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hotoshop CC完美呈現

Chapter 3 Camera Raw的調整工具 088

Step 1︰

以此例的人像照來說（這是我在進

行「打光、拍照、後製一次搞定」的

巡迴講習時，於舞台上示範拍攝的

影像），我們要進行 3項編修處理：
（1）我們要移除所有瑕疵、斑點並
柔化她的皮膚，（2）我們要調亮她
的眼白部分、調亮眼睛整體，並增

加對比，還有（3）我們要銳利化其
眼部、眉毛與睫毛。

在 Camera Raw中
編修人像

編修人像是我們總免不了要倚賴 Photoshop的工作之一，不過
現在只要利用「污點移除工具」搭配「調整筆刷」，我們就能在

Camera Raw裡進行許多簡單的編修處理，而這些編修全都是非
破壞性的，極具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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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首先從去疤除斑開始。請放大檢視

臉部，然後選取上方工具列中的「污

點移除工具」（B鍵，如圖紅圈處），

接著將筆刷的「大小」設成剛好比

欲移除的瑕疵稍微大一點的狀態。

現在把滑鼠移到疤痕上點一下。千

萬別塗抹 只要點一下它就會消失

了。若移除的效果不太好，那只是因

為 Camera Raw 選來修補的乾淨
皮膚取樣位置不夠理想而已。這時

你可按住綠色的取樣圓圈，將之拖

曳到附近較理想的區域，它就會重

新修補（如圖）。請用點按的方式將

其餘的斑點、疤痕都一一清除，並

依需要調整綠色取樣圓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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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接下來讓我們柔化一下肌膚。選取

工具列中的「調整筆刷」（如圖紅

圈處），再按「清晰度」滑桿左側的 -
（減號）鈕 4次，好將「清晰度」設
為 -100（愛取名字的人稱此為「負
清 晰（negative clarity）」）。接
著把「銳利度」滑桿拉高到 +25後，
就可開始塗抹了。請加大筆刷尺寸

（用「大小」滑桿或鍵盤上的右方

括弧鍵（]）），然後塗抹皮膚部分以

柔化皮膚（如圖），但要小心避開任

何應維持清晰銳利並保留大量細節

的區域，例如眉毛、眼皮、嘴唇、鼻

孔、頭髮等處。塗抹時你可能不會

感覺到明顯效果，但只要按 P鍵來

切換「預視」功能的啟動 /關閉，你
就會發現其效果比你想的還明顯。

當然，塗抹完成後，若覺得柔化效

果太強烈，那就調高「清晰度」（試

試 -75或 -50）即可。

Step 4︰

繼續要處理眼睛。點選面板上端的

「新增」單選鈕（以建立新的調整

區域）後，直接雙按滑桿上的滑塊，

將「清晰度」與「銳利度」滑桿都重

設為 0。接著將「曝光度」滑桿稍微
往右拉，並調整筆刷的尺寸，再開始

塗抹她的眼白部分（如圖）。待眼白

看起來夠白了，就再次點選「新增」

單選鈕並將各滑桿都歸零，以便替

眼睛的虹膜增加對比與亮度。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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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7  修正常見問題

Step 1︰

在開始前我想先讓你知道，我自己

通常會在 Camera Raw 中用「調
整筆刷」來做加亮或加深處理（而

且只用「曝光度」滑桿來調亮、暗

化）。但若你已在 Photoshop中，
而且不想回到 Camera Raw，那
麼你可以這樣做：此例影像的光線

有些不均衡。我希望將大家的視線

吸引至前景處長滿青苔的岩石上，

但照片中最明亮的部分（會吸引人

的視線）是天空與被陽光照亮的

樹木，而那是我不希望觀賞者注意

的部分。事實上，整個前景幾乎都

處在陰影中，故我們要先加亮（調

亮）岩石，然後也稍微調亮山坡部

分。接著再加深（暗化）山坡上端

被陽光照亮的樹木以及天空。基

本上，就是要重新安排光線在影

像中的分佈狀態。我不會直接在原

始影像上使用「加亮」與「加深」

工 具，我 會先 按 Ctrl-J（Mac︰
Command-J）鍵複製背景圖層。
如此一來，要是對調整後的效果不

滿意，便能夠降低其效果（調低圖

層的不透明度）或是將該圖層刪除

以徹底復原。

使用加亮
與加深工具

在較早期的 Photoshop版本中，當我們想加亮或加深時，就必須
經過一連串的磨練（建立特殊圖層，並使用混合模式等），因為當

時的「加亮」和「加深」工具⋯嗯⋯還不夠好（這算是很含蓄的評

論）。幸好到了 Photoshop CS5版，Adobe就更新了這些工具，
徹底修正了問題，故我們現在可以安心地使用「加亮」和「加深」

工具來調亮、調暗影像的不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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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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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在「工具」面板上選取「加亮工具」

（O鍵，如圖所示），然後塗抹你想

調亮的區域（以此例來說，要先塗

抹前景處長滿青苔的岩石－你可在

影像中該岩石前端附近看到圓形的

筆刷游標）。塗抹時請持續按住滑

鼠左鈕不放，因為「加亮」和「加深」

工具都有累加效果－每當你鬆開滑

鼠左鈕後再重新按下塗抹，「加亮」

（或「加深」）的總量就會累加。

Step 3︰

鬆開滑鼠左鈕後，再次按下滑鼠左

鈕並塗抹同樣的青苔岩石區域，你

就會看到它又再變亮了一個層次。

請記得：當你按住滑鼠左鈕時，塗

入的是一個層次的亮度。而鬆開後

又再按住滑鼠左鈕，並塗抹同一區

域，就會在原亮度上再增加亮度，

依此類推（這就有點像是在打磨銀

盤－磨越多次，它就會越亮）。請看

看，與 Step1的原始影像相比，現
在這張影像中的岩石部分變得多麼

明亮。再來，我們要處理岩石上的

山坡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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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請開始塗抹山坡處以加亮（調亮）

它們，但記得要持續按住滑鼠左鈕

塗抹，只增加一個層次的亮度就好。

而在動手加深被陽光照亮的樹木以

及天空之前，請先看看此工具的「選

項列」，你會發現目前為止我們都

只有加亮「中間調」而已（通常我加

亮、加深時也都只針對中間調做處

理），但若你想讓該工具只影響「亮

部」或「陰影」區域，那麼可在「範圍」

選單中選擇。另外，50%的「曝光度」
對此例來說還算適當，但當我處理

人像照時，通常會希望效果更細緻

含蓄，所以會把「曝光度」降至 10%
到 15% 左右。

Step 5︰

現在要換成加深處理。先從按下

Ctrl-J（Mac︰Command-J）鍵
複製上方圖層開始。這樣一來我們

便有一個原始、未經編修的背景圖

層、一個在中間的加亮圖層（我將

此圖層更名為「加亮圖層」以便識

別），還有一個加亮圖層的複本在

最上層，而我們接下來要加深的就

是這個圖層（我將之更名為「加深

圖層」）。像這樣把各項調整分別

放在獨立圖層中，那麼當你對加深

效果不滿意時，便可調低其不透明

度或直接刪除它，但同時仍能保留

已完成的、位於下層的加亮效果。

繼續請選取「加深工具」（如圖），

塗抹天空與明亮的樹木部分。暗化

那些區域就能移除其聚焦效果，有

助於將觀賞者的視線吸引到岩石處

（不知你有沒有意識到，你塗抹的

可是光呢。超酷！）。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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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6︰

最後，讓我們把天空再加深一些。

但請記住－塗抹時一定要持續按住

滑鼠左鈕，否則可能會造成天空有

某部分只加深了一層次，另一部分

卻加深了兩個層次的問題（在兩個

塗抹區域的重疊處）。最後補充︰

在「選項列」上有個「保護色調」項

目。該項目有助於維持加亮、加深部

分的色彩完好不變，也就是只產生

變亮或變暗效果，不會變色也不會

增加色彩飽合度。即使要加亮或加

深的不是人像照，我都還是會勾選

此項目（它在處理人像照時最能發

揮效用）。以下便是本例的編輯前 /
修圖後比較，而雖然我在做加亮與

加深處理時通常都相當含蓄，但在

此我做得比平常大膽些，目的是要

清楚展現加亮和加深功能的威力。

編輯前

修圖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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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在我們開始動手前，請務必先讀過

本頁上方的介紹短文，不然你一定

會搞不懂 Step2到底是在做什麼。
這是一張主角戴著眼鏡的照片，眼

鏡鏡片上有明顯反光（左邊的反光

相當嚴重，右邊的好一點，但確實

都必須修掉）。理想的狀況是告訴

你的被攝主角，在你拍完第一張照

片後，他們必須暫停不動一下下，等

你（或一位朋友、助理等）走過去拿

掉他們的眼鏡（這樣姿勢才不會改

變，要是讓他們自己拿掉眼鏡，姿

勢就一定會變），再拍第二張。這是

最理想的情況。

Step 2︰

由於拍攝時我馬上就看出主角的眼

鏡一定會出現反光，所以我要求她

拍完第一張後要保持頭部不動，接

著找了個人去幫她拿掉眼鏡，然後

我再拍下第二張（雖然主角在第二

張裡舉起了手指，但這不會造成問

題）。

修掉眼鏡
鏡片上的反光

人們問我怎樣能修掉眼鏡反光的次數，大概比所有其它問題加起來

還多。原因就在於，這真的很難修。要是你夠幸運，那麼只要花一

小時左右拼命地仿製就行了。但很多時候，你就是卡在那兒不知該

怎麼辦才好。不過若你夠聰明，就會在拍照時多花 30秒拍一張拿
掉眼鏡的版本（或者最理想的做法是，針對每個姿勢都多拍一張「拿

掉眼鏡」的照片）。只要做到這點，Photoshop就能讓這項修正
變得簡單無比。如果你覺得這聽起來好痛苦，那一定是因為你不曾

為了去除反光而花一小時死命地仿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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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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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將兩張影像都開啟在Photoshop，
選取「移動工具」（V 鍵），按住

Shift 鍵將「沒眼鏡」的照片拖曳到
「有眼鏡」那張上（如圖所示）。若

你有事先規劃並拍攝有眼鏡和無

眼鏡的版本（緊接著拍攝），那麼就

能走捷徑，利用「自動對齊圖層」功

能來精準對齊兩張照片。只要按住

Ctrl（Mac︰Command）鍵，在「圖
層」面板中點選這兩個圖層好將兩

者一起選取，然後執行「編輯＞自

動對齊圖層」命令。在交談窗中選擇

「自動」項目後按「確定」鈕，幾分

鐘後，兩者便會自動精準對齊。現

在，如果你在攝影棚內拍照時都是

照「正確的方式」進行，那就能直接

跳到 Step6的第二部分去了。但若
你的照片是以手持方式拍攝，而且

兩張的拍攝時間還間隔了幾分鐘，

那就無法使用「自動對齊圖層」功

能（主角可能移動了很多），必須改

用手動處理（這是在攝影棚內採取

正確拍照方式的另一項價值所在）。

接著我們就來看看遇到這種情況時

該怎麼做。

Step 4︰

你必須要能「看透」上層圖層，以

便比對下層圖層的眼睛位置（這樣

才能對齊）。故請到「圖層」面板，

把上層圖層的「不透明度」降至約

50% 或 60%（如圖）。接著用「移
動工具」，將上層圖層的眼睛盡量

移動至貼近下層圖層的眼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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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

若主角的姿勢徹底改變了（例如頭

往上抬，或是肩膀動過等），你就可

能需要旋轉上層影像，才能讓眼睛

更貼合。若要旋轉上層影像，就按

Ctrl-T（Mac︰Command-T）鍵
叫出「任意變形」框，然後縮小檢視

比例（縮小影像視窗內的影像），或

是按住影像視窗的角落往外拉大，

好讓影像周圍出現深灰色的版面區

域（如圖）。這時把滑鼠移出「任意

變形」的變形框外，滑鼠指標就會

變成圓弧形的雙箭頭，只要按住滑

鼠左鈕以畫圓的方式拖曳移動，即

可旋轉上層影像（請注意：在此過

程中，你可能也會需要把滑鼠移入

變形框內，以拖曳調整上層影像的

位置）。

Step 6︰

待你覺得已經對得很整齊了，就按

Enter（Mac︰Return）鍵確定旋
轉角度，然後將此上層圖層的「不

透明度」調回至 100%。對於上層圖
層，我們其實只需要用到眼鏡鏡框

內的部分。所以請按住Alt（Mac︰
Option）鍵不放，點一下「圖層」面
板下方的「增加圖層遮色片」鈕，將

這個已旋轉過的圖層隱藏至黑色遮

色片之下（如圖）。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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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7︰

接著將前景色設為白色，選用「筆

刷工具」（B鍵），於「選項列」的筆

刷揀選器中選擇小型柔邊筆刷，然

後開始小心塗抹右邊的鏡片，這樣

就能讓無眼鏡影像的眼睛部分顯露

出來（如圖）。這個動作就是在讓上

層影像顯示出來，但只顯示出你想

要的部分。

Step 8︰

右邊的眼睛處理好後，就對左邊的

眼睛做同樣處理（也可把手指一起

塗進來）。請務必使用小型筆刷，同

時小心別意外塗到任何鏡框部分。

要是真塗錯了，也沒什麼大不了，就

按 X鍵把前景色換成黑色，再把鏡

框塗回來就是了。請記住，在攝影棚

內拍照時，一旦拍到滿意的照片，

就要請主角暫停不動並拿掉眼鏡

再拍一張，如此便能使這整個編修

過程變得輕鬆很多（可以完全跳過

Step4和 5）。只要「自動對齊圖層」
功能可發揮作用，你就能省下許多

時間和麻煩。而此例的編輯前與修

圖後影像，就列在下一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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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這就是我們要編修的影像，而我們

希望上方的窗戶能在影像左側，以

騰出空間來配置標題文字之類的內

容。

Step 2︰

在「工具」面板中選個你熟悉的選

取工具，然後沿著你想移動的物體

（以此例來說，就是上方的窗戶與

其花台、陰影）周圍建立出選取範

圍。這選取範圍不必精準，但要盡

量貼近物體（在此我將牆面上的陰

影部分也一併選取起來）。建立好

選取範圍後，再將該選取範圍朝外

擴張 4 像素左右，通常就能讓「內
容感知移動」產生更好的結果。故

請執行「選取＞修改＞擴張」命令。

待「擴張選取範圍」交談窗出現（如

圖），輸入 4像素，並按「確定」鈕，
你的選取範圍就會向外擴大 4 像
素。

TIP︰用「內容感知移動工具」來描 
        繪選取範圍

你也可以用「內容感知移動工具」

來描繪選取範圍，就像使用「套索

工具」一樣。

利用「內容感知
移動」功能

來移除物體，
且不留下缺口

這裡要介紹的，也是那種能讓你對於創造那小小奇蹟的運算技術搔

頭讚嘆的神奇工具之一，它可讓你選取某物體，將之移到影像中的

另一處，然後 Photoshop便會自動修補其原始位置。它不是對每
張影像都有效、不是每次操作都一定成功，也不是你每天都會去用

的那種工具，不過當你需要它，而且它真的完美達成任務時，你就

會驚訝到下巴落地。儘管它有時會過分挑剔難搞，但我會示範一些

能幫助它順利運作（也就能幫到你）的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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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接著到「工具」面板選取「內容感知

移動工具」（如圖－該工具藏在和

「修復筆刷工具」、「修補工具」同

一個工具鈕下，你也可連按 Shift-J

鍵多下，直到選取該工具為止）。

現在按住選取範圍，將之拖曳到

影像左側（如圖）。這時原始的窗

戶仍會停留在原位數秒鐘，等待

Photoshop開始發瘋（開玩笑的，
是等待 Photoshop 進行運算才
對）。

Step 4︰

待你鬆開滑鼠左鈕後，要等一會兒

奇蹟才會發生（取決於影像檔的

大小），接下來你就會看到不僅窗

戶移動了，本來應該會出現一個洞

的原始位置也已被徹底修補、填滿

了（如圖）。但現在還不要取消選

取。請保持選取範圍不動（尤其是

當結果不太令人滿意時），因為只

要選取範圍還在，我們就能更改

Photoshop為了配合物體移動而
產生背景紋理與混合色彩的方式。

這項更改是透過「選項列」的「結

構」和「顏色」設定來達成。好消息

是，既然我們的選取範圍仍在，我

們就能直接嘗試不同的設定值，而

Photoshop 便會重新運算出移動
結果。因此你只要一一設定不同的

數值組合，再選出成果最理想的那

個就行了（讓我再強調一次，我只在

有問題時才會這麼做）。而數值設

得越高，Photoshop 就會使用越
確實的背景內容來產生紋理或是混

合顏色。這在某些情況下會顯得很

逼真，但也可能讓移動結果看起來

怪怪的，故當結果不太對勁時，你

最好把較高的數值和較低的數值都

試過一遍（請注意：若有需要，你還

可切換至「污點修復筆刷工具」來

清理此功能產生的任何雜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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