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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使用基本工具製作有創意的 Logo設計

使用功能

形狀、變形、對齊、路徑管理員、顏色、字元
功能、儲存與輸出。

範例素材

lllustrator＞ CH03＞ 3.5

完成檔案

lllustrator＞ CH03＞ 3.5＞ CH03-5

範 實例 作

1  新增檔案

1  點選「檔案＞新增 >文件」，設定列印

文件，A4規格。

CONCEPT 

Adobe系列軟體，皆可使用描述檔，配合

預設集進行通用格式的設定，在新增文件的

預設集中，可先依據要製作的目的，進行輸

出預設集的選擇，描述檔中，有列印、網

頁、裝置、視訊和影片、基本 RGB、Flash 

Builder等 6種形式。選擇預設集，可以直接

帶入大小尺寸的預設集設定，同時單位以及色彩模式也會對應到相對應的選項，製作印刷品可選擇

列印或 CMYK模式，單位定義與色彩模式皆會對應到印刷使用，如製作的為螢幕使用（如電腦、手

機、平板⋯數位媒體裝置），則選擇對應或 RGB描述檔，單位將以像素進行定義，並以 RGB色光

模式製作檔案。如果要製作的作品是網頁設計的內容，建議先選取網頁的預設集形式，再自行調整

寬度與高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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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or可以經由設定多個工作區域，製作多頁面的檔案內容並進行輸出，當一次要處理多個頁

面，或製作成型錄的檔案時，可利用工作區域輸入要處理的頁面數量，將頁面開在同一個檔案中，

排序與間距的也可在視窗中進行設定，設定工作區域數量後，在「視窗＞工作區域」開啟面板，

可快速切換頁面進行編輯，輸出時，可輸出 pdf多頁文件格式，或單獨選擇工作區域，進行單一頁

面檔案輸出。

出血設定用於印刷，設計印刷物時，編排範圍必須要超出印刷成品版面的尺寸，目的在於滿版編

排時，印刷的成品經裁切不會留下白邊。出血的範圍，通常設為四週各留 3mm。但建議還是要先

和輸出中心確認再進行製作為佳。

文件設定後，如要修改頁面大小、直向或

縱向參數，可透過工具箱中的「工作區域

工具」在選項列進行編輯。

文件出血設定，點選「檔案＞文件設定」

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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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基本工具進行圖形設計

1  在工具箱中長按「矩形工具」，切換選取

「圓角矩形工具」。

2  在畫面任意位置，按下滑鼠進行圓角矩

形設定，並產生圓角矩形。

TIPS 

形狀工具任一圖形設定，皆可在工作區域內，按下滑鼠進行參數設定。設定後的內容，之後若直

接在工作區域中以拖曳滑鼠的方式繪圖，則會以最近一次的參數設定進行（例如：圓角半徑設定

3mm後，之後在工作區域以拖曳滑鼠再繪製圖形時，圓角半徑皆會以 3mm的參數進行）。

所有圖形皆以基本圖形相加相減組成，熟用基本圖形與路徑管理員，便可以製作出很多的設計圖形。

3  設定圖形色彩

1  使用「選取工具」，選擇圖形進行填色與筆畫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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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取圖形，點選「視窗＞顏色」，設定填色與筆畫色彩。

CONCEPT 

所有圖形在 Illustrator中，都具有填色與筆畫兩

個選項，通常初學者會忽略筆畫的設定，在印

刷出來的成品才發現有 1pt的線條，因此如果單

純只需要填色的圖形，要將筆畫設定為無的選

項。

繪製物件時，填色與筆畫是根據工具箱下方的

設定，可在製作圖形前就先修改，或製作完圖

形後，在選取狀態下修改顏色與筆畫。

設定色彩，可經由工具箱最下方之填滿（物件

填色）與筆畫（物件外框色彩）進行設定，或

到「視窗＞顏色」，開啟顏色視窗選項，確認色

彩模式是否與檔案的色彩模式相符，並進行參

數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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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路徑管理員

1  在工具箱中選擇「矩形工具」，繪製填色為白、筆畫為黑的矩形。

2  使用「直接選取工具」，移動圖形上方兩個錨點進行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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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複步驟 1，製作矩形方塊。

TIPS 

選取物件的工具有三種，在製作過程中，大部分都是利用選取功能再

進行操作。

�z 實心的選取工具，可選擇整個物件，如製作圖形有進行群組，則在物件上點兩下會進入圖形的下

一個階層。重複點選後，會一直往下一個階層進行選取。要退回正常編輯模式，可在選項列下方

重複按下返回上一層級即可，或是直接按鍵盤的「Esc」鍵退出分離模式即可。

�z 空心的直接選取工具，可選擇物件上的節點，再進行編

輯。

�z 有「+」號的群組選取工具，如製作圖形有進行群組，

則可依照群組的階層，從最底層的單一物件，重複點選

後，往上層一併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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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工具箱選擇「選取工具」，調整圖形的位置。

5  點選「視窗＞路徑管理員」，使用「選取工具」將三個圖形同時選取，執行「減去上層」。

CONCEPT 

使用路徑管理員，可透過簡單的形狀，製作

出複雜的圖形，形狀模式總共有四種，如同

數學中的聯集、減去上層、差集、交集，在

繪製物件時，先繪製的在下層、後繪製的在

上層，因此若要減去上層的物件順序需要調

整時，可執行「物件＞排列順序」，或是開

啟「視窗＞圖層」，進行上下層的調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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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直接選取工具」

將圖形上方的錨點同時

選取，往下移動。

7  使用「直接選取工具」

選取圖形中的錨點，調

整如圖。

5  物件基本變形功能

1  使用「橢圓形工具」，

按住 Shift鍵，繪製正圓

形。

TIPS 

繪製形狀時，同時按住

Shift鍵，可建立等比例尺

寸的正方形、正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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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橢圓形工具」，繪製橢圓，並設定填色為 M=60。

3  使用「旋轉工具」，設定旋轉中心點，進入對話框進行設定，並按下拷貝，複製一個橢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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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步驟 3複製出的橢圓還在選取狀態中，

點選「物件＞變形＞再次變形」。

TIPS 

使用旋轉工具，PC按住「Alt」，Mac按住「option」，在畫面

上設定要作為變形中心點的位置點一下滑鼠，即會出現設定

對話框。  

「物件＞變形」，等於直接使用工具箱中的旋轉、鏡射、縮

放、傾斜工具，若對物件執行移動、旋轉、鏡射、縮放、傾

斜任一功能，則需在物件還在選取狀態下，執行「變形＞再

次變形」（Ctrl+D），物件即會以之前所設定的參數進行再次

變形的動作。

「物件＞變形＞個別變形」。若一次選取多個物件，軟體預設

執行變形的中心點為所有物件範圍的中心點，但若想以個別

的物件中心點，進行一次多個物件的變形時，則可使用個別

變形進入對話框設定參數執行。

旋
轉
鏡
射

縮
放
傾
斜
改
變
外
框

TIPS 

在變形設定時，開啟縮放筆畫和效果，則物件變形後，筆畫

與效果會以相對的方式縮放，不開啟時，縮放後的物件筆畫

與效果會維持原來的尺寸設定的參數。

開啟變形圖樣，縮放物件時會應用到圖樣填色的物件，填色

的圖樣會依照物件的尺寸進行縮放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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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取 3個橢圓，使用「旋轉工具」，並設定旋轉中心點後，進行旋轉設定。

6  形狀製作

1  將三個橢圓組成群組。 2  使用「選取工具」，按住 Shift鍵，選取畫面上所有的圖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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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視窗＞物件與版面＞對齊」，使

用「選取工具」將兩個圖形同時選取，

並設定垂直與水平居中對齊。

 

4  使用「選取工具」，調整圖形排列方式。 

 

 

TIPS 

調整時，按住 Shift鍵，即可水平、垂直或以

特殊角度移動圖形。

TIPS 

同時選取多個圖形時，選項列亦會出現對齊功能。

對齊視窗中的對齊物件，可一次選取多

個物件進行對齊，分齊左、水平居中、

齊右，以及齊上、垂直居中、齊下。

均分物件也可一次針對兩個以上的物件，進行均分的

動作。開啟視窗中顯示選項後，可設定對齊的詳細參

數，以及對齊時，對齊的基準（對齊選取的物件、對

齊關鍵物件、對齊工作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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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文字工具完成製作

1  在工具箱選取「文字工具」，在畫面上輸入文字。

TIPS 

使用文字工具輸入標題文字時，僅需在畫面上點擊一下滑鼠，即可開始進行輸入，若是輸入段落

文字，則可使用滑鼠拖曳出範圍後，產生段落文字框，再輸入段落文章。

文字工具可搭配預先畫好的路徑，製作路徑文字，或是搭配路徑圖形，製作區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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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工具切換成「選取工具」，將文字放在繪製的圖形下方，並點選「視窗＞文字＞字

元」，修改文字字體等選項設定。

TIPS 

文字調整時，可以用選取工具，選取整段文字進行修改，或使用文字工具，標記要修改的文字，

再進行修改。改變尺寸時，可以在選項列直接輸入數值，或用選取工具，按住 Shift鍵，等比例的

放大縮小。

字體可在網路上搜尋 .ttf的字型檔案，放入控制台中的字體資料

夾，軟體即會將字體帶入。

文字工具可搭配段落工具，進行段落文字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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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複「文字工具」，輸入文字並設定顏色。

8  檔案儲存與輸出

1  執行「檔案＞另存新檔＞ CH03-5.ai」。

CONCEPT 

檔案儲存時，「.ai」是 Illustrator的原生

格式，可保留完整 Illustrator編輯的資

訊，「.eps」是跨軟體可以開啟的向量

檔案格式之一，「pdf」則可儲存多頁面

的文件，以及保留向量的資訊，兩者都

是通用的檔案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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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版本通常建議以目前編輯的版本進行儲

存，如果輸出中心的軟體版本較舊，再另存新

檔提供給輸出中心進行輸出，另外輸出前，要

先執行「選取＞選取全部」、「文字＞建立外

框」，將文字轉成圖形，以避免輸出中心沒有字

體無法正確輸出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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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檔案＞儲存為網頁用＞ CH03-5.jpg」，提供給客戶進行螢幕上預覽與確認。

CONCEPT 

儲存為網頁用，可方便設計者無須轉換色彩模式以及影像尺寸，直接在設定視窗中，將檔案儲存

為適當的檔案壓縮格式，並直接預覽壓縮後的影像品質與檔案大小。

在此可儲存網頁用的格式為：

�z  .GIF：GIF格式因其採用 LZW無失真壓縮方式並且支援透明背景和動畫，被廣泛運用於網路中，

缺點是只能以 256色呈現影像。

�z  .PNG：PNG可作為 GIF的替代品，可以無失真壓縮影像，並最高支援 244位元影像且產生無鋸

齒狀的透明度。但有些舊版瀏覽器（例如：IE5）不支援 PNG格式。

�z  .JPEG：JPEG和 JPG一樣是一種採用失真壓縮方式的檔案格式，JPEG支援點陣圖、索引、灰

度和 RGB模式，但不支援 Alpha色版通道，可以全彩表現影像，因此一般影像在網頁中，皆採

用 jpg的格式表現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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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題擇

（ ）1. 甚麼是行距？

（1） 文字與文字之間的距離

（2） 文字以何種形式繞排於影像

（3） 各行文字之間的垂直間距

（4） 在文字塊中的所有字母之間的間距

（ ）2. 以下哪個預設描述檔，在建立新文件對話框裡使用「點」作為預設的量度
單位？

（1） 視訊和影片  （2）  網頁 

（3）  裝置  （4）  列印

（ ）3. 要在不透露外觀的情況下看到向量的內部結構，你要選擇哪種檢視模式？

（1） 檢視 > 新增檢視 （2）  檢視 > 預視

（3） 檢視 > 校對設定 （4）  檢視 > 外框

（ ）4. 當發布的圖稿包含一種特定字體的文字時，以下那個選單指令能讓你不需
要跟隨圖稿附上字體的副本？

（1） 文字 > 搜尋字體 （2）  文字 > 建立外框

（3） 檔案 > 封裝  （4）  物件 > 複合路徑 > 製作

（ ）5. 以下哪個預設設定檔，會在建立新文件的對話框中，把預設的色彩改成
RGB以外的模式？

（1） 列印 （2）  網頁 （3）  裝置 （4）  基本 RGB

（ ）6. 在執行一個服裝店的廣告設計前，必須從廣告主身上優先了解哪兩件事
情？（選擇兩個）。

（1） 誰是目標客戶的廣告？ （2）  階段性的目的是什麼？ 

（3） 客戶喜歡的色彩配置？ （4）  將列印多少份？

（ ）7. 您正在建立一個標誌，未來將被應用在許多的尺寸和設計應用中。您應該
使用哪種圖像類型？

（1） Raster （2）  Bitmap （3）  Vector （4）  Scale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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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你什麼時候需要獲得圖像使用許可權？

（1） 在圖像還沒有被標記成合法使用範圍時候

（2） 總是可取得許可

（3） 當有版權

（4） 當你從網路上搜索找到

（ ）9. 點滴筆刷工具的功能是什麼？

（1） 繪製厚的圓路徑

（2）  繪製填充複合路徑

（3） 沿著路徑繪製符號

（4）  沿著路徑的繪製修補符號 

（ ） 10. 為了確保設計專案可以滿足客戶的需求，哪三個選項是您必須完成的？
（選擇三個）。

（1） 定期更新客戶設計的進度

（2） 儘量減少拖延專案延誤去透露計畫趕不上變化，只有在最終才交付 

（3） 任何專案更改範圍項目，獲取客戶的批准  

（4） 提供客戶模擬與草圖視覺化設計的說明 

實 題作

1.  在文件上顯示立體網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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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Illustrator工作視窗中，隱藏尺標。

3.  在新專案裡，你要製作一系列海報，這批海報將會以家用印表機列印出來。請建

立一個 [新文件啟動描述檔 ]，命名為：海報 .ai，並將其儲存到 [新文件描述檔 ]

目錄裡。新描述檔的解析度應該是 150ppi。

4.  你正在開始一個新的設計專案。請使用 1024 X 768像素建立一個新的網頁設計

文件，並設定 3個工作區域。把文件命名為：網站。

5.  請使用 [即時尖角 ] 功能，把星形的所有五個尖角修改成相等的圓角。


	AI CC 00前部
	AI CC 01
	AI CC 02
	AI CC 03
	AI CC 04
	AI CC 05
	AI CC 06
	AI CC 07
	AI CC 08附錄A
	AI CC 09附錄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