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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的基本操作

資科系

林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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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的功能

• 曾經談過圖層的功用, 可以將每一個圖層想
像成一張透明相片(正片), 而在這一疊相片
的最上方由上至下地看穿它, 並得到最好的
視覺組合效果。在此直接以實例來看看利
用 Photoshop 圖層製作出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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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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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的功能

• 這張圖, 是由下頁的 6 張圖片組合而成的, 而要
做出這種效果, 使用的就是圖層的神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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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的功能

6

圖層的功能
• 在上圖中各圖層是彼此獨立的個體, 可以任
意地修改, 而毋須擔心會破壞其他圖層裡的
影像。此外還可以利用不透明度來調整每個
圖層的可見度、或控制圖層的顯示範圍。也
可以針對每個圖層進行不同的操作、編輯及
合成, 組合出各式各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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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浮動視窗

• 接著看看範例中圖層圖層圖層圖層的分佈狀況, 並了解圖
層浮動視窗的環境。請執行視窗視窗視窗視窗/圖層圖層圖層圖層命令
來開啟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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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浮動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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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浮動視窗

• 當影像有多個圖層時, 對影像進行編輯只會影
響到作用中圖層, 只要點選圖層名稱(例如上圖
中的主角主角主角主角或湖光山色湖光山色湖光山色湖光山色字樣), 即會使它變成作用
中圖層。作用中圖層的名稱會顯示在影像視窗
的標題列中, 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中的作用中圖層旁
邊也會顯示繪圖筆刷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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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圖層和一般圖層

• 可以利用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看到影像圖層的狀
況。在 Photoshop 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中的圖層分為
2 種, 一種是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 另一種則是一般圖層。
一個影像中只能有一個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 其他則為一
般圖層。可以將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想像成影像上的畫
布或背景圖, 因此不能改變該圖層的堆疊順
序、混合模式或不透明度；而一般圖層則沒
有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的這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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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圖層和一般圖層

• 開啟既有影像時, Photoshop 預設會將此張影
像設為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但若原來的影像已經更改
過圖層的設定, 且儲存成 PSD、PDF、TIF 等
格式(可儲存圖層的影像格式), 那麼就會依照
之前設定的圖層來開啟檔案。

12

背景圖層和一般圖層

• 開新檔案時, 則會有 2 種情況：當以白色或
其他顏色的背景建立新影像時, 該檔案是以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的方式顯示；若開啟的新影像為透
明內容時, 就會以一般圖層來顯示。雖然在
開啟影像時, 預設就將影像以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的方
式來顯示, 但仍可以依需要, 執行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與
一般圖層的轉換。因此, 倒不用擔心開啟舊
檔的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無法與其他圖層做混合模式的
效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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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圖層和一般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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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圖層和一般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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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上的透明部份

• 在影像處理的過程中, 不論是要合成影像, 

還是要製作網頁小圖示…, 都會經常需要做
出影像去背的動作, 然而, 在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上並
無法做出去背的透明效果；而在一般圖層
上, 只要將要去背的部份選取起來, 按下
Delete 鍵, 便可以將背景刪除而變成透明的
效果(以方格狀的背景為代表)。

16

圖層上的透明部份
• 假設拍了一張螢幕的照片 (P07-01.psd 範例
中的 PC1 圖層), 希望能夠在該圖層的螢幕
上做出透明效果, 顯示出下方圖層的影像, 

便只要將要去背的範圍選取起來, 按下
Delete 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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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上的透明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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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上的透明部份

• 透明部份會顯示出下面圖層的影像, 因此, 

許多影像合成都是利用這樣的效果來達成
的。如果將透明部份的圖層儲存成 GIF 檔
案, 就可以製作出去背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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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圖層
• 下面要介紹二種新增
圖層的方法：

– 方法一：這是最簡單
又快速的方法, 請直接
按下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下
方的 鈕, 即可新增
一層名為 “圖層 1”的
圖層, 此外, 代表目前
作用圖層的筆狀圖示
也會移到圖層圖層圖層圖層 1 上。

20

新增圖層

– 方法二：此種方法可以先將要新增圖層的圖層名
稱、模式、與透明度設定好。請在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
右側的箭頭 上按鈕, 執行選單中的新增圖層新增圖層新增圖層新增圖層命
令, 開啟新增圖層新增圖層新增圖層新增圖層交談窗 (同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新增新增新增新增/圖層圖層圖層圖層
命令), 在名稱名稱名稱名稱欄位裡可以對新增的圖層命名, 設定
好後按下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鈕即可新增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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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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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圖層

• 也可以複製已經存在的圖層成為另一個圖層, 

再稍做編修即可快速建立不同的效果, 接著
請跟著一起練習, 看看如何在同一影像中或
不同影像間複製圖層。

– 不同影像間的圖層複製不同影像間的圖層複製不同影像間的圖層複製不同影像間的圖層複製：若已經在別的檔案中有
適合的影像圖層可以使用, 那麼只要直接複製該
圖層即可。請使用移動工具移動工具移動工具移動工具直接拉曳 P07-01.psd 

檔案中的 PC1 圖層到另一個影像視窗中 P07-

02.jpg, Photoshop 便會把複製的影像置於一個新
的圖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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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圖層

24

複製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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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圖層
– 同一影像裡圖層的複製同一影像裡圖層的複製同一影像裡圖層的複製同一影像裡圖層的複製：若影像中已經有包含適
合的圖層 (本例中還要再複製一個電腦框), 只要
在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中選定圖層, 直接將它拉曳至
鈕上, 便可以複製圖層。

26

複製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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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圖層

• 下列 3 種方法可以刪除某一或數個圖層：

1 從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中, 在欲刪除的圖層上按一下, 直接
將它拉曳到浮動視窗下方的刪除圖層刪除圖層刪除圖層刪除圖層鈕上刪除。

28

刪除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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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圖層
2選定欲刪除的圖層後按下浮動視窗上的 鈕, 在
開啟的警告訊息裡按下是是是是鈕, 確認刪除的動作後
即可刪除圖層。

3 選定圖層, 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選單裡的刪除圖層刪除圖層刪除圖層刪除圖層
命令即可 (同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刪除刪除刪除刪除/圖層圖層圖層圖層命令)。

30

改變圖層的堆疊順序
• 影像的顯示和圖層的堆疊順序有著密切的關
係, 相同的圖層, 堆疊順序不同, 顯示出來的
影像效果也不同。

• 為了方便接續的練習, 請利用前述方法, 將
P07-01.psd 檔案中的花海花海花海花海圖層複製到目前的
影像中。此時由於拉曳複製時的順序不同, 

花海花海花海花海圖層與 PC1 圖層的合成效果並不妥當。
所以要在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上, 透過拉曳圖層的
方式來改變圖層上下堆疊的順序, 達成想要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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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圖層的堆疊順序

32

改變圖層的堆疊順序

• 此外在 Photoshop 中還有幾個命令, 可以調整
圖層的堆疊順序, 可以在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排列順序排列順序排列順序排列順序子功
能表中找到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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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的顯示順序
• 影像堆疊的顯示順序是由上至下, 也就是圖圖圖圖
層層層層浮動視窗裡上層的圖層顯示時會蓋住下面
的圖層。其中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永遠在影像的最下層, 

不能移動它的堆疊順序。

34

圖層的顯示與隱藏

• 一張影像上可能有著二、三層甚或數十層的
圖層, 為了操作上的便利, 可以先將暫時不會
用到的圖層隱藏起來, 等到需要時再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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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的顯示與隱藏

• 想要將圖層隱藏起來時, 只要用滑鼠在眼睛圖
示上按一下, 就可以隱藏圖層；想要將圖層顯
示出來時, 只需要在眼睛圖示的位置上再按一
下使眼睛出現即可。

36

鎖定圖層

• 在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中, 可以針對需求來完全鎖
定或部份鎖定圖層中的內容, 以保護圖層內
容。當圖層鎖定時, 圖層名稱的右側會顯示
一個鎖形圖示, 而此鎖形圖示若呈現實心
狀 , 表示該圖層已完全鎖定；如果鎖形
圖示呈現空心狀 , 則表示只有鎖定部份
圖層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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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定圖層

• 圖層的鎖定方式分成以下 4 種, 前 3 種鎖定
方式為圖層的部份鎖定, 第 4 種鎖定方式則
為完全鎖定：

38

鎖定圖層

1 鎖定透明像素鎖定透明像素鎖定透明像素鎖定透明像素：表示只能編輯圖層的不透明部
份, 例如, 想要改變電腦框的色彩, 便可以先鎖定
PC1 圖層, 再利用漸層工具填入綠色到透明的漸層, 

則不需要選取影像範圍, 其漸層便會只應用在電腦
框上。

2 鎖定影像像素鎖定影像像素鎖定影像像素鎖定影像像素：可防止使用繪畫或填色工具修
改圖層像素, 所以鎖定此項後, 若選取到這類的工
具, 則指標在影像上會顯示無法使用的符號 。

3 鎖定位置鎖定位置鎖定位置鎖定位置：防止移動整個圖層的像素, 但如果
有先選取範圍, 則仍可以移動選取範圍內的像素。

4 全部鎖定全部鎖定全部鎖定全部鎖定：鎖定圖層及其中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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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圖層與背景圖層的轉換

•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位於影像的最底層, 其名稱固定為背背背背
景景景景, 且無法調整不透明度。但是可依需要將背背背背
景景景景圖層轉換為一般圖層, 以便設定不透明度及
混合模式；或是為沒有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的影像指定
一般圖層做為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可以繼續使用原來
的檔案或是開啟 P07-03.psd 來練習。

40

一般圖層與背景圖層的轉換
– 將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轉換成一般圖層：直接在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
窗上的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上雙按滑鼠開啟新增圖層新增圖層新增圖層新增圖層交談窗, 

在交談窗裡設定不透明度及混合模式後, 按下確確確確
定定定定鈕, 就可以將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轉換為一般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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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圖層與背景圖層的轉換

42

一般圖層與背景圖層的轉換

– 將一般圖層轉換成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在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
上點選一般圖層, 然後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新增新增新增新增/圖層背景圖層背景圖層背景圖層背景
命令, 即可馬上將該圖層轉換成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圖層。若該
一般圖層中有透明像素的部份, 則會以目前
Photoshop 中的背景色來填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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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圖層中的影像

• 在影像中加入新的圖層後, 可以將個別的圖
層都視為一張張獨立的影像, 可以在上面繪
製、剪貼、編輯影像等, 甚至運用濾鏡特效
來處理圖層上的影像。以下提出幾個重點：

– 可依需要改變影像的不透明度及影像混合模式。
可以從圖層浮動視窗上直接改變它們。

– 鎖定透明像素鎖定透明像素鎖定透明像素鎖定透明像素：在浮動視窗上可以看到鎖定透明鎖定透明鎖定透明鎖定透明
像素像素像素像素選項, 按下此鈕後, 在編修或填塗影像時, 將
只作用在目前圖層的非透明區上, 不會影響到透
明區域。

44

編輯圖層中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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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圖層中的影像

46

編輯圖層中的影像

– 使用全部圖層使用全部圖層使用全部圖層使用全部圖層：除了對現在的作用圖層做編修外, 

在使用魔術棒工具魔術棒工具魔術棒工具魔術棒工具 、仿製印章工具仿製印章工具仿製印章工具仿製印章工具 等工具
時, 還可以對編輯區域內所有的圖層同時作用。
想要使用這項功能, 必須切換到這些工具, 並在各
選項列上勾選使用全部圖層使用全部圖層使用全部圖層使用全部圖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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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圖層中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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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圖層中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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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圖層中的影像

50

移動圖層中的影像

• 可以使用移動工具移動工具移動工具移動工具來移動圖層中的影像。不
過要注意的是必須先在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上選定
要移動的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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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圖層中的影像

52

連結圖層

• 在 Photoshop 裡, 可以一次移動多個圖層中
的影像, 將它們一起移到另一個位置或複製
到其他的影像上。想要完成這個動作很容
易, 只要在圖層間建立連結關係即可。

• 首先請選定目前工作的圖層, 然後在欲連結
圖層的連結欄上按一下滑鼠左鈕, 可以看到
連結欄上出現鎖鏈狀的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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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圖層

54

連結圖層

• 當兩個圖層處於連結的狀態時, 只要移動其
中任一圖層中的影像, 另一個圖層中的影
像也會跟著一起移動。連結後的圖層能夠
同時移動或複製到其他影像；想要解除連
結時, 僅需要在連結欄上再按一下, 就可以
解除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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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齊圖層中的影像

• 雖說圖層使用起來有很多好處, 但若一次要
對齊多個圖層中的影像時, 就需要一點技
巧。下面提供了 3 種對齊的方式, 做參考。

– 使用對齊命令

– 使用參考線來對齊圖層影像

– 均分連結

56

使用對齊命令

• 使用對齊對齊對齊對齊命令可以輕易的對齊圖層中的影
像 (圖層中必須先建立連結才能對齊)。

• 下方的影像共有 4 個圖層, 選取小玩偶小玩偶小玩偶小玩偶 3 做
為作用圖層, 然後與小玩偶小玩偶小玩偶小玩偶 1、、、、2建立連結, 

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對齊連結對齊連結對齊連結對齊連結/頂端邊緣頂端邊緣頂端邊緣頂端邊緣命令, 即可讓
小玩偶小玩偶小玩偶小玩偶 1、、、、2兩圖層中的影像對齊小玩偶小玩偶小玩偶小玩偶 3

圖層影像的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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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對齊命令

58

使用對齊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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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參考線來對齊圖層影像

• Photoshop 裡的參考線參考線參考線參考線同樣可以對齊圖層影
像。請執行檢視檢視檢視檢視/尺標尺標尺標尺標命令, 顯示影像視窗的尺
標。接下來將滑鼠移至尺標上, 按下左鈕拉曳
參考線到影像上, 接著便可以使用移動工具移動工具移動工具移動工具在
圖層間切換, 依序對齊各圖層內的影像。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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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參考線來對齊圖層影像

• 對齊圖層影像時, 執行檢視檢視檢視檢視/靠齊至靠齊至靠齊至靠齊至/參考線參考線參考線參考線
命令開啟自動靠齊參考線的功能, 使圖層中
的影像自動吸附到參考線上。

62

均分連結

• 均分連結均分連結均分連結均分連結功能也能調整圖層的影像配置, 使
用此功能的前提是必須先將 3 個以上的圖層
連結起來, 然後才能進行均分連結。可以在
圖層圖層圖層圖層/均分連結均分連結均分連結均分連結子功能表下找到這些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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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分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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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分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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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圖層組合管理圖層

• 當圖層過於複雜時, 可以利用圖層組合圖層組合圖層組合圖層組合功能來
進行管理。圖層組合的角色與圖層相同, 只是
會先將組合內的圖層效果整合, 然後再與其他
的圖層整合成整個影像。

– 新增空白圖層組合

– 檢視圖層組合

– 圖層組合屬性的設定

– 複製圖層組合

– 刪除圖層組合

66

新增空白圖層組合
• 在 Photoshop 中共有 3 種新增空白圖層組合的
方法：

1 按下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上的建立新組合建立新組合建立新組合建立新組合鈕。

2 在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選單中執行新增圖層組合新增圖層組合新增圖層組合新增圖層組合命令。

3 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新增新增新增新增/圖層組合圖層組合圖層組合圖層組合命令。出現新增圖層組合新增圖層組合新增圖層組合新增圖層組合
交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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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圖層組合

• 按一下圖層組名稱
旁的 圖示, 即可
展開圖層組, 再按一
下則可關閉。

68

圖層組合屬性的設定

• 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圖層組合屬性圖層組合屬性圖層組合屬性圖層組合屬性命令, 即會出現圖層
組合屬性交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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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圖層組合

• 複製圖層組合跟複製圖層的步驟大致相同, 在此介
紹二種方法：
– 方法一：選定圖層組合, 將其拉曳到 鈕上。
– 方法二：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選單中的複製圖層組合複製圖層組合複製圖層組合複製圖層組合命
令, 在複製圖層組合複製圖層組合複製圖層組合複製圖層組合交談窗中設定新的圖層組合名稱
(同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複製圖層組合複製圖層組合複製圖層組合複製圖層組合命令)。

70

刪除圖層組合

• 刪除圖層組合有下列三種方式：

– 方法一：在欲刪除的圖層組合上按一下, 然後拉
曳到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下方的 鈕處即可刪除。

– 方法二：選定欲刪除的圖層組合, 按一下 鈕進
行刪除。

– 方法三：選定圖層組合, 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浮動視窗選單
中的刪除圖層組合刪除圖層組合刪除圖層組合刪除圖層組合命令 (同執行圖層圖層圖層圖層/刪除刪除刪除刪除/圖層圖層圖層圖層
組合組合組合組合命令)。

• 無論採用哪一種方式刪除圖層組合, 皆會出
現如下的警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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