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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 檔案開啟與儲存

資科系

林偉川

2

檔案的開啟
• 在 Photoshop 的操作環境中, 開啟檔案的方式
會根據不同的使用狀況與需求而大致區分為
4 種類型：

1 開新檔案：開一個空的圖檔。

2 開啟舊檔：開啟一個既有的影像檔或數位相片
檔。

3 置入：把 AI、EPS、PDF 等向量圖檔置入到
Photoshop 中。

4 讀入：從數位相機、掃描器、....等週邊設備讀入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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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空白影像

• 開新檔案不僅可提供空白的圖檔, 還可讓您依
創作需求來設定版面的大小、欄位、或背景
顏色等。

• 請執行檔案/開新檔案命令來開啟一張新的影
像, 在出現的新增交談窗裡, 您可以先在名稱
欄位輸入影像的名稱, 然後設定影像尺寸大
小、解析度、色彩模式，並在背景內容列示
窗選擇影像的底色。

4

開啟空白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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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空白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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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影像寬高及解析度

• 在開啟新檔案時, Photoshop 會要求先指定檔
案的影像尺寸及列印時所需要的解析度。

• 最簡單的方式是使用 Photoshop 提供的預設
集, 例如可以在預設集列示窗中選擇 A4，
Photoshop 便會自動幫你設好所需的影像尺
寸 210 公厘 × 297 公厘和印刷用的解析度
300 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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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影像寬高及解析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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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影像寬高及解析度

• 若影像是要放在網頁上使用那麼選擇 1024 ×
768 (螢幕一般設定的像素尺寸)，Photoshop 
也會幫你將影像尺寸調為適合的 1024 × 768
像素，並使用螢幕可辨識的 72 像素/英寸做
為解析度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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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影像寬高及解析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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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欄做為度量單位

• 要製作的影像需要分欄時 (例如雜誌的版面
編排)，可以在開新檔案時透過新增交談窗, 
設定寬度的單位為欄，當指定寬度為2時，
開啟新檔案的寬度便會為『欄的寬度 × 2 ＋
距間 × 1』；欄和間距的設定值可到偏好設
定之單位和尺標類的欄線尺寸區做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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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欄做為度量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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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為系統預設值

• 在 Photoshop 的各式交談窗裡, 您可以按住Alt
鍵, 待取消鈕變成重設鈕後, 按下重設鈕便能
將設定還原為系統預設或前次的輸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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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既有影像

• 再次對現有的檔案進行影像處理，可直接開
啟舊檔來做編輯，不過為了能更有效率的開
啟現有檔案，Photoshop 在檔案功能表下, 又
將開啟舊檔再細分成 4 個相關命令：開啟舊
檔、瀏覽、開啟為和最近開啟的檔案。

– 開啟舊檔：選擇『開啟舊檔』命令能讓您開啟舊
有的影像檔。開啟檔案交談窗可列出所有
Photoshop 支援的檔案格式。

14

開啟既有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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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既有影像
– 瀏覽：可開啟檔案瀏覽器視窗, 讓您在開啟檔案
前先利用不同的檢視模式預覽圖片, 還可以排
序、旋轉、檢視圖檔資料等等。

– 開啟為：交談窗中將列出所有的檔案供您挑選，
無論檔案是否為 Photoshop 所接受的圖檔格式。
這個命令能幫您在檔案的副檔名有誤，或在開啟
檔案交談窗中搜尋不到圖檔時找尋檔案。在開啟
為交談窗中指定要以哪種檔案格式來開啟圖檔, 
例如. pdf 格式的檔案。若指定的檔案格式與檔案
真正格式不符時, 則無法開啟。

16

開啟既有影像

– 最近開啟的檔案：最近開啟的檔案子功能表中會
列出最近您曾開啟過的檔案 (預設值是最近開啟過
的 10 個檔案) ，點選其中的檔案名稱即可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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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入檔案
• 置入檔案的功能主要是用於影像間的比對工
作, 例如在 Illustrator 中繪製好的框線草稿, 
便可以此方式置入成某一圖層, 以便在
Photoshop 中對照著框線來處理影像。

• 您可以執行檔案/置入命令, 將 AI (Adobe 
Illustrator)、EPS、PDF 格式的檔案置入到一
個圖層上。這些檔案格式都屬於向量格式, 
置入後會轉換成點陣格式, 此後您將無法再
以向量工具處理其中的圖形或文字。

18

置入檔案

• 若是置入的 PDF 檔超過一頁，則會出現交
談窗選擇要置入的頁面 (一次只能選一頁)，
之後才將該頁面置入圖層中。影像置入後，
還可調整大小、位置及旋轉角度, 最後要按
ENTER 鍵確認置入，按ESC取消置入。



10

19

讀入檔案

• 檔案/讀入子功能表中的命令主要是用於從數
位相機、掃描器…等週邊裝置取得影像。

– PDF 影像：如果 PDF 檔中包含影像檔, 則執行此
命令, 可以指定要讀入的影像。

20

讀入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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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入檔案
– 附註：對於以 Photoshop 編輯過，含有附註 (以備
註工具、聲音附註工具插入在影像中的註解) 的
PDF 或 FDF 檔, 可以藉由此命令, 直接將含在檔案
中的附註讀入到目前所開啟的影像檔中 。

– WIA 支援：WIA (Windows Image Acquisition) 是
微軟提供的一種數位相機和掃描器的讀取功能, 若
您的數位相機或掃描器支援這個格式, 那麼您就可
以利用這個命令直接將影像讀入 Photoshop 中。

此外, 透過 Camera Raw 增效模組，還可開啟高階
數位相機的原始影像檔, 直接修改拍攝的解析度、
白平衡、曝光和色調…等設定。

22

讀入檔案

• 如果掃描器有安裝 TWAIN 裝置及其軟體, 
則啟動掃描器掃描的相關命令也會出現在
檔案/讀入子功能表中。例如：檔案/讀入/ 
TWAIN 選取命令可讓您指定目前實際連接
在您電腦上的掃描器裝置；檔案/讀入/ 
TWAIN 取得命令則可以開啟掃描軟體…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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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列與切換影像視窗

• 開啟在 Photoshop 中的每一張影像都是一個
獨立的影像視窗，可以依需要切換其排列方
式，而在編輯完畢或不再需要編輯該影像時
，可將之關閉。在視窗/排列順序子功能表中
有許多與切換影像視窗有關的命令：

24

排列與切換影像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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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檔案

• 執行檔案/關閉檔案命令可以關閉目前作用中
的影像檔 (與按下影像視窗右上角的 鈕功能
相同)。

26

儲存影像

• 處理完影像檔後, 當然得將辛苦的心血保存
起來，存檔的方式就像開檔一樣，會根據不
同的目的與用途選擇適合的儲存命令。

• Photoshop 支援的檔案格式超過20種, 如包含
圖層資訊的 Photoshop PSD 格式, Windows 環
境下通用的 PCX、BMP 格式, 網路上流行的
GIF、JPG 格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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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檔案

• 『儲存檔案』命令是直接以影像原有的檔
案名稱及格式存檔。如果影像是第一次存
檔，會出現另存新檔交談窗，要求輸入檔
案名稱、格式等資訊。

28

另存新檔

• 執行檔案/另存新檔命令會開啟另存新檔交
談窗, 將影像以另一個檔名或另一種格式儲
存。將檔案轉存成別的格式時, 有些影像資
訊會無法保存下來, 可選用的儲存選項, 也
會因您所選擇的檔案格式不同而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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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存新檔

• 儲存選項區中的選項若呈淡灰色, 表示無法
使用該功能。以下說明各選項的功能：

– 做為拷貝：勾選此項可以針對目前影像編輯的
成果儲存一份複本, 其檔名為目前檔名附加上
“拷貝” 的字眼, 例如 “薰衣草拷貝”, 當然您也可
以自行更改檔名, 只要不與原檔名相同即可。

– Alpha 色版：勾選此項表示要保留色版資訊。

30

另存新檔

– 圖層：勾選此項表示要保留圖層。

– 附註：可保留用備註工具、聲音附註工具所標註
的文字與聲音附註。

– 特別色：可保留特別色資訊。

– 縮圖：勾選縮圖項目, 可儲存縮圖資訊。

– 使用小寫副檔名：副檔名部分一律小寫, 避免部
分伺服器或作業系統不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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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復至前次儲存

• 對影像進行編輯時, 能養成隨時存檔的習慣, 
即使要回復的動作已經超過步驟紀錄的範圍, 
您也可以執行檔案/回復命令, 將目前作用中
的影像檔立刻恢復到上一次儲存的樣子。

32

轉存

• 檔案/轉存子功能表中有 2 個命令能將影像
轉存成特殊格式以供利用：

1 ZoomView：這是由 ViewPoint 公司提供的
一種可在網路上傳輸高解析度影像的檔案
格式，使用者可以利用 Viewpoint Media 
Player (此軟體會在您第一次瀏覽其檔案格
式時提示您下載並安裝) 來放大、縮小、平
移此種格式的影像。以 ZoomView 格式轉
存影像時, Photoshop 會建立下列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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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存
– 一個 MTX 檔案, 用來定義要顯示的影像。

– 一個 HTML 檔案, 用來載入 Viewpoint Media 
Player 並指向 MTX 檔案。

– 一個包含拼貼的檔案夾, 用來顯示影像。( _img)
– 一個包含 VBS 和 JavaScript 程序檔的檔案夾, 
供 HTML 檔案使用。 ( _rsc)

• 在 Viewpoint Zoom View 交談窗中設定好後
按下確定鈕, Photoshop 就會轉存圖檔, 並立
即開啟瀏覽器檢視。

34

轉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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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存
2 路徑到 Illustrator：執行此命令可將

Photoshop 中的路徑轉存成 Illustrator 的 .ai
檔, 以便在 Illustrator 中開啟編輯。

36

Photoshop 的圖檔格式

• 不同的檔案格式, 其儲存方式及應用範圍各
異, 例如要將 Photoshop 的影像置入到不同
軟體, 甚至在不同的作業平台上使用；或是
為了節省儲存空間, 而採用不同的壓縮結
構；當然也可能為了符合輸出設備的需求, 
而必須儲存成特定的格式等, 這些都是在存
檔時必須考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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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D 及 PDD 圖檔

• PSD 格式是 Photoshop 的原生檔案格式, 也是
開啟新影像時預設的存檔類型。此種檔案格
式不僅支援所有的色彩模式, 還可以將調整
圖層、參考線、格點、Alpha 色版…等等資
料一併儲存。如果以舊版的 Photoshop 開啟
新版的 PSD 檔案, 那麼有些新功能的資訊會
被捨棄掉。至於 PDD 則是 Adobe 公司的另
一套軟體－Photo Deluxe 的原生檔案格式。

38

TIFF 及 TIF 圖檔

• TIFF 格式通用於不同平台、不同應用軟體
上, 在影像規格上受到廣泛支援。TIFF 採用
不失真的檔案壓縮方式, 因此可以 100% 保
存完整的影像資訊。在 Photoshop 下存
TIFF 檔案時可以選擇不同的壓縮運算方式
(ZIP 及 JPEG)。而除了 PSD 檔能保有圖層
外, 儲存成 TIFF 檔也可以保留圖層。TIFF 
檔的副檔多半為 .TIF 或 .TIFF。



20

39

JPEG 及 JPG 圖檔
• JPEG (靜態影像壓縮標準, Joint Photographic 

Experts Group, 亦稱為 JPG) 是一種具破壞性
的壓縮格式, 也就是將來無法百分之百的還原
影像, 這和 PSD、TIFF 、RAW 不同。

• JPEG 的壓縮效率很高, 並且可以由使用者決
定壓縮率。一般數位像機 Menu 中可以讓我們
選擇不同的影像品質, 例如： FINE、
NORMAL、BASIC 等等 (每種相機的稱呼不
同), 這裡的品質指的就是不同的 JPEG 壓縮
率。

40

JPEG 及 JPG 圖檔
• 如果選擇高壓縮的方式, 則影像的品質會降
低，而低壓縮的方式, 雖可使影像的品質較
接近原來的影像，但相對地檔案會較大。

• 因為 JPEG 是用破壞性壓縮, 每次壓縮都會
失去一些資訊，因此雖然相片檔是以 JPG 
格式存檔, 但是經過 Photoshop 編修之後就
不要再存成 JPG 檔, 應該存成 PSD 檔, 否則
就等於再失真一次，品質就愈來愈差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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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W 檔：影像的原味

• 較高檔的數位相機多半還提供一種檔案格式, 
叫 RAW 檔。一般數位相機為了補償感光元
件的不足, 當 CCD 或 CMOS 抓取鏡頭的影像
之後, 會先將訊號加以處理再存成檔案, 因此
不管是 JPG 或 TIF 檔都是已經過修正補償的
結果了。然而相機的數位處理能力畢竟不如
PC 或更高級的影像軟體, 所以相機廠商就提
供了 RAW 檔的選項, 將 CCD 或 CMOS 所抓
取的原味影像不加處理的存成檔案, 這種檔
案就叫做 RAW 檔。

42

RAW 檔：影像的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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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W 檔：影像的原味
• 為了降低影像的大小, RAW 也都是經過壓縮
的, 不過為了保存影像的品質, 所以 RAW 檔
一律都採用不失真的壓縮, 因此 RAW 檔的檔
案也比 JPG 大很多, 且不能使用一般軟體 (如
Windows 的圖片檢視器) 來看圖。

• 雖然 RAW 檔保持了影像的原味, 所以 RAW 
檔都比 JPG 檔顯得淡而不艷麗, 這時就必須
依賴影像工作者來加以編修及闡述。

44

RAW 的編輯

• 每家廠商的 RAW 檔不僅檔名不同格式也不
同, 因此必須用該廠商提供的 RAW 檔專用軟
體來編修或轉檔, 例如 Nikon 的 Nikon View 
AND Nikon Capture 或 CANON 的 File 
Viewer Utility 軟體。不過 Photoshop CS 也針
對多數廠牌的相機提供 RAW 檔的處理能力, 
因此我們可以在 Photoshop 中進行 RAW 檔的
編修而不必再為了 RAW 檔再重新去學習一
項新軟體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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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為網頁圖檔格式的影像

• 如何將影像儲存成適合網頁的圖檔格式？
請執行檔案/儲存為網頁用命令開啟儲存為
網頁用交談窗：

46

儲存為網頁圖檔格式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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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為網頁圖檔格式的影像

• Photoshop 首先會在最佳化頁次的預覽區顯
示影像最佳化後的情形, 最佳化後的圖檔資
訊則顯示在下方, 包括檔案的格式、大小、
以 28 K 數據機下載影像時需花多少時間、
以及影像的色彩顯示模式等。

48

利用工具區編輯與檢視影像

• 手形工具：使用此工具可移動預視圖, 以便檢
視 (只有當影像超過預覽區大小時才有用)。

• 切片選取工具：切片選取工具的使用方法與
Photoshop、ImageReady 中的切片選取工具相
同, 可選取影像中的切片。

• 縮放顯示工具：與工具箱中的縮放顯示工具
相同, 可放大(Z)、縮小(ALT)顯示比例。



25

49

利用工具區編輯與檢視影像

• 滴管工具與滴管顏色：可用此工具在預視
圖中點選顏色, 以便於右側的色彩表中編輯
(例如指定透明色)；而下方所顯示的就是目
前滴管工具所選取的顏色。

50

最佳化

• 網路頻寬有限, 如何讓圖片在不過度犧牲色
彩與品質的前提下, 有效降低檔案大小, 就是
儲存為網頁用功能的基本精神, 而這個過程, 
Photoshop 稱之為『最佳化』, 經過此步驟處
理的圖像, 為了便利網頁應用而降低圖像的
畫質精緻度, 應該稱為『網頁最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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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影像
• 若覺得最佳化後的影像品質可以接受, 即可
按下儲存鈕, 另外儲存網頁專用的影像, 還可
同時輸出需要的 HTML 檔：

52

檢視最佳化影像

• 此外, 儲存為網頁用交談窗提供原稿、最佳
化、2 欄式、4 欄式等 4 種檢視模式, 供檢視
影像, 對照影像最佳化前、後, 及不同最佳化
設定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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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欄、4 欄式檢視最佳化影像

54

檢視最佳化影像

• 另外預覽區最下方還有一些與預覽有關的
功能, 供調整預覽網頁影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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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不同傳輸速率所需的時間

• 在儲存為網頁用交談窗中, 預設是以 28.8 
Kbps 的網路傳輸速率來模擬圖檔的下載時
間, 若要模擬其他傳輸速率下圖檔的下載時
間, 只要將滑鼠指標移到預覽區中的任意位
置後按滑鼠右鈕, 便可於快顯功能表中選擇
想要的傳輸速率。

56

檢視
不同
傳輸
速率
所需
的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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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上圖檔格式與品質最佳化

• 分別說明網路上常用的檔案
格式, 包含 GIF、JPEG 、
PNG 、與 WBMP 。這些圖
檔格式都具有一個共通的特
點, 就是皆可壓縮, 所以檔案
體積較小, 有利網路傳輸。

58

網頁上圖檔格式與品質最佳化

• 儲存為網頁用交談窗右方的選項, 即是進行
最佳化設定的場所。通常是先在預覽區中
點選一個較滿意的最佳化縮圖以顯示該圖
之設定值, 之後再依個人需要做細部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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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F 圖檔

• 在 Photoshop 中, GIF 有兩種儲存格式, 一種
為 CompuServe GIF, 此格式可支援交錯式格
式, 讓影像在顯示時展現由模糊逐漸轉為清
晰的效果。另一種格式為 GIF89a Export, 除
了支援上述的特性之外, 也可以支援去背及
動畫格式 (它支援一個 Alpha 色版的影像資
訊), 如網路上相當熱門的動態 GIF 檔就是
GIF89a Export 的格式。

60

GIF 圖檔

• GIF 圖檔是 Photoshop 預設的網頁檔案格式, 
如果預設集列示窗的組合都不能滿足所需, 
您可以自行修改圖檔的設定。



31

61

GIF 圖檔

• GIF 格式只能儲存最多 256 色的 RGB 色彩
階數, 因此其檔案大小較其他格式小, 故適合
應用在網路上的傳輸。由於最多只能儲存
256 色, 所以在儲存之前, 必須將影像的色彩
模式轉為點陣圖、灰階、或索引色等模式, 
不然就沒辦法儲存。而當在儲存為網頁用交
談窗的右側選擇色彩表時有感應式、選擇性
(預設)、最適化、限制性、黑白、灰階、
Mac OS、Windows 八種色彩表供您選擇。

62

GIF 圖檔

• 另外您也可以選擇自訂, 然後在下方色彩表
頁次中自行編輯色彩表。

• 選擇混色方式, 可防止因色彩不足造成影像
色彩不連續的狀況。若要把 GIF 圖檔放置在
網頁中, 且此圖檔具有透明色時, 便可在邊緣
調和列示窗中選擇色彩 (請選擇配合網頁背
景色的色彩) 來調和影像邊緣與透明色彩, 如
此可讓影像邊緣與網頁背景色相融合, 避免
產生不自然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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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 GIF 圖檔的實際操作

• 在儲存為網頁用交
談窗可以直接將
GIF 圖片某些部分
透明化。請先利用
滴管工具點選欲去
除的顏色, 然後按下
色彩表頁次的 鈕, 
便可將該顏色對應
成透明色。

64

透明 GIF 圖檔的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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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EG 圖檔

• JPEG (靜態影像壓縮標準, Joint Photographic 
Experts Group, 亦稱為 JPG) 格式是一種壓縮
效率很高的儲存格式, 它和 GIF 格式的不同
點在於 JPEG 可以處理 RGB 色彩模式下的
所有色彩資料, 在儲存的過程中還可以決定
壓縮的層級。

66

JPEG 圖檔

• 若影像需以全彩模式才能適切表達的話 (通
常是照片類), 建議選擇 JPEG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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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G 圖檔

• PNG (可攜式網路圖案, Portable Network 
Graphics) 結合了GIF 與 JPEG 的特性, 不但可
以用破壞較少的壓縮方式, 也可以製作出透明
背景的效果, 此外 PNG 圖檔還可以同時保留
向量與文字資訊！不過由於 PNG 圖檔未能做
到動畫效果, 所以無法完全取代 GIF 圖檔。

68

PNG 圖檔
• PNG-8 格式適用於 256 色以下的影像, 其設定
選項與 GIF 格式相同。PNG-24格式則適用於
全彩影像, 其設定選項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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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MP 圖檔
• 假如想將圖片用於 PDA 或是無線裝置中, 
可將影像儲存為 WBMP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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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檔案大小最佳化
• 在儲存為網頁用交談窗右方, 設定檔案最佳化
品質區域的選單中, 有個『檔案大小最佳化』
命令, 執行此命令可以指定最佳化後的檔案大
小, 然後由 Photoshop 自動調整出符合要求的
最佳化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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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圖檔格式支援比較表

72

各圖檔格式支援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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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用交談窗中調整影像尺寸

• 在儲存為網頁用交談窗中可直接調整影像尺
寸, 方法是在右下方的影像尺寸頁次中設定。

• 在新尺寸區可直接輸入寬度或高度, 若勾選強
制等比例項目, 則寬高會依既有比例
縮放, 您當然也可以指定百分比值來縮放；在
下方品質列示窗則可選擇縮放的品質。設定
完成後按下下方的套用鈕即可。

74

在儲存為網頁
用交談窗中調整影像尺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