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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移動工具移動、拷貝影像

• 將選取範圍的影像移動到影像的其他區域中, 

例如想要將黃色夾子移動到紅色夾子上。先
選取黃色夾子, 然後點選移動工具移動工具移動工具移動工具, 將指標移
到選取框內 (滑鼠指標變成 ), 拉曳選取框
即可搬移選取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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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移動工具移動、拷貝影像

4

拷貝影像

• 若是要拷貝影像, 

則可在使用移動工
具時按住 Alt 鍵不
放 (指標變成 ), 

再拉曳選取範圍即
可拷貝一份到新的
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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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移動工具移動、拷貝影像
• 使用移動工具移動工具移動工具移動工具將選取範圍拉曳到其他影像
視窗或其他應用軟體中, Photoshop 會直接
完成拷貝的動作, 簡單就能做出影像合成的
效果。

6

使用移動工具移動、拷貝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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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影像
• 使用影像影像影像影像/複製複製複製複製命令將整個影像 (包括所有的
圖層、圖層遮色片和色版) 複製出另一個新影
像。若想測試各種影像特效, 但又怕破壞原影
像的設定, 就可以複製影像專供測試用。

8

複製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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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影像

• 如果要清除選
取範圍內的影
像, 可執行編輯編輯編輯編輯
/清除清除清除清除命令, 或
直接按下
Delete 鍵。

10

尺標、度量工具、格點與參考線

• 對影像做移動或變形功能時, 除了單純的憑
藉直覺來操作, 也可以藉助 Photoshop 提供
的輔助功能：尺標尺標尺標尺標、度量工具度量工具度量工具度量工具、格點格點格點格點與參參參參
考線考線考線考線功能, 以協助精確計算位置、長、寬, 

而這對於對齊、選取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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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標
• 執行檢視檢視檢視檢視/ 尺標尺標尺標尺標命令可以
顯示/隱藏尺標, 尺標會出
現在影像視窗的上方及左
側, 在影像視窗中移動滑
鼠指標時, 尺標上會有同
步移動的虛線, 指出指標
目前所在的刻度。若要詳
細的數據, 可以從資訊資訊資訊資訊浮
動視窗中查詢。

12

尺標

• 尺標預設是以影像視窗的左上方為原點, 拉
曳視窗左上角的尺標相交處到影像視窗上, 

便能重新設定原點。

• 想要重新將尺標原點回復到預設位置時, 僅
需在左上角尺標交界的方格上雙按滑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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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工具

• 雖然可以利用尺標來取得影像的長寬, 但在
使用上卻不太方便, 可以使用度量工具度量工具度量工具度量工具 (在
滴管工具滴管工具滴管工具滴管工具組中) 來計算影像視窗中任兩點間
的距離。

14

度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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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工具

• 在拉曳度量線段時, 按住 Shift 鍵, 可以 45 度
倍數移動。建立度量線段後, 拉曳線段端點
還可調整長、短、角度；拉曳線段本身則
可移動線段；將線段移到影像視窗之外, 則
可刪除。

16

參考線
• Photoshop 的參考線參考線參考線參考線是在對齊圖層、文字或
選取範圍時的好幫手。參考線是浮動在影
像上, 我們可以新增、移動參考線, 也可以
將它鎖定, 避免不小心被移動了。欲使用參
考線時, 只要在尺標上按住滑鼠左鈕拉曳至
影像上即可新增參考線；想要清除時, 可以
執行檢視檢視檢視檢視/清除參考線清除參考線清除參考線清除參考線命令來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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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點
• 想要更精細選取部分區域的人來說使用格
點會是更好的選擇。您可以執行檢視檢視檢視檢視/顯示顯示顯示顯示/

格點格點格點格點命令來顯示格點, 有了格點後, 就可以
勾選檢視檢視檢視檢視/靠齊至靠齊至靠齊至靠齊至/格點格點格點格點命令來對齊圖層或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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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與翻轉整張影像
• 假設想要翻轉影像 (如翻轉直立場景的相
片、修正拍歪的相片), 可以利用下列的方法
來達成。請執行影像影像影像影像/旋轉版面旋轉版面旋轉版面旋轉版面命令, 在旋轉旋轉旋轉旋轉
版面版面版面版面子功能表中有多種旋轉的角度, 其中任任任任
意意意意命令會開啟交談窗讓使用者自訂想要的
旋轉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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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與翻轉整張影像

20

旋轉與翻轉整張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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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與翻轉整張影像

• 要修正拍歪的照片, 又不確定要旋轉幾度時, 

可以使用度量工具度量工具度量工具度量工具和資訊資訊資訊資訊浮動視窗先行量測
照片的偏斜角度。

Step1-用度量工具度量工具度量工具度量工具在影像中繪製一條垂直線和一條
與影像斜度相同的斜線, 並自資訊資訊資訊資訊浮動視窗中取
得兩條線之間的角度。

Step2-執行影像影像影像影像/旋轉版面旋轉版面旋轉版面旋轉版面/任意任意任意任意命令開啟旋轉版面旋轉版面旋轉版面旋轉版面
交談窗, 輸入剛剛取得的角度數值, 並點選旋轉的
方向, 然後按下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鈕。



12

23

旋轉與翻轉整張影像 -Step1

24

旋轉與翻轉整張影像 -Ste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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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變形命令變形影像

• 變形變形變形變形命令除了旋轉、翻轉影像外, 還能任意
縮放、傾斜、扭曲、透視變形影像, 唯需先
選取作用範圍才能使用。

• 請先選取欲作用的影像範圍, 然後在編輯編輯編輯編輯/變變變變
形形形形子功能表中選取任一影像變形的命令後, 

影像上會出現變形選取框變形選取框變形選取框變形選取框, 再藉由拉曳變形
選取框周圍的 8 個控點控點控點控點, 來對影像做各項變
形的動作。

26

使用變形命令變形影像

• 在確認動作之前, 可執行多個變形命令來調
整影像, 例如先執行縮放縮放縮放縮放命令調整大小, 接
著又執行傾斜傾斜傾斜傾斜命令調整斜度。當調整出想
要的效果後, 只要在變形選取框內雙按滑鼠
左鈕, 或按選項列的確認變形確認變形確認變形確認變形鈕 (或按 Enter 

鍵), 就可套用變形效果並取消變形選取框。

• 調整到最後若不想套用變形效果的話, 只要
按下 Esc 鍵, 或選項列的取消變形取消變形取消變形取消變形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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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參考點

• 所有變形動作都是依據
參考點參考點參考點參考點來進行, 參考點
預設位於變形物件的中
心, 可以將參考點移到
不同的位置, 製作出不
同的變形效果。可以直
接拉曳影像上的參考點, 

或利用變形選項列的參參參參
考點定位器考點定位器考點定位器考點定位器來設定參考
點的位置。

28

各項變形命令

• 依序介紹變形變形變形變形子功能表
中縮放、旋轉、傾斜、
扭曲、透視等命令的用
法, 至於確定角度的旋轉
及水平、垂直翻轉等命
令, 只要執行就可套用, 

不需再拉曳控點來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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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變形命令
• 縮放縮放縮放縮放：執行此命令後, 將滑鼠移至變形選取框
的控點上拉曳, 即可改變影像的尺寸。拉曳時
若配合按下 Alt 鍵可以參考點為中心對稱縮放
影像；按住Shift 鍵再拉曳角落控點則能做長
寬等比例的縮放, 當然, 也可以同時使用固定
長寬比例及對稱方式來縮放影像。

30

各項變形命令

• 旋轉旋轉旋轉旋轉：執行此命令後, 用
滑鼠在控點或變形選取
框的外圍拉曳, 便可旋轉
影像(按住 Shift 鍵不放, 

則旋轉影像時可以 15 度
角為單位來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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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變形命令

• 傾斜傾斜傾斜傾斜：執行此命令後, 即
可拉曳變形選取框的控
點調整傾斜程度。拉曳
側邊控點只能沿著邊框
的方向來移動, 若配合按
下 Alt 鍵, 則能對稱調整
傾斜效果。

32

各項變形命令

• 扭曲扭曲扭曲扭曲：選取這項命令後, 在變形選取框的控
點上拉曳, 可以調整影像的扭曲效果。和傾傾傾傾
斜斜斜斜命令不同的是, 拉曳側邊控點可以隨意移
動, 不限於變形選取框的邊線方向；但若配
合按下Shift 鍵就只能使控點沿變形選取框的
邊線方向移動, 如同傾斜傾斜傾斜傾斜命令一般。在拉曳
時若按下 Alt 鍵, 則可對稱調整扭曲效果。



17

33

各項變形命令

• 透視透視透視透視：執行此命令, 

拉曳角落控點可以對
影像產生透視變形的
效果。

34

重複套用變形效果

• 對影像套用一次變形效果後, 若想把相同的
變形效果再套用一次, 或套用在其他的影像
範圍上, 只需選取該範圍, 再執行編輯編輯編輯編輯/變形變形變形變形/

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命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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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套用變形效果

36

任意變形

• 執行編輯編輯編輯編輯/任意變形任意變形任意變形任意變形命令, 

即可拉曳變形選取框及
8 個控點來自由變形影
像。拉曳時再搭配不同
的按鍵, 還可直接切換不
同的變形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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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變形

38

變形選項列

• 執行編輯編輯編輯編輯/任意變形任意變形任意變形任意變形命令或變形變形變形變形子功能表中
的 5 個變形命令, 即會出現變形選項列, 只
要在各選項的欄位中輸入數值, 可以更精確
地設定變形的程度。



20

39

液化交談窗

• 欲利用液化功能變形影像, 請執行濾鏡濾鏡濾鏡濾鏡/液化液化液化液化
命令開啟液化液化液化液化交談窗。在液化液化液化液化交談窗左半
部的工具箱中, 提供 8 種工具來製作出不同
的液化效果, 可以供選擇。在工具選項工具選項工具選項工具選項區中
設定筆刷大小筆刷大小筆刷大小筆刷大小以及筆刷壓力筆刷壓力筆刷壓力筆刷壓力後, 便可以在預
視影像中進行影像液化的編輯。

40

液化交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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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交談窗
• 在預視區中, 看到影像目前的樣子, 使用縮縮縮縮
放顯示工具放顯示工具放顯示工具放顯示工具在預視影像中按一下或拖移即
可放大顯示；按住 Alt 鍵則可縮小顯示影
像。若是影像放大至無法完全顯示時, 您可
選取手形工具手形工具手形工具手形工具在預視影像中拉曳, 即可顯示
其他的影像部位。

42

進行液化變形

• 試試液化工具的效果, 請先選取一種液化工具, 

然後在工具選項工具選項工具選項工具選項區中設定筆刷的大小、密
度、壓力及速度, 以輔助液化變形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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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液化變形

• 設定完成後, 便可以在預視影像上拉曳塗抹
進行影像變形了：

44

使用重建工具復原變形

• 若不滿意變形的結果, 可以使用重建工具重建工具重建工具重建工具塗抹
影像使其恢復為原來的樣子。在使用重建工重建工重建工重建工
具具具具時, 可以搭配工具選項工具選項工具選項工具選項及重建選項重建選項重建選項重建選項區的設定
來還原影像。

• 如果想要還原已經變形的影像, 只要按下重建重建重建重建
鈕之後, Photoshop 就會慢慢的將影像回復到
原來的樣子。若要馬上去除影像的變形效果, 

可以按下全部復原全部復原全部復原全部復原鈕還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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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重建工具復原變形

46

使用凍結遮色片工具與解凍遮色
片工具定義保護範圍

• 在進行液化變形前, 若沒有事先選取要變形
的區域, 可在開啟液化液化液化液化交談窗後, 使用凍結遮凍結遮凍結遮凍結遮
色片工具色片工具色片工具色片工具在影像上塗抹, 塗抹的區域會產生
紅色的遮色片, 有紅色遮色片的區域就不會
受到變形工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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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色片選項
• 假如影像中已有選取範圍或遮色片, 則可以
利用液化液化液化液化交談窗中的遮色片選項遮色片選項遮色片選項遮色片選項區來幫助
建立凍結區域：

48

使用凍結遮色片工具
與解凍遮色片工具定義保護範圍

• 想要移除凍結的部分, 可以利用解凍遮色解凍遮色解凍遮色解凍遮色
片工具片工具片工具片工具在凍結遮色片上塗抹, 降低凍結程度 (筆
刷壓力低於 100) 或清除凍結遮色片。

• 按下遮色片選項遮色片選項遮色片選項遮色片選項設定區的全部反轉全部反轉全部反轉全部反轉鈕, 會將原
先沒有紅色遮色片覆蓋的區域和被凍結的區域
互換。按下無無無無鈕可馬上清除所有凍結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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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選項的設定
• 在液化液化液化液化交談窗中的檢視選項檢視選項檢視選項檢視選項區可以設定檢
視的項目：

50

運用摘取功能去除影像背景

• 去背去背去背去背是一項常用的影像處理技巧, 特別是合
成影像或製作網頁所使用的網頁元件。若
要利用 Photoshop 進行去背, 除了運用遮色
片、色版、路徑、背景擦拭工具...等方法外, 

善用摘取摘取摘取摘取功能也可以輕鬆摘取出想要的影
像, 並將不必要的部分透明化。

• 請選取欲處理的範圍, 若是整張影像, 則可
直接執行濾鏡濾鏡濾鏡濾鏡/摘取摘取摘取摘取命令, 開啟摘取摘取摘取摘取交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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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摘取功能去除影像背景

52

定義摘取範圍

• 先定義出欲摘取的影像範圍。請按下邊緣邊緣邊緣邊緣
亮部工具亮部工具亮部工具亮部工具鈕, 並在工具選項工具選項工具選項工具選項區中設定筆刷大
小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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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繪摘取影像邊緣

• 設好邊緣亮部工具邊緣亮部工具邊緣亮部工具邊緣亮部工具的筆刷大小與色彩後, 便
可沿著欲摘取的影像邊緣開始描繪。請注
意,  在描繪的過程中, 請稍微重疊影像邊緣
與背景；描繪邊緣時若畫到非摘取
的區域, 可按下橡皮擦工具橡皮擦工具橡皮擦工具橡皮擦工具
鈕清除畫錯的部份。若該
檔案中已設定 Alpha 色版,                              

則可在摘取摘取摘取摘取區中選擇色版
來設定摘取的亮部區域。

54

設定遮色片

• 只有定義摘取的邊緣
仍無法進行去背的動
作, 必須再設定遮色片, 

保留欲摘取的影像。
請按下填色工具填色工具填色工具填色工具鈕, 在
欲摘取的影像上填入
遮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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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視與摘取影像

• 預視影像

– 已經完成
定義摘取
範圍的工
作, 可按
下鈕預覽
摘取結
果：

56

預視與摘取影像

– 為了對照前後的效果, 可利用預視預視預視預視區的選項來設
定預視影像的檢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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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視與摘取影像
• 修飾摘取效果

– 若不滿意摘取後的影像, 可使用清理工具清理工具清理工具清理工具刪除摘
取區域中的背景影像, 這項工具會減去不透明度, 

並產生漸進效果；若搭配鍵, 則可為摘取物件的
空隙填色, 重新增加不透明度。按
下邊緣修飾工具邊緣修飾工具邊緣修飾工具邊緣修飾工具鈕, 在影像
邊緣上塗抹, 可將邊緣銳利化。

– 另外在摘取摘取摘取摘取區中還可以調整
摘取後的影像邊緣平滑度,                                    

數值愈大, 邊緣也會愈平滑。

58

預視與摘取影像

• 摘取影像

– 設定完成, 請按下確
定鈕即可摘取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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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與重做

• 如果在操作時不小心做了不想做的更改, 可
以執行編輯編輯編輯編輯/還原還原還原還原…命令來還原到前一個操
作。如果操作不能還原, 命令會變成灰色。

60

使用步驟記錄浮動視窗

• 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浮動視窗記錄了在 Photoshop 中對
影像進行的編輯動作, 可以使用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浮
動視窗回復到數十次前的編輯狀態, 可說是
項十分好用的復原工具。

•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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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浮
動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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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步驟記錄浮動視窗

62

回復至先前的動作狀態

• 可以利用下面 4 種方式, 將影像回復到某一
個動作狀態：

1 直接在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浮動視窗中想回復的步驟記錄
名稱上按一下。

2 拉曳狀態滑桿至想回復的步驟記錄, 在拉曳途中
可預覽每個經過的步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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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至先前的動作狀態

3 在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浮動視窗選單 (請按右上角 的鈕
開啟) 裡選擇向前向前向前向前或退後退後退後退後命令回復至前/後一個
動作狀態。亦可在編輯編輯編輯編輯功能表中選擇向前向前向前向前、退退退退
後後後後命令。

4 按下快速鍵 Shift + Ctrl + Z 鍵移至下一個步驟, 

或是按下 Alt + Ctrl + Z 鍵退後至前一個步驟。

64

回復至先前的動作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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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步驟記錄

• 雖然保持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浮動視窗上的步驟記錄
有助於回復時的彈性, 但是這些記錄是會佔
用記憶體。可以經由下列 4 種方式將不需
要的步驟記錄刪除, 以改善 Photoshop 的執
行效率：

1 在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浮動視窗上選定記錄後, 執行選單中
的刪除刪除刪除刪除命令, 則該項記錄 (含以下的所有步驟記
錄) 會被清除。

66

刪除步驟記錄

2 在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浮動視窗上將欲刪除的記錄拉曳至
垃圾桶 上, 放開滑鼠後該項記錄 (含以下的所
有步驟記錄) 會被清除。

3 在選單中執行清除步驟記錄清除步驟記錄清除步驟記錄清除步驟記錄命令, 則會清除目前
選取步驟之外的所有步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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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步驟記錄

4 按住 Alt 鍵不放, 在選單中執行清除步驟記錄清除步驟記錄清除步驟記錄清除步驟記錄命
令, 則會清除目前選取步驟之外的所有步驟記錄, 

並且會釋放出暫存這些步驟記錄的記憶體 (相
當於執行編輯編輯編輯編輯/清除記憶清除記憶清除記憶清除記憶/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命令)。為了
使 Photoshop 能運作的更快, 您可以利用這個方
法來刪除記錄並獲得更多的記憶體空間。不過
要注意, 之前刪除步驟記錄的操作皆可立即執行
編輯編輯編輯編輯/還原還原還原還原...命令來還原, 但這個命令執行後將
無法回復。

68

對影像拍攝快照

• 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浮動視窗除了用來還原編輯動作
外, 還可以將一些希望保留的狀態設定為快
照暫存, 以方便往後做為回復或對照之用。
對影像拍攝快照的 2 種
方法：

1 選定想要拍攝的步驟記錄後, 執行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浮動
視窗選單中的新增快照新增快照新增快照新增快照命令, 在交談窗裡決定快
照的名稱及範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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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影像拍攝快照

70

對影像拍攝快照

2 由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浮動視窗上選定想要拍攝的步驟記
錄後, 直接按下建立新增快照建立新增快照建立新增快照建立新增快照鈕即可。
Photoshop 會採用全文件全文件全文件全文件的方式拍攝, 自動為快
照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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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及刪除快照

• 快照和步驟記錄的操作是一致的, 利用下面
4 種方式來選用或刪除快照：

1 在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浮動視窗上的快照名稱上按一下, 可
以看到快照的影像出現在影像視窗中。

2 拉曳狀態滑桿至想要的快照上亦可在影像視窗
中顯示該快照的狀態。

72

選用及刪除快照

3 選定快照後, 由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浮動視窗選單執行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命令, 即可刪除該快照。

4 在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浮動視窗上選定快照後, 在下方的垃
圾筒上按一下, 或直接將快照拉曳至垃圾筒上即
可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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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步驟記錄或快照建立新的影像

• 為了保持操作時的彈性, 也可以將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
浮動視窗中某個步驟或快照另外建立新影
像, 如此可保留動作的暫存結果以便做多方
面的嘗試。將某個步驟記錄或快照另建一
個新影像的三種方法。

– 方法一：由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步驟記錄浮動視窗上直接拉曳某項
步驟記錄或快照至下方的從目前狀態中建立新從目前狀態中建立新從目前狀態中建立新從目前狀態中建立新
增文件增文件增文件增文件鈕上。

74

由步驟記錄或快照建立新的影像

– 方法二：選定某項步驟
記錄或快照後, 在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浮動視窗下方從目從目從目從目
前狀態中建立新增文件前狀態中建立新增文件前狀態中建立新增文件前狀態中建立新增文件
鈕上按鈕。

– 方法三：選定某項步驟
記錄或快照後, 在浮動
視窗選單中執行新增文新增文新增文新增文
件件件件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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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步驟記錄或快照至其他影像

• 也可以將某項步驟記錄或快照的影像狀態
直接複製到另外的影像視窗中。只要在步步步步
驟記錄驟記錄驟記錄驟記錄浮動視窗上選定步驟記錄或快照, 直
接拉曳到另一個影像視窗即可。

76

調整影像尺寸與重新取樣
• 在 Photoshop , 影像中是依像素尺寸而定, 更
改影像像素尺寸不僅會影響螢幕上的影像尺
寸, 也會影響影像品質和列印時的尺寸及解
析度。可以將一個 300 ppi的 1 平方英寸影
像的解析度降為 72 ppi, 在不更改影像的實際
像素資料 (300 素寬 × 300 像素高 = 90,000 個
像素) 的情況下,若想要維持相同的列印尺寸, 

那麼在更改影像的解析度時, 就需要更改像
素的總數。在 72 ppi的解析度下, 1 平方英寸
的圖檔只要 72 × 72 ＝ 5184 個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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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影像尺寸與重新取樣

• 凡是更改影像的像素尺寸 (即影像的像素總
數變動)即會發生重新取樣重新取樣重新取樣重新取樣。影像在重新取
樣時, 會運用內插補點內插補點內插補點內插補點的方式, 在減少像素
尺寸時，利用數學運算的方式從影像像素
中刪除資訊；在增加像素尺寸時, 參考相近
像素的顏色來新增額外的像素。

78

調整影像尺寸與重新取樣

• Photoshop 運用的內插補點方法有下列 3 種
在調整影像像素尺寸時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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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影像尺寸與重新取樣

80

調整影像尺寸與重新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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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影像尺寸與重新取樣

• 首先以未重新取樣未重新取樣未重新取樣未重新取樣的方式把尺寸縮小, 結果
總像素數不變, 而解析度自動提高了。接著
再以重新取樣重新取樣重新取樣重新取樣的方式把尺寸縮小, 結果總像
素數變小, 而解析度不變。可以把前者想成
把圖擠小, 所以解析度提高了 (點與點之間
變密了), 而把後者想成把圖裁小, 所以總像
素數變少了 (裁掉了)。

82

調整影像尺寸與重新取樣

• 以重新取樣方式改變大小, 因為像素的資訊
已經產生變動 (縮小時多餘的像素已經被捨
棄了), 所以即使還原至原影像大小也無法回
復原先影像平滑的效果。影像重新取樣皆會
遺失一些細節和銳利度, 所以在實際應用上, 

調整影像尺寸一般大多用於將檔案較大的影
像縮為較小的影像 (尤以運用在網路上), 但
不建議將小圖放大。最好的方法是, 一開始
便使用較高的解析度來掃描或建立影像, 以
避免重新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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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影像像素尺寸

• 如何在 Photoshop 裡改變螢幕上影像的像素
尺寸。請執行影像影像影像影像/影像尺寸影像尺寸影像尺寸影像尺寸命令, 在交談窗
上半部的像素尺寸像素尺寸像素尺寸像素尺寸區改變影像的大小, 更改
像素尺寸時, 影像的列印尺寸也會跟著改變, 

但解析度不會改變。若想要維持原影像長
寬比例時, 請勾選強制等比例強制等比例強制等比例強制等比例選項再更改。

84

改變影像像素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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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影像像素尺寸
• 改變影像像素尺寸後, 可從像素尺寸右方的
數字知道前後的影像大小差異。若影像解
析度不變, 當縮減影像尺寸時, Photoshop 就
需要自動刪減像素來縮減檔案的體積。

86

改變影像像素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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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影像列印尺寸

• 將列印尺寸縮小, 並不會喪失任何的像素細
節, 所以列印出來的品質還是很好。

88

影像版面調整與裁切

• 調整影像版面可以在現有影像中增加 (或移
除)工作空間, 而適時地裁切影像, 可以將影
像聚焦或加強影像的構圖。

– 調整影像版面大小

– 影像的裁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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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影像版面大小

• 將影像的版面想
像成作畫的畫布, 

我們現在要來改
變畫布的大小。
請執行影像影像影像影像/版面版面版面版面
尺寸尺寸尺寸尺寸命令, 開啟版版版版
面尺寸面尺寸面尺寸面尺寸交談窗：

90

調整影像版面大小

Step1-在交談窗中輸入新的版面尺寸, 如果輸入的
尺寸大於原影像大小, Photoshop 會在原影像周
圍加上空白的區域 (空白的區域會填上背景
色)；小於原影像尺寸, 則會裁切影像。

Step2-在錨點錨點錨點錨點區的方格上按鈕, 指定原影像所在的
位置及調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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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影像版面大小

92

以相對方式調整版面尺寸

• 勾選相對相對相對相對項目, 調整版面時便會以相對於影
像所在的位置來縮放版面, 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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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的裁切

• 裁切裁切裁切裁切會直接裁剪掉部分的影像, 被裁剪的影
像像素也會跟著流失。為了突顯影像的主
題或裁掉不要的部分, 就可以利用這項功能
來編輯影像。

– 使用裁切工具

– 固定選取範圍裁切

– 使用裁切命令

– 利用透視裁切來調整影像

94

使用裁切工具
• 更改版面大小雖然對大面積的裁剪有用, 但
是要裁剪特定範圍時仍不太方便。如何使用
裁切工具裁切工具裁切工具裁切工具來做更彈性的裁剪動作。

• 從工具箱中選取裁切工具裁切工具裁切工具裁切工具, 接著在影像上拉
出裁切框, 在裁切框以外的區域會被半透明
的遮色片覆蓋住, 以便清楚的看到選取的裁
切範圍。在裁切框周圍會出現 8 個控點, 可
以比照任意變形命令的操作方式來縮放、旋
轉、移動裁切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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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裁切工具
• 確定裁切範圍後, 在裁切框內雙按滑鼠或是按
下 Enter 鍵, 就可以將選取的影像範圍裁剪下
來。

96

使用裁切工具

• 在影像上選取好裁切的範圍之後, 裁切裁切裁切裁切選項
列將會改變為裁切框的選項列：

– 裁切區域裁切區域裁切區域裁切區域：設定裁切區域的處理方式。刪除刪除刪除刪除選
項表示在選取範圍以外的地區都會被裁切掉。
隱藏隱藏隱藏隱藏選項表示選取範圍外的部分只是隱藏在圖
層之外, 只要使用移動工具移動工具移動工具移動工具就能將影像移回影像
視窗中。此功能需配合圖層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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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裁切工具

– 保護保護保護保護：指定是否要使用色彩遮蓋即將刪除或隱藏
的影像區域。如果選取此項, 則可指定保護顏色
和不透明度。

– 顏色顏色顏色顏色：指定保護的顏色。

– 不透明不透明不透明不透明：指定保護顏色的透明度。

– 透視透視透視透視：勾選此項可啟動透視裁切以修正變形影
像。

98

固定選取範圍裁切

• 若想精準的裁剪出想要的影像尺寸, 您可以
在裁切工具裁切工具裁切工具裁切工具選項列的寬度寬度寬度寬度、高度高度高度高度以及解析解析解析解析
度度度度欄位中輸入想要裁切的尺寸以及解析度, 

設定好之後, 所拉曳出的裁切框就會是設定
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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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選取範圍裁切

100

使用裁切命令

• 還有一種裁切的方法是先選取想要保留的
影像範圍, 然後執行影像影像影像影像/裁切裁切裁切裁切命令, 

Photoshop 會將選取框內的影像裁切下來。
不論選取範圍是何種形狀, 裁切結果一定是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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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透視
裁切
來調
整影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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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剪影像

• 對於邊緣有透明像素
或是周圍具有單色色
塊的影像來說, 利用
修剪修剪修剪修剪命令可以直接將
邊緣的像素去除。請
執行影像影像影像影像/ 修剪修剪修剪修剪命令
開啟修剪修剪修剪修剪交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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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剪影像

• 首先在根據根據根據根據區設定修剪影像的依據條件：

– 透明像素透明像素透明像素透明像素：當影像的邊緣具有透明像素時, 

Photoshop 就會將透明的部分修剪掉。

– 左上角像素顏色左上角像素顏色左上角像素顏色左上角像素顏色：選擇此條件時, Photoshop 會
以影像的左上角像素顏色為根據, 將影像邊緣具
有與該像素相同的部份修剪掉。

– 右下角像素顏色右下角像素顏色右下角像素顏色右下角像素顏色：選擇此條件時, Photoshop 會
以影像的右下方像素顏色為根據, 將影像邊緣具
有與該像素相同的部份修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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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剪影像
• 選擇修剪的依據之後, 接著設定切除頂端頂端頂端頂端、
底部底部底部底部、左側左側左側左側、右側右側右側右側四個方向當中的哪一個
部分, 之後按下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鈕就可以完成修剪影像
的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