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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章要談到的是要將影像輸入Photoshop的最佳方式，

同時要告訴您整理檔案的秘訣，以便能讓您快速找到需

要的檔案，同時要告訴您把處理工作能交給Photoshop的

動作功能來自動處理的技巧。

輸入
先來談談影像輸入部份，您輸入Photoshop裡的影像品

質，對於最後輸出時的品質有極重大的影響，也會影響

到Photoshop裡的工作量。這是最重要的一個鐵律，也

就是在輸入檔案時，一定要儘可能的得到最多的檔案資

訊，而且資訊數量還要超過您要輸出所需的數量，舉例

來說，在掃描RGB影像或是用數位相機拍照時，要使用

上億顏色數而非千萬種顏色數，同時解析度（單位為像

素/英吋）也要是最終輸出時所需的兩倍。當色彩深度越

深、解析度越高，影像內的顏色轉換會越平順，輪廓邊

緣也會越清晰。就算您之後大幅減少影像的顏色數或解

析度，所得到的影像或線稿結果，也會比一開始的資訊

量不足再做轉換的結果更好。

掃描

有了平台掃描器，您就能把照片、繪圖作品甚至是立體

物件掃描成檔案，進入Photoshop來處理，掃描器能掃

的顏色深度越深（所謂的顏色深度就是能辨識的顏色數

量），所能捕捉的亮部或陰影部細節就越多，而Photo-

shop就能利用這些額外的資訊，幫助調整色調，讓顏色

表現更好。

雖然現今許多平台式掃描器都提供了底片掃描的功能，

不過如果幻燈片或負片的掃描量很大，那麼或許可以考

慮專用型的底片掃描器。至於要選擇使用哪種底片掃描

掃描

掃描3D物件

在平台掃描器放上小物件，就能捕捉到它

的立體感，這個物件所能被掃描到的面

數，是取決於您擺放它的方式，只要擺放

的位置離掃描器平台的中心越遠，所能看

到的側邊深度就越多。

了解更多

使用Bridge，第133頁。

智慧型物件，第75頁。

檔案＞開啟舊檔指令是Photoshop內最古老的一
種找尋檔案開啟的方式，現在當然也可以這麼

做，不過Photoshop CS3和CS4都提供了更有效
率的檔案瀏覽方式（使用Bridge ），或者是以

保護性的方式來開啟檔案（使用「開啟為智慧型

物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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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則取決於您要掃描的底片格式為何，並不是每一台

底片掃描器都能處理中型尺寸的底片或APS軟片，同時

還能掃描35mm的底片，有些底片掃描器還附有一個片

匣，能直接掃一整捲負片。另一種影像輸入的選擇，是

把底片交給沖印店或掃描中心來處理，並將檔案存在CD-

ROM裡，在這種情況下，影像的品質是取決於店家所使

用掃描器光學品質，以及掃描操作人員的技術。

預掃。掃描器會先預掃過一次，好讓您能清楚看到所要

掃描的區域位置，接著依照接下來兩頁裡的說明，設定

所需的尺寸大小以及顏色模式，同時還要輸入解析度大

小。這些設定的目的，是用來儘可能得到最多的檔案資

訊以供Photoshop來處理，但又不會讓檔案過度膨脹。

設定掃描的大小。當掃描器顯示出檔案的預視畫面時，

可以用掃描軟體內的裁切工具，定義出需要掃描的區

域，接下來我們要告訴掃描器要以原影像尺寸來掃描，

或是要掃描成其他的尺寸。大部份的掃描器可以讓您設

定新的長或寬，另一邊的數值會自動調整，您也可以原

尺寸的百分比來設定新的尺寸。

避免虹彩現象

為了降低掃描立體物件時，偶爾會產生的

虹彩現象，我們可以把產生虹彩現象的

部份選取起來，使用色相/飽和度調整圖

層，將該部份的飽和度調低。在設定對話

框上方編輯清單內，依序選擇紅色、綠色

和藍色（而非青色、洋紅色或黃色），將

飽和度調整滑桿向左拖曳，這樣子原來物

件的顏色能保留下來，而虹彩現像則會被

減少到最低。

處理前

處理後

設定好掃描器

通常在掃描器軟體的操作介面中，會有用來設定需要捕

捉多少影像資訊用的輸入欄位。

在彩色掃描作業裡，至少設定

為24位元，讓掃描器能捕捉
最多的顏色數。

依照預掃所見的內

容決定所要掃描的

區域大小。

選擇（或鍵入）影像檔所需的解

析度。

在掃描軟體介面

中，應該會有一

處會顯示掃描

檔案的大小（以

MB為單位）。

掃描軟體通常會內建一些色調與色彩

的調整功能。

設定讓掃描器以原影像尺寸來

掃描，或是要掃描成其他標準

紙張大小的尺寸，當然也可以

自訂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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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掃描的顏色模式。色彩模式也會影響掃描檔案的大

小 ，舉例來說，全彩掃描所得到資訊數量，至少是灰

階掃描的三倍大（灰階檔案裡包含有從黑到白以及中間

254階的灰色階調），以下是判斷該使用何種顏色模式來

掃描的準則：

如果是彩色影像， 即使您準備將它輸出成黑白照片

（灰階） ，您最好還是以全彩模式來掃描，掃描器

的軟體內可能會把全彩模式稱為「千萬色」、「億萬

色」（也就是16位元色版模式）或是「真實色彩」模

式。

而對於灰階影像， 例如黑白照片的情況，要能得到最

佳的結果，最好還是以彩色模式來掃描，稍後再到

Photoshop裡把影像轉為灰階模式。

黑色線條稿 最好是以灰階模式來掃描，然後進入Pho-

toshop裡以調整圖層來處理，才能得到平滑一致的線

條，如左圖所示。如果想進一步控制線條的品質，可

以利用調整邊緣指令（參考第108頁）。

設定掃描解析度。掃描器通常會向您詢問所需的掃描解

析度為何（每英吋像素數，ppi）；要找出最適合您列印

或輸出影像所需的解度，可以把列印解析度（也就是印

表機半色調網屏的每英吋線數，lpi）乘上1.5或2。對於

掃描

了解更多

色彩模式，第164頁。

將彩色影像轉為灰階，第214頁。

同時掃描數張影像

只要在平台掃描器上頭同時放上數張照片，照片間留些空隙，接

著到Photoshop裡選擇檔案＞自動＞裁切及拉直相片指令，就能將

掃描影像拆開成為單獨的檔案。

這個範例中一次掃描了四張照

片（左圖），然後再使用裁切

及拉直相片指令，將它們分開

成為四張獨立檔案，每個檔案

名稱後方會多了「拷貝」以及

流水號字樣。

TO
M

M
Y

 Y
U

N
E

A BC

在掃描線條稿時，使用彩色或灰階來掃描時可以

得到平滑的線條，同時事後還能利用色階或亮度

/對比調整，讓線條變亮或變暗。Tommy Yune以
灰階模式來掃描此墨繪的線條稿，然後利用色階

調整圖層（按下圖層浮動面板底部的 按鈕，

從選單內選取）讓線條變柔順。在色階調整中向

左拖曳中間調設定滑桿A來讓線條變細，或是向
右拖曳讓線條變粗。而調整亮部滑桿B則能讓灰
色的背景變白，暗部滑桿C則可以讓線條變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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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景物、裡頭不含明顯的幾何圖樣、銳利的色彩邊緣

或是極細緻影像細節的照片來說（本書內大部份的照片

都屬於這種照片，連封面也不例外），乘上1.5（舉例來

說，150lpiX1.5=225ppi）即可。而對於所拍的內容為人

工建築物，或是人像近拍照來說，裡頭可能包含有很多

直線和銳利的色彩邊緣，或是許多影像細節，例如眼睫

毛等等，最好是乘上2會比較保險（150lpiX2=300ppi）。

如果乘上更高的數字，只會徒增影像的大小，對於照片

的品質提昇有限。請注意：同一個檔案乘上1.5或2，檔案

大小幾乎會差到兩倍之多，如果不是真的有需要比較高

的解析度，較大的檔案只會拖慢影像處理時的速度。

噴墨印表機可能會以dpi或ppi為列印品質解析度的單位，

或是只會標示列印品質為「佳」或「最佳」。如果檔案

是要用較新型的噴墨印表機來列印，可以用225或300ppi

解析度來掃描，然後在列印時在印表機設定對話框內選

擇「最佳」模式，以得到最接近照片沖洗品質的成品。

一些強調高品質的噴墨印表機，通常都需要200到400dpi

的解析度，而印刷用的則需要更高的解析度，因此，如

果檔案有需要交給高品質商用噴墨印表機來輸出時，先

告訴廠商您所需的輸解析度和類型為何，再詢問他們需

要準備多大的檔案和解析度才夠用。

再三確認。選擇好影像尺寸、顏色模式以及解析度後，

掃描器軟體就會顯示出影像掃描後的檔案大小（以MB為

單位），您可以參考第110頁所列出的常見檔案大小與列

印尺寸對照表，再做一次確認的動作。

數位相機

數位相機並沒有底片，而是直接將影像記錄成數位檔

案，每當拍完數位照片後，馬上就能檢視所拍的結果，

去除網點

在掃描印刷品上的影像時，印刷時所使用

的半色調網屏會與掃描器取樣的點互相影

響，產生討人厭的網花（有時又稱為摩爾

紋）。許多掃描器都會內建去網花的功

能，以消除這種現象；事後最好再做進一

步的處理，以得到更完美的結果。

這裡所示的螢幕擷取圖是從書上掃描下來的照

片細部放大，首先是沒有做去網花處理A，再
來則是使用掃描器內建去網花功能的結果B。
只要把去除網花功能打開來，選擇來源類型

（雜誌？報紙或是繪作等等），這樣就能告訴

軟體該做多少的半色調網屏像素模糊處理。最

後使用表面模糊功能 再處理一次已做過去網

花處理的照片C，讓影像更柔順。

A

B

C

了解更多

表面模糊濾鏡，第321頁。

有所為，有所不為..

雖然您可以把印刷品掃描下來，利用

去網花功能處理得很漂亮，但這並不

代表您可以任意掃描印刷品的內容

加以使用。較新的印刷品或出版品

都是有版權的。下一頁的「Cor inna 

Buchholz如何避免版權問題」告訴您

如何尋找公版印刷品（無版權的出版

品），而且也可以到www.copyright.

gov網頁上，了解美國地區相關的版

權法律、授權使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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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種做法

讓照片更具風格

265 281

快速色調與顏色調

19種簡易做法

309

練習鏡頭模糊

5種景深調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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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使用旋轉模糊

312

快速問題照片的修復技巧

4種修復工具的實務使用

327

製作獨照

346

柔化焦點

325

抹除雜訊 作品欣賞

364

316

快速上妝效果

14種臉部影像調整技巧

357

讓白天變黑夜

337

快速重現細節的方法

13種銳利化影像的方法

344

全都在焦點內

363

突顯鏡頭耀光效果

324

這可不容易親眼見到...

332

重現細節

351

黑白照片手工上色效果

314

快速修飾天空

更多修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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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能用來改善照片的技巧相當的多種，像是模擬

傳統相機和暗房技巧的功能，例如柔焦與邊角失光，以

及修片和手工上色等等。不過，大部份常見的Photoshop

照片修飾工作，多半只簡單的修修照片，能得到清晰的

照片，其中的色調表現大致正常即可。不過，其實大部

份的照片最好都要再加以裁切、校正鏡頭變形或者去除

低光照環境下照片內的雜訊。這些處理多半只需對照片

整體做色調或顏色的調整；有些則得要針對部份區域做

修改，以校正處理或掃描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部份模糊

情況。

如果照片是以數位相機的Raw格式，或是以JPEG、TIFF

格式來儲存的，您就能用Camera Raw來調整顏色、對

比、銳利化以及降低雜訊等處理。如果是32位元/色版模

式的檔案 ，您還是可以對它做裁切以及調整曝光 ，

也就是利用Photoshop中有限的色調色彩調整工具與濾鏡

先處理一下，善用這種檔案模式所

能提供額外的色調資訊，然後再將

它轉換成1 6或8位元檔案以供進一

步處理或輸出之用。

裁切
照片之所以要裁切，多半是為了構圖的因素，像是避開

雜亂的景物，或在修復受損照時，可以很快將不需要的

部份給去除掉。依照慣例，Photoshop會提供數種裁切的

方式。

裁切和修剪指令

在影像清單下有兩個用來做簡易裁切處理的指令：

以矩形畫面選取 工具，將要保留的區域選取起來，

然後選擇影像＞裁切指令，這個方法的優點是，它相

當的簡單、直覺。在製作了選取範圍後，在選擇影像

＞裁切指令之前，要改變裁切的尺寸或比例的話，可

以選擇選取＞變形選取範圍，調整選取範圍的尺寸，

接著在變形框內連按兩下滑鼠鍵即可。

影像＞修剪

裁切有柔邊的影

像

使用矩形畫面選取工具

，再用影像＞裁切指

令，將照片的邊緣裁去，

這個動作完全不會對照片

做重新取樣處理，因為雖

然檔案的尺寸變小了，但

解析度仍保持不變。

了解更多

32位元/色版模式， 
第169頁。

曝光調整，第251頁。

要製作柔邊或著裝飾性邊框效果，可以使用矩形

畫面選取工具 來選取一個矩形範圍，利用它

來製作圖層遮色片，然後以濾鏡來處理遮色片內

容，如同第268頁「利用遮色片製作邊框」的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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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切工具

裁切工具 

當您使用裁切工具 在影像內拖曳，定義出要保留的範

圍時：

只要拖曳角落控制把手，就能 調整裁切框的尺寸和比

例；若需要保持特定的長寬比例，在拖曳時要按住

Shift鍵不放。

只要在裁切框角落控制把手外側的位置拖曳游標，來 

旋轉裁切框，就能在裁切影像時順便旋轉影像的方

向。這個功能可以用來校正掃歪了的影像、拍斜了的

照片，或者純粹只是改變影像的方向。

將 透視選項打開來，可以移動個別角落控制點，就能

校正裁切後影像內的透視角度，例如用來讓建築物變

得更直立，或是校正使用很奇怪視角所拍攝的照片。

只要一個步驟，就能 在裁切影像的同時也對它做縮放處

理：只要在拖曳游標前，先在工具選項面板上，設定好

裁切後影像所需的長、寬與解析度數值即可（長與寬若

是以像素為單位來設定，就不需要設定解析度）。請注

意：使用裁切工具的一個缺點是，您可能在裁切時，無

意間對影像做了重新取樣處理而不自知。要避免無意間

使裁切影像做了重新取樣

處理，一定要確定在工具

選項面板上，兩個尺寸欄

位是空白的，或者至少解

析度欄位要是空白的，而

尺寸欄位則不可以使用像

素為單位。

要讓裁切後的照片能維持 

原有影像的長寬比例（這

樣子別人才看不出來影像

有無在拍照後又重新裁切

改變過構圖），在裁切前

要到工具選項面板上按下

裁切

使用修剪指令可

以避免意外裁切

到柔邊影像部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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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裁切後的結果與原影像有相同的長寬比例，

在選擇了裁切工具 後，到工具選項面板上按

下「前面的影像」按鈕A；而在裁切後不想讓影
像進行重新取樣的處理，可以將解析度欄位內的

數值刪除掉B，然後再以裁切工具在畫面上拖曳
即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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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邊緣的裁切

在靠齊選項打開的情況下，當

您以裁切工具 在畫面上拖

曳時，只要游標一接近影像邊

緣，它就會自動靠齊到邊緣上

頭。如果要裁切的位置很靠近

邊緣，但又不是剛好在邊緣上

時，可以到檢視清單內把靠齊

選項關閉起來，或是把靠齊至

清單內的文件邊界選項取消

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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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影像」按鈕，這樣子就會自動在長、寬和解

析度欄位內填入原始影像的數值；不想要對影像做重

新取樣的話，可以在拖曳裁切工具前，先把解析度欄

位內的值給刪除。

您可以用裁切工具來 增加影像的版面尺寸，同時還能

分別控制每一邊要增加的大小。首先要讓工作視窗變

大一些，以容納裁切工具的操作空間（向外拖曳工作

視窗右下角，或者按下Ctrl-Alt-破折號/ -Option-破折

號）；接著以裁切工具拖曳橫跨整個影像，最後再拖

曳裁切框的角落控制把手，向外拉動即可（按住Shift

鍵不放可以保持原有的長寬比例，而按住Alt/Option

鍵再拖曳，則會以裁切框中心點為基準平均向四周縮

放，這幾個按鍵也可以合併使用）。

拖曳出裁切框之後，裁切工具的工具選項面板內容會改

變，此時在上頭可以選擇保護選項，讓即將被裁去的部

份覆蓋上您指定的顏色與不透明度設定值；您也可以任

意拖曳裁切框，直到調整出適合的構圖為止。倘若影像

尚未平面化（亦即該檔案內不止包含有背景圖層，還包

裁切工具的控制

選擇了裁切工具 後，在工具選項面板裡會出現一些選項，
您可以在裡頭設定影像裁切後的尺寸以及解析度。在欄位內

的設定值，會決定影像是否會被重新取樣過。

使用裁切工具 拖曳超過現有影像邊界的話，

就可以增加版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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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應較小的空間來裁切影像，但不要更

改其解析度的話，可以用像素之外的單位

來設定長寬值，並且在解析度欄位內保留

原來的數值，或是直接刪除即可。

要裁出相同的尺寸，但長寬方向要互換

的話，可以按下這個按鈕。

要以目前影像的

長、寬和解析度做

為設定的基準，可

以按下「前面的影

像」按鈕。

要清除長、寬和解析度

設定內容，以便能隨意

使用裁切工具，又不用

擔心重新取樣問題的

話，可以按下「清除」

按鈕。

選擇要完全去除（刪除）

或是夾帶（隱藏）被裁掉

的區域內容。

在確定執行裁切動作前，

可以將「保護」選項打開

來，選擇適當的顏色與不

透明度，將要被裁除的區

域給覆蓋起來，協助您檢

視所做的裁切適不適合。

以裁切工具拖曳出要保留的區域之後，

接下來的工具選項面板會進入下一個階

段的顯示，提供您幾個預覽裁切影像的

方式，以及裁切掉的部份是否仍要儲存

在檔案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