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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樣本尺寸：取樣的像素數目。

	 容許度：調整選取顏色時相近色彩的容忍度，預設值是「32」，可輸入

的數值介於 0 到 255 之間。數值越小，選取範圍涵蓋的顏色就越相近，

所選取的範圍也越小。

	 連續的：會搜尋影像中的相鄰像素，預設值是勾選。參考以下兩張圖

即可比較勾選與取消勾選的差異。未勾選	連續的，那麼只要顏色相

符，即使不相連的區域也會被選取。

勾選「連續的」 未勾選「連續的」

	 取樣全部圖層：在 Photoshop 中進行影像編修或繪圖時，通常會在不

同圖層中進行相關處理，若勾選此核取方塊，則會選取所有圖層中影

像的相近色。

  說明
魔術棒工具  對於有純色背景的範圍選取特別好用，例如：下圖中的背景為白

色，要快速選取畫面中的「蝴蝶結」，只要先點選背景後再執行 選取 >反轉 指令

即可。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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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轉結果

3-3-3  以顏色選取範圍
透過 顏色範圍 指令，可以在目前影像的「選取範圍」內選取指定的色彩範

圍，或是在整張影像中選取指定的色彩。

STEP1 開啟範例影像檔，執行 選取 >顏色範圍 指令。

STEP2 出現 顏色範圍 對話方塊，使用 滴管工具  在影像上選取指定色彩；視需

要拖曳 朦朧 滑桿或直接輸入設定值，進行「容許度」的設定，預覽區 中會

顯示變化的情形。

1
2

3

STEP3 視狀況可以調整色彩選取範圍：

	 若要增加色彩，請先點選	增加至樣本	 	鈕，再到影像上或	預覽區	

點選色彩。

	 若要移除顏色，請先點選	從樣本中減去	 	鈕，再到	預覽區	或影像

上點選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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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如果不想自訂色彩範圍，也可以在 選取 下拉式清單中挑選預設色彩。

STEP5 勾選 當地化顏色叢集 核取方塊，則選取的顏色範圍中，會有由內而外的

漸層效果。

可調整選取的「範圍」

  說明
影像中若有人物，選取 清單中的 皮膚色調 選項，可以讓系統自動且快速的感應膚

色而進行範圍選取，您可以再視狀況調整選取範圍（參考 3-4節）。

啟動臉孔偵測功能，以便

選取更精確的皮膚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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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散光暈：可以使畫面產生顆粒狀的柔

化效果，同時產生光暈，可以視需要調

整	粒子大小、光暈量	及	清除量。

15-6-2  液化濾鏡
液化 濾鏡可用來推、拉、旋轉、收縮及膨脹影像的任何範圍，善用這個濾鏡

可以潤飾影像或建立獨特風格的藝術效果，例如：修飾人物的身材，讓模特兒更

顯纖細、修長就是最常應用的實例。液化 濾鏡只適用於每色版 8 位元或每色版 

16 位元的影像。

STEP1 開啟影像範例，點選要執行的影像圖層，若只針對部分影像，請先定義選

取範圍。

STEP2 執行 濾鏡 >液化 指令，出現 液化 對話方塊，勾選 進階模式 核取方塊展

開更多選項。在 工具 列中選擇要用來扭曲影像的工具，視需要設定工具的

相關參數（筆刷大小、密度、壓力和頻率）；於預覽影像區域以拖曳或點選

的方式，塗抹要扭曲變形的影像範圍。

1  向前彎曲工具 ：類似	指尖工具 ，可依滑鼠拖曳的方向扭曲

影像。

2  重建工具 ：可將經過扭曲的影像恢復為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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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8

3

5

7

3  順時針扭轉工具 ：可順時針扭轉像素，

按住	 	可以逆時針旋轉。

以「向前彎曲工具」拖曳 以「重建工具」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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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縮攏工具 ：可將像素往內縮。

5  膨脹工具 ：可將像素往外擴張。

6  左推工具 ：以此工具垂直向

上拖曳，影像會向左移動；向下

拖曳則向右移動。也可以繞著物

件順時針拖曳以增加大小，或逆

時針拖曳以減小大小。要在垂直

向上拖曳時向右推影像（或在向

下拖曳時向左移動影像），可在

拖曳動時按住	 	鍵。

7  凍結遮色片工具 ：可凍結部分範

圍，使任何扭曲的動作不會影響該區

域。以此工具繪製的範圍會以紅色呈

現。

被凍結（保護）的區域

不會受扭曲工具的影響

8  解凍遮色片工具 ：解除被凍結的範圍。或按	 	鈕快速解

除所有遮色片區域。

STEP3 操作過程中若有失誤，可按  +  鍵回復到上一個動作；或按下 

 鈕，開啟 回復重建 對話方塊，拖曳 總量 滑桿決定要

回復的程度，總量為「0」時會回復到一開始的原始狀態，結果與按下 

 鈕相同。

1

2

3

以「縮攏工具」拖曳

以「膨脹工具」拖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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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影像若有事先儲存選取範圍，可從 遮色片選項 中選取任一選項套用，再

配合遮色片工具設定凍結的區域。按  鈕反轉遮色片範圍；按 

 鈕會將整張影像以遮色片保護。 

STEP5 勾選 檢視選項 中的 顯示網紋 核

取方塊可檢視影像扭曲的程度；可

再指定 網紋大小 及 網紋顏色。

STEP6 按下  鈕可將液化網紋儲

存起來；要再套用到原始影像或其

他影像時，再以  鈕載入

套用。

套用到其他影像的情形

1

2

3

取代選取範圍

增加至選取範圍

由選取範圍減去 與選取範圍相交

反轉選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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