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書由「裝飾．元件」、「視覺設計」、「類比表現」、「文字應用」、「背景」、「版面編排」
這六大主題所組成。

 • 各解說項目都是現任網頁設計師或平面設計師在現場面臨的問題，同時也有可能是各位讀者未來可
能遭遇的問題。

關於本書

 圖示

解說內容所使用的軟體（

Photoshop / Illustrator）以及支
援的版本。

Point

標出內容裡的重點，整理製作層面必須

知道的資訊。

Q&A

以「要是被要求○○的話，該怎

麼辦」的提問法提出讀者可能在

工作上遇到的問題，並簡潔地將

相關的操作整理成解答。

STEP

以 STEP的方式解說操作的流程。本書將內容與
圖版串連起來，希望能讓各位讀者更容易了解內

容。如果只是重點整理，則會標上「CHECK」
的小標題。

Column

與解說項目有關，主要是必須知道的知

識以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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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內容概要

Chapter 01

裝飾．元件

介紹如何賦予圖示、裝飾分割線、重點物件流行感、趣味感的方

法。

Chapter 02

視覺設計

利用各種流行的筆觸，以及各種有趣的加工方法設計照片的視

覺效果。

Chapter 03

類比表現

介紹如何創造手工製作、復古、水墨畫、舊式印刷這類超人氣類

比筆觸的方法。

Chapter 04

文字應用

介紹 LOGO與標題這類文字如何利用手繪風、粉筆風、毛筆字、
胖嘟嘟文字製作的創意。

Chapter 05

背景

介紹充滿高級感、女人味、光澤感、科學感、水彩風這類實用的

背景製作方法。

Chapter 06

版面編排

介紹如何設計屬於 LOGO的視覺效果，以及可快速編排出型錄
版型的方法。



利用插圖與照片吸引讀者眼光

01Chapter

裝飾‧元件

使用插圖將長條圖製作成視覺資訊圖表

被要求將長條圖設計得更有趣，

該怎麼辦？

第一步先輸入圖表資料，製作最

簡單的長條圖。

請在 Adobe Illustrator 裡新增文

件，再利用「長條圖」工具 fig.1

在工作區域裡拖曳長條圖的大小，

同時指定長條圖的位置。 fig.2  fig.3

STEP_01

fig.1

fig.3

fig.2

CS5

CS6

CC

如果只是將表格或圖表這類資料

硬生生地插入宣傳手冊或網頁

裡，讀者通常會採取眼不見為淨

的態，直接略過不讀。要想在讀

者腦海裡留下深刻印象，絕不能

只採用呆板的設計，而是要藉著

插圖、圖示或照片這些元素的組

合來留住讀者的視線。接下來讓

我們試著利用插圖把長條圖改造

得有趣一點吧。

❖完成圖❖ 色彩模式：CMYK／尺寸：整個版面約為97×13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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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資料」視窗開啟之後，輸入長條圖的資料。 fig.4

輸入完成後，點選右上角的「套用」再關閉對話框，

長條圖就會出現在剛剛利用「長條圖」工具拖曳的區

域裡。

STEP_02

fig.4  點選右上角的「套用」按鈕，即可將資料套用到圖表中。

fig.5

接著要繪製置入長條的插圖。這

個範例將在簡單的圖形套用「3D」

效果，營造出書本堆積如山的感

覺。

第一步先利用「矩形工具」繪製橫

長的矩形，然後在上下兩側繪製

橫長的圓角矩形。請將所有的矩

形設定為「筆畫：無」，接著將矩

形的「填色」設定為書本紙張的顏

色，圓形角矩形的填色則設定為

書本封面的顏色。 fig.6

STEP_03

fig.6

賦予資料些許的立體感，很容

易就能吸引讀者的目光。將人物

剪影圖示轉換成立體圖示來營

造陰影也是很不錯的設計喔。

利用「直接選取」工具點選圓角

矩形的一部分（ fig.7 裡的紅圈的

路徑），然後將選取的部分刪除。

fig.7

接著從上下兩側的圓角矩形點選

位於同一垂直線的錨點，然後從

選單裡點選「物件→路徑→合併」

選項，讓選取的錨點互相連結。

fig.8

STEP_04

fig.7 fig.8

fig.9

最後調整矩形的位置，讓這本書

看起來是從正下方看過去的感覺，

也營造出這本書很厚的樣子。 fi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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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選取 STEP_04所有物件，再執行「物件→組成

群組」命令將物件組成群組，然後從選單點選「效果

→ 3D→突出與斜角」選項。

開啟「突出與斜角」對話框之後，設定「X軸：-17°、Y

軸：25°、Z軸：-7°、突出深度：212pt」。 fig.10

STEP_05

接著點選「更多選項」按鈕，然後將光源移到最上角。
fig.11

fig.10

fig.11

接著向上拖曳複製套用立體效果的書本物件，然後調

整新物件的位置，營造兩本書疊在一起的感覺。 fig.13

利用「直接選取」工具點選上層書本的封面與書頁的

矩形，再調整成另外的顏色。 fig.14

STEP_07

fig.13 fig.14

關閉對話框，剛剛繪製的圖稿就

會變得立體，看起來就像是從側

邊向下俯看書桌或地床上的書本

一樣。 fig.12

STEP_06 fi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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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覆複製所有套用立體效果的物

件，並且替新的物件設定不同的

顏色，營造出書本疊積成塔的畫

面。

可試著調整矩形物件的高度或寬

度，營造出不同開本的書籍堆在

一起的感覺。

fig.15  fig.16  fig.17

STEP_08

fig.15

fig.16 fig.17

將書籍堆成一座高塔之後，我們

要將這個插圖當成長條圖的長條

使用。

請先從選單點選「物件→擴充外

觀」，讓套用 3D效果的物件轉換

成一般的物件。

接著再從選單裡重覆執行「物件

→解散群組」命令，徹底解散所

有的群組。 fig.18

STEP_09

fig.18

一旦還保留部分物件的群組，就

會在之後將插圖新增為圖表設

計的時候，圖表設計的邊界就

會被忽略，所以一定要徹底解

散所有群組。

接下來要將插圖新增為圖表設計。

為了讓插圖能在長條圖裡垂直堆

疊，請繪製一個比插圖還小一點

的垂直矩形，當作圖表設計插圖

的邊界。

接著將這個當成邊界使用的矩形

移到最下層，再與插圖組成群組。
fig.19

STEP_10

將邊界矩形移

到最下層，再與

插圖組成群組

fig.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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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編排

預設轉存為 CSS程式碼的格式，先在 Adobe Illustrator裡完成設計圖。

被要求設計出同時適用於

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與個人電腦的

網站草圖時，該怎麼辦？

學習回應式網頁設計的基礎知識

即便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或個人電腦的瀏覽環境

不同，卻能以單一 HTML 檔案支援瀏覽的「回應

式網頁設計」已成為網站的基本製作方式之一。

為了讓網頁的版面能適合各種不同解析度的裝置瀏

覽，有時不一定得繪製靜態畫面的網頁草圖，不過

有時候還是會希望在進入程式編寫的階段之前，先

掌握以各種裝置實際瀏覽時，版面的差異到底有多

明顯。

此時為了讓後續的程式編寫階段更順利，可先繪製

網頁草圖。這次的前提是網頁將以 CSS 製作，而

我們打算先在 Adobe Illustrator裡繪製草圖。

*CS5、CS6 也可以繪製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與

個人電腦適用的網頁，不過無法轉存為 CSS檔案。

fig.1  

fig.2  

先在Adobe Illustrator裡新增文件。

「新增文件」對話框開啟之後，請

設定「描述檔：網頁」，然後其他

的設定保持預設值即可。

新增只有一個工作區域的文件之

後，請點選「檢視→隱藏工作區

域」，讓工作區域被隱藏。

fig.1  fig.2

STEP_01

色彩模式：RGB
尺寸：左圖整體為
320×893.5px

CS5

CS6

CC

❖完成圖❖

258 版面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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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接著要依照智慧型手機、平板電

腦、個人電腦的解析度繪製矩形，

以這三種裝置最具代表性的螢幕

尺寸決定矩形的大小即可。

請利用「矩形」工具點選畫面，

開啟對話框之後，設定大小並新

增矩形。三種大小不一的矩形新

增完成後，請將它們設定為「填

色：#ffffff、筆畫顏色：#000000」。

fig.3  fig.4

STEP_02

fig.4  

這次的範例替三種裝置分別繪製

了尺寸不一的矩形，依序為智慧型

手機專用：320px×568px、平板

電腦專用：1024px×768px、個人

電腦專用：1440px×836px。

從選單點選「檢視→顯示工作區

域」，讓工作區域顯示在畫面裡。

fig.5

請利用「工作區域工具」新增三

個大小能容納剛剛繪製的矩形的

工作區域。 fig.6  fig.7

STEP_03

fig.5  

fig.6  

fig.7

取消「工作區域」選項列的「移動

／拷貝具有工作區域的圖稿」，就

能只調整工作區域的位置與大小。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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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繪製的三個矩形將當成裝置螢幕的邊框使用，我

們要在這三個邊框裡設計網頁的版型。

設計這三種裝置的網頁版型時，只需要根據主流裝置

的螢幕大小設計即可。 fig.8

STEP_04 fig.8

智慧型手機的網頁不太可能在First View（裝置螢幕一

開始所能顯示的最大區塊）顯示所有內容，所以版型儘

可能以垂直方向設計。

要在文字追加陰影時，請從選單

點選「效果→風格化→製作陰影」。

也可以先複製一個相同的文字物

件，將該文字物件設定為較深的

顏色之後，再配置到原始文字物

件的下層當成陰影使用，不過只

有套用「製作陰影」效果，才能在

轉存為 CSS檔案的時候，轉存為 

「text-shadow」屬性。 fig.9  fig.10

STEP_05

fig.9 fig.10

如果要繪製的是圓角矩形，也不要直接以「圓角矩形

工具」繪製，而是先以「矩形工具」繪製一般的矩形，

接著從選單點選「效果→風格化→圓角」，以圓角效果

讓矩形轉換成圓角矩形。 fig.11  fig.12  fig.13

利用相同的圓角效果繪製圓角矩形，就不用擔心依照

其他裝置的螢幕大小調整矩形的尺寸時，圓角的半徑

會跟著改變，能輕鬆地統一所有矩形的圓角半徑。

不過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利用「轉換為以下形狀→圓

角矩形」繪製的圓角矩形，就無法在轉存為 CSS的時

候，轉存為「border-radius」屬性。

STEP_06 fig.11

轉存為 CSS 檔案之前，可從選單點選「物件→展

開」，將套用圓角矩形效果繪製的圓角矩形轉換成一

般的物件，之後圓角矩形效果就能被轉存為「border-

radius:0px」的屬性。

fig.12

fig.13
260 版面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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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打算將物件設定為漸層色，別利用「漸變工具」

設定漸層色，而是直接將「填色」設定為漸層色，才

能將漸層色轉存為 CSS的屬性。 fig.14  fig.15

STEP_07

fig.14 fig.15

完成一個裝置的版面之後，繼續依照其他裝置的大小

設計版面。

只要將要重覆使用的物件新增為「符號物件」，就能在

編輯符號物件時，將所有的修改套用到所有相同的符

號物件，之後的設計作業也能更有效率地進行。

STEP_08

fig.16

fig.17

fig.18  平板電腦的版型

fig.19  個人電腦的版型

三種裝置適用的版型都完成後，請從選單點選「檔案

→另存新檔」，儲存為檢查用的 PDF檔案。

在「另存新檔」對話框裡選擇「存檔類型：Adobe 

PDF（*PDF）」之後，「全部」選項將自動被勾選，而

工作區域也將被轉存在不同的頁面裡。 fig.20

而這些工作區域將可被視為前述三種螢幕大小不一的

裝置的版型使用。 fig.21

STEP_09

fig.20 fig.21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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