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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preface

《Photoshop × Illustrator流行設計集》使用了兩套設計界常用的軟體：Photoshop

與 Illustrator，內容以實用的商業設計範例分享創作。筆者從事商業設計工作將近

二十年，結合文創設計，以及各項軟體之技能，精心挑選出常用與流行的案例，將

架構整合如下，逐例實作，希望大家學習愉快。

chapter  01 母親節海報設計

使用桃紅色背景底圖強調母親節溫馨歡

樂氣氛，在畫面中加入愛心的圖形代表

歡樂氣氛，並且讓愛心下面綁著線條，

製作愛心氣球飄在半空中的感覺。

chapter  02 廣告 Banner設計

暖色調配色為主題，以食品攝影以特寫

為主，Logo設計使用筆刷樣式搭配毛

筆字體，強調日本文字常用的手法。

chapter  03 萬用小卡片設計

整體設計配色以綠色系來表現生命力以

及版面的活潑效果，使用圓形圖案來點

綴畫面，讓畫面生動活潑。

chapter  04 使用者介面設計

多彩的使用者介面設計，讓畫面點選更

清楚分辨，利用色彩方式表現主要部份。

chapter  05 動態廣告 Banner設計

以食物為主題製作動畫，畫面中的標題

文字使用暖色調的漸層顏色，加上白色

筆畫強調主題，標題文字級數較大強調

視覺重點。

chapter  06 書籍封面設計

書籍封面設計以照片為主，將照片製作

白色筆畫框線效果，加入深色木紋材質

當底圖，讓視覺效果有主題。

chapter  07 蛋糕 Logo設計

使用黑色的時尚極簡風格製作簡約的

Logo，中間以蛋糕主題為主要視覺重

點，在 Logo下方加入公司的名字，使

用字體使用圓體為主。

chapter  08 糖果外包裝盒設計

設計一個可愛風格的糖果外包裝盒，使

用顏色色調以可愛、浪漫、甜美的深淺

紫色來做搭配，首先繪製一個包裝盒刀

模線稿外觀圖，再繪製一個遮雨棚，利

用圓圈圈普普藝術當成包裝盒封面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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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09 Line貼圖創作

以可愛的設計手法製作外型，顏色以暖

色調和粉色系為主。

chapter  10 蛋糕菜單設計

以照片為主題的菜單設計，圖片中使用

透明紙膠帶黏貼的方式將產品照片置放

在畫面上方，在畫面右下角製作一個圓

標圖形，讓畫面有亮點。

chapter  11 復古風格明信片設計

使用復古相片製作的風格為主，所以照

片的使用顏色色塊方式完成，顏色以駝

色系為主、色調較深，突顯復古風格。

chapter  12 精美月曆設計

設計風格為簡約風格，月曆正面以建築

圖片為主，背面以素雅同色系色塊線條

呈現。

chapter  13 潮 T設計 

潮 T設計在衣服的領口袖口的地方，使

用不同的顏色色塊來呈現，讓整體衣服

看起來活潑，縫線車邊部分範圍使用虛

線方式呈現，運用幾何圖形製作簡單俏

皮的風格設計。

chapter  14 日本之旅海報設計

海報設計以放射狀背景和同心圓效果，

漸層標題文字為海報主體，照片使用疊

放的方式呈現在畫面裡，整體海報設計

使用暖色調為主。

楊馥庭 (庭庭老師 )

新增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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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潮 T設計

設計概念

衣服的領口袖口的地方，使

用不同的顏色呈現，讓整體

衣服看起來活潑，縫線車邊

的部分使用虛線，運用幾何

圖形製作簡單俏皮的風格設

計。

軟體技巧

本單元使用 I l lust rator 創

作，使用文字工具路徑製作

文字路徑效果，讓文字沿著

線條延伸、以及即時上色填

色工具填入顏色、利用幾何

圖形製作潮 T上面的圖形。

檔案

 Ê Chapter 13/ 潮 T 設計 /

素 材 / T-Shirt 設 計 ( 線

框 ).ai

 Ê Chapter 13/ 潮 T設計 /

範例完成品 / T-Shirt 設

計 ( 線框 ).ai/T-Shirt 設

計 .ai/T-Shrt設計 -0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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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流程

完成圖

 將衣服車縫邊線修

改為虛線。

 使用線條製作筆刷

效果。

 使用筆畫效果製作路徑

文字工具效果。

 製作圓型筆刷效果。

1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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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step  開啟素材資料夾內的檔案

T-Shirt設計 (線框 ).ai檔案。

02
step  將線條修改為虛線線條，工具箱中點選『直接選取工具』，點選線條後再

點選『視窗 > 筆畫』，展開筆畫面板調整筆畫粗『寬度：1pt』、『虛線選項

打勾，虛線：5pt、間隔：5pt』。

將衣物車邊線條修改為
虛線縫邊效果13-1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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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step  將設計好的衣服上色，框選畫面中的物件，點選『物件 >即時上色 >製

作』。

04
step  修改填色顏色後，點選『即時上色油漆桶工具』填入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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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step  選擇工具箱中的『星形工具』製作星形圖形。



268 Photoshop X Illustrator流行設計集

01
step  點選工具箱中的『鋼筆工具』，使用不填顏色方式，利用筆畫方式製作線

條弧度線。

02
step  點選工具箱中的『文字工具』，游標停在線條起始點上開始輸入文字，文

字就會依線條弧線走。

製作路徑文字13-2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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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step  完成圖。

04
step  輸入完畢後再調整字型文字

大小以及顏色。

05
step  再利用工具箱中的『鋼筆工具』繪製下方弧度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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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step  將線條修改為筆刷樣式，點選『視窗 >筆刷』展開筆刷面板，再點選 

『筆刷資料庫選單 >藝術畫筆』，點選線條並套用筆刷樣式。

07
step  再開啟『視窗 > 筆畫』面板，調整筆畫『寬度：1.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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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step  利用工具箱中的『選取工具』

點選線條，按下『Ctrl+C』拷

貝弧度線條，再按下『Ctrl+V』

貼上線條。

09
step  以工具箱中『選取工具』點選線條，再選擇工具箱中的『文字工具』，將

『文字工具』壓在線條上輸入文字，文字輸入完畢後，調整文字大小樣式，

按下『Ctrl+A』全選畫面中的文字，點選『視窗 > 文字 >字元』，調整

『字型樣式、字型大小 24pt以及縮減文字字元距離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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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step  在工具箱中點選『橢圓形工具』，按住

『Shift』鍵不放並按滑鼠左鍵拖曳繪製

一個正圓形。

02
step  以工具箱中的『選取工具』點選畫面中的圓形物件，於展開的『藝術 _ 筆

刷』，套用『筆刷樣式』。

03
step  以工具箱中的『選取工具』，點選畫面

中的圓形筆刷物件，按住『Alt』鍵不

放並按住滑鼠左鍵拖曳複製圓形，並且

調整圓形大小。

畫上圓圈圈筆刷13-3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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