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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 97 年度教職員工資訊教育訓練課程 

Photo Impact 10 入門 

姓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前言： 
Photo Impact 為一套國人自製的影像處理軟體，內

建了許多的特效處理工具及好用的百寶箱，可快

速方便的處理數位影像。相信大家在學習過後能

對影像處理有基本的認識，在使用過此軟體後各

位一定會喜歡上它。 
 

壹、影像格式及 Photo Impact 10 介紹 
學習重點：圖片檔格式、影像類型大小、Photo 
Impact 操作介面、開啟新檔。 
一、觀念 

在使用影像處理軟體前，要先了解影像格

式、大小、解析度之間的關係，對此有正確

的認識之後，在操作軟體時會更容易快速。 
請各位先具備好基礎的電腦操作能力，如開

檔、存檔、檔案命名、資料夾、網路操作，

如此學習上才會較為順暢。 
 
二、圖片檔副檔名、格式 

數位圖片因電腦的發展時間已久，及各廠商

為配合其軟體所設計的特殊規格，因此有很

多不同的格式。一般常用的格式，大部份的

軟體均會支援開啟及編修，特殊的格式就必

須使用專用的軟體來開啟，底下就常用的圖

片格式來介紹：(3 個英文字代表不同的副檔

名，不同的格式檔案) 。 
1. bmp：最早發展出來的圖檔格式，圖檔未經壓

縮，所佔記憶體容量最大，不建議使用。 
2. jpg：壓縮圖檔格式，檔案小，但採用破壞型

的壓縮方式，圖片會有些微失真，但普通人

肉眼觀察不出。 
3. gif：動畫檔格式，為多個單獨圖檔合在一起

後，陸續顯示出來產生出動畫的效果，此格

式多使用在網路上，且可設定透明背景，只

出現動畫主體，圖片周圍不會出現空白，不

影響到底下的圖案，但只有 256 色。 
4. png：新發展出來的網路圖檔格式，圖檔可壓

縮，檔案容量小，有透明背景，全彩。 
5. ufo：PhotoImpact 專用的圖檔格式，此檔案只

能用 PhotoImpact 開啟，但編輯時所設定的各

項物件較易再作修改。 
 

三、影像類型、解析度、大小 
1.影像類型：黑白、灰階、256 色、全彩 
(1)黑白：影像只有純黑、純白兩色。 
(2)灰階：從黑至白有 256 個階層的變化，接近

黑白相片的效果。 
(3)256 色：同時只能顯示 256 個色彩，所以影

像要經由用心製作後才會漂亮。 
(4)全彩：同時顯示 1667 萬色，接近人眼觀看

景物的效果。 
 
2.解析度 dpi： 
(1)解析度的意義為在 1 英吋的長度中可以顯示

出來的點數 Dots per inch。 
(2)如圖片只要顯示在螢幕上，解析度為配合機

器的顯示能力，通常設為 72dpi 或 96dpi 即

可，設太高對顯示的效果並無任何幫助。 
(3)要將圖檔列印出來時，需配合印表機的解析

度做調整，通常設定 300dpi 或 600dpi，但解

析度設愈大，檔案容量會愈大，處理時會愈

慢。 
 
3.圖檔大小： 
(1)如只在螢幕上顯示，配合螢幕的設定，通常

設為 800*600 或 1024*768。 
(2)如要列印出來，大小設為 1200*1800，印表

機的解析度為 300dpi 時，約可印成 4*6 的相

片大小，其計算方式為 1200/300=4 吋，

1800/300=6 吋。 
(3)列印相片要注意解析度及大小，但只在螢幕

上顯示的話，只注意大小就可以了，因為解

析度是要配合硬體的能力。 



四、影像編輯概念  
1.基底影像 六、基本模式、標準模式 

Photo Impact 的編輯模式有兩種，點選 基底影像用來當成影像的背景或底色。可為單

色、材質或影像。您可利用建立選取區與物

件、在其上繪圖或進行調整來使用基底影像。 
工具列/工作區/【基本模式、標準模式】來切

換： 
2.選取區  

1.基本模式：一般工具列、工具面板的圖像較

大，無面板管板員。 
選取區為您在物件或基底影像上指定的區

域。依照預設值，選取區由藍色虛線框表示。

您可運用選取區來編輯該區域內的物件或影

像，不會影響其他部分。 
2.標準模式：工具縮圖較小，但項目較多，有面

板管理員可管理各種面板。 
3.物件 3.標準模式因一次顯示的內容較多，適合解析度

較大的螢幕；一般模式的操作畫面

較接近於舊版的 PhotoImpact，適

用於解析度較小的螢幕，但基本的

功能都可以在功能表或工具列中

找到。 

物件是位於基底影像頂端的圖案、路徑、文

字，可藉由拖曳隨意放置在影像上。當已開啟

檔案格式為 Ulead UFO 格式 (*.UFO) 的影

像，所有物件都浮動於背景之上，並且可獨立

編輯。 
  
五、操作介面 ******************小筆記****************** 

 
 標題列 

 
 
 
 
 
 
 
 
  
 (1)標題列：顯示使用軟體及檔案名稱。 
 (2)功能表列：各項功能，依性質不同分類。 

(3)一般工具列：經常使用到的功能，集中放置

此處，方便使用。 
 

(4)屬性工具列：此工具而會依所選的工具不同

而改變，最為重要。 
 

(5)面板工具列：顯示不同的管理面板。  
(6)狀態列：目前檔案及編輯狀態。 
(7)工具箱：常置於左方，有不同工具可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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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選取工具 
貳、填色 

如只要使用色彩填充工具(單色)時，可不用選

取填充區域，但要做漸層的變化，就要先選

擇區域。 
學習重點：繪圖工具、選取工具、填充工具、放

大鏡。 
 

1.標準選取工具：  
一、開啟舊檔 

 1.功能表/檔案/開啟舊檔/網路上的芳鄰/整個網

路/pchome1/data1/圖片/黑白圖片。 
(1)模式：有 3 種， 是正常模式，選擇後，之

前的選取區會消失； 是增加模式，會包含

之前的選取區； 是刪除模式，將重疊的選

取區域刪除。 

2.此檔案為教學時統一使用的檔案，如各位學

會後，可自行使用其他圖片。 
 
二、轉換檔案類型 

1.開啟出來的檔案為黑白圖檔，需先轉換成全

彩的圖檔才能使用。 
(2)形狀：不同的選取形狀。 2.點選 功能表/調整/轉換影像類型/RGB 全彩。 
(3)固定大小(像素)：可固定選取區的大小，如

不勾選，可自由選取大小。 
3.轉換成新影像有勾選的話，會出現一個新檔

案，如無勾選則會將舊檔關閉。 
(4)柔邊：柔化選取區域，讓選取區域的邊緣吳

現漸層變化。 
4.關閉舊的檔案。 
5. 可 以 在 狀 態 上 觀 察 出 影 像 的 類 型 。

 (5)剪裁：將圖片改變為選取區的大小。 
(6)在物件上選取：不太清楚用處，請自行試用。  
(7)選項：設定選取區域出現的方式。 三、繪圖工具 

因為要替圖案塗上色彩，但如選取區有空隙

的話，色彩會溢出，因此要先將空隙補好。 2.套索工具：  

1.在工具面板上選擇繪圖筆刷 。 (1)智慧型套索：勾選後可自動偵測選取物件的

邊緣。  
2.設定筆刷形狀、大小、色彩為黑色、透明度設

0，柔邊設 0，其他的項目依預設的即可。 
(2)偵測範圍：智慧型套索偵測範圍的大小。 
(3)直線、節點、隨意線條：使用套索工具選取

時所顯示的色彩。 (3)在影像上將有缺口的線段補好，以利填充工

具填色。 (4)完成、取消、編輯：選好區域後，按此來確

定及修改選取區。 (4)依線條的大小調整筆刷的大小，如填錯了，

可使用一般工具列的復原功能 。 
(5)選項：依預設的即可，請自行測試研究。 

3.魔術棒工具：  
 
四、放大鏡工具 屬性工具列的設定方式跟標準選取工具、套索

工具相似。 
1.工具面板/放大鏡工具 。 

4.貝茲曲線工具：  2.滑鼠左鍵：放大，滑鼠右鍵：縮小。 
3.按”＋”放大，按”－”縮小。 以貝茲曲線的描繪方式來繪置選取區。 
4.用拖曳的方式可放大選擇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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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填充工具  
七、注意事項 

1.色彩填充工具： 直接於空

白處填上單一色彩，不用選取區域。 
如使用選取工具後，要再使用單純的色彩填

充工具，可在圖案上按滑鼠右鍵，選擇取消

選取，即可恢復正常。 
  

(1)填充色彩：按滑鼠左鍵選擇欲改變的色彩。 八、存檔 
(2)相似性：將相似顏色的色彩填上顏色。 1.因研習要報成果，因此請將檔案存入網路芳

鄰中，檔名請命名為各位的「姓名」。 (3)透明度：填充色彩的透明度，數值愈大透明

度愈大。 2.選擇檔案/另存新檔(不會將原始檔案覆蓋) 。 
(4)合併：依不同的需求做不同的填色方式(請

自行測試) 。 
3.檔案路徑：網路上的芳鄰/整個網路/Microsoft 

Windows Network/Pchome1/Data1。 
(5)去除鋸齒邊緣：讓填充區域邊緣更為平滑。 4.檔案類型：請選擇 jpg 副檔名的檔案格式，此

檔案的容量較少(研習成果使用)。如副檔名是

ufo 的話，為 PhotoImpact 專用格式，存檔後

還可以再修改，但容量較大，jpg 為一般的圖

檔壓縮格式，存檔後較難修改。 

(6)新增：將填充的設定儲存至百寶箱。 

2. 漸 層 填 充 工 具 ：  

   
填上不同形式的漸層效果，【要先使用選取工

具，選取欲填充的區域】。 
 

 

(1)填充方式：雙色及多色。 
(2)填充色彩：在色彩方塊上點滑鼠左鍵，可選

擇色彩。 
(3)環狀調色盤：不同的色彩排列方式。 
(4)透明度、合併、新增：功能同上所述。 

3.材質填充工具： 以不同的

材質或圖樣來填充空白處，可使用自行選定

的圖片檔案來填充。 

 
(1)材質填充群組：選擇不同的填充效果，右方

的圖示可選擇不同的圖案。 
(2)更多：可選取檔案，以其他圖片填充。 
(3)色相：調整填充材質的色彩質感。 
(4)透明度、合併：功能同上所述。 
(5)調整大小方式：調整填充圖片後所顯示出來

的大小，預設為原本圖案的大小。 
(6)清除：清除材質填充的控制點。 
(7)以材質填充的方式填充後，會出現矩形的控

制格，可移動控制點調整填充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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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筆記****************** 



 
巧虎 3.繪製巧虎頭部、耳朵、眼睛… 
學習重點：路徑繪圖工具、變形工具、挑選工具。 (1)箭頭游標表示要繪製一個新的物件。 

(2)三角黑色游標為選取物件，可拖曳移動位

置。 
 
一、開新檔案 

1.檔案/開新檔案/開新影像。 (3)繪製耳朵時，因要較為扁平，因此要先選取

後，再利用面板來調整 3D 的寬度及深度。

 

2.設定新影像的格式。 

 

(4)先繪製一邊的物件即可，另一邊使用複製的

功能來製作。 
 

(1)影像類型：選擇全彩，這樣才能做修改。 
三、挑選工具  (2)底色：設為白色即可。 

(3)影像大小：依需要做選擇。 
 (4)解析度：依需要做設定。 

(5)預覽：可事先預覽列印出來的情況。 1.排列：調整物件的順序。 
2.對齊：選取 2 個以上的物件做相對的對齊調

整，或物件對整張圖片的相對位置。 
 

二、路徑繪圖工具、輪廓繪圖工具 
3.透明度：改變物件的透明度。  

1.工具面板/路徑繪圖工具 4.柔邊：尚未試出功用。 
5.內容：為物件做細部的調整。  

(1)形狀：選擇形狀或邊數。  
(2)色彩：改變色彩。 四、物件群組、複製 
(3)模式：2D、3D 不同的模式，描繪出來的圖

有不同的效果。 
1. 選取 2 個以上的物件 
(1)左手按鍵盤 Ctrl 鍵不放，右手點滑鼠左鍵，

選取不同的物件。 (4)框線：繪圖物件的邊緣是否顯示出來，並可

改變顏色及寬度。 (2)使用拖曳的方式，將物件整個選取，注意要

選取到整個物件，只選取部份的話，並未真

正選取到。 
(5)圖庫、資料庫：選取內建的填充樣式及設計

好的樣式。 
(6)物料、面板：一些細項的設定(項目很多，

可自行研究) 。 
(3)在選取的物件上按滑鼠右鍵，點選群組，多

個物件即會群組成單一物件。 
(7)編輯：編輯路徑物件，可將物件的外型做細

部的修改。 
(4)使用合併成單一物件也可以，但無法還原成

個別物件。 
2.設定形狀(橢圓形)、色彩(黃色)、模式(3D 弧面) 2.使用複製、貼上新增巧虎的其他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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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挑選工具，調整順序。 



4.使用路徑編輯工具 
四、變形工具  (1)點選節點後會有二個調整點，可拉動調整圖

案形狀。  
1.變形、旋轉方法：不同的變形及旋轉方式。 (2)相鄰的二個節點，只會出現一個調整點，也

可以拉動調整。 2.旋轉與翻轉：固定的旋轉角度。 
3.旋轉角度：可自訂旋轉角度。 5.調整嘴巴的大小及外型好了之後，將工具切換

回路徑繪圖工具。 4.複製旋轉、旋轉中心：請自行試用。 
5.維持寬高比 ：上鎖時，在調整大小的時候，

物件不會變形。 六、線條與箭頭工具  

6.寬度、高度：用輸入的方式來修改物件大小。 1.選取線條與箭頭工具。 
2.點選屬性工具列上的面板選項，調整線條輪廓

的設定。 
 

五、路徑編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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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路徑繪圖工具 繪製一個橢圓形白色的

巧虎嘴巴。 
2.點選屬性工具列上的物料選項，選擇斜角設

定，設定寬度及深度，讓嘴巴有凹下去的效果。 

 
3.點選屬性工具列上的編輯選項，或工具面板的

路徑繪圖工具，巧虎的嘴巴會呈現線條狀，並

有 4 個節點可做編輯。 

 

 
3.繪製巧虎的鬍鬚。 
4.工具的設定可事先設定，也可以繪製好之後，

選取線段再設定。 
5.鬍鬚繪製好之後，將鬍鬚群組、複製、貼上，

用變形工具轉換方向，用挑選工具調整順序。 
 

七、填充工具 
1.在圖片的空白處按一下滑鼠左鍵，表示選取的

位置在底圖上。 
2.使用百寶箱/圖庫/填充圖庫。 
3.選取所喜愛的底圖樣式並填色 
(1)如選用填充圖庫/相片，填充出來的效果會有

如磁磚般的一塊一塊的，這是因為填充圖片

比我們設計的圖案還小而產生的結果。 (1)切換：快速切換編輯模式及正常顯示模式。 
(2)編輯節點：選取、增加、刪除節點。 (2)可使用材質填充工具，改變調整大小方式，

以手動填充的方式來解決這個問題。 (3)編輯模式：調整線條改變的方式。 
(4)轉換線條：直線及曲線的轉換。 
(5)再製、刪除、對齊、群組、轉換：對繪圖物

件做處理。 
(6)編輯：快速切換回路徑繪圖工具。 
 

(3)但因為填充的圖片解析度較小，放大後其列

印出來的效果會較為模糊，要自行取捨。 



 
自我介紹 

 
三、文字工具 學習重點：兩個圖檔間的複製、搬移、遮罩資料

庫、印章圖庫、物料圖庫、變形圖庫、環繞圖庫、

字體圖庫、顆粒圖庫、光線圖庫。 
 

1.點選工具面板上的文字工具。 
2.先設定好字型、大小、樣式…。  

一、開啟檔案、填充色彩 3.在圖檔上按滑鼠左鍵 1 下，出現一條閃爍直

線，此時可輸入文字。 (1)開啟個人相片檔，人像主體愈大愈好，相片

須事先準備，如果沒有的話可先借用別人的

相片來練習。 
4.輸入文字方式跟一般的文書處理方式一樣，輸

入好之後，在其他地方按一下滑鼠左鍵即離開

輸入模式。 (2)開啟一個空白圖檔(大小設定依個人需求，看

是要顯示在螢幕或是列印出來)。 5.游標為箭頭 I 時為輸入狀態。 
(3)使用百寶箱的填充圖庫，將空白圖檔填充上

色彩，先填上色彩，可看到製作的效果，也

可以事後再做修改。 

6.游標為箭頭小 T 時為選取狀態。 
7.文字的修改必須在輸入模式及選取模式中切

換，此部份要多練習才會熟練。 
  

二、遮罩資料庫 四、物料圖庫、變形圖庫、環繞圖庫、字體圖庫 
1.點選相片檔。 1.選取文字，可使用文字工具或挑選工具選取。 
2. 使 用 百 寶 箱 / 物 件 資 料 庫 / 遮 罩 資 料 庫 。

 

2.使用百寶箱的物料圖庫、變形圖庫、環繞圖

庫、字體圖庫。 
3.使用字體圖庫後就不能再使用其他的圖庫，所

以要最後才用。 
 
五、顆粒圖庫、光線圖庫 

1.此功能將會應用在選取的物件上，因此要先選

取所要應用的物件。 
3.選取喜歡的樣式，連點 2 下，即將效果應用在

相片圖檔上。 
2.如要應用在全圖上，要先將全圖合併(挑選工

具/滑鼠右鍵/合併) 。 
4.使用變形工具調整遮罩的大小。 3.合併後各物件合而為一，將無法再個別移動或

修改。 
5.屬性工具列要點選/選取範圍 ，如此才

是改變遮罩的大小，如果沒有點選的話，是改

變整個圖案。 

 

6.使用複製功能。 
7.點選新的圖檔，按貼上，剛才複製的圖案就會

貼在新的圖檔上，再使用挑選工具，變形工具

為此物件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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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筆記******************



六、印章圖庫 

 
1.圖案：所選取的印章圖案，可按一下顯示的圖

案圖示，選擇其他的圖案。 
2.檢視：觀看同一組印章圖案。 
3.透明度：印章透明的效果，數值愈大愈透明。 
4.大小：印章的大小。 
5.間距：二個圖案之間的距離。 
6.順序：隨機、連續、角度，依設定不同而呈現

不同的印章圖案。 
7.放置位置：按住滑鼠時，只印出一個圖案或連

續印出。 
8.物件：繪製成個別物件(1 個圖案 1 個物件) 或

單一物件(同一次繪製的所有圖案為 1 個物

件) 。 
9.線條：任意線條、直線、連續直線，選取印章

圖案繪製的方式。 
10.繪圖板：有繪圖板者才能使用。 
11.面板：其他細項設定。 
 

七、使用百寶箱的印章圖庫 
1.選取/百寶箱/印章圖庫，連點 2 下可切換成印

章工具，或選擇工具面板的印章工具。 
2.選取不同的印章，並改變大小及其他設定。 
3.在畫面上描繪出不同的印章圖案。 
4.如描繪出來的印章是個別物件，可選取後調整

位置或刪除。 
 
八、其他 

1.各圖庫的各項功能可在圖示上方按滑鼠右鍵

會出現【修改內容再套用】的功能。 
2.每一個細部的設定都不相同，依使用的功能及

自己的喜愛做細部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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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筆記****************** 



 

旅遊相片 
學習重點：仿製工具、文字工具、邊框圖庫。 

 

一、開啟檔案、調整大小 

1.因要使用仿製的功能，因此要將圖案像素的大

小調整成適當大小，如此一來，仿製時才能正

確的顯示。 
4.設定筆刷大小及柔邊(筆刷不用設太大，因要

描邊而已)。 
5.左手按 Shift 鍵，右手按滑鼠左鍵設仿製起

點；或按起點，然後在仿製起點上按 1 下。 
2.開啟個人相片檔及風景檔。 
3.調整圖片大小。 

6.點選風景檔，第一筆畫下的位置為仿製區域起

點的相對位置，所以要確定好位置。 
(1)選取圖案。 
(2)點選/功能表/調整/調整大小，儘量選擇使用

者自訂，調整像素的方式，這樣較能確定圖

案的大小。 
7.勿一次想要描繪整個圖，可分次仿製，如此一

來，畫錯的話，還原的部份會比較少。 
 

 

三、細部修正 

1.筆刷大小設大一些、柔邊設為 0。 
2.仿製個人圖案的內部影像。 
3.使用小筆刷，重設仿設區域起點，細部仿製人

像邊緣圖案 
(1)此階段為修飾人像與風景的邊緣，因此柔邊

的設定要增加，筆刷大小要小一些。 
(2)修飾邊線時要不斷的重設仿製區域起點，如

此每一邊的效果才會協調。 
 
四、文字工具 

(3)維持寬高比有勾選的話，圖案調整大小時會

自動調整比率，不會變形。 
1.輸入適當的文字。 
2.相關設定及用法，請參考前面的敘述。 

4.點選圖片後，使用工具列/顯示比例，將兩個

圖案的顯示比例調成相同，如此一來可以事先

看出仿製圖案至其他圖片後的大小。 

 
五、物料圖庫、變形圖庫、環繞圖庫、字體圖庫、

顆粒圖庫、光線圖庫 

1.為文字做不同效果的變化。  
2.在點選底圖後，使用不同的顆粒及光線效果。 

二、仿製工具  3.使用前請先選取所要作用的物件。 
 

1.工具面板/仿製/仿製畫筆，此工具在繪圖工具

的下方，圖示的左上方有 1 個+的符號。 
六、相片邊框圖庫 

1.使用挑選工具點選一下圖片，讓作用區域在底

圖上。 2.屬性工具列的選項與繪圖工具列相似，可參考

前面的講解。 2.百寶箱/圖庫/邊框圖庫。 
3.點選屬性工具列上面板，出現工具設定，設定

選項/相對位置，如此一來，複製起點的設定

才不會每一次塗刷時都從同一個位置複製起。 

3.選取喜歡的樣式，連點滑鼠左鍵 2 下，邊框即

出現在圖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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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在圖示上按滑鼠右鍵/修改內容再套用，做

細部的修改。 



******************小筆記****************** 
特效處理 
學習重點：相片特效、特殊特效運用、扭曲效果。 

一、開啟相片檔 

 

二、選取欲改變的區域 

1.可在圖片上按滑鼠右鍵，選【全部】，選取整

份影像。 
2.利用選取工具，選取欲改變的區域。 

 

三、相片特效圖庫、特殊特效圖庫、樣式圖庫 

1.相片特效 
(1)使用功能表/相片，從其中選取欲使用之特

效，功能較為完整，但為文字選項，無預覽

圖觀看。 
(2)百寶箱/相片特效圖庫，選擇要應用的特效。 

2.特殊特效圖庫 
(1)使用功能表/特效，從其中選取欲使用之特

效，功能較為完整，但為文字選項，無預覽

圖觀看。 
(2)百寶箱/特殊特效圖庫，選擇要應用的特效。 

3.樣式圖庫 
使用百寶箱/樣式圖庫，選擇要應用的特效。 

 
四、特效的變化 

1.點選功能表的特效/扭曲/創意扭曲。 

 
2.選取範本中欲應用的變形方式。 
3.在預覽圖中按滑鼠左鍵應用變形效果。 
4.按確定後即可套用效果。 
5.如要重新處理，可按重設後即恢復原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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