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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色彩

• 使用前景色與背景色

• 利用檢色器選取色彩

• 使用滴管工具指定前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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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景色與背景色
• Photoshop 中最基本的前景色和背景色。在工
具箱中，疊在上面的色塊就是前景色, 在下面
的就是背景色。而預設的前景色是黑色, 背景
色是白色。

4

使用前景色與背景色

– 前景色前景色前景色前景色：使用繪圖工具 (鉛筆鉛筆鉛筆鉛筆、筆刷筆刷筆刷筆刷、油漆桶油漆桶油漆桶油漆桶工工工工
具具具具...等)、文字工具文字工具文字工具文字工具所呈現的顏色。

– 背景色背景色背景色背景色：當前景色被擦拭或刪除掉之後, 剩下的
就是背景色。

– 預設色彩圖示預設色彩圖示預設色彩圖示預設色彩圖示：在圖示上按一下, 就可以回到預
設的前景色和背景色 (黑色和白色)。

– 互換色彩圖示互換色彩圖示互換色彩圖示互換色彩圖示：在圖示上按一下, 可以將前景色
和背景色互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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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景色與背景色
• 先以一個簡單的例子來示範如何選取色彩並
填入顏色。想把左下圖的藍白顏色換成右下
圖的顏色：

6

使用前景色與背景色

Step1-請按下工具箱下方的前景色色塊, 在開啟的
檢色器檢色器檢色器檢色器交談窗中, 利用選色板與選色軸選取想要
的色彩後, 按下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鈕, 便可以看到工具箱的前
景色塊變成所選的顏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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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景色與背景色

8

使用前景色與背景色
Step2-選取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 直接在影像上想要填色的
位置點一下, 便可以立即填色, 所點選的像素及
附近相近顏色的像素, 就會填入前景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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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景色與背景色

Step3-重複步驟 1~2, 改變不同的前景色, 再利用
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在想要填入顏色的地方一一填入, 即
可完成。

• 學習各種選取顏色和填入顏色的方法。

10

利用檢色器選取色彩

• 由之前的練習得知, 想要改變背景色或前景
色時, 只要在工具箱的設定前景色設定前景色設定前景色設定前景色/背景色背景色背景色背景色色
塊上按一下, 就可以開啟檢色器檢色器檢色器檢色器交談窗來選
取顏色。可是光是用螢幕上所顯示的色彩
來選取顏色並不準確, 例如, 想要製作一張
以正紅色為底色的喜帖放在網頁上, 那麼選
色時, 最好使用 R、G、B的方式選色；但
如果是要列印 (印刷) 出來這張喜帖, 那麼就
應該要以 C、M、Y、K的方式選色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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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檢色器選取色彩

12

利用檢色器選取色彩

• 選色板與選色軸

– 這是專門給 HSB、Lab、和 RGB所使用的選色
區。由於這 3 種色彩模型都是由 3 組數值來組
合出顏色, 若以座標軸表示, 就好比一個包含
X、Y、Z 軸的 3 度空間, 因此, 選色板便代表
X、Y 軸的平面；選色軸則代表 Z 軸, 藉由選色
板和選色軸便可以選出所有您想要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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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檢色器選取色彩

– 在檢色器檢色器檢色器檢色器交談窗的色彩值輸入區中, HSB、Lab 

及 RGB 色彩模型前都有一個單選鈕可點選。假
設我們選取 HSB 的 H (Hue 色相) 單選鈕, 表示 H 

會出現在選色軸, 以 Z 軸的方式呈現, 而 S 

(Saturation 飽和度) 和 B (Brightness 亮度) 就會顯
示在選色板中, 以 X、Y 軸的方式呈現。只要拉
曳選色軸上的滑動桿來調整色相, 再利用選色板
來選取該色相所要的飽和度與亮度即可。

14

利用檢色器選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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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檢色器選取色彩

– 換言之, 若想要以 Z 軸來表示飽和度, 那麼請選
取 S, 則選色板就會以色相及亮度組成；選色軸
以飽和度表示。

16

利用檢色器選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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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檢色器選取色彩

– 可以切換至 RGB 或 Lab 色彩模式, 以不同的值做
為 Z 軸, 來看看選色板與選色軸的關係。

18

利用檢色器選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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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檢色器選取色彩

20

利用檢色器選取色彩

• 色彩值輸入區

– 可以直接在此區輸入不同的數值, 則選色板也一
樣會顯示該色彩。例如, 您需要一個在電腦上看
起來是正紅的顏色, 那麼只要直接在 R 欄中輸
入 “255”, G 欄與 B 欄都輸入 “0”即可；若需要
印刷出來的是正紅的顏色, 則在 C 欄與 K 欄中
輸入 “0”, M 欄與 Y 欄輸入 “100”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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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檢色器選取色彩

• 目前選取的顏色、原來的顏色與色彩警告

– 目前選取的顏色目前選取的顏色目前選取的顏色目前選取的顏色：當您選取新色彩時, Photoshop 

會將顏色顯示在此色塊上, 按下確定鈕後, 則會將
前景色或背景色 (看您之前雙按哪一個顏色色塊) 

改成此顏色。

– 原來的顏色原來的顏色原來的顏色原來的顏色：用來顯示原有的前景或背景色。在
此處按鈕, 可還原成原來的前景色或背景色。

22

利用檢色器選取色彩

– 色彩的警告區域色彩的警告區域色彩的警告區域色彩的警告區域 (列印列印列印列印)：由於不同色彩模式
(RGB、CMYK、Lab…) 的色空間不同, 所能呈現
的顏色也會有所不同。當在選取色彩填色時, 雖
然該顏色可以在螢幕上顯示出來, 但卻可能無法
列印, 為此, Photoshop 貼心地在檢色器交談窗中設
計了警告標誌。若是所選擇的顏色無法列印出來
(不符合 CMYK 的色空間), 就會出現警告標誌 , 

表示該顏色超出可列印範圍, 而其下方的色塊則
是所能列印的接近色。在該色塊上按一下, 便可
以將目前選取的顏色改成可列印的最接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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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檢色器選取色彩

– 色彩的警告區域色彩的警告區域色彩的警告區域色彩的警告區域 (網頁網頁網頁網頁)：由於每個人所使用的
作業平台、瀏覽器及電腦螢幕都不相同, 當將影
像放在網路上, 讓其他瀏覽者透過自己的電腦瀏
覽影像時, 就會出現顏色的誤差。為了解決這樣
的困擾, 便有了網頁安全色網頁安全色網頁安全色網頁安全色的出現。

24

利用檢色器選取色彩

– 網頁安全色是由 216 種顏色所組成, 而這 216 種
顏色是任何平台瀏覽器 (例如：IE、Netscape…等) 

都支援的顏色。Photoshop 的色彩警告不僅能找出
無法列印的色彩做轉換, 對於網頁安全色也一樣
有警告標誌。當出現 時, 表示目前所選擇的顏
色不是網頁安全色, 其下方的色塊則是最接近網
頁安全色的色彩, 可以在該色塊按一下, 把目前選
取的顏色改成此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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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網頁安全色另一種方法

• 如果要選取的顏色一
定要是網頁安全色的
話, 也可以在色票色票色票色票浮動
視窗的選單中載入網網網網
頁安全色彩頁安全色彩頁安全色彩頁安全色彩項目, 那麼
在色票色票色票色票浮動視窗所呈
現的色彩就會是網頁
安全色 216 色的色
盤。

26

利用檢色器選取色彩

• 僅網頁色彩

– 如果希望選取的
顏色適合在網頁
中使用, 那麼勾選
此項可以確保選
色板只顯示出網
頁安全色, 不論怎
麼選取都不會超
出網頁安全色的
範圍。



14

27

檢色器交談窗中自訂鈕

• 依據印刷輸出的需求, 習慣上會先查詢所要的
色票顏色, 接下來要在 Photoshop 中使用該色
票的顏色, 請在檢色器檢色器檢色器檢色器交談窗中按下自訂自訂自訂自訂鈕, 在
開啟的自訂顏色自訂顏色自訂顏色自訂顏色交談窗中選取該色票：

28

檢色器交談窗中自訂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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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滴管工具指定前景色

• 除了檢色器檢色器檢色器檢色器交談窗和顏色顏色顏色顏色、色票色票色票色票浮動視窗外, 

還可以利用滴管工具滴管工具滴管工具滴管工具將影像中某色彩指定為
前景色, 很方便的從影像中選取想要的顏
色。當填色的工作因故必須暫停時, 也不用
擔心之後的填色色彩不一致。只要選擇滴管滴管滴管滴管
工具工具工具工具後, 直接在影像上選取中意的顏色就可
以了。

30

使用滴管工具指定前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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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顏色取樣器工具

• 在工具箱中按住滴管工具滴管工具滴管工具滴管工具, 在彈出的選單中可
以改選顏色取樣器工具顏色取樣器工具顏色取樣器工具顏色取樣器工具, 此工具可以讓我們取
得影像中某處的顏色數值 (最多可設置 4 個), 

這樣便可以在資訊資訊資訊資訊浮動視窗中得該顏色取樣
器的色彩數值。

• 請點選顏色取樣器工具顏色取樣器工具顏色取樣器工具顏色取樣器工具, 然後在選項列中的樣樣樣樣
本尺寸本尺寸本尺寸本尺寸列示窗選擇要取得顏色數值的範圍, 再
於影像中按下滑鼠左鈕來設定顏色取樣器。

32

關於顏色取樣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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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顏色取樣器工具

• 還可以拉曳顏色取樣器以改變其位置或者
將滑鼠移到顏色取樣器上方按下滑鼠右鈕
執行相關命令, 以刪除該顏色取樣器, 或以
其他色彩模式顯示其色彩數值。

34

簡易的填色工具－油漆桶工具

• 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會將前景色填入所點選的像素及
附近相近顏色的像素, 其中顏色的相近程度
由其選項列上之容許度容許度容許度容許度的數值來決定。在使
用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時, 請先選好顏色 (即前景色), 

然後在欲填上顏色的像素上點一下即可，並
在其選項列中來做細部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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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的填色工具－油漆桶工具
– 填滿填滿填滿填滿：選擇以前景色、或指定的圖樣來填色。

– 圖樣圖樣圖樣圖樣：在填滿填滿填滿填滿列示窗中選擇以圖樣圖樣圖樣圖樣填色時, 可在
此列示窗中選取填色用的圖樣。

–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選擇填色時所使用的混色模式。

– 不透明不透明不透明不透明：設定填色時的透明度。

– 容許度容許度容許度容許度：此設定與魔術棒工具魔術棒工具魔術棒工具魔術棒工具之容許度容許度容許度容許度欄位意
義相同, 它可以決定填滿的範圍。在選定的像素
上填滿時, 鄰近且色彩差異在容許度容許度容許度容許度範圍內的像
素將會被填上顏色。

36

簡易的填色工具－油漆桶工具
– 消除鋸齒消除鋸齒消除鋸齒消除鋸齒：勾選此項可避免填色範圍產生鋸齒
狀。

– 連續的連續的連續的連續的：勾選此項, 表示只填色在連續的像素上。
反之, 只要在容許度容許度容許度容許度範圍設定內的像素, 即使彼此
不相連, 仍可填入顏色。

– 全部圖層全部圖層全部圖層全部圖層：勾選此項, 表示填色範圍可跨越所有的
圖層。反之, 填色只對作用中圖層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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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色填色

• 單色填色是最簡單也最常用的填色方法, 請
先將前景色設定成您所想填的色彩, 然後點
選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 並於選項列中將填滿填滿填滿填滿列示窗
選為前景色前景色前景色前景色(前景色前景色前景色前景色是預設值, 故一般可省略
此動作), 然後就可以在影像中想要填色的部
分點一下以填入前景色了。如果填色範圍
太小, 可以按下 Ctrl + Z鍵復原, 然後試著將
選項列中的容許度容許度容許度容許度提高, 再填色；反之則請
降低容許度容許度容許度容許度。

38

單色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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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圖樣

• 若要使用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來填入圖樣, 則請在點選
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後, 將選項列的填滿填滿填滿填滿列示窗選為圖圖圖圖
樣樣樣樣, 這樣就可以在右邊的圖樣圖樣圖樣圖樣列示窗中選擇想
要填入的圖樣, 再於影像中想要填入圖樣的部
分點一下以填入所選圖樣。

40

設定填入色彩或圖樣的透明度

• 不論是填入單色還是圖樣, 在填色前還可以
在選項列的不透明不透明不透明不透明欄位輸入 (或拉曳滑動桿
來調整) 想要的不透明度 (數值從 1%~100% , 

其中 100% 為完全不透明), 這樣便可以填入
透明度不等的色彩或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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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填入色彩或圖樣的透明度

42

填滿功能在影像中填入色彩或圖樣

• 填滿填滿填滿填滿功能可以讓您對一塊選取範圍或整張
影像做填滿的動作。請執行編輯編輯編輯編輯/填滿填滿填滿填滿命令, 

以開啟填滿填滿填滿填滿交談窗。例如在具有花紋、圖
樣、質感的地方填入具透明度的色彩, 便能
保留原有的質感, 又可以更改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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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滿功能在影像中填入色彩或圖樣

44

填滿功能在影像中填入色彩或圖樣

• 填滿填滿填滿填滿功能中的不透明不透明不透明不透明欄位與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選
項列的不透明不透明不透明不透明欄位意義相同, 可以參考前面
的說明。以下針對使用列示窗與保留透明保留透明保留透明保留透明
項目方面的應用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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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指定的顏色或圖樣

• 填入指定的顏色

– 在填滿填滿填滿填滿交談窗的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列示窗裡, 可以選用不同的
填滿選項, 最簡單的填滿方式就是直接填上前景
色、背景色或黑、白、灰等顏色。只要框選好
欲填滿的範圍後, 執行編輯編輯編輯編輯/填滿填滿填滿填滿命令開啟交談
窗, 然後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列示窗中選擇需要的顏色, 按下
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鈕後選取的範圍就會填上指定的顏色。

46

填
入
指
定
的
顏
色
或
圖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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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指定的顏色或圖樣

• 填入指定的圖樣

除了填上指定的顏色之外, 也可以填上指定的圖
樣。首先框選要填上的圖樣, 然後執行編輯編輯編輯編輯/定定定定
義圖樣義圖樣義圖樣義圖樣命令將圖樣暫存, 接著再選出要填滿的範
圍後, 執行編輯編輯編輯編輯/填滿填滿填滿填滿命令開啟交談窗, 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列
示窗中選取圖樣圖樣圖樣圖樣選項, 並在自訂圖樣自訂圖樣自訂圖樣自訂圖樣列示窗中選
取所要填上的圖樣, 按下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鈕後就可填上指定
的圖樣。

48

填入指定的顏色或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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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入
指
定
的
顏
色
或
圖
樣

50

填入指定的快照影像

• 若要利用填滿填滿填滿填滿功能填上快照影像, 必須使用到
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浮動視窗, 若沒看到此浮動視窗, 請
先執行視窗視窗視窗視窗/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命令, 讓其顯示出來。
接著利用填滿填滿填滿填滿功能填上快照影像的方法, 以做
出不同風格的影像。

Step1-首先開啟欲填入快照影像的圖檔, 然後執行
『影像影像影像影像/調整調整調整調整/負片效果負片效果負片效果負片效果』命令後, 立即按下步驟記步驟記步驟記步驟記
錄錄錄錄浮動視窗上的建立新增快照新增快照新增快照新增快照鈕, 此時即會產生
一快照快照快照快照 1的快照影像：



26

51

填入指定的快照影像

52

填入指定的快照影像
Step2-按 Ctrl + Z鍵將負片效果負片效果負片效果負片效果復原。接著在欲
應用填滿效果的快照前按一下, 使其出現步驟記步驟記步驟記步驟記
錄筆刷工具錄筆刷工具錄筆刷工具錄筆刷工具圖示, 然後就可以開始框選想應用快
照效果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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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指定的快照影像
Step3-執行編輯編輯編輯編輯/填滿填滿填滿填滿命令, 在填滿填滿填滿填滿交談窗中把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列示窗中選為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選項後, 按下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鈕即可
在選取區域填入快照效果。

54

保留影像透明區

• 當影像含有透明範圍時, 填滿填滿填滿填滿交談窗中的保保保保
留透明留透明留透明留透明項目才有作用。勾選這個選項時, 填
滿的範圍會僅限於工作圖層上非透明的範
圍；反之, 未勾選這個選項而應用填滿效果
時, 會將整個工作圖層(或整個選取範圍)填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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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影像透明區

56

保留影像透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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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與色彩相關
的浮動視窗管理色彩

• 除了檢色器檢色器檢色器檢色器外, 也可以使用顏色顏色顏色顏色浮動視窗和
色票色票色票色票浮動視窗來編輯前景色和背景色。

58

顏色浮動視窗

• 如果在視窗中沒有看見顏色顏色顏色顏色浮動視窗, 可以
執行視窗視窗視窗視窗/顏色顏色顏色顏色命令來開啟顏色浮動視窗。
可以拉曳各滑動桿來調整色彩, 也可以點選
浮動視窗下方的長型選色板來選擇顏色, 而
開啟顏色顏色顏色顏色浮動視窗選單, 還可選擇不同的色
彩模式調出所希望的色彩：



30

59

顏色浮動視窗

60

色票浮動視窗

• 執行視窗視窗視窗視窗/色票色票色票色票命令可以開啟色票色票色票色票浮動視窗來
快速選取顏色。也可以在色票浮動視窗中自
訂個人的色彩表, 方便以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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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票浮動視窗

• 在色票色票色票色票浮動視窗選單中, 提供了檢視及管理
色票色票色票色票浮動視窗的功能。

62

色票浮動視窗
– 新增色票新增色票新增色票新增色票：可以在調好顏色後執行新增色票新增色票新增色票新增色票命令
將色彩加入色票中。此命令與色票浮動視窗上的
鈕功能相同。

– 小型縮圖與小型清單小型縮圖與小型清單小型縮圖與小型清單小型縮圖與小型清單：選擇小型縮圖小型縮圖小型縮圖小型縮圖或小型清單小型清單小型清單小型清單
命令, 可分別用不同的方式來檢視色票色票色票色票浮動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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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票浮動視窗

– 重設色票重設色票重設色票重設色票：選擇此命令, 可以將色票還原到原始
的設定。

– 載入色票載入色票載入色票載入色票：將已儲存成檔案的色票加入目前的
色票色票色票色票浮動視窗中。

– 儲存色票儲存色票儲存色票儲存色票：將目前正在使用的整組色票儲存
成 .ACO 色票檔。

– 取代色票取代色票取代色票取代色票：載入其他的色票檔案來取代目前的
色票色票色票色票浮動視窗。

64

利用筆畫與邊界功能為影像描邊

• 在 Photoshop 裡有 3 種方式為影像加上邊框, 

包括筆畫筆畫筆畫筆畫、邊界邊界邊界邊界以及路徑路徑路徑路徑功能。在此介紹
的是筆畫筆畫筆畫筆畫與邊界邊界邊界邊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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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筆畫功能

• 筆畫筆畫筆畫筆畫是對選取範圍的邊緣填色, 也就是描邊的
意思, 但是配合畫筆的大小及顏色深淺等技巧, 

甚至可以做出近似霓虹燈的影像效果。為物
體畫上邊緣及外框可以凸顯、強調主題。

• 在影像中建立選取範圍後, 執行編輯編輯編輯編輯/筆畫筆畫筆畫筆畫命
令, 便能針對選取範圍繪上前景色的外框。請
執行編輯編輯編輯編輯/筆畫筆畫筆畫筆畫命令, 先來看看筆畫交談窗：

66

使用筆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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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筆畫功能

– 寬度寬度寬度寬度：用來決定描繪的邊框的寬度, 其設定值範
圍由 1 至 250 像素。

68

使用筆畫功能

– 顏色顏色顏色顏色：可在此設定邊框的色彩。

–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可設定描繪邊框時的線條要在選取範圍
的內部內部內部內部、居中居中居中居中或是外圍外圍外圍外圍。在下圖中, 可發現使用
不同的描邊位置, 字的粗細會明顯不同。



35

69

使用筆畫功能

70

使用邊界功能

• 第 2 種描邊的方式是邊界邊界邊界邊界功能。要使用此
功能描邊時, 首先框選出需要描邊的選取框, 

然後執行選取選取選取選取/修改修改修改修改/邊界邊界邊界邊界命令開啟交談窗, 

在寬度寬度寬度寬度欄中輸入欲描邊的寬度後按下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鈕, 選取範圍就變成外框狀, 此時便可直接
使用填滿填滿填滿填滿功能, 為外框選取範圍填上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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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邊界功能

72

使用邊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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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混合模式調整填色效果

• 混合模式混合模式混合模式混合模式的使用, 是 Photoshop 中重要的影
像合成技巧, 適當地套用不同的混合模式, 

不僅可讓影像變化出更多的花樣, 還可產生
出完全不同的合成效果。對於各種混合模
式建立基本的認識與了解, 將有助於在影像
的編輯上能有更創意的發揮空間。

74

混合模式的使用時機

• 究竟在 Photoshop 中, 何時會使用到混合模
式？以下舉出 4 種常用到混合模式的狀
況：

– 狀況 1：使用 Photoshop 中的填滿填滿填滿填滿和筆畫功能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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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模式的使用時機

76

混合模式的使用時機

– 狀況 2：使用填色、繪圖和編輯工具時。

– 狀況 3：在圖層圖層圖層圖層的應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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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模式的使用時機

– 狀況 4：應用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圖層樣式時。

78

套用不同混合模式所產生的效果

• 由於每種工具能套用
的混合模式不盡相同, 

因此僅以填滿填滿填滿填滿功能中
的混合模式為例, 並
以填入綠色前景色的
方式來說明, 至於其
他工具或圖層的混合
模式效果, 就請自行
嘗試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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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不同混合模式所產生的效果

80

套用不同混合模式所產生的效果

• 在練習套用不同的混合模式時, 請在要更換
另一種混合模式前, 先按 Ctrl + Z鍵復原, 再
套用另一種混合模式, 如此才會顯示出正確
的混合模式結果。

– 正常正常正常正常：在此模式下, 填入的圖樣或色彩會以原本
的面貌或顏色呈現出來；若是應用在圖層上, 表
示作用圖層的影像會完全覆蓋下層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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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不同混合模式所產生的效果
– 溶解溶解溶解溶解：此模式會依據填入圖樣, 或作用圖層影像
的不透明不透明不透明不透明值, 以隨機的方式重新排列像素, 產生
隨機分佈的雜點效果。

– 下置下置下置下置：此模式適用於具有透明背景圖層的影像, 

它可以讓填入的圖樣或色彩只填在圖層透明的
部份, 而不會影響到圖層上原有的影像。當使用
繪圖工具來描繪色彩時, 若選用此模式, 同樣地
只會將顏色描繪到圖層中原來透明無色的部分, 

而影響到原來的影像。

82

套用不同混合模式所產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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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不同混合模式所產生的效果

– 清除清除清除清除：此模式適用於在非背景圖層上填色, 在填
色時, 並不會真的填上顏色, 反而是將圖層上的
色彩清除掉, 使其變成透明。對於背景單純的影
像來說, 倒也是一種便捷的去背方式。

– 變暗變暗變暗變暗：此模式是根據作用圖層影像 (或是填入
圖樣) 的色彩, 與下層影像 (或是原影像) 的色彩
做比較後再決定色彩的保留或是取代。如果下
層影像的色彩比作用圖層深的話, 則會被保留, 

反之, 若下層較作用圖層亮的部份, 則會被取
代。

84

套用不同混合模式所產生的效果

– 色彩增值色彩增值色彩增值色彩增值：此模式會根據作用圖層影像 (或是
填入圖樣) 的色彩, 與下層影像 (原影像) 的色彩
產生加深的作用效果, 讓顏色變得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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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不同混合模式所產生的效果

– 加深顏色加深顏色加深顏色加深顏色：此模式與加亮顏色加亮顏色加亮顏色加亮顏色模式相反, 當作用
圖層影像的色彩愈接近黑色, 則下層的影像將會
變得愈暗, 但白色部份則不受影響。

– 線性加深線性加深線性加深線性加深：此模式與加深顏色加深顏色加深顏色加深顏色都是在作用圖層
影像的色彩愈接近黑色時有所作用, 而其不同之
處, 在於加深顏色加深顏色加深顏色加深顏色是以降低亮度作為處理手法, 

而線性加深線性加深線性加深線性加深則是以增加對比來做處理。

– 變亮變亮變亮變亮：此模式則是與變暗變暗變暗變暗模式相反, 當下層影像
的色彩比作用圖層深的話, 則會被取代, 反之, 若
下層較作用圖層亮的部份, 則會被保留。若想製
作光暈或反光效果時, 可試著套用此模式看看。

86

套用不同混合模式所產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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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圖層的混合模式去背

• 變暗變暗變暗變暗與加深顏色加深顏色加深顏色加深顏色這兩種混合模式都會使圖
層上的白色部份隱藏起來。這對於需要去
除白色背景的圖層而言, 無疑是最快速的去
背方式了。

88

利用圖層的混合模式去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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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不同混合模式所產生的效果

– 濾色濾色濾色濾色：此模式和色彩增值色彩增值色彩增值色彩增值模式正好相反, 它是根
據作用圖層影像與下層影像的色彩產生變亮的
作用效果, 所以整個亮度會提高, 顏色會變淺。

– 加亮顏色加亮顏色加亮顏色加亮顏色：此模式是根據作用圖層影像 (或是
填入圖樣) 的色彩來增加亮度, 若作用圖層影像
的色彩愈接近白色, 則下層的影像 (或是原影像) 

將會變得愈亮, 但黑色部份則不受影響。

90

套用不同混合模式所產生的效果

– 線性加亮線性加亮線性加亮線性加亮：此模式與加亮顏色加亮顏色加亮顏色加亮顏色都是在作用圖層
影像的色彩愈接近白色時有效果, 不同之處在於
加亮顏色加亮顏色加亮顏色加亮顏色是以增加亮度為處理手法, 而線性加亮線性加亮線性加亮線性加亮
是以降低對比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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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不同混合模式所產生的效果

– 覆蓋覆蓋覆蓋覆蓋：此模式會將作用圖層影像 (或是填入圖
樣) 的色彩, 與下層影像 (原影像) 的色彩做混合
的效果, 而且可讓重疊部分的影像暗處加深, 或
是亮處增亮。

– 柔光柔光柔光柔光：此模式也是將作用圖層影像 (或是填入
圖樣) 的色彩, 與下層影像 (原影像) 的色彩做混
合；但當作用圖層影像的色彩超過 50% 的灰色
時, 會讓重疊部分的影像變暗, 反之, 若是作用圖
層影像的色彩低於 50% 的灰色, 則會讓重疊部
分的影像變亮。

92

套用不同混合模式所產生的效果
– 實光實光實光實光：此模式可說是柔光柔光柔光柔光模式的增強版。同樣
可用於加深或增亮的用途, 但最大的差別在於實實實實
光光光光模式能產生純黑或純白色, 而柔光柔光柔光柔光模式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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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不同混合模式所產生的效果

– 強烈光源強烈光源強烈光源強烈光源：此模式同樣也是將作用圖層影像的
色彩, 與下層影像的色彩做混合, 不過當作用圖
層影像的灰色低於 50% 時, 將降低對比使重疊
部分的影像變亮, 反之則提高對比來使重疊部分
的影像變暗。

– 線性光源線性光源線性光源線性光源：此模式和強烈光源強烈光源強烈光源強烈光源很類似, 只不過線線線線
性光源性光源性光源性光源是以亮度來做處理。當作用圖層影像的
灰色低於 50% 時, 將增加亮度來使重疊部分的
影像變亮, 反之則是減少亮度來使重疊部分的影
像變暗。

94

套用不同混合模式所產生的效果

– 小光源小光源小光源小光源：此模式是將作用影像的色彩, 與下層影
像的色彩做比較後再決定色彩的保留或取代。
當作用圖層影像的灰色低於 50% 時, 下層影像
色彩較作用影像色彩深的部分將會被取代, 而下
層影像色彩較作用影像色彩淺的部分會被保
留；反之, 當作用圖層影像的灰色高於 50% 時, 

下層影像色彩較作用影像色彩深的部分將被保
留, 較淺的部分則會被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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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不同混合模式所產生的效果

96

套用不同混合模式所產生的效果
– 差異化差異化差異化差異化：此模式會根據作用圖層影像的明亮度來
調整下層影像的色彩。如果作用圖層影像的色彩
是白色的, 則下面圖層對應的影像色彩會被進行反
相的動作, 如果作用圖層影像的色彩是黑色的, 那
麼下層中對應的影像色彩將不會有任何變化, 而介
於白色和黑色之間的顏色, 則會根據對應的色彩分
別進行不同程度的反相處理。此種混合模式一般
會用在製作中途曝光或氣氛詭異的作品上。

– 排除排除排除排除：與差異化差異化差異化差異化模式相似, 但排除排除排除排除模式會將作用圖
層中明亮度中等的色彩所對應之下層影像色彩變
成灰色, 因而產生的效果比差異化差異化差異化差異化模式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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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不同混合模式所產生的效果

– 色相色相色相色相：此模式會保留作用圖層的色度, 然後與下
面圖層的飽和度、亮度做混合, 下面圖層的飽和
度、亮度將不會改變。

98

套用不同混合模式所產生的效果

– 飽和度飽和度飽和度飽和度：此模式會保留作用圖層的飽和度, 然後與
下面圖層的色相、亮度做混合。下面圖層的色
相、亮度將不會改變。

– 顏色顏色顏色顏色：此模式會保留作用圖層的色相及飽和度, 然
後與下面圖層的亮度做混合, 所以下面圖層的亮度
並不會改變。

– 明度明度明度明度：此模式剛好與顏色顏色顏色顏色模式相反, 它會保留作用
圖層的亮度, 然後與下面圖層的色度、飽和度做混
合, 因此下面圖層的色相、飽和度並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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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不同混合模式所產生的效果

100

填入漸層色彩

• 除了填入前景色、背景色這些單一色彩或
圖樣之外, 漸層填色也是繪圖時常用的一種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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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與使用漸層工具

• 漸層工具漸層工具漸層工具漸層工具能在選取區域內填入多種色彩、
樣式的漸變效果。Photoshop 的漸層工具漸層工具漸層工具漸層工具中
有 5 種形式的漸層 (可於選項列中選用) , 而
且還能自訂漸層的顏色, 其他還有反向反向反向反向、混混混混
色色色色…等等選項, 可以更豐富漸層填色的效
果：

102

認識與使用漸層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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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與使用漸層工具

• 漸層工具的使用方式

– 要使用漸層工具漸層工具漸層工具漸層工具來填色, 首先請於影像檔中選好
欲填色範圍, 然後點選漸層工具漸層工具漸層工具漸層工具, 在選項列中分
別指定漸層色、漸層形式 (線性漸層、放射性
漸層…等), 以及其他項目的設定 (反向反向反向反向、混色混色混色混色…

等), 然後在選取範圍 (或整個影像) 上點選起點
後, 按住滑鼠不放拉曳至想要的位置來做為漸層
終點。如此漸層工具便會依前後二點的距離, 平
均地為選取範圍填上漸層的色彩效果。

104

認識與使用漸層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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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認識與使用漸層工具

• 漸層工具的選項列及共同的設定

– 五大漸層工具的選項列均相同, 底下以線性漸線性漸線性漸線性漸層層層層為
例做介紹：

– 按一下此處的漸層色, 便可開啟漸層編輯漸層編輯漸層編輯漸層編輯
器器器器交談窗來新增、自訂漸層色票。而按右側 鈕
拉下漸層色列示窗, 則可開啟漸層色票清單, 其中
提供多組預設的漸層效果, 可選擇其中的漸層色票
來填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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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與使用漸層工具

108

認識與使用漸層工具

– ：在此處您可以點選要使用的漸層形式, 

5 種漸層形式分別為：線性漸層線性漸層線性漸層線性漸層：從拉曳的起
點至終點做直線性的漸層效果；放射性漸層放射性漸層放射性漸層放射性漸層：
會從拉曳的起點至終點做放射性的漸層效果；
角度漸層角度漸層角度漸層角度漸層：會從拉曳的起點開始做逆時針的漸
層效果；反射性漸層反射性漸層反射性漸層反射性漸層：會從拉曳的起點開始做
對稱性的漸層效果；菱形漸層菱形漸層菱形漸層菱形漸層：會從拉曳的起
點開始做菱形圖樣的漸層效果。

–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與不透明不透明不透明不透明：已做過詳盡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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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認識與使用漸層工具
– 反向反向反向反向：勾選反向反向反向反向項目時, 可反轉漸層填色的順
序。例如點選前景到背景前景到背景前景到背景前景到背景漸層, 再勾選反向反向反向反向項目, 

則漸層色會變成以背景色為起始色, 前景色為結
束色彩：

110

認識與使用漸層工具

– 混色混色混色混色：漸層色的形成, 是將顏色由一色階漸漸轉
換為另一色階, 而混色混色混色混色項目就是在設定顏色轉換
時的平滑度。由於勾選此項目可獲得較平順的漸
層效果, 故此項目預設就是勾選的。

– 透明透明透明透明：勾選此項目才能使用含有透明效果的漸層
色, 因此在預設狀態下它也是勾選的。由於使用
透明漸層的機會不少, 而勾選此項也不會影響非
透明漸層色的功能, 故一般不建議取消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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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漸層色票

• 在選取漸層工具漸層工具漸層工具漸層工具後, 於選項列中按下漸層色, 

便可開啟漸層編輯器漸層編輯器漸層編輯器漸層編輯器交談窗來新增、自訂漸
層色票。以下示範新增自訂漸層色的操作方
法：

Step1-首先選取漸層工具漸層工具漸層工具漸層工具後, 於選項列中按下漸層色, 

以開啟漸層編輯器漸層編輯器漸層編輯器漸層編輯器交談窗。接著在預設集預設集預設集預設集區先點
選一種較接近所要的漸層色, 以供稍後編修：

112

自
訂
漸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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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漸層色票
Step2-接著在漸層類型漸層類型漸層類型漸層類型列示窗中選擇要編輯純色純色純色純色或
是雜訊雜訊雜訊雜訊型的漸層色 (先選較常用的純色純色純色純色)。並在平平平平
滑度滑度滑度滑度欄中輸入漸層色平滑數值 (0~ 100), 或是拉曳
滑動桿來調整, 數值愈高, 則漸層的顏色會愈平
順：

114

自訂漸層色票

Step3-在下方的漸層色橫條上, 可利用顏色端點顏色端點顏色端點顏色端點
(在漸層色橫條下方的端點, 用以調整漸層色彩) 

與不透明端點不透明端點不透明端點不透明端點 (在漸層色橫條上方的端點, 用以
調整透明漸層色) 來編輯漸層色。選取要編輯
的顏色端點顏色端點顏色端點顏色端點 或不透明端點不透明端點不透明端點不透明端點 (作用中的端
點上方會呈現黑色) 後, 在下方色標色標色標色標區就會啟動
對應的項目供調整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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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漸層色票

116

自訂漸層色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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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移除端點
• 也可以自行新增或刪除顏色端點顏色端點顏色端點顏色端點或不透明端不透明端不透明端不透明端
點點點點, 以變化不同的漸層效果。將滑鼠指標移近
漸層色橫條, 變成手形時, 按一下便可新增顏顏顏顏
色端點色端點色端點色端點 (若指標在漸層色橫條上方則會新增不不不不
透明端點透明端點透明端點透明端點)；按住任一端點往交談窗外拉曳, 

即可刪除選取的端點：

118

自訂漸層色票
Step4-還可以調整 2 個顏色端點顏色端點顏色端點顏色端點彼此間的色彩中點色彩中點色彩中點色彩中點, 

以及不透明端點不透明端點不透明端點不透明端點彼此間的不透明中點不透明中點不透明中點不透明中點, 以改變漸
層變化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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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漸層色票

Step5-當完成所有的編輯動作後, 就可以在名稱名稱名稱名稱欄
位中輸入漸層色的名稱, 再按下右方新增新增新增新增鈕, 即
可新增此自訂漸層色票。

120

設定雜訊漸層效果
• 雜訊漸層, 是指在指定顏色範圍內, 隨機分佈
顏色的漸層。可以在漸層編輯器漸層編輯器漸層編輯器漸層編輯器交談窗中的
漸層類型漸層類型漸層類型漸層類型列示窗中選取雜訊雜訊雜訊雜訊項目, 就可設定
出雜訊效果的漸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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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雜訊漸層效果

– 粗糙度粗糙度粗糙度粗糙度：設定雜訊漸層的粗糙度 (0~100), 數值愈
高時, 由一種顏色轉換成另一種顏色時會愈不平
順。

– 色彩模型色彩模型色彩模型色彩模型：選擇以 RGB 、HSB 、或LAB 色彩模
式來產生亂數色彩。

– 限制顏色限制顏色限制顏色限制顏色：勾選此項目可使雜訊漸層的色彩比較
平順。

– 增加透明度增加透明度增加透明度增加透明度：勾選此項目, 可以混入不同的透明度
到此雜訊漸層中。

– 隨機化隨機化隨機化隨機化：按下此鈕, 可重新產生亂數, 製作出不同
的雜訊漸層。

122

管理漸層色票

• 在漸層色票清單中存
放了許多漸層效果, 

在其選單中除了新增
漸層色票外, 還包含
了一些管理漸層色票
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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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漸層色票
– 重設漸層重設漸層重設漸層重設漸層：將目前在漸層色票清單中所有的色票
恢復成預設值。

– 載入漸層載入漸層載入漸層載入漸層：將其他的漸層色票檔案加入目前的漸
層色票清單中。

– 儲存漸層儲存漸層儲存漸層儲存漸層：將目前在漸層色票清單中所有的色票
儲存成漸層色票檔 (.GRD)。

– 取代漸層取代漸層取代漸層取代漸層：載入其他的漸層色票檔案來取代目前
的漸層色票檔。

124

管理漸層色票

• 選取漸層色票後, 按下滑鼠右鈕, 在開啟的快
顯功能表中選擇刪除漸層刪除漸層刪除漸層刪除漸層命令可刪除該漸層
色票；選擇重新命名漸層重新命名漸層重新命名漸層重新命名漸層命令, 則可更改該漸
層色票名稱；選擇新增漸層新增漸層新增漸層新增漸層命令則可將所選
色票另存成一新漸層色票。



63

125

製作圖樣與網頁背景圖樣編輯器

• 由於要製作出上下左右相連接 (有如瓷磚般的
重複填滿效果) 卻不會出現接縫的圖樣並不容
易, 但網頁背景圖和影像處理中填入圖樣時卻
常有這種需要, 因此 Photoshop 才提供了這個
圖樣製作器圖樣製作器圖樣製作器圖樣製作器來解決這個麻煩。圖樣製作器圖樣製作器圖樣製作器圖樣製作器讓
您只要在影像中建立選取範圍, 即可透過隨機
亂數重複拼貼的處理, 產生特殊圖樣, 如此一
來, 不僅能做為網頁背景圖, 還能應用到圖樣圖樣圖樣圖樣
的相關功能上 (例如填滿填滿填滿填滿功能、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油漆桶工具…

等等)。

126

製作圖樣與網頁背景圖樣編輯器



64

127

製作圖樣與網頁背景圖樣編輯器

• 將選取範圍直接定義圖樣, 及將選取範圍經過
圖樣製作器圖樣製作器圖樣製作器圖樣製作器處理後, 分別以填滿填滿填滿填滿功能填入, 其
結果如下：

128

製作重複拼貼的影像

• 如何以圖樣製作器圖樣製作器圖樣製作器圖樣製作器來製作重複拼貼圖樣。請
先開啟圖檔以供取樣, 然後執行濾鏡濾鏡濾鏡濾鏡/圖樣製圖樣製圖樣製圖樣製
作器作器作器作器命令開啟圖樣製作器圖樣製作器圖樣製作器圖樣製作器交談窗, 便可開始
製作。

Step1-首先用圖樣製作器圖樣製作器圖樣製作器圖樣製作器交談窗左上角的矩形畫矩形畫矩形畫矩形畫
面選取工具面選取工具面選取工具面選取工具 (使用方法與工具箱中的矩形畫面選矩形畫面選矩形畫面選矩形畫面選
取工具取工具取工具取工具相同) 在圖樣預視圖樣預視圖樣預視圖樣預視區中圈選出取樣範圍。
您還可利用縮放顯示工具縮放顯示工具縮放顯示工具縮放顯示工具來縮放預覽區影像, 或
是用手型工具手型工具手型工具手型工具調整預覽狀況, 以便圈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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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重複拼貼的影像

130

製作重複拼貼的影像

Step2-接著在右側的拼貼拼貼拼貼拼貼
產生產生產生產生區設定將產生之圖
樣的尺寸、效果等相關
設定。設定好後按下產產產產
生生生生鈕以產生拼貼圖樣。
若第一次產生的圖樣不
滿意, 還可以繼續按再再再再
次產生次產生次產生次產生鈕繼續產生不同
的拼貼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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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重複拼貼的影像

Step3-在產生圖樣的過程中, 可以利用右方預視預視預視預視區
中的顯示顯示顯示顯示列示窗, 選擇要在圖樣預視圖樣預視圖樣預視圖樣預視區顯示原影
像或是產生；選擇顯示產生產生產生產生模式時, 也可以勾
選拼貼邊界拼貼邊界拼貼邊界拼貼邊界項目, 讓圖樣預覽圖樣預覽圖樣預覽圖樣預覽區顯示出各圖樣彼
此拼貼時的連接處, 以確認拼貼效果是不是真的
天衣無縫天衣無縫天衣無縫天衣無縫！

132

製作重複拼貼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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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重複拼貼的影像

Step4-由於每按一次再次產生再次產生再次產生再次產生鈕, 都會產生不同的圖
樣, 可以利用右下方拼貼步驟記錄拼貼步驟記錄拼貼步驟記錄拼貼步驟記錄區來檢視這些
圖樣, 並選取其中最滿意的一個做為成品。請利
用該區下方的各按鈕來瀏覽目前已產生的圖樣, 

若有滿意的, 便可按下儲存預設圖樣儲存預設圖樣儲存預設圖樣儲存預設圖樣鈕, 將此圖樣
命名存到預設圖樣中, 以便日後應用；若都沒有
滿意的, 那麼請在預視預視預視預視區中將顯示顯示顯示顯示列示窗選為原原原原
稿稿稿稿, 再重新圈選範圍並重新產生新的拼貼圖樣。

134

製作重複拼貼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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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重複拼貼的影像

Step5-編輯完拼貼圖樣後, 若按下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鈕關閉交談窗, 

則目前開啟之影像將會被目前所選拼貼圖樣給填
滿。製作拼貼圖樣時並不見得是要填滿目前所開
啟影像, 而多半是為了日後使用。因此依循前面步
驟 4 的說明, 將完成的圖樣先命名存到預設圖樣中, 

然後改按下取消取消取消取消鈕關閉交談窗, 這樣目前開啟之影
像不會被填滿圖樣, 而日後不論何時也都能在預設
圖樣中找到該自訂拼貼圖樣來應用。

136

拼貼產生區的設定

• 在圖樣製作器圖樣製作器圖樣製作器圖樣製作器交談窗中
的拼貼產生拼貼產生拼貼產生拼貼產生區可以設定
取樣的方式：

–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剪貼簿做為樣本剪貼簿做為樣本剪貼簿做為樣本剪貼簿做為樣本：曾
經在影像上做過複製、剪
下及貼上的動作, 勾選此
項時, Photoshop 將以剪貼
簿中的影像作為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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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貼產生區的設定
–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影像尺寸影像尺寸影像尺寸影像尺寸：按此鈕, 表示要以影像尺寸做為
圖樣的大小。

– 寬度寬度寬度寬度與與與與高度高度高度高度：用來設定圖樣的寬度與高度。

– 畫面錯位畫面錯位畫面錯位畫面錯位：可以用來指定錯位的方向。無無無無表示
不錯位, 水平水平水平水平表示水平錯位, 而垂直垂直垂直垂直表示垂直錯
位。

– 總量總量總量總量：設定錯位的大小 (前提必須是畫面錯位畫面錯位畫面錯位畫面錯位
列示窗不為無無無無)。

– 平滑度平滑度平滑度平滑度：設定取樣的平滑度。

– 樣本細節樣本細節樣本細節樣本細節：設定取樣的細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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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與檢視圖樣

• 執行編輯編輯編輯編輯/預設集管理員預設集管理員預設集管理員預設集管理員命令, 

在預設集類型預設集類型預設集類型預設集類型列示窗中選擇圖圖圖圖
樣樣樣樣, 便可以像管理漸層色票那樣, 

檢視、儲存、載入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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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 的色彩模式

• 色彩模式色彩模式色彩模式色彩模式是影像處理軟體紀錄影像亮度、色
彩的方式, Photoshop 建立許多色彩模式做為
影像處理的運算基礎, 其中有些是根據色彩
模型的原理設計出來的, 基本目的是儘量要
模擬出自然界的顏色。而有些則是純粹以輸
出時的便利性來考量的 (例如索引色模式、
雙色調模式), 它們主要的目的是為了遷就輸
出設備 (如印表機) 或傳輸媒介 (如網路)。不
同的色彩模式能顯示的色彩數目不同, 所以
很自然地會影響圖檔大小。

140

色彩模型 vs色彩模式

• 色彩模型是以數值方式來描述亮度與色彩的
方法, 常見的有 RGB 、CMYK 、HSB 、
Lab 、…等。這些模型其中 RGB 是以 3 原色
光源, 如 LCD 、CRT 螢幕為基礎建立的模
型；CMYK是以印表機、印刷機的顏料等間
接光源所建立的模型；而 HSB是以光的色彩
特性來建構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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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模型 vs色彩模式

• Lab則是國際色彩組織所精密建構最符合人
類視覺、具最寬廣色域的色彩模型。 Lab 因
為不依據光源特色來建構(如螢幕光或顏料), 

所以是和設備無關的色彩模型。

• Photoshop 的色彩模式是色彩模型的實作, 

Photoshop 把 RGB 、CMYK 、Lab 3 種模型
都實作成色彩模式, 在影像影像影像影像/模式模式模式模式的子功能表
內看到。

142

色彩模型 vs色彩模式

• 影像影像影像影像/模式模式模式模式的子功能表卻看不到 HSB 模式, 

這是因為 HSB 模型一方面不是根據任何實
質設備 (如螢幕或印表機) 來建構的, 所以沒
有實用價值, 而且 HSB 的色域並不如 Lab 

模型來的符合於人類視覺, 在做為運算、轉
換的價值上也不如 Lab, 因此 Photoshop 並
沒有建立 HSB 的色彩模式。



72

143

色彩模型 vs色彩模式

• HSB 模型畢竟是最適合人類思考、認知的模
型。把光分成色相 (色彩的種類)、飽和度
(色濃度)、和亮度是否很好理解？所以
Photoshop 在檢色器上還是可以輸入 HSB 的
數值來指定顏色。雖然用 HSB 值指定顏色, 

並沒有 HSB 模式。

• 在影像影像影像影像/模式模式模式模式的子功能上還看到許多其它的色
彩模式, 這些模式是基於特殊色域的模型 (如
雙色調、灰階…) 建構的, 並非根據真實世界
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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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模型 vs色彩模式

• 色彩模式是色彩的數值表示方式, 它會以光
源的特性 (如螢幕或紙) 及人類的視覺為基
礎來建立, 因此模型不只一種, 且各有適用
範圍。 Photoshop 的色彩模式是色彩模型的
實作, 但不一定每個模型都有實作 (如 HSB 

就沒有), 而 Photoshop 也實作了一些特殊色
域的色彩模式 (如雙色調、灰階、…)。



73

145

Photoshop 中常用的色彩模式

146

點陣圖模式

• 點陣圖模式其實應該叫做黑白影像模式才
較適當, 因為它的每個像素只有黑白 2 種狀
態。這種影像最單純, 可以用1 個 bit 來表示
一個像素, bit 值為 0 代表黑色點, bit 值為 1 

代表白色點。因為黑白影像每個像素只使
用 1 個 bit 來存放資料 (即像素的值 0 或 1), 

我們稱它的位元深度為 1 bit。這也是點陣
圖英文稱為 Bitmap 的由來, 因為 1 個 bit 對
應到一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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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陣圖模式

148

點陣圖模式

• 黑白影像只有黑和白 2 階, 因此對影像的表
現自然不如灰階模式, 此時如果輸出設備的
解析度足夠, 則可以讓黑白像素以不同的密
度分佈, 來模擬出深淺不同的灰色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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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階模式

• 灰階 (Gray scale) 的意思是, 由黑到白之間分
成數個階段或強度, 也就是由全黑逐漸變
灰、再變淡、最後成為全白, Photoshop 將
黑到白之間分成 256 種階段。

150

灰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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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階模式

• 可以用 1 個 byte來表示灰階模式的一個像
素, byte 值為 0 代表 100% 全黑, byte 值 127 

代表 50% 黑色 (灰色), byte 值255 代表全
白。因為灰階影像每個像素使用 8 個 bit 來
存放資料, 所以稱它的位元深度為 8 bit。

152

灰階模式

• 紅色的灰階?

– 在其他影像的書籍裡會看到
“紅色的灰階 ”、“藍色的灰
階”、“綠色的灰階”這樣的說
法,“紅”色為什麼有 “灰”階
呢？其實 “紅色的灰階”應該稱
為 “紅色”才正確,但這個辭在
業界已成為習慣, 所以就沿用下
去。

� 不論什麼顏色, 當 level 值為 0 

就變成黑色, 當 level 值為 255 

就變成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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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B 色彩模式

• RGB 色彩模式是根據 RGB 色彩模型的成色
原理制定的。在 RGB 模式裡, 每個像素由
紅、藍、綠三色光重疊而成, 而紅、藍、綠
每一色又可由 0-255 共分成 256 種不同強度
(即 level, 這種強度層次有時又稱色階), 因此
每個像素共可以有 256 × 256 × 256 = 

16777216 色, 約 1600 萬色, 因為這些顏色的
數量已經能涵蓋大部分人的眼睛所能辨識的
範圍, 所以就稱之為全彩影像。

154

RGB 色彩模式

• 全彩影像的一個像素必須使用 3 byte共 24 

bit 來存放資料 (即像素的值 0-16777215), 我
們稱它的位元深度為 24 bit, 或每色 8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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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位元深度

• 位元深度位元深度位元深度位元深度又稱為像素深度像素深度像素深度像素深度、色彩深度色彩深度色彩深度色彩深度, 它是
指影像中每個像素用來記錄亮度及色彩所
用的位元數。因為位元數越多可以記錄的
資訊就越多, 所以, 位元深度越大, 影像中每
個像素能表現的色彩就越多, 影像的色彩就
越自然、真實。

• Photoshop 提供了 2 種位元深度選項, 8 位元
與 16 位元, 其意義與上述的位元深度位元深度位元深度位元深度略有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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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位元深度

• 指的是每一顏色變數維度 (或稱色版) 所使
用的 bit 數, 當選用了 Photoshop 的 8 位元模
式時, 每個色版所佔的位元數就是 8 bit, 以
RGB 模式來說, 就是指三原色各使用 8 位元
來記錄色彩, 因此總位元深度是 8 × 3 = 24, 

這和前面的說法是一致的。如以每個色版 8 

位元的深度記錄的 CMYK 模式影像, 則總
色彩深度就是 8 × 4 (因為有 4 個色版)、Lab 

模式則為 8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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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位元深度

• 而如果選用了 Photoshop 的 16 bit 模式, 那
每個顏色就有 16 bit 的深度, RGB 的每個像
素的總色深度就變成 48 bit, 而 CMYK 的總
色深度就有 64 bit 了。

• 若要轉換影像的位元深度, 請執行影像影像影像影像/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8 位元位元位元位元/色版色版色版色版)命令, 或是影像影像影像影像/模模模模
式式式式/(16 位元位元位元位元/色版色版色版色版)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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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位元深度

• Photoshop 對 16 位
元色版的支援不足, 

因此許多影像濾鏡
與編輯動作無法在
位元深度為 16 位
元的影像中進行, 

所以一般是建議用
8 位元深度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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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B 色彩模式

• 如果以 (紅,綠,藍) 的順序來代表一個點的顏
色組成, 則 (0,0,0) 代表全黑, 也就是紅、
藍、綠光線的強度均為 0, 而 (255,0,0) 代表
最強的紅色光點, (0,0,255) 代表最強藍色光
點, 而 (255,255,255) 則是全白的光點。RGB 

三色隨著數值的增大, 混色的結果也越趨明
亮, 所以這種顏色構成的方法叫做加色法。

160

RGB 色彩模式

• RGB 模式是最常
用的色彩模式, 因
此許多影像處理
軟體都以 RGB 色
彩模式為預設模
式, 並且也提供最
多影像處理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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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GB與 Adobe RGB
• 目前數位相機所採用的是一種叫做 sRGB的
色彩模式, sRGB模式原來是供網頁影像所使
用的, 它的色空間 (色域) 比 RGB 還小, 因此
所能呈現的色彩數目不夠多。有些高級的交
換鏡頭單眼數位相機 (DSLR) 除了 sRGB模
式之外, 還提供了 Adobe RGB, 指的就是
Photoshop 所用的 RGB 模式, 當選用此模式
拍攝照片時, 就能夠攝取更多的色彩, 更逼近
自然, 並且在編修影像時就不會有色空間受
限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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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的相對性：紅綠藍與黑灰白

• 在 RGB 彩色影像中當然也包含黑、灰、白
等顏色。當人的眼睛看到紅、綠、藍強度
相同的光線時, 感受到的就是白光, 只不過
因強度不同所以會產生灰色階調。例如：
當光的強度為零 (0,0,0) 就是 100% 黑, 當光
的強度組合為 (127,127,127) 就是 50% 的黑
(灰色), 而光的強度為 (255,255,255) 時就是
最亮的白。



82

163

顏色的相對性：紅綠藍與黑灰白

• 因此在 RGB 影像裡由全黑到灰色到白色共
有 (0,0,0)、
(1,1,1)、...(10,10,10)、 ...(127,127,127)、...

、(255, 255,255) 共 256 個灰色階調。

• 再進一步的來看這件事情, (0,0,1) 是什麼顏
色呢？是很淡白的藍嗎？不是, (0,0,1) 是很
暗很暗的藍, 很淡白的藍是 (254,254,255)。

164

顏色的相對性：紅綠藍與黑灰白

• 當 RGB 三色比重相同時就是黑、灰、白色, 

因此 (0,0,1) 就是在 (0,0,0) 全黑的基礎上再
加上 1 個色階強度的藍色, 因為 1 個色階強
度光的亮度很低, 所以就是非常暗的藍色。
至於 (254,254,255) 就是 (254,254,254) 幾乎
是接近全亮的極淡的灰色再加上 1 個色階的
藍, 所以就變成很淡很淡的藍色了! 其實人的
眼睛並無法明顯感覺到一個色階的差異, 所
以 (0,0,1) 和 (254,254,255) 看起來就像是全
黑和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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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體驗

166

實例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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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體驗

168

實例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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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體驗

• 從以上的實驗可以發現RGB 模型的特色有
二：

一、RGB 各色階的值, 不但和顏色飽和度 (濃度) 

成正比, 也和亮度成正比。

二、RGB 各色階的值, 可以取出相同的量來組成
灰色 (或想成相互抵消成灰色), 剩下的色階值才
是真正顯現顏色的部分。例如： (180,127,127) 

是灰紅色, (255,127,127) 則更亮紅一點, 而
(255,0,0) 是最濃的紅色, 因為其中 R255 的紅色
都沒有被其他顏色抵消掉。

170

CMYK 色彩模式

• CMYK 色彩模式是根據 CMYK 色彩模型的
成色原理制定的。在 Photoshop 裡的
CMYK 色彩模式, 是將各色油墨的含量定為
0% 至 100% 間, 如一朵鮮紅的玫瑰可以 C：
2%、M：93%、Y：90% 與 K：0% 的油墨
數值來描述。根據 CMYK 的減色混色原理, 

越大的油墨輸出量會造成顏色越來越暗的
加成效果, 所以想要表示純白時, 各色油墨
的數值便都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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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YK 色彩模式

• 由於數位影像處理時都用 RGB 色彩模式, 所
以要輸出前均需先轉換為 CMYK 色彩模式, 

這樣才能使原有的 RGB 模式裡的色彩能用
CMYK 的油墨印刷出來, 不過這是輸出中心
的事, 並非影像編修要做的, 千萬不要自己在
CMYK 模式下編修影像。由於這 2 種色彩模
式的色空間並不相同, 因此在做色彩模式轉換
時, 會有某些顏色無法轉換出來的情形。所以
轉換色彩模式後, 必須預覽並修正、調整色彩, 

這樣才能確保印刷後的色彩符合要求。

172

轉換影像的色彩模式

• Photoshop 中, 目前
影像的色彩模式會
顯示在影像視窗標
題列上；若要轉換
影像的色彩模式, 

則請執行影像影像影像影像/模模模模
式式式式子功能表中的命
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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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 色彩模式

• Lab 色彩模式是根據
L*a*b 色彩模型制定的。
在 Photoshop 的 Lab 色彩
模式裡, L 的值由 0 到 100, 

代表亮度上最弱到最強之
間的變化, 彩度 a 和 b 的範
圍則各延伸在 +128 至 -

128 之間, 分別代表綠到紅
(a) 和藍到黃 (b) 的顏色變
化。

174

Lab 色彩模式

• Lab 色彩模式能描述最多的色彩, 可以做為
跨平台、跨設備時使用的色彩模式, 而且也
是許多高階、複雜的商業影像處理軟體常
用的模式。以 Photoshop 而言, 支援最多功
能的是 RGB 模式, 至於Lab 模式常常會有某
些功能無法使用 (功能選項變成淡化), 所以
除非特殊需要, 否則也較少使用 Lab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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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 色彩模式

• 由於 Lab 模式把明度 L (Luminance) 變數和顏
色變數 a、b 分離出來 (這點和 RGB、CMYK 

有很大不同), 所以當我們對 L 變數 (或稱 L 色
版) 做編修時, 並不會改變影像的顏色, 這種特
性十分適合不希望動到顏色的一些編修調整, 

例如：影像銳利化的動作。

• 要輸出 Lab 色彩模式的影像時, 同樣必須先轉
換為 CMYK 色彩模式, 但這並不是在
Photoshop 處理, 而是在專業的輸出中心做這
個動作。

176

索引色模式
• 索引色模式是一般最常被應用在多媒體或
網路上的色彩模式。因為網路頻寬有限, 所
以檔案不能太大否則速度會變慢, 索引色模
式可以符合這樣的需求。

• 它以一個顏色表(一般稱色盤色盤色盤色盤) 做為索引, 存
放該影像最常出現的顏色, 然後紀錄到像素
上, 因為只紀錄常出現的顏色, 所以就不用
紀錄所有的顏色, 因而色深度可大幅減小, 

例如只存放 256 色的色盤, 只要用 8 bit 就可
紀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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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色模式

• 每個像素就比純 RBG 模式少 16 bit, 對於一個
百萬象數的圖檔而言, 就可以減少數百萬 Byte 

的圖檔大小。索引色模式的影像品質和色盤
內顏色的總數有關, 色盤的顏色愈多, 影像愈
真實, 但檔案愈大。

• 當影像轉換為索引色模式時, Photoshop 會縮
減影像中的色彩為 256 種 (或更少), 並建立一
個顏色的索引表 (及色盤), 以儲存及檢索該影
像中的色彩。當影像像素的色彩不在索引表
內, Photoshop 會自動找出相近顏色來代替。

178

索引色模式



90

179

索引色模式

• 雙色調模式

– 雙色調模式可以使用雙色 (或更多顏色) 來代表
灰階影像上的色彩, 此模式可以建立單色調、雙
色調、三色調及四色調, 其原理就是用 1~4 種
自訂墨色混合出的色彩來呈現灰階影像中原本
的黑色調部分, 所以在轉換雙色調模式之前, 必
須先轉為灰階模式, 才可以使用雙色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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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色模式



91

181

索引色模式

182

索引色模式

• 多重色版模式

– 多重色版模式與雙色調模式意義相近, 但多重色
版模式可以指定更多自訂墨色來描述影像色彩, 

而且每個墨色都有獨立的灰階影像 (即特別色
色版) 來表示該墨色的分布情況。

– 可以把多重色版模式看成是一種自訂色彩模式自訂色彩模式自訂色彩模式自訂色彩模式, 

像 CMYK 色彩模式是規定要由 4 種墨色混合而
成, 而多重色版模式則是可以讓使用者自由指定
要用哪些墨色、幾種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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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把 CMYK 色彩模式當中的一個墨色刪除
(即把其中一個色版刪除), 它就不再是 CMYK 

色彩模式, 可是又無法歸類成其他模式, 

Photoshop 就自動把剩下的墨色都當成是使用者
自訂, 因此影像就自動轉換成多重色版模式。

– 多重色版模式主要是針對特殊的印刷用途, 如列
印一個具特別色的灰階影像, 或製作將影像中某
色版 (如：藍色版) 除掉後的輸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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