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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提供了非常完整的色彩系統，可以配合各種「色彩模式」精確的

定義色彩，同時也提供「色票」選色的功能。最特別的是，能夠配合印刷設計的

需要，完美的將其他色彩模式轉換並做 CMYK輸出。

5-1  選取色彩
Photoshop提供了兩種檢色器，視需要可以選擇 Windows系統所提供的檢

色器或 Adobe本身的檢色器。執行 編輯 >偏好設定 >一般 指令，在 一般 標籤

中的 檢色器 清單中選用所要的檢色器。預設會採用 Adobe檢色器。

Windows檢色器

5-1-1  前景色與背景色
前面章節的操作過程中，經常有將「背景色」變更的需求。工具 下方會顯示

目前設定的 前景色 和 背景色，視操作需要可以進行切換和選色。

前景色

預設顏色

切換鈕

背景色

	 前景色：顯示目前繪圖工具的顏色。以滑鼠點取	前景色	時，會開啟	檢

色器	供您選色。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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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色：顯示畫面的底色，改變	背景色	時不會立即改變影像的背景色

彩，只有在使用部分與背景色有關的工具時，例如：漸層工具	 	或	橡

皮擦工具 ，會依當時所設定的	背景色	來執行。同樣的，點取	背景色	

時，也會開啟	檢色器	供您選色。

	 預設顏色：點選之後會將	前景色	與	背景色	還原為預設值，Photoshop

預設的	前景色	是「黑色」，背景色	為「白色」。

	 切換鈕：點選之後，可以將	前景色	和	背景色	互換，快速鍵為	 。

5-1-2  使用 Adobe檢色器
開啟 檢色器 之後，可以直接取樣選色、輸入數值選色或選擇不同的色表後再

選色。

直接取樣選色

您可以直接以滑鼠點選「顏色區域」上的色彩來設定顏色，顏色區域基本上

是配合 HSB或 RGB模式一起使用。由於一個顏色的定義需要三個參數，但色彩

的平面上只能提供二個座標（即 X、Y軸），因此平面的顏色區域只能決定二個參

數，所以在顏色區域的右邊又加上了一個「色相滑桿」，當您在選取 HSB或 RGB

左方的選項鈕後，滑桿就變成了該參數的控制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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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B是以光的色彩特性所建構的色彩模式，H=Hue（色相）、S=Saturation（飽和

度）、B=Brightness（明亮度）。

例如：點選  G之後，即可使用滑桿控制綠色的濃度，而顏色區域會以 R

（紅色）和 B （藍色）為座標來決定顏色。

STEP1 以滑鼠點選 HSB或 RGB的選項鈕，本例是點選  G。

STEP2 色相滑桿即會成為該顏色參數的控制器，以滑鼠拖曳滑桿，決定該參數的

色彩數值。

1

2

STEP3 接著在顏色區域上點選色彩，被選取的顏色會決定另外二個參數值（即 R

和 B）。

建議色彩

非網頁安全色警告

說明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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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 RGB或 HSB所定義的色彩，是 CMYK模式無法顯示的顏色，也就是四色印

刷無法製作出來的顏色，稱之為「列印超出色域」，選用此類顏色時會在色塊右側

顯示警告訊息，並在下方顯示建議您採用的近似色彩，點選之後即可切換成所建議

的色彩。

超出列印色域的溢色警告

建議色彩

STEP4 在選色的過程中，顏色的參數值（RGB或 CMYK欄位的值），會隨著點取

的色彩而改變，可以做為選色的參考。

STEP5 經常會用到的色彩可以儲存到 色票 中，請按  鈕，出現 色票

名稱 對話方塊，輸入顏色名稱後，按  鈕。

已加入色票中

輸入數值選色

直接在 檢色器 的參數欄位中輸入數值也可以定義顏色。在任一個模式（例

如：CMYK）中定義顏色時，其他的模式（例如：RGB、Lab、HSB）會顯示相

對應的數值，同時顏色區域也會指出您所定義的顏色位置。

	 HSB模式：H（色相）範圍為 0~360 度，S（飽和度）和 B（明亮度）均

為 0％ ~100％。

	 RGB模式：每一參數值範圍均為 0~255，0 為黑色、255 為白色。

	 Lab模式：L（明度）可由 0~100、a（由綠到鮮紅）和 b（由藍到黃）範

圍為 -128~127。

	 CMYK模式：CMYK 各原色範圍均為 0%~100％。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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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色表

Photoshop 中 色彩庫 的 色表 清單中包括許多在印刷業界常見的色

票，對於印前作業的色彩選取上有很大的幫助。按一下 檢色器 對話方塊中的 

 鈕，開啟 色彩庫 對話方塊，在 色表 下拉式清單中選取適當的色票

廠牌和型號。

點取適當的顏色後按  鈕，回到 檢色器 對話方塊，檢視是否溢色或

了解各項色彩參數值後，再按  鈕即可完成色彩選取。

5-1-3  使用滴管工具
使用 滴管工具  可以在文件編輯視窗中進行取樣來選色，取樣的來源可以

是視窗中可見的任何影像。

STEP1 點選 工具 中的 滴管工具 。

STEP2 以滑鼠游標在已開啟的影像上點選，會出現「取樣環」，按住滑鼠移動「取

樣環」選色，即可取得該影像像素的色彩，並顯示在 工具 的 前景色。若先

按住  鍵再點選，可設定 背景色。

可以點選顏色編號，或是以

滑鼠拖曳滑桿來決定顏色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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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對於顏色複雜（例如：雜紋）的影像，可透過 選項 的 樣本尺寸 清單中選

擇取樣範圍。

取樣環

新的顏色

先前的顏色

當開啟 OpenGL 加速時，除了在選取

色彩時顯示「取樣環」外，按住  + 

 鍵再以滑鼠右鍵點選影像區域，
會出現 HUD檢色器，透過這個 HUD檢

色器 能快速的選取色彩，而不需開啟 檢

色器 對話方塊。在 一般 的偏好設定中，

可以從 HUD 檢色器 選單選擇「色相輪」

來顯示圓形檢色器。

 HUD色相條檢色器 HUD色相輪檢色器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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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使用漸層工具
使用 漸層工具  可以製作精美的漸層效果。漸層工具  除了有 色彩混合

模式、不透明 參數外，還可以自訂漸層的色彩和漸層類型，製作出無限變化的漸

層效果。

STEP1 開啟要填入漸層色彩的影像，使用各種選取工具定義要填色的選取範圍，

再點選 漸層工具 。

STEP2 在 選項 上點選 漸層樣本 展開清單選擇要填入的漸層色彩，並挑選漸層方

式；設定色彩混合 模式 與 不透明 等參數。

STEP3 設定妥當之後，將滑鼠游標移到要填色的影像上方，以滑鼠按一下要開始

填色的起始點，再將其拖曳到要結束填色的位置點，放開滑鼠即可填入指

定的漸層色。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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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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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點

結束點

除了預設及載入 Photoshop所提供的漸層色彩外，您也可以視需要自訂漸層色彩。

2014新版本中，可以在漸層中指定透明度混色、使用單一色標建立漸層以及從目

前的漸層預覽取樣來建立新漸層色標，如何操作請參閱書附教學光碟。

5-3-4  描邊處理
Photoshop提供了二種「描邊」的工具，分別是 筆畫 與 邊界 指令。要描繪

的線條可以設定邊線的寬度，也可以指定不同的顏色。

筆畫的運用

使用 筆畫 指令，可沿著選取範圍邊緣描線，而描邊前必須先定義選取範圍。

STEP1 先在影像上建立選取範圍，再執行 編輯 >筆畫 指令。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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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開啟 筆畫 對話方塊，設定筆畫 寬度（1~250像素） 和 顏色；接著設定所

描繪的邊線是沿著範圍線的 內部、居中 或 外圍，完成設定後按  

鈕。

1

2

4

邊界的圖樣

第 3章介紹過如何使用 選取 >修改 >邊界 指令，來增加指定像素的選取範

圍，使其成為帶狀的邊緣，邊緣會以原選取範圍為基準內外延伸指定的像素值寬

度。建立邊界的選取範圍之後，可以視需要填滿顏色、圖樣或執行其他的編修指

令。

STEP1 先在影像上建立選取範圍後，執行 選取 >修改 >邊界 指令。

STEP2 在 邊界選取範圍 對話方塊中輸入 1~200間的像素值，按  鈕。

1

2

STEP3 執行 編輯 >填滿 指令，出現 填滿 對話方塊，在 使用 下拉式清單中選擇 

圖樣，再選擇一個喜歡的圖樣，按  鈕。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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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5-4  色版與遮色片
色版（Channel）是用來儲存影像的色彩資訊，而影像的色彩模式會決定色

版的數目和種類。熟悉色版操作的 Photoshop高階使用者，在較早期的版本裡，

經常透過 色版 來執行影像的去背作業。遮色片（Mask）顧名思義就是有「遮蔽」

的效用，而遮蔽的依據是由一個「灰階」影像來決定，藉此控制部分影像的顯示

與隱藏。遮色片 最典型的用法是選取部分影像後，再將其剪貼到其他影像，透過 

圖層 間的「混合模式」關係，製作出拼貼的合成效果。

5-4-1  認識色版
Photoshop中提供了 3種類型的色版：顏色、Alpha和 特別色 色版，其中

的 Alpha色版專門用在儲存和編輯選取區。特別色 色版則用來儲存印刷中所使用

的特別色，例如：金屬色或螢光色等需要以特別油墨混合的顏色，由於顏色特別，

因此用於補充印刷時油墨無法呈現的色彩。特別色 色版通常使用油墨的名稱來命

名。

顏色 色版的主要功能是儲存顏色資料，由於每一個像素的色彩是由數個參數

組合定義而成（例如：RGB、CMYK、Lab等），這些參數在 Photoshop中各自

獨立為一個色版儲存，因此 色版 的定義會隨著影像色彩模式而改變。例如：一張

CMYK模式的影像，會自動建立 5個色版：由一個「CMYK合成色版」加上 青、

洋紅、黃 和 黑 四個色版所組成，這四個色版就相當於四色印刷的四塊色版。每

個色版都記錄不同的色彩資訊，而 CMYK色版則代表其他 4個色版重疊在一起的

總和。同樣的，在 RGB模式時則可對應映像管的 RGB三原色。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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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 色版中的灰色代表每一種顏色的含量，愈明亮的部分代表有含大量的該

顏色，愈暗的區域則表示對應的顏色較少，因此只要調整各顏色色版的明度，就

可以改變影像的色彩，這也是一種高階的調色技巧。以下圖在 RGB模式下會有 3

種色版為例，點選 紅色 色版，並將其調暗時會減少紅色，而增加其補色「青色」。

原色版 以「曲線」指令調暗後 影像結果偏青色

以色版調整影像色彩時的技巧，在於每增強一

種色彩，就會減少其補色，來達到色彩平衡的

目的。透過右圖「色輪圖表」中的色彩互補

（對角色彩），可以作為調整顏色時的參考，例

如：將 藍色 色版調亮，會減少其補色黃色的

成分。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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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 色版 的相關操作之前，我們先來認識一下面版上的元件。

1 	 色版名稱：每一個色版均有一個名稱，儲存色彩的色版是依照影像的色

彩模式而定，這些名稱是固定不能改變的。若為	Alpha	色版，名稱則可

以自由設定或更改。在建立新色版時，如果沒有設定名稱，Photoshop 會

自動依序定為 Alpha1、Alpha2…。

2 	 預視圖：色版名稱左側有一個縮圖，所顯示的是該色版的影像內容以方

便辨識，在編輯影像時會同步改變。執行	編輯 >偏好設定 >介面	指令，

勾選	用彩色顯示色版	核取方塊，可將預視圖以彩色顯示。預視圖的大

小可以從面板的	選項	 	清單中執行	面板選項	指令來改變。

3 	 顯示切換：出現「眼睛」 	圖示，表示此色版正顯示在螢幕中，反之則

為隱藏狀態。以滑鼠按一下	 	圖示，即可進行顯示與隱藏的切換。每一

個色版都可以獨立切換，使用者可以視需要以最適合的方式顯示，方便

進行編輯作業。色版	是與	圖層	配合顯示的，也就是說，只有顯示中的	

圖層，其	色版	資料才會顯示。

4 	 作用中色版：面板上反灰顯示的色版是作用中色版，所有的編輯作業都

只對作用中色版有效。以滑鼠點取色版名稱即可成為作用中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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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載入色版為選取範圍	 ：點選色版再按下此鈕，可依據該色版的灰階

轉換為選取範圍。

6 	 儲存選取範圍為色版	 ：點取後可以將選取範圍轉變為	Alpha	色版，

功能與	選取 >儲存選取範圍 指令相同。

7 	 建立新色版	 ：點取後可以建立新色版。

8 	 刪除目前色版	 ：點選色版並拖曳到「垃圾筒」中，可快速刪除色版。

複製色版

建議您編輯色版之前，最好先將色版複製一份，以便還有復原的機會，或用

來切換比較編輯前後的差異。（下圖的示範，「預視圖」不以彩色顯示）

STEP1 開啟要編輯色版的影像，點取要複製的色版，按一下 色版 右上方的 選項 	

 鈕，執行 複製色版 指令。

STEP2 出現 複製色版 對話方塊，輸入名稱、目的地等資料，設定完後按 

 鈕。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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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地：設定複製後的色版要儲存在哪裡。文件	可以選擇是原始檔

案、開啟中的檔案或是新檔案；若是要複製到新檔案中，可以在	名稱	

欄位為新檔案命名，這個新的檔案將只有一個色版。

	 負片效果：勾選之後色版的顏色會反轉，即黑變為白、而白變為黑。

刪除色版

一次只能刪除一個作用中色版，您可以點選面板指令清單  中的 刪除色版 

指令，或是直接將要刪除的色版拖曳到「垃圾筒」中。

刪除了「青色」色版的影像結果

會變成「多重色版」色彩模式

刪除色彩色版會改變影像的色彩模式，也會影響影像最後的結果，因此執行前要特

別謹慎！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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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shop共有四種類型的遮色片，簡述如下：

	 快速遮色片：可在	遮色片	與	選取範圍	之間快速轉換。將選取範圍轉換

成	遮色片	時，同時會在文件中以色彩表示遮色片，預設為「紅色、50%

不透明」，您可以直接在文件中預覽並編輯。

	 Alpha色版：可以儲存和載入選取範圍，並顯示在	色版	面板中。當您選

取某個色版之後，影像色彩只會以灰階值顯示，Alpha 色版就相當於一

個	灰階	模式的影像。

	 圖層遮色片：點陣影像會以	像素	作為遮色片的依據，可使用繪圖或選取

工具來建立與編輯（請參考 7-4 節的說明）。

	 向量圖遮色片：與解析度無關，可以使用	筆型	 	或	形狀工具	來建立

（請參考 7-5 節的說明）。

遮色片

黑色：未選取區

白色：選取區

灰色：半透明選取區

影像呈現的結果

5-4-2  遮色片的定義
遮色片（Mask）就像是一個「遮罩」，可以將不想顯示出來的影像範圍遮蔽

住，因此與影像範圍的選取息息相關。當我們儲存選取範圍時會產生 Alpha色版，

此時也會產生 遮色片。其主要是藉由 灰階 影像來定義「選取範圍」，而每一個灰

階值則關係到「選取範圍」的「不透明程度」。您在 遮色片 上使用「白色」(灰

階值為 0)進行繪製的部分會成為「選取範圍」，影像會顯示出來；以「黑色」(灰

階值為 255) 繪製的部分則為「未選取區」，影像會被隱藏；而用「灰色」(灰階

值為 1~254) 所繪製的部分為「半透明選取區」，影像會呈現半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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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快速遮色片
使用 快速遮色片 模式時，可以先建立一個選取範圍，接著可再減去或新增選

取範圍，以便製作出所要的 遮色片。Photoshop會用顏色區分出受保護（預設會

呈半透明紅色）和不受保護的範圍（呈透明）。轉換為 快速遮色片 時不需要經過

儲存的動作，它是一種「暫時性的遮色片」，當切換回 標準模式 時便會從 色版 面

板中消失。

STEP1 開啟範例影像，先以 快速選取工具  建立選取範圍後，再按下 工具 中的 

以快速遮色片模式編輯  鈕。

1

2

3

STEP2 接著使用任意繪圖工具（例如：筆刷工具 ）來編修 遮色片，這時 顏色 

面板只會顯示灰階色彩。若使用「白色」繪圖，可選取更多影像；使用「灰

色」繪圖可以建立半透明的選取區域；若要減去選取範圍，請使用「黑色」

繪圖。

呈半透明紅色代表未

選取的範圍 (受保護 )

影像可見區為選取範

圍 (不受保護 )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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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速
遮
色
片
色
版

STEP3 按一下 工具 中的 以標準模式編輯  鈕，可關閉 快速遮色片 模式回到原

來的影像編輯狀態。這時 快速遮色片 中不受保護的區域就會成為選取範

圍，快速遮色片 色版也會從 色版 面板中消失。

2

3
1

STEP4 接下來，您就可以利用此選取範圍進行各項編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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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色相後的結果

5-4-4  Alpha色版
我們在 3-5節中，學會了如何將費心所建立的選取範圍儲存起來。當您執行 

選取 >儲存選取範圍 指令，將選取範圍儲存之後，色版 中同時會新增一個 Alpha 

色版，這個 Alpha 色版也是一種 遮色片。Alpha色版會將選取範圍儲存為 8位元

的灰階影像，並加入影像中的 顏色 色版。使用 Alpha色版可建立及儲存遮色片，

而遮色片能讓您操控、隔離和保護影像的特定部分。

在建立選取範圍之後，直接按一下 色版 面板下方的 儲存選取範圍為色版  

鈕，也會產生新的 Alpha 色版。

1

3

新增的 Alpha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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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所有色版的影像 顯示所有色版

Alpha 色版具有下列特性：

	 每一個	Alpha	色版都可以重新命名、設定顏色和不透明度（不透明度會

影響色版的預視，但不會影響影像），在「預視縮圖」上快按兩下開啟	

色版選項	對話方塊可進行設定。

	 所有新的色版都具有和原始影像相同的像素尺寸和像素數目。

	 可以使用	繪圖工具、濾鏡	特效 ... 等功能，來編輯	Alpha	色版。

	 可以將	Alpha	色版轉換為「特別色」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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