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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在過去幾年中，Photoshop影像合成已變得相當熱門，從雜誌、封面、電影海報、運動員人
像，到各式各樣的人像，都能夠見到它的蹤影。客戶和消費者已聽過Photoshop的大名，也知
道它的效果，於是對攝影師和設計師的要求也與日俱增。隨著時間過去，攝影界和Photoshop
界的創意不斷創新，甚至我們自身的判斷和品味也來到新高，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了（也見識到

了）所有的可能性。好消息是，現在要進入影像合成的領域，比以往容易太多了。

首先，合成所需的攝影和打光部分已經變得容易許多。只要有了相機、鏡頭和記憶卡，實驗基

本上是免費的。不僅攝影本身變得容易了，Photoshop這部分也有很大的變化。原因是，合成
的關鍵因素之一是要有良好的選取範圍作為起始點。如果選取範圍不佳，合成的影像就無法看

起來逼真。在Photoshop CS5問世之前，選取範圍一直是非常令人頭疼的工作。但是自從CS5
推出「調整邊緣」技術之後，過去幾乎不可能做出來（或者要花很多時間）的選取範圍，現在

只要3-5分鐘就能搞定。對我來說，這不僅代表著合成影像的品質提升，也大幅縮短了需要花費
在合成工作上面的時間。

老實說，整個合成過程中，最難的部分是創意，再先進的科技也無法改變這個事實。不過對我

來說，這卻是我最喜歡的部分；我也希望在讀完這本書之後，創意也變成你最喜歡的部分。首

先我必須澄清，我很熱愛攝影，也喜歡用相機直接拍出美麗的相片。不管是風景照或人像，如

果能夠在電腦裡一開啟就見到一張美麗的作品，直接按下「寄出」按鈕就大功告成的話，那會

是非常棒的感覺。不過我也同樣熱愛Photoshop，我很享受使用電腦來創作藝術的創意流程。
影像合成讓我將兩個愛好結合起來，製作出若非兩者一起合作就完全不可能（或者在最佳的情

況下也非常困難）達成的影像。

在閱讀本書時，你會看到我涵蓋了合成的整個面向。影像合成對於不同的人來說，都是不同的

東西，所以我特別為教學單元做了規劃，讓專精於不同攝影領域或影像處理的每個人，都能從

書中學到一些東西。從使用了戲劇性打光和Photoshop特效的極粗獷／硬酷風格影像合成，到
完全看不出合成痕跡的真實全家福／專業團體照，還有各式各樣的其他專案，都囊括其中了。

你也會看到整個創作流程的前置作業、背景、選取工作和最後的合成技巧。

過去幾年來，影像合成已經變成我真心熱愛的興趣，希望在你閱讀完此書之後，也會同樣愛上

它。祝你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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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合成：你應該知道的十件事
首先，我想用十個訣竅、祕密和整體應該知道的事情，作為本書的開頭。

1.先有背景還是先有人物？
我每次都被問到這個問題。不

過，這沒有絕對的答案。對我來

說，我會說75%的情況下都是先
有人物。給我一個有趣的人物來

拍攝人像，我就會找到一個背景

來搭配他。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當我在拍攝人像時，完全不知道

背景會是什麼。而另外25%的情
況下，我在開始拍攝人像時，腦

海裡已經有一個特定的背景，因

此會配合該背景來拍攝人像。有

時候甚至被攝者還在拍攝現場，

我就已經用Photoshop做出一個
快速的影像合成來檢視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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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Photoshop在2010年問世時，很多人問我：「你最喜歡的CS5功能是什麼？」我向來

對HDR很有興趣，所以我猜每個人都以為我的答案會是HDR Pro（CS5的改良HDR功

能）。不過並不是。我馬上就發現「調整邊緣」對話框裡的新功能是我的最愛，因為我

們在Photoshop裡做的每件工作，都需要用到選取範圍。

到了今天我還是會說，一年多之前的這個最愛功能，依然是我的最愛。【調整邊緣】搭

配【快速選取】工具，絕對是我在Photoshop裡可以找到的最佳選取工具。而本書中大

部份的選取工作，都是透過這兩個工具來做的。

選取範圍的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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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選取範圍的祕密

得力助手
在進行選取工作時，【快速選取】工具和最新改良的【調整邊緣】對話框將會是你的得力助手。自從

Photoshop CS5問世以來，我便開始在課堂上示範這兩個工具，學員看到成果時，都會發出此起彼落的讚嘆
聲。而我最喜歡的地方，也使得這些工具非常容易使用。【快速選取】工具基本上就是一支筆刷，所以如果你

會使用筆刷，就一定會使用這個工具。而【調整邊緣】就只有幾個設定需要注意而已。相信我，你很快就會上

手，並且成為選取範圍的箇中高手。

STEP 1

現在開啟一張您想去背的人物相

片。在這個範例中，我要用的人

物照片邊緣十分明確，不過頭髮

的細節比較多。但是別擔心，在

這個單元中我只會講解一些基本

的東西，本章稍後我們會再討論

頭髮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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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從【工具箱】選取【快速選取】

工具（或直接按W鍵），然後開
始塗刷照片中的人物。【快速選

取】工具的用法就和筆刷一樣，

在「筆刷揀選器」中（位於上

方的選項列）有「尺寸」和「硬

度」的設定選項，就像大部份

的筆刷一樣。所以如果你要選取

較大的範圍，使用大一點的筆刷

會快速一點。你可以按右括弧鍵

（]）來快速放大筆刷並塗刷這些
區域。

STEP 3

【快速選取】工具的重點就是快

速。只要使用一支大的筆刷，盡

可能把人物都選取起來即可。若

漏掉一些小區域，或選取超出範

圍都沒有關係，你也不需要使用

單一筆觸來完成整個選取。看一

下選項列的左側，你會看到三個

小小的圖示：一個帶有虛線橢圓

的筆刷、一個帶有虛線橢圓和+
（加號）的筆刷，和一個帶有虛

線橢圓和－（減號）的筆刷。

【快速選取】工具都會自動設定

為「增加」模式（中間的圖示，

在筆刷中央你會看到一個+）。它
的意思就是，每次你用筆刷點按

塗繪時，都會增加選項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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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讓我們直接來製作一幅基本的影像合成吧！這裡有一張背景圖，以及一張在攝影

棚拍攝的人像。主角是我的朋友Justin，他對綜合格鬥（Mixed Martial Arts，MMA）很

有研究，我在攝影棚裡幫他拍了幾張穿著MMA武術服裝的相片，不過我也順手拍了幾張

他穿休閒服的相片。當我在拍攝這張照片時，腦中浮現了一個點子：把他放在一個感覺

很破舊的暗巷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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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合成



2.5'

38 > Photoshop創意完美影像合成揭密

Chapter 2 基本合成

準備工作
對這個單元來說，事先的準備工作是很重要的。從人像拍攝到背景拍攝的過程中，我都知道這會變成一張合成

影像。我也知道這會是一張全身的合成相片，因此會讓合成作業變得稍微困難一點。在這個情況下，你可以做

一些工作來讓所有元素都配合得恰到好處。

STEP 1

在拍攝Justin的過程中（如圖），我就已經知道之後會將他放在另
一張背景上，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記下使用的鏡頭焦長。

在拍攝人像和背景時，大多使用Nikkor 24-70mm f/2.8鏡頭。這張人
像所用的焦長為70mm。接下來我記下相機的高度，將相機架在大
約離地2.5英尺高的腳架上。在拍攝背景時，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使用
與人像相同的拍攝高度，否則主角的腳和地面會無法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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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最後，記下我和被攝者之間的距

離。在這個範例中，我大約離

Just in8英尺左右。如剛剛說過
的，如果你希望全身合成圖能夠

完美地對齊在一起，你就要記住

相機到被攝者的距離，這樣便能

使用相同距離來拍攝背景影像。

STEP 3

現在換到背景了。找到我喜歡的

背景之後，將24-70mm鏡頭的焦
長設為70mm，我沒有帶腳架，
不過我知道我在拍攝人像時，距

離地面約2.5英尺，所以我蹲下來
（就像 STEP 1 那樣），然後將
相機調整到大約相同的高度。接

著我向後退到離想像的被攝者8英
尺遠處。不是距離背景本身8英尺
喔！是相機到被攝者的距離。所

以我在地上找了一個記號（地面

的一處裂縫，如圖圈起處），想

像把Justin放在這個位置，然後
我後退8英尺，拍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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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背景
專為合成所拍攝的背景相片，是針對前一天拍攝的Justin照片所設計的。當時夕陽在我背後，幾乎要沉入地平
線了，在門上投射了一道溫暖的光線。當下我記得所有Justin相片的細節：他距離相機多遠、相機的角度，和
我使用的鏡頭焦長，於是我用了相同的視角，拍了幾張門口的相片。

STEP 1

開啟此範例的背景影像。首先

加入粗獷破舊的感覺。這不是

HDR相片，不過我們可以用一個
Photoshop的調整功能來仿製。
執行【影像】>【調整】>【HDR
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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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這個調整功能的對話框頂端有一些

內建的預設集。從「預設集」選單

中選擇「相片擬真高對比」來當作

起始點。沒錯，我知道它會在相片

上做出誇張的效果，不過接下來我

們會讓效果緩和一點。

STEP 3

將「曝光度」設定值降到-3.00，
這個設定會讓整張影像加深。接著

將「細部」的量增加到+110%，
就可以讓影像呈現清晰、破舊的

感覺。完成後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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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現在是清理雜亂元素的好時機。

我喜歡畫面裡大部分的塗鴉，

不過我想去掉門口左側的一個

字。別誤會，我可沒有假定這個

字有任何貶損的意味在裡面。就

當作它只是代表門後是一個運

動場地，可以玩各種橄欖球、籃

球、棒球等等。不管如何，要移

除這個字是很容易的。按J鍵啟
用【污點修復筆刷】工具（如果

你之前使用了這組工具裡的另一

項工具，那就按Shif t -J直到出
現為止），確認一下選項列上的

「內容感知」單選鈕是開啟的，然

後塗繪大門左側牆壁上的塗鴉。

STEP 5

塗鴉應該很快就消失了。如果出

現了重複的圖樣，就再塗刷一

次，應該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