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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ERS

viii 導讀

你知道嗎？我很受不了導讀。這感覺就像是有個委員會決議說：「你得在書中加入一個導讀。喔，記得

寫長一點啊，越長越好！最好長到沒人想要看你書裡的導讀，或者其他任何書的導讀。」惡性循環就是

這樣開始的。我知道導讀的用意是讓作者向讀者介紹書裡的內容，讓讀者知道如何從剛剛購買的這本

書中獲益最多，所以我還是會做一些介紹，不過我準備只用簡短的列表來完成任務（順道一提，我很

愛列表）。導讀如下：

1. 如果你想使用本書的影像跟著一起操作的話，歡迎到 www.kelbytraining.com/books/layerscs5下
載影像檔。你會注意到大部分的影像都有浮水印，尤其是版權不屬於我的相片。因為我想在書中收

錄豐富多元的習作，但是我手邊並沒有這些主題所需的所有相片，所以我使用了兩個很棒的圖庫網

站的資源：Fotolia和 iStockphoto。舉例來說，在第一章裡，我覺得籃球海報是個使用圖層的絕佳
範例，但我本身並不拍籃球賽，所以我用了圖庫的相片。此外，我也完全不用任何熟識的人的相片

作為人像修片的題材，所以這些單元裡面也有很多都是來自圖庫的相片。

2. 我製作了四支線上影片來搭配本書：圖層之基本技巧、選取範圍基本技巧、筆刷之基本技巧，以及
本書封面的製作過程。我們在本書中用了很多筆刷和選取範圍，所以我想先透過影片介紹一些基本

技巧，讓你更能快速上手。

3. 所以這一版加了什麼新內容呢？首先，我加了一整個全新章節來介紹進階的圖層、混合和組合
的技巧。不過整體來說，自從我三年多前寫了本書的第一版之後，圖層並沒有太大的改變，但

Photoshop在這之後釋出了兩個新版本，所以該是更新此書的時候了。我在書中收錄了全新的圖
片、範例，甚至一些現今 Photoshop使用者流行的新技巧。也就是說，如果你買了本書的第一版，
現在想找一本全新的書，那麼請不要購買這本書（如果你正在書店翻這本書的話。）如果你已經在

網上購買了此書，大部分的網上書店都接受退貨，在你衝到 Amazon.com留負評之前，請趕快退
貨！ :-)

4. 你可以任意閱讀這本書，順序不拘。我是依照平常進行現場教學的方式來安排此書內容的：一開始
簡單，慢慢越來越進階。你愛怎麼讀都行，畢竟這是你的書，是你花錢買的！不過如果你直接從第

六章讀起，然後發現看不懂，我想你應該知道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回到第一章囉！不過第十章的內

容設計，則是假定你已經讀完整本書了。

5. 最後，本書每一章的結尾都有一篇小小的加值好料。身為作者，這是我們對編輯大搞破壞的方法之
一，而且還暗自竊喜。畢竟，一本書不能只有教學步驟，你得放一些訣竅進去，而且最好在所有

章節都交稿之後才丟出來。沒錯，正是我的想法。所以每一章的教學步驟之後都會有一頁常見的

「FAQ⋯」問題，這些問題和同一章的內容相關，但是我將最常見的問題集中在同一個地方，省去
你在整章內容中翻來找去的麻煩。

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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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調整圖層

調整圖層的用途很廣，讓我們先來

改變相片中的物體顏色。開啟一張

你想修改顏色的相片。（如果你想使

用這張影像來跟著步驟進行的話，

可以到導讀中所提到的網站進行下

載。）

步驟 1：開啟一張你想改變顏色的相片

調整圖層基本介紹
在改善相片時，調整圖層可以帶來極大的彈性

為什麼調整圖層很酷呢？假設現在我們有一張相片想要轉為黑白，當然你可以使用【影像】>【調

整】選單下的【黑白】指令來進行，但是當你套用此功能時，這個變更是永久性的。所以如果

你儲存了檔案，你就再也無法回復到彩色的影像了。沒關係，【影像】>【調整】選單的許多指

令也都能在調整圖層中找到。這些圖層可以達到相同的效果，而且因為是在不同的圖層進行工

作，所以你不僅可以輕鬆回復到原始的影像，如果你改變了心意，也可以回頭更改調整設定值。

M
AT

T 
KL

O
SK

O
W

SK
I



CHAPTER 3

62 調整圖層

開啟一張某個區域看起來OK，但另
一個區域需要調整的相片。在這張

範例風景照中，我覺得的農舍與整

張相片比較起來太暗了。

步驟 1：開啟某張區域需要進行調整的相片

進行特定區域的調整
使用調整圖層時，不需要每次都調整整張影像。你可以針對某些東西進行調整！

剛剛我們在前一個單元介紹的東西很酷，能夠回頭編輯調整設定值是個威力強大的功能。不過

我得承認，每次都對整張影像進行調整的話，功能頗為受限。假設你有一張相片，天空看起來 

很好，但是前景太暗了。你可以新增一個【色階】調整圖層來打亮前景，但是天空也很可能會

變得過亮，對吧？不過使用調整圖層時，你可以選擇要對哪些區域進行調整，而不會影響到整

張影像。

M
AT

T 
KL

O
SK

O
W

SK
I



63調整圖層 CHAPTER 3

步驟 3：先選取你要打亮的區域

剛剛我們已經看到將色階調整套用

到整張相片上的效果。這次，我們

要拿出【快速選取】工具（W），在
農舍上面點按—拖曳，將我們想要

改變的區域選取起來。

Note：別忘了我在本書導讀中提過
的，我製作了一支介紹選取範圍的

影片。你可以在 www.kelbytraining.
com/books/layerscs5找到這支影片。

到「調整」面板中點按【色階】圖示 
（第一排左邊第二個）。現在將白色

的「輸入色階」滑桿向左移，使前

景變亮。注意到了嗎？相片中的所

有東西都變亮了。事實上在我們做

這個動作時，流失了許多雲層的細

節。不過我們可以修正這問題。現

在點按「調整」面板底部的垃圾桶

圖示取消這個變更，讓我們重新來

過。

步驟 2：加入一個調整圖層，將前景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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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章節的主題是改善數位影像，讓螢幕上

的相片（以及列印出來的相片）看起來就

像當時所拍攝的景色一樣漂亮。在整個章節

當中，你會發現一個共同的概念（除了讓

相片增色的技巧之外），那就是「簡單」。這

些技巧不需要用到 50個圖層來達成，事實

上，並不是使用越多圖層就會做出越棒的相

片。對我來說，其實是相反的。圖層越少，

越容易處理，也就可以完成越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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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是開啟兩張你想合併的影

像。在這個範例中，我拍了兩張同

樣的景。首先，三角架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要將兩張相片疊合在一起，

因此影像必須精準。我拍了第一張

相片，你可以看到天空曝光良好，

但是前景太深了。所以我保持三角

架不動，然後改變曝光值，拍出適

合前景光線的相片。你可以看到天

空曝光過度，缺乏應有的細節和色

彩。

步驟 1：開啟你想合併的兩張影像

不同曝光值的影像疊合
目前最夯的 PHOTOSHOP技巧就是將兩個不同曝光值的影像疊合起來

如果你曾經拍過一張天空曝光過度，但其他區域看起來都很好的相片，那麼這個單元就是為你

設計的。原因如下：當你在拍攝有晴朗天空的景色時，你得做一個抉擇。要依天空進行曝光，

讓天空看起來很棒，還是要依前景或被攝物進行曝光，拍出前景或被攝物的效果呢？在大部分

的情況下，選擇其一就會讓另一個區域看起來很糟。如果你依天空進行曝光，前景通常就會看

起來很暗；如果你依前景進行曝光，那麼天空很可能會過亮，失去所有的細節。不過只要做好

事前的規劃，你仍然可以找到解決方案：不同的曝光。你可以針對天空和前景的曝光值各拍一

張相片，利用圖層和圖層遮色片，便可以輕鬆將兩者疊合在一起，各取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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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的圖層點按一下，將它選取

起來，然後點按「圖層」面板底部

的「新增圖層遮色片」圖示，加入

一個圖層遮色片。接著用【快速選

取】工具（W），將整個天空和雲朵
選取起來。

Note：我知道我一直在提醒你，但
是沒辦法，我就是囉唆啊！說正經

的，我只是擔心萬一你剛好直接跳

到這個部分（沒有讀其他的部分）

的話，應該讓你知道，我在 www.
kelbytraning.com/books/layersc5
提供了一支關於選取範圍的教學影

片，記得去看喔！

步驟 3：在上面的圖層加入圖層遮色片

首先點按天空曝光過度的相片，按

Command-A（PC：Ctrl-A） 將 整

張影像選取起來。按 Command-C
（PC：Ctrl-C） 進 行 拷 貝， 按 一
下天空曝光良好的相片，然後按

Command-V（PC：Ctrl-V）貼上。
現在兩種曝光的影像都位在同一個

文件中，而且應該有兩個圖層了。

不過在畫面上你應該只看得到天空

過亮的那張相片。

步驟 2：將天空過亮的相片放到另一張影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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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技巧的第一步，是了解哪種相

片適合這個特效，因為它有種特殊

的風格。事實上，它有點像本章裡

面的柔焦特效，只不過效果完全相

反。柔焦特效適用於愉快的全家福、

兒童照片，以及整體質感柔和的照

片。這裡完全相反。這個技巧會做

出很粗獷、頹廢的感覺。

步驟 1：開啟一張適合粗獷特效的相片

仿HDR特效
透過圖層，你可以在相片某些區域中製作出仿 HDR的效果

HDR攝影現今相當熱門，它的原理是用數個不同的曝光值來拍攝同一張相片，然後使用 HDR

軟體（如 Photoshop CS5的【組合至 HDR Pro】功能）來進行合併。但是萬一你沒有拍很多相

片，只拍了一張呢？沒問題，CS5有一個單張影像的調整功能，稱為【HDR色調】。只要透過

一些滑桿和圖層，你依然可以得到非常接近的 HDR效果，賦予照片一個很酷的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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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調整設定值，讓相片看起來很破舊

接下來的步驟很好玩：調整設定值，

極度破舊化你的相片（沒錯，當然

有「破舊化」這種用語，我在網路

上面看過，所以一定是真的）。總

之，我發現將「細節」設定值調高

的效果向來很棒，還有「強度」和

amma滑桿也可以大幅調高。如果
相片的某些區域出現很糟的效果（例

如皮膚），先別擔心，我們接下來會

用圖層來修正這些問題。完成後按

【確定】。

英語教室： r ngi y，動詞，「破舊
化」，讓東西變破舊。

因為這是個仿 HDR特效，所以我們
要使用調整功能，而非 CS5的完整
「HDR Pro」對話框。不過這個功能
並沒有調整圖層，所以我們得到【影

像】>【調整】選單下，選擇【HDR
色調】。這個調整功能還有一個小缺

點：它無法使用在多重圖層上。如

果你試著在超過一個圖層的文件上

使用的話，它會要求你先將影像平

面化。我知道，蠻遜的，不過等一

下我們有方法可以補救這一點。

步驟 2：在相片上套用 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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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我們來執行復原，回到原始

相片。執行【編輯】>【退後】，或
者 按 Command-Option-Z（PC：
Ctrl-Alt-Z），直到回到我們套用【HDR
色調】調整之前的狀態。

步驟 5：執行復原，回到 色調調整前的原始相片

如你所見，這個調整讓皮膚和相片

的一些其他區域看起來很糟。現在

我們得處理一下【HDR色調】調
整無法套用到多重圖層文件上的問

題。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剛剛會在

套用之前先複製圖層，現在就可以

進行遮色片的工作。現在，我們得

做些小動作來矇騙 Photoshop。首
先執行【選取】>【全部】，然後【編
輯】>【拷貝】，將這個影像版本拷
貝起來。

步驟 4：全部選取並拷貝整張新 色調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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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最 近 幾 版 的 Photoshop 中（CS3 和

CS4），Adobe加入了一些很酷的圖層功 

能：圖層開始出現非破壞性的特色了。也

就是說你可以進行變形、縮放、彎曲和取

代等等工作，但是都不會對影像造成破壞。

如此一來，當你改變心意時，就有後路可

退了。在 Photoshop CS5中，你甚至可以

將濾鏡套用到圖層上，然後隨時再回頭修

改濾鏡設定值。這個故事要告訴我們的是：

Photoshop的圖層越來越聰明了。讓我們

翻過頁去，看看到底怎麼個聰明法。

智慧型圖層

227

CHAPTER 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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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智慧型圖層

在我們開始說明智慧型物件為什麼

很酷的原因之前，你得先知道什麼

叫智慧型物件，以及如何製作。首

先，智慧型物件圖層是一種特殊的

圖層，基本上是無法被破壞的。你

在這個圖層上做的每件事都是非破

壞性，而且可以復原的，稍後我們

就會示範。要製作一個智慧型物件

圖層的話，到【檔案】選單選擇【開

啟為智慧型物件】，然後選擇一張影

像或照片。

步驟 1：建立智慧型物件

智慧型物件超酷的五大理由：
智慧型物件真的超酷！以下要告訴你為什麼

如果你是那種喜歡邊做邊學的人，那麼你可以跳過這個單元，直接到下一個單元，裡面有智慧

型物件的實例，示範了所有超酷的功能。不過你想快速了一下智慧型物件的原理，以及為什麼

要使用它，那就先閱讀這個單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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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章節中，每當我們執行一

個濾鏡時，它就會永久性地改變

圖層。要回頭改變濾鏡設定值的

唯一方法，就是復原剛剛的所有動

作。不過 Photoshop有一個很棒的
小功能叫做【智慧型濾鏡】（也是位 
在【濾鏡】選單下），可以讓你在

圖層上執行濾鏡，並能夠回頭進行

修改。不過【智慧型濾鏡】只能套

用到智慧型物件圖層上。在這裡我

使用了一個叫做 OilPaint的新濾鏡，
做出這個超酷的效果（但任何一個

濾鏡都是可以的）。這個新濾鏡來自

http //labs.adobe.com， 位 在 Pi el 
Bender濾鏡類別下。快去下載回來
試試看，你一定會上癮的！

理由 1：智慧型物件 智慧型濾鏡

現在看一下圖層面板。和平常一樣，

你會看到一個新的圖層，不過仔細

看一下，你會發現圖層縮圖的右下

角出現了一個小圖示（紅色圈起

處），這個縮圖代表它是個智慧型物

件圖層。其他的地方看起來都一樣。

就樣就行了，你已經製作了一個智

慧型物件圖層了。現在該談談智慧

型物件超酷的五大理由了！

步驟 2：看一下圖層面板，這個圖層和平常有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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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如果你縮放的是智慧型物件

圖層，經過這些縮放之後它仍然會

保有原影像的清晰銳利。

理由 2 ：智慧型物件可任意縮放

智慧型物件可以任意縮放大小。也

就是說，你可以將一張影像開啟為

智慧型物件（比如一個 logo），將它
縮小，再將它放大，然後將它縮小，

再將它放大，其影像品質不會有任

何的流失。如果你在非智慧型物件

的圖層上做上述的縮放，影像可能

會變成右側的範例一樣。

理由 2 ：智慧型物件可任意縮放

一般圖層在經過尺寸的縮小和放大之後，品質會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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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物件圖層在經過尺寸的縮小和放大之後，仍保有原來的清晰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