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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 的自動
執行功能

資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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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動作與動作組合

• Photoshop 提供了動作動作動作動作功能, 可讓使用者將
一連串的功能操作整合在一起, 然後利用一
個命令一次執行完這一連串的動作。因此
動作動作動作動作功能主要是利用來處理重複性高的影
像處理工作, 並且確保多張影像的處理過程
能一致化。除此之外, 還可以將多個動作集
合起來成為一組動作組合動作組合動作組合動作組合, 針對不同的影像
處理需求來做管理, 使操作上更便捷、更有
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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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動作浮動視窗

• 在建立動作之前, 先來認識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浮動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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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動作浮動視窗

• 選擇以按鈕或清單的模式來顯示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浮動視
窗中的動作。上圖就是以清單模式呈現, 若要
切換成按鈕模式, 只要勾選浮動視窗選單中的
按鈕模式按鈕模式按鈕模式按鈕模式命令即可 (取消勾選則可切換回清單
模式)。以清單模式的優點是可以看到動作中
的每一個命令、動作以及命令的詳細數值資
料；而按鈕模式由於會以不同色彩顯示各動
作, 所以便於選擇動作和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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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動作浮動視窗

• 開啟一張影像時, 可以看到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浮動視窗上
已經有個預設動作預設動作預設動作預設動作動作組合, 其中已有不少
動作存在, 這是 Photoshop 預設的動作範例, 

藉助它們輕鬆的對影像做出一連串的處理, 

例如加上陰影、加上木紋外框…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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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動作組合
• 為了能更有效率的管理動作, Photoshop 提供
了動作組合動作組合動作組合動作組合的功能, 依據不同的工作需求來分
類、組織動作。因此簡單來說, 動作組合就是
動作的資料夾, 主要功能就是用來分類管理動
作。

• 建立新的動作組合

– 按下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浮動視窗上的建立新增組合建立新增組合建立新增組合建立新增組合鈕, 輸入組
合名稱後, 按下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鈕, 即可新建一組動作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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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動作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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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製動作

• 在動作的錄製過程中, Photoshop 會將所有
操作命令和設定都記錄在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浮動視窗。
但有時在錄製的過程中, 可能會發現有些命
令並沒有被記錄到浮動視窗上, 對於這些不
可預期的意外, 可以暫時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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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製動作
Step1-請在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浮動視窗上按一下建立新增動作建立新增動作建立新增動作建立新增動作
鈕, 此時會出現新增動作新增動作新增動作新增動作交談窗, 在交談窗中除
了直接輸入動作的名稱名稱名稱名稱並選擇功能鍵功能鍵功能鍵功能鍵外, 還可指
定要將此動作歸類到哪個動作組合下。如果尚
不確定要使用什麼名稱的話, 可先按下記錄記錄記錄記錄鈕開
始錄製, 稍後再修改名稱和功能鍵等設定。

10

錄製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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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製動作

Step2-按下記錄記錄記錄記錄鈕就可以開始錄製動作。接下來
我們要示範錄製陰影的效果, 請雙按圖層縮圖, 

將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轉換成一般圖層, 待會在此一般圖層
加上圖層樣式。再執行影像影像影像影像 /版面尺寸版面尺寸版面尺寸版面尺寸命令, 為
陰影預留空白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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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製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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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製動作

Step3-接著請按下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的增加圖層樣式增加圖層樣式增加圖層樣式增加圖層樣式
鈕, 設定陰影的效果。預留的空白區域在右下方, 

在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交談窗中, 將角度角度角度角度值設為 120, 間距間距間距間距
和尺寸尺寸尺寸尺寸則設定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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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製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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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製動作

Step4-按下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
窗的建立新增圖層建立新增圖層建立新增圖層建立新增圖層鈕, 

並將新增的圖層移至
圖層堆疊順序的最下
層, 填入白色。

16

錄製動作

Step5-最後執行影像平影像平影像平影像平
面化面化面化面化命令, 便完成陰
影效果的錄製。錄
製完成後, 在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浮
動視窗上按一下停停停停
止播放止播放止播放止播放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鈕, 開
始記錄鈕就會恢復
成黑色, 表示結束錄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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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動作內容

• 錄製完後, 就可在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浮動視窗上看到錄製
好的命令及設定值, 在命令的左邊看到
和 圖示(以清單模式顯示), 這兩個圖形是
用來展開或隱藏動作內容(設定值)的按鈕, 

在 圖示上按一下可以隱藏動作內容, 按
圖示可以展開動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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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動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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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動作

• 動作會針對目前正在作用中的圖檔執行。播
放動作的方式可依習慣選擇不同的方式：

1 直接按下該動作所指定的功能鍵, 如 F2 鍵。

2 在按鈕模式下的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浮動視窗中直接按下要播
放的動作。

3 點選動作後, 按下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浮動視窗上的播放選取的播放選取的播放選取的播放選取的
動作動作動作動作鈕來播放動作。

4 在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浮動視窗中選取動作後, 選擇其選單的播播播播
放放放放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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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動作

• 利用之前錄製的動作, 套用在下面的影像上：

Step1-請在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浮動視
窗中點選之前錄製的
動作後, 按下播放選播放選播放選播放選
取的動作取的動作取的動作取的動作鈕, 就可以
從該動作的第 1 個命
令開始依序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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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動作

Step2-下圖是播放完動作
後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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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動插入命令

• 在錄製動作時, 可能會發現某些命令無法記
錄在動作中。對於這些命令, 可以用手動的
方式, 在錄製的過程中或在錄製完後, 再將
這些命令插入動作中。

– 插入無法錄製的命令

– 插入停止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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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無法錄製的命令

• 對於無法錄製的命令或是臨時要增加的命令, 

可選擇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浮動視窗選單中的插入選單項目插入選單項目插入選單項目插入選單項目
命令, 將需要的命令加到動作清單中。以下手
動插入命令的方式。

Step1-接續前例, 在動作的
命令清單中, 選擇要插入
命令的地方(插入的命令
會出現在所選項目的下
方)

24

插入無法錄製的命令
Step2-選取動作浮動視窗選單中的插入選單項目插入選單項目插入選單項目插入選單項目命
令, 開啟插入選單項目插入選單項目插入選單項目插入選單項目交談窗, 再執行需要的命令
即可。例如執行濾鏡濾鏡濾鏡濾鏡 /藝術風藝術風藝術風藝術風 /水彩水彩水彩水彩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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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無法錄製的命令

Step3-加入命令之後, 水彩水彩水彩水彩命令將會立即顯示在動動動動
作作作作浮動視窗上, 如果要針對此命令做進一步設定
時, 可以直接雙按工具浮動視窗上的水彩水彩水彩水彩命令
(注意, 必須先開啟任一圖檔)以改變相關設定。

26

插入無法錄製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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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按動作中的命令名稱時
• 在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浮動視窗上雙按命令名稱後, 原則上會
直接執行該命令。當該命令本身含有交談窗
可設定時, 則不但會開啟交談窗設定該命令中
的各項設定值, 且這次的設定值將覆蓋掉原有
的設定值, 成為此命令預設的設定值 (也
就等於重新錄製該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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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停止命令

• 在播放動作時, 若需暫時停止, 執行一些無
法錄製的功能, 或查看目前的工作進度時, 

就可以在動作中加入停止停止停止停止功能, 並可在停止
時顯示一些簡短訊息, 提示該做什麼額外的
操作；然後只需在交談窗中按下繼續繼續繼續繼續鈕, 就
可讓動作繼續執行了。

• 以前面錄製的動作為例, 假設要在陰影效果
濾鏡執行完後先行暫停, 好觀察一下效果, 

那麼就可以利用停止停止停止停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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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停止命令
• 此時可以在在目前圖層中在目前圖層中在目前圖層中在目前圖層中, 組合圖層樣式組合圖層樣式組合圖層樣式組合圖層樣式命
令下面插入一個停止停止停止停止命令。

Step1-請點選動作中的在目前圖層中在目前圖層中在目前圖層中在目前圖層中, 組合圖層樣組合圖層樣組合圖層樣組合圖層樣
式式式式命令 (停止停止停止停止功能將插入在所選命令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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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停止命令
Step2-在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浮動視窗選單中執行插入停止插入停止插入停止插入停止命令, 

然後在記錄停止記錄停止記錄停止記錄停止交談窗的訊息訊息訊息訊息欄位中輸入需要
的提示訊息；停止後如果還需要繼續執行下面
的動作時, 務必勾選可繼續可繼續可繼續可繼續選項。最後按下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鈕確定插入停止停止停止停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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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繼續選項的勾選與否將造成的
不同結果

• 在記錄停記錄停記錄停記錄停
止止止止交談窗
有否勾選
可繼續可繼續可繼續可繼續選
項, 將造成
截然不同
的結果：

32

插入停止命令
Step3-新增加的停止功能, 已經列入動作清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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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動作中部分命令

• 在播放動作時, 如果有一些命令不想執行, 

可以藉著在切換項目開切換項目開切換項目開切換項目開/關關關關欄上取消其勾選
的方式, 來讓動作跳過此命令不執行。取消
打勾即表示暫時
關閉此命
令不執行
它；勾選
就表示要
執行此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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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動作中部分命令
• 當動作內的某些命令處於關閉(不勾選)的狀態
時, 動作名稱旁的打勾圖示會以紅色顯示；若
所有命令都被勾選, 則動作名稱旁的打勾圖示
會以黑色顯示。而當動作內的所有命令都被
關掉時, 該動作旁的打勾圖示也會跟著消失。

• 若如果要執行該動作的所有命令時(也就是要
勾選所有命令時), 請按一下動作名稱旁的紅色
打勾圖示；若要取消動作下的所有命令, 請按
一下動作名稱旁的黑色打勾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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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動作中部分命令

36

設定對話框

• 對話框的設定, 其實是指在播放動作的過程
中, 是否要出現交談窗做各項數值設定。如
果不設定開啟對話框的話, 原則上
Photoshop 將以動作中所設定數值來處理, 

如果設定了開啟對話框, 就可以在執行到此
步驟時, 出現交談窗針對目前所處理圖檔來
設定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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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對話框

38

動作的編輯

• 建立完成的動作, 還是可以對它的內容(各命
令)做移動、複製、刪除等編輯功能, 利用這
些技巧, 就可以更方便地編輯各個動作。

– 更改動作的順序

– 在動作中增加其他命令

– 重新錄製動作與命令

– 複製動作和命令

– 刪除命令或整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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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動作的順序

• 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浮動視窗中動作的各命令是由上到下
依序執行的, 只需點選命令後, 用滑鼠拉曳
到適當位置, 即可任意調整命令的執行順
序。也可以將命令拉曳、搬移到其它的動
作中。

40

更改動作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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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動作中增加其他命令
• 如果要在已經建立好的動作中, 以錄製的方式
加入其它命令, 請點選要加入命令的位置(新
錄製的命令將出現在所選命令下方), 然後直
接錄製就可以了。

42

重新錄製動作與命令

• 如果要修改動作中各命令, 或單一命令的設
定值, 就要利用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浮動視窗選單的再記錄再記錄再記錄再記錄
命令, 此時 Photoshop 會執行該動作, 或該命
令, 並且在出現交談窗的時候暫停, 重新輸入
設定值。

Step1-選擇某一動作中要重新錄製的命令, 然後執
行浮動視窗選單裡的再記錄再記錄再記錄再記錄命令來開啟此命令的
設定交談窗, 重新錄製此命令之各項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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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錄製動作與命令

44

重新錄製動作與命令

Step2-如右就是重新錄製
後的結果, 發現寬度寬度寬度寬度、
高度高度高度高度的數值由 10 變成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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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動作和命令

• 複製的功能不外乎是將命令複製到其它的
動作中, 或是為了新的嘗試而將動作預做備
份。不管目的是什麼, 它的執行方式都是相
同的, 只要按住 Alt 鍵不放, 然後將動作或是
命令拉曳到欲複製的位置上就可以了。

46

複製動作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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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命令或整個動作

• 既然可以複製、搬移, 當然就免不了有刪除
的功能了。刪除的方式有很多種, 首先選擇
欲刪除的動作或命令, 再按一下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浮動視
窗上的刪除刪除刪除刪除鈕, 就會出現警告訊息, 確認是否
真的要刪除。若決定要刪除這個動作或命令
的話, 直接把它拉曳到刪除刪除刪除刪除鈕上, Photoshop 

就會直接將其刪除。

48

刪除命令或整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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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自己錄製的動作

• 可以把自己錄製好的動作儲存成 .atn 檔, 這
樣不但可以與親朋好友、工作夥伴分享, 對
於日後重複使用也頗有益處。動作的儲存
以動作組合動作組合動作組合動作組合為單位, 點選要儲存的動作組合
後, 執行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浮動視窗選單的儲存動作儲存動作儲存動作儲存動作命令
後, 即可指定資料夾並命名存成 .atn 檔。

50

儲存自己錄製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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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自己錄製的動作

• 有時為了保持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浮動視窗的清爽易操作, 

可以把已經存成 .atn 檔的動作組合刪除, 等
下次要用到時, 再執行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浮動視窗選單的
載入動作載入動作載入動作載入動作命令, 選擇載入該動作組合檔

52

批次處理的功用

• 批次處理可以將指定資料夾內的圖檔依序
輸入, 並對每個圖檔一一播放動作。也就是
說, 批次處理就是把一堆圖檔一次指定給某
一個動作, 讓它們一個接一個地自動被開
啟、經過動作的修改後、再存檔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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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處理的功用

• 以批次處理的方式來處理檔案時, 由於可以
資料夾為單位, 將指定資料夾內所有的檔案
開啟、播放動作、關閉、儲存成原檔案或
另存新檔等處理, 所以在做批次處理前, 必
須先將檔案放在同一個資料夾內。而如果
要將影像處理完另存到其它新的資料夾時, 

也必須先建立新的資料夾。

54

開啟批次
處理交談窗

• 請執行檔案檔案檔案檔案
/自動自動自動自動/批次批次批次批次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命令, 

批次處理批次處理批次處理批次處理交
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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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區

• 可在此區中指定欲批次處理的動作組合與
動作。

56

來源區
• 在來源來源來源來源列示窗中, 有檔案夾檔案夾檔案夾檔案夾、讀入讀入讀入讀入、開啟的檔開啟的檔開啟的檔開啟的檔
案案案案和檔案瀏覽器檔案瀏覽器檔案瀏覽器檔案瀏覽器4個選項。選檔案夾檔案夾檔案夾檔案夾時, 表示
動作要處理的是資料夾內的全部圖檔; 此時只
要按一下選擇選擇選擇選擇鈕, 就可以選擇來源檔案所在的
資料夾。若選讀入讀入讀入讀入, 則表示要在從從從從列示窗中, 

選擇要從其他檔案格式或是掃描器中獲取影
像。若選開啟的檔案開啟的檔案開啟的檔案開啟的檔案, 則表示動作要處理的是
目前開啟的所有檔案。而選擇檔案瀏覽器檔案瀏覽器檔案瀏覽器檔案瀏覽器表
示動作要處理檔案瀏覽器檔案瀏覽器檔案瀏覽器檔案瀏覽器中所選取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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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區

– 忽略動作的忽略動作的忽略動作的忽略動作的開啟指令開啟指令開啟指令開啟指令選項：勾選此項, 表示指定
的動作中, 若包含開啟開啟開啟開啟命令的話, 批次作業時就會
自動跳過此命令, 並以批次處理批次處理批次處理批次處理交談窗中來源來源來源來源列
示窗所指定的方式來開啟要處理的圖檔。

58

來源區
– 但若指定的動作中沒有開啟開啟開啟開啟命令的話, 就不要勾選
此項, 否則批次處理時將不會開啟任何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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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區

– 包括全部的次檔案夾包括全部的次檔案夾包括全部的次檔案夾包括全部的次檔案夾選項：勾選此項, 則指定的
資料夾中若包含子資料夾的話, 子資料夾中的檔
案也會一併執行此動作的批次作業。

– 抑制檔案開啟和選項對話框抑制檔案開啟和選項對話框抑制檔案開啟和選項對話框抑制檔案開啟和選項對話框選項：由於 Photoshop 

在進行數位相機原始影像檔的批次動作時, 開啟
任一原始影像皆會開啟 Camera Raw 交談窗來設
定, 而勾選此項則可避免為每個要處理的檔案都
執行開啟交談窗的動作。

60

來源區
– 抑制色彩描述檔警告抑制色彩描述檔警告抑制色彩描述檔警告抑制色彩描述檔警告選項：當開啟之影像中嵌入
的色彩描述與目前 Photoshop 所使用的色彩描述
不同時, 是否要出現嵌入描述檔不符嵌入描述檔不符嵌入描述檔不符嵌入描述檔不符交談窗。勾
選表示不出現, 不勾選則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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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區
• 目的地目的地目的地目的地選單：在目的地目的地目的地目的地列示窗中, 可指定批
次處理後的檔案儲存方式。無無無無表示不儲存；
儲存和關閉儲存和關閉儲存和關閉儲存和關閉表示以原檔名儲存後關閉(即覆
蓋掉原始檔)；選檔案夾檔案夾檔案夾檔案夾則可按選擇選擇選擇選擇鈕指定
儲存到其它資料夾, 還可以於下方檔案命名檔案命名檔案命名檔案命名
區設定檔案的命名規則。

62

目的地區

• 忽略動作的另忽略動作的另忽略動作的另忽略動作的另存存存存新檔指令新檔指令新檔指令新檔指令選項：勾選此選
項, 表示指定的動作中, 若包含有儲存檔案儲存檔案儲存檔案儲存檔案
或另另另另存新存新存新存新檔檔檔檔命令的話, 批次作業時就會自動
跳過此命令, 並以目的地目的地目的地目的地列示窗中指定的方
式儲存處理好的圖檔。也就是直接將檔案
儲存到指定的資料夾, 而不是儲存到在錄製
『儲存檔案儲存檔案儲存檔案儲存檔案』命令或是『另存新檔另存新檔另存新檔另存新檔』命令
時的資料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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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區

• 此區可用來設定批次處理作業發生錯誤時的
處理方式。若選擇記錄到檔案選擇記錄到檔案選擇記錄到檔案選擇記錄到檔案選項, 可按下
另存新檔另存新檔另存新檔另存新檔鈕在開啟的交談窗中指定錯誤訊息
檔案存放的資料夾, 這樣批次作業會把錯誤
訊息記錄在檔案中, 但卻不會因此被中斷。
若選遇錯誤停止遇錯誤停止遇錯誤停止遇錯誤停止, 則發生錯誤時, 就會停止整
個批次作業的進行。

64

批次處理的實際操作
• 利用 Photoshop 預設之預設動作預設動作預設動作預設動作動作組合裡
的色彩變化色彩變化色彩變化色彩變化動作(找不到該動作的話請執行
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浮動視窗選單中的重設動作重設動作重設動作重設動作命令)來練
習一下批次處理的實際操作。

Step1-首先請將要處理的圖檔整理到同一個資料
夾(例如 E:\Original)下, 並建立一個目的地資料
夾 (例如 E:\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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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處理的實際操作

66

Step2-執行檔案檔案檔案檔案 /

自動自動自動自動 /批次處理批次處理批次處理批次處理
命令, 然後如下
圖設定：

批次處理的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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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處理的實際操作

Step3-按下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鈕後, 就會開始進行批次處理的動
作, 每次處理完一張圖檔, 要存檔時仍然會跳出
交談窗讓您選擇存檔格式。完成之後, 切換到
Final資料夾(目的資料夾)中, 就會發現所有圖檔
都已經處理好了。

68

批次處理的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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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快捷批次處理

• 快捷快捷快捷快捷批次處理批次處理批次處理批次處理也可以一次對多個圖檔進行
一連串同樣的影像處理。快捷批次處理快捷批次處理快捷批次處理快捷批次處理檔
(Droplet) 本身是一個 .exe 執行檔, 可以把它
看成是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浮動視窗中的動作經包裝後獨
立成的檔案, 而它的特色是不必自己開啟
Photoshop , 就可以隨時在檔案總管中用拉
曳的方式直接對需要處理的圖檔執行影像
處理的工作。

70

建立快捷批次處理檔

• 由於快捷批次處理快捷批次處理快捷批次處理快捷批次處理檔是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浮動視窗中的
動作經包裝後獨立成的檔案, 所以必須先將
所要執行的命令錄製成動作, 建立在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浮
動視窗中, 然後才能將該動作包裝成快捷批快捷批快捷批快捷批
次處理次處理次處理次處理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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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快捷批次處理檔

• 執行檔案檔案檔案檔案/自動自動自動自動/建立快捷建立快捷建立快捷建立快捷批次處理批次處理批次處理批次處理命令, 然
後在建立快捷批次處理快捷批次處理快捷批次處理快捷批次處理交談窗中依序設定
快捷批次處理快捷批次處理快捷批次處理快捷批次處理檔要存放的位置及檔名、動
作組合、動作名稱、並依需要勾選各項
目。設定完後按下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鈕就完成了：

72

建立快捷批次處理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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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快捷批次處理
• 當要使用快捷批次處理快捷批次處理快捷批次處理快捷批次處理檔時, 只需將要處理
的圖檔拉曳至快捷批次處理快捷批次處理快捷批次處理快捷批次處理檔的圖示上, 就
會自動開啟 Photoshop 及圖檔, 並執行這個
快捷批次處理快捷批次處理快捷批次處理快捷批次處理檔中所包含的動作。

74

自動執行條件模式更改

• 條件模式更改條件模式更改條件模式更改條件模式更改命令可以將不同模式的影像檔, 

統一轉換為所設定的模式。要使用此功能, 

請先開啟影像, 再執行檔案檔案檔案檔案/自動自動自動自動/條件模式更條件模式更條件模式更條件模式更
改改改改命令, 開啟如右之交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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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執行條件模式更改

– 來源模式來源模式來源模式來源模式區：可以在此區勾選圖檔轉換前的色
彩模式, 若不清楚要處理的圖檔到底屬於哪些色
彩模式的話, 也可按下全部全部全部全部鈕勾選所有的模式, 

讓 Photoshop 自行比對即可；而按下無無無無鈕則可
取消所有模式。

– 目標模式目標模式目標模式目標模式區：拉下此區的模式模式模式模式列示窗, 即可指定
要將圖檔轉換為何種模式。

• 設定好後按下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鈕, Photoshop 就會依照
設定, 將目前作用中圖檔的模式予以轉換。

76

將檔案製作成 PDF 簡報

• PDF 簡報簡報簡報簡報命令可以將
多個影像檔, 建立成多
重頁面或幻燈片型式
的 PDF 文件格式, 方
便攜帶到不同平台的
電腦中播放。要使用
此功能, 請執行檔案檔案檔案檔案/

自動自動自動自動/ PDF 簡報簡報簡報簡報命令, 

開啟如右的交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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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檔案製作成 PDF 簡報

– 來源檔案來源檔案來源檔案來源檔案區：如果要儲存成 PDF 文件格式的影
像已經開啟, 可直接勾選增加開啟的檔案加開啟的檔案加開啟的檔案加開啟的檔案；或是
按下瀏覽瀏覽瀏覽瀏覽鈕來選取要的影像檔案。

– 輸出選項輸出選項輸出選項輸出選項區：若選取多重頁面文件多重頁面文件多重頁面文件多重頁面文件, 便會將影像
按著來源檔案來源檔案來源檔案來源檔案視窗中檔案的順序輸出成文件；
若選取簡報簡報簡報簡報, 則會建立成幻燈片的簡報格式。若
希望可以在建立了 PDF 檔案後, 馬上看到這個
PDF 檔案的內容, 請記得勾選在儲存後檢視請記得勾選在儲存後檢視請記得勾選在儲存後檢視請記得勾選在儲存後檢視
PDF選項。

78

將檔案製作成 PDF 簡報

– 簡報選項簡報選項簡報選項簡報選項區：可以直接指定幻燈片在播放時, 每
隔多久後顯示下一張影像, 只要在前進每隔秒前進每隔秒前進每隔秒前進每隔秒欄
中輸入秒數即可；依需要勾選在最後一頁之後在最後一頁之後在最後一頁之後在最後一頁之後
重複播放重複播放重複播放重複播放選項, 可以指定當簡報播放完畢後, 會
自動重新開始；而切換效果切換效果切換效果切換效果列示窗則可以指定
每次播放換頁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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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執行符合影像

• 符合影像符合影像符合影像符合影像命令提供了一個更為簡便的方式
來改變圖檔的 (顯示) 大小。要使用此功能, 

請先開起要處理的圖檔, 再執行檔案檔案檔案檔案/自動自動自動自動/

符合影像符合影像符合影像符合影像命令, 開啟以下交談窗：

80

自動執行符合影像

• 在寬度寬度寬度寬度或高度高度高度高度欄位中指定好圖檔的寬度或
高度, 然後按下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鈕, Photoshop 就會依據
交談窗中的設定, 將影像的大小依寬高比例
予以轉換。在此需特別注意的是, 此處的兩
個設定值是以像素為單位, 而且執行此項命
令並不會改變影像的解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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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PDF 多重頁面轉換為 PSD 檔案

• 這個多重頁面多重頁面多重頁面多重頁面 PDF 到到到到 PSD命令可以將 PDF 

格式的多頁文件中之每一頁分別輸出成一
個個獨立的 PSD 檔。要使用此功能請執行
檔案檔案檔案檔案/自動自動自動自動/多重頁面多重頁面多重頁面多重頁面 PDF 到到到到 PSD命令, 開啟
以下交談窗：

82

將 PDF 多重頁面轉換為 PSD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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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PDF 多重頁面轉換為 PSD 檔案

– 來源來源來源來源 PDF區：按下選擇選擇選擇選擇鈕, 在開啟的交談窗中
指定要轉換的 PDF 檔。

– 頁數範圍頁數範圍頁數範圍頁數範圍區：可在此區中指定要轉換的頁數；
選全部全部全部全部代表全部轉換, 亦可分別在由由由由及至至至至兩欄位
中指定開始轉換與結束轉換的頁數。

– 輸出選項輸出選項輸出選項輸出選項區：此區則是用來設定 PDF 檔轉成
PSD 格式的解析度及色彩模式。若勾選消除鋸消除鋸消除鋸消除鋸
齒齒齒齒選項, 則可避免轉換後的影像出現鋸齒邊緣的
情形。

84

將 PDF 多重頁面轉換為 PSD 檔案

– 目的地目的地目的地目的地區：其中的基本名稱基本名稱基本名稱基本名稱欄位可用來指定存檔
名稱的起始字元。當 Photoshop 在進行轉檔後的
存檔作業時, 會依據此欄位中設定的起始字元, 並
按頁數的順序, 在起始字元後加上編號, 依序為轉
換好的檔案命名並存檔。按下選擇選擇選擇選擇鈕, 則可由出
現的交談窗中指定檔案要存放的資料夾。

– 抑制警告抑制警告抑制警告抑制警告：勾選此項, 可讓 Photoshop 在轉換過
程中略過所有警告訊息不予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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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所有的設定, 按下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鈕後, Photoshop 

就會依據所做的設定, 讀取指定的 PDF 格式
檔案的內容, 並將每頁中的圖形、文字等物
件, 轉換成 PSD 格式的檔案後儲存。

將 PDF 多重頁面轉換為 PSD 檔案

86

將 PDF 多重頁面轉換為 PSD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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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版面

• 將圖檔用不同的方式及數量放在同一個畫
面時, 就可以使用這個功能。這個功能和縮
圖目錄很類似, 不過彈性更大, 所以尤其適
合應用在數位相片的列印上, 利用此功能, 

就可以在 A4 的列印紙上列印出多種格式的
數位相片以節省紙張的使用。請執行檔案檔案檔案檔案/

自動自動自動自動/組合版面組合版面組合版面組合版面命令開啟組合版面組合版面組合版面組合版面交談窗, 在
此交談窗設定好各項目後, 按下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鈕就可
以完成組合版面了：

88

組合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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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影像區

• 要使用已開啟的檔案, 可直接選擇最前端文最前端文最前端文最前端文
件件件件選項；按下瀏覽瀏覽瀏覽瀏覽鈕, 則可以選擇來源檔
案；若要使用資料夾中的所有檔案, 可以拉
下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列示窗, 選擇檔案夾檔案夾檔案夾檔案夾選項。而勾選包包包包
括全部的次檔案夾括全部的次檔案夾括全部的次檔案夾括全部的次檔案夾項目, 表示要包含資料夾
下的所有子資料夾, 但此選項只有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列
示窗為檔案夾檔案夾檔案夾檔案夾時, 才有作用。

90

文件區

• 可以設定所要列示出的頁面大小(即列印紙
張尺寸)、版面 (可於交談窗右下角預覽版
面)、解析度及色彩模式。而勾選所有圖層所有圖層所有圖層所有圖層
平面化平面化平面化平面化項目, Photoshop 會將每個影像做平
面化處理 (即把所有可見圖層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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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區
• 此區可以為每張影像加上標題、版權聲明
等標籤文字。

–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指定所要加入的標籤文字。無無無無表示不加
入任何標籤；自訂文字自訂文字自訂文字自訂文字可讓您在自訂文字自訂文字自訂文字自訂文字欄位
輸入文字；選檔案名稱檔案名稱檔案名稱檔案名稱就是用檔名做為標籤文
字；版權版權版權版權為加入版權聲明；描述描述描述描述為加入影像註
解說明；版權所有版權所有版權所有版權所有是加入版權所有者資訊；標標標標
題題題題是加入影像標題。

– 字體字體字體字體：設定標籤文字的字型。

– 字體大小字體大小字體大小字體大小：設定標籤文字的字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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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區

– 顏色顏色顏色顏色：設定標籤文
字的顏色。

– 不透明不透明不透明不透明：設定標籤
文字的不透明度。

–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設定標籤文
字的位置。

– 旋轉旋轉旋轉旋轉：設定標籤文
字的旋轉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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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合影像 Photomerge

• Photomerge命令可以幫助建立全景效果的
影像。請執行檔案檔案檔案檔案/自動自動自動自動/Photomerge命令, 

開啟以下交談窗：

94

接合影像 Photomerge

–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區：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下拉列示窗中選擇檔案檔案檔案檔案或檔案夾檔案夾檔案夾檔案夾
後, 再按下瀏覽瀏覽瀏覽瀏覽鈕選取要建立全景影像的檔案或資
料夾；或者也可以直接將要使用的檔案開啟在
Photoshop 中, 再選擇開啟檔案開啟檔案開啟檔案開啟檔案。

– 試圖自動排列來源影像試圖自動排列來源影像試圖自動排列來源影像試圖自動排列來源影像：勾選此項, Photoshop 便
會自動排列影像。

• 完成設定按下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鈕後, Photoshop 會依據畫
面的內容將排列出來的影像顯示在
Photomerge交談窗中, 可以檢視並手動調整更
適合的排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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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合影像 Photomerge

96

接合影像 Photomerge
– 工具箱工具箱工具箱工具箱區：工具箱位於交談窗的左上方, 包含有
選取影像選取影像選取影像選取影像工具、旋轉影像旋轉影像旋轉影像旋轉影像工具、設定消失點設定消失點設定消失點設定消失點工
具、縮放顯示縮放顯示縮放顯示縮放顯示工具和移動檢視移動檢視移動檢視移動檢視工具。除了設定消設定消設定消設定消
失點失點失點失點工具必須配合設定設定設定設定區的透視透視透視透視選項來設定外, 

其餘的用法皆與 Photoshop 的工具相同。

–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區：選定工具後, 在工作區中調整影像接
合、旋轉或縮放等動作, 或是由此處檢視影像接
合的效果。

– 燈箱燈箱燈箱燈箱區：只要直接拉曳影像, 便可以讓影像在工
作區與燈箱中移動。可以善用燈箱, 將尚未要排
列的影像放在燈箱中, 以利於工作區排列影像的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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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合影像 Photomerge

– 狀態狀態狀態狀態列：會顯示目前在 Photomerge交談窗中的
狀態。

– 導覽器導覽器導覽器導覽器區：移動紅色方框, 可以調整所要檢視的
範圍；而拉曳滑動桿往右, 可以放大檢視, 往左
拉曳則可縮小檢視。

–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區：正常正常正常正常選項, 會以影像直接重疊的方式來
呈現影像結合的樣子；而透視選項, 影像的重疊
便會以透視的方式去找到最佳化的組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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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合影像時, 

Photoshop 會自動
找出相片中相同
的部份來重疊, 但
影像在拍攝時, 雖
然有使用腳架等
輔助工具, 還是有
可能會移動到相
機, 以致每張影像
的位置有些許不
同。

接合影像 Photome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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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合影像 Photomerge

– 所以一般來說, 接合後的影像顯得不是那麼完美, 

尤其選擇透視透視透視透視選項來接合影像時, 又加上以透視
方式的組合結果, 接合留白的部份會特別明顯。
可以在設定好接合影像, 按下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鈕關閉
Photomerge交談窗後, 再利用裁切工具裁切工具裁切工具裁切工具將影像
留白的地方裁切掉。

– 當選擇透視透視透視透視選項後, 按下工具箱工具箱工具箱工具箱區的設定消失點設定消失點設定消失點設定消失點
工具工具工具工具, 還可以自行設定消失點, 來改變影像結合
時的構圖方式。在影像上設定不同的消失點來
觀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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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合影像 Photomerge

– 構圖設定構圖設定構圖設定構圖設定區：圓筒式對應圓筒式對應圓筒式對應圓筒式對應可以避免影像的扭曲
現象, 必須先選取透視透視透視透視選項後, 才能套用圓筒式筒式筒式筒式
對應對應對應對應；而進階混合進階混合進階混合進階混合則會降低不同曝光度的影像, 

讓色調看起來更調和。可以在勾選所要的設定
後, 按下預視預視預視預視鈕來檢視結果。

– 靠齊影像靠齊影像靠齊影像靠齊影像：勾選此項, 當 Photoshop 偵測到相同
區域時, 就會自動對齊重疊的影像。

– 保留為圖層保留為圖層保留為圖層保留為圖層：勾選此項, 可將每一影像都儲存成
個別的圖層, 以便調整不同影像的色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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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自動建立全景影像
• 若是要建立全景影像的相片差異太大, 無法
自動建立的話, 會自動切換到手動模式中, 

並顯示訊息：

• 按下確定鈕後, 直接將左上方的影像縮圖拉
曳至畫面中央, 一樣可以手動調整全景影像
的接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