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已然邁入第九版。自從����年第一版誕

生至今，數位藝術的世界已改變甚巨。當時的網路、數位攝影及平價

的大尺寸噴墨列印技術都還在襁褓期，很少藝術家擁有華康繪圖板，

更別說知道那是什麼。今天，這些科技無所不在，也很難想像沒有這

些科技世界要如何運作。

翻閱每一版的《�������	
��	����》就像是向下挖掘數位藝術

的地質層一樣：第一版的展出藝術家名冊列的是郵寄地址，多麼二十

世紀啊！現在每個人都有網站和電子郵件信箱了。

在那時，所有的攝影藝術都是透過掃描器來擷取的。現在膠片

已死，每個人都有一部數位相機。

當時，藝術畫作的輸出若不是透過很快就會在陽光下褪色的噴

墨列印，不然就是昂貴的高階����印表機。在今天，大部分的藝術作

品都是透過網站或者平面顯示器來展示的，或者由作者自己使用可

長期保存的高品質墨水和材質列印出來的。

�������創造出來的影像現在可經常在各式各樣的高階出版品上

面出現，而在早年，只有很少的藝術家在使用這個創作工具。

《�������	
��	����》系列叢書與這些革命性的進展同步；不

變的，是藝術創作背後那些深思熟慮的創作基本原理。透過《�������	

��	
��	����》，����提供了高品質的教學；你不僅學到了如何使

用工具，也學到了如何透過這些工具來表達自己。

�������		
為�����	軟體開發者之一。

�������		
�運用�����	的畫家油畫功
能，與自訂的影像水管筆刷，創作出

這幅名為《��������	�����》的作品。

前言



我要向	 �������	系列軟體的產品經理	 %�0	 ,�"����� 	與使

用者經驗設計師	 !����	 !'�"'��	致謝，感謝你們對本書的大力支

援。我也要感謝	 �������	 ��	的研發團隊：包括專案經理	 )������	

1� �����，以及	2�� �-��	,������、1������� �	�������、��������	

!�&��、�������#���	���-0���、������	�����、,�3	(&'-��、���"��	

��"����'與	 �����##�	 ���/����，還有負責	 41	的朋友們──%���	

5�&/���、%&0�	����"�	與	
�� �	����。

我也要感謝在本書撰寫期間，支援了工作團隊所使用之軟硬體的

廠商。感謝	1 �0�	!����-�	公司在	��������#	方面所提供的支援，

讓我能夠證明這套軟體能和	�������	合作無間。

感謝	
�"�-	公司提供超棒的壓感式數位板與	�����6	壓感式液

晶螢幕，還有	 *#���	公司在彩色印表機與版畫技法測試方面所提供

的支援。

感謝	���0��	�-�/��、��������"	與	�����!#��	等公司在本書每

一版所提供的支援。這幾家「光碟與網路圖庫」公司，提供了許多相

片作為本書的示範用途。當然，我也要感謝其他幾家提供影像與影片

供本書書附光碟收錄的公司；在本書內容最後的《附錄	1》中，記載

了這些公司的寶號。

我要誠摯感謝	�����	�������	分享了她在傳統與數位版畫製作方

面的專業知識，還有	!�����	+�� ��	分享在地形圖作上方面的豐富經

驗。特別感謝	�������	(��&��、�����	������	與	(����	!"�-����	分

享了她們在版畫製作經驗上的知識；還有	5�3	����������	公司的	���	

���	與	+����	)&��	分享他們在廣播電視領域中美術設計的寶貴經驗；

也感謝	%�� 	��������	公司的	��� �	%�� 	與	�����	%�� 	夫妻倆，和

��/��0��	公司的	����	%���	與	���"�	%���	夫婦，分享他們在

動畫與電影方面的專業知識。

衷心感謝下列這些特別的「工作夥伴」：多謝我的老公	 !����	

的鼓勵、幽默與愛心餐點，且提醒我不忘在百忙之中去衝浪和散步

來放鬆一下；還有我的愛貓	 �����、!�0��	與	 ,�����，都是在辦公

室與工作室相隨我左右的親密夥伴。感謝好友	 ����	 �����、!&���	

�&/0��、*�����	 ��� ��"�、%�"�	 +����、�&���	 (����、,�"����	

��"6&��、�����	 ������、����	 ,����、������	 ��"����與���	

7’%�����，分享她們誠摯的鼓勵與祈禱，謝謝妳們在我工作忙碌

時溫暖的問候與關心！

最後，我要感謝曾經在本系列叢書每一版的製作過程中，那些

付出耐心與諒解的每一位家人、朋友以及同事們。

──	����	��������8��� �����
!��	���	����&���'�	(��為������	�)�製
作了這幅名為《�����*���'������	����
��"����"+》的宣傳海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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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名為《��"	�#������,��������	》
的作品，是��������		
�為������	�-�所
製作的宣傳海報作品。

�������		
�為������	�.�宣傳海報所製
作的插畫。



使用向量筆繪製�
表情豐富的畫作� ) 

�����	的厚重媒材�
畫法入門� )%

使用厚重媒材筆刷來繪畫� ).

使用粉蠟筆來調色揉擦� )/

使用仿真鉛筆和麥克筆來�
繪畫� / 

�����	�的水彩畫法入門� /%

濕中濕水彩畫法� /0

使用數位水彩為畫作上色� 1 

�����	�的藝術家油彩畫法�
入門� 1%

使用藝術家油彩作畫� 1.

使用畫家油畫進行插畫�
繪製� 11

�����	�的仿真鬃毛�
畫法入門� � %

使用仿真鬃毛系列�
筆刷作畫� � .

仿製與上色� � /

結合油畫粉蠟筆、�
紋理及混色處理� �� 

紙張材質的應用� ��%

�����	�的厚塗顏料畫法�
入門� ��2

在動態畫布表面刷上淡彩� ��0

用膠彩和厚塗顏料來繪圖� ��/

�����	�的油墨畫法入門� �% 

使用油墨筆刷繪製蠟畫� �%.

藝廊� �%/

�� 選取區、向量圖形�
� 與遮色片� ���

導言；認識選取區；認識向量

圖形；認識遮色片；建立外框

式架構選取區及向量圖形；選

取區與向量圖形的移動作業；

選取區的變形作業；向量圖形

的變形作業；以色彩進行選取

作業與遮色片處理；像素式

選取作業與遮色處理的其他選

擇；羽化處理；選取區、向量

圖形及遮色片的轉換作業；

選取區外框的儲存作業；使用

選取區作業；選取區的編輯作

業；遮色片；使用色頻面板；

要隱藏遮色片；運算與操作

使用貝茲曲線與選取區� �/)

運用手繪選取區� �/1

選取、圖層化與拼貼處理� �1�

藝廊� �12

�� 如何建立筆刷� ���
導言；筆法；子類別；筆尖類型；

筆尖架構式筆刷；連續筆觸式

筆刷；筆觸類型；運用筆觸設

計師來建立筆刷；運用轉換器

來製作筆刷；運用亂數化來建

立筆刷

使用自訂筆刷繪製�
粉蠟筆畫� �2/

自訂數位水彩筆刷� �.%

描繪人物肖像� �.0

用壓克力顏料來繪畫� �./

混用媒材作畫� �0 

利用筆刷繪製豐富質感� �0%

使用粉蠟筆與油畫筆刷�
作畫� �00

藝廊� �01



照片、合成及
拼貼的修飾作
業

導言

儘管�������一開始的定位是繪圖軟體，但這些年所增加的功

能，讓它在影像處理上也有不錯的表現。裡面有許多工具恰好適用

於處理照片影像──例如說，工具箱內的「亮化」與「暗化」這兩

種工具，以及在筆刷選取列中「照片」類別筆刷的「彩化」變體，

都是很好的例子；此外，動態圖層可以讓您藉由極高的自由度，來

調整亮度、對比與色彩等等。�������還強化了適用於相片處理的色

彩轉換功能，像是色調分離（請參閱第:;�頁）、木刻畫效果（第

:<:頁）以及碎裂效果（第:<�頁）等等。當然，若要讓照片看起來

有繪畫的效果，自然非�������莫屬。若您是攝影師、相片插畫家或

專門處理照片的設計師，希望將�������發揮到最大功用，那您一定

會對以下要說明的功能感興趣。

圖層：第<章大致介紹了圖層的使用技巧；本章則著重在如何使

用圖層與遮色片來合成影像，並應用其他相片特效──例如本章稍後

會提到的《選擇性上色處理》一節等內容。

動態圖層：在影像的調整作業方面，�������提供了好用的動態圖

層功能，包括：亮度與對比、等化以及極色化等。要找到這些工具，

按一下圖層面板底部的插頭圖示，自「動態外掛程式」蹦現式選單中

即可點選。動態圖層會在您調整對話框內的設定值時，提供了於文件

視窗中即時預視的功能；同時由於調整的結果，會自動地產生於獨立

的可編輯圖層上，因此稍後你仍可輕鬆調整設定值，而無需重算原始

像素、造成影像品質受到影響。在圖層面板內，只要於圖層名稱上連

按兩下滑鼠鍵，您就能重新開啟動態圖層對話框。

���

7

������ 3���
受委託繪製了這幅可愛的
《4�	��》肖像。她先預定以水彩來做表
現，然後用!�����.����	��$$相機拍攝了
小孩的照片。拍好之後，她將選定的照

片開啟在�����	中。3���
首先用「快
速仿製」工具在白色畫布上仿製照片，

然後用仿製筆刷畫出基本影像，並保

留白色的橢圓邊界。她用壓克力筆刷的�
「擷取鬃毛」變體和小的炭筆筆刷來勾

勒造型，並用混色筆刷的「紋路水化」

變體來進行部分區域的混色作業。



效果選單：大部分�������的影像變化特效功能，都可以在〝效

果〞選單中找到。有些在〝色調控制〞、〝表面控制〞與〝焦點〞

子選單下的功能，對於那些勇於嘗試的數位攝影工作者來說，將可

提供更多精采的創意靈感。

仿製作業：這個用途廣泛的強大功能（執行〝檔案＞仿製〞指

令），可以讓您製作影像的多份拷貝，加以編輯之後，再以不同方

式重新將它們組合起來，卻不影響到原來影像。本章所介紹的技巧

中，有些就會利用到這種或其他仿製的方法。

自動繪製系統：自動繪製是一個全新的強大工具組合，它能在相

片上套用自動繪製、且帶有樣式、壓力與方向變化的筆觸，使其轉變

成一幅畫作；同時您可以運用�������所提供的筆觸，也可以套用您的

自訂筆刷筆觸。自動繪製系統包含了三個面板：「底紋效果」、「自

動繪製」與「復原」。有關提到自動繪製系統的步驟式技法的說明，

請翻閱本章第:<�8:<=的內容。

選取區與遮色片：若只想針對影像的局部進行變化，您必須多

熟悉�������的向量圖形、選取區與遮色片的相關功能。如果您不熟

悉向量筆與套索工具，請翻閱第�章《使用貝茲曲線與選取區》一節

與《運用手繪選取區》一節。

�������強大的自動遮色處理功能──位於〝效果〞選單與色頻

面板內──讓您不用經過一大堆繁瑣的步驟，便能建立遮色片以便

快速圈選局部區域；更棒的是：�������中絕大多數的筆刷，都可以直

接在遮色片上進行塗繪。有關結合�������的自動化與直接於遮色片上

作畫的功能，請翻閱第�章《選取區、向量圖形與遮色片》的內容。

影像處理的基本功夫

由於�������相當重視修改影像的創作方式，因此也包括有用來

調整亮度、對比與色彩的工具，或是模糊化及銳利化的工具，以及

修飾相片的功能。

亮度與對比的調整：�������提供了兩種方法，來改變影像的亮度

與對比──分別是「亮度和對比」與「等化」。當您在圖層面板底部

按一下插頭圖示以存取「動態外掛程式」蹦現式選單、並自其中選擇

「亮度和對比」指令後，亮度和對比的對話框就會出現時；您一面調

整設定，一面可以預覽修正後的結果。要進一步了解亮度與對比動態

圖層，請翻閱第:�>頁《修正局部影像》一節。

等化圖層提供了一個具有階調分布圖、類似��������#中色階功

能的對話框，讓您可以調整影像中的色調範圍──然而在�������中不

同的是，影像會自動地等化處理（產生的效果，類似於在��������#

���

「底紋效果」是「自動繪畫」系統的重

要功能之一，可以讓您調整影像中的色

調與色彩，將相片內容中的細節部分

加以簡化，使其更接近繪畫般的風貌，

並建立出多樣的邊緣效果。為了讓影像

中日落的顏色更搶眼，我們自「照片

提升」� 蹦現式選單內選擇「使具有彩
度」指令，並將「彩度」設定成�)25。
此外，我們也將「敏銳模糊」設定� 為�
% 5，讓影像的細節稍微模糊一些。�在
產生不規則邊框的部分，我們自�「邊緣
效果」�蹦現式選單內選擇「鋸齒狀」指
令，並將�「量」設定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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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強化這幅人像照片的效果，一開始

我們先繪製遮色片，將舞者隔離與背景

開來。由於想要建立淺景深的感覺，我們

使用〝效果＞色調控制＞調整色彩〞指令

來去除背景的色彩飽和度，�然後執行〝效
果＞焦點＞柔化〞指令�來加以模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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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照片、合成及拼貼的修飾作業

的色階功能中按下「自動」鈕）。要想製作「等化」圖層，請開啟

一幅影像，並從圖層面板底部的「動態外掛程式」蹦現式選單中選

擇「等化」指令。當等化對話框出現時，您可以一邊嘗試效果，一

邊檢視文件視窗內所產生的變化。把階調分佈圖的三角形滑桿往末

端移動時，就會降低等化的效果。假使將滑桿移到最末端的話，影

像就會回復為〝等化前〞狀態的內容；或者按下「重設」鈕，也是

一樣的效果。

自影像中去除色彩：將彩色影像變成灰階影像的最快方式，是利

用調整色彩對話框來降低影像的彩度。選擇〝效果＞色調控制＞調整

色彩〞指令後，將「彩度」滑桿拖曳到最左邊即可。

改變色彩：在使用調整色彩對話框時，您也可以利用「色相偏

移」滑桿來改變影像整體（或是圖層或選取區）的色相。您可以單獨

指定改變某種色彩（例如說把藍眼珠改成綠眼珠），只要利用〝效果

＞色調控制＞調整選取的色彩〞指令，在影像中點選要改變的顏色，

然後拖曳對話框底部的「色相偏移」、「彩度」與「值」滑桿來進行

改變。藉由不同的「範圍」滑桿，可以擴張或縮減顏色影響的範圍；

至於使用「羽化」滑桿，則可以針對改變區域與未改變區域兩者間相

接的部分，加以柔化或銳利化。

色盤對應：全新的「比對面板」對話框（執行〝效果＞色調控

制＞比對面板〞指令）讓您可以將多個已開啟影像的色彩主題進行一

致化，並自來源影像將色彩與亮度套用到目的影像上。有關「比對面

板」效果的步驟式技法說明，請翻閱本章第:;�頁的內容。

移除刮痕

為了修復這張相片上的白色刮痕，我們使用兩項步驟來處理。第一，藉由�

�����	�中好用的「擦痕移除」筆刷（位於筆刷選取列內「照片」筆刷類別

中）。開啟要修復的影像，選擇「擦痕移除」變體；同時為得到最佳效果，

最好使用小一點的筆刷尺寸（我們在�-. �像素寬的影像上使用���)�像素的筆

刷），並在屬性列中將不透明度設定值調低（這裡使用�15）。放大顯示比例

以便看清楚刮痕所在，並且細心地塗繪，讓刮痕隱沒在�影像之中。對於色彩

一致的相片，通常第一步就可以修補得差不多；不過這�張相片的天空部分是

漸層色彩，必須進一步修補。下一步，我們利用「仿製」筆刷的�「輕柔仿製」

變體，同時於屬性列中設定�

小筆刷尺寸及調低不透明度

值。按住����／67����鍵不�

放，並在影像上靠近刮痕�

處設定複製來源，再輕輕開

始塗抹，便可以回復相片適

當的色調。

有刮痕的相片（左圖）與修補過後的相片（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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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一個「等化」動態圖層，來校調影

像中的色調範圍。為了將整幅影像調整

得亮一些，我們將亮度滑桿向左移動。

智慧筆觸繪圖

「自動繪製」面板內的「敏銳筆觸

繪製」選項，讓您可以沿著原始影

像的形狀，自動地套用筆觸。先開

啟一張相片，並利用一個空白的畫

布，來執行〝檔案＞快速仿製〞指

令，以建立一份仿製影像。為了能

夠看見筆觸顯現時的樣子，請按下�

!�	�／�&��鍵以關閉「描圖紙」功

能。接著執行〝視窗＞自動繪製〞

指令，以開啟浮動視窗，並打開�

「敏銳筆觸繪製」與「敏銳設定」

兩個選項。選擇一個敏銳筆觸筆刷

變體（像是壓克力擷取筆刷、壓克

力乾筆刷或炭筆筆刷），並按下�

「播放」鈕來繪製仿製圖。

這兩幅插圖，是分別由壓克力擷取筆刷

（左圖）與炭筆筆刷（右圖）以「敏銳

筆觸筆刷功能」所繪製的。



���照片處理基本認識

以筆刷來繪製彩度：為了使某部分的色彩特別鮮明，可利用

�������的「彩化」變體，其位於筆刷面板中的相片類別筆刷內。若

想要更細緻的效果，將「不透明」值降低至�>@。

加入底片顆粒效果：若想模擬出底片的顆粒效果，請執行〝視

窗＞紙張〞指令開啟紙張面板，並選擇顆粒較細的紙張材質，像是

基本紙或「細緻硬質紋路」等。接下來，執行〝效果＞表面控制＞

色調濃度〞指令，將「使用」設定為「紙張」，並在紙張面板內縮

放紙張材質，直到「調整色調濃度」對話框中的預覽視窗裡，可以

看見顆粒效果為止──先試試�>@的比例，然後再微幅調整「最大

值」與「最小值」滑桿。

以筆刷加上顆粒效果：假使您使用了壓感式繪圖板的話，�������

的「加入紋路」筆刷可以讓您在影像上刷上顆粒效果。一開始，在筆

刷選取列內選擇「照片」變體類別，接著選擇「加入紋路」變體，然

後在「紙張選取器」內挑選材質，依需求縮放到適當比例，接著輕輕

地在影像上刷塗。若想刷出更細膩的效果，請在屬性列裡調低筆刷的

「強度」值。（如果沒有壓感式繪圖板的話，調整「強度」值是不會

產生效果的，所以這個筆刷也就沒有作用。）另外，厚塗顏料筆刷的

「紋路浮雕」變體，也適合用來在影像中加入紋理般的外觀。

建立簡單的景深效果：利用柔化影像背景的方式，您可以模擬相

機大光圈情況下拍攝的景深效果。先選取您希望柔化模糊的區域，然

後執行〝選取＞羽化〞指令以防止出現鋸齒狀邊緣，然後再執行〝效

果＞焦點＞柔化〞指令加以柔化處理。

使用筆刷來進行塗抹與模糊化處理：要使影像中的像素平順地塗

抹開來（例如皮膚部位的修飾作業），在筆刷選取列中選擇混色筆筆

刷的「只加水」變體，並在屬性列中將「不透明」值調至=>@8�>>@

之間。若要在修飾過程中，平順地柔化影像的部分區域，可利用「照	

片」變體的「模糊」變體並調低「不透明」值（約為:>@）。若要

在塗抹時、同時讓所選的紙張材質顯現出來（以呈現更明顯的繪畫質

感），請選用混色筆筆刷的「塗抹」變體來作畫。要做出類似傳統油

畫中〝溼油畫〞的效果，請試試扭曲筆刷的「扭曲」變體。

銳利化處理：�������的!���向量筆功能（執行〝選取＞焦點

＞清晰化〞指令），能讓您做到類似滾筒式掃描器的非銳利化遮色

效果（這個效果可以強調出影像的邊緣部分，但不會影響差異性較

小的部分，像是軟片粒子或數位化雜訊等）；利用它可在輸出的前

置作業中，針對一部分或全部的影像加以銳利化。使用「照片」變

體的!���向量筆變體，會將銳利化功能加在筆刷的筆尖上（與執行	

〝效果＞焦點＞清晰化〞指令是同樣的效果），因此您就能精確地在

想要銳利化的部分下筆。

使用相片筆刷的加入彩度變體，可以�
〝突顯〞圖中紅色雨衣、雨傘及地上倒

影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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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使用〝效果＞表面控制＞色調濃

度〞指令，把「使用」設定為「紙張」，�
並將�「最大值」滑桿調至� %  5，來將�
「細緻硬質紋路紙」材質（選自工具

箱底部的紙張選取器）套用� 到這幅相
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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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將這張照片加以〝舊化〞處理，

我� 們以照片筆刷的「加入紋路」變體
來使用「乾裂」材質（執行〝視窗＞材

料庫面板＞紙張〞指令），� 繪製出龜
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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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為左圖（.  �像素寬的影像）經過
銳利化處理後的結果。我們使用的設定

是：「量」為�%��.；「反白」為�1 5；�
「陰影」為�/ 5。如果處理解析度較高
的影像時，「量」值就得再設高一些，

才能得到相同程度的銳利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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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照片、合成及拼貼的修飾作業

模擬動態
導論：開啟彩色相片並拷貝到

圖層中；在影像拷貝上使用動

態殘影效果；在圖層上加入圖

層遮色片；以筆刷來清除部分

圖層遮色片，以顯露出原來的

相片內容。

若在拍完照之後才要表現出動態的感覺，利用�������的圖層與	

「動態殘影」指令可讓您輕鬆完成。我們將圖層加以模糊化，然後隱

藏圖層遮色片部分區域，以顯露下方未經處理過的影像。這種只對選

取區套用效果的好處，是只要調整圖層的不透明度，就能夠控制效果

影響的程度，同時也能套入其他效果（比如光源效果或材質等），而

且原來的影像不受影響，要修改也很容易。

�� 拷貝影像：開啟一幅彩色相片，選擇〝選取＞全部〞指令

（����／�81）。然後按住1��／7#����鍵不放，以「圖層調整」工

具點選影像，便可新增一個包含原始影像複本的圖層。


�將圖層模糊化：在圖層面板內點選圖層名稱，然後選擇〝效果＞

焦點＞動態殘影〞指令。為了在�:>>像素寬的影像上得到動態模糊

效果，我們將半徑設為�>A>�，角度設為��;度（符合桌子移動的方

向），模糊值設為�:。您可以依據影像內容，嘗試設定不同的角度。

��在遮色片上塗繪：要讓部分原始影像顯露出來，請在圖層面板點

選圖層，然後按一下圖層面板底部的「新增圖層遮罩」鈕來新增一

個圖層遮色片。點選圖層遮色片──當它作用中時可看見縮圖有深色

外框。接著使用筆刷直接在圖層遮色片上繪製。在筆刷選取列裡，選

擇「數位噴槍」變體（屬於噴槍筆刷），並於色彩面板中選取黑色。

當您於圖層遮色片上想要隱藏的區域繪製時，下方的影像便會顯露出

來。如果您希望回復模糊圖層的影像，於色彩面板中選擇白色後，在

圖層遮色片上要回復的區域塗繪即可。為了產生桌子前方與筆記型電

腦速度較快的錯覺，我們僅在其背後留下較長的動態殘影。

�� 調整不透明度：為了降低模糊程度，我們在圖層上點一下

（而非遮色片），並在圖層面板內將圖層的「不透明」值降低至	

�>@，使圖層稍微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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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模糊圖層的不透明度。




在圖層上套用動態殘影效果。

�

在圖層遮色片上繪製，以隱藏模糊圖層

的局部。

�

原始相片。



��� 第十一章����使用������	�處理動畫與影片

導言

不管您是動畫師、電影藝術家、設計師或是C�動畫工作

者，�������的多媒體功能提供您多樣實用的技巧來製作影片。概念

藝術工作者非常喜愛由筆刷、材質和效果帶來的創作自由度。如果您

正製作一部卡通影片或是影片，不妨參考本書中的一些技巧及效果，

將其運用於「畫格堆疊」的畫格、�������的原生動畫格式、或是輸入

的影片檔上。雖然�������並非專門的動畫製作或影片合成軟體，但它

很適合用來製作毛片，讓您快速檢視動畫的效果。另外�������也能讓

C�藝術家製作更逼真、自然的材質，以應用於立體物件的貼圖上。再

者，您也可以利用�������中的腳本功能，將操作過程記錄下來，當成

教學上的範例，並可用來批次處理一連串的影像畫面。

使用腳本功能

�������中的腳本功能，能讓您將工作的過程紀錄下來，接著在

�������或是4&�"���-�及其他12�（
�� ���播放影片的格式）的播

放程式來播放。但如果經常使用這項功能，您就會發現到它的限制所

在，比如說某些操作在重播時，可能產生的效果不一樣。

腳本有兩種基本的類型：一種是�������會自動記錄的「目前

腳本」，另一種是啟動「錄製」功能才會執行的腳本。當您安裝好

�������後，這兩種腳本都會出現在腳本面板中：以日期時間為名稱

的白色圖示就是目前腳本；另一些上頭有圖片的圖示，則是分別由

幾位藝術家在作畫時，自行錄製的腳本，用以展示數種可在�������

中創作的影像效果。如果您記錄了自己的腳本，這些腳本也會顯示

在腳本面板中。

使用��������
處理動畫與�
影片

���

目前腳本的選項設定

您可以在〝偏好設定＞一般〞對話

框中，設定目前腳本自動儲存的天

數（預設值為一天）。要注意的

是：累積好幾天的腳本，將會消

耗掉大量的磁碟空間！

��

在腳本面板選單中處於被選取狀態的，

就是目前腳本。最近一次的目前腳本，

在其名稱的左方會有一個小方塊。

曾獲獎肯定的電影藝術家�8
���!�"	��，
運用� �����	� 的筆刷及效果，創作了
《������� ������》這幅畫作。要欣賞更
多� !�"	���的作品，請翻閱本章最後的
藝廊單元。



���動畫與影像處理基本認識

認識目前腳本：當您啟用�������時，「目前腳本」就會隨之啟

動；而當您結束�������的執行時，目前腳本也隨之關閉。當您在工

作時，�������會自動將您的動作一一記錄起來，並將它們存成目前

腳本，放在�������應用程式資料夾裡的�������	!"��#�	����檔案中。

如果您在一天內使用�������很多次，啟用多少次，腳本選單列表中

就會有多少個白色圖示，在蹦現式的資源列表中會列出每個工作時

程的日期與時間（像是:>�>D>�D::	�?>=上午）。

若在多個影像上重複播放同一個目前腳本，可能會出現一些問

題。例如說，當您開啟一個檔案，增加筆觸並儲存之，直接重播原

有的目前腳本會使得�������跑到第一個檔案去，在影像重複畫上您

剛畫的筆觸，且自動儲存蓋過原來的檔案。使用自動記錄腳本的正

確方式是：開啟腳本後，複製裡頭特定的指令（像是光源及紋路效

果），將照些指令貼到新的腳本中，就可以在特定的影像中開啟腳

本，並正確地使用。

使用部分的目前腳本：若要使用部分的目前腳本內容，您可以

將其中特定的指令複製下來，貼到新的腳本中，製作方法為：打開

腳本面板（執行〝視窗＞腳本〞指令），按一下面板內右上角的三角

形符號，於選單中選取〝開啟腳本〞指令；再從對話框中，於�������	

!"��#�	����的檔案清單中選擇目前腳本指令，按下〝開啟〞鈕。儘管

目前腳本的內容無法接受編輯，但是您可以將一些特別的指令複製到

剪貼簿上，再貼至新的腳本中。接著可以依據新的腳本，為特定的情

節作修改，其方法為：先開啟目前腳本，按住!����鍵不放並選取想使

用的指令（您可以從清單最底下開始找起，因為最近使用的指令會位

於最下層），自腳本選單中選擇拷貝指令，再從該選單選擇〝關閉腳

本〞指令，之後選擇〝新增腳本〞指令；在「腳本名稱」對話框中為

您的新腳本輸入名稱，按下〝確定〞鈕。接著從腳本選單中選擇〝貼

上〞，再選擇〝關閉腳本〞指令。若要播放您的新腳本，先自腳本面

板內選擇要播放的腳本名稱，接著按下〝播放〞鈕即可播放。

錄製規劃好的腳本：如果您要記錄一連串規劃好的腳本（不是

從自動化錄製腳本中複製貼上的方式），請按一下腳本面板右上角

的三角形符號打開選單後，選擇「錄製腳本」指令開始錄製，或在腳

本面板內按下「錄製」鈕（紅色的圓點）也可開始錄製。當您在影像

上的動作完畢後，選擇「停止錄製腳本」選項（或是按下正方形圖示

的「停止」鈕）即可停止錄製；當您按下〝確定〞鈕後，對話框會關

閉，同時�������會要求您為腳本命名。新命名的腳本會出現在腳本面

板的蹦現式列表之中，讓您隨時可以選擇播放。要播放時，從選單中

點選該腳本名稱，並按下「播放」鈕（向前三角形的圖示）即可。

���

������ ������7�#��將創作《9�� 9"���
�����4�����》這幅作品時的步驟，儲存成
一連串的腳本，然後在更高解析度的影

像檔上再播放一次，以建立尺寸較大的

影像。若要進一步了解這種腳本的使用

方式，請翻閱第�-.0�頁《運用腳本增加
檔案解析度》一文。

您可以利用腳本面板中的這些圖示按鈕，

來錄製一個腳本（中間的紅色按鈕），

並於完畢後停止錄製（左邊的正方形圖

示按鈕）。

一個已開啟的「目前腳本」，顯示出某

次「套用表面材質」的逐步過程。腳本

面板內右上方的白色圖示，代表這是個

「目前腳本」；而黑色小方塊則代表這

是最近一次的「目前腳本」。



��� 第十一章����使用������	�處理動畫與影片

錄製並儲存一連串的腳本：如果您要記錄繪畫的完整過程（比

如用於展示繪畫的步驟），但又無法一口氣完成整幅作品時，您可以

錄製一系列的工作腳本來播放。首先要注意檔案的尺寸，執行〝畫布

＞改變大小〞指令，接著按下〝確定〞鈕來關閉對話框，然後按一下

腳本面板列右方的三角形符號，於選單中選擇「錄製腳本」指令，最

好於腳本名稱中包含數字（像是〝>�〞）來幫助您記得播放的順序。

接著開始您的繪畫工作。如果想要休息中斷錄製時，在腳本面板列中

選擇「停止錄製腳本」指令即可。要繼續錄製的話，則再選「錄製腳

本」，並且繼續您的繪畫動作。依照您的需求一一錄製及儲存腳本，

以同一個名字命名，並以編號來區別先後順序。若要播放這一系列的

腳本，開啟一個和原始檔案尺寸一樣的新檔，自腳本面板的選單選擇

「播放腳本」指令，指定編號>�的腳本，當該腳本播放完畢後，選擇

下一個腳本繼續播放。當所有的腳本都播放完畢時，整張圖也就畫好

了。（您可以記錄一個腳本，讓它可以在不同尺寸的畫布上播放；詳

見以下的技巧說明。）

為了在這個���'�����影片片段中，加
上光源效果與紙張材質效果，我們播放

了一段特效（執行〝效果＞表面控制＞

套用光源�及�套用表面材質〞指令）的腳
本，應用在影片內的每個畫格中。

無法轉換����������

腳本中若包含有� :"������無法

轉換的� �����	�命令時，是無法

存至� :"������格式影片裡使用

的。例如說，包含〝檔案＞開新

檔案〞或〝檔案＞仿製〞這些指令

的腳本，就無法使用「播放時儲存

畫格」功能（會出現錯誤訊息）。

運用腳本增加檔案解析度

您可以利用� �����	�的腳本功能，在較低的解析度下錄製您的作品，接著

以較高解析度來播放。這個技巧可以產生較清晰的影像，比您重新調整影

像解析度來得好。以下是使用的步驟：先開啟腳本面板（執行〝視窗＞腳

本〞指令），按一下浮動視窗列右邊的三角形符號，於出現的選單中選擇�

「腳本選項」指令。在對話框中，勾選「錄製初始狀態」選項，然後按下�

〝�確定�〞鈕。接著執行〝檔案＞開新檔案〞指令來開啟新檔，再執行〝選取

＞全部〞指令（或是按� !�	�／�&�），從腳本面板選單裡選取「錄製腳本」

指令（或是按下腳本面板中紅色圓點按鈕亦可）進行錄製。接著開始作畫。

當您完成後，於腳本面板選單選擇「停止錄製腳本」指令（或是按下腳本

面板上黑色方塊的按鈕也可）停止錄

製。接著打開一個為原始檔案二至四

倍大的新檔案（如果您開啟的檔案大

於這個倍率，執行的效能將會變得很

慢），再按�!�	�／�&��來圈選整個畫

布圖層。接著從腳本面板選單中選擇�

〝播放腳本〞指令，或是按下腳本面板上的黑色三角形按鈕（位於紅色按鈕

的左邊），如此������	�就會在較大的影像中播放腳本，自動將原本的筆刷

及紙張都放大成符合新尺寸的大小。請注意──這個方法不一定隨時管用：

若您使用了匯入影像、複雜的選取區、向量圖形或影像水管的話，高解析

度的影像可能無法與低解析度的影像相符合。

由腳本面板列右邊的蹦現式選單裡，選

擇〝腳本選項〞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