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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使用 Corel PaintShop Pro X7！ 

對於熱愛攝影的人士而言，Corel® PaintShop® Pro 是一項易用、專

業的影像編輯工具，能協助製作令人驚艷的相片及創意設計。

本節涵蓋下列主題：

• Corel PaintShop Pro X7 的新功能

• 安裝與解除安裝 Corel 應用程式

• 啟動與結束程式

• 註冊 Corel 產品

• 更新與訊息

• Corel 支援服務

• 關於 Corel

您可以使用哪些功能，取決於所用的軟體版本。

Corel PaintShop Pro X7 的新功能

Corel PaintShop Pro X7 的優化效能與新工具讓您可專心享受創作之

旅和強化的重點功能。使用者的建議是我們推出此版本的重要因

素。我們一直以來與使用者密切合作才得以推出此版上手容易的相

片編輯工具，讓許多的專業攝影師、攝影愛好者與設計師可以安心

地使用本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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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功能！ 魔術填色

「魔術填色」是一種內容感知功能可讓您移除相片中不要的元素。

使用您喜愛的選取區域工具以選擇一您欲移除的區域或物件，然後

套用「魔術填色」以取代相應區域周圍的背景選區。既使相應區域

周圍的選區已套用材質或色彩不同，該功能亦可取代選取區域。如

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15 頁的 〈使用「魔術填色」以擦除影像

區域〉。

全新功能！ 形狀切割器與文字切割器工具屬性列

使用「形狀切割器」與 「文字切割器」可立即建立相片物件。內陰

影會以底層相片或影像加以填色，且新影像將放置於透明背景上，

最適合用於相片拼貼、剪貼簿與其他相片創作專案。相關詳細資

訊，請參閱第 490 頁的 〈使用影像填入內陰影形狀〉和第 476 頁的

〈建立影像填色的文字內陰影〉。

新功能與增強功能！色彩控制面板、自訂面板與色彩協調

重新設計的「色彩控制面板」使選擇色彩更加容易，而且現在您首

次可以為自己的專案自訂色彩色盤。無論您想取樣的色彩是來自您

的影像，其他應用程式，或桌機上顯示的網頁，內建的滴管工具都

可助您輕鬆地取樣色彩。面板的底部會自動顯示最近使用的色彩樣

本，而且色彩協調可協助您選擇色彩的最佳搭配。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第 337 頁的 〈使用色彩與素材〉。

增強功能！ 效能

PaintShop Pro 在許多方面都可見看效能提升。值得一提的例子如：

工作區間的切換更加順暢，RAW 影像的處理速度更快，且部份筆刷

（如畫筆、噴槍與其他修飾筆刷）的反應速度取得高達 30% 的效能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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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功能！ 筆刷的智慧型邊緣選擇技術

智慧型邊緣筆刷模式讓您可使用內容感知技術，僅套用筆刷筆觸至

對應筆刷筆觸取樣區域的指定區域，而無需再選擇路徑或建立選取

區域。「工具屬性列」面板中的許多筆刷工具皆採用了智慧型邊緣

選擇技術。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21 頁的 〈選擇筆刷選項〉。

新功能與增強功能！拖放圖層

在上一版 PaintShop Pro 的基礎上，PaintShop Pro X7 再次精進大受

歡迎的圖層拖放功能，提供您更多圖層控制功能，讓您可在「圖

層」面板上將另一影像直接拖放至目前影像之間，或拖放至指定圖

層之上。

新功能與增強功能！一個開始創作專案的更好方法

重新設計的「新增影像」對話方塊現在有了新增類別按鈕，可助您

快速找到適合您專案的正確預設設定。全新的視覺顯示方式可協助

您檢視影像的尺寸與大小比例。您仍可存取全部控制項以自訂影像

大小與設定。

增強功能！ 重新設計的「調整」與 「特效」對話方塊

開發團隊在本版中更新了 8 項最受歡迎的「調整」與 「特效」濾

鏡，並提供全新的版面。這些濾鏡包括：「數位移軸」、「後製暗

角」、「懷舊風格」、「漸層濾鏡」、「攝影景深」、「消除紅眼」、

「智慧型相片修復」和 「移除數位雜點」。我們還將預覽區域加大，

並針對控制項改良了版面設計，讓您可以輕鬆地製作出您想要的影

像成果。

全新功能！ RAW 檔案支援 XMP

Corel PaintShop Pro 現在可讀取並匯入儲存於 XMP 檔案的資料。很

多 RAW 影像編輯應用都會建立 XMP 中繼資料搭配檔案。Corel® 
AfterShot™ Pro 即是一個好例子。這些應用程式會以 XMP 格式儲存

中繼資料，而不影響原始的 RAW 檔案。使用 PaintShop Pro 編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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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後，您現在也可以將檔案中繼資料以 XMP 相關的檔案格式儲存。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33 頁的 〈使用 XMP 檔案〉。

安裝與解除安裝 Corel 應用程式

安裝程式讓 Corel® 程式及元件的安裝變得輕鬆簡單。 

在安裝之前

• 關閉所有開啟的程式。請注意，防毒軟體和防火牆應用程式可能

會影響安裝。

• 請確定您以 Administrator 的身分或具有本機管理權限的使用者

登入電腦。

64 位元和 32 位元安裝選項

安裝本應用程式時，您可以選擇安裝 64 位元版本、32 位元版本，

或同時選擇兩種版本。您應該選擇哪一種版本呢？這完全取決於您

使用的電腦系統和外掛模組及其他裝置。如果您使用的是 64 位元作

業系統、4 GB 以上的 RAM，以及大量的可用空間（可用空間需要

700 MB 以上），則最具彈性的選項是安裝 64 位元和 32 位元版本。

這使您可在 Corel PaintShop Pro 32 位元環境中使用任何 32 位元的

外掛程式或其他與 32 位元相容的應用程式。同時，您還可繼續使用

64 位元版本的應用程式以享受 6GB 以上記憶體的處理效能與其他

64 位元優化功能。

附註：如果您安裝 64 位元和 32 位元版本，程式會分開列出，並且

分別從 Windows 的 「開始」功能表或「開始」畫面中啟動。
4 Corel PaintShop Pro X7 使用指南



安裝 Corel PaintShop Pro

1 關閉任何開啟的應用程式。

2 將 DVD 放入 DVD 光碟機或按兩下所下載的相關 .exe 檔案。

如果沒有自動啟動安裝程式，請瀏覽電腦上的 DVD 光碟機，然

後按兩下 Setup.exe 檔案。 

3 依照螢幕上的指示進行。

解除安裝 Corel PaintShop Pro

1 開啟 Windows 控制台。

2 在程式集類別中，按一下解除安裝程式連結。

3 在程式和功能視窗中，按一下應用程式清單中的

Corel PaintShop Pro X7。

4 按一下解除安裝 / 變更。

5 依照螢幕上的指示進行。

啟動與結束程式

您可以從 Windows 工作列或桌面圖示啟動 Corel PaintShop Pro，然

後從「檔案」功能表離開程式。

啟動 Corel PaintShop Pro

• 您可以自開始選單，選擇所有程式  Corel PaintShop Pro X7。您

也可以使用桌面上的 Corel PaintShop Pro X7 應用程式。或者，

使用排列於桌面或開始螢幕的應用程式圖示。
歡迎使用 Corel PaintShop Pro X7！ 5



如果您安裝的是 64 位元版本的應用程式，則名稱會顯示為
Corel PaintShop Pro X7 (64-bit)。

若您將特定的檔案格式，例如 JPEG 和 TIFF 與
Corel PaintShop Pro 關聯，您可以在相關檔案上按兩下來啟
動程式。如需設定檔案關聯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604 頁的
〈設定檔案格式關聯〉。

結束 Corel PaintShop Pro

• 選擇檔案 結束。

註冊 Corel 產品

註冊 Corel 產品是非常重要的。這樣才能確保您會如期收到最新的

產品更新，還有產品發行的相關重要資訊。註冊也提供您存取免貴

下載、文章、秘訣和技巧與特別優惠。

您可以在安裝時立即註冊產品，或選擇日後再註冊。

您可以利用下列其中一種方式註冊：

• 線上 — 如果註冊訊息出現時，您連結至網際網路，您即可開始

進行網路註冊。如果安裝時未偵測到網際網路連線，此項註冊方

式則會以選項方式向供您選用。

• 電話 — 您可以就近電洽 Corel 客戶服務中心。

如需註冊 Corel 產品的詳細資訊，請造訪 www.corel.com/support/
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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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與訊息

通知訊息提供您程式相關的重要訊息。您可以開啟或關閉自動程式

更新與訊息。您可選擇手動開 ? 或關閉檢查更新與拉收訊息。

開啟或關閉通知訊息

1 按一下說明 訊息偏好設定。

2 僅需勾選核取方塊，您即可收取更新或訊息。

更新程式

• 選擇說明 檢查更新。

檢查訊息

• 按一下說明 訊息。

Corel 支援服務

Corel® 支援服務 ™ 能提示您精確的資訊，其中包括產品功能、規

格、價格、市售訊息、服務與技術支援。如需 Corel 產品所提供支

援和專業服務之最新資訊，請造訪 www.corel.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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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Corel

Corel 是全球頂尖的軟體公司之一，生產領先業界最知名的繪圖、生

產力和數位媒體產品。我們以提供客戶更多功能選擇與易學易用的

解決方案而享譽業界。我們的任務明確：即協助人們到達創作力與

生產力的全新境界。

Corel 產品包含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Corel® Painter®、

Corel® PaintShop® Pro、Corel® VideoStudio®、Corel® 
WordPerfect® Office、Pinnacle Studio™、Roxio Creator®、Roxio® 
Toast® 與 WinZip®。如需更多 Corel 相關資訊，請造訪 
www.cor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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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工作流程

下文所提到的數位工作流程可以協助您瞭解如何善用

Corel PaintShop Pro。係建議您使用數位影像的順序。無論是要組

織、修飾、列印還是分享，您可以使用如下指引所敘述的工作流程。

將相片移至 Corel PaintShop Pro

將相片移至 Corel PaintShop Pro，就跟在「管理」工作區中開啟應

用程式，瀏覽至電腦上最愛相片資料夾一樣簡單。應用程式會自動

分類您瀏覽的資料夾，尤其是將它們「匯入」應用程式，且不會讓

任何檔案重複。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6 頁的 〈將相片放入 Corel PaintShop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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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相片

數位攝影可讓您自由拍攝許多相片。因此可能累積許多數位檔案，

所以攝影師瞭解必須盡早透過檢查、挑選與整理，來管理這些檔案。

「管理」工作區可讓您存取在進行挑選、設定等級、加上標籤時所

需要的所有工具，並預備相片以供編輯或分享。按兩下縮圖，即開

啟全螢幕視窗檢視模式，稱為「快速檢視」。搜尋選項與蒐藏，能

讓您輕易發現並處理您目前想要儲存在電腦上的相片。

幻燈片檢視是一種全螢幕檢視模式，當您按兩下「管理」工作
區中縮圖，就會開啟這個模式。使用方向鍵可縮放和瀏覽。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89 頁的 〈檢視、排列和尋找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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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調整相片

對於許多拍照者而言，最大的難題就是撥出時間來編輯相片，「調

整」工作區可讓您快速在不同相片間移動，並隨時可取得常用的編

輯工具。某些情況下，就是必須編輯所有照片。

「調整」工作區中的「調整」窗
格讓您快速取得常用的編輯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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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相片後，您可以回到「管理」工作區，使用多張相片編輯功

能，如「擷取」編輯和 「套用」編輯。「擷取」和 「套用」編輯可

讓您複製對某張相片的編輯，並套用編輯到多張相片。在類似情形

所拍攝的影像，可以用高速度進行固定，而無需指令碼。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 第 26 頁的〈「調整」工作區〉

• 第 116 頁的 〈擷取並套用編輯至多張相片〉

進階編輯與 RAW 檔案

在「編輯」工作區，您可以使用專業級工具與功能。例如，您可以

套用特效、新增文字，使用自訂塗畫工具。您亦可使用圖層以建立

可編輯的合成影像，使用選取與遮罩將影像區域獨立出來，以及存

取色調曲線、分佈圖與其他進階調整工具。

如果想使用 RAW 檔案進行全面控制，您可以使用 「Camera RAW
編輯器」處理您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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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 第 135 頁的 〈調整影像〉

• 第 203 頁的 〈修飾和還原影像〉

• 第 255 頁的 〈使用選取區域〉

• 第 285 頁的 〈使用圖層〉

• 第 363 頁的 〈套用特效〉

• 第 463 頁的 〈使用文字〉

• 第 129 頁的 〈處理 Camera RAW 相片〉

分享相片

調整與潤飾您的相片後，您可能想與人一同分享。除了列印、版面

和電子郵件選項，還有分享功能，可直接將相片公佈至熱門分享網

站，如 Facebook、Flickr 和 Google+。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 第 641 頁的 〈列印〉

• 第 659 頁的 〈分享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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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 DSLR 攝影的創意選項

許多 DSLR （數位單眼）相機的使用者不斷地擴充其知識，並尋找創

意選項。Corel PaintShop Pro 的 HDR （高動態範圍）功能可幫助您善

用相機的包圍功能。您也可以使用「相片混合」來組合多張相片。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 第 243 頁的 〈拍攝相片進行 HDR 處理〉

• 第 243 頁的 〈使用 HDR 曝光合併來組合相片〉

• 第 250 頁的 〈將整批相片合併成 HDR 影像〉

• 第 252 頁的 〈使用相片混合來組合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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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如何使用 Corel PaintShop Pro 
您可學習使用 Corel PaintShop Pro 的不同方法。透過存取「說明」

與影片、使用「學習中心」面板，或是探索 「Corel 快速指南」，

造訪 Corel 網站 (www.corel.com)，您可以存取提示、教學影片以及

訓練相關資訊。

本節涵蓋下列主題：

• 文件慣例

• 使用說明系統

• Corel PaintShop Pro X7 使用指南 PDF

• 使用學習中心面板

• 利用視訊教學課程來學習

• 使用 Web 資源

文件慣例

下表說明了「說明」中使用的重要慣例。

習慣用法 描述 範例

功能表 功

能表指令

功能表項目依照功能表指令
進行動作

選擇檔案 開啟舊檔。

下拉式清單 使用者按一下向下箭頭按鈕
時，選項清單便會向下拉

在 「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
選取區域類型下拉式清單中
選擇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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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 包含與特定工具或工作相關
之可用指令與設定的視窗

在 「圖層」面板上按兩下群
組名稱。

標示和取
消標示

按一下代表啟動或停用的核
取方塊

若要保留目前的列印大小，
請標示維持原始列印大小核
取方塊。

Enter 鍵盤上的 Enter 若要將此漸層儲存為之後可
存取的色樣，請按一下新增
至樣本按鈕，輸入名稱，然
後按下 Enter。

攝影相關建議提示 欲取得最佳效果，拍攝相進
行 HDR 處理時，請使用三

腳架。

備註包含對先前步驟很重要
的資訊。它會說明可執行程
序的情況。

雖然保持材質平滑指令可套
用至整個影像，但如果將問
題區域選取出來，這個指令
將可發揮最佳效果。

包含執行下一步驟的建議提
示。它可能顯示步驟的替代
方法，或該程序的其他優點
和使用方法。

您也可以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影像，設定 「仿製」工具的
來源點。

習慣用法 描述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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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系統

程式中可以使用的「說明」，是 Corel PaintShop Pro 最完整的資訊

來源。「說明」系統提供尋找資訊的兩種方法。您可以在 「內容」

頁面上選擇主題，或使用「搜尋」頁面搜尋特定詞和片語。您也可

以列印「說明」中的主題。

線上和本機說明

如果已連上網路，應用程式便會顯示線上說明。上線時，您可以取

得最新資訊、影片和實用的連結。如果無法連上網路，則應用程式

會顯示安裝在電腦上的本機說明。

使用說明系統

1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按一下說明 說明主題。

• 按下 F1。

2 在「說明」視窗中，按下列標籤之一：

• 內容 — 協助您瀏覽「說明」中的主題

• 搜尋 — 讓您以特定的詞和片語在 「說明」上搜尋全文（不需

加上引號）。例如，您在尋找關於特定工具或指令的資訊，您

可以輸入工具或指令名稱，如背光，來顯示相關主題清單。

您也可以

列印特定說明主題 開啟 「說明」主題，並從 Internet 
Explorer® 功能表，選擇檔案 列印。

檢視對話方塊的說明 按一下對話方塊最下方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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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l PaintShop Pro X7 使用指南 PDF

您可以將 Corel PaintShop Pro X7 使用指南 PDF 下載到電腦或平板電

腦，也可以列印您想要的頁面。您可以在「說明」功能表中找到這

個 PDF 文件 （說明 使用指南 (PDF))。

使用學習中心面板

「學習中心」面板包含關於 Corel PaintShop Pro 工作、指令，以及工

具的有用資訊，幫助初次使用者和經驗豐富的使用者迅速完成工

作。你可透過下列其中一種方式使用「學習中心」：從首頁，瀏覽

整個工作式的工作流程，或是按一下「工具」工具列中的工具，然

後依照顯示在「學習中心」面板中的指示操作即可。

在「首頁」出現的每項工作都有所屬的主題，包含說明相關工具或

指令的指示。您可以按一下指定主題，存取相關工具或指令。在此

情況下，當您了解後，即可執行工作。您也可以存取「學習中心」

面板的「說明」，取得關於工作的其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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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中心首頁」上按一下工作，然後按一下主題。

顯示或隱藏學習中心面板
編輯工作區

• 選擇檢視 面板 學習中心。

「學習中心」面板預設為顯示。它在編輯工作區的右邊出現。

首頁按鈕上一頁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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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學習中心面板
編輯工作區

1 在「首頁」上按一下工作。

與工作相關的主題便會出現。

2 按一下主題。

與主題相關的程序便會出現。

• 對於說明工具的主題，該工具便會變成作用中。「工具屬性

列」面板和任何其他相關的面板便會出現。

• 對於說明與對話方塊相關指令的主題，該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3 閱讀使用工具或指令的程序。

除非影像已開啟，否則無法使用部分工作和指令。

利用視訊教學課程來學習

Discovery Center 視窗 （僅英文版）可讓您尋找及檢視各種影片，幫

助您學習使用應用程式和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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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在線上說明的某些主題中，或是造訪 www.youtube.com/
corelpaintshoppro 尋找影片連結。

開啟 Discovery Center 視窗

• 選擇說明 視訊教學課程。

使用 Web 資源

在 Corel PaintShop Pro 「說明」功能表和 Corel 網站上，您可以找到

許多客戶支援專用的網頁。您可以找到下載、教學課程、提示、電

子報、新聞群組和其他線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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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 Web 資源

• 在說明功能表上，選取下列其中一個網站連結：

• Corel 支援 — 這個連結可帶您前往客戶支援網頁

• 檢查更新 — 檢查「Corel 更新服務」，查看是否有更新

Corel PaintShop Pro 的版本。

取得 Corel 訓練資源

• 使用網際網路瀏覽器前往 www.corel.com/paintshop，然後按一

下資源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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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區導覽 
Corel PaintShop Pro 包括可讓您組織與編輯影像的三個主要工作區：

「管理」、「調整」和 「編輯」。

您可以使用哪些功能，取決於所用的軟體版本。

本節涵蓋下列主題：

• 探索工作區

• 在工作區之間進行切換

• 選擇工作區的色彩

• 使用面板

• 使用工具列

• 使用工具

• 自訂工具列和面板

• 使用對話方塊

• 檢視影像

• 使用快速鍵

• 使用內容功能表

• 使用尺規、格線和導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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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工作區

Corel PaintShop Pro 包含三個工作區：

• 管理

• 調整

• 編輯

各工作區均包含特定工具和控制項，可幫助您快速又有效率地完成

手邊工作。

您可以儲存工作區，包括所有開啟的影像及其倍率和螢幕位置，以

及面板、工具列、對話方塊和視窗的位置與偏好設定。如需使用自

訂工作區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577 頁的〈使用自訂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開啟 Corel PaintShop Pro 時，「管理」工作區會顯示為您的預設工

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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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覽模式下的管理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包括下列幾個部分：

• 導覽面板 — 幫助您尋找和排列相片。您可以使用「搜尋」方塊

或按一下「蒐藏」或 「電腦」標籤，來顯示電腦上的資料夾，

您也可以依蒐藏、標籤或評等來排序相片。

• 預覽區域 — 可讓您選擇兩種檢視：大型單一影像檢視，或多個

縮圖檢視（展開 「媒體管理」面板）。

• 資訊面板 — 顯示所選取影像的相關資訊。這個面板包含設定的

相機樣式顯示，這些設定用於拍攝相片，還有標籤區域，可讓

您新增資訊，如標籤和評等，以及存取 EXIF 或 IPTC 資料的完整

清單。

資訊面板導覽面板

媒體管理面板

預覽區域

媒體管理工具列 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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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管理面板 — 所有三個工作區都可以使用這個面板，可讓您選

取相片（顯示成縮圖），包含一個工具列，上有多個指令和選項

可用於管理相片。您可以隱藏或顯示工具，只要按一下 按鈕。

如需「管理」工作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89 頁的 〈檢視、排列

和尋找相片〉。

「調整」工作區

「調整」工作區可讓您快速進行編輯。它提供一套最常使用的工具，

讓您快速修正和提升相片品質。

顯示在 「調整」工作區的相片

調整工作區包括下列幾個部分：

• 調整面板 — 顯示用於調整相片的工具和控制項

• 預覽區域 — 顯示「媒體管理」面板中所選取的相片

• 工具列 — 顯示可存取儲存及檢視指令的按鈕。

工具列調整面板

媒體管理面板 縮圖 設定評等狀態列

預覽區域 「即時特效」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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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時特效面板 — 顯示您可以套用至相片的預設特效

• 狀態列 — 顯示所選取工具的相關資訊

• 媒體管理面板 — 所有三個工作區都可以使用這個面板，可讓您選

取相片（顯示成縮圖），包含一個工具列，上有多個指令和選項

可用於管理相片。您可以隱藏或顯示工具，只要按一下 按鈕。

• 設定評等控制 — 讓您為每一張相片評等，以便讓您快速找到自

己喜歡的相片

如需「調整」工作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25 頁的 〈使用「調

整」工作區〉。 

此編輯工作區

編輯工作區可讓您存取進階的編輯功能。工作區包括功能表、工具

和面板，可讓您用來建立和編輯影像。除了編輯相片，還能讓您完

成塗畫和繪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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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在編輯工作區的相片

編輯工作區包括下列幾個部分：

• 功能表列 — 顯示執行工作的指令。例如，「特效」功能表包含

套用特效至影像的指令。

• 工具列 — 顯示常用指令的按鈕。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2
頁的〈使用工具列〉。

• 面板 — 顯示影像資訊，並協助您選取工具、修改選項、管理圖

層、選取色彩，以及執行其他編輯工作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30 頁的 〈使用面板〉。

• 影像視窗 — 顯示開啟的檔案。您可以選擇標籤式檢視或視窗檢

視方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4 頁的 〈檢視影像〉。

影像視窗工具屬性列面板標準工具列功能表列

學習中心面板「工具」工具列 狀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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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態列 — 顯示有關選取的工具或功能表指令的資訊，以及有關

影像尺寸、色彩深度和游標位置的資訊。狀態列會出現在工作區

的底部，但與其他工具列不同的是，狀態列無法自訂或移動。如

需檢視影像的資訊，請參閱第 118 頁的 〈顯示與編輯相片資

訊〉。

在工作區之間進行切換

Corel PaintShop Pro 能讓您在不同的工作區之間快速輕鬆切換，所以

您可以用最有效率方式，完成相片管理和編輯工作。

在工作區之間進行切換

• 在應用程式視窗的最上方，按一下下列其中一個標籤：

• 管理

• 調整

• 編輯

選擇工作區的色彩

您可以從各種工作區色彩中進行選擇：從深色到淺色。您也可以為

影像視窗和預覽視窗選擇背景顏色。

選擇工作區的色彩

1 按一下檢視 工作區色彩。

2 選擇以下其中一種色彩：

• 深灰色 （預設值）

• 中灰色

• 淺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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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背景色彩

1 按一下檢視 背景顏色，接著選擇一個顏色。

使用面板

Corel PaintShop Pro 包含許多組織資訊和指令的面板，可幫助您編輯

影像。有些面板會自動出現，有些只在啟動特定工具時出現，其他面

板則只會在選擇開啟時才會出現。您可以輕易地開啟和關閉面板，只

要選擇檢視 面板即可。有些面板只能在特定工作區中使用。

面板會顯示資訊，也可能包含控制項和指令按鈕。面板就像工具列

一樣，可從預設的固定位置移動。如需自訂面板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第 38 頁的〈自訂工具列和面板〉。

面板 描述

筆刷變化 讓您在使用塗畫筆刷或其他任何點陣塗畫工具時，
設定額外的筆刷選項。使用壓力感應式圖板或 4D
滑鼠時，這個面板便十分實用。例如，您可以運
用筆式來套用壓力，藉此變化筆刷筆觸的透明度。
某些選項搭配滑鼠使用的特效亦不錯。

分佈圖 顯示影像中紅色、綠色、藍色、灰階、色相、彩
度和明度值的分佈圖。您可以分析陰影、中間調
和強光中細節的分佈情形，協助您決定如何進行
修正。

步驟記錄 列出作用中影像上採取的動作，允許您復原和重
做相連或不相連的動作，以及允許您建立可立即
套用至其他開啟影像的 Quickscript。

資訊面板 （「管理」工作區）顯示所選取影像的相關資訊。
這個面板包含設定的相機樣式顯示，這些設定用
於拍攝相片，還有標籤區域，可讓您編輯和檢視
資訊，如標籤和評等、EXIF 和 IPTC 資料，以及地

點和人物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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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或隱藏面板
編輯工作區

• 選擇檢視 面板，然後按一下面板名稱。

目前顯示的面板會以標示記號表示

您可以按下 F2 鍵來顯示或隱藏浮動面板。

調整面板大小
編輯工作區

• 拖曳面板的角落或邊緣。

即時特效 讓您快速存取預設特效的縮圖，方便套用於相片。

圖層 讓您檢視、組織和調整影像圖層的設定

學習中心 顯示有關工作流程、工具和指令的資訊，協助您
快速且有效率地完成指令作業

色彩控制 讓您選擇塗畫、繪製、填色和修飾的色彩與材料

色彩混合 讓您放置和混合顏料以搭配 「油畫刷」工具和
「色盤刀」工具使用，允許您在 「美工圖案媒體」
圖層上利用油畫特效建立真實的筆觸。

導覽面板 讓您尋找和排列相片

媒體管理 讓您從不同的資料夾收集並顯示相片，以便選取、
編輯、以電子郵件寄發、列印相片。您可以在面
板中新增、移除和更名自訂媒體匣以符合您的工
作流程。

概觀 顯示作用中影像的縮圖，讓您設定顯示比例等級，
以及顯示影像資訊

指令碼輸出 顯示執行指令碼時的動作和結果清單

工具屬性列 顯示作用中工具的設定和控制項

面板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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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調整泊塢視色盤，請按一下色盤標題列右上方的最大化

色盤 或最大化色盤 按鈕。

使用工具列

這三個工作區都包含有按鈕的工具列，有助於您執行常見工作。當

您將游標放到按鈕上時，其名稱便會出現在工具提示上，並且狀態

列會顯示指令的其他相關資訊。此外，在編輯工作區，「學習中心」

會提供如何使用工具的建議。

編輯工作區是使用下列工具列的主要入口：

• 特效 — 顯示套用特效至影像的指令

• 相片 — 顯示強化相片的指令

• 指令碼 — 顯示建立和執行指令碼的指令

• 標準 — 依預設會顯示在工作區的上方並顯示最常用的指令，例

如儲存影像、復原指令和剪下與貼上項目

• 狀態 — 依預設會顯示在工作區下方，並顯示所選取工具的相關

資訊

• 工具 — 包含塗畫、繪製、裁切、輸入文字和執行其他影像編輯

工作的工具

• Web — 顯示建立和儲存 Web 影像的指令

顯示或隱藏工具列
編輯工作區

• 選擇檢視 工具列，然後按一下您要顯示或隱藏的工具列。

功能表工具列名稱旁的標示記號表示已顯示工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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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在編輯工作區的任何工具列上按一下滑鼠右鍵，選擇
工具列然後選擇某個工具列名稱，藉此顯示該工具列。

若要隱藏特定工具列，請按一下標題列上的關閉按鈕 。

您可以按下 F2 鍵來顯示或隱藏浮動工具列。

使用工具

您可以使用工具，執行各種影像編輯和創意工作。當您讓游標停留

在工具上方時，工具提示會顯示工具名稱和快速鍵，而狀態列會顯

示使用工具的提示。

「調整」工作區包含能快速修飾影像的一些工具，編輯工作區具有

多種用於進階影像創作與編輯的選擇工具。在編輯工作區，有些工

具在「工具」工具列上有所屬的位置，例如 「裁切」、「移動」和

「文字」工具。但大部份工具是與其他執行類似工作的工具組成群

組。工具群組會以作用中工具右側的小箭頭表示。

有些工具會組合到彈出式選單中。只要按一下作用中工具
旁所彈出的箭頭，即可存取彈出式選單中的所有工具。

如需編輯工作區中移動、隱藏和顯示「工具」工具列的資訊，請參

閱第 32 頁的〈使用工具列〉。

依據您使用的圖層類型而定，有些工具可能無法使用。例如，「塗

畫筆刷」和「仿製筆刷」工具只能在點陣圖層上使用；而 「筆」工

具只能在向量圖層上使用。如需點陣和向量圖層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第 286 頁的〈了解圖層〉。

彈出式功能表箭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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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簡單地說明編輯工作區的「工具」工具列上的每一項工具。其

中有些工具亦可在「調整」工作區中使用。

工具 描述

 平移 可讓您在影像視窗中控制要顯示影像的哪一
個部分。

 顯示比例 當您按一下時會放大顯示比例，當您按滑鼠
右鍵時會縮小顯示比例。拖曳即可定義縮放
的區域。

 挑選 移動、旋轉和重設形狀點陣圖層，並選取和
修改向量物件

 移動 移動畫布上的點陣圖層或向量圖層

 自動選取 在您用選取區域矩形括住某個區域時，自動
選取該區域的邊緣。

 智慧選取筆刷 當您用筆刷刷過取樣區域時，自動選取該區
域的邊緣。

 選取區域 建立幾何形狀的選取區域，例如矩形、橢圓
形或三角形

 套索工具 建立不規則形狀的選取區域

 魔術棒 以像素值為基礎的選取區域設定在指定的容
錯度等級

 滴管 只需按一下即可選擇前景 / 筆觸色彩，按一

下滑鼠右鍵則是選取背景 / 填色色彩

 剪裁 修剪或去除不想要的邊緣

 歪斜轉正 旋轉彎曲的相片以對齊基底線

 透視校正 矯正看來傾斜的建築物或其他物件的透視圖

 紅眼 快速修正相片中常見的紅眼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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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飾 提供五種模式 （「瑕疵修正」、「牙刷」、
「取代顏色」、「加深」和 「變瘦 ™」），可

對相片中的人物套用化妝修飾特效

 仿製 以影像的其他部份塗畫在瑕疵和物件上面即
可移除之

 刮痕移除 移除數位相片上的皺紋、線條和相似的線形
瑕疵，並從掃描相片中移除刮痕

 物件移除 以相同相片中鄰近的材質遮蓋相片中不想要
的元素

 筆刷 讓您以色彩、材質或漸層塗畫影像

 噴槍 以噴槍或噴漆罐模擬塗畫特效

 變亮 / 變暗 您用滑鼠左鍵拖曳會讓區域變亮，用滑鼠右
鍵拖曳會讓區域變暗。此特效比 「加亮」和
「加深」工具所產生的特效強烈。 

 加亮 按一下滑鼠左鍵會讓區域變亮，或按一下滑
鼠右鍵讓區域變暗

 加深 按一下滑鼠左鍵會讓區域變暗，或按一下滑
鼠右鍵讓區域變亮

 塗抹 拖曳時選取新色彩可塗抹像素，或用滑鼠右
鍵拖曳時不選取新色彩來塗抹像素。

 擠壓 拖曳時選取新色彩可擠壓像素，或用滑鼠右
鍵拖曳時選取新色彩來擠壓像素。

 模糊 您用滑鼠左鍵拖曳會讓像素柔化，用滑鼠右
鍵拖曳會讓像素變銳利。

 銳利化 您用滑鼠左鍵拖曳會讓像素銳利化，用滑鼠
右鍵拖曳會讓像素柔化。

 浮雕 拖曳時抑制色彩並描繪邊緣來建立浮雕特效

工具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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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 減少飽和度 拖曳時讓色彩更鮮豔，或用滑鼠右鍵拖曳時
讓色彩較不鮮豔

 增加 / 減少色相 在拖曳時增加像素色相值，或用滑鼠右鍵拖
曳時減少此值。

 去飽和度 將像素重新上色但保留相片詳細資訊

 顏色保留 用滑鼠左鍵按一下或拖曳，將背景 / 填色色

彩取代為前景 / 筆觸色彩，或按一下或拖曳

滑鼠右鍵，將前景 / 筆觸色彩取代為背景 / 填
色色彩。

 橡皮擦 抹除點陣圖層像素以致透明

 背景橡皮擦 抹除您要保留在相片中的區域之邊緣四周

 填色工具 按一下滑鼠左鍵，以目前的前景 / 筆觸材料

填入相似容錯度等級的像素，或按一下滑鼠
右鍵，以目前的背景 / 填色材料填入。

 相似區域填色 變更物件的色彩但保留原始色彩的明暗變化
和亮度

 影像圖章 放置影像圖章，佈景主題型美術元素在您的
相片中

 文字 將文字放在影像上

 預設形狀 將預設的形狀 （例如標示線、箭頭和光芒）
新增至影像。

 矩形 建立矩形或方形

 橢圓形 建立橢圓形或圓形

 對稱形狀 建立對稱地或星星形狀的物件

 筆 建立相連或不相連的線條、手繪曲線和貝茲
曲線線段。

工具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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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形筆刷 將像素縮小、放大、扭曲或變形

 網狀變形 拖曳格線上的點讓相片變形

 油畫筆刷 在美工圖案媒體圖層上模擬油畫筆刷筆觸

 粉筆 在美工圖案媒體圖層上模擬使用粉筆繪圖

 粉蠟筆 在美工圖案媒體圖層上模擬使用粉蠟筆繪圖

 蠟筆 在美工圖案媒體圖層上模擬使用蠟筆繪圖

 彩色鉛筆 在美工圖案媒體圖層上模擬使用彩色鉛筆
繪圖

 麥克筆 在美工圖案媒體圖層上模擬使用麥克筆繪圖

 水彩筆刷 在美工圖案媒體圖層上模擬水彩筆刷筆觸

 色盤刀 在美工圖案媒體圖層上使用模擬刀 （而非筆
刷）套用塗畫特效

 色彩抹糊 塗抹任何已套用到美工圖案媒體圖層的顏料

 美工圖案橡皮擦 抹除任何已套用到美工圖案媒體圖層的顏料

工具 描述
工作區導覽 37



自訂工具列和面板

您可以固定、浮動、調整大小及移動工具列與面板，以自訂您的工

作區。啟動固定時，工具列和面板可自動整合到工作區中。停用固

定時，工具列和面板會任意在畫面上浮動，不會整合到工作區中。

您可以讓開啟的面板和工具列保持完全顯示狀態，或於不使用時

捲起。

固定選項設定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檢視 選項設定。

「偏好設定」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允許固定面板群組方塊中，標示您要固定的面板。

即使面板設為固定，您仍可以在按住 Ctrl 的同時以拖曳的方

式，將它放置到工作區中的任何位置，但不加以固定。

固定工具列或面板
編輯工作區

• 拖曳工具列或面板的標題列至工作區的其中一邊。

工具列或面板會貼齊至定位。

您也可以按兩下工具列或面板的標題列將它固定。

浮動工具列或面板
編輯工作區

1 請執行下列其中之一

• 將游標放在工具列的控點上方。游標會變成四面的移動工具

圖示。

• 將游標放在面板的標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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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工具列或面板列拖離工作區邊緣。

控點大小和位置，視工具列的大小及其為垂直或水平方向而
有所不同。

您也可以按兩下工具列的控點。

移動工具列或面板
編輯工作區

• 將其標題列拖曳至新位置。

調整工具列或面板大小
編輯工作區

• 拖曳工具列或面板的某一邊或某一個角。

顯示所有工具列和面板
編輯工作區

• 按下 Ctrl + Shift + T。

捲動工具列或面板
編輯工作區

• 按一下自動隱藏工具列或面板標題列的圖釘按鈕 。

「自動隱藏」圖釘為指向下方狀態時，工具列或面板仍會維持完

整顯示。

若「自動隱藏」圖釘為指向左方 ，工具列或面板會在游標移

開時收起。

如果您在工具列或面板仍為焦點時執行動作，則工具列或面
板會維持顯示狀態，即使游標已移開。而當您按一下其他任
何位置或執行另一個動作時，工具列或面板便會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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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在此自動隱藏按鈕為啟動狀態時點離面板或工具列，則
它會以下列其中一種方式捲起：若是浮動，只要標題列是可
見的；若是固定，面板或工具列名稱會與標籤一起顯示。

再次按一下自動隱藏按鈕即可避免面板捲起。

若要再次顯示面板，請將游標放到標籤上方。

使用對話方塊

對話方塊是您選擇某些 Corel PaintShop Pro 指令時開啟的視窗。您

可以使用對話方塊選取和預覽指令的選項。所有對話方塊都會記憶

在螢幕上最後放置的位置，並於相同位置再次開啟。

對話方塊共有二種樣式。以下的「調整」和 「效果」篩選使用較大

的版片，目的是為了能更輕鬆地使用互動式控制。「景深」、「移除

數位雜點」、「漸層濾鏡」、「消除紅眼」、「懷舊風格」、「數位移

軸」、「智慧型相片修復」和「後製暗角」。

有些 「調整」和「效果」對會方塊使用較大的版面。

例如，其他樣式的對話方塊，請見第 364 頁的〈選擇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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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對話方塊中具有的常見功能包括下列功能：

• 執行前和執行後窗格— 在套用特效前，讓您看見影像上的對話

方塊設定的特效

• 顯示比例與平移控制項 —讓您在預覽區域中放大顯示比例和縮

小顯示比例，然後變更目前的檢視區域

• 預設— 顯示儲存的設定或指令碼，讓您迅速變更影像。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第 634 頁的〈使用和建立預設〉。

• 重設為預設值按鈕  —讓您重設對話方塊設定為初始值

• 數字編輯控制項— 讓您選取或輸入數字值

• 色彩方塊— 讓您為指令設定選取顏色

• 亂數設定參數按鈕  — 讓您預覽亂數設定。

• 調整大小控點— 讓您調整對話方塊大小

使用預覽區域

大部份您用來修正影像、套用特效或修改選取區域的對話方塊，均

含有「執行前」和 「執行後」窗格，顯示套用變更以後的影像。

您可以顯示或隱藏「執行前」和 「執行後」窗格，藉由按一下

「顯示 / 隱藏預覽」按鈕：

當您隱藏「之前和之後」窗格，仍可以看見影像上目前設定的特

效，只需標示對話方塊右上角的預覽影像核取方塊。

編輯數字值

若要編輯 Corel PaintShop Pro 對話方塊中的值，可使用數字編輯控

制項輸入值及變更設定。

- 顯示 「執行前和執行後」窗格。

- 隱藏 「執行前和執行後」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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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色彩方塊

在某些對話方塊中，色彩方塊會針對特定控制項顯示目前選取的色

彩。將游標移到色彩方塊上方時，游標會變成滴管並顯示 RGB 值。

亂數設定參數

許多校正和效果對話方塊包含「亂數設定參數」按鈕 ，讓您可以

亂數值更新設定。

調整對話方塊大小
編輯工作區

• 拖曳調整大小控點

您也可以按兩下標題列，將對話方塊最大化。

放大顯示比例或縮小顯示比例影像預覽

• 在顯示比例控制項中設定值。

您也可以展開對話方塊，以建立更多的空間容納「執行前」

和「執行後」窗格。如需調整對話方塊大小的詳細資訊，請

參閱第 42 頁的 〈調整對話方塊大小〉。

在這裡輸入顯

示比例設定 按一下這些按鈕來增

加或減少顯示比例的

設定

按一下然後拖曳到這裡
增加或減少顯示比例的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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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移影像預覽
編輯工作區

1 將游標移動到「執行後」窗格。 

游標會變成手掌形狀。

2 拖曳影像。

您也可以按住平移按鈕 ，然後將選取區域矩形放在所要顯

示的影像部分上的中央。

校正主要影像視窗中的變更
編輯工作區

• 標示預覽影像核取方塊。

對話方塊的所有設定變更，都會套用到主要影像視窗。

編輯數字值
編輯工作區

• 執行下表中的任一工作。

如果輸入值超出控制項的範圍，則會變成紅色。

您也可以按兩下該數字將它反白標示，然後輸入新的值。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輸入特定值。 按一下控制項，再按下 Delete 鍵或 
Backspace 鍵，然後輸入新值。

數字加或減 1 按一下向上或向下箭頭。

選擇近似值 按一下滑棒。

從可用設定的範圍中選擇 移動滑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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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對話方塊中選擇色彩
編輯工作區

• 執行下表中的任一工作。

在對話方塊中進行亂數設定
編輯工作區

• 按一下亂數設定參數按鈕

您可以持續按下 亂數設定參數按鈕嘗試各種不同的設定，直

到出現您要的特效為止。

檢視影像

您可以用標籤式格式檢視影像，其中標籤會出現在影像視窗的頂

端。當您按一下標籤，該視窗的影像會變為作用中的影像。您還可

以在視窗中檢視影像，以便移動、調整大小和關閉。您可以在多個

標籤或影像視窗中開啟相同的影像，便能以不同的倍率檢視影像。

「固定視窗」模式（左）可將影像檢視空間放到最大。若要
一次查看多張影像（右），請將「固定視窗」模式關閉。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選取色彩 按一下色彩方塊，然後從 「色彩」
對話方塊中選取色彩。

從最近使用的色彩進行選取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然後
在 「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中
選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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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同時開啟多個影像，可並排檢視影像視窗，或以重

疊的順序排列。亦可查看列出所有開啟影像的清單。

如果影像大於影像視窗，可平移影像以檢視不同的部份，或將影像

調整至視窗大小。您還會在「資訊」面板中看見整個影像的縮圖。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0 頁的〈使用面板〉。

影像視窗頂端的標題列，會顯示檔案名稱和倍率百分比。檔案名稱

後面的星號表示影像已經過修改，且變更尚未儲存。

如果影像中有嵌入的浮水印，其名稱前面會顯示版權符號。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第 691 頁的〈使用數位浮水印〉。

啟用或停用標籤式影像視窗選項
編輯工作區

• 選擇視窗 固定視窗。

若要檢視另一個影像，請按一下其索引標籤。如果影像索引
標籤不在目前的檢視中，請按一下影像視窗右上角的箭頭，
以向左或向右捲動。

若要關閉標籤格式的影像，請按一下關閉按鈕 。

移動影像視窗
編輯工作區

• 拖曳標題列。

調整影像視窗大小
編輯工作區

• 拖曳影像視窗的邊角。

調整影像視窗的大小時，並不會改變影像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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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化或最大化影像視窗
編輯工作區

• 執行下表中的任一工作。

關閉影像視窗
編輯工作區

• 關閉檔案 關閉。

如果已變更影像但尚未儲存，則會提示您儲存影像。

您也可以按一下標題列關閉按鈕 。

若要關閉所有視窗，請選擇視窗 全部關閉。

建立作用中影像副本
編輯工作區

• 選擇視窗 複製。

作用中影像的副本便會開啟。您可以個別編輯原始影像的副本。

您也可以按下 Shift + D，複製作用中影像。

開啟多個相同影像的檢視
編輯工作區

• 選擇視窗  開新視窗。

新視窗便會開啟，其中包含作用中影像的另一個檢視。當您在其

中一個視窗中進行變更時，兩個視窗都會更新。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最小化影像視窗後，只會顯示標題列 按一下最小化按鈕 。

最大化影像視窗以填滿工作區 按一下最大化按鈕 。

還原影像視窗至之前的大小 按一下還原按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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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多個視窗
編輯工作區

• 執行下表中的任一工作。

查看列出所有開啟影像的清單
編輯工作區

• 按一下視窗功能表。

所有開啟影像的名稱，都會出現在「視窗」功能表的底部。檔

案名稱會以開啟的順序列出。

檢視影像的另一個區域
編輯工作區

• 執行下表中的任一工作。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顯示重疊的視窗 選擇視窗 重疊顯示。

視窗會從工作空間的左上方開始重疊到
右下方。

垂直並排顯示視窗 選擇視窗 垂直並排。

視窗會配合工作區調整大小。

水平並排顯示視窗 選擇視窗 水平並排。

視窗會配合工作區調整大小。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平移影像 「工具」工具列上，請選擇平移工具

，接著拖曳影像。若有其他作用中

的工具，按住空白鍵，然後在影像中
拖曳。

變更水平或垂直檢視 拖曳水平或垂直捲動列。

以少量遞增的方式變更檢視 按下方向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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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影像視窗調整至影像大小
編輯工作區

• 執行下表中的任一工作。

使用快速鍵

Corel PaintShop Pro 可讓您使用快速鍵執行功能表指令、選取工具、

顯示面板、編輯向量物件上的節點，以及執行「媒體管理」指令。

所有的功能表指令（包括開啟面板的指令）都會列出其快速鍵。當

您將游標移到工具上方時，便會顯示該工具的快速鍵。

您可以自訂快速鍵。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83 頁的〈自訂鍵盤

快速鍵〉。

使用快速鍵存取功能表指令

• 按住 Alt，同時按下功能表項目中加上底線的字母。

例如，按下 Alt + F 會開啟「檔案」功能表。

在資訊面板中平移 按下 F9 來顯示 「資訊」面板，按一

下預覽標籤，將游標放在平移矩形之
內，然後拖曳。您也可以在 「資訊」
面板的 「預覽」標籤，設定顯示比例
的等級。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將視窗調整至影像大小 選擇視窗 調整至影像大小。

將影像調整至視窗大小 選擇視窗 調整至視窗大小。

將影像和視窗調整至畫面大小 選擇視窗 調整至螢幕大小。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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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使用方向鍵捲動功能表。

檢視所有快速鍵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 選擇說明 鍵盤對照表。

使用內容功能表

內容功能表讓您快速存取特定工具、選取區域、面板或其他項目的

指令。只要用滑鼠右鍵點一下項目，即可開啟內容功能表。

檢視完整的內容功能表清單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檢視 自訂。

「自訂」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功能表標籤。

3 按一下選取內容功能表下拉式清單。

下拉式清單中會顯示所有內容功能表的名稱。如果您要開啟特定

內容功能表，選取該項即可。

使用內容功能表

1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影像、面板的空白區域、「圖層」面板上的某

個圖層、「媒體管理」的縮圖或工具列。

2 選擇一個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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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尺規、格線和導線

編輯工作區預設會顯示尺規。您可以選擇一個以像素、英吋、公分方

式顯示的尺規，或是變更尺規顏色，也可以將他們全部隱藏。

何謂格線？

格線是覆蓋您的影像之水平與垂直線條。格線會協助您定位影像元

素。您可以顯示或隱藏格線，以及設定格線偏好設定中的間距和外

觀。當您顯示格線時，所有開啟的視窗中都會顯示格線。

何謂導線？

導線是您覆蓋在影像上的水平和垂直線。在顯示尺規的情況下，您

拖曳導線到影像上以協助更精確的工作，例如裁切、移動影像元

素、選取區域，以及文字和筆刷筆觸放置。格線會以特定間隔放置

一系列的水平和垂直線，而導線則可依您喜好放在任意位置。

設定貼齊

您可以使用貼齊功能將筆刷筆觸和影像元素，精確地對齊最近的格

線或導線。貼齊效果會控制元素貼齊導線或格線所需的距離（像素

為單位）。如果項目的中心點是項目最接近格線或導線的部分，則

中心點會貼齊導線或格線。

顯示尺規、格線或導線
編輯工作區

• 選擇檢視功能表，然後選取下列其中一項：

• 尺規

• 格點

• 導線

您必須先顯示尺規，才能將導線拖曳到影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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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尺規屬性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好設定。

「偏好設定」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從清單上選擇一個單位。

3 在尺規群組方塊中，從顯示單位下拉式清單選擇一個選項。

4 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以選擇尺規色彩：

• 白底黑字 — 在白色背景上顯示黑色雜湊記號和數字

• 工具列色彩 —在用於工具列和面板的彩色背景上，顯示黑色

雜湊記號和數字

5 按一下確定。

設定預設或目前格線屬性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檢視 變更格線、導線和貼齊屬性。

「格線、導線和貼齊屬性」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格線標籤。

預設值群組方塊會顯示格線的預設值。目前影像設定群組方塊會

顯示目前影像中的格線設定。

3 在水平格線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值，設定水平格線之間的距離

（從影像最上方開始）。

4 在垂直格線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值，設定垂直格線之間的距離

（從影像左側開始）。

5 從 單位 下拉式清單選擇度量單位選項。

6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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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水平或垂直導線
編輯工作區

1 若未顯示尺規，選擇檢視 尺規。

2 選擇檢視 導線。

3 請執行下列其中之一

• 若要放置水平導線，請按一下最上方的尺規，然後將導線拖曳

到所需的位置。

• 若要放置垂直導線，請按一下左側的尺規，然後將導線拖曳到

所需的位置。

當您拖曳時，「狀態列」會顯示導線的位置 （單位為像素）。

4 如需尺規更詳細的位置，請按兩下導線控點。

「導線屬性」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5 在導線位置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值。

6 按一下確定。

變更導線色彩
編輯工作區

1 在尺規上，按兩下導線控點。

「格線、導線和貼齊屬性」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導線」標籤上，按一下色彩方塊，然後從色彩面板中選擇

色彩。

3 按一下確定。

您也可以

選擇格線色彩 按一下色彩方塊，然後從色彩面板中選擇
色彩。

設定貼齊效果等級 在貼齊效果控制中輸入或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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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導線的預設屬性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檢視 變更格線、導線和貼齊屬性。

「格線、導線和貼齊屬性」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導線標籤。

預設值群組方塊會顯示導線的預設值。目前影像設定群組方塊會

顯示目前影像中的導線設定。

3 在預設值群組方塊中，按一下色彩方塊，然後從色彩面板中選擇

色彩。

如果您要選擇最近使用的色彩，請以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

然後從「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中選擇色彩。

4 在貼齊效果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值，指定項目貼齊格線或導線

時，彼此之間必須相隔的距離（單位為像素）。

5 按一下確定。

備註：您必須選擇檢視功能表中的貼齊導線指令。

刪除影像的導線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檢視 變更格線、導線和貼齊屬性。

2 按一下導線標籤。

3 標示刪除導線核取方塊。

4 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僅從目前影像

• 從所有開啟的影像

5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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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拖曳導線控點直至導線離開影像區域，或是對導線控
點按滑鼠右鍵，然後按一下「導線屬性」對話方塊的刪除。

貼齊最接近的導線或格線
編輯工作區

• 從檢視功能表，選擇下列其中一項：

• 貼齊導線

• 貼齊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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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門

您可許多不同的方式將影像帶進 Corel PaintShop Pro。您可以將傳輸

到電腦的相片匯入，直接將影像掃描到應用程式，從電腦螢幕擷取

影像，也可以自己建立影像。

將影像放到應用程式後，可以存取許多基本指令，讓您檢視影像和

影像資訊。您可以執行剪下、複製、復原和重複等基本動作。

本節涵蓋下列主題：

• 將相片放入 Corel PaintShop Pro

• 用影像掃描器進行連線

• 開啟和關閉影像

• 儲存影像

• 建立影像

• 檢視影像和影像資訊

• 從電腦螢幕擷取影像

• 顯示比例和平移

• 剪下、複製和貼上

• 將影像複製至其他應用程式

• 復原和取消復原動作

• 重複指令

• 刪除影像

• CorelPaintShopPro 支援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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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相片放入 Corel PaintShop Pro

將相片傳輸到電腦（使用 Windows 或相機專用軟體），即可將相片

匯入 Corel PaintShop Pro。只要瀏覽資料夾，就會匯入相片。資料夾

中的相片會自動分類並存放在資料庫中。如此，您可以輕鬆地尋

找、編輯及更新相片資訊。

雖然您可以從任何一個工作區瀏覽資料夾，但是「管理」工作區可

以讓您輕鬆地檢視及管理多張相片。如需匯入選項的詳細資訊，請

參閱第 93 頁的 〈瀏覽資料夾尋找相片〉。

將相片匯入 Corel PaintShop Pro
管理工作區

1 在「導覽」面板中，按一下蒐藏標籤，然後按一下瀏覽更多資

料夾。

2 在「瀏覽資料夾」對話方塊中，瀏覽至所要的資料夾。

3 按一下確定。

該資料夾就會新增至資料夾清單，所有影像會在應用程式資料庫

中分類。

您可以從任何工作區按一下「媒體管理」面板上的顯示 / 隱
藏導覽按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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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影像掃描器進行連線

掃描軟體允許您選擇掃描影像的應用程式。許多 TWAIN、WIA 和

USB 掃描器都與 Corel PaintShop Pro 相容。

32 位元和 64 位元掃描器相容性

32 位元和 64 位元版本的 Corel PaintShop Pro 均支援 WIA (Microsoft 
Windows Image Acquisition)。

32 位元和 64 位元版本的 Corel PaintShop Pro 均支援 TWAIN。不

過，若要與 64 位元版本的 Corel PaintShop Pro 搭配運作，掃描器必

須能支援 64 位元應用程式 （某些情況下，掃描器驅動程式可安裝

至 64 位元版本的 Windows，但不支援與 64 位元應用程式互動）。

要如何分辨呢？安裝廠商的 64 位元掃描器驅動程式後，下列位置會

出現一個檔案：Windows/twain_64。如果沒有看到 twain_64 資料

夾和資料夾內的一個檔案，則表示驅動程式不支援 64 位元應用程

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掃描器廠商網站。

從掃描器取得影像
編輯工作區

1 安裝掃描器隨附的軟體後，請連接您的掃描器至電腦。

2 在 Corel PaintShop Pro 中，選擇檔案 匯入，然後按一下從掃描

器或相機（WIA 選項）或 TWAIN 擷取（取決於掃描器類型）。

3 使用掃描器軟體來執行掃描。

如果您設定掃描器與 Corel PaintShop Pro 一同處理影像，則影像

會在處理完成後顯示在應用程式中。掃描器軟體仍保持開啟狀

態，因此您可以繼續擷取影像或離開該軟體。

同時掃描多張相片後，您可以使用剪裁貼為新影像功能，迅
速建立個別影像檔案。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45 頁的
〈利用剪裁建立新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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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裁影像之後，您會發現「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 「寬度」

值和「高度」值各設為 0.100。這兩項設定並非剪裁後的影

像大小。若要檢視影像剪裁後的大小尺寸，請選擇影像  影
像資訊。

開啟和關閉影像

您可以開啟在 Corel PaintShop Pro 大部分的影像格式。您可以使用功

能表列或管理工作區來開啟影像。您可以建立特定檔案格式（例如

JPEG、TIF 或 PNG）與 Corel PaintShop Pro 之間的關聯，如此一來只

要按兩下這些檔案，就可以在 Corel PaintShop Pro 進行開啟。如需設

定檔案關聯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04 頁的〈設定檔案格式關聯〉。

如需 Corel PaintShop Pro 可開啟的檔案格式清單，請參閱第 85 頁的

〈CorelPaintShopPro 支援的檔案〉。如需 RAW 檔案相關資訊，請參

閱第 129 頁的〈支援的 RAW 檔案格式〉。

開啟影像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開啟舊檔。

2 在查詢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要儲存檔案的資料夾。

3 按一下要開啟檔案的名稱。 

如果要開啟多個檔案，請按住 Ctrl 後，再按一下檔名。

4 按一下開啟舊檔。

您也可以

檢視影像相關資訊 在 「開啟舊檔」對話方塊中，按一
下檔名，然後再按一下詳細資料。

檢視預覽區域的縮圖 在 「開啟舊檔」對話方塊中，勾選
顯示預覽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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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最近檢視的檔案
編輯工作區

• 選擇檔案 最近使用的檔案，然後選擇檔名。

根據預設，最近使用的檔案功能表會列出 4 個最近檢視的檔
案。您最多可以選擇列出 10 個檔案。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第 594 頁的 〈設定顯示在 「最近使用的檔案」清單中的
檔案數量〉。

從管理工作區開啟影像
管理工作區

• 按一下縮圖來選取檔案。

若要檢視其他資料夾的縮圖，按一下導覽面板上的瀏覽更多資料

夾，然後從「瀏覽資料夾」對話方塊中，選擇所要的資料夾。

資料夾便會在「資料夾」清單中出現。

您可以在管理工作區中處理檔案，也可以按一下調整標籤或編輯

標籤，在其他工作區中編輯檔案。

開啟 RAW 相片影像
編輯工作區

•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選擇檔案 開啟舊檔。

• 在 RAW 影像縮圖上按兩下。

• 按住 Ctrl，並按一下檔名或縮圖以開啟多個檔案。

開啟檔案時，執行指令碼 在 「開啟舊檔」對話方塊中勾選啟
動處理核取方塊，並從下拉式清單
中選擇指令碼。

您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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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 RAW 編輯器」對話方塊會開啟。此對話方塊可讓您對

儲存為 RAW 相片檔案的設定，進行調整。

關閉影像

• 關閉檔案 關閉。

在「編輯」工作區中，按一下影像上方的關閉按鈕 。

儲存影像

儲存影像之前，請先考慮要將影像儲存為何種檔案格式，確保不會

覆寫日後可能會用到的原始影像。

Corel PaintShop Pro 的 PspImage 檔案格式可支援圖層、Alpha 色頻

及其他用於建立影像的功能。建議您將影像儲存成 PspImage 檔案來

進行編輯。接著，可以將檔案儲存為共用的檔案格式。假如您想要

最佳化影像，以便於能放置影像至其他應用程式，例如頁面版面、

電子郵件或網頁設計應用程式，您也可以使用轉存為 Office 影像格

式指令。

下列清單提供常用檔案格式的基本相關資訊：

• JPEG — 數位相片的標準檔案格式，適用於電子郵件和 Web。使

用失真壓縮，檔案很小但是每次儲存都會遺失影像資料。因此，

編輯相片時不建議使用此格式，除非已使用高品質設定。此檔案

格式支援 EXIF 和 IPTC 資料，這些資料可提供相片相關資訊，例

如拍照時間。

• TIFF — 列印和程式間分享影像的標準檔案格式。此檔案格式使

用無失真壓縮。雖然儲存時不會遺失影像資料，但檔案較大，較

不適用於電子郵件和 Web。TIFF 可儲存列印用的 CMYK 色彩模

式資料，也支援 EXIF 和 IPTC 資料。

• PNG — 廣泛使用於 Web 影像的檔案格式。使用無失真壓縮，可

縮小檔案卻不遺失影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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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相機格式 — 一般由專業攝影師所使用的檔案格式。原始相

機格式提供未經壓縮、未經處理的影像，讓您可充分控制影像的

處理。您必須擁有能擷取 RAW 格式數位影像的相機，以及能開

啟和使用檔案的軟體，例如 Corel PaintShop Pro。

您可壓縮或不壓縮所儲存的 PspImage 檔案。Corel PaintShop Pro 所

使用的兩種壓縮方式都是無失真壓縮，既可減少檔案大小，又能保

留所有影像資訊。未壓縮的檔案會佔用較多磁碟空間。

Corel PaintShop Pro 使用下列壓縮方式：

• 執行長度編碼 (RLE) — 快速編碼方式，可將大部分多圖層的影像

壓縮至原始大小的 75% 左右。此方法適用於包含大區域相同色

彩的影像。

• LZ77 壓縮 — 較慢的壓縮方法，所壓縮出來的影像大部分都比

RLE 小。此方法適用於擬真影像。

儲存新影像時，Corel PaintShop Pro 會讓您選取新影像的位置、名稱

和檔案格式。如果儲存影像後又進行編輯，影像的標題列會在檔名

之後顯示星號或修改標記，表示檔案已經修改過。只要儲存工作此

標籤就會消失。

您也可以每隔一段特定時間就自動儲存檔案，以避免電腦意外當機

時遺失工作資料。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12 頁的 〈設定「自

動儲存」偏好設定〉。

如果您想要儲存不同版本的檔案，您可以儲存影像副本。若要將特

效套用至影像但卻同時保留原始檔案，則此方法非常有用。

重要！「自動保留原版」偏好設定可協助您避免覆寫原始影像。
根據預設，此功能為開啟。如需有關偏好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第 597 頁的 〈設定「自動保留」偏好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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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新影像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儲存。

「另存新檔」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從儲存於下拉式清單，選擇要儲存檔案的資料夾。

3 在檔案名稱欄位中，輸入檔案名稱。

4 在儲存類型下拉式選單中，選擇檔案格式。最常用的格式列在第

一個。

如果您想變更檔案格式的預設設定（例如，壓縮或色彩描述

檔），請按一下選項，再選擇所要的設定。

5 按一下儲存。

您也可以按一下「標準」工具列上的另存新檔按鈕 ，以避
免覆寫目前檔案。

您可以儲存於上次使用的檔案格式，方法是選擇檔案 偏好

設定 一般程式偏好設定，然後按一下左邊清單中的顯示與

快取。在「簡報」群組方塊中，勾選重用檔案另存對話方塊

中的最後類型核取方塊。

儲存工作
編輯工作區

• 選擇檔案 儲存。

假如已啟動「自動保留原版」偏好設定，而且是您第一次嘗試

儲存對此影像的變更，系統會提示您儲存原始未編輯的影像。假

如未啟動「自動保留原版」偏好設定，則修改過的影像會覆寫

原始影像。

您可以使用另存新檔指令來避免覆寫目前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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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按一下「標準」工具列上的儲存檔案按鈕 ，以儲

存影像。

儲存影像副本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另存副本。

「另存為」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自儲存於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要儲存影像的資料夾。

如果您要建立新的影像資料夾，按一下建立新資料夾按鈕。

3 在檔案名稱方塊中，輸入檔案名稱。 

如果要將檔案儲存為不同格式，請從儲存類型下拉式選單選取檔

案格式。最常用的格式列在第一個。

如果您想變更檔案格式的預設設定（例如，壓縮或色彩描述

檔），請按一下選項，再選擇所要的設定。

4 按一下儲存。

轉存影像為 Office 應用程式影像格式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轉存為 Office 影像格式。

「轉存為 Office 影像格式」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自儲存於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要儲存影像的資料夾。

如果您要建立新的影像資料夾，按一下建立新資料夾按鈕 。

3 自最佳化下拉式清單中選擇下列其中一項：

• 桌面列印 — 將影像解析度設定為 200 dpi。假如您想要在一般

頁面版面應用程式中，處理檔案大小不要過大的高品質影像

時，此選項是理想的選擇。

• 專業列印 — 將影像解析度設定為 300 dpi。需要最高影像品質

時，此選項是理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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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或電子郵件 — 將影像解析度設定為 96 dpi。當您需要較

小的檔案大小，以便於能迅速共享或顯示時，此選項是理想的

選擇。

4 在檔案名稱方塊中，輸入檔案名稱。

5 自儲存類型下拉式選單中選擇檔案格式。

6 按一下儲存。

建立影像

「新增影像」對話方塊可視為您開始專案創作的開始畫面。您可選

擇預設值，如標準頁面大小、相片大小、Facebook 時間軸封面或建

立自訂影像。我們將於下面章節敘述一些可用的設定。

有兩種電腦圖形：點陣與向量。利用 Corel PaintShop Pro，您可以建

立兩種類型的影像。也可以建立包含點陣圖層和向量圖層的影像。

請務必瞭解這兩種資料類型有何不同，然後再開始使用這些資料。

點陣圖形

點陣影像是由排列在格線上名為像素的獨立元素所組成。每一個像

素都有特定的位置和色彩。如果您放大點陣資料，就能看見呈現格

您也可以

定義最大影像大小 勾選進階設定核取方塊，然後調整
寬度與高度設定。從右方下拉式清
單中，選擇一個量測單位。

調整影像品質 勾選進階設定核取方塊，然後自影
像品質下拉式清單選擇解析度。

使用 「轉存為 Office 影像格式」對

話方塊最近設定

自最佳化下拉式清單選擇最後使用。

使用 「轉存為 Office 影像格式」對

話方塊預設設定

自最佳化下拉式清單選擇預設值。
這些設定與畫面或電子郵件預設設
定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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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色彩的各個像素。點陣影像包含的像素數量固定，因此放大影像

即放大像素的顯示大小。螢幕顯示或列印放大倍數過大時，點陣影

像可能會顯示出鋸齒狀邊緣，而非平滑邊緣。

點陣影像中的物件以像素定義。例如，房屋影像的前門是由影像特

定位置上的馬賽克像素所組成。在點陣圖中所編輯的是像素而非物

件或形狀。

點陣影像可顯示色調與色彩的細微變化，因此相片與數位圖檔最常

使用點陣影像。

向量圖形

向量圖形使用幾何特性（線條、曲線及其位置）來定義物件。例

如，房屋圖形的門是由一個位於特定位置的矩形所組成，此矩形有

固定寬度和高度，內部填滿特定色彩。在向量影像中，編輯的是物

件或形狀而非像素。

向量圖形不會因為尺寸縮放或列印解析度改變而失去清晰度與局部

細節。根據此理由，向量圖形適用於技術圖解或企業標誌。

選擇處理點陣或向量資料

使用 Corel PaintShop Pro，您可以在個別圖層上建立和編輯點陣資料

與向量資料。有些工具在建立點陣資料時可以使用（如 「繪圖」工

具的筆刷筆觸），有些工具則是不論建立點陣或向量資料都可以選

用（如 「文字」和「預設形狀」工具）。

一般而言，如果物件需要以影像獨立元素形式進行編輯時，最好使

用向量物件。例如，如果新增一個星形至影像中，您可能會想改變

它的大小、色彩或位置。如果星形是一個向量物件，您可以更輕易

進行變更。您可以在獨立圖層建立點陣資料，如此一來編輯或移動

都會比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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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將只對點陣資料有效的工具或指令（例如繪圖工具或特效指

令）套用至向量物件，您可以建立一個向量物件的點陣選取區域，

然後再將該選取區域貼入新點陣圖層。

了解影像大小、解析度和色彩深度

建立新影像之前，您需要考慮如何使用該影像。例如，是否會在網

站上顯示該影像、將其作為電子郵件附件進行傳送或列印？如何使

用該影像可協助您決定其大小、解析度和色彩深度。

影像大小以影像實際度量表示。當您使用 Corel PaintShop Pro 建立

新影像或調整現有影像的大小時，您可以用像素、英吋、公釐或公

分定義影像的高度和寬度。

下列是選擇度量單位的作業原則：

• 如果您要列印影像，請使用英吋或公分。以影像最終度量展開作

業，可以順利製作出符合頁面大小的影像。

• 如果您要先將影像匯出至其他應用程式（例如文字處理應用程

式），然後再調整大小和列印影像，您可以使用任何選項。

• 如果您想要在螢幕上顯示影像，請使用像素。

影像建立之後可以再調整大小，但如此一來可能遺失影像資料。如

需調整影像大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03 頁的 〈修飾和還原影

像〉。

影像解析度是以每英吋像素數 (ppi) 或每公分像素數來計算。低解析

度可能導致影像像素化，而像素過大則會造成輸出品質粗糙。高解

析度需要較多影像記憶體，但影像品質並不會等比例提高。

色彩深度是依據單一像素能顯示的色彩數量來進行測量。每個像素的

色彩資訊都儲存在位元中（1 至 48 位元）。在 1 位元影像中，每個

像素僅可顯示黑白兩色中的其中一種。在 24 位元影像中，每個像素

都可顯示 1600 萬種色彩中的其中一種。影像在色彩深度達 1600 萬

色時顯示效果最好，但其儲存與編輯也需要最多記憶體。並非所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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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都可顯示 1600 萬色，因此有些檔案格式限制支援色彩的數量。例

如，Web 上常用的 GIF 影像格式即包含多達 256 色 (8 位元深度 )。

許多在 Corel PaintShop Pro 中用於套用特效和校正影像的指令，都

只能在 1600 萬色的彩色影像上作用。因此，最好使用 1600 萬色建

立影像。影像處理完畢後，可以減少色彩深度再另存為其他格式。

您可以使用「檔案」功能表上的 「開啟新檔」指令，或複製現有影

像外觀來建立影像。如果使用現有影像作為新影像的來源，您可以

複製整個影像或個別圖層。您也可利用 Corel PaintShop Pro 「剪貼

簿」上的圖形資料來建立影像。

在 Corel PaintShop Pro 中建立新影像時，您可以指定尺寸、解析度

和類型。可使用的選項，視您要建立的圖形類型而定。如果不確定

工作需要的圖形類型或應該選擇哪些設定，請檢閱下列程序中的資

訊。如需建立「美工圖案媒體」圖形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31 頁

的〈使用美工圖案媒體工具塗畫和繪製〉。

建立影像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開新檔案。

新增影像對話方塊便會開啟。

2 選擇預設，按一下左方任一類別按鈕，然後選擇一項預設。調整

預設或定義自訂影像，請按下列步驟操作。

3 在影像尺寸群組方塊中，於下列控制項輸入或設定數值：

• 單位 — 指定度量單位

• 寬度 — 指定新影像的寬度

• 高度 — 指定新影像的高度

• 解析度 — 指定所選度量單位包含的像素數量

如果要選擇預設度量，請自載入預設下拉式清單選擇一個選項。

4 在影像特性群組方塊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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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陣背景 — 適用於大多數圖形和繪圖作業

• 向量背景 — 適用於向量圖形

• 美工圖案媒體背景 — 讓您使用「美工圖案媒體」工具

5 自色彩深度下拉式清單選擇一個選項。

如果選擇點陣背景選項，則按一下色彩方塊後，再自「材料屬

性」面板選擇色彩，即可完成背景色彩的選擇。若要選擇透明背

景（僅限 8 位元或 16 位元影像），請勾選透明核取方塊。

如果選擇美工圖案媒體背景選項，則可自選取畫布材質下拉式清

單中選擇畫布材質。如果要選擇畫布色彩，請勾選啟動填色色彩

核取方塊，按一下色彩方塊，然後從「色彩」對話方塊中選擇

色彩。

6 按一下確定。

所需記憶體欄位顯示影像需要的記憶體量。電腦可使用的記
憶體必須至少是顯示在所需記憶體欄位的二到三倍。若要減
少所需記憶體，您可以降低影像解析度或縮減影像度量。

如需選擇色彩或材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37 頁的〈使用
色彩控制面板〉。

複製影像
編輯工作區

1 開啟要複製的影像。

2 選擇視窗 複製。

包含影像副本的新視窗會出現在工作區。

從圖層建立影像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按一下您想複製的圖層。

2 選擇編輯，再按一下下列任一項目：

• 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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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下

目前圖層已放置在「剪貼簿」上。

3 選擇編輯 貼為新影像。

包含圖層的新視窗會出現在工作區。

自圖層影像建立新影像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按一下您想複製的圖層。

2 選擇編輯 選擇性複製 複製合併。

全部圖層已複製到「剪貼簿」。

3 選擇編輯 貼為新影像。

新影像視窗會出現在工作區。新影像包含所有合併到單一點陣圖

層的圖層。

自剪貼簿內容建立影像
編輯工作區

1 複製選取區域或影像圖層，或是其他程式的項目。

2 選擇編輯 貼為新影像。

「剪貼簿」內容貼為新影像。

如果貼為新影像指令變成灰色，則複製到「剪貼簿」的資料
便無法貼為 Corel PaintShop Pro 影像。

對話方塊可能出現要求輸入額外資訊，例如新影像視窗的寬度
和高度。您可以變更偏好設定，如此一來 Corel PaintShop Pro 
就不會在您貼入資料時提示大小與選項。如需設定檔案格式
偏好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99 頁的 〈設定檔案
格式偏好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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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影像和影像資訊

在 Corel PaintShop Pro 開啟影像時，影像會在影像視窗出現。影像

視窗的標題列會顯示影像檔名以及套用至影像的縮放倍率。已經修

改檔案名稱後面的星號表示影像，且變更尚未儲存。

您可以檢視基本影像資訊，例如影像的高度和寬度（以像素為單位）

和色彩深度。也可以檢視詳細的影像資訊，例如解析度、色彩深度、

圖層與 Alpha 色頻以及 EXIF 資料。還可檢視影像的單一色彩數目。

您還可以在管理工作區中顯示的「資訊」面板中，查看並編輯影像

資訊。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18 頁的〈顯示與編輯相片資

訊〉。

「影像資訊」對話方塊的 「EXIF 資訊」標籤，可讓你檢視數位相機

相片的 EXIF 資料。使用數位相機拍攝相片時，相機會將資訊貼附至

影像，例如相片擷取日期與時間、曝光與閃光設定。當相片從數位

相機載入 Corel PaintShop Pro 時，您即可檢視這些額外資訊。

您可以隱藏功能表、工具列或面板，以便擴大工作區，預覽影像。

位於應用程式視窗底部的「狀態」列，顯示目前影像的游標位置、

高度、寬度（以像素為單位），和色彩深度。

檢視數位相片資訊
編輯工作區

1 開啟一個影像。

2 選擇影像 影像資訊。

• 按一下影像資訊標籤，檢視檔名、檔案格式、影像度量、解析

度、色彩深度、修改狀態、圖層數、Alpha 色頻、RAM 數，以

及影像使用的磁碟空間。此頁也會顯示影像的選取、遮罩、

Alpha 色頻和 「復原」存放區。

• 按一下建立者資訊標籤，來檢視或編輯影像的標題、作者名

稱、版權、說明、建立日期和修改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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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浮水印資訊標籤，檢視和新增 Digimarc 浮水印的相關

資訊。

• 按一下 EXIF 資訊標籤，檢視數位相機拍攝影像的資訊。在區

段群組方塊中，勾選所需顯示資訊的核取方塊：輸入裝置、作

者、日期、影像、拍攝條件、GPS 或製造商備註。有些項目可

以編輯（以星號表示）。若要在可編輯項目上新增自訂文字，

按一下數值欄位，然後輸入自訂資訊。

您也可以使用「進階建立者資訊」對話方塊，將 IPTC 資料新
增至影像資訊。這對新聞攝影師非常有用，因為他們可能需
要記錄相片的拍攝時間、地點，以及相片需要被檢視的緊急
程度等 IPTC 資料。若要存取此對話方塊，請按一下建立者資
訊標籤，然後按一下進階。

EXIF 和 IPTC 資料也可以在「管理」工作區的 「資訊」面板

中取得。

檢視影像色彩資訊
編輯工作區

• 選擇影像 計算影像色彩，顯示影像中的單一色彩數目。

檢視圖層色彩資訊
編輯工作區

• 選擇圖層 計算圖層色彩，顯示目前圖層中的單一色彩數目。

全螢幕檢視影像
編輯工作區

• 選擇檢視 全螢幕預覽。

工作區消失，影像以目前的倍數出現。

若要回到 Corel PaintShop Pro 工作區，請按任意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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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腦螢幕擷取影像

Corel PaintShop Pro 讓您自螢幕畫面擷取影像。擷取的螢幕畫面可嵌

入文件，例如報告、訓練手冊、簡報和網頁。

若要展開擷取程序，您必須選擇設定，然後按下快速鍵、按一下滑

鼠右鍵或設定延遲計時器。您可以定義自己的快速鍵。您也可以指

定延遲時間，如此一來便可在完成擷取前，設定功能表清單或彈出

式視窗等元素。

您可以指定您要擷取的視窗元素。例如，您可以擷取工作中視窗、

功能表、影像或部分影像。但是，無法使用快速鍵和滑鼠右鍵擷取

使用者定義區域。

您也可以擷取一連串影像。每個影像有一個指定數值並依順序排

列。您可以在圖形或文字處理應用程式中開啟一系列影像。

如果經常擷取螢幕，您可能會想要建立一個新的自訂工具列，其中

包含螢幕擷取指令的圖示。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80 頁的 〈自

訂工具列〉。

指定擷取螢幕的方法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匯入 畫面擷取 設定。

2 在擷取啟動方式區域中，選擇下列任一選項：

• 按一下滑鼠右鍵 — 按滑鼠右鍵，讓您擷取螢幕內容

• 快速鍵 — 讓您使用鍵盤快速鍵，擷取螢幕內容。自下拉式清

單中選擇一個按鍵或按鍵組合。

• 延遲計時器 — 讓您在指定延遲後，擷取螢幕內容。在第二個

方塊中輸入一個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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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擷取設定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匯入 畫面擷取 設定。

2 在「擷取」區域中，選擇下列任一選項：

• 區域 — 擷取選取的螢幕區域

• 全螢幕 — 擷取整個螢幕

• 工作區 — 擷取作用中程式的內容

• 視窗 — 擷取作用中視窗

• 物件 — 擷取在程式內選取的物件，例如功能表列、工具列、

圖示或文件視窗

3 按一下確定。

擷取影像或系列影像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匯入 畫面擷取 設定。

如果要擷取多個影像，請勾選多重擷取核取方塊。

如果擷取要包含游標，請勾選選項群組方塊中的包含游標核取

方塊。

2 按一下立即擷取。

3 設定要擷取的影像。

如果您要擷取螢幕區域，用圈選框選取該區域。如果您要擷取物

件，請按一下該物件。

4 按快速鍵或按一下滑鼠右鍵。

如果已勾選多重擷取核取方塊，您現在就可以擷取其他影

像。每次擷取都須按快速鍵或滑鼠右鍵。完成擷取時，按一

下 Windows 工作列中的 Corel PaintShop Pro 按鈕。擷取的影

像便會出現在工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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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比例和平移

根據預設，在 Corel PaintShop Pro 開啟的影像，其縮放倍率可讓整

個影像完整出現在工作區中。您可以放大顯示比例來仔細檢視影像

細節，或縮小顯示比例來檢視較大部分的影像。也可以放大影像的

特定區域。

您可以檢視落在目前影像視窗之外的影像區。例如，在高放大倍率

下工作時，可以平移或跳至不同影像區域，而無須調整縮放倍率。

當影像過大超出視窗範圍時，影像底端和右側會出現捲軸。

您可以使用「顯示比例」工具放大影像（左），或使用
「放大鏡」指令檢視特定區域而不變更影像倍率 （右）。

顯示比例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顯示比例工具 。

2 按一下放大區域，或按一下滑鼠右鍵縮小區域。

「工具屬性列」面板上顯示比例 (%) 控制項的預設百分比會出現

倍率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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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預設，當您放大或縮小顯示比例時，影像視窗會自動調
整至符合影像大小。

當顯示比例工具在作用中時，使用滑鼠或筆式上的滾輪（如
果包含其中之一）也可以變更縮放倍率。

您也可以透過選擇檢視 放大顯示比例和檢視 縮小顯示比

例，變更影像的縮放倍率。

放大影像區域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檢視 放大鏡，將滑鼠置於放大鏡模式下。

2 將游標放置在要放大的影像區域上。

游標下的區域便會以 500% 的倍率顯示。

若要關閉放大鏡模式，請再選擇一次檢視 放大鏡。

進行影像平移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平移工具 。

2 在影像內進行拖曳。

您也可以

放大影像至指定的顯示比例 在 「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 顯示比

例 (%) 控制項中輸入值。

以 100% 比例檢視影像 選擇檢視 顯示比例為 100% 或按

一下 「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顯示

比例為 100% 按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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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視窗調整至影像大小
編輯工作區

• 選擇視窗 調整至影像大小。

當平移工具 或顯示比例工具 在作用中時，按一下「工

具屬性列」面板上的將視窗調整至影像大小按鈕 ，您即可

調整影像至視窗大小。

剪下、複製和貼上

您可以選取整個影像、部分影像或整個圖層，並剪下或複製至「剪

貼簿」。您可將 「剪貼簿」內容貼至相同或其他影像，或是其他應

用程式，例如電子郵件程式或文字處理器。剪下、複製和貼上的基

本指令為：

• 剪下 — 將選取內容移至「剪貼簿」，原位置以影像背景色彩或

透明色取代

• 複製 — 將選取內容複製至「剪貼簿」

• 複製合併 — 將選取區域中所有圖層平面化（合併）後的版本複

製至「剪貼簿」

• 選擇性複製 — 提供三種選項，最佳化後續貼至其他應用程式的

複製內容

• 貼上 — 自 「剪貼簿」剪下或複製的內容貼入相同影像或其他

影像

• 清除 — 刪除選取的內容

您也可以

使用其工具時平移影像 按往空白鍵，然後拖曳其他工具。

使用 「資訊」面板平移影像 在 「資訊」面板上拖曳預覽矩形至
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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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空剪貼簿 — 清除「剪貼簿」的資料。將資料放置在 「剪貼

簿」中進行剪貼，會拖慢電腦的執行速度。清除「剪貼簿」可

以還原電腦性能速度。套用後，此指令無法復原。

您可以剪下或複製選取區域、圖層或向量物件。也可以將選取內容

貼為新影像、新圖層或選取區域。

您也可以將 Corel PaintShop Pro 影像複製至其他應用程式，例如文

字處理或桌面出版應用程式。如需將 Corel PaintShop Pro 檔案匯出

成其他格式的資訊，請參閱第 60 頁的 〈儲存影像〉。

貼上的影像為何看起來不成比例？

將資料貼入其他影像時，會保留原有的像素度量。如果兩個影像一

大一小，貼上的內容便可能看起來不成比例。貼上選取區域後，您

可以使用「挑選」工具縮放貼上的內容。如需使用 「挑選」工具校

正透視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36 頁的 〈使用挑選工具縮放和轉換

影像〉。

您也可以在複製和貼上之前將兩個影像調整成相似大小。如需詳細

資訊，請參閱第 195 頁的 〈調整影像大小〉。

剪下選取區域、圖層或向量物件
編輯工作區

1 選取要剪下的區域、圖層或物件。

2 選擇編輯 剪下。

您也可以按 Ctrl + X 完成剪下動作。

複製選取區域、圖層或向量物件
編輯工作區

1 選取要複製的區域、圖層或物件。

2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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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僅複製選取區域或作用中圖層，請選擇編輯 複製。

• 若要複製選取區域的所有圖層，請選擇編輯 選擇性複製 複

製合併。

您也可以按下 Ctrl + C 複製作用中圖層，或按 Ctrl + Shift + C 
複製合併圖層。

將內容貼為新影像
編輯工作區

• 選擇編輯 貼為新影像。

按下 Ctrl + Shift + V 也可貼上新影像。

將內容貼為新圖層
編輯工作區

1 選取要貼上選取區域的影像。

2 選擇編輯 貼為新圖層。

按下 Ctrl + V 或 Ctrl + L 也可貼上新圖層。

將內容貼為選取區域
編輯工作區

1 選取要貼上選取區域的影像。

2 在「圖層」面板上，按一下要貼上選取區域的圖層。

3 從編輯功能表中，選擇下列其中一項指令：

• 貼為新選取區域 — 將 「剪貼簿」內容貼為目前圖層的浮動選

取區域。如果該影像已包含浮動選取區域，貼入的選取區域則

不浮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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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為透明選取區域 — 可讓您移除貼入選取區域中的特定色

彩。「剪貼簿」中與目前背景色彩相符的像素變成透明。將

「剪貼簿」內容貼為目前圖層上的浮動選取區域。

• 貼至選取區域 — 調整 「剪接簿」內容的大小，然後貼入目前

的選取區域。

 進行貼上動作之前，請在「色彩控制」面板中選取背景色彩。

若要貼上向量物件，請選擇編輯 貼為新的向量選取區域。

複製多層影像至剪貼簿
編輯工作區

• 選擇編輯 選擇性複製 複製合併。

清空剪貼簿
編輯工作區

• 選擇編輯 清空剪貼簿。

將影像複製至其他應用程式

高解析度數位相機和掃描器將導致影像檔案變大。複製至

「Windows 剪貼簿」時，影像消耗的記憶體比貼至其他應用程式更

大。您可以使用「選擇性複製」指令，將影像資料更有效率地放到

「剪貼簿」上，然後貼至辦公室套裝軟體，例如文字處理、簡報，

以及電子郵件應用程式。

複製影像至其他應用程式上使用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編輯 選擇性複製。

2 在選擇性複製子功能表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指令：

• 複製專業列印 — 將目前為 300 dpi 的影像複製至 「剪貼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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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製桌面列印 — 將目前為 200 dpi 的影像複製至 「剪貼簿」

• 複製畫面或電子郵件 — 將目前為 96 dpi 的影像複製至「剪貼

簿」

備註： 這三個子功能表指令會自動將目前的影像平面化為單一圖
層並將影像深度轉換為 8 位元 / 色頻 RGB。

3 切換至您要貼上影像的應用程式，然後按下 Ctrl+V。

如果您要增加在其他應用程式中使用的調整大小範圍和影像
檔案格式選項，選擇檔案 轉存為 Office 影像格式。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第 63 頁的〈轉存影像為 Office 應用程式影
像格式〉。

復原和取消復原動作

編輯影像時您可以復原單一或多個動作。例如，恢復筆刷筆觸、色

彩調整或是套用至影像的特效。您也可以取消復原單一或多個動

作，重複套用已復原的指令。

此外還可恢復最後儲存的影像版本。

「記錄」面板可讓您不依動作順序，選擇性地復原和取消復原動作。

重要！「復原」控制項無法復原下列動作：更名檔案、儲存檔
案、開啟和關閉檔案、清空「剪貼簿」、針對整個程式而非目前
影像所做的變更（例如變更色彩設定和偏好設定）以及使用不
變更影像像素的指令（例如顯示比例和捲動）。

記錄面板上的復原和取消復原控制項

您可以使用「步驟記錄」面板復原多個動作以及特定動作。「步驟

記錄」面板會列出作用中影像執行過的所有動作。最近執行的動作

列在清單頂端，第一個執行的動作則列在清單底端。「步驟記錄」

面板與「復原」和 「取消復原」指令不同，它可讓您不依動作順

序，選擇性地復原或取消復原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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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預設，「步驟記錄」面板可列出 250 個在作用中影像上執行過的

指令。您可以設定「復原」偏好設定，指定更多或較少的指令數量。

下表列出「步驟記錄」面板上的復原 / 取消復原控制項。

如需「步驟記錄」面板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82 頁的〈使用 「步

驟記錄」面板復原和取消復原動作〉。

 復原至此 復原選取動作及其所有後序動作。
按一下此按鈕相當於按一下項目的
眼睛圖示。復原的動作會以空白方

塊 表示。

 取消復原至此 消復原選取動作及其所有執行過的
動作。按一下此按鈕相當於按一下
項目的黃色 "X" 眼睛圖示。

 復原選取項目 復原選取動作。按一下此按鈕相當於
按住 Ctrl 並按一下項目的眼睛圖示。

附註：復原選取動作可能受到隨後動
作的干擾並造成預期外的結果。

 取消復原選取項目 取消復原選取動作。按一下此按鈕
相當於按住 Ctrl 並按一下項目的紅

色 "X" 眼睛圖示。

 清除選擇性復原的指令 轉換所有選取的復原動作成為無法
再復原或取消復原的指令。您會被
提示是否確認要繼續執行此動作。

 顯示無法復原的指令 顯示或隱藏 「顯示無法復原的指
令」顯示時，無可復原項目會變成
灰色。

 清空指令記錄 轉換所有 「步驟記錄」面板的項目
成為無可復原的指令。您會被提示
是否確認要繼續執行此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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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動作
編輯工作區

• 選擇編輯 復原。

如果要復原多個動作，請重複編輯 復原指令。

復原指令會依執行動作的順序，來復原多個動作。若要選擇
性復原動作，您可以使用「步驟記錄」面板。

如果動作不能復原，則無法使用復原指令。

按一下「標準」工具列上的復原按鈕 或按住 Ctrl + Z，您

亦可復原一項動作。

取消復原動作
編輯工作區

• 選擇編輯 取消復原。

取消復原指令會依復原動作執行順序，取消復原多個動作。
若要選擇性取消復原動作，您可以使用「步驟記錄」面板。

只有之前復原的動作能取消復原。

按一下「標準」工具列上的取消復原按鈕 或按住 Ctrl + 
Alt + Z，您亦可復原一項動作。

還原最後儲存的影像版本
編輯工作區

• 選擇檔案 還原。

使用 「步驟記錄」面板復原和取消復原動作
編輯工作區

• 在「步驟記錄」面板上選擇一個動作，然後執行下列其中一個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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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復原偏好設定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好設定。

2 按一下左窗格上的復原。

3 請確認已勾選啟動復原系統核取方塊。

備註： 如果您要在目前開啟的影像上復原動作，必須勾選此核取
方塊。如果未勾選此核取方塊，按一下「偏好設定」對話方塊
中的確定後，無法在開啟的影像上復原任何動作。

4 勾選或取消勾選下列任一個核取方塊：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復原一個動作 選取動作，然後按一下復原 / 取消

復原按鈕 ，或按一下復原至此按

鈕 。復原的動作會以空白方塊

表示。

取消復原一個動作 選取動作，然後按一下復原 / 取消

復原按鈕，或按一下取消復原至此

按鈕 。選取的動作及其先前的動

作會復原，且在列表中顯示為空白
圖示並不在存在。請注意，選取的
復原動作 （以灰色 "X" 圖示表示）

若在您目前選取動作之前是不會被
復原的。這些動作僅可透過取消復
原選取項目指令才會復原。

選擇性復原一個動作 按住 Ctrl 並按一下復原 / 取消復原

按鈕以選取動作，或按一下復原選

取項目按鈕 。選取的復原動作會

以灰色 "X" 圖示 表示。

選擇性取消復原一個動作 按住 Ctrl 並按一下復原 / 取消復原

按鈕以選取動作，或按一下取消復

原選取項目按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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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原 / 取消復原磁碟使用限制在 n 個 MB 以內的儲存 （每個開

啟影像） — 在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讓您指定復原 / 取消

復原操作時可使用的磁碟空間量。需要的儲存空間視目前檔案

大小和執行的操作類型而定。如果您有大量未使用的磁碟空

間，則不須勾選此選項。

• 每個開啟影像復原 / 取消復原步驟的限制數目 — 讓您修改 250
個步驟的預設值。如果未使用的磁碟空間低於 500 MB，請降

低控制項的數值。

• 啟動快速取消復原 — 讓您設定「取消復原」指令，在最佳速

度中進行。如果您要「復原」指令在最佳速度中進行，請勿勾

選此選項。

5 在 [ 步驟記錄面板 ] 中無法復原的步驟中輸入或設定數值。

達到復原 / 取消復原的限制後，此數值指定保留的不可復原步驟

數（無法復原或取消復原的步驟）。預設值為 10。

不可復原的步驟無法復原或取消復原，但是可以重複套用至
目前的影像或其他開啟的影像、儲存至 Quickscript 或一般
PspScript 檔案，或是複製至「剪貼簿」。

重複指令

不需要重新存取相應的對話方塊，「重複」指令讓您重複套用上一

個套用的特效或校正。

可重複的上一個指令永遠都會顯示在「編輯」功能表中。如果上一

個指令無法重複，「重複」指令會變為非作用中。

重複指令
編輯工作區

• 選擇編輯 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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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重複多個指令，可先錄製指令碼再於各影像上執行。如
需使用指令碼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619 頁的〈指令碼基礎
篇〉。

您也可以在選取任何工具列按鈕或功能表項目時，按住 Shift
以重複指令。重複指令會套用最後使用的設定。

刪除影像

您可以使用「媒體管理」面板來刪除影像檔案。

刪除影像
編輯工作區

• 在「媒體管理」面板中以滑鼠右鍵按一下縮圖，然後從內容功
能表選擇刪除。

CorelPaintShopPro 支援的檔案

Corel PaintShop Pro 支援的檔案格式列於下表中。格式後面的星號

(*) 表示只有 32 位元版本的應用程式才支援該檔案格式。

格式 描述 支援

3FR Hasselblad RAW 唯讀

AI Adobe Illustrator 讀取 / 寫入

ARW Sony RAW 唯讀

bmp Windows Bitmap 讀取 / 寫入

CAL CALS 點陣圖 讀取 / 寫入

CGM 電腦圖形中繼檔 唯讀

CLP Windows 剪貼簿 讀取 / 寫入

CMX* Corel 剪輯圖片 唯讀

CR2 Canon 原始 唯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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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W Canon 原始 唯讀

CT PaintShop Pro 圖形 讀取 / 寫入

CUR Windows 游標 唯讀

CUT Dr. Halo 讀取 / 寫入

DCR Kodak 原始 唯讀

DCX Zsoft 多重頁面繪圖筆刷 唯讀

DIB Windows DIB 讀取 / 寫入

DNG Adobe 數位負片 唯讀

DRW* Micrografx 繪圖 唯讀

EMF Windows 增強模式中繼檔 讀取 / 寫入

EPS 壓縮 Postscript 讀取 / 寫入

ERF Epson RAW 唯讀

GEM Ventura/GEM 繪圖 唯讀

GIF CompuServe 圖形交換 讀取 / 寫入

HDP HD 相片格式 讀取 / 寫入

HPGL*、HGL*、HPG* HP 圖形語言 唯讀

IFF Amiga 讀取 / 寫入

IMG GEM 小畫家 讀取 / 寫入

J2C JPEG 2000 讀取 / 寫入

J2K JPEG 2000 讀取 / 寫入

JIF JPEG 讀取 / 寫入

JP2 JPEG 2000 讀取 / 寫入

JPG JPEG - JFIF 相容 讀取 / 寫入

JPS Stereo JPEG 唯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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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5 Kodak 數位相機檔 唯讀

KDC Kodak 數位相機檔 唯讀

LBM Deluxe 小畫家 讀取 / 寫入

MAC MacPaint 讀取 / 寫入

MEF RAW 格式 唯讀

MOS Leaf 原始影像 唯讀

MPO 多重圖片物件 讀取 / 寫入

MRW Minolta 原始 唯讀

MSP Microsoft 小畫家 讀取 / 寫入

NEF Nikon 原始 唯讀

NRW Nikon 原始 唯讀

ORF Olympus 原始 唯讀

PBM 可攜式點陣圖 讀取 / 寫入

PCD* Kodak Photo CD 唯讀

PCT (PICT) Macintosh PICT 讀取 / 寫入

PCX Zsoft 繪圖筆刷 讀取 / 寫入

PDF Adobe 可攜式文件檔 唯讀

PEF Pentax 原始 唯讀

PGM Portable Graymap 讀取 / 寫入

PIC (Lotus) Lotus PIC 唯讀

PIC (PC Paint) PC 小畫家 讀取 / 寫入

PNG 可攜式網路圖形 讀取 / 寫入

PNS Stereo PNG 唯讀

PPM 可攜式像素圖檔 讀取 / 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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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PostScript 唯讀

PSD Photoshop 讀取 / 寫入

PspImage Corel PaintShop Pro 影像 讀取 / 寫入

PSP Animation Shop 讀取

RAF Fuji 原始 唯讀

RAS Sun 點陣圖影像 讀取 / 寫入

RAW 原始相機檔案格式 讀取 / 寫入

RIFF Corel Painter 讀取 / 寫入

RLE Windows 或 CompuServe RLE 讀取 / 寫入

RW2 LUMIX RAW 唯讀

SCT SciTex 連續色調 讀取 / 寫入

SR2 Sony RAW 唯讀

SRF Sony RAW 唯讀

SVG 或 SVGZ 可縮放向量圖形 唯讀

TGA Truevision Targa 讀取 / 寫入

TIF 標記影像檔案格式 讀取 / 寫入

UFO Ulead 檔案物件 唯讀

WBM 或 WBMP 無線點陣圖 讀取 / 寫入

WDP Windows Media 檔案 唯讀

WEBP WebP Image 讀取 / 寫入

WMF Windows Media 檔案 讀取 / 寫入

WPG WordPerfect 點陣圖 / 向量圖 讀取 / 寫入

X3F Sigma 原始 唯讀

如需支援攝影機與其 RAW 檔案格式的更新清單，請前往

www.corel.com/paintshop 並按一下技術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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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排列和尋找相片 
管理工作區具備多方位數位影像管理功能，可讓您預覽、排列和簡

化影像編輯工作流程。

本節涵蓋下列主題：

• 設定管理工作區

• 瀏覽資料夾尋找相片

• 在電腦上尋找影像

• 使用已儲存的搜尋

• 將關鍵字標籤新增至影像

• 依標籤檢視相片

• 使用行事曆尋找影像

• 搜尋相片中的人物

• 加上位置資訊

• 在管理工作區中，處理縮圖

• 擷取並套用編輯至多張相片

• 顯示與編輯相片資訊

• 使用快速檢視來檢查相片

• 使用媒體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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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管理工作區

第一次設定 Corel PaintShop Pro 時，管理工作區會顯示為主要工作

區，其中有以下四個元件：導覽面板、預覽區域、媒體管理面板、

資訊面板。如需各面板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24 頁的 〈管理工作

區〉。

預覽模式下的管理工作區

您可以根據自己的特定需求，自訂管理工作區，方法是選擇「預

覽」、「縮圖」或「地圖」模式、調整大小，移動位置，或隱藏面

板，以及選取顯示和檔案偏好設定。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96
頁的〈設定管理工作區偏好設定〉。

資訊面板導覽面板

媒體管理面板

預覽區域

媒體管理工具列 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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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圖模式下的管理工作區

地圖模式下的管理工作區

縮圖

媒體管理工具列

預覽區域

導覽面板 資訊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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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預覽、縮圖和地圖模式

• 在管理工作區的右上角，按一下下列其中一個按鈕：

• 預覽模式  — 顯示單一影像的放大預覽區域

• 縮圖模式  — 在預覽區域中延展並鎖定 「媒體管理」面板

內容

• 地圖模式  — 顯示地圖，讓相片可以對應於特定地點

如需相片地點標記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06 頁的〈加上位置

資訊〉。

重新調整管理工作區面板的大小
管理工作區

1 將游標放在所要調整大小的面板邊緣上，直到指標變成雙向箭頭。

2 拖曳放大或縮小面板。

自訂管理工作區時，程式會記住最近使用的配置設定，並且
自動儲存供下次工作階段時使用。

隱藏或顯示導覽面板和資訊面板
管理工作區

• 在「媒體管理」面板的「媒體管理」工具列上，按下列其中一
個按鈕：

• 顯示 / 隱藏導覽  — 顯示或隱藏導覽面板

• 影像資訊  — 顯示或隱藏資訊面板

若要快速縮小「媒體管理」面板 （或任何面板），可以按一

下面板標題列上的自動隱藏按鈕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39 頁的〈捲動工具列或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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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資料夾尋找相片

您可以使用導覽面板的「蒐藏」和 「電腦」標籤，瀏覽電腦上的相

片：

• 蒐藏標籤是虛擬和實體資料夾的資料庫。由於從「蒐藏」頁面

存取的檔案都會匯入目錄（一種索引類型），所以您可以透過這

個標籤，輕鬆尋找和搜尋最愛的相片。這表示您可以充分善用管

理功能，像是標籤、標題和評等來搜尋和排序相片。您隨時都可

以從「蒐藏」頁面新增或移除資料夾。

• 電腦標籤會顯示硬碟和桌面上所有資料夾的完整清單。從「電

腦」標籤存取的檔案不會匯入目錄，因此您無法使用檔案管理功

能，像是標籤、標題和評等來尋找或排序相片。為何要使用

「電腦」標籤？從這裡，可以從不想要匯入目錄或當時沒有時間

匯入檔案的位置存取檔案。例如，假設您想要從一個很少使用，

卻包含大量檔案的資料夾中存取某個影像，或是想要存取暫存資

料夾中的檔案，則適合選擇使用「電腦」標籤。

在導覽面板中選取資料夾時，此資料夾裡的所有相片都會在「媒體

管理」面板中顯示成縮圖。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6 頁的 〈將相片放入 Corel PaintShop 
Pro〉。

您可以指定要從分類程序中排除的格式和資料夾。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第 596 頁的 〈設定管理工作區偏好設定〉。

檢視資料夾中的相片
管理工作區

1 在導覽面板中，按下列標籤之一：

• 蒐藏 — 顯示目錄資料夾清單和虛擬蒐藏清單

• 電腦 — 顯示電腦所有資料夾和裝置的清單

2 按兩下資料夾，可顯示其子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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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包含要檢視之相片的資料夾。

所選取資料夾中的所有支援相片檔縮圖會出現在的「媒體管理」

面板中。

您也可以隱藏資料夾所含子資料夾的清單，只要按一下名稱

旁的減號即可。

新增資料夾到蒐藏頁面
管理工作區

1 在導覽面板上，按一下蒐藏標籤。

2 在「資料夾」清單中，按一下瀏覽更多資料夾按鈕 。

「瀏覽資料夾」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3 導覽至包含您要新增影像的資料夾，然後按一下確定。

備註：選定資料夾中的所有子資料夾都會進行分類，所以選取資
料夾時請審慎小心。不建議加入您在電腦上的設定檔資料夾或根
資料夾，這可能會啟動您可能不需要的大量分類。

資料夾便會新增到「資料夾」清單中。

您也可以按一下「瀏覽資料夾」對話方塊中的建立新資料夾

按鈕，在電腦上建立新資料夾。

從蒐藏頁面移除資料夾
管理工作區

1 在導覽面板上，按一下蒐藏標籤。

2 在資料夾清單中，以滑鼠右鍵按一下您要移除的資料夾。

3 選擇自清單移除。

資料夾內的影像會保留其檔案管理資料（標籤、評等、標題），

但是從「蒐藏」頁面移除資料夾後，會從目錄移除該資料夾，

所以就無法依這些資料來搜尋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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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所有分類的相片
管理工作區

1 在導覽面板上，按一下蒐藏標籤。

2 在「智慧蒐藏」清單中，按一下所有相片按鈕 。

在電腦上尋找影像

當您從導覽面板瀏覽相片，使相片匯入 Corel PaintShop Pro 時，這

些相片會自動分類。如此一來，就可以快速（即時篩選）又輕鬆地

透過「搜尋」方塊來搜尋分類影像。您可以只是進行簡單文字搜

尋、使用進階的搜尋選項，或是使用行事曆搜尋與特定日期或日期

範圍相關的影像。

執行進階搜尋時，可以將搜尋規則和結果存成「智慧蒐藏」。

快速搜尋影像
管理工作區

• 在導覽面板中，於 「搜尋」方塊中鍵入搜尋詞彙。

搜尋結果會顯示在「媒體管理」面板中。

備註：搜尋關鍵詞可能是檔名 ( 包括副檔名 )、影像所屬的資料

夾名稱 ( 包括字母指定的磁碟 )、標籤、標題文字，或影像中繼

資料 (EXIF 或 IPTC 資料 )。

如需有關影像可指定標籤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98 頁的
〈將關鍵字標籤新增至影像〉。如需有關標題文字和影像中繼
資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118?????????????。

執行進階搜尋
管理工作區

1 在導覽面板上，按一下蒐藏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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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兩下智慧蒐藏來開啟清單，然後按一下新增智慧蒐藏。

「智慧蒐藏」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3 在「尋找符合」下拉式清單中，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全部 — 搜尋符合所有特定規則的影像

• 任何 — 搜尋符合任何特定規則的影像

4 自左邊第一個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搜尋選項。

5 自下一個下拉式清單中，選取一個選項，進一步定義搜尋。

在下拉式清單中出現的選項，視上一個下拉式清單選擇的搜尋選

項而定。

6 在文字欄位中，鍵入或選擇搜尋詞彙。

備註：您輸入的搜尋關鍵詞必須符合在搜尋規則第一個下拉式清
單中選擇的搜尋選項。例如，假設您選擇影像日期來修改顯示的
月、日和年，或按向下箭頭按鈕，在出現的行事曆上按一下日
期。如果您選擇評等，按一下符合指定給影像的評等星星數。

7 按一下預覽。

搜尋結果會顯示在「媒體管理」面板中。

您也可以

新增額外的搜尋規則 按一下對話方塊右上角的新增規則

按鈕 。

移除上次搜尋規則 按一下移除規則按鈕 。

儲存搜尋為智慧蒐藏 按一下 「智慧蒐藏」對話方塊中的
儲存。在 「另存為智慧蒐藏」對話
方塊中，輸入檔案名稱，然後按一
下儲存。資料夾便會在 「智慧蒐
藏」清單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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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已儲存的搜尋

在您儲存一組自訂的搜尋條件成為「智慧蒐藏」後，只要在 「蒐

藏」標籤中按一下它，即可再次執行該搜尋。您還可以編輯、重新

命名或刪除已儲存的搜尋。

執行已儲存的搜尋
管理工作區

1 在導覽面板上，按一下蒐藏標籤。

2 按兩下智慧蒐藏來開啟清單。

3 按一下要用於搜尋的智慧蒐藏。

編輯已儲存的搜尋
管理工作區

1 在導覽面板上，按一下蒐藏標籤。

2 按兩下智慧蒐藏來開啟清單。

3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智慧蒐藏，然後按一下編輯。

「智慧蒐藏」對話方塊便會出現，且搜尋條件也會顯示。

4 變更搜尋參數，然後按一下預覽。

搜尋結果會顯示在「媒體管理」面板中。

5 按一下儲存。

「另存為智慧蒐藏」對話方塊便會出現，且文字欄位的搜尋名稱

會反白。

6 按一下儲存。

上一個搜尋便會被覆寫。

若要避免覆寫上一個搜尋，在文字欄位中輸入已編輯搜尋的

新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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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命名已儲存的搜尋
管理工作區

1 在導覽面板上，按一下蒐藏標籤。

2 按兩下智慧蒐藏來開啟清單。

3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智慧蒐藏，然後按一下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智慧蒐藏」對話方塊便會出現，且搜尋名稱會反白。

4 輸入新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

刪除已儲存的搜尋
管理工作區

1 在導覽面板上，按一下蒐藏標籤。

2 按兩下智慧蒐藏來開啟清單。

3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智慧蒐藏，然後按一下刪除。

將關鍵字標籤新增至影像

關鍵字標籤讓您為影像指定描述性的自然語言文字。用建立標籤的

方式，例如「家庭」、「孩童」或 「生日」，讓您可以隨時辨識特

定相片，然後只要在清單上按一下標籤，便可以檢視與該標籤相關

聯的相片縮圖。所建立的標籤會儲存在標籤目錄中，從導覽面板可

以存取這些目錄。您可以在影像上建立與指定任意數目的標籤。

將關鍵字標籤新增到標籤目錄
管理工作區

1 在導覽面板上，按一下蒐藏標籤。

2 按兩下標籤來開啟清單。

3 在「標籤」清單中，按一下新增標籤按鈕 。

「新增標籤」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4 輸入標籤文字，然後按一下確定。

新標籤便會在「標籤」清單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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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標籤目錄刪除關鍵字標籤
管理工作區

1 在導覽面板上，按一下蒐藏標籤。

2 按兩下標籤來開啟清單。

3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標籤，然後按一下刪除。

將關鍵字標籤指定給一或多個影像
管理工作區

1 在導覽面板上，按一下蒐藏標籤。

2 按兩下標籤來開啟清單。

3 在的「媒體管理」面板中，選取您要加上標籤的一或多個影像

縮圖。

4 將縮圖拖到「標籤」清單中的標籤上。

您也可以將一或多個標籤指定給已選取的縮圖，方法是：在

「資訊」面板的 「一般」頁面中，於標籤方塊中輸入文字，

然後按一下文字欄位右側的新增標籤按鈕 。

將關鍵字標籤從一或多個影像中移除
管理工作區

1 在的「媒體管理」面板中，選取一或多張縮圖。

2 在資訊面板中，按一下一般標籤來查看標籤資訊。

3 在標籤方塊下方出現的清單中，按一下您要移除的一個或多個標

籤，再按一下顯示於標籤右方的刪除標籤按鈕 。

如果未顯示資訊面板，則按一下「媒體管理」工具列中的影
像資訊按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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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標籤檢視相片

在影像上指定標籤後，只要按一下標籤，便可尋找影像。

依標籤顯示相片
管理工作區

1 在導覽面板上，按一下蒐藏標籤。

2 按兩下標籤來開啟清單。

3 按一下標籤。

與該標籤相關聯的相片會在「媒體管理」面板中顯示成縮圖。

您也可以在導覽面板最上方的 「搜尋」方塊中，輸入標籤
名稱。

您也可以按一下「標籤」清單中的無標籤按鈕 顯示相片。

使用行事曆尋找影像

「行事曆搜尋」可讓您根據拍攝日期尋找相片。您可以依特定日期

或選取日期範圍搜尋。影像建立日期在行事曆中反白。

附註：「行事曆搜尋」功能也會擷取編輯並儲存相片時的修改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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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行事曆尋找影像
管理工作區

1 在導覽面板上，按一下蒐藏標籤。

2 按一下行事曆按鈕 。

「行事曆搜尋」對話方塊便會出現。以紅色顯示的日期代表影像

在該日期建立。

3 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對於今天拍攝的相片，按一下今天按鈕 。

• 要指定日期與月份，按一下上個月 / 上一年 / 與下個月 /

下一年 / 按鈕並選擇一個日期。

• 對於日期範圍，使用上一個和下一個按鈕，選取月和年，按住

Shift，按一下範圍中的第一個日期，然後按一下範圍中的最後

一個日期。

• 對於多個不連續的日期，使用上一個和下一個按鈕，選取月和

年，按住 Ctrl，並按一下日期。

按一下日期或日期範圍時，「媒體管理」面板會顯示符合日期準

則的相片縮圖。

4 按一下關閉，關閉「行事曆搜尋」對話方塊。

搜尋相片中的人物

根據相中人物來排序相片，是整理相片的絕佳方式。有兩種方式可

以標記相片中的人物：

• 人臉辨識 — 會分析臉部特徵，並使用參照相片來建立可能相符

的清單。具有類似特徵的人物會分類排入群組，讓您更輕易查看

相片並認出人物。您可以在不同群組之間移動人物，直到同一人

的所有相片都放在一個群組中，然後輸入群組名稱，以自動使用

該人的名稱標記該群組中的所有人物。
檢視、排列和尋找相片 101



• 手動標記 — 讓您手動標記相片中的人物。您可以將多個標記加

到同一張相片，或使用人名標記相片中的物體或其他區域，以確

保上傳相片時，可以通知這些人。

從分享網站匯入朋友清單

您可以從分享網站，如　Facebook 和 Flickr 等，匯入朋友清單，然

後將相片中的人名連結至分享網站中的名稱。當 Corel PaintShop Pro 
中的本機標記連結至分享網站標記後，當您上傳相片到網站時，出

現在相片中的人物會自動收到通知。您不需要再標記人名！

依人物排序相片
管理工作區

1 在導覽面板上，按一下蒐藏標籤。

2 瀏覽到包含所要排序之影像的資料夾。

3 在「媒體管理」面板上，按一下 「媒體管理」工具列上的辨識

人物按鈕 ，並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掃描選取的相片

• 掃描目前的資料夾

• 掃描子資料夾

如果未選取相片，人臉辨識便會套用於整個資料夾。

執行人臉辨識之後，相片會分類排入人物群組，並放在一個名為

[ 未命名 ] 的資料夾中。

4 如果「管理」工作區未以 「縮圖模式」顯示相片，按一下「管

理」工作區右上角的縮圖模式按鈕 以顯示群組。

包含最多相片的群組會列在最前面。在每個群組內，最近相片會

顯示在最前面。只出現在一張相片的人物會全部分到一個叫做

「單張相中人」的群組中。

5 按一下群組的標題列，然後輸入群組名稱。

該群組內的所有相片都會標記該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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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要增加人臉辨識結果的準確度，可以選取同一人的
10 張清晰相片，然後先對這 10 張相片執行人臉辨識。這些
參照相片可以提高後續對該人物的臉部比對精準度。

在輸入群組的名稱後，該群組會從 [ 未命名 ] 資料夾移
到一個導覽面板中的新命名資料夾。

您也可以

在臉部和整張相片之間切換檢視 在群組標籤中，按一下檢視臉孔

與檢視全影像 。

重新命名群組 在導覽面板中，以滑鼠右鍵按一下資
料夾名稱，然後選擇重新命名群組。

刪除群組 在導覽面板中，以滑鼠右鍵按一下
資料夾名稱，然後選擇刪除群組。
該群組名稱即刪除，標籤也會從相
片中移除，而相片會移回 [ 未命名 ]
資料夾。

在群組之間移動相片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相片，選擇移動
人物，然後從清單中選擇名稱。您
也可以在導覽面板中，將相片拖曳
到其他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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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分享網站匯入朋友清單
管理工作區

1 在「導覽」面板中，按一下蒐藏標籤，然後按一下 「人物」清

單中的名稱。

2 在連結標記區域，按一下分享網站對應的圖示，以便從該網站匯

入朋友清單。

如果您目前並未登入該分享網站，則系統會要求您登入並同意

Corel PaintShop Pro 存取該網站。

從群組中移除相片，並為其建立新
資料夾。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相片，選擇移到
新人物，然後輸入新群組的名稱。
相片就會從目前的群組移出，並放
入新群組中。

將相片從命名資料夾移回未命名資
料夾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相片，然後選擇
從群組移除某個人。您也可以從命
名群組中，將相片拖曳到導覽面板
中的 [ 未命名 ] 資料夾。

將臉孔移到 [ 已忽略 ] 資料夾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相片，然後按一
下忽略某個人。在 [ 未命名 ] 群組

中，您也可以按一下相片右上角的
刪除按鈕。

排除執行人臉辨識的臉孔 在導覽面板中選取 [ 未命名 ] 資料

夾，然後按一下已忽略。選取相片，
然後按一下新人物。

將群組標記連結至分享網站中的聯
絡人

按一下連結標記區域中的分享網站圖
示，然後從清單中選擇名稱。附註：
必須先自網站匯入朋友清單（請參
閱第 104 頁的〈從分享網站匯入朋

友清單〉）。

您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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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動標記人物
管理工作區

1 在預覽模式下，選取您要標記的相片。

2 在資訊面板的「人物」標籤下，按一下標記人名。

預覽視窗中，相片的中央會出現一個方框。 

3 按一下這是誰 ? 方塊。

名稱選取器即出現，並顯示本機名稱清單，還有已從分享網站匯

入的聯絡人。

4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在方塊中輸入名稱，然後按一下加入新人物。

• 從名稱的本機清單中選擇名稱。

• 按一下分享網站標籤，然後從清單中選擇名稱。

您也可以

建立不同大小、形狀或位置
的框架

在預覽區域內部拖曳

移動框架 在預覽區域中拖曳框架到所要的位置。

調整框架大小 指向框架的邊緣或角落。當指標變成雙
向箭頭，拖曳調整框架大小。

編輯標記 將游標指至邊框，按一下名稱旁的 按

鈕並自選取器中選擇一新名稱。

移除標記 將游標指至邊框，按一下邊框右上角的

刪除按鈕 。如果標記屬於臉孔群組的

一部分，則會從群組移除相片。

檢視相片中的所有標記 將游標停留在相片區域上，查看現有的
框架。此外，所選相片的所有標記也會
列在資訊面板 「人物」標籤底下的 「名
稱」方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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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位置資訊

有幾種方式可以加上相片拍攝位置資訊。

• 自動 — 如果相機或智慧型手機有 GPS 功能，則會自動記錄所拍

攝相片的經緯度，並會隨相片匯入這些資訊。

• 手動 — 您可以在地圖模式下，搜尋特定位置或在地圖上互動選

擇位置，藉此手動加上位置資訊。

• 從其他相片複製位置資訊 — 您可以從某張相片複製位置資訊，

然後貼到另一張相片。這方法很有用，例如，如果使用智慧型手

機拍攝相片，然後將位置資訊複製到同一地點使用相機拍攝的多

張相片。

• 從 Facebook 打卡記錄 — 如果使用 Facebook 打卡功能，則可以

讓打卡地點與相片相符。

• 從 GPS 裝置 — 如果相機無法記錄位置資料，則可以使用獨立的

GPS 裝置或智慧型手機 App 與相機時區同步，以在您旅程移動

與拍攝相片時，保持追蹤經緯度。然後，您可以從 GPS 裝置匯

入 KML 檔案以匯入資料。KML 是儲存地理資料的一種標準格

式，可以顯示在 Google 地圖及其他應用程式中。

使用位置資訊標記相片之後，您可以建立互動式投影片，然後分享

到線上。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63 頁的 〈建立分享我的旅程專

案〉。

將本機標記連結至一或多個社
群標記

在名稱選取器中，按一下本機清單中的
名稱，然後按一下一或多個分享網站清
單中的對應名稱。按一下儲存來標記相
片，並連結本機和分享網站名稱標記。

更新社群聯絡人清單 在名稱選取器中，按一下更新聯絡人。

您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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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位置資訊

將位置指派給相片後，位置標記會在地圖模式下顯示在地圖上，並

新增到有標籤的相片縮圖。位置資訊也會出現在導覽和資訊面板中。

在地圖模式下，您可以在互動地圖（中）、導覽面板
（左）和資訊面板 （右）上檢視位置資訊。

• 導覽面板 — 有標籤的相片會在「地點」資料夾中，依位置排

列，採用國家、分區、城市和路名的階層。包含位置資訊、但無

法符合地圖的相片，會列在「地點不明」資料夾中。您可以手

動標記這些相片，或匯入並比對位置資料來標記。標記相片之

後，相片會移到其位置對應的資料夾中。

• 資訊面板 — 位置資訊會顯示在「地點」標籤下方。您可以在地

圖上檢視位置標記，對應位置的名稱會列在「位置」方塊下方。

資訊面板也會顯示可編輯的經緯度資訊。

地圖模式會與 Google 地圖整合，可提供各種檢視選項，如放大顯示

比例和縮小顯示比例，或使用 Google 街景圖。如需可用選項的詳細

資訊，請參閱 Google 地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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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模式提供所有標準的 Google 地圖功能。您可以 1) 將黃
色衣夾人拖曳到地圖上啟用街景圖，2) 拖曳滑桿來放大或
縮小顯示比例，3) 搜尋位置，以及 4) 選擇地圖檢視。

您也可以依位置排序相片，或刪除相片中的位置資訊。

隱私權注意：分享網站使用不同方式來停用位置資訊 — 有些網站會

刪除資訊，有些網站則隱藏資訊（但資訊仍在）。上傳可能包含您

不想公開的住家、學校或工作地點的相片之前，您可以使用 Corel 
PaintShop Pro 刪除位置資訊。

切換至地圖模式
管理工作區

• 按一下「管理」工作區右上角的地圖模式 按鈕。

您也可以

選擇地圖檢視 按一下地圖區域的地圖或衛星檢視
按鈕，然後選擇您要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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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選取的相片已包含位置資訊，地圖顯示比例會調整為符
合所有現有的位置標記大小。如果未選取任何相片，地圖將
顯示與目前資料夾相關的所有位置。

如果選取單張相片，且相片包含方向資訊，則地圖預設會顯
示 Google 街景圖。

如需「管理」工作區各種模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90 頁
的〈設定管理工作區〉。

您可以按一下地圖上的位置標記，顯示該地點標記的相片相

關資訊。

手動加上位置資訊
管理工作區

1 如果工作區無法以「地圖模式」顯示，按一下 「管理」工作區

右上角的地圖模式按鈕 。

2 在「媒體管理」面板中，選取您要標記特定位置的所有相片。

如果未選取相片，位置標記會加到目前資料夾中的所有相片。

3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在搜尋方塊中開始輸入位置名稱，然後從顯示的清單中選擇

位置。

放大或縮小顯示比例 將顯示比例滑桿往上或往下拖曳。
顯示比例越高，顯現的地圖細節越
多，顯示比例偏低時，任何其他位
置標記可能群組成單一標記。

使用 Google 街景圖 將黃色衣夾人 拖曳到地圖上的地

點。若要結束 Google 街景圖，請按

一下關閉按鈕 。

您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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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新增位置按鈕 ，然後直接在地圖上按一下，使用選擇

的地點來標記選取的相片。

• 在資訊面板中，於 「地點」標籤下方的方塊中輸入經緯度。

地圖、縮圖和預覽模式中都可使用這個選項。

位置標記會加到地圖，標記也會出現在每張有標籤的相片的右

上角。

如果選取超過二十張相片，則會出現確認對話方塊。按一下

是標記所有選取的相片。

複製並貼上位置資訊
管理工作區

1 選取您要從中複製位置資訊的相片。

2 在資訊面板上，按一下地點標籤，再按一下複製。

3 選取一張或多張您要加入複製之位置資訊的相片。

4 在資訊面板中，按一下貼上。

位置標記會加入相片。

匯入位置資訊

1 選取您要匯入位置資訊的相片。

2 按一下匯入位置資訊按鈕 。

3 在「新增位置資訊」對話方塊中，啟用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從 Facebook 打卡清單匯入位置資訊。

• 從 GPS 追蹤器匯入位置資訊 (KML 檔案 )。

如果您選擇從 GPS 追蹤器匯入資料，請按一下匯入，然後找出

要使用的 KML 檔案。從 「時區」下拉式清單選擇一個選項。

4 按一下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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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選取的相片已包含位置資訊，則會出現對話方塊，提示
您選擇是否覆寫現有資訊，並取代為匯入的資料。

若 KML 資料與相片不相符，將會出現警告。

當位置資訊加入 RAW 檔案時，資訊只會儲存在應用程式中，
檔案並不會更動。

您可以按一下詳細資料標籤，檢視地圖和所選位置的其他詳

細資料。

依位置排序相片
管理工作區

1 在縮圖模式下，按一下「媒體管理」工具列上的排序方式下拉

式清單。

2 按一下地點排序選項。

選取的相片會依國家、分區、城市和路名排序，每個群組內的最

新位置會列在最前面。

刪除位置資訊
管理工作區

1 選取您要從中刪除位置資訊的相片。

2 在資訊面板上，按一下地點標籤，再按一下刪除。

位置資訊就會從所選取的相片中移除。

在管理工作區中，處理縮圖

管理工作區讓您使用縮圖，輕鬆地預覽及排列相片。

在「預覽」模式下放大相片，放大或縮小縮圖，或使用 「幻燈片檢

視」以全螢幕模式觀看相片。您可以依名稱、評等或日期等條件排

序縮圖。您也可以使用縮圖旋轉縮圖，或刪除和重新命名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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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多張影像的連拍攝影，您可以使用「自動群組」和 「RAW/JPG
組合」，然後根據包圍設定或 JPEG+RAW 檔案組檢視縮圖。

縮圖可讓您使用「擷取」編輯和 「套用」編輯方式，來編輯多張相

片。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116 頁的〈擷取並套用編輯至多張相

片〉。

此外，您可以選取一或多個 RAW 檔案縮圖，將檔案轉成另一種格

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32 頁的 〈轉換 RAW 相片至另一種

檔案格式〉。

在管理工作區中預覽影像

• 在「媒體管理」面板中，按一下縮圖。

如果您無法顯示「預覽模式」，按一下應用程式視窗右上角的預

覽模式按鈕 。

在預覽區域中會顯示相片。

放大或縮小縮圖

1 如果管理工作區無法以「縮圖模式」顯示，按一下管理工作區

右上角的縮圖模式按鈕 。

2 在「媒體管理」工具列上，將顯示比例滑桿拖曳至左邊縮小比

例，或拖曳至右邊放大比例。

您也可以

在預覽區域中，使用鍵盤顯示上一
張或下一張影像

按向左鍵或向右鍵。 

以全螢幕模式預覽影像 按一下檢視 全螢幕預覽，或按兩

下縮圖來開啟快速檢視。如需詳細
資訊，請參閱第 120 頁的 〈使用快

速檢視來檢查相片〉。
112 Corel PaintShop Pro X7 使用指南



管理工作區若處於預覽模式，「顯示比例」滑桿將無法使用。

排序縮圖
管理工作區

1 在「媒體管理」工具列上，按一下排序方式下拉式清單。

2 選擇排序選項。

3 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建立日期 - 最新 — 按照相片拍攝的日期，自最新至最舊排序

縮圖

• 建立日期 - 較舊 — 按照相片拍攝的日期，自最舊至最新排序

縮圖

• 修改日期 — 按照相片最近修改的日期排序縮圖

• 資料夾名稱 — 按照資料夾名稱的字母順序排序縮圖

• 檔案名稱 — 按照檔名 ( 影像名稱 ) 的字母順序排序縮圖

• 評等 — 按照影像評等排序縮圖

• 檔案格式 — 按照副檔名的字母順序排序縮圖 ( 例如 .psp 影
像、.jpg, 或 .tif)

• 檔案大小 — 按照檔案大小 ( 以千位元組為單位 ) 自最小至最大

排序縮圖

• 地點 — 依相片相關位置排序縮圖

根據拍攝時間群組縮圖

• 在「媒體管理」工具列，按一下自動群組並設定時間間隔。

在時間間隔內拍攝的相片會顯示成集合（集合之間有分隔線）。

控制 RAW 和 JPEG 組合的顯示方式

1 在「媒體管理」工具列中，按一下 RAW/JPG 組合按鈕，然後選

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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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 - 顯示 JPG 版本 — 將 JPEG 版本顯示為縮圖，隱藏 RAW
版本

• 開啟 - 顯示 RAW 版本 — 將 RAW 版本顯示為縮圖，隱藏 JPEG
版本

• 關閉 — 同時顯示檔案 RAW 和 JPEG 版本的縮圖。

當 RAW/JPG 組合選項開啟時，若刪除縮圖，則檔案的兩種版
本都會傳送至資源回收筒。

選取多個縮圖
管理工作區

•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若要選取相鄰的縮圖，請按住 Shift 並按一下連串縮圖中的最

後一張縮圖。

• 若要選取不相鄰的縮圖，請按住 Ctrl 並按一下縮圖。

在媒體管理面板中旋轉一或多張影像
管理工作區

1 選取一個或多個縮圖。

2 在「媒體管理」工具列上，按一下下列其中一個按鈕：

• 向右旋轉  — 將縮圖順時針旋轉 90 度

• 向左旋轉  — 將縮圖順時針旋轉 90 度

您也可以用滑鼠右鍵按一下縮圖，並從內容功能表再選擇向

右旋轉或向左旋轉。

在管理工作區中刪除一或多張影像

1 選取一或多個縮圖，然後按 Delete 鍵。

「刪除檔案」對話方塊或 「刪除數個項目」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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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是，將影像傳送至「資源回收筒」。

您也可以選取縮圖，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所選的縮圖，然後按

內容功能表中的刪除，來刪除相片。

在管理工作區中，重新命名檔案

1 在您要重新命名的檔案縮圖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擇重新

命名。

2 在「重新命名檔案」對話方塊中，輸入新檔名，然後按一下確定。

開啟一或多張影像進行快速潤飾
管理工作區

• 選取一或多個縮圖，然後按一下調整標籤。

影像便會在調整工作區中開啟。

調整工作區提供 「媒體管理」面板，讓您可以存取相片。

您也可以用滑鼠右鍵按一下一或多個選取的縮圖，然後選擇

調整相片，來啟動調整工作區。

開啟一或多張影像進行進階編輯
管理工作區

• 選取一或多個縮圖，然後按一下編輯標籤。

影像便會在編輯工作區中開啟。

您也可以用滑鼠右鍵按一下一或多個選取的縮圖，然後按內

容功能表中的編輯相片，來啟動編輯工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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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並套用編輯至多張相片

在「管理」工作區，您可以複製對某張相片的編輯內容，然後套用

至所需的多張相片。例如，您可以輕鬆地將光源修正套用至多張相

片，或是將相同邊框和大小選項套用至一組準備要放到網站的相片。

在「調整」或 「編輯」工作區內編輯相片時，相片縮圖上會出現一

個小小的編輯圖示。回到「管理」工作區時，可以存取 「擷取」編

輯和「套用」編輯指令來複製變更至其他相片。

縮圖左下角的圖示代表對相片的編輯可以複製並套用
至其他相片。

您可以擷取並套用編輯至大多數的檔案類型，但對 RAW 檔案所做的

編輯只能套用至其他 RAW 檔案。您可以復原套用至一或多張相片的

編輯。

擷取編輯
管理工作區

1 在調整工作區、編輯工作區或「Camera RAW 編輯器」中編輯

影像後，儲存變更，然後回到管理工作區。

2 選取編輯過的相片縮圖。

縮圖左上角會出現一個鉛筆圖示或 RAW 圖示，表示影像已編

輯過。

擷取編輯和套用
編輯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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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媒體管理」工具列的擷取編輯 按鈕。

您只能擷取目前工作階段中已開啟或已關閉檔案的編輯內
容。關閉程式時，所有擷取的編輯內容會自動刪除。 

您也可以用滑鼠右鍵按一下選取的縮圖，然後選擇擷取編

輯，來擷取編輯內容。

套用已擷取的編輯
管理工作區

1 在的「媒體管理」面板中，選取一或多張縮圖。

2 按一下「媒體管理」工具列的套用編輯 按鈕。

3 按一下批次進度對話方塊中的確定。

若是 RAW 檔案，會從 「Camera RAW 編輯器」套用已儲存的

變更。

關閉程式時，所有擷取的編輯內容會自動清除。

您也可以用滑鼠右鍵按一下選取的縮圖，然後選擇套用編

輯，來套用擷取的編輯內容。

復原套用編輯

1 在的「媒體管理」面板中，選取一或多張縮圖。

2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選取的縮圖，然後從內容功能表選擇恢復目前

的編輯。

您也可以選取編輯過相片的縮圖，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所選的

縮圖，然後按內容功能表中的恢復所有的編輯，來復原對多

張相片的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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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與編輯相片資訊

在管理工作區的「資訊」面板中，您可以檢視、新增和編輯關於相

片的資訊，例如檔名、大小、建立日期，以及 EXIF 和 IPTC 中繼資

料。您也可以新增標籤、標題，將星星評等套用至相片上。新增和

更新相片資訊，使得組織和尋找相片更為容易。例如，可以依標題

文字進行搜尋。

• 如需有關新增標籤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98 頁的〈將關鍵字標

籤新增至影像〉。

• 如需加上人物標記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01 頁的〈搜尋相片

中的人物〉。

• 如需加上位置標記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06 頁的〈加上位置

資訊〉。

在資訊面板的最上方，有一個相機樣式顯示，這可以幫助您快速檢

閱用於所選相片的相機設定。

白平衡符號

自訂 閃光燈

日光 陰天

螢光燈 陰影

鎢絲燈 部分測光

自動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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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或隱藏資訊面板
管理工作區

• 按一下 「媒體管理」工具列上的影像資訊按鈕 。預設會開啟

「資訊」面板，但是您可以根據所需的螢幕空間，來隱藏或顯示
這個面板。

在一或多個影像上指定評等
管理工作區

1 選取一個或多個縮圖。

2 在資訊面板中，從左到右按一下星號，可設定評等。例如，假設

您要指定五顆星評等，請按一下最右邊的那顆星，就會選取全部

五顆星。

移除影像的評等
管理工作區

•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縮圖，選擇設定評等，然後按一下符合指定給
影像的評等星星數。例如，若要移除影像的三顆星評等，應選擇

測光符號

自訂測光 點測光

平均測光 多點測光

中央重點測光 樣式測光

您也可以

使用內容功能表指定評等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一或多個選取的
縮圖，然後按一下設定評等，再選
擇您要指定幾顆星。

使用鍵盤快速鍵指定評等 選取一或多張縮圖，然後按 Ctrl + 
您要指定的星數。例如，假設您要
指定一顆星，請按 Ctrl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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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評等  * * *。

在一或多個影像上新增標題
管理工作區

1 選取一個或多個縮圖。

2 在資訊面板中，按一下一般標籤，然後在「標題」方塊中輸入

文字。

刪除一或多個影像上的標題
管理工作區

1 選取含有相同標題文字的一或多個縮圖。

2 在資訊面板上，按一下一般標籤。

3 在標題方塊中，將所要刪除的文字反白。

4 按下刪除。

檢視進階影像資訊
管理工作區

• 在資訊面板上，按一下 EXIF 或 IPTC 標籤。

影像的 EXIF 或 IPTC 資料便會出現。

備註：您可以僅編輯有輸入欄位的 EXIF 或 IPTC 資料。

使用快速檢視來檢查相片

您可以使用「快速檢視」在全螢幕模式下檢視影像。例如，自相機

下載相片後，您可以使用「快速檢視」來快速檢視所有相片，刪除

不要的相片，旋轉相片和顯示星等。

以全螢幕模式檢視影像
管理工作區

1 在「媒體管理」面板中，按兩下資料夾或媒體匣內您要檢視的

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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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檢視」視窗就會開啟。

2 執行下表中的任一工作。

您也可以使用滑鼠滾輪來變更縮放比例。

使用媒體匣

您可以使用媒體匣蒐集各種資料夾的影像。影像仍在原來的位置，

按一下縮圖可知影像所在的媒體匣並進行存取。

您可以新增、移除，更名適合工作流程的媒體匣。例如，您可以為

您想要編輯、用於專案、列印、傳送電子郵件建立媒體匣。媒體匣

建立於「媒體管理」面板中。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檢視下一張相片 按下一個影像按鈕 。

檢視上一張相片 按上一個影像按鈕 。

在 「編輯」工作區中開啟一張
相片

按一下編輯色彩按鈕 。

套用星級評等 從左到右按下方的星號，可設定評等。

變更顯示比例 請拖曳 「縮放」滑桿、按一下放大顯示

比例 或縮小顯示比例 按鈕、按一

下顯示比例為 100% 按鈕 或調整至視

窗大小按鈕 。 

刪除相片 按一下 「刪除」按鈕 。

旋轉相片 按一下向右旋轉按鈕 或向左旋轉按鈕

。

結束快速檢視 按一下結束按鈕 或按住 Esc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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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媒體匣會從資料夾或蒐藏中，顯示您在導覽面板中目前選定的

相片。自訂媒體匣稱為「我的媒體匣」，是系統自動建立的一個空

媒體匣。

新增媒體匣
管理工作區

1 在「媒體管理」面板中，按一下 「媒體管理」工具列上的其他

選項按鈕 ，並按一下新增媒體匣。

2 在名稱欄位中輸入新媒體匣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重新命名媒體匣
管理工作區

1 在「媒體管理」面板上，選取您想重新命名的媒體匣。

2 按一下「媒體管理」工具列上的其他選項按鈕 ，並按一下重

新命名媒體匣。

3 在名稱欄位中輸入媒體匣的新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移除媒體匣
管理工作區

1 在「媒體管理」面板上，選取您想移除的媒體匣。

備註：移除媒體匣不會刪除媒體匣中的相片。

2 按一下「媒體管理」工具列上的其他選項按鈕 ，並按一下移

除媒體匣。

預設媒體匣「我的媒體匣」是無法移除的。

將相片新增至媒體匣
管理工作區

1 在「媒體管理」面板中，選取要加入媒體匣的相片縮圖。

2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選取的縮圖，然後按一下新增至媒體匣。

相片便會新增至「我的媒體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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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將相片新增到自訂媒體匣，請選取相片縮圖，然後將它

們拖曳到「媒體管理」面板中的自訂媒體匣。

移除媒體匣中的相片
管理工作區

1 在「媒體管理」面板中，按一下媒體匣。

2 選取您要移除的相片。

3 按下刪除。

將媒體匣內容儲存到資料夾

1 在導覽面板上，按一下蒐藏標籤。

2 按一下瀏覽更多資料夾，瀏覽到您要的位置，然後按一下建立新

資料夾。

3 輸入資料夾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4 在「媒體管理」面板中，選取媒體匣中的所有相片 （可使用

Ctrl + A）。

5 將相片拖曳到新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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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調整」工作區

用數位相機拍照是有趣且輕鬆的事情。有時，檢視所有的相片卻是

相當費力的工作，編輯更是如此。調整工作區可以讓編輯工作變得

更有樂趣。您可以執行基本校正，例如剪裁、拉直、校正色彩，以

及移除瑕疵和紅眼。您甚至可以套用星星評等和刪除相片。透過此

一快速的編輯模式，您可以快速地在處理特定照片的細節前，先對

相片做初始裁切。

為何使用調整工作區？

調整工作區可讓您快速存取 Corel PaintShop Pro 最常用的工具和功

能，您可以隨心所欲地進行編輯。

如果您偏好在進階編輯模式下處理與存取應用程式整個範圍的工具

和功能，只要按一下應用程式視窗最上方的「編輯」標籤，即可開

啟「編輯」工作區。最近顯示的調整工作區相片在下一個工作區中

會成為作用中的影像。

本節涵蓋下列主題：

• 開啟調整工作區

• 使用調整工作區

• 「調整」工作區中的工具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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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調整工作區

您可以從管理工作區或編輯工作區開啟調整工作區。

欲開啟調整工作區

• 按一下應用程式視窗最上方的調整標籤。

作用中影像會顯示在調整工作區。

使用調整工作區

調整工作區可讓您編輯相片，一次一張。每按一下新工具或功能，

就會套用您做的變更。您可以復原變更，方法跟其他工作區中的操

作相同。完成相片的編輯後，只要按一下「媒體管理」面板中的縮

圖，即可輕易地移到下一張相片。您可以在每次按一下其他相片時

選擇儲存相片，也可以選擇啟用「自動儲存」，在顯示提示時自動

存檔。

在 「調整」工作區中編輯或調整相片

1 在「調整」面板上，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按一下工具，然後調整控制項來編輯相片。按一下套用按鈕或

是按一下其他工具或調整選項時，就會套用編輯。

• 按一下要使用的調整功能名稱。調整控制項隨即顯示。按其他

功能時，就會套用變更。

在 「調整」工作區中復原變更

•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按一下 「標準」工具列上的復原按鈕 。

• 按一下 「調整」窗格最下方的重設按鈕以復原全部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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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在調整工作區的相片

「調整」工作區中的工具和功能

下表會列出「調整」工作區中的可用功能，以及可獲得更多資訊的

連結。

工具 可取得更多資訊的位置

剪裁工具 第 141 頁的 〈剪裁影像〉

歪斜轉正工具 第 146 頁的 〈轉正影像〉

紅眼工具 第 204 頁的 〈迅速消除紅眼〉

修飾工具 第 206 頁的 〈套用化妝修飾特效〉

仿製筆刷 第 212 頁的 〈移除瑕疵和物件〉

調整功能

工具列調整面板

媒體管理面板 縮圖 設定評等狀態列

預覽區域 「即時特效」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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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相片修復 第 149 頁的 〈自動進行基本相片校正〉

白平衡 第 163 頁的 〈調整白平衡〉

亮度 / 對比 第 165 頁的 〈調整亮度、對比與清晰感〉

補光 / 清晰感 第 165 頁的 〈調整亮度、對比與清晰感〉

自然飽和色調 第 176 頁的 〈調整色相和飽和度〉

區域色調對應 第 165 頁的 〈調整亮度、對比與清晰感〉

高反差銳利化 第 192 頁的 〈銳利化影像〉

移除數位雜點 第 155 頁的 〈移除數位雜點〉

一般指令和共用功能

儲存 第 60 頁的 〈儲存影像〉

旋轉 第 139 頁的 〈旋轉影像〉

復原和取消復原 第 80 頁的 〈復原和取消復原動作〉

刪除中 第 85 頁的 〈刪除影像〉

檢視和縮放 第 74 頁的 〈顯示比例和平移〉

設定評等 第 119 頁的 〈在一或多個影像上指定評等〉

媒體管理面板 第 26 頁的 〈「調整」工作區〉

「即時特效」面板 第 368 頁的 〈從 「即時特效」面板選擇特效〉

工具 可取得更多資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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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 Camera RAW相片

大多數的 DSLR 相機均提供以 RAW 模式拍照的選項。RAW 模式所記

錄的影像資料比一般的 JPEG 檔多。RAW 影像資料本身不會有任何

修改與壓縮，類似於可以沖印的相片負片。Corel PaintShop Pro 的

「Camera RAW 編輯器」就像是一個數位暗房，可讓您套用個人風格

至 RAW 檔案。

在處理 RAW 影像後，您可以保留唯讀 RAW 檔案，或匯出為可寫入

JPEG、GIF 或 PNG 檔案以便編輯。您也可以讀取並儲存變更為 XMP
檔案。

本節涵蓋下列主題：

• 支援的 RAW 檔案格式

• 使用 Camera RAW 編輯器

• 套用編輯至多個 RAW 相片

• 轉換 RAW 相片至另一種檔案格式

• 使用 XMP 檔案

支援的 RAW 檔案格式

「Camera RAW 編輯器」可與許多相機大廠的常見 RAW 格式相容。

您可以在 Corel 知識庫找到更新清單。

若要找到支援 RAW 檔案格式

1 請前往 www.corel.com/knowledge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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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Which product? 清單中，選擇 PaintShop。 

3 在使用關鍵字搜尋方塊，輸入 X7 RAW。

4 按一下搜尋按鈕。

會顯示相關文章清單。

使用 Camera RAW 編輯器

「Camera RAW 編輯器」可讓您儲存各種處理設定，來編輯 RAW 影

像。在處理 RAW 影像後，您可以保留唯讀 RAW 檔案，或在「編

輯」工作區中開啟，將它存成各種檔案格式，如 JPEG、GIF 或 PNG。

Camera RAW 編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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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 Camera RAW 編輯器

•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在 「管理」工作區中，選取檔案 開啟舊檔 檔案名稱。

• 在 「編輯」工作區中，將縮圖從「媒體管理」面板拖到影像

視窗，或是按兩下縮圖。

「Camera RAW 編輯器」對話方塊會開啟，且包含影像。

調整 RAW 相片的設定

1 在「Camera RAW 編輯器」對話方塊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拖曳亮度、飽和度或陰影滑桿，快速進行整體調整。

• 在 「白平衡」區域中，從情境下拉式清單中按一下預設光線

選項，或按一下預覽區域，使用滴管工具設定白點，來調整色

彩。您還可以使用色溫和色調滑桿來調整或微調色彩。

• 在「強光」復原區域中，按一下下拉式清單中的選項。強光復

原最適合用於過度曝光的影像，可幫助還原昏暗區域的細節。

• 拖曳 「減少雜點」區域中的臨界值滑桿，使數位雜點平滑。

您可以在「預覽」區域預覽對相片的變更。

如果您想要保留設定以供未來使用，可勾選儲存影像設定核取

方塊。

2 按一下下列其中一項：

• 重設 — 將設定重設為原始值

• 編輯 — 在 「編輯」區域中套用這些功能且開啟相片。編輯

RAW 相片時，您必須儲存為 JPEG、TIFF 或其他可寫入檔案

格式。

• 套用 — 套用設定，並結束「Camera RAW 編輯器」

• 取消 — 維持原設定，並結束「Camera RAW 編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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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W 影像的影像設定會儲存到資料庫。只有在 Corel 
PaintShop Pro 中進行變更檔名或檔案位置時，所做的變更才
會在資料庫中追蹤。

套用編輯至多個 RAW 相片

攝影師經常得面對組織與處理大量相片的工作，尤其是使用 DSLR 相

機時。您可能會發現所下載的一批相片，其拍攝條件類似，全部的

處理需求類似。利用 Corel PaintShop Pro，可以，複製對相片的編輯

內容到「Camera RAW 編輯器」中的相片，以快速套用相同的編輯

到整批相片。如需套用編輯至多張相片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16
頁的〈擷取並套用編輯至多張相片〉。

轉換 RAW 相片至另一種檔案格式

RAW 檔案格式是唯讀，且該 RAW 檔案設定會儲存為單獨的檔頭檔

案。這些設定您可以在「Camera RAW 編輯器」中進行調整。不

過，若要使用「調整」和 「編輯」工作區中的編輯功能，您必須將

RAW 檔存成不同的檔案格式，如 JPEG、TIFF 或原生格式

.pspimage。若要轉換檔案，您可以使用「轉換 RAW」。

轉換 RAW 檔案至另一種檔案類型

1

2 在「媒體管理」面板中，選取一或多個 RAW 檔案縮圖。

3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選取的縮圖，然後按一下轉換 RAW。

4 在「批次處理」對話方塊中，從類型下拉式清單選擇一個檔案

格式。

如果您想要變更預設轉換設定，請按一下選項並調整設定。

5 按一下瀏覽並選擇檔案夾來儲存轉換後的檔案。

6 按一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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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重新命名轉換後的檔案，只要按一下修改，從重新命

名選項清單中選擇一個選項，再按一下新增。

使用 XMP 檔案

XMP 檔案伴隨 RAW 檔案產生的中繼資料搭配檔案。這類檔案可供

使用者在無需變更原始 RAW 檔案的情況下儲存編輯內容。如果您打

算使用其他 RAW 影像編輯器編輯檔案，XMP 檔案可讓您更輕鬆地

在不同應用程式間進行作業。您可以讀取、儲存、複製並貼上 XMP 
中繼資料至您的 RAW 檔案。

讀取並匯入 XMP 檔案的中繼資料

• 在管理工作區中，選取一張以上的 RAW 相片縮圖並按右鍵，然

後選擇 RAW 中繼資料 > 從檔案讀取中繼資料。

儲存編輯至 XMP 檔案

• 在管理工作區中，選取一張以上的 RAW 相片縮圖並按右鍵，然

後選擇 RAW 中繼資料 > 儲存中繼資料至檔案。

在 XMP 檔案間，複製並貼上中繼資料

1 在「管理」工作區中，選取您要複製中繼資料的 RAW 影像縮圖

並按右鍵。

2 選擇 RAW 中繼資料 > 複製。

3 選取一張以上您想套用中繼資料的 RAW 相片縮圖。

4 在選取縮圖上按右鍵並選擇 RAW 中繼資料 > 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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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影像

在 Corel PaintShop Pro 中檢視相片時，您可能會發現有些問題需要

校正。有些相片問題很明顯，例如主體太暗。有些相片則是您認為

有需要改善，但是卻不知如何修復。利用 Corel PaintShop Pro，您可

以校正相片的特定部分，或是讓程式執行基本的相片調整。

本節涵蓋下列主題：

• 修復常見的問題

• 旋轉影像

• 剪裁影像

• 轉正影像

• 校正相片透視

• 自動進行基本相片校正

• 調亮影像

• 調暗影像

• 移除紫邊

• 移除數位雜點

• 移除色差

• 校正鏡頭變形

• 調整白平衡

• 調整亮度、對比與清晰感

• 調整色相和飽和度

• 新增或移除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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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攝影景深

• 模糊影像

• 銳利化影像

• 柔化影像

• 調整影像大小

修復常見的問題

Corel PaintShop Pro 提供許多快速而強大的指令及工具，協助您校正

一些常見的相片問題。您可以使用下表作為起點，來製作最棒的相

片。有些校正指令會開啟對話方塊，讓您選擇選項和修改校正。

如果要裁切相片或調整相片大小，應先執行這些動作，然後再依據

下表套用校正功能。

問題 如何解決

相片整體效果應看起來較好。 欲自動套用相片校正基本設定，選
擇調整 自動相片修復。欲微調並

套用相片校正基本設定，選擇調整
智慧型相片修復。

相片中某部份太暗 （曝光不足）。 套用快速調整至相片較暗部份，選擇
調整 強制閃光或調整 亮度與對

比 補光 / 清晰感。套用一組完整的

調整至相片，選擇調整 智慧型相

片修復。存取校正亮度與對比的指
令，選擇調整 亮度與對比。特別

一提，請試試曲線與色階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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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中某部份太亮 （曝光太過）。 套用快速調整至相片較亮部份，選
擇調整 背光。套用一組完整的調

整至相片，選擇調整 智慧型相片

修復。存取校正亮度與對比的指
令，選擇調整 亮度與對比。特別

一提，請試試曲線與色階指令。

相片中特定部份大暗或太亮。 選擇適當的選取區域工具並僅選取
相片中曝光不足或過度部份。然
後，套用先前表中描述的其中一種
調整。
附註：儘管您已選取相片部份，自
動相片修復與智慧型相片修復指令
都可套用至整張影像。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第 255 頁的 〈使用選取

區域〉。

相片對比太高或太低。 調整對比與選擇性地調整其他設
定，選擇調整 智慧型相片修復。

或者，選擇調整 亮度與對比 亮

度 / 對比。

您有一組包圍集合的數位相片，但您
需要一個可將他們合併為一的方法。

選擇檔案  HDR  曝光合併，並使

用該指令將 2 至 9 相片包圍集合的

影像細節仔細地結合成 1 張相片。

相片色偏，或室內拍攝的相片因閃
光燈未開而色彩不自然。

移除色偏，選擇調整 亮度與對比

曲線。套用一組完整的調整至相

片，選擇調整 智慧型相片修復。

存取各種亮度與對比的校正指令，
選擇調整 亮度與對比。

相片中人物的膚色不自然。 調整相片色調平衡值，選擇調整 
白平衡。

問題 如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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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相片上有刮痕或裂痕。 在 「工具」工具列上，選擇刮痕移

除工具工工具 、物件移除工具

或仿製筆刷工具 。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第 203 頁的 〈修飾和還

原影像〉。

在放大檢視時，相片上不自然色彩
可見細小斑紋 （雜點）。

套用自動雜點修正，選擇調整 自

動移除雜點。使用雜點修正的進階
選項，選擇調整 移除數位雜點。

移除其他類型的影像雜點，選擇調
整 新增 / 移除雜點，然後選取適

當指令。

相片邊緣可見紫邊與其他色彩色
差。

自動移除相片紫邊，選擇調整 自

動紫邊修復。使用色差校正的進階
選項，選擇調整 移除色差。

相片中人物有紅眼。 快速移除紅眼，選擇紅眼工具 。

使用消除紅眼的進階選項，選擇調
整 消除紅眼。

相片中人物皮膚有斑點、牙齒發黃
或皮膚異常蒼白。

在 「工具」工具列上，選擇修飾工

具 。在 「工具屬性列」面板，設

定模式為瑕疵修正 、牙刷 或加

深 。

相片模糊不清。 修正影像曝光不足，選擇調整 亮

度與對比 色階。欲提升整體清晰

度，選擇調整 亮度與對比 區域

色調對應。

相片不夠清晰銳利。 套用高頻率銳利化，選擇調整 銳

利度  高反差銳利化。套用其他銳

利化形式，選擇調整  銳利度，然

後選取一個指令。

問題 如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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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影像

您可以將影像旋轉 90 度，使其方向變更為橫向 （水平）或縱向

（垂直）。如果您的相機具備可勾選縱向拍攝相片的感應器，則相片

會自動旋轉至正確的方向。

您可以在 Corel PaintShop Pro 中旋轉影像。

相片需要歪斜轉正。 在 「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歪斜轉

正工具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203 頁的 〈修飾和還原影像〉。

相片中物件透視景深不正確。 在 「工具」工具列上，選擇透視校

正工具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203 頁的 〈修飾和還原影像〉。

鏡頭變形影響了相片品質。 選擇調整 桶狀變形校正、調整 
魚眼變形校正或調整 枕狀變形校

正。如需有關鏡頭變形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第 161 頁的 〈校正鏡頭

變形〉。

掃描影像中出現不想要的樣式。 選擇調整 新增 / 移除雜點 移除

撞網樣式。

掃描相片中的影像品質看起來較褪
色老舊。

選擇調整 色彩 淡化校正。

問題 如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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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透過指定旋轉角度來旋轉影像，或是在畫布上以互動方式

旋轉影像。如需有關依據影像內參考點（例如水平線）旋轉影像以

達轉正目的的資訊，請參閱第 146 頁的 〈轉正影像〉。

您也可以使用管理工作區，將無失真旋轉套用至 JPEG 影像，同時保

留所有的原始影像資料。

旋轉影像
編輯工作區

• 選取影像，然後依據下表執行工作。

您也可以按一下標準工具列上的向右旋轉  或向左旋轉  以
旋轉影像。

如果要在互動旋轉影像前變更旋轉中心，請按住 Ctrl，再將

旋轉樞紐點（位在影像中心的圓點）拖曳至新位置。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將影像順時針或逆時針旋轉 90 度 選擇影像  向右旋轉或選擇影像  
向左旋轉。

將影像旋轉成指定角度 選擇影像 自由旋轉。在 「自由旋

轉」對話方塊中，選擇靠右選項或
靠左選項，設定旋轉方向。在角度
群組方塊中，選擇自由選項，並在
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

以互動方式旋轉影像 在 「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挑選工

具 。拖曳旋轉控點 （透過一條線

連接到旋轉樞紐點的方塊）旋轉影
像。游標位於旋轉控點上方時，會
變成兩個曲線箭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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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裁影像

您可以移除影像中不要的部份以建立效果更好的相片拼貼，或將大

家對影像的注意力轉移至其他位置。Corel PaintShop Pro 提供您各種

常用的影像大小，例如 4  6 英吋或 10  15 公分等等，來執行預設

裁切。

剪裁可減少儲存影像所需的硬碟記憶體量。此外，剪裁還能清除多

餘的色彩區域，改善色彩校正效果。如果相片同時需要剪裁和色彩

校正，應先剪裁影像，再套用色彩校正。

列印影像之前，您可以先將影像剪裁成特定列印大小。此外，您可

以選取影像內的區域，然後將影像剪裁成選取區域的邊框。您還可

以從剪裁區域建立新影像。

您也可以旋轉剪裁矩形，將它延展至影像的界限外側。此時，剪裁

指令會調整影像大小，使全新影像配合新的形狀。

您可以根據不透明區域剪裁影像。這種剪裁方式在您想要清除影像

邊緣的透明區域時相當實用。您也可以設定剪裁區域，以涵蓋單一

圖層或整個影像的不透明區域。

重要！剪裁會永久移除剪裁矩形外側的影像區。若要保留原始相
片，請使用「另存新檔」指令，並將剪裁過的影像版本儲存成
新檔名。

剪裁工具的浮動工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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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裁影像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剪裁工具 。

根據預設，剪裁矩形會出現在影像上，而剪裁矩形外部的區域會

變暗。

2 拖曳任何控點或邊緣，即可調整剪裁區域的大小。若要重新定位

剪裁矩形，請將游標放在矩形內並拖曳。

您可以從「剪裁」工具的浮動工具列上的預設下拉式清單，或

從「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下拉式清單選擇選項，以使用預設

的剪裁大小。

3 準備好執行裁切時，在「工具屬性列」面板或剪裁工具的浮動

工具列上，按一下套用按鈕 。

您也可以

使用滑鼠或鍵盤來套用剪裁 按兩下剪裁矩形內部，或按下
Enter。

在 「工具屬性列」面板上設定剪裁
矩形的大小

在寬度和高度控制項中，指定像素
尺寸的值，或在寬度、高度和單位
控制項中，指定列印大小的值。

將剪裁區域限制在目前的比例 勾選 「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維持
外觀比例核取方塊。此選項僅在自
訂剪裁矩形時可以使用。

旋轉剪裁矩形 90 度 按一下 「浮動」工具列上的旋轉剪

裁矩形按鈕 。

將剪裁矩形旋轉指定的角度 在 「工具屬性列」面板的角度控制
項中，指定旋轉度數。

自由旋轉剪裁矩形 拖曳旋轉控點的方形端或邊角點。
在您需要轉正、然後剪裁扭曲的掃
描影像時，這項功能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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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剪裁矩形的旋轉軸點 在 「工具屬性列」面板的座標上，
指定 X 與 Y 座標值。或者，按住

Ctrl 並拖曳旋轉控點的軸點 （控點

的圓形端）至新的位置。

移動旋轉軸點到剪裁矩形的中心 在 「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

座標置中按鈕 。

修改剪裁明暗變化區域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

好設定，自清單中，選擇透明度與
明暗變化並在明暗變化群組方塊
中，指定色彩與不透明度設定。

關閉明暗變化選項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

好設定，自清單中，選擇透明度與
明暗變化並在明暗變化群組方塊
中，取消勾選啟動剪裁陰影區域核
取方塊。

關閉剪裁工具的浮動工具列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

好設定，自清單中，選擇透明度與
明暗變化並在明暗變化群組方塊
中，取消勾選啟動浮動剪裁工具列
核取方塊。

該工具選取時，請選擇不要顯示剪
裁矩形。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

好設定，自清單中，選擇透明度與
明暗變化並在明暗變化群組方塊
中，取消勾選自動顯示剪裁矩形核
取方塊。

清除剪裁區域 在剪裁工具的浮動工具列上，按一

下清除按鈕 。

您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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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裁影像之後，您會發現「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 「寬度」
值和「高度」值各設為 0.100。這兩項設定並非剪裁後的影
像大小。若要檢視影像剪裁後的大小尺寸，請選擇影像 影

像資訊。

如有必要，可以拉大旋轉剪裁矩形，使其超出影像的界線。
原始影像的外部區域會是透明或是佈滿背景，實際取決於您
正在處理的圖層。

剪裁影像進行列印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剪裁工具 。

2 在影像內拖曳以定義剪裁區域。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勾選指定列印大小核取方塊。

備註：如果已勾選指定列印大小核取方塊，當像素尺寸或列印大

小的高度和寬度控制項中的值改變時，影像解析度會隨之變更。
目前的解析度會顯示在單位下拉式清單的右側。

4 在單位下拉式清單中，選取英吋或公分。

備註：像素選項不適用這種剪裁方式。

5 在高度和寬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尺寸值。

最後的剪裁區域大小會依據指定的值設定，而影像解析度會視情

況需要增減。

6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或剪裁工具的浮動工具列上，按一下

套用按鈕 。

剪裁成影像中的選取區域
編輯工作區

1 在影像中建立一個選取區域。

2 選擇影像 剪裁至選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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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區域可為任何形狀。Corel PaintShop Pro 會將剪裁區域
矩形放置於不規則的形狀選取區域周圍。

如果剪裁成羽化過的選取區域，目前的背景色彩會填滿選取
區域的羽化部分。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的將剪裁矩形貼齊至群組方塊中，選

擇剪裁 工具並按一下目前選取區域 ，您也可以剪裁至選

取區域。調整剪裁區域，再按一下套用 。

剪裁至圖層或影像中的不透明區域
編輯工作區

1 按一下裁切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從將剪裁矩形貼齊至群組方塊選取下

列其中一個選項：

• 不透明圖層  — 選取目前圖層中的不透明區域

• 不透明合併圖層  — 選取所有圖層中的不透明區域

3 調整剪裁區域。

4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或剪裁工具的浮動工具列上，按一下

套用按鈕 。

如果圖層包含純色（不透明）背景，整個圖層或影像都會被
選取為剪裁區域。

非矩形的不透明區域在剪裁後可能仍有透明區域。

利用剪裁建立新影像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剪裁工具 。

2 在影像內拖曳以定義剪裁區域。
調整影像 145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或剪裁工具的浮動工具列上，按一下

剪裁貼為新影像按鈕 。

新影像會建立，剪裁的影像則保持不變，且持續為使用中的影像。

這項功能對於透過掃描多個影像建立個別影像很有用。例
如，如果您在一個掃描工作階段中掃描四張相片，則可使用
這項功能迅速將每張相片分成個別的影像檔案。

轉正影像

在影像內對齊歪斜轉正線條，您可輕鬆地將歪斜影像轉正。

Corel PaintShop Pro 會將影像旋轉至完全與歪斜轉正線條的水平與垂

直軸對齊。當影像有明顯的垂直或水平特徵（例如建築物或水平

線）時，這項功能特別實用。

「歪斜轉正」工具可讓您將歪斜轉正線條放置在影像內。

轉正影像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歪斜轉正工具 。

影像上出現一個尾端有控點的歪斜轉正線條。

2 拖曳歪斜轉正線條兩端的控點，將之對齊要轉正的影像部分。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從模式下拉式清單中選擇下列其中

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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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 — 依據歪斜轉正線條的位置自動轉正影像

• 垂直顯示 — 旋轉影像，使歪斜轉正線條變成垂直

• 水平顯示 — 旋轉影像，使歪斜轉正線條變成水平

4 按一下套用按鈕 。

您也可以按兩下影像，來套用指令。

校正相片透視

拍攝高聳或寬廣的物體時，相片可能出現透視變形的現象，也就是

說，物體看起來傾斜或彎曲。相機如果與拍攝主體成某個角度，便

會發生這類變形。

使用「透視校正」工具，可修正透視變形，例如，角度扭曲的建築

物側邊。您也可以使用「挑選」工具修正整個圖層的相片透視。

您也可以

歪斜轉正單一圖層 按一下歪斜轉正工具前，按一下在
「圖層面板」的圖層名稱。

轉正影像中的所有圖層 勾選 「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旋轉
全部圖層核取方塊。

選擇歪斜轉正線條的角度 在 「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角度控
制項，輸入或設定數值。

歪斜轉正後剪裁影像邊緣，使其成
為矩形

勾選 「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剪裁
影像核取方塊。

以背景色彩填滿影像的邊緣區域 取消勾選 「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
剪裁影像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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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透視校正」工具改變建築物角度。

校正相片中的透視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透視校正工具 。

影像上會出現一個角落有控點的界限框。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選擇下列控制項的設定：

• 格線 — 可讓您輸入或設定要顯示的格線數目

• 剪裁影像 — 套用透視之後，將影像再剪裁成矩形

備註：勾選剪裁影像核取方塊，會刪除矩形外部的影像區域。

3 將每個控點拖曳至物件（應為矩形）角落。

4 按一下套用按鈕 。

您也可以透過按兩下影像，來套用指令。

若要將透視校正方塊重設為原始矩形，請按一下「工具屬性

列」面板上的取消 。

校正影像圖層中的透視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選取要校正的圖層。

2 選擇檢視 格線以顯示格線。

格線可協助您校正相片中應為垂直或水平的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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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若要調整格線設定，請選擇檢視 變更格線、導線和貼齊

屬性，然後使用對話方塊的格線頁面上的控制項。

3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挑選工具 。

整個圖層四周出現界限框。

備註：展開影像視窗可能會有所幫助，如此您就能看見目前圖層
的所有角落控點。若要展開影像視窗，請從角落或側邊拖曳。

4 按住 Ctrl，並拖曳所選取圖層上的角落控點。

當您結束拖曳時，影像便會更新。繼續調整透視直到影像正確。

如果校正使某些影像資料落在影像畫布之外，您可以增加畫

布大小，藉此還原資料。如需有關變更畫布大小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第 238 頁的 〈調整畫布大小〉。

自動進行基本相片校正

如果您不確定要對相片進行何種調整，可套用「自動相片修復」指

令或「智慧型相片修復」指令，然後看看結果是否令您滿意。「自

動相片修復」指令會自動將預定的白平衡和銳利化校正組合套用至

相片上 - 您只需要選取指令即可。如果您希望在套用這些校正之前

先進行微調，可使用「智慧型相片修復」指令。

您可以使用「自動相片修復」指令，迅速並輕鬆地改善影
像曝光和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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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相片修復」功能的進階選項可讓您找出相片中作為取樣點

的中性區域，藉此調整白平衡（黑、灰和白）。進階選項還可讓您

修改相片中最暗和最亮的像素，而不影響相片的白平衡。

使用「智慧型相片修復」指令的進階選項找出的中性取樣點

使用 「自動相片修復」套用基本校正
編輯工作區

• 選擇調整  自動相片修復。

在稍稍停頓一下後，數項基本校正便會套用至您的相片。

套用的校正與接受「智慧型相片修復」功能建議設定而套用
的校正相同。

如果您對相片的變更不滿意，請選擇編輯  復原。然後選擇

調整  智慧型相片修復，並調整可用的設定。您也可以嘗試使

用其他「調整」功能表指令，例如亮度與對比  曲線或亮度

與對比  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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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智慧型相片修復」微調基本校正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智慧型相片修復。

出現「智慧型相片修復」對話方塊。在對話方塊的上半部，「執

行前」窗格會顯示原始相片。「執行後」窗格則會顯示套用建議

的一組基本調整設定之後的相片外觀。

2 執行下表中的其中一項或多項工作，再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按一下建議設定，將所有設定重設為初始值，或將設
定值歸零，方法是按一下重設為預設值按鈕 。

若要使用「智慧型相片修復」功能的進階設定，請勾選進階

選項核取方塊。 

使用 「智慧型相片修復」的進階選項
編輯工作區

1 在 「智慧型相片修復」功能對話方塊中，勾選進階選項核取

方塊。

額外的控制項會出現在對話方塊中。

2 執行下表中的其中一項或多項工作，再按一下確定。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調亮或調暗相片 在亮度群組方塊的整體、陰影和亮
部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或是
調整對應的滑桿。
附註：正值設定會使相片變亮，負
值設定則使相片變暗。

增加或減少飽和度 在飽和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
值，或是調整滑桿。
附註：正值設定會讓色彩更加鮮
明，負值設定則讓色彩較不鮮明。

銳利化相片邊緣 在焦點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
或是調整滑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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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在加入取樣點時產生白平衡錯誤，請不要按下黑
色、白色或灰色以外的任何色彩（例如，不要按下您確定是
藍色的區域）。只按下您知道應該是黑色、白色或灰色的點。

取樣點無法拖曳或移動。

分佈圖只用於顯示 - 您無法拖曳或調整分佈圖的任何部分。
灰色部分代表原始（執行前）相片，紅色覆蓋部分則反映調
整內容。黑色三角形會隨「黑色」滑桿前後移動，白色三角
形則隨「白色」滑桿前後移動。如需有關 「分佈圖」的詳細
資訊，請參閱第 165 頁的 〈調整亮度、對比與清晰感〉。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使用取樣點取得色彩平衡 勾選白平衡核取方塊。「執行前」
窗格會辨識相片的中性區域 （黑
色、灰色與白色 )。

附註：某些相片沒有黑色、灰

色或白色區域。因此，窗格中

不會出現辨識出的取樣點。

忽略相片取樣點 取消勾選白平衡核取方塊。重新勾
選核取方塊即可回復取樣點。

增加取樣點 按一下 「執行前」窗格的區域。窗
格應顯示黑色、灰色或白色。「執
行後」窗格更新。

刪除取樣點 按一下 「執行前」窗格的取樣點。
「執行前和執行後」窗格即會更新。

將相片中最暗的像素再變暗 向右拖曳黑色滑桿，或在滑桿旁的
控制項內指定設定值。

將相片中最亮的像素再變亮 向右拖曳白色滑桿，或在滑桿旁的
控制項內指定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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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亮影像

光源是攝影常見的問題。在光亮處拍攝的相片常缺乏陰影區域的細

節。如果相片背景太暗，或相片光亮區和黑暗區的落差太大，您可

以將較暗的曝光不足區域變亮。您可以調整飽和度，即色彩的純度

或鮮豔度。

如需其他調亮功能（包括 「補光 / 清晰感」）的更多資訊，請參閱

第 165 頁的 〈調整亮度、對比與清晰感〉。

調亮相片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強制閃光。

2 在強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介於 0 至 100 之間的數值，數值多

寡決定較暗區的變亮程度。 

3 在飽和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數值多寡決定相片色彩的整

體飽和度。

值小於 0 會降低飽和度；值大於 0 則增加飽和度。

4 按一下確定。

如果相片同時有太亮和太暗的區域，請選擇調整  強制閃光，

然後選擇調整  背光。

調暗影像

有時相片中背景的光源太強烈，導致整個影像模糊失色。如果在拍

攝主體上打太多閃光也會出現同樣的問題。您可以將相片上明亮的

過度曝光區域變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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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暗相片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背光。

2 在強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介於 0 至 100 之間的數值，數值多

寡決定較亮區的變暗程度。

3 在飽和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數值多寡決定相片色彩的整

體飽和度。 

值小於 0 會降低飽和度；值大於 0 則增加飽和度。

4 按一下確定。

如果相片同時有太亮和太暗的區域，請選擇調整  強制閃光，

然後選擇調整  背光。

移除紫邊

彩色相片如果有過度曝光的區域，其四周便會圍繞著紫色光環；這

是數位相片常見的問題。這個問題稱為光點紫邊，在相片的背景是

明亮天空時特別明顯，而且黯淡的紫色光環會出現在相片主體的邊

緣。利用 Corel PaintShop Pro，您可以迅速找出這個問題，並移除相

片上的紫邊。

移除相片紫邊
編輯工作區

• 選擇調整  自動紫邊修復。

在稍稍停頓一下後，您的相片就會自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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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數位雜點

「雜點」一詞與相片相關時，是指會影響影像清晰度的小斑點。這

些小斑點通常是因為亮度不足的情況或數位相機感應器本身的限

制。例如，當您放大晴空藍天的相片時，可能就會看到橘、紅、

紫、綠或其他色彩的細小斑點。

Corel PaintShop Pro 提供兩種快速且功能強大的指令，協助您移除相

片雜點：「自動移除雜點」和 「移除數位雜點」。當您使用雜點移

除指令時，程式會分析您的相片、找出雜點斑點，然後根據找到的

區域套用校正，同時保留相片的重要邊緣細節。

左側影像因數位相機雜點而呈現粒狀。右側影像是移除雜
點後的結果，顯得較為平滑較少粒狀感。

您可以利用「自動移除雜點」指令，自動將雜點校正功能套用至相

片上。您也可以使用更全面性的「移除數位雜點」指令，更精準控

制上述校正的套用。

移除數位雜點指令

「移除數位雜點」指令可讓您對移除相片中的數位相機雜點擁有更

佳掌控。

同一部相機拍攝的相片容易在相同區域出現雜點。您可以建立預

設，對所有相片套用相同的校正功能。

若發生下列情況，此指令可為理想的解決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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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片若可能出現過多雜點 （例如視訊白板擷取），使用此指令

可再將設定值調低，有助於讓整體影像更清晰，不至於有太多

模糊。

• 針對使用一般設定拍攝的相片，只在需要校正的主要區域上使

用這個指令是最理想的方式，例如在主體區域周圍的影像不自

然班點。

• 相片若有不要進行雜點校正的區域，則可指定要保留或放棄的色

彩範圍。例如，您可能不希望套用任何校正至相片中的膚色區

域。您可以定義任意數目的保護區域。

迅速移除數位雜點
編輯工作區

• 選擇調整  自動移除雜點。

在稍稍停頓一下後，雜點會自動移除。

使用進階選項移除數位雜點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移除數位雜點。

「移除數位雜點」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備註：「移除雜點」標籤區域的影像預覽會出現三個十字線。
十字線代表影像明亮、中間調與黑暗區的雜點樣本。您可以拖
曳 「執行前」窗格中的界限框來移動十字線，取樣區也會隨著
移動。

2 在「移除雜點」標籤區域中，勾選連結細節大小核取方塊，以根

據小、中和大設定彼此的比例進行調整。

3 在小、中和大三個控制項輸入或設定數值。

這些控制項定義要套用至小、中和大雜點樣式的校正量。

4 在修正混色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數值多寡決定校正影像與

原始影像調和的程度。

調和數值範圍從 0.0 （不減少雜點）至 100.0 （完整處理整個影

像）。預設值為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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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銳利化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數值多寡決定套用雜點減少

功能後，套用至影像的銳利化程度。

預設值為 0。

6 按一下確定。

您最多可以設定 10 個取樣區。

應避免在影像邊緣或是影像純黑或純白區域取樣，否則可能
造成過度平滑化。

「移除數位雜點」指令並非設計用以移除撞網樣式。如需有
關狀網樣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84 頁的〈移除撞網樣
式〉。

若要將設定儲存為特定影像和相機的預設值，請勾選相機預

設值核取方塊，並按一下儲存預設按鈕 。勾選相機預設值核
取方塊後，載入預設下拉式清單會只顯示先前儲存的相機預
設值，而非標準預設值。若要將設定儲存為標準預設值，請
取消勾選相機預設值核取方塊，並按一下儲存預設按鈕。

為了在處理 JPEG 影像時獲得最佳結果，請先選擇調整  新增

/ 移除雜點  JPEG 斑點移除，再使用調整  移除數位雜點指令。

您也可以

分別設定明亮、中間調與黑暗區的
校正

取消勾選連結細節大小核取方塊，
再於小、中和大三個控制項中輸入
或設定數值。

檢視取樣區的特寫 按一下十字線，即可在 「執行前」
和 「執行後」窗格中看見該區域的
特寫。

新增取樣區十字線 在 「執行前」窗格中拖曳。

刪除取樣區十字線 在 「執行前」窗格中，將校正方塊
的一角拖曳至對角線方向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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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影像區避免雜點校正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移除數位雜點。

「移除數位雜點」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保護影像標籤。

3 在「執行前」窗格中，視需要進行平移和顯示比例縮放，以便

檢視要保護的區域。

4 按住 Ctrl，再拖曳過要保護的區域。

備註：按住 Ctrl 不會在「移除雜點」標籤區域的影像視窗中建立

相應的十字線。

5 在選取的色相範圍群組方塊中，於色相和範圍控制項中輸入或設

定數值。

備註：現有設定會反映取樣的區域。您可以在環圈內拖曳色相
鈕，藉此進行手動調整。

6 在保護選取的色相範圍群組方塊中，向下拖曳七個圖形控點中

的任一個，使該對應色相範圍區段所套用的校正量和平滑程

度減少。

例如，將中間的圖形控點拖曳至圖形底端會完全抑制該色相範圍

的中間調。 

備註：圖形控點無法橫向拖曳。

7 按一下確定。

按一下重設目前值，可以移除所選色彩範圍的色彩調整。若

要移除所有色彩調整，請按一下全部重設。

移除色差

相機若在影像內記錄不正確的色彩便會產生色差。就傳統的底片相

機而言，色差通常是鏡頭瑕疵造成。而數位相機的色差問題導因很

多，包括下列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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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機的內部鏡頭色差導致影像邊緣模糊不清。使用攝遠和變焦

鏡頭拍攝的相片比較容易有色差，因為數位相機捕捉的光線遠

離光軸。

• 相機的自動曝光功能；此功能會估計校正曝光設定，可能導致感

應器產生輝散現象。

• 不同色彩可能是由不同的相機感應器元素所造成，而且可能組合

成一個像素。這個程序稱為「去馬賽克」。

• 處理之後，在相機內會進行一些活動，如移除斑點、移除雜點和

銳利化。

從自己拍攝的數位相片中，您可能注意到下列拍攝內容會出現色差

問題：

• 透過樹枝或樹葉看到的天空

• 有亮光射入的室內門邊緣或窗邊緣

• 煙火或都市燈光

• 螢光裝置或裸燈泡

• 太陽或水面反光

• 金屬的反光

• 背光物體的邊緣

• 陽光照射白襯衫但背景陰暗

確認這些色彩瑕疵之後，便可著手減少或消除這些瑕疵。

移除相片色差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移除色差。

「色差校正」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確認可在對話方塊頂端看見「執行前」和 「執行後」窗格。

3 將對話方塊中的顯示比例控制項設為至少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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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比例控制項位於「執行前」和 「執行後」窗格的下方。放

大為 200% 可幫助找到相片中的問題區域。

4 按一下平移按鈕 ，然後平移影像以便在「執行前」窗格中設

定可檢視的影像區。

5 在「執行前」窗格中拖曳，以定義需要校正的區域。

備註：需要校正的區域稱為「取樣方塊」。您最多可以建立 10
個取樣方塊。在對話方塊中間的樣本清單區域中，每個取樣方塊
會以「取樣 n」表示 （其中 n 為 1 到 10 的數字）。每個列出的

樣本左側都有一個色彩樣本，代表該取樣區域的色彩平均值。

6 從樣本清單區域選擇一個樣本項目。

7 在範圍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數值多寡決定使用中樣本的色

彩範圍，這會影響要校正的像素範圍。

您指定的範圍會在範圍控制項正上方的色彩方塊中表示。

8 在半徑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數值多寡決定樣本色差的大小。

備註：預設值為 10。數值設定在 4 至 20 之間通常可產生接受度

最高的結果。取樣區域若包含感應器輝散現象造成的色差，數值
應設在 10 以上。若是要移除因去馬賽克造成的 1 或 2 像素的色

差，或是處理 1 百萬像素以下的影像，則適用 10 以下的數值。

將半徑控制項設定為可有效移除色差的最小值。

9 按一下確定。

您也可以

調整取樣方塊大小 拖曳取樣方塊的控點。

刪除對話方塊中的取樣方塊按鈕 按一下取樣方塊，再按一下移除。

刪除取樣方塊 將任一角落拖曳至對角線方向的角
落，當兩個角落重合即停止拖曳。

顯示受影響的影像區 勾選顯示差異核取方塊。受影響區
域會以黑底白色區域的形式顯示在
「執行後」窗格中。較亮的區域代
表較大的校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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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建立 10 個以上的取樣方塊，您可以套用校正，再重新
啟動該效果。

您可以透過勾選效果置於新圖層核取方塊，自動建立包含校
正後影像的新圖層。這個選項可將原始影像保存在原始圖層
上。如果未勾選此核取方塊，校正效果便會套用至原始影像
的所在圖層。

您可以限制「錯誤校正」數量，只須選取一個區域再勾選效

果置於新圖層核取方塊即可。您也可以在影像的個別圖層上

使用這個指令。

校正鏡頭變形

相機鏡頭可能使相片影像變形。鏡頭變形最常出現在廣角相片、相

機以固定焦距拍攝的特寫相片，以及鏡頭品質低劣的相機（例如立

可拍相機）所拍攝的相片。

重要！強烈建議您在剪裁相片之前，先校正其中的鏡頭變形
問題。

鏡頭變形類型

Corel PaintShop Pro 可以校正三種常見的鏡頭變形，這三種變形都會

使直線呈現彎曲狀態：

• 桶狀變形 — 相片看似從中央往外推。為了使變形校正功能正確

運作，相機鏡頭的光軸必須與影像中心一致。

• 魚眼變形 — 相片看似貼在球面上或是如氣球一般地被吹大。相

片邊緣像是遭到壓縮。

預覽影像結果 勾選顯示差異核取方塊，並確認已
勾選預覽影像核取方塊。

您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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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枕狀變形 — 相片看似從中央往內推。

校正桶狀變形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桶狀變形校正。

「桶狀變形校正」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找到影像中彎曲的線條，再於強度控制項輸入或設定合適數值，

將彎曲線條拉直。 

3 按一下確定。

透過勾選保留中央比例核取方塊，您可以新增或移除影像中

改變圖片中央比例的像素。原始影像的寬度和高度變更會在

結果大小群組方塊中顯示。

校正魚眼變形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魚眼變形校正。

「魚眼變形校正」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可視範圍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合適數值，即可移除變形。

3 按一下確定。

透過勾選保留中央比例核取方塊，您可以新增或移除影像中

改變圖片中央比例的像素。原始影像的寬度和高度變更會在

結果大小群組方塊中顯示。

校正枕狀變形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枕狀變形校正。

「枕狀變形校正」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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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找到影像中彎曲的線條，再於強度控制項輸入或設定數值，直到

曲線變直為止。

3 按一下確定。

透過勾選保留中央比例核取方塊，您可以新增或移除影像中

改變圖片中央比例的像素。原始影像的寬度和高度變更會在

結果大小群組方塊中顯示。

調整白平衡

調整色彩通常可以大幅改善相片品質。光源類型、相機以及相機內

部處理的差異，都可能造成相片著色不正確。掃描影像也可能會有

不自然的色偏。

若要創造自然色彩並移除影像中的色偏，您可以使用

Corel PaintShop Pro 提供的各種色彩平衡指令。您可將指令套用到選

取區域或整個影像，藉此執行下列動作：

• 完全平衡相片的色彩而不影響其明亮度

• 增加或減少一部分的紅色、藍色或綠色色頻

• 還原色彩和對比淡化的相片

• 以對比色取代各像素色彩（例如黃色取代藍色、白色取代黑色、

藍色取代黃色、黑色取代白色，以此類推），藉此建立攝影負片

• 調整影像中的紅、綠、藍色色量，藉此改變整體色偏，校正影像

調整白平衡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白平衡。

「白平衡」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勾選智慧型白平衡核取方塊。

這可讓 Corel PaintShop Pro 自動評估並簡單校正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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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向左拖曳色溫滑桿增加冷調色彩（較藍），或向右拖曳增加暖調

色彩（較橘）。

4 按一下確定。

如果您知道相片應有的色溫，則可藉由勾選進階選項核取方
塊，並在白平衡群組方塊的色溫和色調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
色溫值的方式，設定精確的色調平衡值。您可調整加強白平

衡群組方塊中色溫和色調控制項的數值以微調色彩。

混合色頻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色彩  色頻混合。

「色頻混合」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若要維持彩色影像，請從輸出色頻下拉式清單選擇要編輯的

色頻。

• 若要將影像變更為單色 （看似灰階但色彩深度為 1600 萬
色），請勾選單色核取方塊。灰色會出現在輸出色頻下拉式清

單中。

3 在來源色頻群組方塊中，於紅、綠和藍三個控制項輸入或設定數

值，或是調整對應滑桿，變更色頻內該色彩的百分比。

例如，如果您編輯「紅」色頻且紅控制項設定為 50%，則影像

的紅色量會減少至原始量的 50%。

4 調整定值滑桿。 

滑桿原本設於零。如果您要調暗色頻，請向左拖曳滑桿。如果您

要調亮色頻，請向右拖曳滑桿。

5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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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褪色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色彩  淡化校正。

在「執行前」窗格中拖曳至影像重要部分的中央 （例如臉部）。

2 調整校正量控制項的數值，直到影像最自然為止。

預設值為 45。

備註：請使用可產生良好校正效果的最小值。如果套用過多校
正，亮部和陰影區域可能遺失細節，物體也可能混合在一起。

3 按一下確定。

建立攝影負片
編輯工作區

• 選擇影像  轉換為負片。

變更色偏校正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色彩  紅 / 綠 / 藍。

「紅 / 綠 / 藍」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紅、綠和藍三個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以變更各個色彩的

百分比。

0% 的值會保留原始數值。若要增加更多色彩，請使用正數。若

要移除部分色彩，請使用負數。

備註：減少藍色量即增加影像的黃色色偏，減少綠色量即增加影
像的洋紅色色偏，減少紅色量即增加影像的青色色偏。

3 按一下確定。

調整亮度、對比與清晰感

Corel PaintShop Pro 可讓您調整相片中的亮度、對比與清晰感。對比

是指相片的最亮和最暗像素之間的差異。「清晰感」會分析局部區

域內的對比，可用於調整影像的細節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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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將指令套用到選取區域或整個影像，藉此執行下列動作：

• 手動調整亮度和對比

• 提供相片清晰、強調的外觀，使主體突出

• 調整影像個別亮度值

• 調整亮部、中間調和陰影，使色調轉換平順

• 校正曝光

• 將像素的明度值更平均地分佈在從黑至白的明度光譜中

• 當分佈圖未涵蓋整個光源光譜時提高整體對比

• 調整影像亮度、對比和 Gamma 值

• 建立純黑白影像

分佈圖

分佈圖可讓您顯示影像的色調範圍，以及重新分佈亮部、中間調和

陰影的平衡。換句話說，分佈圖能顯示您的相片是曝光不足、過度

曝光或適當曝光。

許多數位相機會在相機的 LCD 上提供分佈圖顯示，某些相機甚至可

讓您在拍照之前調整場景的分佈圖。

Corel PaintShop Pro 有各種不同的指令，可在對話方塊中顯示分佈

圖。這些指令包括「曲線」、「色階」、「智慧型相片修復」的進階

模式，以及「分佈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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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不同曝光的分佈圖範例（右圖）。

當您檢視分佈圖時，請注意下列各項：

• 分佈圖的左半部會顯示相片中有多少黑色或接近黑色的部分。

• 分佈圖的右半部會顯示相片中有多少白色或接近白色的部分。

「分佈圖調整」對話方塊中的圖形顯示所選色頻各數值的像素數量。

垂直軸代表像素數量，圖形中的範圍從 0 到像素最高數量。水平軸

代表所選色頻的數值，從 0 至 255。

您隨時可以顯示影像的分佈圖，只要選擇檢視 面板 分佈圖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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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亮度或對比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亮度與對比  亮度 / 對比。 

「亮度 / 對比」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亮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

正數可將相片變亮；負數則將相片變暗。零值則保留原有設定。

3 在對比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

正數可提高對比；負數則降低對比。零值則保留原有設定。

4 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使用對話方塊中的顯示比例控制項，設定「執行前」

和「執行後」窗格中的影像檢視。

使黑暗區變亮並調整清晰感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亮度與對比  補光 / 清晰感。

「補光 / 清晰感」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補光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

正數會調亮相片中最暗的區域；負數會調暗相片的明亮區。零值

則保留原有設定。

3 在清晰感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

正數會加強細節；負數減少細節及焦點。零值則保留原有設定。

4 按一下確定。

加強景深與清晰感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亮度與對比  區域色調對應。

「區域色調對應」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強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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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可產生滿意結果的最小值。太高的值會造成相片中出現不想

要的不自然斑點。

3 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使用對話方塊中的顯示比例控制項，設定「執行前」

和「執行後」窗格中的影像檢視。

變更色頻亮度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亮度與對比  曲線。

「曲線」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色頻下拉式清單中，選取下列其中一個色頻選項：

• RGB — 可讓您在組合的分佈圖中編輯紅、綠和藍色頻

• 紅 — 只可讓您編輯紅色頻

• 綠 — 只可讓您編輯綠色頻

• 藍 — 只可讓您編輯藍色頻

3 拖曳圖形上的點，以調整輸入色階（原始像素的亮度）與輸出

色階（校正後像素的亮度）間的關係。

當您拖曳曲線點時，該點的像素明度的原始值和修改值會在分佈

圖的左上角顯示。原始值或輸入值會出現在左側，而修改值或輸

出值會出現在右側。

4 按一下確定。

您也可以

在曲線上增加節點 按一下您要在曲線上增加節點的
位置。
附註：新增更多節點至曲線可讓您
更精確地調整其形狀。

移除曲線點 向左或右將該曲線點拖曳出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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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精確地移動作用中曲線點 按住箭頭鍵。

自動調整動相片對比 按一下自動群組對話方塊中的對比
按鈕。
附註：您很滿意相片的色彩，但想
再修正色彩對比。這時，您可使用
此按鈕。

自動調整動相片白平衡 按一下自動群組對話方塊中的色彩
按鈕。
附註：您可使用此按鈕自動尋找相
片中的黑點與白點。

自動調整對比與色彩 按一下 「自動群組」對話方塊中的
色階按鈕。

設定您個人的黑、灰或白點。 在色彩群組方塊中，按一下黑色、
灰色或白色滴管以 ? 動滴管色彩。然

後，移動游標至 「執行前」窗格並
按一下您已知的黑、灰或白點。
「執行後」窗格即會更新。（若預覽
影像核取方塊已勾選，影像視窗亦
會更新。）

自動決定適合的黑、灰或白點 按住 Alt 鍵，並將游標移至 「執行

前」窗格 （或影像視窗）。隨著您
將游標移過亮度較暗、適中與較亮
的區域，適當的色彩滴管即會 ? 用。

按一下以設定該點。

指定分佈圖剪輯限制至自動對比、
色彩與色階按鈕。

按一下選項按鈕。在 「自動色彩選
項」對話方塊中，設定較低限制與
較高限制控制項位的百分比值，並
設定強度控制項位的設定值。
附註：在較低限制與較高限制控制
項中，數值愈高，自動設定就會產生
愈明顯的效果。反之，數值愈低自動
設定產生的效果就愈不明顯。愈低強
度的數值較不會造成影像剪輯。

您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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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對話方塊中的顯示比例控制項，設定「執行前」

和「執行後」窗格中的影像檢視。

調整相片的亮部、中間調和陰影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亮度與對比  亮部 / 中間調 / 陰影。

「亮部 / 中間調 / 陰影」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絕對調整方式 — 設定 25% 分佈圖點（陰影）、50% 分佈圖點

（中間調）以及 75% 分佈圖點 （亮部）的絕對位置。一般

「陰影」值大約設在 35、「中間調」值為 50，「亮部」值為

65，但會隨相片不同而變化。數值提高可將區域變亮，數值降

低則區域變暗。

• 相對調整方式 — 相對於原始狀態調整明度等級。正值使區域變

亮，負值則變暗。

3 在陰影、中間調和亮部三個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

4 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使用對話方塊中的顯示比例控制項，設定「執行前」

和「執行後」窗格中的影像檢視。

重設所有修改數值至原始值 在 「色彩」滴管附近，按一下重設
按鈕。
您也可以按一下位於儲存預設按鈕
旁的重設為預設值按鈕。

您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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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分佈圖校正曝光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亮度與對比  分佈圖調整。 

「分佈圖調整」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編輯群組方塊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明亮度 — 可讓您將影像明度值設定為正確對比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要編輯的色頻

如果選擇色彩選項，則必須從下拉式清單選擇色彩。

3 在載入預設下拉式清單中，選擇預設值。

預設值代表不調整影像。

4 調整低滑桿。

在分佈圖左側，尋找左側邊緣和圖形開始爬升點之間的縫隙。縫

隙代表影像最暗像素並非純黑。將低滑桿（黑色三角形）拖曳

至圖形爬升點。低控制項顯示低位置 （從 0 至 254）。底端控制

項顯示介於 0 和低值之間的像素百分比；這些像素的對比將會喪

失。一般來說，低值應保持在 0.1% 以下。

5 調整高滑桿。

在分佈圖右側，尋找視窗右側邊緣和圖形降至 0 像素處之間的縫

隙。若有縫隙，則將高滑桿（白色三角形）拖曳至圖形上的那

一點。此動作會將影像中最亮的像素變為白色。一般來說，高值

應保持在 0.1% 以下。

6 調整 Gamma 值滑桿。

如果整體影像太暗或太亮，請調整 Gamma 值，這是影像對比變

動的標準量測單位。若要調亮影像，請向右拖曳 Gamma 值滑桿

（灰色三角形）增加 Gamma 值。若要調暗影像，請向左拖曳

Gamma 值滑桿減少 Gamma 值。
172 Corel PaintShop Pro X7 使用指南



7 調整中間調滑桿。

備註：如果圖形左右兩側有高峰，中間有低點，代表中間調需要
壓縮。陰影和亮部必須擴展，才能顯露內含的資訊。太靠近相機
的攝影主體在陰暗背景下會顯得特別亮。若要壓縮中間調，請向
上拖曳中間調滑桿。

如果圖形高峰在中間，左右兩側的像素量很少，則向下拖曳中間

調滑桿。

8 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使用分佈圖左側的最大輸出值和最小輸出值控制項建立

藝術特效。最大值滑桿是灰色方塊內的白色圓圈；最小值滑桿

則是灰色方塊內的黑色圓圈。若要將影像最亮的像素變暗，

請向下拖曳最大值滑桿。若要將影像最暗的像素變亮，請向上

拖曳最小值滑桿。雖然滑桿是沿著垂直軸拖曳，但最大值和最

小值 （從 0 至 255）也會影響水平軸。所有範圍以外的像素

都會進行轉換，如此一來才會落在範圍之內。您可以從編輯

下拉式清單選擇其他色彩元素，並進行類似的調整。

分佈相片明度
編輯工作區

• 選擇調整  亮度與對比  等化分佈圖。

透過延展分佈圖提高對比
編輯工作區

• 選擇調整  亮度與對比  分佈圖延展。

分佈圖延展指令會將最暗的像素拉低成黑色，且將最亮的像
素拉高成白色。這個指令不會影響已從純黑色橫跨到純白色
的影像。如果原始影像的像素很接近黑色和白色，則使用這
個指令的效果將會很小。如果原始影像相當平淡（沒有接近
黑色或白色的色彩），則使用這個指令會有相當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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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調整亮度、對比和 Gamma 值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亮度與對比  色階。

「色階」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色階群組方塊中，從色頻下拉式清單選擇色頻進行調整：

• RGB — 可讓您在組合的分佈圖中編輯紅、綠和藍色頻

• 紅 — 只可讓您編輯紅色頻

• 綠 — 只可讓您編輯綠色頻

• 藍 — 只可讓您編輯藍色頻

3 調整黑、灰和白色菱形滑桿，或在各色彩下方的控制項中設定

數值。

• 若要調暗相片中最暗的像素，請向右拖曳黑色菱形滑桿 （或

在數字控制項中設定數值）。

• 若要調整相片的中間調，請向左或向右拖曳灰色 （中間）菱

形（或在數字控制項中設定數值）。

• 若要調亮相片中最亮的像素，請向左拖曳白色菱形滑桿 （或

在數字控制項中設定數值）。

備註：若要查看拖曳黑色或白色菱形滑桿時剪輯的像素，請在拖
曳時按住 Ctrl。「執行後」窗格中會顯示剪輯的色彩。

4 按一下確定。

您也可以

自動調整動相片對比 按一下自動群組對話方塊中的對比
按鈕。
附註：您很滿意相片的色彩，但想
再修正色彩對比。這時，您可使用
此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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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調整動相片白平衡 按一下自動群組對話方塊中的色彩
按鈕。 
附註：您可使用此按鈕自動尋找相
片中的黑點與白點。

自動調整對比與色彩 按一下自動群組對話方塊中的色階
按鈕。

設定您個人的黑、灰或白點。 在色彩群組方塊中，按一下黑色、
灰色或白色滴管以 ? 動該滴管色彩。

然後，移動游標至 「執行前」窗格
（或在影像視窗中）並按一下您已
知的黑、灰或白點。
「執行後」窗格即會更新。（若預覽
影像核取方塊已勾選，影像視窗亦
會更新。）

自動決定適合的黑、灰或白點 按住 Alt 鍵，並將游標移至 「執行

前」窗格 （或影像視窗）。隨著您
將游標移過亮度較暗、適中與較亮
的區域，適當的色彩滴管即會 ? 用。

按一下以設定該點。

指定分佈圖剪輯限制至自動對比、
色彩與色階按鈕。

按一下選項按鈕。在 「自動色彩選
項」對話方塊中，設定較低限制與
較高限制控制項位的百分比值，並
設定強度控制項位的設定值。
附註：在較低限制與較高限制控制
項中，數值愈高，自動設定就會產生
愈明顯的效果。反之，數值愈低自動
設定產生的效果就愈不明顯。愈低強
度的數值較不會造成影像剪輯。

重設所有修改數值至原始值 在色彩滴管附近，按一下重設按鈕。
您也可以按一下位於儲存預設按鈕
旁的重設為預設值按鈕。

您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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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 「自動色彩選項」對話方塊中所做的變更，會在您使
用曲線對話方塊的自動群組方塊中的對比、曲線和色階按鈕
時套用。

您可以使用色階指令攤開以不當曝光所拍攝照片的分佈圖。
在使用曲線指令之前使用這個指令將十分有幫助。

您可以使用對話方塊中的顯示比例控制項，設定「執行前」

和「執行後」窗格中的影像檢視。

將相片的像素轉換成黑白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亮度與對比  臨界值。

「臨界值」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臨界值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像素明度值，以指定哪些像素要變

成白色（超出臨界值者），哪些像素要變成黑色（低於臨界值

者）。 

值範圍從 1 到 255。數值低產生較多白色像素；數值高則產生較

多黑色像素。

3 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使用對話方塊中的顯示比例控制項，設定「執行前」

和「執行後」窗格中的影像檢視。

調整色相和飽和度

飽和度是色彩的純度或鮮豔度，以白色缺乏程度表示。飽和度

100% 的色彩不包含任何白色。飽和度 0% 的色彩帶點灰色。色相

是定義特殊色彩的屬性。例如：藍色、綠色和紅色都是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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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相代表實際色彩（例如紅色或黃色）。飽和度是色彩的鮮豔度。

想像亮橘色，這是相當鮮豔的色彩。隨著彩度降低（色相和明度保

持不變），橘色就會逐次變成褐色、褐灰色，最後是中性灰色 （飽

和度降至 0 之後）。降低飽和度會使色彩流失，只剩下灰階元素。

褐灰色和淡紫色都是飽和度低的色彩，因為兩色皆相當中性，只有

少許色彩元素。蘋果紅和香蕉黃是飽和度很高的色彩。飽和度是可

測量色彩與相同亮度的中性灰之間的差異程度。

在數位影像中，提高飽和度可讓影像色彩更鮮豔、更有「震撼

力」，但是飽和度太高也會扭曲色彩，造成膚色不自然等問題。您

可以使用「自然飽和色調」控制項，將目標僅設定在低飽和度的區

域，而不影響影像的其餘區域。例如，您可以加強影像飽和度較低

部分的色彩，而不顯著改變膚色。

Corel PaintShop Pro 提供下列四種方式，協助您改變選取區域或整個

影像的色相和飽和度：

• 您可以將所有色彩取代成單一色彩和飽和度，同時讓明度值保持

不變。您可以建立深褐色調（像是老照片的褐色調）和其他單

一色彩效果。

• 您可以轉換所有色彩，改變其強度與明度。變更色相會使影像中

所有像素的色輪位置改變。例如，如果將紅色像素變更為綠色像

素，則綠色像素會變成藍色像素，黃色像素會變成青色像素。調

整飽和度會影響色彩中的灰色量。( 灰色比例隨飽和度降低而增

加）。調整明度會改變色彩亮度。

• 您可以取代一或多個色彩，例如，將所有綠色變成藍色。您也可

以變更飽和度或明度。調整這些數值時，所有色彩（同時包括

原始和轉換過的色彩）都會隨之調整。

• 您可以使用「自然飽和色調」控制項只調整影像中的不飽和色

彩，藉此保留相對較飽和的像素維持不變。如此一來，您會整體

改善影像的色彩飽和度，但不至於使色彩明亮的不真實。「自然

飽和色調」控制項建議用於增加人物肖像的飽和度，因為可確保

膚色，比較不會造成過度飽和，而破壞主體的膚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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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雙色調相片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色相與飽和度  單色。

「單色」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備註：若要建立色彩變化較為細緻的雙色調，請於選擇「單色」
指令之前，先執行下列操作：選擇影像  灰階，然後選擇影像  
色彩模式  RGB - 8 位元 / 色頻。

2 在下列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

• 色相 — 指定色相，讓目前的所有色彩都變更成此色相

• 飽和度 — 指定所選色相的飽和度

3 按一下確定。

調整色相、飽和度和明度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色相與飽和度  色相 / 飽和度 / 明度。

• 「色相 / 彩度 / 明度」對話方塊便會出現。對話方塊中色環的外

圈代表影像中色彩的原始值。調整過的值將出現在色環的內圈。

2 在編輯下拉式清單中，執行下列其中一個步驟：

• 若要同步編輯所有色彩，請選擇主色。

• 若要編輯特定色彩範圍，請選擇紅、黃、綠、青、 藍或洋紅。

如果您選擇編輯色彩範圍，可使用色環內圈和外圈之間的控制環

修改要編輯的範圍。若要變更範圍寬度，請拖曳控制環上的兩個

外點。若要變更調整功能發揮完整效果的區域，請拖曳兩個內長

條（完整效果將套用至兩個長條之間）。若要移動調整區域，則

拖曳白色圓圈。

3 調整色相滑桿。

色相值代表原始像素色彩隨 360 度色輪變更的旋轉度數。正值表

示順時針旋轉，負值表示逆時針旋轉。例如，當色相值為 180 
時，藍色會變成黃色，綠色會變成洋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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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調整飽和度滑桿。

向上拖曳滑桿是提高飽和度；拖曳向下則為降低飽和度。值範圍

從 -100 到 100。零值則保留原有設定。

5 調整明度滑桿。

向上拖曳滑桿是提高明度；拖曳向下則為降低明度。值範圍從 
-100 到 100。零值則保留原有設定。

6 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勾選單色核取方塊，使影像轉換成灰階的方式，將影

像變成雙色調（兩種色彩的）影像。若要為影像著色，可以

選取色相，再調整飽和度和明度值。

偏移色彩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色相與飽和度  顏色對應。

「顏色對應」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備註：在色相偏移群組方塊中，色彩方塊的頂端列顯示 10 個原

始色彩，底端列則顯示轉換過的色彩。每種色彩都會以 360 度
色輪的旋轉度數表示。

2 調整要偏移的每種色彩的滑桿。

3 按一下確定。

您也可以

變更所有色彩的飽和度 在飽和度偏移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
數值，範圍從 -100 到 100。

變更所有色彩的明度 在明度偏移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
值，範圍從 -100 到 100。

將色彩重設為預設值 在載入預設下拉式清單中，選擇預
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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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影像不飽和部分的色彩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色相與飽和度  自然飽和色調。

「自然飽和色調」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預覽」旁的箭頭，開啟 「預覽」面板。

如果您要直接在影像中預覽效果，請勾選預覽影像核取方塊。

3 調整強度滑桿。

往右拖曳滑桿，會增加不飽和色彩的飽和度，且不更改高飽和色

彩；往左拖曳，則降低飽和度。 

值範圍從 -100 到 100。零值則保留影像原有設定。

4 按一下確定。

新增或移除雜點

攝影中「雜點」一詞是指非相片原有的多餘單一像素或像素群。雜

點的成因很多。通常是相機本身的電子處理所造成，或是檔案格式

（例如 JPEG）所導致。雜點是相片內出現的彩色小斑點。放大顯示

比例可以清楚顯示雜點，例如，您可能在相片的藍色晴空中看到紅

色、粉紅色、綠色和黃色斑點。

Corel PaintShop Pro 提供許多方式讓您移除各種類型的雜點，甚至可

讓您將雜點加入「乾淨」的相片中。您可以將這些指令套用至選取

區域或整個影像，藉此進行下列校正：

• 減少影像中的細節，新增粒狀材質。新增少量的影像雜點，可以

掩飾無法利用其他工具移除的小瑕疵和刮痕。

• 找出並消除較四周區域淺或深的小刮痕。

• 修正視訊擷取影像的常見問題；這類影像以不同速率記錄單、雙

數掃描線。這個問題通常是在擷取影像時，主體移動所造成。請

注意，移除掃描線會讓雜點更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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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 JPEG 影像還原至原始外觀。不論從何種軟體套件（例如掃描

軟體）將檔案存成 JPEG 格式，檔案資訊都必須壓縮以縮小檔

案。壓縮可能產生下列不自然斑點：物件邊緣外的光環或漏色、

平滑背景上的棋格式圖案或是明暗不一的區域。

• 移除掃描影像上多餘的圖樣。掃描照片列印在特殊材質的紙張上

有時會出現此問題。

• 您可以移除大部分是黑色或白色的單一像素斑點。每個像素的亮度

都會經過分析，然後與周圍的像素做比較，以判斷否應將它移除。

• 移除相片雜點，但不喪失相片邊緣的細節。例如，校正有斑點的

皮膚同時保留臉部特徵的邊緣。

• 移除與周圍區域格格不入的小亂點或雜點區域。各像素的強度都

調整成周圍像素的中間值強度。（中間值強度是數值範圍的中間

值，非平均值）。若要保留物件邊緣，您可以使用 「中間值濾

鏡」指令。使用這個指令可以對與周圍像素差異較大的像素套用

更多的調整，而且會比套用到與周圍像素相似的像素上的調整更

多。您可以指定周圍像素的數目以使用此計算功能。如果選擇大

量像素，移除的雜點較多，喪失的細節也會較多。

• 移除多像素的黑色斑紋或白色斑點，例如底片灰塵或視訊所造成

的斑點。

• 移除影像中的雜點或斑點，但卻保留材質細節。例如，您可以保

留衣服的材質，同時移除其他區域（例如人物臉部）的雜點。

此外，您還可以使用「自動移除雜點」和 「移除數位雜點」指令。

相關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156 頁的 〈迅速移除數位雜點〉 和 第
156 頁的〈使用進階選項移除數位雜點〉。

新增雜點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新增 / 移除雜點  新增雜點。

「新增雜點」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選擇一個雜點樣式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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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數 - 創造新增材質的粒狀效果

• 一致 - 變更色彩雜點以模擬原有像素

• 高斯 - 使多數雜點類似原有像素，範圍比一致選項廣

3 在雜點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以設定要新增的雜點百分比。

4 按一下確定。

勾選單色核取方塊，可以使用黑白雜點像素。若要使用彩色

像素，則取消勾選該核取方塊。

自動移除刮痕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新增 / 移除雜點  自動移除小刮痕。

「自動移除小刮痕」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勾選下列其中一個核取方塊或兩個都勾選：

• 移除深刮痕 — 移除色彩較背景深的刮痕

• 移除淺刮痕 — 移除色彩較背景淺的刮痕

3 在局部對比限制群組方塊中，於較低和較高控制項輸入或設定數

值，設定刮痕及其背景間的對比。

將較低控制項的設定增加至刮痕再次出現值以下。將較高控制項

的設定減少至刮痕再次出現值以上。

4 在強度群組方塊中，選擇任一選項設定刮痕移除的強度： 

• 輕微

• 正常

• 劇烈

備註：選取可移除刮痕的最低設定。檢查影像所有區域，確定重
要細節皆未遺漏。

5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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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限制特定區域的校正，請進行選取。指令套用到選取區

域的效果會比套用到整個影像的效果佳。

銳利化視訊擷取影像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新增 / 移除雜點  去除交錯線。

「去除交錯線」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對話方塊頂端的「執行前」或 「執行後」窗格中拖曳，以平

移至掃描線最明顯的影像區。

3 在要保留的掃描線群組方塊中，選擇指定要保留奇數或偶數編號

掃描線的選項。

4 按一下確定。

調整影像大小之前應先套用去除交錯線指令。調整大小會新
增或移除影像像素，如此會更難找出掃描線。如果影像已經
調整大小，務必恢復至最接近原始尺寸的大小，如此一來每
條掃描線的高度才會是 1 像素。使用對話方塊中的顯示比例
控制項，可進行縮放直到看見組成一條掃描線的像素數目，
然後調整影像大小，讓每條掃描線的高度為 1 個像素。例
如，如果放大的影像掃描線為 2 像素高，您便可將影像大小
調整為百分之五十。請注意，調整影像大小會使影像喪失清
晰感。

移除 JPEG 影像斑點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新增 / 移除雜點  JPEG 斑點移除。

「JPEG 斑點移除」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對話方塊頂端的「執行前」窗格或 「執行後」窗格中拖曳，

以平移至掃描線最明顯的影像區。

3 在強度群組方塊中，選擇任一選項決定校正的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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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為求最佳結果，請試用每個選項並檢查影像所有區域，以
檢視哪一個選項效果最好。

4 在清晰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指定要還原的細節量。

數值範圍可從 0 （最少）至 100 （最多）。

備註：清晰度過高可能使影像產生細點。

5 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將 JPEG 斑點移除指令套用至任何格式的檔案。例如，
如果已將 JPEG 檔案存為 Corel PaintShop Pro (.pspimage) 格
式，仍可套用此指令。

由於 JPEG 壓縮會丟棄影像資訊，因此只能有限度地還原 
JPEG 影像。

移除撞網樣式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新增 / 移除雜點  移除撞網樣式。

「移除撞網樣式」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顯示比例控制項輸入或設定數值，將影像放大至可清楚看見細

緻圖案。

3 在細緻細節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設定圖案移除的程度。

一次變更一個數字，直至圖案消失。高數值可能模糊影像，因此

請使用可移除圖案的最低值。

4 使用對話方塊中的顯示比例控制項縮小影像倍率，直到能夠在

「執行後」窗格中清楚看見帶狀或色彩汙點。

備註：雖然影像以 100% 顯示時可能看得到帶狀或汙點，但設定

越小會越容易看見。

5 在移除帶狀控制項中變更數值，一次一個數字，直到色彩帶狀或

汙點較不明顯為止（可能無法完全消失）。若要避免小物件彩度

流失，請儘可能使用最低值。

6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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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撞網樣式之後，您可以使用調整功能表中的銳利度指令，
還原細節、去除模糊，但不再引進樣式。如果在「移除撞網
樣式」對話方塊中選擇細緻細節設定（其值較移除樣式所需
值稍高），銳利度指令將可發揮效大效果。

移除單一像素斑點
編輯工作區

1 選取相片中包含斑點的區域。

2 選擇調整  新增 / 移除雜點  去斑點。

選取區域的斑點會去除。

移除雜點但保留邊緣
編輯工作區

1 選取包含要移除雜點的區域。

2 選擇調整  新增 / 移除雜點  保持邊緣平滑。

「保持邊緣平滑」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3 在平滑度控制項中設定或輸入數值。

選擇可移除斑點但同時保留影像細節的最小平滑度。輸入的值不

可低於 1。

4 按一下確定。

雖然保持邊緣平滑指令可套用至整個影像，但如果將問題區
域選取出來，這個指令將可發揮最佳效果。

移除明顯的雜點區域
編輯工作區

1 選取包含要移除雜點的區域。

2 選擇調整  新增 / 移除雜點  中間值濾鏡。

「中間值濾鏡」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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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濾鏡光圈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選擇決定中間值像素強度

時要包含的周圍像素數量。

值的範圍從 3 到 31，以奇數遞增。

備註：若要保留影像細節，請選擇可移除雜點的最小濾鏡。移除
目標如果是單一像素的彩色斑點，則將濾鏡設定成 3。

4 按一下確定。

雖然中間值濾鏡指令可套用至整個影像，但如果將問題區域
選取出來，這個指令將可發揮最佳效果。

移除多像素斑點
編輯工作區

1 選取包含斑點的區域。

2 選擇調整  新增 / 移除雜點  雜質濾鏡。

「雜質濾鏡」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3 在微粒大小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以像素為單位設定可完全

移除的最大斑點尺寸最小值。數值必須是奇數。

4 在微粒敏感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以設定區域與其周圍像

素差異程度多大才會視為斑紋。

5 按一下確定。

雖然雜質濾鏡指令可套用至整個影像，但如果將問題區域選
取出來，這個指令將可發揮最佳效果。

您可以勾選包括全部較小的微粒核取方塊，藉此移除所有比微

粒大小值小的微粒。

勾選加強效果核取方塊，可加強校正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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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雜點但保留材質
編輯工作區

1 選取包含要移除雜點的區域。

2 選擇調整  新增 / 移除雜點  保持材質平滑。

「保持材質平滑」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3 在校正量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以設定校正強度值。

數值設定較低，只能移除小量雜點，但材質區域則保留。數值設

定較高，能移除較多雜質，但材質區域可能無法完整保持。

4 按一下確定。

雖然保持材質平滑指令可套用至整個影像，但如果將問題區
域選取出來，這個指令將可發揮最佳效果。

控制攝影景深

您可以控制攝影景深來建立焦點區域，以凸顯相片中的主體。例

如，相片中花海包圍的人物，您可以取消（模糊）周圍花朵的焦

點，同時在人物上保留清楚的焦點。

您可以套用「攝影景深」效果來凸顯相片中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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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景深是指出現在焦點內的區域。影響攝影景深的要素各有不

同，包括相機與主體之間的距離、鏡頭速度，以及相機的光圈設

定。大部分的自動相機都僅可能使用最小的光圈設定，以確保影像

的大部分落在焦點內。

選取焦點區域

在 Corel PaintShop Pro 中，您可以透過建立圓形或矩形選取區域的

方式，快速選擇焦點區域，或是沿著某個區域四周建立不規則形狀

的選取區域。您也可以反轉選取區域。如需選取區域的詳細資訊，

請參閱第 256 頁的 〈建立選取區域〉。

調整模糊區域

您可控制套用至選取區域外的模糊量，並調整焦點和模糊區域之間

的轉換。Corel PaintShop Pro 還可讓您選擇圓形或六角形的光圈。光

圈形狀會影響出現在失焦區域的光源型態。這個效果稱為散景，在

深色背景上的小光點中最明顯。

使用 「攝影景深」效果建立焦點區域
編輯工作區

1 在調整工作區中，選取您要保持在焦點內的區域。

如需有關選取影像區的資訊，請參閱第 256 頁的〈建立選取區

域〉。

2 按一下調整  攝影景深。

「攝影景深」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3 移動模糊滑桿，調整套用到失焦區域的模糊量。

您也可以

反轉選取的區域 勾選反轉核取方塊。

控制模糊區域的光圈形狀 按一下下列其中一個按鈕：

• 圓形光圈 

• 六角形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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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目前沒有選取區域，可以使用「攝影景深」對話方塊中
的任何選取區域工具，選取焦點區域：圓形 、手繪 、矩形

或點陣選取區域 。

讓選取區域稍微大於焦點區域，然後使用焦點範圍滑桿微調

選取區域的邊緣。

模糊影像

Corel PaintShop Pro 提供數種指令，可讓您將模糊效果套用至影像。

您可以將下列校正方法套用至選取區域、圖層或整個影像：

• 將各像素強度調整成周圍像素的平均強度，藉此移除整個影像的

雜點。亦可移除因色盤式影像色彩深度增加至 24 位元而造成的

色彩遞色。

• 套用平滑轉換，降低影像對比，藉此移除雜點。

• 遞增調和特定數量的像素，追求鐘型曲線，藉此調整模糊效果的

強度。模糊中心密實但邊緣羽化。

• 使用固定曝光時間，模擬運動中物體的拍攝。

• 模擬相機繞圈旋轉或是以極慢的快門速度迅速變焦時拍攝的相片。

調整焦點與模糊區域之間的轉換 移動羽化邊緣滑桿。向右移動滑桿
會增加羽化效果；向左移動滑桿則
減少羽化效果。請注意，設定 0 會
產生不明的硬邊緣，這可能不是您
要的結果。總之，不要將這個滑桿
設定為低於 2 或 3。

微調焦點區域的大小 向左移動焦點範圍滑桿會縮小焦點
區域。向右移動滑桿則會擴展焦點
區域至選取區域的邊緣。

您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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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故意模糊影像？

您可以使用模糊指令柔化選取區域或影像、修飾相片或是移除影像

雜點。「模糊」指令可平均邊緣和色彩明顯轉換區域附近的像素，

使轉換平順並對比降低。您可以將「模糊」指令多次套用到相同的

影像，以建立模糊效果。

依據附近像素強度套用模糊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模糊  平均。

「平均」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濾鏡光圈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

值的範圍從 3 到 31，以奇數遞增。數值愈大，模糊程度愈高。

3 按一下確定。

套用最小模糊
編輯工作區

• 選擇調整  模糊  模糊。

若要加強效果，請再次選擇此指令。

套用中等模糊
編輯工作區

• 選擇調整  模糊  更模糊。

若要加強效果，請再次選擇此指令。

套用高斯模糊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模糊  高斯模糊。

「高斯模糊」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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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半徑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指定要模糊不同像素的範圍

（半徑）。

值範圍從 0.00 到 100.00。

3 按一下確定。

套用動態模糊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模糊  動態模糊。

「動態模糊」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角度群組方塊中，拖曳角度撥盤，或是於控制項輸入或設定數

值，以設定套用模糊的角度。

3 在強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

值的範圍可從 1 到 100%。值愈低，效果愈弱；值愈高，效果

愈強。

4 按一下確定。

套用放射式模糊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模糊  放射式模糊。

「放射式模糊」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模糊類型群組方塊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旋轉 — 環繞影像中心圓形模糊像素

• 顯示比例 — 模糊遠離中心的像素

• 捲曲 — 以螺旋方式模糊像素。在捲曲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

數值，可設定捲曲度。

3 在模糊群組方塊中，於強度控制項輸入或設定數值。

值愈低，效果愈弱；值愈高，效果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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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擠壓半徑以配合影像，請勾選橢圓形核取方塊。這個

選項會在矩形影像上產生橢圓形模糊效果，對於方形影像則沒有

任何效果。未勾選這個核取方塊則會產生圓形模糊效果。

4 在中心群組方塊中，於下列控制項輸入或設定數值，以影響影像

中心：

• 水平偏移 % — 可讓您設定模糊的水平中心點

• 垂直偏移 % — 可讓您設定模糊的垂直中心點

• 保護中心 % — 可讓您決定影像中心要減去多少模糊。數值愈

高，不模糊的中心區域半徑愈大。

5 按一下確定。

銳利化影像

多數數位相片都需要進行若干程度的銳利化，因為數位相機在擷取

過程中會施加柔化效果。相機在擷取時移動也可能拍出銳利度不夠

的相片，而且數位相機更容易拍出輕微失焦的相片。多數情況下，

此問題很容易修復。

色彩、色調和大小調整校正容易柔化相片，因此最好在列印、分享

或封存相片之前，先套用必要的銳利化效果。

Corel PaintShop Pro 提供銳利化指令，可提高鄰近像素的對比，藉此

改善模糊的相片。下列銳利化指令可套用至選取區域、圖層或整個

影像：

• 銳利化高頻率細節（例如邊緣），但忽略低頻率細節（例如大

型結構、漸層和背景色彩）。

• 提高鄰近像素（尤其相片邊緣區域）的對比，藉此改善影像焦

點與清晰感。

• 銳利化影像的中到高對比邊緣，但不加強雜點，如同使用專業色

彩校正時常進行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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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高頻率銳利化效果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銳利度  高反差銳利化。

「高反差銳利化」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半徑控制項中設定 0.00 到 250.00 的數值，指定要銳利化不同

像素的距離（半徑）。

備註：含有近拍目標和較柔細節的相片通常需要設定較大的半徑

設定；含有許多細緻細節的相片通常需要設定較小的半徑設定。

3 在強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介於 0 至 100 的數值，指定指令的

整體強度。

4 在混合模式下拉式清單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決定高頻率

銳利化區域如何調和至原始影像區域：

• 覆蓋 — 移除影像中的中性色調，使邊緣細節突出

• 強光源 — 產生比覆蓋選項更強的對比效果

• 柔和光源 — 產生較為柔和的相片

5 按一下確定。

套用最小銳利化
編輯工作區

• 選擇調整  銳利度  銳利化。

若要加強效果，請再次選擇此指令。

套用中等銳利化
編輯工作區

• 選擇調整  銳利度  更銳利化。

若要加強效果，請再次選擇此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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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低頻率和高頻率銳利化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銳利度  反銳利遮罩。 

「反銳利遮罩」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半徑控制項中設定 0.01 到 100.00 的數值，指定要銳利化不同

像素的距離（半徑）。

備註：含有近拍目標和較柔細節的相片通常需要設定較大的半徑

設定；含有許多細緻細節的相片通常需要設定較小的半徑設定。

3 在強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介於 1 至 500 的數值，指定指令的

整體強度。

4 在剪輯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介於 0 至 100 之間的數值，指定鄰

近像素在銳利化之前必須具備的明度值。

5 按一下確定。

柔化影像

柔化相片可創造夢幻般的光輝效果，以模擬高品質柔焦濾鏡產生的

效果。此效果通常用於雜誌封面和寫真照。如果新增柔焦，清晰、

銳利的相片會顯得溫暖。

Corel PaintShop Pro 提供下列柔化方法：

• 您可以將柔焦相機濾鏡效果套用至相片或選取區域。

• 您可以將一致、柔和的模糊套用至相片或選取區域。

將柔焦套用至選取區域或影像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柔和度  柔焦。

「柔焦」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焦點群組方塊中，於下列控制項輸入或設定數值：

• 柔化 — 決定調整強度。百分比設定低，相片僅少量柔化。百

分比設定高，相片呈現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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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緣重點 — 決定套用至相片邊緣細節的柔化程度。百分比設

定低，邊緣柔化。百分比設定高，邊緣細節保留，因此所套用

的柔化程度較低。

3 在光環群組方塊中，於下列控制項輸入或設定數值：

• 量 — 決定光環效果的強度。數值設定低，只在相片非常明亮

的區域新增光環。數值設定高，光環效果會出現在所有明亮區

域四周。

• 光環大小 — 決定光環的大小。數值設定低，光環小。數值設

定高，光環效果顯著。

• 光環顯示 — 決定光環顯示的強度。數值設定高，光環效果細

微。數值設定高，光環效果較為明顯。

4 按一下確定。

勾選包含散射光線核取方塊，可以柔化相片背景的明亮區域。

套用最小柔化
編輯工作區

• 選擇調整  柔和度  柔化。

套用中等柔化
編輯工作區

• 選擇調整  柔和度  更柔化。

調整影像大小

影像調整完畢後，可以調整其大小。了解調整大小的動作如何影響

影像像素，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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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大小對影像解析度的影響

像素沒有固定的實際大小。每個像素代表一個單一色彩樣本。調整

影像大小時，影像中的像素數目可能有所增減，導致影像重新取

樣。重新取樣會影響檔案大小。

列印解析度是以每英吋的像素數目 (ppi) 為單位定義。列印解析度越

高，建立的列印像素越小，列印的影像也越小。列印解析度越低，

建立的列印像素越大，列印的影像也越大。調整大小可用來執行下

列工作

• 變更列印解析度和列印大小，同時保留像素數目及檔案大小

（不重新取樣）

• 變更像素數目和檔案大小，同時保留列印解析度和列印大小

（重新取樣）

• 變更列印解析度、列印大小、像素數目和檔案大小（重新取樣）

當您調整影像大小時，請考慮以下原則：

• 避免增加影像大小超過 125%。這樣做會造成喪失細節和銳利化。

• 僅調整影像大小一次。如果您以不正確的方式調整影像大小，請

將動作復原並再試一次。

• 調整大小前先進行影像校正和修飾。

重新取樣方法

重新取樣選項可讓您指定影像中變更的像素數目。雙立方方法是最慢

的方法，但產生的結果通常最佳。

下表說明 Corel PaintShop Pro 中提供的重新取樣類型。

重新取樣類型 描述

智慧型大小 按您新增的像素尺寸，選擇最佳尺
寸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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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取樣影像時像素會有什麼變化？

當您使用「調整大小」指令增加影像度量時，必須從現有像素的資

訊中插入額外的像素。想像您擁有 100  100 像素的影像，想要將

像素數增加到 200  200 來放大影像。一開始使用 10,000 像素，調

整大小後，最後是 40,000 像素。因此，四分之三的最後像素為

「製造」的。大部分製造像素的方法，是在延展影像度量後像素之

間所產生的間隙之間插入像素。「調整像素大小」方法會複製最接

近的像素色彩。「雙線性」方法是以四個鄰近像素的平均值為主

（來自 2  2 像素鄰近區域）。「雙立方」方法則較為複雜，會使用 
16 個鄰近的像素 （來自 4  4 像素鄰近區域）。這個較大的鄰近區

域提供了更多關於該特定影像部分中色彩變更方式的資訊，因此能

夠改善所製造像素中的色彩。

當您使用「調整大小」指令減少影像度量時，像素色彩會一併平

均。想像您要將影像從 100  100 像素降低為 50  50 像素。結果會

包含 2,500 個像素，也就是以四分之一的像素呈現原始影像。不同

的取樣方法決定了原始像素中採用的像素平均值。

雙立方 將鋸齒狀邊緣減至最少。這些鋸齒
狀邊緣通常是因影像放大、形狀不
規則或過於複雜造成

雙線性 使用各個現有像素附近中最接近的 
2 個像素以決定新建立的像素外觀。

調整像素大小 複製或移除像素以選取影像的寬度
與高度 （建議使用硬邊影像與簡單
圖形）。

已調整粗細 使用接?像素的已調整粗細色彩數值

以決定新建立的像素外觀 （此技巧
最適用於減少影像的匠氣、不規則
或複雜程度）。

重新取樣類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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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還有其他方式可調整影像大小？

除了使用「調整大小」指令外，還可以透過變更畫布大小、剪裁影

像、以不同大小進行列印、使用「選擇性複製」指令或使用 「轉存

為 Office 影像格式」指令來變更影像大小。

增加畫布大小會增加影像邊緣的像素。縮小畫布大小將隱藏影像邊

緣的像素（完整保留圖層資訊）。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38 頁

的〈調整畫布大小〉。

剪裁影像會刪減所選剪裁區域以外的像素。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141 頁的 〈剪裁影像〉。

您可以透過拖曳選取區域控點的方式，調整加入「列印版面」工作

空間的影像大小。這種調整影像大小的方式不會改變影像檔，因此

在您要列印不同大小的影像時相當實用。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53 頁的〈調整列印版面的影像大小〉。

選擇性複製指令可讓您以三種大小之一將影像複製到剪貼簿，根據

您複製的影像將以專業方式列印、從桌面列印，或是將影像複製到

電腦螢幕或電子郵件而定。複製影像至剪貼簿之後，您就可以將調

整過大小的影像貼入其他應用程式的檔案中，例如文字處理器。如

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79 頁的 〈將影像複製至其他應用程式〉。

轉存為 Office 影像格式指令提供的調整大小選項與「選擇性複製」提

供的選項類似，其差異在於您可以將檔案儲存到磁碟中，並且指定

影像大小和解析度。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3 頁的 〈轉存影像

為 Office 應用程式影像格式〉。

為什麼要調整影像大小？

如果您知道調整影像大小的目的，就能更有效地運用「調整大小」

對話方塊。

• 如果您要在網頁上使用相當大的相片，或是要附加大型相片至電

子郵件，則可以使用列印大小群組方塊中的寬度和高度控制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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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階設定區域中，您應確定未勾選維持原始列印大小核取方

塊，而且已勾選鎖定外觀比例核取方塊。

• 如果您要以特定百分比或特定像素度量調整影像大小（例如，

800  600），您可以使用像素尺寸群組方塊中的控制項。在進階

設定區域中，您應確定已勾選重新取樣工具核取方塊。

• 如果您要以僅變更解析度的方式調整影像大小，可以取消勾選進

階設定區域中的重新取樣工具核取方塊，並且在列印大小群組方

塊的解析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這種調整影像大小的方式

不會改變影像的像素度量。

以解析度或列印大小調整影像大小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影像  調整大小。

「調整大小」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勾選進階設定核取方塊。

3 取消勾選重新取樣工具核取方塊。

4 在列印大小群組方塊中，於寬度、高度或解析度控制項中輸入或

設定數值。

您可以使用寬度、高度和解析度控制項旁的下拉式清單變更度量

單位。

5 按一下確定。

您也可以

重新取樣影像像素 勾選重新取樣工具核取方塊，並選
取重新取樣方法。
附註：重新取樣變更影像像素尺寸
並讓您可在寬度與高度設定中單獨
變更解析度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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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取消勾選重新取樣工具核取方塊時，寬度、高度和解析度

控制項會彼此搭配運作 — 其中一個控制項變更會使另外兩個
控制項一併變更。當您使用這個方法時，影像的像素度量會
維持不變。

以像素尺寸或百分比調整影像大小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影像  調整大小。

「調整大小」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勾選進階設定核取方塊以顯示額外的「調整大小」設定。

3 勾選重新取樣工具核取方塊，並從下拉式清單選取重新取樣方法。

備註：「雙立方」方法通常會產生最佳結果，但也是最慢的方法。

如果您只要調整目前圖層的大小，請取消勾選調整所有圖層大小

核取方塊。

4 從像素尺寸群組方塊中的下拉式清單中，選擇像素或百分比 （以

原始影像的百分比調整大小），然後在寬度和高度控制項中輸入

或設定數值。

5 按一下確定。

銳利化調整過大小的影像 勾選重新取樣工具核取方塊，並在
下拉式清單中選取雙立方。設定銳
利度控制項至 100 左右以縮小影

像，或設定至 50 左右以放大影像。

附註：銳利度控制項設定為 0 

時，調整過大小的影像銳利度

則不變。

保留調整過大小的影像亮度 在 「一般程式偏好設定」對話方塊
的其他選項，勾選調整大小時保留
影像亮度核取方塊。

您也可以
200 Corel PaintShop Pro X7 使用指南



建議勾選鎖定外觀比例核取方塊，限制新影像尺寸與影像目
前尺寸成比例。任一尺寸的延展或縮小量超過另一尺寸，都
會改變外觀比例，使影像變形。在列印大小和像素尺寸群組方
塊中，勾選鎖定外觀比例核取方塊時，鎖頭圖示會出現在寬度

和高度控制項旁。若變更其中一個控制項的設定，另一個控
制項的設定也會自動變更。

您可以透過勾選維持原始列印大小核取方塊，保留影像目前的

列印大小。勾選這個核取方塊時，解析度控制項和像素尺寸群

組方塊中的寬度和高度控制項旁會出現鎖頭圖示。
調整影像 201



202 Corel PaintShop Pro X7 使用指南



修飾和還原影像 
Corel PaintShop Pro 提供您多種修飾影像的方式。無論您要移除小刮

痕、清除整個背景，或單純地消除紅眼，都可找到需要的工具。

本節涵蓋下列主題：

• 消除紅眼

• 套用化妝修飾特效

• 移除刮痕

• 移除瑕疵和物件

• 使用「魔術填色」以擦除影像區域

• 清除影像區

• 剪下影像區

• 使用筆刷修飾影像區

• 重新著色影像區以取得真實特效

• 取代色彩、漸層或樣式

• 以色彩、漸層或樣式填入區域

• 翻轉並鏡射影像

• 新增邊框

• 使用智慧型雕刻器縮放相片

• 使用挑選工具縮放和轉換影像

• 調整畫布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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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紅眼

紅眼是相片中常見的問題。當來自相機閃光燈的光源從相片主體的

視網膜反射出，並隨即在相片中捕捉到時，便會發生紅眼。

Corel PaintShop Pro 提供兩種方式，讓您消除彩色相片中的紅眼。

最快的消除方式是使用「紅眼」工具。而功能較強的方式則是使用

進階的「消除紅眼」指令變更眼睛的色彩。

「紅眼」工具會將主體瞳孔的紅色取代為深灰色，
以還原自然外觀。

迅速消除紅眼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紅眼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調整紅眼大小控制項，讓游標變成

約需要校正紅眼區域的兩倍大。

3 將游標直接放在眼睛上方，然後按一下。

必要時可以放大相片的顯示比例，讓您更易於操控紅眼工具。

您可以按住 Alt，同時將紅眼工具拖曳到眼睛區域上方，藉此

以互動的方式調整指標大小。

利用進階選項消除紅眼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消除紅眼。

2 在「執行後」預覽區域中，將主體的紅眼拖曳至中央。需要時

可利用顯示比例控制項，更仔細地看清楚眼睛。

3 從色相和色彩下拉式清單選擇色彩變化選項。

備註：只有自動處理人類眼睛方式可使用色相下拉式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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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方式下拉式清單，選擇下列其中一種校正方式：

• 自動處理人類眼睛 — 自動選取校正區域，並選擇適合人類眼

睛的設定

• 自動處理動物眼睛 — 自動選取校正區域，並選擇適合動物眼

睛的設定此方式可旋轉選取區域。

• 手繪瞳孔外框 — 讓您使用套索工具來選取需要校正的人類或

動物的眼睛區域

• 點對點瞳孔外框 — 讓您使用點對點選取區域工具來選取需要

校正的人類或動物眼睛區域

若需要更謹慎的校正影像區，例如部份遮住的瞳孔，最好選擇手

繪瞳孔外框或點對點瞳孔外框方式。

5 在「執行後」預覽區域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工作：

• 若選擇自動處理人類眼睛或自動處理動物眼睛方式，請在眼睛

的紅色區域內按一下，自動選取眼睛，或從眼睛中央拖曳至紅

色區域的邊緣外面。

• 若選擇手繪瞳孔外框方式，則沿著瞳孔的紅色區域邊緣拖曳，

直到到達選取區域的起點為止。

• 當您使用點對點瞳孔外框方式時，請按一下瞳孔的紅色區域邊

緣周圍，然後在到達起點時按兩下。若要反向點選動作，按一

下滑鼠右鍵即可。

選取眼睛後，選取區域周圍會出現一個圓形，以及包圍圓形、用

來進行調整的控制方塊。在「執行後」預覽區域中會顯示修正

過的眼睛。

備註：如果您選擇手繪瞳孔外框方式或點對點瞳孔外框方式，請
將選取區域限於眼睛的瞳孔（眼睛中央的黑色小圓形）。這兩種
方式是專為修正出現紅眼的瞳孔區域所設計，而不會改變周圍的
虹膜。

6 設定下列控制項微調眼睛校正：

• 瞳孔明度 — 指定瞳孔的明度量，讓修正後的眼睛符合自然的

眼睛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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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虹膜大小 — 指定虹膜的大小。增加虹膜大小會縮小瞳孔。

• 反光點明度 — 指定反光點的明度。值越低，反光點越暗；值

越高，反光點越亮。

• 反光點大小 — 指定反光點的大小

• 羽化 — 調整校正後眼睛的邊緣，使之能融入周圍區域或看起

來更清晰。值越小，邊緣越清晰；值越大，邊緣與周圍影像區

便越調和。

• 模糊 — 相片的外觀粗糙時，調和眼睛與周圍像素。您可以一次

增加一個單位的設定數值，直到眼睛與其餘影像自然調和為止。

7 按一下確定。

原始相片中的眼睛部份遮住時，精緻化滑桿可幫助您校正紅
眼。例如，如果原相片中部分眼睛被眼皮覆蓋，則校正後相
片中被覆蓋的眼睛部份也應相同。向左拖曳滑桿會減少校
正，並縮小與周圍皮膚的重疊範圍。

套用化妝修飾特效

您可以執行下列化妝修飾，來快速改善主體的外表：

• 瑕疵移除 — 使用修飾工具的瑕疵修正模式

• 牙齒漂白 — 使用修飾工具的牙刷模式

• 修正充血的眼睛 — 使用修飾工具的取代顏色模式

• 新增加深效果 — 使用修飾工具的加深模式

您也可以

移動反光點至瞳孔中心 勾選反光點置中核取方塊。

旋轉動物眼睛的選取區域 拖曳旋轉中心控點。

重設選取區域的形狀 拖曳選取區域的控點邊線。

刪除選取區域 按一下刪除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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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相片主題變瘦 — 使用修飾工具的變瘦模式

• 皺紋移除 — 使用刮痕移除工具

• 快速平滑膚色 — 使用調整功能表的皮膚平滑化指令

您可以移除瑕疵、美白牙齒，以及套用加深特效。

移除面部瑕疵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修飾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選擇瑕疵修正 模式。

指標會變成兩個同中心的圓圈。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將大小控制項調整為允許內圈包圍

瑕疵的最小大小。

外圈是用於覆蓋瑕疵的材料。

4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調整強度控制項。

值範圍從 1 到 100。值越高，套用至瑕疵區域（內圈所包圍）

的原始材料（外圈所包圍）越多。

5 直接在瑕疵上按一下。

您可放大相片，來讓您更容易控制修飾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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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白牙齒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修飾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選擇牙刷 模式。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視需要調整強度控制項。

較高的設定數值可造成更強烈的白色特效，但也會造成不自然的

外表。

4 直接在牙齒上按一下。

如果牙齒分開或局部變得模糊，您可能需要分別對每顆牙齒套用

此工具。

修飾工具的牙刷模式僅適用於彩色相片。

套用使眼睛變白的取代顏色工具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修飾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選擇取代顏色 。

3 在強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

較高的值會讓眼睛區域變得更白，但可能使白色部分超出眼白

部分。

4 需要時可放大顯示比例，再仔細點選眼睛充血的部分。

套用加深效果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修飾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選擇加深 模式。

3 在大小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

4 在強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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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越高，加深特效越強。

5 小心地在相片主體的皮膚上拖曳。

套用變瘦特效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修飾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選擇變瘦 模式。

3 在強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

較高的數值會在橫軸壓縮更多像素。

4 按一下相片主體的中間。

在您點按時，點兩邊的像素將會壓縮。您可以繼續點按來加強變

瘦特效。

移除面部皺摺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刮痕移除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選擇方形邊緣 ，或修飾斜角邊緣

選取區域方塊。

3 在寬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讓皺摺能調整至如您所拖曳的

選取區域方塊的內部大小。

4 將游標放在皺摺外，小心地拖曳到皺摺上方，讓它被包圍在內部

矩形中。

皺摺會被周圍的皮膚材質覆蓋。

如果您需要重新開始，可復原校正範圍，調整寬度控制項，
然後再次拖曳。

針對非直線的皺摺線，一次修正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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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膚色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調整 皮膚平滑化。

2 在「皮膚平滑化」對話方塊中，調整數量滑桿。

將滑桿移向右側增加平滑化，移向左側減少平滑化。

「皮膚平滑化」指令可平滑膚色並快速減少皺摺和瑕疵的外觀。

皮膚平滑化指令會自動偵測，並在不影響眼睛或嘴唇下平滑

化膚色。然而，如果相片中的其他區域因接近膚色色彩而受

到影響，您可以使用選取區域將要平滑化的區域獨立出來。

如需選取區域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56 頁的〈建立選取區

域〉。

移除刮痕

「刮痕移除」工具可從相片中移除刮痕、裂痕及其他不想要的影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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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 「刮痕移除」工具修復個別的刮痕。

您可以利用工具將有瑕疵的區域包圍住，再用想要保留的周圍內容

將此區域填滿。如果背景相對較平滑，效果通常不錯。若刮痕是在

材質或較複雜背景上，利用「仿製筆刷」工具移除會更有效。如需

「仿製筆刷」工具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212 頁的〈移除瑕疵和物

件〉。

如果影像中有許多小刮痕，您可使用「自動移除小刮痕」指令。如

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82 頁的 〈自動移除刮痕〉。

移除刮痕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選取包含要移除區域的圖層。

2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刮痕移除工具 。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來定義刮痕

移除工具的形狀。

• 方形邊緣  — 修正與物件邊緣垂直、位於開放區域，或屬於

同一種色彩的刮痕

• 修飾斜角邊緣  — 修正與物件邊緣呈現某個角度的刮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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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游標放置在刮痕外的其中一端，按住滑鼠左鍵然後拖曳滑鼠，

在刮痕上方設定選取區域方塊。

5 釋放滑鼠按鈕。

被包圍住的區域會被周圍的像素所取代。

為避免移除刮痕周圍區域中的重要細節，您可建立選取區域
來限制校正範圍。如需建立選取區域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256 頁的〈建立選取區域〉。

如果您對結果不滿意，按一下復原按鈕 ，重新選擇刮痕並
重試此工具的不同寬度。

如果刮痕的範圍超出數種不同的背景，您可以嘗試一次移除

一段刮痕。

移除瑕疵和物件

您可以使用「仿製筆刷」工具或 「物件移除」工具，移除影像中的

瑕疵和物件。「仿製筆刷」工具可讓您將影像的其他部份塗畫在瑕

疵和物件上，藉此將其移除。塗畫來源可以是同圖層的一部分、影

像的其他圖層、合併影像，或其他影像圖層。

您也可以

移動選取區域方塊時，自起點遞增
1 個像素

放掉滑鼠按鍵前，按下箭頭鍵。

以遞增 1 個像素的方式來增加或減

少選取方塊的寬度

放掉滑鼠按鍵前，按下 Page up 鍵
或 Page down 鍵。

使用周圍像素來填滿與選取區域方
塊邊緣垂直的區域

放掉滑鼠按鍵前，按下 Shift 鍵。

這個技巧非常適合用於有定義邊框
和線的相片背景，例如磚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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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製筆刷」工具原本是用來移除左側相片中牆上的裂痕。

包圍區域的色彩和材質相當不一致時，「物件移除」工具可讓您移

除物件。這項工具與「仿製筆刷」工具類似，可讓您辨識要移除的

區域，然後選擇一種背景將該區域覆蓋。

使用「物件移除」工具將一隻船從水面移除。

仿製影像的一部份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仿製筆刷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選擇筆刷筆尖、大小、不透明度和

其他設定。

如果您要讓仿製筆刷工具在每次繼續塗畫時重設來源點時，請標

示對齊模式核取方塊。您可以繼續在目標區域上方拖曳，以填入

來源影像。如果您希望讓每一筆觸從原始的來源點複製相同的資

料，則取消標示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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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要從所有合併在一起的圖層仿製資料，請標示使用全部圖

層核取方塊。如果您只要從目前圖層仿製資料，則取消標示該核

取方塊。

3 在來源影像上，以滑鼠右鍵按一下來源區域的中心點。

如果影像有多個圖層，請先在「圖層」面板上按一下圖層的名

稱，再定義來源區域。

4 將影像拖曳到您要塗畫仿製區域的位置。

仿製影像區時，必須選擇有資料的來源區域。

如果您的影像包含選取區域，請務必在選取區域內按一下滑
鼠右鍵來設定仿製來源。如果您使用外框筆圖板，按住 Shift
即可達到相同的結果。

您也可以按住 Shift 鍵，同時再按一下影像來設定來源點。

您可以按下 Alt，同時在影像視窗中拖曳，以互動的方式調整

筆刷大小。

移除相片中的物件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物件移除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選擇選取區域模式按鈕 。

3 沿著要移除的物件周圍拖曳。

4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選擇來源模式按鈕 。

影像視窗中將顯示一個矩形。

5 將矩形放置在要取代之前選取區域的區域上方。

6 拖曳矩形的控點調整其大小，或拖曳矩形的旋轉控點旋轉它。

建議您讓矩形的範圍與要移除的區域一樣大，或稍微大於該區域。

7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套用按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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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選擇選取區域 取消選取取消選取區域。

您也可以在啟動物件移除工具前，使用任何區域選取工具來
建立一個選取區域。

您也可以按下 Ctrl + D 來取消選取區域。

使用 「魔術填色」以擦除影像區域

「魔術填色」是一種內容感知功能可讓您移除相片中不要的元素。

使用您喜愛的選取區域工具選擇您想要移除的區域或物件，然後套

用「魔術填色」。儘管選取區域周圍的色彩和材質相當不一致時，

「魔術填色」亦可以對應周圍區域的背景取代選取區域。如需選取

區域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55 頁的 〈使用選取區域〉。

您也可以

使用套索工具將選取區域羽化 建立選取區域之前，調整 「工具屬
性列」面板上的羽化控制項

調整來源素材的不透明度 按一下套用按鈕之前，調整「工具
屬性列」面板上的不透明度控制項。

選擇所有或目前圖層的來源素材 勾選使用全部圖層核取方塊，仿佛
您已將這些圖層合併一樣，選取所
有來源素材的圖層。如果您僅想選
擇目前圖層的來源素材。請勿勾選
核取方塊。

套用來源素材時，漸變邊緣並使用
物色調範圍

在 「工具屬性列」面板上，選擇智
慧型漸變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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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魔術填色」擦除影像區域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下列其中一項選取區域工具：

• 選取區域工具

• 套索工具

• 智慧選取筆刷 （取消勾選「工具屬性列」面板的智慧型邊

緣，您的筆刷所到之處即可成為唯一的選取區域）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調整需要的選項：

3 選取影像中您要擦除的區域。您選取的區域不用十分精確。儘管

選取區域內包含一些背景，「魔術填色」會盡力將影像擦除。

4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魔術填色按鈕 。

選取區域即會填入取樣自背景的色彩與材質。

如果第一次的結果不如預期，您可輕易地復原填色並重新調整選

取區域，或建立新的選取區域並將「魔術填色」僅套用至您要

修飾的區域。

清除影像區

您可以使用「橡皮擦」工具清除圖層的區域，使之呈現透明。使用

「橡皮擦」工具清除點陣圖層時，工具經過路徑中的所有像素都會

變成透明。灰白相間的棋盤樣式即代表透明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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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背景橡皮擦」工具即可迅速移除影像的背景。

您可以使用「背景橡皮擦」工具選擇性地清除像素。例如，在山派

相片中，您可以清除天空或從包圍的影像區獨立出一個物件。

復原和清除之間的差異

在 Corel PaintShop Pro 中復原一個動作時，原始影像中的細節會被

還原。若要瞭解復原和清除之間的差異，請見塗畫筆觸的範例。如

果您畫錯一筆並將它清除，該筆觸下的影像細節便會消失。當您要

讓特定像素變成透明時，您可清除塗畫。您還可以清除以製作特

效，例如透過另一個圖層顯示某一個圖層。

背景橡皮擦工具的設定

您可以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調整 「背景橡皮擦」工具的預設

值。例如，您可以變更不透明度、色彩相似度和取樣區域的設定。

使用「背景橡皮擦」工具時，可設定下列控制項：

• 不透明度 — 指定不透明度等級。100% 的設定值會清除像素至

完全透明，而較低的設定值則清除像素至半透明。

• 相似度 — 決定選取的像素與取樣像素之間比對的接近程度。數

值的範圍從 0 到 512。設定值越低，清除的像素色彩越相似。越

高設定，清除的像素越多。（如果標示 「自動相似度」核取方

塊，則無法使用這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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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銳利度 — 根據物件和背景的色差，指定所清除邊緣的柔和程

度。數值的範圍從 0 到 100。若您要清除的邊緣形成漸層 （即

逐步提高的色彩變化），則可使用較低的設定值；若要清除的邊

緣色彩變化較為突兀，則可使用較高的設定值。

• 取樣 — 指定清除像素的基準。這個控制項包含下列選項：

一次 — 取樣您初次點選的點，並清除筆觸路徑上所有相符的像

素。這項設定會清除相似的色彩，並保留您要的區域。

連續 — 連續取樣，並清除所有相符的像素。如果您要清除的區域

變化相當大，則可使用這個選項，並設定較低的步調值，如此一

來當您清除時，就能經常對該區域進行取樣。此工具可清除遇到

的任何色彩，包括前景色彩（如果取樣的像素落入前景區域）。

背景樣本 — 清除符合「色彩控制」面板上目前背景色彩的所有

像素

前景樣本 — 清除符合「色彩控制」面板上目前前景色彩的所有

像素

• 限制 — 指定清除的像素是否彼此相鄰。這個控制項包含下列

選項：

不相連區域 — 清除工具路徑中符合取樣像素的所有像素，即使

這些像素不相連。您可利用此模式，來校正透過影像中的空洞所

顯示的背景。

相連區域 — 只清除符合取樣像素的相連像素。背景像素的色彩

接近您想要獨立出來的物體邊緣時，可使用此模式。

尋找邊緣 — 根據邊緣資訊限制清除動作

自動相似度 — 根據工具路徑中的像素決定相似度。相似度可能

會隨工具移過不同的圖層部份而連續改變。取消標示此核取方塊

即可指定「相似度」設定。

使用全部圖層 — 從所有合併在一起的圖層來取樣資料。只有目

前圖層的像素會清除。若只要從目前圖層取樣資料，則取消標示

此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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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明度 — 忽略色彩明度和飽和度中銳利度的差異。如果您想

要獨立出來的物體色彩飽和度強烈，但其背景卻無彩度或情況相

反時，可標示此核取方塊。

我應該使用自動或手動相似度？

您應先從標示「自動相似度」核取方塊開始進行。如果您發現從影

像清除的像素太多或太少，則可取消標示「自動相似度」核取方

塊，然後在「相似度」方塊中增加或減少值。

清除影像區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橡皮擦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選擇您要的筆刷選項。

如需設定筆刷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21 頁的〈選擇筆刷

選項〉。

3 拖入要清除的影像。

如果您清除背景圖層，「橡皮擦」工具會將它清除至透明，
而該圖層會自動變成點陣圖層。

您也可以

還原已清除的像素 按住滑鼠右鍵並拖曳至已清除的區
域上方。

清除直線 按一下線條開頭，按住 Shift 鍵，然

後按一下線條結尾。若要繼續清除
線條，則移到下一個點，按住 Shift
鍵，然後再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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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影像中的背景區域
編輯工作區

1 在 「圖層」面板上，按一下您想要獨立出來包含影像元素的

圖層。

2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背景橡皮擦工具 。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選擇您要的筆刷選項。

如需設定筆刷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21 頁的〈選擇筆刷

選項〉。

4 沿著要獨立出的影像區邊緣拖曳。

緩慢而謹慎的筆觸能達到最佳結果。在要清除區域中保留筆刷中

心，同時也在要保留區域保留筆刷邊緣。

在背景圖層上使用背景橡皮擦工具時，它會自動變成點陣
圖層。

您可以將檔案存成下列檔案格式，藉此保留透明背景（當您
想要將可見的內容放在另一個圖層或背景上時）：
PSPImage、PNG、GIF。

您也可以

還原已清除的像素 按一下滑鼠右鍵並拖曳。

清除直線 按一下起點，並在按住 Shift 後，再

按一下端點。若要繼續清除線條，
則移到下一個點，按住 Shift 鍵，然

後再按一下。

切換到橡皮擦工具 按住 Backspace，同時拖曳滑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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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下影像區

您可以使用「物件擷取工具」，從周圍的背景剪下影像區。然後您

可以從背景分別編輯剪影圖案，對照不同的背景顯示剪影圖案，或

是與其他影像進行合併。

物件擷取工具流程：(1) 標示影像區的邊緣；(2) 新增填色；
(3) 預覽剪影圖案並視需要進行修飾；(4) 將剪影圖案放入影
像視窗中；(5) 將剪影圖案置於背景影像之上 （選用）。

剪下影像區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按一下您想要剪下包含影像區的圖層。

2 選擇影像  物件擷取工具。

物件擷取工具對話方塊會連同依照預設值啟動的筆刷工具 。

3 移動筆刷大小滑桿，即可調整筆刷大小。

4 在預覽區域中，沿著要剪下的影像區邊緣繪製線條。 

確保選取區域外框與周圍的背景稍微重疊，且以密閉圓圈方式完

全包圍該區域。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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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一下填色工具 ，然後在您要剪下的區域內部按一下。

就會覆蓋您點選的影像區。

備註：如果選取區域外框尚未關閉，填色會涵蓋整個影像。在此

情況下，按一下橡皮擦工具 清除填色，然後使用筆刷工具以

完成選取區域的框線。

6 按一下處理以預覽結果。

如果您不喜歡這種結果，請按一下編輯遮罩返回上一個預覽並修

飾剪影圖案。

使用 「物件擷取工具」指令時，背景圖層會自動變成點陣
圖層。

您也可以

清除部分的選取區域外框 按一下橡皮擦工具 ，並拖曳至您要

刪除的選取區域圈選框上方。

修飾影像邊緣的細部以呈現最終
結果

如果物件包含萬花筒或複雜框線，將
精準度滑桿移至較高的值。
按下處理後才能使用精準度滑桿。

恢復為原始影像 按一下重設。在按下處理並清除填色
和選取框線後，才能使用重設按鈕。

隱藏填色覆蓋與邊緣外框 勾選隱藏遮罩核取方塊。

指定筆刷筆尖的確切大小 在筆刷大小方塊輸入或設定數值。

放大和縮小顯示比例 在顯示比例方塊中輸入或設定數值。

顯示實際大小的影像 按一下顯示比例為 100% 按鈕 。

在完整預覽視窗顯示影像 按一下將影像調整至視窗大小按鈕

。

平移至影像的其他區域 使用平移工具 拖曳影像，直到您想

看到的區域出現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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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預覽區域按滑鼠右鍵，您可以在筆刷工具至橡皮擦工具之

間進行切換。 

使用筆刷修飾影像區

您可以藉由套用筆刷筆觸來修飾影像。有些修飾筆刷會模擬相片特

效，有些則會根據明度、飽和度、色相或色彩值來變更像素。有些

修飾筆刷建立的特效與色彩校正指令所產生的特效相似。下表說明

修飾筆刷。 

筆刷 效果

變亮 / 變暗 增加或減少亮度。影響 RGB 或亮度的

像素值

加亮 使影像陰暗區域的細節變亮且更細緻
（模擬傳統攝影的暗房技巧，使用降低
列印相片區域的亮度，將相片中區域
變亮）

加深 將影像過於明亮區域變暗

塗抹 自起點擴展色彩與影像細節，並隨著
筆刷移動將新色彩與影像細節挑選出
來，以煩似塗抹顏料方式塗繪至影像

擠壓 自起點擴展色彩與影像細節，但不會
將新色彩或影像細節挑選出來

模糊 平滑化邊緣並減少對比

銳利化 強調邊緣並突出對比

浮雕 抑制色彩並以黑色描繪邊緣，讓前景
看來從背景上升起

增加 / 減少飽和度 增加或減少亮飽和度。影響 HSL 的像

素值

增加 / 減少色相 增加或減少色相。影響 HSL 的像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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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修飾筆刷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修飾筆刷。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設定筆刷控制項。

3 拖入影像以便套用工具。

去飽和度 在 「色彩控制」面板上，以目前前景
色彩特徵為基礎改變：色彩、色相、
飽和度或明度的像素
• 如果您選擇以色彩為目標，筆刷會
套用前景色彩，而不影響明亮度。

• 如果您選擇色相、飽和度或明度為
目標，筆刷會套用色相、飽和度或
明度值至前景色彩，而不影響明設
定值。

顏色保留 如需 「顏色保留」工具的相關資訊，
請參閱第 228 頁的 〈取代色彩、漸層

或樣式〉。

您也可以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

反轉工具行為 使用 「變亮 / 變暗」 、「增加 / 減少

飽和度」 或 「增加 / 減少色相」

工具時，勾選切換滑鼠按鍵核取方

塊。

修飾所有圖層的資料 使用 「塗抹」 、「擠壓」 、「柔

化」 、「銳利化」 或 「浮雕」

工具時，勾選使用全部圖層核取

方塊。

使用變亮 / 變暗 工具以調整明

度或 RGB 值將影像變亮或變暗

從模式下拉式清單選擇 RGB 或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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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設定筆刷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21 頁的〈選擇筆
刷選項〉。

套用筆刷至影像時按一下滑鼠右鍵，即可套用修飾筆刷的相

對特效。

重新著色影像區以取得真實特效

您可以使用「相似區域填色」工具來實際地重新著色影像中的物體

或區域。「相似區域填色」工具和其他工具及指令 （例如「填色工

具」、某些修飾筆刷或 「單色」、「色相 / 飽和度 / 明度」或 「顏色

對應」指令）的差別之處，在於它將指定的色彩明暗變化納入考

量。「相似區域填色」工具可偵測和分析影像亮度的變化，並根據

照明來套用重新著色。

您可以調整在相似度和邊緣柔和度上「工具屬性列」面板的設定，

並在您修改「工具屬性列」面板的設定或 「色彩控制」面板的色彩

時，更新目前的重新著色。

「相似區域填色」工具最適合用於糾結物體，例如素色的衣服、地

毯和油漆物件。用於發亮或反射的物件上效果或許較差，同時也不

適合用於漸層或圖樣。

選擇一前景色彩的特徵以做為目

標並套用去飽和度工具 
從模式下拉式清單選擇一個選項。

僅套用筆刷筆觸至對應筆刷筆觸
取樣區域的指定區域

勾選智慧型邊緣核取方塊。 

使用加亮 與加深 工具以限制

變更至陰影、中間調或亮部。

從限制下拉式清單選擇一個選項。

您也可以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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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按一下滑鼠便能變更女孩衣裳的顏色。

利用相似區域填色工具重新著色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相似區域填色工具 。

相似區域填色工具與填色工具為同一群組工具。

2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按一下樣式下拉式清單中的色彩按鈕

，並選擇一個純色。

如果「色彩控制」面板未顯示，請選擇檢視 面板 色彩控制。

為達到真實的色彩特效，可將（「材料屬性」對話方塊中的）飽

和度數值設為較接近 100 而非 255 （全彩度）。

3 將相似區域填色游標移到影像中要變更的地方，再按一下使用

「前景 / 筆觸」色彩重新著色，或按滑鼠右鍵使用目前的 「背景

/ 填色」色彩重新著色。

4 按一下套用設定物件的色彩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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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使用「相似區域填色」工具時，您可以復原和取消復原
動作，例如調整「工具屬性列」面板中的色彩或設定。

若要將要重新著色的區域獨立出來，您可以建立一個選取區
域。有關製作選取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256 頁的〈建
立選取區域〉。

為避免「相似區域填色」影響相片中不想變更的區域，您可

以複製相片所在的圖層，套用「相似區域填色」到新的圖

層，然後使用「橡皮擦」工具來清除您想還原的已變更色彩

區域。接著，您可以將圖層再組合起來。

您也可以

使用目前影像的色彩。 選擇滴管工具 ，按一下影像中所要

的色彩，然後選擇相似區域填色工具
重新啟動。

立即變更您想要套用的色彩 按一下套用之前，在 「色彩控制」面
板上按一下色彩。

調整色彩之套用 在按一下套用前，先在 「工具屬性
列」面板上調整下列任何的控制項：
• 相似度 — 決定目前色彩需如何符

合相似的色彩，以便套用重新著
色。較高的設定值會造成更多像
素重新著色。

• 邊緣柔和度 — 決定與重新著色像

素所接鄰的像素所受的影響。較
高的設定值會造成更多的重新著
色 「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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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色彩、漸層或樣式

您可以使用「顏色保留」工具，將選取區域或圖層中的某一種色彩

取代為另一種色彩。使用筆刷筆觸僅可取代筆刷接觸的像素，或取

代選取區域或像素中特定色彩的所有像素。

您可以設定相似度值，讓「顏色保留」工具在指定的色彩值範圍內

變更。「顏色保留」工具還可搭配漸層和樣式使用。

您也可以使用「填色工具」取代選取區域或圖層中特定色彩的所有

像素。如需「顏色保留」工具和 「填色工具」之間差異的相關資

訊，請參閱第 229 頁的 〈以色彩、漸層或樣式填入區域〉。

為什麼套用「顏色保留」工具時沒有發生任何變更？

您必須選取影像中出現的前景或背景色彩。如果沒有符合所選取色

彩的像素，則不會取代任何像素。

如需直接從影像選取前景或背景色彩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44 頁

的〈從影像或桌面選擇色彩〉。

取代色彩、漸層或樣式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顏色保留工具 。

2 選擇要取代的材料（色彩、漸層或樣式）。按一下材料，將其套

用為「前景 / 筆觸」素材；或以滑鼠右鍵按一下材料，則將其套

用為「背景 / 填色」素材。

3 選擇一種材料做為取代材料。取代材料可以是目前影像中的任何

材料，也可以從「色彩控制」面板中選擇。

• 如果您要取代的材料是目前的 「前景 / 筆觸」素材，請用滑鼠

右鍵按一下取代材料，將它設定為「背景 / 填色」。

• 如果要取代的材料是目前的 「背景 / 填色」素材，請按一下取

代材料，將它設定為「前景 / 筆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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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相似度方塊中設定從 0 到 200 的值，指定取代材料與取代材

料相符的程度。

相似度設定值愈低，取代的像素色彩就越相似；設定值越高，取

代的像素就越多。

5 將游標放在包含要取代材料的選取區域或像素上方，然後執行下

表中的工作。

若要將變更限於特定區域，請在影像中設定選取區域前，使

用顏色保留工具。

以色彩、漸層或樣式填入區域

您可以用前景或背景色彩、漸層或樣式填入選取區域或圖層。可以填

滿所有像素，或只填滿符合您所指定選項的像素。當您按一下影像

時，「填色工具」會尋找並填滿所有符合您所選取像素的相連像素。

相連像素就像相連的相符像素鏈結，從您按下的第一個像素開始向

外伸展。當「填色工具」找到不符合所選取像素的像素時，便會中

斷連結。即使像素與相符的像素僅差一個像素，仍視為不相連。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對調所有背景或前景素材 按兩下以對調背景 / 填色素材與前景 /
筆觸素材；按兩下滑鼠右鍵以對調前
景 / 筆觸素材與背景 / 填色素材。

取代全部與目前前景 / 筆觸素材

對應的像素

在 「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取

代全部像素按鈕 。

使用筆刷筆觸取代素材中像素，
而不完全取代圖層的所有像素

在 「工具屬性列」面板上，選擇筆刷
筆尖、大小、不透明度和其他選項。
拖曳一影像以使用前景 / 筆觸素材取

代背景 / 填色素材；按住滑鼠右鍵並

拖曳以使用背景 / 填色素材取代前景 /
筆觸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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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色工具」與 「顏色保留」工具之間的差異為何？

「填色工具」可填入符合特定條件 （例如 RGB 值）的像素；也因此

它與「顏色保留」工具相似。

「填色工具」會填滿與您按下的第一個像素相連的相符像素，而

「顏色保留」工具則會變更筆刷筆觸或整個圖層中的像素。

「顏色保留」工具會根據 RGB 值變更像素的色彩。而 「填色工具」

工具會根據 RGB、色相、亮度或不透明度的數值變更像素。

以色彩、漸層或樣式填入區域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填色工具 。

2 選擇要用來填入區域的前景或背景色彩、漸層或樣式。

3 從「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調配模式下拉式清單，選擇下列其

中一個選項：

• 無 — 填入所有像素

• RGB 值 — 填入符合您所選像素的紅、綠和藍色色彩值的像素

• 色彩 — 填入符合您所點選像素明暗變化的像素

• 亮度 — 填入符合您所點選像素感知明度值的像素

• 感知 — 填入符合您所選像素的感知明暗變化和明度的像素

• 傳統 — 填入當明度變化略有偏移時，符合紅、綠和藍色色彩值

的像素。此一相符模式比「RGB 值」的相符模式更具差異性。

• 全部不透明 — 填入非完全隱藏的所有像素 （也就是不透明值

為 1 或更大）。選擇這個選項會停用相似度的控制。

• 不透明度 — 填入符合您所點選像素透明值的像素

4 在 相似度 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從 0 到 200 的值，指定所選取像

素與您按下的第一個像素的相符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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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值越低，填入的像素色彩越相似；設定值越高，填入的像素

就越多。

5 從 混合模式 下拉式清單選擇一個選項，指定填入的像素與下方

圖層像素的調和方式。

混合模式與圖層混合模式相同。

6 在 不透明度 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值，指定要填入的不透明度。 

100% 不透明度表示塗畫將覆蓋全部內容；1% 不透明度則表示

塗畫幾乎完全透明。

7 將游標放在要填色的選取區域或影像區上方，然後按一下滑鼠填

入前景素材，或按一下滑鼠右鍵填入背景素材。

若要將變更限於特定區域，請先在影像中設定選取區域，再
套用「填色工具」。如需選取區域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255 頁的〈使用選取區域〉。

您可以將填色工具僅限於目前圖層中相符的像素，只要取消
標示使用全部圖層核取方塊即可。

如需使用混合模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07 頁的〈漸變圖

層〉。如需選擇筆刷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21 頁的

〈選擇筆刷選項〉。

翻轉並鏡射影像

您可以翻轉或鏡射影像，使影像的左邊變成右邊，上方變成下方。

您選擇「翻轉」時，圖層或選取區域會原地翻轉。您選擇 「鏡射」

時，圖層或選取區域會按其水平軸（由左至右）或垂直軸 （由上而

下）翻轉。

翻轉選取區域、圖層或影像
編輯工作區

• 按一下影像 > 翻轉，然後按下列其中一項：

•  水平翻轉 — 讓左邊變成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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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翻轉 — 讓上面變成下面

翻轉選取區域會將它轉換成浮動選取區域，但原圖層維持
不變。

鏡射選取區域或圖層

• 按一下影像 > 鏡射，然後按下列其中一項：

•  水平靜射 — 按水平軸（由左而右），翻轉選取區域或圖層

• 垂直鏡射 — 按垂直軸（由上而下），翻轉選取區域或圖層

新增邊框

您可以在影像周圍新增彩色畫框或邊框。當您新增邊框至影像時，

影像的尺寸會擴展至邊框。

若為多層影像，Corel PaintShop Pro 會提示您先讓影像平面化，再新

增邊框；不過您也可以變更畫布大小，如此即可新增邊框而無須讓

影像平面化。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238 頁的 〈調整畫布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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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像周圍新增邊框相當簡單。

新增邊框至影像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影像 新增邊框。

「新增邊框」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若要在所有邊上建立等寬的邊框，請標示對稱核取方塊。

• 若要建立不同寬度的邊框，請取消標示對稱核取方塊，並於大

小（像素）群組方塊的控制項中，設定邊框寬度值。

3 按一下色彩方塊，選擇邊框的色彩。

4 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從原始尺寸群組方塊的下拉式清單中選擇一個選項，

變更邊框的度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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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智慧型雕刻器縮放相片

「智慧型雕刻器」可讓您無須變形內容，即可將相片變得較狹小、

較寬、較短或較長。自動偵測並移除相片中小結構細節區域此項功

能，能讓您無須顯著變更影像，即可變更外觀比例。您也可以針對

某特定區域以便從相片中移除，無論是其詳細程度還是保留特定物

件或影像區，皆能做到。

「智慧型切割器」可在縮放影像時，讓您選擇性地移除
或保護區域。

使用智慧型雕刻器移除或保留物件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影像  智慧型雕刻器。

「智慧雕刻器」對話方塊將開啟。

2 若要從相片移除或保留物件或區域，執行下列其中一或二項：

• 按一下移除按鈕 ，然後將移除筆刷套用於您要移除的相片

區域。

• 按一下保留按鈕 ，然後將保留筆刷套用於您要移除的相片

區域。

在物件移除區域，您可以移動筆刷大小滑桿至左邊以縮小筆刷大

小，或是向右移動以增加筆刷大小。

3 套用一或多個「智慧型雕刻」選項，即可縮放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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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智慧型雕刻器縮放相片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影像  智慧型雕刻器。

「智慧雕刻器」對話方塊將開啟。

2 在「智慧型雕刻」區域中，執行下表中的一或多個工作，然後

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在「預覽」區域檢視這些縮放結果。

您也可以

刪除筆刷筆觸 按一下橡皮擦按鈕 ，然後套用於

您要清除的筆刷筆觸。

放大或縮小顯示比例 在顯示比例方塊中輸入放大倍率，
或使用滑桿或箭頭調整縮放比例。

平移檢視相片的隱藏區域 按一下平移工具 ，然後拖曳預覽

區域。

在預覽區域隱藏筆刷筆觸 勾選隱藏遮罩核取方塊。

將相片重設為原始狀態 按一下重設。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設定相片寬度 在寬度方塊中輸入或設定數值。
附註：最大寬度是原始相片寬度的
兩倍。

設定相片高度 在高度方塊中輸入或設定數值。
附註：最大高度是原始相片高度的
兩倍。

以遞增 1 個像素的方式來減少相片

寬度

按一下調整影像水平對比按鈕 ，

直到出現所要的影像寬度。

以遞增 1 個像素的方式來減少相片

高度

按一下調整影像垂直對比按鈕 ，

直到出現所要的影像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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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挑選工具縮放和轉換影像

「挑選」工具可讓您以下列互動方式轉換影像：

• 可依水平、垂直方向或按比例重新調整影像的大小。

• 可依水平、垂直方向傾斜影像。 

• 變形可將影像朝任意方向延展或縮小。

• 套用透視點至影像上可修正影像的透視點，或是套用假的透視

點。如需修正影像透視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147 頁的〈校正

相片透視〉。

• 旋轉影像可沿著樞紐點移動影像。如需旋轉影像的相關資訊，請

參閱第 139 頁的 〈旋轉影像〉。

轉換影像時，轉換會套用到影像所在的圖層。您可以套用轉換至任

何點陣圖圖層或選取區域。

設定縮放和轉換選項

您可以精確地控制多項變形設定。「挑選」工具為作用中時，「工具

屬性列」面板上會出現下列選項：

• 座標 X，座標 Y — 設定旋轉樞紐點的 X 和 Y 座標

以遞增 1 個像素的方式來增加相片

寬度

按一下水平擴展影像按鈕 ，直到

出現所要的影像寬度。

以遞增 1 個像素的方式來增加相片

高度

按一下垂直擴展影像按鈕 ，直到

出現所要的影像高度。

減少相片寬度，以自動移除已套用
移除筆刷的區域。

按一下自動調整水平對比 按鈕，

以移除漆紅區域。

減少相片高度，以自動移除已套用
移除筆刷的區域。

按一下自動調整垂直對比 按鈕，

以移除漆紅區域。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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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 X，位置 Y — 設定左上角控點的 X 和 Y 座標

• 縮放 X (%)，縮放 Y (%) — 設定水平 (X) 和垂直 (Y) 重新調整大小

的變更百分比。

• 傾斜 — 設定一邊的偏移。正數會向右傾斜，負數則向左傾斜。

• 角度 — 設定沿著樞紐點旋轉的角度。影像會順時針旋轉 0 到 
360 度。

• 重設矩形按鈕  — 將變形矩形重設為原形狀，但保留目前的任

何變形

• 透視點 X，透視點 Y - 調整變形的透視點

備註：建立和調整透視點的最佳方式是拖曳控制項的控點。利用
控制項控點建立透視特效時，您可能會操作許多變數。變更
「透視點 X」和 「透視點 Y」控制項的值會影響縮放、傾斜和位

置的數值。

重要！「挑選」工具只能用於灰階和 1600 萬色的影像。如需增
加影像色彩深度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54 頁的 〈增加影像色
彩深度〉。如需讓向量物件或文字變形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98 頁的〈調整大小、形狀和旋轉向量物件〉或第 478 頁的
〈調整文字大小及轉換文字〉。

縮放或轉換選取區域、圖層或影像
編輯工作區

1 在 「圖層」面板上按一下選取區域、圖層或影像的名稱加以

選取。

2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挑選工具 。 

會出現有控點的界限框。

3 執行下表中的一項或多項工作：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保持目前比例並調整影像大小 拖曳影像上的邊角控點。

改變目前比例並調整影像大小 按一下滑鼠右鍵並拖曳影像上的邊角或
邊緣控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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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預設，您必須按住 Ctrl + Shift 才能進行影像變形。若要
進行影像變形但不按住按鍵，請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選
擇不同的模式設定。縮放模式為預設模式，因此您必須按住
一個或多個按鍵。傾斜模式可讓您無須按住 Shift 就能傾斜。
透視模式可讓您變更透視，而無須按住 Ctrl。自由模式可讓
您進行變形，而無須按住 Ctrl + Shift。

挑選工具作用中時，您可以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任何

方塊設定值，精確地執行縮放和轉換。

調整畫布大小

影像畫布是影像的工作區，它會定義影像的尺寸，例如 200  300 
像素。如果您需要更多空間來新增元素至影像，可增加畫布大小，

或調整畫布讓它變得更小。

如果您想調整影像大小來重設大小，請參閱第 195 頁的 〈調整影像

大小〉。

變更旋轉中心 拖曳旋轉樞紐點。

旋轉影像 拖曳旋轉控點。

對稱地變更透視點 按住 Ctrl，然後朝水平或垂直方向拖曳

角落控點。

不對稱變更透視點 按住 Ctrl + Shift，然後朝水平或垂直方

向拖曳角落控點。

傾斜影像 按住 Shift，拖曳邊控點。

變形影像 按住 Ctrl + Shift，並拖曳一邊的控點。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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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畫布大小和裁切影像有何不同？

減少畫布大小與裁切影像不盡相同。若為包含圖層的影像，減少畫

布大小不會刪除新畫布區域外的像素，只會顯示較少的圖層內容。

但是這樣一定會刪除背景圖層資訊，即使影像中尚有其他圖層。

變更畫布大小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影像 畫布大小。

「畫布大小」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新尺寸群組方塊中，標示鎖定外觀比例核取方塊。

3 在寬度和高度控制項中設定或輸入值。

4 在位置群組方塊中，按一下按鈕設定影像在新畫布中的位置，或

設定上、下、左和右控制項中的值。

這些數值會顯示每一個邊緣增加或減去的畫布數量。

5 按一下確定。

如果您增加畫布大小，按一下背景方塊並選擇色彩，即可為
新增的畫布區域選擇色彩。

取消標示鎖定外觀比例核取方塊並設定高度和寬度控制項中
的值，即可個別調整高度和寬度。

您可以從新尺寸群組方塊的下拉式清單中選擇一個選項，變

更邊框的度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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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曝光和內容

將兩張或更多張相片結合在一起，可以創造出某些令人印象深刻的

效果。您可以怎麼做呢？

• 使用 HDR （高動態範圍）曝光合併，來創造完美曝光的影像。

• 將不想要的區域（車、行人、誤闖入相片中的小鳥）完全換成

正確的背景。

• 以創意，將多張相片中的元素合併成一張影像。

如果您有 DSLR 相機，它可能有些功能可以幫助您拍攝同一場景的多

張相片。

本節涵蓋下列主題：

• 了解 HDR

• 拍攝相片進行 HDR 處理

• 使用 HDR 曝光合併來組合相片

• 使用「模擬 HDR」產生 HDR 特效

• 將整批相片合併成 HDR 影像

• 使用相片混合來組合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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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HDR

在攝影學中，HDR 是指 「高動態範圍」（英文是 high dynamic 
range）。「動態範圍」是指在相片中可捕捉到的亮度範圍，從最暗

的陰影到最亮的強光。

跟人的肉眼不同，當拍攝場景同時有極亮和極暗的區域（例如，有

大窗戶的室內）時，數位相機感應器（或傳統相機中的底片）只能

捕捉有限的動態範圍。HDR 處理會建立 32 位元影像，包含加倍的

資訊，因此色調之間的步階比起一般的 JPG 更多。這個 HDR 影像會

接著進行平均曝光，以解決最暗區域的細節，而不損失最亮區域的

畫質。當推過「修正」邊界時，HDR 可產生不真實、塑膠，甚至

「超寫實」的色調，因此本身成為一項創意手法。通常，HDR 檔案

需要轉回 16 位元影像格式，進行最終輸出。

最上方的相片是使用不同的曝光拍攝的，將這些相片合併
可以創造出一張曝光完美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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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相片進行 HDR 處理

如果您是使用 HDR 處理的新手，下面的資訊可以幫助您快速瞭解並

使用。

哪些相機功能與 HDR 搭配效果好？

您可以使用自動曝光包圍（如果相機有提供此功能），或使用光圈

先決模式，並調整快門速度來獲得不同的曝光。請避免變更光圈，

因為攝影景深可能會偏移，並導致某些相片出現模糊。請參閱相機

使用手冊，瞭解包圍選項和光圈先決模式的資訊。

我應該拍幾張相片，才能作為 HDR 集合？

通常，三張相片就很足夠（至少要兩張），但是為了捕捉極高對比

的場景，請拍攝五張以上（最多是九張）。

我該使用什麼曝光設定？

一開始請試試 2.0 曝光值 (EV) 的設定來拍攝不同相片。如果拍攝更

多張相片，可以稍微增加曝光，但務必確定相片張數足以涵蓋大範

圍的曝光。如果使用自動包圍，相機可能會限制 EV 間隔 （有時最

大是 +/- 1.0）。

我應該使用三腳架嗎？

是的，建議您使用三腳架，不然至少要確定拍攝時您的手很穩（例

如，穩靠著牆）。使用三腳架會讓您在使用 HDR 處理相片時，比較

不會發生相片對齊問題。

使用 HDR 曝光合併來組合相片

您可以使用「曝光合併」，利用 HDR （高動態範圍）來組合兩張或

更多張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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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合併（步驟 1 視窗）

如需拍攝最適合使用曝光合併功能的相片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43
頁的〈拍攝相片進行 HDR 處理〉。

曝光合併使用三步驟程序：

• 合併 — 選擇合併設定，並視需要套用自訂編輯。

• HDR 調整 — 合併相片後，可以加以調整，並將結果存成可編輯

的 HDR 檔案，然後再完成合併和微調。

• 微調 — 微調影像，可使用減少雜點和銳利化選項，還有「調

整」工具中所熟悉的其他的工具。完成後，可以將檔案存成標準

檔案格式，並關閉「曝光合併」。

請參閱以下主題，進一步瞭解各步驟的細節。

步驟 1：合併

合併設定包括：

• 相機回應曲線描述檔 — 根據已知的相機感應器特性，套用曲線

調整至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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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齊 — 選擇以特徵為準（偵測相片中的特色）或以邊緣為準

（偵測相片內的邊緣）。

• 自訂編輯 — 選擇在每張相片中要保留哪些區域（刷入）、要移

除哪些區域（刷除）。通常，系統會套用自動編輯以移除「鬼

影」，也就是合併拍攝移動物件之相片所導致的半透明特效。

步驟 2：HDR 調整

合併相片後，您可以調整產生的 HDR 影像：套用預設、自訂預設，

或是從頭建立自己想要的外觀。關鍵是實驗。您可以將自訂設定儲

存為新的預設值。您可以儲存、載入、刪除或重設預設來管理這些

項目。

「HDR 調整」視窗中的所有調整選項都可讓您處理 HDR 32 位元檔

案。您可以使用所有設定儲存 HDR 檔案，以後可以再次開啟並進行

修改。完成步驟 2 並移至步驟 3 這個最後一個步驟時，只要將影像

存成 16 位元影像，應用程式就可以進行影像輸出了。

步驟 3：微調

最後一個步驟是微調合併後的影像，再結束「曝光合併」功能。

「微調」視窗的控制項是採用 「調整」工作區的控制項。如需詳細

資訊，請參閱第 125 頁的 〈使用「調整」工作區〉。

一些微調操作提示：

• 移除數位雜點是清除合併相片後可能產生之雜點的絕佳工具。

• 高反差銳利化可幫助減少相片移動間可能產生的模糊區域。

• 智慧型相片修復和白平衡可讓您微調色彩。

• 若要使整張影像變亮，請試著調整亮度 / 對比。如果只要使陰暗

區域變亮，請使用補光 / 清晰感試試。

• 區域色調對應和補光 / 清晰感可以用於進一步強化影像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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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曝光合併的合併選項 （步驟 1）

1 在「管理」工作區，選取要合併的相片縮圖。

所選相片縮圖的四周會出現一個橘色外框。

2 按一下檔案 HDR曝光合併。

3 在「步驟 1：合併」視窗中，從相機回應曲線描述檔下拉式清單

中選擇描述檔。

如果不確定該選哪一個，請選取自動選取。

如果顯示 EV 間隔滑桿，請設定要用於相片間的曝光值。

4 在「對齊」區域中，從方式下拉式選單中，選擇對齊類型。

如果想要剪裁未重疊的任何邊緣，請勾選自動剪裁核取方塊。

5 按一下對齊。

若要查看結果，請勾選預覽對齊核取方塊（靠近面板最下方）。

6 如果您想要保留或移除個別相片的特定區域，請使用「自訂編

輯」區域中的控制項。請參閱第 247 頁的〈在曝光合併下刷入

或刷除斑點〉。

7 按一下處理。

合併設定便套用，「步驟 2：HDR 調整」視窗會出現。

如果想要微調合併設定，請按一下上一頁返回「步驟 1」視窗。

「HDR 曝光合併」和 「相片混合」屬於同一合併公用程式，
因此無法同時開啟。

如果相片是在沒有使用三腳架或不穩定狀況下拍攝，則不同
的相片之間會有些無法對齊的問題。如果無法對齊很明顯，
便可能無法使用相片進行 HDR 處理。

您也可以在「合併」媒體匣中新增或移除相片。您可在 「曝

光合併」視窗底部的媒體匣中，按一下新增相片按鈕 或移

除相片按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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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曝光合併下刷入或刷除斑點

1 在「步驟 1：合併」預覽區域下方的媒體匣內，按一下縮圖。

2 在「自訂編輯」區域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按一下刷入，然後在預覽區域中，拖曳過所要保留的區域。動

作不必很精準。

• 按一下刷除，然後在預覽區域中，拖曳過所要移除的區域。

• 若希望應用程式自動偵測並移除鬼影，按一下自動筆刷。「自

動筆刷」最能移除未使用三腳架所拍攝相片中沿著邊緣出現的

鬼影。不建議用於大型鬼影物件，如汽車或人物。

3 對所要編輯的每張相片重複進行這個程序。

在曝光合併中調整 HDR 影像 （步驟 2）

1 在「步驟 2：HDR 調整」視窗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來獲得您

想要的結果。

• 在預設區內，按一下預設縮圖。

• 啟用白平衡核取方塊，按一下自動，或按一下滴管 工具，然

後按一下影像以設定白點。拖曳色溫滑桿，使影像中的色彩變

暖或冷；拖曳色調滑桿微調色彩。

• 拖曳對比、亮部、中間調和陰影滑桿，來調整整體色調和對比。

• 拖曳自然飽和色調滑桿，來增減色彩的飽和度。

您也可以

變更筆刷大小 拖曳筆刷大小滑桿。

調整或清除筆刷筆觸 按一下橡皮擦，並在 「預覽」區域
內拖曳筆刷筆觸。

移除所有筆刷筆觸 按一下清除。

變更筆刷筆觸的顏色 按一下刷入或刷除色樣旁的箭頭，
再按一下新的色彩。

在預覽區域隱藏或顯示筆刷筆觸 勾選顯示筆刷筆觸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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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細節」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自然細部或創意細部，然後

拖曳相關滑桿來調整區域細部程度。

如果想要將焦點放在黑白處理上，請按一下預設區域下方的黑白

標籤。若要重新啟用彩色處理，請按一下彩色標籤。

2 若要儲存 HDR 影像供進一步編輯，請按一下建立 HDR 檔案，瀏

覽至所要的資料夾，然後按一下存檔。

這樣會儲存影像內容。您也可以將調整儲存為預設。

3 按一下處理。

設定即套用至影像，並將其儲存成 16 位元檔案以備最後輸出

用。「步驟 3：微調」視窗會出現。

在曝光合併中管理預設

• 在「步驟 2：HDR 調整」視窗中的「預設」區域，執行下表中

的作業。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將調整存成預設 按一下儲存預設按鈕 並在 「儲

存預設」對話方塊中輸入名稱。縮
圖會新增至預設區域。

匯入預設檔案 按一下 「預設選項」按鈕 ，按一

下載入，然後開始導覽至檔案。

刪除預設效果 按一下預設的縮圖，按一下 「預設
選項」按鈕，再按一下刪除。

還原預設的預設清單 按一下 「預設選項」按鈕，再按一
下重設。按一下確認方塊中的是。
所有自訂預設都會刪除。

隱藏或顯示預設 按一下預設列上的箭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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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調並儲存 HDR 處理過的影像 （步驟 3）

1 在「步驟 3：微調」視窗中，套用任何工具或調整選項來調整最

後的影像。

2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若要繼續編輯相片，按一下編輯，在 「編輯」工作區開啟檔

案。「曝光合併」視窗保持開啟。

• 按一下儲存後關閉儲存檔案、關閉 「曝光合併」，回到上次使

用的工作區。

當拉近的影像大小超過預覽區域的大小時，您可以按一下平

移工具 ，並移動矩形以選擇預覽區域。

使用 「模擬 HDR」產生 HDR 特效

您可以將單張 RAW 相片切割成三種曝光照片，然後再重組曝光，以

產生 HDR 特效。雖然這不是「真的」 HDR （不是合併多張相片來

擴展色調範圍），但是您仍舊可以使用強大的 HDR 工具來最佳化單

張相片的色調範圍。

「模擬 HDR」可用於建立 HDR 特效，使相片的色調範圍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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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模擬 HDR」產生 HDR 特效

1 在「管理」工作區，選取 RAW 相片的縮圖。

所選相片縮圖的四周會出現一個橘色外框。

2 按一下檔案 HDR 模擬 HDR。

3 在「步驟 1：分割相片」視窗中，從相機回應曲線描述檔下拉式

清單中選擇一個描述檔。

如果不確定該選哪一個，請選取自動選取。

4 拖曳 EV 間隔滑桿來設定模擬的曝光間隔。這個值會用於將相片

切割成三種版本。

如果不想要中間的曝光設為 0，請拖曳中心曝光滑桿來設定新值。

5 按一下分割相片，將相片切割成三種版本。媒體匣中會出現三個

縮圖。

6 如果對結果滿意，請按一下處理。

現在，您可以使用步驟 2 和步驟 3 視窗中的 HDR 控制項來最佳

化相片。相關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247 頁的 〈在曝光合併中調

整 HDR 影像（步驟 2）〉 和 第 249 頁的 〈微調並儲存 HDR 處

理過的影像（步驟 3）〉。

將整批相片合併成 HDR 影像

如果您通常會使用自動包圍，可能會有許多組的相片可以處理成

HDR （高動態範圍）影像。您可以使用 「批次合併」功能，快速合

併每組包圍的相片集成 HDR 影像。接著，可以評估哪些集合比較適

合「曝光合併」功能的更強大 HDR 工具。某些情況下，「批次合

併」可能是唯一必須進行的 HDR 處理。

「批次合併」會根據相片的時間 （在定義的時段內）或定義的每組

相片張數，將相片組織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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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整批相片合併成 HDR 影像

1 在「管理」工作區，選取要合併的相片縮圖。

所選相片縮圖的四周會出現一個橘色外框。

2 按一下檔案  HDR  批次合併。

相片會預設排成三組。

3 在「預設」區域，按一下要設定處理樣式的縮圖。如需預設的

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48 頁的〈在曝光合併中管理預設〉。

如果您希望應用程式執行標準 HDR 處理，而不是套用預設調

整，請跳過此步驟。

4 按一下儲存處理的檔案於方塊旁的資料夾圖示，然後瀏覽至您要

儲存處理後檔案的資料夾。

5 從另存新檔下拉式選單中選擇檔案格式。

如果選擇 JPEG，拖曳 JPEG 品質滑桿，為處理過的影像設定檔案

大小和品質。

如果要儲存 .hdr 版本的處理檔案（以便在 「曝光合併」下編

輯），請勾選儲存 .hdr 檔案核取方塊。

6 在相片群組依據下拉式清單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集合 — 可讓您在每一集的相片數方塊中選擇張數。如果您向

來都是拍攝預先決定批數的包圍相片，則適合使用這個選項。

• 時間 — 讓您在每一群組的秒數方塊中選擇時間間隔。如果您

的包圍集合所含張數不同，則適合使用這個選項。

7 如果未使用三腳架拍攝相片，請勾選自動對齊核取方塊，從方式

下拉式清單中選擇對齊選項。

如果想要剪裁相片邊框的未對齊邊緣，請勾選自動剪裁核取方塊。

8 按一下處理。

處理可能需要幾分鐘的時間，時間長短取決於相片大小和張數。

您現在可以瀏覽至剛剛儲存處理過檔案的位置進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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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從「批次合併」視窗中移除縮圖，請選取相片，然後按 
Delete。

使用相片混合來組合相片

「相片混合」可讓您組合兩張或更多張場景相同的相片，並選擇您

要保留或移除的場景。以下提供一些範例：

• 移除相片中的移動物件，如人物或車輛，可以在交通繁忙的都市

裡，清空街道。

• 修復相片中有人眨眼或望向遠方的集體照，只要切換成另一張相

片中的較好拍照姿勢。

• 在同一張相片中，佈滿同一人的多個身影來搞創意。

「相片混合」可用於製作精美的團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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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拍出適合使用「相片混合」的相片？

使用三腳架或穩固向機，每隔幾秒就拍兩張或更多張相片。使用相

同相機設定來拍攝所有相片。

相片提示：使用相機的手動設定，以確保相片大小、光圈、
快門速度和 ISO 都一樣。

使用相片混合

1 在「管理」工作區，選取要混合的一組相片。

2 按一下檔案  相片混合。

3 在「對齊」區域，按一下對齊。

若要查看結果，請勾選預覽對齊核取方塊（靠近面板最下方）。

如果想要剪裁相片邊框的未對齊邊緣，請勾選自動剪裁。

4 按一下媒體匣內的縮圖。

在預覽區域中會顯示對應的相片。

5 在自訂編輯區域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按一下刷入，然後在預覽區域中，拖曳過所要保留的區域。動

作不必很精準。

• 按一下刷除，然後在預覽區域中，拖曳過所要移除的區域。

• 若希望應用程式自動偵測不同影像的差異，請按一下自動筆

刷。保留筆刷筆觸不變，可移除鬼影及其他差異處，或是使用

它作為自訂筆刷筆觸的起點。

• 勾選包括移動物體核取方塊，然後按一下自動筆刷來自動偵測

和保留相片間的差異（例如，想要建立多種姿勢的影像）。

6 按一下媒體匣內的縮圖並套用筆刷筆觸，對其他相片重複編輯

程序。

7 按一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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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預覽區域查看結果。如果要調整設定或繼續編輯，請按上

一頁。

8 在「步驟 2：微調」視窗中，使用任何工具或調整控制項來微調

影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25 頁的〈使用 「調整」工作

區〉。

9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若要繼續編輯相片，按一下編輯，在 「編輯」工作區開啟檔

案。「相片混合」視窗保持開啟。

• 按一下儲存後關閉儲存檔案、關閉 「相片混合」視窗，回到

上次使用的工作區。

為獲得最佳效果，請在「步驟 1」視窗的媒體匣中，按一下

改變最少的影像縮圖，按一下鎖定按鈕 以使用選取影像為

背景。若要解除鎖定背景，請再按一下鎖定按鈕。

您也可以

變更筆刷大小 拖曳筆刷大小滑桿。

調整或清除筆刷筆觸 按一下橡皮擦，並在 「預覽」區域
內拖曳筆刷筆觸。

移除所有筆刷筆觸 按一下清除。

變更筆刷筆觸的顏色 按一下刷入或刷除色樣旁的箭頭，
再按一下新的色彩。

在預覽區域隱藏或顯示筆刷筆觸 取消勾選或勾選顯示筆刷筆觸核取
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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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選取區域 
選取要編輯的影像部份是工作流程中的重要步驟。只要建立選取區

域，便可以編輯該區域，並同時讓影像的其他部份保持不變。您可

使用繪製或塗畫工具來修改影像的選取區域。您也可以套用指令在

選取區域中執行翻轉、複製、裁切或其他動作。

選取區域的邊框由選取區域圈選框來標示，該圈選框是勾勒出選取

區域的黑白相間的虛線。

本節涵蓋下列主題

• 建立選取區域

• 隱藏和顯示選取區域圈選框

• 移動、剪輯和旋轉選取區域

• 修改選取區域

• 反轉和清除選取區域

• 使用羽化搭配選取區域

• 使用消除鋸齒搭配選取區域

• 修改選取區域的邊緣

• 從選取區域建立自訂花紋

• 儲存和載入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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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選取區域

當您要將影像的某個部份獨立出來時，即可建立選取區域。例如，

您可以使用選取區域來調整或修補相片的某一區域，或是複製相片

的部份再貼上到另一相片。設定選取區域的方式端視使用的是點陣

或向量圖層而定。

您可以使用「選取區域」形狀工具（左）、建立手繪選取
區域（中），或使用「魔術棒」工具選取特定色彩或透明
度的區域（右），藉此建立選取區域。

下列選取區域工具可用來建立點陣選取區域︰

• 自動選取工具  — 可讓您用矩形括住影像區域，來建立一個智

慧選取區域，然後自動貼齊所偵測到的邊緣。

• 智慧選取筆刷  — 可讓您用筆刷刷過取樣區域來建立選取區

域。選取區域會根據筆刷所取樣的資訊，自動展開至邊緣。

• 選取區域工具  — 建立特定形狀如矩形、方形、橢圓形、圓形

或星型的選取區域。

• 套索工具  — 沿著物件（例如花瓣或手指）的邊緣製作選取區

域。使用「套索」工具，可製作四種類型的選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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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緣搜尋 — 按一下不規則形狀區域的邊緣時，尋找色彩不同

的兩個區域之間的邊緣

• 手繪 — 藉由拖曳迅速選取一個區域

• 點對點 — 在兩點之間繪製直線，以直線邊緣建立選取區域

• 智慧型邊緣選擇 — 沿著邊緣按一下時，自動尋找不規則形狀區

域的邊緣

• 魔術棒工具  — 根據物件的色彩、色相、亮度或透明度製作選

取區域。此工具的設計目的在於，選取包含與影像中其他區域明

顯不同像素的區域，例如，綠葉包圍的粉紅玫瑰，或明亮影像中

的黑暗區域。

選取區域工具亦可在向量圖層上用來建立向量物件的選取區域。如

果您複製選取區域並將它當作新影像貼上，則該選取區域會做為個

別像素（而非向量物件）複製到點陣圖層上。

如需向量文字的資訊，請參閱 第 463 頁的 〈套用文字〉。

您可以使用一種工具製作選取區域，然後切換成另一種工具來增減

選取區域。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69 頁的 〈修改選取區域〉。

您也可以使用「塗畫」工具建立選取區域。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519 頁的 〈使用筆刷〉。

您可以使用文字選取套用特效至文字；例如，當您在純色圖層上建

立文字選取區域，然後刪除該選取區域時，字母會呈現透明並以圖

層的純色描繪外框。

在向量物件上建立點陣選取區域，便可以使用點陣專用工具和指令

來編輯向量物件。

您可以從遮罩建立選取區域，其可讓您略過遮蔽的（黑色）區域並

選取未遮蔽（非黑色）的區域。選取區域會剪輯至畫布大小。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23 頁的 〈使用遮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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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動選取工具建立選取區域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選擇自動選取工具 。

2 在影像上拖曳，括住您要選取的區域。

3 放開滑鼠按鈕，以檢視自動選取區域。

如果您想要復原選取，則按住 Ctrl + D 並且重新選取區域。如果

您想要微調選取，請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另一個選取工

具，然後從自動選取區域中新增或移除區域。

使用智慧選取筆刷建立選取區域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選擇智慧選取筆刷 。

2 在「工具選項」面板上，調整大小設定。您也可以調整下列任

一設定：

• 模式 - 指定要取代、新增或移除的現有選取區域。新增 是預設

設定。

• 羽化 - 指定淡化寬度 （0 到 200 像素），以柔化選取區域的

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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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鋸齒 - 讓沿著選取區域邊緣的像素呈現半透明，藉此平滑

化其邊緣

• 使用全部圖層 - 在所選取區域的所有圖層中搜尋邊緣。此選項

在多層影像上啟用「智慧型邊緣選擇」時可供使用。

3 在您要選取的影像區域上拖曳筆刷。無須非常精準；選取區域會

根據筆刷所取樣的影像資訊，自動展開至邊緣。

4 放開滑鼠按鈕，以檢視智慧選取區域。

如果您想要微調選取，可以按住 Shift 並拖曳來新增至選取區

域，或按住 Ctrl 並拖曳以移出選取區域。

您可以透過取消勾選「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智慧型邊緣選

擇核取方塊，以手動模式使用智慧選取筆刷。

在您要選取的區域上拖曳智慧選取筆刷（左圖）。如需要，
以新增模式微調選取區域，或取消選取「智慧型邊緣選
擇」，然後用筆刷精準刷過區域 （中間圖）來新增或移除
區域（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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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選取區域工具建立選取區域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選擇選取區域工具 。

2 檢查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下列控制項的設定，並在必要時

修改之：

• 選取區域類型 - 指定選取區域的形狀

• 模式 - 指定要取代、新增或移除的現有選取區域。新增 是預設

設定。

• 羽化 - 指定淡化寬度 （0 到 200 像素），以柔化選取區域的

邊緣

• 消除鋸齒 - 讓沿著選取區域邊緣的像素呈現半透明，藉此平滑

化其邊緣

3 拖曳以製作選取區域。

拖曳時，邊框即表示選取區域。拖曳完成以後，選取區域的邊框

會變成選取區域圈選框。

您也可以

建立指定大小的選取區域 在 「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

自訂選取區域按鈕 。在 「自訂選

取區域」對話方塊中，以像素為單
位，指定選取區域的上下左右邊緣
位置。

使用矩形選取區域取代現肴選取區
域

選擇選取區域工具，然後按一下目

前選取區域按鈕 。

在目前圖層的所有不透明區域中建
立矩形選取區域

按一下不透明圖層按鈕 。

在影像所有圖層的不透明區域中建

立矩形選取區域

按一下不透明合併圖層按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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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選取區域後，對「工具屬性列」面板中設定的變更會套

用至下一個動作，而非目前的選取區域。您可以修改目前選

取區域的選項，只需選擇選取區域  修改，再從功能表中選

擇一項指令。

使用套索工具建立選取區域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選擇套索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從選取區域類型下拉式清單中選擇

下列其中一項︰

• 邊緣搜尋

• 手繪

• 點對點

• 智慧型邊緣選擇

3 檢查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下列控制項的設定，並在必要時

修改之：

• 羽化 — 指定淡化寬度（0 到 200 像素），以柔化選取區域的

邊緣

• 平滑 — 指定套用至選取區域邊框的平滑化程度

• 消除鋸齒 — 讓像素呈現半透明，藉此平滑化選取區域的邊緣

• 使用全部圖層 — 在所選取區域的所有圖層中搜尋邊緣。在多

重圖層影像上使用「邊緣搜尋」或 「智慧型邊緣選擇」選取

區域類型時，可以使用此選項。

4 依據您選擇的選取區域類型而定，請執行下表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建立套索選取區域 拖曳來選取影像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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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邊緣搜尋」選取區域時，可在 「工具屬性列」面板上
的範圍控制項中輸入值，設定用來搜尋邊緣的距離。

若要增加「邊緣搜尋」和 「智慧型邊緣選擇」選取區域的準
確性，只要沿著該邊緣多按幾次滑鼠。

您可以按下 刪除，刪除上一個點。

使用魔術棒工具建立選取區域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魔術棒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選擇調配模式選項：

• 無 - 選取所有像素

• RGB 值 — 選取符合您所點選的紅色、綠色和藍色像素值的像素

• 色彩 — 選取符合您所點選的明暗變化像素值的像素

• 亮度 — 選取符合您所點選的感知明度像素值的像素

• 感知 — 選取符合您所點選的感知明暗變化與明度像素值的像素

• 傳統 — 選取符合紅色、綠色和藍色色彩值的像素，但其像素

之明度變化略有偏差。此一相符模式比「RGB 值」的相符模

式更具差異性。

建立邊緣搜尋選取區域 準確地在您要選取的區域之邊緣上
按一下，再按兩下或按一下滑鼠右
鍵來完成選取。

建立智慧型邊緣選取區域 沿著要選取的區域邊緣按一下，確
保矩形游標將邊緣包圍。按兩下即
可完成選取。

建立點對點選取區域 在要選取的區域之邊緣四周按一
下，再按兩下或按一下滑鼠右鍵來
完成選取。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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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不透明 — 選取所有不是完整隱形的圖示（指透明值是 1 
或更多）。選擇這個選項會停用相似度的控制。

• 不透明度 — 選取符合您所點選的像素不透明度值的像素。

3 檢查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下列控制項的設定，並在必要時

修改之：

• 相似度 — 控制所選取像素與您在影像中所點選像素的接近程

度。設定值越低，選擇的像素便越接近；設定值越高，選取的

像素範圍越廣。

• 羽化 — 指定淡化寬度（0 到 200 像素），以柔化選取區域的

邊緣

• 使用全部圖層 — 在影像的所有圖層中搜尋符合的像素

• 相連區域 — 只選取與您所點選像素連接的像素

• 消除鋸齒 — 沿著邊緣填入部份像素並讓它們呈現半透明，藉

此產生邊緣平滑的選取區域。在選取區域圈選框的內外皆可使

用這個選項。

4 按一下包含要比對之像素的影像區域。

選取區域圈選框會包圍所有符合的像素。

您可以復原選取區域，然後調整相似度設定，並製作新的選

取區域，藉此變更選取的像素數量。

使用塗畫工具建立選取區域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選取區域  編輯選取區域。

選取區域圖層會新增到「圖層」面板中。

2 從「工具」工具列選取塗畫工具。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和「筆刷」面板中選擇塗畫工具的設定。

4 在影像上塗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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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刷筆觸會以紅寶石顏色的覆蓋顯示。選取區域根據下列方式變

更：

• 以白色塗畫會新增到選取區域。

• 以黑色塗畫會從選取區域中減去。

• 灰色明暗變化塗畫會視灰色等級，來增減選取區域的範圍。

5 選擇選取區域  編輯選取區域。

選取區域圈選框會包圍住選取的區域。

在「圖層」面板上，按一下編輯選取區域按鈕 ，而不用選

擇選取區域  編輯選取區域。

使用文字工具建立選取區域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文字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從建立為下拉式清單選擇選取區域，

建立形狀像文字的選取區域。

3 按一下要開始文字選取區域的位置。

4 設定文字格式化控制項，然後輸入文字。

5 按一下套用變更按鈕 。

從向量物件建立點陣選取區域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挑選工具 ，然後選取一個或多個

的向量物件。

2 選擇選取區域  自向量物件。 

選取區域圈選框會包圍每個向量物件。

從向量物件建立點陣選取區域以後，就可以按照需求剪下及
貼上該選取區域。原始的向量物件則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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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圖層或影像中的所有像素
編輯工作區

• 選擇選取區域  全選。

畫布上的圖層周圍會出現選取區域圈選框。

您也可以按下 Ctrl + A 選取圖層或影像的所有像素。

選取所有非遮罩區域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選取遮罩圖層。

2 選擇選取區域  自遮罩。

選取區域圈選框會包圍住非遮罩區域。

如果將遮罩儲存為 Alpha 色頻，則可選擇選取區域 載入 /
儲存選取區域 從 Alpha 色頻載入選取區域，載入該遮罩做

為選取區域。

隱藏和顯示選取區域圈選框

選取區域圈選框預設為顯示。使用選取區域時，暫時隱藏選取區域

圈選框而不停用選取區域，有時候會相當實用。例如，您想看見貼

上選取區域或羽化選取區域邊緣的結果。

隱藏或顯示選取區域圈選框
編輯工作區

• 選擇選取區域  隱藏圈選框。

隱藏選取區域圈選框時，並不會取消選取或清除選取區域。
選取區域圈選框隱藏時使用的工具和指令，只會套用至選取
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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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按下 Ctrl + Shift + M，隱藏或顯示選取區域圈選框。

移動、剪輯和旋轉選取區域

您可以移動、剪輯或旋轉選取區域。移動選取區域的圈選框，亦可

變更選取區域。

移動選取區域時，可讓其空間留下空白，或移動選取區域的副本，

而保持原始選取區域不變。移動選取區域時，它會變成浮動選取區

域。當您執行新的動作時，Corel PaintShop Pro 會自動將浮動的選取

區域提升為新圖層。

您也可以讓選取區域浮動，如此會建立可移動或修改的選取區域，

而不會改變原始影像。在「圖層」面板上，浮動的選取區域會暫時

停留在影像或圖層的上方，且會有一個圖示表示該圖層包含浮動選

取區域。編輯浮動選取區域後，即可讓它不浮動。

您也可以將選取區域移到不同的圖層。這樣做時，原始選取區域的

內容不會改變，而選取區域的副本會變成新圖層。您可以編輯這個

新圖層，而不會改變原始影像。

重要！這個指令僅適用於灰階和 1600 萬色影像。如需增加影像
色彩深度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37 頁的 〈使用色彩與素材〉。

製作選取區域後，可將它移到影像上的任意位置，或是移出畫布之

外。只要擴大影像視窗顯示超出畫布的灰色區域，即可看見您移動的

選取區域。您還可以剪輯選取區域，以移除不在影像邊框內的部份。

移動選取區域圈選框
編輯工作區

• 使用「選取區域」工具，以滑鼠右鍵點選選取區域圈選框然後
拖曳至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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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使用「移動」工具，用滑鼠右鍵點選選取區域圈選

項再拖曳之來做移動 。

移動選取的影像區域
編輯工作區

• 執行下表中的任一工作。

複製和移動選取的影像區域
編輯工作區

• 在 選取區域 工具作用中的情況下，設定「模式」控制為 新增，

按住 Alt，然後拖曳選取區域。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移動選取區域到任何距離 在 「工具屬性列」面板，設定模式
為新增，然後使用其中一種選取區
域工具 （「選取區域」、「套索」或
「魔術棒」工具）拖曳該選取區域。

將選取區域移動 1 個像素 按下方向鍵。

將選取區域移動 10 個像素 按住 Ctrl，並按下方向鍵。

將選取區域移動 50 個像素 按住 Shift，並按下方向鍵。

將選取區域移動 100 個像素 按住 Shift 和 Ctrl，再按下方向鍵。

您也可以

複製選取區域並移動 1 個像素 按住 Alt， 並按下方向鍵。

複製選取區域並移動 10 個像素 按住 Alt 和 Ctrl， 再按下方向鍵。

複製選取區域並移動 50 個像素 按住 Alt 和 Shift， 再按下方向鍵。

複製選取區域並移動 100 個像素 按住 Alt，Shift， 和 Ctrl，再按下方

向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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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動選取區域
編輯工作區

• 選擇選取區域  浮動。

不浮動選取區域
編輯工作區

• 選擇選取區域  非浮動。

將選取區域提升為圖層
編輯工作區

1 在影像中製作選取區。

2 選擇選取區域  轉換選取區域成圖層。

新的「轉換的選取區域」出現在原始圖層上方。

若要將選取區域放入另一個影像中作為圖層，請複製選取區

域，開啟另一個影像，然後選擇編輯  貼為新圖層。

將選取區域剪輯至畫布大小
編輯工作區

1 將部份選取區域移出影像畫布外。

如有必要，請將影像視窗擴大，來顯示超出影像邊框的灰色

區域。

2 選擇選取區域  非浮動。

選取區域便不會浮動，如此將提供更多編輯選項。

3 選擇選取區域  剪輯至畫布。

超出影像邊框的選取區域便會移除。

旋轉選取區域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影像  自由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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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旋轉」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方向群組方塊中，選擇右或左來指定旋轉方向。

3 在角度群組方塊，設定要旋轉的角度。

若您要輸入介於 0.01 和 359.99 之間的值，請勾選自由選項。

4 取消勾選全部圖層核取方塊。

5 按一下確定。

當您旋轉選取區域時，它會變成浮動選取區域，但原始影像
保持不變。

您也可以使用挑選工具，用互動的方式旋轉選取區域 。套

用旋轉效果之前，選取區域會先提升為圖層。

修改選取區域

您有多種方法修改選取區域。您可新增影像內容或刪減影像內容來

修改選取區域。例如，相片中有一個人手持很大的標誌，您可以使

用矩形「選取區域」工具來選取該標誌，然後使用 「手繪」工具將

人物加入選取區域。

在建立選取區域後，您可以新增至該區域。

您可依指定的像素數量來擴展或收縮選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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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選取區域中新增或移除色彩，或從選取區域邊框移除色

彩。新增或移除色彩後，選取區域邊框便會變更。 

您也可以根據色彩值新增像素至選取區域。

如果選取區域中出現斑紋或空洞，可利用方形像素定義區域來移

除。例如，如果您的影像長寬為 20  20 像素，則可定義 5 像素  
100 縮放比例的區域來覆蓋 500 個像素的區域。因為影像所覆蓋的

區域僅含 400 像素 (20  20 = 400)，所有斑紋和空洞都會被移除。

您也可以使用工具和特效修改選取區域。

從選取區域加入或減去的步驟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一選取工具 （選取區域 、套索工

具 、魔術棒 工具或智慧選取筆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選擇該工具的設定。

3 執行下表中的任一工作。

您也可以在按住 Shift 的同時，按一下您要加入的影像區域，

藉此加入該區域至選取區域；或按住 Ctrl 的同時，按一下要

移除的影像區域，藉此從選取區域中減去該區域。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新增至選取區域 在模式下拉式清單中，選擇加入，
然後選擇您要加入至選取區域的影
像區域。這些區域不一定要相連。

從選取區域減去 在模式下拉式清單中，選擇移除，
然後選擇您要從選取區域移除的影
像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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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選取區域擴大特定像素數量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選取區域  修改  擴大。

「擴大選取區域」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像素數量控制項中輸入一個值來擴大選取區域。

3 按一下確定。

選取區域圈選框會擴大，但原始形狀保持不變。

將選取區域縮小特定像素數量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選取區域  修改  縮小。

「縮小選取區域」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像素數量控制項中輸入一個值來縮小選取區域。

3 按一下確定。 

選取區域圈選框會縮小，但原始形狀保持不變。

根據色彩值新增像素至選取區域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選取區域  修改  選取相似。

2 檢查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下列控制項的設定，並在必要時

修改之：

• 相似度 - 指定像素與初次選取色彩的相符程度。設定值較低，

值會更接近，這時會有更多的像素被排除在選取區域之外。設

定值較高，值不需要太接近，這時會有更多的像素包含在選取

區域中。

• 取樣合併 - 選取合併影像中相符的像素。如果未勾選核取方

塊，只能選取作用中圖層裡的像素。

• 消除鋸齒 - 沿著邊緣填入部份像素並讓它們呈現半透明，藉此

產生邊緣平滑的選取區域。勾選向內或向外選項，端視消除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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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區域是選取區域圈選框內或外而定。若要保留原始的邊緣，

請取消勾選消除鋸齒核取方塊。

• 相連區域 - 選取相鄰區域中所有相似色彩的像素

• 不相連區域 - 選取影像內任意位置上所有相似色彩的像素

3 按一下確定。 

選取區域轉變成可包含相似的像素。

選取區域未套用消除鋸齒時，「選取相似」指令會產生最佳
結果。

在選取區域中新增或移除色彩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選取區域  修改  選取色彩範圍。

2 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新增色彩範圍

• 減去色彩範圍

3 按一下要在選取區域中新增或移除的影像色彩。

4 在相似度方塊中，指定色彩相似度值（0 至 256）。 

色彩或相關色彩的明暗變化也會新增至選取方塊或從中移除。

5 在柔化方塊中，指定參考色彩的柔化程度。

6 按一下確定。

選取區域的邊框會變更，以新增或排除您指定的色彩。

您可以按一下切換選項按鈕 ，切換成僅預覽選取區域，或
預覽含有影像其餘部份的選取區域。

您也可以按一下「選取色彩範圍」對話方塊中的基準色彩方
塊，選擇要新增或移除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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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從選取區域中移除色彩，也可以在貼上選取區域時選擇

編輯  貼為透明選取區域。這個指令只會移除您指定的背景

色彩。

從選取區域中移除空洞和斑紋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選取區域  修改  移除斑點和空洞。

「移除斑點和空洞」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移除斑點

• 移除空洞

• 移除斑點和空洞

3 在方形區域小於方塊中，輸入像素數量和縮放比例。一開始設定

較低的數值，然後視需要增加，直到斑點和空洞移除為止。 

4 按一下確定。

選取區域中的空洞和斑紋便會移除。

您可以在「移除斑點和空洞」對話方塊中按一下切換選項按

鈕 ，切換成僅預覽選取區域，或預覽含有影像其餘部份的

選取區域。

使用工具和特效修改選取區域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選取區域  編輯選取區域。

選取的區域中會出現紅色覆蓋。

2 套用工具或特效至選取區域。

3 完成編輯選取區域後，選擇選取區域  編輯選取區域，即可顯示

選取區域的圈選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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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按一下編輯編輯選取區域按鈕 ，來修改選取區域。

反轉和清除選取區域

有時候製作複雜的選取區域的最簡單方式，就是選取部份不要的影

像，然後反轉選取區域。如相片中的人物背景為純色，則您可在選

取背景後，反轉選取區域，即可選取人物而非背景。

藉由選取純色背景（左）然後反轉選取區域，即可將複
雜、多色的前景（右）獨立出來。

也可清除選取區域，如此圈選框會被移除，選取區域也會被重新整

合到影像中。清除選取區域後，可繼續執行編輯整個影像。

反轉選取區域
編輯工作區

• 選擇選取區域  反轉。

選取區域圈選框現在包括之前未選取的影像區域，並將之前選取

的影像區域排除在外。

清除選取區域
編輯工作區

• 選擇選取區域  取消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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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取消選取浮動選取區域，而此選取區域為點陣圖層時，
則該選取區域將不浮動，並會被放置在下方圖層中。若下方
圖層是向量圖層或是美工圖案媒體圖層，會建立新的點陣圖
層，同時選取區域也將不浮動。

您也可以按一下滑鼠右鍵，點選選取區域圈選框以外的影

像，或是按 Ctrl + D 來清除選取區域。

使用羽化搭配選取區域

羽化會柔化選取區域和其餘影像之間的區域，沿著選取區域的邊緣

逐漸增加透明度。您可以指定羽化區域的寬度。

當您複製或移動選取區域，羽化會有助於選取區域與周圍區域融

合，讓影像看起來更自然。羽化值越高，邊緣就會更柔化。羽化值 
0 則會建立邊緣相當分明的選取區域。

未羽化的選取區域（左）和羽化的選取區域（右）

您可以在製作選取區域時套用羽化特效，或在建立選取區域後套

用。在建立選取區域以後，羽化的程度和其在選取區域圈選框周圍

的位置亦可以調整。有關製作選取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256 頁

的〈建立選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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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選取區域中的羽化量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選取區域  修改  羽化。

2 在羽化量控制項中，輸入像素值。

羽化特效會套用至選取區域內側和外側。

3 按一下確定。

調整羽化特效的位置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選取區域  修改  向內 / 向外羽化。

2 勾選下列其中一個選項來設定羽化的位置：

• 向內

• 向外

• 兩者

3 在羽化量控制項中輸入值，設定羽化的寬度（以像素為單位）。

4 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在「向內 / 向外羽化」對話方塊中按一下切換選項按

鈕 ，切換成僅預覽選取區域，或預覽含有影像其餘部份的

選取區域。

去羽化選取區域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選取區域  修改  去羽化。

2 在臨界值控制項中輸入值，指定要移除的羽化量。

3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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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消除鋸齒搭配選取區域

消除鋸齒會沿著邊緣填入部份像素並讓它們呈現半透明，藉此產生

邊緣平滑的選取區域。您可以在建立選取區域時套用消除鋸齒。有

關製作選取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256 頁的 〈建立選取區域〉。

建立選取區域後，可根據選取區域的形狀套用消除鋸齒。您也可以

還原貼入影像之物件的原始消除鋸齒。當您所製作的選取區域沒有

消除鋸齒，但您想要讓選取區域的邊緣平滑時，還原消除鋸齒將會

變得十分實用。

根據形狀套用消除鋸齒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選取區域  修改  形狀式消除鋸齒。

「以形狀為基礎的消除鋸齒」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勾選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向內 - 將消除鋸齒套用至選取區域圈選框的內部

• 向外 - 將消除鋸齒套用至選取區域圈選框的外部

3 按一下確定。 

選取區域便會產生消除鋸齒效果。

復原消除鋸齒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選取區域  修改  復原消除鋸齒。

「復原消除鋸齒」對話方塊出現，消除鋸齒選取區域會顯示在

「復原後」預覽區域中。

2 勾選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向內 - 在選取區域圈選框內部套用消除鋸齒

• 向外 - 在選取區域圈選框外部套用消除鋸齒

3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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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將消除鋸齒套用至選取區域內的全部圖層，請勾選使用
全部圖層核取方塊。

若要套用消除鋸齒並將結果複製到新圖層，請勾選效果置於

新圖層核取方塊。

修改選取區域的邊緣

您可以藉由平滑化選取區域的邊界或新增邊框來修改其邊緣。

平滑化選取區域的邊界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選取區域  修改  平滑。

「平滑化選取區域」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勾選或取消勾選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消除鋸齒 - 平滑化選取區域的邊緣

• 保留邊角 - 保留邊角的形狀。如果您要平滑化邊角，則請取消

勾選此核取方塊。

3 在下列其中一個或兩個控制項中指定一個值：

• 平滑量 - 指定選取區域周圍要套用的平滑量

• 邊角比例 - 設定選取區域邊角周圍的平滑量。當未勾選保留邊

角核取方塊時，無法使用此控制項。

4 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在 「切換選項」對話方塊中按一下切換選項按鈕

，切換成僅預覽選取區域，或預覽含有影像其餘部份的

選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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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邊框至選取區域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選取區域  修改  依據選取範圍建立邊框。

「依據選取範圍建立邊框」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勾選下列其中一個選項來設定羽化的位置：

• 向內

• 向外

• 兩者

3 在邊框寬度方塊中輸入值。

如果您要平滑化選取區域邊框的邊緣，請勾選消除鋸齒核取

方塊。

4 按一下確定。 

從選取區域建立自訂花紋

您可以將選取區域轉換成無痕的自訂花紋，其可用來塗畫、新增文

字或建立網頁背景。

建立自訂花紋
編輯工作區

1 創造一個選取區。

2 選擇特效  影像特效  無縫拼接。

「無縫拼接」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3 從拼接方式群組方塊選擇一個選項。

4 從方向群組方塊選擇一個選項。

若您選擇雙向，您必須在邊角樣式群組方塊選擇一個設定。

5 修改設定群組方塊中的任何設定。 

6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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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和載入選取

您可以儲存複雜的選取供日後再次使用。您也可以將選取儲存為檔

案或 Alpha 色頻。

當您儲存選取區域時，它會另外儲存成副檔案名稱為 .PspSelection 
的檔案。當您將選取區域載入影像中，Corel PaintShop Pro 依照亮

度、非黑色的像素或透明度建立選取區域。

影像中的 Alpha 色頻是保留選取區域和遮罩的資料儲存區。當您將

選取區域儲存為 Alpha 色頻時，選取區域會儲存為其來源影像的一

部分，而非另一個檔案。儲存在 Alpha 色頻中的選取區域和遮罩不

會影響影像的外觀。

若您用 PspImage 以外的檔案格式儲存影像，則其 Alpha 色頻不會被

儲存。因此，建議您以 PspImage 格式保留影像的原始副本。

若您將選取區域儲存至 PspImage 影像內的 Alpha 色頻，則可從 
Alpha 色頻將該選取區域載入同一影像或其他任何影像中。

如果您將選取區域儲存到不再需要的 Alpha 色頻中，則可將它們刪

除。只有目前影像的 Alpha 色頻可以被刪除。

將選取區域儲存至檔案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選取區域  載入 / 儲存選取區域  儲存選取區域至磁碟，開

啟「儲存選取區域至磁碟」對話方塊。

選取區域檔案群組方塊顯示選取區域檔案於：

...Documents\Corel PaintShop Pro\17.0\ 選取區域。若要變更預設

資料夾或新增其他資料夾，請在選取區域檔案下拉式選單中按一

下檔案位置按鈕 。

2 在檔案名稱方塊中輸入選取區域的名稱。

3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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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磁碟載入選取區域檔案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選取區域  載入 / 儲存選取區域  從磁碟載入選取區域。

「從磁碟載入選取區域」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選取區域群組方塊會顯示所有資料夾中的選取區域檔案。若要變

更預設資料夾或尋找選取區域，請在選取區域下拉式選單中按一

下檔案位置按鈕 。

2 從 選取區域下拉式清單選擇選取區域。

3 在作業群組方塊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取代選取區域

• 新增至目前選取區域

• 自目前選取區域減去

4 在從下列項目建立選取區域群組方塊中，選擇其中一個選項：

• 來源亮度

• 任何非零的值

• 來源透明度

5 按一下載入。 

將選取區域儲存至 Alpha 色頻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選取區域 載入 / 儲存選取區域  儲存選取區域至 Alpha 
色頻。

「儲存選取區域至 Alpha 色頻」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從 Alpha 色頻群組方塊的新增至文件下拉式清單中選擇影像。

影像中任何現有的 Alpha 色頻，都會在下拉式清單下方的預覽方

塊中顯示。

3 按一下儲存。

選取區域會儲存至 Alpha 色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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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Alpha 色頻載入選取區域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選取區域  載入 / 儲存選取區域  從 Alpha 色頻載入選取

區域。

「從 Alpha 色頻載入選取區域」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若要讓選取區域的周圍區域呈現透明或黑色，請在預覽群組方塊

中按一下切換透明棋盤按鈕

2 從自文件載入下拉式清單中，選擇包含要載入的 Alpha 色頻的影

像檔案名稱。

備註：  影像必須經由 Corel PaintShop Pro 開啟後，才會出現在

自文件載入下拉式清單中。

3 在作業群組方塊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取代選取區域

• 新增至目前選取區域

• 自目前選取區域減去

您也可以

儲存選取區域至另一個影像的 
Alpha 色頻

選擇新增至文件下拉式清單中的影像
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

附註：另一個影像必須在 

Corel PaintShop Pro 開啟，以便顯

示在新增至文件下拉式清單中。

變更新的 Alpha 色頻的預設名稱 在名稱方塊中輸入新名稱。

將選取區域移動到影像畫布的左
上角

勾選移至畫布左上角核取方塊。

附註：這個選項在選取區域因為

大於影像而無法顯示在畫布上

時，會十分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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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群組方塊中會出現訊息，表示 Alpha 色頻與目前影像的畫布

交叉的方式。

備註： 如果 Alpha 色頻未與影像畫布交叉或僅部份交叉，可勾選

移至左上角核取方塊，將選取區域移至影像畫布上。

4 在選項群組方塊中，選擇下列其中一或多個選項：

• 移至左上角

• 剪輯至畫布

• 反向選取

5 按一下載入。

刪除 Alpha 色頻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影像  刪除 Alpha 色頻。

「刪除 Alpha 色頻」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從 Alpha 色頻群組方塊的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要刪除的 Alpha 
色頻。

如果您想要刪除所有 Alpha 色頻，請勾選刪除全部 Alpha 色頻核

取方塊。

3 按一下刪除。

您也可以

剪輯選取區域超出影像畫布的
部份

在選項群組方塊中，勾選剪輯至畫布核
取方塊。

選取原始選取區域外部的所有
內容

在選項群組方塊中，勾選反轉影像核取
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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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圖層 
在 Corel PaintShop Pro 中處理圖層時，您可以將元素新增至影像、

建立藝術特效和插圖，以及簡化影像編輯作業。您可以新增或刪除

圖層、重新排列圖層堆疊順序，以及利用各種方式漸變其中的像

素。除非合併圖層，您才能對其他圖層的每一圖層進行獨立編輯。

本節涵蓋下列主題：

• 了解圖層

• 使用圖層和相片

• 使用圖層和插畫

• 使用圖層面板

• 建立圖層

• 轉換成背景圖層

• 刪除圖層和清除圖層內容

• 再製與複製圖層

• 重新命名圖層

• 檢視圖層

• 依色彩排列圖層

• 變更影像中的圖層順序

• 移動畫布上的圖層

• 群組圖層

• 連結圖層

• 漸變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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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圖層不透明度

• 保護點陣圖層的透明區域

• 合併圖層

• 使用調整圖層

• 使用圖層樣式

了解圖層

在 Corel PaintShop Pro 中建立或輸入影像時，影像即具備單一圖層。

視建立或輸入的影像類型而定，此單一圖層會標示「背景」、「點

陣」、「向量」或「美工圖案媒體」。只要開啟相片、進行掃描或螢

幕擷取，此單一圖層在「圖層」面板上便會被標示為 「背景」。

就大部分最簡單的校正和修飾工作而言，無須新增影像圖層即可進

行。但是，在校正影像前最好先複製原有的單一圖層，將原始影像

保留在原有圖層上。如果您想要進行更複雜的作業，像是建立含有

文字和其他元素的拼貼，或是建立含有多層特效的相片構圖，則極

力建議您使用圖層。

圖層有如獨立頁面，可組合建立最終的構圖。 
286 Corel PaintShop Pro X7 使用指南



新增的圖層一開始都是背景上的透明頁面。隨著筆刷筆觸、向量物

件或文字的新增，「背景」圖層部分會遭掩蓋。您可從透明區域看

見下方圖層。您可以堆疊多個圖層，建立美術構圖、相片拼貼或複

雜插圖。

圖層共有 9 種類型：背景、點陣、向量、美工圖案媒體、遮罩、調

整、群組、選取區域和浮動選取區域。如需最後三種類型的相關資

訊，請參閱第 255 頁的 〈使用選取區域〉。

只有灰階和 1600 萬色影像可以有多個點陣圖層 （向量圖層不是點

陣圖層）。當您在另一種色彩深度的影像中 ( 如 256 色索引影像 ) 加
入新的點陣圖層時，Corel PaintShop Pro 會自動將圖層影像轉換成 
1600 萬色。

Corel PaintShop Pro 最多可支援 500 個圖層。不過，影像的圖層實

際數目可能受限於電腦可用的記憶體。 

您可以建立圖層群組或是將選取區域提升為圖層。如需將選取區域

提升為圖層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266 頁的 〈移動、剪輯和旋轉選

取區域〉。

背景圖層

背景圖層 是影像最下方的圖層。將 JPEG、GIF 或 PNG 影像匯入 
Corel PaintShop Pro 時，「圖層」面板上只有此名稱為「背景」的單

一圖層。

背景圖層包含點陣資料，當您變更圖層內容（如混合模式或不透明

度），就會提升至點陣圖層。除非將其提升為點陣圖層，否則不能

變更堆疊順序。

若要將背景圖層放在圖層堆疊中較上層的位置，可先將該圖層提升

為點陣圖層。如需轉換成背景圖層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298 頁的

〈轉換成背景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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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建立一個背景透明的新影像，則該影像不會有背景圖層；同時

在最下方圖層會被命名為「點陣式 1」的點陣圖層。您可以任意移

動此圖層的堆疊順序。您也可以變更圖層的不透明度和混合模式。

Corel PaintShop Pro 支援圖層透明度，而非背景透明度。若要建立不

含透明區域的影像，您可以選擇純色背景。影像會包含背景圖層作

為最底圖層。

若要建立包含透明區域的新影像，請選擇透明背景。影像會以點陣

圖層作為底部圖層。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4 頁的 〈建立影

像〉。

點陣圖層

點陣圖層 是僅含點陣資料的圖層。點陣資料是由排列在格點上名

為像素的獨立元素所組成。每一個像素都有特定的位置和色彩。相

片影像是由點陣資料組成。如果您放大點陣資料，就能看見呈現格

狀色彩的各個像素。

點陣圖層可讓您顯示色調與色彩的細微變化。有些工具、選項和指

令僅適用於點陣圖層。例如，用於新增特效的塗圖工具和指令只能

適用於點陣圖層。如果選取向量圖層但卻試圖使用點陣工具，

Corel PaintShop Pro 會提示您將向量圖層轉換成點陣圖層。

如需點陣和向量資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82 頁的 〈瞭解點陣和

向量物件〉。

向量圖層

向量圖層 是僅有向量物件（線條和形狀）、向量文字或向量群組

的圖層。向量物件和文字是由幾何特性組成 — 包括線條、曲線及其

位置。編輯向量物件和文字，即是編輯這些線條和曲線，而非個別

像素。向量圖形和向量文字在任何大小和列印解析度下，皆可維持

原有的清晰度和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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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向量圖層建立的物件或文字非常容易編輯。任何色彩深度的影像

都可納入多個向量圖層。每個向量圖層皆包含一份清單，列有該圖

層所有的獨立向量物件。您可以擴大或縮減群組以檢視個別物件。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95 頁的 〈擴展或收合向量圖層或圖層群

組〉。向量物件可以在向量群組間移動。

您不能移動向量物件至非向量圖層，物件必須放置於向量圖層。如

果選取點陣圖層但卻建立向量物件，Corel PaintShop Pro 會在選取圖

層之上建立一個向量圖層。

如需點陣和向量資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82 頁的 〈瞭解點陣和

向量物件〉。

美工圖案媒體圖層

「美工圖案媒體」圖層 會在使用 「美工圖案媒體」工具時自動

建立。

建立新影像時，您可以選擇建立包含「美工圖案媒體」圖層的影像。

「美工圖案媒體」圖層可轉換成點陣圖層，但無法轉換成向量圖層。

遮罩圖層

遮罩圖層 會顯示或隱藏下方圖層的部分。遮罩是一種修改不透明

度的調整圖層。您可以使用遮罩建立複雜的特效，例如從中心淡出

以顯露主題的畫框。

遮罩圖層不可作為底部圖層。如果刪除其他圖層會使遮罩圖層成為

底部圖層，您將無法刪除這些其他圖層。

如需有關使用遮罩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23 頁的 〈使用遮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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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圖層

調整圖層是調整下方圖層色彩或色調的校正圖層。調整圖層與「調

整」功能表上的等效指令具有相同的校正功能，但不同的是，調整

圖層不會變更影像像素。

調整圖層不可作為底部圖層。如果刪除其他圖層會使調整圖層成為

底部圖層，如此一來你就無法刪除這些其他圖層。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第 313 頁的 〈使用調整圖層〉。

使用圖層和相片

開啟數位相片或掃描影像時，影像會出現於背景圖層上。多數的相

片增強功能，如裁切、校正色彩或修飾，都不需新增其他圖層。但

是，如果在處理影像時新增圖層，您可以建立生動有趣的特效，同

時讓您更方便進行修正。下表說明範例。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進行變更之前保留原有
影像

選擇圖層  複製，複製背景圖層。若要在複製

圖層上處理影像，請在 「圖層」面板上按一下
該圖層，使其成為作用中圖層。

校正色彩和色調 使用調整圖層，而非直接變更影像有關使用調
整圖層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313 頁的 〈使

用調整圖層〉。

新增文字或圖形 在向量圖層上建立文字和圖形 （例如線條和形
狀），可簡化編輯作業。如需新增文字的詳細
資訊，請參閱 第 463 頁的 〈使用文字〉。如需

向量圖形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81 頁的 〈繪

製和編輯向量物件〉。

建立特效 複製背景圖層，將特效套用至複製圖層，然後
再變更圖層的不透明度或混合模式，以漸變兩
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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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圖層和插畫

處理插畫時圖層相當有用。下表說明範例。

建立圖畫 選擇 「工具」工具列上的 「美工圖案媒體」工

具，然後勾選 「工具屬性列選項」面板上的描
圖核取方塊 （此時 「美工圖案媒體」圖層會自

動建立）。使用 「美工圖案媒體」筆刷建立印
象派特效。

組合相片建立相片拼貼 開啟要組合的相片並決定作為基礎影像的影

像。按一下影像，選擇編輯 複製，按一下基

礎影像，然後選擇編輯  貼為新圖層，將其他

影像複製至基礎影像。定位各圖層，使用移動

工具 。

使用不透明度設定和混合模式，來控制各圖層
的顯示量。使用遮罩工具隱藏部分圖層，或在
圖層周圍建立柔邊特效。

建立全景相片 針對主題拍攝一系列相片。 
建立影像，畫布必須大到足以顯示全景，然後
再將每張相片複製到各圖層上。降低任一圖層
的不透明度，來讓您看透整張相片，然後使用

移動工具 以對應下一圖層的邊緣。放置好所

有圖層後，將設定恢復成 100% 不透明度。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簡化變更作業 在個別圖層上建立獨立元素，使其
更容易編輯。例如，製作一張汽車
沿著山間高速公路疾駛的插畫，可
以在個別圖層上建立汽車、駕駛
人、高速公路和山景。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96 頁的

〈建立圖層〉。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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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圖層面板

圖層面板清單會列出影像中的所有圖層。面板上圖層的順序即是圖

層在影像中的順序。頂端圖層列在第一個，底部圖層則列在最後一

個。您可以在「圖層」面板上變更圖層的堆疊順序，但須視圖層類

型而定。

在影像畫布上一起移動多個圖層 連結或群組需要一起移動的圖層。
例如，連結上例的汽車和駕駛人，
如此一來，移動車輛時駕駛人也會
跟著移動。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05 頁的

〈連結圖層〉。

編輯圖形元素 物件若需微調或編輯，則在向量圖
層上建立向量物件。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96 頁的

〈建立圖層〉。

將僅適用於點陣的指令和特效套用
至向量物件

建立包含向量物件副本的新圖層。
若要進行此動作，請先複製原有向
量圖層再將其轉換成點陣圖層。關
閉向量圖層的顯示，以在點陣圖層
上工作。
如需複製圖層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299 頁的 〈再製與複製圖層〉。

如需隱藏圖層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301 頁的 〈顯示或隱藏全部圖

層〉。

實驗變更 複製圖層，再進行變更。複製其他
圖層，再進行變更。開啟與關閉圖
層的顯示，查看哪個圖層在整體影
像中的效果最好。

儲存進行中的工作 保留轉變過程中步驟的副本，再關閉
這些圖層的顯示。保留副本，讓您在
日後需要時，可再追蹤轉變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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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圖層類型的資訊，請參閱第 286 頁的 〈了解圖層〉。

圖層面板

您可以建立圖層群組，排列「圖層」面板。也可以連結圖層或群組，

以便在影像中使用「移動」工具時，一起移動這些圖層或群組。

根據預設，圖層內容的縮圖會顯示在圖層名稱的左邊。縮圖大小可

以設定，亦可關閉縮圖。根據預設，作用中圖層的設定顯示在最上

方縮圖的檢視之上，但是您可以修改這些設定的外觀。如需變更

「圖層」面板外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95 頁的〈修改圖層面板

外觀〉。

「圖層」面板會顯示圖層和圖層群組的名稱。您可以在面板中自訂

圖層的名稱（請參閱上方圖例）。同時也可指出圖層類型（背景、

點陣、向量、美工圖案媒體、遮罩、調整、群組、選取區域或浮動

選取區域），並可讓您切換圖層的顯示或隱藏。如果圖層太多，面

板無法一次同時顯示時，您可以使用右邊的捲軸，向上或向下移動

清單。

新圖層下拉式清單

作用中圖層設定

圖層類型
指示器

圖層顯示切換

圖層縮圖

圖層名稱
（可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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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面板工具列位於面板的下緣，包括多個控制項可用於執行

新增圖層、群組和刪除圖層等，還有提供可設定偏好設定的快速存

取按鈕。

「圖層」面板最上方的控制項，可讓您變更圖層的混合模式和不透

明度、啟用編輯選取區域，顯示圖層特效、連結圖層、鎖定透明度

及存取圖層樣式。

您可以顯示或隱藏「圖層」面板，或是移動至螢幕的任何地方。如

需移動、固定和解除鎖定「圖層」面板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0
頁的〈使用面板〉。

如果影像有一個以上的圖層，您必須選取工作所在的圖層。對影像

所做的變更僅只影像選取的圖層（亦稱作用中圖層）。一次只能選

取一個圖層。

「圖層」面板以包含資料夾和子資料夾的 「樹狀結構」顯示所有元

素。展開擁有子元素的項目時，前方會出現一個向下箭頭，若收

合，則出現一個向右箭頭。您可以擴展向量圖層或圖層群組以檢視

子元素的名稱，也可收合向量圖層或圖層群組，使「圖層」面板更

容易導覽。

顯示或隱藏圖層面板
編輯工作區

• 選擇檢視  面板  圖層。

此指令可切換「圖層」面板的顯示和隱藏。

選取圖層
編輯工作區

• 在「圖層」面板上，按一下圖層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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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或收合向量圖層或圖層群組
編輯工作區

• 執行下表中的任一工作。

修改圖層面板外觀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好設定。

「偏好選項」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對話方塊的左窗格上，選擇面板。

3 執行下表中的工作，然後按一下確定。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擴展群組 在 「圖層面板」上，在圖層前或圖

層群組前，按一下向右箭頭 。

收合群組 在 「圖層面板」上，在圖層前或圖

層群組前，按一下向下箭頭 。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調整縮圖大小 在圖層面板群組方塊中，勾選面板
縮圖核取方塊，然後在大小控制項

中輸入或設定數值。（預設設定是
50 像素）。

關閉縮圖並顯示右窗格 在圖層面板群組方塊中，取消勾選

面板縮圖核取方塊，然後勾選右窗
格核取方塊。( 這是應用程式和前版

程式顯示 「圖層」面板的方法。

調整右窗格大小 當 「圖層」面板顯示右窗格時，水
平地拖曳窗格彈出式控制項。

在面板上方顯示圖層設定 在圖層面板群組方塊中，取消勾選

右窗格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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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垂直分隔線箭頭指向右邊時，按一下控制項，可以隱藏右

窗格。當箭頭指向左邊時，按一下控制項，則將右窗格還原

成上一個檢視。

建立圖層

您可以從「圖層」面板建立圖層。建立圖層時，您可以指定屬性，

例如圖層類型、不透明度或混合模式。當您處理圖層時，可以修改

這些屬性。您也可以從選取區域、向量物件或其他影像建立圖層。

使用「文字」工具、「美工圖案媒體」工具或向量繪圖工具，如

「筆」工具或 「預設形狀」工具時，程式也會自動建立圖層。

自圖層面板建立圖層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按一下要建立在圖層上的圖層。

2 從「圖層」面板工具列的下拉式清單選擇圖層類型：

• 新增點陣圖層

• 新增向量圖層

• 新增美工圖案媒體圖層

• 新增圖層群組

• 新增遮罩圖層

• 新增調整圖層

3 調整圖層內容可用的控制項。

4 按一下確定。

新圖層便會新增到作用中圖層之上，名稱為圖層類型加上數字，

如「向量 1」。

如需重新命名圖層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00 頁的〈重新命
名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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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灰階和 1600 萬色影像可以有多個點陣圖層 （向量圖層
不是點陣圖層）。當您在另一種色彩深度的影像中 ( 如 256 色
索引影像 ) 加入新的點陣圖層時，Corel PaintShop Pro 會自動
將影像轉換成 1600 萬色。

您可以按住 Shift 並從 「新增圖層」下拉式清單中選擇選項，

來快速建立圖層。

自選取區域建立點陣圖層
編輯工作區

• 選擇選取區域  轉換選取區域成圖層。 

新圖層會命名為「提升的選取區域」。

提升選取區域時，有些圍繞在選取區域邊框的像素可能會被
納入，如果選取區域經消除鋸齒或羽化，這種情形會更明
顯。如需複製或提升選取區域之前進行清除的相關資訊，請
參閱第 269 頁的 〈修改選取區域〉。

選擇編輯  複製，然後選擇編輯  貼為新圖層，亦可建立點

陣圖層。新圖層的名稱包含「點陣」外加一個數字，例如

「點陣 1」。

自向量物件建立向量圖層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挑選工具 ，然後選取一個或多個

的向量物件。

2 選擇編輯  複製。

3 選擇編輯  貼為新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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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其他影像建立圖層
編輯工作區

1 在影像視窗中，按一下要複製為新圖層的影像，然後選擇編輯  
複製。

2 按一下要貼上新圖層的影像，然後選擇編輯  貼為新圖層。

該圖層便會貼在第二個影像的畫布中央。

您也可以從「圖層」面板拖曳圖層，再放置在影像上。

轉換成背景圖層

若要「背景」圖層具備其他圖層的功能，您可以將該圖層提升為一

般的點陣圖層。點陣圖層支援透明度，並可在堆疊順序中任意移

動。如需背景圖層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86 頁的 〈了解圖層〉。

將背景圖層提升為一般點陣圖層
編輯工作區

• 選擇圖層  轉換成背景圖層。

您也可以在圖層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擇轉換成背景圖層。

刪除圖層和清除圖層內容

您可以清除影像的圖層或移除圖層內容。清除圖層的內容可讓圖層

保留在影像中；點陣和向量圖層變透明，背景圖層則填滿目前的背

景色彩和材料。

刪除圖層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選取要刪除的圖層或圖層群組。

2 按一下刪除圖層按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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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圖層內容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按一下要清除的圖層名稱。

確定在圖層之外沒有選取任何項目。

2 選擇編輯  清除。

您也可按下刪除來清除圖層。

再製與複製圖層

您可以複製影像內的圖層。您可以使用複製圖層做為新圖層的起

點，或在試驗編輯功能和特效的同時，仍可保持原始圖層的完整。

利用複製與貼上，或拖曳圖層至另一個影像，您也可以複製一圖層

至另一個影像。

複製影像內的圖層
編輯工作區

• 選取要複製的圖層，然後選擇圖層  複製。

複製的圖層便會新增到選取的圖層之上。

您也可以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圖層名稱，然後選擇複製。

您也可以選擇編輯  複製先複製圖層，然後選擇編輯  貼為

新圖層。

您也可以

自 「圖層」功能表刪除選取的圖層 選擇圖層  刪除。

按一下滑鼠右鍵刪除選取的圖層 在圖層面板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然後選擇刪除。

透過拖曳刪除選取的圖層 將圖層拖曳至刪除圖層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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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圖層複製至其他影像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選取您想要複製的圖層。

2 選擇編輯  複製。

3 開啟要貼上圖層的影像。

如果影像有圖層，請按一下圖層。當貼上複製的圖層時，便會出

現在選取的圖層之上。

4 選擇編輯  貼為新圖層。

圖層便貼至畫布中央。

將圖層複製並拖曳至其他影像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開啟兩個影像。

2 在圖層面板上，將您要複製的影像圖層拖曳至另一影像的標籤。

此時，另一影像的標籤應會在作用中，然後在圖層面板中您想要

的位置上將圖層落下。

編輯工作區必須在固定視窗模式（視窗 > 固定視窗）才可在
影像間拖曳和落下。

重新命名圖層

圖層新增至影像後，您可能會發現，為這些圖層重新命名比較方便

作業，因為在「圖層」面板上容易辨識。

重新命名圖層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按一下要重新命名的圖層，暫停一下，然

後再按一次。

名稱在方塊中反白。

2 在方塊中輸入新名稱，然後按下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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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兩下圖層，顯示「圖層內容」對話方塊，然後在名稱方塊

中輸入新名稱，亦可更名圖層。

檢視圖層

您可以顯示或隱藏影像中的圖層、圖層群組或向量物件。隱藏的圖層

仍在影像中，只是看不見而已。您也可以反轉顯示和隱藏的圖層。

顯示或隱藏圖層
編輯工作區

• 針對要顯示或隱藏的圖層，按一下它的顯示切換按鈕。

 圖層顯示時的顯示切換按鈕

 圖層隱藏時的顯示切換按鈕

隱藏圖層群組會隱藏該群組中的所有圖層。

如果只要顯示選取的圖層，請選擇圖層  檢視  僅限目前。

顯示或隱藏全部圖層
編輯工作區

• 執行下表中的任一工作。

反轉顯示和隱藏的圖層
編輯工作區

• 選擇圖層  檢視  反轉。

所有先前顯示的項目都會隱藏，所有隱藏的項目都會顯示。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檢視所有圖層 選擇圖層  檢視  全部。

隱藏所有圖層 選擇圖層  檢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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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色彩排列圖層

若要以視覺方式排列「圖層」面板，您可以指定圖層和圖層群組的

強光色彩。強光色彩會顯示為圖層或群組名稱左側圖示的背景，對

影像本身並不會造成任何影響。

在圖層群組中，未指定專屬強光色彩的圖層會繼承母圖層的色彩。

圖層群組中的所有圖層可使用相同強光色彩，其他圖層群組則使用

不同圖層色彩。

設定圖層圖示的強光色彩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按兩下圖層開啟 「圖層內容」對話方塊。

2 勾選圖層色盤中標明核取方塊。

3 按一下核取方塊旁的色彩方塊。

4 選擇色彩，然後按一下確定。

5 在「圖層內容」對話方塊中，按一下確定。 

圖示便會出現強光色彩。

若要選擇強光色彩作為最近使用的色彩，請用滑鼠右鍵按一

下色彩方塊，然後按一下色彩。

變更影像中的圖層順序

影像圖層的順序對影像外觀影響至鉅。若要重新排列影像中的圖

層，您可以在「圖層」面板上輕鬆地變更圖層的堆疊順序。如果圖

層或圖層群組包含元素，例如向量物件或群組圖層，當堆疊順序中

的位置變更時，所有元素都會隨圖層或圖層群組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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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圖層或圖層群組
編輯工作區

• 在「圖層」面板上，選取要移動的圖層或圖層群組，再拖曳至
堆疊中的新位置。

拖曳時，灰線會顯示圖層的位置。

當您拖曳圖層時，游標會變更為手形。顯示空集合符號的游
標 表示選取的項目無法移至特定位置。

您可以選擇圖層  排列，然後再選擇一個選項，來移動圖層

或圖層群組。

移動畫布上的圖層

您可以在影像畫部內任意移動整個圖層的內容。假如您將部分圖層

移出畫布，圖層並不會被裁切 - 您可將圖層移回畫布或是增加畫布

大小，以顯示隱藏不見的區域。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38 頁的

〈調整畫布大小〉。

移動畫布上的圖層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選取您想移動的圖層。

2 在「工具」工具列上，按一下移動工具 。

3 在影像中以拖曳方式將圖層移至新位置。

您也可以這樣選取和移動圖層：使用挑選工具 。

群組圖層

您可以建立圖層群組，將多個圖層群組在一起。圖層群組可讓您

• 排列「圖層」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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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整個群組的圖層內容，例如不透明度和混合模式

• 將調整和遮罩圖層的特效限制在作用中圖層下方的圖層，而不影

響整個影像

• 一起移動同群組圖層的堆疊順序

• 在影像畫布上一起移動連結的圖層

• 刪除群組中的所有圖層

圖層群組可包含點陣圖層、向量圖層、美工圖案媒體圖層、遮罩圖

層和調整圖層，而且至少要有一個圖層。圖層群組亦可包含其他圖

層群組，稱巢狀群組。如果將圖層群組內的所有圖層移出，

Corel PaintShop Pro 會刪除該圖層群組。

如需檢視圖層群組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295 頁的 〈擴展或收合向

量圖層或圖層群組〉。

建立圖層群組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選取要包含第一個圖層的圖層群組。

2 從「圖層」面板工具列的下拉式清單選擇新增圖層群組。

圖層群組便會建立，選取的圖層變成圖層群組的一部份。根據預

設，圖層群組名稱包含 「群組」加上數字命名（例如 「群組

1」）。

您也可以

從 「圖層」面板將圖層新增至圖層
群組

在 「圖層」面板上，將圖層拖曳至
圖層群組。（拖曳時，黑線會顯示
圖層的位置。）

從 「圖層」功能表將圖層新增至圖
層群組

選擇圖層  排列  移入群組。

將圖層群組放置在圖層群組內 在 「圖層」面板上，將圖層群組拖
曳至另一個圖層群組。（拖曳時，
黑線會顯示圖層群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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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群組移除圖層
編輯工作區

• 將圖層拖曳至圖層群組以外的新位置。

選擇圖層  排列  移出群組，亦可自群組移出圖層。

解散圖層群組
編輯工作區

• 選取要解除群組的圖層群組，然後選擇圖層  解散圖層群組。

連結圖層

您可以連結圖層，當使用「移動」工具移動其中一個圖層時，其他

圖層便會一起在影像畫布上移動。

您可以連結群組的圖層；圖層群組中的所有圖層會在影像畫布上一

起移動。也可以連結不同圖層群組中的個別圖層，一起移動連結的

圖層，不影響圖層群組中的其他圖層。

將圖層移至圖層群組的底部 將圖層拖曳至下面倒數第二個位
置，然後再把底部圖層向上拖曳
一層。

附註：將圖層直接拖曳至圖層群組
底部時，圖層會被放置在該群組
下，而非在該群組內。

從 「圖層」功能表建立圖層群組 選擇圖層  新增圖層群組，在

「圖層內容」對話方塊中設定必要

的控制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您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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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是否會影響堆疊順序？

連結並不會影響堆疊順序，它只影響您使用「移動」工具在影像畫

布上所進行的移動。同時移動圖層堆疊順序的唯一方式是群組圖

層。只要移動圖層群組的堆疊順序，所有圖層都會跟著移動，不論

該群組為連結或不連結。

連結圖層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選取要連結的圖層，然後按一下連結 / 取消

連結按鈕 。

不連結圖層
編輯工作區

• 在「圖層」面板上，選取要取消連結的圖層，然後按一下連結 /
取消連結按鈕 。

連結圖示會從圖層中移除。

連結或取消連結圖層群組
編輯工作區

• 在「圖層」面板上，選取要或不要連結的圖層，然後按一下連

結 / 取消連結群組按鈕 。

選取了連結的群組時，工具列上的按鈕會反白，選取的是取消連

結的群組時，按鈕不會反白。

按兩下圖層群組，顯示「圖層屬性」對話方塊，勾選或取消

勾選群組已連結核取方塊，然後按一下確定，亦可連結或不

連結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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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變圖層

您可變更某個圖層與下方圖層像素的漸變方式，來建立吸引人的效

果。Corel PaintShop Pro 提供您多種混合模式。根據預設，影像會顯

示漸變像素，但個別圖層仍保持不變。

當圖層漸變時，各圖層都會進行「正常」混合模式，根據選取圖層

的不透明度漸變像素。選取的圖層會與其下所有圖層漸變，不僅是

下一個圖層。

除了設定圖層的混合模式外，您還可以設定漸變範圍。根據預設，

混合模式會套用至所有像素。漸變範圍限制混合模式影像的像素。

漸變範圍會依據亮度或色彩色頻設定不透明度，如此一來選取區域

原有色彩便會消退，顯現其他色彩。

了解混合模式

下表說明各種混合模式。

混合模式 結果

正常 依據選取圖層的像素不透明度顯示下方圖
層的像素。如果選取區域完全不透明，則
不會有任何像素顯示。隨著不透明度降
低，下方圖層會有更多像素顯現。

變暗 顯示選取圖層中比下方圖層暗的像素。
比下方圖層亮的像素會因此消失。

變亮 顯示選取圖層中比下方圖層亮的像素。
比下方圖層暗的像素會因此消失。

色相 套用選取圖層的色相至下方圖層 （而不
用變更飽和度和明度）。

色相 ( 傳統 ) 功能作用類似色相混合模式。保留此混
合模式是為繼續支援較早版本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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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和度 套用選取圖層的飽和度至下方圖層，而
不影響色相或明度。此混合模式僅支援
1600 萬色影像。

飽和度 ( 傳統 ) 功能作用類似飽和度混合模式。保留此混
合模式是為繼續支援較早版本的程式。

色彩 套用選取圖層的色相與飽和度至下方圖
層 （而不影響明度）。此混合模式僅支
援 1600 萬色影像。

色彩 ( 傳統 ) 功能作用類似色彩混合模式。保留此混
合模式是為繼續支援較早版本的程式。

明亮度 套用選取圖層的明亮度 （或明度）至下
方圖層，而不影響色相或飽和度。此混
合模式僅支援 1600 萬色影像。

明亮度 ( 傳統 ) 功能作用類似明亮度混合模式。保留此混
合模式是為繼續支援較早版本的程式。

色彩增值 將選取圖層的色彩與下方圖層結合以產
生較深色彩。任何色彩若與黑色色彩增
值會生成黑色，若與白色色彩增值則色
彩不變。無論在 「圖層」面板中圖層堆
疊與次序如何變動，此混合模式生成的
效果皆是相同的。

網點 利用色彩增值選取圖層與下方圖層的反
轉色彩，此混合模式可將色彩變亮。產
生的效果即為一相同色彩或較選取圖層
為明亮的色彩。無論在 「圖層」面板中
圖層堆疊與次序如何變動，此混合模式
生成的效果皆是相同的。

漸隱 隨機新增選取圖層像素色彩至下方圖層
以建立斑點效果。選取圖層的不透明度
決定了可新增像素的數量：不透明度愈
低，可新增的像素數量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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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 此混合模式結合了 「色彩增值」與
「網點」模式。如果下方圖層的色頻數
值不到最大值的一半，「色彩增值」模
式就會自動使用。如果下方圖層的色頻
數值大於或等於最大值的一半，「網
點」模式就會自動使用。「覆蓋」混合
模式可顯示選取圖層的樣式或色彩，同
時還可保留下方圖層的陰影與亮部。

強光源 此混合模式結合了 「色彩增值」與
「網點」模式。如果下方圖層的色頻數
值不到最大值的 128，「色彩增值」模

式就會自動使用。如果下方圖層的色頻
數值大於或等於最大值的 128，「網

點」模式就會自動使用。您可使用 「強
光源」混合模式新增亮部或陰影。

柔和光源 此混合模式結合了 「加深」與 「加亮」
模式。如果下方圖層的色頻數值不到最
大值的 128，「加深」模式就會自動使

用。如果下方圖層的色頻數值大於或等
於最大值的 128，「加亮」模式就會自

動使用。您可使用 「柔和光源」混合模
式新增亮部或陰影。

差異 將選取圖層色彩與下方圖層色彩相減。
無論在 「圖層」面板中圖層堆疊與次序
如何變動，此混合模式生成的效果皆是
相同的。

加亮 利用選取圖層色彩的明度值使下方圖層
的色彩變亮，進而將整幅影像的亮度提
高。較淡的色彩效果會較明亮，但黑色
則無效果。

加深 利用選取圖層色彩的明度值使下方圖
層的色彩變暗，進而將整幅影像的亮
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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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圖層的漸變範圍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按兩下圖層開啟 「圖層內容」對話方塊。

2 按一下漸變範圍標籤。

3 在「漸變色頻」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漸變圖層時要使用的色頻。

選取灰色頻，依據圖層明度值決定不透明度。選取紅色頻、綠色

頻或藍色頻，依據個別色彩值決定不透明度。

4 拖曳位置較高的箭頭，將其值設定在不透明度為 100% 的位置。

例如，圖層明度若介於 43 至 126 之間，可將其不透明度設定在 
100%，最亮和最暗區域的不透明度則會降低。

5 拖曳位置較低的箭頭，將數值設定在不透明度為 0% 的位置。

6 按一下確定。

設定圖層不透明度

若要建立吸引人的特效，您可以變化不透明度，範圍可從預設的

100% （完全不透明）到 0% （完全透明）。當圖層部分透明時，下

方的圖層便會顯現。

您也可以變更圖層群組的不透明度。

「圖層」面板上的 「不透明度」設定會決定各圖層的不透明度。圖

層的整體不透明度與個別像素的透明度各自獨立，並不相同。如果

像素開始時為 50% 不透明度而圖層設定為 50% 透明度，則像素將

顯示 25% 的不透明。如果圖層位在不透明度為 50% 的圖層群組中，

則像素將顯示 12.5% 的不透明。

排除 建立與 「差異」混合模式相似但較柔和
的特效。無論在 「圖層」面板中圖層堆
疊與次序如何變動，「排除」混合模式
生成的效果皆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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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圖層不透明度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選取圖層或圖層群組。

2 拖曳不透明度滑桿 至想要的百分比。

設定圖層不透明度也可透過按兩下圖層，變更「圖層內容」

對話方塊中的不透明度設定，然後按一下確定。

保護點陣圖層的透明區域

如果只要將工具和特效套用至某些點陣圖層區域和資料，您可以使

用「鎖定透明度」功能。在列印、套用特效、貼上選取區域或進行

其他修改時，透明區域仍會受到保護。

重要！「鎖定透明度」功能僅適用於點陣圖層。您無法鎖定向
量、美工圖案媒體、調整、遮罩或群組圖層的透明度。背景圖層
不支援透明度。

鎖定或解除鎖定點陣圖層的透明區域
編輯工作區

• 在「圖層」面板上，選取圖層，然後按一下鎖定 / 解除鎖定按鈕

。

透明度鎖定時，鎖定 / 解除鎖定按鈕會出現在圖層上。再次按此

按鈕，即解除鎖定透明度。解除鎖定圖層時，圖層上的圖示會

消失。

您可按兩下圖層，勾選或取消勾選「圖層屬性」對話方塊中

的鎖定透明度核取方塊，然後按一下確定，來鎖定或解除鎖

定透明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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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圖層

影像中的合併圖層亦稱為「扁平」影像。您可以選擇合併所有圖

層，或只合併影像中選取的圖層。合併圖層可以縮減影像所需的記

憶體。圖層會依據混合模式合併，將向量資料和向量文字轉換成點

陣資料，並以白色取代背景圖層的透明區域。

許多檔案格式，例如 JPEG、GIF 和 TIF，不支援多圖層的影像。將影

像存成這些格式時，Corel PaintShop Pro 會將所有圖層合併成單一的

背景圖層。若是存成 PSD (Photoshop) 格式，影像仍會維持點陣圖層

和調整圖層，但向量圖層和美工圖案媒體圖層則會轉換成點陣圖層。

下表說明圖層類型的合併方式。

重要！合併圖層前，應備份原始的 PspImage 影像。合併圖層
後，便無法個別編輯圖層。

合併兩個圖層
編輯工作區

1 確定兩圖層在「圖層」面板上位居上下比鄰的位置。

2 選取上方圖層。

3 選擇圖層  合併  向下合併。

若要合併所有圖層，選擇圖層  合併  全部合併 （扁平）。

上方圖層 合併圖層 結果圖層

任何圖層 點陣圖層 點陣圖層

向量圖層 向量圖層 向量圖層

美工圖案媒體圖層 背景 背景

遮罩圖層 遮罩圖層 遮罩圖層

任何圖層 背景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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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所有顯示圖層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選取每一個您不想要合併的圖層，然後按

一下顯示切換按鈕 。

當圖層隱藏時，顯示切換按鈕會變更為 。

2 選擇圖層  合併  顯示合併，將所有顯示圖層合併成一個點陣圖

層。 

隱藏的圖層不受影響。合併後的圖層仍維持原始圖層的透明
度資訊，出現在作用中圖層的位置。

如果選取的圖層位於某個群組中，則只有該群組中的顯示圖
層會被合併。如果圖層群組標示為隱藏（會使群組內的所有
圖層隱藏），則該群組內的所有圖層都不會被合併。

合併群組中的所有圖層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選取要合併的圖層群組，或是群組中要合

併的圖層。

2 選擇圖層  合併  合併群組，將群組中的所有圖層合併成一個點

陣圖層。

使用調整圖層

調整圖層是調整下方圖層色彩或色調的校正圖層，不會修改影像圖

層本身。您可以新增調整圖層，測試各種色彩校正特效或校正組

合。您可以隱藏、刪除或編輯調整圖層。

調整圖層會影響所有位於其下的圖層。如果調整圖層位在圖層群組

中，它只會影響群組中順序較低的圖層。如果要在單一圖層上套用

調整圖層而不影響下方圖層，您可以建立包含一個圖層的圖層群

組，然後再將調整的圖層新增在該群組的圖層上。只有圖層群組中

的圖層才會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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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調整圖層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按一下圖層。

當新增調整圖層時，便會出現在選取的圖層之上。

2 從面板工具列的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新增調整圖層，然後選擇調

整圖層的類型。

在出現的對話方塊中，預覽區域會顯示變更前和變更後的影像。

若要將數值重設為預設設定，請選擇載入預設下拉式清單中的預

設值。 

3 按一下調整標籤，再設定調整圖層的控制項。

4 按一下確定。 

您也可選擇圖層  新增調整圖層來新增調整圖層。

您也可按兩下調整圖層，再按一下「屬性」對話方塊中的重

設為預設值按鈕 。

隱藏或檢視調整圖層覆蓋
編輯工作區

• 選擇圖層  檢視覆蓋。 

您也可以按一下「圖層」面板上的遮罩覆蓋切換按鈕 以隱

藏或顯示調整圖層覆蓋。

編輯調整圖層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按兩下要編輯的調整圖層名稱。

「圖層內容」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調整標籤，再修改色彩或色調校正設定。

3 按一下一般標籤，修改一般圖層屬性，例如圖層名稱、漸變模式

或不透明度。
314 Corel PaintShop Pro X7 使用指南



4 在覆蓋標籤上，調整覆蓋的色彩和不透明度。 

預設覆蓋為紅色遮罩式的圖層，不透明度為 50%。

5 按一下確定。

您也可選擇圖層  內容，來開啟 「圖層內容」對話方塊。

使用圖層樣式

您也可以使用「圖層屬性」對話方塊中的圖層樣式標籤區域，來套

用不論是單獨或組合套用的各種效果。使用此功能，您可以即時為

圖層自創有趣的視覺特效，並在套用前微調特效。圖層樣式功能提

供六種特效：反射特效、外部發光、修飾斜角、浮雕、內部發光和

下落式陰影。

當您在個別圖層上套用這些特效，並且以可用的圖層檔案格式（例

如 PspImage 格式）儲存產生的檔案時，原始影像的原始圖層維持未

編輯的狀態。在此情況下，圖層樣式與調整圖層類似。但它們不同

的是，圖層樣式未套用在下方畫布，而是只套用在個別圖層的邊界。

如果您套用一或多個圖層樣式調整圖層大小，特效會按比例調整。

圖層樣式只能套用至點陣和向量圖層。

某些圖層樣式（例如下落式陰影）會套用至圖層資料之外。某些圖

層樣式僅在圖層包括透明區域時才可見。

為什麼會有「圖層」核取方塊？

如果勾選此核取方塊，可顯示套用特效後的圖層資料。如果不勾選

此核取方塊，會關閉圖層資料，僅顯示特效。如果不勾選圖層核取

方塊，原始圖層資料會作為遮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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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取方塊是否依據某種原因排列順序？

是的，必須以特定的順序合成特效，才能獲得良好的特效。例如，

您不會在原始物件上方套用「下落式陰影」特效，或是在 「下落式

陰影」特效下方套用「外部發光」特效。因此，「反射」特效置於

最上方，依次為「外部發光」特效、「修飾斜角」特效等等。最後

套用「下落式陰影」特效。

如果我對套用特效的圖層進行編輯，會產生什麼結果？

不論您以新增文字或形狀的方式編輯向量圖層，或是用筆刷工具在

點陣圖層上塗畫，之前在圖層上套用的特效都會套用至您所作的任

何修改上。

圖層樣式範例

套用反射圖層樣式
編輯工作區

1 按一下圖層，再按一下圖層樣式按鈕 。

2 在「圖層內容」對話方塊中，按一下圖層樣式標籤。

3 在列出效果的群組方塊中，勾選反射核取方塊。

更新「執行後」窗格，顯示初始 「反射」特效。如果您要預覽

實際影像的變更，勾選預覽影像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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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反射」特效可能會建立超出可見影像畫布的資料，在此
情況下，您必須擴大畫布才能看到整個影像。

4 拖曳大小滑桿，設定比較原始圖層資料的反射淡化速度。

5 拖曳不透明度滑桿，設定反射的整體明亮度。

6 拖曳紅色的「反射距離」控制線，設定反射所有圖層資料的水

平軸。

7 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將「圖層樣式」設定儲存為預設特效，然後隨時套用

至其他圖層。如需儲存與套用預設特效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634 頁的 〈使用和建立預設〉。

套用外部發光圖層樣式
編輯工作區

1 按一下圖層，再按一下圖層樣式按鈕 。

2 在「圖層內容」對話方塊中，按一下圖層樣式標籤。

3 在列出效果的群組方塊中，勾選外部發光核取方塊。

更新「執行後」窗格，顯示初始 「外部發光」特效。如果您要

預覽實際影像的變更，勾選預覽影像核取方塊。

備註：「外部發光」特效可能建立超出可見影像畫布的資料，在
此情況下，您必須擴大畫布才能看到整個影像。

4 拖曳大小滑桿，設定在圖層資料外延伸發光的距離。

5 拖曳不透明度滑桿，設定發光的明亮度和顯示。

6 在彩虹色彩挑選工具中，按一下發光色彩。目前顏色在色彩挑選

工具的底端列出現。

7 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將「圖層樣式」設定儲存為預設特效，然後隨時套用

至其他圖層。如需儲存與套用預設特效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634 頁的 〈使用和建立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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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修飾斜角圖層樣式
編輯工作區

1 按一下圖層，再按一下圖層樣式按鈕 。

2 在「圖層內容」對話方塊中，按一下圖層樣式標籤。

3 在列出效果的群組方塊中，勾選修飾斜角核取方塊。

更新「執行後」窗格，顯示初始 「修飾斜角」特效。如果您要

預覽實際影像的變更，勾選預覽影像核取方塊。

4 拖曳大小滑桿，設定從圖層資料的外緣到修飾斜角範圍間的

距離。

5 拖曳不透明度滑桿，設定修飾斜角的明亮度和顯示。

6 拖曳一個二維光源控制項 ，設定特效套用的光線方向和距離。

7 在彩虹色彩選取工具中，按一下修飾斜角色彩。目前顏色在色彩

挑選工具的底端列出現。

8 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將「圖層樣式」設定儲存為預設特效，然後隨時套用

至其他圖層。如需儲存與套用預設特效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634 頁的 〈使用和建立預設〉。

套用浮雕圖層樣式
編輯工作區

1 按一下圖層，再按一下圖層樣式按鈕 。

2 在「圖層內容」對話方塊中，按一下圖層樣式標籤。

3 在列出效果的群組方塊中，勾選浮雕核取方塊。

更新「執行後」窗格，顯示初始 「浮雕」特效。如果您要預覽

實際影像的變更，勾選預覽影像核取方塊。

4 拖曳大小滑桿，設定從圖層資料的外緣到浮雕範圍間的距離。

5 拖曳不透明度滑桿，設定浮雕的明亮度和顯示。

6 拖曳一個二維光源控制項 ，設定特效套用的光線方向和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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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將「圖層樣式」設定儲存為預設特效，然後隨時套用

至其他圖層。如需儲存與套用預設特效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634 頁的 〈使用和建立預設〉。

套用內部發光圖層樣式
編輯工作區

1 按一下圖層，再按一下圖層樣式按鈕 。

2 在「圖層內容」對話方塊中，按一下圖層樣式標籤。

3 在列出效果的群組方塊中，勾選內部發光核取方塊。

更新「執行後」窗格，顯示初始 「內部發光」特效。如果您要

預覽實際影像的變更，勾選預覽影像核取方塊。

4 拖曳大小滑桿，設定在圖層資料內延伸發光的距離。

5 拖曳不透明度滑桿，設定發光的明亮度和顯示。

6 在彩虹色彩挑選工具中，按一下發光色彩。目前顏色在色彩挑選

工具的底端列出現。

7 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將「圖層樣式」設定儲存為預設特效，然後隨時套用

至其他圖層。如需儲存與套用預設特效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634 頁的 〈使用和建立預設〉。

套用下落式陰影圖層樣式
編輯工作區

1 按一下圖層，再按一下圖層樣式按鈕 。

2 在「圖層內容」對話方塊中，按一下圖層樣式標籤。

3 在列出效果的群組方塊中，勾選下落式陰影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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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執行後」窗格，顯示初始 「下落式陰影」特效。如果您

要預覽實際影像的變更，勾選預覽影像核取方塊。

備註：「下落式陰影」特效可能建立超出可見影像畫布的資料
（特別是在大小與 「背景」圖層相同的圖層上），在此情況下，
您必須擴大畫布才能看到整個影像。

4 拖曳大小滑桿，設定圖層資料與陰影之間的距離。

提高大小，陰影便會越模糊。

5 拖曳不透明度滑桿，設定陰影的明亮度和顯示。

6 拖曳一個二維光源控制項 ，設定特效套用的光線方向和距離。

7 在彩虹色彩選取工具中，按一下陰影色彩。目前顏色在色彩挑選

工具的底端列出現。

8 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將「圖層樣式」設定儲存為預設特效，然後隨時套用

至其他圖層。如需儲存與套用預設特效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634 頁的 〈使用和建立預設〉。

調整圖層資料的顯示
編輯工作區

1 按一下已套用特效的圖層，再按一下圖層樣式按鈕 。

備註：修改圖層資料的顯示時，您並未變更圖層套用特效的
顯示。

2 在「圖層內容」對話方塊中，按一下圖層樣式標籤。

3 在列出效果的群組方塊中，勾選圖層核取方塊。

更新「執行後」窗格，顯示勾選方塊的特效。如果您要預覽實

際影像的變更，勾選預覽影像核取方塊。

拖曳不透明度滑桿，設定圖層資料的明亮度和顯示。

4 若要關閉圖層資料的顯示，取消勾選圖層核取方塊。

5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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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或隱藏圖層特效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按一下套用特效後的圖層。

2 按一下圖層特效顯示切換按鈕 以顯示或隱藏特效。

特效顯示時，圖層特效圖示 會在圖層上顯示。隱藏特效時，

圖示會隨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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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遮罩

在 Corel PaintShop Pro 中，您可以使用遮罩隱藏或顯示圖層的各部

份、在圖層之間套用淡化特效，以及建立其他特殊特效。

本節涵蓋下列主題：

• 了解遮罩

• 顯示遮罩

• 建立遮罩

• 刪除遮罩

• 編輯遮罩

• 載入遮罩

• 儲存遮罩

了解遮罩

遮罩是灰階點陣圖層，會完全覆蓋或以各種不同的不透明度等級覆

蓋影像圖層的各部份。您可以使用遮罩在圖層之間套用淡化特效，

或建立精確的特殊特效。例如，您可以遮蓋相片中主要目標四周的

細節，或者使用遮罩建立網頁的淡化導覽列。

遮罩像素會顯示 256 種灰色明暗變化，而每一種明暗變化均對應至

不透明度等級。白色像素會顯示下方圖層，黑色像素則隱藏下方圖

層，而灰色像素會顯示各種不同程度的下方圖層。

遮罩圖層不可以是影像或圖層群組中最底部的圖層。如果遮罩圖層

位於主要層級（而非於圖層群組中），則遮罩會按堆疊順序套用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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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下方的所有圖層。如果遮罩圖層位於圖層群組中，則只會套用至

堆疊順序中較低層群組內的圖層。

顯示遮罩

遮罩覆蓋會顯示在受保護的區域上方，方便您區別遮罩區域和非遮

罩區域。遮罩覆蓋是紅色調透明層。如果您調整特定區域中遮罩的

透明度，則這些區域中遮罩覆蓋所呈現的紅色程度將隨著變化。 

塗畫或修改遮罩時，遮罩覆蓋會顯示塗畫或變更的內容。

您可以在編輯影像的同時，隱藏或顯示遮罩圖層。

顯示或隱藏遮罩覆蓋
編輯工作區

• 在「圖層」面板上，按一下面板右上角的標明遮罩區域按鈕 。

顯示重疊時，按鈕會反白。

您也可以藉由選擇圖層  檢視覆蓋來顯示或隱藏遮罩覆蓋。

若要變更遮罩覆蓋的色彩和不透明度
編輯工作區

1 在 「圖層」面板上，以滑鼠右鍵按一下遮罩圖層，然後選擇

內容。

2 按一下覆蓋標籤。

3 按一下覆蓋色彩區域，然後選擇色彩。

4 拖曳不透明度滑桿，設定不透明度等級。

5 按一下確定。

顯示或隱藏遮罩
編輯工作區

• 按一下「圖層」面板上的顯示切換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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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遮罩時的顯示切換按鈕

 隱藏遮罩時的顯示切換按鈕

建立遮罩

您可以自磁碟載入影像檔，然後自影像建立遮罩。使用影像做為另

一個影像的遮罩時，Corel PaintShop Pro 會套用遮罩作為灰階影像。

來源影像則保持不變。您也可以自訂 Corel PaintShop Pro 隨附的其

中一個樣本遮罩來建立遮罩。

做為遮罩使用的影像範例

您可以使用選取區域建立遮罩，來顯示或隱藏該選取區域。您可以

使用此遮罩做為建立藝術特效的起點。

做為遮罩使用的選取區域範例

您也可以先將影像分割成 RGB、HSL 或 CMYK 色頻，再自色頻建立

遮罩。 Corel PaintShop Pro 會為每一個色頻建立灰階影像。您可以使

用其中一個色頻影像建立遮罩，以便用於原始影像或其他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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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遮罩使用的灰階色頻範例

建立遮罩圖層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選擇要加上遮罩的圖層。

2 選擇圖層  新增遮罩圖層，然後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全部顯示 — 顯示所有下方像素

• 全部隱藏 — 隱藏所有下方像素

您可以在影像上塗畫，顯示下方塗層的部份。如需有關編輯
遮罩的資訊，請參閱第 330 頁的〈編輯遮罩〉。

如需堆疊圖層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302 頁的〈變更影像中
的圖層順序〉。

您也可以

顯示影像上的遮罩 在 「圖層」面板上，按一下面板右

上角的標明遮罩區域按鈕 。

檢視出現在列印或線上的影像
（不含透明格線或遮罩覆蓋）

選擇檢視  面板  資訊。

重新排列套用遮罩的圖層 將 「圖層」面板上的遮罩圖層拖曳
至堆疊順序中的新位置。

若要將遮罩圖層套用至所有下方圖
層，請自圖層群組將它拖曳至主要
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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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影像建立遮罩
編輯工作區

1 開啟要做為遮罩使用的影像。

2 在「圖層」面板上，選擇要加上遮罩的圖層。

3 選擇 圖層  新增遮罩圖層  使用影像色彩，開啟 「自影像新增

遮罩」對話方塊。

4 開啟來源視窗下拉式清單，然後選擇影像。

5 在從下列來源建立遮罩群組方塊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來源明亮度 — 依據像素色彩的亮度值決定遮罩的程度。較淡

的色彩會產生較少遮罩，而較深的色彩會產生較多遮罩。透明

區域則會完全遮蓋圖層。

• 任何非零的值 — 無程度變化地套用遮罩。不透明度介於 1 和 
255 像素之間的像素會變成白色，透明像素則變成黑色。透明

區域則會完全遮蓋圖層。

• 來源不透明度 — 依據影像的不透明度決定遮罩的程度。完全

不透明的像素不會產生任何遮罩，部份透明的像素則會建立較

多遮罩，而透明像素會產生完整遮罩。

如果要反轉遮罩的透明度，請勾選反轉遮罩資料核取方塊。

6 按一下確定。

遮罩圖層和選取的圖層都會新增至新的圖層群組中。遮罩圖
層只會套用至選取的圖層。

如需有關編輯遮罩的資訊，請參閱第 330 頁的〈編輯遮
罩〉。

若要顯示影像上的遮罩，請按一下「圖層」面板上的標明遮
罩區域按鈕 。

若要將遮罩圖層套用至所有下方圖層，請自圖層群組將它拖

曳至「圖層」面板上的主要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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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取區域建立遮罩
編輯工作區

1 使用選取區域 工具 在圖層上選取一塊區域、 套索工具 或魔

術棒工具 在圖層上選取一塊區域。

2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若要為選取區域加上遮罩，請選擇圖層  新增遮罩圖層  隱藏

選取區域。

• 若要為選取區域除外的項目加上遮罩，請選擇圖層  新增遮罩

圖層  顯示選取區域。

如果您將遮罩圖層套用至背景，則背景會自動轉換成點陣
圖層。

遮罩圖層和選取的圖層都會新增至新的圖層群組中。遮罩圖
層只會套用至選取的圖層。

如需有關編輯遮罩的資訊，請參閱第 330 頁的〈編輯遮罩〉。

自色頻建立遮罩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影像  分割色頻，然後選擇下列其中一項：

• 分割成 RGB

• 分割成 HSL

• 分割成 CMYK

2 選取要於其中建立遮罩的灰階影像。

您也可以

顯示影像上的遮罩 在 「圖層」面板上，按一下面板右

上角的標明遮罩區域按鈕 。

將遮罩圖層套用至所有下方圖層 在 「圖層」面板上，將遮罩圖層自
圖層群組拖曳至主要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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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圖層  新增遮罩圖層  使用影像色彩，開啟 「自影像新增

遮罩」對話方塊。

4 在來源視窗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要用於遮罩的色頻。

5 在從下列來源建立遮罩群組方塊中選擇來源明亮度選項。

如果要反轉遮罩資料的透明度，請勾選反轉遮罩資料核取方塊。

6 按一下確定。

遮罩圖層和選取的圖層都會新增至新的圖層群組中。遮罩圖層只

會套用至選取的圖層。

如需有關編輯遮罩的資訊，請參閱第 330 頁的〈編輯遮
罩〉。

如需色頻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337 頁的〈使用色彩與素
材〉。

刪除遮罩

您可以刪除影像的遮罩，或將它合併至下方圖層，然後刪除遮罩圖

層。不過，如果您要將遮罩與下方圖層合併，就無法在圖層外個別

編輯該遮罩。

刪除遮罩
編輯工作區

1 在 「圖層」面板上，以滑鼠右鍵按一下遮罩圖層，然後選擇

刪除。

此時會出現一則訊息，詢問您是否要將遮罩與下方圖層合併。

您也可以

顯示影像上的遮罩 在 「圖層」面板上，按一下面板右

上角的標明遮罩區域按鈕 。

將遮罩圖層套用至所有下方圖層 在 「圖層」面板上，將遮罩圖層自
圖層群組拖曳至主要層級。
使用遮罩 329



2 選擇以下的動作：

• 是 — 合併圖層並刪除遮罩圖層

• 否 — 刪除遮罩圖層，但不影響下方圖層

您也可以選擇圖層  刪除來刪除遮罩。

編輯遮罩

編輯遮罩時，可選擇變更其區域或遮蓋程度。例如，在物件上塗畫

即可遮蓋該區域，而套用漸層填色則為變更遮蓋程度。

您可以反轉遮罩的透明度，讓黑色像素和白色像素對調，並讓灰色

明暗變化變成其鏡射值，即最大值 (255) 減去目前值。

您可以使用漸層、樣式或材質遮罩建立有趣的特效。漸層遮罩可藉

由淡入或淡出影像，在完全隱藏和完全透明之間變換影像的不透明

度。樣式或材質遮罩則是利用在整個影像上重複樣式，來變化影像

的不透明度。

使用漸層遮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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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樣式遮罩

您可以編輯遮罩的圖層屬性，例如名稱、顯示或不透明度。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第 285 頁的 〈使用圖層〉。

反轉遮罩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按一下遮罩圖層。

2 選擇圖層  反轉遮罩 / 調整。

建立漸層、樣式或材質遮罩
編輯工作區

1 建立新遮罩。

2 按一下「圖層」面板上的標明遮罩區域按鈕 以顯示遮罩覆蓋。

3 在「工具」工具列上，按一下填色工具 。

如果您要在遮罩中填入所有像素，請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

將 調配模式控制項設為無。

4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選擇漸層、材質或樣式。

5 按一下遮罩，將它套用至前景素材，或以滑鼠右鍵按一下遮罩，

將它套用至背景素材。

如需建立遮罩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325 頁的〈建立遮
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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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漸層、樣式或材質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345 頁的〈使
用漸層〉、第 352 頁的〈使用樣式〉或第 355 頁的 〈使用
材質〉。

載入遮罩

若您將遮罩儲存至 PspImage 格式內的已儲存影像，則可自 Alpha 色
頻將該遮罩載入同一影像或其他任何影像中。

Corel PaintShop Pro 程式資料夾的 「遮罩」資料夾中包含各種可讓

您載入影像中的樣本遮罩，例如漸層以及數種作為影像框架的圓形

和正方形。遮罩檔案的副檔名為 .PspMask 。 

從 Alpha 色頻載入遮罩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選擇要加上遮罩的圖層。

2 選擇圖層  載入 / 儲存遮罩  從 Alpha 色頻載入遮罩，開啟

「從 Alpha 色頻載入遮罩」對話方塊。

3 在自文件載入下拉式清單中，選擇包含要載入之 Alpha 色頻的影

像。請僅選擇現有 Alpha 色頻的開啟影像。

4 在文字名稱下方的下拉式清單中，選擇包含遮罩的 Alpha 色頻。

5 在方向群組方塊中，選擇下列選項之一： 

• 調整至畫布大小

• 調整至圖層大小

• 維持原大小

6 在選項群組方塊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隱藏全部遮罩 — 隱藏小於目前影像畫布的載入遮罩周圍的

像素

• 顯示全部遮罩 — 顯示小於目前影像畫布的載入遮罩周圍的像素

如果要反轉遮罩影像的透明度，請勾選反轉透明度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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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一下載入。 

遮罩圖層和選取的圖層都會新增至新的圖層群組中。

遮罩圖層只會套用至選取的圖層。若要將遮罩圖層套用至所

有下方圖層，請自圖層群組將它拖曳至主要層級。

從磁碟載入遮罩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按一下要加上遮罩的圖層。

2 選擇圖層  載入 / 儲存遮罩  從磁碟載入遮罩，開啟 「從磁碟

載入遮罩」對話方塊。 

3 在遮罩群組方塊中，按一下下拉式清單選擇遮罩和影像檔案。

「預覽」群組方塊會在影像畫布上顯示選取的遮罩。

4 在方向群組方塊中，選擇下列選項之一：

• 調整至畫布大小 — 調整遮罩至目前影像畫布的大小（視需要

延展或縮小）

• 調整至圖層大小 — 調整遮罩至目前圖層資料的大小（視需要

延展或縮小）如果圖層已移至畫布邊緣外，則此選項的效果和

「調整至畫布大小」選項相同。

• 維持原大小 — 自目前圖層的左上角放置遮罩。此選項不會改

變遮罩的比例。如果遮罩影像小於目前圖層，

Corel PaintShop Pro 會遮蓋遮罩影像邊界外的所有像素。

5 在選項群組方塊中，選擇一個選項，指定 Corel PaintShop Pro 應
顯示或隱藏所載入遮罩資料周圍的任何像素。這些選項只有在

「方向」選項設為 「維持原大小」，且載入的遮罩小於目前影像

畫布時，才會影響遮罩。

• 反轉透明度 — 反轉遮罩影像的透明度

• 隱藏全部遮罩 — 讓周圍的像素變成黑色，以隱藏下方像素

• 顯示全部遮罩 — 讓周圍的像素變成白色，以顯示下方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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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影像值 — 依據原始遮罩套用「顯示全部遮罩」選項或

「隱藏全部遮罩」選項，讓周圍的像素變成白色或黑色。

6 按一下載入。

Corel PaintShop Pro 會將遮罩圖層和選取的圖層新增至新的圖
層群組中。遮罩圖層只會套用至選取的圖層。若要將遮罩圖層
套用至所有下方圖層，請自圖層群組將它拖曳至主要層級。

儲存遮罩

Corel PaintShop Pro 會將遮罩另外儲存為 PspMask 格式的檔案。您

可以將遮罩載入其他影像中，而無需開啟原始影像。遮罩載入後，

會自動與影像一併儲存為 PspImage 格式。如果要共享遮罩或在其他

影像中使用遮罩，可將遮罩儲存至您的硬碟上或 Alpha 色頻。

Alpha 色頻是影像中的資料儲存區。儲存在 Alpha 色頻中的遮罩和選

取區域，不會影響影像的外觀。您可以將遮罩儲存至目前影像或其

他影像內的 Alpha 色頻中。如需儲存或載入 Alpha 色頻中選取區域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80 頁的 〈儲存和載入選取〉。

重要！若您將影像儲存為 PspImage 以外的檔案格式，則 Alpha 
色頻不會儲存。若要保留 Alpha 色頻，應永遠以 PspImage 格式
儲存影像的主要副本。

儲存遮罩至磁碟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按一下遮罩圖層。

2 選擇圖層  載入 / 儲存遮罩  將遮罩儲存至磁碟，開啟 「將遮

罩儲存至磁碟」對話方塊。 

「遮罩檔案」群組方塊顯示預設的 「遮罩」資料夾中遮罩的檔案

名稱。「新增遮罩」群組方塊則會顯示目前的遮罩。

3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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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預設，遮罩檔案儲存在：Documents\Corel PaintShop 
Pro\17.0\ 遮罩。如需設定檔案位置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605 頁的〈設定檔案位置〉。

儲存遮罩至 Alpha 色頻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按一下遮罩圖層。

2 選擇圖層  載入 / 儲存遮罩  儲存遮罩至 Alpha 色頻，開啟

「儲存遮罩至 Alpha 色頻」對話方塊。 

3 在新增至文件下拉式清單中，選擇 Alpha 色頻。

如果要將遮罩儲存至其他影像的 Alpha 色頻中，請開啟 
Corel PaintShop Pro 中的其他影像，然後按一下該影像讓它變成

作用中。

如果要變更 Alpha 色頻的名稱，請在名稱群組方塊中輸入新名稱。

4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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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色彩與素材 
無論您是套用色彩至影像，建立網站專案，或設計剪貼簿頁面，瞭解

如何在 Corel PaintShop Pro 中選擇並管理色彩與材料是十分重要的。

本節涵蓋下列主題：

• 使用色彩控制面板

• 在「材料屬性」對話方塊中，選擇色彩

• 為色盤式影像選擇色彩

• 從影像或桌面選擇色彩

• 使用漸層

• 編輯漸層

• 匯入和匯出漸層

• 使用樣式

• 使用材質

• 使用自訂色盤與樣本

使用色彩控制面板

Corel PaintShop Pro 可讓您使用各種不同的樣式和素材塗畫、繪製和

填色。

• 樣式是指色彩、漸層或圖樣。

• 素材是指樣式加上選用的材質。

樣式和素材都可從色彩控制面板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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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控制」面板可隨時顯示。當您工作時，可讓它保持開啟狀態，

或者只在需要時顯示。

您也可以反向前景和背景色彩和素材。

「色彩控制」面板的主要元素

• 樣本標籤 — 顯示目前選取色盤的樣本。「樣本」可供您儲存並

再次使用的材料。如需有關樣本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57 頁

的〈使用自訂色盤與樣本〉。

• HSL 貼圖標籤 — 顯示「飽和度」與 「明度」方塊。您可在這些

方塊中按一下以調整目前選取的色彩或拖曳「色彩」 ( 色相 ) 列
滑桿以調整選取的新色彩。

「色彩控制」面板

1 「樣本」標籤

2 「HSL 貼圖」標籤

3 「滑桿」標籤

4 前景及筆觸內容

5 背景及填色內容

6 前景和背景色彩方塊

7 「對調色彩」按鈕

8 透明選項

9 「材質」按鈕

10 樣式 - 色彩、漸層、

樣式

11 最近使用

12 「樣本色彩」工具

13 「新增到色盤」與
「從色盤移除」

14 設為黑白

15 「目前」面板

16 色盤選取選單

1

6

2 3

7

8
9

10

14
13
12

11

15

16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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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桿標籤 — 顯示滑桿與數值方塊以在下列色彩空間中設定適用

的色彩：RGB、HSL、CMYK、LAB 與 Web。您也可以使用灰階色

彩設定陰影。

• 前景及筆觸和背景及填色內容方塊 — 顯示目前前景和背景的素

材，其為樣式 ( 色彩、漸層或圖樣 ) 和選用材質所組成。按一下

方塊即可顯示「材料屬性」對話方塊，並可於其中設定材料選

項。這些方塊可有下列使用方式：

• 您可以使用前景素材做為筆刷筆觸，並使用背景素材做為填色。

• 當您利用筆刷 ( 包括填色工具 ) 套用筆觸效果時，按一下滑

鼠即可利用前景素材塗畫，按一下滑鼠右鍵則可利用背景素

材塗畫。

• 而當您使用 「美工圖案媒體」工具時，可以設定套用至畫布

的顏料前景色彩。

• 至於文字和向量形狀，可以設定文字或形狀的筆觸 ( 或外框 ) 
的前景色彩，以及文字或形狀的填色的背景色彩。如需有關變

更文字和向量物件色彩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91 頁的 〈修

改向量物件內容〉。

• 前景和背景色彩方塊 — 顯示目前的前景和背景色彩，讓您設定

色彩而不受目前素材影響

• 樣式按鈕  — 顯示目前選取色彩的樣式：色彩 、漸層 或

樣式 。若要在最近選取的色彩、漸層和圖樣之間進行變更，

可按一下「樣式」按鈕，然後從下拉式清單選取新樣式。請注

意，使用「美工圖案媒體」工具時會停用這些選項，該工具只

能使用純色。

• 材質按鈕  — 開啟或關閉目前材質 

• 設為黑白按鈕  — 設定前景為黑色，背景為白色。這個按鈕在

使用「編輯選取區域」指令時相當實用。

• 透明按鈕  — 將前景或背景素材設為透明。透明材料主要用於

向量物件和文字。透明的前景沒有外框 ( 只填入物件或字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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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的背景則沒有填色 ( 只有物件或字母會加上外框 )。這個按

鈕無法提供需要前景或背景素材的工具使用。

• 全部工具核取方塊 — 指定是否將選取的前景和背景素材套用至

所有工具。如果未勾選此核取方塊，選取的材料只會套用至作用

中的工具。

為什麼「色彩控制」面板同時擁有屬性和色彩方塊？

您可以按一下「前景屬性」和 「背景屬性」方塊來選取色彩，因此

可能不瞭解「色彩控制」面板中為什麼也有色彩方塊。色彩方塊能

讓您迅速變更色彩，而不需變更其他材料。這表示，即使屬性方塊

顯示漸層或圖樣，您仍可以選取新色彩。

如果屬性方塊和「色彩控制」面板上的色彩方塊顯示不同的色彩，

筆刷會使用屬性方塊中顯示的漸層、材質或圖樣塗畫，而非色彩方

塊中的色彩。您自「樣式」按為 「前景屬性」和「背景屬性」方

塊選取「色彩」 時，該色彩即會在色彩方塊中顯示為作用中。

顯示或隱藏色彩控制面板
編輯工作區

• 選擇檢視  面板  色彩控制。

您也可以藉由按下面板標題列上的關閉方塊 ，或按一下 F2 
鍵來隱藏面板。

對調前景和背景色彩或素材
編輯工作區

•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按一下對調色彩按鈕 或按一下對調

色彩控制按鈕 。
340 Corel PaintShop Pro X7 使用指南



在 「材料屬性」對話方塊中，選擇色彩

您在 Corel PaintShop Pro 中編輯影像時，經常要先選擇色彩才能進

行塗畫、繪製或填色、手動修正色彩，或者為新的點陣影像選擇背

景。「材料屬性」對話方塊的 「色彩」頁面，特別在您建立自訂色

盤時，是您選擇色彩的強大工具。色彩協調可助您選擇色彩的最佳

搭配。

當您按一下「前景 / 筆觸」屬性方塊、「背景 / 填色」屬性方塊，或

兩個較小的「色彩」方塊的其中一個時，便會顯示 「色彩」頁面。

按一下其他對話方塊中的「色彩」方塊時也會出現。

「色彩」頁面位於「材料屬性」對話方塊中

色輪

明度列

色彩指
示器

HTML 色
彩碼

色彩協調

色彩樣本

指示器

素材按鈕

新增至色

盤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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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頁面的外觀端視作用中影像的色彩深度而定 (16 位元 / 色
頻、8 位元 / 色頻、256 色、16 色或雙色 )。例如，色盤色彩、滾

輪、滑桿與色彩協調選項皆無法存取時，樣本即會顯示。

「色彩」頁面提供許多種選取色彩的方式：

• 滾輪 — 按一下滾輪按鈕以顯示「色彩」（色相）滾輪與「明

度」列。

• 滑桿 — 按一下滑桿按鈕以顯示色彩空間下拉式清單與相應的滑

桿與數值方塊。你可選擇適用於 RGB、HSL、CMYK、Lab、Web 
與灰階的色彩。

• 色彩協調 — 按一下下列任一色彩協調設定以助您選擇多種色彩

的最佳搭配：補色、三分色、四分色、類似色與強調。單色設定

的預設為單一色彩。

關聯的色彩樣本會顯示在 「色彩」頁面的左下角。按一下任一

樣本，再按一下新增到色盤以新增一個或多個色彩樣本至自訂

色盤。

• HTML 色彩碼可讓您輸入 HTML 色彩的值。

如需色彩及其感應、顯示和列印方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67 頁

的〈了解色彩和色彩模式〉。

在 「材料屬性」對話方塊中，選擇色彩
編輯工作區

1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若要選擇前景色彩，請按一下前景及筆觸內容方塊或前景色彩

方塊。

• 若要選擇背景色彩，請按一下背景及填色內容方塊或背景色彩

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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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屬性」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按一下色彩按鈕以顯示色彩頁面。

2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按一下滾輪，然後按一下色輪上的色彩以選取約略的顏色。自

圓心向外拖曳色彩指示器以調整飽和度。拖曳色輪右方的「明

度」滑桿將色彩變暗或變亮。

• 按一下滑桿並自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色彩空間。調整相應滑棒或

在方塊內鍵入數值，以設定您需要的色彩數值。

• 在 HTML 方塊中輸入一個十六進位色彩數值。

目前與前一個色彩樣本會顯示在對話方塊的右下角。

3 按一下確定。

您也可以直接自「色彩控制」面板選擇色彩。

若要將目前色彩套用至所有工具，請勾選「色彩控制」面板

上的全部工具核取方塊。如果您取消勾選此核取方塊，則只

有作用中的工具會使用目前的色彩控制。

為色盤式影像選擇色彩

色盤式影像是指其色彩深度介於 2 和 256 色的影像。若使用色盤式

影像，則必須從「色彩控制」面板選擇前景和背景色彩，而不能從

「色彩」頁面。

您也可以

選擇一種以上的色彩以使用色彩
協調。

按一下下列其中一個 「色彩協調」
按鈕：補色、三分色、四分色、類
似色與強調。關聯的色彩樣本會顯
示在 「色彩」頁面的左下角。拖曳
色輪中的色彩指示器以調整色彩。
按一下任一樣本，再按一下新增到
色盤以新增一個或多個色彩樣本至
自訂色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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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色盤式影像選擇色彩
編輯工作區

1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若要選擇前景色彩，請按一下前景及筆觸色彩方塊。

• 若要選擇背景色彩，請按一下背景及填色色彩方塊。

按一下色彩方塊會開啟「色彩」頁面並顯示面板。

2 在排序下拉式清單中，選取色彩排序的方式。

• 色盤 — 按照面板中色彩的順序排序

• 色相 — 按照色彩排序

• 明亮度 — 按照明度排序

3 按一下色彩。 

4 按一下確定。

若要讓「色彩控制」面板中只顯示色盤式影像可用的色彩，
則必須啟動顯示文件面板選項。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
程式偏好設定，按一下清單中的色盤，然後選擇顯示文件面
板選項。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87 頁的〈設定 「顯示
與快取」偏好設定〉。

從影像或桌面選擇色彩

您可以從任何開啟的影像或 Corel PaintShop Pro 中的任何色彩 ( 例
如，工具列上的色彩 ) 選擇前景或背景色彩。當您要使用特定圖示

的色彩，或要與 Windows 桌面的色彩相符時，這項功能便相當實

用。您也可以自其他應用程式或瀏覽器中顯示的網頁選擇色彩。

使用 「滴管」工具自作用中影像選取色彩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滴管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設定需要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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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本大小下拉式清單 — 指定像素區域進行抽樣

• 使用全部圖層核取方塊 — 勾選此核取方塊進行所有影像圖層

的抽樣

3 按一下影像中的色彩，即可讓它變成前景色彩；以滑鼠右鍵按一

下該色彩，則會讓它變成背景色彩。

您也可以在使用筆刷工具 ( 例如 「塗畫筆刷」或「橡皮擦」
工具 ) 時從影像中選擇色彩，只要按住 Ctrl 鍵，同時按一下
影像選擇前景色彩，或按一下滑鼠右鍵選擇背景色彩即可。

自桌面選擇色彩
編輯工作區

1 請確定螢幕上已顯示您要的色彩。

2 在「色彩控制」對話方塊中，按一下樣本色彩按鈕 

3 將游標移至桌面上包含所要色彩的區域上。這包含了其他開啟的

視窗或顯示的網頁。

4 按一下來選取色彩。

選取的色彩便會出現在所選擇的色彩或屬性方塊中。

將游標移至您想要取樣色彩上方時，「樣本色彩」圖示即會
顯示。

使用漸層

漸層是指兩種或多種色彩逐漸調和的效果。您可以使用漸層塗畫、

繪製或填色，以建立有趣的效果或色彩變化。使用漸層還可建立包

含陰影與強光的 Web 按鈕、製作看起來閃亮或發光的物件，或者新

增度量至物件。此外，使用漸層亦可讓網頁圖形淡入其他內容，並

可使用黑變白漸層做為遮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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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屬性」對話方塊的「漸層」頁面可供您選擇並編輯漸層。

如需有關編輯、建立和共享漸層的資訊，請參閱第 349 頁的 〈編輯

漸層〉和第 351 頁的 〈匯入和匯出漸層〉。

重要！漸層僅適用於灰階和 1600 萬色的影像。如需增加影像色
彩深度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54 頁的 〈增加影像色彩深度〉。

套用目前漸層
編輯工作區

•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按一下樣式下拉式清單的漸層按鈕

以開啟 「前景及筆觸內容」或「背景及填色內容」方塊。

最近選擇的漸層便會變成作用中。

漸層
預覽

漸層預
設值

漸層編

輯器 
新增至

色盤
按鈕 

下拉式

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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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漸層
編輯工作區

1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若要選擇前景漸層，請按一下前景及筆觸內容方塊。

• 若要選擇背景漸層，請按一下背景及填色內容方塊。

「材料屬性」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漸層按鈕。

3 如有必要，請從包含所需漸層的類別下拉式清單選擇漸層類別。

4 按一下漸層縮圖。 

5 選擇一個或多個下列的選項：

• 樣式 — 供您選擇線形 、矩形 、陽光 或圓形 漸層。

• 角度 — 指定漸層的角度或方向，從 0 至 359 度。這個選項只

會套用至直線、矩形和圓形漸層。

• 重複 — 設定重複漸層圖樣的次數 ( 從 0 至 999 次 )

• 反轉 — 反轉漸層色彩

• 中心點 — 決定漸層傳播或散發點的水平和垂直座標。距離是

以填色區域寬度的百分比計算。您可以變更中心點，以建立圓

形填色或其他漸層點不在物件中心的造形填色。這個選項只會

套用至矩形、散射和圓形漸層。

• 焦點 — 決定漸層的前景色彩起始點的水平和垂直座標。距離

是以填色區域寬度的百分比計算。您可以變更焦點，以建立圓

形填色或其他有效光源不在物件中心的造形填色。這個選項只

會套用至矩形和散射漸層，且只有在取消勾選連結核取方塊時

才能使用。

• 連結中心及焦點 — 指定相同的值給中心點和焦點。取消勾選

此核取方塊，即可分別編輯焦點和中心點。這個選項只會套用

至矩形和散射漸層。

6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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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藉由拖曳漸層預覽中的控制項指針或十字線來移動

中心點。如果您取消勾選連結核取方塊，即可藉由拖曳漸層

上的十字線移動焦點。

儲存編輯過的漸層
編輯工作區

1 在「漸層」頁面上，按一下儲存檔案。 

「新增漸層」對話方塊便會開啟。

2 輸入漸層的唯一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建立漸層
編輯工作區

1 在「漸層」頁面上，按一下漸層按鈕 。

新增漸層對話方塊便會開啟。

2 輸入新漸層的名稱，再按一下確定。

建立的漸層會有兩個使用 0% 和 100% 自訂色彩的標記。

如需有關漸層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45 頁的〈使用漸

層〉。

您也可以

另存漸層為樣本以供日後使用 按一下新增到色盤按鈕。

套用目前材料至所有工具 在 「色彩控制」面板上，勾選全部
工具核取方塊。如果您取消勾選此
核取方塊，則只有作用中的工具會
套用目前的色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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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命名漸層
編輯工作區

1 在「漸層」頁面上，按一下其他選項按鈕 ，然後選擇資源管

理員。

2 在「資源管理員」對話方塊中，按一下要重新命名的漸層效果。

3 按一下重新命名，在重新命名資源對話方塊中輸入名稱，然後按

一下確定。

刪除漸層
編輯工作區

1 在「漸層」頁面上，按一下您剛建立的漸層。

2 按一下刪除漸層按鈕 。 

3 提示您確認刪除動作時，請按一下是。

編輯漸層

您可以變更漸層的色彩、轉換點和透明度，並且可以編輯預設漸層

或建立自己的漸層。您還可以重新命名、刪除和儲存漸層。

在「漸層編輯器」中，漸層的色彩、轉換點和透明度會以標記和中

點表示。

• 標記  — 透明度標記會顯示於漸層列上方。色彩標記則顯示於

漸層列下方。

• 中點  — 標記兩種色彩均勻混合或不透明度為 50% 的位置。

每一對標記都有一個中點，其可位於標記之間的任意位置。

漸層編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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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新增和刪除標記，以及變更標記的透明度、色彩或位置，還

可以變更中點的位置。

重要！當您編輯並儲存預設漸層後，漸層便會永久改變。若要保
留預設漸層，請將變更儲存為新的漸層檔案。如需有關儲存漸層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48 頁的 〈儲存編輯過的漸層〉。如需
有關還原預設值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 頁的〈安裝與解除安
裝 Corel 應用程式〉。

變更標記或中點的位置
編輯工作區

• 在「漸層編輯器」中將標記或中點拖曳至新位置。

您也可以按一下以選取標記或中點，然後在位置欄位中輸

入值。

新增標記
編輯工作區

• 在「漸層編輯器」中，按一下漸層列下的任一位置以新增標記

標記會根據漸層列上目前反白顯示的「前景」、「背景」或
「自訂」色彩建立。 

刪除標記
編輯工作區

• 在「漸層編輯器」中，將標記拖離漸層列。

變更標記色彩
編輯工作區

1 在「漸層編輯器」中，按一下以選取漸層列下方的標記。 

標記最上方的三角形會變成黑色。

2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工作，並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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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接著套用含有前景或背景色彩的漸層時，它會使用影像

目前的前景和背景色彩 ( 而非用來定義漸層的色彩 )。若要建

立固定包含相同色彩的漸層，請針對所有標記使用自訂色彩。

變更標記的透明度
編輯工作區

1 在「漸層編輯器」中，按一下以選取漸層列上方標記。

2 在不透明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值。 

值的範圍從 0% ( 完全透明 ) 到 100% ( 不透明 )。選擇 100% 則
會完全覆蓋下方像素。

匯入和匯出漸層

建立新的漸層後，您會希望將它匯出到其他應用程式中使用。預設

漸層會以 GRD 檔案格式儲存，此為其他應用程式中常用的格式。

您也可以匯入 GRD 檔案格式的漸層。

匯出漸層
編輯工作區

1 在「漸層」頁面上，選取您想匯出的漸層。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使用前景色彩 按一下前景按鈕 。

使用背景色彩 按一下上一頁按鈕 。

使用目前定義的自訂色彩 按一下使用者按鈕 。

選擇新增自訂色彩 按一下樣本旁的使用者按鈕，然後
自 「色彩」頁面或按一下滑鼠右鍵
以選擇最近使用過的色彩。

在漸層內選擇色彩 按一下漸層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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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其他選項按鈕 並選擇匯出。 

「匯出」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3 選取要儲存漸層的資料夾。

預設漸層會儲存在 Corel PaintShop Pro 程式資料夾中的漸層資料

夾內。

4 在檔案名稱欄位中輸入新漸層的名稱。

5 按一下儲存。

匯入 GRD 漸層
編輯工作區

1 在「漸層」頁面上，按一下其他選項按鈕 ，然後選擇匯入。

「匯入」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選取包含要匯入之漸層的資料夾。

資料夾中會列出所有 GRD 檔案。

3 選取漸層的檔案名稱，然後按一下開啟舊檔。

使用樣式

您可以使用樣式塗畫、繪製或填色，以建立有趣的效果。

Corel PaintShop Pro 包含很多您可選擇樣式。例如，磚形、彩色玻璃

與斑馬條紋。您也可以從影像或部份影像建立樣式。

樣式會讓影像更加生動。您可以套用樣式筆刷筆觸、建立樣式填色

或樣式邊緣的物件，以及建立樣式文字。還可以使用樣式製作文具

或建立網頁的拼接影像。樣式對於需要有趣背景的專案來說特別實

用，例如 CD 封面、日曆或賀卡等。 

重要！樣式僅適用於灰階或 1600 萬色的影像。如需增加影像色
彩深度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54 頁的 〈增加影像色彩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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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式和材質的差異為何？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您可以同時選擇樣式和材質做為色彩控制

的一部分。但兩者的差異為何？

樣式是重複的不透明影像，且含有特殊色彩和細節。樣式是一種填

色風格，如同純色或漸層。樣式不會使用目前的前景或背景色彩。

例如，如果您選擇「磚形」樣式並利用 「塗畫筆刷」工具套用筆刷

筆觸，則每一筆刷筆觸都會塗畫磚形樣式。

材質可製造出套用材質的畫布或紙張的效果。材質會使用目前的樣

式 ( 例如純色 )。例如，如果您選取 「摺皺紙張」材質，而前景色彩

為黃色，則每一筆刷筆觸都會塗畫出含摺皺紙張材質的黃色。

材質可在套用純色、漸層或樣式的同時套用。這表示您同時選取了

樣式和材質。

如需有關樣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說明」。

套用目前樣式
編輯工作區

•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按一下樣式下拉式清單的樣式按鈕

以開啟前景及筆觸內容或背景及填色內容方塊。

最近選擇的樣式便會變成作用中。

選擇樣式
編輯工作區

1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若要選擇前景樣式，請按一下前景及筆觸內容方塊。

• 若要選擇背景樣式，請按一下背景及填色內容方塊。

「材料屬性」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樣式按鈕。

3 在「樣式」頁面上，按一下樣式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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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調整下列控制項：

• 角度 — 指定圖樣的角度 ( 或方向 )，從 0 至 359 度。

• 縮放 — 指定影像實際大小的縮放比例 ( 從 10% 到 250%)。值

越小，影像上樣式的重複頻率越高。若為較大的值，影像可能

會遭剪裁，或遺失細節而便得模糊。

5 按一下確定。

您也可以在「樣式」頁面的樣式預覽中，藉由拖曳樣式上的

控制項指針變更樣式的角度。

使用作用中影像或選取區域做為圖樣
編輯工作區

1 開啟要使用的影像。

2 若要選取部份影像做為圖樣，請在影像中設定選取區域。

樣式便會出現在「材料屬性」對話方塊中，「樣式」頁面的

「樣式」縮圖中。

將影像儲存為樣式
編輯工作區

1 在 Corel PaintShop Pro 或其他應用程式中建立影像。

2 將影像檔儲存到 Corel PaintShop Pro 程式資料夾的「樣式」資

料夾中，或資料夾位置：My Documents/Corel PaintShop Pro/
17.0/ 樣式。

您也可以

另存樣式為樣本以供日後使用 按一下新增到色盤按鈕。

套用目前材料至所有工具 在 「色彩控制」面板上，勾選全部
工具核取方塊。如果您取消勾選此
核取方塊，則只有作用中的工具會
套用目前的色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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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式便會出現在「材料屬性」對話方塊中，「樣式」標籤的

「樣式」 下拉式清單中。

變更預設樣式檔案儲存位置，按一下其他選項按鈕 ，然後

選擇檔案位置。如需有關設定檔案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605 頁的 〈設定檔案位置〉。

使用材質

您可以使用材質塗畫、繪製或填色，以建立套用材質的畫布或紙張

的效果。您可材質搭配目前色彩、漸層或樣式做為前景背景的筆觸

或填色。Corel PaintShop Pro 包含很多您可選擇樣式。例如，雲彩

藍、水泥和舊頁面。您還可以從影像建立自己的材質。

如需有關圖案與材質之間差異的資訊，請參閱第 352 頁的 〈使用

樣式〉。

套用目前材質
編輯工作區

•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按一下前景及筆觸內容方塊或背景及

填色內容方塊中的材質按鈕 。 

最近選擇的材質便會變成作用中。

選擇材質
編輯工作區

1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若要選擇前景材質，請按一下前景及筆觸內容方塊。

• 若要選擇背景材質，請按一下背景及填色內容方塊。

「材料屬性」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材質按鈕。

3 在「材質」頁面上，勾選新增材質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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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一下材質縮圖。

5 調整材質的下列控制項：

• 角度 — 指定材質的角度 ( 或方向 )，從 0 至 359 度

• 縮放 — 指定影像實際大小的縮放比例 ( 從 10% 到 250%)。值

越小，影像上材質的重複頻率越高。若為較大的值，影像可能

會遭剪裁，或遺失細節而便得模糊。

當您調整這些控制項時，「目前」預覽方塊會顯示結果材料 ( 樣
式加上材質 )。

6 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多次套用筆觸或填色，以便逐漸加深和填入材質。

您也可以在「材質」頁面的材質預覽中，藉由拖曳材質上的

控制項指針變更樣式的角度。

您也可以

變更材料的樣式 按一下色彩、漸層或樣式按鈕，然
後調整控制項。

套用目前材料至所有工具 在 「色彩控制」面板上，勾選全部
工具核取方塊。如果您取消勾選此
核取方塊，則只有作用中的工具會
套用目前的色彩控制。
356 Corel PaintShop Pro X7 使用指南



將影像儲存為材質
編輯工作區

1 在 Corel PaintShop Pro 或其他應用程式中建立影像。

2 將影像檔另存為 BMP 檔並儲存到 Corel PaintShop Pro 程式資料

夾的「材質」資料夾中，或資料夾位置：My Documents/Corel 
PaintShop Pro/17.0/ 材質。

樣式便會出現在「材料屬性」對話方塊中，「材質」頁面的材質

縮圖中。

材質縮圖會顯示 Corel PaintShop Pro 程式資料夾的「材質」
資料夾中所有可用的檔案。

變更預設材質檔案儲存位置，按一下其他選項按鈕 ，然後

選擇檔案位置。如需有關設定檔案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605 頁的 〈設定檔案位置〉。

使用自訂色盤與樣本

儲存樣本時，您可將樣本儲存為自訂色盤。您可建立多個色盤。例

如，您可將某項特別專案的所有色彩與材料儲存為一個自訂色盤。

當不再需要某些色盤時，可隨時將這些色盤刪除。

樣本

樣本是從色彩、漸層、圖樣或材質建立的樣式或材料，可儲存並再

次使用。樣本可讓您儲存喜愛的色彩、樣式和材料，以便於執行專

案時迅速存取。

您可以選取、建立、編輯、刪除和重新命名色樣，還可以變更色樣

顯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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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色盤

1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按一下樣本標籤 。

2 按一下其他選項按鈕 並選擇新增色盤。

3 輸入色盤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這個色盤即會新增至樣本上方的下拉式清單中。

刪除色盤

1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按一下樣本標籤 。

2 自色盤下拉式清單上選擇您想要刪除的色盤。

3 按一下其他選項按鈕 並選擇刪除色盤。

建立樣本
編輯工作區

1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按一下樣本標籤 。

2 按一下新增到色盤按鈕 。

3 在新增至色盤對話方塊中，選擇一個色盤，然後按一下確定，或

按一下新增以建立色盤。

4 在新樣本對話方塊中輸入樣本的名稱。

當您將游標放在「色彩控制」面板的樣本上時，此名稱便會以

「工具提示」的形式出現。

5 按一下確定。

新的樣本顯示在「色彩控制」面板上。

您也可以按一下「色彩控制」面板上的其他選項按鈕 ，然

後選擇新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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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樣本
編輯工作區

1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按一下樣本標籤 。

2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若要選取樣本做為前景素材，請按一下該樣本。

• 若要選取樣本做為背景素材，請以滑鼠右鍵按一下該樣本。

編輯樣本
編輯工作區

1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按一下樣本標籤 。

2 按兩下要編輯的色樣。

「材料屬性」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3 編輯材料的樣式 ( 色彩、漸層或圖樣 ) 或材質。

4 按一下確定。

您也可以按一下樣本，按一下其他選項按鈕 ，然後選擇編

輯樣本。 

刪除色盤上的樣本
編輯工作區

1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按一下樣本標籤 。

2 按一下要刪除的樣本。

3 按一下從色盤移除按鈕 。

您也可以按一下「色彩控制」面板上的其他選項按鈕 ，然

後選擇刪除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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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命名樣本
編輯工作區

1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按一下樣本標籤 。

2 按一下要重新命名的色樣。

3 按一下其他選項按鈕 並選擇重新命名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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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樣本的顯示方式
編輯工作區

•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按一下樣本標籤 ，然後執行下表中

的任一工作。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選取您要顯示的樣本類型 按一下其他選項按鈕 ，選擇檢

視，然後選擇要顯示的樣本類型。

變更樣本的排序方式 按一下其他選項按鈕 ，選擇排序

方式，然後選擇樣式或名稱。樣本
預設值為按樣式排序。

變更樣本縮圖大小 按一下其他選項按鈕 ，然後選擇

小型縮圖、 中型縮圖或大型縮圖。

預設縮圖顯示為中型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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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特效 
Corel PaintShop Pro 具備許多可套用至影像的特殊特效，例如 3D 特
效、藝術特效、照明特效、反射特效以及相片特效。您也可以將邊

框新增至您的影像，或使用影像塗畫及彎曲影像區來建立獨特特效。

本節涵蓋下列主題：

• 選擇特效

• 套用 3D 特效

• 套用美工圖案媒體特效

• 套用藝術特效

• 套用環境圖和凹凸貼圖

• 套用扭曲特效

• 使用取代貼圖特效

• 套用邊緣特效

• 套用幾何特效

• 套用照明特效

• 套用影像特效

• 套用相片特效

• 使用懷舊風格

• 使用漸層濾鏡特效套用漸層

• 使用時光機建立古老風格的相片

• 在相片上套用底片與濾鏡特效

• 套用反射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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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用材質特效

• 在影像內新增畫框

• 自訂特效

• 組合影像

• 使用影像圖章工具

• 彎曲影像

• 使用變形圖

選擇特效

您可以使用「特效」功能表、「即時特效」面板或「特效瀏覽器」

選擇特效。

在對話方塊中調整特效設定可以自訂多數特效。套用特效的對話方

塊中含有以下幾個常用功能：

• 「執行前」窗格會顯示原始影像，「執行後」窗格可讓您預覽套

用目前設定的影像。

• 「載入預設」下拉式清單依預設設為 「最後使用」。「預設」可

讓您將相同設定套用至多個影像。

若要儲存和載入自訂的預設特效，請參閱第 634 頁的 〈使用和建立

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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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特效對話方塊的範例。

使用「即時特效」面板

您可以使用「即時特效」面板快速套用預設特效。在多個工作區中

都可使用這個面板，當您不想要調整控制項時，使用這個面板可以

輕鬆地套用特效。在任何特效對話塊中建立預設時，您的預設會自

動顯示在「即時特效」面板中的 「使用者定義」類別內。

預覽影像核取
方塊

載入預設下
拉式清單

亂數設定參
數按鈕

調整控制點

大小

色彩方塊

重設為預設值
按鈕

顯示 / 隱藏預
覽按鈕

預覽窗格的
顯示比例控

制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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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特效」面板

使用特效瀏覽器

在特效套用至影像前，您若想預覽多種特效，可以使用「特效瀏覽

器」。「特效瀏覽器」會顯示 Corel PaintShop Pro 的預設以及您自行

建立的預設。

為了顯示「特效瀏覽器」中的縮圖預覽，Corel PaintShop Pro 套用

特效預設的預設以及您儲存在影像中的預設。預設會儲存成 
Corel PaintShop Pro (PspScript) 檔案格式的指令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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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效瀏覽器」會顯示縮圖，讓您預覽和選擇特效。

自 「特效」功能表選擇特效
編輯工作區

1 自特效功能表選擇特效類別，然後選擇特效。（舉例來說，您可

以選擇特效  扭曲特效  捲曲。）

多數特效都會出現對話方塊。

2 指定想要的設定，或從載入預設下拉式清單選擇預設。

您可以在「執行後」窗格中預覽特效。

備註：並非所有特效皆可使用「預設」。

3 按一下確定。

您也可以

儲存設定以便重複使用 按一下儲存預設按鈕 ，在預設名稱

方塊中輸入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將設定重設為預設值 自載入預設下拉式清單選擇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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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即時特效」面板選擇特效

1 在「即時特效」面板中，從面板最上方的下拉式清單選擇類別。

如果「即時特效」面板未顯示，請選擇檢視  面板  即時特效。

2 按兩下縮圖，就會將特效套用於使用中的影像或選取的影像。

特效可以累加套用；每次按兩下，新特效就會加到先前的特效。

要復原效果，請按一下位於面板（僅在 「管理」工作區）恢復

目前的編輯按鈕  ，或按一下復原按鈕  （「調整」和「編

輯」工作區）。請注意，恢復目前的編輯指令會恢復所有未儲存

的特效。

在「管理」工作區中，如果您將特效套用於 RAW 檔案格式
的影像，則會建立 JPEG 版的影像。

下次啟動應用程式時，自訂預設（會儲存在任何特效對話方塊
中）便會出現「即時特效」面板的「使用者定義」類別中。

從特效瀏覽器選擇特效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特效  特效瀏覽器。

隨即出現「特效瀏覽器」。

2 在左窗格中的階層式清單上，執行下列動作：

• 若要預覽影像套用的所有特效，請按一下預設資料夾。

• 若要預覽特效類別，請按一下特效資料夾的子資料夾 （例如 
3D 特效、藝術特效或相片特效）。 

將特效限制在特定區域內 選擇特效之前先選取區域。
如需建立選取區域的相關資訊，請參
閱第 256 頁的 〈建立選取區域〉。

您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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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l PaintShop Pro 會掃描選取的資料夾，並建立套用各特效的

影像縮圖。

3 按一下縮圖影像來選擇特效預設。

4 按一下套用。

指定特效的「特效瀏覽器」中所顯示的縮圖預覽，含有預先
設定的預設以及您儲存的所有預設。預設會存成指令碼檔案
（副檔名是 .PspScript），並放置在主程式資料夾的「預設」
資料夾中。您可以變更儲存預設檔案的位置。如需變更特效
預設檔案儲存位置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605 頁的〈變更資
源的檔案位置〉。

套用 3D 特效

您可以使用 3D 特效，創造立體的影像或選取區域。這些特效對於網

頁影像特別有用。

您也可以

修改選取的預設 按一下修改，然後在特效對話方塊
中調整設定。
附註：此按鈕並不適用於無法加以
調整的特效。

調整縮圖預覽的大小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

好設定，然後按一下左邊的顯示與
快取。在特效顯示器縮圖群組方塊
中，於大小 （像素）控制項中設定
數值。

將特效限制在特定區域內 選擇特效之前先選取區域。
如需建立選取區域的相關資訊，請
參閱第 256 頁的 〈建立選取區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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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鈕化
編輯工作區

您可以使用「按鈕化」特效來模擬由任何選取區域、圖層或平面影

像所建成的正方形或矩形按鈕。使用此特效時會套用 3D 邊框，讓影

像或選取區域看起來有浮起的效果。選擇特效  3D 特效  按鈕化，

即可存取「按鈕化」對話方塊。

「按鈕化」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高度 — 指定按鈕的高度（以像素為單位）

• 寬度 — 指定按鈕的寬度（以像素為單位）

• 不透明度 — 指定按鈕邊緣所套用的明暗變化不透明度

• 透明 — 藉由在按鈕邊緣套用明暗變化柔和度，來產生圓潤特效

• 純色 — 藉由在按鈕邊緣套用純色，來產生銳利清晰的邊緣。若

要建立具有彩色邊緣的按鈕，您可以先選取純色，然後再選擇

「按鈕化」指令。

• 色彩 — 可讓您將特定色彩套用至按鈕邊緣。您可以在「色彩」

對話方塊中按一下色彩方塊來選擇顏色，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色彩方塊，從「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選擇顏色。

刻筆
編輯工作區

「刻筆」特效會在選取區域或圖層周圍新增 3D 邊框，使其看起來真

如從石頭上切割下來。您可以將此刻筆區域透明化，讓下方色彩顯

現，或者您可以在背景色彩上建立刻筆區域。選擇特效  3D 特效  
刻筆，即可存取「刻筆」對話方塊。

「刻筆」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大小 — 定義刻筆區域的像素大小

• 透明 — 讓下方色彩顯現

• 純色 — 讓刻筆區域變成純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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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 — 讓您選擇刻筆區域的背景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即可存

取「色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

「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內陰影
編輯工作區

「內陰影」特效會建立部分影像被移除的視覺特效，讓影像下方的

圖層顯現。

雖然不需要選取區域，不過您可以在套用此特效之前，先選取部分影

像。選擇特效  3D 特效  內陰影，即可存取「內陰影」對話方塊。

「內陰影」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垂直 — 決定內部和外框的垂直位置。增加設定值會將內部移往

影像底部，減少設定值則會將內部移往影像頂部。

• 水平 — 決定內部和外框的水平位置。增加設定值會將內部移往

右方，減少設定值則會將內部移往左方。

• 不透明度 — 控制陰影的不透明度。

• 模糊 — 設定陰影的模糊。當您增加模糊階層時，陰影會加寬且

其邊緣會柔化。

• 陰影色彩 — 可讓您選擇陰影色彩。您可以在「色彩」對話方塊

中按一下色彩方塊來選擇顏色，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

塊，從「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選擇顏色。

• 內部填色 — 使用目前選取的顏色填入內部。若要選擇其他色

彩，您可以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色彩」對話方塊，或者用

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如果未勾選此核取方塊，則會用影像來填滿剪影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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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式陰影
編輯工作區

「下落式陰影」特效會在目前的選取區域後方新增陰影。此特效最

常用來為文字提供 3D 外觀。

若要為整個影像新增下落式陰影，您必須先在影像周圍建立白色區

域。您可從「影像」功能表中選擇 「新增邊框」指令或「畫布大

小」指令。選擇特效  3D 特效  下落式陰影，即可存取「下落式陰

影」對話方塊。

「下落式陰影」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垂直 — 決定陰影高度。您也可以拖曳對話方塊左邊偏移指示器

行末端的十字線，來設定陰影高度。

• 水平 — 決定陰影寬度。您也可以拖曳對話方塊左邊偏移指示器

行末端的十字線，來設定陰影寬度。

• 不透明度 — 決定陰影的不透明度。此數值減少時，下落式陰影

會淡化。

• 模糊 — 決定陰影的模糊。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下落式陰影的色彩。您可以在「色彩」對話

方塊中按一下色彩方塊來選擇顏色，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

方塊，從「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選擇顏色。

• 陰影置於新圖層上 — 在另一個點陣圖層上放置下落式陰影

從「指令碼」工具列的指令碼下拉式清單中選擇下落式陰影邊框指

令碼，就可以套用與「下落式陰影」特效類似的特效。

內部修飾斜角
編輯工作區

您可以套用「內部修飾斜角」特效，為選取區域的內部邊緣或其周

圍有透明度的物件提供 3D 外觀。此特效不會增加物件的大小。使用
372 Corel PaintShop Pro X7  使用指南



「內部修飾斜角」特效時，您可自行設定選項、使用程式的其中一

個預設特效，或先使用預設特效後再修改其設定。

當影像具有透明背景、具有包含選取區域的彩色背景，或具有彩色

背景及圖層時，就可以使用「內部修飾斜角」指令。如果圖層中沒

有選取區域或透明區域，那麼此特效會套用至圖層邊緣。您可以提

升選取區域、貼上選取區域做為新圖層，或使用「橡皮擦工具」建

立具有透明度的圖層。選擇特效  3D 特效  內部修飾斜角，即可存

取「內部修飾斜角」對話方塊。

「內部修飾斜角」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修飾斜角 — 指定修飾斜角形狀

• 寬度 — 指定寬度（以像素為單位）

• 平滑 — 控制邊緣斜率（銳利度）與粗細此數值增加時，邊緣會

變得更加圓潤。此數值減少時，邊緣會變得較薄而陡峭。

• 深度 — 控制邊緣高度。此數值增加時，邊緣會變得更加明顯。

• 泛光 — 調整整體影像的亮度

• 光澤 — 決定表面呈現的反光程度。數值高會產生光亮影像，並

讓強光更亮。數值低則會讓強光變暗。

• 色彩 — 決定影像上的光照顏色。若要變更光源色彩，您可以按

一下影像中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以存取「色彩」對話方塊，

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以存取「最近使用的色彩」對

話方塊。

• 角度 — 影響邊緣光亮與陰影的呈現。此指針指向光源的方向，

以圓周旋轉角度為單位。若要設定此數值，您可以按一下圓形、

拖曳指針，或者在控制項中設定或輸入數字。

• 強度 — 調整方向性光源的亮度。請注意，在套用「強度」值之

前，是由「泛光」值來決定整個影像的亮度。

• 仰角高度 — 顯示影像上方光源的仰角。若設定為 90 度，則光

源位於頭頂上方。如果減少此數值，光源會往影像移近，因而產

生較長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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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修飾斜角
編輯工作區

「外部修飾斜角」特效會建立浮起的邊緣，讓選取區域有 3D 外觀。

此特效利用修飾斜角寬度來擴大選取區域的大小。

您必須先在影像中選取區域，然後再從「特效」功能表選擇 「外部

修飾斜角」指令。按一下特效  3D 特效  外部修飾斜角，即可存取

「外部修飾斜角」特效對話方塊。

「外部修飾斜角」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修飾斜角 — 指定修飾斜角形狀

• 寬度 — 指定修飾斜角邊緣的寬度（以像素為單位）

• 平滑 — 控制邊緣斜率（銳利度）與粗細此數值增加時，邊緣會

變得更加圓潤。此數值減少時，邊緣會變得較薄而陡峭。

• 深度 — 控制邊緣高度。此數值增加時，邊緣會變得更加明顯。

• 泛光 — 調整整體影像的亮度

• 光澤 — 決定表面呈現的反光程度。數值高會產生光亮影像，並

讓強光更亮。數值低則會讓強光變暗。

• 色彩 — 決定影像上的光照顏色。若要變更光源色彩，您可以按

一下影像中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以存取「色彩」對話方塊，

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以存取「最近使用的色彩」對

話方塊。

• 角度 — 影響邊緣光亮與陰影的呈現。此指針指向光源的方向，

以圓周旋轉角度為單位。若要設定此數值，您可以按一下圓形、

拖曳指針，或者在控制項中設定或輸入數字。

• 強度 — 調整方向性光源的亮度。請注意，在套用「強度」值之

前，是由「泛光」值來決定整個影像的亮度。

• 仰角高度 — 顯示影像上方光源的仰角。若設定為 90 度，則光

源位於頭頂上方。如果減少此數值，光源會往影像移近，因而產

生較長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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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美工圖案媒體特效

您可以套用「美工圖案媒體」特效，使影像看起來像經由塗畫或繪

製而成。您可以模擬使用傳統美工圖案媒體，包括使用鉛筆、炭筆

或粉筆。

黑色鉛筆
編輯工作區

「黑色鉛筆」特效與 「炭筆」特效類似，不過它使用的筆觸較細且

產生的影像更加細緻。選擇特效  美工圖案媒體特效  黑色鉛筆，

即可存取「黑色鉛筆」對話方塊。

「黑色鉛筆」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細節 — 控制筆觸的數量和暗度

• 不透明度 — 控制特效強度此數值增加時，影像的特效會增強，

而顯示較少原始外觀。

厚塗油畫
編輯工作區

「厚塗油畫」特效可讓您影像看起來像油畫或水彩畫。選擇特效  
美工圖案媒體特效  厚塗油畫，即可存取「厚塗油畫」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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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塗油畫」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柔和度 — 決定影像的模糊量

• 短刷 — 指定筆刷的短刷數量

• 寬度 — 控制筆刷寬度

• 不透明度 — 決定特效強度

• 長度 — 指定厚塗油畫的長度

• 密度 — 指定影像中筆觸的數目

• 角度 — 影響邊緣光亮與陰影的呈現。此指針指向光源的方向，

以圓周旋轉角度為單位。若要設定此數值，您可以按一下圓形、

拖曳指針，或者在控制項中設定或輸入數字。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梯形邊緣的光照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即可

存取「色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

取「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炭筆
編輯工作區

「炭筆」特效與 「黑色鉛筆」類似，不過它的筆觸更粗，產生的影

像較不細緻。選擇特效  美工圖案媒體特效  炭筆，即可存取 「炭

筆」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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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筆」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細節 — 控制筆觸的數量和暗度

• 不透明度 — 控制特效強度透明度的數值增加時，影像的特效會

增強，而顯示較少原始外觀。

彩色粉筆
編輯工作區

「彩色粉筆」特效利用影像中的色彩，讓影像看起來像使用彩色粉

筆繪製而成。此特效使用比「彩色鉛筆」特效更寬的筆觸。

選擇特效  美工圖案媒體特效  彩色粉筆，即可存取 「彩色粉筆」

對話方塊。

「彩色粉筆」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細節 — 控制筆觸的數量和暗度

• 不透明度 — 控制特效強度透明度的數值增加時，影像的特效會

增強，而顯示較少原始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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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工具」工具列上的 「粉筆」工具，可以產生與「彩色粉筆」

類似的特效。

彩色鉛筆
編輯工作區

「彩色鉛筆」特效利用影像中的色彩，讓影像看起來像使用彩色鉛

筆繪製而成。此特效與「彩色粉筆」特效類似，不過它的筆觸較

細。選擇特效  美工圖案媒體特效  彩色鉛筆，即可存取 「彩色鉛

筆」對話方塊。

「彩色鉛筆」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細節 — 控制筆觸的數量和暗度

• 不透明度 — 控制特效強度透明度的數值增加時，影像的特效會

增強，而顯示較少原始外觀。

油性筆
編輯工作區

「油性筆」特效會加強影像邊緣並為影像邊緣上色，讓影像看起來

像油性筆畫。選擇特效  美工圖案媒體特效  油性筆，即可存取

「油性筆」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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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性筆」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明亮度 — 調整整體影像的亮度

• 模糊 — 決定影像的柔化度。此數值增加時，會減少影像的銳

利度。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影像的背景或非邊緣區域的色彩。若要變更

光源色彩，您可以按一下影像中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以存取

「色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以存取 「最

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 強度 — 控制背景與邊緣之間的對比。對比增加時，會顯示更多

細節。

套用藝術特效

您可以使用「美術」特效，讓相片老舊或建立各種美術結果。「汽

球與氣泡」、「彩色錫箔」和「過渡曝光」即屬於此群組中的特效。

舊報紙
編輯工作區

「舊報紙」特效會套用暖棕色色調並使影像變模糊，讓影像看起來

像發黃的舊報紙。此特效最適合用於含有文字的影像。

為達最佳結果，建議您在套用此特效之前，先將影像轉換成灰階，

然後增加色彩深度至 1600 萬色。按一下特效  藝術特效  舊報紙，

即可存取「舊報紙」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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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報紙」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陳舊度 — 可讓您拖曳滑桿或在方塊中輸入數字，來選取特效強

度。 

汽球與氣泡
編輯工作區

「汽球與氣泡」特效可讓您建立複雜的多圖層球體物件。您可以在

使用環境圖和凹凸貼圖時，搭配運用此特效。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第 393 頁的 〈套用環境圖和凹凸貼圖〉。

選擇特效  藝術特效  汽球與氣泡，即可存取 「汽球與氣泡」對話

方塊。

「汽球與氣泡」對話方塊有以下四個標籤：形狀、表面、貼圖和

照明。

形狀 頁面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自動產生多個汽球或泡泡 — 將各類氣泡套用至您的影像。此選

項也可讓您指定涵蓋範圍、平均大小、大小變化和氣泡類型。

• 涵蓋範圍 — 決定要填入氣泡或汽球的畫布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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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大小 — 設定氣泡或汽球的標準大小

• 大小變化 — 決定最大與最小氣泡的大小差異度。數值 0 會將所有

氣泡強制為相同大小。數值 100 時會隨機產生各種大小的氣泡。

• 汽球或泡泡類型 — 可讓您選擇非交叉、交叉或重疊的汽球與氣泡

• 亂數 — 隨機設定氣泡的大小和位置

• 起始值 — 決定特效強度

• 單個汽球或泡泡 — 只套用單個汽球或泡泡而非多個

• 最大值的大小 — 將單個汽球或泡泡設為最大大小。您可以在

「執行前」窗格中拖曳界限框，來選擇其他大小。

表面頁面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材料 — 可讓您為汽球和氣泡的表面材料選擇色彩、漸層和花

紋。您可以從「材料屬性」對話方塊的 「材質」面板，依您的

選擇組合這些元素。請注意，當您選取「材質」選項時，材料

會變成半透明。

• 不透明度 — 設定物件的最大透明度。預設的氣泡透明度是 
15%。純色物件的透明度設定則是 100%。

• 反光 — 決定吸收及反射表面光源的程度。此控制項會與「光

澤」控制項設定互動。

• 光澤 — 決定吸收及反射表面光源的程度。此控制項會與「光

澤」控制項設定互動。

貼圖頁面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凹凸貼圖 — 可讓您啟動凹凸貼圖控制項，新增汽球與氣泡表面

材質。

• 平滑 — 決定特效平滑度。

• 深度 — 決定特效深度。此數值愈高，則貼圖上黑色區域陷得愈

深，白色區域浮起的程度愈高。負值則會反轉此特效。

• 對齊凹凸貼圖 — 自動調整貼圖大小，使其包覆球體。您可以取

消勾選變更貼圖大小的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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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 — 可讓您在取消勾選對齊凹凸貼圖核取方塊時，設定貼圖

大小。

• 環境圖核取方塊 — 可讓您啟動環境圖控制項，為汽球與氣泡新

增表面細節

• 不透明度 — 控制特效強度不透明度增加時，影像的特效會增

強，而顯示較少原始外觀。

• 環境圖選項和色樣 — 可讓您從「環境圖」資料夾選擇影像或選

擇目前影像

• 目前影像 — 將目前影像包覆球體物件

• 衍射對應 — 將彩虹樣式光線樣式包覆球體物件。若要變更樣

式，請調整邊緣間距和類型設定。

• 類型 — 設定帶狀的起始點、方向和路徑

照明頁面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最大值 — 設定整體物件光源的最大值

• 最小值 — 設定整體物件光源的最小值

• 新增和移除按鈕以及光源功能表 — 可讓您新增或移除個別光

源。根據預設，具有強光的單一光源會顯示在中心點左上方。

• 位置 — 只要按一下強光並將其拖曳至新位置，您就可以移動光

源焦點

• 背光 — 變更光源方向，讓光線從物件後方而來。您可以拖曳背

光，但只有球體周圍才看得到背光的光線。

• 氣泡光源 — 將照明分散成像是穿透半透明物件。只有在「透明

度」設定低於 100% 時，才能使用此選項。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每個光源的色彩。預設色彩為白色。 

• 強光大小 — 可讓您控制每個強光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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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
編輯工作區

「金屬」特效可為影像提供金屬外觀。此特效最適合用於具有明顯

對比區域的影像。選擇特效  藝術特效  金屬，即可存取 「金屬」

對話方塊。

「金屬色」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瑕疵 — 設定摺痕或縐摺的數量。每個縐摺都是明暗區域之間的

轉換。

• 亮度 — 設定金屬的亮度

• 使用原始色彩 — 針對金屬套用影像的色彩

• 色彩 — 讓金屬使用相同色彩。若要選擇色彩，請取消勾選「使

用原始色彩」核取方塊，然後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色彩」

對話方塊。您也可以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最

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預設色彩為白色。

彩色邊緣
編輯工作區

「彩色邊緣」特效會加強影像邊緣並為影像邊緣上色，讓影像看起

來像經過修飾。選擇特效  藝術特效  彩色邊緣，即可存取 「彩色

邊緣」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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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邊緣」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明亮度 — 調整整體影像的亮度

• 模糊 — 決定影像的柔化度。此數值增加時，會減少影像的銳

利度。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邊緣色彩。若要變更邊緣色彩，您可以按一

下原始影像中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色彩」對話方

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最近使用的色彩」

對話方塊。

• 強度 — 控制特效強度。此數值增加時，會有更多邊緣上色，且

邊緣會套用更多色彩。

彩色錫箔
編輯工作區

「彩色錫箔」特效會對邊緣新增雕塑般的外觀，並在影像上套用多

種色彩。選擇特效  藝術特效  彩色錫箔，即可存取 「彩色錫箔」

對話方塊。

「彩色錫箔」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384 Corel PaintShop Pro X7  使用指南



• 模糊 — 決定影像的柔化度。此數值增加時，會減少影像的銳

利度。

• 細節 — 控制套用的特效量。此數值增加時，色彩會套用至更多

對比區域。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影像上的光照色彩。若要變更光源色彩，您

可以按一下原始影像中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色彩」

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最近使用

的色彩」對話方塊。

• 角度 — 影響邊緣光亮與陰影的呈現。此指針指向光源的方向，

以圓周旋轉角度為單位。若要設定此數值，您可以按一下圓形、

拖曳指針，或者在控制項中設定或輸入數字。

輪廓圖
編輯工作區

「輪廓圖」特效會利用輪廓線轉換影像，重新產生地形圖的外觀。

選擇特效  藝術特效  輪廓圖，即可存取 「輪廓圖」對話方塊。

「輪廓圖」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明亮度 — 調整整體影像的亮度

• 模糊 — 決定影像的柔化度。此數值增加時，會減少影像的銳

利度。

• 細節 — 控制套用色彩的位置。此數值增加時，色彩會套用至更

多對比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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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度 — 控制套用至每一區域的色彩數。此數值增加時，會套用

更多色彩。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輪廓線色彩。若要變更色彩，您可以按一下

原始影像中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色彩」對話方塊，

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最近使用的色彩」對

話方塊。

光面
編輯工作區

「光面」特效將閃亮且堅硬的表面外觀套用至影像。按一下特效 
藝術特效  光面，即可存取「光面」對話方塊。

「光面」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模糊 — 決定影像的柔化度。此數值增加時，會減少影像的銳

利度。

• 細節 — 控制浮出度。低數值所產生的浮出層較少，且特效會更

加柔和且較不明顯。

• 密度 — 控制浮出區域的數量。低數值所產生的大型區域較少，

且外觀更加柔和。高數值會對小型區域增加浮出度，因而產生更

密集的特效。

• 角度 — 影響邊緣光亮與陰影的呈現。此指針指向光源的方向，

以圓周旋轉角度為單位。若要設定此數值，您可以按一下圓形、

拖曳指針，或者在控制項中設定或輸入數字。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梯形邊緣的光照色彩。若要變更光源色彩，

您可以按一下原始影像中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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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來開啟「最近

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發光邊緣
編輯工作區

「發光邊緣」特效會讓影像看起來像由霓虹燈管所製成。影像中的

邊緣變成明亮的色彩，而影像的其餘部分則轉為黑色。選擇特效  
藝術特效  發光邊緣，即可存取「發光邊緣」對話方塊。

「發光邊緣」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強度 — 設定邊緣亮度。此數值增加時，會顯示更多邊緣，且邊

緣會變得更加明亮。

• 銳利度 — 控制邊緣緊實度。此數值增加時，邊緣會變窄且更加

明顯。

半色調
編輯工作區

「半色調」特效會在影像上套用一連串的點，而非連續色調。半色

調影像很容易列印，因此此特效最常用於報紙和雜誌。您可以針對

「半色調」特效選擇不同大小、色彩和形狀。大點會產生較暗且密

集的影像區域，而小點則產生較亮的區域。選擇特效  藝術特效  
半色調，即可存取「半色調」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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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色調」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半色調樣式 — 可讓您選擇線條、圓形和正方形樣式

• 大小 — 可讓您選擇樣式畫格的大小

• 螢幕角度 — 可讓您選擇螢幕的角度在灰階影像中，您只能選擇

一個角度。如果是 RGB 影像，則可以為每個色頻選擇角度。

• 做為覆蓋 — 可讓您調整特效強度並套用漸變

• 混合模式 — 可讓您選擇各種混合特效

• 不透明度 — 控制特效強度不透明度增加時，影像的特效會增

強，而顯示較少原始外觀。

• RGB — 分別處理紅色色頻、綠色色頻和藍色色頻

• 灰階 — 可讓您選擇樣式和背景色彩

• 油墨色 — 可讓您選擇樣式色彩

• 背景 — 可讓您選擇背景色彩

• 透明 — 讓原始影像在特效背景中顯現。如果您要選擇背景色

彩，請取消勾選此核取方塊。

熱蠟塗層
編輯工作區

「熱蠟塗層」特效會讓影像看起來像塗上一層熱蠟。蠟的顏色是使

用目前的前景 / 筆觸色彩。選擇特效  藝術特效  熱蠟塗層，即可

套用「熱蠟塗層」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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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鏡
編輯工作區

「放大鏡」特效可讓您將放大鏡放置在影像的某個部分上，讓該部

分成為焦點。您可以在使用環境圖和凹凸貼圖時，搭配運用此特

效。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93 頁的 〈套用環境圖和凹凸貼

圖〉。

「放大鏡」對話方塊有以下四個標籤：形狀、屬性、照明和邊框。

按一下特效  藝術特效  放大鏡，即可存取 「放大鏡」對話方塊。

形狀頁面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倍率 — 控制倍率強度

• 折射 — 控制折射變形的程度

• 失焦 — 讓放大的影像變模糊

• 黑影 — 設定放大邊框周圍影像的暗度

• 球體 — 使用圓形放大鏡

• 垂直圓柱 — 使用垂直圓柱濾鏡產生比其長度寬的放大影像

• 水平圓柱 — 使用水平圓柱濾鏡產生比其寬度長的放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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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頁面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材料樣本 — 可讓您為放大影像的表面材料選擇色彩、漸層和樣

式。您可以從「材料屬性」對話方塊的 「材質」面板，依您的

選擇組合這些元素。請注意，當您選取「材質」選項時，材料

會變成半透明。

• 「材料」面板中的不透明度方塊 — 設定表面材料的最大透明度。

數值設定較高，您就會看到更多材料以及較少原始影像。

• 反光 — 決定吸收及反射表面光源的程度。此控制項會與「光

澤」控制項設定互動。

• 光澤 — 決定吸收及反射表面光源的程度。此控制項會與「光

澤」控制項設定互動。

• 環境圖核取方塊 — 可讓您啟動環境圖控制項，來放大影像和新

增表面細節

• 環境圖面板中的不透明度方塊 — 設定涵蓋放大影像的環境圖透

明度。數值高可讓您看到環境圖的更多部分。

• 目前影像 — 將目前影像當作環境圖來使用

• 環境圖選項和色樣 — 可讓您從「環境圖」資料夾選擇影像

照明頁面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最大值 — 設定整體物件光源的最大值

• 最小值 — 設定整體物件光源的最小值

• 新增和移除按鈕以及光源功能表 — 可讓您新增或移除個別光

源。根據預設，具有強光的單一光源會顯示在中心點左上方。

• 位置 — 只要按一下強光並將其拖曳至新位置，您就可以移動光

源焦點

• 背光 — 變更光源方向，讓光線從物件後方而來。您可以拖曳背

光，但只有球體周圍才看得到背光的光線。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每個光源的色彩。預設色彩為白色。 

• 強光大小 — 可讓您控制每個強光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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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框頁面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圓形 — 提供彎曲的邊框邊緣

• 圓角方形 — 提供圓角方形的邊框邊緣

• 厚度 — 指定邊框的粗細

• 材料 — 可讓您選擇邊框的材料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邊框色彩

霓虹光
編輯工作區

「霓虹光」特效會套用霓虹特效並強調邊緣對比，為影像提供 3D 外
觀。選擇特效  藝術特效  霓虹光，即可存取「霓虹光」對話方塊。

「霓虹光」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細節 — 控制色彩數目和色彩亮度。如果細節階層提高，則會增

加筆觸的數目以及明暗區域之間的對比強度。

• 不透明度 — 控制特效強度不透明度增加時，影像的特效會增

強，而顯示較少原始外觀。

色調分離
編輯工作區

由於「色調分離」特效會減少每個色頻的位元數，因而降低影像或

選取區域中的色彩數目及明度階層。結果會產生外觀平坦的影像，

且具有帶狀色彩而非平滑漸層。選擇特效  藝術特效  色調分離，

即可存取「色調分離」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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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調分離」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色階 — 將明度階層（從 2 到 255）分割成所需數目的均等遞增

等級。階層數目減少時，影像或選取區域顯得較平坦。

過度曝光
編輯工作區

「過度曝光」特效可讓您將高於特定明度值的影像或選取區域中的

所有色彩，轉換成比例上的相反值（從 1 到 254）。臨界值就是高

於該階層的所有色彩都會被轉換的明度值。選擇特效  藝術特效  
過度曝光，即可存取「過度曝光」對話方塊。

「過度曝光」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臨界值 — 設定臨界值。此階層提高時，則會轉換更亮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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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圖
編輯工作區

「地形圖」特效可為影像提供 3D 外觀，讓影像看起來由梯形組織

所構成。選擇特效  藝術特效  地形圖，即可存取「地形圖」對話

方塊。

「地形圖」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寬度 — 控制梯形或圖層的大小

• 密度 — 設定梯形的數量

• 角度 — 影響邊緣光亮與陰影的呈現。此指針指向光源的方向，

以圓周旋轉角度為單位。若要設定此數值，您可以按一下圓形、

拖曳指針，或者在控制項中設定或輸入數字。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梯形側邊的光照色彩。若要變更光源色彩，

您可以按一下原始影像中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色

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最近

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套用環境圖和凹凸貼圖

使用「汽球與氣泡」或 「放大鏡」特效時，您可以選擇性套用環境

圖或凹凸貼圖。環境圖可讓您新增反射、表面細節和細微差別。凹

凸貼圖會將來源影像視為 3D 表面處理，由像素明亮度值決定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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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環境圖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特效  藝術特效，然後選取下列其中一種特效：

• 汽球與氣泡 

• 放大鏡 

2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在 「汽球與氣泡特效」對話方塊中，按一下貼圖標籤。

• 在 「放大鏡特效」對話方塊中，按一下內容標籤。

3 勾選環境圖核取方塊。

套用凹凸貼圖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特效  藝術特效  汽球與氣泡。

隨即顯示「汽球與氣泡」對話方塊。

2 按一下貼圖標籤。

3 勾選凹凸貼圖核取方塊。

套用扭曲特效

您可以將「扭曲」特效套用至影像，產生有趣的結果。「旋曲」、

「像素化」和 「彎曲」皆屬可讓影像變形的範例特效。

旋曲
編輯工作區

「旋曲」特效會將影像轉換成一連串由捲曲組成的列與欄。選擇特

效  扭曲特效  旋曲，即可存取 「旋曲」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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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曲」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欄數 — 設定每一列的捲曲數目

• 列數 — 設定每一欄的捲曲數目。如果欄數設定為 5，列數設為 
4，則表示四個列分別有五個旋曲。

• 對稱 — 連結「列」與 「欄」的值，如此一來，只要變更其中一

個值，另一個值也會跟著變更。如果您希望列數與欄數相等，請

勾選此核取方塊。

• 半徑 — 設定捲曲的半徑。此數值是最小欄寬或列高的百分比。

• 強度 — 控制每個捲曲的旋轉量

• 順時針 — 設定捲曲的方向

取代貼圖

您可以依據其他影像的內容，來彎曲或取代某個影像。如需使用

「取代貼圖」特效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403 頁的〈使用取代貼圖

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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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變形
編輯工作區

「鏡頭變形」特效會在影像中模擬桶形、魚眼或枕狀變形。選擇特

效  扭曲特效  鏡頭變形，即可存取 「鏡頭變形」對話方塊。

「鏡頭變形」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水平 — 將變形中心水平置於影像中。如果增加此數值，變形中

心會往右移。如果減少此數值，變形中心會往左移。

• 垂直 — 將變形中心垂直置於影像中。如果增加此數值，變形中

心會往下移。如果減少此數值，變形中心會往上移。

• 變形類型 — 可讓您指定要選擇桶形、魚眼（球體）或枕狀變形

• 強度 — 決定桶形或枕狀特效的強度

• 可視範圍 — 決定魚眼或魚眼（球體）特效的強度

• 包圍 — 使影像顯示成一個拼接單位，重複往各方向拼接

• 重複 — 採用各邊的邊緣像素，向外無限重複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代表超出界限之像素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

塊即可存取「色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

塊來存取「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 透明 — 讓超出界限的像素變成透明（僅適用於圖層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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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內擠壓
編輯工作區

「往內擠壓」特效是一種變形方式，它會將內容往中心擠壓，讓影

像或選取區域看起來像往內擠壓一般。選擇特效  扭曲特效  往內

擠壓，即可存取「往內擠壓」對話方塊。

「往內擠壓」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強度 — 決定影像向中心擠壓的程度

像素化
編輯工作區

「像素化」特效會將影像分割成特定大小的矩形或方形。選擇特效  
扭曲特效  像素化，即可存取「像素化」對話方塊。

「像素化特效」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區塊寬度 — 設定區塊的寬度（以像素為單位）

• 區塊高度 — 設定區塊的高度（以像素為單位）

• 對稱 — 建立正方形區塊。若要建立矩形區塊，請清除此核取

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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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座標
編輯工作區

「極座標」特效會變更像素，方法是將直角座標像素對應至極座標，

或從極座標對應至直角座標。選擇特效  扭曲特效  極座標，即可

存取「極座標」對話方塊。

「極座標」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矩形轉成極座標 — 將地圖像素從直角座標對應至極座標

• 極座標轉成矩形 — 將極座標像素對應至直角座標

• 包圍 — 使影像顯示成一個拼接單位，重複往各方向拼接

• 重複 — 採用各邊的邊緣像素，向外無限重複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代表超出界限之像素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

塊即可存取「色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

塊來存取「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 透明 — 讓超出界限的像素變成透明。

擠壓
編輯工作區

「擠壓」特效是一種變形方式，它會讓影像看起來像從後方受到擠

壓，以致於中心點的內容會往外部邊緣擴大。選擇特效  扭曲特效 
 擠壓，即可存取「擠壓」對話方塊。
398 Corel PaintShop Pro X7  使用指南



「擠壓」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強度 — 決定影像向邊緣往外擠壓的程度

漣漪
編輯工作區

「漣漪」特效是一種變形方式，就像將小石頭投入水中後所產生的同

心環。選擇特效  扭曲特效  漣漪，即可存取「漣漪」對話方塊。

「漣漪」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水平 — 移動漣漪的中心點。此數值是影像或選取區域的寬度百

分比。預設位置的值是 50，即影像或選取區域的中心點。

• 垂直 — 移動漣漪的中心點。此數值是影像或選取區域的高度百

分比。預設位置的值是 50，即影像或選取區域的中心點。

• 幅度 — 控制每個漣漪的幅度，或波谷到波峰的距離

• 波長 — 控制某個漣漪波峰到下個漣漪波峰的距離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代表超出界限之像素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

塊即可存取「色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

塊來存取「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套用特效 399



• 透明 — 讓超出界限的像素變成透明（僅適用於圖層影像）

尖刺光環
編輯工作區

「尖刺光還」特效是一種變形方式，可用來建立波浪或漣漪的基本

樣式。選擇特效  扭曲特效  尖刺光環，即可存取 「尖刺光環」對

話方塊。

「尖刺光環」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水平 — 移動漣漪的中心點。此數值是影像或選取區域的寬度百

分比。負值會將光環往左移，正值則會將光環往右移。

• 垂直 — 移動漣漪的中心點。此數值是影像或選取區域的高度百

分比。負值會將光環往上移，正值則會將光環往下移。

• 幅度 — 設定波浪的外觀高度。低數值會產生較平滑的漣漪。 

• 頻率 — 設定每個四分之一圈的線條數目

• 半徑 — 設定中心到波浪的距離低數值會讓波浪在離中心較近的

位置開始產生。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代表超出界限之像素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

塊即可存取「色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

塊來存取「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 透明 — 讓超出界限的像素變成透明（僅適用於圖層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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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曲
編輯工作區

「捲曲」特效會繞著影像中心來扭曲或旋轉影像，藉此將影像變形。

您可以順時針或逆時針最多旋轉兩次來捲曲影像。選擇特效  扭曲

特效  捲曲，即可存取「捲曲」對話方塊。

「捲曲」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角度 — 設定捲曲的方向與數量。正數值會建立順時針捲曲；負

數值則會建立逆時針捲曲。

彎曲
編輯工作區

「彎曲」特效會以較高或較低顯示比例來顯現影像的圓形區域。此

區域會變形成有如透過凸透鏡或凹透鏡檢視。選擇特效  扭曲特效 
 彎曲，即可存取「彎曲」對話方塊。

「彎曲」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水平 — 水平移動彎曲的中心點。此數值是影像或選取區域的寬

度百分比。負值會將中心往左移，正值則會將中心往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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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 — 垂直移動彎曲的中心點。此數值是影像或選取區域的高

度百分比。負值會將中心往上移，正值則會將中心往下移。

• 大小 — 設定要從中心延伸特效到哪個位置。此數值就是影像大

小的百分比。降低數值，則影像變形的區域較少。

• 強度 — 設定變形的階層。正值會讓變形的影像區更緊密，負值

則讓該區較分散。

波浪
編輯工作區

「波浪」特效會建立波浪形線條，藉此將影像變形。您可以設定波

浪大小來決定變形量。選擇特效  扭曲特效  波浪，即可存取 「波

浪」對話方塊。

「波浪」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幅度（位於 「水平取代」群組方塊中） — 設定水平漣漪的波谷

到波峰的距離

• 幅度（位於 「垂直取代」群組方塊中） — 設定垂直漣漪的波谷

到波峰的距離 

• 波長（位於 「水平取代」群組方塊中） — 設定某個水平漣漪的

波峰到下個水平漣漪波峰的距離

• 波長（位於 「垂直取代」群組方塊中） — 設定某個垂直漣漪的

波峰到下個垂直漣漪波峰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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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 — 可讓您選擇代表超出界限之像素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

塊即可存取「色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

塊來存取「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 透明 — 讓超出界限的像素變成透明（僅適用於圖層影像）

風
編輯工作區

「風」特效會使影像變得模糊，讓影像看起來有如被來自左方或右方

的風吹過。選擇特效  扭曲特效  風，即可存取「風」對話方塊。

「風」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風行方向群組方塊 — 可讓您選擇風行方向是從左方或從右方。

• 風動強度 — 控制變形強度。如果強度增加，則會讓影像更模糊。

使用取代貼圖特效

您可以依據任何影像（來源影像）的內容，彎曲或取代另一個影像

（取代貼圖）。例如，可將文字套用至影像，描繪表面崎嶇不平的材

料，使文字看似沿著材料表面一同高低起伏。

套用取代貼圖
編輯工作區

1 開啟要作為取代貼圖的影像以及來源影像。

2 使來源影像變成作用中影像。

3 選擇特效 扭曲特效  取代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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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取代貼圖群組方塊中，按一下影像下拉式清單，選擇要作為取

代貼圖的影像。

如果取代貼圖和來源影像尺寸不同，請選擇延展貼圖至影像大小

選項，或拼接貼圖至覆蓋影像選項。

5 在模糊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以設定取代貼圖的模糊程度。 

低數值會產生抖動、點彩特效；高數值則產生較平順的彎曲特效。

6 在取代屬性群組方塊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2D 偏移 — 使用紅色色頻和綠色色頻取代影像

• 3D 表面 — 將來源影像視為 3D 表面處理，由像素明亮度值決

定高度

7 在強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以設定取代程度。

低數值，影像變動小；高數值，則產生較顯著的變形。

8 在旋轉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決定取代資料的旋轉角度。

9 在邊緣模式群組方塊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來決定如何處理

超出界限的取代：

• 包圍 — 將影像視為一個拼接單位，重複往各方向拼接

• 重複 — 採用各邊的邊緣像素，向外無限重複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代表超出界限之像素的色彩。按一下色彩

方塊即可存取「色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

方塊來存取「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 透明 — 讓超出界限的像素變成透明（僅適用於圖層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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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邊緣特效

「邊緣」特效會套用至影像或選取區域的邊緣。您可以膨脹、增強、

腐蝕、尋找和描繪影像邊緣，建立有趣的結果。

重要！這些特效只能在灰階和 1600 萬色 （24 位元）影像上使
用。如需增加影像色彩深度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54 頁的
〈增加影像色彩深度〉。

膨脹
編輯工作區

「擴大」特效會增強影像或選取區域的光亮區域。選擇特效  邊緣

特效  膨脹，即可套用「膨脹」特效。

增強
編輯工作區

「增強」特效會增加影像中邊緣的對比。選擇特效  邊緣特效  增
強，即可套用「增強」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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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
編輯工作區

相對於「加強」特效，「加強」特效會對影像中的邊緣套用形成更強

烈的對比。選擇特效  邊緣特效  加強，即可套用「加強」特效。

腐蝕
編輯工作區

「腐蝕」特效會增強影像中的黑暗區域。選擇特效  邊緣特效  腐
蝕，即可套用「腐蝕特效」方塊。

尋找全部
編輯工作區

「尋找全部」特效會讓影像變暗並增加邊緣光線，藉此增強影像中

明亮與黑暗間的對比。選擇特效  邊緣特效  尋找全部，即可套用

「尋找全部」邊緣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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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尋找
編輯工作區

「橫向尋找」特效會讓影像變暗並增加水平邊緣光線，藉此增強影

像中明亮與黑暗間的對比。選擇特效  邊緣特效  橫向尋找，即可

套用「橫向尋找」邊緣特效。

縱向尋找
編輯工作區

「縱向尋找」特效會讓影像變暗並增加垂直邊緣光線，藉此增強影

像中明亮與黑暗間的對比。選擇特效  邊緣特效  縱向尋找，即可

套用「縱向尋找」邊緣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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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反差
編輯工作區

「高反差」特效會強調強光與陰影色彩間的色彩轉換。您可以將此

特效與其他影像作業搭配使用，以便建立或增強浮雕或描線這類特

殊特效。「高反差」特效會保留邊緣對比與高細節區域，並將影像

其餘部分變成中性灰。選擇特效  邊緣特效  高反差，即可存取

「高反差」對話方塊。

「高反差」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半徑 — 以百分比設定模糊特效的半徑

• 去除飽和度 — 移除所有色彩而留下灰色結果。即使取消勾選此

核取方塊，「高反差」特效的結果仍接近單色。不過，您可以勾

選此核取方塊，來避免對影像套用銳利化時會產生的細微色差。

此選項的作用是移除任何在銳利化之後留下的色彩痕跡。

描繪輪廓圖
編輯工作區

「描繪輪廓圖」特效會描繪對比區域周圍的一連串單一像素線條，

並將其餘像素轉換成白色。選擇特效  邊緣特效  描繪輪廓圖，即

可套用「描繪輪廓圖」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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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幾何特效

您可以套用「幾何」特效來變更影像的形狀或透視方式。例如，您

可以將影像轉換成球體或圓柱體，或變更影像的垂直或水平透視。

圓形
編輯工作區

「圓形」特效會將影像或選取區域轉換成球體，使其變形。選擇特

效  幾何特效  圓形，即可存取 「圓形」對話方塊。

「圓形」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包圍 — 將影像視為一個拼接單位，重複往各方向拼接

• 重複 — 採用各邊的邊緣像素，向外無限重複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代表超出界限之像素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

塊即可存取「色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

塊來存取「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 透明 — 讓超出界限的像素變成透明（僅適用於圖層影像）

圓柱體 – 水平
編輯工作區

「圓柱體 – 水平」特效會延展影像或選取區域，使其有如包覆於水

平圓柱體。選擇特效 幾何特效  圓柱體 – 水平，即可存取「圓柱

體 – 水平」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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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柱體 – 垂直」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強度 — 決定影像包覆的程度

圓柱體 – 垂直
編輯工作區

「圓柱體 – 垂直」特效會延展影像或選取區域，使其有如包覆於垂

直圓柱體。選擇特效 幾何特效  圓柱體 – 垂直，即可存取「圓柱

體 – 垂直」對話方塊。

「圓柱體 – 垂直」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強度 — 決定影像包覆的程度

五邊形
編輯工作區

「五邊形」特效會將影像或選取區域轉換成五邊形，使其變形。選

擇特效  幾何特效  五邊形，即可存取 「五邊形」對話方塊。

「五邊形」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包圍 — 將影像視為一個拼接單位，重複往各方向拼接

• 重複 — 採用各邊的邊緣像素，向外無限重複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代表超出界限之像素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

塊即可存取「色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

塊來存取「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 透明 — 讓超出界限的像素變成透明（僅適用於圖層影像）

透視點 – 水平
編輯工作區

「透視點 – 水平」特效會縮窄影像或選取區域的左側或右側，沿著

水平軸建立透視。選擇特效 幾何特效  透視點 – 水平，即可存取

「透視點 – 水平」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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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點 – 水平」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變形 — 設定縮短的邊緣到未變動之邊緣的長度。將滑桿往左移

或輸入負數，會減少影像左側的長度。將滑桿往右移或輸入正

數，會減少影像右側的長度。

• 包圍 — 將影像視為一個拼接單位，重複往各方向拼接

• 重複 — 採用各邊的邊緣像素，向外無限重複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代表超出界限之像素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

塊即可存取「色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

塊來存取「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 透明 — 讓超出界限的像素變成透明（僅適用於圖層影像）

透視點 – 垂直
編輯工作區

「透視點 – 垂直」特效會縮窄影像或選取區域的頂端或底部，沿著

垂直軸建立透視。選擇特效 幾何特效  透視點 – 垂直，即可存取

「透視點 – 垂直」對話方塊。

「透視點 – 垂直」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變形 — 設定縮短的邊緣到未變動之邊緣的長度。將滑桿往左移

或輸入負數，會減少影像頂端的長度。將滑桿往右移或輸入正

數，會減少影像底部的長度。

• 包圍 — 將影像視為一個拼接單位，重複往各方向拼接

• 重複 — 採用各邊的邊緣像素，向外無限重複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代表超出界限之像素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

塊即可存取「色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

塊來存取「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 透明 — 讓超出界限的像素變成透明（僅適用於圖層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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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斜
編輯工作區

「傾斜」特效會將影像或選取區域沿著水平或垂直軸，往左右或上

下傾斜最多 45 度。選擇 特效  幾何特效  傾斜，即可存取「傾斜」

對話方塊。

「傾斜」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水平 — 根據 「傾斜角度」設定將影像往左或往右傾斜

• 垂直 — 根據 「傾斜角度」設定將影像往上或往下傾斜

• 傾斜角度 — 設定傾斜角度。如果選取了「水平」選項，則正數

會將影像往右傾斜，而負數則會將影像往左傾斜。如果選取了

「垂直」選項，則正數會將左側降低並升高右側，而負數則會升

高左側並降低右側。

• 包圍 — 將影像視為一個拼接單位，重複往各方向拼接

• 重複 — 採用各邊的邊緣像素，向外無限重複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代表超出界限之像素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

塊即可存取「色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

塊來存取「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 透明 — 讓超出界限的像素變成透明（僅適用於圖層影像）

球體化
編輯工作區

「球體化」特效會在球體上包覆選取區域或圖層。選擇特效  幾何

特效  球體化，即可存取「球體化」對話方塊。

「球體化」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強度 — 決定特效強度

• 圓形 — 在圓形球體上包覆選取區域或圖層

• 橢圓形 — 在橢圓形球體上包覆選取區域或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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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照明特效

您可以使用「照明」特效，將陽光輻射或聚光燈套用至影像上。

重要！這些特效只能在灰階和 1600 萬色 （24 位元）影像上使
用。如需增加影像色彩深度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54 頁的
〈增加影像色彩深度〉。

光源
編輯工作區

「光源」特效最多可使用五個聚光燈，對影像套用光源。您可以設

定光源的強度、方向、色彩和起始點。選擇特效  照明特效  光源，

即可存取「光源」對話方塊。

「光源」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暗度 — 決定影像中未照亮區域的暗度

• 光源按鈕 — 可讓您選擇要套用的聚光燈。您也可以在「執行

前」窗格中按一下影像上的光點。

• 開啟 — 可讓您開啟或關閉各聚光燈。若要關閉聚光燈，您可以

按一下光源按鈕（或 「執行前」窗格中的聚光燈），然後取消

勾選「開啟」核取方塊。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聚光燈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即可存取「色

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最近

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 強度 — 設定聚光燈亮度。

• 方向 — 設定光源方向。此指針指向光源的方向，以圓周旋轉角

度為單位。若要設定此數值，您可以拖曳指針、按一下圓形、在

控制項中設定或輸入數字，或者按一下「執行前」窗格中的聚

光燈並拖曳其中心臂。

• 水平 — 水平定位光源。如果各光源的值為 0，則表示光源在影

像中心。正值會讓光源往右移，負值則會讓光源往左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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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 — 垂直定位光源。如果各光源的值為 0，則表示光源在影

像中心。正值會讓光源往上移，負值則會讓光源往下移。

• 縮放 — 控制光源涵蓋的影像區大小

• 平滑 — 決定從明亮區域轉換到光源錐形邊緣之黑暗區域的平滑

度。低設定值，則邊緣銳利。若增加設定值，則產生的轉換較為

平滑。

• 錐形大小 — 設定光源的寬度（或錐形大小）。如果將大小增加

到 89，錐形會加寬。您也可以在「執行前」窗格中拖曳光源的

兩個控點之一，來修改寬度。

• 不對稱 — 加長或縮短不對稱

陽光
編輯工作區

「陽光」特效會模擬透過相機濾鏡所看到的影像和光源。您可以調

整光源起始點、輻射光線數量及光環亮度，或刺眼的強光點。選擇

特效  照明特效  陽光，即可存取 「陽光」對話方塊。

「陽光」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特效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即可存取「色

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最近

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 光點群組方塊中的亮度 — 控制光源強度

• 水平 — 指出光源起始點的水平位置。數值 0 表示在影像的最左

邊，數值 100 表示在影像的最右邊。您也可以在 「執行前」窗

格中拖曳十字線，來設定此數值。

• 垂直 — 指出光源起始點的垂直位置。您也可以在「執行前」窗

格中拖曳十字線，來設定此數值。

• 密度 — 決定從光源輻射出來的光線數量

• 光線群組方塊中的亮度 — 控制光線明度

• 圓形群組方塊中的亮度 — 控制光環或刺眼強光點的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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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影像特效

您可以將「影像」特效套用至影像。這組特效可讓您偏移影像、為

影像折角或傾斜影像。

偏移
編輯工作區

「偏移」特效會移動畫布上的影像，使得像素移出畫布時環繞到邊

緣另一端。選擇特效  影像特效  偏移，即可存取 「偏移」對話

方塊。

「偏移」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水平偏移量 — 可讓您在選取「自訂」選項後，於頁面上水平移

動影像

• 垂直偏移量 — 可讓您在選取「自訂」選項後，於頁面上垂直移

動影像

• 置中 — 定位影像，使其某個邊角位於頁面正中間

• 自訂 — 可讓您在頁面上以水平和垂直方向調整影像位置

• 包圍 — 將影像視為一個拼接單位，重複往各方向拼接

• 重複 — 採用各邊的邊緣像素，向外無限重複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代表超出界限之像素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

塊即可存取「色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

塊來存取「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 透明 — 讓超出界限的像素變成透明（僅適用於圖層影像）

折頁
編輯工作區

「折頁」特效會讓影像有如捲起邊角。選擇特效  影像特效  折頁，

即可存取「折頁」對話方塊。

「折頁」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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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折頁設定群組方塊中的色彩 — 可讓您選取影像頁面的折角背

面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即可存取「色彩」對話方塊，或者用

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 半徑 — 決定折角程度。此數值增加時，折角較為鬆散。

• 邊角按鈕 — 可讓您選取要折起的邊角

• 寬度 — 決定折角寬度。您也可以在「執行前」窗格中拖曳控制

臂，來指定所需寬度。

• 高度 — 決定折角高度。您也可以在「執行前」窗格中拖曳控制

臂，來指定所需高度。

• 在邊緣模式群組方塊中的色彩 — 可讓您選取頁面折角區域下方

的背景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即可存取「色彩」對話方塊，或

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

方塊。

• 透明 — 讓超出界限的像素變成透明（僅適用於圖層影像）

無縫拼接
編輯工作區

「無縫拼接」特效可協助您將選取區域轉換成無痕的自訂樣式，並

用在塗畫、新增文字或建立網頁背景上。選擇特效  影像特效  無
縫拼接，即可存取「無縫拼接」對話方塊。

「無縫拼接」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顯示拼接預覽 — 開啟預覽區域以顯示您所設計的拼接

• 邊緣 — 漸變影像的邊緣

• 邊角 — 漸變邊角的影像

• 鏡射 — 鏡射影像的邊緣

• 水平 — 在影像上水平放入拼接

• 垂直 — 在影像上垂直放入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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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向 — 在影像上同時以水平和垂直方向放入拼接如果您選擇雙

向，則需從邊角樣式群組方塊選擇設定。

• 水平偏移 — 將拼接特效的中心水平置於影像中。此位置是影像

的寬度百分比。此值若為 50，則會從影像中心開始拼接。增加

此數值可讓中心往右移動，減少此數值則會讓中心往左移動。

• 垂直偏移 — 將拼接特效的中心垂直置於影像中。此位置是影像的

高度百分比。此值若為 50，則會從影像中心開始拼接。增加此數

值可讓中心往底部移動，減少此數值則會讓中心往頂端移動。

• 寬度 — 設定拼接寬度

• 轉換 — 可讓您在選取「邊緣」選項之後，決定漸變程度

• 直線 — 可讓您在選取「邊角」選項之後，選擇線形邊角

• 曲線 — 可讓您在選取「邊角」選項之後，選擇曲線邊角

套用相片特效

您可以將各種「相片特效」套用至影像，來模擬某些傳統相片的技

術和處理方式。

時光機

「時光機」可讓您重新建立過去一些受歡迎的相片樣式。此特效有

七種樣式供您選擇，範圍從 1839 年到 1980 年代。如需「時光機」

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427 頁的 〈使用時光機建立古老風格的相

片〉。

底片與濾鏡

Corel PaintShop Pro 可讓您試驗由各種相機底片和濾鏡所組成的特

效。如需套用底片與濾鏡特效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430 頁的 〈在

相片上套用底片與濾鏡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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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底片

您可以模擬黑白底片的拍攝特效。若要修改此特效，您可以套用範

圍較大的 RGB 值，並調整影像亮度和清晰度。

「黑白底片」對話方塊中的濾鏡色彩調整，可針對原始
相片（在上方最左邊影像）建立各種不同的結果。

紅外線底片

您可以模擬以紅外線底片和相機紅外線通過濾鏡拍攝的黑白相片。

若要增強特效，還可調整底片顆粒和閃光設定。

原始相片（左）以及相同相片套用紅外線底片特效後的結果（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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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古色調

您可以模擬成使用深褐色底片拍攝照片的特效。復古色調的影像與

黑白相片（也稱為灰階相片）類似，差別在它是褐色，不是灰色。

數位移軸

您可以快速建立微距特效（亦稱為 tilt-shift 特效），讓相片中的場

景好像是微縮模型或玩具。只要調整攝影景深，通常是在特定水平

線上，並增加相片的飽和度，就可以調出這樣的幻像。

都會場景（左圖）似乎變成模型（右圖）。

您還可以使用「數位移軸」，將攝影景深特效快速套用於任何相

片。如需攝影景深的一般資訊，請參閱第 187 頁的 〈控制攝影景

深〉。

相片提示： 從高處點拍攝的相片通常最適合營造微縮模型的特效。

後製暗角

您可以使相片的邊緣逐漸淡化，來產生一種後製暗角特效。您可以

控制邊緣的外觀，只要選擇形狀和色彩（亮或暗），並調整模糊、

發光和羽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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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風格

靈感取自用古老隨身相機（如 LOMO、Diana 或 Holga）所拍攝的未

經修飾照片，「懷舊風格」可讓您為相片添加一種有趣的懷舊特效。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424 頁的 〈使用懷舊風格〉。

漸層濾鏡

您可以將色彩漸層套用於相片，以模擬使用相機鏡頭的漸層濾鏡所

產生的特效。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425 頁的〈使用漸層濾鏡特

效套用漸層〉。

套用黑白底片特效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特效  相片特效  黑白底片。

隨即顯示「黑白底片」對話方塊。

2 修改所要的設定，再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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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紅外線底片特效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特效  相片特效  紅外線底片。

「紅外線底片」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強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決定紅外線特效的整體強度。 

設定愈高，綠色愈亮，藍色愈暗。設定數值為 0 可以建立灰階

影像。

3 在閃光對話方塊中輸入或設定數值，將光環特效套用至相片的較

亮區域。 

設定愈高，光環特效愈強，整張相片的邊緣都會柔化。設定值低

則降低光環特效。

4 在顆粒控制項輸入或設定大於 0 的數值，為相片新增更多的逼真

紅外線顆粒。 

您也可以

調整 RGB 濾鏡色彩 在濾鏡色彩群組方塊中，按一下或向
內拖曳色彩光譜以設定想要的 RGB 色
彩濾鏡。

紅、綠與藍色值，執行後窗格即

會更新。

不用濾鏡模擬攝影效果 在濾鏡色彩群組方塊中，向色彩光譜
中心放置濾鏡，或按一下執行後窗格

下方的重設為預設值按鈕 。

使用自動濾鏡設定 在濾鏡色彩群組方塊中，按一下建議
色彩。

調整整體亮度 在 「調整」群組方塊中，拖曳亮度滑
桿，或在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

調整整體清晰感 在 「調整」群組方塊中，拖曳清晰化
滑桿，或在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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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一下確定。

套用復古色調特效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特效  相片特效  復古色調。

隨即顯示「復古色調」對話方塊。

2 在陳舊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決定特效強度。

數值高會以增加影像中棕色部分的數量來增強特效。

使用數位移軸套用微距特效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特效  相片特效  數位移軸。

「數位移軸」對話方塊便會出現。您也可以將對話方塊放到最

大，使預覽區域的「執行前」和 「執行後」窗格變大。

2 在「焦點區域」中，按下列工具之一：

• 平面選取區域工具  — 設定線性焦點區域的預設工具。您可

以選擇沿著道路、橋墩或其他不在相片邊緣的線性元素，設定

焦點區域。

• 半平面選取區域工具  — 讓您設定沿著相片邊緣的線性焦點

區域

• 放射狀選取區域工具  — 讓您設定圓形焦點區域

3 當您的游標顯示為移動游標 時，在您的預覽區域的「執行

前」窗格內拖曳游標至想要聚焦區域的位置。

4 拖曳旋轉控點（短線端處的方塊）可旋轉焦點區域。

5 拖曳縮放控點（在實心線上）可設定焦點區域的邊緣。

6 拖曳以下任一滑棒微調結果：

• 模糊 — 決定焦點區域外側的模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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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化邊緣 — 決定焦點區域與模糊區域之間的轉換柔和程度。

您也可以在「執行前」窗格中拖曳羽化控點 （在虛線上），以

互動方式調整羽化效果。

• 飽和度 — 決定相片色彩的密度。增加飽和度有助於模擬用於

模型和玩具的逼真塗畫色彩。

在「執行前」窗格中的互動式元素：(1) 中心線（用於平面
選取工具），(2) 旋轉控點，(3) 縮放控點，(4) 羽化控點

您可以使用「數位移軸」特效，快速套用攝影景深特效。請

調整設定，來達到自然的外觀。

套用後製暗角特效
編輯工作區

1 按一下特效  相片特效  後製暗角。

2 在焦點區域中，選擇選取工具，然後在「執行前」窗格中拖曳

設定特效的邊緣。

3 拖曳暗 / 亮滑桿來設定邊緣色彩。

4 拖曳以下任一滑棒微調結果：

• 模糊 — 決定焦點區域外側的模糊量
套用特效 423



• 擴散光暈 — 加上冷光調亮特效，並柔化整張相片的細節

• 羽化邊緣 — 決定焦點區域與邊緣特效之間的轉換柔和程度

使用懷舊風格

靈感取自用古老隨身相機（如 LOMO、Diana 或 Holga）所拍攝的未

經修飾照片，「懷舊風格」可讓您為相片添加一種有趣的懷舊特效。

有時，也稱為「玩具相機」特效，這種相片風格的特色通常是色彩

和對比已失去其自然外觀，而出現模糊或後製暗角邊緣。

若要快速套用特效，請套用預設。是否想要深入探究？您可以存取

完整一套控制項，來建立並儲存自己所屬的預設。

原始照片（左）；使用懷舊風格後的相片（右）。套用
「超現實」預設，接著使用 「範圍」和「飽和度」滑桿自
訂特效。

使用懷舊風格建立玩具相機特效

1 按一下特效  相片特效  懷舊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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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要套用預設，請按一下「設定」下拉式清單中的預設。

按一下確定套用並結束對話方塊，或繼續執行下一步，建立自訂

特效。

2 若要建立自訂特效，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在 「範圍」區域，於「預覽」區域的執行前窗格中，按一下

焦點區域工具，然後選取焦點區域。

• 調整 「範圍」區域中的設定，以調整後製暗角特效。如需各

個控制項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423 頁的 〈套用後製暗角特

效〉。

• 在 「色彩調整」區域中，拖曳滑桿來取得所要的色彩特效。

• 在 「曲線」區域，按一下並拖曳對角線來調整色調，或從色

頻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色彩，然後拖曳對角線來調整個別色頻。

如需曲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69 頁的 〈變更色頻亮度〉。

如果您想要儲存設定，按一下儲存預設按鈕 ，在預設名稱方塊

中輸入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使用漸層濾鏡特效套用漸層

您可以將色彩漸層套用於相片，以模擬使用相機鏡頭的漸層濾鏡所

產生的特效。漸層濾鏡通常由單一顏色逐漸變成透明所組成。這可

讓您調整相片中某個區域的色彩。例如，在某張相片中，您希望過

於明亮的天空中能多點藍色，這時就可以使用藍色漸層濾鏡，增加

天空的藍色，而不影響到相片的下半部分。如果您想要賣弄一下創

意，「漸層濾鏡」特效提供各種漸層形狀和雙色選項讓您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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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層濾鏡」特效套用於原始相片 （左），營造夕陽特效並
加強水面的藍色。

使用漸層濾鏡特效套用漸層

1 按一下特效  相片特效  漸層濾鏡。

「漸層濾鏡」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樣式按鈕，決定漸層的形狀。

預設選項線形漸層濾鏡最能模擬傳統的漸層濾鏡。

3 在「執行前」面板中拖曳，可設定漸層的大小和方向。在您拖

曳時，會出現一條線。

4 在「預設」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漸變類型。

5 在「色彩」區域中，按一下色彩樣本來設定色彩。

如果您想要變更色彩或透明度的方向，請按一下對調色彩按鈕

。

6 在「設定」區域中，調整下列任何一種滑桿：

• 不透明度 — 指定色彩的透明度。數值越低，越透明。

• 漸變 — 指定如何逐漸轉變色彩。數值越高，漸變特效越柔順。

• 旋轉 — 指定漸層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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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要微調相片的特定區域，可以貼上完成的版本作為

原始版本之上的圖層。然後，您可以使用「橡皮擦」工具來

顯漏原本的色彩和細節。

使用時光機建立古老風格的相片

「時光機」可讓您重新建立一些古老的相片風格。此特效有七種樣

式供您選擇，範圍從 1839 年到 1980 年代。

下表說明各個樣式。

銀版照相法 — 在 1839 至 1855 年間普遍使

用，銀版照相法是第一種普遍的照相形式。
影像會直接擷取到一張銀色的銅製薄板上。
由於不會產生任何負片，因此無法複製，所
以每個影像都是獨一無二的。銀版照相法的
特色通常在於反光特質、邊緣變暗，以及深
藍灰色或黑褐色色調。 

蛋白 — 自 1855 至 1890 年代普遍使用，這

種不昂貴的照相方法會產生紙張型的相片。
先將負片擷取到玻璃上，然後在使用蛋白的
紙張上印出，以結合感光化學劑與紙張。蛋
白相片的特色通常在於光面特效及柔和溫暖
的棕色色調。

青版照相法 — 於 1841 年發明，這種簡單又

不昂貴的照相方法自 19 世紀後期開始普遍使

用至 20 世紀初期。影像是在紫外線光將感光

化學劑轉換成普魯士藍時建立。青版照相法
的特色在於其鮮豔的藍色色彩。雖然這種處
理方式不適用於人物照，不過由於影像的持
久特性，使得這種照相法普遍做為科學和工
程用途。例如，此方法可用來建立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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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機設定

「時光機」對話方塊中含有可讓您預覽每張相片特效的縮圖。另外，

此對話方塊也包含資訊方塊，提供各特效的簡要說明。

白金 — 是於 1873 至 1920 年間常見的照相

方法，使用白金為主的沖洗物質，並將紙張
直接接觸負片。雖然獲得的高品質沖印能長
時間維持穩定，但白金的價格相當高，因此
這種方法相當昂貴。白金沖印的特色通常在
於廣泛的色調範圍和銀黑色色彩。此方法在 
1960 年代又再度受到藝術家的青睞。

早期色彩 — 彩色照相底板曾是產生早期彩色

相片的常用方法。此方法是由盧米埃兄弟
（安格斯特與路易 • 盧米埃）於 1904 年開

發而成的。他們使用染成紅、綠與藍色的馬
鈴薯澱粉粒塗 ? 在玻璃上建立彩色影像。這樣

的玻璃板十分類似幻燈片。彩色照相底板的
特色通常在於柔和色彩和細緻的粒狀特質。

箱型相機 — 箱型相機於 1900 至 1960 年代

相當流行。這種相機簡單好用且易於攜帶，
讓每個人都可以拍攝照片。以箱型相機拍攝
的相片其特色各異，這些特色可反映出相機
機齡、底片類型和攝影師的技巧。

交叉處理 — 交叉處理是現代的照相技術，藉

由不協調的方式搭配底片與沖洗底片的化學
劑，來建立獨特的色彩特效。例如，您可以
在專用於彩色負片的化學劑中處理幻燈片底
片，以達到這種特效。交叉處理相片的特色
通常在於其傾斜色彩、高彩度和極強的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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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相片是原始相片，而右邊則是套用「時光機」之「銀
版照相法」樣式的相片。

只要在「時光機」對話方塊中使用 「強度」滑桿，即可調整每個特

效。「強度」滑桿會根據您所選擇的特效，以不同方式來變更特效

的外觀。例如，「強度」滑桿可調整色彩、亮度或對比。

也可以將邊緣套用至相片，以模擬古老風格相片的紙張邊緣外觀。

例如，「相片邊緣」功能可模擬銀版照相法的暗色邊緣、青版照相

法參差不齊的藍色邊緣，以及箱型相機年代相當普遍的裝飾邊緣。

「相片邊緣」可新增至相片的外部邊緣。

您也可以使用「畫框」對話方塊來套用邊緣與邊框特效。如需詳細

資訊，請參閱 第 449 頁的 〈在影像內新增畫框〉。

使用時光機建立古老風格的相片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特效  相片特效  時光機。

2 按一下時間線上方的縮圖來選擇特效。

3 移動強度滑桿來調整特效外觀。 

您可以新增或移除相片的邊緣特效。取消勾選「強度」滑桿

下方的相片邊緣核取方塊即可移除邊緣，或勾選此核取方塊

來套用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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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片上套用底片與濾鏡特效

無論您是初學者或專業攝影師，都可以在 Corel PaintShop Pro 中試

驗由各種相機底片和濾鏡所組成的特效。您可以從預設底片特效清

單挑選（稱為 「底片風格」），或者可從預設濾鏡特效清單挑選

（稱為 「創意濾鏡」）。此外也可以結合底片特效和濾鏡特效，建立

獨一無二的樣式。

底片風格

「底片風格」是由您在傳統相機中使用各種類型底片所達到的特效

組合而成。「底片風格」是以達成的特效類型來描述，而非以底片

名稱，如此可讓底片風格更容易識別。即使您從來沒有使用過各類

底片，也能夠運用自如。不像「創意濾鏡」會將色彩套用至整個相

片，「底片風格」可讓某些顏色變得更加吸引人且更細緻，藉此改

變相片中所強調的重點。部分「底片風格」也會變更相片的對比和

柔化度。

「生氣勃勃的葉子底片風格」會增強藍色和綠色。

您可使用以下「底片風格」：

底片風格 目的 描述

鮮明 一般用途 增加相片中的彩度和對比，讓
色彩更鮮明

鮮明皮膚色調 縱向 增強皮膚色調

暗紅色 一般用途，變更重點 讓紅色更細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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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套用下列底片特效：

• 黑白 —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20 頁的 〈套用黑白底片特

效〉。

• 復古色調 —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22 頁的 〈套用復古色調

特效〉。

• 紅外線 —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21 頁的 〈套用紅外線底片

特效〉。

創意濾鏡 

「創意濾鏡」會模擬您在相機濾鏡上使用濾鏡所達到的特效。雖然色

彩會套用至整個相片，不過 Corel PaintShop Pro 會保持影像的明亮度

以達成彩色色調的特效。您可以使用預設色彩或選擇自訂色彩。

「日落」濾鏡會為您的相片增添溫暖的橘色色調。

您可使用以下「創意濾鏡」：

鮮紅色 一般用途，變更重點 強調紅色

生氣勃勃的葉子 橫向 增強藍色和綠色

大地暖色色調 橫向 增強紅色、橘色和黃色

寫真 縱向 產生柔和光彩

底片風格 目的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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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底片與濾鏡特效套用至相片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特效  相片特效  底片與濾鏡。

2 在「底片與濾鏡」對話方塊中，執行下表中的一或多個工作，

然後按一下確定。

套用反射特效

反射特效包含萬花筒或複雜樣式等諸如此類的特效。

創意濾鏡 描述

夜景特效 套用深藍色濾鏡使相片看起來像在黃昏或月光下
拍攝的。

冷化 將影像色彩調為冷色系

暖化 套用微妙的暖色系效果

橙 使相片色彩感覺溫暖，讓相片顯示帶有秋天或暖
暖的感覺。

香檳 套用微妙的暖色系效果使肖像畫更加好看。此濾
鏡與 「底片風格」的 「寫真」風格搭配使用效果
特佳。

日落 模擬日落時才有的橘紅色光線

自訂 讓您選擇濾鏡色彩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套用底片風格 從底片風格下拉式清單選擇樣式。

套用濾鏡 從創意濾鏡下拉式清單選擇濾鏡。

選擇自訂的濾鏡色彩 按一下濾鏡色彩色樣，再從 「色彩」對話方塊選
擇一種色彩。

變更濾鏡套用的色彩
數目

在密度方塊中輸入數值。數值高會增加色彩數
目，數值低則會減少色彩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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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效果
編輯工作區

「回應效果」特效會讓影像反射成多個同心方形或圓形。選擇特效  
反射特效  回應效果，即可存取「回應效果」對話方塊。

「回應效果」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不透明度 — 控制特效強度不透明度增加時，影像的特效會增

強，而顯示較少原始外觀。

• 強度 — 設定影像重複的數量

• 水平偏移 — 將回應效果特效的中心水平置於影像中。此位置是

影像的寬度百分比。此值若為 50，則會從影像中心開始建立回

應效果特效。此數值增加會讓中心往右移。此數值減少則會讓中

心往左移。

• 垂直偏移 — 將回應效果特效的中心垂直置於影像中。此位置是

影像的高度百分比。此值若為 50，則會從影像中心開始建立回

應效果特效。此數值增加會讓中心往底部移動。此數值減少則會

讓中心往頂端移動。

• 橢圓形 — 讓回應效果變成橢圓形。取消勾選此核取方塊，即可

回到矩形（預設值）的回應效果形狀。

萬花筒
編輯工作區

「萬花筒」特效會將影像或選取區域的派形區域轉換成圓形樣式。

其結果類似於您在萬花筒中看到的樣式。選擇特效  反射特效  萬
花筒，即可存取「萬花筒」對話方塊。

「萬花筒」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水平偏移 — 決定特效的水平起始點。負值會將派形起始點往左

移。正值則會將派形起始點往右移。此數值是範圍的寬度百分比。

• 垂直偏移 — 決定特效的垂直起始點。負值會將派形起始點往上

移。正值會將派形起始點往下移。此數值是影像的高度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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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角度 — 影響邊緣光亮與陰影的呈現。此指針指向光源的方

向，以圓周旋轉角度為單位。

• 縮放比例 — 控制您在建立萬花筒樣式時，要放大或縮小多少派

形區域。比例減少時，樣式的重複率會更高。

• 花瓣數量 — 決定樣式的重複數量。重複數量控制派形的寬度。

輸入較低的數值時，弧形重複的次數較少。

• 軌道數量 — 設定樣式圈重複的次數

• 圓形吸入 — 控制在派形中使用影像資訊來建立樣式的位置。此

數值增加時，此區域會推向派形外部邊緣。

• 包圍 — 將影像視為一個拼接單位，重複往各方向拼接

• 重複 — 採用各邊的邊緣像素，向外無限重複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代表超出界限之像素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

塊即可存取「色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

塊來存取「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 反射 — 反射每邊的邊緣像素

樣式
編輯工作區

「樣式」特效會將任何影像或選取區域轉換成複雜的幾何樣式。您

可以使用這些樣式為您的網頁背景建立無痕拼接。選擇 特效  反射

特效  樣式，即可存取「樣式」對話方塊。

「樣式」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水平偏移 — 決定特效的水平起始點。負值會將起始點往左移。

正值則會將起始點往右移。此數值是範圍的寬度百分比。

• 垂直偏移 — 決定特效的垂直起始點。負值會將起始點往上移。

正值會將起始點往下移。此數值是影像的高度百分比。

• 旋轉角度 — 影響邊緣光亮與陰影的呈現。此指針指向光源的方

向，以圓周旋轉角度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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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放比例 — 控制樣式大小。預設值 0 會使用影像的原始比例。

比例減少時，樣式的重複率會更高。

• 欄數 — 在縮放比例為 0 時，設定樣式從影像左側到右側的重複

次數

• 列數 — 在縮放比例為 0 時，設定樣式從影像頂端到底部的重複

次數

• 水平偏移 — 使用影像視窗移動樣式。您可將樣式的特定區段放

置在中心。您可以搭配使用此方塊及「縮放比例」方塊，建立

無痕樣式。

• 垂直偏移 — 使用影像視窗移動樣式。您可將樣式的特定區段放

置在中心。您可以搭配使用此方塊及「縮放比例」方塊，建立

無痕樣式。

旋轉鏡射
編輯工作區

「旋轉鏡射」特效會沿著放射角度反射影像或選取區域。選擇 特效 
 反射特效  旋轉鏡射，即可存取 「旋轉鏡射」對話方塊。

「旋轉鏡射」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水平偏移 — 將反射線中心點從影像中心移開。此數值是影像的

寬度百分比。負的水平值會將反射線往左移，而正值則會將反射

線往右移。水平偏移對水平線沒有影響。

• 垂直偏移 — 將反射線中心點從影像中心移開。此數值是影像的

高度百分比。負值會將反射線提高，而正值則會將反射線降低。

垂直偏移對垂直線沒有影響。

• 旋轉角度 — 設定旋轉線的角度。此角度與圓角相對應，因此輸

入 0 和 180 時會沿著垂直線建立反射。輸入 90 和 270 則會沿著

水平線建立反射。如果輸入 45、135、225 和 315，則會在邊角

之間建立對角線。

• 包圍 — 將影像視為一個拼接單位，重複往各方向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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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複 — 採用各邊的邊緣像素，向外無限重複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代表超出界限之像素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

塊即可存取「色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

塊來存取「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 反射 — 反射每邊的邊緣像素

套用材質特效

您可以將「材質特效」套用至影像。這些特效可使影像材質類似各

種材料的材質，例如皮革、馬賽克拼接和發亮石頭。

百葉窗
編輯工作區

「百葉窗」特效會讓影像有如在縱向或橫向的百葉窗上繪製而成。

選擇特效  材質特效  百葉窗，即可存取 「百葉窗」對話方塊。

「百葉窗」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寬度 — 設定百葉窗的寬度

• 不透明度 — 控制特效強度不透明度增加時，影像的特效會增

強，而顯示較少原始外觀。

• 色彩 — 可讓您設定預設黑色除外的其他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

即可存取「色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

來存取「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 水平 — 製作橫向的百葉窗。您可以取消勾選此方塊，回到預設

的縱向百葉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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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源在左方 / 上方 — 可讓您反轉預設設定的光源方向，而預設

的光源方向是來自縱向右邊或橫向底部。百葉窗的硬邊就是光源

方向的另一端。

浮雕
編輯工作區

「浮雕」特效會將影像轉換成 bas 浮雕。此特效強調黑或白像素的對

比區域，並將低對比區域著色成中灰色。高對比區域中則會出現色

彩。選擇特效  材質特效  浮雕，即可套用 「浮雕」特效。

精緻皮革
編輯工作區

「精緻皮革」特效可讓影像有如在精緻的皮革上浮雕而成。選擇特

效  材質特效  精緻皮革，即可存取 「精緻皮革」對話方塊。

「精緻皮革」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影像上的光照色彩。若要變更光源色彩，您

可以按一下原始影像中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色彩」

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最近使用

的色彩」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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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 — 影響邊緣光亮與陰影的呈現。此指針指向光源的方向，

以圓周旋轉角度為單位。若要設定此數值，您可以按一下圓形、

拖曳指針，或者在控制項中設定或輸入數字。

• 模糊 — 決定影像的柔化度。此數值增加時，會減少影像的銳

利度。

• 透明度 — 控制原影像可顯示的程度。此數值增加時，可透過皺

摺看到更多影像。

• 皺摺數 — 控制要套用的皮革皺摺（或線條）的數量

• 皺摺長度 — 控制皺摺（或線條）的長度

毛皮
編輯工作區

「毛皮」特效能讓影像具有覆蓋毛皮或刷毛的外觀。選擇特效  材
質特效  毛皮，即可存取「毛皮」對話方塊。

「毛皮」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模糊 — 決定影像的柔化度。此數值增加時，會減少影像的銳

利度。

• 密度 — 控制特效強度。如果增加此數值，則影像上會新增更多

毛皮。

• 長度 — 設定各毛皮束的長度

• 透明度 — 控制影像可顯示的程度此數值增加時，毛皮特效會變

得更加透明，讓更多影像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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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賽克 – 復古
編輯工作區

「馬賽克 – 復古」特效會讓影像有如由復古拼接所構成。選擇特效  
材質特效  馬賽克 – 復古，即可存取 「馬賽克 – 復古」對話方塊。

「馬賽克 – 復古」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欄數 — 設定拼接的欄數。此數目增加時，拼接會變小。

• 列數 — 設定拼接的列數。此數目增加時，拼接會變小。

• 對稱 — 連結列與欄的數值，如此一來，只要變更其中一個值，

另一個值也會跟著變更。若要設定不同的列數與欄數，只要取消

勾選此核取方塊即可。

• 拼接擴散 — 設定透過拼接可看到的原始影像程度。如果增加透

明度，則拼接會變模糊。

• 縫隙寬度 — 設定拼接之間的像素數目

• 縫隙擴散 — 設定拼接之間的像素透明度

• 鎖定的透明度填色 — 設定透明度的填色色彩

馬賽克 – 玻璃
編輯工作區

「馬賽克 – 玻璃」特效會讓影像有如由玻璃拼接所構成。選擇特效  
材質特效  馬賽克 – 玻璃，即可存取 「馬賽克 – 玻璃」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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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賽克 – 玻璃」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欄數 — 設定拼接的欄數。此數目增加時，拼接會變小。

• 列數 — 設定拼接的列數。此數目增加時，拼接會變小。

• 對稱 — 連結列與欄的數值，如此一來，只要變更其中一個值，

另一個值也會跟著變更。若要設定不同的列數與欄數，只要取消

勾選此核取方塊即可。

• 玻璃曲率 — 設定拼接變形以及拼接之間的區域寬度和透明度。

此數值增加時，每個拼接會顯示較大範圍的影像。此特效類似於

使用相機濾鏡的縮小設定所產生的特效。

• 邊緣曲率 — 設定拼接邊緣周圍區域的變形。高數值會產生較圓

的邊緣，並且會增強縮小特效。

• 縫隙寬度 — 設定拼接之間的像素數目

• 縫隙擴散 — 設定拼接之間的像素透明度

• 鎖定的透明度填色 — 設定透明度的填色色彩

磨亮的石頭
編輯工作區

「磨亮的石頭」特效會讓影像有如在堅硬閃亮的表面上雕塑而成。

選擇特效  材質特效  磨亮的石頭，即可存取 「磨亮的石頭」對話

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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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亮的石頭」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模糊 — 決定影像的柔化度。此數值增加時，會減少影像的銳

利度。

• 細節 — 控制浮出度。此數值增加時，較小的對比區域會浮出。

• 磨光 — 控制發亮區域的大小。此數值增加時，粗糙度會降低，

因此表面會顯得更平滑。

• 角度 — 影響邊緣光亮與陰影的呈現。此指針指向光源的方向，

以圓周旋轉角度為單位。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梯形邊緣的光照色彩。若要變更光源色彩，

您可以按一下原始影像中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色

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最近

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粗糙皮革
編輯工作區

「粗糙皮革」特效可讓影像有如在粗粒皮革上浮雕而成。選擇特效  
材質特效  粗糙皮革，即可存取「粗糙皮革」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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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皮革」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光線色彩 — 可讓您選擇皮革表面上的光照色彩。若要變更光源

色彩，您可以按一下原始影像中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

「色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 「最

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 皮革色彩 — 可讓您選擇皮革背景的色彩。若要變更皮革色彩，

您可以按一下原始影像中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色

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最近

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 角度 — 影響邊緣光亮與陰影的呈現。此指針指向光源的方向，

以圓周旋轉角度為單位。 

• 明亮度 — 調整整體影像的亮度

• 對比 — 控制皮革的粗糙度與色彩

• 銳利度 — 控制影像邊緣的銳利度

• 模糊 — 決定原始影像的模糊度

沙岩
編輯工作區

「沙岩」特效可讓影像有如由沙岩雕塑而成。選擇 特效  材質特效  
沙岩，即可存取「沙岩」對話方塊。

「沙岩」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模糊 — 決定原始影像的柔和程度

• 細節 — 控制浮出度。此設定增加時，較小的對比區域會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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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亮度 — 調整整體影像的亮度

• 角度 — 影響邊緣光亮與陰影的呈現。此指針指向光源的方向，

以圓周旋轉角度為單位。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梯形邊緣的光照色彩。若要變更光源色彩，

您可以按一下原始影像中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色

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最近

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雕塑
編輯工作區

「雕塑」特效會突出影像邊緣，讓影像邊緣看起來經過浮雕或雕塑，

並且會以彩色樣式覆蓋結果。此樣式是儲存在「樣式」資料夾中的 
24 位元 RGB 影像。選擇特效  材質特效  雕塑，即可存取「雕塑」

對話方塊。

「雕塑」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樣式 — 可讓您選取樣式。影像色彩就是樣式色彩與光源色彩組

合的結果。

• 大小 — 將樣式大小調整為原始尺寸的百分比。減少此數值可讓

樣式拼接更明顯，而增加此數值則可放大樣式。

• 平滑 — 控制邊緣斜率（銳利度）與粗細

• 深度 — 控制雕塑的高度

• 泛光 — 調整整體影像的亮度

• 光澤 — 決定表面呈現的反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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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 — 可讓您選擇影像上的光照色彩。樣式色彩和飽和度會影

響光源色彩。若要變更光源色彩，您可以按一下原始影像中的色

彩、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色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

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 角度 — 影響邊緣光亮與陰影的呈現。此指針指向光源的方向，

以圓周旋轉角度為單位。

• 強度 — 調整方向性光源的亮度。請注意，在套用強度之前，是

由「泛光」值來決定整個影像的亮度。

• 仰角高度 — 顯示影像上方光源的仰角。若設定為 90 度，則光

源位於頭頂上方。如果減少此數值，光源會往影像移近，因而產

生較長的陰影。

軟塑膠
編輯工作區

「軟塑膠」特效會讓影像有如從塑膠塑造而成。選擇特效  材質特

效  軟塑膠，即可存取「軟塑膠」對話方塊。

「軟塑膠」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模糊 — 決定原始影像的柔和程度

• 細節 — 控制浮出度。

• 密度 — 控制浮出區域的數量。低數值所產生的大型區域較少，

且外觀更加柔和。高數值會對小型區域增加浮出度，因而產生更

密集的特效。

• 角度 — 影響邊緣光亮與陰影的呈現。此指針指向光源的方向，

以圓周旋轉角度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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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 — 可讓您選擇梯形邊緣的光照色彩。若要變更光源色彩，

您可以按一下原始影像中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色

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最近

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稻草牆
編輯工作區

「稻草牆」特效可讓影像有如被稻草覆蓋。選擇 特效  材質特效  
稻草牆，即可存取「稻草牆」對話方塊。

「稻草牆」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模糊 — 決定原始影像的柔和程度

• 密度 — 控制覆蓋影像的稻草數目

• 長度 — 決定稻草長度

• 寬度 — 決定稻草寬度

• 透明度 — 控制影像可顯示的程度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梯形邊緣的光照色彩。若要變更光源色彩，

您可以按一下原始影像中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色

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最近

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 角度 — 影響邊緣光亮與陰影的呈現。此指針指向光源的方向，

以圓周旋轉角度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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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質
編輯工作區

「材質」特效可為影像提供 3D 外觀，如同具有特定材質的表面一

般。您可以使用 8 位元灰階影像 （儲存在「材質」資料夾中）的無

痕拼接來建立材質。選擇 特效  材質特效  材質，即可存取 「材

質」對話方塊。

「材質」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材質樣本 — 可讓您選擇材質

• 大小 — 將材質大小調整為其原始尺寸的百分比。減少此比例可

讓拼接更明顯，而增加比例可放大材質。

• 平滑 — 控制邊緣斜率（銳利度）與粗細

• 深度 — 控制邊緣高度。

• 泛光 — 調整整體影像的亮度

• 光澤 — 決定表面呈現的反光程度。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影像上的光照色彩。若要變更光源色彩，您

可以按一下原始影像中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色彩」

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最近使用

的色彩」對話方塊。

• 角度 — 影響邊緣光亮與陰影的呈現。此指針指向光源的方向，

以圓周旋轉角度為單位。

• 強度 — 調整方向性光源的亮度。請注意，在套用「強度」特效

之前，是由「泛光」值來決定整個影像的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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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角高度 — 顯示影像上方光源的仰角。若設定為 90 度，則光

源位於頭頂上方。如果減少此數值，光源會往影像移近，因而產

生較長的陰影。

拼接
編輯工作區

「拼接」特效會讓影像有如由拼接所構成。拼接有各種形狀、深度和

光澤。選擇特效  材質特效  拼接，即可存取「拼接」對話方塊。

「拼接」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拼接形狀 — 可讓您選取三角形、方形或六角形拼接

• 拼接傾斜角 — 重新建立拼接的形狀。此數值增加時，原始拼接

形狀會變更成與影像邊緣更為對齊的多樣形狀。

• 拼接單位大小 — 可讓您增加或減少拼接大小 

• 邊框大小 — 控制縫隙，也就是拼接之間的空間寬度。請注意，

縫隙一律為黑色。

• 平滑 — 控制邊緣斜率（銳利度）與粗細

• 深度 — 控制邊緣高度。

• 泛光 — 調整整體影像的亮度

• 光澤 — 決定表面呈現的反光程度。

• 色彩 — 可讓您選擇影像上的光照色彩。若要變更光源色彩，您

可以按一下原始影像中的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色彩」

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最近使用

的色彩」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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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 — 影響邊緣光亮與陰影的呈現。此指針指向光源的方向，

以圓周旋轉角度為單位。

• 強度 — 調整方向性光源的亮度。請注意，在套用「強度」特效

之前，是由「泛光」值來決定整個影像的亮度。

• 仰角高度 — 顯示影像上方光源的仰角。若設定為 90 度，則光

源位於頭頂上方。如果減少此數值，光源會往影像移近，因而產

生較長的陰影。

編織
編輯工作區

「編織」特效可讓影像有如由編織樣式所構成。您可以鬆散或緊密

地編織毛線。也可以使用任一色彩填滿毛線間的縫隙。選擇特效  
材質特效  編織，即可存取「編織」對話方塊。

「編織」對話方塊中含有下列控制項：

• 縫隙大小 — 設定編織毛線之間的區域像素大小

• 寬度 — 設定編織毛線的像素寬度

• 不透明度 — 控制特效強度

• 編織色彩 — 可讓您選擇編織色彩。您可以按一下原始影像中的

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色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

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最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 縫隙色彩 — 可讓您選擇縫隙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即可存取

「色彩」對話方塊，或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色彩方塊來存取 「最

近使用的色彩」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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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滿縫隙 — 使用色彩填滿出現在毛線之間的區域。若要使用影

像填滿縫隙區域，請取消勾選此核取方塊。

在影像內新增畫框

您可以將畫框新增至影像，製造搶眼的效果。可選擇的項目有正方

形或橢圓邊框、現代或古典邊框、邊襯或相片邊緣，或是其他各種

樣式。邊框套用至獨立圖層，便可用編輯其他圖層的方式進行編輯。

您可以在影像四周新增邊框。

在影像內新增畫框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 影像  畫框。

「畫框」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 畫框 群組方塊中，從下拉式清單選擇邊框。

3 在方向群組方塊中，選擇下列選項之一：

• 畫布加框 — 按畫布大小製作框架。邊框圖層在「圖層」面板

中會被命名為「畫框」。如果數個圖層上都有邊框，則命名為

「畫框 1」、「畫框 2」，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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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圖層加框 — 按目前圖層大小製作邊框（大小可能與畫布

大小不同）。例如，如果您在建立剪貼簿的相片拼貼，每張相

片都位於獨立圖層上，則可以選擇此選項，為每張相片製作邊

框。邊框圖層會以原始圖層名稱再加上「圖框」的方式命名。

4 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影像內加框 — 將邊框調整為可納入影像畫布的大小

• 影像外加框 — 增加畫布大小以容納邊框。如果邊框套用至

「背景」圖層，畫布新增的部份會使用目前的背景色彩。如果

邊框套用至其他圖層，多餘的畫布則呈現透明。

5 勾選下列任一個核取方塊：

• 翻轉框架 — 沿著邊框水平軸翻轉框架

• 鏡射框架 — 沿著邊框垂直軸翻轉框架

• 向右旋轉框架 — 影像高度若大於寬度，此選項可讓您旋轉

邊框。

6 按一下確定。

如果寬度與高度會明顯改變，則沿著較短側邊的邊框會加粗。

如果在步驟 2 選取含有透明區域的邊框，則可以選擇讓邊框

透明區域保持透明，亦可替代色彩。若要維持邊框透明度，

請勾選 保持透明 核取方塊。若要替代色彩，則取消勾選該核

取方塊，從色彩方塊選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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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特效

您可以自訂特效（或濾鏡），這些特效可儲存亦可重複使用。

自訂特效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 特效  使用者定義濾鏡。

「使用者定義濾鏡」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 載入預設 下拉式清單中，選取首先要使用的濾鏡。

3 在 濾鏡矩陣 群組方塊中，於控制項輸入或設定數值，修改處理

像素建立特效的係數。

4 按一下確定。 

Corel PaintShop Pro 將特效套用至影像。

組合影像

Corel PaintShop Pro 可讓您將兩個影像組合成第三個影像。兩個來源

影像會依據您選取的運算方式（例如 「新增」、「減去」、「相乘」

或「差異」），按像素逐一組合，產生的色彩資料產品即為新影像。

如果要結合影像但不使用這些函式，則只要使用圖層將第二個影像

貼在背景影像上，再利用遮罩調整透明度即可。如需複製並貼上影

您也可以

使用亂數值建立特效 按一下亂數設定參數按鈕 自動調整

特效的係數。

儲存使用者定義特效 按一下儲存預設按鈕 ，在儲存預設

方塊中輸入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重複使用使用者定義特效 在載入預設下拉式清單中，選取使用
者定義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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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作為圖層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76 頁的 〈剪下、複製和貼上〉。

如需遮罩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323 頁的 〈使用遮罩〉。

使用運算指令組合影像
編輯工作區

1 開啟要組合的兩個影像。

2 選擇 影像  影像合併運算。

「影像合併運算」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3 在 影像 #1 和 影像 #2 下拉式清單中，選取要組合的影像。 

備註：在 影像 #1 下拉式清單選出的影像大小，決定了新影像

的大小。

4 在 運算方式 群組方塊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進行影像組合：

•  加 — 影像 1 數值 + 影像 2 數值

• 減 — 影像 1 數值 - 影像 2 數值

• AND — 二進位 And

• 平均 — （影像 1 數值 + 影像 2 數值） / 2

• 乘 — 影像 1 數值 x 影像 2 數值

• 差異 — （影像 1 數值 – 影像 2 數值）的絕對值

• OR — 二進位 Or

• 最暗 — （影像 1 數值 , 影像 2 數值）的最小值

• 最亮 — （影像 1 數值 , 影像 2 數值）的最大值

• XOR - 獨佔 Or

兩個影像的色彩資料依據您選擇的運算方式按像素逐一組合。

5 自 色頻 群組方塊，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若要產生 24 位元影像，請勾選 所有色頻 核取方塊，使用兩個

影像的所有色頻來產生 24 位元影像。 
452 Corel PaintShop Pro X7  使用指南



• 若要產生灰階影像，請針對各影像選擇色頻選項。在修改程式

群組方塊中，於下列控制項輸入或設定數值： 

• 公約數 — 色彩值除以您指定的值。此數值可減少其他選取區

域的特效。

• 偏差 — 依據您指定的量偏移各色彩值。

這些修改程式套用至 「公式」和 「色頻」選取區域產生的色

彩值。

6 勾選或取消勾選剪輯色彩值核取方塊，決定 Corel PaintShop Pro 
如何處理大於 255 和小於 0 的最後色彩值。

如果您勾選 剪輯色彩值 核取方塊，則小於 0 的色彩值會變成 
0，而大於 0 的色彩值會變成 255。

如果取消勾選 剪輯色彩值 核取方塊，則小於 0 的色彩值計算方

式是 256 加上該值，而大於 0 的色彩值計算方式則是 256 減去

該值。

7 按一下確定。

使用影像圖章工具

您可以使用「影像圖章」工具以物件集合進行塗畫。例如，您可以

新增蝴蝶和甲蟲至野餐設定，或是用花朵框住圖片。您可以使用 
Corel PaintShop Pro 提供的任一種影像圖章，或是自訂影像圖章。

「影像圖章」可讓您將預設影像套用至相片，建立獨特的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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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圖章為 PspTube 檔案。影像圖章檔案是由一系列縱橫排列的影像

所組成，這些影像稱為儲存格。影像圖章擁有的儲存格數量並無一

定。使用「影像圖章」工具塗畫時，Corel PaintShop Pro 會從影像圖

章模擬其他影像進行影像塗畫。多數影像圖章是建立個別影像（例

如動物園動物），有些則是建立某個連續影像的特效（例如草）。

每個影像圖章檔案都包含一系列影像。

若要使影像圖章元素容易編輯，將其塗畫在獨立圖層上會很有用。

重要！向量圖層上無法使用「影像圖章」工具。

何處可取得更多影像圖章？

您可以自訂影像圖章。您可以使用舊版應用程式的影像圖章。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458 頁的 〈使用舊版應用程式的影像圖章〉。

您也可以從網路上下載免費的影像圖章，方法是造訪 Corel 網站 
(www.corel.com)，或在線上搜尋引擎中使用 「免費影像圖章」關鍵

字詞組。

重要！此工具只能在灰階和 1600 萬色影像的點陣圖層上使用。
在 256 色或更低的點陣影像上使用此工具時，程式會自動將影
像提升至合適的色彩深度。若要將向量圖層轉換成點陣圖層，請
選擇 圖層  轉換成點陣圖層。如需增加影像色彩深度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第 554 頁的 〈增加影像色彩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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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圖章工具設定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設定按鈕 時，「影像圖章設定」

對話方塊即會顯示。您可以使用此對話方塊更新目前的「工具屬性

列」面板設定，以及修改目前影像圖章的外觀。不過，也可以勾選 
另存為此影像圖章工具的預設值 選項，讓此設定變成永久設定。

• 目前影像圖章的名稱和路徑 — 影像圖章的名稱和路徑顯示於此

對話方塊的頂端。

• 方格排列 — 橫向方格和縱向方格欄位顯示圖章目前的方格版

面。數值範圍須視影像圖章建立方式而定。方格總數欄位顯示 
橫向方格值與縱向方格值相乘的結果。

• 放置選項 — 修改這些設定將更新「工具屬性列」面板中的對應

設定。請注意，「縮放」設定僅適用於某些影像圖章。

• 另存為此影像圖章工具的預設值 — 如果要儲存在「影像圖章工

具設定」對話方塊中所做的修改，請勾選此核取方塊。如果沒有勾

選此核取方塊，在此所做的變更只會影響影像圖章目前的使用。

使用影像圖章塗畫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影像圖章工具 。

2 在「工具」工具列上，從 「影像圖章工具」下拉式清單選取影

像圖章。

備註：影像圖章的預覽大多顯示該影像圖章的第一個影像，而非
全部影像。若要檢視所有影像，請選取所需的影像圖章，然後用
圖章來塗畫，或者在 Corel PaintShop Pro 開啟 .PspTube 檔案。

3 若有需要，調整下列項目：

• 縮放 — 決定影像圖章各影像縮小或放大的百分比以及階層縮

放的百分比（10% 至 250%）

• 繪製步調 — 決定每個影像圖章儲存格之間的中心距離（1 像
素至 500 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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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置模式 — 決定影像放置方式。選擇 連續，依階層大小等距

放置影像，或是選擇 隨機，隨機放置影像，間隔相距從 1 像
素至階層大小。

• 選取區域模式 — 決定 Corel PaintShop Pro 如何從影像圖章儲

存格檔案選取影像。角度 依據您拖曳的方向選取影像；遞增 
從左上至右下逐一選取影像；壓力 依據您套用在壓力板上的壓

力選取影像；隨機 隨機選取影像；以及 速度 則依據您拖曳的

速度選取影像。

4 在影像視窗中，按一下滑鼠即可使用影像圖章影像塗畫，或是以

拖曳方式使用多個影像圖章影像進行塗畫。

按一下「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設定按鈕 ，然後在「影

像圖章設定」對話方塊中調整設定，您即可進一步變改目前

的影像圖章的行為。 

建立影像圖章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檢視  變更格線、導線和貼齊屬性。

2 按一下格線標籤。

3 在目前影像設定群組方塊中，輸入或設定水平格線和垂直格線，

再按一下確定。

備註：格線位置的值就是儲存格寬度與高度的像素值。影像不得
大於此儲存格大小。

4 選擇檔案  開新檔案。

新增影像對話方塊便會開啟。

5 設定下列選項：

• 影像尺寸 — 設定寬度和高度（像素），此為水平和垂直格線

間距的相乘結果。影像寬度和高度決定影像中的方格總數。例

如，如果格線間距為 100 像素，您可以建立寬 400 像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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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像素的影像。這樣的尺寸會產生 12 個儲存格（橫向四

個、縱向三個）。

• 影像特性 — 選擇點陣背景作為圖層類型、8 位元 / 色頻或 16 
位元 / 色頻作為 「色彩深度」，然後勾選透明核取方塊。

6 按一下確定。

如果看不到格線，請選擇檢視  格線。

7 在每個格線方塊中建立一個影像。這些方塊即影像圖章儲存格。

若要變更儲存格大小，請變更格線大小，然後再使用畫布大小

指令。

8 選擇檔案  匯出  影像圖章。

「匯出影像圖章」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9 設定下列選項：

• 方格排列 — 輸入橫向和縱向方格數目。設定這些橺位以應對

您在步驟 7 的影像排列。方格總數欄位應該與您放置於圖章檔

的影像數目相同。

• 放置選項 — 選擇此影像圖章的預設選項。套用影像圖章時可

以變更這些選項。

• 圖章名稱 — 輸入圖章的檔案名稱。檔案名稱後會自動新增 
.PspTube 副檔名。

10 按一下確定。

按一下「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設定按鈕 ，然後在「影
像圖章設定」對話方塊中調整設定，您即可進一步變改目前
的影像圖章的行為。

如果要使用某個影像做為筆刷，請將該影像匯出成影像圖

章。使用一乘一的方格排列方式。影像必須包含一個非背景

的點陣圖層。若要將背景提升為圖層，請選擇圖層  轉換成

背景圖層。選擇「影像圖章」工具，再選取您建立的新影像

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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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舊版應用程式的影像圖章
編輯工作區

1 自「工具」工具列，選擇影像圖章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預設下拉式清單，再按一下

檔案位置按鈕 。

3 在「檔案位置」對話方塊中，從檔案類型清單選擇影像圖章。

4 按一下新增按鈕。

「瀏覽資料夾」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5 選擇儲存舊版影像圖章的資料夾，然後按一下確定。

資料夾路徑會新增至「影像圖章」資料夾清單中。

6 按一下確定。

彎曲影像

您可以在影像像素上使用變形筆刷來產生彎曲特效，藉此將影像區

變形。您可以捲曲影像區域、縮小或擴展影像部分以及建立許多吸

引人的特效。「變形筆刷」的特效強度通常依據時間而定，亦即在

區域上按住筆刷的時間愈久，筆刷產生的特效愈顯著。

「變形筆刷」工具可用來建立誇張滑稽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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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使用格線彎曲影像。使用「網狀變形」工具時，影像上會

出現格線或網眼。格線交叉處有網點或節點，您可以拖曳這些點建

立變形特效。

如需有關使用格線彎曲影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60 頁的 〈使用

格線彎曲影像區〉。

使用筆刷彎曲影像區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變形筆刷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在彎曲模式群組方塊選擇彎曲類型：

• 擠壓  — 依筆觸方向擠壓像素，特效類似塗抹顏料。此彎曲

模式不受時間影響。

• 擴大  — 將像素從筆刷中心往外推

• 縮小  — 將像素拉入筆刷中心

• 右旋  — 繞著筆刷中心順時針旋轉像素

• 左旋  — 繞著筆刷中心逆時針旋轉像素

• 雜點  — 使筆刷下的像素隨機移動

• 燙平  — 移除不適用的彎曲此彎曲模式不受時間影響。

• 不彎曲  — 移除不適用的彎曲

3 指定筆刷選項，例如大小和硬度。

備註：「變形筆刷」工具與其他筆刷不同，您只能使用 「工具屬
性列」面板上的控制項來調整其大小，無法透過鍵盤進行。

4 在強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決定彎曲特效的強度。

最大強度是 100%；最小強度則是 1%。

5 選擇邊緣模式、草稿品質和最後套用控制項的設定。

6 在影像中拖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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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設定筆刷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21 頁的〈選擇筆
刷選項〉。

由於彎曲模式與時間相關，因此您也可以將游標放置在某個
位置（而非拖曳），然後按住滑鼠按鈕，對某個區域重複套
用特效。

若不彎曲區域，請按一下「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燙平按鈕

或不彎曲按鈕，再用滑鼠按一下要還原的區域。

使用格線彎曲影像區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網狀變形工具 。

2 用下列其中一種方式拖曳節點以將影像變形：

• 以拖曳方式移動節點。

• 按下 Shift 並同時拖曳節點以移動整列或整欄。

• 按下 Ctrl 並同時拖曳節點以將列或欄變形成平滑的曲線。

3 從「工具屬性列」面板選擇下列設定：

• 水平網狀排列和垂直網狀排列 — 指定框架內網線的數目。邊

框線不包含在內。您可以在工作時變更格點大小。輸入新的

「網眼」值重新設定格線，再將其恢復至原始位置。影像仍保

留您建立的變形。

• 對稱 — 建立平均覆蓋影像的格點。如果影像不是正方形，「水

平網狀排列」和「垂直網狀排列」的數值將會不同。取消勾選

此核取方塊，可分別調整水平網狀排列和垂直網狀排列。

• 顯示網狀排列 — 隱藏和顯示網狀排列格線。

• 草稿品質 — 指定編輯網點時顯示的預覽品質。提高品質可能

使大型影像的彎曲處理速度變慢。

• 最後套用 — 決定套用特效的品質。取消勾選最佳品質核取方

塊，以較低品質的網狀排列預覽，建立已完成網狀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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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一下「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套用。 

您可以儲存網點的位置（變形圖），以將變形套用至其他影
像。如需儲存和載入變形圖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461 頁的
〈使用變形圖〉。

您也可以按兩下影像，套用特效。

選擇編輯  復原，復原編輯時對網狀排列所做的變更。若要

在套用前取消網狀排列，請按一下取消。

使用變形圖

您可以使用「網狀變形」彎曲其他影像並儲存建立的變形圖。

Corel PaintShop Pro 建立一個變形圖檔案。此檔案包含節點位置與網

線數量。可在程式進行彎曲處理時儲存網狀排列，亦可在套用變型

之後再儲存。變形圖儲存完畢後，便可載入其他影像。

儲存變形圖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變形筆刷工具 。

2 在影像上拖曳游標。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變形圖群組方塊中，按一下儲存變

形圖按鈕 。

「儲存變形圖」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4 在新增變形圖群組方塊中，輸入貼圖檔的名稱。

5 在變形圖群組方塊中，從下拉式清單選擇變形圖樣式。

6 在棋盤大小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棋盤大小，協助您來預覽變形

特效。

備註：此資訊不會與貼圖檔一起儲存。

7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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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便新增至預設的「變形圖」資料夾。

載入變形圖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變形筆刷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從邊緣模式下拉式清單選擇下列其

中一個選項：

• 背景 — 以目前的背景色彩填滿影像與彎曲邊緣之間的區域

• 固定 — 以複製的邊緣像素填滿影像與彎曲邊緣之間的區域

• 包圍 — 以影像另一端的材料填滿影像與彎曲邊緣之間的區域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開啟變形圖按鈕 。

「載入變形圖」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4 在變形圖群組方塊中，從下拉式清單選擇變形圖樣式。

5 在作業群組方塊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取代目前貼圖 — 以新貼圖取代現有的網點。遺失所有已進行

但尚未套用的調整。

• 新增至目前貼圖 — 將設定從新變形圖新增至網點。所有已進

行的調整都會保留。

6 在貼圖群組方塊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調整至畫布大小 — 調整至符合影像畫布的大小

• 調整至圖層大小 — 調整至符合圖層的大小

• 目前大小置中 — 保留原始貼圖的大小並將其定位在畫布或圖

層中央。

7 在預覽群組方塊中，從下拉式選單選擇棋盤大小，以取得最佳的

變形預覽。

8 按一下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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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文字 
Corel PaintShop Pro 可讓您新增文字到影像中，並建立有趣的文字

特效。

本節涵蓋下列主題：

• 套用文字

• 格式化文字

• 將文字填入路徑

• 移動文字

• 套用特效至文字

• 轉換文字成曲線

• 建立影像填色的文字內陰影

• 用影像花紋填入文字

• 調整文字大小及轉換文字

套用文字

Corel PaintShop Pro 可讓您將不同類型的文字套用至影像。您可以套

用向量文字、點陣文字，以及套用文字做為選取區域。套用的文字

類型，視您要建立的特效而定。

向量文字

最常使用的向量文字是功能最多的文字類型，因為您可以隨時編輯

文字字元。例如，您可以變更文字、字型、樣式和對齊方式。與點

陣文字不同，向量文字在重新調整大小以後會保留其俐落、銳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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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如需向量物件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81 頁的 〈繪製和編輯

向量物件〉。

您可以新增文字至您的相片。

使用僅限點陣式工具（例如 「網狀變形」工具）或套用僅限點陣式

指令（例如某種特效）時，向量文字會轉換成點陣圖層，因此無法

再進行文字編輯。

點陣文字

套用點陣文字後，您就無法再進行編輯。因此，除非確定不再需要

變更文字和格式，否則您不應套用本功能。您可在新的點陣圖層

上，以點陣文字建立浮動選取區域，如此一來，您可在套用到影像

之前輕易地移動和變形。不浮動點陣文字時，文字將與下方的點陣

圖層合併。如果不浮動點陣文字，但向量圖層仍在作用時，

Corel PaintShop Pro 會建立新的點陣圖層。

文字選取

您可以在文字形狀中建立選取區域，並如同其他選取區域一般進行

編輯。您可使用文字選取區域建立特殊特效，如您可將文字選取區

域中的字元填入影像。您也可以利用「文字切割器」將影像填入文

字。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76 頁的 〈建立影像填色的文字內陰

影〉。若是點陣文字，則無法編輯選取區域型文字。如需選取區域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55 頁的 〈使用選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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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格式化選項

建立文字時，您可以指定格式化選項，例如字型、字型大小、對齊

方式以及字元和行距。如需文字格式化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66
頁的〈格式化文字〉。

您可以隨時刪除向量、點陣或選取區域型文字。

建立文字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文字工具 。

2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按一下前景及筆觸內容方塊，然後選

擇文字外框的色彩。

如果「色彩控制」面板未顯示，請選擇檢視  面板  色彩控制。

如果您想要建立無框線的文字，按一下「前景及筆觸內容」方

塊下方的透明按鈕 。

3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按一下背景及填色內容方塊，然後選

擇文字填入的色彩。

如果您想要建立中空文字，按一下「前景及筆觸內容」方塊下

方的透明按鈕 ，然後在 「工具屬性列」面板上，將筆觸寬度

控制項設定為 1.0 或更大。

4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從建立為下拉式清單中，選擇下列

其中一種文字類型︰

• 向量 — 在向量圖層上建立完全可編輯的文字。這是預設的文

字類型且適用於大部份情況。

• 選取區域 — 以文字字元的形狀建立選取區域圈選框。圈選框

被下方圖層填滿。

• 浮動 — 建立點陣文字作為浮動選取區域。選取區域可以移

動，但是無法編輯文字字元。

5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選擇字型、字型大小、單位和字型

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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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單位」下拉式清單提供兩個選項：點 （列印輸出用）和
像素（Web 輸出用）。

6 在影像視窗中，按一下您想要顯示文字的地方，輸入文字，並在

「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套用按鈕 。

界限框會出現在文字的周圍。

7 進行下列其中一個動作，調整文字位置：

• 將指標放在界限框的中心，直到指標的形狀變成四向箭頭，然

後拖曳文字到所需的位置。

•  將指標放在界線方塊一角，直到指標變更其形狀為兩個方向

的箭號，並上下拖曳以旋轉文字。

如需使用「色彩控制」面板為文字外框和填色選擇色彩的資
訊，請參閱第 337 頁的 〈使用色彩控制面板〉。

在文字物件外部區域按兩下，您亦可在輸入後套用文字。

刪除文字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挑選工具 。

2 按一下要刪除的向量文字加以選取。

3 按下刪除。

您也可以使用下列文字選取方式：在某字上按兩下進行選

取，在線條上按三下進行選取，並在文字按四下或按下 Ctrl 
+ A 選取整個文字。

格式化文字

Corel PaintShop Pro 中的文字格式化選項，可讓您控制文字外觀。建

立向量、點陣或選取區域文字時，即可設定這些選項。如已建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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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文字，您只要變更文字格式化設定，即可隨時將文字重新格式

化。您不能變更點陣文字的字元或格式。您只能使用「挑選」工具

修改點陣文字。

您可以使用下列文字選項來格式化文字：

• 「字型」、「大小」、「單位」和 「字型樣式」 — 選擇字體、字

體大小、依單位或依需求輸出（列印或 Web）以及字體樣式

（粗體、斜體、底線或刪除線）

• 對齊 — 將多行文字置中或向左、向右邊邊界對齊

• 方向 — 設定文字為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

• 微調 — 變更字元之間的間距

• 行距 — 變更行距

• 字距調整 — 設定字元之間的相等間距

• 消除鋸齒 — 讓文字字元的邊緣平滑化

您也可以變更向量文字的色彩。如需使用「色彩控制」面板為文字

外框和填色選擇色彩的資訊，請參閱第 337 頁的 〈使用色彩控制面

板〉。

如何識別向量文字？

向量文字與其向量物件類似可透過向量圖示 加以辨識。這個圖示

會顯示在「圖層」面板上文字的旁邊。

變更字型屬性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文字工具 。

2 在您要變更的文字字元上拖曳，即可進行選取。

備註：您也可以按下 Ctrl + A 來選取全部文字。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執行下表的其中一項作業，然後按

一下套用變更按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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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文字對齊方式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文字工具 。

2 在您要對齊的文字物件上拖曳，即可進行選取。

備註：您也可以按下 Ctrl + A 來選取全部文字。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選擇下列其中一個按鈕：

•  — 每行文字的左邊緣對齊游標的起始位置

•  — 每行文字置中對齊游標的起始位置

•  — 每行文字的右邊緣對齊游標的起始位置

4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套用按鈕 。 

設定文字方向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文字工具 。

2 在您要重新定位的文字物件上拖曳，即可進行選取。

備註：您也可以按下 Ctrl + A 來選取整個文字區塊。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變更字型 從字型下拉式清單選擇一個選項。

變更字型大小 從大小下拉式清單選擇一個選項。

變更字型的測量單位 從單位下拉式清單選擇點做為列印
輸出的單位，或選擇像素做為 Web 
輸出的單位。

套用粗體格式至文字 按一下粗體按鈕 。

套用斜體格式至文字 按一下斜體按鈕 。

加文字底線 按一下底線按鈕 。

在文字上套用刪除線 按一下刪除線按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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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從方向下拉式清單，選擇下列其中

一個選項︰

• 水平朝下  — 水平放置文字，且後續各行接在最上面一行的

下方

• 垂直朝左  — 每個字元垂直放置，且後續各行位於最上面一

行的左邊

• 垂直朝右  — 每個字元垂直放置，且後續各行位於最上面一

行的右邊

4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套用按鈕 。

變更字元之間的水平間距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文字工具 。

2 在您要變更間距的文字字元上拖曳，即可進行選取。

備註：您也可以按下 Ctrl + A 來選取全部文字。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微調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一個值。

正值會增加間距；負值則減少間距。

4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套用按鈕 。

微調值會以 1 表示，相當於一個 M 的寬度 - 亦即指定字型和
字型大小的大寫字母 M 的寬度。

您可以標示自動微調核取方塊，使用目前字型的內建微調值。

變更文字各行之間的垂直間距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文字工具 。

2 在您要調整間距的文字行上拖曳，即可進行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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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您也可以按下 Ctrl+A 來選取整個文字區塊。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行距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一個值。

正值會增加間距；負值則減少間距。

4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套用按鈕 。 

字元間距設為相等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文字工具 。

2 在您要調整間距的文字字元上拖曳，即可進行選取。

備註：您也可以按下 Ctrl + A 來選取全部文字。

3 在 「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字距調整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一

個值。

4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套用按鈕 。 

平滑化文字的鋸齒邊緣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文字工具 。

2 在您要調整邊緣的文字物件上拖曳，即可進行選取。

備註：您也可以按下 Ctrl + A 來選取全部文字。

3 在 「工具屬性列」面板上，從消除鋸齒下拉式清單選擇一個

選項。

• 關閉 — 不套用消除鋸齒（邊緣呈現鋸齒狀）

• 銳利 — 套用輕度的邊緣平滑化

• 平滑 — 套用較重程度的邊緣平滑化

4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套用按鈕 。 

消除鋸齒會增加影像的色彩數，而讓零散的色彩出現在文字
邊緣。此外，消除鋸齒會讓檔案大小難以縮減，並且難以維
持影像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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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文字填入路徑

每一個向量物件都有定義其形狀的路徑。您可以將向量文字填入路

徑來建立生動有趣的特效。 

Corel PaintShop Pro 會將文字對齊路徑，從您按下滑鼠的點開始插入

文字。您也可以設定文字對齊樣式：靠左對齊的文字會從按下滑鼠

的位置開始，置中對齊的文字則會在按下滑鼠的位置置中，而靠右

對齊的文字會在按下滑鼠的位置結束。當您將文字填入路徑時，可

以調整文字與路徑之間的距離。

文字在開放和封閉路徑上顯示的方式不同。開放路徑是指開始和結

束點沒有交集的線條；封閉路徑是指形狀，例如圓形、方形和矩

形。在開放路徑上，若文字比路徑長，則會突出於結束點外。最後

一個線段的角度會決定文字突出的方向。而在封閉路徑上，長度超

過路徑的文字會自動換行。如需有關線條和造形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第 491 頁的 〈編輯形狀〉。

將文字填入路徑
編輯工作區

1 建立向量線條或形狀。

2 按一下文字工具 。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從建立為下拉式清單，選擇向量，

及設定其他文字控制項。

如果「色彩控制」面板未顯示，請選擇檢視  面板  色彩控制。

4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按一下前景及筆觸內容方塊，然後選

擇文字外框的色彩。

5 按一下背景及填色內容區域，然後選擇用於文字填色的色彩。

6 按一下線條或形狀。

備註：若要將文字放到向量物件或路徑上，但不附貼至該物件或
路徑，請按住 Alt，並按一下路徑或形狀。

7 在您要測試以便顯示的影像上按一下，並輸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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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套用按鈕 。

如果要沿著路徑的曲線區段彎曲文字，請勾選「工具屬性

列」面板上的彎曲文字核取方塊。若路徑並未彎曲，則特效

不明顯。彎曲是以每個字元為基礎設定，可讓您彎曲文字區

塊中的特定字元。

將未附貼的文字物件附貼至路徑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挑選工具 。

2 選取向量物件。

3 按住 Shift，並選取向量物件。

文字和向量物件會一併選取。

4 選擇物件  將文字填入路徑。

將文字對齊向量物件後，即可隱藏該物件。在「圖層」面板

上，按一下物件旁的顯示切換按鈕 。

將文字與相關路徑分離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挑選工具 。

2 選取文字。

3 選擇物件  將物件與路徑分離。

備註：只有在如果已選取填入路徑的文字物件時，才能使用將物
件與路徑分離。

調整填入路徑的文字位置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文字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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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您要調整位置的文字上拖曳，即可進行選取。

備註：您也可以按下 Ctrl + A 來選取全部文字。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偏移控制項中輸入值。

正數值會將文字放在路徑上方；負數值則將文字放在路徑下方。

4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套用按鈕 。 

移動文字

您可以在影像中任意移動向量和點陣文字。順著路徑選取並拖曳文

字，您可以在對應路徑後移動文字。Corel PaintShop Pro 按文字與路

徑相會的最近點對齊文字。

重要！移動圖層上含有其他點陣資訊的點陣文字時，例如點陣形
狀或筆刷筆觸，您必須將文字隔離。您可以使用選取區域工具，
例如「魔術棒」工具來選取及移動文字。有關製作選取區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 第 256 頁的 〈建立選取區域〉。

移動文字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挑選工具 。

2 按一下要移動的文字。 

界限框會包圍文字。

3 將指標放在選取的文字上，直到指標變更其形狀為四個方向的箭

號 ，然後您便可在影像中隨意拖曳文字。

您也可以利用剪貼的方式將文字移至另一個圖層。

沿路徑移動文字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挑選工具 。

2 按一下要移動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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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框會出現在文字的周圍。

3 將指標放在選取的文字上，直到指標變更其形狀為四個方向的箭

號 ，後後您就可以拖曳文字至想要的地點。

備註：拖曳文字時，會有一個方形小圖示隨之移動。此圖示表示
下列其中一項：

• 文字靠左對齊時，表示文字的起點

• 文字置中對齊時，表示文字的中點

• 文字靠右對齊時，表示文字的終點

套用特效至文字

您可以使用點陣文字建立無數種不同的文字特效。如您可以套用下

落式陰影或修飾斜角邊緣，讓文字轉變成筆刷筆觸，或套用彩色粉

筆特效。要套用特效至向量文字，您必須先將向量文字轉換為點陣

文字。

套用特效至點陣文字
編輯工作區

1 將點陣文字套用至影像上的透明圖層。

2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魔術棒工具 。

3 選取文字。

4 選擇特效功能表，然後選取特效。

如需圖層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85 頁的〈使用圖層〉。如
需套用文字至影像的資訊，請參閱第 463 頁的〈套用文
字〉。

套用特效至向量文字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挑選工具 。

2 選取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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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選取區域  自向量物件。

4 選擇編輯  貼為新圖層。

5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選擇魔術棒工具 。

6 選取文字。

7 選擇特效功能表，然後選取特效。

轉換文字成曲線

您可以將向量文字轉換成曲線，然後新增、刪除或移動節點，藉此

進行編輯。節點是指物件外框周圍出現的小方塊。

您可以將字母轉換成個別的曲線物件，或將整個文字字串轉換成一

個曲線物件，其中每個字母在物件路徑內各為獨立的輪廓。

轉換向量文字成曲線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挑選工具 。

2 選取文字。

3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若要將整個文字物件轉換成一個向量物件，請選擇物件  轉換

文字成曲線  文字轉成路徑。此指令會產生一個路徑，其中每

個字母自成一個輪廓。

• 若要將每個字母轉換成擁有自己的路徑的個別向量物件，請選

擇物件  轉換文字成曲線  切割成單一字元路徑。每個字母會

建立一個向量圖層，而這些圖層會在「圖層」面板中組成群

組。.

如果將每個字母轉換成個別的向量物件，則您必須分別選取
字母才能編輯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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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編輯模式中使用「筆」工具 編輯曲線物件。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05 頁的〈新增和關閉輪廓圖〉。

建立影像填色的文字內陰影

您可以使用「文字切割器」選項以建立文字內陰影並填入下方相片

或影像。此特效類似剪輯遮罩，但內陰影物件是建立在透明背景的

新檔案上。這使此特效非常適合用於相片拼貼、剪貼簿或其他相片

創作專案。

您可以使用「文字切割器」選項以建立文字內陰影並填入
下方相片或影像。

建立文字內陰影

1 在「編輯」工作區中，開啟您想要用為填色的影像。

2 在「工具」工具列上，按一下文字工具 。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設定文字選項。

4 在影像視窗中，按一下要建立文字選取區域的位置，並輸入文字。

如果您使用挑選工具重新調整文字大小或位置 ，請按一下文字

工具並按一下文字內部以再 ? 動文字模式。

5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文字切割器按鈕 。

文字內陰影會填入下方影像並建立一透明背景的新檔案。一個圖

層與遮罩也會在目前影像上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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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影像花紋填入文字

您可以用一個影像填入文字或填入重複的影像來建立一種花紋。

用一個影像填入文字
編輯工作區

1 開啟影像的副本。

2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文字工具 。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從建立為拉式清單選擇選取區域，

及設定其他文字控制項。

4 在影像視窗中，按一下要建立文字選取區域的位置，並輸入

文字。

5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套用變更按鈕 。

6 將文字選取區域複製到新影像中。

如需套用文字的資訊，請參閱第 463 頁的〈套用文字〉。

用重複的影像填入文字
編輯工作區

1 開啟要用來填入文字的影像。

2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按一下背景及填色內容方塊。

3 在「色彩控制」對話方塊中，按一下樣式標籤。

4 從下拉式清單選擇影像。

5 將影像套用至文字。

如需套用文字的資訊，請參閱第 463 頁的〈套用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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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文字大小及轉換文字

您可以利用互動的方式轉換點陣和向量文字。例如，您可以調整大

小、旋轉、分歧、變形或套用透視至文字。

您也可以藉由編輯節點和輪廓，調整向量文字的大小與重設形狀。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92 頁的 〈使用節點〉。
編輯工作區

1 開啟影像的副本。

2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文字工具 。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從建立為拉式清單選擇選取區域，

及設定其他文字控制項。

4 在影像視窗中，按一下要建立文字選取區域的位置，並輸入文字。

5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套用變更按鈕 。

6 將文字選取區域複製到新影像中。

調整文字大小及轉換文字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選擇一個圖層。

2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挑選工具 ，然後選取文字。

選取區域或圖層上，會出現含控點的界限框。

3 拖曳邊角控點以調整文字大小。

若要變更目前的比例，請按滑鼠右鍵再拖曳控點。

4 若要轉換文字，請執行下表中的任一動作。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移動整個文字區塊 拖曳界限框。

變更旋轉中心 拖曳旋轉樞紐點。

旋轉文字 拖曳旋轉控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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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更容易看見圖層上的變形控點，請拖曳影像視窗的邊角

讓它大於影像。

對稱地變更透視點 按住 Ctrl，然後朝水平或垂直方向

拖曳角落控點。

不對稱地變更透視點 按住 Shift，然後拖曳邊角控點。

分歧文字 按住 Shift，並拖曳邊控點。

讓文字變形 按住 Ctrl 和 Shift，並拖曳控點。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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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和編輯向量物件 
您可以使用 Corel PaintShop Pro 繪製工具建立任何類型的物件 - 無
論是簡單的線條和形狀，或是複雜的繪圖。

本節涵蓋下列主題

• 瞭解點陣和向量物件

• 選取向量物件

• 繪製矩形與方形

• 繪製圓形和橢圓形

• 繪製對稱形狀

• 建立預設形狀

• 使用影像填入內陰影形狀

• 編輯形狀

• 將形狀儲存為預設

• 使用節點

• 調整大小、形狀和旋轉向量物件

• 對齊、分佈和排列向量物件

• 群組和解散向量物件群組

• 轉換物件為路徑

• 新增和關閉輪廓圖

• 編輯輪廓圖和路徑

• 繪製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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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存自訂線條樣式

• 繪製曲線

• 修改線條和曲線

• 複製和移動向量物件

瞭解點陣和向量物件

繪製點陣物件時，您實際上是在點陣圖層上塗畫。即使是以建立向

量物件的方式建立點陣物件，結果仍會是以像素為基礎的形狀。您

可以利用點陣編輯工具編輯像素。

重要！您只能在點陣圖層上繪製點陣物件。如果在向量圖層上
繪製點陣物件，Corel PaintShop Pro 會為該物件建立新的點陣
圖層。

向量物件的內容（例如其外框色彩、填色色彩、大小和位置）都可

輕鬆變更。您也可以編輯構成向量物件的路徑、輪廓圖、線條線段

和節點。

重要！您只能在向量圖層上繪製向量物件。如果嘗試在點陣圖層
上繪製向量物件，Corel PaintShop Pro 會為該向量物件建立新的
向量圖層。

如需向量和點陣物件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4 頁的 〈建立影像〉。

如需向量、浮動和選取文字的資訊，請參閱 第 463 頁的 〈使用文

字〉。

向量物件的結構分析

為了瞭解向量物件，您必須熟悉下列用語。

• 物件 — 利用 「外框筆」工具或 「預設形狀」工具建立的任何項

目。每一個物件會由所屬的週框方塊表示。物件具有您可加以控

制的內容，例如，線條樣式和填色色彩。而每一個物件均包含一

個由輪廓圖和節點構成的路徑。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500
頁的〈對齊、分佈和排列向量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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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徑 — 包括物件中的所有輪廓圖。路徑的內容是由物件的內容

所控制。而路徑的方向是從其起點向終點進行。有些路徑為封閉

式，其起點和終點相同。

封閉路徑的範例

開放路徑的範例

• 輪廓圖 — 至少包含一個線條線段。輪廓圖可以是開放式或封閉

式。輪廓圖的某些內容是由物件的內容所決定，例如線條樣式、

填色色彩和消除鋸齒。

• 節點 — 路徑或輪廓圖上的一點，可讓您定義其形狀。如需有關

節點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92 頁的〈使用節點〉。

輪廓圖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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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條線段 — 兩個節點之間的直線或曲線。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 第 509 頁的 〈繪製線條〉。

選取向量物件

您必須選取向量物件以便進行編輯。您可以選取同一圖層上的一個

或多個物件，或者選取不同圖層上的物件。您可以使用「挑選」工

具或「圖層」面板，來選取向量物件。「挑選」工具可讓您快速選

取一或多個向量物件。您可以利用「圖層」面板選取向量物件，無

論其是重疊或是目前顯示在影像視窗中。如需顯示和隱藏圖層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第 301 頁的 〈檢視圖層〉。

使用挑選工具選取向量物件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挑選工具 。

2 按一下您想選取的物件。

若要選取多個物件，請按住 Shift，然後按一下物件。

從圖層面板選取向量物件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請按一下圖層旁的加號 （+），以檢視所

有物件。

2 按一下該向量物件的圖層名稱。

圖層名稱會以粗體字體顯示。

若要選取多個物件，請按住 Shift，然後按一下每個物件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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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矩形與方形

您可以繪製方形和矩形。

繪製矩形或方形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取矩形工具 。

備註： 如果要在目前的向量圖層上放置矩形或方形，請勾選建立
在向量核取方塊，該方塊是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如果沒
有向量圖層，則標示此核取方塊會為該矩形或方形建立一個向量
圖層。如果未標示此核取方塊，則矩形或正方形會放到點陣圖層
上。將矩形或正方形放到向量圖層上，會更方便編輯。

2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按一下背景及填色內容方塊，然後選

擇填色色彩。

3 按一下前景及筆觸內容方塊，然後選擇外框色彩。

4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下列其中一個按鈕：

• 繪製矩形 

• 繪製方形 

如果要顯示形狀的節點，請勾選顯示節點核取方塊。

5 拖曳並繪製形狀。

6 按一下套用按鈕 。

您也可以

設定形狀邊角的半徑 在水平半徑和垂直半徑控制項中

輸入或設定值。

選擇線條樣式和寬度 從線條樣式下拉式清單選擇一個選

項，然後在下拉式清單旁邊的寬度
控制項輸入或設定一個值。

平滑化形狀邊緣 勾選消除鋸齒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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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將設定值儲存為預設特效。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634 頁的〈使用和建立預設〉。

繪製圓形和橢圓形

您可以繪製圓形和橢圓形。

繪製圓形或橢圓形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取橢圓形工具 。

備註： 如果要在目前的向量圖層上放置圓形或橢圓形，請勾選建
立在向量核取方塊，該方塊是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如果
沒有向量圖層，則標示此核取方塊會為該圓形或橢圓形建立一個
向量圖層。如果未標示此核取方塊，則圓形或橢圓形會放到點陣
圖層上。將圓形或橢圓形放到向量圖層上，會更方便編輯。

2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按一下背景及填色內容方塊，然後選

擇填色色彩。

3 按一下前景及筆觸內容方塊，然後選擇外框色彩。

4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下列其中一個按鈕：

• 繪製圓形 

• 繪製橢圓形 

變更線條線段接合的方式 從接合下拉式清單選擇一個選項。

如果您選擇了斜接合線，還可在斜
接限制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值。

調整形狀大小 勾選顯示節點核取方塊。在寬度和
高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值。

移動形狀 勾選顯示節點核取方塊。在左和上
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值。

您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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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顯示形狀的節點，請勾選顯示節點核取方塊。

5 拖曳並繪製形狀。

6 按一下套用按鈕 。

您可以將「工具屬性列」面板的設定儲存為預設特效。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34 頁的〈使用和建立預設〉。

如果尚未顯示形狀中的節點，則仍可在「工具屬性列」面板

上按一下編輯模式按鈕 。

繪製對稱形狀

您可以繪製多邊形和星形。

繪製對稱形狀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取對稱形狀工具 。

備註： 如果要在目前的向量圖層上放置對稱形狀，請勾選建立在
向量核取方塊，該方塊是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如果沒有
向量圖層，則標示此核取方塊會為該對稱形狀建立一個向量圖
層。如果未標示此核取方塊，則對稱形狀會放到點陣圖層上。將
對稱形狀放到向量圖層上，會更方便編輯。

2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按一下背景及填色內容方塊，然後選

擇填色色彩。

3 按一下前景及筆觸內容方塊，然後選擇外框色彩。

您也可以

設定半徑 勾選顯示節點核取方塊。在半徑 X
和半徑 Y 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值。

設定水平置中 （中心 X）和垂直置

中 （中心 Y）位置

勾選顯示節點核取方塊。在中心 X
和中心 Y 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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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下列其中一個按鈕：

• 繪製多邊形 

• 繪製星形 

如果要顯示形狀的節點，請勾選顯示節點核取方塊。

5 在邊數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值。

6 拖曳並繪製形狀。

7 按一下套用按鈕 。

您可以將「工具屬性列」面板的設定儲存為預設特效。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634 頁的 〈使用和建立預設〉。

您也可以選擇線條樣式選項，例如樣式、筆觸寬度，以及接
合與斜接限制設定。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509 頁的
〈繪製線條〉。

建立預設形狀

您可以繪製預設形狀，例如標示線、箭頭、花朵和齒輪。

繪製預設形狀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預設形狀工具 。

備註： 如果要在目前的向量圖層上放置預設形狀，請標示 「工
具屬性列」面板上的建立在向量核取方塊。如果沒有向量圖層，
則標示此核取方塊會為該預設形狀建立一個向量圖層。如果未標

您也可以

套用外圓角至形狀 勾選外圓核取方塊。

套用內圓角至星形形狀 勾選內圓核取方塊。

設定星形形狀的半徑 在半徑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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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此核取方塊，則預設形狀會放到點陣圖層上。將預設形狀放到
向量圖層上，會更方便編輯。

2 在 「工具屬性列」面板上，從形狀清單下拉式清單選擇一個

選項。

如果要過濾選項，請從類別下拉式清單選擇一種類別。

3 拖曳並建立形狀。

備註： 如果要套用自訂填色，請取消勾選保留樣式核取方塊。在
「色彩控制」面板上，按一下背景及填色內容方塊，然後選擇填
色色彩。按一下前景及筆觸內容方塊，然後選擇外框色彩。如果

不要讓線條線段擁有填色，請按一下透明按鈕 。

4 拖曳並繪製形狀。

您可以將「工具屬性列」面板的設定儲存為預設特效。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634 頁的 〈使用和建立預設〉。

您也可以

選擇線條樣式 從線條樣式下拉式清單選取一個選項。

選擇筆觸寬度 （以像素為單位）在寬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值。

平滑化形狀的外觀 勾選消除鋸齒核取方塊。

套用接合樣式 從接合下拉式清單選擇一個選項。如
果您選擇斜接合線，請在斜接限制控
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值，以設定指向的
角度。數值越大，接合的角度越大。

利用形狀清單清單中的外觀比例
建立造形

按住 Shift，並同時拖曳。

將形狀的中心點放在按下滑鼠的
位置

按一下滑鼠右鍵並拖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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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影像填入內陰影形狀

您可以使用向量圖形狀，如預設形狀，建立以背景影像填色的內陰

影。此特效類似剪輯遮罩，但內陰影物件是建立在透明背景的新檔

案上。這使此特效非常適合用於相片拼貼、剪貼簿或其他相片創作

專案。

建立形狀內陰影

1 開啟要做為填色使用的影像。

2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下列其中一項工具：

• 預設形狀

• 矩形

• 橢圓形

• 對稱形狀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設定您的選項：

4 在影像視窗中拖曳您想要建立形狀的地方。

5 調整形狀的位置。

6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形狀切割器按鈕 。

內陰影會填入下方影像並建立一透明背景的新檔案。一個圖層與

遮罩也會在目前影像上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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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您決定形狀內陰影的最佳大小與位置，在圖層面板

中，減少形狀的不透明度設定以讓您可看見下方的影像。

編輯形狀

您可以編輯向量物件的基本內容，例如線條寬度、線條樣式和消除

鋸齒。還可將「圖層」面板中的物件重新命名。此外，您也可以隱

藏或顯示向量物件。

修改向量物件內容
編輯工作區

1 選取要編輯的向量物件。

如果您想編輯多個物件，選擇挑選工具 並按住 Shift 以圈選各

物件。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內容按鈕 。

「向量屬性」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3 調整任何設定。

4 按一下確定。

使用 「工具屬性列」面板編輯形狀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取外框筆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編輯模式按鈕 。

3 按一下要編輯的形狀。

4 調整「工具屬性列」面板上任何可用的設定。

編輯模式可讓您以各種方式編輯形狀；不過，您也可以使用

挑選工具 以移動、旋轉、對齊並延展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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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形狀儲存為預設

您也可以將任何向量物件儲存為預設形狀。預設形狀儲存在形狀素

材庫資料夾中，位於：...Documents/Corel PaintShop Pro/17.0/ 預設

形狀。您也可以將形狀素材庫儲存到其他資料夾中。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 第 605 頁的 〈設定檔案位置〉。

將形狀儲存為預設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挑選工具 。

2 選取要儲存為預設特效的形狀。

如果要儲存多個形狀，請圈選各形狀。

3 選擇檔案 匯出 形狀。

「匯出形狀素材庫」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4 輸入素材庫檔案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素材庫檔案便會儲存到預設的預設形狀資料夾中。

刪除形狀素材庫
編輯工作區

1 從預設形狀資料夾選擇資料庫檔案。

2 按下刪除。

使用節點

節點是指線條和曲線物件上的方形點。您可以藉由拖曳一個或多個

節點，來改變線條或曲線物件的形狀。

節點具有零個、一個或兩個控制臂。控制臂的長度和方向決定節點

上輪廓圖的形狀。兩個節點之間的直線或曲線，即為線條線段。節

點類型有 4 種：對稱、不對稱、尖角與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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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對稱節點，在節點的任一邊上建立平滑的流動
曲線。只要調整任一個控制臂，另一個便會對應地變更。

您可以使用不對稱節點在節點的各邊上獲得不同曲度，但
保持節點平滑流動。您可以調整各控制臂的長度，但無法
調整方向。

您可以使用尖角節點建立方向的極端變化。您可以分別調
整各控制臂的長度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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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平滑節點建立直線和曲線線段之間的平滑轉換。

您可以選取節點進行編輯，或移動它。移動節點會修改向量物件的

形狀。如果物件包含一個以上的輪廓圖，則可移動其所有節點。您

還可以移動路徑，藉此移動整個物件。而藉由新增、合併或刪除路

徑上任何位置的節點，即可編輯向量物件的輪廓圖。

您可以合併輪廓圖上的節點，同時保留各邊上的線條線段。線條線

段會組合成剩餘節點之間的一個線條線段。如果節點的輪廓圖彎

曲，Corel PaintShop Pro 會嘗試保持此曲度。

您也可以刪除節點，以移除各邊上的節點和線條線段。

選取節點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取外框筆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編輯模式按鈕 。

3 按一下向量物件。

物件的節點便會出現。

4 按一下節點。

選取的節點會以純灰色填色顯示。

您也可以

選取多個節點 按住 Shift，並按一下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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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輕易地檢視選取節點，在「圖層」面板上，按一下作業

中向量物件旁的顯示圖示 。這麼做會隱藏物件的填色和外

框。如需顯示和隱藏圖層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01 頁的

〈檢視圖層〉。

開始和結束節點很容易就能找到。將游標放到節點上方時，
便會顯示「START」或「END」。如果為封閉形狀，則游標
會顯示「CLOSE」。

移動節點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取外框筆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編輯模式按鈕 。

3 選取節點，然後將它拖曳到新位置。

拖曳時按住 Shift，即可將節點的線條線段限制為遞增 45 度。

新增輪廓圖上的節點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取外框筆工具 。

選取輪廓圖上的所有節點 按兩下某一個節點。如果物件只有
一個輪廓圖，則這個動作會選取路
徑中的所有節點。

選取路徑中的所有節點 （物件中的
所有節點）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節點，然後選擇
編輯  全選。

選取輪廓圖的下一個或上一個節點 按住 Shift，然後按下 [ 或 ]。

取消選取已選取的節點 按住 Shift，並按一下該節點。

您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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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下列其中一個按鈕：

• 編輯模式 

• 美工刀模式 

3 按一下輪廓圖。

4 按住 Ctrl，並且按一下要新增節點的位置。 

游標會顯示「+ADD」。

新增新的開始或結束節點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取外框筆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繪製線條及多線按鈕 。

3 選取輪廓圖的開始或結束節點。

4 按一下滑鼠，新增另一個節點。

輪廓圖會自動連接到新節點。

合併一個或多個節點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取外框筆工具 。

2 選取要合併的節點。

如果要選取多個節點，請按住 Shift 並按一下滑鼠。

3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節點，然後選擇編輯 合併。

轉換節點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取外框筆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編輯模式按鈕 。

備註： 如果看不到 「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所有選項，請按一

下其他按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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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取一個或多個節點。

4 選擇物件  選取節點變形， 然後選擇下列其中一個指令： 

• 翻轉 — 沿著垂直軸移動選取的節點 （節點上下對調）。在單

一節點上，此指令會翻轉節點的控制臂。

• 鏡射 — 沿著水平軸移動選取的節點 （節點左右對調）。在單

一節點上，此指令會鏡射節點的控制臂。

• 旋轉 — 依目前的旋轉設定旋轉選取的節點。套用至單一節點

時，控制臂（如果有的話）會旋轉。

• 傾斜 X — 使用目前的傾斜設定，向左或向右移動選取的節點

（沿著水平軸） 

• 傾斜 Y — 使用目前的傾斜設定，向左或向右移動選取的節點

（沿著垂直軸）

• 縮小 — 依目前的縮小設定，將選取的節點朝彼此移近。這個

指令無法套用至單一節點。

• 擴大 — 依目前的擴大設定，將選取的節點彼此移開。這個指

令無法套用至單一節點。

5 如果可行，請為選取的變形設定輸入值。

6 按一下套用按鈕 。

使用節點的控制臂調整曲線
編輯工作區

1 選取節點以顯示其控制臂。

備註： 尖角節點可能沒有控制臂。

2 將游標移到控制控點上，直到游標變成兩個旋轉箭頭。

3 拖曳控點。

若要將控制臂限制為固定角度（遞增 45 度），請於拖曳時按

住 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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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直兩個節點之間的曲線
編輯工作區

1 選取兩個連續的節點。

2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節點，然後選擇節點類型 轉換成直線。

刪除節點
編輯工作區

1 選取節點。

2 按下刪除。

如果刪除開放輪廓圖中間的節點，則向量物件會變成兩個分
開的輪廓圖。如果刪除封閉輪廓圖中的節點，則輪廓圖會變
成開放式。

調整大小、形狀和旋轉向量物件

您可以互動地轉換向量物件和向量文字。例如，您可以拖曳界限框

上的控點來調整物件大小、形狀和旋轉物件。您還可以藉由編輯節

點來轉換向量物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492 頁的 〈使用節

點〉。

您也可以調整向量物件的大小，讓物件的寬度或高度 （或兩者）

相等。

調整向量物件大小及形狀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挑選工具 。

2 選取物件。

3 執行下表中的任一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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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向量物件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挑選工具 。

2 選取物件。

3 拖曳旋轉控點。

若要變更旋轉中心，請按住 Ctrl，並將旋轉樞紐點拖曳至新

位置。

讓向量物件大小相等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挑選工具 。

2 選取第一個向量物件。

備註： 第一個物件控制調整其他所有向量物件大小的方式。

3 按住 Shift 鍵，然後按一下要調整大小的其他物件。

4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從 「大小相等」群組方塊選擇下列

其中一項：

• 使高度相同 

• 使寬度相同 

• 調成等寬和等高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調整向量物件大小 拖曳邊角或邊緣控點。
若要在變更目前比例的情況下調整
大小，請按滑鼠右鍵並拖曳控點。

對稱地變更透視點 按住 Shift，後，拖曳邊角控點。

分歧向量物件 按住 Shift，拖曳邊控點。

變形向量物件 按住 Ctrl + Shift 後，拖曳控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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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調整大小同時變更物件比例，使用挑選工具 選擇物

件，並按滑鼠右鍵且拖曳邊角控點。

對齊、分佈和排列向量物件

您可以在畫布上對齊、分佈和排列向量物件。例如，您可以在圖層

上對齊其邊緣、將它們平均分佈、置於影像畫布中央，或排列其順

序（從上到下）。您在圖層上繪製的每一個物件，都會堆疊到下一

個物件的上方。

移動向量物件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挑選工具 。

2 選取物件。

如果要對齊多個物件，請按住 Shift，並選擇物件。

界限框會包圍選取的物件。

3 將一或多個物件拖曳至新位置。

對齊向量物件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挑選工具 。

2 選取第一個向量物件。

3 按住 Shift，然後選取要對齊的其他物件。

您也可以

每次將物件移動一個像素 按下方向鍵。

以一次 10 個像素來移動物件 按住 Ctrl，並按下方向鍵。

以一次 50 個像素來移動物件 按住 Shift，並按下方向鍵。

以一次 100 個像素來移動物件 按住 Shift + Ctrl，並按下方向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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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中，在物件對齊群組方塊中，按一下下

列其中一個按鈕：

• 向上對齊 

• 向下對齊 

• 向左對齊 

• 向右對齊 

• 垂直置中對齊 

• 水平置中對齊 

若要移動物件，請在「圖層」面板上選取該物件，然後在清

單中向上或向下拖曳。

平均分佈物件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挑選工具 。

2 按住 Shift，並圈選物件。

備註： 您必須選取三個以上的物件，才能依據其彼此的關係分佈
各物件。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中，按一下 「物件分佈」群組方塊中的

下列其中一個按鈕：

• 垂直靠上分佈 

• 垂直置中分佈 

• 垂直靠下分佈 

• 水平靠右分佈 

• 水平置中分佈 

• 水平靠左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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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向量物件對齊畫布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挑選工具 。

2 選取物件。

如果要對齊多個物件，請按住 Shift，並圈選物件。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中，按一下 「畫布上位置」群組方塊中

的下列其中一個按鈕：

• 畫布中央 

• 畫布內水平置中對齊 

• 畫布內垂直置中對齊 

在畫布上分佈向量物件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挑選工具 。

2 選取物件。

如果要分佈多個物件，請圈選各物件。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中，按一下 「畫布上位置」群組方塊中

的下列其中一個按鈕：

• 左右平均分配 

• 上下平均分配 

排列向量物件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挑選工具 。

2 選取物件。

3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物件，選擇排列，然後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

項：

• 移至最上層 — 將物件移至最上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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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至底層 — 將物件移至底層

• 向上移動 — 將物件上移一個位置

• 向下移動 — 將物件下移一個位置

您也可以在「圖層」面板中向上或向下拖曳，藉此排列向量

物件。

群組和解散向量物件群組

您可以將數個物件或數群物件設為群組，以移動、調整大小、重設

形狀及變更其線條與材料。

將不同圖層上的物件設為群組時，Corel PaintShop Pro 會自動將它們

移到您選取的第一個物件的圖層。每一個群組在「圖層」面板上都

會加上標籤，而群組中的物件會顯示為元素。

群組或解散群組向量物件
編輯工作區

使用圖層面板將物件設為群組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按一下要設為群組的第一個物件。

2 按住 Shift，並按一下要加入群組中的每個物件。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群組物件 使用選取工具 ，選取您要編輯群組

的物件。在 「工具屬性列」面板上，

按一下群組按鈕 。

解散群組物件 使用選取工具 ，選取群組。在 「工

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解散群組

按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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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擇群組。

如果您將數個圖層中的物件設為群組，Corel PaintShop Pro
會將它們移到您選取的第一個物件的圖層。

按一下群組名稱旁的加號（+），即可顯示群組的元素。

自群組移除物件
編輯工作區

• 在「圖層」面板上，將物件拖曳至另一個群組或圖層。

轉換物件為路徑

您可以 將任何選取的向量物件（包括文字），轉換完全可編輯的路

徑（如同用 「外框筆」工具建立一般）。如此可讓您使用 「外框

筆」工具的整套節點，編輯指令修改轉換的物件。

此範例顯示轉換成路徑的圖形。

將向量物件轉換成可編輯的路徑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挑選工具 。

2 選取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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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將多個物件轉換成路徑，請圈選各物件。

3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物件，然後選擇轉換成路徑。

新增和關閉輪廓圖

您可以新增輪廓圖至任何現有的物件。新輪廓圖會與選取的物件擁

有相同的內容，包括色彩、材料、線條樣式等。您亦可複製輪廓圖。

新增輪廓圖至物件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按一下外框筆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編輯模式按鈕 。

3 選取物件。

4 按一下下列其中一個按鈕：

• 繪製線條及多線 

• 繪製點對點貝茲曲線 

• 手繪 

5 拖曳至物件上以建立輪廓圖。

關閉輪廓圖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取外框筆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編輯模式按鈕 。

3 選取輪廓圖。

4 按一下封閉選取的開放輪廓圖按鈕 。

關閉輪廓圖時，Corel PaintShop Pro 會繪製一條從輪廓圖的
開始節點到結束節點的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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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輪廓圖和路徑

您可以編輯向量物件的輪廓圖和路徑。以及連接輪廓圖的端點，藉此

接合輪廓圖。您還可以反向路徑和輪廓圖的方向。輪廓圖的方向會從

開始節點向結束節點進行。當您將游標放在開始節點上方時，游標旁

會顯示「START」訊息。當您將游標放在結束節點上方時，會顯示

「END」訊息。若物件有封閉的路徑，會出現「CLOSE」訊息。

您可以複製輪廓圖。

如需各類型節點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515 頁的 〈修改線條和曲

線〉。

接合兩個輪廓圖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取外框筆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編輯模式按鈕 。

3 選取其中一個要接合的輪廓圖。

物件中的所有節點都會顯示。

4 選取要接合的第一個輪廓圖的開始或結束節點。

備註： 您只能接合同一個物件中的輪廓圖。

5 按住 Shift，並選取第二個輪廓圖的開始或結束節點。

6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然後選擇編輯 接合。

您也可以手動接合輪廓圖。將第一個輪廓圖上的節點拖曳至

第二個輪廓圖的開始或結束節點。當游標變成「JOIN」時，

放開滑鼠鍵。

打散節點上的輪廓圖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取外框筆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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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編輯模式按鈕 。

3 選取要打散其中輪廓圖的節點。

4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節點，然後選擇編輯 打散。

路徑或輪廓圖便會打散，且新的節點會新增到目前節點的最
上方。節點方形會變成節點對節點的指示 。

移動路徑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取外框筆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編輯模式按鈕 。

3 拖曳路徑中的任何輪廓圖。

移動輪廓圖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取外框筆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編輯模式按鈕 。

3 按住 Shift，並將游標移到輪廓圖上方，直到游標顯示 「SUB」。 

4 拖曳輪廓圖。

您也可以按兩下節點並選取所有節點，然後拖曳其中一個節

點，藉此移動輪廓圖。

反向路徑或輪廓圖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取外框筆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編輯模式按鈕 。

3 按一下輪廓圖或路徑。

4 選取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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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要反向多個輪廓圖，請從每一個輪廓圖選取一個節點。

5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路徑或輪廓圖，選擇編輯，然後選擇下列其中

一項：

• 反向路徑

• 反向輪廓圖

複製輪廓圖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取外框筆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編輯模式按鈕 。

3 選取一個或多個節點。

4 選擇物件 編輯，然後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複製 — 複製選取的輪廓圖，然後直接將它貼到原始輪廓圖的

最上方

• 複製和偏移 — 複製選取的輪廓圖，然後將它貼到原始輪廓圖

的偏移上。預設偏移為 X 和 Y 方向的 10 個像素。

您可以調整「工具屬性列」面板上再製 X 和再製 Y 控制項中

的設定，以調整原始輪廓圖的偏移。

刪除輪廓圖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取外框筆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編輯模式按鈕 。

3 按一下輪廓圖。

4 按兩下某個節點，以選取所有節點。

5 按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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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無法刪除路徑。路徑只能隨其物件一併刪除，或於其所有
輪廓圖均刪除時刪除。

繪製線條

您可以繪製直線、自由變形線條和線條線段。以及編輯線條中的節

點，以建立曲線。

您還可以調整目前向量物件的線條選項。

繪製線條線段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外框筆工具 。

備註： 如果要在目前的向量圖層上放置線條線段，請標示 「工
具屬性列」面板上的建立在向量核取方塊。如果沒有向量圖層，
則標示此核取方塊會為該線條線段建立一個向量圖層。如果未標
示此核取方塊，則線條線段會放到點陣圖層上。將線條線段放到
向量圖層上會更方便編輯。

2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按一下前景及筆觸內容方塊，然後選

擇外框的色彩。

3 如果要繪製相連的線條線段並套用填色，請按一下背景及填色內

容方塊，然後選擇文字填色的色彩。如果不要讓線條線段擁有填

色，請按一下透明按鈕 。

備註： 如果要繪製不相連的單一線條線段，則不需要從背景及填
色內容方塊中選擇設定。

4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繪製線條及多線按鈕 。

5 從線條樣式下拉式清單選擇線條樣式。

6 在寬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線條寬度值（以像素為單位）。

7 在影像視窗中拖曳，以建立線條。

8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套用按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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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將設定儲存到「工具屬性列」面板設定中，以供日後使
用。如需將設定儲存為預設特效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634
頁的〈使用和建立預設〉。

繪製曲線或直線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外框筆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繪製點對點按鈕 。

3 在影像視窗中拖曳，以建立線條。

4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若要建立直線，請按一下要放置下一個節點的位置。

• 若要建立曲線，請按一下滑鼠並拖曳。當您畫好後，請釋放滑

鼠按鈕。

如果您要繪製固定角度（遞增 45 度）的線條，請於拖曳時按住 
Shift。

繪製自由變形線條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外框筆工具 。

您也可以

一邊繪製一邊檢視物件的節點 勾選顯示節點核取方塊。

平滑化線條的外觀 勾選消除鋸齒核取方塊。

選擇接合設定 從接合下拉式清單選取一個選項。
若您選取斜接合線，您可以輸入或
設定斜接限制控制項中的值以設定
指向的角度。

建立垂直、水平或 45 度線條 按住 Shift 並同時拖曳。

連接各線條線段 勾選連接線段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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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手繪按鈕 。

3 在影像視窗中拖曳，以建立線條。

繪製線條線段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外框筆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繪製線條及多線按鈕 。

3 在影像視窗中拖曳，以建立線條。

儲存自訂線條樣式

您可以設定自己的線條樣式，並將它們儲存為預設特效。

設計和儲存自訂線條樣式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下列其中一項工具：

• 外框筆工具 

• 矩形工具 

• 橢圓形工具 

• 對稱形狀工具 

• 預設形狀工具 

• 文字工具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線條樣式下拉式清單，然後

按一下自訂。

如果您要複製現有的線條樣式，請從線條樣式下拉式清單選擇該

樣式，然後按一下自訂。

3 在「樣式線條編輯器」對話方塊中，從下列任何控制項選擇設

定：

• 第一個 Cap  — 讓您挑選線條中第一個線段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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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 Cap — 讓您挑選線條中最後一個線段的樣式

如果您要指定 Cap 的大小，請按一下大小按鈕，然後在寬度和

高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值。若要讓高度和寬度相等，請勾選連

結軸線核取方塊。

4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如果要建立新線條，請按一下另存新檔。在樣式線條名稱欄位

中輸入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 如果要編輯現有線條，請按一下儲存。

「樣式線條編輯器」對話方塊底部的預覽區域，會顯示您對
線條所做的變更。編輯區域中會提供可用來調整虛線和縫隙
大小的尺規（單位像素）。

儲存的樣式會出現在「工具屬性列」面板的線條樣式下拉式
清單中。

繪製曲線

您可以繪製貝茲和手繪曲線。

您也可以

復原變更 按一下復原按鈕 。

重設線條為原始樣式 按一下重設按鈕 。

為中間虛線建立不同端點 勾選不同線段 Cap 核取方塊，然後

從線段起點和線段終點群組方塊選
擇設定。

新增虛線或縫隙 在長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值，然
後按一下新增。

刪除虛線或縫隙 選取虛線或縫隙，然後按一下刪
除。

移除所有虛線和縫隙 按一下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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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貝茲曲線繪製物件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外框筆工具 。

備註： 如果要在目前的向量圖層上放置線條線段，請標示 「工
具屬性列」面板上的建立在向量核取方塊。如果沒有向量圖層，
則標示此核取方塊會為該線條線段建立一個向量圖層。如果未標
示此核取方塊，則線條線段會放到點陣圖層上。將線條線段放到
向量圖層上會更方便編輯。

2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按一下前景及筆觸內容方塊，然後選

擇外框的色彩。

如果您要套用填色至曲線，請按一下背景及填色內容方塊，然後

選擇色彩。如果您不要套用填色至曲線，則按一下透明按鈕 。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中，按一下繪製點對點按鈕 。

4 勾選顯示節點核取方塊。

5 按一下要放置第一個節點的位置並拖曳。

拖曳時，控制臂控點的箭頭端會指向同一個方向。當第一個控制

臂達到所要的長度時，放開滑鼠鍵。

6 按一下要放置第二個節點的位置並拖曳。

拖曳時，曲線線段會出現在影像畫布上。

備註： 如果您標示了連接線段選項，則可利用此方式繼續新增
線段。

7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下列其中一個按鈕，完成貝

茲曲線物件：

• 開始新增輪廓圖按鈕  — 建立第一個線段和最後線段不連接

的開放式形狀

• 封閉選取的開放輪廓圖按鈕  — 建立第一個線段和最後線段

連接的封閉式形狀

8 按一下套用按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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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將「工具屬性列」面板的設定儲存為預設特效。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634 頁的 〈使用和建立預設〉。

繪製手繪曲線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外框筆工具 。

備註： 如果要在目前的向量圖層上放置線條線段，請標示 「工
具屬性列」面板上的建立在向量核取方塊。如果沒有向量圖層，
則標示此核取方塊會為該線條線段建立一個向量圖層。如果未標
示此核取方塊，則線條線段會放到點陣圖層上。將線條線段放到
向量圖層上會更方便編輯。

2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按一下前景及筆觸內容方塊，然後選

擇外框的色彩。

如果您要套用填色至曲線，請按一下背景及填色內容方塊，然後

選擇色彩。如果不要讓曲線擁有填色，請按一下透明按鈕 。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手繪按鈕 。

如果要顯示曲線的節點，請勾選顯示節點核取方塊。

4 在字距調整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值，以設定節點之間的像素

距離。

值越高，建立的線條越平滑也越不明確，且擁有的節點較少；值

越低，建立的線條分明，且擁有較多節點。

5 拖曳並建立曲線。

6 按一下套用按鈕 。

您也可以

自動連接每一個曲線線段 勾選連接線段核取方塊。

選擇線條樣式 從線條樣式下拉式清單選擇一個選項。

設定線條寬度 在寬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值。

平滑化線條邊緣 勾選消除鋸齒核取方塊。
514 Corel PaintShop Pro X7  使用指南



修改線條和曲線

您可以編輯線條和曲線的屬性。藉由變更曲線的節點即可重設形狀

曲線，而變更節點類型、修改節點任一邊的線條線段，或連接線條

線段則可重設形狀節點上輪廓圖的形狀。您還可以剪下線條線段。

當您剪下封閉式路徑或輪廓圖時，會將它變成開放式。而當您剪下

開放式路徑或輪廓圖時，則會建立兩個分開的輪廓圖。

編輯線條或曲線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外框筆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編輯模式按鈕 。

3 選取形狀。

4 修改「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任何設定。

按一下挑選工具 ，選取曲線，然後修改 「工具屬性列」面

板上的任何設定值，您亦即可編輯曲線。

您也可以

連接多個曲線物件 勾選連接線段核取方塊。

平滑化曲線邊緣 勾選消除鋸齒核取方塊。

選擇接合設定 從接合下拉式清單選取一個選項。
如果您選取了斜接合線，則可在斜
接限制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值，以
設定指向的角度。

選擇線條樣式 從線條樣式下拉式清單選擇一個選
項。

設定線條寬度 在寬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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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變更節點調整線條線段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外框筆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編輯模式按鈕 。

3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節點，選擇節點類型，然後選取下列其中一個

選項：

• 轉換成直線 — 拉直節點前後的線段

• 節點前直線 — 拉直節點前的線段

• 節點後直線 — 拉直節點後的線段

• 節點前曲線 — 彎曲節點前的線段

• 節點後曲線 — 彎曲節點後的線段

連接多個線條線段
編輯工作區

1 建立任意數目連接的線條線段。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下列其中一個按鈕：

• 開始新增輪廓圖  — 在開放式形狀中連接線條線段

• 封閉選取的開放輪廓圖  — 在開放式形狀中連接線條線段

3 按一下套用按鈕 。

您可以將一組「工具屬性列」面板的設定儲存為預設。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634 頁的 〈使用和建立預設〉。

剪下線條線段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中，選擇外框筆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美工刀模式按鈕 。

3 拖曳過要剪下的輪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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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按一下美工刀模式按鈕時，即可剪下物件中所有選取的
輪廓圖。

複製和移動向量物件

您可以使用「剪下」、「複製」和 「貼下」指令來複製和移動向量

物件。如需精確地移動物件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00 頁的 〈移動

向量物件〉。

複製或移動向量物件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取外框筆工具 。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編輯模式按鈕 。

3 按一下輪廓圖，然後按兩下其中一個節點以選取所有節點。

4 選擇物件 編輯，然後選擇下列其中一個指令：

• 複製 — 將選取的輪廓圖複製到 Windows 剪貼簿

• 剪下 — 移除選取的輪廓圖並放入 Windows 剪貼簿如果物件只

有一個輪廓圖，則這個指令會移除整個物件。

5 按一下要複製或移動輪廓圖的位置。

6 選擇編輯，然後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貼為新的向量選取區域 — 將向量物件貼入同一個圖層

• 貼為新圖層 — 將向量物件貼為新圖層

• 貼為新影像 — 將向量物件貼為新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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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筆刷 
「筆刷」工具提供無數的方式，讓您在影像上充分發揮想像力。例

如，您可以套用任何色彩或材料的軟硬邊緣筆刷筆觸、使用另一個

影像做為塗畫來源、修飾影像的色彩或對比、取代色彩，或使用影

像圖章塗畫。您還可以套用透明色來清除像素。

「筆刷」工具只能在點陣式圖層上使用，而且在套用至灰階或 1600 
萬色影像時會產生最佳效果。這些工具套用至其他色彩深度的影像

時效果較不明顯。

您也可以在選取區域中搭配使用塗畫工具，如此就只會影響選取的

像素。有關製作選取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255 頁的〈使用選取

區域〉。

本節涵蓋下列主題：

• 選擇筆刷

• 選擇筆刷選項

• 使用筆刷

• 自訂筆刷設定

• 建立筆尖和預設

• 匯入和分享筆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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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筆刷

您可以從下列筆刷工具選擇：

• 筆刷 — 建立模擬畫家塗畫筆刷筆觸的色彩筆觸。筆刷筆觸可擁

有硬或軟邊緣。「筆刷」是用來編輯影像的多用途工具，可將色

彩套用至與單一像素一樣小的區域。這項工具還可用來調整特定

區域的透明度，或建立選取區域。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63
頁的〈使用塗畫工具建立選取區域〉。

• 噴槍 — 模擬噴槍或噴漆罐。在區域上套用筆刷的時間越久，效

果便越顯著。

• 變形筆刷 — 在影像像素上產生變形效果。您可以旋轉影像的區

域、縮小或擴大影像各部份，以及建立其他有趣的效果。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第 458 頁的〈彎曲影像〉。

• 影像圖章工具 — 可讓您使用預設的物件集合塗畫。例如，您可

以新增蝴蝶和甲蟲至野餐設定、在水族箱中放入魚，或是用冬青

框住圖片。您可以使用 Corel PaintShop Pro 提供的影像圖章，或

建立自己的影像圖章。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53 頁的〈使

用影像圖章工具〉。

• 橡皮擦 — 會讓像素變透明。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16 頁的

〈清除影像區〉。

• 背景橡皮擦 — 選擇性地清除像素。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16 頁的〈清除影像區〉。

• 仿製筆刷 — 可讓您使用影像的部份或其他影像的部份做為塗畫

來源編輯影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12 頁的〈移除瑕疵

和物件〉。

• 顏色保留 — 將選取區域或圖層中的一種色彩取代為另一種色

彩。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28 頁的〈取代色彩、漸層或樣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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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飾筆刷工具 — 讓您修飾影像。有些修飾筆刷會模擬相片效

果。有些則會根據明度、彩度、色相或色彩值變更像素。而有些

修飾筆刷與其所產生效果中的色彩修正指令相似。

選擇筆刷選項

筆刷選項可幫助您建立數百種不同的筆刷筆觸。您可以實驗各個選

項，直到得到您要的效果為止。

您可以藉由指定「筆刷變化」色盤上指定額外選項，進一步自訂基

本的筆刷設定。如需有關使用「筆刷變化」色盤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第 524 頁的 〈自訂筆刷設定〉。

「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提供了下列選項給塗畫工具：

• 形狀 — 指定筆尖的形狀。您可以建立矩形、橢圓形或具角度的

筆尖，開始先使用圓形或方形形狀，然後修改其「厚度」和

「旋轉」選項即可。

• 大小 — 決定筆刷的像素大小。您可以透過使用鍵盤以及設定

「工具屬性列」面板中的 「大小」控制項，調整「大小」值。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39 頁的〈使用鍵盤調整筆刷大小〉。

• 硬度 — 決定筆刷邊緣的銳利度。設定值 100 會產生最銳利的邊

緣；值越低，產生的邊緣越淡也越柔和。

• 繪製步調 — 決定兩次套用塗畫之間經過的時間間隔，且各次套

用定義為單一、連續的筆刷筆觸。值越低，產生的外觀越平滑且

連續；值越高，產生的外觀越不連續。

• 密度 — 決定筆刷筆觸所涵蓋範圍的平均程度 ( 或是使用 「橡皮

擦」工具時，清除的平均程度 )。值越高，涵蓋的範圍就越平

均；值越低，涵蓋範圍越分散，如同噴漆效果一般。使用「噴

槍」工具時，應將「密度」值設為低於 100。

• 厚度 — 決定筆刷筆觸的寬度。設定值 100 會產生完全圓形或完

全方形的筆尖，端視「形狀」設定而定。筆刷會隨著 「厚度」

設定減少而漸漸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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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 — 套用旋轉效果至非圓形的筆尖

• 不透明度 — 決定塗畫覆蓋影像表面的程度。透明度為 100% 
時，塗畫的筆刷筆觸會完全覆蓋其下方的表面。透明度為 1% 
時，表示塗畫筆觸幾乎完全透明。若為「橡皮擦」工具，這項

設定決定清除的程度，而設定值 100% 會產生最透明的結果。

• 混合模式 — 決定塗畫像素隨下方圖層像素混合的方式。混合模

式與圖層混合模式相同。例如，使用「塗畫後面」混合模式時，

塗畫會在作用中圖層上影像的後面完成。當最上層和作用中圖層

完全不透明時，便看不見塗畫。如需有關混合模式的詳細資訊，

請參閱第 307 頁的 〈漸變圖層〉。

• 速率 — 決定 「噴槍」工具套用塗畫的速率 ( 從 0 到 50)。數值 
0 會套用一致的塗畫量，即使筆刷筆觸的速度不同。值越高，則

會在筆刷速度變慢或暫停時套用越多塗畫。

• 筆觸 — 讓您在藉由勾選「連續」核取方塊所套用的現有塗畫筆

觸上建立塗畫。如果未勾選「連續」核取方塊，或雖然已勾選

核取方塊但未建立任何筆觸，則「筆觸」按鈕會呈現灰色 ( 無法

使用 )。

• 連續 — 指定當多個筆刷筆觸套用在同一個區域上，且透明度設

定低於 100% 時，是否建立塗畫。如果勾選此核取方塊，則塗

畫會產生連續的色彩，而重畫區域不會有任何效果。若要重畫

區域，則必須按一下 「筆觸」按鈕。如果取消勾選 「連續」核

取方塊 ( 預設值 )，則相同區域上的每一筆刷筆觸會套用較多塗

畫，而色彩會加深，直到達到 100% 透明度為止。

• 濕筆畫外觀 — 模擬濕筆畫，內部使用柔和色彩，而靠近邊緣則

使用較深色的外圈。此效果在「硬度」設定值較低時較顯著。

• 智慧型邊緣選擇 — 使用內容感知技術以取樣筆刷筆觸區域並僅

套用筆刷筆觸至對應下方像素的區域。此筆刷使您可輕鬆地在影

像中針對特定元素及其周圍區域套用筆刷筆觸。例如，您可使用

「智慧型邊緣」與修飾筆刷，如 「加亮」、「加深」或「銳利

化」筆刷，以協助您編輯臉部、嘴唇或眼睛的特定區域。附註：

啟動「智慧型邊緣」筆刷會影響筆刷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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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筆刷

選擇筆刷後，可修改其設定以達到想要的效果。您也可以將筆刷重

設為預設設定。

套用塗畫時，您可以復原和重做多個筆刷筆觸。

使用筆刷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筆刷工具。

2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選擇前景和背景的色彩與素材。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從預設下拉式清單選擇工具。

4 從筆尖下拉式清單 選擇預設的筆尖 ?：

5 指定筆刷選項，例如形狀、大小、透明度、硬度、厚度和旋轉。

6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若要套用前景色彩或素材，請將它拖曳至影像中。

• 若要套用背景色彩或素材，請按住滑鼠右鍵，並將它拖曳至影

像中。

使用「噴槍」工具時，在某個位置按住滑鼠，即可增進某一
區域的色彩。

若要塗畫直線，請在起點按一下滑鼠，接著按下 Shift，再按

一下終點。若要繼續延長直線，則移到下一個點，按下

Shift，然後再按一下。

將筆刷重設為預設設定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預設下拉式清單。

2 按一下重設為預設值按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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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最近的筆刷筆觸
編輯工作區

• 按一下「標準」工具列上的復原按鈕 。

您也可以按下 Ctrl + Z 或使用 「步驟記錄」面板復原筆觸。

復原多個筆刷筆觸
編輯工作區

• 在「標準」工具列上，按一下復原按鈕 數次。 

您也可以多次按下 Ctrl + Z，或使用 「步驟記錄」面板復原
多個筆觸。

在「標準」工具列上，按一下取消復原按鈕 、按住 Ctrl + 
Alt + Z 或使用 「步驟記錄」面板復原筆觸，您可取消復原

筆觸。

自訂筆刷設定

「筆刷變化」面板可讓您針對特殊筆刷選項自訂 「工具屬性列」面

板中的設定。您也可以藉由增加「程度百分比」進行隨機調整。

如果您是使用平板筆或 4D 滑鼠，則會發現使用「筆刷變化」面板

設定的最大好處。

自訂筆刷設定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檢視  面板  筆刷。

2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筆刷工具。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設定筆刷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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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筆刷變化」面板上，設定各選項的筆刷變化 ( 「色彩變

換」、「色相」、「飽和度」、「明度」、「大小」、「透明度」、

「厚度」、「旋轉」、「密度」 )。

• 正常 — 不套用變化

• 壓力 — 根據圖板筆式的壓力套用變化至選取的筆刷屬性

• 傾斜角度 — 根據筆式和圖板之間的角度套用變化

• 傾斜方向 — 根據筆尖的旋轉角度套用變化

• 方向 — 根據筆式周圍的旋轉角度套用變化 ( 僅限 4D 滑鼠 )

• 手指轉輪 — 讓您使用噴槍筆式上的轉輪在筆刷屬性中控制變化

• Z 轉輪 — 可讓您使用設定為根據目前應用程式執行的 4D 滑鼠

滾輪控制筆刷屬性

• 方向 — 根據路徑上連續的滑鼠點之間的角度控制筆刷變化

• 淡入 — 從小到大淡化筆刷筆畫

• 重複淡入 — 從小到大重複淡化筆刷筆畫

• 淡出 — 從大到小淡化筆刷筆畫

• 游移淡化 — 藉由在大小之間游移的方式重複淡入和淡出筆刷

筆畫

備註：在「筆刷變化」面板中勾選星號 (*) 的選項，只對使用壓

力感應式圖板的使用者提供。可使用的選項端視使用的圖板類型
而定。

5 在淡化率 ( 像素 ) 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值，即可選取對其套用淡

入和淡出效果的像素數量的門檻。

值越低，產生的淡化效果越快；值越高，產生的淡化效果越慢。

6 在程度差異 (%) 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值，即可選取隨機調整筆刷

筆畫位置的百分比。 

如果要讓時基誤差隨筆刷大小的比例縮放，請勾選比例核取方塊。

7 在筆觸重疊數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值，以指定每個筆刷筆觸繪製

步調的筆畫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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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將筆刷變化選項重設為預設值，請按一下重設筆刷變化
色盤按鈕 。

如果您已載入含變化的筆刷，然後載入另一個筆刷但未載入
其變化，則新筆刷會採用前一個筆刷的變化設定。按一下重
設筆刷色盤按鈕 以清除任何殘餘的變化設定。

您可以將修改過的筆刷儲存為筆尖或預設效果。如需有關儲

存筆刷和預設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26 頁的〈建立筆尖和

預設〉。

建立筆尖和預設

藉由修改筆刷選項，您可以建立自己的筆尖以搭配塗畫工具使用。

建立筆尖時，針對該筆刷選取的所有選項都會儲存，包括筆刷形

狀、步調、密度、厚度、大小、硬度和旋轉設定。您也可以在建立

筆尖時加入變化設定。儲存的設定可套用至「工具屬性列」面板

中，任何含有筆尖控制項的工具。

您也可以設定選取區域，然後使用選取區域建立寬度和高度達 999  
999 像素的自訂筆刷。

除了筆刷筆觸之外，您還可以建立筆刷預設效果。建立預設時，為

特定工具指定的所有設定都會儲存，包括所有參數和變化設定。工

具預設只有在選取該特定工具時才會提供。

建立筆尖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塗畫工具。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修改筆刷的設定。

3 按一下「筆尖」下拉式清單 以顯示目前的筆尖。

4 在「筆尖」下拉式清單，按一下建立筆尖按鈕 。

5 完成「建立筆尖」對話方塊中的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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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一下確定。 

新筆刷會出現在筆尖下拉式清單中。您可以使用新筆刷搭配任何

顯示此下拉式清單的塗畫工具。

您也可以選擇檔案  匯出  自訂筆刷，開啟 「建立筆尖」對
話方塊。

若要將新筆刷儲存到預設的「筆刷」資料夾以外的資料夾

中，請按一下「建立筆尖」對話方塊中的編輯路徑。如需有

關變更檔案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05 頁的〈設定檔案

位置〉。

自選取區域建立筆尖
編輯工作區

1 設定要轉換成自訂筆刷的選取區域。

2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塗畫工具。

3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 「筆尖」下拉式清單 以

顯示目前的筆尖。 

4 按一下自選取區域建立筆尖按鈕 。

新筆刷的預覽會出現在「建立筆尖」對話方塊中。

5 在名稱方塊中輸入筆刷的名稱。

6 選取步調值。

7 按一下確定。

新筆刷會出現在筆尖下拉式清單中。您可以使用新筆刷搭配任何

出現在下拉式清單中的塗畫工具。

若要將新筆刷儲存到預設的「筆刷」資料夾以外的資料夾

中，請按一下「建立筆尖」對話方塊中的編輯路徑。如需有

關變更檔案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05 頁的〈設定檔案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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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筆刷預設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塗畫工具並修改任何工具屬性列。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預設下拉式清單。

3 按一下儲存預設按鈕 。

「儲存預設」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4 輸入筆刷預設的名稱。

備註：您無法使用「預設值」或 「最後使用」這類名稱。

5 若要輸入預設的其他資訊，請按一下選項，然後在作者、版權聲

明和描述欄位中輸入資訊。

6 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自預設筆刷中排除任何目前筆刷設定。您可在「預設

包括」清單的相關設定中按一下儲存圖示 。圖示上會出現

紅色 X，表示此筆刷設定將不會隨預設儲存。

匯入和分享筆尖

您可以匯入自訂筆刷或建立自己的筆刷。如需有關建立自訂筆刷的

資訊，請參閱第 526 頁的 〈建立筆尖和預設〉。

建立自訂筆尖後，只要將筆刷檔案傳送給其他人即可分享。如果筆刷

使用自訂形狀，則必須同時分享筆刷檔案及該筆刷的自訂形狀檔案。

匯入自訂筆刷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匯入  自訂筆刷。 

「匯入自訂筆刷」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開啟舊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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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開啟舊檔」對話方塊中，導覽至要匯入的筆刷檔案，然後

按一下開啟舊檔。

4 在「匯入自訂筆刷」對話方塊中，選取要輸入的自訂筆刷，然

後按一下新增。 

如果要匯入多個筆刷，請按一下全部新增。

5 按一下確定，匯入自訂筆刷。

分享筆尖
編輯工作區

1 瀏覽至：Documents\Corel PaintShop Pro\17.0\ 筆刷。

導覽至您儲存自訂筆刷的資料夾 ( 如果與預設的 「筆刷」資料夾

不同 )。

2 分享筆刷檔案 ( 副檔名為 .PspBrush 或 .PspScript 的檔案 ) - 例
如，將這些檔案附加到電子郵件。

收件者應將比刷檔案儲存至：Documents\Corel PaintShop 
Pro\17.0\ 筆刷，或包含自訂筆刷的資料夾。

如果您要分享自選取區域建立的筆刷，則須同時分享 
PspBrush 檔及相關的 PspScript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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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美工圖案媒體工具塗畫和繪製

「美工圖案媒體」工具可讓您建立相當接近真實媒體、顏料、塗畫

及作者工具的數位美術作品。

本節涵蓋下列主題：

• 使用美工圖案媒體圖層

• 使用色彩混合面板

• 使用美工圖案媒體工具

• 使用油畫筆刷工具

• 使用粉筆工具

• 使用粉蠟筆工具

• 使用蠟筆工具

• 使用彩色鉛筆工具

• 使用麥克筆工具

• 使用水彩筆刷工具

• 使用色盤刀工具

• 使用色彩抹糊工具

• 使用美工圖案橡皮擦工具

使用美工圖案媒體圖層

「美工圖案媒體」圖層會在使用 「美工圖案媒體」工具時自動建

立。您也可以將「美工圖案媒體」圖層轉換成點陣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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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選擇使用「美工圖案媒體」圖層建立新影像。此外還可以選

擇要套用「美工圖案媒體」顏料的畫布材質，並將填色色彩或畫布

色彩套用至材質。若要新增至效果，可隨時讓「美工圖案媒體」圖

層變乾或變濕。

建立美工圖案媒體圖層
編輯工作區

• 選擇圖層  新增美工圖案媒體圖層。

「圖層」面板上出現了新增的 「美工圖案媒體」圖層 。

在工具列的「圖層」面板上，您也可以按一下 「新圖層」下

拉式清單 ，並選擇新增美工圖案媒體圖層，建立新的美工

圖案媒體圖層。

讓美工圖案媒體圖層變乾或變濕
編輯工作區

• 選擇「圖層」，然後按一下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乾美工圖案媒體圖層

• 濕美工圖案媒體圖層

「乾美工圖案媒體圖層」指令和 「濕美工圖案媒體圖層」指
令可在「步驟記錄」面板中選擇性地復原。

修改美工圖案媒體圖層屬性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按兩下美工圖案媒體圖層，顯示 「圖層內

容」對話方塊。

2 按一下畫布材質標籤。

3 修改圖層的任何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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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色彩混合面板

您可以使用「色彩混合」面板調和色彩，以及建立與使用傳統作者

面板所建立色樣類似的塗畫色樣。建立色彩後，便可使用「美工圖

案媒體」筆刷將它套用至畫布。

如果您調和過多色彩，可復原最近使用的 20 個 「色彩混合影像管

工具」或「色彩混合美工刀工具」工具的動作。您也可以重做色彩

混合動作。

重要！關閉程式後，「色彩混合」 面板中的動作記錄便會遺失；
不過，您可以在程式開啟時隨時關閉「色彩混合」面板，而不
會遺失變更。

根據預設，您建立的「色彩混合」頁面為 500×500 像素。不過，

您也可以建立更大的自訂色彩混合頁面。此外還可以將「色彩混

合」區域儲存為「色彩混合」頁面，以便重新載入，並且可於其他 
Corel PaintShop Pro 工作階段中使用。

混合色彩
編輯工作區

1 在「色彩控制」面板上，將前景及筆觸內容方塊設為色彩，並

從邊框、彩虹或樣本標籤中選擇色彩。

備註：若有任何「美工圖案媒體」工具為作用中，則 「前景及
筆觸內容」和「背景及填色內容」方塊下方的模式按鈕便為非
作用中。

2 在「色彩混合」面板上，選取色彩混合圖章工具 。

3 在「色彩混合器」區域中拖曳，以套用塗畫筆觸。

如果您要變更筆觸的寬度，請變更「大小」方塊中的設定。

備註：您可以重複步驟 1，選擇其他色彩。

4 選擇色彩混合美工刀工具 ，並拖曳至 「色彩混合」區域將色

彩加以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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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滑鼠右鍵在「色彩混合美工刀」工具和 「色彩混

合影像管圖章」工具之間切換。例如，按住滑鼠左鍵並拖曳

即可套用塗畫，而按住滑鼠右鍵並拖曳則可混合塗畫。

復原與取消復原混合
編輯工作區

• 在「色彩混合」面板上，按一下下列其中一個按鈕：

• 不混合  — 讓您復原「色彩混合影像管圖章」工具或「色彩

混合美工刀」工具的動作

• 重新混合  — 讓您取消復原「色彩混合影像管圖章」工具或

「色彩混合美工刀」工具的動作

選擇編輯  復原或編輯  取消復原、按一下 「標準」工具列
上的復原和取消復原按鈕，或按下 Ctrl + Z 或 Ctrl + Alt + Z，
並不能讓您復原或取消復原「色彩混合影像管」和 「色彩混
合美工刀」工具的動作。

使用色彩混合面板色彩
編輯工作區

1 在「色彩混合」面板上，選擇色彩混合滴管工具 ，並在「色

彩混合」區域按一下並選一色彩。 

備註：沿著「色彩控制」面板的 「色彩混合」區域周圍拖曳，
可將「前景及筆觸內容」方塊更新為目前的取樣位置。

2 在「工具」工具列上，選擇 「美工圖案媒體」工具。

3 開始繪畫。

備註：筆觸將會套用到「美工圖案媒體」圖層上。如果此圖層
類型不是作用中圖層，則會在開始用「美工圖案媒體」工具時，
自動建立一個作用中圖層。

4 若要選擇其他色彩，請使用色彩混合滴管工具從「色彩混合」

區域中選擇所要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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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管」工具的大小是由 「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大小設定
所決定。

您可以讓「美工圖案媒體」圖層變乾，或選擇圖層  乾美工
圖案媒體圖層或圖層  濕美工圖案媒體圖層，再次讓它變
濕。如需有關各項「美工圖案媒體」工具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第 537 頁的 〈使用美工圖案媒體工具〉。

建立自訂的色彩混合頁面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新增以顯示 「新影像」對話方塊。

2 在「影像度量」群組方塊中，輸入值以設定 「色彩混合」頁面

的度量。

備註：寬度和高度必須至少為 500 像素。

3 在「影像特性」群組方塊中，按一下美工圖案媒體背景選項。

4 按一下「選取畫布材質」區域中的材質樣本，然後從功能表中

選擇材質。

備註：材質會如同套用了「美工圖案媒體」顏料的隱藏介面般
執行。

5 按一下確定。

備註：此時，您就可以將「美工圖案媒體」套用至影像。

6 在「標準」工具列上，按一下儲存檔案按鈕 以顯示 「另存新

檔」對話方塊。 

您也可以

平移至色彩混合頁面的其他區域 按住導覽按鈕 以顯示整個 「色彩

混合」頁面。拖曳滑鼠即可加入所
需的頁面區域。

清除色彩混合頁面 在 「色彩混合」面板上，選擇清除
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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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導覽至 X:Program Files(x86)\Corel\Corel PaintShop Pro 
X7\Corel_17 （32 位元）或 X:Program 
Files\Corel\Corel PaintShop Pro X7 (64-bit)\Corel_17 （64 位元），

其中 "X" 是指安裝 Corel PaintShop Pro 的磁碟機。

8 將新影像儲存為 .pspimage 檔案格式。

您也可以從使用者資料夾存取色彩混合頁面：
Documents\Corel PaintShop Pro\17.0\ 色彩混合頁面。

您可以勾選「新影像」對話方塊中的啟動填色色彩核取方

塊，然後按一下色彩方塊並選擇填色色彩，以便為「色彩混

合」頁面填色。不過請注意，您無法取樣此色彩，「美工圖

案媒體」工具也不會影像此色彩。

載入色彩混合區域頁面
編輯工作區

1 按一下載入色彩混合頁面按鈕 。

2 按一下您要的色彩混合頁面，或瀏覽至儲存色彩混合頁面的資

料夾。

備註：色彩混合頁面預設儲存在：Documents\Corel PaintShop 
Pro\17.0\ 色彩混合頁面。

您也可以載入色彩混合頁面，方法是：按一下色彩混合功能

表圖示 並選擇載入頁面。

您也可以

將色彩混合區域儲存為頁面 在 「色彩混合」面板上，選擇儲存
頁面或另存頁面為，然後輸入頁面
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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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美工圖案媒體工具

在「美工圖案媒體」圖層上工作時，可以使用 「美工圖案媒體」工

具。「美工圖案媒體」工具可讓您模擬實際使用顏料媒體如顏料、

粉筆、粉蠟筆或鉛筆時，所達到的豐富而生動的結果。

重要！雖然「美工圖案媒體」工具支援 「預設」，但不像 「塗
畫筆刷」工具和其他點陣繪圖工具支援自訂筆刷筆尖。

濕顏料媒體工具

「油畫筆刷」、「水彩筆刷」和 「麥克筆」工具會模擬使用實際濕顏

料和工具塗畫的效果。而「油畫筆刷」甚至會在筆觸終點建立顏料

用盡的效果。若要取得更多塗畫，只要放開滑鼠鍵，然後拖曳更多

塗畫筆觸即可。

「油畫筆刷」工具和 「色盤刀」工具可讓您在筆刷尖端產生含有多

種色彩的筆觸。此功能會模擬使用實際塗畫色盤和多種濕顏料可達

到的效果。此外，您還可以讓套用的濕筆觸變乾。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第 532 頁的 〈讓美工圖案媒體圖層變乾或變濕〉。

乾顏料媒體工具

「粉筆」、「粉蠟筆」、「蠟筆」和 「彩色鉛筆」工具可讓您建立模

擬使用乾顏料媒體建立美術作品的效果。與「油畫筆刷」工具不同

的是，乾工具的顏料媒體不會用盡。而且使用這些工具套用的顏料

量，比使用「油畫筆刷」工具套用的顏料量少。

色盤刀、色彩抹糊和美工圖案橡皮擦工具

您可以使用「色盤刀」套用和抹糊美工圖案媒體顏料，還可以使用

「色彩抹糊」工具調和顏料，如同使用手指或布。

您可以使用「美工圖案橡皮擦」工具清除顏料。不過，如果使用

「美工圖案橡皮擦」清除使用多筆塗畫筆觸建立的顏料 ( 例如使用

「油畫筆刷」工具套用的顏料 )，則可能需要多個筆觸才能清除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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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如果使用此工具清除使用「粉筆」工具或 「彩色鉛筆」工具建

立的顏料，則只需少數筆觸即可達成。

建立相片的藝術建構

您可以給予相片影像塗畫或繪製的外觀。只要將「美工圖案媒體」

工具拖曳至色彩，即可藉由取樣筆刷中央下方的資料來選擇顏料或

塗畫色彩，無論圖層類型為何。當您按住滑鼠按鍵開始筆觸時請注

意，筆觸進行過程中會執行單一樣本並使用結果色彩。

使用美工圖案媒體工具
編輯工作區

1 在「工具」面板上，選擇下列其中一項工具：

• 油畫筆刷

• 粉筆

• 粉蠟筆

• 蠟筆

• 彩色鉛筆

• 麥克筆

• 水彩筆刷

• 色盤刀

• 色彩抹糊

• 美工圖案橡皮擦

2 在「工具屬性列」面板上，按一下預設值按鈕並選擇預設筆刷。

如果要調整預設筆刷，則變更「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任何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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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鍵盤調整筆刷大小
編輯工作區

建立相片的藝術建構
編輯工作區

1 在影像開啟時，選擇套用塗畫或顏料的「美工圖案媒體」工具。

2 勾選「工具屬性列」面板上的描圖核取方塊。

3 將游標放在要取樣下方色彩的影像上方，然後拖曳並使用取樣色

彩套用筆觸。

結果色彩會在筆觸過程中使用。

您可以調整筆刷大小和顯示比例來實驗結果。

使用「魔術棒」工具建立色彩為主的選取區域，並將顏料或

塗畫套用至色彩取樣區，即可達到精確的結果。

使用油畫筆刷工具

您可以使用「油畫筆刷」工具模擬藉由厚媒體，而非透過覆蓋功能調

和色彩的濃厚媒體。還可以載入含有多種色彩的「油畫筆刷」工具

。此外還可混合色彩與畫布上已有的油料，藉此塗抹和調和色彩。

您可以利用多種選項，在筆觸之間管理重新載入「油畫筆刷」工具

尖端。您可以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以互動方式增加或減少筆刷大小 按住 Alt 並拖曳。

筆刷大小增加 1 個像素 按住 Alt 並按下 C。

筆刷大小增加 20 個像素 按住 Shift + Alt，並按下 C。

筆刷大小減少 1 個像素 按住 Alt 並按下 X。

筆刷大小減少 20 個像素 按住 Shift + Alt，並按下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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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載入使用純色的筆刷

• 從「色彩混合」頁面取樣以重新載入筆刷

• 載入筆刷及其目前內容，以及「色彩混合」頁面中選擇性的色

彩數目

• 不載入筆刷，並於每一筆觸後深入色盤或畫布

從筆觸藉由塗抹或彼此混合與其他筆觸互動的方式來看，「油畫筆

刷」工具所套用的塗畫筆觸為濕筆畫。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32 頁的〈讓美工圖案媒體圖層變乾或變濕〉。

油畫筆刷工具屬性列
編輯工作區

油畫筆刷工具屬性列包括

• 形狀 — 定義筆刷筆尖的形狀

• 大小 — 定義工具尖端的像素大小

• 厚度 — 定義工具尖端的外觀比例。此設定只有在已選擇固定角

度的「尖端追蹤」選項時才會啟用。

• 旋轉 — 定義尖端旋轉的角度 ( 單位：度 )

• 尖端追蹤 — 定義工具尖端隨使用者的筆觸路徑彎曲，或維持固

定角度

• 尖端載入 — 定義筆觸開始時，筆刷上材料的百分比

• 黏性 — 定義筆刷上材料的套用比例，以及顏料用盡之前的筆觸

長度

• 硬度 — 筆刷的展開量、建構線條隨壓力增加而變寬的方式，以

及滲透塗畫表面的程度

• 刷毛大小 — 會影響材質的下方雜點功能以及塗畫的套用

• 自動清除核取方塊 — 清除筆刷，並於新筆觸開始時重新載入含

新鮮塗畫的筆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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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若未勾選，則不會在筆觸開始時清除筆刷尖端。而骯髒
的尖端會殘留少量目前色彩，並參雜上一筆觸的任何骯髒尖端
狀態。

• 清除按鈕 — 清除尖端，並以新鮮的塗畫或顏料開始下一筆觸

• 描圖核取方塊 — 可讓目前的「美工圖案媒體」工具藉由取樣筆

刷中央下的資料選取顏料或塗畫色彩，無論圖層類型為何。

重要！當您按住滑鼠按鍵開始筆觸時請注意，筆觸進行過程中會
執行單一樣本並使用結果色彩。

使用粉筆工具

「粉筆」工具 可讓您在筆觸進行的過程中建立一致的乾媒體。顏

料會根據您選擇的壓力設定滲透畫布材質。「粉筆」工具的筆觸沒

有刷毛元素，而是套用受畫布材質影響的平面或有角度的邊緣。

粉筆工具屬性列
編輯工作區

「粉筆」工具屬性列包括

• 形狀 — 定義粉筆筆尖的形狀

• 大小 — 定義工具尖端的像素大小

• 厚度 — 定義工具尖端的外觀比例

• 旋轉 — 定義尖端旋轉的角度 ( 單位：度 )

• 尖端追蹤 — 定義工具尖端隨筆觸路徑彎曲，或維持固定角度

• 描圖核取方塊 — 不管圖層類型是哪一種，都可讓「粉筆」工具

藉由取樣工具中央下的資料來選取顏料色彩。( 此功能與 「仿製

筆刷」的「合併樣本」工具屬性列的執行方式大致相同 )。

重要！當您按住滑鼠按鍵開始筆觸時請注意，筆觸進行過程中會
執行單一樣本並使用結果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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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粉蠟筆工具

粉蠟筆是乾媒體，比粉筆柔和，但與粉筆一樣可無限載入筆刷。套

用「粉蠟筆」工具 時，它的乾顏料能容易的滲透畫布材質，其壓

力也在套用時成比例。粉蠟筆顏料的固定黏性比粉筆稍低，表示您

套用的筆觸自顏料棒斷開時，會在畫布上留下少量。粉蠟筆的筆觸

沒有刷毛元素，而是呈現平面或有角度的棒狀表面。筆觸邊緣會根

據畫布的材質脫離和斷開。

粉蠟筆會稍微發亮，藉由稍微塗抹與本身進行互動，且以輕微壓力

套用時會稍微弄髒工具尖端。它載入的畫布量比粉筆多，套用時斷

開的次數也較多，而如此可顯示更多部份的表面。

粉蠟筆工具屬性列
編輯工作區

「粉蠟筆」工具屬性列包括

• 形狀 — 定義粉蠟筆筆尖的形狀

• 大小 — 定義工具尖端的像素大小

• 厚度 — 定義工具尖端的外觀比例

• 旋轉 — 定義尖端旋轉的角度 ( 單位：度 )

• 尖端追蹤 — 定義工具尖端隨使用者的筆觸路徑彎曲，或維持固

定角度

• 描圖核取方塊 — 可讓「粉蠟筆」工具藉由取樣工具中央下的資

料選取顏料色彩，無論圖層類型為何。

重要！當您按住滑鼠按鍵開始筆觸時請注意，筆觸進行過程中會
執行單一樣本並使用結果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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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蠟筆工具

蠟筆是與粉筆類似的乾媒體，但感覺較濕，可避免看起來粉粉的感

覺。這個工具可無限載入顏料。套用「粉蠟筆」工具 時，它的乾

顏料能容易的滲透畫布材質，其壓力也在套用時成比例。這是因為 
Corel PaintShop Pro 會模擬純色工具尖端。顏料會留下稍微像蠟的

量，可在塗畫時塗抹一段短距離。蠟筆的筆觸沒有刷毛元素，而是

呈現平面或有角度的工具表面。筆觸本身所呈現的脫離和斷開狀

態，則深受畫布材質影響。不過，蠟筆顏料的透明度比粉筆低，而

且不會有粉粉的感覺。

蠟筆比粉蠟筆稍亮些，本身塗抹程度較少，但是會套用極少量至畫

布，而重複使用時可透過凹凸呈現平滑狀態。這是因為套用的量黏

性足夠，可填入凹痕，同時也夠密集，可避免大範圍塗抹。

蠟筆工具屬性列
編輯工作區

「蠟筆」工具屬性列包括

• 形狀 — 定義蠟筆筆尖的形狀

• 大小 — 定義工具尖端的像素大小 

• 厚度 — 定義工具尖端的外觀比例

• 旋轉 — 定義尖端旋轉的角度 ( 單位：度 )

• 尖端追蹤 — 控制工具尖端隨使用者的筆觸路徑彎曲，或維持固

定角度

• 描圖核取方塊 — 可讓「蠟筆」工具藉由取樣工具中央下的資料

選取顏料色彩，無論圖層類型為何。 

重要！當您按住滑鼠按鍵開始筆觸時請注意，筆觸進行過程中會
執行單一樣本並使用結果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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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彩色鉛筆工具

「彩色鉛筆」工具 可讓您套用乾鉛筆筆觸，於套用輕微壓力時進

行調和，以及於套用強烈壓力時進行覆蓋。「彩色鉛筆」工具不會

套用凹凸至表面，只有在套用壓力至畫布時才會塗抹。您可以使用

「色彩抹糊」工具調和彩色鉛筆筆觸。

彩色鉛筆工具屬性列
編輯工作區

「彩色鉛筆」工具屬性列包括

• 形狀 — 定義彩色鉛筆筆尖的形狀

• 大小 — 定義工具尖端的像素大小

• 厚度 — 定義工具尖端的外觀比例

• 旋轉 — 定義尖端旋轉的角度 ( 單位：度 )

• 尖端追蹤 — 控制工具尖端隨使用者的筆觸路徑彎曲，或維持固

定角度

• 樣式 — 決定使用筆式時「彩色鉛筆」工具筆尖的行為

選擇傾斜度可透過以筆式傾斜度為基礎的線性發展來變更樣式。

選擇筆尖可模擬使用特定鉛筆筆尖。選擇邊緣可模擬使用鉛筆的

邊緣。 

• 柔軟度 — 鉛筆芯的柔軟度以及壓力將鉛粉散入畫布，或套用時

弄髒的難易度

• 描圖核取方塊 — 可讓「彩色鉛筆」工具藉由取樣工具中央下的

資料選取顏料色彩

重要！當您按住滑鼠按鍵開始筆觸時請注意，筆觸進行過程中會
執行單一樣本並使用結果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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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麥克筆工具

「麥克筆」工具 可讓您套用類似麥克筆在畫布上繪製的顏料。麥

克筆為稍微濕的媒體，雖然一般來說仍不夠濕，無法與其他濕媒體

進行互動。顏料套用至畫布上時會有加倍的效果，模擬在同一點上

重複使用筆的互動。一般來說，筆的筆觸邊緣會相當清楚地脫離，

而且即使在輕微壓力下，仍會完全的滲透畫布。

麥克筆工具屬性列
編輯工作區

「麥克筆」工具屬性列包括

• 形狀 — 定義麥克筆筆尖的形狀

• 大小 — 定義工具尖端的像素大小

• 厚度 — 定義工具尖端的外觀比例

• 旋轉 — 定義尖端旋轉的角度 ( 單位：度 ) 

• 尖端追蹤 — 控制工具尖端隨筆觸路徑彎曲，或維持固定角度

• 描圖核取方塊 — 可讓「麥克筆」工具藉由取樣工具中央下的資

料選取顏料色彩，無論圖層類型為何

重要！當您按住滑鼠按鍵開始筆觸時請注意，筆觸進行過程中會
執行單一樣本並使用結果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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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水彩筆刷工具

您可以使用「水彩筆刷」工具 以模擬水彩畫的透明筆觸。水彩筆

刷筆觸會滲透畫布材質，從筆觸藉由塗抹或彼此混合與其他筆觸互

動的方式來看，所套用的塗畫筆觸為濕筆畫。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第 532 頁的 〈讓美工圖案媒體圖層變乾或變濕〉。

若要重新載入水彩筆刷工具，您可以執行以下步驟：

• 重新載入使用純色的筆刷

• 從「色彩混合」頁面取樣以重新載入筆刷

水彩筆刷工具屬性列
編輯工作區

水彩筆刷工具屬性列包括

• 形狀 — 定義筆刷筆尖的形狀

• 大小 — 定義工具尖端的像素大小

• 厚度 — 定義工具尖端的外觀比例。此設定只有在已選擇固定角

度的「尖端追蹤」選項時才會啟用。

• 旋轉 — 定義尖端旋轉的角度 ( 單位：度 )

• 尖端追蹤 — 定義工具尖端隨使用者的筆觸路徑彎曲，或維持固

定角度

• 黏性 — 定義筆刷上材料的套用比例，以及顏料用盡之前的筆觸

長度

• 硬度 — 筆刷的展開量、建構線條隨壓力增加而變寬的方式，以

及滲透塗畫表面的程度

• 刷毛大小 — 會影響材質的下方雜點功能以及塗畫的套用

• 自動清除核取方塊 — 清除筆刷，並於新筆觸開始時重新載入含

新鮮塗畫的筆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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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若未勾選，則不會在筆觸開始時清除筆刷尖端。而骯髒
的尖端會殘留少量目前色彩，並參雜上一筆觸的任何骯髒尖端
狀態。

• 清除按鈕 — 清除尖端，並以新鮮的塗畫或顏料開始下一筆觸

• 描圖核取方塊 — 可讓目前的「美工圖案媒體」工具藉由取樣筆

刷中央下的資料選取顏料或塗畫色彩，無論圖層類型為何。

使用色盤刀工具

「色盤刀」工具 可與畫布上的媒材互動使用。一般來說，您會與

「油畫筆刷」工具專用的筆觸一同使用，因為這是唯一套用大量媒

體的工具。由於大部分媒體會在某個點減少，因此要塗抹的部份便

較少，而使用「色盤刀」工具的效果也不顯著。這表示僅套用少量

媒體的「蠟筆」工具，只會稍微受到 「色盤刀」工具的影響。

載入或清除「色盤刀」工具的方法與 「油畫筆刷」工具類似。您可

以在每一筆觸後自動清除、保留從畫布選取的色彩，或允許手動清

除。您可以使用「色盤刀」工具來套用顏料或進行塗抹。

從筆觸藉由塗抹或彼此混合與其他筆觸互動的方式來看，「色盤刀」

工具所套用的塗畫筆觸為濕筆畫。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32 頁

的〈讓美工圖案媒體圖層變乾或變濕〉。

色盤刀工具屬性列
編輯工作區

「色盤刀」工具屬性列包括

• 形狀 — 定義色盤刀尖的形狀

• 大小 — 定義工具尖端的像素大小

• 厚度 — 定義工具尖端的外觀比例

此設定只有在已選擇固定角度的「尖端追蹤」選項 時才會啟用。

• 旋轉 — 定義尖端旋轉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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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端追蹤 — 控制工具尖端隨使用者的筆觸路徑彎曲，或維持固

定角度

• 尖端載入 — 定義筆觸開始時，筆刷上材料的百分比

• 自動清除核取方塊 — 清除工具，並於新筆觸開始時深入新塗畫

• 清除按鈕 — 清除尖端，並以新鮮的塗畫或顏料開始下一筆觸 

此按鈕只有在未勾選自動清除核取方塊時啟用。

• 描圖核取方塊 — 可讓「色盤刀」工具藉由取樣工具中央下的資

料選取顏料或塗畫色彩，無論圖層類型為何。 

重要！當您按住滑鼠按鍵開始筆觸時請注意，筆觸進行過程中會
執行單一樣本並使用結果色彩。

使用色彩抹糊工具

「色彩抹糊」工具 可讓您塗抹現有顏料，包括在畫布上沒有份量

的顏料，例如鉛筆筆觸。此工具會模擬透過粉筆或鉛筆筆觸，在畫

布上拖曳布料或手指的效果。

您可以使用「色彩抹糊」工具在乾顏料上建立弄髒效果，或在濕顏

料上建立塗抹效果。

色彩抹糊工具屬性列
編輯工作區

「色彩抹糊」工具屬性列包括

• 形狀 — 定義工具筆尖的形狀

• 大小 — 定義工具尖端的像素大小

• 厚度 — 定義工具尖端的外觀比例

• 旋轉 — 定義尖端旋轉的角度 ( 單位：度 )

• 尖端追蹤 — 控制工具尖端隨筆觸路徑彎曲，或維持固定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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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美工圖案橡皮擦工具

「美工圖案橡皮擦」工具 可讓您清除影像中的美工圖案媒體。雖

然此工具並非相當逼真，但它能提供您清除錯誤的彈性，而不需復

原整個筆觸。

美工圖案橡皮擦工具屬性列
編輯工作區

「美工圖案橡皮擦」工具屬性列包括

• 形狀 — 定義橡皮擦筆尖的形狀

• 大小 — 定義工具尖端的像素大小

• 厚度 — 定義工具尖端的外觀比例

• 旋轉 — 定義尖端旋轉的角度 ( 單位：度 )

• 尖端追蹤 — 控制筆刷尖端隨筆觸路徑彎曲，或維持固定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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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進階色彩功能

Corel PaintShop Pro 具備許多進階色彩功能，可讓您以各種不同方式

使用色彩。例如，您可以變更影像的色彩深度，以便將其用於列印

或 Web。您可以控制顯示器顯示色彩的方式和管理輸出用的色彩，

也可以將影像分割成色頻。

本節涵蓋下列主題：

• 了解色彩深度

• 檢視色彩深度資訊

• 增加影像色彩深度

• 減少影像色彩深度

• 了解色彩減少方法

• 了解色盤選項

• 使用影像色盤

• 了解色彩和色彩模式

• 了解顯示器色彩與列印色彩的不同

• 校正顯示器

• 使用色彩管理

• 使用色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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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色彩深度

色彩深度又稱位元深度，意指影像每個像素所能顯示的色彩數。色

彩深度增加，影像所能顯示的色彩數也會隨之增加。像素的色彩資

訊都儲存在特定數量的電腦位元中，1 位元至 48 位元皆有可能。在 
1 位元影像中，每個像素僅可顯示黑白兩色中的一種。在位元深度

較大的影像中，每個像素可顯示更多的色彩數。以相機的 RAW 格
式儲存的高階數位相機相片包含有最多的色彩，但同時也需要較大

的硬碟儲存空間，而且顯示和處理相片時也需要較大的系統記憶體

空間。

在 Corel PaintShop Pro 中，您可以使用下列色彩深度：

• 2 色

• 16 色

• 256 色

• 每色頻 8 位元 RGB

• 每色頻 8 位元灰色

• 每色頻 16 位元 RGB

• 每色頻 16 位元灰色

在變更影像色彩深度之前，請考慮下列項目：

• 許多效果和校正指令僅適用於更高色彩深度的影像。影像處理完

畢後，可以減少色彩深度再另存為其他格式。

• 電腦顯示器也有色彩深度，這是由顯示器本身功能以及選取的色

彩設定共同決定產生。如果影像色彩深度高於顯示器所能顯示

者，影像便會出現色彩變形。

• 有些檔案格式限制支援色彩的數量，如此一來影像才能在各類顯

示器上正確顯示。例如，網頁上常用的 GIF 影像格式即包含多達 
256 色 (8 位元深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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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色彩深度資訊

您可以使用 Corel PaintShop Pro 檢視影像的色彩深度資訊，也可以

檢查顯示器的色彩深度，確定其支援作用中影像的色彩深度。

影像實際使用的色彩數通常少於色彩深度。例如，一個 1600 萬色

的影像可以顯示 1600 萬種色彩，但實際可能只使用 5 萬種色彩。您

可以使用 Corel PaintShop Pro 檢視影像或圖層使用的色彩數。

檢視影像色彩深度
編輯工作區

• 選擇影像  影像資訊。

「目前影像資訊」對話方塊便會出現。影像色彩深度值顯示在

「影像」群組方塊的「像素深度 / 色彩」欄位中。

您也可以在「狀態」列檢視色彩深度資訊。色彩深度資訊顯
示在代表影像像素尺寸的兩個數字之後。

按下 F9，按一下資訊標籤，再檢視「色彩深度」欄位，亦可

在「概觀」面板上檢視色彩深度資訊。

檢視顯示器色彩深度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說明  關於 PaintShop Pro。

2 按一下系統資訊。

3 向下捲動至「視訊驅動程式資訊」區段，檢視「色彩數」欄位。

檢視影像色彩數
編輯工作區

• 選擇影像  計算影像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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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圖層色彩數
編輯工作區

1 在「圖層」面板上，選取要檢查的圖層。

2 選擇圖層  計算圖層色彩。

增加影像色彩深度

如果影像色彩深度少於 24 位元，您可能會想增加色彩深度，以便使

用各種效果和校正指令，這些效果和指令很多只能處理 1600 萬色

影像。視影像色彩深度而定，您可能也會將影像增加至 16 色 (4 位
元 ) 或 256 色 (8 位元 )。

增加影像色彩深度
編輯工作區

• 選擇影像  增加色彩深度，再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16 色色盤

• 256 色色盤

• RGB - 8 位元 / 色頻

• RGB - 16 位元 / 色頻

 作用中影像若是灰階，色彩深度則無法使用。

影像若具備色盤，例如，如果您有一個 256 色 (8 位元 ) 的影
像，且又需要維持色盤色彩，您可以在增加色彩深度之前先
儲存色盤。色彩編輯完畢之後，再重新載入色盤即可。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61 頁的〈使用影像色盤〉。

如果要將數個影像增加或減少至相同色彩深度，您可以在工

具列新增一個按鈕，按一下即自動設定色彩深度。如需詳細

資訊，請參閱第 580 頁的 〈自訂工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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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影像色彩深度

如果要建立螢幕檢視用的影像，您可以減少色彩數以縮小影像大小

並確保影像顯示正確。

在減少色彩深度之前，請考慮下列項目：

• 許多 Corel PaintShop Pro 效果和校正指令僅適用於 1600 萬色和

灰階影像。

• 當您減少色彩深度時，Corel PaintShop Pro 會扁平化影像，合併

所有圖層上的資料。不過，您可以將向量圖層新增至任何色彩深

度的影像。

如果要建立 Web 影像，建議您使用 1600 萬色 (24 位元 ) 的 
PspImage 影像。影像編輯完畢後，可以使用 GIF 最佳化、JPEG 最佳

化或 PNG 最佳化輸出影像，以減少影像色彩深度，準備 Web 發行。

視影像目前的色彩深度而定，您可以將色彩深度減少至下列色彩

深度。

雙色 (1 位元 )

您可以將影像色彩深度減少至雙色，藉此建立黑白影像。例如，如

果影像已是黑白，可將色彩深度減少至雙色，以縮小檔案大小。

16 色 (4 位元 )

如果影像只有少數幾種色彩，您可以將影像色彩深度減少至 16 色 
(4 位元 )。此色彩深度非常適用於網頁上的簡單圖形，可加快載入

速度。生成的影像會有一個影像色盤，內含 16 種特別色。編輯影

像色盤可變更這些色彩。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61 頁的 〈使

用影像色盤〉。

256 色 (8 位元 )

將影像色彩深度減少至 256 色 (8 位元 ) 時，您可以選擇適用 Web 的
色盤，確保不論使用 Web 瀏覽器或顯示器檢視影像，都有預期的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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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效果。您只能將彩色影像轉換成 256 色 (8 位元 )。如需將影像轉

換成 8 位元灰階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559 頁的〈建立 8 位元灰階

影像〉。

灰階 (8 位元 )

您可以將彩色影像轉換成 8 位元灰階影像，可使用多達 256 種不同

的灰色。

32K 和 64K 色 (24 位元 )

您可以將色彩深度減少至 32K (32,000) 或 64K (64,000) 色，以減少 
24 位元影像所使用的色彩數。在舊型顯示器上顯示 32K 或 64K 色影

像，其重新整理速率較顯示 1600 萬色的 24 位元影像佳。

將色彩深度減少至選取的色彩數

您可以指定要使用的色彩數，以減少影像中使用的色彩數。只要指

定色彩數，Corel PaintShop Pro 便會將影像轉換成適當的色彩深度。

例如，如果指定 16 色或更少色彩，影像便會儲存成 4 位元影像；如

果指定 17 至 256 色，影像則會儲存成 8 位元影像。若影像儲存成 
GIF 等檔案格式，則指定影像色彩較為有利，因為檔案壓縮深受影像

色彩數影響。例如，使用 100 色建立的 GIF 檔案便較 256 色建立的檔

案小，即使兩個檔案都是 8 位元影像。檔案愈小，下載速度愈快。

將色彩深度減少至 2 色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影像  減少色彩深度  2 色色盤。

2 在「色盤元素」群組方塊中，選擇最終影像要使用的色頻。

多數情況下，選擇灰色值選項可產生最佳結果。不過，如果影像

主要是由單一色彩組成，則選取該色頻才會產生最佳結果。

3 在「減少方法」群組方塊中，選擇一種色彩減少方法。

如需有關色彩減少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60 頁的〈了解色彩

減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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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色盤粗細」群組方塊中，選取一個選項：

• 已調整粗細 — 已調整粗細的色盤遞色較少，邊緣較為銳利

• 未調整粗細 — 未調整粗細的色盤遞色較多，邊緣較柔和

附註：遞色功能會將不同色彩或灰階的像素相鄰放置，以模擬缺

少的色彩或灰色。

5 按一下確定。

您也可以選擇調整  亮度與對比  臨界值來建立黑白影像。

使用此指令，色彩深度不會改變。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76 頁的〈將相片的像素轉換成黑白〉。

將色彩深度減少至 16 色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影像  減少色彩深度  16 色色盤。

2 在「色盤」群組方塊中，選擇色盤選項。

如需有關設定「色盤」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61 頁的

〈使用影像色盤〉。

3 在「減少方法」群組方塊中，選擇一種色彩減少方法。

如需有關色彩減少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60 頁的〈了解色彩

減少方法〉。

附註：「階層式遞色」選項僅供 Windows 色彩色盤使用。

4 在「選項」群組方塊中，勾選或取消勾選下列核取方塊：

• 增加標示色彩值 — 當您在影像中選取某個區域時，這個選項

可讓您藉由輸入的係數強調選取區域中的色彩

• 減少色彩擴散 — 當您選擇「最佳化中間值裁切」或「最佳化 
Octree」色盤以及「模糊擴散」減少方法時，這個選項可使色

彩由左至右的擴散效果較不顯著

5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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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要在轉換中強調某些色彩的重要性，請在減少色彩深

度之前，先建立要使用的選取區域。

將色彩深度減少至 256 色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影像  減少色彩深度  256 色色盤。

2 在「色盤」群組方塊中，選擇色盤選項。如需有關設定 「色

盤」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61 頁的〈使用影像色盤〉。

3 在「減少方法」群組方塊中，選擇一種色彩減少方法。

如需有關減少色彩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60 頁的〈了解色彩

減少方法〉。

附註：「階層式遞色」選項僅供「標準 / 適用網頁的色盤」使用。

4 在「選項」群組方塊中，選擇下列任一個選項：

• 增加標示色彩值 — 當您在影像中選取某個區域時，這個選項

可讓您藉由輸入的係數強調選取區域中的色彩

• 包含 Windows 色彩 — 當您選擇「最佳化中間值裁切」或

「最佳化 Octree」色盤選項時，這個選項可讓您將 16 種標準 
Windows 色彩納入轉換後的影像色盤中

• 減少色彩擴散 — 當您選擇「最佳化中間值裁切」或「最佳化 
Octree」色盤以及「模糊擴散」減少方法時，這個選項可使色

彩由左至右的擴散效果較不顯著

5 按一下確定。

如果您要在轉換中強調某些色彩的重要性，請在減少色彩深

度之前，先建立要使用的選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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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8 位元灰階影像
編輯工作區

• 選擇影像  灰階。

將色彩深度減少至 32K 或 64K 色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影像  減少色彩深度，再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32K 色 (8 位元 / 色頻 ) — 將色彩數減少至 32,000

• 64K 色 (8 位元 / 色頻 ) — 將色彩數減少至 64,000

2 在「減少方法」群組方塊中，選取一種色彩減少方法。

如需有關減少色彩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60 頁的〈了解色彩

減少方法〉。

3 按一下確定。

將色彩深度減少至選取的色彩數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影像  減少色彩深度  X 色 (4/8 位元 )。

2 在色彩數量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色彩數 ( 可從 2 至 256)。

3 在「色盤」群組方塊中，選取色盤選項。

如需有關設定「色盤」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61 頁的

〈使用影像色盤〉。

4 在「減少方法」群組方塊中，選擇一種色彩減少方法。

如需有關減少色彩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60 頁的〈了解色彩

減少方法〉。

5 在「選項」群組方塊中，選擇下列任一個選項：

• 增加標示色彩值 — 當您在影像中選取某個區域時，這個選項

可讓您藉由輸入的係數強調選取區域中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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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 Windows 色彩 — 當您選擇「最佳化中間值裁切」或

「最佳化 Octree」色盤時，這個選項可讓您將 16 種標準 
Windows 色彩納入轉換後的影像色盤中 

• 減少色彩擴散 — 當您選擇「最佳化中間值裁切」或「最佳化 
Octree」色盤以及「模糊擴散」減少方法時，這個選項可減少

色彩由左至右的擴散效果

6 按一下確定。

如果您要在轉換中強調某些色彩的重要性，請在減少色彩深

度之前，先建立要使用的選取區域。

了解色彩減少方法

減少影像色彩深度時，您必須選取一種色彩減少方法。視您選取的

色彩深度而定，可使用其中的兩種或三種方法：

• 最接近色彩 — 以新產生色盤中最接近原始 RGB 值的色彩取代像

素的原始色彩。此方法會清除遞色，產生高對比影像，適用於最

簡單的圖形。

• 模糊擴散 — 以色盤中最相似的色彩取代像素的原始色彩，但同時

也將原始色彩和新色彩之間的差異擴展至周圍像素。當進行色彩

取代 ( 從影像左上方至右下方 ) 時，它會在選取最相似色彩前，將

「模糊」或差異新增至其他像素。此方法可產生外觀自然的影像，

通常用於相片或複雜圖形。使用「模糊擴散」方法，您必須選取 
Floyd-Steinberg、Burkes 或 Stucki 演算法作為遞色模式。

• 階層式遞色 — 調整鄰近像素使兩種色彩產生第三種色彩的視覺

效果，同時依據已知色盤混合像素產生圖樣。您可以使用此方法

讓影像外觀顯得比實際上包含更多色彩。但影像也可能看似由交

叉平行線和圓點組成，明亮和陰暗的區域非常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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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影像深度時，不要因為色彩減少方法和色盤選項組成的數學演

算法而感到不知所措。建議您從預設設定開始。如果滿意套用結

果，可以再嘗試其他設定組合。多試幾次就能找出最適合的選項。

了解色盤選項

減少影像色彩深度時，您必須選取一個色盤選項。視您選取的色彩

深度而定，可使用其中的兩種或三種方法：

最佳化中間值裁切 — 依據色彩在影像中的出現頻率量測並排列色彩

等級，然後再使用最常出現的色彩決定新色盤。即使影像包含的色

彩較新產生的色盤色彩少，但此方法仍可能無法準確表示每一種色

彩。因此，這個方法不如「最佳化 Octree」方法準確，但卻比較適

用於強調色彩。

最佳化 Octree — 建立一棵八階層的「樹」，其上有八個分支節點，

總計有 256 片獨立 「樹葉」或色彩，藉此決定新色盤。此方法試圖

重製原始影像中的每一種色彩，因此如果影像包含的色彩較新產生

的色盤色彩少，影像中的所有色彩便都能重製。此方法較「最佳化

中間值裁切」快速且準確，但是強調色彩的效果相對較差。 

Windows — 將每個像素的色彩變更成 Windows 色盤中最接近的

色彩

標準 / 適用網頁的色盤 — 將每個像素的色彩變更成標準適用 Web 色
盤中最接近的色彩。您可以使用此方法建立 Web 影像，使其可在多

數顯示器上檢視，不會有色彩變形的現象。

使用影像色盤

影像色盤是影像所用色彩的集合，與畫家的調色盤相似。影像色盤是

顯示器所能顯示的所有色彩子集。並非所有影像都有影像面板－只有

色彩深度介於 16 至 256 色之間的影像才有可以微調和編輯的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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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深度達 1600 萬色的影像沒有影像色盤，因為它們可能包含電

腦所能顯示的全部色彩。就這些影像而言，您可以載入影像色盤，

將影像的色彩深度減少至 256 色 (8 位元 )。載入色盤所產生的結果

與減少色彩深度相同，除非您控制了轉換影像所能使用的色彩。如

需有關色彩深度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52 頁的 〈了解色彩深

度〉。

您也可以建立和儲存專屬的色盤。預設色盤位於 Corel PaintShop Pro 
程式資料夾的「色盤」資料夾中。只要儲存色盤，便可將其載入至

其他影像；這是讓不同影像維持一致色彩的好方法。如果要進行大

量色彩變更又想儲存一份色盤備份，儲存色盤這個動作也非常有用。

如果色盤僅與目前的影像一起使用，則不需要將其儲存成獨立檔

案，因為該色盤的色彩已經與影像本身一併儲存。

編輯灰階影像的色盤

編輯灰階影像的色彩色盤時，程式會提示您將影像變更成 8 位元的

索引色彩。這可讓您為灰階影像新增色彩。

使用適用網頁的色彩面板

Corel PaintShop Pro 提供適用網頁的 256 色色盤，此即「安全」色

盤。使用此色盤的影像可以在大多數電腦顯示器上檢視，而不會有

色彩變形的現象。在影像上使用此色盤的方法有三：

• 您可以將「安全」色盤載入影像。就 1600 萬色 (24 位元 ) 影像

而言，此動作可扁平化影像，將影像的色彩深度減少至 256 色 
(8 位元 )，以便使用程式提供的各項指令。 

• 您可以將影像色彩減少至 256 色，並選取 「標準 / 適用網頁的

色盤」選項。減少色彩深度也會扁平化圖層，使某些指令無法

使用。

• 您可以編輯 1600 萬色影像 ( 將其儲存成 PspImage 檔案格式 )，
再使用「GIF 最佳化」或「PNG 最佳化」輸出影像副本。這些

最佳化會根據預設使用適用網頁的色盤，減少儲存影像的色彩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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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此為建議使用的選項，因為它不會改變色彩深度或將原始 
PspImage 檔案的圖層扁平化。如需有關儲存最佳化影像的詳細

資訊，請參閱第 667 頁的〈儲存 Web 影像〉。

使色盤色彩變透明

色盤式影像 (256 色或色彩更少的影像 ) 不支援透明背景，但使用網

頁影像時，卻常需要讓影像部分變透明。例如，您可能有個圓形標

誌，希望網頁背景顯示在標誌四周。

多數網頁瀏覽器可以選擇不顯示某種色彩，迅速使該色彩變透明。

在 Corel PaintShop Pro 中，您有兩種方法可使色彩變透明：

• 您可以使某種色彩在影像色盤中變透明。該色彩可為背景色彩或

影像中的任何色彩。若要設定透明色彩，影像必須只有一個圖層

並使用影像色盤，亦即影像的色彩深度必須少於 1600 萬色 (24 
位元 )。

• 您可以編輯 1600 萬色影像，將其儲存成 PspImage 檔案格式，

再使用 GIF 最佳化或 PNG 最佳化輸出影像副本。利用這些最佳

化，您可以設定影像的透明度。此為建議使用的選項，因為它不

會改變色彩深度或將原始 PspImage 檔案的圖層扁平化。如需有

關儲存最佳化影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67 頁的〈儲存 Web 
影像〉。

編輯 16 至 256 色影像的影像色盤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影像  色盤  編輯色盤。

此指令無法使用於 1600 萬色影像。

2 執行下表中的其中一項或多項工作，再按一下確定。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變更色彩的排序順序 從 「排序順序」下拉式清單選取一個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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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影像色盤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影像  色盤  儲存色盤。

「儲存色盤」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檔名」方塊中輸入色盤名稱。

3 按一下編輯路徑。

「檔案位置」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4 在「色盤資料夾」群組方塊中選擇要儲存色盤的資料夾。

如果將色盤儲存在 Corel PaintShop Pro 程式資料夾的「色盤」

資料夾中，便可將該色盤作為預設存取。

5 按一下確定。

6 在另存色盤群組方塊中，選取色盤格式選項：

PSP 色盤 — 預設的色盤格式

Microsoft 色盤 — 其他應用程式使用的色盤

7 按一下儲存。

儲存檔案時，Corel PaintShop Pro 會自動新增 .PspPalette 的副

檔名。

載入影像色盤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影像  色盤  載入色盤。

「載入色盤」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取代色彩 按兩下要取代的色彩，從 「色彩」頁
面選取一種色彩，再按一下確定。

將色盤重設為原始色彩 在 「編輯色盤」對話方塊中，按一下
還原。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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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色盤下拉式清單中，按一下檔案位置按鈕 。 

「檔案位置」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3 選擇包含要載入色盤的資料夾，再選擇色盤。

預設影像色盤儲存在 Corel PaintShop Pro 程式資料夾的「色盤」

資料夾中。

4 按一下確定。

5 在「套用色盤方式」群組方塊中，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比對最接近色彩 — 將各影像色彩變更成色盤上最接近的色彩

• 模糊擴散遞色 — 會試圖以色盤所沒有的遞色色彩維持影像外

觀。遞色功能會將不同色彩的像素相鄰放置，以模擬缺少的

色彩。

• 維持索引 — 為色盤中的每種色彩指定連續的索引編號，再為

影像中的色彩重覆相同的動作。而後影像中的每種色彩會變成

色盤中相同編號的色彩。

6 按一下載入。

色盤便會載入，影像色彩也會隨之更新。

如果載入色盤後不滿意套用結果，您可以按 Ctrl + Z 復原動

作，以恢復成原始影像。

載入適用網頁的色盤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影像  色盤  載入色盤。

「載入色盤」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色盤下拉式清單中，按一下檔案位置按鈕 。 

「檔案位置」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3 導覽至 Corel PaintShop Pro 程式資料夾的「色盤」資料夾，再

選擇安全。
使用進階色彩功能 565



4 在「套用色盤方式」群組方塊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比對最接近色彩 — 將各影像色彩變更成色盤上最接近的色彩

• 模糊擴散遞色 — 會試圖以色盤所沒有的遞色色彩維持影像外

觀。遞色功能會將不同色彩的像素相鄰放置，以模擬缺少的

色彩。

• 維持索引 — 為色盤中的每種色彩指定連續的索引編號，再為

影像中的色彩重覆相同的動作；而後影像中的每種色彩會變成

色盤中相同編號的色彩。此選項無法使用於 1600 萬色影像。

5 按一下載入。

使某種影像色彩變透明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影像  色盤  設定色盤透明度。

如果程式提示您減少影像深度和圖層數，請按一下是繼續然後再

選擇減少色彩深度的選項。

2 在「設定色盤透明度」對話方塊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透明度值設為目前背景色彩 - 會使背景色彩變透明

• 透明度值設為色盤項目 - 指定要變透明的色彩。按一下影像中

的色彩，或按一下色彩方塊以從目前的色彩選取器選取色彩。

如果要檢視透明度，請按一下校正。

3 按一下確定。

色彩現在已變透明；不過，它可能還是會顯示除非您將它隱藏。

檢視或隱藏色彩透明度
編輯工作區

• 選擇影像  面板  檢視色盤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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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色彩和色彩模式

我們常將色彩視為物體固有的特性，例如紅色汽車或綠色青蛙。但

色彩實際上三項因素交互作用而呈現出來的結果，分別是：光源、

物件與觀查者。光線打在物體上，物體吸收部份光源同時反射部份

光源。我們看到反射光並將其認知為色彩。不同色彩反射不同波長

的光源。人類的眼睛可以察覺可見光譜中的上千種色彩。

當您將墨水套用至紙張時，我們看見的色彩是來自墨水反射的光

源。電腦顯示器使用的是發射光而非反射光。我們看見的色彩是來

自螢幕發射的光源。

為說明色彩產生或被察覺的過程，我們使用色彩模型加以解說。電

腦螢幕產生不定量的紅光、綠光和藍光以顯示色彩，此即 RGB 色彩

模式。人類的眼睛透過色彩的色相、彩度和明度等級，察覺色彩，

此即 HSL 色彩模式。利用 Corel PaintShop Pro，您可以使用 RGB 或 
HSL 色彩模式選取色彩。您也可以使用 CMYK ( 青、洋紅、黃、黑 ) 
模式輸出影像，這是高階列印應用程式使用的色彩模式。

RGB 是 Corel PaintShop Pro 預設的色彩模式。如需變更預設色彩模

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589 頁的 〈設定面板偏好設定〉。

Corel PaintShop Pro 會使用您的偏好色彩模式 (RGB 或 HSL) 顯示色彩

值。從「色彩選取」頁面選取色彩時，不論偏好選項設定為何，您

都可以直接輸入 RGB 或 HSL 值。用以顯示螢幕色彩值的色彩模式不

會影響色彩的列印結果。

RGB 模式

電腦螢幕上的所有色彩都是不同比例和強度的紅光、綠光和藍光混

合而成。當這些主要色彩以同等比例混合時，便創造出黃色、青色

和洋紅色。將這些色彩全部加在一起即創造出白色。

每一種主要色彩 ( 紅、綠、藍 ) 都會被指定一個介於 0 ( 該色彩不顯

示 ) 至 255 ( 該色彩以最高強度顯示 ) 之間的數值。例如，純紅色是

由紅色值 255、綠色值 0 與藍色值 0 所組成。例如，黃色是由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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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255、綠色值 255 與藍色值 0 所組成。3 個色彩值皆為 225 時則

產生白色。若皆為 0 時則為黑色。當三色值都設定為相同數值時，

結果會是灰色。

HSL 模式

HSL 模式是根據人類眼睛使用色相、彩度和明度特性認知色彩的方

式而產生。依據各項特性，我們將其指定至 0 到 255 的色彩值。下

列為 3 項特性的敘述；

• 色相 — 自物體反射的色彩，例如紅色、黃色或橘色。色相值是

依據其在色輪上的位置所指定。在「色彩選取」頁面的色輪上，

色彩是從頂端按逆時針方向指定。紅色位在頂端 ( 數值為 0)，當

您轉動色輪時，色彩會依序出現橘色、黃色、綠色、藍色、紫色

和黑色，最後回到紅色。

• 飽和度 — 色彩飽和度或鮮豔度。飽和度代表色彩中的灰色量，

範圍可從 0 ( 全灰 ) 至 255 ( 最飽和的色彩 )。

• 明度 — 色彩中可察覺到的光量或強度。明度範圍可從 0 ( 沒有

光源，或黑色 ) 至 255 ( 完全明度，或白色 )。明度為 50% 或明

度值為 128 時，色彩便會是純色。例如，純紅色的色相是 255，
彩度是 255 (100%)，明度則是 128 (50%)。純藍色的色相是 
170，彩度是 255，明度則是 128。

CMYK 模式

CMYK 模式是依據墨水在紙張上吸收和反射光源的現象而產生。當

白色光源打在墨水上時，色彩光譜部分會被吸收，部分則反射回您

的眼睛 ( 形成您看見的色彩 )。 

在此模式下，主要色彩青色 (C)、洋紅色 (M) 和黃色 (Y) 會以不同比

例組合，產生各式各樣的色彩。三種色彩混合在一起，便產生黑

色。由於墨水含有雜質很難產生純黑，所以第四種色彩－黑色 (K)，
是由另外三種顏色相加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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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種方式混合墨水即為四色印刷，通常為印刷廠和高階彩色印表

機所採用。

雖然在 Corel PaintShop Pro 中無法使用 CMYK 模式建立影像，但是

您可以產生能在 CMYK 印表機上列印的色彩分色。進行此動作的方

法有二：您可以將影像分割成 CMYK 色頻，或是列印色彩分色頁。

CMYK 色頻是簡單的四個獨立灰階影像，分別代表影像中青色、洋

紅色、黃色和黑色的百分比和位置。如需有關使用色頻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第 573 頁的 〈使用色頻〉。

列印 CMYK 分色時，Corel PaintShop Pro 會分別列印四種主要色彩的

獨立灰階頁面。如果要送輸出，您可以將這些頁面當做「色版」。

如需有關 CMYK 色彩分色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55 頁的 〈列印 
CMYK 色彩分色〉。

了解顯示器色彩與列印色彩的不同

電腦顯示器的色彩和列印出來的色彩通常會有很大的差異，如果您

正嘗試要配出特定色彩，這將會是一大挑戰。每台顯示器所顯示的

色彩也會有差異。

顯示器上的影像色彩受各種因素影響，包括：

• 輸入裝置 ( 例如掃瞄器或相機 ) 的色彩範圍，稱為色域

• 顯示器的製造商和使用年數

• 顯示器的亮度和對比設定

列印影像時，您又會導入其他影像色彩的因素，包括：

• 紙張品質與吸收特性

• 印表機的色域

• 從顯示器 RGB 值至印表機墨水 CMYK 值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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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顯示器和印表機的著色方式不同，所以這項轉換是一大挑戰。

顯示器使用光源顯示色彩，因此使用的是加色法－當您將光源加在

一起，便會產生白色。相反地，如果移除所有顯示器色彩，則產生

黑色。印表機使用墨水顯示色彩，因此使用的是減色法－當您移除

色彩，便會產生白色，若加入所有印表機色彩，則產生黑色。所

以，顯示器和印表機的色域不同。雖然它們共用許多相同的色彩，

但是有些色彩只能在顯示器上顯示，印表機無法印出，有些色彩則

只能用印表機印出，顯示器無法顯示。

上述所有因素都會影響色彩的產生，如何才能使色彩準確且一致？

請嘗試下列選項：

• 每隔幾個月校正一次顯示器。

• 了解顯示器色彩和印表機色彩之間的差異，以便視需要調整影

像。列印幾張相片或其他影像，與螢幕上的影像進行比較，藉此

了解兩者之間的差異。例如，印表機列印出來的色彩可能總是比

顯示器顯示的暗。了解這點後，便可視情況調整色彩明度。

• 使用「Windows 色彩管理」，這可協助改善不同裝置間的色彩

一致性。

校正顯示器

顯示器所表示的色彩必須相當準確且有意義，這點非常重要。例

如，紅色應該看起來就像紅色，而非類似橘色或紫色，50% 灰色不

應看起來像是亮灰色或暗灰色。

在 Corel PaintShop Pro 中，您可以使用精靈協助完成校正顯示器的

程序，使其顯示準確的色彩。校正程序結束時，您可以儲存顯示器

的色彩描述檔和套用調整功能。

校正顯示器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色彩管理  顯示器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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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器校正」精靈便會顯示。

2 按一下最大化按鈕 。

最大化對話方塊可消除背景色彩的干擾。

3 依照精靈指示進行動作，再按一下完成離開精靈。

4 在「另存新檔」對話方塊中，於 「檔案名稱」方塊輸入顯示器

描述檔的名稱，再按一下儲存。

如果您擁有電腦的「管理員」權限，該描述檔便會成為作用中

的顯示器描述檔。

如果您沒有電腦的「管理員」權限，畫面就會顯示訊息，通知

您與「系統管理員」連絡以安裝該描述檔。

您也可以勾選進階選項核取方塊，於進階選項出現在精靈頁
面時，校正顯示器的紅、綠和藍色調。

您可以按一下重設，清除精靈頁面的校正設定。

使用色彩管理

如果要製作專業品質的數位影像，您可以啟動或關閉色彩管理設

定。此外，Corel PaintShop Pro 中的每種 RGB 色彩都有一個描述檔

與之關聯。根據預設，這些進階色彩設定都是啟動的，這可讓應用

程式的工作空間色彩一致。您可以定義色彩工作空間和描述檔的進

階功能。例如，設定一個 CMYK 描述檔，以決定分割或組合 CMYK 
色頻時，或是輸出 CMYK TIF 檔案時，CMYK 影像的處理方式。

設定色彩管理的描述檔
編輯工作區

1 關閉所有開啟的影像。

2 選擇檔案  色彩管理  色彩管理。

「色彩管理」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備註：建議使用 Corel PaintShop Pro 的 sRGB 工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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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需要，請勾選啟動色彩管理核取方塊以存取此群組方塊中的

控制項。

3 選擇基本色彩管理選項以存取顯示器和印表機的控制項。

4 在顯示器描述檔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要使用的顯示器描述檔。

如果電腦使用多個顯示器，您選擇的描述檔只能套用於主要顯示

器的顯示。

5 在印表機描述檔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要使用的印表機描述檔。

如果電腦使用多台印表機，您選擇的描述檔只能套用於主要的印

表機。

6 在建構目的下拉式清單中，選擇符合預期輸出目的的設定。

此設定會影響您在印表機描述檔下拉式清單所選選項的使用。

7 按一下確定。

僅有效且正確安裝的描述檔才會出現在描述檔清單中。

如果您擁有電腦的「管理員」權限，所存描述檔便會成為作
用中的顯示器描述檔。如果您是權限有限的使用者，則必須
連絡「系統管理員」以安裝該描述檔。

您可以按一下校正選項，在模擬裝置描述檔下拉式清單中選

擇一個裝置，再於建構目的下拉式清單選擇合適的選項，藉

此設定印表機模擬印刷機。

定義色彩工作空間和 CMYK 描述檔
編輯工作區

1 關閉所有開啟的影像。

2 選擇檔案  色彩 管理  色彩 工作空間。

「色彩工作空間」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備註：建議使用 Corel PaintShop Pro 的 sRGB 工作空間。

3 在色彩工作空間下拉式清單中，選擇一個色彩工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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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CMYK 描述檔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應用程式處理 CMYK 相關

作業時要使用的描述檔。

此下拉式清單包含預設的 CMYK 描述檔和您新增的所有描述檔。

5 按一下確定。

使用色頻

影像檔案將色彩資訊儲存在色頻或色版中。您可以將影像分割成

RGB、HSL 或 CMYK 色頻。一個 RGB 影像有 3 個色頻：紅色、綠色

與藍色。一個 HSL 影像也有 3 個色頻：色相、飽和度與明度。雖然

您無法使用 CMYK 模式建立或編輯影像，但仍可將影像分割成四個

色頻：青色、洋紅色、黃色與黑色。

您可以為每個色頻建立新的灰階影像；原始影像不會受到任何影

響。例如，一個 HSL 影像分割成三個獨立的灰階影像，分別名為

「色相」、「飽和度」和 「明度」。每個灰階影像都表示色彩 ( 例如

紅色 ) 的百分比和位置，或是影像內的特性 ( 例如明度 )。

您可以編輯灰階影像，用以建立吸引人的效果或遮罩。而後還可將

這些影像再組合起來。如果影像分割成 CMYK 色頻，您可以再將這

四個灰階影像送印刷廠輸出，也可以直接列印 CMYK 分色。

不論顯示偏好選項的色彩模式 (RGB 或 HSL) 類型為何，皆可將影像

分割成 RGB、HSL 或 CMYK 色頻。

色頻提供更多元的影像編輯選項。您可以將影像分割成 HSL 色頻，

修改「色相」色頻後再組合三個色頻，藉此建立色彩轉換。您也可

以使用色頻灰階建立選取區域。

將影像分割成色頻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影像  分割色頻，然後選擇下列其中一項：

• 分割成 R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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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割成 HSL

• 分割成 CMYK

各色頻都會開啟新的灰階影像。

組合色頻
編輯工作區

1 開啟每個色頻檔案。

2 選擇影像  組合色頻，再選擇下列其中一項：

• 自 RGB 組合

• 自 HSL 組合

• 自 CMYK 組合

3 從各色頻來源下拉式清單，選取包含該色頻的檔案名稱。例如，

在「組合 RGB」對話方塊中，選取檔案 Red1 做為紅色頻來源。

附註：如果組合的色頻是以「分割色頻」指令分割而出的色頻，

請勾選同步核取方塊，讓 Corel PaintShop Pro 自動以相符的檔案

名稱填入 「色頻來源」方塊中。

4 按一下確定。

新檔案便會從選取的色頻建立。
574 Corel PaintShop Pro X7 使用指南



自訂 Corel PaintShop Pro 
在 Corel PaintShop Pro 中，您可以自訂工作區、功能表系統、工具

列、鍵盤快速鍵、應用程式偏好設定、檔案格式偏好設定和關聯、

資源以及檢視選項。您甚至可以選擇以不同語言使用應用程式。

本節涵蓋下列主題：

• 檢視及隱藏工具列

• 使用自訂工作區

• 自訂功能表系統

• 自訂工具列

• 建立自訂工具列

• 自訂鍵盤快速鍵

• 設定「復原」偏好設定

• 設定「檢視」偏好設定

• 設定「顯示與快取」偏好設定

• 設定面板偏好設定

• 設定「單位」偏好設定

• 設定「透明度與明暗變化」偏好設定

• 設定「警告」偏好設定

• 設定「自動動作」偏好設定

• 設定其他偏好設定

• 設定管理工作區偏好設定

• 設定「自動保留」偏好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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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預設工作區

• 設定檔案格式偏好設定

• 設定檔案格式關聯

• 設定檔案位置

• 管理資源

• 設定外掛模組偏好設定

• 選取 Web 瀏覽器

• 設定「自動儲存」偏好設定

• 重設所有偏好設定

• 切換語言

• 調整一般檢視選項

• 從舊版 Corel PaintShop Pro 存取工具和指令

• 保護和還原 Corel PaintShop Pro 資料庫

檢視及隱藏工具列

您可以選擇要顯示哪些工具列。

選取要顯示哪些工具列
編輯工作區

1 按一下檢視 自訂以顯示「自訂」對話方塊。

2 按一下工具列標籤。

3 根據您要顯示的工具列，勾選其名稱旁的核取方塊。

功能表列是無法隱藏的。

您也可以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功能表」列、「工具」面板或

「工具屬性列」面板，再選擇自訂，開啟「自訂」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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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訂工作區

Corel PaintShop Pro 的工作區是由面板、工具列和開啟的影像所組

成。您會發現，編輯相片時工作區的排列方式與使用 Web 工具時的

排列方式不同。幸運的是，Corel PaintShop Pro 可以儲存和使用不限

數目的工作區安排方式。

重要！工作區檔案不包括任何開啟影像的實際副本。工作區檔案
僅參考影像的名稱和位置。如果從電腦刪除影像，該影像便不會
顯示在工作區。

儲存自訂工作區

儲存工作區時，Corel PaintShop Pro 會將資訊儲存在 .PSPWorkspace 
檔案中。儲存的資訊有： 

• 尺規、格線和導線資訊

• 功能表、面板和工具列的設定、位置和固定狀態

• 全螢幕編輯模式狀態

• 開啟的影像，包括影像顯示比例和捲軸位置

載入工作區

您可以載入自訂的工作區。工具、功能表和面板位置會隨您載入的

工作區而變更。

如果儲存工作區時有兩個視窗開啟相同的影像，則這兩個視窗都會

再重新開啟。如果工作區的影像已經開啟，Corel PaintShop Pro 會將

工作區設定套用至開啟的影像。

刪除儲存的工作區

如果已不再需要使用所儲存的工作區，可以直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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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目前的工作區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工作區  儲存。

「儲存工作區」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新工作區名稱欄位中，輸入新工作區的名稱。

3 按一下儲存。

如果工作區包含未儲存的修改影像，程式會提示您儲存影像
的變更。若要儲存影像變更和工作區，請按一下是。若要儲
存工作區，而非影像變更，請按一下否。若不要儲存工作區
和影像變更，請按一下取消。

按 Shift + Alt + S 可開啟「儲存工作區」對話方塊。

按一下「儲存工作區」對話方塊中的檔案位置按鈕，可將工

作區儲存在程式預設資料夾以外的資料夾。如需有關編輯路

徑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05 頁的〈設定檔案位置〉。

載入工作區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工作區  載入。

「載入工作區」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下列其中一項：

• 是 — 先儲存目前的工作區，再載入另一個工作區

• 否 — 不儲存目前的工作區，直接載入另一個工作區

3 選取要載入的工作區檔案。

4 按一下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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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Shift + Alt + L 可開啟 「載入工作區」對話方塊。

按一下「載入工作區」對話方塊中的檔案位置按鈕，可從非
程式預設資料夾載入工作區。如需有關編輯路徑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第 605 頁的 〈設定檔案位置〉。

您也可以從位於檔案  工作區功能表最下方的最近使用的工

作區清單進行選擇，載入最近使用的工作區。

刪除儲存的工作區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工作區  刪除。

「刪除工作區」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選取要刪除的工作區檔案。

3 按一下刪除。

按 Shift + Alt + D 可開啟「刪除工作區」對話方塊。

自訂功能表系統

當您顯示「自訂」對話方塊時，整個 Corel PaintShop Pro 工作區會

轉換成自訂模式。您可以選擇要顯示的功能表以及選取時功能表的

開啟方式。也可以將功能表重設為預設設定。

動畫功能表系統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檢視 自訂。 

「自訂」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功能表標籤。

3 在選取內容功能表下拉式清單中，選取要修改的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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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功能表動畫下拉式清單，選擇下列其中一種功能表開啟的動畫

樣式：

• 無 — 不套用動畫效果

• 展開 — 從右上角至左下角開啟功能表

• 幻燈片 — 由上至下開啟功能表

• 淡化 — 外觀從淡化至完全顯示，逐步開啟整個功能表

5 按一下關閉。

重設功能表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檢視  自訂。 

「自訂」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功能表標籤。

3 在「應用程式框架功能表」群組方塊中，按一下重設。

自訂工具列

當您顯示「自訂」對話方塊時，整個 Corel PaintShop Pro 工作區會

轉換成自訂模式。幾乎所有功能表指令或工具都可以按一下再拖曳

至其他功能表或工具列。您可以自「功能表」列的功能表新增或刪

除指令。

移動工具列按鈕
編輯工作區

• 在「自訂」對話方塊顯示時，將項目拖到另一個工具列。

將指令按鈕新增至工具列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檢視  自訂。

「自訂」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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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指令標籤。

3 從「類別」清單，選取一種類別。

備註： Corel PaintShop Pro 會將相關指令群組成類別。例如，按

一下檔案類別便顯示所有「檔案」功能表指令。若要一次列出
所有 Corel PaintShop Pro 的指令，請選擇全部指令。

4 從指令清單，將指令拖曳至工具列。

自工具列移除指令按鈕
編輯工作區

1 在「自訂」對話方塊顯示時，將項目拖曳至空白的工作空間區

域或工具列以外的空白區域。

2 當游標變成這個形狀時，放開滑鼠按鈕 。

重設所有工具列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檢視 自訂。

「自訂」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工具列標籤。

3 按一下全部重設。

所有工具列都會恢復成預設設定。

從工具列清單選擇特定的工具列後，按一下重設，可將該工
具列重設為預設設定。

您也可以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功能表」列、「工具」面板或

「工具屬性列」面板，再選擇自訂，開啟「自訂」對話方塊。

可將按鈕拖曳至想要的位置，重新安排按鈕與分隔符號的相
對關係。

您也可以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功能表」列、「工具」面板或

「工具屬性列」面板，再選擇自訂，開啟「自訂」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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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自訂工具列

您可以建立自訂工具列，其中包含您偏好使用的指令和工具。

建立自訂工具列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檢視  自訂。 

「自訂」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工具列標籤。

3 按一下新增。

「工具列名稱」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4 輸入新工具列的名稱，再按一下確定。 

一個空白的小工具列便會出現，新工具列也會新增至「工具列」

清單。

備註： 將新工具列拖曳至 「自訂」對話方塊一端，以便看得更
清楚。

5 按一下指令標籤。

6 在類別清單中，按一下功能表。

7 從指令清單，將指令圖示拖曳至新工具列上。 

8 指令新增完畢後，按一下關閉。

如有需要，您可以新增分隔符號列，以將指令放置在所需群
組中。如需有關自訂工具列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80 頁的
〈自訂工具列〉。

您也可以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功能表」列、「工具」面板或

「工具屬性列」面板，再選擇自訂，開啟「自訂」對話方塊。

刪除自訂工具列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檢視  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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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工具列標籤。

3 在工具列清單中，選取要刪除的自訂工具列名稱。

4 按一下刪除。

5 按一下關閉。

自訂鍵盤快速鍵

您可以檢視現有的鍵盤快速鍵，為功能表指令、連接的指令碼和工

具指定鍵盤快速鍵，甚至可以修改鍵盤快速鍵。 

檢視預設的鍵盤快速鍵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說明  鍵盤對照表。

「說明鍵盤」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類別下拉式清單中，選取一種類型。 

備註： Corel PaintShop Pro 會將相關指令群組成類別。例如，如

果您選取檔案類別，便會顯示「檔案」功能表中的所有指令。
若要一次列出所有指令，請選擇全部指令。

指令及其快速鍵會顯示在清單中，依指令名稱排序。按一下任何

欄位標題 ( 「指令」、「按鍵」或 「描述」 ) 便可按該欄位依字

母順序排序。

按一下「鍵盤對照表」對話方塊中工具列上的列印 按鈕，

您即可列印目前類別的快速鍵清單。您也可以在鍵盤對照表

選取資訊再按一下複製 。

指定鍵盤快速鍵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檢視  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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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鍵盤標籤。

3 在類別下拉式清單中，選取一種類型。 

備註： Corel PaintShop Pro 會將相關指令群組成類別。例如，如

果您選取檔案類別，便會顯示「檔案」功能表中的所有指令。
若要一次列出所有指令，請選擇全部指令。

4 在指令清單中，選取一個指令名稱。 

該指令的描述和指定的快速鍵便會顯示。

5 按一下按下新快速鍵欄位。

6 按下要指定給該指令的新鍵盤快速鍵。 

快速鍵便會出現在「按下新快速鍵」欄位中。如果該快速鍵已

指定給其他指令，則欄位上方會顯示訊息。

7 按一下指定。

8 指定更多快速鍵，或按一下關閉。

修改鍵盤快速鍵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檢視  自訂。

「自訂」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鍵盤標籤。

3 在類別下拉式清單中，針對要修改鍵盤快速鍵的指令、指令碼或

工具，選擇與其關聯的功能表。

4 在指令清單中，按一下要修改鍵盤快速鍵的項目。

5 在目前按鍵欄位中，按一下該快速鍵。

6 按一下移除。

7 按一下按下新快速鍵欄位內部，游標閃爍，再按下要指定為新快

速鍵的鍵盤快速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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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輸入的鍵盤組合已另有指定，此欄位上方會顯示訊息。

如果該鍵盤組合尚未指定，欄位上方便會顯示 「指定給：[ 未
指定 ]」。

8 按一下指定。

9 按一下關閉。

設定 「復原」偏好設定

「復原」設定控制 「復原」和「取消復原」指令的部份動作，以及

「步驟記錄」面板的一個選項。

設定 「復原」和 「取消復原」偏好設定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好設定。

2 從左窗格，選擇復原。

3 若要啟動 Corel PaintShop Pro 復原動作，請勾選啟動復原系統核

取方塊。 

這可讓您設定「復原」頁面此區域的所有項目。

4 執行下列一或多項工作，再按一下確定。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設定復原和取消復原步驟可以使用
的磁碟空間量

勾選復原 / 取消復原磁碟使用限制

在核取方塊，再於控制項輸入或設
定數值。

設定每個開啟影像可復原和取消復
原的次數

勾選復原 / 取消復原限制在核取方

塊，再於控制項輸入或設定數值。
預設為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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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檢視」偏好設定

「檢視」設定能讓您控制某些影像視窗動作。您可以選擇調整影像

大小時影像視窗和顯示倍率的行動方式。

設定 「檢視」偏好設定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好設定。

2 從左窗格，選擇檢視。

3 執行下列一或多項工作，再按一下確定。

讓取消復原程序變得更快 勾選啟動快速取消復原核取方塊。
這可能會使復原程序略微變慢，所
以如果您很少執行取消復原但經常
使用復原，可以考慮取消勾選此核
取方塊。

設定達到最後一個不可復原的步驟
限制後保留的不可復原步驟數目

在 [ 步驟記錄面板 ] 中無法復原的步

驟中輸入或設定數值。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放大顯示比例時調整影像視窗大
小

在 「顯示比例」群組方塊中，勾選放
大時將視窗調整至影像大小核取方塊。
影像視窗的大小會配合影像進行調整。

縮小顯示比例時調整影像視窗大
小

在 「顯示比例」群組方塊中，勾選將
影像調整至視窗大小核取方塊。
影像視窗的大小會配合影像進行調整。

自動重設顯示倍率以在開啟時顯
示整個影像

在 「新影像」群組方塊中，勾選自動
調整大小核取方塊。

調整影像大小時自動調整視窗大
小

在 「變更大小之後」群組方塊中，勾
選將視窗調整至影像大小核取方塊。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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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顯示與快取」偏好設定

您可以更改程式中某些部分的顯示選項。例如，您可以變更工具

列游標的外表、重設顯示比例的縮放品質，以及設定 「特效」瀏

覽器的縮圖大小。也可以指定儲存影像快取及設定草稿磁碟的偏

好設定。

草稿磁碟

設定草稿磁碟（有時稱為 「交換磁碟」）可讓應用程式在主要磁碟

和次要磁碟上分散作業。當一次處理多個大型檔案時，如此可將擴

展應用程式的可用記憶體。最好是在第二個可用空間超過 500 MB 
的內部硬碟（SCSI、SSD、IDE、SATA）上選擇磁碟。請盡量避免使

用安裝應用程式所在的主要磁碟機。不支援使用抽取式磁碟，磁碟

機的設定會決定其是否適用於草稿磁碟。

重要！如果將主要磁碟機設為草稿磁碟，請確認可用空間有 2 
GB 以上。在某些系統上，使用主要磁碟作為草稿磁碟會導致效
能問題。如果發生此情況，請取消勾選草稿磁碟核取方塊。

Windows 中的顯示設定

Windows 的顯示設定會影響您電腦中 Corel PaintShop Pro 與其他應

用程式。Corel PaintShop Pro 百分之百支援 Windows 顯示設定選項

並針對這些設定進行最佳化。如果您看到文字切斷或使用者介面的

項目切斷（裁斷），請檢查 Windows 中的顯示設定（控制台  外觀

及個人化  顯示）。

自動重設顯示倍率以在調整大小
之後顯示整個影像

在 「變更大小之後」群組方塊中，勾
選自動調整大小核取方塊。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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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顯示與快取」偏好設定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好設定。

2 從左窗格，選擇顯示與快取。

3 執行下列其中一或多項工作，然後按一下確定。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自動使用上一次儲存影像時的檔案
格式

在 「簡報」群組方塊中，勾選重用
檔案另存對話方塊中的最後類型核
取方塊。

隱藏 「滴管」工具色彩資訊 在 「簡報」群組方塊中，取消勾選
顯示所有色彩滴管工具提示核取方
塊。

所有工具游標皆使用十字線游標 在 「簡報」群組方塊中，勾選使用
精確游標核取方塊。
顯示十字線游標而非工具按鈕形
狀。

使筆刷工具游標反映大小和形狀 在 「簡報」群組方塊中，勾選顯示
筆刷輪廓核取方塊。

決定 「顯示比例」工具的重新調整
品質

調整顯示比例 / 重新調整品質滑桿。

設定特效瀏覽器的縮圖大小 在 「特效」瀏覽器縮圖群組方塊
中，於大小 ( 像素 ) 控制項中設定或

輸入數值。

儲存整個合併影像的影像快取 在快取群組方塊中，勾選合併影像
核取方塊。

儲存作用中圖層下所有圖層的影像
快取

在快取群組方塊中，勾選合併群組
至現用圖層之下核取方塊。

儲存各群組合併影像的影像快取 在快取群組方塊中，勾選合併群組
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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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面板偏好設定

您可以控制面板的動作，例如面板固定的方式以及「色彩控制」和

「圖層」面板的部份屬性。如需有關 「圖層」面板設定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第 295 頁的 〈修改圖層面板外觀〉。

設定面板偏好設定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好設定。

2 從左窗格，選擇面板。

3 執行下列其中一或多項工作，然後按一下確定。

儲存作用中圖層之下所有群組圖層
的影像快取

在快取群組方塊中，勾選合併群組
至現用圖層之下核取方塊。

設定草稿磁碟 在草稿磁碟群組方塊中，勾選啟用
草稿磁碟核取方塊，並從下拉式清
單中選擇磁碟。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設定顯示色彩資訊的色彩模式 在色彩控制面板群組方塊中，選擇
顯示 RGB 色彩選項或顯示 HSL 色彩

選項。
這決定色彩控制面板和滴管工具的
色彩資訊顯示方式。

設定色彩值在工具提示或 「色彩」
對話方塊中的顯示方式

在色彩控制面板群組方塊，選擇小
數點顯示選項或十六進位顯示選項。

設定色盤影像在 「彩虹」標籤或
「色彩」對話方塊中顯示可用色彩
的方式

在色彩控制面板群組方塊中，選擇
顯示彩虹選取器或顯示文件面板。
請注意，本選項只適用於 256 色或

更少色的影像。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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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單位」偏好設定

您可以設定尺規選項，以及為不含解析度資訊的影像 ( 例如掃描影

像 ) 設定預設解析度。 

在工具提示中顯示 16 位元色彩值 勾選顯示 16 位元值核取方塊。請注

意，本選項只適用於 16 位元影像。

使面板不可固定 在允許固定面板群組方塊中，針對
要設成浮動的面板，取消勾選其核
取方塊。

設定面板是否自動出現 在自動顯示面板群組方塊中，選擇
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永遠 — 顯示與所用工具和指令

相關的面板。例如，如果您執行
了與圖層相關的動作，「圖層」
面板即會顯示。

• 永遠不 — 僅選擇開啟面板時才

顯示面板
• 使用學習中心 — 顯示從 「學習

中心」面板存取的主題相關的面
板。這是預設設定。

設定 「圖層」面板的顯示選項 在圖層面板群組方塊中，選擇下列
任一項：
• 工具提示縮圖 — 設定圖層縮圖

在工具提示中顯示的大小
• 面板縮圖 — 顯示面板中的圖層

縮圖。勾選此核取方塊，再設定
需要的大小。

• 右窗格 — 在面板右側顯示圖層

設定。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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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單位」偏好設定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好設定。

2 從左窗格選擇單位。

3 執行下列其中一或多項工作，然後按一下確定。

設定 「透明度與明暗變化」偏好設定

您可以選擇格點大小和色彩配置，也可以為落在「裁切」工具選取

區域之外的陰影區域，選擇色彩和透光度。

設定 「透明度」偏好設定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好設定。

2 從左窗格，選擇透明度與明暗變化。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選擇尺規的量測單位 在 「尺規」群組方塊中，從顯示單
位下拉式清單選擇一個量測單位選
項。

顯示黑白尺規 在 「尺規」群組方塊中，選擇白底
黑字選項。

顯示彩色尺規 在 「尺規」群組方塊中，選擇工具
列色彩選項。
尺規色彩與工具列色彩相同。

將向量物件貼齊像素中心 在向量座標群組方塊中，勾選移動
時貼齊像素中央核取方塊。

為不包含解析度資訊的影像設定預
設解析度

在 「預設解析度」群組方塊中，從
下拉式清單選擇量測單位並於控制
項輸入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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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行下列其中一或多項工作，然後按一下確定。

設定剪裁工具和明暗變化選項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好設定。

2 從左窗格，選擇透明度與明暗變化。

3 在「明暗變化」群組方塊中，勾選啟動剪裁陰影區域核取方塊，

啟動剪裁矩形外的明暗變化。

4 按一下色彩方塊，再選擇陰影區域的色彩。

5 在不透明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以設定陰影區域色彩的不

透明程度。

6 如果要在每次使用工具時剪裁矩形，請勾選自動顯示剪裁矩形核

取方塊。

7 如果要在每次使用工具時顯示浮動的剪裁工具列，請勾選啟動浮

動剪裁工具列核取方塊。

設定 「警告」偏好設定

您可以控制警告對話方塊顯示的方式。

根據預設，如果您執行的操作會導致資訊遺失，或無法套用於目前

狀態下的影像，Corel PaintShop Pro 便會顯示警告對話方塊。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自訂格線色彩 在 「格線」群組方塊中，從配置下
拉式清單選擇一種色彩配置，再按
一下色彩方塊以設定格線色彩。

設定格點大小 在 「格線」群組方塊中，從格點大
小下拉式清單選擇一個大小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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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警告」偏好設定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好設定。

2 從左窗格，選擇警告。

3 執行下列其中一或多項工作，然後按一下確定。

設定 「自動動作」偏好設定

您可以自動化必須執行以便進一步編輯影像的動作

例如，部分指令只能在位元深度是每像素至少 8 位元的影像上執

行。如果針對一個每像素少於 8 位元的影像選擇指令時，會出現

「自動動作」對話方塊告知您必須將影像轉換為更高位元深度的影

像，才能繼續執行該指令。

設定 「自動處理」偏好設定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好設定。

2 從左窗格，選擇自動動作。

3 從自動動作提示清單選取一項動作，再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永遠不 — 防止該動作發生 

備註： 如果完成一項指令必須使用到某項動作，選擇永遠不會使
該功能表指令變為不作用。清單中部分項目沒有這個選項。

• 永遠 — 以無訊息方式執行該動作而不顯示提示

• 提示 — 詢問您是否要執行該動作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防止特定警告出現 取消勾選該警告描述旁的核取方塊。

防止所有警告出現 按一下全部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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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按一下全部永遠、全部提示或 全部永不，將清單中的
所有動作設成特定選項。

您可以按一下重設，將清單中所有動作重設為預設設定。

設定其他偏好設定

您可以從「偏好設定」對話方塊的「其他」頁面控制各種偏好設定。

設定顯示在 「最近使用的檔案」清單中的檔案數量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好設定。

2 從左窗格，選擇其他。

3 在最近使用的檔案清單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

您必須重新啟動 Corel PaintShop Pro，新設定才會生效。 

您可以選擇檔案  最近使用的檔案檢視清單。 

設定貼上透明選取區域時背景色彩的相似度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好設定。

2 從左窗格，選擇其他。

3 在貼上透明選取區域時背景色彩的相似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

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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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將資料貼為透明選取區域時，Corel PaintShop Pro 會將
其新增至目前的影像並定義其為選取區域，同時取消選取符
合目前背景色彩的所有像素。您輸入的相似度值決定背景色
彩必須與透明色彩多相近，才能變成透明。相似度可從 0% 
( 只有百分之百符合目前背景色彩的影像像素才會變成透明 ) 
至 100% ( 所有影像像素都會變透明 )。

設定剪貼簿資料偏好設定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好設定。

2 從左窗格，選擇其他。

3 從離開時剪貼簿資料清單，選擇一個選項決定您離開程式時處理

剪貼簿資料的方式：

• 詢問 — 詢問您要如何處理剪貼簿資料

• 刪除 — 離開時刪除剪貼簿資料

• 保留 — 離開時將資料留在剪貼簿中

移動物件時重繪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好設定。

2 從左窗格，選擇其他。

3 勾選定位影像元素時強迫所有視窗重繪核取方塊。

當您移動影像中物件時，作用中視窗的資訊便會重繪。

啟動時隱藏程式啟始畫面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好設定。

2 從左窗格，選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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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取消勾選應用程式啟動時顯示啟始畫面核取方塊。

關閉圓盤型指向裝置的壓力支援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好設定。

2 從左窗格，選擇其他。

3 勾選關閉圓盤型指向裝置的壓力支援核取方塊。

啟動保留影像重新調整大小後的亮度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好設定。

2 從左窗格，選擇其他。

3 勾選調整大小時保留影像亮度核取方塊。

啟用此選項時，重新調整大小後的影像會保留其整體覺察亮
度。不過在某些情況下，取消勾選此核取方塊會有更好的效
果 - 比如在縮小電腦產生的影像時，例如掃描的線繪圖。

設定管理工作區偏好設定

您可以設定管理工作區的影像縮圖顯示控制項，且可以指定要從管

理工作區排除哪些格式和資料夾。

設定管理工作區偏好設定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好設定。

2 按一下左側類別清單中的管理。

3 執行下列一或多項工作，再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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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這樣開啟「偏好設定」對話方塊：在 「媒體管理」

的「縮圖」面板內任意處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從內容功能

表選擇偏好設定。

設定 「自動保留」偏好設定

您可以將程式設定為一律儲存一份原始 ( 未編輯 ) 影像在清楚標示的

備份資料夾中。此功能實際上是建立「數位負片」，可供您在想要

從影像原始狀態處理影像時使用。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在縮圖上顯示相片評等 在縮圖影像群組方塊中，勾選顯示
包含縮圖影像的評等核取方塊。

在縮圖上顯示影像檔名 在縮圖影像群組方塊中，勾選顯示
包含縮圖影像的檔案名稱核取方塊。

排除特定檔案格式使其不在管理工
作區面板上出現

在排除的項目群組方塊中，按一下
排除檔案格式按鈕。在 「排除檔案
格式」對話方塊左側，將要排除的
檔案格式勾選起來。若要同時勾選
所有格式，按一下全選。若要移除
勾選所有選取的格式，請按一下全
部移除。 

指定排除分類的資料夾 在排除的項目群組方塊中，按一下
未分類資料夾按鈕。「未分類資料
夾」對話方塊列出管理工作區中目
前未分類的資料夾。若要新增資料
夾至此清單中，按一下新增，再使
用 「瀏覽資料夾」對話方塊選取資
料夾。若要允許對目前略過的資料
夾進行分類，選取清單上的資料
夾，然後按一下刪除。若要將略過
的資料夾清單重設為預設清單，按
一下重設為預設值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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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自動保留」偏好設定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程式偏好設定。

2 從左窗格，選擇自動保留。

3 勾選啟動自動保留核取方塊。

4 按一下確定。

選擇預設工作區

開啟程式時，預設工作區是「媒體管理」，您可以從這裡存取「快

速修片」或「全功能編輯」。如果程式啟動時，您的數位工作流程

需要不同的工作區，您可以變更預設設定。 

選擇程式啟動時的工作區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一般。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在第一次儲存時自動建立原始影像
的副本

在按一下儲存後出現的對話方塊
中，選擇是。每次都儲存。原始 (
未編輯 ) 影像會複製到 「Corel 自動

保留」資料夾，自動在您儲存影像
的資料匣中建立。

重新開啟原始影像 在 「開啟舊檔」對話方塊或導覽面
板中，瀏覽含有原始影像副本的
「Corel 自動保留」子資料夾。

「Corel 自動保留」子資料夾位於原

始影像最初儲存的資料匣中。

避免建立原始影像的副本 在按一下儲存後出現的對話方塊
中，選擇否。儲存影像且不保留原
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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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設定」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左側類別清單中的預設工作區。

3 啟用下列其中一個選項，並按一下確定。

• 管理 — 啟動程式時顯示 「管理」工作區

• 編輯 — 啟動程式時顯示 「編輯」工作區

• 保留最後一個檢視 — 顯示上次 Corel PaintShop Pro 使用期間

關閉程式前所使用的工作區

設定檔案格式偏好設定

在「檔案格式偏好設定」對話方塊中，可指定 Corel PaintShop Pro 
以下列格式處理影像的方式： 

• 一般 — 此標籤可設定相機 RAW 影像的選項。

• Windows 中繼檔 — WMF 是 Microsoft Windows 的原生向量

格式。

• Kodak 相片 CD — 許多相機開發商都採用 PCD 格式。此格式可

在一個檔案中提供多種影像解析度。

• 可攜式網路圖形檔 — Web 圖形使用 PNG 格式。您可以設定開啟

和儲存 PNG 檔案的偏好選項。

• PostScript — Corel PaintShop Pro 可透過階層 2 讀取 PostScript 檔
案 ( 包括多頁檔案 )，並將其作為點陣影像開啟。進行轉換時，

Corel PaintShop Pro 可消除物件鋸齒和保留透明度資訊。

• RAW 圖形 — Corel PaintShop Pro 可讀取 RAW 圖形影像格式。

科技和電腦遊戲產業的圖形影像普遍使用此格式 ( 勿與 「RAW 
相機資料」影像混淆 )。

如需支援檔案格式的完整清單，請參閱第 85 頁的

〈CorelPaintShopPro 支援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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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W」相機資料影像和 RAW ( 圖形 ) 檔案格式有何不同？

RAW 相機資料影像包含高階數位相機 (Canon、Fuji、Kodak、
Minolta、Nikon、Olympus 和 Pentax) 擷取的未壓縮感應器資料。這

些影像的資料與 RAW 圖形影像資料既不相似亦不相干。

RAW 圖形影像是未壓縮的基本點陣資料格式影像，可能包含

Corel PaintShop Pro 不支援的非標準檔頭。這些圖形影像主要為遊戲

開發商和科技產業所採用。遊戲開發商使用 RAW 圖形影像自訂影像

材質、凹凸貼圖和明暗變化。科技產業使用這些影像自訂以應用程

式為基礎的影像分析。

Corel PaintShop Pro 可以用來建立和編輯 RAW 圖形影像，以及將標

準格式 ( 例如 TIF、JPEG 或 TGA) 轉換成 RAW 圖形格式。

您可以校正某些光源產生的色溫或色偏。例如，如果相片在採用螢

光光源的室內拍攝，而相機卻設定為戶外光源條件，則相片可能會

有綠色色偏。在此情況下，您可以選擇一個合適選項，將校正效果

套用至螢光下拍攝的相片。

設定 「一般影像」偏好設定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檔案格式偏好設定。

「檔案格式偏好設定」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一般標籤。

3 勾選使用 Camera RAW 編輯器開啟原始影像核取方塊，在開啟 
RAW 相機影像時自動顯示此指令對話方塊。

設定 WMF 影像偏好設定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檔案格式偏好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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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格式偏好設定」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中繼檔 / 匯入標籤。

3 在載入選項群組方塊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每次開啟檔案時提示大小與選項 — 提示您選擇的 WMF 影像

設定

• 使用可用的檔案檔頭資訊 — 使用檔案檔頭預設大小。如果開

啟沒有檔頭的檔案，其大小便會預設為您在檔案檔頭無法使用

時的預設大小群組方塊中所輸入的數值。

4 按一下確定。

設定 PCD 檔案格式偏好設定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檔案格式偏好設定。

「檔案格式偏好設定」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 PCD 標籤。

3 選擇下列其中一個解析度設定：

• 96  64

• 192  128

• 384  256

• 768  512

• 1536  1024

您也可以

匯入 WMF 向量資料作為可用向量

工具編輯的物件

勾選匯入向量資料核取方塊。

平滑化彎曲的貝茲多邊形 ( 僅限向

量資料 )
勾選套用平滑化功能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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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2  2048

• 6144  4096

4 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選擇每次載入檔案時詢問選項，使 
Corel PaintShop Pro 在每次開啟 PCD 檔案時要求選取解析度。

設定 PNG 偏好設定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檔案格式偏好設定。

「檔案格式偏好設定」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 PNG 標籤。

3 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載入與儲存透明度至 / 自圖層透明度

• 載入與儲存透明度至 / 自 Alpha 色頻

設定 PostScript 檔案匯入偏好設定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檔案格式偏好設定。

「檔案格式偏好設定」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 PostScript 標籤。

3 取消勾選每次開啟 PostScript 檔案時提示大小與選項核取方塊。

4 在解析度控制項中設定或輸入數值。

5 從頁面大小下拉式選單選擇一個頁面大小選項。

6 從影像模式下拉式選單選擇一個影像模式選項。

7 按一下確定。
602 Corel PaintShop Pro X7 使用指南



根據預設，如果 PostScript 檔案有界限框，程式會將畫布調整
至界限框大小。

設定 RAW 檔案偏好設定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檔案格式偏好設定。 

「檔案格式偏好設定」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 RAW ( 圖形 ) 標籤。

3 在儲存選項群組方塊中，於檔頭大小控制項輸入或鍵入數值以設

定檔案的檔頭大小。

4 在 24 位元選項群組方塊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色彩順序選項：

• RGB 順序

• BGR 順序

5 選擇下列其中一個色彩順序選項：

• Planar 模式 — 將色彩資料儲存在個別 8 位元平面上

• 交錯式 — 連續儲存像素

您可以勾選上下翻轉核取方塊，上下翻轉影像。

您也可以

選擇每次開啟 PostScript 檔案

時提示設定選項

取消勾選每次開啟 PostScript 檔案時提示

大小與選項核取方塊。

將頁面方向切換至橫向 勾選橫向核取方塊。

當 PostScript 物件轉換成點陣

影像時進行消除鋸齒

勾選消除鋸齒核取方塊。

使用白色背景而非預設的透明
背景

勾選建構透明度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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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檔案格式關聯

檔案格式關聯控制 Corel PaintShop Pro 與各種檔案格式互動的方式。

如需支援檔案格式的完整清單，請參閱第 85 頁的

〈CorelPaintShopPro 支援的檔案〉。

新增和移除檔案格式關聯

您可以使特定檔案格式自動在 Corel PaintShop Pro 開啟。例如，當

您將 JPEG 檔案格式與 Corel PaintShop Pro 產生關聯時，只要從 
Windows 桌面按兩下 JPEG 檔案，檔案便會在 Corel PaintShop Pro 開
啟。關聯的 JPEG 檔案也會顯示 Corel PaintShop Pro 圖示。 

變更檔案格式副檔名

檔案格式副檔名的變更必須要在下次啟動 Corel PaintShop Pro 時才

會生效。與 Corel PaintShop Pro 關聯的檔案副檔名，其名稱之後都

會有個星號 (*)。

如果要在其他程式開啟檔案，該如何處理？

檔案格式若與 Corel PaintShop Pro 建立關聯，您仍可在選擇的程式

中使用「開啟舊檔」指令，於其他程式開啟該類型檔案。

檔案格式關聯至 Corel PaintShop Pro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檔案關聯。

程式的 Windows 設定關聯頁面隨即出現。

2 勾選所要選項的核取方塊。

3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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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檔案位置

Corel PaintShop Pro 資源包括指令碼、影像圖章、圖樣、漸層、取代

貼圖和工作區等項目。完整的資源清單顯示在「檔案位置」對話方

塊左側。Corel PaintShop Pro 可在您電腦的數個預設資料夾中儲存與

搜尋資源。變更「檔案位置」偏好設定，您可以變更 
Corel PaintShop Pro 搜尋和儲存這些資源的位置。您也可以控制外掛

模組的使用方式以及要用哪個網頁瀏覽器預覽影像。

根據預設，您建立的新檔案全部都會儲存在「17.0」資料夾的適當

子資料夾中，資料夾位置為：Documents\Corel PaintShop Pro\17.0。
多數預設程式資源的儲存位置如下：若是 32 位元，會儲存在 
X:\Program Files(x86)\Corel\Corel PaintShop Pro X7 路徑中的適當資料

夾，若是 64 位元，則儲存在 X:\Program Files\Corel\Corel PaintShop 
Pro X7 (64-bit) 路徑中的適當資料夾，其中 X 是指安裝 
Corel PaintShop Pro 的磁碟機。

您可以新增或刪除 Corel PaintShop Pro 儲存和擷取各種資源的資料

夾。刪除資料夾意指 Corel PaintShop Pro 不會再於該資料夾尋找任

何項目。但是，該資料夾並不會自電腦上刪除。

您也可以變更特定資源的檔案位置。

變更資源的檔案位置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檔案位置。

「檔案位置」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從「檔案類型」清單，選取要變更檔案位置的資源。

指定資源可儲存的預設資料夾會列在上述對話方塊的右側。

3 按一下新增。

「瀏覽資料夾」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4 導覽至要新增的資料夾，再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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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資料夾選項群組方塊中，勾選啟動核取方塊。 

若要啟動資料夾的子資料夾，請勾選使用子資料夾核取方塊。 

備註： 一旦取消勾選這些核取方塊，Corel PaintShop Pro 便無法

搜尋資料夾及其子資料夾。

6 從「儲存至」下拉式清單，選擇目前資源要儲存至的資料夾。

7 按一下確定以儲存設定並返回 Corel PaintShop Pro。

按一下在許多 Corel PaintShop Pro 對話方塊中出現的檔案位

置按鈕 ，您即可開啟 「檔案位置」對話方塊。

新增資源的檔案位置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檔案位置。

「檔案位置」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從檔案類型清單，選取要新增位置的資源檔案類型。

3 按一下新增。 

「瀏覽資料夾」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4 按一下建立新資料夾按鈕，再輸入新資料夾的名稱。

5 按一下確定，將新資料夾新增至清單。

6 按一下確定，關閉「檔案位置」對話方塊。

「快取」和 「CMYK 描述檔」資源檔案類型都只能有一個位
置，您僅可將檔案位置從某個資料夾變更至另一個資料夾。
如需有關變更檔案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05 頁的〈設
定檔案位置〉。

按一下在許多 Corel PaintShop Pro 對話方塊中出現的檔案位

置按鈕 ，您即可開啟 「檔案位置」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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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資源的檔案位置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檔案位置。

「檔案位置」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從檔案類型清單，選取要刪除檔案位置的資源檔案類型。

3 在資料夾清單中，選取要刪除的資料夾。

4 按一下移除。

5 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按一下檔案位置按鈕 以開啟「檔案位置」對話方

塊。這個按鈕會出現在許多  Corel PaintShop Pro 對話方塊中，

也可在（「工具屬性列」面板的）預設下拉式清單中找到。

管理資源

Corel PaintShop Pro 資源包括指令碼、影像圖章、圖樣、漸層、取代

貼圖和工作區等項目。完整的資源清單顯示在「檔案位置」對話方

塊左側。使用一致的方法管理這些資源，可使工作流程更加順暢，

這也是「資源管理員」對話視窗建立的目的。

只要是找得到「預設」控制項的地方 ( 例如 「工具屬性列」面板或

效果對話方塊的「預設」下拉式清單 )，您都可以存取「資源管理

員」對話方塊。

您可以刪除、更名、複製和移動資源，也可以建立專屬的資源類別。

存取資源管理員對話方塊
編輯工作區

• 按一下 「預設」控制項，再按一下資源管理員按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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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資源
編輯工作區

1 按一下「預設」控制項，再按一下資源管理員按鈕 。

2 如有需要，從類別下拉式清單選擇資源所屬的類別。

3 按一下清單中要移動的資源。

4 按一下刪除。

重新命名資源
編輯工作區

1 按一下「預設」控制項，再按一下資源管理員按鈕 。

2 如有需要，從類別下拉式清單選擇資源所屬的類別。

3 按一下清單中要移動的資源。

4 按一下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資源」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5 輸入資源的新名稱，再按一下確定。

將資源複製至其他位置
編輯工作區

1 按一下「預設」控制項，再按一下資源管理員按鈕 。

2 如有需要，從類別下拉式清單選擇資源所屬的類別。

3 按一下清單中要移動的資源。

4 按一下複製。 

「另存新檔」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附註：此時，您也可以在檔案名稱欄位中重新命名檔案。

5 導覽至資源要移往的資料夾，再按一下儲存。

備註： 不可在未重新命名的情況下，將資源複製至目前使用
「檔案位置」對話方塊掃描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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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資源移動至其他位置
編輯工作區

1 按一下「預設」控制項，再按一下資源管理員按鈕 。

2 如有需要，從類別下拉式清單選擇資源所屬的類別。

3 按一下清單中要移動的資源。

4 按一下移動。 

「瀏覽資料夾」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5 導覽至資源要移往的資料夾，再按一下確定。

備註： 資源要移往的資料夾必須列在該資源的 「檔案位置」對
話方塊中，此對話方塊會出現在視覺化的資源下拉式清單和
「資源管理員」對話方塊中如需設定檔案位置的相關資訊，請參
閱第 605 頁的 〈設定檔案位置〉。

建立資源類別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檔案位置。

「檔案位置」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對話方塊左側的「檔案類型」清單中，按一下要建立新類型

資料夾的資源。

3 在資料夾清單中，按一下自訂類別子資料夾將駐留的資料夾。

4 在「資料夾選項」群組方塊中，勾選啟動和使用子資料夾核取

方塊。 

5 按一下建立子資料夾。 

「輸入名稱」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6 輸入自訂類別子資料夾的名稱，再按一下確定，關閉「輸入名

稱」對話方塊。

7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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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新類別出現在「類別」下拉式清單中，您必須先將資
源儲存、複製或移動至新建的資料夾。

設定外掛模組偏好設定

使用 Corel PaintShop Pro 時，可以使用於 Adobe Photoshop 檔案相

容的外掛模組。最普遍的外掛模組副檔名是 .8B*。您可以選擇限制

使用者只能使用副檔名是 .8B* 的外掛模組，亦可選擇使用任何副檔

名的外掛模組。

啟動外掛模組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檔案位置。

「檔案位置」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從「檔案類型」清單，選取外掛模組。

3 勾選啟動外掛模組核取方塊。 

新增外掛模組位置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檔案位置。

「檔案位置」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從「檔案類型」清單，選取外掛模組。

3 按一下新增。 

您也可以

載入任何副檔名的外掛模組 取消勾選僅可載入副檔名為 .8B* 的
外掛模組檔案核取方塊。

在檔案於開啟之前先在外掛模組開
啟 Corel PaintShop Pro

勾選允許檔案格式外掛模組要求支
援檔案類型進行預先過濾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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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空白項目便會出現在資料夾清單中，接著出現「瀏覽資料

夾」對話方塊。

4 導覽至要新增的資料夾，再按一下確定，返回「檔案位置」對

話方塊。

5 在「資料夾選項」對話方塊中，勾選啟動核取方塊。

6 按一下確定。

您也可以勾選使用子資料夾核取方塊，新增外掛模組資料夾

儲存的子資料夾。

選取 Web 瀏覽器

Corel PaintShop Pro 允許使用 Web 瀏覽器預覽影像。您可以新增、

變更或刪除 Web 瀏覽器。

新增 Web 瀏覽器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檔案位置。

「檔案位置」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從「檔案類型」清單，選取 Web 瀏覽器。

3 按一下新增。

「瀏覽器資訊」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4 按一下瀏覽。

「Web 瀏覽器路徑」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5 導覽至包含該 Web 瀏覽器執行檔 ( 副檔名為 .exe) 的資料夾，再

按一下開啟舊檔。

6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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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 Web 瀏覽器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檔案位置。

「檔案位置」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從「檔案類型」清單，選取 Web 瀏覽器。

3 從清單選取一個瀏覽器。

4 按一下編輯。

「瀏覽器資訊」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5 按一下瀏覽。

「Web 瀏覽器路徑」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6 導覽至包含該 Web 瀏覽器執行檔 ( 副檔名為 .exe) 的資料夾，再

按一下開啟舊檔。

7 按一下確定。

刪除 Web 瀏覽器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檔案位置。

「檔案位置」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從「檔案類型」清單，選取 Web 瀏覽器。

3 從清單選取一個瀏覽器。

4 按一下刪除，自清單移除該瀏覽器。

5 按一下確定。

設定 「自動儲存」偏好設定

Corel PaintShop Pro 可讓您在切換進行不同的工作時，自動儲存作

品。例如，假設您在調整工作區中做了些編輯，然後切換至另一張

相片或工作區，所做的變更會自動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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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啟用了自動儲存，建議您也啟用自動保留。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 第 597 頁的 〈設定「自動保留」偏好設定〉。

設定自動儲存偏好設定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自動儲存設定。

「自動儲存設定」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若要啟用自動儲存，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按一下調整工作區標籤，然後勾選選取下一張影像時，自動儲

存對目前影像所做的編輯核取方塊。

• 按一下編輯工作區標籤，然後勾選自動儲存所有開啟檔案的

備份間隔時間 __ 分鐘核取方塊。在分鐘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

數值。

3 按一下確定。

若要尋找 Corel PaintShop Pro 儲存自動儲存檔的位置，請選

擇檔案  偏好設定  檔案位置，再從檔案類型清單選取復原 /
暫存檔案資料夾。

重設所有偏好設定

您可以將各種程式偏好設定恢復成預設值。

重設應用程式偏好設定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重設偏好設定。

 「重設應用程式」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勾選下列任一個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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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設一般偏好設定 — 將所有一般程式偏好選項設定重設為程

式預設值

• 重設檔案位置 — 將所有檔案位置設定重設為程式預設值

• 將工作區重設為預設設定 — 將目前的工作區重設為程式預設值

• 重設對話方塊位置與最後使用的設定 — 重設對話方塊，使其

出現在預設位置並使用預設設定

• 刪除所有快取檔案 — 刪除所有現存的快取檔案

• 將所有工具列 / 面板顯示在螢幕上 - 使所有工具列和面板顯示

3 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在啟動程式時按住 Shift，將整個應用程式重設為預設

狀態。如果重設程式，所有自訂內容都會清除。

切換語言

您可以變更 Corel PaintShop Pro 的顯示語言。此選項對國際或多語

言使用者，或者對跨國企業環境中與他人共用工作站的使用者而言

很實用。

切換應用程式語言
編輯工作區

管理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切換語言。

「切換語言」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從下拉式清單選擇要使用的語言。

備註： 此功能不支援單位元組字元集 ( 例如英文、德文和法文 ) 和
雙位元組字元集 ( 例如簡體中文、繁體中文和日文 ) 之間的切換。

3 按一下確定。

4 在通知您重新啟動的訊息方塊中，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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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程式重新啟動後，會顯示選取的語言。

調整一般檢視選項

您可以自訂 Corel PaintShop Pro 顯示圖示、螢幕提示和標題的方式。

設定工具列檢視選項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檢視  自訂。

「自訂」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選項標籤。

3 在「工具列」區域中，勾選下列任一個核取方塊：

• 在工具列上顯示工具提示 - 顯示工具和按鈕上的螢幕提示

• 在工具提示上顯示快速鍵 - 顯示出現在螢幕提示中的快速鍵 ( 如
果有的話 )

4 在「圖示」區域中，勾選下列任一個核取方塊：

• 顯示色彩圖示 — 勾選此方塊會顯示色彩圖示；若取消勾選，

會顯示灰階圖示

• 顯示小圖示 — 勾選此方塊會縮小圖示大小；若取消勾選，會

顯示預設大小的圖示

5 在「個人化的功能表和工具列」群組方塊中，勾選下列任一個

核取方塊：

• 在功能表上先顯示最近使用的指令 - 簡化功能表，僅顯示最近

使用的指令

• 在短暫延遲後顯示完整功能表 - 如果勾選了在功能表上先顯示

最近使用的指令核取方塊，系統會在延遲一段時間後顯示所有

功能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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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按一下重設我的使用資料，清除最近使用的功能表指

令記憶。

從舊版 Corel PaintShop Pro 存取工具和指令

您可以存取和還原已自工作區移除的工具和指令。這些指令是為了

容納改良的功能而遭移除。 

從舊版 Corel PaintShop Pro 存取工具和指令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檢視  自訂。

「自訂」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指令標籤中，執行下表的工作，再按一下關閉。

保護和還原 Corel PaintShop Pro 資料庫

應用程式的資料庫會儲存相片庫的相關資訊，並簡化相片的搜尋。

如果資料庫遭受損壞，Corel PaintShop Pro 的效能就會受到影響。請

注意，您的相片依然安然無恙，但是損壞的資料庫可能導致自訂相

片資料 ( 如評比、標籤和標題文字 ) 遺失。

若要保護資料庫，您可以建立備份檔。萬一資料庫遭受損壞時，您

可以重設資料庫並匯入備份檔。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新增指令 在 「類別」清單中，按一下未使用
的指令，尋找所需指令，再將其拖
曳至功能表。

新增工具 在 「類別」清單中，按一下工具，
選擇所需工具，再將其拖曳至 「工
具」工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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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當您瀏覽資料夾時，Corel PaintShop Photo Pro X5 中的 
JPEG 相片資料會匯入至 X7 資料庫。如需有關瀏覽資料夾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第 56 頁的 〈將相片放入 Corel PaintShop Pro〉。

備份應用程式資料庫

1 儲存您的作品。

2 按一下檔案  資料庫備份  匯出。

系統會提示您關閉應用程式。備份資料庫檔隨即建立。請重新啟

動應用程式。

重設應用程式資料庫

1 請確定應用程式已關閉。

2 在 Windows 的 「開始」功能表上，選擇所有程式  
Corel PaintShop Pro  還原資料庫。

匯入應用程式資料庫備份

1 儲存任何開啟的作品。

2 按一下檔案  資料庫備份  匯入。

系統會提示您關閉應用程式。重新啟動應用程式時，備份資料庫

檔案就會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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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工作 
Corel PaintShop Pro 有許多省時的自動化功能。您可以使用指令碼自

動化一個或一組動作以及預設效果，儲存對話方塊或工具設定以供

日後使用，還可以同時對許多影像執行相同的動作。

本節涵蓋下列主題：

• 指令碼基礎篇

• 使用指令碼工具和功能

• 錄製和儲存指令碼

• 執行儲存的指令碼

• 停止或復原指令碼

• 在 Corel PaintShop Pro 中編輯指令碼

• 使用文字編輯應用程式編輯指令碼

• 指令碼疑難排解

• 將圖示指定給指令碼

• 使用和建立預設

• 依批次處理檔案

• 批次重新命名檔案

指令碼基礎篇

指令碼是您錄製和播放的一系列指令。指令碼可為您省下大量的時

間，因為您不需變更每一個影像，只要播放指令碼即可。指令碼中

錄製的指令便會在影像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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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l PaintShop Pro 擁有一個使用 Python 程式語言、功能完整的指

令碼引擎。您可以在 www.python.org 取得有關此語言的詳細資訊。

雖然您可以使用 Python 語法撰寫自己的指令碼，

Corel PaintShop Pro 仍提供內建的指令碼錄製工具代替您執行這項工

作，您幾乎可將應用程式內的所有動作編譯到指令碼中。

不過，如果您選擇使用 Python 語言撰寫指令碼，須注意 Python 是
使用縮排界定範圍，因此必須特別小心，不要混用空格和 Tab 鍵。

如果您選擇撰寫自己的指令碼，建議您使用 Python 式編輯器，例如 
PythonWin 或 Idle。

指令碼資源

Corel PaintShop Pro 提供下列指令碼資源：

• 指令 API — 一項以 HTML 為基礎的資源，可協助您將 
Corel PaintShop Pro 指令新增至您所撰寫的指令碼。

• 指令碼指南 — 一份 PDF 指南，提供如何撰寫 
Corel PaintShop Pro 指令碼的資訊。定義、指令碼範例，以及指

令和參數資訊都能協助您熟悉指令碼。（提供給所有會員下載

（說明  您的帳號）。

• 指令碼範例 — 指令碼指南中的參考資料，提供這些指令碼範例

是為了讓您從中學習，並作為建立指令碼的基礎。

使用指令碼工具和功能

您可以在檔案  指令碼子功能表和指令碼工具列上找到大部分的指

令碼指令。使用「指令碼」工具列可讓您更方便、迅速地使用指令

碼。不過，部份指令只能使用功能表存取。

下表說明「指令碼」工具列上的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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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描述

選取指令碼下拉式清單可讓您選擇
儲存在信賴的指令碼和受限制的指
令碼資料夾中的指令碼。

執行選取的指令碼按鈕可讓您執行
選取指令碼下拉式清單中顯示的指
令碼。

執行多個指令碼按鈕會開啟 「執行
多個指令碼」對話方塊，讓您從清
單選擇指令碼，然後依序執行。

編輯選取的指令碼按鈕會開啟 「指
令碼編輯器」，讓您編輯選取指令
碼下拉式清單中顯示的指令碼。

切換執行模式按鈕可讓您在執行指
令碼時切換 「無訊息」和 「互動
式」模式。按鈕出現邊框時，表示
設為 「互動式」模式。

執行指令碼按鈕可讓您導覽並選取
要載入的指令碼。

停止指令碼按鈕可讓您停止執行中
的指令碼。 

開始錄製指令碼按鈕可讓您開始錄
製要組成指令碼的動作。

暫停錄製指令碼按鈕可讓您暫停錄
製指令碼。再按一次則繼續錄製。

取消錄製指令碼按鈕可讓您取消指
令碼錄製。

儲存錄製指令碼按鈕可讓您停止錄
製指令碼，並且會提示您儲存該指
令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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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指令碼工具列
編輯工作區

• 選擇檢視  工具列  指令碼。

從功能表存取指令碼指令
編輯工作區

• 選擇檔案  指令碼，然後選擇指令碼指令。

您只能從功能表選擇清除輸出視窗和單一步驟指令。不過您
可以新增這些指令到「指令碼」工具列。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第 580 頁的 〈自訂工具列〉。

顯示指令碼輸出面板
編輯工作區

• 選擇檢視  面板  指令碼輸出。

「指令碼輸出」面板會顯示之前使用的指令、Python 語法錯
誤或執行階段錯誤等資訊。

清除指令碼輸出面板
編輯工作區

• 選擇檔案  指令碼  清除輸出視窗。

您也可以清除指令碼，只要以滑鼠右鍵按一下指令碼輸出面

板，然後從內容功能表中選擇清除。

錄製和儲存指令碼

指令碼特別適用於需執行許多步驟的工作。您可在 
Corel PaintShop Pro 中執行的大部份動作都可編為指令碼，不過仍需

注意下列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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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無法編輯使用者介面自訂項目、建立或編輯 CMYK 描述檔、管

理工作區內的操作，列印版面內的操作，或建立漸層的指令碼。

• 您無法編輯浮動、固定或排列工具列、面板和視窗的指令碼。

• 您可以將「色彩控制」面板和 「色彩混合」面板的操作，以及

「工具屬性列」面板的選項編為指令碼，但無法錄製它們。若要

編輯這些動作的指令碼，您必須使用文字編輯器應用程式。

• 只有支援指令碼的外掛式過濾器才能編為指令碼。

• 除了上述限制外，您在 Corel PaintShop Pro 中執行的大部份動作

都可以編為指令碼。

開始錄製指令碼之前，最好先寫下要錄製的特定動作。動作越有效

率越理想。

受限和信賴的指令碼

雖然 Python 程式語言可用來建立 Corel PaintShop Pro 中的指令碼，

卻也同樣可用來建立和執行惡意指令碼。由於這項潛在的危險，

Corel PaintShop Pro 包括兩個安裝時自動在兩個位置建立的資料夾，

而各資料夾會包含模式清楚的指令碼檔案。這兩個資料夾為

• 受限制的指令碼 — 包含不在信賴資料夾中的指令碼

• 信賴的指令碼 — 包含所有信賴的指令碼

這兩個資料夾的路徑如下：

• 32 位元 — X:\Program Files (x86)\Corel\Corel PaintShop Pro 
X7\Languages\[ 語言代碼 ] （其中 x 是指安裝 
Corel PaintShop Pro 的磁碟機）

• 64 位元 — X:\Program Files\Corel\Corel PaintShop Pro X7 (64-
bit)\Languages\[ 語言代碼 ] 

• 在使用者資料夾 ...Documents\Corel PaintShop Pro\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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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初次建立並儲存指令碼時，會指示您將指令碼儲存到適當的路

徑 ...Documents\Corel PaintShop Pro\17.0。之後則會指示您儲存到最

近使用的資料夾。

當應用程式搜尋指令碼時，會先搜尋受限指令碼再搜尋受信任指

令碼。

以下為受限指令碼的考量條件：

• 如果指令碼是從非設定的路徑執行，則視為受限。

• 如果路徑同時出現在受限的和信賴的清單中，則視為受限。

• 預設效果、「色彩控制」面板色樣和 「列印版面」的範本（為

基本指令碼）均視為受限。

無法在受限的指令碼中使用的指令

有些指令無法從儲存在「受限制的指令碼」資料夾中的指令碼執

行。下表將列出這些指令。如果您要執行包含這些指令的指令碼，

則須將它移到「信賴的指令碼」資料夾。

指令 功能表位置

FileSave 檔案  儲存

FileSaveAs 檔案  另存新檔

FileSaveCopyAs 檔案  另存副本

GIFExport 檔案  匯出  GIF 最佳化

PNGExport 檔案  匯出  PNG 最佳化

JPEGExport 檔案  匯出  JPEG 最佳化

FileLocations 檔案  偏好設定  檔案位置

FileClose 檔案  關閉

FileCloseAll 檔案  全部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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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製和儲存指令碼
編輯工作區

1 按一下開始錄製指令碼按鈕 。

2 執行組成指令碼的動作。

3 按一下儲存指令碼錄製按鈕 。 

「另存新檔」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4 選擇要儲存指令碼的資料夾。

5 輸入指令碼的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

FileSend 檔案  傳送

BatchConvert 檔案  批次  處理

BatchRename 檔案  批次  重新命名

Mapper 檔案  匯出  影像對應連結工具

Slicer 檔案  匯出  影像切割連結工具

FileExit 檔案  結束

您也可以

從指令碼移除任何復原的指令 在 「另存新檔」對話方塊中，勾選
移除復原的指令核取方塊。

儲存指令碼中以工具執行動作所使
用的 「色彩控制」面板設定

在 「另存新檔」對話方塊中，勾選
儲存色彩控制核取方塊。如果清除
此核取方塊，則指令碼執行時會搭
配指定的工具使用目前的色彩控
制，而非錄製指令碼時使用的色彩
控制。這個選項只會套用到以工具
錄製的動作，而不會套用到對話方
塊中色彩控制設定的動作。

指令 功能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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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儲存的指令碼

從選取指令碼下拉式清單選取指令碼，或導覽至指令碼所在位置的

資料夾，即可執行儲存的指令碼。您也可以將包含指令碼的資料夾

新增到選取指令碼下拉式清單。

您也可以依序執行多個指令碼。如果您有一個包含太多運算的指令

碼，您可能想要將工作分到數個指令碼，然後以指定順序執行這些

指令碼。此模組特性讓您可以更輕鬆地維護指令碼，讓您在記憶體

限制之下可以運作。

若您錄製的指令碼動作包含對話方塊，可選擇以「無訊息」模式執

行指令碼，如此對話方塊就不會在指令碼執行時出現。而相反地，

如果您選擇以「互動式」模式執行指令碼，則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以供使用者進行互動。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30 頁的 〈設定指

令碼動作或指令的播放模式〉。

錄製時在所屬位置顯示互動式對話
方塊

在 「另存新檔」對話方塊中，勾選
儲存對話方塊位置核取方塊。如果
您要與其他人共用指令碼，則可能
不想使用這個選項。啟動這個核取
方塊不僅會錄製對話方塊的位置，
還會決定是否顯示 「執行前 / 執行

後」預覽區域、是否最大化對話方
塊，以及是否勾選預覽影像核取方
塊。您可以讓指令碼的其他使用者
決定這些偏好選項。

新增說明資訊至指令碼 在 「另存新檔」對話方塊中，按一
下描述，然後在作者、版權聲明和
描述方塊中輸入資訊。編輯指令碼
時會顯示您輸入的資訊。

您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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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選取指令碼下拉式清單中列出的指令碼
編輯工作區

1 在「指令碼」工具列中，按一下選取指令碼下拉式清單，顯示

指令碼。

2 按一下要執行的指令碼。

3 按一下執行選取的指令碼按鈕 。

您可以可將任何資料夾新增到選取指令碼下拉式清單所顯示

的資料夾清單中，方法是：按一下下拉式清單，然後按一下

檔案位置按鈕 。在 「檔案位置」對話方塊中，按一下新增

並導覽至包含指令碼的資料夾。

執行選取指令碼下拉式清單中未列出的指令碼
編輯工作區

1 在「指令碼」工具列上，按一下執行指令碼按鈕 以開啟 「執

行指令碼」對話方塊。　

2 選擇包含要執行之指令碼的資料夾。

3 選取指令碼。

4 按一下開啟舊檔。

執行多個指令碼
編輯工作區

1 按一下開啟的影像，讓它變成作用中。

2 在「指令碼」工具列上，按一下執行多個指令碼按鈕 以開啟

「執行多個指令碼」對話方塊。

3 從左窗格，按兩下所要執行的指令碼 

4 按一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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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開啟的影像上執行指令碼
編輯工作區

1 在影像上執行一個或多個指令碼。

2 按下 F3 開啟「步驟記錄」面板。

3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步驟記錄」面板中的指令碼，然後選擇套

用至其他開啟文件。

您也可以從「步驟記錄」面板拖曳動作並放到影像上，藉此

在另一個開啟的影像上執行指令碼。

若要在其他開啟的影像上執行上次執行的一個或多個指令

碼，請按一下影像，將它啟用，然後按下 Ctrl + Y。

切換互動式和無訊息指令碼播放模式
編輯工作區

• 按一下「指令碼」工具列上的切換執行模式按鈕 。

按鈕周圍出現邊框時，表示為「互動式」模式。

如果您已編輯指令碼，並將其部份或全部設定為「無訊息」
或「互動式」模式，使用切換執行模式按鈕 將不會置換先
前設定。如果指令碼設為「預設」模式，則此按鈕的狀態將
覆寫「切換執行模式」設定。「切換執行模式」設定只會影
響指令碼中設定為「預設」模式的步驟和指令。

停止或復原指令碼

您可以停止執行中的指令碼。您也可以在執行指令碼之後將它復原。

停止執行中的指令碼
編輯工作區

• 按一下停止指令碼按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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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指令碼」按鈕只有在指令碼執行時，才會變成作用中。
變成作用中的時間端視指令碼而定，可能只有幾秒鐘。

復原套用的指令碼
編輯工作區

• 按一下 「標準」工具列上的復原按鈕 。

在 Corel PaintShop Pro 中編輯指令碼

您可以使用 Corel PaintShop Pro 使用者介面編輯指令碼，或在文字

編輯器應用程式中編輯指令碼的 Python 程式碼。如需有關編輯指令

碼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31 頁的 〈使用文字編輯應用程式編輯指

令碼〉。

編輯目前選取的指令碼
編輯工作區

1 按一下編輯選取的指令碼按鈕 以顯示「指令碼編輯器」對話

方塊。

組成指令碼的指令和動作會出現在「指令碼指令」群組方塊中。

2 變更指令碼。

下表中可找到特定的編輯動作。

備註：若指令名稱為斜體且顯示「不可編輯」，則無法選取及進
行編輯。

3 按一下儲存。

4 按一下關閉。

您也可以

停用指令碼動作或指令 取消勾選動作或指令旁的核取方塊。

移除指令碼動作或指令 按一下動作或指令，再按一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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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指令碼格式無法讀取，或指令碼是在文字編輯器中手動
建立和編輯，Corel PaintShop Pro 的「指令碼編輯器」便無
法開啟指令碼。而指令碼會改為在「檔案位置」對話方塊中
指定的預設文字編輯器中開啟。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31 頁的〈使用文字編輯應用程式編輯指令碼〉。

如果您要編輯的指令碼不在選取指令碼下拉式清單中，請選

擇檔案  指令碼  編輯，然後選擇儲存指令碼的資料夾。當

您開啟指令碼時，其資訊會出現在「指令碼編輯器」對話方

塊中。

設定指令碼動作或指令的播放模式
編輯工作區

1 按一下編輯選取的指令碼按鈕 以顯示「指令碼編輯器」對話

方塊。

2 在「指令碼指令」群組方塊中，從模式下拉式清單選擇下列其

中一個選項：

• 預設值 — 使用 「執行指令碼」指令中指定的模式執行。

• 無訊息 — 執行指令碼時，略過所有與該指令或動作相關的對

話方塊。如果您認為最好避免與指令碼中的對話方塊進行互

動，則使用這個模式。

• 互動式 — 允許使用者與對話方塊和其他設定進行互動 

檢視或編輯與指令碼相關的 
Python 程式碼

按一下文字編輯器。「檔案位置」對
話方塊中指定的文字編輯器便會開啟
指令碼。除非您指定其他應用程式，
否則預設的編輯器為 「記事本」
(Notepad)。

您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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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文字編輯應用程式編輯指令碼

您可以使用您選擇的文字編輯器編輯 Python 程式碼。專門用於編輯

指令碼的編輯器應用程式將會開啟。

編輯 Python 程式碼
編輯工作區

1 按一下編輯選取的指令碼按鈕 以顯示「指令碼編輯器」對話

方塊。

2 按一下文字編輯器。

「檔案位置」對話方塊中指定的文字編輯器便會開啟指令碼。 

除非您指定其他應用程式，否則預設的編輯器為「記事本」
(Notepad)。

變更文字編輯應用程式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偏好設定  檔案位置，顯示「檔案位置」對話方塊。

2 在「檔案類型」清單中，選擇 Python 來源編輯器。

3 按一下瀏覽，然後選擇文字編輯應用程式。

「Python 來源編輯器路徑」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4 按一下開啟舊檔。

5 按一下確定。

在選取指令碼 下拉式清單中，您可以按一下檔案位置按鈕

以開啟「檔案位置」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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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碼疑難排解

若要選擇性地套用動作到目前的影像，並且找出任何指令碼問題，

您可以逐步執行指令碼。

逐步執行指令碼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指令碼  單一步驟。 

 Corel PaintShop Pro 會處於「指令碼單一步驟」模式。

2 執行需要的指令碼。

「階層指令碼」對話方塊便會出現，其中列出指令碼的名稱和第

一個動作。 

3 逐步執行指令碼的指令和動作時，按一下下列任一項：

• 繼續 — 將指令套用至影像，並移到指令碼中的下一個指令

• 略過指令 — 不套用指令至影像，並移到指令碼中的下一個指令

• 停止指令碼 — 取消此操作，並關閉 「階層指令碼」對話方塊

備註： Corel PaintShop Pro 會保持為「指令碼單一步驟」模式，

直到您再次選擇檔案  指令碼  單一步驟離開這個指令為止。

使用此功能時，選擇檢視  工具列  指令碼來顯示 「指令

碼」工具列將會相當實用。

將圖示指定給指令碼

您可以將 50 個圖示中的任一個指定給指令碼，然後將該圖示拖曳至

自訂或現有工具列或者功能表。拖曳圖示到工具列或功能表可讓您

更輕鬆、迅速地存取喜愛的指令碼，而且只要按一下滑鼠即可執行。

一個圖示可供任意數目的指令碼使用。例如，指定紅燈圖示 作為

指令碼並將其拖曳至「相片」工具列。然後指定同一個圖示給另一

個指令碼，並將它拖曳至「調整」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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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圖示給指令碼的過程稱為「繫結」。繫結指令碼之後，可為其

指定鍵盤快速鍵，做為另一種執行指令碼的方式。如需有關使用快

速鍵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83 頁的 〈自訂鍵盤快速鍵〉。

指定圖示給指令碼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檢視  自訂以顯示 「自訂」對話方塊。

2 按一下指令碼索引標籤。

3 從下拉式清單選擇指令碼。

4 選擇圖示，然後按一下連接。 

圖示及其相關的指令碼便會出現在「連接的指令碼」群組方塊

的清單中。

5 從「連接的指令碼」群組方塊中，將圖示或指令碼拖曳至功能

表或工具列。

當您將游標放在工具列的指令碼圖示上時，會看到與指令碼
相關的路徑名稱和檔案名稱。如果您將指令碼圖示拖曳到功
能表，功能表便會顯示指令碼的名稱，且指令碼的路徑會出
現在狀態列中。

取消指令碼與圖示的繫結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檢視  自訂以顯示 「自訂」對話方塊。

2 按一下指令碼索引標籤。

3 在「連接的指令碼」群組方塊中，選擇圖示或指令碼名稱。

4 按一下移除。

若您取消指令碼與圖示的連接，則同樣會從使用者介面移除
該指令碼，並且移除任何指定給該指令碼的鍵盤快速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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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功能表或工具列移除連接的指令碼圖示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檢視  自訂以顯示 「自訂」對話方塊。

2 將指令碼的圖示拖曳至 Corel PaintShop Pro 工作區。

使用和建立預設

預設是定義對話方塊或工具的行為、屬性或設定的指令碼。許多對

話方塊和工具都附有預先定義且立即可用的預設效果，不過您也可

以設計和儲存自己的預設。如果您經常使用對話方塊中的相同設定

或相同的工具設定，那麼將會十分實用。使用預設可讓您儲存設

定，而這些設定會出現在與該對話方塊或工具相關的預設下拉式清

單中。

選擇預設
編輯工作區

• 從預設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所需的預設。

左邊為「工具屬性列」面板中，「平移」工具的「預設」
下拉式清單按鈕，右邊為「炭筆」效果對話方塊中「預
設」下拉式清單按鈕。

將值重設為預設設定
編輯工作區

• 在預設下拉式清單中，按一下重設為預設值按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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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將對話方塊重設為開啟時顯示的設定，請按住 Shift 鍵並

按一下重設為預設值按鈕。

將設定儲存為預設
編輯工作區

1 修改對話方塊或「工具屬性列」面板中的設定。

2 按一下儲存預設按鈕 以顯示 「儲存預設」對話方塊。

3 輸入預設的名稱。 

備註：您無法使用「預設值」或 「最後使用」做為預設效果的
名稱。

如果您要輸入預設效果的其他資訊，請按一下選項，然後在作

者、版權聲明和描述欄位中輸入文字。

4 按一下確定。

預設包括群組方塊會顯示與預設效果一併儲存的資料。

編輯預設
編輯工作區

1 修改對話方塊或「工具屬性列」面板中的設定。

2 按一下儲存預設按鈕 。

3 在預設名稱方塊中輸入相同的預設名稱。 

4 按一下選項。

如果您要省略預設包括群組方塊的任何資料，請按一下與該資料

相關的包含 / 不包含按鈕 。

與該項目相關的按鈕上方會出現白色的「X」。

5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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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預設
編輯工作區

1 在預設下拉式清單中，按一下資源管理員按鈕 。

2 在「資源管理員」對話方塊中，選取要刪除的預設效果。

3 按一下刪除。

依批次處理檔案

您可使用「批次處理」功能處理數個檔案。Corel PaintShop Pro 可
製作原始檔案的副本，轉換檔案格式並將副本儲存於選定的輸出資

料夾。

將多個檔案轉換成新格式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批次處理，開啟 「批次處理」對話方塊。

2 按一下瀏覽，然後從 「選取檔案」對話方塊中選擇要處理的

檔案。

如果您要選擇相鄰的檔案，請按住 Shift 同時點選；若要選擇不

相鄰的檔案，請按住 Ctrl 同時點選。

3 按一下選取。

您選擇的檔案會出現在「批次處理」對話方塊的要處理的檔案

清單中。

4 在「儲存模式」群組方塊中選擇一個選項：

• 新類型 — 這是最基本的選項，只需要在 「儲存選項」群組方

塊的類型欄位中設定新的輸出類型。您也可以選擇使用這個選

項執行指令碼。這個選項會讀取檔案、根據檔案執行指令碼

（如果已定義）、將檔案儲存到新位置和 / 或儲存為新名稱，

以及轉換為新檔案格式。

• 複製 — 這個選項需要在 「指令碼」群組方塊中定義指令碼。

這個選項會讀取檔案、根據檔案執行指令碼，以及將檔案儲存
636 Corel PaintShop Pro X7 使用指南



到新位置和 / 或以新名稱儲存。若選取這個選項，「儲存選

項」群組方塊的類型欄位和選項按鈕就會停用。

• 覆寫 — 這個選項需要在 「指令碼」群組方塊中定義指令碼。

這個選項會讀取檔案、根據檔案執行指令碼，以及將檔案儲存

到原始位置（會覆寫原始檔案）。若選取這個選項，則所有

「儲存選項」群組方塊的設定都會停用。

5 按一下選項，開啟儲存選項對話方塊。

備註：並非所有檔案格式都有相關的選項。如果您選擇的檔案格
式沒有任何選項，則無法使用選項按鈕。

6 從格式和編碼群組方塊選擇選項。

7 按一下開始，開啟「批此處理」對話方塊並開始批次轉換。

「目前步驟」窗格中會顯示每個檔案名稱及其轉換狀態。「工作

進度」列則會表示轉換進度。

8 按一下確定。

除非您指定其他輸出資料夾，否則 Corel PaintShop Pro 會將轉換

的檔案儲存到與來源檔案相同的資料夾中。

您也可以

重新命名轉換的檔案 按一下修改，從重新命名選項清單
中選擇選項，然後按一下新增。您
可以將檔案更名為目前日期、文件
名稱、更名程序中的檔案位置、目
前時間，以及自訂文字。

停止轉換 按一下取消。

轉換檔案格式時執行指令碼 在 「指令碼」群組方塊中勾選使用
指令碼核取方塊，並從下拉式清單
中選擇指令碼。

儲存記錄檔 在 「批次處理」對話方塊中按一下
儲存記錄檔，然後選擇要儲存記錄
檔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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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個檔案上執行指令碼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批次處理，開啟 「批次處理」對話方塊。

2 按一下瀏覽，開啟「選取檔案」對話方塊。

3 選擇要儲存檔案的資料夾。

4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若要選取相連的檔案，請按住 Shift 並按一下檔案。

• 若要選取不相連的檔案，請按住 Ctrl 並按一下檔案。

5 按一下選取。

檔案會出現在「批次處理」對話方塊的要處理的檔案清單中。

6 在儲存模式群組方塊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新類型 — 執行指令碼，並將處理過的檔案儲存為新的檔案類

型。您可以按一下瀏覽，選擇將輸出檔案儲存到另一個資料夾。

• 覆寫 — 執行指令碼，並將檔案儲存到其原始位置，且覆寫原

始檔案

• 儲存指令碼 — 執行指令碼，但不儲存檔案。當指令碼在檔案

上執行儲存時，請使用此選項。

如果您選擇複製，則可以按一下修改，從重新命名選項清單中選

擇一個選項，然後按一下新增，藉此重新命名轉換的檔案。您可

以將檔案重新命名為目前日期或時間、文件名稱、重新命名程序

中的檔案位置，或自訂文字。

如果您選擇覆寫，只要清除錯誤時停止核取方塊，就不需要確認

覆寫每個檔案。

7 在「指令碼」群組方塊中，勾選使用指令碼核取方塊。 

8 從下拉式清單選擇指令碼。

9 按一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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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處理」對話方塊便會開啟並開始批次轉換。「目前步驟」

窗格中會顯示每個檔案名稱及其轉換狀態。「工作進度」列則會

表示轉換進度。

10 按一下確定。

批次重新命名檔案

您可以同時為多個檔案重新命名。

批次重新命名檔案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批次重新命名，開啟 「批次重新命名」對話方塊。

2 按一下瀏覽。

3 選擇包含來源檔案的資料夾。

4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若要選取相連的檔案，請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檔案。

• 若要選取不相連的檔案，請按住 Ctrl 並按一下檔案。

5 按一下選取。

您也可以

停止指令碼 按一下取消。

如果 Corel PaintShop Pro 發生錯誤，

請停止指令碼。

勾選錯誤時停止核取方塊。如果未
勾選此核取方塊，程式便會處理所
有影像而不停止。錯誤訊息會出現
在 「批次轉換狀態」對話方塊中。

以無訊息模式執行指令碼 勾選以無訊息方式執行指令碼核取
方塊。

儲存記錄檔 在 「批次處理」對話方塊中按一下
儲存記錄檔，然後選擇要儲存記錄
檔的資料夾。
自動化工作 639



檔案會出現在「批次重新命名」對話方塊的要重新命名的檔案

清單中。

6 按一下修改，開啟「修改檔案名稱格式」對話方塊。 

7 從重新命名選項清單中選擇下列任一重新命名選項：

• 自訂文字 - 新增文字到轉換的檔案

• 日期 - 新增目前日期到檔案名稱

• 文件名稱 - 新增原始檔案名稱到新檔案名稱，並變更大小寫

• 順序 - 新增重新命名程序中的數字檔案位置

• 時間 - 新增目前時間到檔案名稱

8 為每個您要選擇移入包含清單中的選項按一下新增。

檔案命名配置會出現在對話方塊的底部。

9 按一下確定。

如果要在 Corel PaintShop Pro 發生錯誤時停止重新命名程序，請

勾選「批次重新命名」對話方塊中的錯誤時停止核取方塊。

10 按一下開始。

在「修改檔案名稱格式」對話方塊中，您可以按一下向上移

動 與向下移動 按鈕，並自重新命名選項清單中選擇您欲

重新安排檔案次序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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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 
Corel PaintShop Pro 提供列印工作的延伸選項。本節涵蓋下列主題：

• 列印影像

• 建立版面

• 編輯範本

• 編輯和儲存版面

• 列印 CMYK 色彩分色

• 瞭解列印

列印影像

Corel PaintShop Pro 有多種列印圖像的方式。您可以從管理工作

區、編輯工作區或調整工作區進行列印。您可以使用範本或使用自

訂版面，來符合特定的大小與版面配置要求。

您可以列印縮圖目錄（左）、列印為標準相片大小（中），
或建立自訂的列印版面（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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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有助於簡化影像的放置與大小調整。您可以使用範本來設定版

面，然後以標準大小列印影像，包括 4  6 英吋、5  7 英吋和 10  
15 公分。您可以使用 Corel PaintShop Pro 提供的範本，或是從自己

建立的頁面版面建立自訂的範本。

建立自己的版面配置可以自由設定列印影像的大小，而且可以為剪

貼簿一類的專案建立自訂的頁面。有關製作影片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第 646 頁的 〈建立版面〉。

如果您在準備專業輸出用的影像，可將影像列印至檔案，如此一

來，輸出中心便能直接把檔案傳送到輸出裝置。如果您不確定要選

擇哪些設定，請詢問輸出中心。您也可以列印剪裁線和準星記號。

剪裁線表示紙張的大小，列印在紙張邊角。您可以列印剪裁線，作

為裁切紙張的導線。準星記號是對齊底片不可或缺的輔助記號，可

方便在印刷機上打樣或列印色版。它們會列印在每張分色上。

列印作用中影像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列印。

2 在印表機群組方塊中，按一下印表機。

顯示「列印」對話方塊。

3 從名稱下拉式清單選擇印表機，再按一下確定。

4 按一下位置索引標籤，再於份數控制項輸入或設定數值。

5 在方向群組方塊中，選擇下列選項之一：

• 縱向

• 橫向

6 在大小與位置群組方塊中，設定下列任一控制項：

• 寬度和高度 — 可讓您指定寬度值和高度值，設定影像大小

• 縮放 — 可讓您輸入百分比，調整影像大小

• 調整至頁面大小 — 將影像調整至列印頁面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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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面中央 — 將影像置於列印頁面中央

• 頁面左上角 — 將影像放置在列印頁面的左上角

• 自訂偏移 — 可讓您在左偏移和上偏移方塊中輸入數值。

7 按一下選項標籤。

8 在列印輸出群組方塊中，選擇下列選項之一：

• 色彩

• 灰階

• CMYK 分色

如果選擇 CMYK 分色選項，您可以勾選列印標記群組方塊中的 
CMYK 色版標籤核取方塊，以便在每個色版或每頁上列印 CMYK 
標籤。

9 按一下列印。

您可以對大部份列印選項編寫指令碼，不過由於有很多種印
表機驅動程式，並非所有印表機設定都可編寫指令碼。編寫
指令碼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19 頁的〈指令碼基礎篇〉。

如需列印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46 頁的〈建立版
面〉。

您也可以

在影像下方印列檔案名稱 在列印標記群組方塊中，勾選影像
名稱核取方塊。

列印影像的負片 在色彩選項群組方塊中，勾選負片
核取方塊。

列印影像周圍色彩背景 在背景核取方塊中，按一下 「色
彩」方塊，然後從色彩面板中選擇
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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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縮圖目錄
管理工作區

1 在「媒體管理」面板中，選取您要列印的檔案。

2 在「媒體管理」工具列中，按一下 「媒體管理」選單按鈕 ，

並選擇列印縮圖目錄。

3 在「列印縮圖目錄」對話方塊中，指定所需的設定。

4 按一下列印。

如需列印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656 頁的 〈瞭解列
印〉。

列印至檔案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列印。

2 勾選列印至檔案核取方塊。

3 按一下列印。

4 在輸出檔案名稱方塊中輸入名稱。

使用範本列印影像

1 在「管理」或 「編輯」工作區中，選取「媒體管理」面板中的

縮圖。

2 選擇檔案  列印版面。

「列印版面」視窗便會出現。

3 按一下檔案  開啟範本。 

「範本」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4 在類別群組方塊中，從清單選擇類別。

各類範本的縮圖皆顯示在右邊的視窗中。您儲存的自訂範本出現

在使用者定義類別之下。若是自訂範本與影像一起儲存，則儲存

格會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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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擇範本，再按一下確定。

備註：若您之前曾將影像與範本一起儲存，影像會出現在範本儲
存格以及縮圖清單中。範本縮圖中呈現灰色的儲存格代表遺失影
像的範本。

6 將影像拖曳到範本儲存格。

若您要以相同影像的副本填入範本，按一下縮圖，然後按一下以

影像填入範本按鈕 。

7 按一下檔案  列印。

如需一併儲存範本與影像連結的資訊，請參閱 第 605 頁的
〈設定檔案位置〉。

選取影像再按下刪除，可將影像自範本移除。

開啟影像的另一方式是選擇檔案  開啟影像。

列印剪裁線和準星記號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列印。

2 在印表機群組方塊中，按一下印表機。

顯示「列印」對話方塊。

3 從名稱清單方塊選擇印表機，再按一下確定。

4 按一下選項標籤。

5 在列印標記群組方塊中，勾選下列一或多個核取方塊：

• 邊角剪裁線 — 列印影像邊角的剪裁線

• 中心剪裁線 — 列印影像邊緣中心的剪裁線

• 準星記號 — 列印影像邊角的準星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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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版面

您可以個別建立列印版面和位置影像，也可以將相同設定套用至所

有影像。

透過旋轉和調整顯示比例，您可以變更影像的列印版面。根據預

設，影像會以 100% 的倍率顯示。您可以放大顯示比例來仔細檢視

影像細節，或縮小顯示比例來檢視較大部分的影像。

使用列印版面時，您可以新增描述性的文字標題、復原或取消復原

變更，以及儲存版面作為日後的範本。

將影像新增至版面
編輯工作區

1 開啟您想要列印的影像。

如果要選取一個以上的檔案，請按住 Ctrl，再按一下檔案。如果

檔案順序連續，則按一下第一個檔案，然後再按 Shift 並按一下

最後一個檔案。

2 選擇檔案  列印版面來開啟 「列印版面」視窗。

選取影像的縮圖出現在視窗左側，頁面版面出現在主工作空間。

如果要將額外的影像新增至「列印版面」視窗，請選擇檔案  
開啟影像，再選擇要新增的影像。

3 將縮圖拖曳至範本儲存格中，或自訂的版面頁面上。

您也可以

使用目前的設定列印頁面 按一下列印按鈕 。

變更列印設定選項 選擇檔案  列印設定。在 「列印設

定」對話方塊中，變更任一個設
定。

關閉列印版面視窗 按一下關閉列印版面按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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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版面中的影像
編輯工作區

1 在「列印版面」視窗中，選擇一個儲存格。

2 按一下下列其中一個按鈕：

• 以影像填入範本  — 將影像填入範本

• 自由格式  — 可讓您在儲存格中手動調整影像大小和定位影

像

• 調整大小並置中  — 保留影像大小並將其置於儲存格中央

• 以影像填入方格  — 將影像置中並縮放至符合儲存格大小。

外觀比例會維持不變，但部份影像可能隱藏不見。

• 調整並置中  — 將影像置中並縮放至可完全納入儲存格的大

小。影像外觀比例會維持不變。

• 方格設為橢圓形  — 建立一橢圓形方格形狀

• 方格設為矩形  — 建立一矩形方格形狀

如果要精準定位影像，您可以顯示格線。

旋轉版面中的影像
編輯工作區

1 在「列印版面」視窗中，選擇一個影像。

如果要開啟多個檔案，請按住 Shift，再按一下檔名。

2 在工具列上，按一下下列其中一個按鈕：

• 向右旋轉 

• 向左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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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比例
編輯工作區

建立標題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列印版面來開啟 「列印版面」視窗。

開啟影像的縮圖會出現在視窗左側，頁面版面會出現在列印版面

工作區。 

2 將縮圖拖曳至範本儲存格中，或自訂的版面頁面上。

3 按一下建立文字欄位按鈕 。

4 拖曳並建立文字方塊。

5 在「文字欄位」對話方塊中，輸入要出現在列印頁面上的文字。

6 設定字型、字型屬性和對齊控制項。 

備註：如果要繼續使用這些設定，請勾選保留文字設定核取方塊。

7 按一下確定。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放大顯示比例 按一下放大顯示比例 10% 按鈕 。

縮小顯示比例 按一下縮小顯示比例 10% 按鈕 。

在特定區域上放大顯示比例 按一下顯示矩形按鈕 。在頁面版

面中拖曳來選擇要放大顯示比例的
區域。

顯示比例至符合版面工作空間的大
小

按一下縮放至頁面大小按鈕 。

您也可以

移動影像中的文字方塊 拖曳文字方塊。

調整文字方塊的大小 將角落控點拖入或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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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或取消復原版面的變更
編輯工作區

• 選擇編輯  復原將版面的變更復原，或是選擇編輯  取消復原 
來取消復原版面的變更。

變更列印版面工作區
編輯工作區

1 在「列印版面」視窗中，選擇檢視  選項。

「列印版面選項」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從單位下拉式清單選擇量測單位。

3 在自動排列群組方塊中，勾選下列其中一或兩個核取方塊：

• 使用邊框 — 在影像四周建立邊框。此選項要求設定水平邊框

大小和垂直邊框大小控制項的值。

• 延展至最適大小 — 自動放大影像以符合最適大小，同時保持

外觀比例。

4 在範本選項群組方塊中，執行下列其中一或二項：

• 要將新的預設位置選項套用到目前範本的所有儲存格，請勾選

套用至目前的範本核取方塊。

• 要指定影像在範本儲存格中預設的位置，請從預設位置下拉式

清單中選擇一個選項。

5 在「格線設定」群組方塊中，勾選下列任一個核取方塊：

• 顯示格線 — 顯示格線

• 貼齊格線 — 將影像貼齊定位位置的格線

如果您已勾選顯示格線核取方塊，您還可以勾選點狀格線核取方

塊來使用虛線格線。清除該核取方塊便可使用實線格線。

旋轉文字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文字方塊，再選
擇向右旋轉或向左旋轉。

您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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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一下確定。

編輯範本

在「列印版面」模式下，您可以同時變更多個儲存格。不過，當版

面儲存為範本時，儲存的位置和大小會鎖定，因此無法再移動儲存

格或調整儲存格的大小。您可以在範本上新增描述性文字，這對以

後的瀏覽會有很大幫助。

如果列印版面包含要重複列印的影像，您可以將該版面存成含有影

像連結的範本。每開啟該範本時，便會顯示版面中有連結的影像。

如果不再需要之前儲存的列印範本，您可以輕易地將其刪除。

重要！  在厚紙（例如光面相紙）上列印範本時，列印範本中的
影像可能無法完美印在儲存格邊框內。您可以在
Corel PaintShop Pro 中調整範本版面的位置，來加以校正。

編輯範本儲存格
編輯工作區

1 按一下要編輯的儲存格。

如果要編輯多個儲存格，請按住 Ctrl 的同時按一下儲存格。

2 選擇編輯，然後再選擇要套用至範本儲存格的指令。

為範本輸入描述性文字
編輯工作區

1 載入範本，或建立新範本。

您也可以

變更格線色彩 按一下格線色彩區域，再從色盤選
擇色彩。

變更水平和垂直間距 在水平間隔和垂直間隔控制項中設
定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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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列印版面工具列，按一下儲存範本按鈕 。

「儲存」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如果要為範本建立一個專屬的名稱，請在名稱欄位中輸入。

3 在描述欄位中，輸入所需資訊。

如果要將範本與其所包含的影像儲存在一起，請勾選一併儲存影

像核取方塊。

4 按一下確定。 

如果沒有變更範本名稱，程式會提示您覆寫範本或取消動作。

移動範本位置
編輯工作區

如果印表機持續出現相同的列印錯誤，請調整範本位置並加

以儲存，檔名註明該範本為該印表機專用。

將範本和影像恢復至版面
編輯工作區

1 開啟要編輯的範本。

2 按一下開新範本按鈕 。 

出現對話方塊，詢問您是否要將目前的影像保留在新範本中。

3 按一下是。

連同儲存範本和影像
編輯工作區

1 按一下儲存範本按鈕 。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將範本移動 1/20 英吋（1.25 公釐）按住 Ctrl，再按下方向鍵。

將範本移動 1/10 英吋 （2.5 公釐） 按住 Ctrl 和 Shift，再按下方向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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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名稱欄位中輸入新範本的名稱。

3 勾選一併儲存影像核取方塊。

4 按一下確定。

刪除範本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列印版面。

2 在「列印版面」視窗，按一下開啟範本 。

「範本」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3 從選取 A 類別清單選擇類別。

4 選取要刪除的範本縮圖。

5 按一下刪除。

編輯和儲存版面

Corel PaintShop Pro 提供許多範本和各種可供您列印影像的版面。您

建立的版本可以儲存為範本。

您可以用自動或手動方式在版面排列影像。在自動排列影像前，必

須先選擇是否要包含邊框。如果不使用邊框，Corel PaintShop Pro 排
列的影像可能會觸碰到邊緣。您必須選擇是否調整影像大小以符合

版面。如果您不選擇此選項，Corel PaintShop Pro 會保持相同的版面

大小。或者，若有必要，將版面縮小以合適版面大小。

Corel PaintShop Pro 會將頁面拆分成相等大小的區段並將每一個影像

置入各個區段。只會使用頁面上或工作區中的影像。

水平與垂直格線會協助您將物件平均地放置在頁面上。您可以顯示

或隱藏格線，以及設定格線間距和外觀的偏好設定。當您顯示格線

時，所有開啟的影像視窗中都會顯示格線。

您可以將影像貼齊版面上最接近的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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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列印版面的影像大小
編輯工作區

1 按一下「標準」工具列上的調整大小按鈕 。

2 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原始百分比 — 依據您在寬度或高度方塊中指定的百分比調整

影像大小

• 實際 / 列印大小 — 依據您在寬度或高度方塊中指定的尺寸調

整影像大小，不變更其外觀比例。

為了列印而調整影像大小，可能導致影像品質不佳。放大影
像會使影像喪失細節和銳利度。一般而言，放大或縮小影像
的比例最好不要超過 25%。

您也可以用拖曳角落控點的方式，手動調整影像大小。 

在列印版面中使用邊框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檢視  選項。

2 勾選使用邊框核取方塊，再於水平邊框大小和垂直邊框大小控制

項輸入或設定數值。 

預設的邊框寬度為 0.5 英吋 （1.27 公分）。

3 按一下確定。

如果要調整影像以符合儲存格大小，請勾選延展至最適大小
核取方塊。

在決定影像要移往何處時，您可以暫時將其放置在頁面四周
的工作區上。

您也可以將影像拖曳至頁面上的新位置以排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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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格線
編輯工作區

• 選擇檢視  顯示格線。

將影像貼齊版面格線
編輯工作區

• 選擇檢視  貼齊格線。 

變更版面格線設定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檢視  選項。

「列印版面選項」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格線設定群組方塊中，勾選下列任一個核取方塊：

• 顯示格線 — 顯示格線

• 貼齊格線 — 將影像貼齊定位位置的格線

備註：如果勾選了顯示格線核取方塊，您還可以勾選點狀格線核
取方塊，來使用虛線格線而非實線格線。

將自訂版面儲存為範本
編輯工作區

1 按一下儲存範本按鈕 。

「儲存」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名稱欄位中輸入新範本的名稱。

如果要將影像連結與範本儲存在一起，請勾選一併儲存影像核取

方塊。 

您也可以

變更格線色彩 按一下格線色彩區域，再從色盤選
擇色彩。

變更水平和垂直間距 在水平間隔和垂直間隔方塊中設定
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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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確定。

旋轉版面中的影像
編輯工作區

1 選取影像。

2 選擇影像，再選擇下列任一個指令：

• 向右旋轉

• 向左旋轉

定位版面中的影像
編輯工作區

• 將影像拖曳至頁面上的新位置。

列印 CMYK 色彩分色

Corel PaintShop Pro 會轉換影像以便於彩色列印，它以印刷用的 
CMYK （青、洋紅、黃和黑）色彩取代您在顯示器上看見的 RGB
（紅、綠和藍）色彩。您接著可以用每一個 CMYK 色彩列印不同的

頁面，如果您的作品會交給印前廠商處理或是進行高品質印刷，這

將會相當有用。

列印 CMYK 色彩分色與分割色頻不同。分割色頻時，

Corel PaintShop Pro 會將白色視為全彩，將黑色視為無色彩。列印 
CMYK 分色時，Corel PaintShop Pro 則將黑色視為全彩，將白色視為

無色彩。

使用 CMYK 色彩分色列印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列印。

顯示「列印」對話方塊。

2 按一下選項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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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列印輸出群組方塊中，選擇 CMYK 分色。

4 按一下列印。

您也可以選擇其他列印選項。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41
頁的〈列印影像〉。

瞭解列印

不論您是否為列印新手或是想要快速檢視，您可以參考本節內容來

協助您了解一些影響影像列印的因素。

影像和印表機解析度

雷射印表機和噴墨印表機的列印，都是將黑色墨點或彩色墨點套用

至紙張上。影像解析度是以每英吋像素數 (ppi) 為量測標準，而印表

機解析度則是以每英吋點數為量測標準。列印的影像大小以英吋表

示，計算方式是影像大小（以像素為單位）除以每英吋像素數。如

需檢視影像的資訊，請參閱第 70 頁的 〈檢視影像和影像資訊〉。

DPI 值較高的影像有更多的資料，因此能產生更高的列印品質。您可

以調整影像大小、建立較大的列印尺寸，但是減少了列印解析度 
(ppi) 會降低列印品質。如需調整影像大小的資訊，請參閱第 195 頁

的〈調整影像大小〉。

為建立的影像選擇解析度時，建議您最好同時考慮印表機的解析

度。請使用下列作業原則來決定列印的影像大小：

• 印表機若為 300 dpi，使用 72 至 120 ppi 的影像。

• 印表機若為 600 dpi，使用 125 至 170 ppi 的影像。

• 印表機若為 1200 dpi，使用 150 至 200 ppi 的影像。

影像色彩和明度

電腦顯示器顯示的色彩，是螢幕上紅光、綠光和藍光組合而成的結

果，而彩色印表機則是使用青色、洋紅色、黃色和黑色墨水組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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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色彩。這兩種色彩模式的差異，可能使出現在紙張上的影像較

出現在螢幕上的影像變暗。一旦熟悉印表機處理色彩的方式，便可

調整影像以彌補這些差異。如果列印的影像太暗，您可以調整亮度

或對比。

紙張品質

列印紙張的材質和色彩會影響列印影像的品質。例如，孔隙多的紙

張會使色彩出血相互滲透；色紙會改變影像色彩；象牙白紙張會降

低影像的對比和鮮豔度。若需列印用紙的相關建議，請參閱印表機

隨附的使用說明。

檔案格式

如果您打算在個人印表機上列印影像，將您的影像儲存為 PspImage 
格式可供您更有彈性地列印影像。Corel PaintShop Pro 會列印影像中

所有圖層，所以您無需使用合併圖層將影像壓平。如果使用的是黑

白印表機，您可以用灰階列印影像。

若您將影像交由印刷廠處理，則必須先將影像扁平化，也就是在儲

存影像以前將圖層合併。當影像存成 PspImage 以外的格式時，多數

情況程式會自動扁平化影像。請向您的印刷廠詢問檔案格式、解析

度和色彩深度的相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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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相片

Corel PaintShop Pro 提供可用電子郵件選項傳送相片，或透過分享網

站來分享相片。

本節涵蓋下列主題：

• 以電子郵件傳送相片

• 將相片上傳到分享網站

• 建立分享我的旅程專案

以電子郵件傳送相片

您可以直接從任何的 Corel PaintShop Pro 工作區以電子郵件傳送

相片。

您可以利用下列方式以電子郵件傳送項目。

• 內嵌相片 — 您可以嵌入相片，在電子郵件本文中顯示相片。這

表示收件者可以在開啟電子郵件時馬上看見相片。內嵌相片只會

出現在使用 HTML 訊息格式的電子郵件中。這是標準的訊息格

式，如果收件者使用純文字或 RTF 格式 （Rich Text Format, 
RTF），請使用「附件」選項。

• 附件 — 您可以用檔案附件的形式來傳送相片。每個項目附加為

單一檔案，保留原始檔案格式，電子郵件收件者可以選擇檢視相

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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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相片大小

您可以調整相片大小，縮減影像度量或減少電子郵件的整體大小。

例如，您可以減少相片大小，以便傳送至行動裝置上。「最大相片

大小」設定能讓您選擇相片的最大寬度（像素），而不影響影像比

例。例如，如果相片是 2048  1536 像素，您選擇最大相片大小 
640 像素，則影像大小調整為 640  480 像素。每個影像的度量資訊

顯示在電子郵件對話方塊的預覽縮圖上方，電子郵件估計總大小顯

示在預覽縮圖旁。

電子郵件應用程式

若要使用電子郵件傳送項目，您必須連線到 Internet，電腦也必須具

有支援 MAPI 標準（例如 Microsoft Outlook）的預設電子郵件應用

程式，並設定為使用 MAPI 電子郵件客戶端。

以電子郵件傳送相片

1 選擇檔案  電子郵件，然後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作用中影像 — 讓您傳送目前在影像視窗中作用的相片

• 所有開啟的影像 — 讓您傳送在影像視窗中開啟的所有相片

• 所有選取的項目 — 讓您傳送目前選取的所有相片。

2 在「電子郵件」對話方塊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內嵌相片 — 在電子郵件本文中顯示相片像。

• 附件 （原始檔案格式） — 傳送單一檔案附件的相片。此選項

保留原始檔案格式。

3 在最大相片大小下拉式清單中，選擇尺寸設定。

電子郵件總大小顯示在預覽旁。
660 Corel PaintShop Pro X7 使用指南



某些電子郵件提供者會限制電子郵件的檔案大小，因此可
能導致超過大檔的電子郵件無法傳送或接收。您可以選擇
較小的最大相片大小設定或選取較少的相片，減少電子郵件
的大小。

「內嵌相片」選項只能在支援擴充的 MAPI 電子郵件客戶端上
使用，例如 Outlook 。

您可以按一下出現在「預覽」縮圖下方的播放箭頭，檢視要
傳送的項目。

將相片上傳到分享網站

已連上網路時，您可以直接從應用程式，將相片上傳到分享網站

（如 Facebook、Flickr 和 Google+）。

上傳相片時，可以編入相簿。您可以從現有相簿選擇，也可以建立

新相簿。

您可以將檔案上傳至分享網站，如 Facebook、Flickr 和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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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輸出品質

選擇相片的輸出品質時，有兩個選項可用：

• 原始 — 保留原始影像，可有最高品質。

• 建議 — 縮小影像的檔案大小和品質，使其最適合上傳。檔案越

小，上傳速度越快。

將相片上傳到分享網站

1 在「媒體管理」面板中 （任何工作區都有），選取您要分享的

相片。

如果「媒體管理」面板未顯示，請按一下檢視  面板  媒體管

理，或按 Shift + F9。

2 按一下分享按鈕 。

3 在「分享相片」對話方塊中，按下列任何一個分享網站按鈕：

• Facebook

• Flickr

• Google+

4 按一下相簿標籤，再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從清單中選擇相簿，以便將相片新增至現有相簿。

• 按一下新相簿，輸入名稱和描述，然後按一下建立，建立新相

簿來放置相片。

5 按一下相片標籤，再編輯任一欄位。

如果選擇多個分享網站，欄位可能不適用於所有分享網站 — 只
會上傳指定分享網站所支援的資訊。

6 從品質下拉式清單選擇一個選項。

7 按一下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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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要將相片上傳至目前未登入的網站，系統會要求您
登入，如此才能上傳相片。

如果想要在分享網站上顯示相片的位置資訊，請確認隱私權
設定為允許公開位置資訊。

如果無法自公司網路登入，則可能需要修改電腦的 Proxy 伺
服器設定。請向「網路管理員」確認，以取得貴公司網路的 
Proxy 伺服器資訊。

您可以按一下新增相片或移除相片，來新增或移除相片。

建立分享我的旅程專案

您可以建立相片的互動投影片，然後顯示在地圖上。您建立的專案

會存成 HTML 輸出，這可以張貼在您的部落格或上傳至 Dropbox。
如果將專案上傳至 Dropbox，則可以在 Facebook 上自動張貼連結。

如需建立相片地圖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106 頁的 〈加上位置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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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分享我的旅程」，您可以建立互動投影片，並依位
置建立相簿地圖。您可以在地圖上按一下相片，來查看相
片的較大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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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享我的旅程」對話方塊中，您可以為投影片加上標
題、查看位置資訊，以及選擇儲存專案的資料夾。

建立 「分享我的旅程」專案

1 選取您要包含在專案的相片。

最多可選取 200 張相片。只有包含位置資訓的相片才能用於此

專案。

2 按一下分享我的旅程按鈕 。

3 在「分享我的旅程」對話方塊中，按一下輸入標題，然後輸入

專案標題。

如果沒有輸入標題，專案會取名為「我的旅程」

4 在儲存於方塊中，輸入專案儲存位置，或按一下資料夾圖示，瀏

覽置要儲存專案的資料夾。

5 按下一步。

6 按一下在瀏覽器中預覽按鈕 以在您的瀏覽器中預覽專案。

7 勾選下列任一個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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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將我的相片地圖上傳至公用 Dropbox 資料夾。

• 不，我要在稍後分享。

例如，如果您要在部落格中自行發佈 HTML 輸出，請選擇第二個

選項。

若選擇上傳至 Dropbox 並且想要在 Facebook 上張貼 Dropbox 連
結，請勾選在 Facebook 上分享連結核取方塊，然後選擇縮圖。

如果目前並未登入 Dropbox 和 Facebook，則系統會提示您登
入，才能上傳和分享專案。

若無法上傳至 Dropbox，請檢查專案的檔案大小，然後核對 
Dropbox 帳號 (www.dropbox.com) 的上傳和帳號大小限制。

您也可以按一下新增相片或移除相片，來新增或移除所選的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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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Web 的影像 
您可以儲存和最佳化 Web 影像，以縮小檔案大小並加快影像載入速

度。使用 Web 工具，您可以建立網頁背景，以及對應和切割影像以

建立醒目提示區域或轉換。您也可以新增包含建立者和版權資訊的

浮水印，藉此保護您的影像。

本節涵蓋下列主題：

• 儲存 Web 影像

• 使用 GIF 檔案

• 使用 JPEG 檔案

• 使用 PNG 檔案

• 使用 Web 瀏覽器預覽影像

• 切割影像

• 影像對應連結

• 建立影像轉換

• 使用數位浮水印

• 加入可顯示的浮水印

儲存 Web 影像

由於大多數 Web 瀏覽器都能辨識 GIF 和 JPEG 影像，因此這兩種格式

是儲存 Web 影像最常使用的格式。新版的 Web 瀏覽器可辨識最新

的 PNG 格式，而許多 Web 瀏覽器也能支援 Wireless Bitmap (WBMP) 
和 i-mode 格式，這些都是無線裝置廣泛使用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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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 Web 影像時，主要考慮三大項目：圖層、色彩深度與檔案大小。

圖層

由於目前尚無 Web 瀏覽器可顯示圖層影像，因此儲存 Web 影像前

必須先扁平化影像。

色彩深度

有些電腦最多只能顯示 256 色。如果網頁影像包含更多色彩，Web 
瀏覽器便會使用本身的遞色方法顯示該影像，這可能產生色彩變

形。如果影像在放入網頁之前先將色彩深度減少至 8 位元 （256 
色），影像外觀會比較一致。如需有關色彩深度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第 551 頁的 〈使用進階色彩功能〉。

Web 檔案格式和檔案大小

檔案大小會影響大多數使用者對網頁的存取。影像檔案愈大，所需

下載時間愈長，使用者等待的時間也就愈久。您應該使用能縮小影

像大小又能保持最高影像品質的檔案格式。

儲存 Web 影像請選擇下列檔案格式：

• GIF — 使用此格式可壓縮直線和包含相似色彩區域的影像。支援 
8 位元色彩（256 色）。GIF 有兩種版本：89a 可儲存透明度和

資訊，87a 則否。兩種版本皆能為多數瀏覽器所辨識，也都使用

無失真壓縮。

• JPEG — 這個格式能有效壓縮相片影像。它支援 24 位元色彩

（1670 萬色），使用失真壓縮，並可為多數瀏覽器所辨識。

• PNG — 這種越漸普遍的格式能有效地壓縮影像。它最多支援到 
24 位元色彩（1670 萬色），使用無失真壓縮。由於普及程度不

如 JPEG，因此在舊版瀏覽器中可能無法使用此格式的部份功能。

• Wireless Bitmap (WBMP) — 許多無線裝置都使用此格式。影像為

黑白，使用無失真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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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真壓縮和無失真壓縮有何不同？ 

失真壓縮是一種清除資料來減少檔案大小的壓縮方式。無失真 壓縮

保留所有原始影像資料，並藉由儲存影像中的像素花紋來減少檔案

大小。

扁平化影像
編輯工作區

• 選擇圖層  合併  全部合併（扁平化）。

使用 GIF 檔案

Corel PaintShop Pro 可讓您最佳化 GIF 檔案，創造出最好的影像品質

和最小的檔案。您可以儲存有透明度或無透明度的影像，端視您希

望影像如何在網頁上顯示。

色盤式影像（256 色或色彩更少的影像，例如 GIF 或 PNG 檔案）不

支援透明背景，但您卻時常需要使影像部份透明，以配合網頁使

用。例如，您可能有個圓形標誌，並且希望網頁背景顯示在標誌四

周。在此情況下，您可以選擇不要顯示某種色彩。大部份 Web 瀏覽

器都支援這個選項，並有效地讓色彩透明。

「GIF 最佳化」對話方塊含有四個標籤區域，可以設定透明度、色彩

和檔案的格式選項。第五個標籤區或顯示依據不同的數據機速率，

所估計下載影像的所需時間。

GIF 最佳化透明度

您可以選擇將透明度設在現有影像或圖層透明度上，亦可在影像中

取樣您要使其變透明的色彩。如果您的影像中有選取區域，則可以

選取區域做為透明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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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F 最佳化部份透明度

GIF 檔案不能包含部份透明像素。所有像素必須為透明或不透明

（可見）。如果原始影像沒有背景圖層，您又降低圖層透明度、新增

遮罩、羽化選取區域或使用降低透明度設定的筆刷，則該影像可能

會包含部份透明像素。您可以決定部分透明像素要變成透明或不透

明，以及是否與其他色彩漸變。 

重要！ 若您標示「透明度」標籤下的無選項，就無法使用這個
區域的選項。

GIF 最佳化色彩

GIF 影像擁有 8 位元的色彩深度，亦即 GIF 影像最多可顯示 256 色。

由於這些色彩都儲存在色盤中，因此包含 256 色或色彩更少的影像

便稱為色盤式色彩。若要縮小檔案大小，可使用少於 256 色的色彩。

您可以使用此標籤下的選項來選取色彩數量和使用的面板類型。

GIF 最佳化格式

GIF 影像可為交錯式或非交錯式，這會影響連線速度慢時影像在電腦

上的顯示方式您也可以將影像存成舊版 GIF 格式，以增強與舊版應

用程式的相容性。

GIF 最佳化下載時間

「GIF 最佳化」對話方塊中的「下載時間」標籤區域，顯示壓縮檔案

的大小以及依四種不同的網路速率來估計的下載時間。如果檔案太

大，您可以減少色彩數量以縮小檔案大小。

使用透明 GIF 精靈

您可以從「GIF 最佳化」對話方塊開啟 「透明 GIF」精靈。此精靈

會引導您完成最佳化 GIF 檔案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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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交錯式？

交錯式是一種螢幕影像顯示方式，可讓您以格子狀的低解析度將 
Web 影像顯示在螢幕上。隨著影像資料載入，影像品質會跟著提高。

最佳化和儲存 GIF 檔案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匯出  GIF 最佳化。 

「GIF 最佳化」對話方塊便會出現，預覽區域左邊顯示目前的影

像，右邊顯示生成的 GIF 檔案。

2 按一下透明度索引標籤，再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無 — 產生未使用透明度設定的 GIF 檔案

• 現有影像或圖層透明度 — 使用影像目前的透明度資訊

• 目前選取區域之內 — 針對包含選取區域的影像，使選取區域

內的一切皆變成透明

• 目前選取區域之外 — 針對包含選取區域的影像，使選取區域

外的一切皆變成透明

• 符合此色彩的區域 — 將透明度設定在您選取的色彩上。按一

下色彩方塊選取色彩，或在影像上移動游標並按一下任一色

彩，以從影像選擇色彩。接著於相似度控制項設定或輸入相似

度係數，以決定色彩必須與選取色彩多相近，才能變成透明。

3 按一下部分透明索引標籤再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使用完全透明，若像素低於 x% 透明度值 — 決定透明度值，

像素若達此數值即變透明。低於設定透明度值的像素會變透

明。高於該透明度值的像素則變不透明。降低數值，透明像素

量也隨之減少。

• 使用 50% 遞色樣式 — 使用所選的漸變色彩或影像色彩 （視

漸變選項而定）使部份透明像素變不透明，然後再套用 50% 
遞色樣式使色彩看起來較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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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模糊擴散遞色 — 使用所選的漸變色彩或影像色彩 （視漸

變選項而定）使部份透明像素變不透明，然後再模糊擴散遞色

使色彩看起來較為自然

4 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決定部份透明像素漸變的方式：

• 是 — 將部份透明像素與 「漸變」色彩方塊中的色彩漸變。若

要選擇新色彩，按一下色彩方塊，再從「色彩」對話方塊選擇

一種色彩。部份透明像素若低於您在上列步驟設定的數值，便

會與此色彩漸變。

• 否 — 使用透明度 100% 的現有影像色彩

5 按一下色彩索引標籤，再於色彩數量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

決定影像中的色彩數量。 

備註： 移除色彩，檔案會縮小，但影像品質也會隨之降低。使用
預覽區域可協助您決定檔案大小與影像品質之間最佳平衡點。

6 在遞色程度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數值，

範圍可從 16 色至 256 色。這決定 Corel PaintShop Pro 排列影像

像素以補償鄰近像素遺失色彩的方式。

7 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決定影像色盤：

• 現有色盤 — 可讓您使用現有的影像色盤

• 標準 / 適用 Web — 可讓 Web 用途的影像使用適用 Web 的色盤

• 最佳化中間值裁切 — 可讓您將影像減少至僅剩少數色彩。如

果選擇此選項，您可以標示增加選取的色彩核取方塊，以按您

設定的係數加強色彩。選取的色彩便會較影像其他部分顯眼突

出。若要加強色彩，請選取一個包含要加強色彩的區域，再標

示此核取方塊。

• 最佳化 Octree — 可讓您最佳化僅包含少數色彩的影像

備註： 視個人需求而定，您可能會想同時嘗試 「最佳化中間值
裁切」和「最佳化 Octree」選項，而後再選擇效果最佳者。

8 在「選項」群組方塊中，標示包含 Windows 色彩核取方塊以將 
16 種標準 Windows 色彩納入色盤中。 
672 Corel PaintShop Pro X7 使用指南



如果影像要在 Web 上使用，請標示此核取方塊。

9 按一下格式索引標籤，再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非交錯式 — 產生一次下載一條線（由上至下）的影像

• 交錯式 — 產生遞增顯示的影像，細節會在傳輸過程中逐次新增

備註： 大型影像請選擇 「交錯式」選項，如此一來使用者便可
在等待影像下載過程中得知影像外觀。

10 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89a 版 — 可讓您儲存透明度資訊。如果影像包含透明像素，

程式便會自動選取此選項。

• 87a 版 — 可讓您儲存不包含透明度設定的影像

11 按一下確定開啟「另存新檔」對話方塊，再導覽至要儲存新影

像的資料夾，並輸入檔案名稱。 

12 按一下儲存。

使用透明 GIF 精靈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匯出  GIF 最佳化。

 「GIF 最佳化」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使用精靈，再依照指示進行動作。

3 按一下完成關閉精靈，再開啟另存新檔對話方塊，於此為新儲存

的 GIF 檔案輸入名稱並選取位置。

您也可以

選擇影像內的色彩 在精靈的第 1 頁或第 2 頁上，將游標

移到影像上方，然後按一下某個色
彩。色彩範本會顯示您按下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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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F 影像不能包含部份透明像素。如果影像包含透明像素，
「透明 GIF 精靈」會調合您所選的色彩。降低圖層透明度、新
增遮罩、羽化選取區域以及使用降低透明度設定的筆刷，都
可能產生部份透明像素。 

您可以按一下下載時間索引標籤，預覽壓縮檔案的大小，並

檢視四種撥接速度下預計需要的下載時間。

使用 JPEG 檔案

Corel PaintShop Pro 可讓您最佳化 JPEG 檔案，創造出最好的影像品

質和最小的檔案。

重要！ 每次您開啟及儲存 JPEG 檔案，影像資料都會被捨棄。建
議您保留一份原始影像的備份。

JPEG 最佳化品質

您可以使用壓縮縮小 JPEG 檔案。壓縮 JPEG 影像，即刪除影像資訊。

壓縮量提高，影像品質便會愈差。您可以使用影像預覽區域協助決

定檔案大小與影像品質之間最佳平衡點。

使用 「色彩」對話方塊選擇色彩 在精靈的第 1 頁或第 2 頁上，按一下

色彩範本，開啟 「色彩」對話方塊。
如需 「色彩」對話方塊控制項的詳細
資訊，請參閱第 44 頁的 〈從對話方

塊中選擇色彩〉。

變更設定 在精靈的第 5 頁上，按一下上一頁
返回前一頁，變更所需設定再返回第 
5 頁檢視結果。

您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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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利用色度次取樣縮小檔案大小，此方式是每 2 × 2 平方像

素便平均一次色彩資訊。若要放大色彩資訊區域的平均單位，可變

更此設定。

JPEG 最佳化背景色彩

若影像有透明區域，則「JPEG 最佳化」對話方塊中會出現 「背景

色彩」標籤區域。您可以決定影像中的透明像素與背景漸變的方

式，只需選擇背景色彩即可。例如，若您將影像用作 Web 背景，您

可以選擇與「JPEG 最佳化」相同的背景色彩，以確保影像與網頁無

痕漸變。

JPEG 最佳化格式

您可以決定影像載入時的出現方式。您可以最佳化 JPEG，如此一來

影像便可從頂端開始，一次下載一條線。 

您可以選擇讓大影像遞增顯示影像；細節會在傳輸過程中逐次新

增。這可讓使用者在影像下載時看見影像。

JPEG 最佳化下載時間

您可以檢視壓縮檔案的大小，以及在四種連線速度下預計需要的下

載時間。

使用 JPEG 精靈

您可以從「JPEG 最佳化」對話方塊開啟「JPEG 精靈」。此精靈會

引導您完成最佳化 JPEG 檔案的步驟。

最佳化和儲存 JPEG 檔案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匯出  JPEG 最佳化。

「JPEG 最佳化」對話方塊便會出現。預覽區域左邊顯示目前的影

像，右邊顯示生成的 JPEG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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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品質索引標籤，再於設定壓縮值為控制項輸入或設定

數值。

3 如果要變更預設設定，請從色度部分取樣下拉式清單選擇一種色

彩取樣方法。

4 按一下格式索引標籤再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標準 — 從頂端開始，一次下載一條線

• 漸進式 — 遞增顯示影像，細節在傳輸過程中逐次新增

5 按一下確定開啟「另存新檔」對話方塊，導覽至要儲存新影像

的資料夾，再輸入檔案名稱。

6 按一下儲存。

您可以按一下下載時間索引標籤，預覽壓縮檔案的大小，並

檢視四種撥接速度下預計需要的下載時間。

使用 JPEG 精靈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匯出  JPEG 最佳化。 

「JPEG 最佳化」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使用精靈，再依照指示進行動作。

使用 PNG 檔案

Corel PaintShop Pro 可讓您最佳化 PNG 檔案，創造出最好的影像品

質和最小的檔案。

「PNG 最佳化」對話方塊包含有個標籤區域，您可以設定色彩、透

明度、和檔案的格式選項。第四個標籤顯示在各種撥接速度下預計

需要的影像下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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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G 最佳化色彩

您可以選擇 PNG 檔案的色彩深度，色彩深度愈大，所需下載時間愈

長。「PNG 最佳化」對話方塊的 「色彩」標籤之下的控制項讓您選

擇 PNG 影像的色彩深度。至於色盤式影像，您可以選擇色彩減少的

方法、色彩數量和遞色程度。

PNG 最佳化 Gamma 值

PNG 影像包含 gAMA 區塊，此區塊可控制影像的 Gamma 值等級。

Gamma 值設定可讓影像即使跨多個顯示裝置仍保持顯示一致。若有

疑問，請使用 PC 的預設值。

PNG 最佳化透明度

您可以選擇將透明度設在現有影像或圖層透明度上，亦可在影像中

取樣您要使其變透明的色彩。如果您的影像中有選取區域，則可以

選取區域做為透明度的基礎。您也可以用 Alpha 色頻做為透明度的

基礎。

PNG 最佳化格式

PNG 影像可為交錯式或非交錯式，這會影響連線速度慢時影像在電

腦上的顯示方式 

PNG 最佳化下載時間

「PNG 最佳化」對話方塊的 「下載時間」標籤下會顯示壓縮檔案的

大小及依四種數據機速率估計的下載時間。

使用 PNG 精靈

您可以從「PNG 最佳化」對話方塊開啟 PNG 精靈。此精靈會引導您

完成最佳化 PNG 檔案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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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化和儲存 PNG 檔案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匯出  PNG 最佳化。

「PNG 最佳化」對話方塊便會出現。預覽區域左邊顯示目前的影

像，右邊顯示生成的 PNG 檔案。

2 按一下色彩標籤，再選擇下列其中一個影像類型選項：

• 色盤式 —256 色或色彩更少的影像

• 灰階 (8 位元 )

• 1670 萬色（24 位元）

 如果選擇「色盤式」方法，您可以選擇影像使用的色彩數量和

套用的遞色程度。

3 按一下透明度標籤，再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透明度類型選項：

• 無透明 — 儲存影像但不包括透明度

• 單色透明 — 按一下色彩範本或按一下影像中的色彩，再於相

似度控制項輸入數值，即可使某種色彩變透明。

•  Alpha 色頻透明 — 使用影像目前的選取區域或 Alpha 色頻透

明度。您可以選擇 現有影像或圖層透明度、現有 Alpha 色頻透

明、目前選取區域之內或 目前選取區域之外 選項，決定讓影

像哪部分變透明。

4 如果要變更預設值，請按一下 Gamma 值標籤，再於 Gamma 值
控制項設定或輸入數值。

5 按一下格式標籤，再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非交錯式 — 影像一次下載一條線 （由上至下）

• 交錯式 — 影像遞增顯示，細節會在傳輸過程中逐次新增。大

型影像請選擇此選項，如此一來使用者便可在等待影像下載過

程中得知影像外觀。

6 按一下確定開啟「另存新檔」對話方塊，導覽至要儲存新影像

的資料夾，輸入檔案名稱，再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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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按一下下載時間標籤，預覽壓縮檔案的大小和在四種

撥接速度下預計需要的下載時間。

使用 PNG 精靈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匯出  PNG 最佳化。

「PNG 最佳化」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使用精靈，再依照指示進行動作。

3 按一下完成關閉精靈，再開啟「另存新檔」對話方塊，於此為

新儲存的 GIF 檔案輸入名稱並選取位置。

使用 Web 瀏覽器預覽影像

您可使用 Web 瀏覽器查看您的作用中影像將如何在網頁中顯示。

Corel PaintShop Pro 可建立 HTML 網頁，以 Windows 點陣圖、GIF、
JPEG 或 PNG 格式顯示您的影像。您最多可選取三種瀏覽器。如需新

增、變更或刪除用於預覽的 Web 瀏覽器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611 頁

的〈選取 Web 瀏覽器〉。

若要 請執行下列動作

選擇影像內的色彩 在精靈的第 2 頁或第 3 頁上，將游標

移到影像上方，然後按一下某個色
彩。色彩範本會顯示您按下的色彩。

使用 「色彩」對話方塊選擇
色彩。

在精靈的第 2 頁或第 3 頁上，按一下

色彩範本，開啟 「色彩」對話方塊。

變更設定 在精靈的第六頁，按一下上一頁回到

前一頁。然後依您所需變更設定，再
回到第六頁去檢視結果。
建立 Web 的影像 679



使用 Web 瀏覽器預覽影像檔案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檢視  使用 Web 瀏覽器預覽。

「在 Web 瀏覽器中預覽」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 「選取影像格式」清單中，按一下要用來預覽影像的各種

格式。

3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以選取網頁的背景色彩：

•  按一下背景色彩方塊，再從「色彩」對話方塊選擇一種色彩。

•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背景色彩方塊，再選擇一種最近使用的

色彩。

4 在「影像大小」群組方塊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標示使用預設值核取方塊以保持原始影像的尺寸。

• 取消標示使用預設值核取方塊，再於寬度和高度控制項輸入或

設定新影像尺寸（以像素為單位）。

5 按一下預覽。

如果僅在「選取影像格式」清單中選擇 Windows 點陣圖，程式

便直接開啟「Web 瀏覽器」顯示影像。

如果選取其他格式，程式會開啟適當的最佳化對話方塊。選取最

佳化影像的選擇，再按一下確定。

不論何種格式，瀏覽器都會在影像下方顯示檔案大小、色彩
深度以及約略的下載時間。

切割影像

影像經切割後會被分成數個較小的影像，您可將這些小影像儲存成

不同格式，或進行不同等級的最佳化後再儲存。由於這些最佳化影

像所需的下載時間較一個大型影像少，因此網頁載入速度會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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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影像也可以減少必須儲存的圖形數量。如果網站中有多個影像

都顯示相同的標誌或其他圖形，則切割該影像便只需要儲存一次該

區段；您可以將相同標誌或圖形區段重新載入至所有影像。

使用「影像切割連結工具」，您可以建立一個影像表格，將各切割

區段的位置儲存成表格中的區域，產生欄位和儲存格的 HTML 碼。

接著，再將此代碼複製至來源檔案，如此一來使用者下載該網頁

時，影像便可重新組合。

您也可以建立轉換，這是使用者按一下或將滑鼠移至轉換上方時顯

示次要影像的區域。

建立和編輯儲存格

切割影像時，您會將其分為數個儲存格並編輯儲存格界限。進行此

動作必須使用「影像切割連結工具」對話方塊中 「工具」群組方塊

的工具。

指定切割儲存格屬性

建立切割的儲存格之後，您可以將 URL、替代文字和目標指定至每

個儲存格，您也可以選擇讓儲存格出現在已下載的影像中。略過儲

存格，您可以從其他影像（例如標誌或文字）新增儲存格，並在非

矩形形狀中建立影像。

工具 描述

箭頭工具可讓您將儲存格變成為作用中或是移動其邊框。

格線工具可讓您建立間隔均等的儲存格，範圍可為整個影像或是
在另一個儲存格內。

切割工具可讓您建立水平線或垂直線。

刪除工具可讓您刪除切割線。

平移工具可讓您在預覽中拖曳影像，來檢視影像的隱藏區域。
建立 Web 的影像 681



若指定替代文字，文字會在載入影像時顯示。文字會在影像無法下

載，或使用者已在 Web 瀏覽器中關閉影像時顯示。某些版本的

Internet Explorer 會將這些文字以工具提示的方式顯示。

設定切割偏好設定

您可以為作用中和非作用中區域的邊框線選取色彩。

儲存和載入切割設定

儲存切割設定時，儲存格排列以及您在「影像切割連結工具」對話

方塊中輸入的資訊都會一併儲存。您可以再將它們載入至相同影

像，或使用在不同影像中。

儲存切片 

您可以將切片儲存至硬碟的資料夾，以便再次使用或編輯。

將影像切割成儲存格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匯出  影像切割連結工具。

「影像切割連結工具」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選擇切割工具 ，然後在要建立切割線的影像中按一下。

備註： 若要建立垂直切割線，請垂直拖曳；若要建立水平切割
線，則水平拖曳。

3 選擇箭頭工具 ，然後按一下儲存格內部使其變成作用中。

儲存格界限資訊會顯示在「儲存格屬性」群組方塊的下半部。

4 在 URL 下拉式清單中，輸入您希望儲存格出現的網頁位址。

如果要選取已經使用在影像中的位址，請從 URL 下拉式清單選

取所需的位址。

5 在替代文字方塊中，輸入儲存格下載時瀏覽器可以顯示的文字。

6 從目標下拉式清單，選擇下列其中一個目標框架或視窗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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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blank — 會在新的瀏覽器視窗中載入連結的頁面

• _parent — 會在母視窗或連結的框架組中載入連結的頁面。如

果連結不在巢狀框架中，則影像會載入整個瀏覽器視窗。

• _self — 會在相同視窗或做為連結的框架中載入連結的頁面

• _top — 會在所有瀏覽器視窗中載入連結的頁面並移除所有框

架

7 按一下儲存。

「HTML 另存新檔」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8 導覽至要儲存 HTML 碼的資料夾，再按一下儲存。

您也可以

以一致的間距和大小建立儲存格。 按一下格線工具 。在預覽區域中

按一下以開啟 「格線大小」對話方
塊，再於列和行控制項輸入或設定
數值。

移動切割線或邊框 按一下箭頭工具 ，然後把游標移

動至直線上。當游標變更為雙邊箭
頭時，將線條拖曳至新位置。若只
要移動目前儲存格內的線段，則按
住 Shift 同時按一下該線段。

刪除線條或邊框 按一下刪除工具 ，然後把游標移

動至直線上。當游標變更為橡皮擦
形狀時，按一下滑鼠即可刪除該線
條。如果刪除直線而產生無效區
域，Corel PaintShop Pro 就會顯示

 圖示以提示您該直線無法擦除。

略過下載影像的儲存格 利用箭頭工具按一下儲存格，再取
消勾選表格包含儲存格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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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向上移動線條，但請勿超過鄰近的平行線。您可以移
動獨立線條以及屬於格線的線條。拖曳線條時，
Corel PaintShop Pro 會移動可以重新定位但不會建立非矩形
儲存格的最長線段。 

切割偏好設定
編輯工作區

1 在「影像切割連結工具」對話方塊中，按一下偏好設定。

2 按一下作用中的拼接邊框色彩色彩方塊，再選擇色彩。

3 按一下非作用中的拼接邊框色彩色彩方塊，再選擇色彩。

4 在最大記錄清單大小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影像切割連結工

具」對話方塊中「儲存格屬性」群組方塊的 URL 和替代文字下

拉式清單要列出的項目數量。

5 按一下確定。

如果儲存 HTML 碼時要有檔案位置和切片名稱的提示，請標

示儲存檔案或另存新檔時提示影像資料夾核取方塊。

將切割設定儲存至剪貼簿，以便將
其貼入 HTML 碼

按一下儲存至剪貼簿開啟 「HTML 
目的地資料夾」對話方塊，導覽至 
HTML 檔案儲存的資料夾，再按一

下確定以儲存切割設定。
開啟上述的 HTML 檔案，將游標放

置在要插入 HTML 切割碼的位置，

再按 Ctrl + P。

建立儲存格轉換 按一下轉換建立工具。如需建立影
像轉換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689
頁的 〈建立影像轉換〉。

您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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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切割設定
編輯工作區

1 在「影像切割連結工具」對話方塊中，按一下儲存設定。

「儲存切割設定」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導覽至您要儲存設定檔的資料夾。

3 輸入檔案的名稱，再按一下儲存。

檔案會儲存為 JSD 格式。

載入切割設定
編輯工作區

1 在「影像切割連結工具」對話方塊中，按一下載入設定。

「載入切割設定」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選取要載入的 JSD 檔案，再按一下開啟舊檔。

將格線載入其他影像時，如果該影像尺寸與原始影像不同，
Corel PaintShop Pro 會自動調整格點大小。

影像對應連結

影像對應連結是包含對應連結區域（稱為區域或醒目提示區域）的

圖形，該區域會連結至 URL。儲存格可為圓形、矩形或不規則形狀。

當您將滑鼠移至儲存格上方時，滑鼠會變成手的形狀，表示您可以

按一下該區域，並移至其他的網頁。

建立對應連結區域

您可以使用「影像對應連結工具」對話方塊中 「工具」群組方塊的

工具，進行影像對應連結區域的建立與編輯。

工具 描述

箭頭工具可讓您修改醒目提示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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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對應連結區域屬性

在您建立對應連結區域（或部份）後，即可指定 URL、替代文字和

目標。

儲存影像對應連結

您可以將影像連結儲存至硬碟資料夾，以便使用或編輯。您也可以

將對應連結設定儲存至剪貼簿，以便貼入 HTML 碼。儲存對應連結

設定時，對應連結區域排列以及您在「影像對應連結工具」對話方

塊中輸入的資訊，都會一併儲存。您可以再將它們載入至相同影

像，或將這些設定使用在不同影像中。

設定對應連結設定

在您建立對應連結區域（或部份）後，即可指定 URL、替代文字和

目標。

建立和儲存對應連結區域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檔案 匯出 影像對應連結工具。

「影像對應連結工具」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移動工具可讓您移動醒目提示區域。

多邊形工具可讓您建立不規則形狀的醒目提示區域。

矩形工具可讓您建立方形或矩形的醒目提示區域。

圓形工具讓您建立圓形或橢圓形的醒目提示區域。

刪除工具可讓您刪除醒目提示區域。

平移工具可讓您在預覽中拖曳影像，來檢視影像的隱藏區域。

工具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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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下列其中一個工具並於預覽區域中進行繪製，以建立醒目提

示區域：

• 矩形工具  — 拖曳游標圍出一個方形或矩形的醒目提示區域

• 圓形工具  — 拖曳游標圍出一個圓形或橢圓形的醒目提示

區域

• 多邊形工具  — 按一下以設定起始點，再繼續移動游標，然

後按一下以圍出一個不規則形狀的醒目提示區域。按兩下即可

完成此多邊形。

3 在 URL 下拉式清單中，輸入您希望連結的網頁位址。

如果要選取已經使用在影像中的位址，請按一下方塊中的箭頭再

從 URL 下拉式清單選取所需的位址。

如果不要連結網頁，則輸入 #。

4 在替代文字方塊中，輸入當影像無法下載，或使用者已在 Web 
瀏覽器中關閉影像時所顯示的文字。

5 從目標下拉式清單，選擇下列其中一個目標框架選項：

• _blank — 會在新的瀏覽器視窗中載入連結的頁面

• _parent — 會在連接的母框架組中載入連結的頁面。如果連結

不在巢狀框架中，則影像會載入整個瀏覽器視窗。

• _self — 會在做為連結的相同框架中載入連結的頁面。

• _top — 會在所有瀏覽器視窗中載入連結的頁面並移除所有框

架

6 按一下儲存。

「HTML 另存新檔」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7 導覽至要儲存 HTML 碼的資料夾，再按一下儲存。

「影像對應連結另存新檔」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8 導覽至要儲存該影像的資料夾，再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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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對應連結偏好設定
編輯工作區

1 在「影像對應連結工具」對話方塊中，按一下偏好設定。

「對應連結偏好設定」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您也可以

選取現有的對應連結區域 按一下箭頭工具 ，然後按一下對

應連結區域。

變更對應連結區域的形狀或大小 按一下箭頭工具，再按一下選取要
變更的造形，將游標移至畫面其中
一個綠點的上方，直到游標變更為
四方箭頭。將該點拖曳至新位置。

移動對應連結區域 按一下移動工具 ，按一下對應連

結區域，然後再將其拖曳至新位
置。

清除對應連結區域 按一下刪除工具 ，並在對應連結

區域內部按一下。

移除所有對應連結區域 按一下清除。

在 Web 瀏覽器中預覽影像對應連結按一下在瀏覽器中預覽按鈕 以在

您的瀏覽器中測試對應連結區域。

將對應連結區域資訊儲存至剪貼
簿，以便貼入 HTML 碼

按一下儲存至剪貼簿開啟 「HTML
目的地資料夾」對話方塊，導覽至
HTML 檔案儲存的資料夾，再按一

下確定以儲存切割設定。開啟上述
的 HTML 檔案，將游標放置在要插

入 HTML 切割碼的位置，再按 Ctrl 
+ V 鍵。

建立對應連結區域轉換 按一下轉換建立工具。如需建立影
像轉換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689
頁的 〈建立影像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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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作用中的拼接邊框色彩方塊，再選擇色彩。

3 按一下非作用中的拼接邊框色彩方塊，再選擇色彩。

4 在最大記錄清單大小控制項中，輸入或設定「影像對應連結工

具」對話方塊中「儲存格屬性」群組方塊的 URL 和替代文字下

拉式清單要列出的項目數量。

5 按一下確定。

儲存對應連結設定
編輯工作區

1 按一下儲存設定。

「儲存對應連結設定」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導覽至您要儲存設定檔的資料夾。

3 輸入檔案的名稱，再按一下儲存。

檔案會儲存為 JMD 格式。

載入對應連結設定
編輯工作區

1 開啟要載入對應連結設定的影像。

2 選擇檔案 匯出 影像對應連結工具。

「影像對應連結工具」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3 按一下載入設定。

「載入對應連結設定」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4 導覽至並選取要載入的 JMD 檔案。

5 按一下開啟舊檔。

建立影像轉換

轉換是一個影像或影像選取區域，只要使用者加以啟動便可變更其

外觀。Web 設計人員時常為導覽列按鈕建立轉換。當使用者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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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鈕時，瀏覽器便會顯示連結的網頁（或檔案），轉換區域也會顯

示不同按鈕。

選擇一個在使用者執行特定滑鼠動作時會出現的影像檔案，讓您可

以對已切割和對應的影像指定轉換。

建立影像轉換
編輯工作區

1 建立影像以用作轉換影像。通常轉換影像是原始影像的再製品，

但會有所修改，以在滑鼠移至原始影像上時顯示不同外觀。

2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選擇檔案 匯出  影像對應連結工具。 

• 選擇檔案  匯出  影像切割連結工具。

備註： 如有需要，請導覽至影像區域，再使用適當的工具 （例
如 「多邊形」、「矩形」或 「圓形」工具）指定要新增轉換的
區域。

3 按一下轉換建立工具。

「轉換建立工具」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4 請標示下列任一核取方塊以決定哪個動作會啟動轉換： 

• 滑鼠移至

• 滑鼠移開

• 按一下滑鼠

• 按兩下滑鼠

• 放開滑鼠

• 按下滑鼠

5 按一下開啟舊檔按鈕 。

「選取轉換」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6 導覽至並選取要使用的圖形檔案。

如果不選取檔案，之後便會使用原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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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一下開啟舊檔。

在「轉換建立工具」對話方塊中，檔案路徑會出現在核取方塊

旁的方塊中。

8 按一下取消返回「影像對應連結工具」或 「影像切割連結工

具」對話方塊。

您可以按一下在瀏覽器中預覽按鈕 ，在 Web 瀏覽器視窗中

檢視作品。

使用數位浮水印

數位浮水印是影像授權的永久證明，但只有電腦能偵測到，一般使

用者看不見。浮水印包含建立者、版權和影像本身的相關資訊。當

檢視者選擇檢視此資訊時，程式會開啟一個對話方塊，其中包含連

至 Digimarc 網站的連結。

讀取數位浮水印

不論何時 Corel PaintShop Pro 開啟影像，都會自動檢查數位浮水印。

如果偵測到浮水印，程式便會在標題列的檔案名稱之前顯示版權符

號，「浮水印資訊」對話方塊也會出現。如果 Corel PaintShop Pro 沒
有偵測到浮水印，程式便會顯示訊息，表示找不到浮水印。您也可

以檢視 Digimarc 資料庫頁面以取得建立者的相關資訊。

嵌入數位浮水印

數位浮水印只能嵌入圖層一次，這可保護圖層品質，避免過度變

更圖層導致品質降低。如果您試圖將浮水印嵌入分層影像，

Corel PaintShop Pro 會顯示訊息，建議您先扁平化影像再嵌入浮

水印。

嵌入浮水印時，您可以選取下列選項：

• 建立者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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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版權日期

• 影像屬性

• 使用限制

• 浮水印持久度

第一次嵌入浮水印只需要設定建立者 ID。每次嵌入浮水印時，可變

更版權日期、影像屬性和耐久性。

設定浮水印持久度

浮水印持久度代表浮水印在影像上的可見程度。影像若要列印，請

使用較強的浮水印。影像若是顯示在顯示器上，則使用較弱的浮水

印，因為它們不會隨影像出現。強浮水印容易偵測，不易移除，在

影像上也較容易看見。您可以製作兩份影像副本，要列印的副本使

用強浮水印，僅供電子顯示的副本則套用弱浮水印。

個人化建立者 ID

欲使用自己的辨識碼自訂浮水印必須執行下列兩個步驟：

• 向 Digimarc 註冊，取得您專屬的 ID 號碼。

• 接著在「個人化建立者 ID」對話方塊中輸入資訊。

讀取數位浮水印
編輯工作區

• 選擇影像  浮水印  讀取浮水印。

您可以按一下「浮水印資訊」對話方塊中的 Web 查詢，以

檢視 Digimarc 資料庫頁面，取得浮水印建立者的相關資訊。

嵌入浮水印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影像  浮水印  嵌入浮水印。 
692 Corel PaintShop Pro X7 使用指南



「嵌入浮水印」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影像屬性」對話方塊中，標示下列任一個核取方塊，以決

定程式顯示浮水印資訊時出現的限制：

• 限制使用

• 請勿複製

• 成人內容

3 在「版權資訊」群組方塊中，於版權年份方塊輸入一年或兩年。

Digimarc 接受 1922 年至今的年份。

4 按一下確定。

一個圖層只能包含一個浮水印。已有浮水印的圖層中無法再
嵌入新的浮水印。

設定浮水印持久度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影像  浮水印  嵌入浮水印。 

「嵌入浮水印」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從目標輸出下拉式清單，選擇影像顯示的媒介： 

• 顯示器

• 列印

如果解析度低於 300 dpi 的影像選取列印，Corel PaintShop Pro 
會顯示訊息，建議您在嵌入浮水印前提高影像解析度。

3 若要設定浮水印強度，請於浮水印持久度控制項輸入 1 至 16 之
間的數字，或使用預設值。 

「顯示器」選項的預設值是 8；「列印」選項的預設值則是 12。

4 若要確認浮水印資訊是否正確嵌入，請標示確認核取方塊。

程式會檢查浮水印是否已套用，並顯示其屬性與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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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建立者 ID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影像  浮水印  嵌入浮水印。 

「嵌入浮水印」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按一下個人化。 

「轉個人化建立者 ID」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3 若要向 Digimarc 註冊，請按一下註冊。 

Web 瀏覽器便會開啟並導覽至 Digimarc 網頁。依照螢幕指示動

作即可獲得「建立者 ID」號碼、PIN 碼和密碼。您最好記下這

些資料以備日後之需。關閉瀏覽器返回「個人化建立者 ID」對

話方塊。

4 在適當的方塊中輸入 PIN 碼和「建立者 ID」號碼。

5 按一下確定。 

「嵌入浮水印」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6 按一下確定。

如果您標示了確認核取方塊，「嵌入浮水印：確認」對話方塊便

會顯示。此對話方塊可讓您得知浮水印是否已嵌入，「嵌入浮水

印」對話方塊也會顯示建立者、版權資訊、影像屬性以及耐久性

資訊。

如果您的電腦沒有連接網路，請使用免付費電話專線連絡

Digimarc，以進行註冊和取得「建立者 ID」號碼、PIN 碼和

密碼。

加入可顯示的浮水印

您可以在任何點陣影像上放置包含文字和 / 或圖形的可顯示的浮水

印。無論您是專業的攝影師或只想在公開的網站上分享相片，可在

相片中加入獨立記號來提醒觀賞者該相片的攝影者。這項功能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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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加入標誌或其他圖形的工作，除此之外您還可以選擇專業的呈現

特效，如浮雕效果讓浮水印看起來更細緻。

若建立浮水印時使用透明背景的圖形，則浮水印的顯示效果會更

好。若是如此，您將會需要將圖形儲存成支援透明度的檔案格式

（例如 PspImage、TIF 或 PNG）。即使您調整過整體圖形的透明度，

但由於所使用的不是透明背景的影像，所以請注意浮水印的四周會

顯示一個矩形圖案。

加入可顯示的浮水印
編輯工作區

1 選擇影像  浮水印  可顯示的浮水印。

「可顯示的浮水印」對話方塊便會出現。

2 在浮水印來源群組方塊中，按一下瀏覽按鈕。使用「開啟」對

話方塊，來導覽至包含您所要使用的浮水印圖形的資料夾。

圖形出現在「浮水印來源」群組方塊的預覽區域。

3 在位置群組方塊中，選擇位置選項：

• 拼接 — 將圖形放在覆蓋影像的行和列

• 置中 — 將圖形放置在影像的中央

• 邊角 — 讓您選擇要將圖形放置在哪個影像邊角

4 在樣式群組方塊，調整圖形的整體外觀：

• 大小 — 調整圖形的大小。

• 不透明度 — 調整圖形的不透明度。增加不透明度的設定，讓

下方更多的影像可以透過圖形顯示出來。

• 浮雕 — 對圖形套用一個浮起的外觀

5 按一下確定。
建立 Web 的影像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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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Numerics

1-bit color depth 555

decreasing images to 556

2 colors

decreasing images to 556

3D effects 369

Buttonize 370
Chisel 370
Cutout 371
Drop Shadow 372
Inner Bevel 372
Outer Bevel 374

4-bit color depth 555

decreasing images to 557

8-bit color depth 555

decreasing images to 558
increasing images to 554

8-bit grayscale color depth 556

decreasing images to 559

16 colors

decreasing images to 557
increasing images to 554

16-bit color depth

increasing images to 554

24-bit color depth 556

decreasing images to 559

256 colors

decreasing images to 558
increasing images to 554

32K colors

decreasing images to 559

32-bit 4
64K colors

decreasing images to 559

64-bit 4

A

actions

automating 593
disabling in scripts 629
removing from scripts 629

actions, recording scripts 619

Adjust workspace 11, 26, 126

adjusting images 135

automatically 149
in one step 150
Index 697



with advanced techniques 
151

with Smart Photo Fix 151

adjustment layers 313

adding 314
displaying overlays 314
editing 314
hiding overlays 314

Advanced Creator Information 
dialog box 71

Aged Newspaper effect 379

Airbrush tool 35, 520, 522

albumen photos 427

aligning

text 468
text on paths 471
vector objects 500
vector objects to canvas 502

alpha channels

deleting 283
loading masks from 332
loading selections from 282
renaming 282
saving masks to 335
saving selections to 281
setting PNG preferences for 

602

angles, straightening 147

animating, menus 579

anti-aliasing

Bézier curves 514
edges of preset shapes 489
edges of rectangles 485
edges of squares 485
freehand curves 515
lines 510
PostScript files 603
recovering 277
selections 277
selections based on shape 

277

anti-aliasing, text 470

application preferences

resetting 613
setting miscellaneous 594

Arithmetic command 452

combining images with 452

arranging

image windows 47
images in print layouts 653
vector objects 500

Arrow tool

using with image maps 685
using with image slices 681

Art Eraser tool 549

setting options for 549
698 Corel PaintShop Pro X7 使用指南



Art Media effects 375

Black Pencil 375
Brush Strokes 375
Charcoal 376
Colored Chalk 377
Colored Pencil 378
Pencil 378

Art Media layers 531

creating 532
drying or wetting 532
modifying properties 532

Art Media tools 537

adjusting brush size 539
creating photo-art with 539
drawing with 531
painting with 531
types of. See name of specific 

tool

artifacts, removing JPEG 183

Artistic effects 379

Aged Newspaper 379
Balls and Bubbles 380
Chrome 383
Colored Edges 383
Colored Foil 384
Contours 385
Enamel 386
Glowing Edges 387
Halftone 387
Hot Wax Coating 388

Magnifying Lens 389
Neon Glow 391
Posterize 391
Solarize 392
Topography 393

artistic renderings 539

aspect ratio, maintaining

for preset shapes 489

assigning keyboard shortcuts 
583

associating file formats 604

asymmetrical nodes 492

attaching

photos to e-mails 659
text to paths 472

Auto Selection tool 34, 258

autochromes 428

automating

actions 593
basic photo corrections 149
Bézier segment connection 

514
file format selection 588
image window magnification 

586
image window 

magnification, reset of 587
image window resizing 586
Index 699



palette display 590
scratch removal 182
tasks 619

auto-preserving original file 
597

autosaving, preferences for 
612

B

background

erasing areas from 220, 221
erasing straight lines from 

220
filling cropped edges with 

147
PostScript, setting to white 

603
printing 643
promoting layers 298
restoring erased pixels to 

220, 222
setting tolerance to 594
swapping with foreground 

340

background color, changing 
30

Background Eraser tool 36

setting preferences for 217
switching to 220, 222

backing up your database 616

Balls and Bubbles effect 380

applying environment or 
bump maps with 393

barrel distortion 161

correcting 162

Batch Merge, HDR 250

batches

converting files in 636
processing files in 636
renaming files in 639
running scripts on files in 638

Bézier curves

choosing line style 514
connecting segments 

automatically 514
drawing 513
setting line width 514
smoothing 514

Bicubic resampling method 
197

Bilinear resampling method 
197

Black and White Film effect 
420

black and white, converting to

by adjusting threshold 176
by choosing 8-bit grayscale 

color depth 559

Black Pencil effect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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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mishes, removing 207

blend modes 307

types of 307

blend ranges 307

setting 310

blending

edges 215
layers 307
pigments 537, 547, 548
setting modes for brushes 

522

Blinds effect 436

blooming, sensor 158

blurring images

commands for 189
minimally 190
moderately 190
radially 191
with average 190
with Gaussian effect 190
with motion effect 191
with nearby pixel intensity 

190

blurring, images 189

bold text formatting 468

borders, adding

to print layouts 653
to selections 279

borders, adding to images 232

boundaries, smoothing 
selection 278

box-camera photos 428

bracketing 243, 250

breaking contours 506

brightening photos

with Lighten/Darken tool 224
with White slider 152

brightening shadows 168

brightening, photos 153

brightness and contrast

adjusting 165

brightness, adjusting

along with contrast and 
gamma 174

for color channels 169

brush presets

creating 528

Brush Strokes effect 375

brush tips

creating 526
creating from selections 527
importing 528
rotating 522
shaping 521
sharing 528
Index 701



sizing 521

Brush Variance palette 30

brushes

adjusting size 539
building up paint 522
choosing 520
customizing 524
customizing settings 524
displaying cursor size and 

shape 588
displaying outlines 588
painting continuous color 

522
painting with wet look 522
resetting to default settings 

523
setting blend modes 522
setting hardness 521
setting options for 521
setting paint rate 522
setting steps 521, 524
setting stroke density 521
setting stroke thickness 521
undoing multiple strokes 524
undoing recent strokes 524

bump maps 393

applying 394

Burn blend mode 309

Burn tool 35, 223

Buttonize effect 370

buttons, toolbar 580

C

caching

group layers 589
layers 588
merged image groups 588
merged images 588
setting preferences for 587

Calendar, finding images 100

calibrating

monitors 570
printers 656

Camera RAW Lab 130

and RAW photo settings 131
changing preferences 132

cancelling script recording 621

canvas

aligning vector objects to 502
clipping selections 268, 283
distributing vector objects 

502
moving layers 303
resizing 238
wrapping pixels around 415

captions

adding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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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ing 120
print layout 648

capturing images 72

cascading

image windows 47

categorizing resources 609

cells

editing in print layout 
templates 650

slicing images into 680

centering

eye glints 206

centerpoints

changing for rotation 238
changing for text rotation 

478
positioning for circles 487
positioning for ellipses 487
positioning for preset shapes 

489

Chalk tool 37, 541

setting options for 541

Change to Target tool 36, 224

channels

alpha. See alpha channels
color. See color channels

Charcoal effect 376

Chisel effect 370

chroma, subsampling 674

chromatic aberrations 158

displaying affected image 
areas 160

previewing fixes 161
removing 159

Chrome effect 383

Circle effect 409

Circle tool 686

circles

positioning centerpoints 487
setting radii 487

circles, drawing 486

clarity 165, 168

Clipboard

creating images from 69
emptying 79
saving map area information 

688
setting preferences 595

clipping selections 266, 283

to canvas 268

Clone tool 35, 520

cloning images 212

closing
Index 703



contours 505
image windows 46
images 58
Print Layout window 646

CMYK color model 568

printing with separations 655

code, editing 630, 631

collage 286

collages, creating from photos 
291

collapsing layer groups 295

color

harmonies 2, 341

Color blend mode 308

legacy version 308

Color Changer tool 36, 226

color channels 573

adjusting brightness 169
combining 574
creating masks from 328
mixing 164
splitting images into 573
splitting in masks 328

color depth 66, 552

decreasing 555
image palettes. See image 

palettes

increasing 554
setting palette options 561
viewing 553
viewing for images 553
viewing for monitors 553
viewing number of image 

colors 553
viewing number of layer 

colors 554
Web requirements for 668

Color dialog box

displaying color values 589
displaying colors 589

Color Harmonies 342

color management 571

setting up profiles 571

color models 567

CMYK 568
HSL 568
RGB 567

color palettes, custom 357

Color Picker 341, 342

color profiles 571

CMYK 572

Color Replacer tool 36, 520

vs. Flood Fill tool 230

color vibrancy, enhancing 180

Colored Chalk effect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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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ed Edges effect 383

Colored Foil effect 384

Colored Pencil effect 378

Colored Pencil tool 37, 544

setting options for 544

colorizing photos 176

colors 567

adding pixels to selections 
271

adding to selections 272
adjusting balance 163
adjusting cast 165
adjusting lightness 179
adjusting saturation 179
calibrating monitor 570
calibrating printer 656
changing 225
choosing 342, 344
choosing from desktop 344
choosing from dialog boxes 

44
choosing from HSL values 

342
choosing from HTML codes 

342
choosing from images 344
choosing from Mixer palette 

534
choosing from RGB values 

342

choosing from swatches 357
choosing with Color Picker 

341
correcting 290
correcting faded 165
defining working spaces 572
diffusing 560
displaying on monitors 569
dithering 560
filling image areas with 229
foreground, choosing 225
GIF file, choosing 673
grid, choosing 592, 650, 

654
guide, choosing 52
hiding information 588
hiding transparent 566
making transparent 566
managing with profiles 571
marker, choosing 350
mask, choosing 324
mixing 533
organizing layers by 302
painting with continuous 522
paletted image, choosing 

343
PNG file, choosing 679
printing 569
printing as backgrounds 643
printing CMYK separations 

655
reducing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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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ving from selections 272
replacing 228, 560, 564
resetting to default settings 

179
setting modes 589
shifting 179
sorting in image palettes 563
swapping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340
viewing image information 

71
viewing layer information 71
viewing number of 553
viewing transparent 566
Web-safe 562
workspace, choosing 52

combining

batches of HDR photos 250
color channels 574
images 291, 451, 452
photo content 252
photos with Exposure Merge 

243

commands

accessing legacy 616
adding legacy 616
adding to toolbars 580
disabling in scripts 629
keyboard shortcuts for 48
removing from scripts 625, 

629

removing from toolbars 581
repeating 84
restricting 624

community sites 22

compressing

images 60
modes for 669

connecting

Bézier curve segments 514
contours 506
freehand curves 515
line segments 510, 516
line segments in preset 

shapes 489
nodes 506, 510

constraining

crop areas 142
lines 510

contact sheets, printing 641, 
644

context menus 49

listing all 49

continuous color

painting with 522

contours

adding 505
adding nodes to 495
breaking at nodes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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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ing 505
deleting 508
duplicating 508
editing 506
joining 506
moving 507
offsetting duplicated 508
reversing 507
selecting all nodes on 495
selecting specific nodes on 

495

Contours effect 385

contracting

nodes 496
selections 271

contrast, adjusting 165

along with brightness and 
gamma 174

by stretching histograms 173

converting

files in batches 636
photos to black and white 

176, 420, 559
photos to duotone 178
RAW files 132
text to curves 475
vector objects to paths 504

cookie cutter 2
Copy Special command 79

copying 76

active images 46
images 79
layers to other images 299
location information 110
merged layers 77
resources 608
saved images 63
selected image areas 267
selections or layers 77
vector objects 77, 517

Corel Auto-Preserve folder 598

Corel Knowledgebase 22

Corel products, updating 7
Corel Support Services 7, 22

corners

curling 415
rounding polygon or star 488
setting radii for 485

correcting

barrel distortion 162
color cast 165
colors 290
exposure with histograms 

172
faded colors 165
fisheye distortion 162
image areas with brushes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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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 136
images cosmetically 206
lens distortions 161
light, midtone, and dark 

areas 157
photographic perspective 

147
pincushion distortion 162
scratches 210
tone 290

Crayon tool 37, 543

setting options for 543

creating images 64

Creator IDs 691

personalizing 694

crop marks 641

printing 645

Crop tool 34

setting preferences for 592

cropping 141

clearing 143
constraining proportions 142
defining area interactively 

142
freely rotating 142
images for print 144
images to selections 144
moving rotation axis 143
moving rotation axis to the 

center 143

rotating area by 90 degrees 
142

rotating area by a specific 
angle 142

setting preferences for 143
setting shading 143
straightened images 147
to create a new image 145
to opaque areas 145
vs. resizing canvas 239

crosshairs

using for all tools 588
using with sampling regions 

156

cross-processed photos 428

Curlicues effect 394

curling corners 415

cursor preferences

setting for brush tools 588
using precise crosshairs 588

curves

adjusting 497
converting text to 475
drawing 512
modifying 515
straightening 498

Curves dialog box 169

cusp nodes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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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 palette 357

customer support 7, 22

customizing

application settings 575
brush settings 524
effects 451
keyboard shortcuts 583
line styles 511
menus 579, 594
Mixer pages 535
palettes 38, 589
patterns from selections 279
rulers 590
toolbars 38, 580, 582
workspaces 577

Cutout effect 371

cutouts 2, 476

shapes 490
text 476

cutting 76

layers 77
line segments 516
objects from background 221
selections 77
vector objects 77

cyanotypes 427

Cylinder–Horizontal effect 409

Cylinder–Vertical effect 410

D

daguerreotypes 427

dark areas, correcting 157

Darken blend mode 307

darkening

overexposed photos 153
photos automatically 151
photos with backlighting 154

darkening photos

with Black slider 152
with Lighten/Darken tool 224

dashes, line 512

data, retouching layer 224

database, about 616

defining

CMYK profiles 572
color working spaces 572

defloating selections 268

deformation maps 461

loading 462
saving 461

deinterlacing

video capture images 183

deleting images 85, 114

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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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sh stroke 521

depth

color. See color depth

descriptive text

adding to scripts 626
entering for print layout 

templates 650

deselecting nodes 495

despeckling pixels

multiple 186
single 185

detaching text from paths 472

details, adjusting Clarity 168

dialog boxes

choosing colors 44
common features of 40
deleting sample box buttons 

160
displaying for scripts 626
displaying Help for 17
editing numeric values 41
randomizing settings in 44
resizing 40, 42
using color boxes 42
using preview windows 41

Difference blend mode 309

diffusing colors 560

digital photos

getting 56
raw data vs. RAW file format 

600
removing noise 155
viewing information 70

digital watermarks 691

embedding 692
personalizing Creator ID 694
reading 692
setting durability 693

digital workflow 9
Dilate effect 405

Discovery Center 21

disk

loading masks from 333
loading selections from 281
saving masks to 334

Displacement Map effect 395

using 403

displacement maps 403

adding file locations 606
applying 403
copying 608
deleting 608
deleting file locations 607
managing 607
moving 609
renaming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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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 file locations 605

display preferences 587

Dissolve blend mode 308

distorting

images 238
text 479
vector objects 499

Distortion effects 394

Curlicues 394
Displacement Map 395
Lens Distortion 396
Pinch 397
Pixelate 397
Polar Coordinates 398
Punch 398
Ripple 399
Spiky Halo 400
Twirl 401
Warp 401
Wave 402
Wind 403

distributing

lightness across photos 173
vector objects 500
vector objects on canvas 502

dithering colors 560

docking

palettes 38

preferences for 38
toolbars 38

documentation conventions 
15

Dodge blend mode 309

Dodge tool 35, 223

downloading

picture tubes 454

drawing

Bézier curves 513
circles 486
curves 512
ellipses 486
free-form lines 510
freehand curves 514
lines 509
polygons 487
preset shapes 488
rectangles 485
segments, multiple 511
segments, single 509
shapes 481
squares 485
stars 487
symmetric shapes 487
vector objects 481
with Art Media tools 531

Drop Shadow effect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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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Shadow layer style 319

Dropbox

uploading Share My Trip 
slideshow 663

Dropper tool 34

hiding color information 588

dry pigments 537

drying Art Media layers 532

DSLR features 14

duotone, converting to 178

duplicating

active images 46
contours 508
images 68
layers 299

durability, watermark 693

E

early color photos 428

Edge effects 405

Dilate 405
Enhance 405
Enhance More 406
Erode 406
Find All 406
Find Horizontal 407
Find Vertical 407

High Pass 408
Trace Contour 408

Edge Seeker selections 262

edges

adding borders 232
blending 215
filling with background 147
modifying for selections 278
preserving 185
sharpening 151
smoothing rectangle 485
smoothing square 485
wrapping pixels around 415

Edit workspace 27

editing

applying captured editing 
117

capturing image editing 116
images. See adjusting images
print layouts 652
Python code 630, 631
saved searches 97
scripts 631
vector objects 481, 491

Effect Browser 366

setting thumbnail size 588

effects

3D 369
applying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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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to raster text 474
applying to text 474
applying to vector text 474
Art Media 375
Artistic 379
browsing 368
choosing from Effect Browser 

368
choosing from Effects menu 

367
choosing from Instant Effects 

palette 368
creating 290
creating user-defined 451
Edge 405
Geometric 409
Illumination 413
Image 415
modifying preset 369
modifying selections with 

273
Photo 417
Reflection 432
resetting values 367
reusing user-defined 451
saving settings 367
saving user-defined 451
Texture 436
types of. See name of specific 

effect

Effects layers 315

Ellipse tool 36

ellipses

drawing 486
positioning centerpoints 487
setting radii 487

e-mailing photos 659

embedding

digital watermarks 692
photos in e-mail 659

Emboss effect 437

Emboss layer style 318

Emboss tool 35, 223

emptying Clipboard 79

Enamel effect 386

end caps 512

Enhance effect 405

Enhance More effect 406

enhancing 168

environment maps 393

applying 394

equalizing histograms 173

Eraser tool 36, 520

switching to 220, 222
using with image maps 686
using with image slices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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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sing

background areas 220, 221
image areas 215, 216, 221, 

234
lines from backgrounds 220
map areas 688
pigments 537
setting levels for 522
straight lines from images 

219
versus undoing 217

Erode effect 406

EV settings for bracketing 243

Exclusion blend mode 310

EXIF information

editing 120
viewing 70

expanding

layer groups 295
nodes 496

exporting

brush tips 528
GIF files 671
gradients 351
JPEG files 675
PNG files 678

exposure

correcting 172

Exposure Merge 243

Express Lab

starting from the main 
application window 126

user interface overview 126

Express Lab mode 125

extracting, objects from 
background 221

Eye Drop mode 208

eye drops

applying 208

F

face recognition 101

Facebook 661

importing friends list 104
sharing slideshows 663
syncing check-in points 106
tagging people 101

facial blemishes

removing 207

facial wrinkles

removing 209

fading

between layers with masks 
323

images with gradients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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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hering

selections 215, 275, 276

features

legacy 616
new 1

Feedback effect 433

file extensions

loading all plug-ins 610

file formats

batch-converting 636
choosing 60
choosing for print 657
excluding 597
saving images to last used 

588
setting associations 604
setting preferences 599
supported 85
Web requirements for 668

file locations, resource

adding 606
deleting 607
setting 605

filenames, displaying for 
thumbnails 597

filenames, printing 643

files

compressing 60

converting in batches 636
displaying recent 594
opening from the Manage 

workspace 59
opening recently viewed 59
printing images to 644
processing in batches 636
renaming batch-converted 

637
renaming in batches 639
running scripts on multiple 

638
running scripts on open 59
saving selections to 280
stopping batch conversions 

637
Web requirements for 668

fill flash

brightening photos with 153
darkening photos with 154

Fill Light/Clarity 168

filling

cropped edges 147
images 229
masks 331
properties for 337
text 477

film effects

applying 417, 430

Film L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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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432

filter effects

applying 430

filters

applying effect 417
Creative 431
Film 432

Find All effect 406

Find Horizontal effect 407

Find Vertical effect 407

finding images 95

by location 106
by people 101
by tag 100
Smart Collections 97
using Calendar 100

Fine Leather effect 437

fisheye distortion 161

correcting 162

fitting

images to screen 48
images to windows 48
text to paths 471
windows to images 48, 76
windows to screen 48

fixing

common problems 136

images in one step 150
images with Smart Photo Fix 

151

flattening

images 669
layers 669

flaws, removing 212

Flickr 661

importing friends list 104
tagging people 101

flipping

images 231
layers 231
nodes 496
selections 231

floating

palettes permanently 590
selections 268
toolbars 38

Flood Fill tool 36

vs. Color Replacer tool 230

focus

creating with depth of field 
187

sharpening for images 192
sharpening for photo edges 

151
softening 194

f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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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sing for images 111
specifying uncataloged 597
viewing all cataloged 95

fonts

changing attributes 466

foreground

choosing color 225
swapping with background 

340

formatting

text 466

frames

picture 449

free-form lines, drawing 510

freehand curves

choosing line style 515
connecting 515
drawing 514
setting joints for 515
setting line width 515
smoothing 515

Freehand Selection tool 34

creating selections with 261

Freehand selections 261

fringe, removing 154

full-screen previews 71

Full-screen viewing 10

Fur effect 438

G

gamma, adjusting

along with brightness and 
contrast 174

gaps, line

adding 512
deleting 512
removing all 512

Gaussian blurring 190

Gaussian noise, adding 181

General Info panel

displaying 119

Geometric effects 409

Circle 409
Cylinder–Horizontal 409
Cylinder–Vertical 410
Pentagon 410
Perspective–Horizontal 410
Perspective–Vertical 411
Skew 412
Spherize 412

GIF files 669

choosing colors from Color 
dialog box 674

choosing colors from images 
673

interlacing 671
Index 717



optimizing 671
optimizing with wizard 673
saving 671
setting preferences for 674
setting transparency for 673

glints, centering 206

Glowing Edges effect 387

Google+

importing friends list 104
tagging people 101

GPS data 106

Gradient Editor 349

gradients 345

adding file locations 606
adding markers 350
applying current 346
changing marker color 350
changing marker location 

350
changing midpoint location 

350
changing transparency 351
choosing 347
copying 608
creating 348
deleting 349, 608
deleting file locations 607
deleting markers 350
editing 349

exporting 351
filling masks with 331
importing 351
managing 607
moving 609
renaming 349, 608
saving as swatches 348
saving edited 348
setting file locations 605
using swatches with 357

graphics

adding to layers 290
raster. See raster graphics
vector. See vector graphics

grayscale color depth 556

decreasing images to 559

Grid tool 681

grids 50

changing color 650, 654
choosing color 52, 592
displaying 50
displaying in print layouts 

654
setting preferences for print 

layout 654
setting properties 51
setting snap influence 52
sizing when setting 

transparency 592
snapping print layout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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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654
snapping to 54
spacing 654
warping image areas with 

460

grouping

layers 303
vector objects 503
vector objects with Layers 

palette 503

guides 50

changing color 52
deleting 53
displaying 50
positioning 52
setting default properties 53
snapping to 54

H

Halftone effect 387

Hard Light blend mode 309

sharpening with 193

hardness, brush 521

HDR (high dynamic range) 242

Batch Merge 250
Exposure Merge 243
taking photos for 243

Help

training videos 15

Web-based resources 21

Help system 17

high dynamic range (HDR), 
about 242

High Pass effect 408

high-frequency sharpening 
193

applying 193
applying with low-frequency 

sharpening 194

highlights, adjusting 171

Histogram palette 30

histograms 166

correcting exposure with 172
equalizing 173
increasing contrast with 173

History palette 30, 80

customizing 585
redoing actions with 83
undoing actions with 83

holes, removing selection 273

Hot Wax Coating effect 388

hotspots

creating 685
creating circular 686
creating elliptical 686
creating irregular-sha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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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
creating rectangular 686
creating square 686
deleting 686
modifying 685
moving 686

HSL color model 568

choosing colors from values 
342

HTML codes

specifying colors with 343

hue 176, 568

adjusting 178
mapping 179

Hue blend mode 307

legacy version 307

Hue Up/Down tool 36, 223

I

icons

assigning scripts 633
assigning to scripts 632
removing scripts 634
unbinding scripts 633

Illumination effects 413

Lights 413
Sunburst 414

illustrations 291

Image Arithmetic dialog box 
452

image brightness, preserving 
during resize 596

Image effects 415

Offset 415
Page Curl 415
Seamless Tiling 416

image information 118

advanced 120
captions 120
color information 71
creation date 119
in the Edit workspace 70
in the Open dialog box 58
Info palette 118
rating 119

Image Mapper dialog box 685

image palettes 561

editing 563
hiding transparency 566
loading 564
loading Web-safe 565
resetting 564
saving 564
setting transparency 566
sorting colors 563
viewing transparency 566

image resolution 66,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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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ing 199
customizing 590
effects of resizing on 196
setting default 591

image size 66

Image Slicer dialog box 680

image windows 44

arranging multiple 47
cascading 47
closing 46
fitting images to 48
fitting to images 48
fitting to screen 48
magnifying 586
minimizing or maximizing 46
moving 45
panning 47
proofing changes in 43
redrawing 595
resetting magnification 587
resizing 45, 586
resizing automatically 586
setting preferences for 586
tabbed 45
tiling 47

images

saving for office programs 63

image_slice_line 681

importing

brush tips 528
friends list from sharing sites 

104
gradients 351
KML files 110
legacy picture tubes 458
location information 110
vector data for WMF files 601

Info palette 24, 30, 118

information, image

See image information

Infrared Film effect 418

applying 421

Inner Bevel effect 372

Inner Glow layer style 319

installing applications 4
Instant Effects palette 31, 365

choosing effects 368

interlacing 671

inverting

masks 331
selections 274, 283

IPTC data 60

adding 71
editing 120

italic text formatting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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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agged edges

preventing for selections 277
preventing in raster 

conversion 603
smoothing for Bézier curves 

514
smoothing for freehand 

curves 515
smoothing for lines 510
smoothing for preset shapes 

489
smoothing for rectangles 485
smoothing for squares 485
smoothing in text 470

join styles

freehand curve 515
line segment 510
preset shape 489

joining

Bézier curve segments 
automatically 514

contours 506
freehand curves 515
line segments 510, 516
line segments in preset 

shapes 489
nodes 506, 510

JPEG files 60, 674

optimizing 675

optimizing with wizard 676
removing artifacts from 183
saving 675

K

Kaleidoscope effect 433

kerning text 469

keyboard shortcuts 48

accessing menu commands 
with 48

adjusting brush sizes with 
539

assigning 583
customizing 583
modifying 584
viewing all 49
viewing default 583

keyword tags

See tags

KML files 106

importing 110

L

language, switching 614

Layer effects 315

Layer Styles 315

Layer Styles Visibility toggle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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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ered images

creating images from 69

layers 286

adding text or graphics 290
adjusting 313
adjustment 290
applying mask layers to 328, 

329
Art Media 289
background 287
Bevel style 318
blending 307
choosing source material 

from 215
clearing contents 298
collapsing groups 295
copying 77
copying merged 77
copying to other images 300
creating 296
creating from images 298
creating from selections 297
creating images from 68
cropping to opaque areas 

145
cutting 77
deleting 298
displaying settings for 295
duplicating 299
expanding groups 295
flattening 669

flipping 231
grouping 303
inverting visible and hidden 

301
linking 305
linking groups 306
mask 289
masking 326
merging 312, 669
mirroring 232
moving 302
moving on canvas 303
organizing by color 302
pasting as new 78
promoting background 298
promoting background layers 

298
promoting from selections 

268
protecting transparent areas 

311
raster 288
rearranging 302
Reflection 316
removing from groups 305
renaming 300
retouching data 224
selecting 294
selecting nontransparent 

areas on all 260
selecting nontransparent 

areas on current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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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ng pixels 265
setting blend ranges 310
setting opacity 310
setting PNG preferences for 

transparency 602
straightening multiple 147
straightening single 147
ungrouping 305
unlinking 306
unlinking groups 306
using Art Media layers 531
using with illustrations 291
using with photos 290
vector 288
viewing 301
viewing color information 71
viewing number of colors 

554
Web requirements for 668

Layers palette 31, 292

displaying layer settings 295
displaying or hiding 294
expanding or collapsing 

layers 295
grouping vector objects with 

503
hiding thumbnails 295
modifying 295
resizing 295
resizing thumbnails 295
selecting layers 294

selecting vector objects with 
484

setting preferences 590

layouts, print

See print layouts

leading, text 469

learning 15

Learning Center palette 18, 31

displaying or hiding 19
using 20

legacy features

accessing 616

Lens Distortion effect 396

lens distortions 161, 396

correcting 161
correcting barrel 162
correcting fisheye 162
correcting pincushion 162

Levels dialog box 174

light areas, correcting 157

Lighten blend mode 307

Lighten/Darken tool 35, 223

lightening photos

See brightening photos

lightness 176, 568

adjusting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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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ing for print 656
changing for all colors 179
distributing across photos 

173

Lights effect 413

limiting shadow changes 225

line segments 482

displaying nodes while 
drawing 510

line styles

choosing for Bézier curves 
514

choosing for freehand curves 
515

choosing for preset shapes 
489

choosing for rectangles 485
choosing for squares 485
customizing 511
resetting 512
undoing changes 512

line width

choosing for Bézier curves 
514

choosing for freehand curves 
515

choosing for preset shapes 
489

choosing for rectangles 485
choosing for squares 485

lines

adding dashes or gaps 512
adjusting segments 516
applying through text 468
constraining 510
creating end caps 512
cutting segments 516
deleting dashes or gaps 512
drawing 509
drawing curved 510
drawing free-form 510
drawing multiple segments 

511
drawing one segment 509
drawing straight 510
erasing straight from 

backgrounds 220
erasing straight from images 

219
formatting for rectangles 485
formatting for squares 485
joining segments 510, 516
joining segments in 

rectangles 486
joining segments in squares 

486
modifying 515
removing all dashes and gaps 

512
setting segment joints 510
smoothing 510

linking

layer groups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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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ers 305

listing

context menus 49
open images 47

Live effects 315

loading

deformation maps 462
image palettes 564
images 56
map settings 689
masks 332
masks from alpha channels 

332
masks from disk 333
Mixer area pages 536
plug-ins 610
scripts 621
selections 280
selections from alpha 

channels 282
selections from disk 281
slice settings 685
Web-safe color palette 565
workspaces 578

Local Tone Mapping 168

location information 106

adding manually 109
copying and pasting 110
creating slideshow 663

deleting 111
importing 110
privacy 108
sorting photos 111

locking

transparent areas of raster 
layers 311

log files, saving

for batch conversions 637
for scripts 639

lossless compression 669

lossy compression 669

low-frequency sharpening

applying with high-frequency 
sharpening 194

luminance

adjusting 172
masking with 327

Luminance blend mode 308

legacy version 308

M

Magic Fill 2, 215

Magic Wand tool 34

creating selections with 262

magnifying

image areas 75
image windows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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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 by specified 
percentages 75

images to 100% 75

Magnifying Lens effect 389

applying bump maps with 
393

Makeover tool 35

applying eye drops with 208
applying suntans with 208
applying the Thinify effect 

209
removing blemishes with 207
whitening teeth with 208

Manage workspace 24, 89

choosing display mode 92
resizing panels 92
setting up 90

map areas 685

creating 686
creating rollovers for 688
erasing 688
moving 688
previewing in Web browsers 

688
removing all 688
reshaping 688
resizing 688
saving 686
saving information to 

Clipboard 688
selecting 688

Map mode 108

mapping

hue 179
images for Web 685
settings for 688
settings for, loading 689
settings for, saving 689

Marker tool 37, 545

setting options for 545

markers

adding 350
changing color 350
changing location for 

gradients 350
changing transparency 351
deleting 350

marquee, selection 255

hiding or displaying 265
moving 266

mask layers

applying to underlying layers 
328, 329

creating 326

mask overlays 324

changing color 324
changing opacity 324
displaying or hiding 324
hiding from image view 326

masks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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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325
creating from channels 328
creating from images 327
creating from selections 328
creating with luminance 327
deleting 329
displaying on images 326, 

328, 329
displaying or hiding 324
editing 330
filling 331
gradients for 331
inverting 331
loading 332
loading from alpha channels 

332
loading from disk 333
patterns for 331
rearranging layers 326
sample 325
saving 334
saving to alpha channels 335
saving to disk 334
sharing 332, 334
splitting color channels 328
textures for 331

materials 337

applying current to all tools 
348

applying current to tools 354
applying to tools 356

changing style 356
filling image areas with 229
replacing 228
swapping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340

Materials palette 31, 337

displaying or hiding 340
saving settings for scripts 625

maximizing image windows 46

media, simulating

dry 541, 542, 543, 544
wet 539, 545

Median Filter dialog box 185

menu bar 27

menus

accessing legacy commands 
616

accessing with keyboard 
shortcuts 48

animating 579
assigning scripts to 633
context, using 49
customizing 579, 594
removing scripts from 634
resetting 580

merged layers, copying 77

merging

layers 312, 669
nodes 496
728 Corel PaintShop Pro X7 使用指南



merging photos 241

Mesh Warp tool 37

midpoints, gradient 350

midtones

adjusting 171
correcting 157

minimizing image windows 46

mirroring

images 231
layers 231
nodes 496
selections 231

Mixer areas

saving as Mixer pages 536

Mixer pages

clearing 535
customizing 535
loading 536
panning 535
saving from Mixer areas 536

Mixer palette 31, 533

using colors 534

mixing

color channels 164
colors 533

moiré patterns, removing 184

monitors

calibrating colors 570
displaying colors 569
viewing color depth 553

montages 291

Mosaic–Antique effect 439

Mosaic–Glass effect 439

motion blurring 191

Move tool 34

using with image maps 686

moving

captions 648
contour paths 507
contours 507
glints to pupil centers 206
hotspots 686
image windows 45
layers 302
layers on canvas 303
map areas 688
nodes 495
print layout templates 651
rectangles and squares 486
resources 609
selected image areas 267
selection marquee 266
selections 266
slice borders 681
slice lines or borders 683
text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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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along paths 473
text blocks 478
toolbar buttons 580
toolbars or palettes 39
vector objects 500, 517
vector text 473

Multiply blend mode 308

N

Navigation palette 31

negatives

creating 165
printing 643

Neon Glow effect 391

new features 1
new image, create from crop 
145

newsgroups 22

nodes 482, 492

adding new start or end 496
adding on contours 495
adjusting curves with 497
adjusting line segments with 

516
breaking contours at 506
contracting 496
deleting 498
deselecting 495

displaying while drawing line 
segments 510

expanding 496
flipping 496
joining 506, 510
merging 496
mirroring 496
modifying 492
moving 495
rotating 496
selecting 494
selecting contour 495
selecting multiple 494
selecting on paths 495
selecting specific contours 

495
skewing 496
straightening curves between 

498
transforming 496
types of 492

noise 180

adding 180
protecting image ares from 

removal 158
removing 155, 180
removing distinct areas 185
removing quickly 156
removing while preserving 

edges 185
removing while preserving 

textures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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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ving with advanced 
options 156

non-masked areas, selecting 
265

nontransparent areas, 
selecting

on all layers 260
on current layer 260

Normal blend mode 307

numeric values 41

editing 43

O

Object Extractor 221

Object Remover tool 35

objects 482

cutting from background 
221

image, removing 212, 234
raster. See also raster objects
vector 482
vector. See also vector objects
vector. See vector objects

Offset effect 415

offsetting

duplicated contours 508
text fitted to paths 472

Oil Brush tool 37, 539

setting options for 540, 546

one-step fixes 136

noise 156
photos 150
purple fringe 154

opacity

adjusting 215
changing for masks 324
setting for layers 310
setting for paint 522

opaque areas 145

opening

application 5
images 58
images from the Navigation 

palette 59
multiple image views 46
RAW photos 59
recently viewed files 59
Script Editor 621

optimizing

GIF files 671
images for Web 667
JPEG files 675
PNG files 678

Organizer palette 31

e-mailing photos from 659

organizing images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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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ing layers 302

orientation, page

switching 603

Outer Bevel effect 374

Outer Glow layer style 317

output, script

clearing 622
displaying 622

Overlay blend mode 309

sharpening with 193

Overview palette 31

panning images with 76

P

Page Curl effect 415

page orientation

switching 603

Paint Brush tool 35, 520

Paint Shop Pro 9 616

painting

built-up strokes 522
creating selections when 263
opacity for 522
wet look 522
with Art Media tools 531
with continuous color 522
with dry pigments 537

with picture tubes 455
with wet look 522
with wet pigments 537

paintings 291

Palette Knife tool 37, 547

setting options for 547

paletted images

choosing colors for 343

palettes 27

color depth. See image 
palettes

customizing 38
displaying 31, 576
displaying all 39
displaying automatically 590
docking 38
docking, preferences for 38
hiding 31, 576
making undockable 590
moving 39
resizing 31, 39
rolling up 39
setting preferences for 589
setting view options for 615
types of 30
using 30

Pan tool 34

using with image maps 686

panning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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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maps 686
image previews 43
image windows 47
images 75
images while using other 

tools 76
images with Overview palette 

76
Mixer pages 535

panoramic photos 291

paper quality

choosing for print 657

parameters 42

randomizing 44

Pastel tool 37, 542

setting options for 542

pasting 76

as new images 78
as new layers 78
as selections 78
images into other 

applications 79
transparent selections 594

paths 482

attaching text to 472
converting vector objects to 

504
detaching text from 472
editing 506
fitting text to 471

moving contours in 507
moving text 473
positioning text 472
reversing 507
selecting nodes 495

Pattern effect 434

patterns 352

adding file locations 606
applying current 353
choosing 353
copying 608
creating from selections 279
deleting 608
deleting file locations 607
filling masks with 331
filling text with 477
managing 607
moving 609
renaming 608
saving as swatches 354
saving images as 354
setting file locations 605
using active images as 354
using selections as 354
using swatches 357
vs. textures 353

pausing script recording 621

PCD file format preferences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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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 tool 36

Pencil effect 378

Pentagon effect 410

people 101

personalizing Creator IDs 694

perspective

changing asymmetrically 238
changing asymmetrically for 

text 479
changing symmetrically 238
changing symmetrically for 

text 479
changing symmetrically for 

vector objects 499
correcting 147
correcting in image layers 

148

Perspective Correction tool 34

Perspective–Horizontal effect 
410

Perspective–Vertical effect 411

Photo Blend 252

Photo effects 417

Black and White Film 418
film and filter effects 417
Infrared Film 418
Selective Focus 419
Sepia Toning 419

Time Machine 417
Vignette 419

photo objects 2
photographic negatives

creating 165
printing 643

Picasa 661

Pick tool 34

correcting perspective with 
148

selecting vector objects with 
484

picture frames 449

Picture Tube tool 36, 453, 520

setting preferences for 455

picture tubes 453

adding file locations 606
copying 608
creating 456
deleting 608
deleting file locations 607
getting 454
importing from previous 

versions 458
managing 607
moving 609
painting with 455
renaming 608
setting file locations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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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gments

blending 537, 547, 548
erasing 537
painting with dry 537
painting with wet 537
smearing 537, 547, 548

Pinch effect 397

pincushion distortion 161

correcting 162

pivot point, text rotation 478

Pixel Resize resampling 
method 197

Pixelate effect 397

pixels

adding to selections 271
blurring with intensity 190
converting to black and white 

176
moving vector objects by 500
restoring to background 220, 

222
restoring to image 219
selecting 265
wrapping around canvas 415

places 106

platinum prints 428

playback modes, script 628, 
630

plug-ins

adding locations 610
enabling 610
loading all 610
opening files in 610
setting preferences for 610

PNG files 60, 676

choosing colors from Color 
dialog box 679

choosing colors from images 
679

optimizing 678
optimizing with wizard 679
saving 678
setting preferences for 602, 

679

Point to Point selections 262

Polar Coordinates effect 398

Polished Stone effect 440

Polygon tool 686

polygons

drawing 487
rounding inner corners 488
rounding outer corners 488
setting radii 488

positioning

captions 648
contours 507
glints in pupil centers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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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s 52
image windows 45
images in print layouts 647, 

655
layers on canvas 303
map areas 688
nodes 495
print layout templates 651
rectangles and squares 486
selected image areas 267
selection feathering 276
selection marquee 266
slice lines or borders 683
text 473
text blocks 478
text on paths 472, 473
toolbar buttons 580
toolbars or palettes 39
vector objects 500, 517
vector text 473

Posterize effect 391

PostScript files

anti-aliasing 603
prompting when opening 

603
setting preferences 602
switching page orientation 

603
using white background 603

pre-filtering plug-in files 610

preparing images for print 656

preserve image brightness 
setting 596

preserving

edges while removing noise 
185

images 290
textures while removing noise 

187

Preset Shape tool 36

preset shapes

drawing 488
formatting line style 489
formatting line width 489
joining line segments 489
maintaining aspect ratio 489
positioning centerpoints 489
smoothing 489

presets 634

choosing 634
creating for brushes 526
deleting 636
editing 635
restoring to default settings 

634
saving settings as 635
saving shapes as 492

pressure support

for puck-type pointing 
devices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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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ew images 24

preview windows 41

zooming 42
zooming to sampling regions 

157

previewing

fixes to chromatic aberrations 
161

image maps in Web browsers 
688

images 42, 58
images for Web 679
images in the Manage 

workspace 112
images on full screen 71

print layout templates

creating 654
deleting 652
editing 650
editing cells in 650
entering descriptive text 650
moving 651
printing images with 644
reverting to print layouts 651
saving print layouts as 654
saving with images 651

print layouts 646, 650

adding captions 648
adding images 646
changing grid color 650

closing 646
displaying grid 654
editing 652
positioning images 647, 655
printing 646
resizing images 653
reverting templates to 651
rotating images 647, 655
saving 652
saving as templates 654
setting grid preferences 654
setting workspace options 

649
snapping images to grid 654
spacing 650
undoing or redoing changes 

649
using borders 653
zooming 648

Print Size group box 199

printer resolution 656

printing

active images 642
CMYK color separations 655
color backgrounds around 

images 643
colors 569
contact sheets 641, 644
crop marks 645
cropped images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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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names 643
Help topics 17
images 641
images to file 644
images with templates 644
images, preparing for 656
negatives 643
print layouts 646
professional outputs 641
registration marks 641, 645
setup options for 646

privacy when sharing photos 
108

processing files in batches 636

professional output

printing for 645

profiles, color management 
571

setting up 571

projects 64

starting 64

promoting

background layers 298
selections to layers 268

proofing

changes 43

protecting

image areas from noise 

corrections 158
transparency of raster layers 

311

puck-type pointing devices

disabling pressure support 
596

Punch effect 398

purple fringe, removing 154

Push tool 35, 223

Python 619

Python programming 
language

editing code 630, 631

Q

Quick Review 10

Quick Review mode

using 120

quitting 5

R

radial blurring 191

radii

setting for circles and ellipses 
487

radii, setting

for corners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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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polygons and stars 488

Rainbow tab

displaying colors in 589

random noise, adding 181

randomizing

parameters 44
values to create effects 451

raster graphics 64

vs. vector graphics 64

raster layers

creating from selections 297
promoting background layers 

from 298
protecting transparent areas 

311

raster objects 482

raster selections

creating from vector objects 
264

raster text 464

applying effects 474

rate, Airbrush tool 522

rating images 119

RAW files 60, 600

setting preferences 603

RAW photos 129

adjusting settings 131

capturing edits 132
converting to another format 

132
editing 132
opening 59
supported file formats 129
using the Camera RAW Lab 

130

reading digital watermarks 
692

rearranging

layers 302
mask layers 326

recording scripts 621, 622

recovering anti-aliasing 277

Rectangle tool 36

using with image maps 686

rectangles

choosing line style 485
choosing line width 485
drawing 485
joining segments 486
moving 486
setting corner radii 485
sizing 486
smoothing edges 485

Red Eye tool 34

red-eye, removing 20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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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dvanced options 204
with Red Eye tool 204

redoing

actions 80
actions with History palette 

82
changes to print layouts 649
color mixing 534
preferences for 585

redrawing image windows 595

reducing colors 560

Reflection effects 432

Feedback 433
Kaleidoscope 433
Pattern 434
Rotating Mirror 435

registration 6
registration marks

printing 641, 645

renaming

alpha channels 282
batch-converted files 637
files 115
files in batches 639
gradients 349
layers 300
resources 608
saved searches 98

swatches 360

renderings, artistic 539

repeating commands 84

replacing

colors 228, 560, 564
materials 228
selections 260

resampling images 196

reshaping

map areas 688
selections 206

resizing

canvas 238
captions 648
dialog boxes 42
grids when setting 

transparency 592
image windows 45, 586
images 195, 236
images in print layouts 653
Layers palette 295
map areas 688
palettes 31
pixel dimensions 200
sample boxes 160
swatch thumbnails 361
text 478
thumbnails in Layers palette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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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bars or palettes 39
vector objects 498

Resource Manager dialog box 
607

resources

adding file locations 606
categorizing 609
copying 608
deleting 608
deleting file locations 607
learning 15
managing 607
moving 609
renaming 608
setting file locations 605

restoring

erased pixels to background 
220, 222

erased pixels to images 219
images 203

restoring your database 616

restricted scripts 623

unavailable commands for 
624

Retouch Brush tools 521

retouching

image areas with brushes 
223

images 203

layer data 224

reusing effects 367

reversing

contours 507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340
images 231
layers 231
paths 507
selections 231
tool behavior 224

reverting

templates to print layouts 
651

to saved images 82

RGB color model 567

choosing colors from values 
342

Ripple effect 399

rolling up

palettes 39
toolbars 39

rollovers 689

creating 690
creating for map areas 688
creating for slice cells 684

rotating

brush tips 522
captions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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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thumbnails 114
images 139, 238
images 90 degrees 140
images in print layouts 647, 

655
images interactively 140
images to specified angles 

140
nodes 496
selections 266
selections for animal eyes 206
text 478
vector objects 498

Rotating Mirror effect 435

Rough Leather effect 441

rounding polygons and stars

outer corners 488

rulers 50

customizing 590
displaying 50
displaying in black and white 

591
displaying in color 591
setting measurement unit for 

591
setting properties for 51

running multiple scripts 621

running scripts 621, 626

interactively 621
listed 627

multiple 627
on all open images 628
silently 621
unlisted 627

S

Safety palette 562

Salt and Pepper filter 186

sample boxes

removing chromatic 
aberrations with 159

sampling points

using with Smart Photo Fix 
151

sampling regions

removing digital camera 
noise with 156

using crosshairs with 156

Sandstone effect 442

saturation 176, 568

adjusting 178
changing for colors 179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151, 

180

Saturation blend mode 308

legacy version 308

Saturation Up/Down tool 36,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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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ing

custom line styles 511
deformation maps 461
edited gradients 348
effect settings 367
GIF files 671
gradients as swatches 348
image copies 63
image palettes 564
images 60, 63
images as patterns 354
images as textures 357
images for office applications 

63
images for Web 667
images with last file format 

588
JPEG files 675
log files for batch conversion 

637
log files for scripts 639
map area information to 

Clipboard 688
map areas 686
map settings 689
masks 334
masks to alpha channels 335
masks to disk 334
Mixer areas as pages 536
original unedited files 597
patterns as swatches 354
PNG files 678

preferences for automatic 
612

print layout templates with 
images 651

print layouts 652
print layouts as templates 

654
scripts 621, 622
selections 280
selections to alpha channels 

281
selections to file 280
settings as presets 635
shapes as presets 492
slice settings 685
slice settings to Clipboard 

684
user-defined effects 451
workspaces 578

scaling

images 236
options for 236
photos with Smart Carver 

234

scratch disk 589

Scratch Remover tool 35

scratches, removing 210

automatically 182

screen

fitting images and windows 
to 48
Index 743



Screen blend mode 308

screen captures 72

specifying methods for 72
specifying sources of 73
taking 73

Script Editor 621

Script Output palette 31

clearing 622
displaying 622

Script toolbar 620

displaying 622

scripts 619

accessing 622
adding descriptive 

information 626
adding file locations 606
assigning icons 632
assigning to menus or 

toolbars 633
canceling recording 621
choosing 621
choosing trusted 621
clearing output 622
copying 608
deleting 608
deleting file locations 607
disabling actions or 

commands 629
displaying dialog boxes 626
displaying output 622

editing 629, 631
editing Python code 630, 

631
loading 621
managing 607
moving 609
pausing recording 621
presets for. See presets
recording 621, 622
removing actions or 

commands 629
removing from menus or 

toolbars 634
removing undone commands 

from 625
renaming 608
restricted vs. trusted 623
running 621, 626
running as files open 59
running during batch 

conversions 637
running in Silent Mode 639
running interactively 621
running listed 627
running multiple 621, 627
running on all open images 

628
running on multiple files 638
running silently 621, 639
running unlisted 627
saving 621, 622
saving log files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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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 file locations 605
setting playback mode for 

628, 630
setting text editor 631
stepping through 632
stopping 621, 628, 639
stopping at errors 639
troubleshooting 632
unbinding from icons 633
undoing 628
using with Materials palette 

625

Sculpture effect 443

Seamless Tiling effect 416

searching for images 95

advanced search 95
quick search 95

selecting

contour nodes 495
layers 294
map areas 688
multiple nodes 494
multiple thumbnails 114
nodes 494
nodes on paths 495
non-masked areas 265
nontransparent areas on all 

layers 260
nontransparent areas on 

current layer 260

pixels 265
slice cells 681
specific contour nodes 495
swatches 359
vector objects 484
vector objects with Layers 

palette 484
vector objects with Pick tool 

484

Selection tool 34

creating selections with 260

selections 255

adding borders 279
adding colors 272
adding pixels 271
adding to 270
adjusting feather amount 

276
adjusting feather position 

276
adjusting feathering 276
adjusting feathering position 

276
applying anti-aliasing 277
clearing 274
clipping 266, 283
contracting 271
copying 77
copying and moving image 

areas 267
creating 256
creating brush tips from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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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masks from 328
creating patterns 279
creating raster from vector 

objects 264
creating raster layers from 

297
creating with Freehand 

Selection tool 261
creating with Magic Wand 

tool 262
creating with painting tools 

263
creating with Selection tool 

260
creating with Text tool 264
cropping to 144
cutting 77
defloating 268
deleting 206
displaying marquee 265
erasing image areas 215
expanding 271
feathering 215, 275, 276
flipping 231
floating 268
hiding marquee 265
inverting 274, 283
loading 280
loading from alpha channels 

282
loading from disk 281
mirroring 232
modifying 269

modifying edges 278
modifying with tools and 

effects 273
moving 266
moving image areas 267
moving marquee 266
pasting as 78
promoting to layers 268
recovering anti-aliased 277
removing colors 272
removing holes and specks 

273
removing scratches 

automatically 182
replacing 260
reshaping 206
rotating 266
saving 280
saving to alpha channels 281
saving to file 280
sizing 260
smoothing boundaries 278
softening focus 194
subtracting from 270
unfeathering 276
using as patterns 354

Selective Focus 419, 422

sending

photos by e-mail 659

sensor blooming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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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ia Toning effect 419

applying 422

shading, preferences for 591

shadows

adjusting 171
limiting changes to 225

shape cutouts 490

Shape Cutter 2, 490

shape libraries 492

creating 492
deleting 492

shapes

applying anti-aliasing based 
on 277

drawing 481
drawing preset 488
drawing symmetric 487
editing 481
editing with Tool Options 

palette 491
filling with images 490
saving as presets 492

shaping

brush tips 521
vector objects 498

Share My Trip 663

sharing

brush tips 528

masks 332, 334
photos 659

sharing sites

uploading photos 661

Sharpen tool 35, 223

sharpening

edges 151
images 192
images minimally 193
images moderately 193
images with high frequency 

193
images with low and high 

frequency 194
video capture images 183

shearing

images 238
text 479
vector objects 499

shifting colors 179

shortcut keys

See keyboard shortcuts

simulating media

dry 541, 542, 543, 544
wet 539, 545

sizing

brush tips 521
images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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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tangles 486
selections 260
squares 486
transparency grids 592
vector objects 498

Skew effect 412

skewing nodes 496

Skin Smoothing feature

smoothing skin tone with 
210

slice borders

deleting 683
moving 683

slice cells 680

creating 682
creating rollovers for 684
omitting 683
sizing evenly 683
spacing evenly 683

slice lines

deleting 683
moving 683

Slice tool 681

slicing

cells evenly 683
images 680
images into cells 682
settings for 684

settings for, loading 685
settings for, saving 685
settings for, saving to 

Clipboard 684

slideshow 663

Smart Carver 234

Smart Collections searches 97

deleting 98
editing 97
renaming 98
running 97

Smart Edge 3, 225, 522

Smart Edge selections 262

Smart Photo Fix 136

fine-tuning basic corrections 
with 151

setting advanced options for 
151

Smart Selection Brush 34, 258

Smart Size resampling method 
196

Smear tool 37, 548

setting options for 548

smearing pigments 537, 547, 
548

smooth nodes 492

smo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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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ézier curves 514
curved polylines in WMF files 

601
edges of rectangles and 

squares 485
freehand curves 515
lines 510
preset shapes 489
selection boundaries 278
skin tone 210
text 470

Smudge tool 35, 223

snapping 50

to grids 54
to grids, setting influence for 

52
to guides 54
to print layout grid 654

Soft Light blend mode 309

sharpening with 193

Soft Plastic effect 444

Soften tool 35, 223

softening

focus 194
images 194
images minimally 195
images moderately 195

Solarize effect 392

sorting image thumbnails 113

sorting photos

by location 111
by people 102

sorting swatches 361

source materials

applying tonal ranges to 215
choosing from layers 215

spacing

grids 654
print layouts 650
text characters 470
text horizontally 469
text vertically 469

special effects

See effects

specks, removing

from selections 273
multipixel 186
single-pixel 185

Spherize effect 412

Spiky Halo effect 400

splash screen, hiding 595

splitting images

into color channels 573

spotlights, applying 413

spraying images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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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res

choosing line style 485
choosing line width 485
drawing 485
joining segments 486
moving 486
setting corner radii 485
sizing 486
smoothing edges 485

stars

drawing 487
rounding inner corners 488
rounding outer corners 488
setting radii 488

starting

Script Editor 621

starting the application 5
status bar 27

steps

customizing for undo and 
redo 585

running scripts through 
individual 632

setting for brushes 521, 524

stitching photos 291

stopping

batch conversions 637
scripts 621, 628, 639
scripts at errors 639

straight lines

erasing 220

straight lines, erasing

from images 219

Straighten tool 34

straightening

angles 147
cropping images after 147
curves between nodes 498
images 146
multiple layers 147
single layers 147

Straw Wall effect 445

stretching histograms 173

strikethrough text formatting 
468

strokes

applying multiple 522
building up paint 522
setting brush density 521
setting brush thickness 521
setting paint steps 521, 524
setting properties 339
undoing multiple 524
undoing recent 524
width of. See line width

styles 337

join. See join 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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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See line styles

subsampling

chroma 674

Sunburst effect 414

suntan, applying 208

support, customer 7, 22

supported file formats 85

suppressing warnings

all 593
specific 593

surface textures, applying 436

swap disk 589

swapping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340

swatches 357

choosing colors 342
creating 358
deleting 359
displaying 361
editing 359
renaming 360
resizing thumbnails 361
saving gradients as 348
saving patterns as 354
selecting 359
sorting 361

Switch application language 

614

Symmetric Shape tool 36

symmetric shapes, drawing 
487

symmetrical nodes 492

T

tabbed image windows 44

enabling or disabling 45

tablet settings 524

tags 98

assigning to images 99
creating 98
deleting from catalog 99
find nontagged images 100
find tagged images 100
removing from images 99
tagging locations 106
tagging people 101

tanning effect 208

tasks, automating 619

Technical Support 22

teeth, whitening 208

templates

print layout. See print layout 
templates

text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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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ng to layers 290
aligning 468
anti-aliasing 470
applying effects 474
attaching to paths 472
changing center of rotation 

478
changing leading 469
changing perspective 

asymmetrically 479
changing perspective 

symmetrically 479
converting to curves 475
creating 465
deleting 466
detaching from paths 472
distorting 479
entering for print layout 

templates 650
filled with image 476
filling 476
filling with patterns 477
fitting to paths 471
formatting 466
kerning 469
moving 473
moving along paths 473
moving blocks 478
offsetting from paths 472
positioning on paths 472
raster. See raster text
resizing 478

rotating 478
setting direction 468
shearing 479
smoothing 470
spacing characters 470
spacing horizontally 469
spacing vertically 469
tracking 470
transforming 478
vector 463
vector. See vector text
warping 472

text boxes 648

text captions

creating for print layouts 648

Text Cutter 2, 476

text editors, script 631

changing 631
using 630, 631

text selections 257, 464

creating 264

Text tool 36

creating selections 264

Texture effect 446

Texture effects 436

Blinds 436
Emboss 437
Fine Leather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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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 438
Mosaic–Antique 439
Mosaic–Glass 439
Polished Stone 440
Rough Leather 441
Sandstone 442
Sculpture 443
Soft Plastic 444
Straw Wall 445
Texture 446
Tiles 447
Weave 448

textures 355

applying current 355
applying with effects 436
choosing 355
filling masks with 331
preserving while removing 

noise 187
saving images as 357
using swatches 357
vs. patterns 353

thickness, brush stroke 521

Thinify effect 209

threshold

converting photos with 176

thumbnails 111

browsing for folders 94
displaying filenames for 597

displaying in preview area 58
hiding in Layers palette 295
rotating 114
setting size in Effects Browser 

588
setting size in Layers palette 

295
sorting 113
viewing for folders 93
zooming in and out 112

Tiles effect 447

tiling

image windows 47
images 416

tilt-shift 419, 422

Time Machine effect 417

choosing settings for 428
creating vintage style photos 

427

tolerance

automatic vs. manual 219
setting to background color 

594

tones

adjusting balance 163
applying ranges to source 

materials 215
correcting 290
smoothing skin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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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 Options palette 31, 521

editing shapes with 491

toolbars 32

adding commands to 580
assigning scripts to 633
customizing 38, 580, 582
deleting custom 582
displaying 576
displaying all 39
docking 38
floating 38
hiding 576
moving 39
moving buttons on 580
removing commands from 

581
removing scripts from 634
resetting 581
resizing 39
rolling up 39
setting docking preferences 

for 38
setting view options for 615

tools

accessing legacy 616
adding legacy 616
Airbrush 520
applying current materials to 

348
applying materials to 354, 

356

Background Eraser 520
modifying selections with 

273
panning images while using 

76
reversing behavior of 224
types of 33
using precise cursor for 588

Tools toolbar

using tools 33

ToolTips

displaying color values 589
displaying color values, 16-bit 

590

tooltips

for toolbars 32
for tools 33

Topography effect 393

Trace Contour effect 408

tracking, text 470

transforming

images 236
nodes 496
options for 236
text 478

transparency

changing for gradient 
markers 351

hiding from image view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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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ng in raster layers 311
setting for GIF files 673
setting for image palettes 

566
setting PNG preferences for 

602
setting preferences for 591
setting tolerance when 

pasting 594
viewing or hiding color 566

trays 121

adding 122
removing 122
removing photos from 123
renaming 122
saving tray content to a folder 

123

tripod, for bracketing 243

troubleshooting

Color Replacer tool 228
common problems 136
pasted images 77
scripts 632

trusted scripts 623

choosing 621

tutorials 15

Twirl effect 401

U

unbinding scripts 633

underlining text 468

undoing

actions 80
actions with History palette 

82
brush strokes 524
changes to print layouts 649
color mixing 534
line style changes 512
preferences for 83, 585
scripts 628
vs. erasing 217

ungrouping

layers 305
vector objects 503

uniform noise, adding 181

uninstalling applications 4
units, setting 590

unlinking

layer groups 306
layers 306

unlocking

transparent areas of raster 
layers 311

updating Corel products 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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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loading photos to sharing 
sites 661

User guide 18

V

vector graphics 64

vs. raster graphics 64

vector layers

collapsing 295
creating from vector objects 

297
expanding 295

vector objects

adding contours to 505
aligning 500
aligning to canvas 502
arranging 500
changing perspective 

symmetrically 499
converting to paths 504
copying 77, 517
creating layers from 297
creating raster selections 

from 264
cutting 77
distorting 499
distributing 500
distributing on canvas 502
drawing 481
editing 481, 491

editing contours and paths 
506

grouping and ungrouping 
503

grouping with Layers palette 
503

modifying properties for 491
moving 500, 517
moving by pixels 500
removing from groups 504
saving as presets 492
selecting 484
selecting with Pick tool 484
shearing 499
sizing, shaping, and rotating 

498

vector text

applying effects to 474
identifying 467
moving 473

Vibrancy 128

vibrancy of color,enhancing 
180

video capture images

sharpening 183

video tutorials 21

viewing

color depth information 553
image areas 47
image information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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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 44, 70
images as they will print or 

display 326
layers 301
location information 107
preferences for 586, 615
Python code 630

Vignette 419, 423

W

warnings

setting preferences for 592
suppressing 593

Warp Brush tool 37, 458, 520

Warp effect 401

warping

image areas 459
image areas with grids 460
images 403, 458
images with deformation 

maps 461
text 472

Watercolor Brush tool 37, 546

watermarks

adding visible 694

watermarks, digital

See digital watermarks

Wave effect 402

Weave effect 448

Web

creating 3D images for 369
creating image rollovers for 

689
creating images for 667
downloading picture tubes 

from 454
flattening images for 669
mapping images for 685
optimizing GIF files for 669
optimizing images for 667
optimizing JPEG files for 674
optimizing PNG files for 676
previewing images for 679
saving images for 667
slicing images for 680
tiling images for 416

Web browsers 679

adding 611
changing 612
deleting 612
previewing image maps 688
previewing images in 680
selecting 611
setting preferences for 611

Web-based resources

accessing 22

Web-safe color palette 562

loading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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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ghted Average resampling 
method 197

wet pigments 537

wetting Art Media layers 532

width, line

See line width

Wind effect 403

windows

arranging 47
cascading 47
fitting images to 76
image. See image windows
preview. See preview 

windows

WMF files

importing vector data 601
setting preferences 600
smoothing curved polylines 

601

workflow 9
workspaces 23, 24

adding file locations 606
Adjust 26
copying 608
customizing 577
deleting 579, 608
deleting current images 85
deleting file locations 607

Edit 27
loading 578
Manage 24
managing 607
moving 609
renaming 608
saving 578
setting file locations 605
setting print layout options 

649
switching between 29

X

X colors

decreasing images to 559

XMP files 3, 133

Z

Zoom tool 34

determining rescaling quality 
for 588

zooming 74

image previews 42
image slices 681
image thumbnails 112
image windows 586
images 74
print layouts 648
sampling regions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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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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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2014 Corel Corporation。版權所有。

Corel、Corel 標誌、Corel DESIGNER、CorelDRAW、Corel Ventura、
Digital Studio、PaintShop Pro、Painter、Roxio、Roxio Creator、Toast、
VideoStudio、WinDVD、WinZip 和 WordPerfect 均為 Corel 在加拿大、

美國及 / 或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商標或註冊商標。其他產品、字型及公

司名稱與標誌，均為其所屬公司之商標或註冊商標。

資訊係以 「現狀」提供，不提供與資訊相關之任何其他明示或默示保

證或條件，包括但不限於適售性、適合某特定用途、所有權和不侵權

之保證，亦無任何因法、成文法、貿易慣例與交易過程產生之保證。

關於提供或使用本資訊或結果的所有風險均由閣下承擔。在任何情況

下，對於閣下或任何他人或實體所致的任何間接、偶發、特殊、衍生

性損壞，包括但不限於，收益或利潤損失、資料遺失或損壞，或其他

商業或經濟損失，即使 COREL 事先收到可能發生該等損壞之告知，或

可預見該等損壞，COREL 概不負責。COREL 對於任何第三方所提之索

賠，亦不負責。COREL 的同意最大責任額為，不超過閣下購買材料所

支付的成本。某些州 / 國家 ( 地區 ) 不允許排除或限制偶發或衍生損害

賠償的責任，若屬此情況則不受上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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