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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 CorelDRAW圖形，都是由標準造形所組合而成的 (例如：圓形、

矩形 及 線條 )，每一個造形就是一個物件。每一個物件亦為一個獨立的單位，

它可以不依靠其他物件放置，擁有自己的 外框 與 填色 屬性。

當您在構思設計圖時，可能會先決定是採用哪一種標準造形，來做為繪

圖的框架，例如：要繪製一部汽車，可能需要一些 矩形、橢圓形 及 三角形 

來打樣，若外觀看起來還不完美，可以透過 造形工具 來編修。

將圖形中的基本組成元件都放置就位後，就可以開始進行修正作業，每

一個物件可以獨立管理，且可以復原任何錯誤。有些物件類型 (例如：圓形 )

只能以特定方式來修正造形，但是並沒有限制造形變更的多寡。任何物件 (文

字也算 )都可以變更為 曲線物件，一旦成為 曲線物件 之後，就可以透過管理

節點、線段的方法，來變更造形。這些操作就是本章將說明的主題。

6-1 更改現有物件的外形
第 5章我們已學會繪製各式基本物件的方式，也會進行基本的屬性編修。

如果要修改物件、曲線，必須回到建立 貝茲曲線 時的觀念，透過 造形工具 

 修改物件的節點、控制點位置及斜率，以達成改造外型的目的。

6-1-1  修改曲線
前一章所繪製好的幾何圖形、線條，除了可以變更外框樣式、粗細、色

彩與物件內部的填色，還可以使用 自由變形工具  調整外觀。細心的讀者

一定會發現，當物件繪製完成後，屬性列 上的 轉換成曲線  鈕會有作用，

如果按下它，就會將標準造形等物件轉換成「曲線」，如此就可以使用 造形工

具  做進一步的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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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啟範例「ch06-1-1.cdr」檔案來練習，或者自行繪製任意曲線。

2  點選 工具箱 中的 造形工具  並選取曲線物件，這時物件上會顯示相關節點、

控制點。

3  使用滑鼠點選所要編修的節點，會再出現方向線與控制點，按住滑鼠左鍵拖曳

控制點或方向線，可以調整要編輯的線段，調整妥當後按一下滑鼠左鍵，即可

修改曲線。

將滑鼠游標指到 節點  或 線段  上時，請留意滑鼠游標樣式的變化，就能清
楚明白目前所要編修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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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方向線

調整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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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不滿意目前的物件造形，可以再透過 屬性列 進行調整。

調整線段

選取模式

新增節點

刪除節點

接合兩個節點

打散曲線

轉換曲線為直線

轉換直線為曲線

使節點成為尖角

使節點平滑

使節點相對稱

反轉所選子路徑的曲線方向

擷取次路徑

自動封閉曲線

延展與縮放節點

旋轉與傾斜節點

對齊節點

水平反射節點

垂直反射節點

彈性模式

選取全部節點

曲線平滑化

將曲線延伸成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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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增刪、分離與接合節點
物件繪製完成之後，不只可以編輯現有的線段和節點，還可以任意增刪

節點，或拿節點做為與另一個物件拼圖的接點，當然也可以分割或結合線段。

接著以實例來看看要如何操作。

1  點選 工具箱 中的 造形工具  選取曲線物件。

2  在要新增節點的曲線上按一下滑鼠左鍵，會出現一個小黑點；然後按下 屬性列 

上的 新增節點  鈕，即可新增節點。

確定新增節點的位置 新增後所出現的節點

3  若要刪除節點，先點選要刪除的節點，或以滑鼠拖曳方式框選要刪除的節點，

再按 屬性列 上的 刪除節點  鈕。

選取要刪

除的節點

刪除後系統會依剩下的節

點特性，改變圖形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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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要分離節點連接的線段，先選取要做為分離依據的節點，再按 屬性列 上的 

打散曲線  鈕。

5  打散之後，會將原來的曲線切斷，使用滑鼠左鍵點選並拖曳切斷點，就會發現

它們已經分開了，如果原本是有顏色的封閉路徑，填色效果將會消失，變為一

條開放式曲線。

6  也可以接合物件中不同曲線的開始或結束節點，如此可以關閉一條開放式曲線，

或將二條次路徑連成一條連續曲線。先按住  鍵，分別點選一個起始或結束

節點；接著再點選另一個起始或結束節點。

7  按 屬性列 上的 接合兩個節點  鈕，如果此元件原本有填色的屬性，轉為封

閉路徑後就會自動填色。

選取兩個節點 接合兩條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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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 造形工具  後，想要快速增加或刪除節點，可直接在圖形的線段或節點上
快按二下滑鼠左鍵即可。

擷取次路徑

上述操作的步驟 4~5中將曲線切斷，但實際上他們仍為一體。若要將曲

線切成二段，使其成為各自獨立的曲線，可將另一端的節點也打散後，再按 

屬性列 上的 擷取次路徑  鈕，然後以 造形工具  將二切斷點移位即可。

選取另一節點並打散曲線

打散後兩條線段仍為一體

擷取次路徑後，便成各自獨立的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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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節點的調整
曲線物件上的 節點，就好像是在繩子上用來固定形狀的圖釘，每一條曲

線上至少有二個節點，點選後至少會有一條 方向線，方向線的二端各有一個 

控制點，拖曳調整節點、方向線和控制點，就能製作出各種千奇百怪的造形。

 路徑 未轉換成曲線 或位於 直線轉角 的節點，點選之後不會出現方向線與控
制點。

 若節點的一端為直線，另一端為曲線，則點選之後，只會顯示一條方向線與對
應的控制點。

 如果是在曲線上的節點 (二邊都是曲線 )，則點選之後，會顯示二條方向線與
對應的控制點。

轉換曲線與直線

1  點選 工具箱 中的 造形工具  選取曲線線段。

2  按一下 屬性列 上的 轉換曲線為直線  鈕，原本的曲線就會轉換成直線。

沒有方向線 ㄧ條方向線 二條方向線

曲線變成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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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取直線線段，按一下 屬性列 上的 轉換直線為曲線  鈕，原本的直線就會

轉換成曲線，並顯示方向線供調整。

直線變成曲線 調整方向線改變路徑造形

尖角與平滑節點

屬性列 的 使節點成為尖角 、使節點平滑  與 使節點相對稱  的
三個按鈕，各有其功用，分別說明如下。

 使節點成為尖角 ：按下此鈕後，被選取節點會變成尖角節點，可以

獨立編輯節點二邊曲線的斜率，拖曳調整控制點就能將圖形改為尖角。

拖曳調整尖角節點上的其中一條方向

線時，另一端的方向線不會跟著改變

 使節點平滑 ：相對於 使節點成為尖角  鈕，此鈕會將尖角節點
改為平滑節點，但是方向線不對稱。

成為尖角



Chapter 6   向量圖形的編輯技巧 

6-11

 使節點相對稱 ：可將尖角節點改為平滑且對稱的節點，節點可能

是二條曲線的交會點，而各自都有其方向線與控制點，當按下此鈕

時，會將節點二端的方向線拉成一條直線，並且節點會位於二條方向

線的中點。

選取尖角 尖角轉為平滑 調整方向線 方向線兩端不對稱

兩端對稱的方向線

變形所選取的節點

屬性列 上的 延展與縮放節點  及 旋轉與傾斜節點  鈕，操作上很類

似 選取工具 ，差別在於它們是針對節點做處理，而非物件。

 延展與縮放節點 ：點選後，所選取的節點會被一個圈選框框住，

拖曳調整圈選框上的控制點，可以做垂直、水平、對角的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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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與傾斜節點 ：點選後，所選取的節點會被一個圈選框框住，

可以做傾斜、旋轉的工作。

自動減少節點

屬性列 上有幾個按鈕是用來減少曲線上的節點數目，因為節點數越多，

並不代表曲線就比較高級，有時反而是累贅，資料量也會相對增加。

1  點選 工具箱 中的 造形工具  選取曲線線段。

2  按一下 選取全部節點  鈕，曲線上所有的節點都會被選取。

3  按一下  鈕，曲線上會自動減少無關緊要的節點。

選取全部節點 自動減少部分節點

4  這時若再按一下 曲線平滑化 滑桿，或直接輸入

0~100的數值，會保留曲線的最終樣式，減少累

贅的節點，讓曲線看起來更加平滑，不過數值過

高也會造成路徑變形的情形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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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點的鏡射

節點的鏡射需在兩個不同的路徑上才有作用，只要配合  鍵選取要調

整的節點，再按 屬性列 上的 水平反射節點  或 垂直反射節點  鈕，然後
拖曳節點就能做對應的調整。

 水平反射節點 ：拖曳時，對應節點的移動位置會上下相等、左右

相反。

選取不同路徑上的節點 出現左右相反的結果

 垂直反射節點 ：拖曳時，對應節點的移動位置會上下相反、左右

相等。

出現上下相反的結果

 如果同時點選上述二個按鈕，拖曳時，對應節點的移動位置會上下、
左右方向皆相反。

12 按  鍵點選 3 往左上移 往右上跑

2

1

3 往上移

往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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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模式

屬性列 上的 彈性模式  鈕，是用來設定「當滑鼠拖曳多個節點時，各

個節點移動的方式」。

如果沒有按下此鈕，在拖曳調整造形時，有的節點會移動同樣的量，也

就是說節點與節點之間不會改變彼此的對應關係。一旦按下此鈕，拖曳調整

造形時，各個節點就會依據「與基礎節點 (您正在拖曳的那個節點 )的距離關

係」成比例移動，如此曲線就好像具有彈性一般，對應於滑鼠的移動而擴張、

收縮。

選取所有的節點 以其中一點為依據

擴張後的結果

6-1-4  封閉曲線
當繪製好一個開放式的曲線物件，卻又想將其變更為封閉曲線時，只要

先點選 工具箱 中的 造形工具 ，再按 屬性列 上所提供的幾種功能，即能

協助您輕鬆完成轉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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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封閉曲線 ：選取曲線物件之後，按下此鈕，會單純地將曲線

頭、尾二端以直線連接，而不變更其原有位置。

 將曲線延伸成封閉 ：限於曲線使用，選取頭尾二個不相連接的節

點，此功能會在兩者間畫一條直線，效果同上。

 對齊節點 ：可以對齊端點的方式，來建立封閉式曲線。按下 對齊

節點  鈕，會出現 對齊節點 對話方塊，按  鈕；這個時候只
是將起點節點位置調成和終點一樣，必須再按 自動封閉曲線  鈕，
才能封閉曲線。

1

3

選取路徑的起點與終點

再選終點

先點選的點視為起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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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轉所選子路徑的曲線方向 ：適用於曲線二端箭頭造形不同時，

執行後只會將曲線起點和終點的箭頭造形交換，不會改變曲線斜率。

曲線尚未封閉

曲線已封閉

6-1-5  轉換外框成物件
在前面的小節學習完如何調整曲線以及使用其他功能後，我們知道線段

或外框都是由路徑所定義出來的，當想把繪製的路徑轉成圖形物件時，可以

使用 轉換外框成物件 指令。簡單來說，就是讓「線」變成「面」。

1  自行繪製一條曲線或使用範例來練習。

2  點選 選取工具  選取剛剛所畫的其中一條曲線。

3  外框寬度 數值可提高於 2.0mm以上效果會更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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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 排列 >轉換外框成物件 指令即可將曲線轉換成物件。

轉換外框成物件的結果

 將外框轉換成物件時，如果要做填色的動作，必須在 色盤 上使用滑鼠左鍵選
色，如果使用滑鼠右鍵選色，則是在物件的外框上填色。

未
轉
換
成
物
件

已
轉
換
成
物
件

選取兩者並執行相同的填色動作

 將路徑轉換成物件的好處，在於圖形放大或縮小時，物件能配合圖形進行縮
放，缺點則是修改會變得比較困難。未轉換成物件的路徑無法配合圖形縮放，

因為路徑還是維持一樣的寬度，所以會造成圖形變形的樣子，如果想保留路徑

的特性只要再重新設定一次 外框寬度 即可。

外框未轉換成物件 外框已轉換成物件

同時選取兩者並做縮小的動作

填色 外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