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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輕鬆學會去背

影像去背是 Photoshop 眾多的功能當中，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技法。在此將依照影像的複雜度

和製作目的，挑選合適的選取工具、快速遮色片，藉以達到準確、快速的去背效果，輕鬆解決

惱人問題。

2.1 用對工具去背

2.2 選取工具去背

2.3 圖層遮色片去背

2.4 路徑去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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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背妙用

 ▌依主體邊緣來決定選取工具

影像中主要選取對象為邊緣雖彎曲，但線條卻還是簡單明顯的不規則幾何形狀時，即可

使用 套索工具、多邊形套索工具、磁性套索工具。

2.1 用對工具去背
Photoshop 提供多種不同的工具組合，讓使用者可以建立像素和向量圖形的選取範圍，此

節便針對各組選取工具的界面、使用時機及建立流程進行初步認識。

所謂的去背就是將影像去蕪存菁，如同剪報一樣裁剪出需要的部分，在 Photoshop 中可

利用 選取畫面工具、套索工具、魔術棒工具...等工具來操作，而每個用法都不同，如何在

去背前選擇合適的選取工具使用，讓事情事半功倍即是重點所在。

 ▌依形狀來決定選取工具

影像中主要選取對象為標準幾何形狀時，例如：矩形、圓形與 1 像素寬的線段，即可使

用 矩形選取畫面工具、橢圓選取畫面工具、水平單線選取畫面工具、垂直單線選取畫面

工具。

ch02NEW.indd   2 2012/11/7   下午 02:37:16



2-3

輕鬆學會去背 02

 ▌依背景來決定選取工具

面對主要選取對象與背景色彩對比差異較大時，即可使用 快速選取工具、魔術棒工具。

 ▌非常精準的去背 - 筆型工具

Photoshop 中最精準的選取與繪圖工具，就屬 筆型工具 了，可以透過建立錨點的方式來

建立路徑，以快速產生去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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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背妙用

2.2 選取工具去背
工具 面板中相關的選取工具包含 快速選取工具、選取畫面工具、套索工具、筆型工具 四

大類，當使用選取工具時，只要將滑鼠移動到該工具按鈕按一下滑鼠左鍵即可。

以魔術棒工具編修

適用於背景色與主題色系對比差異較大影像，開啟本章範例原始檔 <02-01.jpg> 練習。

01 使用魔術棒工具

因為相片中背景為單純的灰白色系，所以使用 魔術棒工具 鈕進行選取。

選按 工具 面板  魔術棒工具 鈕，於 選項 列
選按 新增選取範圍 鈕。

於 選項 列選按 容許度：20 後，於相片背景區
域任一處按一下滑鼠左鍵。(如果選取色彩 RGB 
分別為 195 時， 容許度 20 即表示 175 ~ 215  
的色彩皆會被選取。)

1

2

4

3

於 選項 列選按 增加至選取範圍 鈕，回到相片
上方滑鼠指標呈  狀，這時可將目前未選取到
的背景區域進行加選。

增加選取的範圍如圖所示  ( A ~ F 點)，將雙
眼、手臂、底座的部分皆選取。

1

2

E
C

F

D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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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學會去背 02

倘若已選取的範圍有多選了不需要的部

分，可以透過 從選取範圍中減去 鈕進行範

圍減去，或於選取的過程中按  鍵也可

達到範圍減去的效果。

小提示 減少選取範圍的方法

選按 選取 \ 反轉。

02 反轉選取範圍

魔術棒選取的區域為灰白色背景，再利用反轉功能選取螳螂。

選按 圖層 \ 新增 \ 拷貝的圖層 或按  +  鍵
複製選取範圍到新圖層，於 圖層 面板中即可
看到新增的 圖層 1 圖層。 

於 圖層 面板，選按 背景 圖層前方的  指示
圖層可見度，可隱藏該圖層；完成囉！這樣即

可看到背景已經透明，完成去背的操作。

03 將選取範圍複製到新圖層中

將選取區的範圍複製起來，製成一個新的物件。

 S 螳螂主體與下方台面已經被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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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活動海報設計

利用 Photoshop 來排版並不難！只要跟著本章節的教學，您可以輕鬆完成一張令上司滿意、客

戶讚不絕口的商業海報，偷偷告訴您：Photoshop 也可以繪製向量圖形哦！

5.1 建立標準海報設計文件

5.2 開始繪製向量圖形

5.3 輸入文字

5.4 置入背景完成海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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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張力

有機蔬食體驗營海報設計
Photoshop 已不是單純的影像編修軟體，設計出有質感的海報也不是非得要使用排版軟體

才行，利用路徑工具您可以隨心所欲畫出想要的素材，再搭配文字設計並花點時間與心

思，一樣可以完成創意十足的海報。

學習難易：

完成作品：附書光碟 <本書範例 \ ch05 \ 完成檔 \ 05-01.psd>
應用素材：附書光碟 <本書範例 \ ch05 \ 原始檔 \ 05-01.jpg>

Before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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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活動海報設計

5.1 建立標準海報設計文件
一般常見的海報尺寸分為 "菊版" 及 "四六版" 規格，常見的 A3、A4 尺寸紙張即為 "菊版" 

規格，而 B4、B5 就是 "四六版" 規格，目前國際標準紙張尺寸即是以這些尺寸為基礎，接

下來將以常見的 A4 尺寸大小來練習以下範例。

建立空白文件

開始設計海報稿前，先設定好海報尺寸及色彩模式後才能開始設計內容，選按 檔案 \ 開

新檔案，可開啟一個空白文件建立新的影像或繪圖物件。

按 預設集 清單鈕選取 國際標準紙張。

按 尺寸 清單鈕選取 A4 後，下方數值
即會隨著更改，接著設定  解析度：
96、色彩模式：RGB 色彩，最後設定 
背景內容：白色，按 確定 鈕即完成新
增文件動作。(如果您的檔案要正式送
印，解析度請設定 300 才會符合一般輸
出店或印刷廠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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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張力

5.2 開始繪製向量圖形
利用 自訂形狀工具 裡預設的圖形來修改，可讓初次使用形狀工具的您更容易上手，也可

以節省許多時間。

利用形狀工具繪製

01 設定繪圖模式與色彩

在使用自訂形狀工具繪製圖案前，先設定好基本的細節才開始接下來的步驟：

選按 工具 面板  自訂形狀工具 鈕。

於 選項 列選按 自訂形狀揀選器 清單鈕，再於
面板上按  選項 鈕 \ 全部。

於 選項 列設定  模式：形狀、填滿：淺橘紅
色、筆觸：無色彩。

於對話方塊按 確定 鈕，即可載入更多的預設
形狀，接著在清單中選按 雨滴 形狀。

02 自訂形狀預設集並定義形狀工具

預設的自訂形狀只有幾個而已，您可以載入更多的預設集來使用。

1

3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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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片氣氛的調色技法

手邊相片只要調整色彩並加上一些創意運用，常見的黑白質感、懷舊老照片、LOMO 風格、正

片負沖...等，都可簡單上手玩出更多的視覺效果！

12.1 掌握相片氣氛的主要因素

12.2 彩色相片變黑白質感

12.3 以黑白背景突顯主題

12.4 後製懷舊老照片效果

12.5 打造 LOMO 影像效果

12.6 正片負沖影像效果

12.7 讓影像顏色更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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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編修

12.1 掌握相片氣氛的主要因素
拍完相片後覺得總少了什麼的感覺？或者想為相片增添些不一樣的效果？相片在拍攝時

會因為天氣、光線、相機設定...等因素，同一地點同一角度也可能呈現出許多不同的氣氛

與視覺印象。

影像修正最常接觸到的就是色彩，Photoshop 與影像色彩調整相關的功能包含了：色相/

飽和度、色彩平衡、曲線、色階、黑白、曝光度...等，然而在修圖之前一定得先了解電腦

的色彩管理系統並進行色彩校正，才能幫相片修出正確的顏色。(校色部分可參考第一章

的詳細說明)

色彩、色調

"色彩" 可以重現整張相片的靈魂與魅力，用色彩來掌控相片主要看您想要呈現出來的感

覺，紅、黃...等色系稱為暖色系讓人有溫暖柔軟的氣氛，而青、藍...等色系稱為冷色系有

種冷酷涼爽的氣氛。

運用 Photoshop 色相/飽和度、色彩平衡 

調整功能，可快速調整色調還可讓相片擁

有懷舊老照片、正片負沖、日式和風、特

色 LOMO...等特別配色的色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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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相片氣氛的調色技法

明暗對比

有效運用光影可以引導視線、勾

勒主體，強列的明暗對比常用於

強調人物肌膚紋理細節或是建

築物的堅硬與俐落感，而對比不

強列的表現方式則適合用於呈現

「風起雲湧」的美；天空朵朵白

雲是輕柔而非剛強的，或是用於

呈現靜態悠閒的氣氛。

運用 Photoshop 曲線、色階...等調

整功能，可以針對影像的明暗對

比、亮部、暗部與陰影進行細部

調整。

飽和度

飽和度是色彩的構成要素之一，指的是色彩的純

度，純度越高，表現越鮮明，純度較低，表現則較

黯淡。日文雜誌上的照片，那種淡淡的色調、乾淨

純粹的構圖，常被統稱為日式風格影像，沒有飽和

的色調，看似簡單平淡的相片，卻透出一種清新舒

服的感覺。(可參考本章完成檔 12-01.psd)

ch12.indd   3 2012/11/7   上午 09:39:25



12-4

影像編修

12.2 彩色相片變黑白質感
黑白影像一直是攝影家們追求的目標之一，黑白攝影包含藝術創作與美學，因為只有黑

與白，所以必須更重視層次、反差、構圖及美學，其內涵更為重要，想跟黑白攝影大師

郎靜山一樣厲害嗎！不用十年功力馬上讓您學會！

Before

After

01 選擇合適的黑白效果

開啟本章範例原始檔 <12-02.jpg> 練習，首先利用簡單的 黑白 調整圖層製作黑白影像效

果，雖然只要將 色彩模式 更改 灰階 即可得到黑白影像，但由於 灰階 模式會有部分效果

無法使用，所以建議透過 黑白 調整圖層來得到黑白影像，可得到更多的細節功能微調。

於 圖層 面板選按  建立調整圖層 鈕 \ 黑白，
建立調整圖層。

於 內容-黑白 面板，選按 預設集 ，會看到提供多
款預設樣式讓您套用，可依個人喜好選擇，此

例選擇 預設集：綠色濾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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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相片氣氛的調色技法

預設集：藍色濾鏡 預設集：變暗 預設集：綠色濾鏡

預設集：高對比藍色濾鏡 預設集：高對比紅色濾鏡 預設集：紅外線

預設集：變亮 預設集：最大黑色 預設集：最大白色

預設集：中性色密度 預設集：紅色濾鏡 預設集：黃色濾鏡

各種預設集樣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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