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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圖層樣式創造影像效果

• 每個圖層都擁有自己的樣式圖層都擁有自己的樣式圖層都擁有自己的樣式圖層都擁有自己的樣式, 如圖層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不透明度不透明度不透明度不透明度、影像混合模式影像混合模式影像混合模式影像混合模式等。除了在圖層
上進行編輯影像的動作外, 也可以對圖層本
身的樣式做進一步的設定, 例如改變圖層的
不透明度, 製造出半透明的影像合成效果半透明的影像合成效果半透明的影像合成效果半透明的影像合成效果、
在平面影像上加入突起突起突起突起或凹陷凹陷凹陷凹陷的區域等。
現在 Photoshop 將一些常用的效果都內建在
圖層樣式中, 只要在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交談窗中做些
設定, 即能為影像增添特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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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樣式交談窗

• 可以用下列 2 種方法開啟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交談窗。

1 在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上直接雙按圖層。

2 從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選單中執行混合選項混合選項混合選項混合選項命令 (亦可
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混合選項混合選項混合選項混合選項命令)。

4

圖層樣式交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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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混合

• 不透明不透明不透明不透明：其值介於 0%~100%, 當值為 0% 時, 

表示圖層完全透明；值為 100% 時, 則圖層
將完全不透明 (這裡的不透明不透明不透明不透明值, 也可以在
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上設定)。在開啟的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
交談窗中設定不同的不透明不透明不透明不透明值, 則因為圖層圖層圖層圖層
1圖層的影像顯示了不同程式的不透明效果, 

便會與下方的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混合成不同的影像
效果。

6

套用圖層樣式

• Photoshop 將一些常用的
效果都內建在圖層樣式中, 

可以在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交談窗中
找到這些特殊效果 (也可
以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命
令, 在子功能表中找到同
樣的樣式, 或者按下圖層圖層圖層圖層
浮動視窗下方的增加圖層增加圖層增加圖層增加圖層
樣式樣式樣式樣式鈕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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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圖層陰影－陰影

• 為了在平面影像上製造層次感, 常會對影像
上的物件 (例如文字或圖案) 製作陰影的效果, 

使物件產生立體效果。

• 在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上點選圖層圖層圖層圖層 2 , 使其成為作
用中的圖層, 然後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陰影陰影陰影陰影命
令, 在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交談窗裡設定想要的陰影效
果, 此時可直接在影像上預覽應用的樣式。

8

製作圖層陰影－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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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圖層內陷效果－內陰影

• 有時將影像的某些區域挖空, 或是製造部分
區域被裁剪掉的效果, 這個時候使用內陰影內陰影內陰影內陰影
可以達到此種效果。首先使圖層圖層圖層圖層 1為作用
中圖層, 接著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內陰影內陰影內陰影內陰影命
令, 設定想要的鏤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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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圖層內陷效果－內陰影

12

製作圖層外緣光暈－外光暈

• 在複雜的影像上, 有時為了突顯某個物件或
主題, 會為它製作光暈的樣式, 一方面可以
強調主題, 一方面也可以將它與複雜的背景
分離開來。將圖層圖層圖層圖層 1設定為作用圖層, 接著
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外光暈外光暈外光暈外光暈命令, 在交談窗
中設定想要的光暈效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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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圖層外緣光暈－外光暈

14

製造圖層內緣光暈－內光暈

• 同樣的手法, 也可以對某個選取範圍內應用
內光暈內光暈內光暈內光暈的樣式, 製作稍微強調主題的影像
來。要在影像上應用內光暈的效果, 產生略
帶朦朧的主題圖案來。同樣的使圖層圖層圖層圖層 1為
作用中圖層, 接著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內光內光內光內光
暈暈暈暈命令, 設定想要的效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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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圖層內緣光暈－內光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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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圖層效果－斜角和浮雕

• 為了突顯文字或部分影像的立體感, 在製作
立體或浮雕文字, 或是強調部份影像時, 經
常使用斜角和浮雕斜角和浮雕斜角和浮雕斜角和浮雕手法來加強它的線條。

• 針對圖層圖層圖層圖層 1加上圖層樣式。將圖層圖層圖層圖層 1設定
為作用圖層, 接著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斜角斜角斜角斜角
和浮雕和浮雕和浮雕和浮雕命令, 在樣式列示窗裡設定突起的形
式為枕狀浮雕枕狀浮雕枕狀浮雕枕狀浮雕, 並將方向方向方向方向設為上上上上。

18

立體圖層效果－斜角和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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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圖層效果－斜角和浮雕

• 接著選取圖層圖層圖層圖層 2 , 

同樣執行『斜角和斜角和斜角和斜角和
浮雕浮雕浮雕浮雕』命令, 但是
這次在樣式樣式樣式樣式列示窗
中選擇浮雕浮雕浮雕浮雕效果, 

然後將方向方向方向方向設為
下下下下。

20

立體圖層效果－斜角和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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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和的絲緞效果－緞面

• 緞面緞面緞面緞面能使影像邊緣產生柔化的效果。請執
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緞面緞面緞面緞面命令, 開啟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
交談窗：

22

柔和的絲緞效果－緞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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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和的絲緞效果－緞面

24

單色覆蓋效果－顏色覆蓋

• 顏色覆蓋顏色覆蓋顏色覆蓋顏色覆蓋能在影像上覆蓋單一色彩。請執
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顏色覆蓋顏色覆蓋顏色覆蓋顏色覆蓋命令, 開啟圖層圖層圖層圖層
樣式樣式樣式樣式交談窗來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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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色覆蓋效果－顏色覆蓋

26

替圖層覆蓋上漸層色－漸層覆蓋

• 漸層覆蓋漸層覆蓋漸層覆蓋漸層覆蓋與顏色覆顏色覆顏色覆顏色覆蓋同樣都能產生色彩覆
蓋的效果, 只不過漸層覆蓋漸層覆蓋漸層覆蓋漸層覆蓋覆蓋的是漸層
色。請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漸層覆蓋漸層覆蓋漸層覆蓋漸層覆蓋命令, 

開啟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交談窗做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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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圖層覆蓋上漸層色－漸層覆蓋

28

替圖層覆蓋上漸層色－漸層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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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圖層樣式轉換成一般圖層

• 如果想將圖層樣式轉換成一般的影像圖層, 

可以選取要轉換的圖層後, 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 圖層圖層圖層圖層
樣式樣式樣式樣式/ 建立圖層建立圖層建立圖層建立圖層命令, 則原套用的效果便會
轉換成剪裁遮色片的圖層。選取該剪裁遮
色片圖層, 再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選單中的向向向向
下合併圖層下合併圖層下合併圖層下合併圖層命令, 便可以將圖層樣式轉換成
一般圖層, 再進行其他的編輯。

30

替圖層覆蓋上圖樣－圖樣覆蓋

• 圖樣覆蓋圖樣覆蓋圖樣覆蓋圖樣覆蓋是將圖樣當作填色覆蓋在影像上
的效果。請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樣覆蓋圖樣覆蓋圖樣覆蓋圖樣覆蓋命
令, 開啟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交談窗來設定：



16

31

替圖層覆蓋上圖樣－圖樣覆蓋

32

製作描邊效果－筆畫

• 筆畫筆畫筆畫筆畫特效可以利用筆畫的粗細為影像描
邊。請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筆畫筆畫筆畫筆畫命令, 開啟
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交談窗來做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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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描邊效果－筆畫

34

製作描邊效果－筆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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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群組圖層製作裁切的效果

• 在 Photoshop 裡，可以將數層圖層群組起來, 

如此圖層顯示或作用的範圍將會依循群組
中上下圖層的關係而定 (群組中上面圖層只
能顯示在下面圖層的影像範圍裡), 進而製造
出如同遮色片裁切影像般的效果。

36

建立圖層群組

• 建立群組時, 先選定一個圖層, 按下 Alt 鍵不
放, 當指標移至上 (或下) 鄰近圖層的分界間, 

可以看到指標形狀變成 的樣子, 此時按
下滑鼠左鈕就可以將這二個圖層群組起
來。群組中最下層圖層的圖層名稱會出現
底線, 即表示群組後的影像顯示範圍不會超
出該圖層的影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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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圖層群組

• 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建立剪裁遮色片建立剪裁遮色片建立剪裁遮色片建立剪裁遮色片命令, Photoshop 會
自動將選定的圖層和下面一層的圖層群組起
來。

• 可以重複利用上面的技巧來群組多個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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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剪圖層群組的效果

• 以一個完整的例子來介紹圖層群組的裁切
動作：

Step1-先決定想要群組的圖層及相關的排列關係, 

下圖中可以看到底圖底圖底圖底圖 2及底圖底圖底圖底圖 1分別要配給另
一圖層以做為裁切後顯示出來的影像。現在將
遮色片遮色片遮色片遮色片 1 與底圖底圖底圖底圖 1 圖層先群組起來：

40

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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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剪圖層群組的效果

Step2-接下來繼續群組遮色片遮色片遮色片遮色片 2與底圖底圖底圖底圖 2 圖層。可
以看到群組後底圖底圖底圖底圖 2的效果只在 Photoshop 的文
字裡顯示, 其他部分的顯示效果則被文字裁切
了。

42

裁剪圖層群組的效果

Step3-大功告成後, 可以合併圖層或將影像平面化
(就是將所有的圖層影像合併到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中) 以便
輸出到其他影像或軟體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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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圖層的群組

• 以下提供 2 種方法，解除圖層的群組：

1 將指標移至欲解除群組的圖層和下面圖層的分
界線間, 按下 Alt 鍵不放, 用滑鼠再按一下 (這也
是建立群組的方法)。

2 選定要解除群組的圖層, 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解散群組解散群組解散群組解散群組命
令, 可以解除作用圖層與上層群組間的群組關係
(從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來看, 即是解除作用圖層之上
的群組圖層)。

44

圖層邊緣的修飾功能

• 使用圖層合成影像時, 由於圖層的影像皆是
由部份或其他影像複製或剪貼而來, 選取的
邊緣難免有些粗糙。這些邊緣上的雜點並
不是影像本身的問題, 而是 Photoshop 裁切
或複製選取區域時所產生的結果。所幸我
們可以利用圖層圖層圖層圖層/修邊修邊修邊修邊次功能表中的命令來
去除掉這些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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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邊緣的修飾功能

– 修飾外緣修飾外緣修飾外緣修飾外緣：請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修邊修邊修邊修邊/修飾外緣修飾外緣修飾外緣修飾外緣命令, 此時
會出現修飾外緣修飾外緣修飾外緣修飾外緣交談窗, 在交談窗設定要去除的寬寬寬寬
度度度度 (以像素為單位), 就可以達到去邊的效果。

46

圖層邊緣的修飾功能

– 移除黑色邊緣調合移除黑色邊緣調合移除黑色邊緣調合移除黑色邊緣調合：這項功能可以將影像邊緣
的黑色邊去掉, 適用於由色調較暗的影像中選取
範圍, 貼到色調較亮的影像上時使用。可以執行
圖層圖層圖層圖層/修邊修邊修邊修邊/移除黑色邊緣調合移除黑色邊緣調合移除黑色邊緣調合移除黑色邊緣調合命令來移除黑
邊。不過, 執行此動作會以很細微的方式進行調
合, 放大邊緣部份來檢視此動作的效果。若檔案
較大, 要調合的邊緣較寬, 可試著多執行幾次, 以
取得較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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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邊緣的修飾功能

48

圖層邊緣的修飾功能

– 移除白色邊緣調合移除白色邊緣調合移除白色邊緣調合移除白色邊緣調合：功能同上, 適用於由色調較
亮的影像選取區域, 貼到色調較暗的影像上。可
以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修邊修邊修邊修邊/移除白色邊緣調合移除白色邊緣調合移除白色邊緣調合移除白色邊緣調合命令來去
除白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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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色圖層

• Photoshop 的填色圖層功能可將填色效果變
成圖層的方式來處理, 填色圖層和調整圖層
與影像圖層都具有相同的不透明度和混合
模式選項, 而且可以使用重新排列、刪除、
隱藏及複製等方法來進行編編。填色圖層
的種類有 3 種, 包括純色純色純色純色、漸層漸層漸層漸層、和圖樣圖樣圖樣圖樣。

50

建立填色圖層

• 請選取要建立填色的
圖層或範圍,然後按下
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中的建立建立建立建立
新增填色或調整圖層新增填色或調整圖層新增填色或調整圖層新增填色或調整圖層鈕,     

在開啟的選單中選擇要建
立的填色圖層類型。



26

51

純色

• 執行純色純色純色純色命令之後, 並在檢色器檢色器檢色器檢色器交談窗中選
擇顏色後, 整張影像會被色彩填色色彩填色色彩填色色彩填色圖層覆蓋, 

可以利用圖層遮色片或圖層混合模式來變化
影像。

52

純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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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純色

54

漸層

• 執行漸層漸層漸層漸層命令, 可在漸層填色漸層填色漸層填色漸層填色交談窗中設定
漸層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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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漸層

56

圖樣

• 執行圖樣圖樣圖樣圖樣命令, 可在圖樣填色圖樣填色圖樣填色圖樣填色交談窗中設定
要以何種圖樣來進行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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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圖樣

58

更改填色圖層

• 若想要更改填色圖層, 請選取要更改的填色
圖層後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更改圖層內容更改圖層內容更改圖層內容更改圖層內容命令, 再選取
其他的填色圖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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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調整圖層修飾影像色彩

• 調整圖層調整圖層調整圖層調整圖層和一般圖層一樣具有獨立編輯的特
性, 其功能是在不影響影像本身的前提下針
對影像的色彩做調整。可以依需要將調整圖
層套用在某些或所有圖層上, 使其仍能保有
原來的影像, 往後只要再對調整圖層加以編
輯, 就能製作出完全不同感覺的影像。

• 調整圖層永遠伴隨著它本身的圖層遮色片。
在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上選定調整圖層時, 可以從
遮色片圖示上看出這項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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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調整圖層修飾影像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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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調整圖層

• 可以用下面 3 種方法來新增調整圖層：

1 選定要加入調整圖層的圖層, 然後在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
窗下方按下建立新增填色或調整圖層建立新增填色或調整圖層建立新增填色或調整圖層建立新增填色或調整圖層鈕, 即可在
選單中選擇要新增的調整圖層效果。

2 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新增調整圖層新增調整圖層新增調整圖層新增調整圖層命令, 在子功能表中執
行欲新增的調整圖層效果。

3由選取範圍製作調整圖層：在影像上建立選取
範圍後, 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新增調整圖層新增調整圖層新增調整圖層新增調整圖層子功能表中的
命令, 即會開啟如下的新增圖層新增圖層新增圖層新增圖層交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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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調整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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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調整圖層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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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調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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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調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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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調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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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調整圖層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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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調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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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調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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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調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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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調整圖層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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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調整圖層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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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調整圖層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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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調整圖層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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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調整圖層

• 可以使用繪圖或編輯工具來編輯調整圖層, 

這裡列出 3 項編輯的原則可供參考：

1 不想應用色彩調整的區域, 可以將它填上黑色, 表
示完全遮色片、不對其下的圖層影像做調整。

2 想要將調整的效果完全套用在影像上時, 在圖層
遮色片上填上白色, 白色的區域表示沒有遮色片
的效果, 這些部分的影像將會受到影響。

3 在圖層遮色片上填塗灰色時, 表示部分的影像會
套用調整圖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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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圖層的套用範圍

• 調整圖層可以套用在單一、群組或所有圖層
上。

– 套用在所有的圖層上套用在所有的圖層上套用在所有的圖層上套用在所有的圖層上 (圖一)：建立調整圖層時, 

Photoshop 預設將之套用在它之下的所有圖層
上。

– 套用在單一圖層上套用在單一圖層上套用在單一圖層上套用在單一圖層上 (圖二)：要將調整圖層套用在
單一圖層上, 可先將圖層群組起來, 此時調整圖層
的效果將只會套用在這個圖層上。

– 套用在群組圖層上套用在群組圖層上套用在群組圖層上套用在群組圖層上：將欲套用調整圖層效果的多
個圖層都與調整圖層群組起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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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圖層的套用範圍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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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圖層的套用範圍 (圖二)

80

合併圖層與影像平面化

• 使用圖層的最大好處是能獨立操作部分影
像, 但有時過多的圖層會耗去相當多的記憶
體, 且並不是所有的影像編輯軟體都支援包
含圖層資訊的圖檔格式。需要將幾層甚至
全部的圖層合併進行影像平面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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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合併圖層
• 向下合併圖層能直接將目前作用的圖層和它
下方的圖層合併。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選單中
的向下合併圖層向下合併圖層向下合併圖層向下合併圖層命令 (或直接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向下向下向下向下
合併圖層合併圖層合併圖層合併圖層命令)。

82

向下合併圖層

•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圖層間有連結關係時, 

則此項命令會變為合併連結圖層合併連結圖層合併連結圖層合併連結圖層, 如果圖層
間有群組的關係時, 則命令會變為合併剪裁合併剪裁合併剪裁合併剪裁
遮色片遮色片遮色片遮色片；執行該命令時, 會將連結的圖層或
群組的圖層合併, 合併結果會存入參與合併
的最下一層圖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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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可見圖層

• 可以選擇將所有顯示出來的圖層圖層圖層圖層合併, 請在
圖層浮動視窗選單中執行合併可見圖層合併可見圖層合併可見圖層合併可見圖層命
令 (或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合併可見圖層合併可見圖層合併可見圖層合併可見圖層命令)。

• 合併時, 只會將顯示出來的圖層合併成一個
圖層, 合併後的結果會存入最下面一層的圖
層。如果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有顯示出來, 那麼合併後
的結果會存入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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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可見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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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平面化

• 執行影像平面化功能時, Photoshop 會將所有可
見的影像 (包含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 合併, 捨棄掉其他隱
藏圖層, 並將結果存入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中。可以執行
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選單中的影像平面化影像平面化影像平面化影像平面化命令 (亦可
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影像平面化影像平面化影像平面化影像平面化命令) 來平面化影像。

• 在平面化時, 如果影像中有隱藏圖層, 則
Photoshop 會出現警告訊息, 詢問是否要捨去這
些未顯示的圖層, 按下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鈕即可將影像平面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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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平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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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圖層構圖記錄影像中不同圖
層的設定

• 在 Photoshop 和 ImageReady中提供了圖層圖層圖層圖層
構圖構圖構圖構圖這項功能, 可以在編輯影像時, 記錄影
像中不同圖層的設定。當想要檢視不同的
圖層效果時, 只要在圖層構圖圖層構圖圖層構圖圖層構圖浮動視窗中切
換記錄即可。

88

圖層構圖浮動視窗

• 請執行視窗視窗視窗視窗/圖層構圖圖層構圖圖層構圖圖層構圖命令來開啟圖層構圖圖層構圖圖層構圖圖層構圖
浮動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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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圖層構圖

• 新增任一調整圖層, 或是將衣衣衣衣圖層顯示出來, 

再按下圖層構圖圖層構圖圖層構圖圖層構圖浮動視窗下方的 鈕, 便
會依據目前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中的狀態新增一
個圖層構圖。由於圖層構圖可以記錄 3 種
不同的選項, 所以會出現新增圖層構圖新增圖層構圖新增圖層構圖新增圖層構圖交談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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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圖層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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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圖層構圖

92

複製圖層構圖

• 若想要複製構圖, 只要拉曳要複製的圖層構
圖至圖層構圖圖層構圖圖層構圖圖層構圖浮動視窗下方的建立新增圖新增圖新增圖新增圖
層構圖層構圖層構圖層構圖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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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不同的圖層構圖記錄

• 新增完不同的記錄後, 請利用圖層構圖圖層構圖圖層構圖圖層構圖浮動
視窗下方的套用上一個選取的圖層構圖套用上一個選取的圖層構圖套用上一個選取的圖層構圖套用上一個選取的圖層構圖鈕
和套用下一個選取的圖層構圖套用下一個選取的圖層構圖套用下一個選取的圖層構圖套用下一個選取的圖層構圖鈕來檢視不
同記錄的影像狀態。或者也可以按下記錄
左方的切換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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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不同的圖層構圖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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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圖層構圖記錄

• 只要先重新編輯好圖層的內容, 再選取要更
新的圖層構圖後, 按下圖層構圖圖層構圖圖層構圖圖層構圖浮動視窗下
方的更新圖層構圖更新圖層構圖更新圖層構圖更新圖層構圖鈕, 便會將新的圖層狀態
覆寫在目前的圖層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