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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AutoCAD提供的繪圖指令建立好 2D圖形後，往往還需要進一步

修改其外觀與造型，來符合您的需求。本章將詳細介紹有關 AutoCAD的各

項編修指令，包含：陣列複製、掣點操作、修剪、延伸、移動、旋轉⋯等。

4-1  基本編輯
對於圖形的基本編輯來說，剪下、複製、貼上 與 刪除 是必定會用到的

功能，而針對物件執行 偏移、旋轉、鏡射⋯等作業，也是不可或缺的操作。

4-1-1  刪除 (ERASE)與退回 (UNDO)/重做 (REDO)
刪除 指令是所有編輯指令中使用最頻繁的，在繪圖過程中可針對圖面

中畫錯或不需要的物件將它刪除。系統允許選取所要的物件後，按  鍵、

在動態模式下或 指令 視窗中輸入 ERASE 指令，或以功能區 常用 >修改 

面板中的 刪除  工具鈕來執行。

如果刪除了不該刪除的物件，或是後悔剛剛執行過的某一些指令時，可

以執行 退回 (UNDO) 指令，取消先前指令所產生的動作；若是確定之前執

行的指令正確，則可以在執行 退回 指令後，再執行 重做 (REDO) 指令。退

回 指令可以重複執行，以便作連續數次的退回，直到回復至最初的螢幕畫

面，為方便說明起見，請參考第一章內容開啟 標準 工具列備用。

在 標準 工具列中的 退回  和 重做  工具鈕，它們右側都有向下

箭頭，點選後可看到對應的指令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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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退回 (UNDO) 指令時，在 指令 視窗中會顯示退回的參數選項，提

供不同的編輯功能，分別說明如下：

  輸入要退回的數目：直接輸入正整數 (例如：3)，按  鍵，就會

退回到 3個動作前的狀態。

  自動 (A)：預設是打開的，凡是由功能表中所選取的指令，不管操

作多複雜，AutoCAD都會將它視為單一指令，因此只要在 指令 窗

格輸入 U 指令，就可以將該指令取消。

  控制 (C)：控制 UNDO 的功能，當輸入 C 並按  鍵後，系統會

接著提示：

 全部 (A)：所有 UNDO 功能皆可使用。

  無 (N)：停止 U 和 UNDO 指令的功能，先前編輯時所保存的

UNDO 資料也會一併清除。

 一個 (O)：限定 U 和 UNDO 指令，都只能執行一次的退回動作。

  組合 (C)：可以設定是否結合 縮放 與 平移 作業，若是採用組合，

就會將先前 縮放 與 平移 作業取消。

  圖層 (L)：控制 圖層 對話方塊作業是否組合為單一退回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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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BE) 與 結束 (E)：透過 開始 (Begin) 和 終止 (End) 設定，可

以將一連串介於 UNDO\BE 和 UNDO\E 中間的指令視為單一指令，

以便利用 U 指令一次退回。

  標記 (M) 與 退回 (B)：在繪製圖形的過程中，在適當的地方加入 標

記 (Mark)，以後可以利用 倒回 (Back) 副指令，退回到最近一次輸

入 標記 (Mark) 副指令的地方。

提       示提       示

開始 與 結束 以及 標記 與 退回，此二項 UNDO 群組的功能，都必須先將 UNDO\

自動 (A) 指令功能關閉才有效！另外，UNDO\控制 (C) 指令若是在 無 或 一個 模

式下，UNDO 群組的功能也將無效。

4-1-2  複製 (COPY)
可在目前的圖面上，針對所選取的物件，做單一複製或多重複製。

執行功能區 常用 >修改 >複製  工具鈕；也可在指令視窗或動態模

式下輸入 COPY 指令。接著選取物件，被選取的物件會呈現虛線，按  

鍵，然後指定基準點，可連續在所要複製的位置指定多個位移第二點，系統

會以基準點為中心，進行多重複製，最後按  鍵結束複製。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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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位移第二點時，可以用輸入絕對或相對座標的方式 ( 例如：@100<0、

@200<0⋯)代替滑鼠的點選，如此可精確複製到所要的位置上。

複製結果

提       示提       示

4-1-3  鏡射 (MIRROR)
鏡射 也是複製的一種，它是在一個指定為鏡射線的對稱位置，產生物

件的鏡射圖像，執行 鏡射 指令時可以設定是否要刪除或保留原有的物件。

對於具有對稱性的圖形，可以先繪製一半的物件，另外一半再以 鏡射 來完

成。

執行功能區 常用 >修改 >鏡射  工具鈕，也可在 指令 視窗或動態模

式下輸入 MIRROR 指令，選取要鏡射的物件 (可複選 )，按  鍵。接著

指定鏡射線第一點與第二點 (需位於對稱中心上 )，會有提示：是否刪除來

源物件？＜ N＞，按  鍵，可保留原有的物件並結束鏡射。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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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偏移 (OFFSET)
偏移 也算是複製的一種，可在選取單一物件後，指定以偏移的距離或

通過某一點的方式，做連續多次的偏移複製。做偏移複製時，系統會依照所

選取物件的外型，依某一比例放大或縮小來完成偏移複製。偏移複製最適用

於繪製等間隔的同心圓，或是平行線等等。

範例   偏移複製作業

1  開啟「ch04-1-4.dwg」，執行功能區 常用 >修改 >偏移  工具鈕，

也可在 指令 視窗或動態模式下輸入 OFFSET 指令，輸入偏移距離

(例如：20) (或指定二點來決定距離 )。

2  選取要偏移複製的單一物件，會呈現虛線，然後按鍵盤  鍵，點選 

多重 參數，在要進行偏移複製的那一側點選，連續點選若干次，可偏

移複製多個物件，最後按  鍵結束。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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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 偏移  工具鈕後，按鍵盤  鍵，出現的次表單中，可以進行以下的作業：

提       示提       示

 通過 (T)：配合鎖點模式，指定偏移複製的圖形所要通過的特定點。

  刪除 (E)：設定偏移複製後，是否將來源物件刪除。

  圖層 (L)：指定新偏移物件要放置的圖層位置，可以是 目前的 (C) 或 來源 (S) 
圖層。

4-1-5  陣列 (ARRAY)
一般要做物件的多重複製時可以利用 陣列 (ARRAY) 指令，將所選物件

以矩形或環形排列的方式一次複製多個。

矩形陣列

建立矩形陣列必須輸入列數、行數，以及單位格子或是個別指定列間距

和行間距，系統會依照這些數據將所選取的物件依序作多重複製。

執行功能區 常用 >修改 >陣列  工具鈕，也可在 指令 視窗或動態模

式下輸入 ARRAY 指令，開啟 陣列 對話方塊，預設為 矩形陣列 選項，

輸入 列數、行數，輸入 列偏移 距離、行偏移 距離，按 選取物件  鈕。返

回繪圖視窗，選取要作陣列複製的物件，按  鍵。回到 陣列 對話方塊，

按  鈕完成矩形陣列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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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偏移 的值為正值，物件會往正 X方向複製；若 列偏移 值為正值，物件往正
Y方向複製，反之則往相反方向複製。

  有關偏移距離、陣列角度的設定，也可以透過這些項目對應的選取鈕，利用滑
鼠點選二點位置來設定。

1

3

4

2

5

6

提       示提       示

環形陣列

環形陣列 設定物件以某一點為中心點，並以物件到中心點的距離做為

環形陣列的半徑，依指定的項目個數和要佈滿的角度，做順時鐘或逆時鐘排

列的多重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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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啟「ch04-1-5.dwg」，執行功能區 常用 >修改 >陣列  工具鈕，

也可在 指令 視窗或動態模式下輸入 ARRAY 指令，開啟 陣列 對話方

塊，點選 環形陣列 選項，項目總數 輸入 8、佈滿角度 為 360，按 

選取物件  鈕。

範例   建立環形陣列

2  返回繪圖視窗，選取要

作陣列複製的物件，按 

 鍵；切換回 陣列 

對話方塊，按 點選中

心點  鈕。

3  返回繪圖視窗，指定陣

列的中心點。

1

2
3

4

1

2



AutoCAD 2010

4-10   

4  回到 陣列 對話方塊，按  鈕。

4-1-6  移動 /旋轉 /反轉

移動 (MOVE)

移動 是將所選的物件，以原圖形的大小，移動到指定的位置。

執行功能區 常用 >修改 >移動 或是點選 修改 工具列的  工具鈕，也

可在 指令 視窗或動態模式下輸入 MOVE 指令，選取要移動的物件，並按 

 鍵。指定基準點，接著以滑鼠點選指定位移第二點，所選的物件會移動

到新位置，即完成物件的移動。

佈滿的角度為正值代表逆時鐘方向，負值為順時鐘

方向作排列。

提       示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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