次之後，
影像品質便會降低。使用 PSD 格式儲存的缺點是檔案大小會顯著提高，因為不會壓縮檔案。
Photoshop Elements 根據您要如何使用影像而定，可以使用多種檔案格式儲存影像。如果您要使用網頁影像，
「儲存為網頁用」指令可提供許多最佳化影像的選項。若要將多個影像轉換為相同檔案格式，或相同大小與解析
度，請使用「處理多個檔案」指令。

回到頂端

用於儲存的檔案格式
Photoshop Elements 可以使用下列檔案格式儲存影像：

BMP 這是一種標準的 Windows 影像格式。您可以指定 Windows 或 OS/2 格式以及影像的位元深度。也可以為
使用 Windows 格式的 4 位元和 8 位元影像，指定 RLE 壓縮。
CompuServe GIF (圖形交換格式) 此格式通常用於在網頁中顯示圖形與小型動畫。GIF 是一種壓縮格式，可以
最小化檔案大小和傳輸的時間。GIF 僅支援 8 位元顏色影像 (256 色或更少顏色)。您也可以使用「儲存為網頁
用」指令來將影像儲存為 GIF 檔案。
JPEG (靜態影像壓縮標準) 用於儲存相片的 JPEG 格式會保留影像中的所有顏色資訊，但會選擇性地放棄資料
來壓縮檔案大小。您可以選擇壓縮程度。壓縮程度越高，產生的影像品質就越差，檔案就越小；壓縮程度越低，
產生的影像品質就越好，檔案就越大。JPEG 是用於在網頁上顯示影像的標準格式。
Photoshop (PSD) 標準 Photoshop Elements 影像格式。通常，您應針對編輯的影像使用此格式，以儲存工作
並將所有影像資料與圖層保留在單一頁面檔案中。
相片建立格式 (PSE) 這是適用於多頁建立的標準 Photoshop Elements 格式。通常，您應針對相片建立使用此
格式，以儲存工作並將所有影像資料與圖層保留在多頁檔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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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 PDF (可攜式文件格式) 這是一種跨平台、跨應用程式的檔案格式。PDF 檔案會精確顯示並保留字
體、頁面佈局以及向量與點陣圖圖形。
註解： PDF 與 PDP 相同，只不過 PDP 是以 Adobe Photoshop® 開啟，而 PDF 是以 Acrobat 開啟。

Pixar 此格式可用於與 Pixar 影像電腦交換檔案。Pixar 工作站是專為高階圖形應用程式而設計的，例如用於 3D
影像和動畫的應用程式。Pixar 格式支援 RGB 與灰階影像。
PNG (可攜式網路圖形) 此格式可用於不失真壓縮以及在網頁上顯示影像。與 GIF 不同的是，PNG 可支援 24
位元的影像，並能產生無鋸齒狀邊緣的背景透明度；但有些網頁瀏覽器並不支援 PNG 影像。PNG 可以保留灰
階和 RGB 影像中的透明。
TIFF (標記式影像檔案格式) 此格式可用於在應用程式與電腦平台之間交換檔案。TIFF 是一種富有彈性的點陣圖
影像格式，大多數繪畫、影像編輯和頁面佈局應用程式都支援此格式。大多數桌面掃描器都可以產生 TIFF 檔
案。
此外，Photoshop Elements 也可以使用其他數種舊格式來開啟檔案：Pixel Paint、可攜式點陣圖、SGI
RGB、Soft Image、Wavefront RLA 與 ElectricImage。
回到頂端

以不同的檔案格式儲存更改
您可以設定儲存影像檔案的選項 (例如格式)，以及選擇要將已儲存檔案包括在 Elements Organizer 目錄中還是
保留影像中的圖層。根據您選取的格式而定，可能會有其他選項可以設定。

更改檔案儲存選項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選擇「檔案 > 儲存」。
2. 若要更改檔案儲存選項 (例如檔案名稱或格式)，請選擇「檔案 > 另存新檔」，設定下列任
一個檔案儲存選項，然後按一下「儲存」。
註解： 某些檔案格式會開啟含其他選項的其他對話框。

檔案名稱 指定已儲存影像的檔案名稱。
格式 指定已儲存影像的檔案格式。
包括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 將已儲存檔案包括在您的目錄中，使其顯示在相片瀏覽器
中。請注意，「編輯」工作區支援的某些檔案格式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不受支援。如
果您使用其中一種格式 (例如 EPS) 儲存檔案，此選項將無法使用。
儲存在具有原稿的版本集中 儲存檔案，然後將檔案增加至相片瀏覽器中的版本集，以將不
同版本的影像保持在整齊有組織的狀態。除非已選取「包括在 Organizer 中」，否則此選項
無法使用。
圖層 保留影像中的所有圖層。如果此選項已關閉或無法使用，則表示影像中沒有圖層。
「圖層」核取方塊上的警告圖示表示影像中的圖層將針對選取的格式平面化或合併。在某些
格式中，所有圖層都會合併。若要保留圖層，請選取其他格式。
作為拷貝 保留目前檔案開啟的狀態的同時，儲存檔案的拷貝。會將拷貝儲存為包含目前開
啟檔案的檔案夾。
ICC 描述檔 針對某些格式，將顏色設定檔嵌入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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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圖 儲存檔案的縮圖資料。當在「偏好設定」對話框中設定「影像預視」的「儲存時詢
問」選項時，可以使用此選項。
使用小寫副檔名 使用小寫的副檔名。
註解： UNIX 檔案伺服器通常用於協助在網路與網際網路上傳送資訊。其中一些伺服器無
法辨識大寫副檔名。為確保您的影像能夠抵達其目的地，請使用小寫副檔名。

以 GIF 格式儲存檔案
1. 選擇「檔案 > 另存新檔」。
2. 指定檔案名稱與位置，並從格式清單中選擇「CompuServe GIF 格式」。
會將您的影像作為拷貝儲存在指定目錄中 (除非其已處於索引色模式下)。
3. 如果您要建立動畫 GIF，請選取「作為影格的圖層」選項。最後檔案中的每個圖層都會作為
動畫 GIF 的單一影格播放。
4. 按一下「儲存」。如果您的原始影像為 RGB，「索引色」對話框會出現。
5. 如有必要，請在「索引色」對話框中指定索引色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6. 在「GIF 選項」對話框中，選取 GIF 檔案的行序，然後按一下「確定」。

正常 只有在完全下載影像時，才會在瀏覽器中顯示影像。
交錯式 在將完整影像檔案下載至瀏覽器的同時，顯示影像的一系列低解析度版本。交錯可
使下載時間感覺起來較短，並讓檢視者確定下載正在進行中。但是，交錯也會增加檔案大
小。

以 JPEG 格式儲存檔案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擇「檔案 > 另存新檔」，然後從格式清單中選擇 JPEG。
註解： 您無法使用 JPEG 格式儲存索引色與點陣圖模式的影像。
2. 指定檔案名稱與位置，選取檔案儲存選項，然後按一下「儲存」。
「JPEG 選項」對話框即會開啟。
3. 如果影像包含透明，請選取「邊緣調合」顏色來模擬背景透明的外觀。
4. 從「品質」選單選擇選項、拖移「品質」滑桿，或輸入介於 1 與 12 之間的數值，來指定影
像壓縮與品質。
5. 選取格式選項：

基本壓縮 (「標準」) 使用大多數網頁瀏覽器皆可辨識的格式。
基本壓縮最佳化 最佳化影像的顏色品質並產生略小的檔案大小。並非所有網頁瀏覽器都支
援此選項。
漸進式 建立一個會在下載到網頁瀏覽器的過程中逐漸顯示的影像。漸進式 JPEG 檔案的大
小略大，需要有更多 RAM 才能檢視，且並非所有應用程式與網頁瀏覽器都支援該格式。
6. 按一下「確定」。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擇「檔案 > 另存新檔」，然後從格式清單中選擇 Photoshop
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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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定檔案名稱與位置，選取檔案儲存選項，然後按一下「儲存」。
3. 在「EPS 選項」對話框中，設定下列選項：
4. 若要將影像中的白色區域顯示為透明，請選取「透明白色」。這個選項只能用於點陣圖模式
的影像。
5. 如果您要將消除鋸齒套用至列印的低解析度影像，請選取「影像內插補點」。
6. 按一下「確定」。

以 Photoshop PDF 格式儲存檔案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擇「檔案 > 另存新檔」，然後從格式清單中選擇 Photoshop
PDF。
2. 指定檔案名稱與位置，選取檔案儲存選項，然後按一下「儲存」。
3. 在「儲存 Adobe PDF」對話框中，選取壓縮方法。(請參閱瞭解檔案壓縮。)
4. 請從「品質」選單中選擇選項。
5. 若要檢視 PDF 檔案，請選取「在儲存後檢視 PDF」來啟動 Adobe Acrobat 或 Adobe®
Reader (視您電腦上安裝的應用程式而定)。
6. 按一下「儲存 PDF」。
如果您已對 Acrobat Touchup 檔案做出更改，但開啟檔案時並未反映更改，請檢查「儲存檔案」偏好設定對
話框。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儲存檔案」，然後從「在第一次儲存時」選單中選擇「儲存在目前檔案
中」。

以 PNG 格式儲存檔案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擇「檔案 > 另存新檔」，然後從格式清單中選擇 PNG。
2. 指定檔案名稱與位置，選取檔案儲存選項，然後按一下「儲存」。
3. 在「PNG 選項」對話框中，選取「交錯」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無 只有在影像完全下載之後才會在網頁瀏覽器中顯示影像。
交錯式 在將完整影像檔案下載至瀏覽器的同時，顯示影像的低解析度版本。交錯可使下載
時間感覺起來較短，並讓檢視者確定下載正在進行中。但是，交錯也會增加檔案大小。

以 TIFF 格式儲存檔案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擇「檔案 > 另存新檔」，然後從格式清單中選擇 TIFF。
2. 指定檔案名稱與位置，選取檔案儲存選項，然後按一下「儲存」。
3. 在「TIFF 選項」對話框中，選取選項：
影像壓縮
指定壓縮複合影像資料的方法。
像素順序
選擇「相交」以便能夠將相片增加至 Elements Organizer。
位元組順序
最新的應用程式可以使用 Mac 或 Windows 位元組順序來讀取檔案。但是，如果您不知道
可能會使用何種程式開啟檔案，請選取將用來讀取檔案的平台。
354

儲存影像金字塔
保留多重解析度的資訊。Photoshop Elements 未提供開啟多重解析度檔案的選項，因此會
以檔案中最高的解析度開啟影像。但是，Adobe InDesign® 與某些影像伺服器仍支援開啟
多重解析度的格式。
儲存透明
在其他應用程式中開啟檔案時，將透明保留為另一個 Alpha 色版。(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重新開啟檔案時，永遠會保留透明。)
圖層壓縮
指定壓縮圖層中像素資料的方法 (以別於複合資料)。
許多應用程式都無法讀取圖層資料，因此在開啟 TIFF 檔案時，會略過這些資料。但
是，Photoshop Elements 可以讀取 TIFF 檔案中的圖層資料。雖然包含圖層資料的檔案比
不含圖層資料的檔案要大，但是儲存圖層資料卻可以讓您不必儲存及管理不同的 PSD 檔
案，以存放圖層資料。

回到頂端

瞭解檔案壓縮
許多影像檔案格式都會壓縮影像資料以減少檔案大小。不失真壓縮會保留所有影像資料而不會移除細節；失真壓
縮則會移除影像資料，且遺失某些細節。
下列是常用的壓縮技巧：

RLE (執行長度編碼) 這是一種不失真壓縮技術，可壓縮具有包含透明之多個圖層的影像中每個圖層的透明部
分。
LZW (Lemple-Zif-Welch) 這是一種不失真壓縮，可在壓縮包含較大的單一顏色區域之影像時提供最佳結果。
JPEG 這是一種失真壓縮，可提供最佳的相片結果。
CCITT 這是一系列不失真壓縮技術，適用於黑白影像。
ZIP 這是一種不失真壓縮技術，對於包含大片單色區域的影像最為有效。
回到頂端

設定檔案儲存偏好設定
在「編輯」工作區中，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儲存檔案」，然後設定下列選項：

在第一次儲存時 可讓您控制檔案的儲存方式：
「詢問是否為原稿」(預設) 會在您第一次編輯與儲存原始檔案時開啟「另存新檔」對話
框。所有的後續儲存都會覆寫之前的版本。如果您在「編輯」工作區中開啟已編輯的拷
貝 (從 Elements Organizer 中)，第一次儲存以及所有後續儲存都會覆寫之前的版本。
「永遠詢問」會在您第一次編輯與儲存原始檔案時開啟「另存新檔」對話框。所有的後
續儲存都會覆寫之前的版本。如果您在「編輯」工作區中開啟已編輯的拷貝 (從
Elements Organizer 中)，第一次儲存會開啟「另存新檔」對話框。
「儲存在目前檔案中」不會開啟「另存新檔」對話框。第一次儲存會覆寫原始檔案。

影像預視 將預視影像隨檔案儲存。選取「永不儲存」，儲存檔案時便不會儲存預視；選取
「永遠儲存」，儲存檔案時便會儲存指定的預視；選取「儲存時詢問」，則可視檔案的情況
指定預視。
副檔名 指定以三個字元表示檔案格式的副檔名：選取「使用大寫」會使用大寫字元加入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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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名，而選取「使用小寫」會使用小寫字元加入副檔名。通常，最好將此選項保持設定為
「使用小寫」。
另存新檔至原始檔案夾 指定「另存新檔」對話框預設會開啟的檔案夾位置。若此選項遭清
除，「另存新檔」對話框一律會開啟您上次儲存檔案的檔案夾。選取後，「另存新檔」對話
框一律會開啟您上次開啟檔案的檔案夾。可在「偏好設定 > 儲存檔案」中找到。
忽略相機資料 (EXIF) 描述檔 選取此選項會自動放棄數位相機使用的任何顏色描述檔。您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使用的顏色描述檔會隨影像一起儲存。
最大化 PSD 檔案相容性 將複合影像儲存在圖層式 Photoshop 檔案中，使其可由更多類型
的應用程式匯入或開啟。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選取「永不」可略過此步驟
選取「永遠」可自動儲存複合影像
如果您想要在每次儲存檔案時都收到提示，請選取「詢問」。
註解： 當設定為「詢問」時，對話框會提示確認最大化 PSD 相容性。對話框中有「不要再
顯示」核取方塊。如果選取，此確認對話框就不會再顯示，且「最大化 PSD 檔案相容性」
偏好設定會設為「永遠」。

最近使用的檔案清單包含：_ 個檔案 指定「檔案 > 開啟最近編輯的檔案」次選單中可用的
檔案數。輸入介於 0 到 30 之間的數值。預設值為 10。

Adobe 也建議閱讀以下文章
使用「儲存為網頁用」對話框
處理多個檔案
網頁最佳化檔案格式
關於透明與邊緣調合的網頁影像
關於 JPEG 格式
網頁最佳化檔案格式
關於 GIF 格式
將影像轉換為索引色
關於 PNG-8 格式
關於 PNG-24 格式
關於版本集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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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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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基本知識
Elements Organizer 與 Photoshop Elements 針對相片的創意製作提供一些快速而簡單的方法。您可以使用您的相片來在其他專案中建立相冊、賀
卡、月曆、拼貼與 CD/DVD 封套。您可以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完成某些專案。針對其他專案，您可以選取要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使用的相
片，然後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完成專案。
按一下「建立」來檢視專案清單，其可引導您完成使用專業設計範本來建立您自己的獨特專案的流程。完成專案後，可在線上共享，或利用家用電腦
或專業列印服務列印。
您的專案會顯示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並會在您的本機硬碟中建立包含各專案之文件或網頁檔案的專案檔案及相關次檔案夾。為保持這些專案檔
案、次檔案夾及頁面檔案之間的連結，請避免使用檔案總管 (Windows) 或 Finder (Mac) 進行移動。改用 Elements Organizer 中的「移動」指令。
您可以使用各種方法共享專案。例如，您可以將幻燈片播放燒錄到 CD 上。您也可以透過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線上服務專業列印專案。
備註： 舊版 Photoshop Elements 的專案在目前版本中可能無法開啟。某些專案可能必須使用之前版本才能開啟。
Elements Organizer 專案綜覽
建立幻燈片播放 (僅限 Windows)
使用線上服務共享相片

Twitter™ 和 Facebook 發文未涵蓋在 Creative Commons 條款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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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相片專案
關於相片專案
設定相片專案選項
相片專案的類型
關於幻燈片播放
製作相片拼貼、標籤、CD 和 DVD 封套

回到頁首

關於相片專案

相片專案包括相冊、相片月曆、相片拼貼、賀卡以及 CD/DVD 封套與標籤。可在 Photoshop Elements 視窗右上角找到的「建立」按鈕會列出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可用相片專案。
備註：相冊是專為線上列印所設計。您可以本機列印，但會將展開範圍的每一面都視為單獨的一頁。
會以相片專案格式 (.pse) 儲存相片專案。與需要您單獨開啟及編輯每個影像的傳統影像格式不同，您可以利用 PSE 格式列印最多 30 頁。
備註： 由於多頁檔案可能會比較大，因此為獲得最佳效能，建議使用至少有 1GB RAM 的電腦。
啟動相片專案時，您可指定大小、列印選項 (本機或透過服務提供者)，以及專案類型的主題。例如，光碟封套範本的大小選項與相片拼貼範本不同。
但兩種範本皆提供了大多數專案通用的版面與主題選項。此時，您也可以指定是否使用「以所選影像自動填滿」和「頁數」選項 (適用時)。
指定了這些主要選項後，相片專案會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應用程式視窗右下方的「頁面」、「版面」與「圖形」按鈕可讓您增加或修改邊
框、背景與圖層樣式。例如，您可以使用「圖形」標籤，將獨特的背景，而不是預設背景套用至相簿的每一頁。
完成專案後，可利用各種方式進行共享。例如，您可從 Elements Organizer 列印或透過電子郵件傳送賀卡或相片拼貼。您也可以使用線上服務 (如果
在您的區域可用) 專業列印專案。
備註： 如果相片專案包含遺失的檔案，您仍可儲存專案但無法列印。

回到頁首

設定相片專案選項

「建立」下拉式清單是您製作新相片專案的起點。選取相片專案時，假設選取相冊，您可以指定大小、列印選項及主題。每個列印選項皆僅支援有限
數量的大小。選取「以所選影像自動填滿」來用一個步驟增加在「相片櫃」中開啟的所有影像，而不必稍後手動增加。
例如，若您按一下「建立」標籤中的「相片拼貼」，相片專案對話方塊會提供下列選項：
大小 提供每個專案的預設頁面大小。所選大小會變為專案中所有頁面的預設大小。每種專案類型都提供不同的大小選項。例如，賀卡範本大小比相冊
範本大小要小。
主題 提供各種預設設計，來以預設邊框及背景補強您的影像。所選主題與邊框會變為專案中所有頁面的預設選項，不過您可稍後在「版面」與「圖
形」面板中進行修改。例如，您可能想要將不同背景套用至剪貼簿的每一頁。
以所選影像自動填滿 以專案中所選影像在「相片櫃」中的相同排列順序，將所選影像置於專案中。您可以選取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選取的開啟
檔案、相簿或檔案來自動填滿專案。您也可以在「相片櫃」中開啟影像，並稍後透過「相片櫃」內容選單自動填滿專案。若要以特殊順序排列影像，
請先在「相片櫃」中進行重新排列，然後再啟動專案。若要於稍後重新排列影像，請從「相片櫃」中拖移影像，或直接從影像的檔案夾位置增加影
像。
回到頁首

相片專案的類型
關於相片拼貼

相片拼貼可讓您建立較大的圖片專案，例如相片拼貼或特有相片列印。您可以使用家用印表機列印相片拼貼、進行線上訂購、將其儲存到硬碟中，或
透過電子郵件傳送。

359

樣本相片拼貼

關於賀卡
賀卡可讓您將各種版面及設計增加到您的影像，並可讓您在一頁上最多增加 22 張相片。您可以使用家用印表機列印賀卡、將其儲存到硬碟中，或透過
電子郵件傳送。對於某些地區，也可利用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線上服務線上訂購賀卡。

樣本相片賀卡

關於 CD 與 DVD 封套
Photoshop Elements 可讓您為 CD 及 DVD 外殼製作光碟封套 (封面)。您可以使用家用印表機列印、將其儲存至硬碟中，或將其作為 PDF 透過電子
郵件傳送。

樣本 CD 與 DVD 封套

關於 CD 與 DVD 標籤
Photoshop Elements 可讓您使用噴墨式印表機為 CD 及 DVD 製作可黏貼的光碟標籤，或為可列印 CD 及 DVD 製作標籤。您可以使用家用印表機列
印、將其儲存至硬碟中，或將其作為 PDF 透過電子郵件傳送。

樣本 CD 與 DVD 標籤

回到頁首

關於幻燈片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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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燈片播放是共享媒體檔案的一種有趣的方式。利用 Photoshop Elements，您可自訂幻燈片播放，使其具有音樂剪輯、美工圖案、文字甚至是語音旁
白。PDF 中的影像不會顯示在幻燈片播放中。
完成幻燈片播放之後，有許多方式來加以共享。
備註： 在 Mac OS 中無法使用幻燈片播放。
備註： 如需有關幻燈片播放的視訊，請參閱 www.adobe.com/go/lrvid913_pse_en

回到頁首

製作相片拼貼、標籤、CD 和 DVD 封套
如需有關相片拼貼的視訊，請參閱 www.adobe.com/go/lrvid910_pse_en。
1. 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選取您要在專案中使用的相片。或者，若您要先建立相片然後再增加，請開啟 Photoshop Elements。
2. 按一下「建立」按鈕，然後從顯示的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您要建立的專案。
3. 選取一個大小和主題。
4. 選取「以所選影像自動填滿」。
5. 按一下「確定」。
專案即會開啟，且您可以使用「建立」面板中的「頁面」、「版面」與「圖形」標籤修改設計。
6. 將相片增加到相片專案中 (若您尚未增加)。
7. 按一下「進階模式」或「基本模式」，設定您要在其中檢視及修改想要處理之相片的模式。您可以執行基本操作，例如在基本模
式下增加文字，以在進階模式下修飾影像與頁面。
8. 在工作列中，按一下「儲存」，或選擇「檔案 > 儲存」。依照預設，專案會儲存在「我的圖片」檔案夾中，但您也可以將專案儲
存到其他位置。
9. 「包括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預設為選取，此選項可將專案置入 Elements Organizer。若您不想將專案置入 Elements
Organizer 中，請取消選取此選項。
10. 輸入檔案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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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賀卡
賀卡功能可為影像加上各種版面及設計，並可在單一頁面上增加最多 22 張相片。您可以使用家用印表機列印賀卡、將賀卡儲存到您的硬碟中，或透過
電子郵件傳送賀卡。
您也可以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 Shutterfly 訂購線上列印。部分地區的使用者也可以利用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線上服務，線上訂購賀
卡。

相片賀卡樣本

如需有關賀卡的視訊，請參閱 www.adobe.com/go/lrvid912_pse_en。

回到頁首

建立賀卡
1. 按一下「建立」，並從清單中選取「賀卡」。
2. 選取適當的大小與主題。
備註： 「大小」面板會顯示適用於線上服務的選項。您可以列印使用線上範本建立的賀卡。若您使用本機的列印範本，則無法使
用線上訂購。
3. 選取「以所選影像自動填滿」，增加已在「相片櫃」中開啟的所有相片。
4. 按一下「確定」。
Photoshop Elements 會建立賀卡並在「建立」面板中顯示「頁面」、「版面」、「圖稿」與「文字」標籤。
5. 使用下列選項微調賀卡及為賀卡增加創意設計：
頁面 選取頁面縮圖，以在編輯工作區中開啟。
版面 按兩下版面加以套用。或者拖放您要套用的版面。
圖形 選擇背景、邊框與圖形。按兩下或拖放圖稿可增加圖稿。
6. 使用「移動」工具和「選取」工具來修改賀卡。按一下「進階模式」可存取「完全編輯」選項。
7.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列印」。如果可以在本機列印卡片版面，請先指定選項，然後按一下「列印」。
按一下「訂購」。依照螢幕上的指示建立及訂購賀卡。
備註： 您需要註冊 Shutterfly 成員資格才能使用其服務。特定卡片 (例如，摺疊的版面) 只有在美國/加拿大和日本才能在本機列
印。
8. 按一下「儲存」以儲存您所建立的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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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相冊
相冊可讓您將各種版面及設計增加到影像中。相冊可利用家用印表機列印、可從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線上服務線上訂購、儲存至硬碟及透過
電子郵件共享。您可使用 Shutterfly 上傳相片、建立相冊及進行列印。您也可以使用 Shutterfly 訂購數位剪貼簿。
備註： 請註冊成為 Shutterfly 成員以使用其服務。線上服務是否可用取決於您的所在地區。例如，Shutterfly 只能在美國與加拿大使用。另外，某些
選項在亞洲、歐洲和北美洲會有所不同。

回到頁首

建立相冊
1. 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選取您要增加至相冊的影像，或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開啟這些影像。按一下「建立」並選取「相
冊」。
2. 選取適當的大小與主題。
備註： 「大小」面板會顯示適用於各種線上服務的選項。
3. 選取「以所選影像自動填滿」，增加已在「相片櫃」中開啟的所有相片。
4. 指定相冊的頁數。
備註： 根據您選取列印方法的不同，Photoshop Elements 支援的頁面範圍也有所不同。例如，本機列印相冊的範圍是 2 - 78
頁。頁數的下限與上限也因地區設定而有所不同。
5. 按一下「確定」。
Photoshop Elements 會建立相冊並在「建立」面板中顯示「頁面」、「版面」與「圖形」標籤。
6. 使用下列選項微調相冊及為相冊增加創意設計：
頁面 在「頁面」面板中拖放頁面以重新排列相冊中的頁面，或增加更多頁面。
版面 按兩下版面加以套用。或者拖放要套用的版面。
圖形 選擇背景、邊框與圖形。按兩下或拖放圖形以增加至現有圖形。
7. 按一下「進階模式」來存取所有「專業」模式選項。
備註： 在進階模式中，Photoshop Elements 會將解析度從 72 PPI 更改為 220 PPI。您無法在進階模式下重新調整建立項目的
大小。
8. 根據您使用印表機還是線上服務，按一下「列印」或「訂購」。
備註： Photoshop Elements 會以 220 PPI 的解析度列印頁面。
9. 依循螢幕上的任何其他指示操作，然後按一下「儲存」。

關鍵字：建立、相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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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相片專案
關於相片專案編輯
將影像增加到相片專案
在快速模式下編輯相片
將新頁面增加到相片專案 [僅相冊]
重新定位相片專案中的相片，或重新調整其大小
取代或移除相片專案中的相片
旋轉相片專案中的相片
在 Photoshop 中編輯相片專案頁面

回到頁首

關於相片專案編輯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您可以修改相片拼貼、賀卡及 CD/DVD 光碟封套及標籤。「建立」面板可讓您將各種邊框、紋理、背景及圖形增加到您
的專案，以及套用文字效果。您也可以重新調整影像大小、旋轉及移動影像。

回到頁首

將影像增加到相片專案
您可以將影像增加到相片專案，然後加以重新排列、修改或取代。
Photoshop Elements 可將專案中的所有影像增加到預設目錄。

相片專案 (建立) 會儲存為 .pse 檔案。儲存相片專案時，Photoshop Elements 會儲存已增加到專案中的任何未儲存影像。Photoshop Elements 會將
影像以原始影像的拷貝儲存在相同位置。
備註：如果該位置不可寫入，Photoshop Elements 會將影像儲存在 %My Documents%Adobe\Photo Creations。
如果您重新放置在相冊中使用的影像，相冊中顯示影像的位置會改為顯示遺失檔案圖示。按一下 ? 符號以重新匯入影像，或在「組織」工作區中重新
連接所有遺失的檔案。重新連接檔案之後，關閉專案並重新開啟。
若要將相片增加到專案，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按一下空白相片預留位置，然後選取相片，或在現有相片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按一下「取代相片」。
將相片拖移到空白相片預留位置。
請選擇「檔案 > 開啟舊檔」。選擇您要增加的相片。如果沒有看到影像，請導覽至影像所在位置，然後按一下「開啟」，此動作
可將影像置於相片櫃中。將相片從相片櫃拖移到相片專案。

回到頁首

在快速模式下編輯相片
1. 在相片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取「快速編輯」。
2. 使用右側的控制項修改影像。
3. 按一下「回到建立」，返回「建立」面板。

回到頁首

將新頁面增加到相片專案 [僅相冊]
1. 在「頁面」面板中，選取將處於新頁面之前的頁面。
2. 在「頁面」面板頂端，按一下「增加頁面」面板，在目前頁面之後增加新頁面。

回到頁首

重新定位相片專案中的相片，或重新調整其大小
1. 若要同時調整相片與邊框，請按一下相片。若要調整邊框中的相片，請按兩下相片。
邊界方框即會出現，同時會顯示相片邊緣，即使邊框已將邊緣都遮住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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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重新定位相片，請按一下邊界方框中的任何位置，然後拖移相片。
若要重新調整相片的大小，請拖移顯示在所選影像上方的滑桿。或者，將「移動」工具置於角落、頂端、底部或側面；待對角
雙箭頭 出現之後，請進行拖移。
3. 重新定位或重新調整邊框內的相片大小後，請於完成後按一下「確認」按鈕

或「取消」按鈕

。

重新調整相片大小
A. 拖移相片的角落以重新調整相片大小 B. 移動重新調整大小滑桿 C. 相框外的區域會隱藏

回到頁首

取代或移除相片專案中的相片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兩下相片，然後按一下
將新相片從「相片櫃」拖移到相片預留位置上。
若要取代頁面上的相片，請按一下滑鼠右鍵並選取「取代相片」。
若要從頁面移除 (清除) 相片，請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取「清除相片」。

回到頁首

旋轉相片專案中的相片
1. 若要同時旋轉相片與邊框，請按一下相片。若要旋轉邊框中的相片，請按兩下相片。
2.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邊界方框內的任意位置，選取範圍下方會出現一個圓。將游標置於此圓上。當彎曲的四箭頭
點可旋轉影像。
將「移動」工具置於角落上。當彎曲的雙箭頭
時所需要的控制力越多。

出現時，拖移軌跡球控

出現時，進行拖移以旋轉相片。游標距離角落越遠，您要進行更精確的更改

按兩下相片，然後按一下滑桿旁的旋轉按鈕 (只能以 90° 為增量旋轉)。
3. 完成後，按一下「確認」按鈕

或「取消」按鈕

。

回到頁首

在 Photoshop 中編輯相片專案頁面

如果您將 Adobe® Photoshop® 與 Photoshop Elements 安裝在相同電腦上，則可以將 JPEG、GIF 與其他單頁相片檔案傳送至 Photoshop。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選擇「編輯 > 使用 Photoshop 編輯」。Photoshop 不支援多頁 PSE 檔案格式，因此無法編輯完整的相片專案。不
過，Photoshop 可以編輯一個相片專案的各個頁面，但這些頁面必須為單頁 PSD 格式。
Photoshop 可讓您直接控制相片專案頁面的許多方面，包括直接編輯相片圖層 (在 Photoshop 中叫做智慧型物件) 及邊框。這些功能僅限於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使用，以保留其簡單、自動的影像編輯工作流程。
1. 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於相片專案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2. 選取「顯示檔案資訊」。
3. 在「一般」區段中，按一下專案路徑旁的「位置」連結。
4. 找到並開啟與 PSE 檔案名稱相同的檔案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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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您要編輯之頁面的 PSD 檔案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擇「開始方式 > Adobe Photoshop」。
6. 在 Photoshop 中進行更改，然後選擇「檔案 > 儲存」。若 Photoshop 詢問您是否要取代現有檔案，請按一下「是」。
備註： 請勿重新排序或重新命名 PSD 檔案中的圖層。否則可能會導致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自動編輯功能不按預期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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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相片月曆
建立相片月曆以進行本機列印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按一下「建立」，然後選取「相片月曆」(或從 Elements Organizer 中按一下「建立」下拉式清單，然
後選取「相片月曆」)。
2. 選取起始月份和年份。
3. 選取適當的大小與主題。
備註： 「大小」面板會顯示適用於線上服務的選項。
4. 選取「以所選影像自動填滿」來增加已開啟或在「相片櫃」中選取的所有相片。
5. 按一下「確定」。
Photoshop Elements 會建立相片月曆並顯示「頁面」、「版面」與「圖形」面板。
6. 使用下列選項微調相片月曆及為相片月曆增加創意設計：
頁面 在頁面之間移動，並選取頁面來進行檢視與修改。
版面 按兩下版面以套用，或只是在頁面上拖放版面。
圖形 選擇背景、邊框與圖形。
7. 按一下「切換為進階模式」來存取可在專業模式下使用的選項。
8. 按一下「列印」。
9. 按一下「儲存」。

Twitter™ 和 Facebook 發文未涵蓋在 Creative Commons 條款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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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Facebook 個人檔案和封面圖片
Photoshop Elements 13 新增功能

Facebook 封面專案樣本

Facebook 封面相片 - 單張相片主題

Facebook 封面相片 - 多張相片主題

回到頂端

建立 Facebook 封面和個人檔案相片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建立」選單讓您可以在各種不同的作品專案中創意地使用相片。Photoshop
Elements 13 提供您建立 Facebook 封面的選項。
註解： 某些區域不適用建立 Facebook 封面影像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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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功能表中建立 Facebook 封面相片的選項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3 Editor 中，按一下「建立」選單，然後按一下「Facebook 封
面」。
2. 在「Facebook 封面」對話框中選取主題。使用「主題類別」選取器，協助從可用的主題中
進行選擇。
「單張相片」主題：您可以使用一張相片，協助您在封面相片與您的個人檔案相片之
間建立互動
「多張相片」主題：您可以使用多張相片，創造簡單的拼圖效果。
3. 一旦您選取了主題，可以執行下列動作：
以您自己的影像取代預設影像。
使用圖形面板來增加圖形要素，例如背景、邊框和圖形。
以滑鼠右鍵點一下邊框中的影像，然後按一下「快速編輯」以編輯影像。
在 Facebook 封面專案中，以滑鼠右鍵按一下影像，就會看見您可以用於修改的所有選
項。
4. (選擇性) 在「Facebook 封面」視窗的左上角，按一下「進階模式」以手動變更創作的個別
元件。現在還提供「圖層」面板用做進一步修改。
「基本」模式包含一組有限的背景邊框與圖形。但是，在「進階」模式中，Photoshop
Elements 13 Editor 提供所有的背景、邊框及圖形。
5.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完成時，按一下「上傳」，並遵循說明將創作上傳到您的 Facebook 帳戶。依選取的主
題而定，系統會詢問您是否要更改「封面相片」及/或「個人檔案相片」。第一次執行此
操作時會出現其他對話框，要求 Facebook 授權 Photoshop Elements 張貼影像。
當您稍後要繼續時，按一下「儲存」，儲存檔案以便稍後繼續編輯。
若要放棄更改並重頭來過，請按一下「關閉」。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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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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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化影像
關於最佳化
使用「儲存為網頁用」對話框
網頁最佳化檔案格式
套用預設集最佳化設定
最佳化為 JPEG
最佳化為 GIF 或 PNG-8 格式
最佳化為 PNG-24
建立動畫 GIF

回到頁首

關於最佳化
當您將影像放在網頁上時，需要考慮檔案大小。目標是檔案大小要夠小，以允許合理的下載時間，但同時也要保留令人滿意的顏色與細節。
在網頁上主要使用三種圖形檔案格式：GIF、JPEG 與 PNG。您可以使用下列其中一種方法來最佳化這些格式的影像：
若要準確最佳化影像以用於網頁編寫應用程式 (例如 Adobe® Dreamweaver®)，您可以使用「儲存為網頁用」指令。「儲存為網
頁用」對話框可讓您預視使用不同檔案格式以及不同最佳化設定的影像。您也可以設定透明與動畫設定。
針對基本最佳化，您可以使用「另存新檔」指令。根據檔案格式而定，您可以指定影像品質、背景透明或修邊、顏色顯示與下載方
法。

回到頁首

使用「儲存為網頁用」對話框

使用「儲存為網頁用」對話框可預視不同最佳化選項對您要在網頁上共享之相片產生的效果。過程很簡單。開啟相片並選擇「檔案 > 儲存為網頁
用」。然後從檔案格式選單中選擇格式 (GIF、JPEG、PNG-8 或 PNG-24) 並根據需要設定選項。(檔案格式選單位於「預設集」選單正下方。)如此會
儲存檔案的拷貝，而不會覆寫原始影像。

儲存為網頁用對話框
A. 工具箱 B. 滴管顏色 C. 最佳化設定以及更多選項的彈出式選單 D. 影像大小 E. 動畫選項 F. 縮放顯示層級選單 G. 瀏覽器預視選單 H.
原始影像 I. 最佳化影像
最佳化選項會出現在「儲存為網頁用」對話框右側。除選取網頁檔案格式之外，您還可以選擇壓縮與顏色選項、保留背景透明或設定背景修邊，以及
更改影像的大小。您可以使用預先定義的設定 (方法是從「預設集」選單中選擇格式)，或選取格式特定選項以微調最佳化。
影像視窗顯示您的原始影像 (左側) 與最佳化影像的預視 (右側)。每個視窗下為最佳化資訊 - 目前設定、最佳化檔案的大小以及估計的下載時間。在您
進行調整時，最佳化影像下的資訊會更改以反映新設定。
對話框左上角有一個小工具箱。若要檢視影像的不同區域，請選取「手形」工具並拖移以將這些區域置入檢視畫面。若要放大顯示影像，請選取「縮
放顯示」工具並按一下檢視畫面；然後按住 Alt 鍵，並再次按一下以縮小顯示。(或者，您也可以使用對話框底部的「縮放顯示」方框。)若要建立邊緣
調合顏色，請使用「滴管顏色」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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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頁首

網頁最佳化檔案格式
您可以在適用於網頁的四種格式之間選擇。選擇適用於網頁影像的格式時，請依循下列指導方針：

JPEG 在大多數情況下，這都是用於儲存相片的最佳格式。
PNG-24 與 JPEG 一樣，這是適用於相片的一種較佳的格式。在您的影像包含透明時，只能選擇 PNG-24，而不是 JPEG。(JPEG 不支援透明；您必
須以邊緣調合顏色予以填滿。)相同影像的 PNG-24 檔案通常比 JPEG 檔案大很多。
GIF GIF 是適用於線條圖、具有較大純色區域與尖銳細節的插圖以及文字的格式。另外，如果您要匯出動畫影像，必須使用 GIF。
PNG-8 PNG-8 是鮮為人知的 GIF 替代格式。該格式具有相同的用途 (動畫除外)。
GIF 與 PNG-8 格式的影像 (有時稱為 索引色影像) 可以顯示最多 256 種顏色。若要將影像轉換為索引色格式，Photoshop Elements 會建立顏色查詢
表格。如果原始影像中的顏色沒有出現在顏色查詢表格中，應用程式會選擇表格中最接近的顏色，或使用可用顏色組合模擬該顏色。
JPEG 與 PNG-24 檔案支援 24 位元顏色，因此可以顯示最多 1600 萬種顏色。根據格式而定，您可以指定影像品質、背景透明或修邊，以及下載時，
瀏覽器應用於顯示影像的方法。
網頁上影像的外觀也取決於電腦平台、作業系統、螢幕與瀏覽器顯示的顏色。您可能想要在不同的瀏覽器中以及不同的平台上預視影像，以查看其將
以何種形式顯示在網頁上。

關於 JPEG 格式
JPEG 格式支援 24 位元顏色，因此可保留在相片中發現之亮度與色相的細微變化。漸進式 JPEG 檔案會在下載完整影像時，在網頁瀏覽器中顯示低解
析度版本的影像。
JPEG 影像壓縮稱為失真壓縮，因為此方法會選擇性地放棄影像資料。較高的品質設定會減少放棄的資料，但 JPEG 壓縮方法可能仍會降低影像中的
銳利細節，尤其是包含文字或向量圖的影像。
備註： 每次將影像儲存為 JPEG 格式時，都會產生不自然感 (例如波浪形圖樣或條紋的塊狀區域)。因此，您應一律從原始影像儲存 JPEG 檔案，而不
是從之前儲存的 JPEG 儲存 JPEG 檔案。

原始影像 (左) 與低品質設定的最佳化 JPEG (右)
JPEG 格式不支援透明。當您將影像儲存為 JPEG 檔案時，會以在「儲存為網頁用」對話框中指定的邊緣調合顏色填滿透明像素。若要模擬背景透明
的效果，您可以使邊緣調合顏色與網頁背景顏色相符。如果影像包含透明且您不知道網頁背景顏色，或者如果背景為圖樣，您應使用支援透明的格式
(GIF、PNG-8 或 PNG-24)。

關於 GIF 格式
GIF 格式使用 8 位元顏色，且可有效壓縮實色區域，同時保留銳利細節 (例如線條圖、標誌或文字中的銳利細節)。您也可以使用 GIF 格式來建立動畫
影像並保留影像中的透明。大多數瀏覽器都支援 GIF。
GIF 格式使用 LZW 壓縮，這是一種不失真的壓縮方法。但是，由於 GIF 檔案限制為 256 種顏色，因此將原始 24 位元影像最佳化為 8 位元 GIF 可減
少影像中的顏色。

具有選取顏色的 GIF 影像 (左) 與具有網頁顏色的 GIF 影像 (右)
您可以選擇 GIF 影像中顏色的數量，並控制顏色在瀏覽器中的混色方式。GIF 支援背景透明或背景修邊，因此，您可以混合影像的邊緣與網頁背景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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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關於 PNG-8 格式
PNG-8 格式使用 8 位元顏色。與 GIF 格式一樣，PNG-8 能夠有效壓縮純色區域，同時保留銳利細節 (例如線條圖、標誌或文字中的銳利細節)。
由於並非所有瀏覽器都支援 PNG-8，因此當您要將影像散佈給廣大讀者時，最好避免使用此格式。
PNG-8 格式使用比 GIF 更進階的壓縮配置，且根據影像的顏色圖樣而定，相同影像的 PNG-8 檔案可能比 GIF 檔案小 10% 到 30%。雖然 PNG-8 壓
縮為不失真壓縮，但將原始 24 位元影像最佳化為 8 位元 PNG 檔案會減少影像中的顏色。
備註： 對於某些影像，尤其是具有簡單圖樣與少量顏色的影像，GIF 壓縮可建立比 PNG-8 壓縮要小的檔案。檢視 GIF 與 PNG-8 格式的最佳化影像
以比較檔案大小。
對於 GIF 格式，您可以選擇影像中顏色的數量，並控制顏色在瀏覽器中的混色方式。PNG-8 格式支援背景透明與背景修邊，因此，您可以混合影像的
邊緣與網頁背景顏色。

關於 PNG-24 格式
PNG-24 格式支援 24 位元顏色。與 JPEG 格式一樣，PNG-24 也可保留在相片中發現之亮度與色相的細微變化。與 GIF 及 PNG-8 格式一
樣，PNG-24 也可保留銳利細節 (例如線條圖、標誌或文字中的銳利細節)。PNG-24 格式使用與 PNG-8 格式相同的不失真壓縮方法。因此，相同影像
的 PNG-24 檔案通常比 JPEG 檔案要大。當您要將影像散佈給廣大讀者時，最好避免使用 PNG-24 格式。除了支援背景透明與背景修邊外，PNG-24
格式還支援多層級透明。您可以擁有從不透明到完全透明，最多 256 級的透明度，使您可以平滑混合影像的邊緣與任何背景顏色。但是，並非所有瀏
覽器都支援多層級透明。

關於動畫 GIF
動畫 GIF 會透過顯示一段時間的影像或影格順序，建立動畫效果。Photoshop Elements 提供功能強大且簡單的方法，從多圖層影像建立動畫 GIF。
若要建立動畫 GIF 檔案，請使用圖層。當 Photoshop Elements 產生最佳化動畫時，每個圖層都會變為影格。動畫 GIF 會編譯到 RGB 顏色文件中。
您可以使用「開啟」指令開啟現有動畫 GIF 檔案。針對檔案中的每個影格，Photoshop Elements 都會建立一個圖層。若要在文件視窗中檢視特定影
格，請使該影格的圖層在「圖層」面板中可見，並隱藏其他圖層。

回到頁首

套用預設集最佳化設定

您可以從「儲存為網頁用」對話框右上角附近的「預設集」選單中選擇預先定義的最佳化設定 (稱為預設集)，針對網頁快速、輕鬆地最佳化影像。您
可以修改預設集以符合不同類型影像的最佳化需求。
每個預設集的名稱都會反映其檔案格式與品質層級。例如，選擇「JPEG 高」可最佳化具有高影像品質與低壓縮之 JPEG 格式的影像。選擇「GIF 32
混色」可最佳化 GIF 格式的影像，將顏色數減少至 32 種，並套用混色。
1. 在「儲存為網頁用」對話框中，從「預設集」選單中選擇設定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2. 在「另存最佳化檔案」對話框中，輸入檔案名稱並按一下「儲存」。
備註： 如果您更改預設集中的選項，「預設集」選單會顯示「[未命名]」一詞。您無法儲存自訂設定；但目前設定會在您下次顯
示「儲存為網頁用」對話框時出現在該對話框中。

回到頁首

最佳化為 JPEG
JPEG 是用於壓縮相片的標準格式。
1. 開啟影像並選擇「檔案 > 儲存為網頁用」。
2. 從最佳化格式選單中選擇 JPEG。
3. 若要最佳化至特定檔案大小，請按一下「預設集」選單右側的箭頭，然後按一下「檔案大小最佳化」。在「想要的檔案大小」文
字方框中輸入數字，並選取會針對目前設定最佳化的「目前設定」，或會自動決定 JPEG 還是 GIF 為較佳格式的「自動選取
GIF/JPEG」。
4.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來指定壓縮層級：
從最佳化格式選單下的彈出式選單中選擇品質選項 (「低」、「中」、「高」等)。
按一下「品質」選單中的箭頭並拖移「品質」彈出式滑桿。
在「品質」方框中輸入介於 0 與 100 之間的數值。
「品質」設定越高，最佳化影像中保留的細節就越多，但檔案大小也會越大。以多個品質設定檢視最佳化影像，來決定品質與
檔案大小之間的最佳平衡。
5. 選取「漸進式」可在網頁瀏覽器中以漸進式方式顯示影像；也就是說，先以低解析度顯示，然後隨著下載的繼續，逐漸以較高解
析度顯示影像。
備註： 某些瀏覽器並不支援漸進式 JPEG。
6. 若要在最佳化檔案中保留原始影像的 ICC 描述檔，請選取「ICC 描述檔」。
某些瀏覽器會使用 ICC 描述檔進行顏色校正。影像的 ICC 描述檔取決於目前的色彩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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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原始影像包含透明，請選取與網頁背景相符的「邊緣調合」顏色。會以「邊緣調合」顏色填滿您原始影像中的透明區域。
8. 若要儲存您的最佳化影像，請按一下「確定」。在「另存最佳化檔案」對話框中，輸入檔案名稱並按一下「儲存」。

回到頁首

最佳化為 GIF 或 PNG-8 格式

GIF 是一種標準格式，用於壓縮具有較大實色區域與尖銳細節 (例如線條圖、標誌或文字中的尖銳細節) 的影像。與 GIF 格式一樣，PNG-8 也支援透
明，並可有效壓縮實色區域，同時保留尖銳細節；但是，並非所有網頁瀏覽器都可以顯示 PNG-8 檔案。
1. 開啟影像並選擇「檔案 > 儲存為網頁用」。
2. 從最佳化格式選單中選擇 GIF 或 PNG-8。
3. 若要在下載完整解析度的影像時以低解析度顯示影像，請選取「交錯式」。交錯可使下載時間感覺起來較短，並讓檢視者知道下
載正在進行中。
4. 在最佳化格式選單下，選擇用於產生顏色查詢表格之顏色深度的減少運算規則：
感應式 將優先順序保留給肉眼較為敏感的顏色，建立自訂的色彩表。
選擇性 建立與「感應式」色彩表類似的色彩表，但較偏向大範圍的顏色，並會保留網頁顏色。這個色彩表所產生的影像，通常都
具有最高的顏色完整性。(「選擇性」為預設選擇。)
最適化 從影像中最常見的顏色光譜取樣，建立色彩表。例如，只有綠色和藍色陰影的影像會產生主要由綠色和藍色所組成的色彩
表。大多數的影像都會將顏色集中在光譜的特定區域。
限制性 (網頁) 使用 Windows 與 Mac OS 的 8 位元 (256 色) 面板通用的標準 216 色網頁安全色彩表。此選項可確保在使用 8 位
元顏色顯示影像時，不會將瀏覽器混色套用至顏色。如果您的影像顏色少於 216 色，會將未使用的顏色從表格中移除。
5. 若要在顏色面板中指定最大顏色數，請從「顏色」選單中選取數字，在文字方框中輸入數值，或按一下箭頭以更改顏色數。如果
影像包含的顏色比面板少，色彩表會在影像中反映出較少的顏色數。
6. 如果您選擇「限制性 (網頁)」作為顏色深度的減少運算規則，則可以從「顏色」選單中選擇「自動」。如果您想讓 Photoshop
Elements 根據影像中顏色的頻率來決定色彩表中的最佳顏色數，請選擇「自動」。
7. 在「混色」文字方框中輸入百分比，或按一下「混色」選單箭頭並拖移出現的滑桿，來選擇混色百分比。
8. 如果影像包含透明，請選取「透明」以保留透明像素；取消選取「透明」以使用邊緣調合顏色填滿完全與部分透明的像素。
9. 若要建立動畫 GIF，請選取「動畫」。
10. 若要儲存您的最佳化影像，請按一下「確定」。在「另存最佳化檔案」對話框中，輸入檔案名稱並按一下「儲存」。

回到頁首

最佳化為 PNG-24

PNG-24 格式適用於壓縮相片。但是，相同影像的 PNG-24 檔案通常比 JPEG 檔案大很多。建議您僅在使用內含多層級部分透明的影像時使用
PNG-24 格式。
1. 開啟影像並選擇「檔案 > 儲存為網頁用」。
2. 選擇 PNG-24 作為最佳化格式。
3. 選取「交錯式」可建立在下載完整解析度影像時，在瀏覽器中以低解析度顯示的影像。交錯可使下載時間感覺起來較短，並讓檢
視者知道下載正在進行中。
4. 如果影像包含透明，請選取「透明」以保留透明像素；取消選取「透明」以使用「邊緣調合」顏色填滿完全與部分透明的像素。
5. 若要儲存您的最佳化影像，請按一下「確定」。在「另存最佳化檔案」對話框中，輸入檔案名稱並按一下「儲存」。

回到頁首

建立動畫 GIF
1. 將您要顯示在動畫的每個影格中的影像放置在「圖層」面板的單獨圖層上。例如，若要建立眨眼的動畫，您可將睜開的眼睛影像
放在一個圖層上，並將閉上的眼睛影像放在另一個圖層上。
2. 選擇「檔案 > 儲存為網頁用」。
備註： 如果您的影像有多個圖層，也可以選擇「CompuServe GIF 格式」並選取「作為影格的圖層」，來從「另存新檔」對話框
開啟「儲存為網頁用」對話框。
3. 最佳化 GIF 格式的影像。
4. 選取「動畫」。
5. 在對話框的「動畫」區段中設定其他選項。
重複播放選項 在網頁瀏覽器中連續重複播放動畫，或只播放一次動畫。您也可以選擇「其他」來指定動畫必須重複播放的次
數。
影格延遲 指定每個影格在網頁瀏覽器中的顯示秒數。使用小數值來指定秒的分數。例如，使用 .5 來指定半秒。
更多說明主題

376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377

網頁影像中的混色
關於混色
控制網頁影像中的混色
預視混色

回到頁首

關於混色

大多數網頁都是由設計師使用 24 位元彩色顯示器 (顯示超過 1600 萬種顏色) 建立的，但一些使用者會在使用 8 位元彩色顯示器 (僅顯示 256 種顏色)
的電腦上檢視網頁。因此，網頁影像通常包含在某些電腦上無法使用的顏色。電腦會使用一種稱為混色的技術來模擬無法顯示的顏色。混色會使用不
同顏色的鄰近像素來提供第三種顏色的外觀。例如，紅色與黃色可在馬賽克圖樣中混色，產生 8 位元顏色面板不包含的橘色效果。

混色模擬連續的色調
使用「網頁」面板中的顏色可確保顏色在顯示於能夠顯示 256 色的 Windows 或 Mac OS 系統中時不會混色。建立原始影像時，您可以使用「揀色
器」來選擇網頁安全顏色。
最佳化影像時，請記住，可能會發生兩種混色：
應用程式混色 當 Photoshop Elements 嘗試模擬目前色彩表中沒有的顏色時，GIF 與 PNG-8 影像中會發生這種混色。您可以選擇混色圖樣來控制應
用程式混色，也可以嘗試將更多顏色增加到表格來避免應用程式混色。
瀏覽器混色 當使用 8 位元彩色顯示器 (256 色模式) 的網頁瀏覽器嘗試模擬 8 位元顏色面板中沒有的顏色時，會發生這種混色。瀏覽器混色可在
GIF、PNG 或 JPEG 影像中發生。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您可以將影像中的所選顏色調移為網頁安全顏色，來控制瀏覽器混色量。您也可以在
於「揀色器」中選擇顏色時指定網頁安全顏色。
您可以預視 GIF 與 PNG-8 影像中的應用程式混色。主要為純色的影像不使用混色可能會更好。相反地，擁有連續色調顏色 (特別是顏色漸層) 的影像
可能需要混色來防止產生顏色條紋。

回到頁首

控制網頁影像中的混色
1. 開啟影像並選擇「檔案 > 儲存為網頁用」。
2. 選擇您的最佳化設定。
3. 在「混色」文字方框中輸入數值，或按一下「混色」選單箭頭並拖移出現的滑桿。
4. 「混色」百分比控制套用至影像的混色量。較高的混色百分比會建立更多顏色、更多細節的影像外觀，但也可能會增加檔案大
小。為了獲得最佳壓縮與顯示品質，可以使用提供所需顏色細節的最低應用程式混色百分比。

回到頁首

預視混色
您可以直接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或使用 8 位元彩色顯示器 (256 色模式) 的瀏覽器中預視瀏覽器混色。
1. 開啟影像並選擇「檔案 > 儲存為網頁用」。
2. 選擇您的最佳化設定。
3. 若要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預視混色，請從「儲存為網頁用」對話框的文件面板選單中選擇「瀏覽器混色」。(若要檢視選
單，請按一下最佳化影像右上角的三角形。)
4. 若要在瀏覽器中預視混色，請依循下列步驟：
將電腦的顏色顯示設定為 8 位元顏色 (256 色)。如需有關更改顏色顯示的資訊，請參閱作業系統的文件。
從「儲存為網頁用」對話框的「預視方式」選單中選取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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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透明與邊緣調合
關於透明與邊緣調合的網頁影像
保留 GIF 或 PNG 影像中的背景透明
建立邊緣調合 GIF 或 PNG 影像
在 GIF 或 PNG-8 檔案中建立硬邊透明
建立邊緣調合的 JPEG 影像

回到頁首

關於透明與邊緣調合的網頁影像

透明可讓您建立適用於網頁的非矩形影像。GIF 與 PNG 格式支援的背景透明可保留影像中的透明像素，並允許透過影像的透明區域顯示網頁的背
景。(雖然 JPEG 格式不支援透明，但您可以指定邊緣調合顏色以模擬原始影像中的透明外觀。)

沒有透明的網頁按鈕 (左) 與有透明的網頁按鈕 (右)
GIF、PNG 與 JPEG 格式支援的背景修邊，可使用與網頁背景相符的邊緣調合顏色填滿透明像素或混合這兩者來模擬透明。在網頁背景為實色且您知
道該顏色的情況下，背景修邊效果最佳。
若要在最佳化影像中建立背景透明或背景修邊，必須從包含透明的影像開始。您可以在建立新圖層或使用「背景橡皮擦」、「魔術橡皮擦」或「魔術
摘取器」工具時建立透明。
處理 GIF 或 PNG-8 檔案時，您可以建立硬邊的透明：原始影像中超過 50% 透明的所有像素在最佳化影像中為完全透明，而原始影像中超過 50% 不
透明度的所有像素在最佳化影像中為完全不透明。請在您不知道網頁的背景顏色或網頁背景包含紋理或圖樣時使用硬邊透明。但請記住，硬邊透明可
能會導致影像中出現鋸齒狀邊緣。

沒有硬邊透明的 GIF (左) 與有硬邊透明的 GIF (右)

回到頁首

保留 GIF 或 PNG 影像中的背景透明

GIF 與 PNG-8 格式支援一個層級的透明 - 像素可以完全透明或完全不透明，但不能部分透明。(相比之下，PNG-24 格式支援多層級的透明；也就是
說，您可以在影像中擁有最多 256 級透明，範圍從不透明到完全透明。)
1. 開啟或建立包含透明的影像，然後選擇「檔案 > 儲存為網頁用」。
2. 在「儲存為網頁用」對話框中，選取 GIF、PNG-8 或 PNG-24 作為最佳化格式。
3. 選取「透明」。
4. 針對 GIF 與 PNG-8 格式，指定如何處理原始影像中部分透明的像素。您可以將這些像素與邊緣調合顏色混合，或者您可以建立
硬邊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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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頁首

建立邊緣調合 GIF 或 PNG 影像
當您知道將在其上顯示影像之網頁的背景顏色時，可以使用修邊功能來使用與網頁背景相符的邊緣調合顏色填滿透明像素或混合這兩者。
1. 開啟或建立包含透明的影像，然後選擇「檔案 > 儲存為網頁用」。
2. 在「儲存為網頁用」對話框中，選取 GIF、PNG-8 或 PNG-24 作為最佳化格式。
3. 針對 GIF 與 PNG-8 格式，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將完全透明的像素保持為透明，並將部分透明的像素與邊緣調合顏色混合在一起，請選取「透明」。此選項可避免在將消
除鋸齒影像放在與影像背景不同的網頁背景上時產生光暈效果。此選項也可避免硬邊透明的鋸齒狀邊緣。
若要使用邊緣調合顏色填滿透明像素並將部分透明的像素與邊緣調合顏色混合在一起，請取消選取「透明」。
4. 從「邊緣調合」選單中選取顏色：
滴管顏色 (以使用滴管樣本方框中的顏色)
白色、黑色或其他 (以使用「揀色器」選取顏色)

回到頁首

在 GIF 或 PNG-8 檔案中建立硬邊透明
請在您不知道網頁的背景顏色或網頁背景包含紋理或圖樣時使用硬邊透明。但請記住，硬邊透明可能會導致影像中出現鋸齒狀邊緣。
1. 開啟或建立包含透明的影像，然後選擇「檔案 > 儲存為網頁用」。
2. 在「儲存為網頁用」對話框中，選取 GIF 或 PNG-8 作為最佳化格式。
3. 選取「透明」。
4. 從「邊緣調合」選單中選取「無」。

回到頁首

建立邊緣調合的 JPEG 影像

雖然 JPEG 格式不支援透明，但您可以指定邊緣調合顏色以模擬原始影像中的透明外觀。邊緣調合顏色會填滿完全透明的像素並與部分透明的像素混
合。當您將 JPEG 放在擁有與邊緣調合顏色相符之背景的網頁上時，影像會顯示為與背景混合。
1. 開啟或建立包含透明的影像，然後選擇「檔案 > 儲存為網頁用」。
2. 在「儲存為網頁用」對話框中，選取 JPEG 作為最佳化格式。
3. 從「邊緣調合」選單中選取顏色：「無」、「滴管顏色」(以使用滴管樣本方框中的顏色)、「白色」、「黑色」或「其他」(以使
用「揀色器」選取顏色)。
當您選取「無」時，會將白色作為邊緣調合顏色來使用。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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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視網頁影像
在網頁瀏覽器中預視最佳化的影像
檢視估計的下載時間
預視顏色顯示的變化
預視動畫

回到頁首

在網頁瀏覽器中預視最佳化的影像

您可以在安裝於系統上的任何網頁瀏覽器中預視最佳化影像。瀏覽器預視會顯示帶有註解的影像，該註解列出影像的檔案類型、像素尺寸、檔案大
小、壓縮規格與其他 HTML 資訊。
1. 開啟要預視的影像。
2. 選取「檔案 > 儲存為網頁用」，並套用您的最佳化設定。
3. 從最佳化影像右下角的「預視方式」選單中選擇瀏覽器，或按一下瀏覽器圖示來啟動您的預設網頁瀏覽器。

將瀏覽器增加至「預視方式」選單
1. 選擇「檔案 > 儲存為網頁用」。
2. 按一下「預視方式」選單中的向下鍵，然後選擇「編輯清單」。
3. 在「瀏覽器」對話框中，按一下「尋找全部瀏覽器」。對話框即會顯示所有安裝的瀏覽器。
4. 選取瀏覽器，按一下「增加」，然後按一下「確定」。

回到頁首

檢視估計的下載時間
1. 開啟影像並選擇「檔案 > 儲存為網頁用」。
2. 選擇您的最佳化設定。
3. 按一下最佳化影像右上方的三角形，檢視文件面板選單。
4. 選擇網際網路存取速度，包括數據機、ISDN、纜線或 DSL 網際網路存取。
5. 更改網際網路存取速度時，顯示在最佳化影像下方的估計下載時間會更新。如果感覺下載時間太久，請嘗試不同的最佳化設定，
或在「儲存為網頁用」對話框中更改影像大小。

回到頁首

預視顏色顯示的變化

針對網頁最佳化影像時，請考慮影像將在不同螢幕上出現的方式。一般而言，影像在 Windows 系統中比在 Mac OS 系統中暗。您可以在「儲存為網
頁用」對話框中模擬跨平台顯示差異。
1. 開啟影像並選擇「檔案 > 儲存為網頁用」。
2. 選擇您的最佳化設定。
3. 按一下最佳化影像右側的三角形，檢視文件面板選單。
4. 選擇顯示選項：
非補償顏色 顯示沒有顏色調整的影像 (預設選項)。
標準 Windows 顏色 調整顏色以模擬標準 Windows 螢幕。
標準 Macintosh 顏色 調整顏色以模擬標準 Macintosh® 螢幕。
使用文件顏色描述檔 使用影像顏色描述檔 (如果存在) 顯示影像。
備註： 這些預視選項只會在「儲存為網頁用」對話框中調整顏色，而不會更改原始或最佳化影像中的顏色。

回到頁首

預視動畫

您可以在「儲存為網頁用」對話框或網頁瀏覽器中預視動畫。「儲存為網頁用」對話框會將動畫顯示為靜態影格。您必須在瀏覽器中預視動畫，才能
按照時間順序檢視影格。
1. 設定動畫影像並選擇「檔案 > 儲存為網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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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要從「儲存為網頁用」對話框中預視動畫，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檢視動畫的下一個影格，請按一下「下一個影格」按鈕。
若要檢視動畫的上一個影格，請按一下「上一個影格」按鈕。
若要檢視動畫的最後一個影格，請按一下「最後一個影格」按鈕。
若要檢視動畫的第一個影格，請按一下「第一個影格」按鈕。
3. 若要在網頁瀏覽器中預視動畫，請執行下列作業：
從最佳化影像右下角下方的「預視方式」選單中選擇瀏覽器，或按一下瀏覽器圖示來啟動您的預設網頁瀏覽器。
使用瀏覽器的「停止」、「重新整理」或「重新載入」指令，停止或重新播放動畫。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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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盤快速鍵

384

「魔術摘取器」對話框的按鍵
此局部清單包括最實用的快速鍵。您將會在選單指令與工具提示中找到其他快速鍵。
結果

快速鍵 (Windows 與 Mac OS)

前景筆刷

B

背景筆刷工具

P

點橡皮擦

E

增加至選取範圍工具

A

從選取範圍中移除工具

D

平滑化筆刷工具

J

縮放顯示工具

Z

手形工具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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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7 鍵盤快速鍵
Photoshop Elements 支援下列 Windows 7 鍵盤快速鍵：
結果

快速鍵

啟動 Aero Peek

Windows+空格鍵

啟動 Aero 搖動

Windows+Home

最大化

Windows+向上鍵

復原或最小化

Windows+向下鍵

垂直最大化目前視窗

Windows+Shift+向上鍵

將目前視窗靠齊顯示器的左或右半側

Windows+向左鍵

注意：在多螢幕組態中，重複指令可將視窗移動至其他螢幕。

Windows+向右鍵

將目前視窗移動至顯示器左側或右側

Windows+Shift+向左鍵
Windows+Shift+向右鍵

在桌面上放大顯示

Windows++

縮小顯示桌面

Windows+- (減號)

瀏覽工作列上之分組圖示內的視窗 (或標籤)

Control 鍵+按一下滑鼠左鍵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386

選取工具的按鍵
此局部清單包括最實用的快速鍵。您將會在選單指令與工具提示中找到其他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在有相同鍵盤快速鍵的工
具之間循環切換

搭配 Shift 的鍵盤快速鍵 (必須啟動「使用
Shift 鍵切換工具」偏好設定)

搭配 Shift 的鍵盤快速鍵 (必須啟動「使用
Shift 鍵切換工具」偏好設定)

循環切換嵌套工具

Alt+ 按一下工具

Option+ 按一下工具

移動工具

V

V

縮放顯示工具

Z

Z

手形工具

H

H

滴管工具

I

I

矩形選取畫面工具

M

M

L

L

A

A

T

T

裁切工具

C

C

重新建構工具

W

W

餅乾成型切割刀工具

Q

Q

拉直工具

P

P

紅眼移除工具

Y

Y

點修復筆刷工具
污

J

J

S

S

E

E

橢圓選取畫面工具
套索工具
磁性套索工具
多邊形套索工具
魔術棒工具
選取範圍筆刷工具
快速選取工具
水平文字工具
垂直文字工具
水平文字遮色片工具
垂直文字遮色片工具
在選取範圍上打字
在形狀上打字
在路徑上打字文字

修復筆刷工具
仿製印章工具
圖樣印章工具
橡皮擦工具
背景橡皮擦工具
魔術橡皮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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鉛筆工具

N

N

筆刷工具

B

B

F

F

油漆桶工具

K

K

漸層工具

G

G

自訂形狀工具

U

U

R

R

O

O

顯示/隱藏所有面板

Tab

Tab

預設前景顏色和背景顏色

D

D

切換前景顏色和背景顏色

X

X

印象派筆刷
顏色取代工具
智慧型筆刷工具
細部智慧型筆刷工具

矩形工具
圓角矩形工具
橢圓工具
多邊形工具
星形工具
直線工具
形狀選取工具
模糊工具
銳利化工具
指尖工具
海綿工具
加亮工具
加深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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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與筆刷的按鍵
此局部清單包括最實用的快速鍵。您將會在選單指令與工具提示中找到其他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切換到「滴
管」工具

任何繪圖工具或形狀工具+Alt (「印象派筆刷」除
外)

任何繪圖工具或形狀工具+Option (「印象派筆
刷」除外)

選取背景顏色

滴管工具 +Alt+ 按一下

滴管工具 +Option+ 按一下

設定繪圖的不
透明度、容許
度或曝光度

任何繪圖或編輯工具+數字鍵 (例如，0 =
100%、1 = 10%、快速連續按 4 和 5 = 45%)。當
啟動噴槍選項時，請使用 Shift+數字鍵。

任何繪圖或編輯工具+數字鍵 (例如，0 =
100%、1 = 10%、快速連續按 4 和 5 = 45%)。當
啟動噴槍選項時，請使用 Shift+數字鍵。

循環切換混合
模式

Shift++ (加號) 或 - (減號)

Shift++ (加號) 或 - (減號)

使用前景顏色
或背景顏色填
滿選取範圍/圖
層

Alt+Backspace 或 Control+Backspace

Option+Delete (Backspace)，或
Command+Delete (Backspace)

顯示「填滿」
對話框

Shift+Backspace

Shift+Delete (Backspace)

將透明像素鎖
定為開啟/關閉

/(正斜線)

/(正斜線)

用直線連接點
(繪製直線)

任何繪畫工具 +Shift+ 按一下

任何繪畫工具 +Shift+ 按一下

刪除筆刷

Alt+ 按一下筆刷

Option+ 按一下筆刷

減少/增加筆刷
大小

[或]

[或]

以 25% 增量減
少/增加筆刷的
柔軟度/硬度

Shift+[ 或 ]

Shift+[ 或 ]

選取上一個/下
一個筆刷大小

, (逗號) 或 . (句號)

, (逗號) 或 . (句號)

選取第一個/最
後一個筆刷

Shift+, (逗號) 或 . (句號)

Shift+, (逗號) 或 . (句號)

顯示精確的筆
刷十字游標

Caps Lock

Caps 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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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形選取範圍的按鍵
此局部清單包括最實用的快速鍵。您將會在選單指令與工具提示中找到其他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從中央變形或反射

Alt

Option

強制

Shift

Shift

扭曲

Control

Command

傾斜

Control+Shift

Command+Shift

更改透視

Control+Shift+Alt

Command+Shift+Option

套用

Enter

Enter

取消

Esc 或 Control+ . (句號)

Esc 或 Command+ . (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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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濾鏡的按鍵
此局部清單包括最實用的快速鍵。您將會在選單指令與工具提示中找到其他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彎曲工具

W

W

湍流化工具

T

T

順時針扭轉工具

C

C

逆時針扭轉工具

L

L

縮攏工具

P

P

膨脹工具

B

B

調移像素工具

S

S

反射性工具

M

M

重建工具

E

E

縮放顯示工具

Z

Z

手形工具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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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鏡收藏館的按鍵
此局部清單包括最實用的快速鍵。您將會在選單指令與工具提示中找到其他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在選取範圍上套用新的濾鏡

Alt+按一下濾鏡

Option+按一下濾鏡

開啟/關閉所有展開的三角形

Alt+按一下展開的三角形

Option+按一下展開的三角形

將取消按鈕變更為預設

Control

Command

將取消按鈕變更為重設

Alt

Option

還原/重做

Control+Z

Command+Z

向前進

Control+Shift+Z

Command+Shift+Z

退後

Control+Alt+Z

Command+Opti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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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票」面板的按鍵
此局部清單包括最實用的快速鍵。您將會在選單指令與工具提示中找到其他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自前景顏色建立新色票

按一下面板的空白區域

按一下面板的空白區域

選取背景顏色

Control+ 按一下色票

Command+ 按一下色票

刪除顏色

Alt+ 按一下色票

Option+ 按一下色票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393

使用混合模式的按鍵
此局部清單包括最實用的快速鍵。您將會在選單指令與工具提示中找到其他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循環切換混合模式

Shift++ (加號) 或 - (減號)

Shift++ (加號) 或 - (減號)

正常

Shift+Alt+N

Shift+Option+N

溶解

Shift+Alt+I

Shift+Option+I

下置

Shift+Alt+Q

Shift+Option+Q

透明

Shift+Alt+R

Shift+Option+R

變暗

Shift+Alt+K

Shift+Option+K

色彩增值

Shift+Alt+M

Shift+Option+M

加深顏色

Shift+Alt+B

Shift+Option+B

線性加深

Shift+Alt+A

Shift+Option+A

變亮

Shift+Alt+G

Shift+Option+G

濾色

Shift+Alt+S

Shift+Option+S

加亮顏色

Shift+Alt+D

Shift+Option+D

線性加亮

Shift+Alt+W

Shift+Option+W

覆蓋

Shift+Alt+O

Shift+Option+O

柔光

Shift+Alt+F

Shift+Option+F

實光

Shift+Alt+H

Shift+Option+H

強光

Shift+Alt+V

Shift+Option+V

線性光源

Shift+Alt+J

Shift+Option+J

小光源

Shift+Alt+Z

Shift+Option+Z

實色疊印混合

Shift+Alt+L

Shift+Option+L

差異化

Shift+Alt+E

Shift+Option+E

排除

Shift+Alt+X

Shift+Option+X

色相

Shift+Alt+U

Shift+Option+U

飽和度

Shift+Alt+T

Shift+Option+T

顏色

Shift+Alt+C

Shift+Option+C

明度

Shift+Alt+Y

Shift+Opti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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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或隱藏面板的按鍵 (專業模式)
此局部清單包括最實用的快速鍵。您將會在選單指令與工具提示中找到其他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開啟說明

F1

command+?

顯示/隱藏工具選項

F4

F4

顯示/隱藏相片櫃

F5

F5

顯示/隱藏「效果」面板

F6

F6

顯示/隱藏「圖形」面板

F7

F7

顯示/隱藏「資訊」面板

F8

F8

顯示/隱藏「色階分佈圖」面板

F9

Option+F9

顯示/隱藏「步驟記錄」面板

F10

Option+F10

顯示/隱藏「圖層」面板

F11

Option+F11

顯示/隱藏「導覽器」面板

F12

Option+F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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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 Raw 對話框的按鍵
此局部清單包括最實用的快速鍵。您將會在選單指令與工具提示中找到其他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在預視中顯示將被剪裁掉的亮部

Alt+拖移曝光度、黑色滑桿或修
復列

Option+拖移曝光度、黑色滑桿或修
復列

在 Camera Raw 對話框中啟動「開啟拷貝」
按鈕

Alt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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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文字的按鍵
此局部清單包括最實用的快速鍵。您將會在選單指令與工具提示中找到其他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在影像中移動文字

Control+ 拖移文字 (當「文字」圖層
已選取時)

Command+ 拖移文字 (當「文字」圖層
已選取時)

選取向左/向右一個字元、選取向下/向
上一行，或是選取向左/向右一個單字

Shift+ 向左鍵/向右鍵或向下鍵/向上
鍵，或是 Control+Shift+ 向左鍵/向右
鍵

Shift+ 向左鍵/向右鍵或向下鍵/向上鍵，
或是 Command+Shift+ 向左鍵/向右鍵

將插入點到滑鼠點取位置之間的字元
選起來

Shift+ 按一下

Shift+ 按一下

向左/向右移動一個字元、向下/向上移
動一行，或是向左/向右移動一個單字

向左鍵/向右鍵、向下鍵/向上鍵，或是
Control+ 向左鍵/向右鍵

向左鍵/向右鍵、向下鍵/向上鍵，或是
Command+ 向左鍵/向右鍵

選取單字、行或段落

按兩下、按三下或按四下

按兩下、按三下或按四下

在重新調整邊界方框大小時，縮放並
傾斜在邊界方框內的文字

Control+ 拖移邊界方框把手

Command+ 拖移邊界方框把手

靠左對齊、居中或靠右對齊

水平文字工具或水平文字遮色片工
具+Control+Shift+L、C 或 R

水平文字工具或水平文字遮色片工
具+Command+Shift+L、C 或 R

對齊頂端、居中或對齊底部

垂直文字工具或水平文字遮色片工
具+Control+Shift+L、C 或 R

垂直文字工具或水平文字遮色片工
具+Command+Shift+L、C 或 R

返回預設字體樣式

Control+Shift+Y

Command+Shift+Y

開啟/關閉底線

Control+Shift+U

Command+Shift+U

開啟/關閉刪除線

Control+Shift+/ (斜線)

Command+Shift+/ (斜線)

將所選文字的文字大小減少或增加 2
個點/像素

Control+Shift+< 或 >

Command+Shift+<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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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與移動物件的按鍵
此局部清單包括最實用的快速鍵。您將會在選單指令與工具提示中找到其他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取消選取選取範圍

Control+D

Command+D

選取時重新定位選取畫面

空格鍵+拖移

空格鍵+拖移

增加至選取範圍或從中減去

任何選取工具+Shift 或 Alt+拖移

任何選取工具+Shift 或 Option+拖移

與選取範圍相交

任何選取工具 (「快速選取」工具與「選
取範圍筆刷」工具除外)+Shift+Alt+拖移

任何選取工具 (「快速選取」工具與「選取
範圍筆刷」工具除外)+Shift+Option+拖移

強制選取畫面為方形或圓形 (如
果沒有其他使用中的選取範圍)

Shift+ 拖移

Shift+ 拖移

從中央繪製選取畫面 (如果沒有
其他使用中的選取範圍)

Alt+ 拖移

Option+ 拖移

強制形狀，並從中央繪製選取
畫面

Shift+Alt+ 拖移

Shift+Option+ 拖移

切換到移動工具

Control (選取「手形」或任何形狀工具時
除外)

Command (選取「手形」或任何形狀工具
時除外)

從「磁性套索」工具切換到
「多邊形套索」工具

Alt+按一下並拖移

Option+按一下並拖移

刪除「磁性」或「多邊形套
索」工具的最後錨點

Delete

Delete

套用/取消「磁性套索」工具的
操作

Enter/Esc

Enter/Esc

移動選取範圍的拷貝

「移動」工具+Alt+拖移選取範圍

「移動」工具+Option+拖移選取範圍

移動選取區域 1 個像素

任何選取範圍+向右鍵、向左鍵、向上鍵
或向下鍵

任何選取範圍+向右鍵、向左鍵、向上鍵或
向下鍵

移動選取範圍 1 個像素

「移動」工具+向右鍵、向左鍵、向上鍵
或向下鍵

「移動」工具+向右鍵、向左鍵、向上鍵或
向下鍵

當圖層上未選取任何物件時，
移動圖層 1 個像素

Control+向右鍵、向左鍵、向上鍵或向下
鍵

Command+向右鍵、向左鍵、向上鍵或向
下鍵

增加/減少偵測寬度

磁性套索工具 +[ 或 ]

磁性套索工具 +[ 或 ]

接受裁切或結束裁切

裁切工具 +Enter 或 Esc

裁切工具+Enter 或 Esc

在裁切保護的開/關之間來回切
換

/(正斜線)

/(正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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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面板的按鍵
此局部清單包括最實用的快速鍵。您將會在選單指令與工具提示中找到其他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設定圖層選項

Alt+ 按一下「新增」按鈕

Option+ 按一下「新增」按鈕

刪除而不確認

Alt+按一下「垃圾桶」按鈕

Option+按一下「垃圾桶」按鈕

套用數值並讓文字方塊保持為作用中

Shift+Enter

Shift+Enter

載入圖層透明為選取範圍

Control+ 按一下圖層縮圖

Command+ 按一下圖層縮圖

增加到目前的選取範圍

Control+Shift+按一下圖層

Command+Shift+按一下圖層縮圖

從目前的選取範圍減去

Control+Alt+按一下圖層縮圖

Command+Option+按一下圖層縮圖

與目前的選取範圍相交

Control+Shift+Alt+按一下圖層縮圖

Command+Shift+Option+按一下圖層
縮圖

合併可見圖層

Control+Shift+E

Command+Shift+E

建立有對話框的新空白圖層

Alt+ 按一下「新增圖層」按鈕

Option+ 按一下「新增圖層」按鈕

在目標圖層下方建立新的圖層

Control+ 按一下「新增圖層」按鈕

Command+ 按一下「新增圖層」按鈕

啟動底部/頂部圖層

Alt+.(句號)/ ,(逗點)

Option+.(句號)/ ,(逗點)

向下/向上選取下一個圖層

Alt+[ 或 ]

Option+[ 或 ]

向下/向上移動目標圖層

Control+[ 或 ]

Command+[ 或 ]

將所有可見圖層的拷貝合併入目標圖層

Control+Shift+Alt+E

Command+Shift+Option+E

向下合併圖層

Control+E

Command+E

將目前的圖層拷貝到下面的圖層

Alt+面板彈出式選單中的「向下合
併圖層」指令

Option+面板彈出式選單中的「向下合
併圖層」指令

將所有可見圖層拷貝至使用中圖層

Alt+面板彈出式選單中的「合併可
見圖層」指令

Option+面板彈出式選單中的「合併可
見圖層」指令

顯示/隱藏其他所有目前可見圖層

Alt+ 按一下眼睛圖示

Option+ 按一下眼睛圖示

切換到目標圖層的透明度鎖定，或是切換到
上次套用的鎖定

/(正斜線)

/(正斜線)

編輯圖層屬性

按兩下圖層縮圖

按兩下圖層縮圖

選取所有文字；暫時選取「文字」工具

按兩下文字圖層縮圖

按兩下文字圖層縮圖

建立剪裁遮色片

Alt+ 按一下劃分兩個圖層的線

Option+ 按一下劃分兩個圖層的線

重新命名圖層

按兩下圖層名稱

按兩下圖層名稱

增加至圖層面板中的圖層選取範圍

Shift+Alt+[ 或 ]

Shift+Option+[ 或 ]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399

檢視影像的按鍵 (專業模式)
此局部清單包括最實用的快速鍵。您將會在選單指令與工具提示中找到其他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在開啟的文件之間向前循環切換

Control+Tab

在開啟的文件之間向後循環切換

Control+Shift+Tab

讓影像符合視窗

Ctrl+0 (或按兩下「手形」工具)

Command+0 (或按兩下「手形」工具)

放大 100%

Ctrl+Alt+0 (或按兩下「縮放顯示」工具)

Command+Option+0 (或按兩下「縮放顯
示」工具)

切換到手形工具 (在不是文字編
輯模式時)

空白鍵

空白鍵

切換到「放大顯示」工具

Control+ 空格鍵

空格鍵 +Command

切換到「縮小顯示」工具

空格鍵 +Alt

空格鍵 +Option

拖移時重新定位縮放顯示選取畫
面

空格鍵+拖移

空格鍵+拖移

放大顯示影像的指定區域

Control + 在「導覽器」面板中的預視影
像上拖移

Command + 在「導覽器」面板中的預視
影像上拖移

以「手形」工具捲動影像

拖移，或是在「導覽器」面板中拖移檢
視區域方塊

拖移，或是在「導覽器」面板中拖移檢視
區域方塊

向上或向下捲動 1 個畫面

Page Up 或 Page Down

Page Up 或 Page Down

向上或向下捲動 10 個單位

Shift+Page Up 或 Page Down

Shift+Page Up 或 Page Down

向左或向右捲動 1 個畫面

Ctrl+Page Up 或 Page Down

Command+Page Up 或 Page Down

向左或向右捲動 10 個單位

Ctrl+Shift+Page Up 或 Page Down

Command+Shift+Page Up 或 Page Down

移動檢視到左上角或右下角

Home 或 End

Home 或 End

Mac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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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Photomerge 全景」的按鍵
備註： 只有互動版面才會顯示此對話框。
此局部清單包括最實用的快速鍵。您將會在選單指令與工具提示中找到其他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選取影像工具

A

A

旋轉影像工具

R

R

設定「消失點」工具 (選取的透視選項)

V

V

縮放顯示工具

Z

Z

手形工具

H

H

切換到「手形」工具

空白鍵

空白鍵

退後

Control+Z

Command+Z

向前進

Control+Shift+Z

Command+Shift+Z

移動所選影像 1 個像素

向右鍵、向左鍵、向上鍵或向下鍵

向右鍵、向左鍵、向上鍵或向下鍵

將取消按鈕變更為重設

Alt

Option

顯示個別影像邊界

Alt+在影像上移動指標

Option+在影像上移動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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