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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導前 讀

本章主要運用簡單的名片、會員卡、DM的編排設計，來熟悉 InDesign的製作流程、主要

功能與工具，在排版設計時，我們可以先有圖片、文字預定的編排方式，再使用框架工具來

完成圖片的輸入，並運用圖層功能，管理版面上的圖形與文字。文字編排後，並可以運用效

果功能，進行陰影或光暈的對比方式使文字突出於背景畫面之中。

檔案輸出時，需注意出血與裁切線的設定，以對應印刷廠的後加工作業流程。透過本章內容

的學習，您可以完成 Adobe InDesign ACA國際認證「使用 Adobe InDesign 進行平面及數

位媒體出版」的目標

Domain 1.0設定專案要求

1.1 了解準備頁面佈局的目的、目標客群和客群需求。

1.2 展現在頁面佈局內使用內容的基本版權規則相關知識。

1.3 展現專案管理工作和責任的相關知識。

1.4 與其他人員（例如同事和客戶）溝通設計計劃的相關事宜。

3.7 用 InDesign設計名片

3.8 用 InDesign設計會員卡

3.9 用 InDesign設計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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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用 InDesign也可以設計 DM

使用功能

檔案設定、框架工具與圖片置入、圖層應
用、「文字工具」、效果功能、檔案儲存與輸
出。

範例素材（素材提供 Doris Liao）

InDesign＞ CH03＞ 3.9＞ CH0309.jpg、
CH0309.doc

完成檔案

InDesign＞ CH03＞ 3.9＞ CH0309CC.indd

範 實例 作

1  新增檔案

1  執行「檔案＞新增＞文件」，進入新增文件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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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矩形框架工具」進行排版

1  在工具箱中選擇「矩形框架工具」，繪製與出血邊界相同大小的矩形框架。

3  將圖片置入框架中

1  使用「選取工具」選擇框架後，執行「檔案＞置入」，在對話

框中選擇 CH0309.jpg進行置入。

CONCEPT 

印刷圖片解析度必須為 300dpi，本範例作為 InDesign製作步驟示

範，因此並未設定解析度對應的解析度，實際製作時，需注意若欲印

刷照片為 A4大小，圖片長×寬規格至少為 3600×2500像素以上為

佳。



3-36

InDesign CC
數位排版與編排設計

2  在畫面上圖片按下滑

鼠右鍵，選擇「符合

＞等比例填滿框架。

3  使用「選取工具」，在圖片上點擊兩下，

出現「手形工具」後，進行圖片的顯示

位置調整。

CONCEPT 

圖片在 InDesign中會有兩個框架屬性，一為

圖片本身，另一為圖片要出現的範圍外框，

使用「選取工具」時，首先會選擇的是圖片

出現的範圍外框（藍色顯示的框架），此時

可以進行整張圖片要放置的位置調整與範圍

縮放，若以「選取工具」在圖片上雙擊兩

下滑鼠，滑鼠將出現「手形工具」，當圖片

大於框架（紅色顯示的框架）時，此時則可

以「手形工具」移動圖片要出現在框架的位

置，亦可旋轉圖片方向，使圖片符合要表現

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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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圖層進行排版規劃

1  執行「視窗＞圖層」，開啟圖層視窗後，將圖層 1鎖定，並新增圖層 2。

CONCEPT 

使用圖層的好處，是方便設計者進行圖層顯示的切換與選取，同

時，設計者可以同一底圖，但不同圖層進行同一內容文字，不同形

式的編排，以作為提案時的參考與設計風格比較。

5  「文字工具」

1  使用「文字工具」，拷貝範例文字，貼到文字框中，並設定文字字體（請依據電腦中有

的字型進行選擇）、以及文字大小、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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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複以上步驟，設定

第二段落的文字字

型、大小與色彩。

3  重複步驟 1，製作頁

尾英文文字，並設定

文字字型、大小、色

彩，並至「視窗＞文

字與表格＞段落」，

設定段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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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效果功能

1  選取文字並按下滑鼠右鍵，

點選「效果＞陰影」，開啟

文字帶有陰影選項。

TIPS 

效果選項，同時可在功能列的

「物件＞效果」中進行選取。

7  文件預覽、儲存與輸出

1  連續點擊「手形工具」兩下，使頁面符合

工作視窗。

2  自工具箱下方按鈕進行預視。

TIPS 

全頁檢視亦可經功能表執行「檢視＞使頁面

符合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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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行「檔案＞另存新檔」，並執行「檔案＞ Adobe Pdf預設集＞印刷品質」，進行印刷

檔案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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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模擬試題練習
Achievement Test

選 題擇

（ ）1. Adobe inDesign 有以下哪三個框架種類？（請選擇三項）

（1） 色彩框架  （2）  未指定的框架

（3） 文字框架  （4）  圖形框架

（ ）2. 你需要把文件內的每一頁當作單頁。你應該停用以下哪個選項，使每頁互
不相干？

（1） [對頁 ]  （2）  [出血 ]

（3） [主版頁面 ]  （4）  [框架 ]

（ ）3. 以下哪種 Adobe inDesign工具，是唯一能用來建立「空白」文字框的工

具？

（1） [矩形 ]  （2）  [鋼筆 ]

（3） [矩形框架 ]  （4）  [文字 ]

（ ）4. Adobe inDesign 中的「字距微調」是甚麼意思？

（1） 各行文字之間的垂直間距

（2） 頁面上影像之間的空間

（3） 一對特定字元之間的空間

（4） 增加或減少字體的重量

（ ）5. 在平面設計中，以下哪句陳述最能解釋 「可讀性」的意思？

（1） 閱讀字詞、字句和文字區塊時，所需要花的的氣力相對地低。

（2） 一個文字區塊被妥善地排列，以顯示區塊中的文字都是互相有關係的。

（3） 選用的詞彙適合目標對象。

（4） 文件在視覺上的吸引力這項特性。

（ ）6. Adobe InDesign 中的「行距」是甚麼意思？

（1） 各行文字之間的垂直間距

（2） 字元之間的間距

（3） 增加或減少字體的重量

（4） 頁面上影像之間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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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使用即時 [預檢 ] 功能有甚麼好處？

（1） 允許線上預覽你的 InDesign內容

（2） 幫助你把 InDesign檔案的數個頁面合成幻燈片播放

（3） 模擬內容在印刷後的模樣

（4） 在你工作時自動檢查及顯示錯誤

（ ）8. 「文字的排版衝突」是甚麼意思？

（1） 各種不同字體的文字區塊彼此靠得太近。

（2） 文件中所使用的各種字體彼此有太大分別。

（3） 各種相似字體的文字區塊彼此離得太遠。

（4） 文件中所使用的各種字體彼此太相似。

（ ）9. 在擁有著作權保護的圖像，下面的敘述哪個是真的？

（1） 如果他們被歸結為版權持有人，圖像可以未經允許使用 

（2） 圖像不能超出使用許可範圍 

（3） 受版權保護的圖像可以擅自修改 

（4） 免版稅圖像是免費

實 題作

1.  把 [段落樣式 ]面版新增至 [工作區 ]，

並建立一個名為我的工作區的 [新工作

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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