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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火焰

CHAPTER 8

每個人心中都有個小縱火狂，那麼，要學習混合模式，還會有比玩火更好

的方法嗎？用 Photoshop雕塑火焰，當然比真正的玩火還簡單，只要善

用混合模式，控制透明度與圖層互動，就能迅速有效地取代遮色片。在本

章的練習之中，你要製作一些魔法火焰，利用混合模式控制各種不透明

度。這項替代遮色片的技術，可以幫你省下不斷嘗試完善選取或調整遮色

片的時間與麻煩，不需要完全勾勒出火焰或者根本沒有明確輪廓的東西。

例如裊裊煙霧，幾乎不可能用遮色片處理所有細節、模糊與細微對比。你

可以改而選擇混合模式，如濾色模式，把黑暗的背景變成透明。

火與煙尤其適合這項技術，因為其明暗對比與複雜的性質，讓傳統遮色片

技術窒礙難行。如 Fire Play（圖 8.1）的畫面，讓我們能夠嘗試以創意手 

法進行視覺挑戰。在你進行重現此畫面的各步驟中，你甚至會發現一些自

己的創新。

圖 8.1  Fire Play 讓你親手玩火、玩煙，玩
混合模式，這是唯一的學習方式！

本章內容

• 圖層與材質的混合模式技術
• 結合剪裁遮色片與混合模式
• 用覆蓋模式進行非破壞性的加亮
與加深

• 用濾色模式雕塑火焰
• 色彩控制圖層與色彩模式
• 複製與變化
• 顏色範圍遮色片
• 用操控彎曲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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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準備
像是Fire Play 這樣的專案，要使用許多不同畫面的選取範 

圍進行合成，如果分成兩個檔案會更容易管理：一個主合

成文件，以及一個取用畫面元素的檔案，就像是照片調色

盤。還記得在第 6章是怎樣製作照片調色盤（Fire_Play_ 

Photo_Palette.psd， 圖 8.2） 與 合 成 文 件（Fire_Play.

psd，圖 8.3）的嗎？ 現在也該把這些準備成果拿出來應用

了；在 Photoshop之中開啟這兩個文件，準備合成。

在「建立照片調色盤」一節，可以找到下載來源檔案的指

示，以及製作合成準備檔案的方法。或者你也可以用 Fire_

Play.psd 開始進行本專案，這個合成檔案具備本章所需

的群組資料夾與標籤，放在本章的資源檔案（Chapter8_

Resources）資料夾內。

處理手部
開始使用混合模式作業之前，主合成文件中需要一些元

素。最佳起點是把雙手放進 Fire_Play.psd 文件中，因為

在合成畫面內的其他東西，位置都要取決於手的位置。在

開始時，先設想要你怎樣利用煙與火。例如，我想製造景

深，因此我知道需要營造一些空間，使部分的煙模糊，

還要有些地方讓雙手之間燃起烈焰。如果還沒決定，沒關

係。因為合成作業是非破壞性的，你可以在作業之中隨時

調整。

圖 8.2  如此處的 Fire_Play_Photo_Palette.psd，用照片調色盤把
來源照片都收集起來，放進群組資料夾，以利搜尋。

圖 8.3  把主合成文件的各圖層分
組，放進資料夾，加上明確的名稱

與顏色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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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第 8 章  融合火焰

1. 若你尚未開啟Fire_Play.psd，現在請用 Photoshop打開它。

2. 從Adobe Bridge，瀏覽到兩隻手的圖檔，分別把Hand1.jpg與Hand2.jpg在 

Photoshop之中開啟成獨立的文件標籤（圖 8.4）。

秘訣 步驟 2與步驟 3，也可以改而在 Bridge之中，以右鍵點選兩個圖檔，

選擇放置（Place）＞進入 Photoshop（In Photoshop），將雙手直接讀入使

用中的 Photoshop檔案（此處為 Fire_Play.psd）。這樣會把兩個圖檔都放進

Photoshop專案，成為智慧型物件圖層。如果用此方法，請跳到步驟 4。

 拍攝煙與火

圖 8.4  將雙手放進 Photoshop成為標籤，
然後再將其移入合成文件。

自己拍照，是在自己的作品中掌控一切的重要步驟。如

果你願意接受挑戰，以下是一些拍攝煙與火的秘訣。

• 務必使用深色背景，讓火焰或煙能表現出良好的對

比。

• 在可行的曝光值範圍內，用高速快門與小光圈。高

速快門可以減少動態模糊的機會，小光圈（記住！

這裡指的是較大的 f值）則可以拍攝到更大的景深。

如果場景太暗，難以兩者兼顧，則以快門速度優先。

• 分別拍攝火與煙。拍攝煙的時候，用夾燈、檯燈，

甚至控制自然陽光對煙照明，但用一切手段避免照

射到背景。拍攝火的時候，從側面角度往黑暗處拍

攝，可以拍出好結果。尤其在夜間最適合。

• 線香尤其適合拍攝乾淨清晰的煙跡，況且你還可以

在空中擺動，塑造你想要的形狀。

• 拍攝煙要用三腳架。

記住，合成時用的照片，越清楚越好。在本合成作業之

中，除了黑色背景前的煙與火，你還需要：

• 在黑色背景前做魔法手勢的手

• 生鏽的金屬或類似的東西

• 在陽光下的流動淺水

• 乾裂樹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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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圖層面板（Layers）中，按下 Hand1 圖層啟用，

然後從面板頂端的混合模式下拉選單中選擇變亮

（Lighten）（圖 8.5）。對 Hand2圖層重複此步驟，把預

設的混合模式從正常改為變亮。

2. 從資源文件的 Other_Textures 文件夾中，把 Dark_

Rusty_Metal.jpg 放進主合成文件，作為背景的鐵鏽材

質。把它放在圖層堆的最底下，黑色背景圖層之上。把

這個新圖層改名為 Background Texture。背景鐵鏽材

質是個顏色很深的背景基礎，可以增添畫面樂趣，對於

火、煙和手提供一點對比（圖 8.6）。

利用混合模式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尤其用在如本專案的深

色背景，判斷畫面內容是否應該顯示的門檻數值很低。如

此一來，你就可以不用反覆進行選取與調整邊緣，只求做

好遮色片。但請注意，這招只能用於某些背景顏色夠深的

圖層，且內容顏色又淺到能穿過其他圖層顯示出來，然而

只要能夠用到這招，效果絕佳！

3. 把雙手放進 Fire Play 合成文件，按 V切換到移動工具

（Move）；選一張手的照片，拖曳到Fire Play 標籤，開

啟合成文件的視窗，然後不要放開滑鼠按鍵，把手往下

拖曳到新開啟的視窗，再放開左鍵。然後再重複處理另

一隻手。

 我發現比起打開一堆文件並列，這個方式更簡單有效，

而且開成標籤的文件較少，有助於保持整齊、容易找到

所需的東西。

秘訣 選擇視窗（Window）＞ 排列（Arrange），從中

選擇排列方式，就可以讓文件視窗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並

列。你可以從多種排列方式中選擇，找出比較適合作業

流程與觀看方式的設定。

4. 把雙手都放進合成作業之後，在圖層面板（Layers），

將這兩個圖層搬進 Hands資料夾。

用混合模式刪除背景
雙手已經放上去了，雙手照片中的背景，會遮住你剛剛放

進合成作業中的新背景。你不需要用傳統的遮色片去刪除

這部分，只要把雙手圖層的混合模式改一下就行。此方式

非但可以節省處理遮色片的時間心力，而且邊緣細節更逼

真，如毛髮、影子與其他難以處理好的元素。由於雙手的

背景是幾乎全黑，而你準備使用的背景，並不會比雙手本

身還亮，所以你只要對雙手使用變亮混合模式，就能迅速

對雙手完成類似遮色片的作用。

圖 8.5  混合模式改
為變亮（Lighten），
將圖層與底下的合成

畫面背景混合，刪除

圖層的黑暗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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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第 8 章  融合火焰

起來很酷，就像從雙手之間浮現。你也許有不同的想法，

但素描步驟是相同的。

1. 開始素描，新建一個空白圖層，拖到圖層堆的頂端，確

保 Photoshop看到底下的所有東西都得透過它。把此

圖層命名為 Sketch。

秘訣 如果你發現到背景中有浮出畫面顯示的部分，把

混合模式改回正常，然後用正常的遮色片手法處理。

描出火焰
這個階段，背景與雙手已經設定完成，現在要來玩點火。

然而在玩弄火焰之前，你仍然得做點素描。創意有無限的

可能，畫張圖，即使是草圖，也會有所幫助。利用筆刷工

具與漸層的外光暈圖層樣式，模擬火光，你就可以把想法

畫上合成作業（圖 8.7）。用像火焰的效果素描，也有助於

建立氣氛、視覺化表現你的想法。接下來，可以用你的素

描當成藍圖，找出火焰元素做搭配，遠比無中生有刻畫火

焰要簡單多了。

不過請花一點時間，從你的照片調色盤取得靈感，然後再

按下筆刷工具。在我素描之前，發現照片調色盤之中的形

狀可以構成有趣的生物，尤其看起來像是某種惡魔頭骨。

總而言之，我希望讓火焰表現出童話氣氛，但形狀也要看

圖 8.6  變亮模式，
使雙手與黑暗的鐵鏽

背景形成良好對比。

圖 8.7  用外光暈模擬火光，簡單素描，有助於視覺
化呈現你的想法，做為合成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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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拿起筆刷工具（Brush）（B），設定主色為白色。

3. 新增一個圖層樣式效果以模擬火光。雙擊 Sketch圖

層的縮圖，開啟圖層樣式（Layer Style）對話視窗，

從樣式（Styles）列表（左）之中選擇外光暈（Outer 

Glow）核取方塊。

4. 在樣式（Styles）列表中按下外光暈（Outer Glow）的

名稱，顯示此樣是的內容設定（圖 8.8）。

 在結構區，請注意預設的混合模式是濾色，以強調光暈

效果。混合火焰也會使用相同的混合模式。

5. 用橙黃色到紅色、隨不透明度而消失的自訂漸層，可以

模擬出更火焰的光暈。在成份（Elements）區，設定

展開（Spread）為 8%，尺寸（Size）為 76px，然後

按結構（Structure）區的漸層圖形，開啟漸層編輯器

（Gradient Editor）（圖 8.9）。

6. 在漸層編輯器（Gradient Editor）中按左下方的色塊，

把顏色調整為鮮豔的黃色。按右下角的色塊，調整成紅

色。你可以比照圖 8.9之中的火焰漸層條，也可以自己

嘗試調整。按下確定，關閉漸層編輯器，然後再次按確

定，關閉圖層樣式（Layer Style）對話視窗。

7. 試用一些白色的筆刷；漸層外光暈（Outer Glow）效

果，會使筆刷看起來就像是沒有火焰的火光。我的素描

方法，是嘗試一些基本的變化，但不會描得太精細。你

可以把細節留到往後，用火焰本身去填補。

圖 8.8  外光暈（Outer Glow）核取方塊必須勾選，然後點選名稱，
進入外光暈的效果內容。

圖 8.9  改變漸層條
底下的兩個色塊，自

製漸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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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火焰，安排位置
這時候，回到照片調色盤，這裡有許多完美的火焰畫面，正熊熊燃燒等著你取

用。尋找零件以填入你的火惡魔素描時，注意那些合用或者可以各種方式互動

的小元素：兩朵火焰扭曲交纏，或者有一縷漂亮捲曲焰花的火苗。這些獨特的

零件，能以許多不同的方式利用（若圖層疊得好，還可以重複使用），所以把它

們一一放上合成畫面，翻轉、縮放、扭曲、操控彎曲、旋轉，看有沒有順眼或

很酷的東西。玩弄畫面、研究要怎麼搭配，就像是用樂高積木蓋房子；問題不

僅在於每一塊積木的搭配方式，也要考慮到整體的組合方式。由於你要從無修

改、個別儲存的照片調色盤取出樣本，所有程序都是非破壞性的，所以你要嘗

試幾次、做多少修改都無妨。

個別處理以便觀察

有時候，當你可以一眼看見所有的圖層，找出適合的東西會比較容易，但也有

些時候，個別觀察每一個零件，會比較輕鬆。所謂的獨腳戲，就是隔離一個圖

層進行觀察，這是任何合成作業之中很好用的一項技術。請在你選取第一朵火

焰時試試看。

1. 如果你還沒開啟照片調色盤 Fire_Play_Photo_Palette.psd，現在請打開。

預設狀況下，每個圖層的可見度都和先前儲存時相同，但很可能會有許多圖

層一起顯示。別擔心，你不用手動去一一關閉每個圖層的可見度（這會把人

逼瘋），也能獨立觀察圖層。

2. 要讓一個圖層唱獨腳戲，如 Layer 25，只要用 Alt/Opt點選可見度（Visibility）

圖示（眼睛圖示 ），就可以單獨顯示此圖層。其他圖層都會消失，只有這

個圖層維持顯示。你可以再次用 Alt/Opt點選此圖層的眼睛圖示，恢復其他

圖層的可見度。

 如果你在讓一個圖層唱獨腳戲之後，又改變其他圖層的可見度，那 Alt/Opt

點選切換就不會再生效。你必須一一切換每一個圖層的可見度，才能使其恢

復顯示。因此，在玩獨腳戲時，務必先以相同方式把所有圖層恢復顯示，再

去處理其他圖層。

ACU067100.indb   141 2016/5/26   下午 02:42:40



142  化不可能為真實的PHOTOSHOP大師級夢幻合成術

3. 找到看起來合用的火焰零件之後，用矩形工具

（Marquee）（M）在包含這朵火焰的圖層上，進行初步

選取。例如，選取如圖 8.10中圖層 25上的火焰；它看

起來隱隱約約像是某種頭骨，是很好的基礎素材。（當

然，如果你心中有不同的畫面，請選擇其他更適合的圖

層。）

 選取的範圍要比你打算使用的部分還大，多留點空間，

以便遮色片應用。除了使用濾色模式之外，對火焰做

遮色片處理時通常會用軟筆刷，避免太明顯的邊緣虛偽

感，所以你會需要羽化邊緣所需的空間。我要利用火焰

的漸層，作為模擬過渡效果的參考，所以請注意火焰的

柔和邊緣，並確保選取範圍有足夠的空間，模擬此羽化

效果。

4. 在複製之前，先確認是否選用與顯示了正確的圖層 

（我們總是會忘記這一步）。複製選取範圍（Ctrl/Cmd+ 

C），然後回到合成文件標籤，貼上（Ctrl/Cmd+V）。

5. 把貼上的圖層（在此為骷髏形狀）拖進 Fire群組資料 

夾，然後用移動工具（Move）（V），把火焰畫面搬移到

合成畫面中的好位置（圖 8.11）。

秘訣 降低素描的不透明度，以便一次看見多個圖層，

把各種火焰畫面填入素描位置時會更容易。

圖 8.10  讓一個零件
唱獨腳戲，觀察是否

可以當成火惡魔 / 火
龍的頭來用。

圖 8.11 利用移動工
具，把第一朵火焰放

到素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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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色片與混合

火焰就定位之後，下個工作是使火焰能無縫融入合成畫面。可以分成兩個步驟：

改變混合模式，以及建立遮色片。

1. 在圖層面板頂端（Layers），於下拉選單中將第一個火焰圖層（與後續的所

有火焰圖層）混合模式從預設的正常混合模式，改為濾色（Screen）。

 你可能記得，在第 3章，濾色模式可以讓圖層中的亮部穿透，而越暗的部分

（如背景）會變得越透明。濾色模式是火焰的絕配，因為我們只想讓火焰的

光被看見，剩下的部分，像素越暗，就會變得越透明（圖 8.12）。
圖 8.12 濾色（Screen）模式可讓光穿透，
同時讓黑暗的部分變成透明。

濾色、變亮、色彩增值與覆蓋：何時該使用哪一種？

混合模式就像是一盒巧克力，真的。你真的不知道究竟

會拿到什麼。然而，只要你對它們有所認識，還是可以

大概猜到結果。有些混合模式的效果，在與其他圖層合

併時難以預測，不過你只要記住一些東西，還是可以猜

個八九不離十。

對元素圖層使用變亮（Lighten）模式的時機：

• 你要讓看得見的內容比背景還亮，且背景要很暗。

• 你要讓很暗的背景幾乎看不到，只看得到比較亮的

內容。

• 內容太暗，難以用遮色片處理，或者你沒時間慢慢

去弄。

使用濾色（Screen）模式的時機：

• 你需要讓內容在變暗時有漸層效果，而非絕對的透

明與不透明，如本範例中的火焰。

• 你希望把比較亮的內容，讓在其他偏亮內容上進行

混合。

使用色彩增值（Multiply）模式的時機：

• 你想要用材質把內容變暗，像是深色的污點。

• 你想要同時看見兩個圖層，但圖層上只有比較暗的

元素，如刮痕、油污、影子或其他暗色材質。

使用覆蓋（Overlay）模式的時機：

• 你想要兼顧色彩增值與濾色的特色，讓圖層中的暗

部使內容變暗，圖層中的亮部使內容變亮。

• 你想要用黑白塗畫的非破壞性方式，進行加亮與加

深。

• 你想要著色，或者自製一個以圖層不透明度控制的

照片濾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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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下新增遮色片圖示（Add Mask） ，用黑色直接在遮色片上塗畫，塗掉

你希望消失的火焰部分。以我而言，使用軟（硬度設定為 0）的預設圓形筆刷，

可模擬火焰本身的平滑漸層；如果筆刷稍微銳利一點，就會顯得刺眼。跟著

火焰走。修改筆刷尺寸，配合漸層的寬度，而非調整硬度。

 務必用 100%不透明度的黑色塗畫；不透明度降低，就沒辦法把你不想要的

東西刪乾淨，結果在合成畫面上徒留污痕。假設你在塗畫時，不透明度降到

90%。乍看之下你遮掉了不想要的火焰部分，但實際上還有 10%殘留。雖

然這區區 10%聽起來不足為懼，但若與其他圖層上的殘留物疊起來，就會

變成厚厚的一層數位頑垢。不要逼自己事後才去一堆圖層中間找出這些像素；

只要用完全不透明的筆刷，就可以避免此問題。

複製與變化

發現特別有用的火苗時，可以複製起來，同時用在兩個地方。按住 Alt/Opt不放，

用移動工具（Move）（V）把火焰元素拖到你想複製的位置。不管你把火苗扔去

哪裡，Photoshop都會將其複製到獨立的新圖層上。在需要填入更多的火焰時，

這招很方便，但是別濫用了（圖 8.13）。複製各種元素，通常最好是搭配其他可

以隱藏、增加變化的圖層，免得複製之後一成不變，像一個模子印出來的。你

同樣可以拿樂高積木來想像：所有的零件看起來都差不多，但搭配組合，卻能

變得獨一無二。對於套用遮色片的範圍，添加各種旋轉、縮放等變化，就能夠

巧妙掩飾。

例如，要是你複製了一朵先前用過的火苗，此時務必加上變化，以免觀眾起疑。

利用移動工具（V）變形，添加變化；試試看縮放、旋轉與翻轉畫面，對火焰做

到最好的控制成果。火焰的某些部分，也許會比較明顯，可以用筆刷（B）工具

遮蔽複製品上的這些部位或者用另一朵火苗蓋過它。你在這些圖層上加的東西

越多，複製的痕跡就越不明顯。

複製與旋轉火焰

圖 8.13 搧風點火很好玩，但也很危險，
因為容易失控而變得虛偽。利用變化與遮色

片，避免此狀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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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訣 要使用移動工具的隱藏版功能，務必先在選項列勾選顯示變形控制

（Show Transform Controls）。請見第 2章對於各種移動工具的隱藏功能說明。

然而，縮放時請避免太離譜的比例。如果不小心處理，火焰的尺寸變化太大，

看起來會變成太小或太巨大的人工火焰，容易被察覺。保持足夠的一致性，讓

火焰看起來大小相近，但又保有足夠的變化，讓人眼不至於看出端倪。

操控扭曲火焰

用操控扭曲（Puppet Warp）工具編輯圖層，有完全控制火焰的可能，是一項

值得學習的技術。操控扭曲能夠出人意料地把某樣東西以獨特精緻的方式塑形，

讓你能把火焰中的每一撮焰花都修得完美。

認識操控扭曲時，請不要去想關於名稱中的木偶（Puppet），多想想尼龍線。你

選擇操控扭曲工具時，它會把圖層中可見的部分套上網子，就像是一種可以彎

折、拉長的尼龍線物質。在網子之中，你接著插上大頭針，用以推拉、扭轉及

移動被網子套住的圖層，讓你有絕對的控制能力。然而，操控扭曲的主要功能，

也正是其缺點：它會彎折、扭曲相連的像素（包括背景）；如果只想操弄某個物件，

你就必須先把它從背景隔離出來，以免背景也一起被網子套上、一起被扭曲。

試試看製作一朵變化更大的火焰，來進一步瞭解操控扭曲的用法。

1. 從照片調色盤複製一道較長的火焰，例如 Fire007.jpg，將混合模式改為濾

色（Screen）。將這朵火焰放進 Fire群組資料夾，移到旁邊，以便單獨拿來

練習（圖 8.14）。

 我暫時關閉其他火焰圖層的可見度，要不要這樣做，由你決定。

圖 8.14 選擇比較長的火焰，例如Fire007.
jpg，練習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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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複製此圖層（Ctrl/Cmd+J），以便將來可以隨時回到原

始狀態，然後按原始圖層的眼睛圖示，關閉其可見度。

3. 為了讓操控扭曲發揮最佳效果，你必須刪除火焰的背

景，讓此工具的網子能單獨套住火焰。為此，建立

一個遮色片（用新增遮色片（Add Mask）圖示 ）， 

然後雙擊遮色片，開啟遮色片內容面板（Mask 

Properties）。

4. 按下顏色範圍（Color Range）按鈕（圖 8.15），在對

話視窗中，勾選負片效果（Invert）。按下火焰旁邊的黑

色背景，設定朦朧（Fuzziness）滑桿至 100。這幾乎

包括遮色片原本背景中接近黑色的所有部分。任何漏網

的黑色部分，都會在操控扭曲的網子上造成小島，所以

儘可能去除多餘的部分。完成顏色範圍選取後，按確定。

圖 8.15 顏色範圍（Color Range）可以讓你用圖層上選取的顏色製
作遮色片；在本範例中，是選擇了全部的黑色背景。

操控扭曲秘訣

操控扭曲功能，就像是扭曲與液化的強化版。它處理 

時，不光是使用一種尼龍線；在這項工具裡頭藏了各式

各樣的功能。請記住以下秘訣以改善成果：

• 對需要保持平滑邊緣的物件使用操控扭曲時，務必

只能在中間區域加上大頭針。把大頭針插在外緣，

會把邊緣往外拉，無法用比較集中的方式一般方式

扭曲主要內容。

• 選擇一根大頭針，按下 Delete按鍵，即可刪除，針

插得太多這樣處理即可。這是木偶，不是針墊。

• 按住 Alt/Opt不放，可以刪除選定的大頭針（一如

Delete鍵），按大頭針以外的地方，可以將其旋轉。

此時游標會變成旋轉符號。

• 選項列中可對網子做各種調整。你可以增加網子密

度（提升精確度）、改變網子的模式與大頭針運動時

的反應方式（像是把尼龍線變成水球），以及放大或

縮小網子的邊緣（使用擴張滑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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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把你不想要扭曲的火焰部分全都遮掉；我遮掉了所有的東西，只留下長條

火苗與頂端的焰花（圖 8.16）。

6. 以非破壞性的方式將操控扭曲套用成智慧型物件濾鏡，你必須先把火焰圖

層轉為智慧型物件。選擇濾鏡（Filter）＞轉換（Convert）。現在，你可以

反覆玩操控彎曲，隨心所欲。

7. 選擇編輯（Edit）＞操控彎曲（Puppet Warp），把火焰套上網子（圖

8.17）。如果你沒看到火焰上出現網子，請確認選項列中的顯示網紋是否有 

開啟。

 網子會以密集的結構相連，控制像素的延展與移動方式；拉動網子上的一

根大頭針、增加張力時，就會讓另一端的張力減少。

8. 在網子內添加大頭針，讓大頭針平均散布在火焰各處。這些就是控制木偶

的尼龍線所固定、讓你得以控制的位置。

9. 按下大頭針、拖曳，即可控制火焰（圖 8.18）。就像 Photoshop中的許多

事情，多做也許不如少做。不要搞得太極端；輕微調整，以求最佳成果。

圖 8.16 遮掉你不打算扭曲的多餘部分。

圖 8.17 操控彎曲的網子，會顯示出張力在圖層上
的分布結構。

圖 8.18 木偶上的大頭針是控
制點，讓你控制網子，塑造新

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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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火焰

繼續一層一層添加其他的火焰，就像雕刻一樣，利用物件

的自然特質，融入你的創作。火焰有各式各樣的類型、方

向，而且會以複雜美麗的方式扭曲運動，這些都可以用以

創作出更令人信服的成果。對某件東西強加太多自己的意

圖，會破壞其美感與畫面，所以要保留彈性，能夠依據火

焰的特性、火焰自己想走的方向去改變計畫。例如，我原

本素描時所想像的龍或惡魔頭骨其實不太一樣，但有一道

火焰剛好扭曲成漂亮的下巴線條，所以我就順著它做，然

後又從另外一道火焰看見了牙齒的形狀，再來是一道像鬃

毛的火焰，似乎可以放在脖子上（圖 8.19）。總而言之，

跟隨直覺，不要太過強求！

 

圖 8.19 從抽象的形狀中塑形
火焰，主要是在於觀察火焰的

自然特性，以此為中心利用（或

者至少儘量利用）。

圖 8.20 作業時注意邊緣，讓火焰自己燒出填滿內
部的材質。

這聽起來複雜到嚇人，但只要你先把幾道火焰放在一起，

會發現其實簡單到不行。雕塑時，記住以下秘訣：

• 記住你素描出來的大致形狀，尋找可以補上外圈輪廓的

零件。內部填充就不需要這麼仔細；讓火焰自己燒進去

就行（圖 8.20）。

• 如果火焰往某個方向流動，試試看在一道火焰結束的位

置，用另一道火焰延燒過去。如此一來，你可以天衣無

縫把火焰導引到你要的地方，不至於看起來虛假。

• 在一個圖層的上面疊加其他圖層火焰，增加密度與 3D

的錯覺（相對於平面圖形），還可以營造更好的立體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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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焰不會從明亮的黃色瞬間消失變黑，在消失的過程

中，黃色會變得有點像泥巴，尤其在數位處理時會更明

顯。儘量避免遮蔽火焰比較亮的黃色部分，我們的眼睛

很容易察覺。遮蔽範圍要儘可能靠近紅色與橙色部分（否

則你可能得對邊緣做些高難度的色彩控制）。

• 複製圖層，表現更強的效果。如果一個圖層形狀漂亮，

但力道不足，沒能散發出光芒，可以用 Ctrl/Cmd+J複

製圖層。混合模式設定為濾色（Screen）（當複製原本

就使用此混合模式的圖層時，預設模式就會是濾色），

火光會加成，看起來更醒目，也不會使火光或漸層看起

來不對勁。

在我自己的版本之中，我簡單處理，不想多餘的事情。有

些東西不說出口，更能讓你的畫面保持優雅、帶有暗示。

表現太多細節，反而更難達到效果。

混合煙與手
放在手中的火焰已經完成，現在要來弄點手上的煙。Fire 

Play 中的煙，從手掌與手指升起，而不是從火焰升起，別

忘了，這是魔法。處理煙的畫面，與處理火焰很相似，但

更簡單，因為不需要控制形狀。除此之外，由於煙是在黑

暗背景前拍攝的，你同樣可以用濾色模式刪除背景、協助

製作遮色片，一如火焰的作法（圖 8.21）。

1. 如果你還沒開啟照片調色盤 Fire_Play_Photo_Palette.

psd，現在請打開。如果你能看見火焰，按下 Fire資料

夾的眼睛圖示，改而顯示 Smoke群組資料夾。請依照

「個別處理以便觀察」一節的說明，若有必要，隔離觀

察煙的圖層。

圖 8.21 煙圖層使用與火焰相同的濾色混合模式，但也需要做點縮
放與混合濾鏡，為整體畫面營造深度。

2. 找到喜歡的煙，用矩形工具（Marquee）（M）選取一

部分，然後從照片調色盤複製（Ctrl/Cmd+C）。貼上 

（Ctrl/Cmd+V）至合成文件，然後用移動工具（Move）

（V）移動到定位，和火焰的作法相同。（別忘了把此圖

層放進圖層面板中的 Smoke資料夾，做好管理。）

 在原始的 Fire Play 中，希望煙從前臂與手掌升起，為 

畫面與主體增添一些神秘感。我發現有些煙看起來繚

繞的方式剛好可以搭配合成畫面與手的姿勢，尤其

Smoke011.jpg 與Smoke013.jpg，適合搭配下方的手

與左邊的邊緣。

3. 一如在「遮色片與混合」一節的作法，修改煙圖層的混

合模式，從圖層面板（Layers）頂端的下拉選單中選擇

濾色（Screen），去除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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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和火焰的步驟還是相同，遮蔽所有煙當中你不想要、

與計畫不符的部分。用材質筆刷沿著煙的方向塗畫遮

色片，以求無縫遮蔽（圖 8.22）。在像這樣的合成作業

中，需要大量半透明元素，得一層一層混合，這點尤其 

重要。

 如果你逆著煙的方向塗畫筆刷，結果淡出會出現在不恰

當的位置，看起來不自然。煙的黏稠元素比火還多，你

需要小心處理，才會逼真。

用煙增添深度

手和火焰搞定之後，整體畫面顯得有些扁平，觀賞這個畫

面也變得更被動、更客觀（圖 8.23）。相較之下，有充分

立體感的畫面，可讓我們感覺以第一人稱（也就是主觀觀

點）視角觀賞。安排煙的時候，你也可以利用煙，使合成

畫面增添一點深度。你可以利用縮放模擬視角（物件越靠

近就會顯得越大）以強調深度，故意製造景深模糊，模擬

距離太近而失焦的淺景深效果。現在，你應該已經熟悉利

用移動工具的變形控制玩放大縮小。試試看使用幾個濾鏡，

練習景深模糊：

1. 找一些瘦長的煙，放大，使其看起來靠近觀看者的位

置。（我這部分使用Smoke011.jpg 圖層。）這樣會造成

錯覺，讓人以為煙會繼續延伸到畫面之外，構成更開放

的畫面，就像我們從窗戶窺視更大的場景（圖 8.24）。 

拿起移動工具（Move），在選項列中確認有勾選顯示變

形控制（Show Transform Controls）。用 Shift拖曳四

角的變形扳手，在變形時維持長寬比例。

圖 8.22 用材質筆刷對煙塗畫遮色片，務必沿著煙的流動方向，從
外往內塗畫。

圖 8.23 在添加煙之前，畫面看起來很扁平、欠
缺立體感；加上很靠近的前景，像是模糊的煙，

有助於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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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第 8 章  融合火焰

秘訣 模糊處理之前，先把圖層轉為智慧型物件，以非

破壞性的方式使用大部分濾鏡。右鍵點選圖層的名稱，

從選單中選擇轉換成智慧型物件（Convert to Smart 

Object）。如此一來，你就可以套用智慧型濾鏡，在作

業時視需要開啟或關閉。然而這個方法也會減少你能

使用的濾鏡種類。例如，鏡頭模糊（Lens Blur）就不 

能用。

2. 除了可以利用縮放之外，鏡頭模糊濾鏡也是你的秘密武

器。選定同樣的長煙圖層，選擇濾鏡（Filter）＞ 模糊

（Blur）＞ 鏡頭模糊（Lens Blur）。這種模糊效果可以

增添特殊的扭曲，類似於相機大光圈鏡頭造成的淺景深

模糊。

3. 利用濾鏡的設定值，找到滿意的模糊效果。把強度 

（Blur Radius）滑桿往左拉可減少模糊強度，往右拉則

是增加模糊強度。在圖 8.21之中，使用了 72px的強 

度，剛好讓煙失焦且可以辨識（圖 8.25）。拿出耐心，

等濾鏡運算的結果；電腦可能需要一點時間，才能為這

個濾鏡做好計算。

秘訣 若要把相同的濾鏡以相同設定值套用在另一個煙

圖層上，只要選擇新圖層，按 Ctrl/Cmd+F即可。除了

節省時間，也可以確保你所套用的設定和前一次完全相

同，保持一致性。

圖 8.24 把幾個煙的圖層放大，看起來離
我們更近一些，可以進一步增加深度。

圖 8.25 找到適合的模糊強度，為距離較近的煙製造淺景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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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化不可能為真實的PHOTOSHOP大師級夢幻合成術

混合材質加強效果
第一版的Fire Play，感覺完成度不足，質感與餘韻都不夠。

我判斷原因是雙手欠缺其他材質。材質與混合模式並用，

可以提升完成度，讓合成畫面發出光芒，或者如這個範例

中的乾裂剝落。我尤其發現用色彩增值（Multiply）模式，

加上樹皮材質，可以讓煙感覺是來自底下燒焦的手掌與前

臂（圖 8.26）。我建議你多嘗試幾種材質與混合模式，找

到適合你自己畫面的組合；注意氣氛與外觀的變化，找到

你喜歡的東西。現在，請用Fire Play 來練習：

1. 從本章的資源檔案 Other_Textures資料夾中，複製樹

皮材質，貼入合成文件。我選用了Bark.jpg。

2. 在圖層面板（Layers），把樹皮的圖層不透明度（Layer 

Opacity）改為 50%，並把材質放到底下的手臂（圖

8.27）。暫時降低樹皮的不透明度，可讓你同時看到此

圖層與擺放位置，更容易對齊。移動完成後，務必把圖

層不透明度改為 100%。

3. 在圖層面板（Layers）頂端的下拉選單，把混合模式

從預設的正常模式，改為色彩增值（Multiply），模擬圖 

8.26的效果。

 我喜歡這樣的效果，但其他混合模式也各有所長，能在

手上表現出不同特色。接下來，看看你還有哪些選擇。

圖 8.26 套用色彩增值模式後，樹皮出人意料地在手上刻出了乾裂
紋路。

圖 8.27 把圖層不透明度（Layer Opacity）修改為 50%，以便看
清楚擺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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