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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試題
一、試題編號：19100-106202

二、試題名稱：可變印紋

三、測試時間：120分鐘
四、試題項目：

（一）結合資料庫編排達到可變印紋的自動化圖文整合。

（二）原稿判讀、版面設定、製作規劃、資料庫編排以及數位印刷概念。

（三）向量檔案製作、平面 3D 效果製作和點陣圖檔效果運用。

（四）基本顏色與漸層色設定、透底色的檔案格式設定和去背的應用。

（五）儲存檔案、另附存 PDF 電子檔及檔案列印操作。

（六）列印後應具備自我品管檢查之責任。

五、試題內容：

（一） 試題內容：製作裁切後可得 18 本，每本有 3 張學習券的列印檔案，採用可變印紋方式製作，

每一本都有唯一的編號、影像、上課地點和內容；每一本的每一張學習券號碼也是唯一的流水

號。請製作出 3 張 A3 的檔案以利將來進入後加工階段時，裁刀裁切完成後即可得到 18 本學習

券，不需有印刷後配帖加工的流程。

（二） 版面規格：單張學習券含存根聯尺寸為已包含出血的尺寸：135mmX44mm。

（三） 完成尺寸：於 A3 直式紙張內居中拼成 9X2（396X270mm）共 18 模，每模列和欄的間距

為 0mm，輸出 3 張 A3 紙張。輸出時需轉換成 PDF/X-1a 格式 ( 此格式可將 RGB 色空間轉

成 CMYK，並將符合規範的字體內嵌入 PDF 檔案內，專為出版印刷用的檔案格式，所以製

作時的檔案以 RGB 格式操作，轉存 PDF 的設定為 PDF/X-1a，色彩轉換之目的地選擇銅版紙

（coated paper）的描述檔 )。

（四）  裁切：底紋在設計時為密接的安排，模與模之間採用一刀裁切的方式。採用數位裁刀設定裁切

尺寸，可自動移動紙張距離及裁切，並假設此印件為常用型的尺寸和固定版型，因此只要依照

版型設定指示，於輸出列印成品可不加裁切和完成尺寸的標線。

（五） 文字檔：檔名為 TEXT.txt，自行取用置入。本文字檔中如有未包含的文字，請依照『說明及對

位用』檔案指示說明自行輸入。

（六） 每張學習券的規定請依照『說明及對位用』資料夾內的設定說明製作。

（七） 版型和 18 張小圖：包含原檔與對位用參考檔：請依照『說明及對位用』資料夾內的設定說明

製作。

（八） 各物件位置未特別說明實際距離者，可依所附描圖檔參考調整。

（九） 術科測試時間包含版面製作、完成作品列印、檔案修改校正及儲存等程序，當監評人員宣布測
驗時間結束，除了位於列印工作站之應檢人繼續完成列印操作外，所有仍在電腦工作站崗位的

應檢人必須立即停止操作。

（十） 成品檔案存檔命名規則：准考證號碼 + 應檢人姓名（中間不需要有 + 號）。

（十一） 測試時間結束前，將所有成品原始和完成封裝檔案與 PDF 檔各乙份儲存於隨身碟中供檢覈

外，應指定該 PDF 格式檔案經彩色印表機列印出作品樣張。

（十二） 列印時，可參考現場所提供之列印注意事項，以 Acrobat Reader 或 Acrobat 軟體列印輸出，

並須自行量測與檢視印樣成品尺寸規格正確性。

（十三） 作業完畢請將作品原稿之所有成品、原稿、光碟片、隨身碟連同稿袋與簽名樣張一併繳交監

評人員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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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樣式



印前製程 – 乙級檢定術科應檢寶典（第二版）　2-4



2-5最新完整術科解析 19100-106202

▌試題解析

（一）工作前的認識

1. 本試題使用軟體為 Adobe Photoshop、Adobe Illustrator、Adobe InDesign、Excel。

2. 建議使用版本為 Adobe CS6 以上版本為佳。

3. 本書快捷鍵命名皆以 Windows 版本按鍵為主。

4. 試場字型名稱會有出入，以常見字型來說可判斷華康黑體 W3 為華康細黑體、W5 為華康中黑體、

W7 為華康粗黑體，如果考試場地有提供字體對照表，請以此對照表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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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題製作要點

1. 本試題完成檔為列印輸出 3 張 A3 完稿，單張排滿共 18 模票卷。

2. 3 張完稿除了流水號編碼之外，內容皆為相同。

3. 完成品不需要繪製裁切與完成尺寸的標線。

4. 試題原檔照片皆為 RGB 300 ppi 之影像，製作前不須特地將影像轉換為 CMYK 色彩模式，最後

轉存為 PDF 時選擇 PDF/X-1a，色彩轉換之目的地選擇銅版紙（coated paper）的描述檔，就會將

影像自動轉換為印刷格式。

（三）工作前的準備

1. 先在桌面上新增一資料夾，資料名稱為准考證號碼 + 應檢人姓名 ( 中間不須有 + 號 )，例：
12345678王大明。

2. 在資料夾內再新增一 Links 資料夾，並將試題素材（包含文字檔、原檔、對位用描圖檔）都複製

進 Links 資料夾中。

3. 後續 AI 或 PS 處理好的素材檔也都一併另存在 Links 資料夾之中。

（四）影像檔的處理

票卷 18 張影像，編號 1、2、3、4、5、6、8、10、11、13 的影像使用 Illustrator 製作，編號 7、9、
12、14、15、16、17、18 使用 Photoshop 製作。

考題中原檔資料夾所附的影像檔，皆為 50X35mm 解析度 300ppi 的影像，無須再更改影像之尺寸。

 � 圖像 1製作

Step 01  

 y 執行 Illustrator程式。

 y 檔案 /新增 (Ctrl+N)，新增文件。

 y 版面尺寸寬 50mmX高 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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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02

 y 選取星形工具

 y 在工作區域點擊一下滑鼠左鍵，跳
出工具視窗。

 y 半徑 1：10mm、半徑 2：4mm、

星芒數：6。

Step 03

 y 顏色：填色 (無 )、線條（C100）

 y 筆畫寬度：0.5pt

        

Step 04

 y 選取狀態下。

 y 效果 /風格化 /圓角。

 y 圓角半徑：4mm

Step 05

 y 選取狀態下。

 y 滑鼠點擊兩下旋轉工具，跳出工具
視窗。

 y 旋轉角度：5°，點選拷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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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06

 y 保持選取狀態。

 y Ctrl+D（重複上一個動作）三次，總共要有 5個

星芒。

Step 07

 y 全部選取，Ctrl+Ｘ（剪下）。

 y 點擊兩下手形工具讓畫面全畫面置中。

 y Ctrl+Ｖ（貼上），讓圖形置中於工作區域。

 y 物件保持選取狀態，並選取上方功能 物件 /展

開，使物件變成純圖形外觀。

 y 物件展開成外觀圖形狀態，後續製作可變印紋
時，才能顯示正確的大小。

Step 08

 y 檔案 /儲存 /Adobe PDF。

 y PDF命名為 01.pdf，儲存在 Links資料夾之中。

 y 後續 18張素材統一儲存為 PDF格式，有利於最後在 Excel中編輯圖片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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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試題
一、試題編號：19100-106206

二、試題名稱：製作菊 8 開彩色廣告版面

三、測試時間：120分鐘

四、試題項目：

（一） 最常見之廣告版面大小，便於攜帶，無論活動促銷或廣告宣傳都適合的印刷尺寸製作所應具備

之概念。

（二） 版面設定與出血尺寸的製作規劃以及原稿判讀。

（三） 數位圖片裁切、去背景、合成、轉角度、刷淡的應用。

（四） 標題字沿線排版處理、字體樣式設定、繞圖排文。

（五） 基本顏色與漸層色設定、曲線色塊製作、漸層製作、多邊形色塊製作、雙圓形設定製作與不透

明度應用。

（六） 儲存檔案、另附存 PDF 電子檔及檔案列印操作，包含出血標記、裁切標記與十字線印出。

（七） 列印後應具備自我品管檢查之責任。

五、試題內容：

（一） 試題內容：模擬一份『菊 8 開』彩色廣告版面，並請依照『說明樣式』完稿且符合印刷條件需

求。

（二） 版面規格：菊 8 開，本完成品列印樣張必須輸出一張。

（三） 完成尺寸：左右 21cm × 天地 29.7cm 之一頁廣告版面，另需含出血 3mm。

（四） 光碟片或隨身碟中包含一份文字檔：檔名為 TEXT.txt，中英文數字混排，自行取用置入。本電

子稿中未包含的文字，請依照『說明樣式』自行輸入，共計兩處。

（五） 光碟片或隨身碟中包含 15 份圖片檔與一份描圖參考檔，餘請依照『說明樣式』處理置入。

（六） 封面標題：標楷體，2 行，分別為 65 級、水平縮放 75%；80 級、水平縮放 70%，其餘標題文

字請依照『說明樣式』設定處理。

（七） 物件位置、各顏色指定、線條等製作請參考『說明樣式』設定。

（八） 輸出列印成品上需有出血標記、裁切標記與十字線，線寬 0.3mm 以下可供識別。

（九） 各物件位置未特別說明實際距離者，可依所附描圖檔參考調整。

（十） 術科測試時間包含版面製作、完成作品列印、檔案修改校正及儲存等程序，當監評人員宣布測
試時間結束，除了位於列印工作站之應檢人繼續完成列印操作外，所有仍在電腦工作站崗位的

應檢人必須立即停止操作。

（十一） 成品檔案存檔命名規則：准考證號碼 + 應檢人姓名；另轉換成 PDF 格式 ( 建議為相容版本 
PDF1.3 或 1.4 版本 ) 電子檔檔名亦同。

（十二） 測試時間結束前，將所有成品檔案與 PDF 檔各乙份儲存於隨身碟中供檢覈外，應指定該

PDF 格式檔案經彩色印表機列印出作品樣張。

（十三） 列印時，可參考現場所提供之列印注意事項，以 Acrobat Reader 或 Acrobat 軟體列印輸出，

並須自行量測與檢視印樣成品尺寸規格正確性。

（十四） 作業完畢請將作品原稿之所有成品、原稿、光碟片、隨身碟連同稿袋與簽名樣張一併繳交監

評人員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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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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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解析

（一）工作前的認識

一、 製作圖文整合稿件時，首先要詳細閱讀完稿的各項規定，例如：版面大小、是否出血、各處文字字

型大小以及是否有其他特殊要求，最重要的是「原稿呈現不要加入個人審美觀念」。

本題製作重點為：

1. 大量圖片去背。

2. 髮絲去背編修。

3. 嵌入圖檔。

4. 各式不同樣式文字編排。

本題評分重點為：

1. 去背圖形是否符合比例

縮小。

2. 髮絲去背圖檔大小尺寸

與角度必須符合描圖檔

所示。

3. 大標題各項效果是否依

規定製作。

4. 底部訊息色塊是否依規

定製作。

二、準備要點：

1. 於桌面上建立一個命名為「專案六」的資料夾。

2. 將試場提供的光碟片放入光碟機中，將製作所需要的所有圖片檔案及文字檔案全部複製到「專案

六」資料夾中。

3. 完成之後請記得先將光碟片取出避免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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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像檔的處理

Step 01

 y 執行 Photoshop程式。

 y 開 啟「A03-1.jpg」、「A04-1.jpg」、「A051.jpg」、「A06-1.jpg」、「A07-1.jpg」、「A08-1.jpg」、「A09-1.

jpg」、「A10-1.jpg」、「A11-1.jpg」、「A12-1.jpg」、「A13-1.jpg」、「A14-1.jpg」十二個影像檔。

Step 02

 y 這十二個影像檔都要局部去背編修，此以 A03-1.jpg為例。

 y【筆型工具】圈選靜物部分。

 y 完成圈選封閉路徑之後切換到【路徑】選單，點選【工作路徑】更名為【路徑一】。

 y 使用滑鼠左鍵＋ Ctrl鍵點選【路徑一】進行選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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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03

 y 切換到【圖層】選單，Ctrl鍵＋ J鍵點選【背景】圖層，將選取區域複製出新的圖層。

 y 取消【背景】圖層可見度。

Step 04

 y【檔案 \另存新檔】進行檔案儲存，檔名為：A03-1.psd。

 y 其餘十一個影像檔也都要依序局部去背編修，另存檔案，檔名為：「A04-1. psd」、「A051.psd」、「A06-

1.psd」、「A07-1.psd」、「A08-1.psd」、「A09-1 psd」、「A10-1.psd」、「A11-1. psd」、「A12-1.psd」、

「A13-1.psd」、「A14-1.p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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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05

 y 開啟「A02.jpg」、「A02-1.psd」兩個影

像檔。

Step 06

 y 將「A02.jpg」【影像 \水平翻轉版面】、【選取 \全部】選取全部，【編輯 \拷貝】複製全部的選取區域。

 y 切換到「A02-1.psd」，【編輯 \貼上】，將複製之圖層貼入。

Step 07

 y 切換到【色版】選單，Ctrl鍵＋滑鼠左鍵點選【藍 拷貝】色版，選取區域。

 y 切換到【圖層】選單，選定【圖層 10】(一開始貼入之圖層 )，滑鼠左鍵＋ J鍵，將選取區域複製出新

的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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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08

 y 選定【圖層 10】(一開始貼入之圖層 )，使用【筆型工具】圈選人像左邊部分。

 y 完成圈選封閉路徑之後切換到【路徑】選單，使用滑鼠左鍵＋ Ctrl鍵點選【工作路徑】進行選取工作。

 

Step 09

 y 切換到【圖層】選單，選定【圖層 10】(一開始貼入之圖層 )，Ctrl鍵＋ J鍵，將選取區域複製出新的

圖層。

 y 取消【圖層 10】(一開始貼入之圖層 )及【背景】圖層可見度。

 y【檔案 \另存新檔】，存為「A02-2.p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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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0

 y 開啟「A01.jpg」。

 y【檔案 \ 開新檔案】建立一個新檔案名稱為 A01-1，寬度：216mm、高度：134mm、解析度：

150Pixels/Inch、色彩模式：CMYK。

Step 11

 y 將「A01.jpg」【選取 \全部】選取

全部，【編輯 \拷貝】複製全部的選

取區域。

 y 切換到「A01-1」，【編輯 \貼上】，

將複製之圖層貼入。

 y【編輯 \任意變形】，將圖形四邊拉

齊填滿空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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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2

 y 先建立水平垂直參考中線，再建立四邊參考線。

 y 再由圖面四邊向內約 10mm處建立四條參考線。

 y 點選圖層下方【增加圖層遮色片】新增圖層遮色片。

 y 前景色：【黑色】、背景色：【白色】，選擇【漸層工具】。

 y 由外向參考線處拖拉，建立羽化漸層效果。

  

Step 13

 y 完成漸層設定之後，將圖層遮色片拖曳到右下角垃圾桶進行移除動作，點選【套用】執行動作。

 y 重複【增加圖層遮色片】→建立漸層效果→移除圖層遮色片，建立其餘三面羽化漸層效果。

 y 在製作羽化消失效果時，應注意圖面幾處特徵，千萬要保留部分清晰度。

 y 最後關閉背景圖層，【檔案 \儲存檔案】將檔案儲存，完成之後關閉 Photoshop程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