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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 Photoshop中做的選取工作，絕大部分都會是很容易的，
而且通常可以使用「快速選取」、「魔術棒」、「套索」或「筆

型」工具來完成，但是有個東西永遠都會讓我們覺得很挫折，

那就是要選取頭髮的時候。在過去幾年來，我們研究出各式各

樣的訣竅，包括了精細的色版技巧。但是當 Adobe 大幅提升
了「快速選取工具」並更新了「調整邊緣」（現在稱為「選取並

遮住」）功能之後，那一切都被拋到腦後了。毋庸置疑的，這是

Photoshop中最實用、而且最具威力的工具之一。

高難度選取範圍，
比如頭髮（還有
一些很酷的構圖
秘訣！）

Step 1：

首先開啟一張有挑戰性選取區域的

影像（例如圖中主角的頭髮，頂部

非常的捲）。現在有了新的「選取

並遮住」功能，你可以用工具箱裡

的任一個選取工具，然後點按選項

列上的「選取並遮住」按鈕來開

啟「選取並遮住」工作空間，然後

在那裡進行選取。不過我個人偏好

用舊的方式（在「調整邊緣」時代

使用的方式），也就是先做選取，

然後再跳到「選取並遮住」功能。

好，讓我們從工具箱（如圖）拿出

「快速選取工具」（W）。

Step 2：

選取方法如下：只要用這個工具在

你想要選取的區域概略地塗刷，它

就會延展並選擇該區域（有點像是

聰明許多的「魔術棒工具」，但是

背後的技術是不同的）。關於這個

工具，我學到的一件事是，當你快

速刷過時（很快速地用工具掃過目

標區域）效果最好。在這裡，我將

主角選取起來，雖然你可以看到選

取範圍的一些問題（頭髮四周和提

包包的手四周有灰色區域），整體

來說不算太差。如果它選取了過

多範圍，那就按住 Option（PC：
Alt）鍵，然後在不小心選到的區
域上塗刷，將它從選取範圍中移

除。別擔心，在這個階段看起來還

不會很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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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好，關於「快速選取」工具我還學

到了另外一點：雖然它的選取功能

很好，但是在取消你不想選取的區

域時（像是右側手臂旁的灰色區

域），效果就有點打折。當我取消

該區域的選取時，它也取消了手臂

和包包的部分，所以我得重新選取

它們。如果效果不彰，那就試試切

換到「魔術棒工具」（Shift-W），
按 住 Option（PC：Alt） 鍵， 然
後在該區域點按一次即可取消選取

（如圖）。

Step 4：

OK，在這個選取階段，很重要的
部分來了，那就是在選取她的頭髮

時，不要選到頭髮之間的任何灰

色背景圖層。換句話說，選取頭髮

時，不要讓灰色背景從頭髮之間透

出來。事實上，我會避免太靠近主

角的頭髮邊緣，除非那個區域很平

整（換句話說，該區域沒有很難選

取的飛散髮絲）。在這張特寫圖中，

你可以看到我說的，我避開了頭髮

外圍較細的邊緣（只要靠近邊緣就

可以停止了，我們要讓 Photoshop
來做這些很難的選取動作）。此

外，你可以看到我在碰到較細的髮

絲之前就停止了。同樣的， 稍後讓
Photoshop來選取這些部分就好，
現在我們只要避免選取頭髮之間

的灰色背景即可。如果不小心選到

了，沒關係，只要用「快速選取工

具」，按住Option（PC：Alt）鍵，
然後在這些頭髮間隔區塗刷即可取

消選取（如圖所示）。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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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

選取範圍看起來差不多之後，現在

是開外掛的時候了（「快速選取工

具」只是熱身而已）。到上方的選

項列點按「選取並遮住」按鈕（圖

中紅圈處），魔術要開始了。

TIP：想要使用舊的「調整邊緣」
對話框嗎？

用任一選取工具選取了一個範圍之

後，按住 Shift 鍵然後從「選取」
主選單中，選擇「調整邊緣」。

Step 6：

如果你對舊的「調整邊緣」對話框

很熟悉，就會發現新的「選取並遮

住」工作空間的功能都是相同的。

Adobe 只是將它移到獨立的新工
作空間，並加入一些很酷的新功

能。舉例來說，現在你可以從工具

箱拿出「快速選取工具」、「套索工

具」，或「多邊形套索工具」（收

在「套索工具」底下），然後在這

裡面做選取工作。不過，如我先前

提過的，我比較喜歡在進到這個工

作空間前，先用舊的方式做選取。

這裡還是有很多選項讓你檢視被選

取的影像（包括最熟悉的閃動虛線

框）：到「內容」面板的「檢視」

彈出選單，這裡有三個我最常用的

檢視。一個是新的「描圖紙」檢視

（O；如圖。我們 稍後會再介紹另
外兩個）。在這個檢視下，你會看

到被選取的影像區域呈現全彩，未

被選取的部分則呈現透明。在「檢

視」選單底下有一個「透明度」滑

桿。當它設為 100% 時，你只會
看到基本的選取範圍，所以我通常

將它設為 25% 左右（將它來回拉
動，就可以看出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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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7：

我常用的第二個檢視是「覆蓋」檢

視。到「檢視」選單下選擇它（或

直接按 V 鍵）。同樣的，在這個檢
視下， 被選取的區域呈現全彩，但
未被選取的區域則是紅色。如果

你看到背景透出（也就是範例中

的灰色），那就是個問題（如圖，

出現在幾個地方）。你必須告訴

Photoshop 問題區域在哪裡，它
才能做更好的判斷。這要透過「調

整邊緣筆刷」工具（R；紅圈處）
來進行。從「工具箱」中選擇此工

具，然後用滑鼠直接在背景透出的

區域上塗刷（如圖），它就會重新

定義這些區域（使用 P 鍵右邊的
括弧鍵來縮放筆刷尺寸）。這就是

可以選取髮絲細節的功能。

TIP：檢視高解析預視圖

如果在塗刷遮色片時，你想要檢視

高解析度的預視圖，那就將「檢視

模式」區的「高品質預視」核取框

勾選起來。如果你覺得它跑得太

慢，那就將此核取框關閉。

Step 8：

看一下她的頭髮，如果你看到某些

帶有紅色調的區域，表示那裡還沒

有選取起來。只要在這些區域上

畫一兩筆（如圖），它們就會變全

紅色（告訴你這些已經加入選取

範圍了），因為在你塗畫的同時，

Photoshop 會重新定義這些邊緣
區域。如果結果不是很理想，那就

多畫幾筆。Photoshop 需要做些
數學演算來重新定義這些區域，所

以當你放開滑鼠鍵後，應該就可以

看到不錯的效果。在這裡我修補了

左側頭髮上的一些紅色調，你可以

看到現在全都呈現紅色了。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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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9：

繼續在紅色頭髮上塗刷，將它加到

選取範圍內。看起來差不多之後，

回到「描圖紙」檢視將「透明度」

提高，看看目前結果如何。你可以

看到它已經重新偵測了一綹綹的頭

髮，並加到選取範圍中。如果有

某些區域看起來不夠好，你可以回

到「覆蓋」檢視下，按住 Option
（PC：Alt）鍵，將「調整邊緣筆
刷」設為「刪去」模式，然後在那

些區域上塗刷，將它們從選取範圍

剔除。接著放開 Option 鍵，再嘗
試塗繪一次。

Step 10：

現在讓我們切換到第三個檢視模

式，那就是「黑白」（K）。這個檢
視會以標準的圖層遮色片模式呈現

選取範圍，我主要用它來做清理的

作業。不是純白色的區域都會變成

透明的，所以雖然髮絲邊緣呈現透

明是 OK 的，但是主角本身必須是
純白色（背景則是純黑）。因此進

到這個檢視之後，將畫面放大，找

找是否有任何應該是白色卻非白

色的區域（如附圖，手和臉的地

方）。從「工具箱」取出「筆刷工

具」（B），然後在這些區域塗刷，
將它們也加到選取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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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1：

在完成「選取並遮住」之前，我

想提一下，雖然我曾經使用原本

在「調整邊緣」功能下的「邊緣偵

測」功能，但我發現現在不是那

麼需要了（「智慧型半徑」就是可

以判斷硬邊和柔邊的差異之技術，

所以它可以製作一個包含了兩者的

遮色片）。我也建議避免使用中央

「整體調整」區的滑桿，因為你會

花很多時間在上面。（你應該也會

想知道，哪些功能要避免。）在對

話框的底部有一個「淨化顏色」核

取框，它的功能是將邊緣像素去飽

和度，這樣一來當影像放在不同顏

色的背景上面時，邊緣的顏色才不

會露出馬腳。在它的底下，你可以

選擇結果要如何處理：要將選取好

的物件放在新的空白文件上，或者

放在這個文件的新圖層上，或者為

新圖層加上遮色片等等？在這裡，

讓我們在同一個文件上新增一個圖

層，所以選擇「新增圖層」，然後

按「確定」。

Step 12：

點按「確定」之後，你的影像就會

出現在透明的圖層上（如圖）。你

可以看到它的選取結果非常好。它

不會把每一根細微的髮絲都選取起

來，但是大部分重要的都選到了，

而且接下來我有幾個秘訣可以再幫

點忙。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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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3：

好，這是我幾年前在做合成構圖

時發現的。這個訣竅可以增加一

些細節，透過增加像素的方式，

將那些失去的髮絲找回來。聽起

很簡單，事實上也是。只要按

Command-J（PC：Ctr l-J）複
製圖層（主角圖層）。就這樣。只

要複製主角圖層，邊緣就會有層

疊的效果，髮絲瞬間看起來就會

更明確，而且可以補強脆弱的髮

絲區域。如果看起來太過了，那

就到「圖層」面板頂端，將這個

複製圖層的「不透明度」降低，

直到看起來恰當為止。接下來按

Command-E（PC：Ctrl-E）將
此複製圖層和原始主角圖層合併起

來。

Step 14：

另一個填補區域並將更多細節找

回來的秘訣，是使用「步驟記錄

筆刷工具」（Y），我叫它「筆刷的
復原」。現在從工具箱拿出這個工

具。這個筆刷的作用基本上就是復

原你剛剛的動作，塗刷到的區域之

原始影像就會恢復。你知道這對合

成來說有多方便嗎？看看影像四

周，如果有任何遮色片沒有遮好以

致喪失的區域，只要把它塗刷回來

就可以了。不過在塗刷的時候要注

意，筆刷設小一點，不要將任何灰

色背景塗回來。也許不是每一根頭

髮都有辦法找回來，但是如果有物

體不見了，你現在就知道可以拿出

這支筆刷將它塗回來。這可以幫上

很大的忙。使用這支筆刷時要記得

一件重要的事：如果改變了這個文

件的尺寸，或者裁切了文件，就沒

辦法回到最原始的狀態，因為它已

經改變了。因此這支筆刷要在做那

些動作之前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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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5：

接下來，開啟要當做合成圖的背景

影像。按 Command-A（PC：Ctrl 
-A）選取它，然後按 Command 
-C（PC：Ctrl-C）將它拷貝至記
憶體中。回到主角影像，然後按

Command-V（PC：Ctr l-V）將
它貼到此文件上。它會出現在主角

圖層的上方，所以到圖層順序中將

它拖曳到主角圖層底下（如圖）。

如果有需要的話，按 Command-T
（PC：Ctrl-T）啟用「任意變形」
來縮放背景尺寸（按 Command-0 
[PC：Ctrl-0] 來顯示控點），然後
按 Return（PC：Enter）鎖定變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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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6：

取決於背景和選取範圍的不同，你

可以會在主角四周看見一道白色毛

邊（在範例中，她右側的手腕和

包包的提把處有）。要移除毛邊的

話，到「圖層」面板點按主角圖

層，讓它成為活躍圖層，然後到

「圖層」主選單的「修邊」，然後選

擇「修飾外緣」。「修飾外緣」對

話框出現時（如圖），輸入 1（如
果是高解析度影像，就輸入 2 像
素），按「確定」，毛邊就不見了！

（Photoshop 基本上是將外圍的
邊緣像素，用一組融合了背景和主

角邊緣的新像素來取代，所以毛邊

會消失）。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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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7：

對背景來說，現在她看起來太暖

了一點，所以讓我們將她稍微去

飽 和 度。 首 先 Command- 點
按（PC：Ctrl- 點按）她的圖層縮
圖，將她的輪廓載入選取範圍。接

著點按「圖層」面板底部的「建立

新填色或調整圖層」圖示，在彈出

選單中選擇「色相╱飽和度」。這

會新增一個色相飽和度調整圖層，

而且選取範圍已經變成遮色片，所

以調整值就只會影響選取範圍內

部。到「內容」面板中，將「主

檔案」選單改成「黃色」，然後將

「飽和度」滑桿稍微向左拉，直到

她和背景融合得更好（在這裡我拉

到 -48）。這樣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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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大家提到「Photoshop 的魔術」時，「內容感知填滿」功
能就是其中之一。雖然我用這個工具來移除影像中令人分心的東

西已經很多年了，但是常常還是會驚豔於它優越的效果。此外它

又非常容易使用，因此對攝影師來說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強大工

具。

使用「內容感知
填滿」功能來移
除物體

Step 1：

在這張影像中有對情侶坐在岩石

上，轉移了觀賞者對主題（燈塔）

的注意力，所以最好能夠將他們從

影像中移除。

Step 2：

首先，要使用「內容感知填滿」工

具來移除情侶的話，只要拿出「套

索工具」（L）或任何你喜歡的選
取工具（例如「快速選取工具」、

「筆型工具」等等），將他們選取起

來。選取範圍就位之後，你可以將

該選取範圍向外擴張 4 像素左右
來協助「內容感知填滿」工具的作

業。所以到「選取」主選單的「修

改」下，選擇「擴張」。「擴張選取

範圍」對話框出現後（如圖），輸

入 4 像素並按「確定」，選取範圍
就會向外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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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接下來到「編輯」主選單下選擇

「填滿」。「填滿」對話框出現後，

從「內容」下拉選單中選擇「內容

感知」（如圖）。現在只要按下「確

定」，你就可以往椅背一靠，準備

讚嘆它的鬼斧神工（我知道，很

恐怖）。不僅這對情侶消失了，底

下的岩石也補得非常完美（這就是

它叫做「內容感知」填滿的原因，

它會感應要移除的物體四周背景，

然後很聰明地填滿本來會是白色空

洞的地方）。現在按 Command-D
（PC：Ctrl-D）取消選取。

Step 4：

唯一沒有填得很完美的，是原本被

其中一人擋住的太陽能板支架，

所以我們必須用「仿製印章工具」

來手動修掉。從工具箱拿出「仿

製印章工具」（S），在剩下的支
架 Option- 點 按（PC：Alt- 點
按）一下，然後向下延伸塗繪（如

圖，上。我也清理了一下周圍的

岩石）。如果你可以接受「內容感

知填滿」工具不是每一次都非常

完美，那麼你就會深深愛上它。

不過對我來說，大概 70%-80% 的
情況下都很有效（移除我不要的

東西），這代表我只需要做 20%

的工作（在這個範例中可能只有

3%），所以是很值得一試的。如果
它修得很完美，有時候的確是，那

就更好了對吧？此外，想移除的物

體之背後景物越隨機，「內容感知

填滿」通常效果就會越好。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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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另一個會讓你抓破頭，想知道背後的神奇數學運算的功能： 
Photoshop 可以讓你選取東西，將它移到影像某處，然後它會
自動修復物體原來的區域。這個功能並不是每張影像、每一次都

能奏效，也不是常常會用到的工具，不過當你需要時，它會發揮

很完美的功力，讓你下巴掉到地上。雖然它有時候不太好搞，但

是我會示範幾個秘訣來讓它更好用。

使用「內容感知
移動」來移動物
體，不留空洞

Step 1：

這是我們要處理的影像。在這裡，

我們要讓燈出現在影像右側，而非

左側。

Step 2：

從「工具箱」中拿出你慣用的選取

工具，然後將你想移除的物體選取

起來（範例中的燈、支架、插頭和

插座）。選取範圍不用很精確，但

是越接近越好。範圍選取好了之

後，將它向外擴展 4 像素左右，
這樣通常都會得到更好的「內容

感知移動」效果。所以到「選取」

主選單下的「修改」，選擇「擴

展」。「擴張選取範圍」對話框出現

後（如圖），輸入 4 像素並按「確
定」，選取範圍就會向外擴大這麼

多。

TIP：使用「內容感知移動」工具
來框出選取範圍

你可以使用「內容感知移動工具」

來繪製選取範圍，就像「套索工

具」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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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接下來到「工具箱」拿出「內容感

知移動工具」（如圖，收合在「修

復筆刷工具」和「修補工具」的同

一個選單下；或者直接按 Shift-J
直到出現）。現在點按你選好的物

體，將它們朝門的方向拖曳（如

圖）。原來的影像還會留在原位幾

秒鐘，等待你確認移動作業。

Step 4：

放開滑鼠鍵並按下 Return（PC：
Enter）鍵。魔法要花一點時間才
會出現（取決於檔案大小），不過

接著你會看到，不僅物體移動了，

原來會有空洞的位置也完全補好而

且填滿了（如圖）。不過還不要取

消選取。先保留選取範圍，尤其是

如果效果不夠好的情況，因為如

果選取範圍還在的話，你可以改

變 Photoshop 融入背景紋理的方
式。這要到選項列上的「結構和色

彩」設定值進行。很棒的是，因為

選取範圍還在，你可以選擇一個不

同的選項，它就會重新處理移動的

作業，所以你只要試試每一個選

項，然後找出效果最好的一個即

可（重申一次，只有在有問題時才

需要這麼做）。還有，你選擇的數

字越高，Photoshop 就會使用更
多真正的背景來製作紋理或色彩混

合。在某些情況下會看起來更逼

真，不過有時候也可能看起來怪

異，所以如果看起來不太對，最好

每個都試一試。（註：需要時，你

也可以切換到「污點修復筆刷」來

清理任何殘留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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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必殺密技

如何將「陰影／亮部」製作成

調整圖層

嗯，技術上來說它不是調整圖

層，但是運作方式會完全像是調

整圖層。做法如下：首先到「濾

鏡」主選單選擇「轉換成智慧

型濾鏡」（它會將圖層轉為智慧

型物件）。接著到「影像」主選

單的「調整」下，選擇「陰影

／亮部」。現在選擇你喜歡的設

定值，然後按「確定」。看一下

「圖層」面板，你會發現圖層下

面附帶著一個圖層遮色片（就像

調整圖層一樣），如果在「陰影

／亮部」一詞上面按兩下，它就

會重新開啟對話框，顯示出上

一次的設定值（就像調整圖層

一樣）。此外，就像調整圖層一

樣，如果你在名稱右側的小小調

整滑桿圖示上按兩下，它就會開

啟對話框讓你改變混合模式和不

透明度。你可以點按「眼睛」圖

示來開關調整效果，也可以隨時

刪除它。

改變鏡頭反光的位置

當你使用「反光效果」濾鏡時

（位在「濾鏡」主選單的「演算

上色」下），它會將反光放在影

像的中央，但是事實上只要在濾

鏡的「預視」視窗中拖曳反光的

中心，你就可以選擇它的位置

（此舉會大幅改變反光的效果）。

對了，套用這個濾鏡的一個很好

的方式是加入新圖層，填入黑

色，然後套用濾鏡，將它的圖層

混合模式改為「濾色」，它就會

與影像融合，這樣就能將它任意

拖曳到你要的位置（如果出現邊

緣的話，加上圖層遮色片，然後

用大號的柔邊黑色筆刷將邊緣塗

掉）。

不確定哪一個是正確的混合模

式？

那就按 Shift-+ 一個個套用所有
的圖層混合模式，這樣就能快速

找出效果最好的一個。

如果改變筆刷檢選取器中的 
筆刷順序

到「編輯」主選單的「預設集」

下，選擇「預設集管理員」。對

話框出現後，在預設值下它會顯

示所有的筆刷，現在你只要將筆

刷拖曳成你要的順序即可，排列

好之後，按「完成」按鈕。

改變參考線的顏色

想要改變從尺標拉出來的參考線

顏色嗎？只要先拉出一條參考

線，直接在它上面點兩下，它就

會開啟「偏好設定」對話框中的

「參考線、格點與切片」，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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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想要使用的顏色。你也可以

按 Command-K（PC：Ctrl-K）
然後按左邊的「參考線，格線和

切片」。

「填滿」欄位的作用

在「圖層」面板中，「不透明

度」欄位的下方有一個「填滿」

欄位，自從推出以來，讓很多

Photoshop 使用者抓破頭，不
知道作用是什麼。只有當你套用

了諸如陰影或斜角等圖層樣式

時，它才會生效。如果圖層上有

物件，然後你套用了陰影並降低

「不透明度」，物體和陰影都會

一起變淡，對吧？但是如果你降

低「填滿」的話，物體會開始變

淡，但陰影會維持 100%。

將圖層平面化的隱藏快速鍵

技術上來說，「平面化」指令並

沒有鍵盤快速鍵，但是我常常

使用標準的快速鍵來平面化影

像。那就是 Command-Shift-E
（PC：Ctrl-Shift-E）。這實際上
是「合併可見圖層」的快速鍵，

所以只有當你沒有隱藏圖層時才

有用，不過我通常都沒有，所以

一向都奏效。

自訂 HUD下拉檢色器

在使用「筆刷」工具時，可以按

Command-Option-Ctrl（PC：
Alt-Shift），然後點按（PC：按右
鍵），螢幕上就會出現一個抬頭檢

色器。此外，你知道你也可以選

擇想要的 HUD類型和尺寸嗎？按
Command-K（PC：Ctrl-K） 開

啟 Photoshop偏好設定，點按左
側的「一般」，然後在「一般」偏

好設定靠近頂端的地方，有一個

HUD檢色器下拉選單，可讓你選
擇樣式和尺寸。

在使用中更換筆刷的混合模式

如果你想更改目前筆刷的混合模

式但不想跑到上面的選項列，只

要在影像任一處 Control-Shift-
點按（PC：Shift- 按右鍵），就

會出現一個筆刷工具之混合模式

的選單。

製作投射陰影

要製作投射陰影（而非下拉式陰

影）的話，首先在被攝主題上套

用一個「陰影」圖層樣式（到

「圖層」面板底部的「增加圖層樣

式」彈出選單選擇「陰影」，改變

設定值，然後按「確定」），然後

到「圖層」主選單的「圖層樣式」

下，選擇「建立圖層」。它就會

將陰影放在獨立的圖層上。點按

新的圖層，然後按 Command-T
（PC：Ctrl-T）啟動「任意變形」。
現 在 按 住 Command（PC：
Ctrl）鍵，拉住中央控點，然後
依 45º角方向拉成投射陰影（就
像陰影投射到地板上一樣）。

在圖層之間拷貝圖層遮色片

如果你製作了一個圖層遮色片，

然後希望同樣的遮色片出現在另

一個圖層上，那就按住 Option
（PC：Alt）鍵，將遮色片拖曳
到你想要的圖層上。它就會製作

一個拷貝，保留原來的不動。如

果你是要將遮色片從一個圖層移

動到另一個圖層，那就不要按住

Option 鍵，直接將遮色片拖曳
到你的目標圖層上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