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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 就相當於數張透明的投影片疊合在一起，由於每一個 圖層 的內容都

是獨立的，所以可以切換顯示各種組合效果，圖層的使用與運用更是影像處理

與合成過程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

7-1 認識圖層
圖層 的建立、顯示和編輯都必須透過 圖層 面版來進行。依照 Photoshop

的預設值，啟動後 圖層 面板會顯示在視窗的右下角；如果沒有顯示，請點選 

視窗 >圖層 指令或按  鍵即可開啟。您可以開啟書附範例中的「圖層 .psd」

檔案來檢視 圖層 面板中的各項元件和操作。

7-1-1  圖層面板的各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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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隱藏的圖層

B  此圖層含有圖層效果

C  按一下會顯示所使用的效果

D  圖層可見度：若顯示 眼睛  符號，代表此圖層正顯示在螢幕上；沒有
眼睛符號的圖層則為隱藏狀態。使用滑鼠點選  符號，可以切換顯示

/隱藏狀態，每一圖層都可以獨立切換，以滿足預覽或編輯組合的需求。

E  圖層名稱：每一層圖層都可以定義不同的名稱以便區別，如果在建立
圖層時未予以命名，Photoshop會自動依序命名為 圖層 1、圖層 2⋯。

F  作用中圖層：任一時間只能在一個圖層中做編輯，這個圖層稱為 作用
中圖層，面板上會以「藍底白字」顯示。要切換作用中圖層時，只要

用滑鼠點取圖層的名稱或預視圖即可。

G  圖層連結：出現  的連結圖示時，表示有圖層連結在一起，可以一起
移動。

H  預視圖：顯示圖層內的影像，可以迅速地辨識每一層圖層。在編輯影
像時，預視圖也會隨之改變。

I  建立新圖層 ：點選之後可以建立新圖層。

J  刪除圖層 ：將不要的圖層拖曳到垃圾筒，可以刪除圖層。

K  面板指令清單 ：內含與圖層操作有關的各項指令和功能選項；部分

指令與 圖層 功能表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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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指令清單

圖層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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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hotoshop中可使用 筆型工具  與其他工具來繪製向量圖形，向量

圖形與解析度無關，無論做任何改變 (如調整、輸出、儲存 )，圖形邊緣仍能

保持清晰。

10-1 何謂路徑
路徑 是由數個 錨點 (節點 )所連結而成的線段或是曲線，它可以是封閉區

域，也可以是非封閉區域的開放式路徑，平滑轉折的 錨點 被選取之後會出現

用來控制方向的 方向線。調整 方向線 可以控制曲線的弧度；未被選取的 錨點 

是白色的無法調整，被選取之後會變為黑色的可以調整。

進入向量圖形的繪製與編輯工作之前，我們先來瞭解一下什麼是 路徑？其

特性可以歸納為下列五點：

 路徑 是一段直線或是曲線，也可以是由數條線條所組成的圖形或形狀，
您可以精細的調整或修改它的樣子，直到確定後再進行填色或是描邊。

 路徑 可以做精密的編輯和微調，因此可以取代畫筆的功能；在沒有數
位板做為輸入介面的情況下，您也可以使用滑鼠繪出漂亮完美的線條。

 路徑 基本上是 向量式 的線條，因此在縮小或放大時不會影響它的解析
度或是圓滑度。

 路徑 與 選取範圍 一樣，可以和影像物件同時儲存，但是路徑所佔的記
憶體較少，因此對於大型或要長期儲存的影像檔案而言，使用路徑來

儲存較為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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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時候使用 套索工具  可能無法順利建立選取範圍，或是選取的

範圍不夠平滑；此時，您可以使用 筆型工具  來繪製選取路徑，它
不但可以進行精細的微調，同時可以提供較平滑的曲線外形，等到編

修出完美的形狀之後，再將路徑轉換為選取範圍即可。

路徑填色 路徑

開放式路徑 封閉式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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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路徑面板與路徑工具
路徑的建立、修改及存取都要透過 路徑 面板與 路徑工具 來完成。在這

一小節我們將介紹如何存取路徑，以及新增、開啟、關閉、複製、刪除路徑的

方法。

10-2-1  認識路徑工具
繪製或編輯路徑的工具都集中在 工具面板 中，請參考下圖以便瞭解各個

工具所在的位置。

 筆型工具 ：路徑是由許多個錨點連接而成，使用 筆型工具 點出的
錨點會自動連成路徑。

 創意筆工具 ：使用此項工具就好像是在紙上使用鉛筆繪圖一樣，可

以繪製任意路徑，Photoshop會自動增加錨點，無需自行決定錨點要

放置的位置，路徑完成之後可以再進行調整。

 增加錨點工具 ：在現有的路徑中增加錨點。

 刪除錨點工具 ：在現有的路徑中刪除錨點。

 轉換錨點工具 ：錨點有二種形式，一種是直線轉折點，另一種是平

滑曲線轉折點，使用此工具可以切換錨點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