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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影像的印章工具組

• Photoshop 中的印章工具組印章工具組印章工具組印章工具組包含了仿製印章仿製印章仿製印章仿製印章
工具工具工具工具和圖樣印章工具圖樣印章工具圖樣印章工具圖樣印章工具兩種工具。其應用的
效果, 就是複製指定範圍內的影像或圖樣到
目前工作的影像上；在複製時還能選擇繪
製的方式和效果, 產生連續複製或其他筆觸
的複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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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影像的仿製印章工具

• 要利用仿製印章工具仿製印章工具仿製印章工具仿製印章工具複製影像必須先找好
來源影像及目的影像, 來源影像和目的影像
可以是同一張, 可以把一影像中的部分影像
複製到同一影像中的另一個位置。而使用
仿製印章工具仿製印章工具仿製印章工具仿製印章工具複製影像的訣竅就在於設定
參考點, 設定的參考點將成為稍後複製時的
影像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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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影像的仿製印章工具

• 請選取仿製印章工具仿製印章工具仿製印章工具仿製印章工具後, 按住 Alt 鍵不放, 將
指標移到影像上按滑鼠左鈕即可設定參考
點。接下來就可以在複寫的目的影像上填塗, 

若來源影像和目的影像不同, 那麼請先切換
至目的影像, 再在影像上拉曳滑鼠填塗；若
來源影像就是目的影像, 那麼就直接在影像
中想複製到的位置填塗即可。此時複製的來
源影像上會出現一個參考指標, 此參考指標
所經之處, 就是複製過來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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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影像的仿製印章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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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製印章工具選項列

• 研究仿製印章工具選項列中的設定項目：

– 筆刷筆刷筆刷筆刷項目：在此可指定複製時的筆刷大小與形
式。

–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與不透明項目不透明項目不透明項目不透明項目：模式模式模式模式即為影像的混合模式；
而不透明項目則是設定所複製出影像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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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製印章工具選項列

– 流量流量流量流量項目：在此項目可指定筆刷套用顏料的速率, 

值為 1%~100% , 值愈大,表示一次流出的墨色愈接
近來源影像, 值愈小則一次流出的墨色愈少, 必須
反覆填塗同一位置, 才能讓複製出的影像之濃度、
色彩飽和度達到與來源影像相同的程度。

– 噴槍噴槍噴槍噴槍功能：可以傳統的噴槍筆觸複製出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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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製印章工具選項列

– 對齊對齊對齊對齊項目：勾選此項表示由參考點起複寫影像, 

並以第一次按下滑鼠左鈕開始填塗的那一點做為
參考點的對應點, 除非重新設定參考點, 否則不論
放開再按下滑鼠幾次, 或怎麼填塗, 都不會重複複
製出影像內容。若取消此項, 則每次重新按鈕拉
曳滑鼠時, 皆會從原參考點開始複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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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此項, 則 Photoshop 會從
來源影像的所有可見圖層中取樣；若取消此項, 

則只會從作用中圖層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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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製圖樣的圖樣印章工具

• 圖樣印章工具圖樣印章工具圖樣印章工具圖樣印章工具能在影像上連續繪製出選定
區域中的影像, 應用這項功能, 可以創造出
如同地磚般整齊排列的影像。

• 圖樣印章工具圖樣印章工具圖樣印章工具圖樣印章工具的使用方法和仿製印章工具仿製印章工具仿製印章工具仿製印章工具
類似, 只不過它的複製來源是圖樣。所以只
要在選用圖樣印章工具圖樣印章工具圖樣印章工具圖樣印章工具後, 於其選項列之圖圖圖圖
樣樣樣樣項目選擇要複製的圖樣, 就可以用填塗的
方式在影像上進行圖樣的複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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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製圖樣的圖樣印章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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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製圖樣的圖樣印章工具

• 圖樣印章工具圖樣印章工具圖樣印章工具圖樣印章工具的選項列和仿製印章工具仿製印章工具仿製印章工具仿製印章工具大部
分相同。不同的是圖樣印章工具圖樣印章工具圖樣印章工具圖樣印章工具有個印象派印象派印象派印象派
選項, 勾選此項圖樣會隨機排列, 製造出印象
派般的畫風；另外, 其對齊對齊對齊對齊項目也與仿製印章仿製印章仿製印章仿製印章
工具工具工具工具的對齊對齊對齊對齊項目類似, 勾選時不論放開再按下
滑鼠幾次, 或怎麼填塗, 都不會重複複製圖樣
(圖樣會整齊排列如磚塊)；若取消此項, 則每
次按下滑鼠左鈕都會被視為新的一次填塗動
作, 新複製的圖樣就會蓋過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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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筆刷的使用

• 修復工具包含修復筆刷工具修復筆刷工具修復筆刷工具修復筆刷工具與修補工具修補工具修補工具修補工具, 這
2 種工具都可以修補灰塵、刮痕、污漬、皺
紋等影像瑕疵。其作用類似印章工具, 但是
修復工具不只仿製影像而已, 更特別的是可
以保留被修復區的暗部、亮部、紋理...等屬
性, 使其與複製過來的影像相融合, 讓修補
後的影像更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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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筆刷的使用
• 基於上述特性, 這兩樣修復工具最常用於俗
稱的修照片修照片修照片修照片工作, 像是臉上青春痘太多、有
疤痕、有黑痣、皺紋, 都可以用這類工具處
理掉, 我們甚至可以利用它來複製頭髮, 讓
禿頭消失, 或是為人物加上刺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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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修復筆刷仿製影像

• 在使用修復筆刷工具修復筆刷工具修復筆刷工具修復筆刷工具修補影像之前, 同樣得
先定義來源影像, 操作方法同仿製印章工具仿製印章工具仿製印章工具仿製印章工具
一樣, 必須先選取修復筆刷工具修復筆刷工具修復筆刷工具修復筆刷工具工具後, 按
住 Alt 鍵並以滑鼠指標來定義參考點, 然後
在影像上拉曳滑鼠填塗, 即可複製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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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修復筆刷仿製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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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修復筆刷仿製影像

• 可以透過選項列來修改其屬性, 其設定與印印印印
章工具章工具章工具章工具類似。其中比較特別的是, 在來源來源來源來源項
目中選用圖樣圖樣圖樣圖樣時, 其效果類似於仿製印章工仿製印章工仿製印章工仿製印章工
具具具具, 只不過它也能保留被修復區的暗部、亮
部、紋理...等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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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修復筆刷仿製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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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修復筆刷仿製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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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修補工具仿製選取範圍內影像

• 修補工具修補工具修補工具修補工具與修復筆刷工具修復筆刷工具修復筆刷工具修復筆刷工具的功能類似, 在修
補影像時都可以保留被修復區的暗部、亮
部、紋理等屬性, 但修補工具修補工具修補工具修補工具定義來源影像
的方式與修復筆刷工具修復筆刷工具修復筆刷工具修復筆刷工具不同, 必須先圈選出
影像範圍, 才能使用修補工具修補工具修補工具修補工具來修補影像。
而由於修補工具修補工具修補工具修補工具以圈選方式來定義來源 (或
目的地) 影像, 所以較適用於範圍較大、較不
細緻的修復區域, 像是整片的草皮、天空、
海洋…這類風景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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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修補工具仿製選取範圍內影像

• 在工具箱中點選修補工具修補工具修補工具修補工具後, 於影像上圈選
出欲修復的地方 (圈選的操作方式與套索工套索工套索工套索工
具具具具相同), 然後用滑鼠拉曳, 將該選取區移到
仿製的來源區域, 則修復區便會自動複製來
源區域的影像。



11

21

用修補工具仿製選取範圍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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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修補工具仿製選取範圍內影像

• 剛才所使用的方式為先圈選出修復區後, 再
移動選取區到仿製影像的來源區來仿製影
像, 不過修補工具修補工具修補工具修補工具不只有這種修復的方式, 

也可以將修補工具修補工具修補工具修補工具選項列中的修補項目選
為目的地目的地目的地目的地, 將圈選區設定為來源影像區, 則
移動選取區後, 就可以將選取區內的影像複
製到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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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修補工具仿製選取範圍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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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修補工具仿製選取範圍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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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工具的認識與應用

• 工具箱中的編輯工具主要是針對影像的顏
色、對比、明亮度、模糊與清晰程度做編
輯, 而且特色是可以針對小至 1 像素的範圍
來手動調整, 所以較常用於人像, 以及近寫
的動植物等內容複雜細緻的影像。

– 製作塗抹效果的指尖工具

– 將影像銳利化或模糊化的工具

– 調整影像明暗與飽和度的工具

26

製作塗抹效果的指尖工具

• 指尖工具指尖工具指尖工具指尖工具的用途有點像手指在未乾的圖畫
上塗抹, 讓顏色互相調合, 所以這種工具可
以將真實的影像塗抹成有如水彩畫般的效
果。而預設其選項列是不勾選手指塗畫手指塗畫手指塗畫手指塗畫項
目的, 此時 Photoshop 會以指標所在像素的
色彩做為每一次開始指尖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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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塗抹效果的指尖工具

28

製作塗抹效果的指尖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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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影像有 2 個以上的
圖層時, 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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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否, 將決
定顏色混合的效果。勾選此項目塗抹時便以
所有可見圖層的色彩做混合；反之, 則只會
使用目前作用圖層的色彩。

• 手指塗畫手指塗畫手指塗畫手指塗畫項目：勾選手指塗畫手指塗畫手指塗畫手指塗畫項目, 將會用
前景色做為每一次開始塗抹的顏色；若不勾
選, 則會以指標所在像素的色彩做為每一次
開始塗抹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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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影像銳利化或模糊化的工具

• 銳利化工具銳利化工具銳利化工具銳利化工具能增加像素之間的顏色對比效果, 

使影像的邊緣變得銳利或增加銳利的感覺；
而模糊工具模糊工具模糊工具模糊工具則是以減少像素之間顏色對比數
值, 以達到模糊影像的效果。只要點選該工具
後, 在想要修改的地方按住滑鼠左鈕塗抹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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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影像銳利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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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影像模糊化的工具

32

調整影像明暗與飽和度的工具

• 加亮工具加亮工具加亮工具加亮工具與加深工具加深工具加深工具加深工具是模仿傳統攝影技術, 

來調整特定影像區域的曝光程度。前者是
將局部的影像增亮, 後者則是用來將局部的
影像變暗；至於海綿工具海綿工具海綿工具海綿工具, 則可用來調整影
像的色彩飽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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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加亮工具與加深工具

• 加亮工具加亮工具加亮工具加亮工具與加深工具加深工具加深工具加深工具的使用方法是一樣的, 只
要點選該工具後, 在影像中欲調整明暗的區域
上塗抹即可。而此 2 工具的選項列也都相
同：

34

使用加亮工具與加深工具
–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項目：在此列示窗中可選取要在影像中更改
哪部份的亮度。選擇中間調中間調中間調中間調會更改灰階的中間色
調範圍, 選擇陰影陰影陰影陰影會更改暗部色調, 選亮部亮部亮部亮部則會更
改亮部色調。

– 曝光度曝光度曝光度曝光度項目：可指定加亮工具加亮工具加亮工具加亮工具和加深工具加深工具加深工具加深工具每次加
亮或加暗的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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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加亮工具與加深工具

36

使用海綿工具
• 欲使用海綿工具海綿工具海綿工具海綿工具調整影像之色彩飽和度時, 

只要點選該工具後, 在影像中欲調整的區域
上塗抹即可。而其選項列之說明如下：

• 在海綿工具海綿工具海綿工具海綿工具的選項列之模式模式模式模式列示窗中, 選擇
飽和飽和飽和飽和選項, 會增加顏色的飽和度；若選去除去除去除去除
飽和度飽和度飽和度飽和度, 則會降低顏色的飽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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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海綿工具

38

運用工具預設集

• Photoshop 已經內建一些工具的預設集, 若
要使用這些內建的預設集, 請執行『視窗視窗視窗視窗/工工工工
具預設集具預設集具預設集具預設集』命令開啟工具預設集工具預設集工具預設集工具預設集浮動視窗, 

或是透過選項列的工具下拉式選單來選用, 

即可馬上切換到該工具並使用預定的設定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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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工具預設集

40

新增工具預設集

• 要新增工具預設集時, 可以先點選預設定的
工具, 然後將該工具的設定值調整好, 再按
下工具預設集工具預設集工具預設集工具預設集浮動視窗中的建立新增工具建立新增工具建立新增工具建立新增工具
預設預設預設預設鈕後輸入適當的名稱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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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工具預設集

• 要刪除工具預設集工具預設集工具預設集工具預設集浮動視窗中的預設集很
簡單, 其操作如同一般的浮動視窗一樣, 只
要選取欲刪除的項目, 將其拉曳到浮動視窗
右下方的刪除工具預設刪除工具預設刪除工具預設刪除工具預設鈕或是直接按下該
鈕, 便可刪除之。也可以按住 Alt 鍵不放, 待
滑鼠指標變為剪刀狀時, 然後在欲刪除的項
目上按一下即可。

42

管理工具預設集

• 透過工具預設集工具預設集工具預設集工具預設集浮動視窗選單的命令, 可以
對工具預設集工具預設集工具預設集工具預設集浮動視窗進行各種管理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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