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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新功能摘要
InDesign CC (2015 年 2 月，以及 2014 年 10 月和 6 月版)

Adobe InDesign CC 包含了新功能和增強功能，讓您的設計和桌面排版體驗更勝以往。新功能包括了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歡迎畫面、改善與 Adobe Color 的整合、顏色主題工具、針對固定版面 EPUB 的新互動性，以及 EPUB 互動
性預視。

下文將簡介 Adobe InDesign 最新更新所提供的新功能，並提供可取得其他資訊的資源連結。

Adobe InDesign CC 2 月版含有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和新歡迎畫面等全新功能。

新增功能與變更

Adobe InDesign CC 2014.2 版 | 2015 年 2 月

Adobe InDesign CC 2014 版 | 2014 年 10 月

Adobe InDesign CC 2014 版 | 2014 年 6 月

Adobe InDesign CC 2014.2 版 | 2015 年 2 月

使用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共同作業

InDesign CC 此版本的新功能  

InDesign 現在提供的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可讓您組織、存取及共用顏色、文字、筆刷及圖形等創意資產。您可以透
過文字樣式的形式新增字元屬性。您也可以將原生 InDesign 資料庫資產拷貝到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

註解：

您不能將字元樣式傳輸到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不過可以透過文字樣式的形式傳輸字元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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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電腦上:

在建立資料庫時，系統會自動與 Creative Cloud 同步資料庫，因此您不需要顧慮儲存，抑或是意外刪除或複寫資產的
問題。

Photoshop 與 Illustrator CC:

Photoshop 和 Illustrator CC 亦有內建的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您在 InDesign 中儲存的任何資料庫也會自動轉換為
可用於 Photoshop 和 Illustrator。依此類推，在 Photoshop 和 Illustrator 中儲存的任何資料庫也可用於 InDesign。

離線工作:

您可以隨時存取資料庫，不需要網際網路連線。離線時，您可以在桌面上存取本機拷貝。

將原生 InDesign資料庫內容移轉到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

將所有或選取的資產從原生 InDesign 資料庫輕易地移轉到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您可以選擇將原生資料庫資產移
轉到新的或現有的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的相關文章。

歡迎畫面

InDesign CC 此版本的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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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sign CC 的 2015 版推出了一項新功能，可協助您探索、瞭解、使用及推薦各項功能的完整用途。歡迎畫面是顯
示與您相關之內容的一個位置。每當您啟動 InDesign 或按下「說明 > 歡迎」時，系統都會顯示此畫面。歡迎畫面會
顯示與 InDesign 有關的教學課程、視訊、「說明」內容及其他更多項目。標籤式的瀏覽方式可協助您尋找有趣的內
容，主題可能涵蓋新功能、快速入門啟動面板，或實用的秘訣與技巧。

註解：

所有美國英文和英國英文的 InDesign CC 2014.2 使用者都能啟用歡迎畫面。

開啟新版本文件

InDesign CC 此版本的新功能  

現在，您無需進行額外步驟 (例如手動輸出至 IDML)，即可傳送文件至任何使用舊版 InDesign 的用戶。已內建相容
性，確保您的文件永遠會以您期望的方式開啟。

如果您開啟使用新版 InDesign 建立的文件，並在下列訊息中按一下「確定」，InDesign 就會使用 Creative Cloud 服
務將該文件轉換為您所使用之 InDesign 版本。InDesign 便會將轉換後的文件重新儲存至您的電腦。

4



回到頂端

如需此功能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開啟 InDesign 文件。

其他重要增強功能

建立新表格

InDesign CC 此版本的新功能  

使用舊版的 InDesign 時，若要在文件中插入表格，使用者需要先建立文字框，然後在文字框中插入表格。這表示如果
游標目前的位置不在文字框內，表格選單將遭到停用，而不諳此工作流程的使用者便無法繼續作業。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InDesign 現允許您在未建立文字框的情況下建立表格。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建立表格選項。

解散群組時記住圖層位置

InDesign CC 此版本的新功能  

在舊版 InDesign 中，當使用者選取多個圖層中的多個項目，並將其編排在相同群組時，系統會將該群組 (含有項目)
建立在最上方的圖層中。如果使用者選擇「解散群組」，系統不會將這些項目移動回先前所在的圖層，反而會將它們
保留在最上方的圖層中。

新的「解散群組時記住圖層位置」功能可解決這項困擾。這項功能可在使用者解散群組後，確保系統將群組的所有項
目復原到原本的圖層中 (項目先前所在的圖層)。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將不同圖層上的物件分組及解散群組。

列印目前頁面

InDesign CC 此版本的新功能  

現在您可以使用「列印」對話框列印文件中目前的頁面。此外，您還可以使用「頁面」面板中的選單跨頁列印選取的
頁面，或列印某個範圍內選取的頁面。

在舊版中，如果您不知道目前的頁面是哪一頁，便需要先去除對話框、判斷頁面為何、再次執行列印命令，然後在適
當欄位中輸入正確的頁碼。現在，您只要從「列印」對話框中選取列印目前頁面的選項即可。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從頁面面板進行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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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Color

InDesign CC 此版本的新功能  

直接在 InDesign 中存取您所建立的所有 Adobe Color 主題。

新的 Adobe Color 主題面板 (原先稱為 Kuler 面板)。
快速且輕鬆地存取您的 Adobe Color 主題。無論您是在哪裡建立顏色主題 (在 Photoshop、Adobe
Illustrator、Color 網頁服務或 Adobe Color 應用程式中)，皆可從 InDesign 中直接存取顏色主題，並立即套用
到您的設計專案。
存取已標記為最愛的顏色主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套用顏色。

顏色主題工具

InDesign CC 此版本的新功能  

從您的 InDesign 文件摘取顏色主題

使用顏色主題工具，從您的 InDesign 文件中任何選取的區域、影像或物件摘取顏色主題
將顏色主題儲存到 Adobe Color，如此可讓您在其他整合了 Adobe Color 的應用程式中存取這些顏色主題
新增主題至「色票」面板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顏色主題」工具產生顏色主題。

EPUB 互動性增強功能

InDesign CC 此版本的新功能  

本版針對固定版面 EPUB 提供了更豐富的互動性功能:

可在固定版面 EPUB 上增加更多的互動性，包括投影片、動畫、觸發按鈕等等。
直接在 InDesign 中建立互動性

EPUB 互動性預視

InDesign CC 此版本的新功能  

在轉存為 EPUB 檔案前，現可先預視 EPUB 固定版面輸出。您可從「視窗 > 互動 > EPUB 互動性預視」中存取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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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固定版面 EPUB 的互動性文件。

EPUB 增強功能

InDesign CC 此版本的增強功能  

可重排版面 EPUB 增強功能:

現可支援超連結和交互參照，強化導覽功能。
可保留您所建立的 EPUB 檔案中的版面外觀。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將內容轉存為 EPUB。

Typekit 增強功能

InDesign CC 此版本的新功能  

InDesign 現在會指出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是否開啟字體同步功能。如已關閉，您可使用「遺失字體」對話框中的
選項來開啟 Typekit。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遺失字體。

在「應用程式 - 新增功能」對話框中

InDesign CC 此版本的增強功能  

第一次安裝 InDesign CC 2014 時，您首先會看到「新增功能」對話框，其中的內容會提供此版本新增功能的相關資
訊。按一下其中的連結即可深入了解該功能。 

InDesign CC 2014 版 - 2014 年 6 月

順暢更新

當更新到最新版本的 InDesign 時，您的捷徑和偏好設定會被保留，以確保您可以輕鬆快速地開始使用最新版本。

先前版本的 InDesign 偏好設定和預設集會被保留。您也可以從「編輯 > 移轉先前的本機設定」手動觸發預設
集和偏好設定的本機移轉。
在下列案例中，會從 Creative Cloud 移轉上一個版本的設定:

無本機設定可供移轉
Creative Cloud 上無目前版本 (10.0) 的設定可供使用

這可確保您無需在每次更新 InDesign CC 時變更設定。移轉設定後，請務必啟動目前版本的同步設定，讓所有最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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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可以儲存在雲端。

EPUB 增強功能

InDesign 在本版本中提供固定版面 EPUB 的支援。 您還能對新增 epub:type 標註加以控制。這個版本的增強功能也
針對表格和儲存格樣式提供改良的 CSS 支援。您不僅可以在「檢視應用程式」標籤中設定轉存的輸出，還可以在固定
版面和可重排版面中更新中繼資料。

固定版面: InDesign 現已支援此有趣的互動版面。此格式廣泛用於兒童電子書和複雜的非小說類書籍，例如食譜和教
科書。有別於標準的電子書，固定版面的電子書會保留與印刷書籍相同的頁面版面和設計。您可以將 InDesign 文件轉
存為固定版面的 EPUB 格式。您可以使用此功能，控制版面在數位閱讀程式上的顯示方式。從「存檔類型」中選取
「檔案 > 轉存 > EPUB (固定版面)」，以顯示此格式。

EPUB 固定版面

可自訂 CSS 中物件的寬度和高度: 您現在可以在「物件轉存選項」對話框中，自訂 CSS 檔案中物件的高度和寬度 (僅
限可重排版面)。

新的 EPUB 類型標註: 新的 EPUB 類型可協助改善 EPUB 轉存設計中元件的存取功能。這個新的 epub:type (「物件
轉存選項 > EPUB 和 HTML」) 可協助您定義出版物中的元素，並協助設計 EPUB 檔案閱讀程式的預定閱讀順序。

為表格和儲存格樣式撰寫更精良的 CSS: 現在，表格和儲存格樣式可正確對應至 CSS，如果未使用表格，則 InDesign
不會建立不必要的 CSS 檔案。

中繼資料: 您可以在「可重排/固定版面」標籤中，更新 InDesign 檔案和填入的同個 EPUB 資料的檔案資訊或中繼資
料。

檢視應用程式 (轉存): 可重排版面和固定版面 EPUB 轉存選項同時推出「檢視應用程式」標籤。「檢視應用程式」會
顯示您設定用來開啟或檢視 EPUB 檔案的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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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檢視應用程式」標籤中加入 EPUB 檢視器

InDesign 的 EPUB 功能有許多重大的改良和增強。(若要查看所有變更的清單，請參閱
InDesign_EPUB_Changes_CC_9.2_to_10.0 pdf)。

B. 選取 EPUB 輸出的檢視器

另請參閱:

將內容轉存為 EPUB
將內容轉存為 HTML

表格改善項目

作為 InDesign 中表格增強功能的一部分，現在，在相同表格內，您只需使用拖曳，便可以將表格列和欄從一個位置移
到另一個位置。選取您要複製或重複的列，將游標移到選取列上方，便會顯示代表可移動選取項目的獨特游標。 項目
列可直接拖放 (或按住「Alt」鍵來複製)。

您也可以從表頭列和表尾列複製內容到內文列 (藉由按住 Alt/Opt 鍵)。 同樣地，您也可以重複內文列，並將其轉換為
表頭和表尾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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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表格中的工作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表格。

顏色群組

您現在可以在 InDesign 中建立與管理顏色群組。只需在「色票」面板透過新的「顏色群組」圖示，或透過彈出式選單
和環境選單，就能建立顏色群組。 您也可以使用 Adobe 色票交換 (.ase) 檔案，與其他應用程式共用顏色群組。例
如，在 Illustrator 中載入來自其他專案的色票。

使用顏色群組建立與管理色票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套用顏色。

增強搜尋 - 尋找上一個

在舊版 InDesign 中，使用者只能向前搜尋。這表示如果您太快略過某個項目而想要返回，唯一的方法是完成此尋找操
作，然後再次重新開始。這個工作流程現在已經改善。

InDesign 中的「尋找/變更」對話框現在有兩個搜尋方向按鈕 - 向前和向後。由於預設會啟用向前搜尋，您可以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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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向後」以反轉搜尋方向。新功能可協助您搜尋「文字」、「GREP」和「Glyph」標籤中的字串。

增強搜尋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尋找/搜尋。

Behance 整合

在 Behance 上陳列與發掘創意作品。作為其中一位成員，您可以建立工作的代表作品，並將它廣泛且有效地廣播。或
者，透過瀏覽不同領域中的精選或熱門工作，來探索全球市場上的最新創意工作。

您可以在 InDesign 中，直接將跨頁作為工作進行中上載到 Behance 上。跨頁會被轉換為影像，並在 Behance 上分
享，以供檢閱和回饋。

在 InDesign 中，您一次只能上載一個跨頁。若要分享整份文件，您可以將文件中的跨頁數作為分享次數。每個跨頁會
分別上載並張貼在 Behance 上。

在 Behance 上共用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在 Behance 上分享您的 InDesign 作品。

封裝改善項目

從這個版本開始，在 InDesign 建立的任何封裝可以包含個別文件的 PDF 和 IDML 檔案。InDesign 封裝現在包括
INDD、連結檔案、字體、IDML 和 PDF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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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封裝檔案。

增強的 QR 碼資料合併

現在，您可以在合併文件中置入包含 QR 碼的資料來源。QR 碼工作流程與合併文件整合。在 InDesign 文件中，下列
類型的 QR 碼可透過資料合併進行連結:

純文字
網頁超連結
文字訊息
電子郵件
名片

現在，如果您要建立多人的名片 (例如在組織中)，您可以使用資料合併。如果您想要加入 QR 碼，您可能必須為每張
獨一無二的名片手動建立 QR 碼。有了此新的資料合併更新，您無需為每張名片手動建立 QR 碼，便可以在資料合併
期間自動建立 QR 碼。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資料合併。

註腳增強功能

您現在可以在註腳中的錨定或浮動物件上套用繞圖排文。此增強功能適用於矩形和非矩形文字框。

如果已套用繞圖排文的浮動物件 (非錨定或內嵌) 與註腳文字產生互動，則繞圖排文便會生效。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註腳中繞圖排文。

HiDPI 支援 Windows

InDesign 現在在許多 DPI 顯示設定中支援 Microsoft Windows 的 HiDPI。您可以檢視銳利清晰的使用者介面元素，其
在各種縮放比例下都十分引人注目。HiDPI 支援讓文字和複雜圖檔的顯示更加清楚，顯示的顏色和色相也比以往更加
鮮明。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HiDPI 支援 Windows。

可縮放效果

之前，在 InDesign 的物件上套用的透明度效果不會隨著物件縮放。現在，所有效果都會被套用。效果 (如陰影) 會隨
著您變更物件或文字的縮放比例進行適當縮放。但有了新的「可縮放效果」功能後，「控制」面板和「變形」面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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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出式選單中便會新增是否在縮放物件時一併縮放透明度效果的選項。您可以使用此選項來啟動縮放。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效果的縮放功能。

現代化 - 面板變更

工具提示面板

因應時代變化，「工具提示」面板已從 Flash 技術轉換為 HTML5。此面板 (「視窗 > 公用程式 > 工具提示」) 會顯
示選取工具的工具名稱、工具提示及工具圖示等相關資訊。此面板早期是以 APE (Flash) 為基礎的延伸功能，現在，
此面板是以 CEP HTML5 為基礎的延伸功能。

背景工作面板

「背景工作」面板 (「視窗 > 公用程式 > 背景工作」) 可用來監控正在進行的背景工作進度。使用者也可在此取消正
在進行的背景工作。此面板早期以 APE (Flash) 為基礎，現在則改為執行 Drover 使用者介面技術。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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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InDesign CC
總覽 新增功能 學習與支援 下載 立即購買

學習
開始使用或深入了解我們的教學課程、專案和文章資料庫。

InDesign 說明

查看您產品的線上使用手冊。

取得支援
快速尋找解答、與我們活躍的社群互動，以及聯繫 Adobe 員工。

常見問題

尋找常見問題的解答

進入查看 >

熱門問題

取得問題和疑難排解的最新解決方案

進入查看 >

詢問社群

貼文、討論並成為我們博學多聞社群的一份子

立即加入 >

與我們聯絡

取得來自我們傑出支援人員的協助

立即開始 >

系統需求

版本注意事項

報告錯誤

要求功能

取得所有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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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Cloud 完整版

包含 InDesign、Photoshop、Illustrator、Adobe Muse 等等。

立即購買

了解所有計劃

單一應用程式

InDesign CC

網頁設計、版面和發佈

立即購買

了解所有計劃

歡迎學生與教師加入。

最高可享四折優惠。

檢視優惠價格。

讓我們專注業務。

適用於中小型企業的計劃。

詳細資訊

 變更地區台灣 (變更)
選擇您的地區

選取地區會變更 Adobe.com 上的語言及/或內容。

Americas Brasil Canada - English Canada - Français Latinoamérica México United States Europ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frica -
English België Belgique Belgium - English Česká republika Cyprus - English Danmark Deutschland Eastern Europe -
English Eesti España France Greece - English Hrvatska Ireland Israel - English Italia Latvija Lietuva Luxembourg - Deutsch Luxembourg -
English Luxembourg - Français Magyarország Malta - English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 English Moyen-Orient et Afrique du Nord -
Français Nederland Norge Österreich Polska Portugal România Schweiz Slovenija Slovensko Srbija Suisse Suomi Sverige Svizzera Türkiye
United Kingdom България Россия Україна ישראל - עברית Asia - Pacific Australia Hong Kong S.A.R. of China India - English New
Zealand Southeast Asia (Includes Indonesia, Malaysia, Philippines, Singapore, Thailand, and Vietnam) - English 中国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台
灣 日本 한국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Includes Armenia, Azerbaijan, Belarus, Georgia, Kazakhstan, Kyrgyzstan, Moldova,
Tajikistan, Turkmenistan, Ukraine, Uzbekistan

產品 下載 支援與學習 公司
Copyright © 2014 Adobe Systems Software Ireland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隱私權 使用條款 Coo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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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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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桌上型電腦的 Creative Cloud

Adobe® Creative Cloud™ 可讓您下載、安裝及更新應用程式。您也可以同步檔案和字體，並且在 Behance 網站上展示及探索創意作品。
 
下載

 

下載適用於桌上型電腦的 Creative Cloud

 

下載和安裝應用程式

 

從 Typekit 新增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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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同步檔案和檔案夾

 

 

Behance

 

Creative Cloud Market

 

首頁和活動摘要

下載和安裝應用程式

下載、安裝和更新您的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探索新的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並在電腦上安裝應用程式。您可以依照熱門程度和設計領域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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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應用程式。

當您下載產品時，會自動安裝適用於桌面應用程式的 Creative Cloud。如果已安裝 Adobe Application Manager，它會自動更新為適用於 Creative
Cloud 的桌面應用程式。若要手動下載，請瀏覽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頁面。

1. 從工作列 (Windows) 或 Apple 工具列 (Mac OS) 存取 Adobe Creative Cloud。

根據預設，Adobe Creative Cloud 會在您登入電腦時啟動。

2. 按一下「應用程式」面板。最近安裝在電腦上的應用程式會出現在面板頂端。清單可能包含以前安裝的版本。

3. 向下捲動以尋找新應用程式。您也可以依類別篩選，尋找所需的應用程式。

4. 按一下「安裝」或「更新」。

5. 若要下載和安裝舊版應用程式，請選取「前版本」，然後從「安裝」選單選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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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安裝 CC 或 CS6 應用程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 (如 Photoshop、Illustrator) 隨即下載並安裝到您的電腦上。您必須從電腦啟動程式。如需詳細指示，請參閱啟動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
式。

同步檔案和檔案夾

將電腦中的檔案同步到 Creative Cloud，然後從任何地方存取檔案。檔案會立即出現在所有連線的裝置、電腦，以及您的 Creative Cloud Files 頁面
上。若要同步檔案，請在所有電腦下載並安裝適用於桌上型電腦的 Creative Cloud。

若要同步檔案，請執行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將檔案複製、貼上或移動到電腦上的「Creative Cloud Files」目錄

在應用程式中，選擇「檔案 > 儲存」或「檔案 > 另存新檔」，然後瀏覽到電腦上的「Creative Cloud Files」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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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檔案依然會存在您的電腦或裝置上。檔案會透過 Creative Cloud 同步到所有連線的裝置。

您可以在 Creative Cloud 資產頁面上，線上檢視您的檔案。在同步檔案後，您不需要保持線上，即可從電腦上的「Creative Cloud Files」目錄或檔案
夾中檢視這些檔案。

如需使用上載到 Creative Cloud 之檔案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管理檔案。

從 Typekit 新增字體

從 Typekit 的眾多字型合作夥伴之一選擇字體，然後使用 Creative Cloud 同步到您的桌面。同步的字體可用於所有的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以及
其他電腦軟體中。

您必須有繳費類型 Creative Cloud 會籍或符合資格的 Typekit 帳戶，才能將字體同步到您的桌上型電腦。

「字體」面板會顯示已同步到您電腦的字體。若要同步字體，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在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中，按一下「字體」面板。
2. 按一下「從 Typekit 新增字體」。您的瀏覽器隨即開啟 Typekit 視窗。
3. 在 Typekit 視窗中，將滑鼠移動到字體卡上方並按一下「+ 使用字體」。
4. 從選定的系列中選擇字體，然後按一下「同步選取的字體」。

請參閱「將字體同步到您的桌面」(英文) 以取得快速總覽，並參閱「同步字體」以取得詳細指示。

Market

Creative Cloud Market 網羅了許多創意工作者精心設計的高品質創意內容。Creative Cloud 訂閱者可以在桌上型電腦和行動裝置上 (經由 Creative
Cloud 連結的應用程式) 免費存取 Market 中的資產，有各種精選的向量圖形、圖示、圖樣、UI 套件和其他資產可供選用。Creative Cloud 訂閱者每月
可下載高達 500 個獨特、免版稅的資產。這項功能強大的新服務將讓創意工作者順利地找到可做為創作基礎、操作及修改的資產，迅速開展創意流

21

https://assets.adobe.com/zh-tw/files
https://assets.adobe.com/zh-tw/files
http://idiom-q-win-1/tw/creative-cloud/help/sync-files.html
http://help.typekit.com/customer/portal/articles/1189216-coming-soon-syncing-fonts-to-your-desktop
http://idiom-q-win-1/tw/creative-cloud/help/add-fonts-typekit.html


回到頂端

程。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Market 資產。

在 Behance 上分享與探索創意作品

展示與探索 Behance 上的創意作品。身為會員，您可以為作品建立作品集，廣泛而有效地散播作品。或者，瀏覽不同領域的焦點或熱門作品，藉此探
索全球最新的創意作品。

登入或註冊以存取您的 Behance 活動摘要、作品集，並且分享與探索新作品。如果您已有帳戶，將會收到登入的提示。如果您尚未擁有帳戶，
註冊程序快速又簡單。

或者，即使沒有 Behance 帳戶，您也可以從面板探索焦點專案和進行中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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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分享到 Behance 或造訪 Adobe Behance 論壇。

首頁和活動摘要

「首頁」面板上的「活動資料流」包含您與 Creative Cloud 的互動。這裡會顯示事件和活動，例如可以使用的新應用程式、更新及安裝狀態。

偏好設定

選擇「  > 偏好設定」即可開啟「偏好設定」對話框。

若要登出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請選擇「一般 > 帳戶」，然後按一下「登出 Creative Cloud」。
在每個標籤中指定「顯示/隱藏通知」設定。
使用「應用程式」索引標籤可以指定「應用程式語言」和「安裝位置」。

選取「讓 Creative Cloud 桌面版一直保持最新狀態」 以啟用自動更新。
使用「檔案」、「字體」和「Behance」索引標籤即可指定個別設定。

需要更多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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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Adobe Creative Cloud、桌上型電腦、Behance、Typekit、安裝應用程式、下載應用程式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詢問社群

貼文、討論並成為我們傑出社群的一份子

連絡我們

在這裡開始，與我們的員工聯繫

更多說明

版本注意事項 | 適用於桌上型電腦的 Creative Cloud
啟動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
安裝和更新應用程式

安裝和下載疑難排解

Creative Cloud 常見問答
Adobe ID 常見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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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同步及管理資產

回到頂端

檔案

行動創作

資料庫

註解：

瀏覽資產
同步或上傳檔案
刪除檔案
儲存空間方案和配額
疑難排解

您的 Adobe Creative Cloud 帳戶隨附線上儲存空間，讓您可隨處在任何裝置或電腦上使用檔案。您可以直接在電腦、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上的網頁
瀏覽器，預覽許多創意檔案類型。這些檔案類型包含：PSD、AI、INDD、JPG、PDF、GIF、PNG、Photoshop Touch、Ideas 等等。

適用於桌上型電腦的 Adobe Creative Cloud 會讓所有檔案保持同步。任何新增、修改或刪除都會反映在所有連接的電腦和裝置上。例如，如果您使用
「Creative Cloud 資產」頁面上傳 .ai 檔案，此檔案會自動下載到所有連接的電腦。

瀏覽資產

您的 Creative Cloud 資產包括與桌面同步的檔案、使用 Creative Cloud 行動應用程式所建立的資產以及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您可以使用
「Creative Cloud 資產」頁面來瀏覽上述所有資產，這個頁面會按照下列方式組織資產：

顯示與桌面上的「Creative Cloud 檔案」目錄同步的資產

顯示使用 Creative Cloud 行動應用程式所建立的資產

顯示您所建立的設計庫

在「Creative Cloud 資產」頁面上，雖然您可以對桌面資產 (位於「檔案」底下) 執行多項作業，例如重新命名、共用、下載、取代和封存，但
是位於「行動創作」和「資料庫」底下的資產僅供檢視。

當您按一下資產類別時，它就會展開並顯示次類別 (如果有的話)。例如，位於「檔案」底下的資產會進一步組織成「全部」、「已共用」和「已封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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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全部：顯示與「Creative Cloud 檔案」目錄同步的所有檔案

分享的：顯示您與其他 Creative Cloud 使用者共用的檔案

已封存：顯示已刪除的檔案

同樣地，您也可以在「行動創作」底下瀏覽使用 Creative Cloud 行動應用程式所建立的資產，而這些資產會根據建立的行動應用程式進一步分類。

如需有關「資料庫」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

同步或上傳檔案

若要從您的電腦同步檔案，請執行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將檔案複製、貼上或移動到桌面上的「Creative Cloud 檔案」目錄。
在應用程式中，選擇「檔案 > 儲存」或「檔案 > 另存新檔」，然後瀏覽到「Creative Cloud 檔案」目錄。

若要從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開啟「Creative Cloud 檔案」目錄，請選取「資產 > 檔案」，然後按一下「開啟檔案夾」。

包含 |、"、?、<、>、/、* 或 : 等特殊字元的檔案名稱無法同步，具有保留名稱 (例如 AUX 或 Com1) 的檔案也不能同步。如果您收到錯誤，
請將檔案重新命名，以便同步到 Creative Cloud。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錯誤：無法同步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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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您可以使用下列任何一種方法，直接將檔案上傳到「Creative Cloud 資產」頁面。

使用「Creative Cloud 資產」頁面上的「動作」選單，上傳和管理 Creative Cloud 上的檔案。

將資產從桌面拖放至「Creative Cloud 資產」頁面。

取代檔案

再次上傳檔案會建立檔案版本，並以新版本取代現有檔案。此外，Creative Cloud 也會保留您對檔案所做每個變更的副本，並透過 Photoshop
Touch、Adobe Ideas 與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進行同步。

若要使用「Creative Cloud 資產」頁面來取代檔案，請執行下列動作：

注意：新檔案的類型必須與要取代的檔案相同。例如，您無法以 .AI 檔案取代 .PSD 檔案。
 
如需版本修訂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版本修訂常見問答。

1. 瀏覽並開啟要檢視的檔案。
2. 選取「動作 > 取代」或將檔案從檔案夾拖曳到瀏覽器視窗。

刪除檔案

您可以從 Creative Cloud 網站或 Adobe Touch Apps 刪除檔案。您也可以使用 OS 命令，從電腦上的「Creative Cloud Files」目錄刪除檔案。所有檔
案刪除都會與您的帳戶同步，而且檔案會封存在 Creative Cloud 中。原始檔案永遠位在您的電腦上，而 Creative Cloud 則會保留副本，讓您可以隨處
存取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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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存檔案會持續佔用線上儲存空間。您可以從「封存」檔案夾永久刪除或還原檔案。永久刪除檔案會釋放儲存空間配額。

永久刪除或還原檔案

永久刪除資產的程序共有兩個步驟：

您也可以還原封存的檔案：

1. 從桌面上的「Creative Cloud 檔案」目錄、已啟用 Creative Cloud 的觸控應用程式或「Creative Cloud 資產」頁面封存檔案。封存的檔案就會
移至「我的資產 > 檔案」底下的「已封存」類別。

2. 在「已封存」頁面上，選取要永久刪除的檔案，然後按一下「永久刪除」。
3. 在確認對話框中，按一下「永久刪除」。

1. 在「已封存」頁面上，選取要還原的檔案，然後按一下「還原」。
2. 在確認對話框中，按一下「還原」。

儲存空間方案和配額

儲存空間配額取決於您的 Creative Cloud 會籍。

您可以從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的「資產」面板底下「檔案」索引標籤檢視儲存空間狀態，也可以在「Creative Cloud 活動」頁面的「設定」
頁面上檢視。

會籍計劃 可用儲存空間配額

免費 2 GB

Creative Cloud (攝影計劃) 2 GB

Creative Cloud (單一應用程式計劃和完整計劃) 20 GB

適用於團隊的 Creative Cloud 100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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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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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上的儲存空間狀態

設定頁面上的儲存空間狀態

Creative Cloud 最多可允許從任何裝置同步超過儲存空間配額 1 GB。多於 1 GB 之後，電腦版應用程式會停止同步新檔案，並通知您超過配額。任何
無法上傳的檔案都會標上紅色驚嘆號。您仍然可以移動、重新命名或刪除檔案。若要繼續同步檔案，請永久刪除其他檔案，以釋放空間。

一部分儲存空間會用於系統管理。因此，實際的儲存空間會比配置的空間略少。視使用者檔案的數目而定，從 100 KB 到 500 KB 不等。

疑難排解

詢問社群

貼文、討論並成為我們傑出社群的一份子

連絡我們

在這裡開始，與我們的員工聯繫

延伸閱讀

開始使用 Creative Cloud 資產
分享檔案和檔案夾

透過共用檔案夾共同作業

與共同作業人員同步和分享檔案 (10 分鐘影片)
Adobe Creative Cloud 狀態
錯誤：無法同步檔案

版本修訂常見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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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Typekit 新增字體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Typekit 是一款訂閱服務，提供大量可用於桌面應用程式和網站的字體。

Typekit Portfolio 計劃包含在您的 Creative Cloud 訂閱中，免費 Creative Cloud 會員可存取從 Typekit 精選的字體用於網站或桌面。

訂閱 Creative Cloud (完整版計劃、單一應用程式計劃或是免費版) 或是獨立版 Typekit 計劃，將字體同步到您的桌面。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Typekit
產品頁面和 Typekit 的計劃選項。

快速入門
瀏覽及加入 Typekit 提供的字體
使用已同步的字體
管理同步字體

快速入門

您可以從 Typekit 的眾多字型合作夥伴之一選擇字體，然後使用 Creative Cloud 同步到您的桌面，或者用於網站。已同步的字體可以在所有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中提供使用，例如 Photoshop 或 InDesign，也可用在其他桌面應用程式，例如 MS Word。

您的電腦上必須安裝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才能同步字體。如尚未安裝，請下載並安裝。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桌面上的 Creative Cloud。

Typekit 的預設為啟用，如此就能同步字體，並在您的桌面應用程式中使用。

此時若您已在網頁瀏覽器中選取要同步的字體，這些字體會自動開始與您的電腦同步。

瀏覽及加入 Typekit 提供的字體

您可以從多處存取 Typekit 字體庫。結合使用下列任何一種方法，讓新的精選字體滿足現有的工作流程。

從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

在「字體」索引標籤中，按一下「從 Typekit 新增字體」。瀏覽器視窗隨即開啟，而且您已登入 Typek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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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整合 Typekit 的應用程式：

在應用程式的字體選單中，按一下「從 Typekit 新增字體」。瀏覽器視窗會直接從應用程式中啟動。

直接在 Typekit.com 網站上：

使用您的 Adobe ID 和密碼登入 Typek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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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瀏覽字體，篩選所要的字體。特定字體的字體卡上會表示可用範圍。

在字體卡上表示的可用範圍

A. 網頁和桌面 B. 網頁 

按一下各個字體卡，查看有關字型的更多詳細資訊，包括所有可用粗細和樣式的字體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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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使用字體」。在「使用此系列」視窗中，指定您要將字體同步至桌面的位置，或加入組件中供網站使用。

從字體系列中選擇所需樣式，然後按一下「同步選取的字體」。

字體會同步到所有已安裝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的電腦。若要檢視字體，請開啟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字體」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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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已同步的字體

若要使用已同步的字體，只要開啟任何應用程式，移至字體選單即可。您會在選項清單中，看到您已同步的字體。有些桌面應用程式，像 Microsoft
Office，可能會在同步新的字體之後要求重新啟動。

InDesign 字體選單顯示從 Typekit 同步的字體

如需有關如何在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之中使用 Typekit 字體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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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nDesign CC 中使用 Typekit 的字體

在 Premiere Pro CC 中使用 Typekit 的字體

在 Illustrator CC 中使用 Typekit 的字體

在 After Effects CC 中使用 Typekit 的字體

在 Photoshop CC 中使用 Typekit 的字體

管理同步字體

您可以使用 Adobe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或 Typekit.com 帳戶中的「字體」面板，檢視電腦上已同步的字體。

移除已同步的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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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從電腦移除已同步的字體：

1. 在 Adobe Creative Cloud「字體」面板，按一下「管理字體」。「已同步的字體」頁面會在瀏覽器視窗中開啟。您也可以登入 Typekit.com，直
接進入「Synced Fonts」(已同步的字體) 頁面。

2. 在您不要再使用的任何字體右邊，按一下「移除」。

關閉 Typekit

您可以啟用或停用「字體同步」。停用「字體同步」將會停止同步字體，並且移除電腦中任何已同步的字體。

1. 在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中，選擇「設定 ( ) > 偏好設定」。

2. 按一下「字體」索引標籤。

3. 若要啟用或停用字體同步，請從「Typekit 開啟/關閉」設定中選取「開啟」或「關閉」。

離線使用 Typekit

如果您正在執行並已登入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時離線，任何已同步的字體都還可以使用。您在 Typekit.com 上對字體同步選擇所做的任何變更，
要在您恢復連線時才會生效。

如果您在離線時啟動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字體將無法使用而且不會顯示在標準字體選單中。

相關文章
同步字體至電腦 | Typekit.com

透過 Creative Cloud 將字體新增至桌面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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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Cloud Market

回到頂端

Creative Cloud Market 網羅了許多創意工作者精心設計的高品質創意內容，可供所有 Creative Cloud 付費會員使用 (攝影計劃客戶除外)。Creative
Cloud 會員可以在桌上型電腦和行動裝置上 (經由 Creative Cloud 連結的應用程式) 免費存取 Market 中的資產，有各種精選的向量圖形、圖示、圖
樣、UI 套件和其他資產可供選用。Creative Cloud 訂閱者每月可下載高達 500 個獨特、免版稅的資產。這項功能強大的新服務可讓您順利地找到可做
為創作基礎、操作及修改的資產，迅速開展創意流程。

若要存取 Market，您必須先安裝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如需下載指示，請參閱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請觀賞並深入了解這個短片
教學課程：存取 Creative Cloud Market 設計資產。

探索和下載創意資產

您可以在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中瀏覽數千個高品質資產。請選擇「資產 > 市集」。若要尋找與專案最相關的資產，您也可以展開下拉式選
單，以便依類別搜尋或依關鍵字搜尋。

1. 在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中，選擇「資產 > 市集」。

2. Creative Cloud Market 精選了許多精心設計的高品質內容，範圍涵蓋下列類別：

放置方式：具有組織化圖層與專業遮色片的相片和數位架構範本 (PSD 檔案)。
使用者介面：圖層式 PSD，包括適用於行動裝置和網路的完整套件、表單、圖表、導覽和 Widget (PSD 檔案)
向量形狀：可與 Photoshop、InDesign 和 Illustrator 整合的可調式物件和形狀 (SVG 檔案)
圖示：一系列適用於列印、網路和路徑指引的字符、外框、平面和 3D 符號 (PNG/SVG 檔案)
圖樣：可無限重複的幾何、圖示化和紋理化圖樣與背景 (PNG/SVG 檔案)
筆刷：高品質的自然媒體和抽象 Photoshop 筆刷 (ABR/TPL 檔案)

若要篩選資產，請從「市集」彈出式選單中選取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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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要搜尋資產，請按一下  並輸入搜尋字詞。

您可以篩選並排序搜尋結果。

4. 按一下資產縮圖，即可檢視資產的其他資訊和詳細資料。

39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回到頂端

如何取得 Creative Cloud Market？

為何攝影計劃客戶無法存取 Creative Cloud Market？

我需要 Creative Cloud 會籍嗎？

已下載的資產是否會列入儲存空間配額計算？

我是否能將這些資產用於專案中？

我可以複製或備份這些資產，供未來使用嗎？

我可以在下載資產後共用資產嗎？

Adobe 如何取得 Creative Cloud Market 的內容？

Creative Cloud Market 會考慮納入我的作品嗎？

5. 按一下「下載」。資產就會自動下載到主要 Creative Cloud Files 檔案夾的「Market Downloads」檔案夾。

常見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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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Cloud 摘取

使用 Creative Cloud 摘取可讓 Photoshop 設計轉程式碼工作流程更簡單。摘取會為網頁設計人員和網頁開發人員簡化程序，並且大幅改善將網頁設計
轉換成可用程式碼的效率。

Photoshop 構圖是一種與網頁開發人員共用設計規格時常用的方法，然後開發人員再將設計理念轉換成 HTML 和 CSS。在一般的工作流程中，設計人
員會針對網頁或行動設計建立 Photoshop 構圖。然後，製作設計人員會為開發人員準備 PSD 檔案，讓他們分割資產並建立紅線規格。網頁開發人員
必須負責取出這些設計元素和資產，然後轉變成程式碼。

摘取會徹底改造這種工作流程，讓網頁設計人員在最短的時間內，使用 Photoshop CC 匯出最佳化的資產，然後經由「Creative Cloud 資產」與開發
人員共用 PSD，好讓他們在瀏覽器中開啟關鍵的設計資訊並下載資產。然後，當開發人員在 Dreamweaver CC 中撰寫程式碼時，就可以存取並套用
這項資訊。

摘取受到 Creative Cloud 支援，而且您可以在 PSD 設計轉程式碼工作流程中的任何階段使用。使用摘取可讓您隨時隨地自由地選擇使用起來最得心
應手的工具和技術，將設計轉換成實際作品。

設計人員可以在熟悉的 Photoshop CC 環境中工作，以便根據圖層或圖層群組定義並摘取影像資產。
網頁開發人員可以存取「Creative Cloud 資產」上的 PSD 檔案，並且使用摘取來匯出影像資產、度量和 CSS 樣式。然後，他們就可以使用這些
資產和 CSS 樣式，將設計構圖轉變成程式碼。
網頁設計人員和開發人員可以從 Dreamweaver 中使用摘取，這個全套完整的解決方案直接在程式碼編寫環境中提供了內容程式碼提示、資產摘
取和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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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取 Photoshop 中的資產

建立 Photoshop 構圖的設計人員可以使用以 Adobe 產生器為基礎所建立的簡易視覺效果介面，根據個別圖層或圖層群組快速定義並封裝影像資產。如
此可大幅縮短製作時間，讓設計人員能夠將更多時間投入設計。

Dreamweaver 中的摘取

網頁設計人員和開發人員現在可以在 Dreamweaver 中檢視 PSD，並且使用內容程式碼提示，輕鬆地在 CSS 中定義字體、顏色和漸層。他們也可以將
最佳化的影像拖放到「即時檢視」介面中、複製文字以及進行更多作業。

Creative Cloud 資產中的摘取

網頁設計人員可以在瀏覽器中直接透過「Creative Cloud 資產」共用 PSD，讓開發人員能夠快速地摘取顏色、漸層、字體、文字、CSS 等設計資訊，
協助他們將構圖轉變成程式碼。此外，他們也可以針對網頁匯出最佳化的 PNG、SVG 和 JPG 影像。

Extract for Brackets (Preview)

Brackets 中的摘取整合將摘取的強大功能引進輕量型、現代化的程式碼編輯器。您可以使用 Extract for Brackets (Preview)，透過內容程式碼提示從
PSD 拉出設計資訊，當做乾淨且最基本的 CSS。您也可以摘取圖層當做影像、使用 PSD 中的資訊來定義前置處理器的變數，並輕鬆地取得物件之間
的尺寸/距離。

您可以使用其他 Creative Cloud 服務來進一步簡化設計工作流程，將檔案、字體和顏色等資產保持同步，讓所有人都能存取最新的設計。

同步檔案

在「Creative Cloud 資產」中同步並儲存 PSD 檔案和摘取的影像資產，讓您在所有裝置上都能存取更新的檔案。

共用檔案夾

使用「Creative Cloud 資產」來共用檔案夾，讓整個團隊都能處理同一組檔案。您也可以審核檔案並新增備註。「Creative Cloud 資產」也提供了基
本的版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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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字體

Creative Cloud 可讓您存取 Typekit 中的字體，而且會員可以依照設計的需要，從 Typekit 下載字體。

詳細資訊 詢問社群 聯絡我們

Creative Cloud 摘取教學課程 貼文、討論並成為我們傑出社群的一份子 從這裡開始

與我們的員工聯繫

 立即觀賞 > 立即詢問 > 立即開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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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Cloud 資料庫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讓您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您喜愛的資產。在 Adobe Photoshop CC、Adobe Illustrator
CC、Adobe InDesign CC 以及如 Shape CC 等行動 App 中建立影像、色彩、文字樣式等，然後輕鬆地在桌面和行動
App 間取用，提供流暢的創作工作流程。「Creative Cloud 資料庫」會連接您的創意設定檔，讓您所要的創意資產垂
手可得。您的創意設定檔會跟著您在應用程式間移動，並會適時針對您的專案自動瀏覽適用應用程式中的資產。

如需總覽介紹，請觀看開始使用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

擷取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提供一種機制，可以從各種不同應用程式擷取設計資產，並且不受限於桌面應用程式。您
可以使用 Creative Cloud 行動 App 系列，在靈感來臨時捕捉靈感，甚至從 Creative Cloud 市集下載資產。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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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將設計資產組織成多個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這些是以專案、資產類型，甚至是您重複用於創造招牌風格的
個人最愛為主。

重新使用和創造

使用「Creative Cloud 資料庫」中的物件，即可重新使用和創作設計及圖稿。

新增至資料庫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提供一種機制，可以從各種不同應用程式擷取設計資產，並且不受限於桌面應用程式。您
可以使用 Creative Cloud 行動 App 系列，在靈感來臨時捕捉靈感，甚至從 Creative Cloud 市集下載資產。

行動裝置

使用不斷成長的行動 App 系列，例如 Adobe Brush CC、Adobe Color CC 或 Adobe Shape CC，將資產新增至您的資
料庫。此外，若使用 Adobe Illustrator Draw 和 Adobe Photoshop Sketch，這些資產也可以用於創造行動創作。

桌面

在您的桌上型電腦使用 Adobe Photoshop CC、Adobe Illustrator CC 與 InDesign CC，將資產新增至「Creative Cloud
資料庫」。將資產拖曳到 Illustrator、Photoshop 或 InDesign 中的「資料庫」面板。您也可以在 Creative Cloud 資
產頁面檢視和瀏覽資料庫。

Creative Cloud 市集

探索 Creative Cloud 市集中的資產並新增至「資料庫」。使用適用於桌面應用程式的 Creative Cloud，即可從
Creative Cloud 市集瀏覽並新增資產。此外，您也可以使用創意行動 App，將資產新增至資料庫。

重新使用和創造

桌面

在 Photoshop CC、Illustrator CC 和 InDesign CC 中，開啟「資料庫」面板 (「視窗 > 資料庫」)，並將物件拖曳到畫
布上。

行動 App

使用如 Photoshop Sketch 或 Illustrator Draw 等行動 App，從「資料庫」選取物件並放入您的專案中。

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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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reative Cloud 資產頁面瀏覽並檢視資料庫。您也可以刪除資料庫。

共同作業

桌面 

在 Photoshop CC、Illustrator CC 或 InDesign CC 中開啟「資料庫」面板 (「視窗 > 資料庫」)。現在，從面板彈出式
選單，選擇「共同作業」。

瀏覽器

在「Creative Cloud 資產」的左窗格中，按一下「資料庫」。現在，從資料庫檔案夾選單選擇「共同作業」。

常見問答

我可以在資料庫中新增多少個項目？

一個資料庫最多可以包含 1000 個資產。

我可以建立的資料庫數目是否有限制？

沒有，您可以建立的「資料庫」數目沒有任何限制。

儲存在「資料庫」中的所有資產都可供所有支援的應用程式使用嗎？

不行，只有與該特定應用程式相關的內容可供該應用程式顯示並使用。

支援哪種顏色資訊？

「資料庫」支援單一色票或顏色主題的顏色資料，而且僅支援印刷色。特別色不受支援，而且會當做印刷色新增至

「資料庫」。

儲存在「資料庫」中的所有資產都可以在 Photoshop、Illustrator 和 InDesign 中重複使用嗎？

大部分的資產都可以在 Photoshop、Illustrator 和 InDesign 之間重複使用，Photoshop 中的圖層樣式除外，它目前無
法在 Illustrator 或 InDesign 中重複使用。

如果您在 Illustrator 或 Photoshop 中使用 InDesign 文字樣式資產，這些應用程式會嘗試將主機應用程式中可用文字
樣式的屬性與資產的屬性對應。系統會忽略任何在主機應用程式中找不到的屬性。

資產儲存在哪裡？

您的資產是儲存在您的裝置本機，並同步至 Creative Cloud。

我可以與其他人共用資料庫嗎？

可以。請參閱在資料庫上共同作業。

與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整合的部分行動 App (Brush、Color 與 Shape) 尚未支援在資料庫上共同作業。此外，當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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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這些行動 App 時，就無法使用任何與您共用的資料庫。不過，如果您與其他使用者共用資料庫，則您可在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以及行動 App 中，使用該資料庫。

我需要 Creative Cloud 會籍嗎？

您需要免費或付費的 Creative Cloud 會籍，才能使用「Creative Cloud 資料庫」。

哪些應用程式允許我新增或使用資料庫資產？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目前受到下列應用程式和服務的支援，未來還有更多：

 將資產儲存至資料庫 使用資料庫中的資產進行創作

桌上型電腦   

Photoshop 是 是

Illustrator 是 是

InDesign 是 是

CC 市集 (透過 CC 桌面版) 是 不適用

瀏覽器   

CC 資產 僅限檢視與管理 (重新命名、刪除)

行動裝置   

Shape CC 向量形狀 不適用

Color CC Color 主題 不適用

Brush CC 筆刷 不適用

Illustrator Draw 不適用 影像和形狀

Photoshop Sketch 不適用 筆刷

如何進一步了解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

您可以透過下列資源進一步了解「資料庫」：

視訊教學課程

如何開始使用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 (總覽)
Illustrator 和行動裝置中的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
Photoshop 和行動裝置中的 Creative Cloud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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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行動 App 中「Creative Cloud 資料庫」的視訊教學課程

Shape CC
Brush CC
Color CC
Illustrator Draw
Photoshop Ske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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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區和工作流程

建立並儲存您自己的工作區

Jeff Witchel  (2012/10/15)
教學影片

瞭解如何個人化工作區

使用工具

Kelly McCathran  (2012/05/15)
教學影片

InDesign 工具列包含大量工具，其中有許多是隱藏或「巢狀」位於一開始可看到的工具下方。在此影片中，您可看到用來選取、旋轉和設定
物件大小的主要工具。您也將瞭解如何使用「文字」工具來編輯文字和建立框架 (可加或不加邊界)、使用鍵盤切換工具，以及使用「手形」
和「縮放顯示」工具來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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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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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預設

方式

頁數

起始頁碼 #

對頁

主版文字框

主要文字框

建立新文件

新增文件

新增文件選項

文件視窗概觀

建立自訂頁面大小

定義文件預設集

使用預設集建立文件

頁面設計由這些基本動作開始︰建立新文件、設定頁面，以及決定邊界和欄的位置，或變更格點設定。

新增文件

1. 選擇 檔案 > 新增 > 文件。

新增文件對話框合併文件設定及邊界和欄對話框，因此您可以從同一個地方設定頁面大小、邊界和頁面欄。您隨時可以更改這些設定。

2. 指定文件設定選項. (請參閱新增文件選項。)

若要指定出血和印刷邊界區域的大小，請按一下出血和印刷邊界標籤之前的箭頭按鈕。出血與印刷邊界區域延伸到定義的頁面大小邊界之外。如

果要讓出血或印刷邊界區域向四邊平均延伸，請按一下讓所有設定均相同圖示 。

3. (僅適用於 InDesign CC) 選取預視核取方塊，查看新文件的外觀。視需要進行必要變更。

4. 按一下確定，使用指定的設定開啟新文件。

如果要為所有新文件設定預設版面設定，請在沒有開啟文件的情況下，選擇檔案 > 文件設定或版面 > 邊界和欄，然後設定選項。

新增文件選項

請選擇您先前儲存的預設集。

若要建立輸出為 PDF 或 SWF 的文件供網頁使用，選擇網頁選項會變更對話框中的一些選項，例如，關閉對頁、將方向從縱向變更為橫向，以
及根據螢幕解析度使用頁面大小。您可以在文件建立之後編輯這其中任一個設定。

CS6 和更新版本：增加數位排版方式是為了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的出版物。您也可在文件建立之後變更文件的色彩比對方式。

指定要在新文件中建立的頁數。

指定文件起始的數字。如果在選取對頁的情況下指定偶數 (例如 2)，則文件中的第一個跨頁會以兩頁式跨頁作為開端。請參閱以兩頁式跨
頁開始文件。

選取此選項可讓左、右頁面在雙頁式跨頁中面向彼此，例如書冊或雜誌。 取消選取此選項則會讓每一頁獨立，例如當您列印文宣或海報時，或是
您要物件在裝訂時出血。

建立文件後，可使用頁面面板建立兩個以上頁面的跨頁，或是強制最前面的兩頁以跨頁展開 (請參閱控制跨頁分頁)。

CS5.5 和以上d earlier：選取此選項，將配合您所指定的設定，在邊界參考線之內建立符合該區域大小的文字框。主版文字框會新增至
「A 主版」。(請參閱在主版頁面上使用文字框。)
主版文字框選項只有在選取檔案 > 新增 > 文件時才能使用。

CS6 和更新版本：選取此選項可在主版頁面上新增主要文字框。當您套用主版頁面時，主要文字框中的內文將自動排文到新主版頁面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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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大小

方向

出血

印刷邊界

預視

註解：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要文字框中。

從選單中選擇頁面大小，或是在寬度和高度中輸入數值。頁面大小表示在出血或其他頁面外的標記經剪裁後，符合您需要的最後尺寸。

按一下縱向  (高) 或橫向  (寬)。這些圖示會與頁面大小中輸入的尺寸動態互動。當高度的數值較大時，會選取縱向圖示。當寬度的數值較
大時，會選取横向圖示。按一下取消選取的圖示，就會切換高度和寬度的數值。

提示：若要指定出血和印刷邊界區域的尺寸，請在新增文件對話框中，按一下出血和印刷邊界標籤之前的箭頭按鈕。如果要讓出血或印刷邊界區域向

四邊平均延伸，請按一下讓所有設定均相同圖示 。

出血區域可讓您列印排列於所定義頁面大小外部邊緣上的物件。在符合大小的頁面上，如果物件位在邊緣，由於列印或裁剪時些微的對齊偏差，

在列印區域的邊緣可能會出現一些白色。因此，您應該將位在符合大小頁面邊緣的物件放置在稍微超出邊緣的地方，並在列印後進行剪裁。 出血區域
在文件中是以紅色線段顯示。您可以從列印對話框的出血指定出血區域設定。

當裁剪文件至最後頁面大小時，會棄置印刷邊界區域。 印刷邊界區域中也會有列印資訊、自訂顏色列資訊或顯示其他指示和文件中其他資訊
的描述。 位於印刷邊界區域中的物件 (包括文字框) 會列印出來，但是在文件裁剪至最後頁面大小時，就會消失。
位於出血或印刷邊界區域外 (延伸得更遠) 的物件不會列印出來。

(僅適用於 InDesign CC) 選取此核取方塊，查看新文件的外觀。如果預視不符合您的需求，請針對選項進行必要變更。

您也可以按一下儲存文字預設集圖示，儲存文件設定以供日後使用。

文件視窗概觀

文件的每個頁面或跨頁都有自己的作業範圍和參考線，這些都會顯示於正常檢視模式中 (若要切換到「正常檢視」，請選擇檢視 > 螢幕模式 > 正常)。
使用其中一種預視模式檢視文件時，作業範圍會由灰色背景所取代。(請參閱預視文件)。您可以在參考線與作業範圍偏好設定中變更此預視背景及參考
線的顏色。

正常顯示模式中的文件及參考線

A. 跨頁 (黑線) B. 頁面 (黑線) C. 邊界參考線 (洋紅色線) D. 欄參考線 (紫線) E. 出血區域 (紅線) F. 印刷邊界區域 (藍線) 

文件視窗注意事項：

其他顏色的線條是尺標參考線，如果存在，則選取時會以圖層顏色顯示。請參閱圖層。

欄參考線在邊界參考線的前面。 當欄參考線位於邊界參考線的正前面時，它會蓋掉邊界參考線。

建立自訂頁面大小

您可以建立要出現在新增文件對話框的頁面大小選單中的自訂頁面大小。

1. 選擇檔案 > 新增 > 文件。

2. 選擇頁面大小選單中的自訂頁面大小。

3. 輸入頁面大小名稱、指定頁面大小設定，然後按一下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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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在上一版的 InDesign 中可讓您建立自訂頁面大小的新增文件大小.txt 檔案，在 InDesign CS5 或更新版本中無法使用。

定義文件預設集

您可以在預設集中儲存頁面大小、欄、邊界及出血和印刷邊界的文件設定，以節省時間，並確保建立類似文件時達到一致性。

1. 選擇檔案  > 文件預設集  > 定義。

2. 在出現的對話框中按一下新增。

3. 指定預設集的名稱，並在新增文件預設集對話框中選取基本版面選項。(請參閱新增文件選項，以查看每個選項的描述。)

4. 按一下確定兩次。

您可以將文件預設集儲存到不同的檔案，然後發佈給其他使用者。 若要儲存及載入文件預設集檔案，請使用文件預設集對話框中的儲存和載入按
鈕。

使用預設集建立文件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擇檔案 > 文件預設集 > [預設集的名稱] (選擇預設集時按住 Shift 可根據預設集建立新文件，而不需開啟新增文件對話框)。

選擇檔案 > 新增 > 文件，然後從新增文件對話框中的文件預設集選單選擇預設集。

新增文件對話框隨即顯示預設集版面選項。

2. 視需要變更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若要略過新增文件對話框，請在選取文件預設集選單的預設集時按住 Shift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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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dobe Creative Cloud 同步設定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涵蓋內容?
簡介
第一次啟動時同步設定
使用同步設定功能
連續啟動時同步設定
管理同步
不支援哪些項目

簡介

當您在多部電腦上工作時，在電腦間管理和同步字符集、選單自訂、鍵盤快速鍵、自訂工作區及 PDF 預設集可能是件苦差事。

新的同步設定功能可讓個別使用者使用 Creative Cloud 來同步設定。如果您使用兩部電腦 (例如，一部在家，另一部在工作所在地)，則同步設定功能
可讓您輕易地在這兩部電腦上將設定保持同步。此外，如果您使用新電腦取代舊電腦且重新安裝 InDesign，則僅須按一個按鈕，便可快速地讓含有您
所有設定的應用程式就定位。

註解: 不論在什麼時候，都只能在兩台電腦上啟動 InDesign 。

同步會透過您的 Adobe Creative Cloud 帳戶來進行。所有設定皆會上傳至 Ceative Cloud，然後在其他電腦上下載並加以套用。

所有同步操作皆由使用者所起始。其無法自動排程或執行 (例如，在啟動時或在關機期間)。

此功能運作的先決條件:

電腦應該連線至網際網路。

您已在這兩部電腦上登入 Adobe Creative Cloud 帳戶。

第一次啟動時同步設定

安裝之後，當您第一次啟動應用程式，並建立文件或開啟現有文件時，會看到詢問是否要開始同步的提示。

按一下「立即同步設定」以起始同步。

按一下「停用同步設定」以停用此功能。

按一下「進階」以開啟「偏好設定」對話框，您可在其中選擇及自訂要同步的項目。

使用同步設定功能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建議] 按一下 InDesign 作用中文件視窗左下角的「同步設定」圖示 ( )，然後按一下「立即同步設定」。
按一下「編輯 (Mac: 「InDesign) > {AdobeID 登入} > 立即同步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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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啟動時同步設定

當您第一次利用先前可用的同步資訊啟動 InDesign，並建立文件或開啟現有的文件時，會看到詢問是否要同步雲端設定的提示。若要起始同步，請按
一下「立即同步設定」。

設定會下載到您的本機電腦，並在應用程式中更新。如果變更字符集、鍵盤快速鍵、自訂工作區或 PDF 預設集，您應該先起始同步然後再關閉應用程
式。您會在文件狀態列的左下角看到同步狀態。按一下狀態列中的同步設定圖示 ( )，然後按一下「立即同步設定」。

管理同步

同步的內容

工作區

選單集

PDF 預設集
鍵盤快速鍵

字符集

選擇您想要同步的內容

導覽至「偏好設定 > 同步設定」標籤:

按一下「編輯 (Mac: 「InDesign) > {AdobeID 登入} > 管理同步設定」。
或 
按一下「編輯」 (Mac:「 InDesign) > 偏好設定 > 同步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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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回到頂端

選取您要同步之設定的核取方塊。您也可以選擇在發生衝突時該進行什麼動作。

為了順利地同步設定，您只能從應用程式內變更設定。同步設定功能不會同步任何手動置入資料夾位置的檔案。

發生衝突時選擇選項

系統偵測到同步衝突時，會發生幾種情況。系統無法判斷您是否要保留來自 Creative Cloud 的設定或來自本機電腦的設定時，即會發生同步衝突，因
為這兩者在最後一次同步操作之後皆已變更。

假設您變更工作電腦上的 PDF 預設集，並將設定同步到雲端。然後回家並變更家用電腦上的相同預設集，無需先與雲端同步。現在，由於雲端中的設
定和您家用電腦上的設定均已更新，所以當您嘗試同步時就會發生衝突。若您在此狀態中嘗試進行同步，就會看見衝突提示。

同步本機: 將這部電腦上的本機設定同步到雲端；將雲端版本覆寫為本機版本的設定。
同步雲端: 從雲端同步至這部本機電腦；忽略對本機設定所做的變更，並將它們換成雲端中的設定。

不支援哪些項目

針對 Windows 建立的鍵盤快速鍵只會與 Windows 電腦同步。Mac 鍵盤快速鍵只會與 Mac 電腦同步。
儲存到自訂位置的資產不會同步。

建立工作區之後所做的任何修改 (例如，重新排列面板) 將不會同步。若要同步工作區，請先設定工作區環境，然後建立工作區並起始同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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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基本受管理檔案的工作流程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共用內容
在 InCopy 中使用內容的方式
受管理檔案
使用受管理檔案的最佳作法
受管理檔案工作流程範例
輸入使用者識別
工作流程圖示

共用內容

Adobe InCopy LiveEdit Workflow 增效模組可讓設計師在 Adobe InDesign 中準備版面時，同時讓作者和編輯們在 InCopy 中開發拷貝。 這個工作流程
包含稱為工作的容器檔案，用來群組相關內容，以及檔案鎖定和通知工具，用來共用和更新在共用網路上或可透過電子郵件傳遞之壓縮封裝的 InCopy
或 InDesign 檔案。

在共用網路的工作流程中，InDesign 使用者將文字和圖形轉存至檔案系統上的共用位置，在此檔案便可供 InCopy 使用者編寫內容。 選取的文字框和
圖形框可轉存為工作或個別的 InCopy 檔案，而成為所管理程序的一部分，並且會連結至 InDesign 文件。 這些共用檔案稱為受管理檔案。 當使用者
在工作檔案或本機伺服器上的 InDesign 檔案中作業時，對相關版面或內容的變更會傳達至該文件之工作流程的所有相關使用者。

多位 InCopy 或 InDesign 使用者可同時開啟相同的內容檔案，多位 InCopy 使用者也可以同時開啟相同的工作檔案。 但是，每次只有一名使用者可
以取出 InCopy 檔案進行編輯， 其他人只能以唯讀方式檢視檔案。 取出受管理 InCopy 檔案的使用者可將檔案儲存至共用伺服器或將檔案傳回給
InDesign 使用者，與其他使用者共用檔案。但是在檔案存回之後，其他使用者才能變更檔案。 此系統可讓多位使用者存取相同的檔案，但是會防止使
用者覆寫彼此的工作。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nCopy LiveEdit 工作流程手冊」(PDF)，網址為 www.adobe.com/go/learn_liveedit_tw。

在 InCopy 中使用內容的方式

內容是排流至一或多個框架中的內文，或讀入的圖形。 在 InCopy 中處理內容的基本方式有五種：開啟工作檔案、開啟工作封裝、開啟連結的 InCopy
檔案、開啟已連結至 InCopy 檔案的 InDesign 檔案，或完全在 InCopy 中撰寫內容。

開啟在 InDesign 中建立的工作檔案

InDesign 使用者可建立工作檔案並指定共用內容。 這個方法可讓 InDesign 使用者針對相關元件 (標題、內文、圖形等等) 產生關聯，然後將其指定給
不同的 InCopy 使用者進行編寫。 InCopy 使用者接著開啟工作檔案，並且只針對指定的元件作業。 即時版面檢視會顯示其編輯的拷貝與 InDesign 版
面之間的關聯，而不需開啟整份 InDesign 文件。 但在版面變更時，InDesign 使用者必須更新工作，以便通知 InCopy 使用者相關變更。 您可以在伺
服器上或透過工作封裝來共用工作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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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sign 文件 (.indd) 包含由三個連結內容檔案 (.incx) 所組成的工作檔案 (.icml)。 工作及其元件列在「工作」面板並在 InCopy 中開啟。

開啟工作封裝

當設計師和作者使用相同的專案但無法存取本機伺服器時，工作封裝的工作流程特別有用。 在此情況下，InDesign 使用者可建立一或多個封裝，並透
過電子郵件將壓縮檔案傳給指定的 InCopy 使用者。 InCopy 使用者可開啟工作封裝、編輯內容，並將封裝傳回 InDesign 使用者，再由其更新文件。

開啟從 InDesign 轉存的連結 InCopy 檔案

在特定工作流程中，InDesign 使用者可能會將文字和圖形轉存為不同檔案，而不封裝在工作檔案中。 如果處理不相關的圖形或內文，適合轉存為不同
檔案。 不過，InCopy 使用者無法得知內容在 InDesign 版面中的符合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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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sign 文件 (.indd) 以及在 InCopy 中開啟、連結但未指定之三個內容檔案 (.icml)

開啟已連結至 InCopy 檔案的 InDesign 文件

如果要在完整版面的上下文查看所有頁面項目，InCopy 使用者可使用 InCopy 來開啟並編輯 InDesign 文件。 如果查看整體版面很重要，或要編輯文
件的多數內文 (而非少數)，這個方法對於編輯和組排文字很有用。 在 InCopy 使用者編輯內文之後，InDesign 使用者隨即可以更新已修改檔案的連
結。 如果 InDesign 使用者變更版面，InCopy 使用者會在 InDesign 文件儲存時受到告知。

完全在 InCopy 中撰寫內容

您可以在 InCopy 中建立與 InDesign 檔案無關聯的內容。 在這些獨立文件中，您可以輸入文字、指定字體和樣式，以及從其他應用程式 (例如 Adobe
Illustrator 和 Adobe Photoshop) 讀入圖形來增強內文。 您也可以指定標記供未來 XML 使用。 在內容比設計提前發生的編輯工作流程中，適合選擇這
個方法。 此外，對於獨立的 InCopy 文件，您也可以設定和修改文字區域、頁面大小和方向。 隨後當內文連結至 InDesign 文件時，InDesign 設定會
覆寫 InCopy 中使用的設定。

受管理檔案

如果要管理某個檔案，就必須將它加入至工作檔案、從 InDesign 轉存為 InCopy 內容，或做為 InCopy 內容置入 InDesign 中。 受管理的檔案會傳達
內容狀態和擁有權。 使用受管理檔案，您可以：

鎖定和解除鎖定內文，有助於保留檔案完整性。

通知 InCopy 使用者，相關 InDesign 版面已經過期。

識別正在使用檔案的使用者。

通知使用者 InCopy 內容檔案已經過期、正由某人使用中，或可供編輯。 通知方法包含警告訊息、框架圖示、「連結」面板中的狀態圖示，以及
「工作」面板中的狀態圖示。

唯讀檔案

一旦內容檔案變成受管理檔案，除了取出檔案的使用者之外，它對工作流程中的所有使用者一定都是唯讀。 當使用者取出內容檔案時，軟體會建立鎖
定檔案 (*.idlk)，提供該使用者獨佔式編輯控制。 唯讀檔案有下列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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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py 使用者無法手動設定其文字格式。 不過，如果文字有指定的字元或段落樣式，InDesign 使用者就可以變更這些樣式的定義，即使其他人
取出檔案，也可以變更文字的格式設定。 一旦 InDesign 使用者更新檔案時，這些樣式定義的變更就會反映在文字中。

一般而言，InCopy 或 InDesign 使用者都無法變更已鎖定 InCopy 內容中的物件，例如文字和套用的樣式。 有些物件 (如字元和段落樣式) 只由內
容使用。 例如，您無法變更已鎖定內容中字元樣式套用至物件的方式，但可以變更字元樣式本身，藉此變更文字外觀。

InDesign 使用者可以變更文字內容的邊界和欄，以及內文佔用的文字框形狀、位置和數目。

InDesign 使用者在不取出圖形的情況下，可以變更圖形框的幾何和格式設定。 InCopy 使用者無法變更圖形框或框架的任何格式設定。 不
過，InDesign 和 InCopy 使用者都必須取出圖形框，才能修改圖形本身 (例如旋轉或縮放)。

使用受管理檔案的最佳作法

請依照下列作法，確保您使用最新內容，而且不會覆寫別人的工作：

將工作檔案儲存在所有小組成員都可存取的伺服器上。 如果小組成員無法存取伺服器，您可以建立並散佈工作封裝。

當您建立工作時，會建立特殊檔案夾，容納工作檔案和內容。 請使用這些工作檔案夾來維護工作和內容檔案。 它們會簡化工作群組的共用檔案
管理，並且有助於確保使用者開啟正確檔案。

請在 InCopy 中開啟工作檔案，而不要開啟個別 InCopy 內文。 如此一來，您可以在「校稿」和「版面」檢視中檢視組排文字和版面資訊。 如果
轉存內容而不使用工作檔案，只能藉由開啟 InDesign 檔案來檢視組排文字和版面資訊。

一旦開啟工作檔案、開啟 InDesign 文件，或取出 InDesign 或 InCopy 中的內容時，請確定框架邊緣是否顯示 (「檢視 > 其他> 顯示框架邊
緣」)，以便於框架圖示出現時進行檢視。

在 InDesign 中，如果必須從工作流程中移除檔案 (例如因為生產最後期限)，您可以解除連結或取消工作封裝。

受管理檔案工作流程範例

當您在 InCopy 和 InDesign 之間建立工作流程管理時，在設計師準備版面的同時，作者和編輯們也可以撰寫、重寫、擴充和編輯文件。 一般工作流程
包含在本機伺服器上管理檔案、透過電子郵件封裝共用檔案，或使用這兩個方法的組合。

這些工作流程會假設您有包含版面幾何、樣式和預留位置文字的基本 InDesign 範本。 版面幾何包含頁面大小，以及文字和圖形框。 InCopy 會使用這
些項目顯示適當的組排文字資訊。

本機伺服器工作流程

1. 在 InDesign 中建立工作，並將內容加入至工作中。

這個步驟會將轉存文字和圖形框併入受管理的程序中，將其提供給 InCopy 使用者進行編寫。

2. 將工作檔案提供給 InCopy 使用者使用。

將檔案儲存至所有工作流程使用者都可存取的伺服器上。

3. 在 InCopy 中，開啟工作檔案，取出並編輯內文或圖形。

在 InCopy 中，指定給您的內容檔案會出現在「工作」面板中。 每次您在本機伺服器上儲存檔案時，都會在檔案系統上儲存變更，並且在該文件
(InDesign 版面或文件中的另一個受管理內容檔案) 上作業的任何人都會收到變更通知。 這些使用者可以更新內容，檢視最新變更。 內容會保持被您取
出的狀態，直到存回為止。

4. 在 InDesign 中處理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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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內容檔案是否正在 InCopy 中進行編輯，InDesign 使用者都可以處理文件版面，而不必取出文件。 每次 InCopy 使用者儲存取出的內容
時，InDesign 使用者可在版面中更新該內容，查看最新修訂。

5. 在 InCopy 中持續作業。

完成編輯時，存回內容。 接著其他使用者就可以取出內容，進行作業。 如果使用者同時在 InDesign 中修改版面，您可在作業中更新並檢視版面幾
何。

6. 在 InDesign 中，確定已存回所有內容。

受管理的工作流程可讓您得知取出檔案的使用者。 在已存回所有內容檔案之後，InDesign 使用者必要時可取出檔案，完成版面。

電子郵件封裝工作流程

1. 在 InDesign 中，建立並傳送工作封裝。

建立工作封裝，將內容指定給適當 InCopy 使用者，然後將封裝傳送給 InCopy 使用者。 封裝檔案會自動取出，有助於避免編輯衝突。

2. 在 InCopy 中，開啟工作封裝，取出並編輯內文或圖形。

如果您收到電子郵件中的工作封裝，請按兩下封裝，在 InCopy 中開啟。您對檔案所做的修改只會儲存在本機。當您進行變更時，其他使用者並不會收
到通知。

3. 在 InDesign 中處理版面。

不論內容檔案是否已封裝，InDesign 使用者都可以處理文件版面，而不必取出文件。如果您必須更新版面或工作，可將更新的封裝傳送給 InCopy 使
用者。

4. 在 InCopy 中，傳回已編輯的封裝。

完成編輯時，請存回內容並傳回修改的封裝。 接下來，其他使用者就可以取出內容、檢視最新修訂版本及處理該檔案。

5. 在 InDesign 中，確定已存回所有內容。

受管理的工作流程可讓您得知取出檔案的使用者。 傳回工作封裝之後，會自動存回工作封裝中的內文。 InDesign 使用者在必要時可以取出檔案，完成
版面。

輸入使用者識別

工作流程中的所有使用者都必須有使用者名稱。 此識別會顯示取出特定檔案的使用者，並提供此資訊給其他使用者。 此外，取出檔案進行編輯也需要
此識別。

如果您已指定使用者名稱而且要變更它，必須先存回已取出的任何內容。 否則，在編輯工作階段期間變更使用者識別，您會喪失編輯已取出內容的能
力，因為內容是以不同名稱取出的。

使用者識別是應用程式特定的；對於每個應用程式，任何使用者都不能有多個使用者識別。

InCopy 的「註解」和「追蹤修訂」功能也會使用指定的名稱，識別註解或追蹤修訂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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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擇「檔案 > 使用者」。

從「工作」面板選單中選擇「使用者」。

2. 輸入唯一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果您忘記使用這個方式指定使用者名稱，系統會在您嘗試第一個工作流程動作時提示輸入。

這個對話框中的「顏色」彈出式選單是用來識別編輯註解和追蹤修訂。 您可以現在選擇顏色，但不會影響受管理工作流程中的任何動作。

工作流程圖示

圖示可能顯示在文字和圖形框、「工作」面板和內文列 (僅限 InCopy) 中。編輯狀態圖示會顯示在「連結」面板和「工作」面板中受管理檔案旁，並傳
達內容狀態。圖示會顯示在包含連結的 InCopy 內文 (在 InDesign 和 InCopy 的「版面」檢視中) 的框架上。這些圖示也會傳達內容狀態，並且可用來
區別受管理和不受管理的內容。 相關工具提示會指出編輯狀態和擁有權。 若要檢視框架圖示，請確定 InDesign 和 InCopy 中會顯示框架邊緣 (「檢視
> 其他 > 顯示框架邊緣」)。

(InDesign) InDesign 文件視窗必須是「正常模式」，框架邊緣才會顯示 (按一下工具箱左下角的「正常模式」按鈕 )。

「可用」、「使用中」、「編輯中」、「文字內容」和「圖形內容」圖示上的「過期」圖示表示內容已過期，也就是說，檔案系統上的版本比
電腦上顯示的版本還要新。

Adobe 也建議
使用獨立文件

使用編輯註解

圖示 名稱 位置

可用 「工作」面板 (InDesign 和 InCopy)、文字框和圖形框

正由 [名稱] 使用中 「工作」面板、文字框和圖形框

編輯中 「工作」面板、文字框和圖形框

可用，但已過期 文字和圖形框

正由 [名稱] 使用中，但已過期 文字和圖形框

編輯中，但已過期 文字和圖形框

已過期 「工作」面板

文字內容已過期 「工作」面板和文字框

文字內容是最新的 「工作」面板和文字框

圖形內容已過期 「工作」面板和圖形框

圖形內容是最新的 「工作」面板和圖形框

封裝內容 「工作」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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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區概覽
管理視窗和面板
儲存和切換工作區
關於檢視模式
使用狀態列
控制面板概觀
關於導覽器面板
使用環境選單
變更介面偏好設定

如需詳細資訊，請按下列連結。

工作區概覽

您可以使用各種不同的元素 (例如面板、控制列和視窗) 建立及操作文件和檔案。以任何方式排列這些元素的地方即稱為工作區。在 Adobe® Creative
Suite® 5 中，不同應用程式的工作區具有相同的外觀，能讓您輕鬆地在應用程式之間移動。您也可以從預設集工作區選擇或建立自己的工作區，利用
這種方式將每個應用程式修改成您習慣的工作方式。

雖然不同產品中的預設工作區版面各有不同，不過在所有這些版面中操作各種元素的方式則多半相同。

橫跨頂部的「應用程式列」包含工作區切換器、選單 (僅限 Windows)，以及其他應用程式控制項。在 Mac 上面使用特定產品時，可以使用「視
窗」選單顯示或隱藏此項目。

「工具面板」包含用於建立和編輯影像、圖案、頁面元素等的工具。相關的工具會群組在一起。

「控制面板」會顯示目前所選取工具的選項。在 Illustrator 中，「控制」面板會顯示目前所選取物件的選項 (在 Adobe Photoshop® 中，這個面
板稱為選項列。在 Adobe Flash®、Adobe Dreamweaver® 和 Adobe Fireworks® 中，這個面板稱為「屬性檢測器」，其中包括目前所選取元素
的屬性)。

「文件視窗」會顯示您正在處理的檔案。「文件」視窗可以加上索引標籤，而且可以在某些情況下加以群組和固定。

「面板」可以協助您監看及修改您的工作。Flash 中的「時間軸」、Illustrator 中的「筆刷」面板、Adobe Photoshop® 中的「圖層」面板，以及
Dreamweaver 中的「CSS 樣式」都是面板的範例。面板可加以集合、堆疊或固定。

「應用程式框架」會將所有的工作區元素集合至單一的整合視窗，讓您能夠集中一處操作應用程式。如果您移動或調整應用程式框架或當中任何
元素的大小，框架中的所有元素會彼此協調，以避免發生重疊。當您切換應用程式，或不慎按到應用程式外面的區域時，面板並不會消失。如果
您同時使用兩個以上的應用程式，則可將每個應用程式並排放置於螢幕或多部監視器上。

如果您正在使用 Mac 而且偏好傳統的非固定式使用者介面，也可以將「應用程式」框架關閉。例如，在 Adobe Illustrator® 中選取「視窗 > 應用
程式框架」，便可以切換框架的開/關狀態 (在 Mac 中使用 Flash 時，「應用程式」框架會永久保持開啟，而 Dreamweaver for Mac 則不使用
「應用程式」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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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or 預設工作區

A. 加上索引標籤的文件視窗 B. 「應用程式」列 C. 工作區切換器 D. 面板標題列 E. 控制面板 F. 工具面板 G. 收合為圖示按鈕 H. 以垂直方向固定的 4
個面板群組 

隱藏或顯示所有面板

(Illustrator、Adobe InCopy®、Adobe InDesign®、Photoshop、Fireworks) 若要隱藏或顯示所有面板 (包括「工具」面板和「控制」面板)，請按
Tab 鍵。

(Illustrator、InCopy、InDesign、Photoshop) 若要隱藏或顯示所有面板 (除「工具」面板和「控制」面板以外)，請按 Shift+Tab。

如果在「使用者介面」偏好設定中選取了「自動顯示隱藏面板」，便可以暫時顯示隱藏的面板。在 Illustrator 中，這項功能會永遠保持開啟狀態。
請將滑鼠指標移到應用程式視窗邊緣 (Windows®) 或移到螢幕邊緣 (Mac OS®)，並於面板長條出現時停駐在其上方。

(Flash、Dreamweaver、Fireworks) 若要隱藏或顯示所有面板，請按 F4。

顯示面板選項

按一下面板右上角的面板選單圖示 。

即使面板已最小化，您仍然可以開啟面板選單。

在 Photoshop 中，您可以變更面板和工具提示中的文字字體大小。請從「介面偏好設定」的「使用者介面字體大小」選單中，選擇字體大
小。

(Illustrator) 調整面板亮度

請移動「使用者介面」偏好設定中的「亮度」滑桿。這個控制項會影響所有面板，包括「控制」面板。

重新設定工具面板

您可以將「工具」面板中的工具顯示成單一欄或並列的兩欄。(這項功能不適用於 Fireworks 和 Flash 中的「工具」面板)。

在 InDesign 和 InCopy 中，您還可以在「使用者介面」偏好設定中設定選項，從單一欄顯示切換為兩欄 (或單一列)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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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按一下「工具」面板頂端的雙箭頭。

管理視窗和面板

您可以移動和操作「文件」視窗和面板來建立自訂的工作區。您也可以儲存自訂工作區，並在工作區之間切換。對於 Fireworks 而言，重新命名自訂
工作區可能會導致非預期的行為。

下列範例會使用 Photoshop 來進行示範。工作區的行為在所有產品中皆相同。

重新排列、固定或浮動文件視窗

當您開啟多個檔案時，「文件」視窗會加上標籤。

如果要重新排列加上索引標籤的「文件」視窗，請將視窗的標籤拖曳到群組中的新位置。

如果要從視窗群組取消固定 (浮動或取消索引標籤) 某個「文件」視窗，請將這個視窗的索引標籤拖曳到群組之外。

在 Photoshop 中，您可以選擇「視窗 > 排列順序 > 浮動於視窗」來浮動單一的「文件」視窗，或「視窗 > 排列順序 > 全部浮動於視窗」來一
次浮動所有的「文件」視窗。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技術附註 kb405298。

Dreamweaver 不支援固定及取消固定「文件」視窗。使用「文件」視窗的「最小化」按鈕建立浮動視窗 (Windows)，或選擇「視窗 > 垂直並
排」，以建立並排的「文件」視窗。如需有關此主題的詳細資訊，請在 Dreamweaver 說明中搜尋「垂直拼貼」。對於 Macintosh 的使用者，工
作流程稍有不同。

如果要將某個「文件」視窗固定到另一個「文件」視窗群組，請將這個視窗拖曳到該群組中。

若要建立堆疊或拼貼文件群組，將視窗拖曳至沿著另一視窗頂端、底部或側邊的放置區域。您也可以使用「應用程式」列的「版面」按鈕來為群
組選擇版面。

某些產品並不支援此功能。然而，您的產品在「視窗」選單中可能有「重疊顯示」與「拼貼」指令，可以讓您調整文件版面。

拖曳選項時，若要在加上索引標籤的群組中切換文件，請將選項拖曳至文件的標籤上並停留一會。

某些產品並不支援此功能。

固定及解除固定面板

固定區域是指顯示在一起的面板集合或面板群組，通常會以垂直方向排列。如果要固定或卸除面板，請將面板移入或移出固定區域。

若要固定面板，請將面板的標籤拖移到固定區域中，可放在頂端、底部或其他面板之間。

若要固定面板群組，請將面板群組的標題列 (標籤上方的實心空白列) 拖移到固定區域中。

若要移除面板或面板群組，請將面板的標籤或面板群組的標題列拖移出固定區域。您可以將面板拖移到另一個固定區域中，或是將其變成可自由
浮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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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拖移到新固定區域的「導覽器」面板，以藍色垂直反白標示來表示

「導覽器」面板現在已停放在自己的固定區域中

您可以進行調整，讓面板不致於佔滿固定區域的全部空間。請將固定區域的底部邊緣向上拖曳，讓它不再碰觸到工作區的邊緣。

移動面板

在您移動面板時，會看見藍色反白標示的放置區域，那些就是您可以移動面板的區域。例如，您可以在固定區域中，將面板拖移到另一個面板上方或
下方的狹窄藍色放置區域中，就可以將面板向上或向下移動。如果是拖移到非放置區域，面板就可以在工作區中自由浮動。

滑鼠的位置 (而非面板的位置) 會啟動放置區域，因此如果您看不到放置區域，請嘗試將滑鼠拖曳至放置區域應該存在的位置。

若要移動面板，請拖曳面板的標籤。

若要移動面板群組，請拖曳標題列。

狹窄的藍色放置區域代表「顏色」面板將會自行固定在「圖層」面板群組上方。

A. 標題列 B. Tab C. 放置區域 

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 並同時移動面板，就不會使面板固定。按住 Esc 並同時移動面板即可取消此作業。

新增和移除面板

如果移除固定區域中的所有面板，固定區域就會消失。您可以將面板移到工作區的右邊緣，直到放置區域出現為止，利用這種方式建立固定區域。

如果要移除面板，請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並按一下 (Mac) 它的索引標籤，然後選取「關閉」，或從「視窗」選單將它取
消選取。

若要新增面板，請在「視窗」選單中選取面板，並將它固定在您想要的任何位置。

操作面板群組

若要將面板移動到群組中，請將面板的標籤拖移到群組反白標示的放置區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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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面板新增到面板群組

若要重新排列群組中的面板，請將面板的標籤拖移到群組中的新位置。

若要移除群組中的面板，使其可自由浮動，請將面板的標籤拖移到群組外面。

若要移動群組，請拖曳其標題列 (位於索引標籤上方的區域)。

堆疊浮動面板

如果您將面板拖移到固定區域外而未放入放置區域，該面板即可自由浮動。浮動面板讓您能夠將其定位於工作區中的任何地方。您可以將浮動面板或
面板群組堆疊在一起，這樣當您拖曳最頂端的標題列時，就可以讓它們一起移動。

自由浮動的堆疊面板

若要堆疊浮動面板，請將面板的索引標籤拖曳到另一個面板底部的放置區域。

若要變更堆疊順序，請將面板的標籤向上或向下拖移。

請切記要在面板之間的狹窄放置區域上方放開標籤，而不是在標題列中較寬的放置區域放開。

若要移除堆疊中的面板或面板群組，使其可單獨自由浮動，請將面板的標籤或面板群組的標題列拖移到堆疊外面。

重新調整面板尺寸

若要將某個面板、面板群組或一疊面板最大化或最小化，請按兩下索引標籤。您也可以按兩下索引標籤區域 (索引標籤旁的空白區域)。

如果要調整面板的尺寸，請拖曳面板的任何一邊。有些面板無法用拖移方式重新調整尺寸，例如 Photoshop 中的「顏色」面板。

收合和展開面板圖示

您可以將面板收合為圖示，減少工作區的雜亂。在某些情況下，面板會在預設工作區中收合為圖示。

已收合為圖示的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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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位置

鍵盤快速鍵

「選單」或「自訂選單」

已從圖示展開的面板

若要收合或展開某一欄中的所有面板圖示，請按一下固定區域頂端的雙箭頭。

若要展開單一面板圖示，請按一下該圖示。

如果要調整面板圖示的尺寸，只要看到圖示而不看到索引標籤，請調整固定區域的寬度，直到文字出現為止。如果要再次顯示圖示文字請，將固
定區域加寬一些。

若要將已展開的面板重新收合為圖示，請按一下面板的標籤、圖示或面板標題列中的雙箭頭。

在某些產品中，如果在「使用者介面」或「使用者介面選項」偏好設定中選取了「自動收合圖示面板」，則當您按一下圖示時，就會自動收合已展
開的面板圖示。

如果要將浮動面板或面板群組新增到圖示固定區域中，請將它的索引標籤或標題列拖到固定區域中。(將面板新增到圖示固定區域後，就會自動將
面板收合為圖示)。

如果要移動面板圖示 (或面板圖示群組)，請拖曳此圖示。您可以將固定區域中的面板圖示向上或向下拖曳到其他固定區域中 (此時會以該固定區
域的面板樣式來顯示)，或是拖曳到固定區域外面 (此時會顯示為浮動圖示)。

儲存和切換工作區

將面板的目前尺寸和位置儲存成已命名的工作區後，則即使您移動或關閉面板，仍然可以復原該工作區。儲存的工作區名稱會出現在「應用程式」列
上的工作區切換器中。

儲存自訂工作區

1. 請針對您要儲存的組態中的工作區，執行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Illustrator) 選擇「視窗 > 工作區 > 儲存工作區」。

(Photoshop、InDesign、InCopy) 選擇「視窗 > 工作區 > 新增工作區」。

(Dreamweaver) 選擇「視窗 > 工作區版面 > 儲存工作區」。

(Flash) 從「應用程式」列上的工作區切換器選擇「儲存工作區」。

(Fireworks) 從「應用程式」列上的工作區切換器選擇「儲存目前版面」。

2. 輸入工作區的名稱。

3. (Photoshop、InDesign) 在「擷取」下，選取下列一或多個選項：

儲存目前的面板位置 (僅限 InDesign)。

儲存目前的鍵盤快速鍵組合 (僅限 Photoshop)。

儲存目前的選單組合。

顯示或切換工作區

從「應用程式」列上的工作區切換器選取工作區。

在 Photoshop 中，您可以指定每個工作區的鍵盤快速鍵，以便能快速瀏覽這些工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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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模式

預視模式 

出血模式

印刷邊界模式

刪除自訂工作區

從「應用程式」列上的工作區切換器選取「管理工作區」，選取工作區，然後按一下「刪除」(Fireworks 中未提供這個選項)。

(Photoshop、InDesign、InCopy) 從工作區切換器選取「刪除工作區」。

(Illustrator) 選擇「視窗 > 工作區 > 管理工作區」，然後選取工作區，再按一下「刪除」圖示。

(Photoshop、InDesign) 選擇「視窗 > 工作區 > 刪除工作區」，然後選取工作區，再按一下「刪除」。

復原預設工作區

1. 從應用程式列上的工作區切換器選取「預設」或「基本」工作區。針對 Fireworks，請參閱
http://www.adobe.com/tw/devnet/fireworks/articles/workspace_manager_panel.html。

在 Dreamweaver 中，「設計師 」是預設的工作區。

2. 針對 Fireworks (Windows)，請刪除這些資料夾：

Windows Vista

\\使用者\<使用者名稱>\AppData\Roaming\Adobe\Fireworks CS4\

Windows XP

\\Documents and Settings\<使用者>\Application Data\Adobe\Fireworks CS4

3. (Photoshop、InDesign、InCopy) 選取「Window > 工作區 > 重設 [工作區名稱]」。

(Photoshop) 復原已儲存的工作區排列

在 Photoshop 中，工作區會自動顯示成您上一次排列的方式，但您可以復原已儲存的原始面板排列。

若要復原個別的工作區，請選擇「視窗 > 工作區 > 重設工作區名稱」。

若要復原 Photoshop 安裝的所有工作區，請在「介面」偏好設定中按一下「復原預設工作區」。

若要在應用程式列中重新排列工作區的順序，請拖曳移動它們。

關於檢視模式

您可以使用工具箱底部的「模式」按鈕，或是從「檢視 > 螢幕模式」選單選擇指令，變更文件視窗的可見度。 工具箱以單一直欄顯示時，可以按一下
目前的模式按鈕，然後從出現的選單選取不同的模式，以選取檢視模式。

在顯示所有可見格點和參考線、非列印物件和白色作業範圍的標準視窗中顯示圖稿。

在抑制所有非列印元素 (格點、參考線、非列印物件)，以及將作業範圍設定為「偏好設定」中所定義的預視背景顏色情況下顯示圖稿，其品
質就像輸出成品一樣。

在抑制所有非列印元素 (格點、參考線、非列印物件)、將作業範圍設定為「偏好設定」中所定義的預視背景顏色，以及顯示文件內出血區域
中的任一列印元素 (定義於「文件設定」中) 之情況下顯示圖稿，其品質就像輸出成品一樣。

在抑制所有非列印元素 (格點、參考線、非列印物件)、將作業範圍設為「偏好設定」中所定義的預視背景顏色，以及顯示文件印刷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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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模式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區域中任一列印元素 (定義於「文件設定」中) 之情況下顯示圖稿，其品質就像輸出成品一樣。

像幻燈片簡報一樣顯示圖稿，不顯示選單、面板或工具。請參閱使用簡報模式。

使用狀態列

狀態列 (位於文件視窗左下方) 會顯示有關檔案狀態的資訊，可讓您換到不同的頁面。按一下狀態列，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選擇「顯現於檔案總管中」(Windows®) 或「顯現於 Finder 中」(Mac OS®)，以顯示檔案系統中目前的檔案。

選擇「顯現在 Bridge 中」，以顯示 Adobe® Bridge® 中目前的檔案。

選擇「顯現在 Mini Bridge 中」，以顯示 Adobe Mini Bridge 中目前的檔案。

在 Mac OS 中，您可以藉由隱藏應用程式列 (視窗 > 應用程式列)，在狀態列中顯示縮放百分比。在 Windows 中，您無法隱藏應用程式列。

控制面板概觀

「控制」面板 (「視窗 > 控制」) 可快速存取選項、指令，以及存取與所選取的目前頁面項目或物件相關的其他面板。 依預設，「控制」面板固定於文
件視窗頂端；不過，也可以固定於視窗底部、轉換為浮動面板，或完全隱藏起來。

顯示在「控制」面板中的選項依所選取物件的類型而異:

選取框架時，「控制」面板會顯示調整大小、重新放置、傾斜和旋轉框架，或套用物件樣式等選項。

選取框架內文字時，「控制」面板會顯示字元或段落選項。按一下位於「控制」面板左邊的段落和字元圖示，以決定是否顯示段落或字元選項。
如果螢幕的大小和解析度允許的話，「控制」面板也會顯示其他選項。例如，如果選取了字元圖示，就會顯示所有字元選項，而會有一些段落選
項顯示在「控制」面板右邊。如果按一下段落圖示，則會顯示所有段落選項，而會有一些字元選項顯示在右邊。

選取表格儲存格時，「控制」面板會顯示調整列和欄尺寸、合併儲存格、對齊文字和新增線條等選項。

「控制」面板中的選項變更時，可利用「工具提示」取得更多有關各選項的詳細資訊 -- 只要讓指標停留在圖示或選項標籤上方，就會出現彈出式描
述。

顯示工具提示的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選單

如果要開啟與「控制」面板圖示相關聯的對話框，請在按一下「控制」面板圖示時，按住 Alt 鍵並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Option 鍵並按一下 (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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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提示

置入時顯示縮圖

顯示變形值

啟動多點觸控手勢

OS)。 例如，選取框架時，請按住 Alt 鍵或 Option 鍵並按一下「旋轉角度」圖示 ，便會開啟「旋轉」對話框。

顯示面板選單

按一下「控制」面板右邊的圖示 。

固定或浮動控制面板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拖移位於「控制」面板左側的垂直桿，直到將工具列固定在應用程式視窗 (Windows) 或螢幕 (Mac OS) 頂端或底部為止。

從「控制」面板選單中選擇「固定至頂端」、「固定至底部」或「浮動」。

自訂控制面板

1. 從位於「控制」面板右側的「控制」面板選單中，選取「自訂」。

2. 指定您要顯示或隱藏的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關於導覽器面板

如果您熟悉舊版的 InDesign，可能會想知道為什麼找不到「導覽器」面板。InDesign CS5 中不會出現「導覽器」面板。Power Zoom 功能有效取代了
「導覽器」面板。請參閱使用強力縮放。

使用環境選單

環境感應選單與出現在螢幕上方的選單不同，會顯示與使用中工具和選取動作相關的指令。您可將環境選單當成選擇常用指令的一種快速方式。

1. 將指標放置於文件、物件或面板上方。

2. 按一下滑鼠右鍵。

(Mac OS) 如果沒有兩個按鈕的滑鼠，可按下「控制」鍵來顯示環境選單，跟按一下滑鼠作用相同。

變更介面偏好設定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介面」(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介面」(Mac OS)。

2. 選擇要指定的設定，然後按一下「確定」。

當您將滑鼠指標停留在介面項目 (例如工具列中的工具和「控制」面板中的選項) 上時就會出現工具提示。選擇「無」關閉工具提示。

置入圖形時，載入的圖形游標中會顯示影像的縮圖。同樣地，載入的文字游標中會顯示前幾行文字的縮圖。如果不要在置入圖形或文
字時出現縮圖，請取消選取這個選項。

在建立物件、調整物件大小或旋轉物件時，游標會顯示 [x,y] 座標、寬度和高度，或是旋轉資訊。

選取此選項可讓 Windows 與 Mac OS 的多點觸控滑鼠手勢在 InDesign 中作業。例如，在 Mac OS 中使用 Magic Mouse 時，揮
動手勢可向上或向下捲動頁面，或移至上一頁或下一頁或跨頁，而旋轉手勢可旋轉跨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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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白標示選取工具下的物件

浮動工具面板

自動收合圖示面板

自動顯示隱藏的面板

以標籤方式開啟文件

啟用浮動文件視窗固定功能

手形工具

即時螢幕繪製

若選取此選項，當直接選取工具移至物件上方時，可反白標示物件框架邊緣。

指定工具列會顯示成一欄、雙欄或一列。

選取這個選項後，按一下文件視窗就會自動關閉開啟的面板。

按 Tab 鍵隱藏面板後，如果已選取這個選項，只要將滑鼠游標停留在文件視窗側邊，面板就會暫時出現。如果未選取這個選
項，則必須重新按 Tab 鍵才會顯示面板。

取消選取這個選項後，建立或開啟的文件會顯示為浮動的視窗，而不是標籤視窗。

如果選取此選項，您就可以將浮動文件彼此固定為標籤視窗。如果取消選取此選項，除非您在拖移時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否則浮動文件視窗不會固定在其他文件視窗。

捲動文件時若要控制是否以灰條顯示文字與影像，請將「手形工具」滑桿拖移到想要的效能與品質層級。

選取此選項可決定影像是否要在拖移物件時重繪。如果選取「立即」，則拖移時便會重繪影像。如果選取「永不」，則拖移影像時只會
移動框架，放開滑鼠按鈕後，影像才會移動過去。。如果選取「延遲」，則只有在拖移之前的暫停片刻，影像才會重繪。「延遲」提供的行為與在
InDesign CS4 中的相同。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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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鍵盤快速鍵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互動式快速鍵指南
工具的快速鍵
選取與移動物件的快速鍵
變形物件的快速鍵
編輯路徑與框架的快速鍵
表格的快速鍵
尋找與變更文字的快速鍵
處理文字的快速鍵
瀏覽和選取文字的快速鍵
檢視文件與文件工作區域的快速鍵
處理 XML 的快速鍵
索引的快速鍵
面板的快速鍵
控制面板的快速鍵
文字面板和對話框的快速鍵
字元和段落樣式的快速鍵
定位點面板的快速鍵
圖層面板的快速鍵
頁面面板的快速鍵
顏色面板的快速鍵
分色預視面板的快速鍵
色票面板的快速鍵
變形面板的快速鍵
解決 Mac OS 10.3x 和 10.4 間衝突的快速鍵

Adobe InDesign CS5 提供了快速鍵，讓您不必使用滑鼠也能在文件中快速作業。選單中許多鍵盤快速鍵就顯示在指令名稱的旁邊。您可以使用預設的
InDesign 快速鍵組合、QuarkXPress 4.0 或 Adobe PageMaker 7.0 快速鍵組合或您自行建立的快速鍵組合。也可以與相同平台上利用 InDesign 的其
他人共用快速鍵組合。

InDesign 提供了快速鍵，讓您不必使用滑鼠也能在文件中快速作業。選單中許多鍵盤快速鍵就顯示在指令名稱的旁邊。您可以使用預設的 InDesign 快
速鍵組合或自訂的快速鍵組合，也可以與相同平台上利用 InDesign 的其他人共用快速鍵組合。

互動式快速鍵指南

工具的快速鍵

您可以在「鍵盤快速鍵」對話框中選擇「顯示組合」，以產生目前鍵盤組合的清單。這個選項對列印自訂快速鍵的拷貝特別有用。

此表格並非完整的鍵盤快速鍵清單。 它僅列出選單指令或工具提示中所未顯示的快速鍵。

互動式快速鍵指南，可讓您輕鬆尋找快速鍵。
線上檢視或下載為 AIR 應用程式。... 深入閱
讀

http://goo.gl/80wvo

作者：Marijan Tompa 
http://tomaxxi.com/

貢獻您的專業知識至
Adobe Communit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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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視窗 > 公用程式 > 工具提示」，然後選取檢視其快速鍵與輔助按鍵的工具。

工具 Windows Mac OS

選取工具 V、Esc V、Esc

直接選取工具 角度 角度

切換「選取」與「直接選取」工具 Ctrl+Tab Command+Control+Tab

頁面工具 Shift+P Shift+P

間隙工具 U U

筆形工具 P P

新增錨點工具 = =

新增錨點工具 = = (在數字鍵台上)

刪除錨點工具 - -

刪除錨點工具 -

「轉換方向點」工具 Shift+C Shift+C

文字工具 T T

路徑文字工具 Shift+T Shift+T

「鉛筆」工具 (「註解」工具) N N

直線工具 \ \

矩形框架工具 F F

矩形工具 M M

橢圓工具 L L

「旋轉」工具 R R

「縮放」工具 S S

「傾斜」工具 O O

「任意變形」工具 E E

滴管工具 I I

度量工具 K K

漸層工具 G G

「剪刀」工具 C C

手形工具 H H

暫時選取「手形」工具 空白鍵 (「版面」模式)、Alt (「文字」模式) 或 Alt+空白鍵 (兩種模式)空白鍵 (「版面」模式)、Option (「文字」模式) 或 Opt

縮放顯示工具 Z Z

暫時選取「放大顯示」工具 Ctrl+空白鍵 Command+空白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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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選取與移動物件的快速鍵

此表格並非完整的鍵盤快速鍵清單。 它僅列出選單指令或工具提示中所未顯示的快速鍵。

切換「填色」和「線條」 X X

調換填色和線條 Shift+X Shift+X

在「格式設定會影響物件框」與「格式設定會影響文字」間切換。J J

套用顏色 , [逗號] , [逗號]

套用漸層 . [句號] . [句號]

不套用顏色 / /

在「一般檢視」與「預視模式」間切換 W W

「框架格點」工具 (水平) Y Y

「框架格點」工具 (垂直) Q Q

「漸層羽化」工具 Shift+G Shift+G

結果 Windows Mac OS

暫時選取「選取」或「直接選取」工具 (上一次使用的)任何工具 (除選取工具外)+Ctrl 任何工具 (除選取工具外)+Command

暫時選取「群組選取」工具 「直接選取」工具+Alt；或「鋼筆」、「新增錨點」或「刪除錨點」工具+Alt+Ctrl「直接選取」工具+Option；或「鋼筆」、「新增錨點」

選取已選取內容的容器 Esc 或按兩下 Esc 或按兩下

選取已選取容器的內容 Shift+Ese 或按兩下 Shift+Ese 或按兩下

新增至多個物件的選取範圍或從中減去 「選取」、「直接選取」或「群組選取」工具+Shift+按一下 (若要取消選取，按一下中心點)「選取」、「直接選取」或「群組選取」工具+Shift+按

複製選取範圍 「選取」、「直接選取」或「群組選取」工具+Alt+拖移*「選取」、「直接選取」或「群組選取」工具+ Option

複製與偏移選取範圍 Alt+向左鍵、向右鍵、向上鍵或向下鍵 Option+向左鍵、向右鍵、向上鍵或向下鍵

複製與偏移選取範圍 10 次** Alt+Shift+向左鍵、向右鍵、向上鍵或向下鍵 Option+Shift+向左鍵、向右鍵、向上鍵或向下鍵

移動選取範圍** 向左鍵、向右鍵、向上鍵或向下鍵 向左鍵、向右鍵、向上鍵或向下鍵

移動選取範圍 10 次** Ctrl+Shift+向左鍵、向右鍵、向上鍵或向下鍵 Command+Shift+向左鍵、向右鍵、向上鍵或向下鍵

移動選取範圍 10 次** Shift+向左鍵、向右鍵、向上鍵或向下鍵 Shift+向左鍵、向右鍵、向上鍵或向下鍵

從文件頁面中選取主版頁面項目 「選取」或「直接選取」工具+Ctrl+Shift+按一下「選取」或「直接選取」工具+Command+Shift+按一下

選擇後面或前面的下一個物件 「選取」工具+Ctrl+按一下，或「選取」工具+Alt+Ctrl+按一下「選取」工具+Command+按一下，或「選取」工具+O

選擇內文中的上一個或下一個框架 Alt+Ctrl+Page Down/ Alt+Ctrl+Page Up Option+Command+Page Down/ Option+Command+P  

選擇內文中的第一個或最後一個框架 Shift+Alt+Ctrl+Page Down/ Shift+Alt+Ctrl+Page UpShift+Option+Command+Page Down/ Shift+Option+C  

*按下 Shift 鍵以強制向 45 度角移動。

76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變形物件的快速鍵

此表格並非完整的鍵盤快速鍵清單。 它僅列出選單指令或工具提示中所未顯示的快速鍵。

編輯路徑與框架的快速鍵

此表格並非完整的鍵盤快速鍵清單。 它僅列出選單指令或工具提示中所未顯示的快速鍵。

**增量是在「編輯 > 偏好設定 > 單位與增量」(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單位與增量」(Mac OS)。

結果 Windows Mac OS

複製與變形選取範圍 「變形」工具+Alt+拖移* 「變形」工具+Option+拖移*

顯示「變形」工具對話框 選取物件+按兩下「工具箱」中的「縮放」、「旋轉」或「傾斜」工具選取物件+按兩下「工具箱」中的「縮放」、「旋轉」或

縮放減少 1% Ctrl+, Command+,

縮放減少 5% Ctrl+Alt+, Command+Option+,

縮放增加 1% Ctrl+. Command+.

縮放增加 5% Ctrl+Alt+. Command+Option+.

重新調整框架與內容大小 「選取」工具+Ctrl+拖移 「選取」工具+Command+拖移

依照比例重新調整框架與內容大小 「選取」工具+Shift+Ctrl+拖移 「選取」工具+Shift+Command+拖移

強制等比例 「橢圓」、「多邊形」或「矩形」工具+Shift+拖移「橢圓」、「多邊形」或「矩形」工具+Shift+拖移

將影像從「高品質顯示」調換為「快速顯示」 Ctrl+Alt+Shift+Z Command+Option+Shift+Z

*在選取變形工具後，按住滑鼠按鈕，接著再按住 Alt (Windows) 或 Option (Mac OS)，然後進行拖移。 按下 Shift 鍵以強制向 45 度角移動。

結果 Windows Mac OS

暫時選取「轉換方向點」工具 「直接選取」工具+Alt+Ctrl，或「鋼筆」工具+Alt「直接選取」工具+Option+Command，或「鋼筆」工具

在「增加錨點」和「刪除錨點」工具之間暫時切換Alt 選項

暫時選取「新增錨點」工具 「剪刀」工具+Alt 「剪刀」工具+Option

當指標在路徑或錨點上時維持選取「鋼筆」工具「鋼筆」工具+Shift 「鋼筆」工具+Shift

在繪製時移動錨點與控制點 「鋼筆」工具+空白鍵 「鋼筆」工具+空白鍵

顯示「線條」面板 F10 Command+F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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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表格的快速鍵

此表格並非完整的鍵盤快速鍵清單。 它僅列出選單指令或工具提示中所未顯示的快速鍵。

尋找與變更文字的快速鍵

此表格並非完整的鍵盤快速鍵清單。 它僅列出選單指令或工具提示中所未顯示的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在拖移時插入或刪除列或欄 開始拖移列或欄邊界，然後在拖移時按住 Alt 鍵開始拖移列或欄邊界，然後在拖移時按住 Option 鍵

重新調整列或欄的大小，而不改變表格大小 Shift+拖移內列或欄邊界 Shift+拖移內列或欄邊界

依照比例重新調整列或欄大小 Shift+拖移右側或底部表格邊界 Shift+拖移右側或底部表格邊界

移動至下一個/上一個儲存格 Tab/Shift+Tab Tab/Shift+Tab

移動至欄中的第一個/最後一個儲存格 Alt+Page Up/ Alt+Page Down Option+Page Up/ Option+Page Down

移動至欄中的第一個/最後一個儲存格 Alt+Home/ Alt+End Option+Home/ Option+End

移動至框架中的第一個/最後一列 Page Up/Page Down Page Up/Page Down

向上/向下移動一個儲存格 向上鍵/向下鍵 向上鍵/向下鍵

向左/向右移動一個儲存格 向左鍵/向右鍵 向左鍵/向右鍵

選取位於目前儲存格上方或下方的儲存格 Shift+向上鍵/ Shift+向下鍵 Shift+向上鍵/ Shift+向下鍵

選取位於目前儲存格右方或左方的儲存格 Shift+向右鍵/ Shift+向左鍵 Shift+向右鍵/ Shift+向左鍵

在下一欄中開始新的一列 Enter (數字鍵盤) Enter (數字鍵盤)

在下一個框架中開始新的一列 Shift+Enter (數字鍵盤) Shift+Enter (數字鍵盤)

在文字與儲存格選取範圍間切換 Esc Esc

結果 Windows Mac OS

將所選取的文字插入「尋找目標」方塊 Ctrl+F1 Command+F1

將所選取的文字插入「尋找目標」方塊並尋找下一個Shift+F1 Shift+F1

尋找下一個「尋找目標」文字的目標 Shift+F2 或 Alt+Ctrl+F Shift+F2 或 Option+Command+F

將所選取的文字插入「變更為」方塊 Ctrl+F2 Command+F2

以「變更為」文字取代選取範圍 Ctrl+F3 Command+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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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處理文字的快速鍵

此表格並非完整的鍵盤快速鍵清單。 它僅列出選單指令或工具提示中所未顯示的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粗體 (僅適用於粗體字型) Shift+Ctrl+B Shift + Command + B

斜體 (僅適用於斜體字型) Shift+Ctrl+I Shift+Command+I

正常 Shift+Ctrl+Y Shift+Command+Y

底線 Shift+Ctrl+U Shift+Command+U

刪除線 Shift+Ctrl+/ Control+Shift+Command+/

全部大寫 (開啟/關閉) Shift+Ctrl+K Shift+Command+K

亞洲語言連字 Shift+Ctrl+K Shift+Command+K

小型大寫字 (開啟/關閉) Shift+Ctrl+H Shift+Command+H

直排內橫排設定 Shift+Ctrl+H Shift+Command+H

上標 Shift+Ctrl+(+) [加號] Shift+Command+(+) [加號]

下標 Shift+Alt+Ctrl+(+) [加號] Shift+Option+Command+(+) [加號]

重設水平或垂直縮放為 100% Shift+Ctrl+X 或 Shift+Alt+Ctrl+X Shift+Command+X 或 Shift+Option+Command+X

基本字母群組設定或詳細設定 Shift+Ctrl+X 或 Shift+Alt+Ctrl+X Shift+Command+X 或 Shift+Option+Command+X

對齊左、右或中間 Shift+Ctrl+L、R 或 C Shift+Command+L、R 或 C

強制齊行 Shift+Ctrl+F (所有行) 或 J (最後一行以外的所有行)Shift+Command+F (所有行) 或 J (最後一行以外的所有

對齊兩端或相等間距 Shift+Ctrl+F (對齊兩端) 或 J (相等間距) Shift+Command+F (對齊兩端) 或 J (相等間距)

增加或減少點數* Shift+Ctrl+> 或 < Shift+Command+> 或 <

增加或減少點數 5 倍* Shift+Ctrl+Alt+> 或 < Shift+Command+Option+> 或 <

增加或減少行距 (水平文字)* Alt+向上鍵/ Alt+向下鍵 Option+向上鍵/ Option+向下鍵

增加或減少行距 (垂直文字)* Alt+向右鍵/ Alt+向左鍵 Option+向右鍵/ Option+向左鍵

增加或減少行距 5 倍 (水平文字)* Alt+Ctrl+向上鍵/ Alt+Ctrl+向下鍵 Option+Command+向上鍵/ Option+Command+向下鍵

增加或減少行距 5 倍 (垂直文字)* Alt+Ctrl+向右鍵/ Alt+Ctrl+向左鍵 Option+Command+向右鍵/ Option+Command+向左鍵

自動行距 Shift+Alt+Ctrl+A Shift+Option+Command+A

對齊格點 (開啟/關閉) Shift+Alt+Ctrl+G Shift+Option+Command+G

自動連字 (開啟/關閉) Shift+Alt+Ctrl+H Shift+Option+Command+H

增加或減少字距微調與字距調整 (水平文字) Alt+向左鍵/Alt+向右鍵 Option+向左鍵/ Option+向右鍵

增加或減少字距微調與字距調整 (垂直文字) Alt+向上鍵/ Alt+向下鍵 Option+向上鍵/ Option+向下鍵

增加或減少字距微調與字距調整 5 倍 (水平文字)Alt+Ctrl+向左鍵/ Alt+Ctrl+向右鍵 Option+Command+向左鍵/ Option+Command+向右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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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瀏覽和選取文字的快速鍵

此表格並非完整的鍵盤快速鍵清單。 它僅列出選單指令或工具提示中所未顯示的快速鍵。

增加或減少字距微調與字距調整 5 倍 (垂直文字)Alt+Ctrl+向上鍵/ Alt+Ctrl+向下鍵 Option+Command+向上鍵/ Option+Command+向下鍵

在單字間增加字距微調* Alt+Ctrl+\ Option + Command+\

在單字間減少字距微調* Alt+Ctrl+Backspace Option+Command+Delete

清除所有手動字距微調，並將字距調整重新設定為 0Alt+Ctrl+Q Option+Command+Q

增加或減少基線位移** (水平文字) Shift+Alt+向上鍵/ Shift+Alt+向下鍵 Shift+Option+向上鍵/ hift+Option+向下鍵

增加或減少基線位移** (垂直文字) Shift+Alt+向右鍵/ Shift+Alt+向左鍵 Shift+Option+向右鍵/ Shift+Option+向左鍵

增加或減少基線位移 5 倍 (水平文字) Shift+Alt+Ctrl+向上鍵/ Shift+Alt+Ctrl+向下鍵 Shift+Option+Command+向上鍵/ Shift+Option+Comm

增加或減少基線位移 5 倍 (垂直文字) Shift+Alt+Ctrl+向右鍵/ Shift+Alt+Ctrl+向左鍵 Shift+Option+Command+向右鍵/ hift+Option+Comma

自動移動內文 Shift+按一下載入文字圖示 Shift+按一下載入文字圖示

半自動移動內文 Alt+按一下載入文字圖示 Option+按一下載入文字圖示

重新撰寫所有內文 Alt+Ctrl+/ Option + Command+/

插入現有頁碼 Alt+Ctrl+N Option+Command+N

*按下 Shift以增加或減少單字間的字距微調 5 倍。

**增量是在「編輯 > 偏好設定 > 單位與增量」(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單位與增量」(Mac OS)。

結果 Windows 的動作 Mac OS 的動作

向右或向左移動一個字元 向右鍵/向左鍵 向右鍵/向左鍵

向上或向下移動一行 向上鍵/向下鍵 向上鍵/向下鍵

向右或向左移動一個單字 Ctrl+向右鍵/ Ctrl+向左鍵 Command+向右鍵/ Command+向左鍵

移動至行首或行尾 Home/End Home/End

移動至前一個或下一個段落 Ctrl+向上鍵/ Ctrl+向下鍵 Command+向上鍵/ Command+向下鍵

移動至內文開端或結尾 Ctrl+Home/ Ctrl+End Command+Home/ Command+End

選取一個單字 按兩下單字 按兩下單字

向右或向左移動一個字元 Shift+向右鍵/ Shift+向左鍵 Shift+向右鍵/ Shift+向左鍵

選取上面或下面一行 Shift+向上鍵/ Shift+向下鍵 Shift+向上鍵/ Shift+向下鍵

選取行首或行尾 Shift+Home/ Shift+End Shift+Home/ Shift+End

選取一個段落 取決於「文字偏好設定」之設定，按三下或按四下段落取決於「文字偏好設定」之設定，按三下或按四下段落

向前或向後選取一個段落 Shift+Ctrl+向上鍵/ Shift+Ctrl+向下鍵 Shift+Command+向上鍵/ Shift+Command+向下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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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檢視文件與文件工作區域的快速鍵

此表格並非完整的鍵盤快速鍵清單。 它僅列出選單指令或工具提示中所未顯示的快速鍵。

選取目前行 Shift+Ctrl+\ Shift + Command+\

從插入點選取字元 Shift+按一下 Shift+按一下

選取內文開端或結尾 Shift+Ctrl+Home/ Shift+Ctrl+End Shift+Command+Home/ Shift+Command+End

選取所有內文 Ctrl+A Command+A

選取第一個/最後一個框架 Shift+Alt+Ctrl+Page Up/ Shift+Alt+Ctrl+Page DownShift+Option+ Command+Page Up/ Shift+Option+ Com  

選取上一個/下一個框架 Alt+Ctrl+Page Up/ Alt+Ctrl+Page Down Option+Command+Page Up/ Option+Command+Page 

刪除插入點之前的文字 (內文編輯器) Ctrl+Backspace 或 Delete Command+Delete 或 Del (數字鍵盤)

更新遺失字體清單 Ctrl+Alt+Shift+/ Command+Option+Shift+/

結果 Windows Mac OS

暫時選取「手形」工具 空白鍵 (無文字插入點)、Alt+拖移 (使用文字插入點) 或 Alt+空白鍵 (文字與非文字模式)空白鍵 (無文字插入點)、Option+拖移 (使用文字插入點

暫時選取「放大顯示」工具 Ctrl+空白鍵 Command+空白鍵

暫時選取「縮小顯示」工具 Alt+Ctrl+空白鍵或 Alt+放大顯示工具 Option+Command+空白鍵或 Option+放大顯示工具

縮放至 50%、200% 或 400% Ctrl+5、2 或 4 Command+5、2 或 4

重繪螢幕 Shift+F5 Shift+F5

開啟新的預設文件 Ctrl+Alt+N Command+Option+N

在現有與前一個縮放顯示層級間切換 Alt+Ctrl+2 Option + Command + 2

切換至下一個/上一個文件視窗 Ctrl+~ [波浪符號] / Shift+Ctrl+F6或 Ctrl+Shift+~ [波浪符號]Command+F6或 Command+~ [波浪符號] / Command+  

向上/向下捲動一個畫面 Page Up/Page Down Page Up/Page Down

返回/往前至上一個檢視的頁面 Ctrl+Page Up/ Ctrl+Page Down Command+Page Up/ Command+Page Down

移至上一個/下一個跨頁 Alt+Page Up/ Alt+Page Down Option+Page Up/ Option+Page Down

使跨頁符合視窗 按兩下「手形」工具 按兩下「手形」工具

啟動「跳至」指令 Ctrl+J Command+J

使選取範圍符合視窗 Ctrl+Alt+(+) [加號] Command+Option+(+) [加號]

顯示整個物件 Ctrl+Alt+(+) [加號] Command+Option+(+) [加號]

當面板關閉時跳至主版頁面 Ctrl+J，輸入主版字首，然後按一下 Enter Command+J，輸入主版字首，然後按一下 Return

在度量單位間循環切換 Shift+Alt+Ctrl+U Shift+Option+Command+U

將參考線靠齊尺標增量 Shift+拖移參考線 Shift+拖移參考線

81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處理 XML 的快速鍵

此表格並非完整的鍵盤快速鍵清單。 它僅列出選單指令或工具提示中所未顯示的快速鍵。

索引的快速鍵

此表格並非完整的鍵盤快速鍵清單。 它僅列出選單指令或工具提示中所未顯示的快速鍵。

在頁面與跨頁參考線間切換 (僅限於建立) Ctrl+拖移參考線 Command+拖移參考線

暫時開啟/關閉靠齊 Ctrl+拖移物件

針對該跨頁建立垂直與水平尺標參考線 Ctrl+從零點拖移 Command+從零點拖移

選取所有參考線 Alt+Ctrl+G Option+Command+G

鎖定或解除鎖定零點 在零點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取選項 Control+按一下零點，然後選取選項

使用現有放大比例檢視新參考線的臨界值 Alt+拖移參考線 Option+拖移參考線

在警告對話框中選取按鈕 如果有加上底線，按下按鈕名稱的第一個字母 按下按鈕名稱的第一個字母

顯示關於已安裝之增效模組與 InDesign 元件的資訊Ctrl+「說明 > 關於 InDesign」 Command+「InDesign 選單 > 關於 InDesign」

結果 Windows Mac OS

展開/收合元素 向右鍵/向左鍵 向右鍵/向左鍵

展開/收合元素及子元素 Alt+向右鍵/ Alt+向左鍵 Option+向右鍵/ Option+向左鍵

向上/向下延伸 XML 選取範圍 Shift+向上鍵/ Shift+向下鍵 Shift+向上鍵/ Shift+向下鍵

向上/向下移動 XML 選取範圍 向上鍵/向下鍵 向上鍵/向下鍵

將結構窗格向上/向下捲動一個螢幕 Page Up/Page Down Page Up/Page Down

選取第一個/最後一個 XML 節點 Home/End Home/End

延伸選取至第一個/最後一個 XML 節點 Shift+Home/ Shift+End Shift+Home/ Shift+End

移至上一個/下一個驗證錯誤 Ctrl+向左鍵/ Ctrl+向右鍵 Command+向左鍵/ Command+向右鍵

自動標記文字框和表格 Ctrl+Alt+Shift+F7 Command+Option+Shift+F7

結果 Windows Mac OS

建立索引項目

(僅限英數字元)

Shift+Ctrl+Alt+[ Shift+Command+Option+[

開啟「索引項目」對話框 Ctrl+7 Comman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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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面板的快速鍵

此表格並非完整的鍵盤快速鍵清單。 它僅列出選單指令或工具提示中所未顯示的快速鍵。

控制面板的快速鍵

此表格並非完整的鍵盤快速鍵清單。 它僅列出選單指令或工具提示中所未顯示的快速鍵。

建立專有名稱索引項目 (名字、姓氏) Shift+Ctrl+Alt+] Shift+Command+Option+]

結果 Windows Mac OS

不經確認刪除 Alt+按一下「刪除」圖示 Option+按一下「刪除」圖示

建立項目並設定選項 Alt+ 按一下「新增」按鈕 Option+ 按一下「新增」按鈕

套用數值並將焦點維持於選項上 Shift+Enter Shift+Enter

啟動上次使用面板上次使用的選項 Ctrl+Alt+~ [波浪符號] Command+Option+~ [波浪符號]

選擇面板中之樣式、圖層、連結、色票或物件庫物件的範圍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 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

選擇面板中不相鄰的樣式、圖層、連結、色票或物件庫物件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 按住 Command 鍵並按一下

套用數值並選取下一個數值 Tab Tab

將焦點移至所選取的物件、文字或視窗 Esc Esc

顯示/隱藏所有面板、「工具箱」與「控制」面板 (無插入點)Tab Tab

顯示/隱藏所有除了「工具箱」與「控制」面板之外的面板 (無論是否固定)Shift + Tab Shift + Tab

開啟或關閉所有被藏起來的面板 Ctrl+Alt+Tab Command+Option+Tab

藏住面板群組 Alt+將任何面板索引標籤 (在群組中) 拖移至螢幕邊緣Option+將任何面板索引標籤 (在群組中) 拖移至視窗邊緣

依據名稱選取項目 Alt+Ctrl+在清單上按一下，然後使用鍵盤，依據名稱選取項目Option+Command+在清單上按一下，然後使用鍵盤，依

開啟「陰影」面板 Alt+Ctrl+M Command+Option+M

結果 Windows Mac OS

切換焦點至/離開「控制」面板 Ctrl+6 Command+6

在「字元」/「段落」文字屬性模式間切換 Ctrl+Alt+7 Command+Option+7

在代理取得焦點時改變參考點 任何在數字鍵盤上的按鍵或鍵盤數字 任何在數字鍵盤上的按鍵或鍵盤數字

顯示取得焦點的彈出式選單 Alt+向下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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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文字面板和對話框的快速鍵

此表格並非完整的鍵盤快速鍵清單。 它僅列出選單指令或工具提示中所未顯示的快速鍵。

字元和段落樣式的快速鍵

此表格並非完整的鍵盤快速鍵清單。 它僅列出選單指令或工具提示中所未顯示的快速鍵。

開啟單位與增量偏好設定 Alt+按一下「字距微調」圖示 Option+按一下「字距微調」圖示

開啟「文字框選項」對話框 Alt+按一下「欄數」圖示 Option+按一下「欄數」圖示

開啟「移動」對話框 Alt+按一下 X 或 Y 圖示 Option+按一下 X 或 Y 圖示

開啟「旋轉」對話框 Alt+按一下「角度」圖示 Option+按一下「角度」圖示

開啟「縮放」對話框 Alt+按一下「X 或 Y 縮放」圖示 Option+按一下「X 或 Y 縮放」圖示

開啟「傾斜」對話框 Alt+按一下「傾斜」圖示 Option+按一下「傾斜」圖示

開啟文字偏好設定 Alt+按一下「上標」、「下標」或「小型大寫字」按鈕Option+按一下「上標」、「下標」或「小型大寫字」按

開啟「底線選項」對話框 Alt+按一下「底線」按鈕 Option+按一下「底線」按鈕

開啟「刪除線選項」對話框 Alt+按一下「刪除線」按鈕 Option+按一下「刪除線」按鈕

開啟格線偏好設定 按住 Alt 並按一下「對齊基線格點」，或按一下「不對齊基線格點」按鈕。按住 Option 並按一下「對齊基線格點」，或按一下「不

開啟「首字放大和輔助樣式」對話框 Alt+按一下「將首字放大行數」或「將一或多個字元放大」圖示Option+按一下「將首字放大行數」或「將一或多個字元

開啟「齊行」對話框 Alt+按一下「行距」圖示 Option+按一下「行距」圖示

開啟「格點樣式」對話框 按兩下「格點樣式」圖示 按兩下「格點樣式」圖示

開啟「新增格點樣式選項」對話框 Alt+按一下「格點樣式」圖示 Option+按一下「格點樣式」圖示

開啟「框架格點選項」對話框 Alt+按一下「水平字元數目」、「垂直字元數目」、「字元空格」、「行空格」、「垂直縮放」、「水Option+按一下「水平字元數目」、「垂直字元數目」、

結果 Windows Mac OS

開啟「齊行」對話框 Alt+Ctrl+Shift+J Option+Command+Shift+J

開啟「段落嵌線」對話框 Alt+Ctrl+J Option+Command+J

開啟「保留選項」對話框 Alt+Ctrl+K Option+Command+K

啟動「字元」面板 Ctrl+T Command+T

啟動「段落」面板 Ctrl+Alt+T Command+Option+T

結果 Windows Mac OS

84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定位點面板的快速鍵

此表格並非完整的鍵盤快速鍵清單。 它僅列出選單指令或工具提示中所未顯示的快速鍵。

圖層面板的快速鍵

此表格並非完整的鍵盤快速鍵清單。 它僅列出選單指令或工具提示中所未顯示的快速鍵。

頁面面板的快速鍵

此表格並非完整的鍵盤快速鍵清單。 它僅列出選單指令或工具提示中所未顯示的快速鍵。

讓字元樣式定義符合文字 選取文字並按下 Shift+Alt+Ctrl+C 選取文字並按下 Shift+Option+Command+C

讓段落樣式定義符合文字 選取文字並按下 Shift+Alt+Ctrl+R 選取文字並按下 Shift+Option+Command+R

不套用樣式變更選項 Shift+Alt+Ctrl+按兩下樣式 Shift+Option+Command+按兩下樣式

移除樣式與本機格式 Alt+按一下段落樣式名稱 Option+按一下段落樣式名稱

清除段落樣式的優先性 Alt+Shift+按一下段落樣式名稱 Option+Shift+按一下段落樣式名稱

分別顯示/隱藏「段落樣式」與「字元樣式」面板F11、Shift+F11 Command+F11、Command+Shift+F11

結果 Windows Mac OS

啟動「定位點」面板 Shift+Ctrl+T Shift+Command+T

在對齊選項間切換 Alt+按一下 Tab Option+按一下 Tab

結果 Windows Mac OS

選取圖層上的所有物件 Alt+按一下圖層 Option+按一下圖層

將選取範圍拷貝至新圖層 Alt+拖移小型方形至新圖層 Option+拖移小型方形至新圖層

在選取的圖層下方新增圖層 Ctrl+按一下「建立新圖層」 Command+按一下「建立新圖層」

將圖層新增至圖層清單頂端 Shift+Ctrl+按一下「建立新圖層」 Shift+Command+按一下「建立新圖層」

將圖層新增至圖層清單頂端，並開啟「新增圖層」對話框Shift+Alt+Ctrl+按一下「建立新圖層」 Cmd+Option+Shift+按一下「建立新圖層」

新增圖層並開啟「新增圖層」對話框 Alt+按一下「建立新圖層」 Option+按一下「建立新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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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顏色面板的快速鍵

此表格並非完整的鍵盤快速鍵清單。 它僅列出選單指令或工具提示中所未顯示的快速鍵。

分色預視面板的快速鍵

此表格並非完整的鍵盤快速鍵清單。 它僅列出選單指令或工具提示中所未顯示的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套用主版至選取頁面 Alt+按一下主版 Option+按一下主版

另一個主版頁面依據所選取的主版 Alt+按一下您想讓所選取主版做為依據的主版 Option+按一下您想讓所選取主版做為依據的主版

建立主版頁面 Ctrl+按一下「建立新頁面」按鈕 Command+按一下「建立新頁面」按鈕

顯示「插入頁面」對話框 Alt+按一下「新增頁面」按鈕 Option+按一下「新增頁面」按鈕

在最後一頁加入新頁面 Shift+Ctrl+P Shift+Command+P

結果 Windows Mac OS

同時移動顏色滑桿 Shift+拖移滑桿 Shift+拖移滑桿

針對非使用中的填色或線條選取顏色 按住 Alt 鍵並按一下色彩導表 按住 Option 鍵並按一下色彩導表

在色彩模式間切換 (CMYK、RGB、LAB) Shift+ 按一下色彩導表 Shift+ 按一下色彩導表

結果 Windows 的動作 Mac OS 的動作

開啟「疊印」預視 Ctrl+Alt+Shift+Y Command+Option+Shift+Y

顯示所有印版 Ctrl+Alt+Shift+~ [波浪符號] Command+Option+Shift+~ [波浪符號]

顯示青色印版 Ctrl+Alt+Shift+1 Command+Option+Shift+1

顯示洋紅色印版 Ctrl+Alt+Shift+2 Command+Option+Shift+2

顯示黃色印版 Ctrl+Alt+Shift+3 Command+Option+Shift+3

顯示黑色印版 Ctrl+Alt+Shift+4 Command+Option+Shift+4

顯示第 1 個特別色印版 Ctrl+Alt+Shift+5 Command+Option+Shift+5

顯示第 2 個特別色印版 Ctrl+Alt+Shift+6 Command+Option+Shift+6

顯示第 3 個特別色印版 Ctrl+Alt+Shift+7 Command+Option+Shif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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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色票面板的快速鍵

此表格並非完整的鍵盤快速鍵清單。 它僅列出選單指令或工具提示中所未顯示的快速鍵。

變形面板的快速鍵

此表格並非完整的鍵盤快速鍵清單。 它僅列出選單指令或工具提示中所未顯示的快速鍵。

解決 Mac OS 10.3x 和 10.4 間衝突的快速鍵

此表格並非完整的鍵盤快速鍵清單。 它僅列出選單指令或工具提示中所未顯示的快速鍵。

結果 Windows Mac OS

依據現有色票建立新色票 Alt+按一下「新增色票」按鈕 Option+按一下「新增色票」按鈕

依據現有色票建立特別色色票 Alt+Ctrl+按一下「新增色票」按鈕 Option+Command+按一下「新增色票」按鈕

不套用色票變更選項 Shift+Alt+Ctrl+按兩下色票 Shift+Option+Command+按兩下色票

結果 Windows Mac OS

套用數值並拷貝物件 Alt+Enter Option+Enter

依照比例套用寬度、高度或縮放值 Ctrl+Enter Command+Enter

結果 Mac OS

開啟「偏好設定」對話框 Command+K

開啟「段落樣式」面板 Command+F11

開啟「字元樣式」面板 Command+Shift+F11

開啟「色票」面板 F5

開啟「頁面」面板 Command+F12

最小化作用中的應用程式視窗 Command+M

隱藏應用程式 Comman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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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檔案與範本

回到頂端

建議的 InDesign 文件工作流程
開啟 InDesign 文件
轉換舊版 InDesign 文件
將 Adobe Bridge 與 InDesign 搭配使用
Adobe Version Cue
使用文件範本
檢閱 InDesign 文件
從範本設計行事曆與名片

建議的 InDesign 文件工作流程

建立良好的工作流程來搭配 Adobe InDesign 使用，可以改善效能並防止許多問題。

維護乾淨的電腦系統

軟硬體在一段時間後所發生的變更，會導致效能流失和系統問題。硬碟重組、移除舊版軟體、更新裝置驅動程式、最佳化記憶體、執行防毒公用程式
和其他維護工作，都可以防止應用程式和檔案損毀。定期執行這些工作有助於確保 InDesign 如預期般開啟、顯示和列印文件。

建立專案檔案夾

開始專案之前，請先決定需要哪些檔案以及儲存方式。 如果連結無效，請將連結檔案和文件存到同一個檔案夾。InDesign 會維護文件中置入檔案的連
結，但若連結失效，InDesign 便會在文件的檔案夾中尋找此檔案。 將文件及其連結檔案儲存在相同的檔案夾中，比較容易在不同的電腦之間移動。將
檔案儲存在一個檔案夾中，也可以確保 InDesign 會在列印文件時找到原始圖形。如果 InDesign 找不到連結圖形，便不會反映原始圖形上的任何變
更，而且圖形可能發生列印不良或無法列印的情形。

如果專案由多個文件組成 (例如，書冊中包含多個章節)，您最好建立專案檔案夾，其中包含每個文件及其連結檔案的檔案夾。

考慮使用範本

如果經常建立類似專案，請使用範本。範本會讓您更快建立一致的文件，同時保護原始檔案。例如，如果建立月刊，範本中可能要包含每期所要使用
的尺標參考線、頁碼、通訊刊物報頭和樣式(請參閱使用文件範本。)

本機開啟文件

開啟儲存在網路磁碟或抽取式媒體上的文件之前，請先將文件及任何連結圖形拷貝至本機硬碟。網路磁碟或抽取式媒體的存取速度和資料傳輸率較慢
時，可能導致資料流失或受損，甚至文件損毀。不過，如果您要拷貝本機檔案並回存網路伺服器，請注意不要置換其他人的檔案。

轉換檔案前先解決問題

已損毀的 Adobe PageMaker 或 QuarkXPress® 檔案通常在 InDesign 中開啟時仍然是損毀的。 如果轉換檔案發生錯誤或其他非預期的行為，請在來
源應用程式中開啟原始檔案並排除損毀的原因。

如果轉換的檔案發生問題，請將它轉存為 IDML 格式，然後開啟 IDML 檔案並將它另存為 InDesign 文件。

儲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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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儲存文件，並建立重要檔案的備份拷貝。您可以使用「另存新檔」指令清除文件中不必要的資料。使用「儲存」指令時，InDesign 會將新資訊附
加至文件，但不會移除較舊的資料，例如已刪除圖形的資訊。反之，使用「另存新檔」指令時，InDesign 會完全改寫文件，只包含文件中目前物件和
頁面的資訊。只包含必要資料的文件會佔用較少的硬碟空間，並且重繪和列印的速度會更快。

養成良好的設計習慣

在文件中建立樣式。未開啟文件時建立樣式，會導致建立新文件時出現重複樣式。如果要共用文件中的樣式，請儲存樣式後載入。

使用適當的字體。選擇文件的字體時，請考慮您要如何設定文字格式和列印文字。InDesign 使用 OpenType®、Type 1 (也稱為 PostScript) 和
TrueType 字體的效果最好。已損毀或建構不良的字體可能會使 InDesign 文件損毀或得到非預期的列印結果，因此請使用聲譽卓著供應商的可靠
字體。如果與輸出中心合作，請洽詢其字體需求。

避免使用太多文字框。盡可能避免使用文字框，保持小型文件檔案和容易操作的版面。

善用圖形

使用適當的圖形檔案格式。當您建立專案的圖形時，請考慮您計劃如何列印文件。如果您要在輸出中心列印文件，請向輸出中心詢問輸出裝置在
使用哪些圖形格式時效果最好。輸出中心也會告知您最佳影像解析度。

將圖形儲存在外部媒體。當您讀入圖檔時，InDesign 依預設會建立圖形的連結。連結有助於縮小文件的檔案大小，並且改善 InDesign 的效能。
當您列印文件時，原始圖檔必須是可用並且已經連結。如果 InDesign 找不到原始圖檔，便可能會將圖形列印為低解析度預視或灰色方框。

列印前確認連結和字體

如果要確保文件會正確列印，請確認所有連結都完好無缺並且所有字體都是可用的。如果刪除、移動或重新命名原始圖形，連結會變成無效。將檔案
交給輸出中心之前，請使用「預檢」和「封裝」功能。

開啟 InDesign 文件

一般來說，開啟文件和範本檔案的方法與其他程式相同。開啟 InDesign 範本時，依預設會開啟一個新的未命名文件。文件檔案使用副檔名 .indd，範
本檔案使用副檔名 .indt，程式碼片段檔案使用副檔名 .idms，程式庫檔案使用副檔名 .indl，交換格式檔案使用副檔名 .inx，標註檔案使用副檔名
.idml，而書冊檔案使用副檔名 .indb。

您也可以使用「檔案 > 開啟舊檔」指令開啟舊版的 InDesign 檔案、InDesign 文換格式 (.inx) 檔案、InDesign Markup (.idml) 檔案、Adobe
PageMaker 6.0 與更新版本、QuarkXPress 3.3 和 4.1 以及 QuarkXPress Passport 4.1 檔案。此外，您也可以使用其他軟體廠商開發的增效軟體開啟
其他檔案格式。

如果要檢視 InDesign 文件的其他資訊，請按住 Ctrl 並選取「說明 > 關於 InDesign」(Windows)，或按住 Command 並選取「InDesign > 關於
InDesign」(Mac OS)。

使用開啟命令

1. 選擇「檔案 > 開啟舊檔」，並選取一或多個文件。

2.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然後按一下「開啟」：

選取「正常」(Windows) 或「開啟正常」(Mac OS)，開啟原始文件或範本的拷貝。

選取「原稿」(Windows) 或「開啟原稿」(Mac OS)，開啟原始文件或範本。

選取「拷貝」(Windows) 或「開啟拷貝」(Mac OS)，開啟文件或範本的拷貝。

開啟 InDesign 文件時，您可能會收到以下任一訊息：

顯示有新版 InDesign 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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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nDesign CS6 和 CC 中，您無需進行額外步驟 (例如手動輸出至 IDML)，即可傳送文件至任何使用舊版 InDesign 的用戶。已內建相容性，確保您
的文件永遠會以您期望的方式開啟。

如果您開啟以新版 InDesign 建立的文件，會顯示版本不相同的訊息。如果要將文件轉換為目前的 InDesign 版本，請執行以下步驟：

1. 如果要將文件轉換為目前的 InDesign 版本，按一下「轉換」。

文件已上載至 Adobe Creative Cloud，然後轉換至目前的 InDesign 版本。

您需要連接至網際網路，才能執行轉換。

2. 文件成功轉換至目前版本後，「另存新檔」對話框會提示您儲存該文件。

訊息顯示文件中的色彩設定與應用程式中的不同

如果警告訊息顯示文件中的色彩設定與應用程式中的不同，請選取一個選項並按一下「確定」。

依預設，色彩警告訊息為關閉狀態；但是您可以變更「色彩設定」對話框 (「編輯 > 色彩設定」) 中的預設設定以顯示警告。

訊息顯示連結遺失或已修改

如果出現警告訊息，通知您文件內的連結遺失或已修改，請使用「連結」面板修正連結。請參閱 更新、還原與取代連結。

訊息顯示遺失字體

如果錯誤訊息顯示說文件中包含遺失的字體，請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按一下「確定」。 InDesign 會自動以替代字體設定文字格式。

按一下「尋找字體」搜尋並列出文件中所使用的字體。

如需有關尋找遺失字體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尋找與變更字體。

開啟最近使用的檔案

選擇「檔案 > 最近開啟的檔案」，然後選取最近儲存的一個文件。

如果要指定要顯示多少個最近使用的檔案，請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檔案處理」(Windows)，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檔案處理」，然後為「要
顯示的最近使用的項目數」指定數字。最大數字為 30。

開啟文件時選擇單字清單

開啟文件時，可能會出現警告訊息，詢問您要使用文件中的單字清單，還是使用者字典中的例外單字清單。例外單字清單中包含了在文件中作業時加
入使用者字典中的單字。 如果您知道要使用的例外單字清單，請按一下其按鈕。如果不確定，請按一下任一滑鼠按鈕，選擇「編輯 > 拼字檢查 > 字
典」檢查單字清單，然後視需要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字典」(Windows)，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字典」(Mac OS)，重設排版時使用的單字
清單。請參閱連字和拼字字典。

轉換舊版 InDesign 文件

如果要將舊版 InDesign 文件轉換為目前版本，請選擇「檔案 > 開啟舊檔」，然後開啟檔案。

請牢記下列幾點：

如果使用協力廠商的增效模組建立舊版文件，轉換文件前請洽詢製造商，確認是否已經正確安裝增效模組並相容於 InDesign C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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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轉換文件時，可能會出現警告訊息，詢問您要使用使用者字典中的例外單字清單，還是文件中的例外單字清單。 如需有關此警告訊息的
資訊，請參閱開啟文件時選擇單字清單。

在舊版 InDesign 中建立的資料庫檔案可以在 InDesign CS5 中開啟和轉換，即使已經鎖定資料庫也一樣。 您必須為轉換後的資料庫檔案指定
名稱和位置；預設的命名慣例為「檔案名稱-X.indl」。

舊版 InDesign 無法直接開啟最新的 InDesign 文件。例如，若要以 InDesign CS4 開啟 InDesign CS5 文件，您必須執行兩個動作。首先，
請在 InDesign CS5 中選擇「檔案 > 轉存」，將文件儲存為 IDML 格式。接著，使用可讓您開啟 IDML 檔案的特殊增效模組來更新 InDesign
CS4。(請參閱儲存至舊版 InDesign。)

如果您在使用以舊版 InDesign 建立的文件時遇到問題，請使用 InDesign CS5 的「轉存」對話框將文件儲存為 InDesign Markup (IDML) 格式。然
後開啟 IDML 檔案並另存為 InDesign 文件。

將 Adobe Bridge 與 InDesign 搭配使用

Adobe Bridge 是隨附於 Adobe Creative Suite 元件的跨平台應用程式，可以協助您尋找、組織和瀏覽必要資產來建立列印、網頁、視訊和音訊內容。
您可以從任何 Creative Suite 元件 (Adobe Acrobat® 除外) 啟動 Adobe Bridge，並用來存取 Adobe 和非 Adobe 資產類型。

透過 Adobe Bridge，您可以：

管理影像、素材及聲音檔：在 Adobe Bridge 中預視、搜尋、排序和處理檔案，而不需開啟個別應用程式。您也可以編輯檔案的中繼資料，並使
用 Adobe Bridge 將檔案置入文件、專案或構圖中。

使用 Adobe Bridge 時，可以縮圖檢視 InDesign 文件內的各個連結，而不必實際在 InDesign 中開啟 InDesign 文件。

從 Adobe Bridge 將資產拖移至 InDesign 文件視窗，或從文件視窗將資產拖移至 Adobe Bridge 以建立程式碼片段。請參閱使用程式碼片段。

執行自動化工作，例如批次指令。

同步化跨色彩管理的 Creative Suite 組件的顏色設定。

啟動即時網路會議，共用桌面和檢視文件。

Adobe Version Cue

Adobe Version Cue® 和 Adobe Drive 不包含在 Adobe Creative Suite 5 中，也不會包含在任何 Creative Suite 的未來版本中。Adobe 透過開放的產
業標準與夥伴關係，持續進行資產管理的投資。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http://www.adobe.com/go/learn_vc_end_tw。

使用文件範本

範本對於標準文件是相當有用的起始點，因為可預設其版面、圖形和文字。例如，如果要準備出版月刊，您便可建立一份包含常態刊物版面的範本，
其中包括尺標參考線、格點、主版頁面、自訂樣式和色票、預留位置框架、圖層及任何標準圖形或文字。如此一來，每個月您只需開啟範本並將新內
容讀入即可。

建立範本的方式與建立標準文件一樣，唯一的差別僅在於儲存文件時。 當您在準備一份範本供他人使用時，也可以新增一個包含範本使用指示的圖層
做為參考；在列印文件前將其隱藏或刪除。請參閱圖層。

在中文版的 InDesign 中，您可以開啟特別設計包含自訂文字間距組合的範本。

將文件儲存為範本

1. 選擇「檔案 > 另存新檔」，並指定位置和檔案名稱。

2. 在「存檔類型」(Windows) 或「格式」(Mac OS) 選單中選擇「InDesign CS5 範本」，然後按一下「儲存」。

從範本建立新文件

1. 選擇「檔案 > 開啟舊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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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尋找並選取範本。

3. 選取「正常」(Windows) 或「開啟正常」(Mac OS)，然後按一下「開啟」。

4. 輸入新的文件名稱並儲存。

編輯現有範本

1. 選擇「檔案 > 開啟舊檔」。

2. 尋找並選取範本。

3. 選取「原稿」(Windows) 或「開啟原稿」(Mac OS)，然後按一下「開啟」。

檢閱 InDesign 文件

Adobe 提供數種檢閱 InDesign 文件的方式。

追蹤編輯修訂

當您或其他使用者在開啟「追蹤修訂」的情況下編輯文字時，InDesign 會反白新增的文字，並在刪除的文字上加刪除線。使用「內文編輯器」檢視修
訂。文件所有人可以仔細檢閱編輯內容，然後接受或拒絕這些修訂。請參閱追蹤及檢視修訂。

使用 Acrobat 審核 PDF 檔案

您可以將 InDesign 文件轉存為 PDF，並使用 Adobe Acrobat 設定電子郵件審核或者在 Acrobat.com 或其他伺服器上設定共用審核。審核者可以使用
「自黏便箋」工具與其他標註方式新增注釋。然後文件所有人即可仔細檢查 PDF 審核注釋並編輯 InDesign 原始文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crobat 說明。

使用 CS Review

CS Review 是可讓您在網路上共用設計的線上訂閱服務，其他人可以立即提供意見反應。使用「CS Review」面板建立審核時，會將檔案的一個或多
個快照上載到 Acrobat.com 工作區。審核者即可新增註釋。

在建立審核時，可以將此審核分割為許多部分，為審核注釋工作提供個別的區域。審核可以包含來自不同檔案與應用程式的部分。進行審核時，您可
以在動態審核過程中新增和移除審核部分。

從範本設計行事曆與名片

建立行事曆、名片、履歷表或 CV 以及其他專業文件的一種方式，就是使用範本。

Adobe 在 Adobe Marketplace 與 Exchange 網站提供多種範本：

www.adobe.com/go/exchange_tw

使用搜尋來尋找專業文件的其他資源。

Adobe 也建議
Adobe Bridge

Mini Bridge

CS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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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選單
遺失選單指令
使用鍵盤快速鍵組合

自訂選單

隱藏及為選單指令上色是消除選單混亂狀況及強調常用指令的方法。請注意，隱藏選單指令只是在選單上看不見指令而已，並未關閉任何功能。隱藏
的指令隨時可以再檢視，您只需選取選單底部的「顯示所有選單項目」指令，或是選擇「Window > 工作區 > 顯示完整選單」，就能顯示已選取工作
區的所有選單。您可以在所儲存的工作區中包含自訂的選單。

您可以自訂主選單、環境選單，以及面板選單。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 區域，就會出現環境選單。 按一
下面板右上方的圖示，就會出現面板選單。

備註： 如果您選取了別的工作區，例如「快速入門」，部分選單指令會隱藏。如果要顯示選單指令，請選擇選單底部的「顯示所有選單項目」，或是
選擇不同的工作區，如「進階」。

建立自訂選單組合
1. 選擇「編輯 > 選單」。

您無法編輯預設的選單組合。

2. 按一下「另存新檔」，輸入選單組合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3. 從「類別」選單選擇「應用程式選單」或「環境與面板選單」，以決定要自訂的選單。
4. 按一下選單類別左邊的箭號，以顯示子類別或選單指令。對於要自訂的各個指令，按一下「可見度」之下的眼睛圖示，可顯示或隱藏指令；按一
下「顏色」之下的「無」，可從選單中選取顏色。

5. 按一下「儲存」，然後按一下「確定」。

選取自訂選單組合
1. 選擇「編輯 > 選單」。
2. 從「組合」選單選擇選單組合，然後按一下「確定」。

編輯或刪除自訂選單組合
1. 選擇「編輯 > 選單」。
2. 從「組合」選單選擇選單組合，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

如果要編輯選單組合，請變更選單指令的可見度或顏色，按一下「儲存」，然後按一下「確定」。

若要刪除選單組合，請按一下「刪除」，然後按一下「是」。如果已經修改選單組合而沒有儲存，系統會提示您儲存目前的選單組合。 按一
下「是」以儲存選單組合，或按一下「否」以放棄變更。

顯示隱藏的選單項目
選擇「Window > 工作區 > 顯示完整選單」。這個指令會開啟已選取工作區的所有選單。您可以重設工作區再次隱藏選單。
在包含隱藏指令的選單底部選擇「顯示所有選單項目」。

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並按一下暫時顯示透過自訂選單隱藏之任何選單指令的選單名稱。

遺失選單指令

如果找不到某個選單指令，可能是因為該指令已經隱藏起來。如果您選取了「進階」以外的工作區，部分指令選單可能會是隱藏狀態。也有可能是您
或別人使用了「選單」指令隱藏選單項目。

如果您找不到要找的指令，請嘗試下列其中一種技巧：

選擇選單最下方的「顯示所有選單項目」。

選擇「Window > 工作區 > 顯示完整選單」。

選擇「視窗 > 工作區」，然後選取別的工作區 (「進階」會顯示所有的選單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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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編輯 > 選單」，找出選單指令，確定該指令非隱藏。

如果還是找不到選單指令，請嘗試復原偏好設定。

使用鍵盤快速鍵組合

工具提示提供快速鍵的立即參考。InDesign 也提供快速鍵編輯器，可檢視並產生所有快速鍵的清單，並且編輯或建立自訂的快速鍵。快速鍵編輯器包
含所有接受快速鍵的指令，但其中部分指令並未定義於「預設」快速鍵組合中。

您也可以將鍵盤快速鍵與段落和字元樣式 (請參閱新增段落和字元樣式) 或指令碼建立關聯。

如需使用鍵盤快速鍵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vid0066_tw。

變更使用中快速鍵組合
1. 如果您想要讓所有文件的快速鍵設定為作用中，請確定並未開啟任何文件。
2. 選擇「編輯 > 鍵盤快速鍵」。
3. 從「組合」選單中選取快速鍵組合。例如，選取「QuarkXPress® 4.0 快速鍵」。
4. 按一下「確定」。

檢視快速鍵
1. 選擇「編輯 > 鍵盤快速鍵」。
2. 從「組合」中選取快速鍵組合。
3. 在「產品區域」中，選取包含您想檢視之指令的區域。
4. 從「指令」中選取指令。 快速鍵會顯示在「現有快速鍵」區段中。

產生列印的快速鍵清單
1. 選擇「編輯 > 鍵盤快速鍵」。
2. 從「組合」中選取快速鍵組合。
3. 按一下「顯示組合」。

包含所有針對該組合的現有與未定義快速鍵的文字檔就會開啟。

建立新的快速鍵組合
1. 選擇「編輯 > 鍵盤快速鍵」。
2. 按一下「新增組合」。
3. 輸入新組合的名稱，從「根據組合」選單中選取快速鍵組合，然後按一下「確定」。

建立或重新定義快速鍵
1. 選擇「編輯 > 鍵盤快速鍵」。
2. 從「組合」中選取快速鍵組合，或按一下「新增組合」，以建立新的快速鍵組合。
備註： 您無法編輯「預設」或 QuarkXPress 快速鍵組合。請另行根據任一組合建立新的組合，然後進行編輯。

3. 在「產品區域」中，選取包含要定義或重新定義之指令的區域。
4. 從「指令」清單中，選取想要定義或重新定義的指令。
5. 在「新增快速鍵」框中，按下新鍵盤快速鍵的按鍵。如果該按鍵順序正由另一個指令所使用，InDesign 會在「現有快速鍵」中顯示該指令。您
也可選擇改變原來的快速鍵，或嘗試使用其他快速鍵。
備註： 請勿指定選單指令的單一按鍵快速鍵，因為會干擾文字的輸入。當您輸入單一按鍵快速鍵時，如果插入點正在使用中，InDesign 會執行
鍵盤快速鍵，而不是在文字中插入字元。

6. 從「上下文」清單中，選取要讓鍵盤快速鍵運作的環境。該環境能確保快速鍵依照您想要的方式運作。例如，可以指定 Ctrl+G 鍵來合併表格儲
存格 (「表格」環境)，並指定 Ctrl+G 鍵來插入特別字元 (「文字」環境)。
備註： 如果想讓快速鍵在任何目前文件狀態下都能運作，請在「預設」環境中指定快速鍵。在其他環境 (例如「表格」或「文字」) 中所指定的
快速鍵會優先於在「預設」環境中所指定的快速鍵。

7.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按一下「指定」，在無任何其他現有快速鍵存在的狀況下建立新的快速鍵。

按一下「指定」，在指令中新增其他快速鍵。選單指令可以有多個鍵盤快速鍵。

8. 按一下「確定」以關閉對話框，或按一下「儲存」，讓對話框保持為開啟，同時輸入更多快速鍵。

拷貝鍵盤快速鍵組合
鍵盤快速鍵組合 (*.indk) 會儲存在兩個位置。應用程式的預設快速鍵會顯示在主應用程式檔案夾的「預設集」檔案夾中。您建立的快速鍵組合會出現在
下列位置的「快速鍵組合」檔案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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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XP Documents and Settings\[使用者名稱]\Application Data\Adobe\InDesign\[版本]\[語言]InDesign Shortcut Sets
Windows Vista 以及 Windows 7 Users\[使用者名稱]\AppData\Roaming\Adobe\InDesign\[版本]\[語言]\InDesign Shortcut Sets
Mac OS Users/[使用者名稱]/Library/Preferences/Adobe InDesign/[版本]/[語言]/InDesign Shortcut Sets
如果您已在某部電腦上建立鍵盤快速鍵組合，並且想要在其他電腦上使用，請將 *.indk 檔案拷貝到另一部電腦上的相同位置。

您可以將鍵盤組合從自訂位置移至應用程式檔案夾，如此會使所有共用電腦的使用者可以使用這些自訂快速鍵。不過，請務必不要將兩個組合的名稱
設成一樣，必須要有各自的名稱。應用程式鍵盤組合和自訂組合的名稱絕對不可以一樣。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9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x.adobe.com/tw/legal/legal-notices.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tw


復原與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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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文件

錯誤還原

復原文件

InDesign 使用自動復原功能保護資料，免於因非預期的電源或系統故障而受損。自動復原的資料存於暫時檔案中，與磁碟上的原始文件檔案不同。在
正常情況下，不需考慮自動復原的資料，因為選擇了「儲存」或「另存新檔」指令或是正常結束 InDesign 時，所有儲存在自動復原檔案中的文件更新
都會自動新增到原始文件檔案中。 只有在遭受非預期電源或系統故障前無法順利儲存資料時，自動復原資料才會變得很重要。

即使有這些功能存在，您也應經常儲存檔案，並建立備份檔案，以防發生非預期電源或系統故障。

尋找復原的文件

1. 重新啟動電腦。
2. 開始 InDesign.

如果有自動復原的資料存在，InDesign 會自動顯示復原的文件。 在文件視窗的標題列中，如果檔案名稱後出現「復原」的字樣，表示文件包含
尚未儲存而自動復原的變更。

備註： 如果 InDesign 在嘗試使用自動復原的變更開啟文件後遭遇失敗，可能是自動復原的資料已損毀。
3.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儲存復原的資料，請選擇「檔案 > 另存新檔」，指定位置和新檔名，然後按一下「儲存」。「另存新檔」指令會保留包含自動復原資
料的復原版本；標題列上的「復原」字樣會消失。

如果要放棄自動復原的變更，並使用故障發生之前最近一次儲存的文件版本，請不要儲存就關閉檔案，然後開啟磁碟上的檔案，或選擇「檔

案 > 回復」。

變更復原文件的位置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檔案處理」(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檔案處理」(Mac OS)。
2. 在「文件拯救資料」下，按一下「瀏覽」(Windows) 或「選擇」(Mac OS)。
3. 指定復原文件的新位置，按一下「選取」(Windows) 或「選擇」(Mac OS)，然後按一下「確定」。

錯誤還原

必要時，可以在完成前取消繁複的作業、還原最近變更，或回復為先前儲存的版本。 您可以還原或重做數百個最近執行的動作 (動作數目受限於可用
的 RAM (隨機存取記憶體) 數量以及執行的動作類型)。選擇「另存新檔」指令、關閉文件或是結束程式時，會放棄這一連串的動作。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還原最近一次變更，請選擇「編輯 > 還原 動作」 (您無法還原某些動作，例如捲動)。

如果要重做動作，請選擇「編輯 > 重做 動作」。

若要還原上次儲存專案後進行的所有變更，請選擇「檔案 > 回復」(InDesign) 或「檔案 > 回復內容」(InCopy)。

如果不套用變更就要關閉對話框，請按一下「取消」。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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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受管理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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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共用內容
取出內容
開啟受管理的檔案 (InCopy)
更新工作檔案 (InDesign)
更新內容
意外更新工作
更新 InDesign 版面
存回內容
儲存變更 (InDesign)
儲存變更 (InCopy)

開啟共用內容

只有 InCopy 使用者才能開啟工作檔案 (.inca)。 如果 InCopy 使用者開啟含有工作的 InDesign 檔案，不論受管理內容是否為工作的一部分，該使用者
都可以存取所有受管理內容。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 InCopy 中，選擇「檔案 > 開啟舊檔」，選取工作檔案 (.icma 或 .inca)，然後按一下「開啟」。

在 InDesign 或 InCopy 中，選擇「檔案 > 開啟舊檔」，選取含有已指定內容的 InDesign 檔案 (.indd)，然後按一下「開啟」。

開啟工作封裝。 請參閱接收封裝 (InCopy)。

工作名稱及其內容會顯示在「工作」面板中。

取出內容

當您取出項目時，會在檔案系統上置入隱藏的鎖定檔案 (.idlk)。 一旦取出內容，您便能以獨佔模式控制內容，而其他人則無法進行變更。 您只能取出
InCopy 內容，無法取出含有版面資訊的 InDesign 文件。

如果嘗試關閉的 InDesign 文件含有一或多個由您取出的 InCopy 內容檔案，便會出現警告訊息，提示您存回所有內容。 如果關閉文件而未存回內容檔
案，下次您開啟此 InDesign 文件時，這些內容檔案仍然是由您取出的狀態。 儲存 InDesign 文件，會自動儲存每個可編輯的 InCopy 內容檔案。

取出內容 (InDesign)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版面中，選取要編輯的文字或圖形框，然後選擇「編輯 > InCopy > 取出」。

在「工作」面板中選取檔案，並從面板選單中選擇「取出」。

當您在 InDesign 中取出可用內容時，會看見 InDesign 框架上的「編輯」圖示 。 在 InCopy 中，如果將工作檔案儲存在本機伺服器上，「使用中」
圖示  會顯示在 InCopy 框架和「工作」面板中。

取出內容 (InCopy)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所要的內容是工作的一部分，請選擇「檔案 > 開啟舊檔」，然後選取工作檔案 (.icma 或 .inca)。

如果所要的內容是轉存為個別檔案，請選擇「檔案 > 開啟舊檔」，然後選取 InCopy 檔案 (.icml 或 .incx)。 如果要查看版面以進行組排文
字，請選取 InDesign 文件。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取出單一 InCopy 內容檔案，請選擇「檔案 > 取出」。

如果要一次取出工作中的所有內容，請在「工作」面板中選取工作，然後從面板選單中選擇「取出」。

如果要取出工作中的個別項目，請在「工作」面板中開啟工作清單，選取一或多個項目，然後從面板選單中選擇「取出」。

「編輯」圖示  就會顯示在「工作」面板中的一或多個項目旁，表示內容被您取出，以供獨佔式使用。

3. 如果系統提示您更新所變更的內容，請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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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在 InCopy 中取出可用內容時，會看見 InCopy 框架和「工作」面板中的「編輯」圖示 。 在 InDesign 中，「使用中」圖示  會顯示在
InDesign 框架上。

開啟受管理的檔案 (InCopy)
直接在 InCopy 中開啟受管理的檔案 (.icml 或 .incx)，並在「內文」檢視中使用檔案，比較適合快速編寫。 您不需取出個別受管理的檔案即可進行編
輯；InCopy 會自動取出檔案。 當您儲存並關閉檔案時，InCopy 會自動存回內容。 「儲存」指令會在您開啟個別檔案時有所不同。

更新工作檔案 (InDesign)
您可以手動儲存工作變更，或在關閉目前文件時儲存。 更新工作檔案是提供版面變更給 InCopy 使用者的唯一方法。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更新選取的工作，請在「工作」面板中選取工作，然後從「工作」面板選單中選擇「更新選取的工作」。

如果要更新目前文件中所有過期的工作，請在「工作」面板選單中選擇「更新過期工作」。 只有已過期的工作會更新。

如果要更新目前文件中所有的工作，請在「工作」面板選單中選擇「更新所有工作」。

備註： 如果 InCopy 使用者在您更新工作時開啟此工作，「過期」圖示  會顯示在 InCopy「工作」面板的工作旁。

更新內容

如果要確定處理最新內容，請務必注意「工作」面板中的「過期」圖示，並據以更新內容。 更新 InCopy 工作檔案及其內容，或更新個別內容檔案，
會從最新檔案系統拷貝資料，因此電腦上顯示的版本會符合檔案系統上的版本。 更新不需要取出或存回動作，並且不會提供您編輯權限。 不過，如果
另一名使用者已刪除您的鎖定，更新會造成問題。

備註： 更新內容不會更新尚未傳回之工作封裝中的內容。
一般更新工作流程如下：

1. InCopy 使用者開啟工作檔案或取出個別內容檔案，並且編輯內容。

2. InCopy 使用者儲存內容檔案 (如此便更新檔案系統上的拷貝) 並且繼續工作。

3. InDesign 使用者會在「工作」面板和「連結」面板中看見選取範圍旁的「過期」圖示 ，以及相關框架上的「使用中」圖示  和「文字內容
已過期」圖示  或「圖形內容已過期」圖示 。

具有使用中和過期圖示 (左) 以及版面具有過期內容 (右) 的「工作」面板

4. InDesign 使用者更新內容。

在開啟受管理的文件時更新內容 (InDesign)
1. 選擇「檔案 > 開啟舊檔」，找出要開啟的檔案，然後按一下「開啟」。
2. 當系統提示您以檔案系統上的已修改內容來更新文件時，請按一下「是」。
3.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讓 InDesign 更新連結，請按一下「自動修正連結」。

如果要手動修正連結，請按一下「不要修正」，然後在「連結」面板中選取要更新的檔案，並從面板選單中選擇「更新連結」。

在工作時更新內容 (InDesign)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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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版面中選取文字或圖形框，然後選擇「編輯 > InCopy > 更新內容」。

在「連結」面板中選取文字或圖形框，然後按一下「更新連結」按鈕 ，或從「工作」面板選單中選擇「更新連結」。

在工作時更新內容 (InCopy)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文字框中按一下以選取插入點，然後選擇「檔案 > 更新內容」。

在「工作」面板中選取內容，然後按一下「更新內容」按鈕 ，或從「工作」面板選單中選擇「更新內容」。

您也可以使用「連結」面板更新內容。

意外更新工作

在大多數狀況下，對於已取出內容，更新指令是停用的，因為該內容一定是最新的。 不過，如果其他使用者刪除已取出內容的鎖定 (藉由將鎖定檔案
[.idlk] 拖移至「資源回收筒」[Windows] 或「垃圾筒」[Mac OS])，並且修改內容，可能會發生非預期的狀況。在此情況下，即使是您取出內容，也能
啟用更新指令，基本上可以讓兩位使用者同時編輯內容。 升級內容會導致工作遺失。 為了獲得最佳結果，請勿刪除鎖定檔案。

更新 InDesign 版面
當 InCopy 使用者正在修改文字框的文字時，InDesign 使用者可以修改版面 (例如，變更內文文字框的大小或位置) 並且儲存變更。 在共用伺服器工作
流程中，InCopy 使用者被告知版面變更的方式，取決於他們已開啟工作檔案，還是已取出個別內容檔案並且開啟連結的 InDesign 檔案。

請注意下列事項：

如果 InDesign 使用者變更工作中的框架版面，此使用者必須更新工作，提供設計變更給 InCopy 使用者。 InDesign 不會在儲存文件時自動更新
工作檔案。

一旦 InDesign 使用者更新共用伺服器上儲存的工作，「過期」圖示  會顯示在 InCopy「工作」面板中的工作旁。 InCopy 使用者必須更新設
計，才能查看目前的版面。

如果 InDesign 使用者變更的轉存內容版面不是工作的一部分，「過期」圖示便會顯示在「工作」面板的 InDesign 文件名稱旁，而且文件標題列
會指示版面已過期。InCopy 使用者可以將目前作用中的 InDesign 文件更新為最新版面和樣式。

在 InCopy 中更新版面適合組排文字工作，因為最新外觀和分行符號會顯示在「版面」和「校稿」檢視中。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您開啟工作檔案，而且「工作」面板中「過期」圖示  顯示在工作名稱旁，請按一下「更新設計」按鈕 ，或選擇「檔案 > 更新設計」。
您無法還原此指令。

如果您不是處理工作檔案，而且開啟一個以上的 InDesign 文件，請選取一個要做為作用中的文件，然後選擇「檔案 > 更新設計」。

存回內容

當您存回受管理的內容檔案時，會將它儲存至檔案系統上的共用位置，接著其他人可以取出檔案進行編輯或其他變更。 從 InDesign 轉存文字或圖形
框，也會自動存回內容。

雖然存回的檔案可供編輯，但除非在 InCopy 中以獨立模式編輯內容，否則實際上在取出後才能進行編輯。 存回內容會放棄編輯控制，但不會關閉檔
案。 內容仍然會在螢幕上以唯讀狀態開啟。

LiveEdit Workflow 增效模組不會建立多個檔案版本。 在 InCopy 或 InDesign 中更新時，會覆寫檔案

如果您是處理工作封裝，存回後請傳回或轉寄工作封裝。

存回受管理的內容 (InDesign)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版面中選取內容，然後選擇「編輯 > InCopy > 存回」。

在「工作」面板中選取內容，並從面板選單中選擇「存回」。

存回受管理的內容 (InCopy)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版面」檢視中選取內容，然後選擇「檔案 > 存回」。

在「工作」面板中選取內容，並從面板選單中選擇「存回」。

備註： 您可以在存回內容前還原最新的變更。
存回檔案時，「可用」圖示會顯示在 InDesign 版面的文字或圖形框、InCopy「版面」檢視、「工作」面板和內文列 (InCopy)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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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變更 (InDesign)
當您處理已取出的內容時，可以儲存變更並更新檔案系統拷貝。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儲存選取的內容但不將變更儲存至 InDesign 文件或其任何連結檔案，請在版面中選取內容，然後選擇「編輯 > InCopy > 儲存內容」。

如果要儲存您已取出的每個內容檔案，請選擇「檔案 > 儲存」。 這種儲存不會自動更新工作檔案或在 InCopy 中已取出的內容檔案。 不過，在
InCopy 中已取出檔案會在「工作」面板顯示「過期」圖示 。

如果要以新名稱儲存 InDesign 文件並連結至任何現有的 InCopy 檔案，請選擇「檔案 > 另存新檔」。 這個動作會導致 InDesign 檔案中的工作顯
示為遺失狀態，直到更新為止。

如果要儲存目前作用中文件的拷貝，請選擇「檔案 > 儲存拷貝」。 您可以選擇為此拷貝指定新名稱，並指定連結至任何現有 InCopy 檔案的新位
置。

儲存變更 (InCopy)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以檔案系統上的相同名稱和位置儲存 InCopy 檔案，請選擇「檔案 > 儲存內容」。 檔案仍然是被您取出的。

如果要以新名稱儲存 InCopy 內容檔案，請選擇「檔案 > 另存內容」。 新建的內容檔案在工作流程中是不受管理的。 只有在您直接開啟 InCopy
內容檔案 (.icml 或 .incx) 時，才能使用「另存內容」指令。

如果要儲存目前作用中 InCopy 內容檔案的拷貝，請選擇「檔案 > 儲存內容拷貝」。 您可以選擇為此拷貝指定新的名稱和位置。 儲存的拷貝在
工作流程中是不受管理的。 只有在您直接開啟 InCopy 內容檔案 (icml 或 .incx) 時，才能使用「儲存內容拷貝」指令。

如果要儲存所有目前開啟的和取出的 InCopy 內容檔案，請選擇「檔案 > 儲存所有內容」。 這會將所有檔案儲存至其目前位置。 只有在您開啟
工作或 InDesign 檔案時，才能使用「儲存所有內容」指令。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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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工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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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顯示與縮小顯示
調整視圖
換頁
使用其他視窗
使用消除鋸齒讓邊緣平滑化
假字
計算面板和對話框中的值
在面板和對話框中輸入數值

放大顯示與縮小顯示

使用「縮放顯示」工具或「縮放顯示」指令，可放大與縮小文件。

放大或縮小顯示

如果要放大顯示，請選取「縮放顯示」工具 ，然後按一下要放大的區域。 每按一下，檢視就會放大到下一個預設的百分比，並以您所按的位
置為中心顯示檢視。 在最大比例時，「縮放顯示」工具的中心會顯示空白。 如果要縮小顯示，請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然後按一下要縮小的區域。 每按一下都會縮小檢視。
如果要放大到下一個預設的百分比，請啟動想要檢視的視窗，並選擇「檢視 > 放大顯示」。如果要縮小檢視到前一個預設百分比，請選擇「檢視
> 縮小顯示」。
如果要設定特定的放大比例，請在應用程式列的「縮放顯示層級」方塊中輸入或選擇比例。
在 Mac OS 中，您可以藉由隱藏應用程式列 (視窗 > 應用程式列)，在狀態列中顯示縮放百分比。在 Windows 中，您無法隱藏應用程式列。

如果要放大或縮小顯示，請按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同時使用滑鼠捲動滾輪或感應器。
如果要拖移放大，請選取「縮放顯示」工具?，然後在要放大的區域四周拖移。

使用 Power Zoom
Power Zoom 可讓您快速在多個文件頁面中進行捲動。藉著使用手形抓取工具，您可以使用放大或縮小，並在整份文件中捲動。對於較長的文件，這
個功能特別有用。

1. 按一下「手形」工具 。

如果要啟動抓取手形工具，您也可以在文字模式中時按住空白鍵或按住 Alt/Option 鍵。

2. 在手形抓取工具為啟動的狀態下，按一下並按住滑鼠按鈕。

文件會縮小顯示，讓您看到跨頁的更大範圍。一個紅色的方框會指出檢視的區域。

3. 在仍按住滑鼠按鈕的情形下，您可以拖移紅色方框，在文件頁面中捲動。按下方向鍵或使用滑鼠滾輪，可以變更紅色方框的大小。
4. 放開滑鼠按鈕，可以將文件的新區域放大顯示。

文件視窗會還原為原來的縮放百分比，或紅色方框的大小。

縮放為實際大小
按兩下「縮放顯示」工具。

選擇「檢視 > 實際大小」。
在應用程式列的「縮放顯示層級」方塊中輸入或選擇 100 的放大比例。

調整視圖

您可以藉由讓頁面和跨頁符合視窗大小，以及捲動視圖來專注於文件中的所需區域。

在使用中的視窗內符合頁面、跨頁或作業範圍
選擇「檢視 > 使頁面符合視窗」。
選擇「檢視 > 使跨頁符合視窗」。
選擇「檢視 > 整個作業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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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動檢視
您可以輕鬆調整頁面或物件在文件視窗內置中的程度。在頁面間導覽時，這些技巧也相當實用。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從「工具」面板選取「手形」工具 ，然後按一下並在文件視窗中拖移。 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然後按下空白鍵，暫
時啟動「手形」工具。

按一下水平或垂直捲軸，或拖移捲動框。

按 Page Up 鍵或 Page Down 鍵。

使用滑鼠捲動滾輪或感應器，上下捲動。如果要向左或向右拖移，請按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 同時使用滑鼠捲動滾輪或
感應器。

換頁

InDesign 讓您輕鬆在文件中跳頁。例如，就如同大多數網頁瀏覽器提供「返回」或「前進」按鈕，讓您導覽通過已查詢的頁面，InDesign 會記錄在文
件中檢視過的頁面順序。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以目前工作階段期間檢視頁面的順序在頁面中移動，請選擇「版面 > 後退」或「前進」。

如果要到下一頁或上一頁，請按一下文件視窗底部的「下一頁」按鈕  或「上一頁」按鈕 ，或選擇「版面 > 下一頁」或「上一頁」。

備註： 頁面導覽控制項會受到 R 或 L 裝訂的影響。例如，如果文件是從右往左讀，  會變成「下一頁」按鈕，而  會變成「上一頁」按鈕。

如果要到第一頁或最後一頁，請按一下文件視窗底部的「第一個跨頁」按鈕  或「最後一個跨頁」按鈕 ，或選擇「版面 > 第一頁」或「最後
一頁」。

如果要跳到特定頁面，請選擇「版面 > 跳至頁面」，指定頁碼，然後按一下「確定」。 或者，按一下頁面框右邊的向下箭號，然後選擇頁面。

從頁面框選擇頁面跳到特定頁面

如果要跳至主版頁面，請按一下文件視窗左下方的頁面框。輸入主版頁面名稱的前幾個字母，然後按 Enter 鍵 (Windows) 或 Return 鍵 (Mac
OS)。 或是按兩下「頁面」面板中的主版頁面圖示。

使用其他視窗

您可以為相同的文件或其他 InDesign 文件開啟其他視窗。您可以使用其他視窗，同時比較不同的跨頁，尤是不相鄰的跨頁。 也可以顯示相同頁面的不
同縮放尺寸，以便更專注於細節，而同時觀察變更如何影響整體版面。此外，在一個視窗中顯示主版頁面，而在其他視窗顯示依據主版頁面顯示的頁
面，以查看編輯主版頁面如何影響文件各個不同部位。

重新開啟文件後，只出現最後使用的視窗。

如果要為相同文件建立新視窗，請選擇「視窗 > 排列順序 > 新增視窗」。
如果要重疊顯示或並排顯示視窗，請選擇「視窗 > 排列順序 > 重疊顯示」，將所有視窗堆疊排列，每個視窗都稍微偏移。 或是，選擇「視窗 >
排列順序 > 並排顯示」，以平均顯示所有視窗而不重疊。
如果要啟動視窗，請按一下視窗標籤或標題列。或是在「視窗」選單中選擇檢視名稱。文件的多重視窗會以建立的順序編號。

如果要關閉作用中文件的所有視窗，請按 Shift+Ctrl+W 鍵 (Windows) 或 Shift+Command+W 鍵 (Mac OS)。
如果要關閉所有開啟文件的視窗，請按 Shift+Ctrl+Alt+W 鍵 (Windows) 或 Shift+Command+Option+W 鍵 (Mac OS)。

使用消除鋸齒讓邊緣平滑化

消除鋸齒可藉由柔化邊緣像素和背景像素間的顏色轉變，讓文字與點陣圖影像的鋸齒狀邊緣更為平滑。由於只有邊緣像素會更改，所以不會遺失任何
細部資料。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顯示效能」(Windows) 或是「InDesign > 偏好設定 > 顯示效能」(Mac OS)。
2. 從「調整檢視設定」選單中，選擇要開啟消除鋸齒的檢視設定。

104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您可以啟動或關閉各個檢視設定的消除鋸齒。例如，您可以啟動「高品質」檢視的消除鋸齒，或關閉此檢視而進行「快速」檢視。

3. 選取「啟動消除鋸齒」。

假字

顯示功能不足而僅能以小尺寸顯示文字時，InDesign 會以灰條顯示文字。這種模式稱為「假字」字體。 任何等於或小於指定字級的文字，在螢幕上都
會被類似預留位置用途的非文字字形取代。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顯示效能」(Windows) 或是「InDesign > 偏好設定 > 顯示效能」(Mac OS)。
2. 從「調整檢視設定」選單中，選擇要變更「假字」設定的檢視設定。

您可以為各個檢視設定指定不同的「假字」值。

3. 在「假字界限」中，輸入值，然後按一下「確定」。

捲動文件時若要控制是否以灰條顯示文字與影像，請開啟「偏好設定」對話框的「介面」區段，將「手形工具」滑桿拖移到想要的效能與品質層級，
然後按一下「確定」。

計算面板和對話框中的值

您可以在任何數值編輯框內執行簡單的計算。例如，如果要使用目前的測量單位，將選取物件向右方移動 3 個單位，不需要事先算出水平位置，只要
在「變形」面板的目前數值之後，輸入 +3 即可。

面板會使用「偏好設定」對話框內所選取的度量系統；不過，您可以改用另一個度量指定數值。

1. 在接受數值的文字方塊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如果要以數學運算式整個取代目前的數值，請選取目前整個數值。

如果要保留目前數值作為數學運算的一部份，請在目前數值之前或之後按一下。

2. 使用單一數學運算子，例如 + (加)、- (減)、* (乘)、/ (除) 或 % (百分比)，輸入簡單的數學運算式。

例如，0p0+3 或 5 公釐 + 4。

3. 按下 Enter 或 Return 鍵，即可套用計算。

在「控制」面板與「變形」面板內，可複製選取的物件，並在複製物件 (而不是原始物件) 上套用計算。輸入計算並按 Alt+Enter 鍵 (Windows) 或
Option+Return 鍵 (Mac OS)。

在面板和對話框中輸入數值

面板和對話框會使用在「編輯 > 偏好設定 > 單位與增量」(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單位與增量」(Mac OS) 對話框中定義的度量單位和
增量。 但是，您可藉由暫時覆寫目前的偏好設定，隨時利用任何支援的度量單位指定數值。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方框內輸入數值，然後按一下 Enter 鍵或 Return 鍵。

拖移滑桿。

拖移角度圓盤。

按一下面板中的箭號按鈕來變更數值。

在方框中按一下，然後使用鍵盤上的向上或向下鍵變更數值。

從與方框關聯的選單中選取數值。

備註： 使用箭號按鈕、方向鍵或彈出式選單進行變更時，InDesign 會立即套用變更。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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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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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箱概觀
工具簡介
選取工具收藏館
繪圖和文字工具收藏館
變形工具收藏館
修改和導覽工具收藏館

工具箱概觀

工具箱中的某些工具可用來選取、編輯和建立頁面元素。而其他的工具則是用來選擇類型、形狀、線條和漸層。您可變更工具箱的整體版面，以配合
您偏好的視窗和面板版面。依預設，工具箱會顯示一個垂直的工具欄。您也可以設定為兩個垂直欄或單一水平列。但是，工具箱中的個別工具位置無
法重新排列。您可以拖曳工具箱的頂端加以移動。

只要按一下就可以選取預設工具箱中的工具。工具箱也包含多種與目前所見工具有關的隱藏工具。工具圖示右邊如果有箭號，表示另有隱藏工具。按
一下然後按住目前工具箱中的工具，再選取所要的工具，即可選取隱藏工具。

當您將指標停留在工具上方時，會顯示工具名稱及其鍵盤快速鍵，出現的文字即稱為「工具提示」。 您可在「介面」偏好設定的「工具提示」選單中
選擇「無」來關閉工具提示。

開啟「工具提示」面板 (選擇「視窗 > 公用程式 > 工具提示」)，查看哪個快速鍵和輔助按鍵可以和選取的工具搭配使用。

備註： CS5.5 或更早的版本不提供「內容收集器」及「內容置入器」工具。

顯示工具箱
 選擇「視窗 > 工具」。

顯示工具選項
 在工具箱中按兩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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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步驟僅適用某些工具，例如「滴管」、「鉛筆」和「多邊形」工具。

顯示並選取隱藏工具

1. 在工具箱中，讓指標停留於含有隱藏工具的工具上方，並按住滑鼠按鈕。

2. 隱藏工具顯示時，請選取想要的工具。

暫時選取工具
1. 選取一個工具時，按住不同工具的鍵盤快速鍵。
2. 繼續按住鍵盤快速鍵，然後執行動作。
3. 放開鍵盤快速鍵即會返回上一個工具。

例如，如果選取「間隙」工具，請先按住 V 鍵以暫時使用「選取」工具。放開 V 鍵時，即會選取「間隙」工具。

檢視工具提示
「工具提示」面板會說明輔助按鍵如何與選取的工具搭配使用。

1. 請選擇「視窗 > 公用程式 > 工具提示」來顯示「工具提示」面板。

2. 在工具箱中選取一個工具，來檢視該工具、其輔助按鍵以及快速鍵的描述。

變更工具箱版面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介面」(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介面」(Mac OS)。

2. 從「浮動工具面板」選單選擇版面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您也可以按一下工具箱頂端的雙箭頭圖示，變更工具箱的版面。

工具簡介

文字工具 在標準或自訂區塊或路徑中，建立並設定文字格式。(請參閱建立文字框)。
繪製工具 繪製並樣式化簡單和複雜的物件，包含矩形、橢圓形、多邊形、任意形狀(請參閱繪圖)。
選取工具 選取 (啟動) 物件、點或線條(請參閱選取物件)。
變形工具 改變物件外框、重設物件方向和調整物件大小(請參閱變形物件)。
導覽工具 可在文件中到處移動、控制文件檢視和測量距離(請參閱放大顯示與縮小顯示以及尺標與度量單位)。
剪刀工具 分割路徑和框架(請參閱分割路徑)。

選取工具收藏館

「選取」工具可選取整個物
件。

「直接選取」工具可選取框架
中路徑或內容上的點。

「頁面」工具可讓您在文件內建
立多個頁面大小。

「間隙」工具可調整物件之間的
間距。

繪圖和文字工具收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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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筆」工具可繪製直線和曲
線路徑。

「新增錨點」工具可將錨點新
增至路徑。

「刪除錨點」工具可從路徑中移
除錨點。

「轉換方向點」工具可轉換轉角
控制點和平滑控制點。

「垂直文字」工具可建立垂直
文字框並選取文字。

「路徑」工具上的「文字」可
在路徑上建立及編輯文字。

「鉛筆」工具可繪製任意形狀的
路徑。

「平滑」工具可移除路徑中多餘
的角度。

「擦除」工具可在路徑上刪除
點。

「直線」工具可繪製直線區
段。

「矩形框架」工具可建立正方形
或矩形預留位置。

「橢圓框架」工具可建立圓形或
橢圓預留位置。

「多邊形框架」工具可建立多
邊形狀預留位置。

「矩形」工具可建立正方形或
矩形。

「橢圓形」工具可建立圓形或橢
圓。

「多邊形」工具可建立多邊形
狀。

變形工具收藏館

「任意變形」工具可旋轉、縮
放或傾斜物件。

「旋轉」工具可繞著固定的點
旋轉物件。

「縮放」工具可繞著固定的點調
整物件大小。

「傾斜」工具可繞著固定的點傾
斜物件。

修改和導覽工具收藏館

108



「滴管」工具可從物件中對顏
色或文字屬性取樣，並將它們
套用至其他物件。

「度量」工具可測量兩點之間
的距離。

「漸層色票」工具可調整物件中
漸層的起始和結束點及角度。

「漸層羽化」工具可將物件淡入
背景中。

「剪刀」工具可在指定點剪下
路徑。

「手形」工具可在文件視窗中
移動頁面檢視。

「縮放顯示」工具會在文件視窗
中增加或減少檢視放大比例。

「註解」工具可新增注釋。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10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x.adobe.com/tw/legal/legal-notices.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tw


共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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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InDesign 中轉存內容
工作面板概觀
工作檔案
建立工作並新增內容 (InDesign)
將內容轉存為不同的 InCopy 檔案 (InDesign)

從 InDesign 中轉存內容
將內容從 InDesign 轉存至 InCopy，會在這兩個應用程式之間建立連結。 您可透過兩個方法將 InDesign 文字框、圖形框及其內容轉存至 InCopy：

建立一個稱為「工作」的容器檔案 (*.icma)，並且將相關文件項目群組 (例如內文的文字和圖形) 加入至工作中，以便共同作業 工作中的內容會轉
存為 *.icml 檔案

使用「編輯 > InCopy > 轉存」選單指令，分別轉存文字和圖形框 (包括預留位置框架)。 轉存的內容會另存為 *.icml 檔案。

轉存內容之後，InDesign 和 InCopy (以及「工作」面板) 中轉存的框架左上角會顯示小圖示。「連結」面板中則會顯示轉存檔案的連結。這些圖示表
示受管理框架的狀態，而且會區別受管理框架與不屬於工作流程的框架。 所有轉存的內容都會顯示在「工作」面板中。 透過「轉存」選單指令轉存的
內容則會顯示在「工作」面板的「未指定的 InCopy 內容」區段中。 雖然這兩個方法都會在 InCopy 內容和 InDesign 文件之間建立受控制的連接，但
主要方法是使用工作檔案。

轉存內容可以讓使用者取出內容，同時維護原始 InDesign 文件的連結 (此連結是從 InDesign 建立的，不能從 InCopy 建立連結)。

一旦轉存內容之後，InCopy 使用者便可以檢視 (但無法變更) 頁面佈局、樣式等等，就如同在 InDesign 文件中顯示一樣。

備註： 您也可以使用 InCopy 建立文字或錨定圖形，然後將其置入 InDesign。

工作面板概觀

處理工作的主要工具是「工作」面板 (InCopy 中的是「視窗 > 工作」，而 InDesign 中的則是「視窗 > 評論 > 工作」)。「工作」面板會顯示從目前作
用中的 InDesign 文件轉存的檔案，並且有圖示表示其狀態。 「工作」面板選單也包含控制 InCopy 和 InDesign 之間讀入版本和檔案管理功能的指
令。 在 InCopy 開啟工作時，工作名稱及其內容會顯示在「工作」面板中。 您可以按兩下「工作」面板中的文字和圖形框，在文件視窗中選取它們。
備註： 所有轉存至 InCopy 或加入至工作的內容也會列在「連結」面板中。 雖然您可以在此執行一些工作流程管理工作，例如取出和存回內容，但建
議在「工作」面板處理這些工作。

InDesign「工作」面板
A. InCopy 內容名稱 B. InDesign 文件名稱 C. 工作已過期狀態 D. 可用和文字是最新的狀態 E. 使用中和文字已過期狀態 F. 編輯中和文字是最新
的狀態 G. 未指定的內容 H. 使用者名稱 I. 更新內容按鈕 J. 取出/存回選取的內文按鈕 K. 新增工作按鈕 L. 刪除選取的工作/移除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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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py「工作」面板
A. InCopy 內容名稱 B. 工作已過期狀態 C. 工作名稱 D. 可用和文字是最新的狀態 E. 使用中和文字已過期狀態 F. 編輯中和文字是最新的狀
態 G. 使用者名稱 H. 更新設計按鈕 I. 更新內容按鈕 J. 取出/存回選取的內文按鈕

工作檔案

在 InDesign 中，工作檔案是整理頁面項目集合的容器。 例如，您可能想要選取內文中的所有項目 (標題、撰稿人、拷貝和圖形)，然後將其指定給一位
InCopy 使用者。 將這些項目加入至工作，提供便利的方式讓 InCopy 使用者只存取他們所負責的內容。 工作檔案 (*.icma) 會顯示在檔案系
統、InCopy 內文列和狀態訊息中。 只有 InDesign 使用者可以建立工作檔案；只有 InCopy 使用者可以開啟這些檔案。

當您建立工作時，依預設會在存放 InDesign 文件的相同位置建立檔案夾。 這個工作檔案夾包含 *.icma 工作檔案和內容次檔案夾，其中包含任何轉存
的 InCopy 內文檔案 (.icml 格式)，這些檔案都屬於影像或其他資源。 一旦建立工作，請將專案檔案夾儲存在所有使用者都可存取的位置，或建立並散
佈工作封裝。 如果在將內容加入至工作之前轉存內容，磁碟上的檔案便不會移至工作檔案的內容檔案夾。

工作檔案包含下列項目：

相關頁面項目的連結或指標，包括預留位置框架。 這些元素可讓 InCopy 使用者在 InCopy 中開啟單一檔案，並且能存取多個頁面項目進行編
輯。

工作中所含圖形的任何變形，例如移動、縮放、旋轉或傾斜。

頁面幾何，InCopy 使用者不需開啟整個 InDesign 檔案，即可查看所編輯內容的框架版面。

文件中已指定框架的顏色編碼。

InCopy 中顯示頁面幾何和顏色標示的頁面插圖

建立工作並新增內容 (InDesign)
只有 InDesign 使用者可以建立工作，並將內容加入至工作中。 建立工作的方法有數種， 通常是根據建立工作時是否要新增內容來選擇方法。

建立空白工作檔案。 您可從 InDesign 文件中建立一連串空白工作，做為將來內容的範本。

同時建立工作並新增內容。

將內容新增至現有工作檔案。 您可以新增連結的內容 (已轉存為 InCopy 內容的文字和圖形)，或新增選取的頁面項目，使其成為連結的 InCopy
內容。 如果一或多個選取的框架已包含 InCopy 內容檔案並且都不是工作的一部分，您可以將其新增至新的或現有工作檔案中。

依預設，建立的工作檔案夾會儲存在與存放 InDesign 文件相同的檔案夾中。 您隨後可將此檔案夾置於伺服器上，或建立並傳送封裝。

備註： 如果不要讓 InCopy 使用者置入和符合圖形，請勿將圖形框加入至工作中。

建立空白工作檔案 (In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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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InDesign 中儲存文件。
2. 在「工作」面板中，從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工作」。
3. 在「新增工作」對話框中，指定工作檔案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同時建立工作和新增內容 (InDesign)
1. 在 InDesign 中，建立含有一或多個文字框、圖形框或預留位置項目的文件，然後儲存文件。
2. 選取要加入的文字和圖形框。
3.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從「工作」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至工作」，然後選取「新增」。

選擇「編輯 > InCopy > 新增 [選項] 至工作 > 新增」。

4. 在「新增工作」對話框中，指定工作檔案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新建的工作檔案會包含在文件視窗中選取的任何框架。

將內容新增至現有工作 (InDesign)
1. 儲存 InDesign 文件。
2. 選取要加入的文字和圖形框。
3.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從「工作」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至工作」，然後選取工作。

將內容從「工作」面板的「未指定的 InCopy 內容」區段中拖移至現有工作內。

使用「選取」工具選取頁面項目，並將其拖放至「工作」面板的現有工作中。

選擇「編輯 > InCopy > 新增 [選項] 至工作」，然後選取工作。

4. 從「工作」面板選單中選擇「更新所有工作」，讓 InCopy 使用者都可以使用內容檔案。

備註： 您只能將內容新增至相同文件中的工作。 不過，您可以將相同內容讀入至多份文件中，而且在每份文件中將內容加入一個工作。

工作檔案選項 (InDesign)
當您建立或修改工作檔案時，可以設定下列選項：

工作名稱 「工作」面板中工作的唯一識別，例如「Ocean article」。 此名稱必須符合作業系統的檔案名稱慣例。
指定到 為檔案指定的使用者唯一識別。 使用者名稱會顯示在「工作」面板中工作名稱後面的括號內。 在此輸入的名稱僅供參考，不會授予使用者特
殊權限。

顏色 顯示顏色清單，用於將特殊反白標示新增至文件視窗中目前工作的框架，以及新增至「工作」面板中的工作名稱。 此顏色標示會區別不同工作的
框架，並且會區別未指定的框架。 若要切換此顏色編碼的顯示，請選擇「檢視 > 其他 > 顯示/隱藏指定的框架」。在 InCopy 中，顏色標示只會在「版
面」檢視中顯示。
備註： 如果切換顯示指定的框架時發生非預期的結果，這些框架可能已針對 XML 標記，而且已啟用「檢視 > 結構 > 顯示標記框架」。 指定的框架
和標記框架無法同時顯示。

變更 按一下「變更」按鈕，指定工作檔案夾的位置。 依預設，會在與存放 InDesign 檔案相同的位置中建立工作檔案夾。
預留位置框架 讓 InCopy 使用者看見工作中的文字和圖形框，以及代表 InDesign 頁面上所有其他框架的方塊 (或其他形狀)。 所有框架和預留位置都
會精確反映 InDesign 原始框架的大小、形狀和位置。 預留位置框架是不顯示 InDesign 文件任何內容的空白形狀。 「預留位置框架」選項可提供最小
精確度，因此會提供最快的效能。 InCopy 中的預留位置框架在「版面」檢視下才看得見。InCopy 使用者無法取出並編輯預留位置框架。
指定的跨頁 讓 InCopy 使用者看見所有指定的框架，以及相同跨頁上不屬於工作一部分的其他框架的完整內容。 在 InCopy 中，工作外的框架內容是
無法編輯的，而且只在「版面」檢視中顯示。

所有跨頁 將 InDesign 文件的所有內容轉存至工作檔案。 此選項提供最大精確度和最慢的效能，因為工作檔案會顯示每頁設計和版面，其中包括與使
用者所編輯區段無關的頁面。

在封裝時連結的影像檔案 將連結影像的拷貝包含在工作封裝中。 選取此選項可以讓 InCopy 使用者存取影像，但是會增加封裝的檔案大小。 InCopy
使用者可在傳回封裝時包含影像。

將內容轉存為不同的 InCopy 檔案 (InDesign)
如果工作群組偏好使用不同的檔案而非工作，您可以轉存 InCopy 內容而不使用工作檔案。 相較於建立單一工作檔案 (內含多個內容檔案和版面資訊的
參考)，這個方法會針對您在文件中所指定的每個文字或圖形框建立不同檔案 (.icml)。 如果要檢視所編輯內容的上下文，您還必須開啟相關的
InDesign 文件 (.indd)。

讓 InDesign 文件符合您的工作流程需求。 例如，如果您要將編輯人員全部的註釋轉存到單一檔案中，請建立圖層讓編輯人員下註解。 然後，您就可
以轉存所選圖層上的所有內容。

備註： 使用「選取」工具，將選取的框架拖放至「工作」面板的「未指定的 InCopy 內容」中，可快速將內容轉存為不同 InCopy 檔案。
1. 在 InDesign 中，建立內含一或多個文字框、圖形框或預留位置項目的文件。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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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單一內文的文字或圖形框，或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滑鼠，選取多個框架。

按一下內文中的插入點，或選取文字框中的一些文字。

3. 選擇「編輯 > InCopy > 轉存」，然後選擇下列任一選項：
選取範圍 轉存所有選取的文字和圖形框。

圖層 轉存選取圖層上的所有內容。

所有內文 轉存尚未轉存的每個內文。

所有圖形 轉存尚未轉存的每個圖形。

所有圖形和內文 轉存尚未轉存的每個內文和圖形。

如果轉存文件中的所有內容，然後再將其他文字或圖形框加入至相同文件中，可再次使用「轉存 > 所有內文 (或是所有圖形或所有圖形和內
文)」指令，節省轉存新框架的時間。 InDesign 只會轉存新內容。

4. 輸入檔案的位置和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

您指定的檔案名稱會做為字首，識別檔案系統中的每個轉存內容檔案。 如果轉存多個文字框，前幾個文字字元會自動加入至檔案名稱，例如
「mystory-Upcoming cycling events.icml」。 如果是多個圖形框，檔案名稱的形式為「mystory-graphic」、「mystory-graphic-1」，依此類
推。 檔案名稱會顯示在檔案系統、InCopy 內文列和狀態訊息中。

5. 再次出現提示時，請儲存 InDesign 檔案。

InCopy 內容現在會受到管理，可供工作流程中的其他使用者進行取出和編輯。

共用內容會顯示在「連結」面板中，就如同讀入的圖形一般。 如果手動移動共用的檔案，可使用「連結」面板更新其連結。

當您轉存內容時，會在文字框 (InDesign 和 InCopy) 和「工作」面板 (InCopy) 中看見「可用」圖示 。 [編輯中] 一詞會顯示在內文列 (InCopy) 中。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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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文件

回到頂端

註解：

註解：

儲存文件
儲存至舊版 InDesign
使用中繼資料

儲存文件

儲存文件時會同時儲存現有的版面、來源檔案的參照、目前顯示的頁面以及縮放顯示層級。請隨時儲存以保護文件完整。您可以將檔案可以儲存為下
列格式:

標準文件。

文件拷貝；以不同的名稱建立複製文件，並保持原始文件為作用中。

範本；通常會以未命名文件開啟。範本可包含預設為其他文件起始點的設定、文字和圖形。

儲存文件也會更新 InDesign 文件其中一部分的中繼資料 (或檔案資訊)。此中繼資料包含了縮圖預視、文件中所用的字體、色票以及「檔案資
訊」對話框中的所有中繼資料，這些資料可讓搜尋更有效率。例如，您可能想搜尋使用特定顏色的所有文件。

您可以在 Bridge 以及「檔案資訊」對話框的「進階」區域中檢視此中繼資料。您可以控制是否要在使用偏好設定進行儲存時更新預視。其他的
中繼資料 (字體、顏色和連結) 也會在儲存文件時更新。

「儲存」、「另存新檔」和「儲存拷貝」指令會將文件儲存為 InDesign 檔案格式。如需更多關於將文件儲存為其他檔案格式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索引」。

如果要儲存文件，並送至印前服務供應商進行最終輸出，InDesign 可自動將所有必要的檔案 (例如連結的圖形和字體) 收集到同一個檔案夾中 (請
參閱封裝檔案。)

當您將 EPUB 轉存為下列格式時，在「檔案 > 檔案資訊」對話框中輸入的資訊可在「中繼資料」標籤中更新:

固定版面 EPUB
可重排 EPUB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以新名稱儲存文件，請選擇「檔案 > 另存新檔」，指定位置與檔案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新的已命名檔案將變成作用中的文
件。使用「另存新檔」指令可以縮減檔案大小。

如果要以相同的名稱儲存目前的文件，請選擇「檔案 > 儲存」。

如果要將所有開啟的文件以目前的檔案名稱儲存至目前的位置，請按住 Ctrl+Alt+Shift+S (Windows) 或 Command+Option+Shift+S (Mac
OS)。

如果要以新名稱儲存文件的拷貝，請選擇「檔案 > 儲存拷貝」，指定位置與檔案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 儲存的拷貝並不會變成作用中
的文件。

為了避免問題，請勿使用對某些作業系統有特殊意義的保留字元。例如，避免使用具有空格、Tab 字元或句點的檔案名稱，或具有下列字元的
檔案名稱: / \ : ; * ? < > , $ %。同樣地，避免使用具有重音的字元 (例如 ü、ñ 或 é)，就算使用非英文版的 InDesign 也是一樣。如果在不同平台開啟檔
案，可能會發生問題。

如果您經常同時開啟並執行多份文件，而且想要同時儲存它們，請使用鍵盤快速鍵。選擇「編輯 > 鍵盤快速鍵」，從「產品區域」選單選擇「檢
視」、「導覽」，然後選取「指令」清單中的「全部儲存」。之後您就可以編輯或新增快速鍵。您可以使用「快速套用」來指定此「全部儲存」指
令。

將預視包含在儲存的文件中

文件與範本的縮圖預視可讓您輕鬆識別 Adobe Bridge 與 Adobe Mini Bridge 中的這些檔案。當您在儲存文件或範本時就會建立預視。文件預視僅包含
第一個跨頁的 JPEG 影像；範本預視則包含範本中每個頁面的 JPEG 影像。您可以控制預視的大小以及頁數，以符合您的需求。例如，「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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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回到頂端

註解：

註解：

回到頂端

1024x1024」可讓您在開啟檔案前，以高解析度快速掃描頁面內容。

該選項可在「偏好設定」或「另存新檔」對話框中啟動。由於預視會同時增加檔案大小和儲存文件所需的時間，所以建議您只在需要時才使用「另存
新檔」對話框啟動該選項。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若要在每次儲存文件時包含預視，請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檔案處理」(Windows) 或 「InDesign > 偏好設定 > 檔案處理」(Mac OS)。

若要針對特定內容包含預視，請選擇「檔案 > 另存新檔」。

若要針對特定內容包含預視，請選擇「檔案 > 另存內容」。

2. 選取「永遠儲存文件的預視影像」。

3. 如果使用「偏好設定」對話框來設定預視，請從「頁面」選單選擇預視的頁數，然後從「預視大小」選單選擇其中一個選項。

在「另存新檔」對話框中選取預視選項會同時選取「偏好設定」對話框中的選項，並使用預設的「頁面」和「預視大小」設定。

另存為 InDesign Markup (IDML) 文件

在某些情況下，您可能想以交換標記格式儲存 InDesign。儲存為這個格式，在下列情況中特別有用: 當您在 InDesign 中開啟 QuarkXPress 或
PageMaker 出版物、開啟用舊版 InDesign 建立的文件時，或文件發生問題時 (例如無法刪除色票)。

1. 選擇「檔案 > 儲存」(CS6) 或「檔案 > 轉存」(CS5)。

2. 從「另存新檔類型」(Windows) 或「格式」(Mac OS) 選單中，選擇「InDesign Markup (IDML)」。

3. 按一下「儲存」。

您可以在 InDesign CS5 與 InDesign CS4 中開啟儲存的 IDML 檔案，但在任一個舊版的 InDesign 中無法開啟。

如需使用 IDML 進行開發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ww.adobe.com/go/learn_id_indesignmarkup_cs4_tw。

儲存至舊版 InDesign

若想在 InDesign CS5 中開啟 InDesign CS6 文件，請在 InDesign CS6 中，將文件儲存 (檔案 > 儲存) 為 InDesign Markup Language
(IDML)。(IDML 格式會取代用來回溯儲存至舊版的交換 INX 格式。)

若想在 InDesign CS4 中開啟 InDesign CS5 文件，請在 InDesign CS5 中，將文件轉存 (檔案 > 轉存) 為 InDesign Markup Language
(IDML)。(IDML 格式會取代用來回溯儲存至舊版的 Interchange INX 格式。)

請確定執行舊版 InDesign 的電腦已使用適當的增效模組更新，如此才能開啟轉存的 IDML 檔案。執行舊版 InDesign 的人員可藉由選擇「說明 > 更
新」並按提示操作，取得相容性增效模組。也可以從 Adobe 網站安裝增效模組: 請造訪 Adobe 網站上的產品更新頁面，並從產品清單中選擇
InDesign。

在舊版的 InDesign 中開啟文件又稱為「降版儲存」。

當您以舊版 InDesign 開啟文件時，可能會修改或略過以較新版 InDesign 特有功能所建立的內容。

1. 選擇「檔案 > 儲存」(CS6) 或「檔案 > 轉存」(CS5)。

2. 在「檔案類型」(Windows) 或「格式」(Mac OS) 選單中，選擇「InDesign Markup (IDML)」。

3. 按一下「儲存」。

您可以在舊版 InDesign 中開啟 .idml 檔案，並將其轉換為未命名的 InDesign 文件。

若要在 InDesign CS3 中開啟 InDesign CS5 文件，請先在 InDesign CS4 中開啟轉存的 IDML 檔案，儲存該檔案並將它轉存為 InDesign CS3
交換格式 (INX) 後，再於 InDesign CS3 中開啟轉存的 INX 檔案。請確定所有的 InDesign 版本都是最新的。

使用中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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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IPTC

相機資料

視訊資料

音訊資料

手機 SWF

類別

中繼資料是一組有關檔案的標準化資訊，例如作者名稱、解析度、色域、版權及套用的關鍵字。 您可以使用中繼資料將工作流程合理化，並組織您的
檔案。

關於 XMP 標準

中繼資料資訊是使用「可延伸中繼資料平台」(Extensible Metadata Platform，XMP) 標準來儲存，Adobe Bridge、Adobe Illustrator、Adobe
InDesign 和 Adobe Photoshop 也是依據該標準所建立。 XMP 是以 XML 為基礎所建立，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會將中繼資料儲存在檔案中。 如果無法
將這些資訊儲存在檔案中，則會將中繼資料儲存在個別的檔案中，稱為附屬檔案。 XMP 有助於 Adobe 應用程式在彼此之間交換中繼資料，以及在出
版工作流程的各個步驟中交換中繼資料。 例如，您可以將一個檔案的中繼資料儲存成一個範本，然後再將中繼資料讀入其他檔案。

以其他格式儲存的中繼資料 (例如 EXIF、IPTC (IIM)、GPS 和 TIFF) 會利用 XMP 來同步化及描述，以便使用者能夠更輕鬆地檢視及管理中繼資料。
其他應用程式和功能也會使用 XMP 來通訊及儲存資訊 (例如版本註解)，您可以使用 Adobe Bridge 搜尋這些資訊。

在多數情況下，即使當檔案的格式變更時 (例如，從 PSD 變更為 JPG)，檔案中仍會保留中繼資料。將檔案置入 Adobe 文件或專案中時，也會保留中
繼資料。

您可以使用「XMP 軟體開發套件」(XMP SDK) 來自訂中繼資料的建立、處理及交換作業。例如，您可以使用 XMP SDK，將欄位新增到「檔案資
訊」對話框。如需有關 XMP 和 XMP SDK 的詳細資訊，請蒞臨 Adobe 網站。

在 Adobe Bridge 和 Adobe Creative Suite 元件中使用中繼資料

許多可讓您組織、搜尋及記錄檔案和版本的強大 Adobe Bridge 功能，都取決於檔案中的 XMP 中繼資料。 Adobe Bridge 提供兩種使用中繼資料的方
式: 透過「中繼資料」面板和「檔案資訊」對話框 (InDesign) 或「內容檔案資訊」對話框 (InCopy)。

在某些情況下，相同的中繼資料屬性會有多個檢視存在。例如，某一個屬性可能會在一個檢視中標示為「作者」，而在另一個檢視中標示為「建立
者」，但是兩者都是指相同的基本屬性。 即使您為特定的工作流程自訂這些檢視，它們仍然會透過 XMP 而維持標準化。

使用檔案資訊對話框新增中繼資料

「檔案資訊」對話框會顯示目前文件的相機資料、檔案屬性、編輯步驟記錄、版權和作者資訊。「檔案資訊」對話框也會顯示自訂的中繼資料面板。
您可以直接從「檔案資訊」對話框新增中繼資料。您在欄位中輸入的任何資訊都會覆寫現有的中繼資料，並將新的值套用至所有選取的檔案。

1. 選擇「檔案 > 檔案資訊」(InDesign) 或「檔案 > 內容檔案資訊」(InCopy)。

2. 從對話框頂端的標籤選取下列任一項目:

您可以使用向左或向右箭頭來捲動這些索引標籤，或按向下箭頭，並且從清單選擇一個類別。

可以讓您輸入與檔案有關的文件資訊，像是文件標題、作者、描述以及可用來搜尋文件的關鍵字。若要指定版權資訊，請從「版權狀態」
彈出式選單中選取「受版權保護」。然後輸入版權擁有者、注意事項文字，以及擁有版權的人員或公司的 URL。

包含四個區域: 「IPTC 內容」會描述影像的視覺內容；「IPTC 連絡人」可列出攝影師的聯絡資訊；「IPTC 影像」可列出影像的描述性資
訊；「IPTC 狀態」可列出工作流程和版權資訊。

包含兩個區域: 「相機資料 1」會顯示相機與照相所用設定的相關唯讀資訊，像是製造廠商、機型、快門速度及光圈大小；「相機資料
2」可列出與相片有關的唯讀檔案資訊，包括像素尺寸及解析度。

列出視訊檔案的相關資訊，包括視訊影格寬度與高度，並讓您輸入相關資訊，例如磁帶名稱和場景名稱。

讓您輸入音訊檔案的相關資訊，包括標題、演出者、位元速率和重複播放設定。

列出行動媒體檔案的相關資訊，包括標題、作者、描述和內容類型。

可讓您根據「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 的類別來輸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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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稿

DICOM

步驟記錄

Illustrator

進階

原始資料

可讓您輸入新聞出處的有用檔案資訊，包括檔案建立的時間及地點、傳送資訊、特殊指示以及標題資訊。

列出 DICOM 影像的病人、研究、研究系列以及設備等資訊。

可針對以 Adobe Photoshop 所儲存的影像來顯示 Photoshop 的步驟記錄資訊。只有當您已安裝 Adobe Photoshop 時，才會出現「記
錄」標籤。

讓您套用文件描述檔，供列印、網頁或行動裝置輸出之用。

以命名空間和屬性來顯示儲存中繼資料用的欄位及結構，像是檔案格式與 XMP、Exif 及 PDF 屬性。

顯示與檔案有關的 XMP 文字資訊。

3. 在顯示的任何欄位中輸入要增加的資訊。

4. 按一下「確定」即可套用變更。

將中繼資料轉存為 XMP 檔

您可以將中繼資料儲存到 XMP 檔案中與其他使用者共用。這些 XMP 檔案可以當做範本用來填入 InDesign 文件和其他以 XMP 應用程式建立的文
件。 轉存的範本會儲存在所有 XMP 應用程式可存取的共用位置，同時也會出現在「檔案資訊」對話框底部的彈出式選單中。

1. 選擇「檔案 > 檔案資訊」(InDesign) 或「檔案 > 內容檔案資訊」(InCopy)。

2. 從對話框底部的彈出式選單中選擇「轉存」。

3. 輸入檔名、選擇檔案的位置，然後按一下「儲存」。

若要在「檔案總管」(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中檢視中繼資料範本，請按一下「檔案資訊」對話框底部的彈出式選單，然後選擇「顯
示範本檔案夾」。

從 XMP 檔讀入中繼資料

當您將中繼資料從轉存的 XMP 範本檔案讀入文件時，可以指定是否要在清除目前文件中的所有中繼資料之後新增中繼資料、保留相符中繼資料以外的
所有中繼資料，或是將相符中繼資料新增至現有中繼資料。

選擇「檔案 > 檔案資訊」(InDesign) 或「檔案 > 內容檔案資訊」(InCopy)。

從對話框底部的彈出式選單選擇 XMP 檔，然後選取讀入選項，再按一下「確定」。

從對話框底部的彈出式選單選擇「讀入」，然後選取讀入選項，再按一下「確定」。接著，按兩下要讀入的 XMP 範本檔案。

編輯影像檔案內的中繼資料

在 InDesign 中產生置入影像的標題時，會使用來自於置入影像的中繼資料。雖然您可以編輯 InDesign 文件的中繼資料，但是無法在 InDesign 中編輯
置入檔案的中繼資料。不過，您可以使用其原始的應用程式、使用 Finder 或檔案總管、或使用 Adobe Bridge 或 Adobe Mini Bridge，來變更置入影像
的中繼資料。

1. 在 InDesign中，於影像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再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編輯原稿」。

您也可以選擇「編輯時使用」，然後選擇一個應用程式，例如 Adobe Illustrator 或 Adobe Photoshop。

2. 在原始的應用程式中，選擇「檔案 > 檔案資訊」。

3. 編輯中繼資料，然後按一下「確定」。

您也可以選取 Adobe Bridge 中的影像，然後選擇「檔案 > 檔案資訊」來編輯影像中繼資料。請參閱使用檔案資訊對話框新增中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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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Maker 選單指令

回到頁首

PageMaker 檔案選單指令
PageMaker 編輯選單指令
PageMaker 版面選單指令
PageMaker 文字選單指令
PageMaker 元素選單指令
PageMaker 公用程式選單指令
PageMaker 檢視選單指令
PageMaker 視窗選單指令

藉由瀏覽這些表格，您可以瞭解 Adobe PageMaker 指令位於 AdobeInDesign CS5 的何處。

PageMaker 檔案選單指令

PageMaker 指令 InDesign 對等指令 其他資訊

檔案 > 新增 檔案 > 新增> 文件  

檔案 > 開啟舊檔 檔案 > 開啟舊檔  

檔案 > 最近的出版物 檔案 > 開啟最近使用的 (Windows®)  

檔案 > 關閉 檔案 > 關閉  

檔案 > 儲存 檔案 > 儲存 在 InDesign 中沒有偏好設定「縮小儲存」
或「快速儲存」。使用「儲存」進行快速儲
存，並使用「另存新檔」將文件精簡為最小
的可能大小。

檔案 > 另存新檔 檔案 > 另存新檔 請參閱上述註解。

檔案 > 回復 檔案 > 回復 InDesign 不像 PageMaker 一樣會回復為文
件的「簡易儲存」版本；InDesign 提供的
是不限層級的還原。

檔案 > 置入 檔案 > 置入  

檔案 > 取得 無對等指令 使用掃描器隨附的軟體掃描影像，接著將影
像置入 InDesign。

檔案 > 轉存 檔案 > 轉存  

檔案 > 連結管理員 視窗 > 連結  

檔案 > 文件設定 檔案 > 文件設定  

檔案 > 印表機樣式 檔案 > 列印預設集  

檔案 > 列印 檔案 > 列印  

檔案 > 列印 > 一般 編輯 > 偏好設定 (Windows) 或 InDesign >
偏好設定 (Mac OS)

您可以在「排版」、「單位與增量」、「參
考線與作業範圍」和「顯示效能」偏好設定
中找到對等設定。

檔案 > 偏好設定 > 線上 無對等指令 您可以在不設定代理的情況下，將物件從網
頁瀏覽器拖移至 InDesign。

檔案 > 偏好設定 > 版面調整 版面 > 版面調整 您可以同時指定版面調整選項，並啟用版面
調整。InDesign 中的設定與 PageMaker 中
的幾乎完全相同。依預設，尺標參考線會跟
隨著相關的欄或邊界參考線。如果要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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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取消選取「允許移動尺標參考線」。

檔案 > 偏好設定 > 補漏白 視窗 > 輸出 > 補漏白預設集 如果要指定補漏白偏好設定，請建立新的補
漏白預設集。

檔案 > 結束 (Windows) 或檔案 > 結束
(Mac OS)

檔案 > 結束 (Windows) 或 InDesign > 結束
InDesign (Mac OS)

 

PageMaker 編輯選單指令

PageMaker 指令 InDesign 對等指令 其他資訊

編輯 > 還原 編輯 > 還原 InDesign 提供不限層級的還原。

編輯 > 剪下 編輯 > 剪下  

編輯 > 拷貝 編輯 > 拷貝  

編輯 > 貼上 編輯 > 貼上 InDesign 不支援「物件連結與內嵌」；不
過，您可在「連結」面板中設定類似選項。

編輯 > 清除 編輯 > 清除  

編輯 > 全部選取 編輯 > 全部選取  

編輯 > 全部取消選取 編輯 > 全部取消選取  

編輯 > 版本 (Mac OS) 無對等指令 InDesign 不支援「出版/訂閱」；不過，您
可在「連結」面板中設定類似選項。

編輯 > 貼上多重 編輯 > 多重複製  

編輯 > 貼上特殊 編輯 > 貼上但不套用格式設定  

編輯 > 插入物件 (Windows) 檔案 > 置入  

編輯 > 編輯內文 編輯 > 在內文編輯器中編輯  

編輯 > 編輯原稿 編輯 > 編輯原稿 您也可以選擇「連結」面板選單中的「編輯
原稿」。

編輯 > 顯示剪貼簿 (Mac OS) 無對等指令  

編輯 > 注音/直排內橫排/強調標記/複合字符 「注音的置入方式與間距」、「直排內橫
排」和「著重號」(表示強調標記) 會出現在
「字元」面板選單上。請選擇「文字 > 字
符」，顯示「字符」面板。

編輯 > 垂直文字 文字 > 書寫方向 > 水平或垂直 您可以使用工具箱中的「垂直文字」工具。

PageMaker 版面選單指令

PageMaker 指令 InDesign 對等指令 其他資訊

版面 > 跳至頁面 版面 > 跳至頁面 您也可以按兩下「頁面」面板中的頁面圖
示，跳至該頁面。

版面 > 插入頁面 版面 > 頁面 > 插入頁面  

版面 > 移除頁面 版面 > 頁面 > 刪除頁面  

版面 > 排序頁面 視窗 > 頁面 按一下並拖移「頁面」面板中的頁面來進行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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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 > 後退 版面 > 後退  

版面 > 前進 版面 > 前進  

版面 > 欄參考線 版面 > 邊界和欄  

版面 > 拷貝主版參考線 無對等指令 來自任何特定主版的 InDesign 主版參考
線，總是會被拷貝至使用該主版的頁面。

版面 > 自動排文 在載入文字圖示  出現時按下 Shift 鍵。 您可以手動、自動 (使用自動排文) 或半自
動方式來移動文字。

PageMaker 文字選單指令

PageMaker 指令 InDesign 對等指令 其他資訊

文字 > 字體 文字 > 字體  

文字 > 大小 文字 > 大小  

文字 > 行距 文字 > 字元或字元模式中的控制面板 (視窗
> 控制)

依預設，InDesign 使用基線行距，而非
PageMaker 的預設等比行距。

文字 > 文字樣式 文字 > 字元或字元模式中的控制面板 (視窗
> 控制)

InDesign 會顯示所選取字體可用的文字樣
式。您也可以使用「快速套用」。

文字 > 專業微調 文字 > 字元或字元模式中的控制面板 (視窗
> 控制)

PageMaker 中的專業微調類似於 InDesign
中的視覺特殊字距微調。

文字 > 水平縮放 字元模式中的控制面板 (視窗 > 控制)  

文字 > 字元 文字 > 字元  

文字 > 段落 文字 > 段落  

文字 > 縮排/定位 文字 > 定位點  

文字 > 連字 文字 > 段落 從「段落」面板選單中，選擇「連字」。

文字 > 對齊 文字 > 段落或段落模式中的控制面板 (視窗
> 控制)

 

文字 > 樣式 文字 > 段落樣式或段落文字 > 字元樣式 InDesign 支援段落與字元樣式。

文字 > 定義樣式 文字 > 段落樣式或段落文字 > 字元樣式 從「段落樣式」面板中選擇「新增段落樣
式」，即可建立段落樣式。從「字元樣式」
面板中選擇「新增字元樣式」，即可建立段
落樣式。

PageMaker 元素選單指令

PageMaker 指令 InDesign 對等指令 其他資訊

元素 > 填色 視窗 > 顏色 > 色票，或視窗 > 顏色 > 顏色 InDesign 不支援圖樣填色。InDesign 中的
「色票」面板，等同於 PageMaker 中的
「顏色」視窗。

元素 > 線條 視窗 > 線條 從「線條」面板中選擇線條樣式，或是定義
自訂的線條樣式。

元素 > 填色和線條 視窗 > 顏色 > 色票、視窗 > 線條，及視窗
> 輸出 > 屬性

使用「色票」面板建立色調。在「屬性」面
板中指定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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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 > 框架 > 附加內容 無對等指令 InDesign 會針對文字檔案或讀入的圖形，
自動建立框架。如果要將內容貼上現有框
架，請選取框架，然後將內容置入或貼上框
架。

元素 > 框架 > 變更為框架 物件 > 內容 > [內容文字]  

元素 > 框架 > 下一個框架 檢視 > 其他 > 顯示串連文字  

元素 > 框架 > 上一個框架 檢視 > 其他 > 顯示串連文字  

元素 > 框架 > 從串連中移除 按兩下輸入埠或輸出埠，中斷串連。  

元素 > 框架 > 刪除內容 選取框架中的內容，然後按下「刪除」。 使用「文字」工具選取文字。使用「直接選
取」工具選取圖形。

元素 > 排列 物件 > 排列順序  

元素 > 對齊物件 (Windows) 或元素 > 對齊
(Mac OS)

視窗 > 物件與版面 > 對齊  

元素 > 繞圖排文 視窗 > 繞圖排文  

元素 > 群組 物件 > 群組  

元素 > 解散群組 元素 > 解散群組  

元素 > 鎖定位置 物件 > 鎖定位置  

元素 > 解除鎖定 物件 > 解除鎖定位置  

元素 > 遮色片 物件 > 剪裁路徑 您也可以透過建立遮色片形狀，拷貝想要建
立遮色片的影像，然後將其貼上形狀 (「編
輯 > 貼入範圍內」)，或是藉由調整其圖形
框架等方式，為圖形建立遮色片。

元素 > 取消遮色片 物件 > 剪裁路徑 請參閱上述註解。

元素 > 影像 > 影像控制 無對等指令 使用「編輯原稿」指令，變更原始應用程式
中的影像控制設定。

元素 > 影像 > CMS 來源 物件 > 影像色彩設定  

元素 > 影像 > Photoshop 效果 物件 > 效果  

元素 > 多邊形設定 在工具箱中連按兩下多邊形工具  

元素 > 圓角 物件 > 轉角選項  

元素 > 連結資訊 視窗 > 連結 選擇位於「連結」面板選單中的「連結資
訊」。

元素 > 連結選項 偏好設定 > 文字 或 視窗 > 連結 在「檔案處理偏好設定」中，選取或取消選
取「置入文字和試算表檔案時建立連結」。
或從「連結」面板選單中，選擇「解除連
結」。

元素 > 非列印 視窗 > 輸出 > 屬性  

元素 > 移除變形 無對等指令  

PageMaker 公用程式選單指令

PageMaker 指令 InDesign 對等指令 其他資訊

公用程式 > 增效模組 說明 > 設定增效模組 (Windows) 或
InDesign > 設定增效模組 (Mac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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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程式 > 尋找 編輯 > 尋找/變更 您可以在版面檢視或內文編輯器中進行「尋
找/變更」作業。

公用程式 > 尋找下一個 編輯 > 尋找下一個 請參閱上述註解。

公用程式 > 變更 編輯 > 尋找/變更 請參閱上述註解。

公用程式 > 拼字 編輯 > 拼字檢查 > 檢查拼字 您可以在版面檢視或內文編輯器中進行拼字
檢查。

公用程式 > 書冊 檔案 > 新增 > 書冊 使用「書冊」面板來新增、刪除與排序書冊
中的文件。

公用程式 > 索引項目 視窗 > 文字和表格 > 索引 如果要新增索引項目，請按一下「索引」面
板中的「新增」按鈕。

公用程式 > 顯示索引 參考模式中的索引面板 (視窗 > 文字和表格
> 索引)

 

公用程式 > 建立索引 視窗 > 文字和表格 > 索引 從「索引」面板中選擇「產生索引」。

公用程式 > 建立目錄 版面 > 目錄  

公用程式 > 定義色彩 視窗 > 顏色 > 色票 在「色票」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色票」。

PageMaker 檢視選單指令

PageMaker 指令 InDesign 對等指令 其他資訊

檢視 > 顯示主版項目 從「頁面」面板選單中選擇「隱藏/顯示主
版項目」。

 

檢視 > 顯示非列印項目 從工具箱中選取「正常檢視模式」 ，即可
檢視非列印項目。 如果要隱藏非列印項
目，請選取「預視模式」 。

您也可以針對不想列印的物件建立圖層，然
後在列印或轉存時顯示或隱藏該圖層。

檢視 > 放大顯示 檢視 > 放大顯示  

檢視 > 縮小顯示 檢視 > 縮小顯示  

檢視 > 實際大小 檢視 > 實際大小  

檢視 > 符合視窗 檢視 > 使頁面符合視窗或檢視 > 使跨頁符
合視窗

 

檢視 > 整個作業範圍 檢視 > 整個作業範圍  

檢視 > 縮放至 從位於文件視窗底部的「縮放」選單中選擇
放大層級。

 

檢視 > 隱藏/顯示尺標 檢視 > 隱藏/顯示尺標  

檢視 > 靠齊尺標 無對等指令  

檢視 > 零點鎖定 在零點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Windows) 或按
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滑鼠 (Mac OS)，然
後從出現的環境選單中選擇「鎖定零點」。

 

檢視 > 隱藏/顯示參考線 檢視 > 格點與參考線 > 隱藏/顯示參考線  

檢視 > 靠齊參考線 檢視 > 格點與參考線 > 靠齊參考線  

檢視 > 鎖定參考線 檢視 > 格點和參考線 > 鎖定參考線和檢視
> 格點與參考線 > 鎖定欄參考線

 

檢視 > 清除尺標參考線 使用 InDesign 鍵盤快速鍵，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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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l+Alt+G 鍵 (Windows) 或
Command+Option+G 鍵 (Mac OS) 選取現
有跨頁中的所有參考線，然後按下 Delete
鍵。

檢視 > 將參考線移至最下層 編輯 > 偏好設定 > 參考線與作業範圍
(Windows) 或 InDesign > 偏好設定 > 參考
線與作業範圍 (Mac OS)

選取「參考線置於後方」選項。

檢視 > 隱藏/顯示捲軸 無對等指令  

PageMaker 視窗選單指令

PageMaker 指令 InDesign 對等指令 其他資訊

視窗 > 排列圖示 (Windows) 無對等指令  

視窗 > 並排顯示 視窗 > 排列順序 > 並排顯示  

視窗 > 重疊顯示 視窗 > 排列順序 > 重疊顯示  

視窗 > 隱藏/顯示工具 視窗 > 工具  

視窗 > 隱藏/顯示控制面板 視窗 > 控制  

視窗 > 隱藏/顯示色彩 視窗 > 顏色 > 色票，或視窗 > 顏色 > 顏色  

視窗 > 隱藏/顯示樣式 視窗 > 樣式 > 段落樣式，或字元樣式  

視窗 > 隱藏/顯示圖層 視窗 > 圖層  

視窗 > 隱藏/顯示主版頁面 視窗 > 頁面  

視窗 > 隱藏/顯示超連結 視窗 > 互動 > 超連結  

視窗 > 增效模組面板 無對等指令 增效模組會在 InDesign 選單或面板或
InDesign 對話框中出現為新增的選項。

視窗 > [開啟文件的名稱] 視窗 > [開啟文件的名稱]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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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 QuarkXPress 和 PageMaker 文件

回到頁首

在 InDesign 中開啟 QuarkXPress 檔案
轉換 PageMaker 文件

在 InDesign 中開啟 QuarkXPress 檔案
InDesign 可以轉換 QuarkXPress 3.3 或 4.1x 的文件和範本檔案。 InDesign 也可以轉換多種語言的 QuarkXPress Passport 4.1x 檔案之文件和範本檔
案，從此不再需要將這些檔案先儲存為單一語言的檔案 (如果要轉換 QuarkXPress 5.0 或更新版本所建立的文件，請在 QuarkXPress 中重新開啟這些
文件，然後儲存為 4.0 格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QuarkXPress Conversion Guide」(PDF)，網址為 www.adobe.com/go/learn_quarkconv_tw。

開啟 QuarkXPress 文件或範本
1. 請確認原始的應用程式檔案已關閉。
2. 如果要確認所有的連結均有保留下來，請將所有連結的檔案拷貝至相同的 QuarkXPress 文件檔案夾下。
3. 在 InDesign 中，選擇「檔案 > 開啟舊檔」。
4. 在 Windows 中，請從「檔案類型」選單中選擇「QuarkXPress (3.3-4.1x)」或「QuarkXPress Passport (4.1x)」。
5. 選取一個檔案，然後按一下「開啟舊檔」。
備註： 如果 InDesign 無法轉換檔案或檔案中的特定部分，會出現警告說明無法轉換的原因以及轉換的結果。

6. 如果出現警告對話框，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按一下「儲存」將警告的拷貝儲存為文字檔案，然後在 InDesign 中開啟該檔案。

按一下「關閉」以關閉該對話框，並在 InDesign 中開啟該檔案。

7. 如果要正確地轉換 QuarkXPress 中套用的繞圖排文，請在 InDesign 中執行下列動作：

在「偏好設定」對話框的「排版」區域中選取「繞圖排文只會影響下面的文字」。

將「段落」面板選單中的「Adobe 單行視覺調整」指定給一個以上的段落。

如果您在使用轉換後的 QuarkXPress 文件時遇到問題，請使用「轉存」對話框將文件儲存為 InDesign Markup (IDML) 格式。 然後開啟 IDML 檔案
並另存為 InDesign 文件。

將 QuarkXPress 範本儲存為 InDesign 範本
1. 在 InDesign 中開啟範本。
2. 選擇「檔案 > 另存新檔」，並指定位置和檔案名稱。
3. 在「存檔類型」(Windows) 或「格式」(Mac OS) 選單中選擇「InDesign 範本」，然後按一下「儲存」。

轉換哪些 QuarkXPress 內容
開啟 QuarkXPress 檔案時，InDesign 會將原始的檔案資訊轉換為原生 InDesign 資訊：

文字方塊會轉換為 InDesign 文字框。

如果要正確地轉換套用在 QuarkXPress 中的繞圖排文，請在「偏好設定」對話框的「排版」區域中選取「繞圖排文只會影響下面的文字」。

樣式會轉換為 InDesign 樣式。

由於 QuarkXPress 使用不同的色彩描述檔，因此在 InDesign 中會忽略掉。

文字和圖形連結則會保留，並出現在「連結」面板中。

備註： 使用「貼上」指令新增至原始文件中的嵌入圖形不會進行轉換。 如需有關所嵌入圖形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連結和嵌入的圖形。
InDesign 不支援 OLE 或 Quark XTensions。因此，開啟包含 OLE 或 Quark XTensions 圖形的檔案時，那些圖形將不會出現在 InDesign 文
件中。如果 QuarkXPress 文件無法轉換，請檢查原稿並移除任何由 XTension 所建立的物件；然後儲存，並再次嘗試轉換。

所有的主版頁面和圖層會轉換為 InDesign 主版和圖層。

所有的主版頁面物件以及 QuarkXPress 參考線，會置入對應的 InDesign 主版頁面中。

群組化物件則保持群組，除了那些包含非列印項目的群組以外。

所有的線條和直線 (包含段落嵌線) 會轉換為最近似的線條樣式。自訂的線條和虛線會轉換為 InDesign 的自訂線條和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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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會轉換為相同的 InDesign 顏色，除了下列情形以外：

QuarkXPress 的多重油墨顏色會對應到 InDesign 中的混合油墨，除非多重油墨顏色包含少於一種的特別色。在這種狀況下，多重油墨顏色便會
轉換為印刷色。

QuarkXPress 4.1 顏色會依據其 CMYK 數值進行轉換。

QuarkXPress 3.3 HSB 顏色會轉換為 RGB，而來自色彩庫的顏色則會依據其 CMYK 數值進行轉換。

QuarkXPress 4.1 HSB 和 LAB 顏色會轉換為RGB，而來自色彩庫的顏色則會依據其 RGB/CMYK 數值進行轉換。

如需有關其他轉換問題的詳細資訊，請查看 Adobe 網站 (www.adobe.com/support) 上的支援說明文件。

轉換 PageMaker 文件
InDesign 可以轉換 Adobe PageMaker 6.0 和更新版本的文件和範本檔案。 開啟 PageMaker 檔案時，InDesign 會將原始的檔案資訊轉換為原生
InDesign 資訊。儲存的 InDesign 檔案具有副檔名 .indd。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PageMaker 轉換指南」(PDF)，網址為 www.adobe.com/go/learn_pmconv_tw。

在 InDesign 中開啟文件之前，您也許會想執行下列動作：

如果 PageMaker 檔案或其連結的圖形位於網路伺服器、磁片或抽取式磁碟機上，且資料傳輸時發生干擾，檔案可能無法如預期開啟。如果要避
免資料傳輸問題，在 InDesign 中開啟前，請先將文件及其連結拷貝至硬碟中，最好是與儲存 PageMaker 出版物相同的檔案夾中。

可使用 PageMaker 中的「另存新檔」清除不必要的隱藏資料。

如果要確認已保留所有連結，請將所有連結檔案拷貝至 PageMaker 出版物所儲存的同一個檔案夾下。

請確認所有必要字體都可在 InDesign 中使用。

修復 PageMaker 出版物中無效的圖形連結。

如果在轉換大型 PageMaker 文件時遇到問題，請將 PageMaker 檔案部分單獨轉換以找出問題。

如果無法在 PageMaker 中開啟損毀的 PageMaker 文件，請嘗試以 InDesign 開啟。InDesign 可開啟大部分 PageMaker 無法開啟的文件。

開啟 PageMaker 文件或範本

1. 請確認原始的應用程式檔案已關閉。

2. 在 InDesign 中，選擇「檔案 > 開啟舊檔」。

3. 在 Windows 中，請從「檔案類型」選單中選擇 PageMaker (6.0-7.0)。

4. 選取一個檔案，然後按一下「開啟舊檔」。

備註： 如果 InDesign 無法轉換檔案或檔案中的特定部分，會出現警告說明無法轉換的原因以及轉換的結果。

5. 如果出現警告對話框，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按一下「儲存」將警告的拷貝儲存為文字檔案，然後在 InDesign 中開啟該檔案。

不需要儲存文字檔案，在 InDesign 中按一下「關閉」即可開啟檔案。

如果您在使用轉換後的 PageMaker 文件時遇到問題，請使用「轉存」對話框將文件儲存為 InDesign Markup (IDML) 格式。 然後開啟 IDML 檔案
並另存為 InDesign 文件。

將 PageMaker 範本儲存為 InDesign 範本

1. 在 InDesign 中開啟範本。

2. 選擇「檔案 > 另存新檔」，並指定位置和檔案名稱。

3. 在「存檔類型」(Windows) 或「格式」(Mac OS) 選單中選擇「InDesign 範本」，然後按一下「儲存」。

常見的 PageMaker 轉換問題
請注意下列事項：

所有的主版頁面和圖層會轉換為 InDesign 主版和圖層。PageMaker 中的主版頁面會轉換為 InDesign 的主版頁面，同時保留所有物件 (包含頁碼
和參考線)。如果要保留重疊項目的順序，InDesign 會在轉換 PageMaker 出版物時建立兩個圖層：「預設」和「主版預設」。「主版預設」包含
主版頁面的項目。

PageMaker 文件參考線在 InDesign 中是置入於「預設」圖層。

PageMaker 作業範圍上的所有項目會出現在 InDesign 文件中第一個跨頁的作業範圍上。

在 PageMaker 中設定為「非列印」的所有物件會在 InDesign「屬性」面板中轉換為選取「非列印」的物件。

群組化物件則保持群組，除了那些包含非列印項目的群組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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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和表格轉換問題

請注意下列事項：

文字會轉換為 InDesign 文字框。

PageMaker 檔案中的表格會轉換為 InDesign 表格。

樣式會轉換為 InDesign 樣式。PageMaker 中的 [無樣式] 等於 InDesign 中的 [無段落樣式]。不過，如果在輸入文字到 PageMaker 出版物中前先
選取了已命名樣式，[無段落樣式] 會揀選該樣式的屬性。

InDesign 會對所有段落使用「Adobe 段落視覺調整」，使部分文字重排。可將「Adobe 單行視覺調整」指定至一或多個段落，建立更近似於
PageMaker 排版引擎的分行符號，但文字可能仍會重排。

InDesign 僅使用基線行距。PageMaker 中的「等比」行距和「大寫字頂端」行距會轉換為 InDesign 中的基線行距，但可能會造成文字位移。

轉換文字的首行基線可能與在 InDesign 中建立的文字不同。轉換文字的首行基線會設定為「行距」；依預設，在 InDesign 中建立的文字首行基
線是設定為「l 高度」。

InDesign 使用與 PageMaker 不同的連字方式，因此換行符號有可能會不同。

陰影文字會轉換為純文字。外框文字則轉換為含 0.25 英吋線條和「紙張」填色的文字。

書冊、索引和目錄轉換問題

請注意下列事項：

InDesign 開啟 PageMaker 出版物時會忽略書冊清單。如果想要同時開啟書冊清單中的所有書冊，請在 PageMaker 中選取為「無」的版面上執
行「建立小冊」增效模組，將已建立書冊的出版物組合為一個書冊。 請注意，文字區塊和文字框將不再串連。

PageMaker 出版物中的索引項目會出現在 InDesign 的「索引」面板中。含使用「請參閱以下主題」或「另請參閱以下主題」選項之交互參照的
文字會對應為「請參閱」或「另請參閱」。

「目錄」文字會轉換為「目錄」，還可以在 InDesign「目錄」對話框的樣式彈出式選單中使用 PageMaker「目錄樣式」。

連結與嵌入轉換問題

請注意下列事項：

文字和圖形連結則會保留，並出現在「連結」面板中。

如果 InDesign 找不到圖形的原始連結，會出現警告詢問您是否要修復 PageMaker 中的連結。

InDesign 不支援 OLE (物件連結與嵌入)。因此，開啟包含 OLE 圖形的檔案時，那些圖形將不會出現在 InDesign 文件中。

顏色和補漏白轉換問題

請注意下列事項：

顏色會精確地轉換為 InDesign 的顏色。PageMaker HLS 顏色會轉換為 RGB 顏色，而來自其他色彩庫的顏色則會依據其 CMYK 數值進行轉
換。

色調會轉換為百分比的父顏色。如果父顏色不在「色票」面板中，會在轉換時將其新增進去。 選取含色調的物件時，也會選取「色票」面板中的
父顏色，而且色調值會出現在彈出式選單中。

PageMaker 檔案的色彩描述檔會直接轉換。所有的 Hexachrome 顏色會轉換為 RGB 數值。使用預設的 CMS 設定和在 InDesign 中指定的描述
檔，取代與 ICC 不相容的描述檔。

所有的線條和直線 (包含段落嵌線) 會轉換為最近似的預設線條樣式。自訂的線條和虛線會轉換為 InDesign 的自訂線條和虛線。

InDesign 不支援網屏圖樣或在「影像控制」中套用至 TIFF 影像的角度；會從讀入的 TIFF 檔案中將其丟棄。

在 PageMaker 「補漏白偏好設定」對話框中的「自動疊印黑色線條」或「填色」(或同時) 為選取時，其設定會帶入 InDesign，但「屬性」面板
中的「疊印線條」或「疊印填色」會取消選取。

如需其他關於 PageMaker 轉換問題的詳細資訊，請檢查 Adobe 網站上的支援說明文件。

更多說明主題

PageMaker 轉換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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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封裝

回到頁首

建立並傳送封裝 (InDesign)
接收封裝 (InCopy)
接收傳回的封裝 (InDesign)

建立並傳送封裝 (InDesign)
在理想情況下，小組所有的 InDesign 和 InCopy 使用者都可以存取工作檔案所在的伺服器。 不過，如果有一或多位使用者無法存取共用伺服器，您可
以建立並散佈壓縮的工作封裝。 在處理工作之後，InCopy 使用者必須重新封裝並傳回工作檔案，以整合至 InDesign 文件。 在 InDesign 中建立的封
裝檔案包含 .icap 副檔名。在 InCopy 中建立的傳回封裝檔案包含 .idap 副檔名。

您可以使用兩個指令來封裝檔案：「封裝供 InCopy 使用」和「封裝並以電子郵件傳送」。使用「封裝供 InCopy 使用」，建立可手動散佈的壓縮封
裝；使用「封裝並以電子郵件傳送」，建立會自動附加至電子郵件的壓縮封裝。

備註： 請勿將工作封裝與 InDesign 中的「檔案 > 封裝」指令混淆，後者可讓您將文件及其資源裝訂起來並傳送到印表機。

建立用來手動散佈的封裝
1. 建立工作，並加入要包含在封裝中的內容。

只有已存回的內容才能包含在封裝的工作中。如果有取出的任何內容，系統會提示您存回內容。

2. 在「工作」面板中選取工作，並從面板選單中選擇「封裝供 InCopy 使用」。
3. 指定封裝檔案的名稱和位置，然後按一下「儲存」。

您可以將封裝檔案附加至電子郵件、上載至 FTP 伺服器，或拷貝至磁碟或其他外接媒體。

備註： 在建立封裝之後，選擇「編輯 > 還原」會取消封裝並解除鎖定工作中的項目，但不會從電腦刪除封裝檔案或取消傳送電子郵件。

建立以電子郵件傳送的封裝 (InDesign)
1. 建立工作，並加入要包含在封裝中的內容。

只有已存回的內容才會包含在封裝的工作中。 如果有取出的任何內容，系統會提示您存回內容。

2. 在「工作」面板中選取工作，並從面板選單中選擇「封裝供 InCopy 使用並以電子郵件傳送」。

壓縮的工作封裝隨即建立，並將其附加至預設電子郵件應用程式的電子郵件中。

備註： 如果要使用不同的電子郵件應用程式，請變更預設電子郵件應用程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系統文件。
3. 編輯電子郵件，新增收件者並提供任何指示。 傳送郵件。

工作中的所有項目都會取出給指定的使用者。 不過，封裝本身的內容不會鎖定，所以任何人都可以開啟封裝進行編輯。

取消封裝
有時候您傳送的封裝並未傳回。 例如，郵件可能遺失，或者收件者可能不再負責專案。 在這種狀況下，您可以取消封裝。

1. 在「工作」面板中選取封裝工作，並從面板選單中選擇「取消封裝」。
2. 按一下「確定」，取消封裝。

取消封裝不會從電腦移除封裝檔案。

封裝取消時，封裝的內容會變成可編輯的。 請注意，如果有人傳回已取消的封裝，就會發生衝突。

更新封裝
建立封裝之後，您可能想要新增、移除項目或調整其大小。

1. 在封裝工作中新增、移除一或多個內文，或調整其大小。
2. 在「工作」面板中選取工作，並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從「工作」面板選單中選擇「更新封裝」。 指定檔案名稱與位置。 將更新的封裝置於共用伺服器上或以電子郵件傳送，提供使用者使用。
請記得通知 InCopy 使用者已更新封裝。

從「工作」面板選單中選擇「更新封裝並以電子郵件傳送」，然後傳送郵件。

當 InCopy 使用者開啟更新的封裝時，只有新內容會自動新增至工作中；InCopy 使用者可以決定是否覆寫現有內容，讓他們保留先前的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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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封裝 (InCopy)
您可能會從建立封裝的 InDesign 使用者或從轉寄封裝的 InCopy 使用者接收封裝。 當您開啟工作封裝時，封裝會解壓縮，並且內容會拷貝至 InCopy
工作檔案夾的新次檔案夾中。

開啟封裝 (InCopy)
 如果要開啟 InCopy 封裝 (*.icap 或 *.incp)，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使用電子郵件應用程式啟動封裝。 例如，按兩下附件檔案。

使用「檔案總管」或 Finder 開啟檔案。 例如，按兩下檔案或將其拖移至 InCopy 應用程式圖示。

在 InCopy 中，選擇「檔案 > 開啟舊檔」，然後按兩下封裝工作檔案。

在 InCopy 中，從「工作」面板選單中選擇「開啟封裝」，然後按兩下封裝檔案。

現在您就可以編輯封裝中的內文。 當您開始編輯內文時，系統會提示您取出框架內容。 完成編輯時，請儲存所有內容並且傳回或轉寄封裝。

傳回或轉寄封裝 (InCopy)
在開啟並編輯封裝之後，您可以將其傳送至另一位 InCopy 使用者，或傳回給建立封裝的 InDesign 使用者。 為其他 InCopy 使用者建立的封裝檔案副
檔名為 .icap；為 InDesign 使用者建立的傳回封裝檔案副檔名則為 .idap。

1. 編輯並存回要包含在封裝中的內容。
2. 在「工作」面板選單中，選擇下列任一項目：
轉寄供 InCopy 使用 為另一名 InCopy 使用者建立封裝。 指定封裝檔案的名稱和位置，然後提供給 InCopy 使用者使用。

轉寄供 InCopy 使用並以電子郵件傳送 為另一名 InCopy 使用者建立封裝，並以電子郵件傳送。 封裝會顯示在預設電子郵件應用程式中做為新
郵件的附件。 指定收件者、提供指示並傳送電子郵件。

傳回供 InDesign 使用 建立封裝，傳回給 InDesign 使用者。

傳回供 InDesign 使用並以電子郵件傳送 建立封裝，並以電子郵件傳送給 InDesign 使用者。封裝會顯示在預設電子郵件應用程式中做為新郵件
的附件。 指定收件者、提供指示並傳送電子郵件。

接收傳回的封裝 (InDesign)
 如果要開啟 InDesign 封裝 (*.idap 或 *.indp)，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使用電子郵件應用程式啟動封裝。 例如，按兩下附件檔案。

使用「檔案總管」或 Finder 開啟檔案。 例如，按兩下檔案或將其拖移至 InDesign 應用程式圖示。

在 InDesign 中，選擇「檔案 > 開啟舊檔」，然後按兩下封裝檔案。

在 InDesign 中，從「工作」面板選單中選擇「開啟封裝」，然後按兩下封裝檔案。

當您開啟封裝時，系統會提示您更新所有連結。 如果在封裝工作後已修改內文，您可以決定更新或取消連結 InDesign 檔案中的內容。 傳回並存回檔
案中的內文之後，您可以取出並編輯內容。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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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之間移動內容 (InDesign)
刪除工作 (InDesign)
重新連結遺失的工作檔案 (InDesign)
更正錯誤
覆寫鎖定的檔案 (InDesign)
解除連結內容檔案 (InDesign)
將 InCopy 檔案置入 InDesign 文件中

在工作之間移動內容 (InDesign)
InDesign 使用者可在現有工作之間移動內容，以及從「工作」面板的「未指定的 InCopy 內容」區段中移動內容。 您也可以建立新工作並將內容移至
其中。

1. 儲存 InDesign 文件。
2. 在「工作」面板中，按一下工作名稱左邊的箭頭，顯示工作內容。
3. 選取工作中的項目。
4.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將內容從某個工作拖移至另一個工作。

如果要將內容移至現有工作，請從「工作」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至工作」，然後選取所要的工作。

如果要建立新工作並將內容移至其中，請從「工作」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至工作 > 新增」，然後在「新增工作」對話框中指定選項。

5. 從「工作」面板選單中選擇「更新所有工作」。

如果工作清單很短，您可能會偏好在工作和「未指定的 InCopy 內容」區段之間拖移內容項目。

刪除工作 (InDesign)
 在「工作」面板中選取一或多個工作，然後選擇面板選單中的「刪除工作」。
刪除工作會完成下列作業：

從文件中移除工作資料。

從檔案系統中刪除工作檔案。

從清單中移除工作名稱。

將任何 InCopy 內容移至「工作」面板的「未指定的 InCopy 內容」區段中。

備註： 如果 InCopy 使用者開啟已在 InDesign 中刪除的工作，便會出現警告訊息通知 InCopy 使用者該項工作已遭刪除。 不過，內容檔案不會刪
除，而且可以更新，不會失去變更。

重新連結遺失的工作檔案 (InDesign)
如果您從磁碟移動或刪除工作檔案，然後開啟從中建立檔案的 InDesign 文件，InDesign 不會知道工作檔案的位置。 您必須重新建立工作檔案，讓
InDesign 找到它。

在原始位置上重新建立工作檔案
 在「工作」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取遺失的工作 (它仍然會列在面板中)，然後從面板選單中選擇「更新選取的工作」。

從面板選單中選擇「更新所有工作」。

變更工作位置
 如果要在新位置上重新建立工作檔案，請在「工作」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取工作，然後從面板選單中選擇「變更工作位置」。 指定新檔案的位置和名稱。

按兩下該工作名稱。 在「工作選項」對話框中，按一下「變更」，然後指定新檔案的位置和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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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錯誤

如果發生錯誤，您可以放棄上次「儲存」指令後所做的變更，然後從檔案系統復原內容。

因為 InDesign 會在您儲存 InDesign 文件時，自動儲存每個可編輯的 InCopy 內容檔案，所以「取消取出」指令只會復原上次變更文件後的版本。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還原最近一次變更，請選擇「編輯 > 還原動作」。

如果要還原上次儲存文件後進行的所有變更，請選擇「檔案 > 回復內容」。

如果要還原上次儲存版本後的變更並且移除鎖定檔案，請在「工作」面板中選取內容，然後從面板選單中選擇「取消取出」。 這個動作會導致內
容變成唯讀內容，而且可供其他人取出。

覆寫鎖定的檔案 (InDesign)
如果使用者未能及時了解其動作對工作流程中其他使用者所造成的影響，可能會發生內容狀態和擁有權的衝突意外。 必要時，InDesign 使用者可以解
除連結其他使用者所取出的鎖定檔案，並且取得檔案的控制權限，解決衝突。 解除連結檔案會將內容儲存在 InDesign 文件中，但不再與 InCopy 共用
內容。

解除連結內容檔案 (InDesign)
必要時 (例如，因為生產最後期限)，InDesign 使用者可以解除連結內容檔案，從受管理的工作流程和「連結」面板中移除此內容檔案。 如果要讓內容
再次可供編輯，您必須使用不同檔案名稱，將它重新轉存為 InCopy 內容。 這可確保舊鎖定檔案不會防止使用者編輯檔案。
備註： 解除連結已取出的檔案會將它從工作流程中移除，並從磁碟中刪除鎖定檔案。 您可以重新轉存內容並且覆寫檔案名稱，而不會發生衝突。

 如果要解除連結 InCopy 內容檔案，請在「連結」面板中選取檔案 (副檔名為 .icml 或 .incx)，然後在面板選單中選擇「解除連結」。解除連結會將
內容嵌入文件中，並且會移除磁碟上 InCopy 檔案的連結。
如果要重新連結檔案，請選擇「編輯 > 還原解除連結」。
您也可以刪除框架來解除連結，或使用 InDesign 的「連結」面板，將內容檔案重新連結至另一個檔案。您也可以在「工作」面板中選取內文，然
後將它拖移到「垃圾筒」圖示。

將 InCopy 檔案置入 InDesign 文件中
雖然一般工作流程始於 InDesign 中，在此會定義基本版面以及文字和圖形預留位置，然後轉存至 InCopy，但不同工作流程也可以始於獨立的 InCopy
內容檔案 (.icml 或 .incx)，接著使用「檔案 > 置入」指令將其置入 InDesign 中。

將 InCopy 內容檔案置入 InDesign 文件時，請注意下列相依性：

樣式 如果 InCopy 文字檔案已套用樣式，這些樣式會新增至 InDesign 文件的樣式清單中。 如果發生樣式名稱衝突，InDesign 會以其現有樣式覆寫讀
入的樣式。

版面 您可以在 InDesign 中建立內容的基本版面幾何，然後從文字處理應用程式中建立或讀入文字和樣式 (置入 InCopy 中的文字檔案會嵌入 InCopy
文件中，而且不會連結至任何外部檔案)。
置入/複製 如果多次置入相同的 InCopy 內容檔案，則每個內容實例都會顯示在 InDesign「連結」面板中，但會以一個內容檔案管理全部的實例。 對
於內容檔案的任何完全符合拷貝 (以任何複製方法)，也是相同情況。
備註： 如果您在受管理的 InCopy 內容檔案中拷貝並貼上部分 (但非全部) 文字，產生的新內容檔案不會連接到原始檔案而且不會連結至任何外部檔案
(InCopy 或其他)。 原始和貼上的部分可以獨立編輯。
更新/管理 一旦受管理內容檔案的多個實例出現在 InDesign 文件中，它們會分開作用，就像在兩個應用程式中開啟一樣。 例如，取出內容檔案的一個
實例，會鎖定所有其他實例，因此只能編輯取出的實例。 在此情況下，您可以適時使用「更新」指令，重新整理內容的其他 (開啟) 實例。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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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偏好設定和預設值
設定一般偏好設定
設定預設值
復原所有偏好設定與預設值
關於 InDesign 樣式與預設集

關於偏好設定和預設值

「偏好設定」包含的設定有面板位置、度量選項，以及圖形與印刷樣式的顯示選項等。偏好設定的設定會指定 InDesign 文件與物件初始運作的方式。

設定一般偏好設定

本節會說明「偏好設定」對話框中「一般」標籤內的偏好設定。如需其他偏好設定的資訊，請搜尋適當的設定。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一般」(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一般」(Mac OS)，然後選擇要指定的偏好設定類型。
2. 在「頁碼」區段中，從「檢視」選單中選擇編排頁碼的方法(請參閱在頁面面板中顯示獨立或章節編號)。
3. 在「字體下載和內嵌」區段中，根據字體包含的字符數目指定臨界值，以觸發字體子集。這個設定會影響「列印」與「轉存」對話框內的字體下
載選項。

4. 在「縮放時」區段中，您可以決定面板如何反映縮放物件，以及縮放框架的內容行為。

如果您想在文字框縮放時變更點數大小，請選取「套用至內容」(請參閱縮放文字)。如果選取了這個選項，當圖形框架縮放時，影像的大小
百分比值會變更，但是框的百分比值會還原為 100%(請參閱縮放物件)。

選取「調整縮放百分比」，在您縮放文字時顯示原本的點數大小，並將新的點數大小顯示在括號中。當您在縮放圖形框架時如果選取了這個
選項，框與影像的百分比大小都會變更。

5. 按一下「重設所有警告對話框」顯示所有警告，包含已勾選不顯示的警告 (警告出現時，可以選取核取方塊，以防再度出現該警告)。

設定預設值

如果在沒有開啟文件的情況下變更設定，變更的設定會設為新文件的預設值。如果變更設定時有文件開啟，則變更僅影響該文件。

同樣地，如果在沒有選取物件的狀況下變更設定，變更的設定就會設為新物件的預設值。

變更新文件的預設設定
1. 關閉所有的文件。
2. 變更任一選單項目或面板或對話框的設定。

如果對大部分文件使用相同的頁面大小與語言，就可以在沒有開啟文件的情況下變更這些預設值。例如，如果要變更預設頁面大小，請關閉所有文
件，選擇「檔案 > 文件設定」，然後選取所要的頁面大小。如果要設定預設字典，請關閉所有文件，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字典」(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字典」(Mac OS)，然後從「語言」選單中選取選項。

為文件中新物件指定預設設定
1. 在開啟文件的情況下，選擇「編輯 > 全部取消選取」。
2. 變更任一選單項目或面板或對話框的設定。

復原所有偏好設定與預設值

當 InDesign 行為出現不正常的情形，刪除偏好設定 (也稱為「丟棄偏好設定」或「移除偏好設定」) 通常可以解決問題。

最好是建立名為「InDesign Defaults」和「InDesign SavedData」的偏好設定檔案備份。與其移除偏好設定，您可改為在有問題且毀損的偏好設定檔
案上拷貝這些備份檔案，就不會遺失任何自訂。

Mike·Witherell·在·Adobe·InDesign·預設集·(PDF，僅英文)·中，提供當您復原偏好設定時會受到影響的詳細檔案清單。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Windows) 啟動 InDesign，然後按 Shift+Ctrl+Alt 鍵。詢問您是否要刪除偏好設定檔案時，按一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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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OS) 按 Shift+Option+Command+Control 鍵，啟動 InDesign。 詢問您是否要刪除偏好設定檔案時，按一下「是」。

在 Adobe InDesign 偏好設定檔案中，儲存了各種程式偏好設定與預設設定。這些檔案，包括 InDesign 預設檔案，會在您每一次結束 InDesign 時儲
存。若要手動刪除或重新命名，偏好設定檔案的位置如下所示：

Mac OS

InDesign SavedData Users/[使用者]/Library/Caches/Adobe InDesign/Version [版本]/InDesign SavedData

InDesign Defaults Users/[使用者]/Library/Preferences/Adobe InDesign/Version [版本]/InDesign Defaults

Windows XP

InDesign SavedData \Documents and Settings\[使用者名稱]\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Adobe\InDesign\Version [版本]\Caches

InDesign Defaults \Documents and Settings\[使用者名稱]\Application Data\Adobe\InDesign\Version [版本]

Windows Vista 或 Windows 7

InDesign SavedData Users\[使用者名稱]\AppData\Roaming\Adobe\InDesign\Version [版本]\Caches\InDesign SavedData

InDesign Defaults C:\Users\[使用者名稱]\AppData\Roaming\Adobe\InDesign\Version [版本]\InDesign Defaults

關於 InDesign 樣式與預設集
您可以儲存設定以供重複使用，包括下列項目的設定在內:

建立段落和字元樣式(請參閱新增段落和字元樣式)。

建立物件樣式(請參閱物件樣式)。

建立表格和儲存格樣式(請參閱表格和儲存格樣式)。

建立 PDF 轉存預設集(請參閱自訂 Adobe PDF 預設集)。

建立列印預設集。所有「列印」對話框中的屬性都包含在樣式內(請參閱列印文件或書冊)。

建立補漏白預設集(請參閱色彩補漏白)。

建立透明度平面化預設集(請參閱平面化透明圖稿)。

建立目錄樣式(請參閱 建立多個清單的目錄樣式)。

儲存工作區組態。

建立線條樣式(請參閱定義自訂線條樣式)。

一般而言，要先變更對話框內的功能設定，然後儲存設定。樣式與預設集會儲存在建立樣式與預設集的文件中。藉由從另一份文件讀入或載入樣式與
預設集，即可使用另一份文件的設定。此外，大多數預設集都可以分別轉存或儲存為檔案，並傳送到其他電腦上。

Mike Witherell 在 Adobe InDesign 預設集 (PDF，僅英文) 中，提供詳細的預設集清單。

書冊檔案中的所有文件也可共用樣式與預設集。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同步化書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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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箱

回到頁首

工具箱概觀
工具簡介
選取工具收藏館
繪圖和文字工具收藏館
變形工具收藏館
修改和導覽工具收藏館

工具箱概觀

工具箱中的某些工具可用來選取、編輯和建立頁面元素。而其他的工具則是用來選擇類型、形狀、線條和漸層。您可變更工具箱的整體版面，以配合
您偏好的視窗和面板版面。依預設，工具箱會顯示一個垂直的工具欄。您也可以設定為兩個垂直欄或單一水平列。但是，工具箱中的個別工具位置無
法重新排列。您可以拖曳工具箱的頂端加以移動。

只要按一下就可以選取預設工具箱中的工具。工具箱也包含多種與目前所見工具有關的隱藏工具。工具圖示右邊如果有箭號，表示另有隱藏工具。按
一下然後按住目前工具箱中的工具，再選取所要的工具，即可選取隱藏工具。

當您將指標停留在工具上方時，會顯示工具名稱及其鍵盤快速鍵，出現的文字即稱為「工具提示」。 您可在「介面」偏好設定的「工具提示」選單中
選擇「無」來關閉工具提示。

開啟「工具提示」面板 (選擇「視窗 > 公用程式 > 工具提示」)，查看哪個快速鍵和輔助按鍵可以和選取的工具搭配使用。

備註： CS5.5 或更早的版本不提供「內容收集器」及「內容置入器」工具。

顯示工具箱
 選擇「視窗 > 工具」。

顯示工具選項
 在工具箱中按兩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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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步驟僅適用某些工具，例如「滴管」、「鉛筆」和「多邊形」工具。

顯示並選取隱藏工具

1. 在工具箱中，讓指標停留於含有隱藏工具的工具上方，並按住滑鼠按鈕。

2. 隱藏工具顯示時，請選取想要的工具。

暫時選取工具
1. 選取一個工具時，按住不同工具的鍵盤快速鍵。
2. 繼續按住鍵盤快速鍵，然後執行動作。
3. 放開鍵盤快速鍵即會返回上一個工具。

例如，如果選取「間隙」工具，請先按住 V 鍵以暫時使用「選取」工具。放開 V 鍵時，即會選取「間隙」工具。

檢視工具提示
「工具提示」面板會說明輔助按鍵如何與選取的工具搭配使用。

1. 請選擇「視窗 > 公用程式 > 工具提示」來顯示「工具提示」面板。

2. 在工具箱中選取一個工具，來檢視該工具、其輔助按鍵以及快速鍵的描述。

變更工具箱版面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介面」(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介面」(Mac OS)。

2. 從「浮動工具面板」選單選擇版面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您也可以按一下工具箱頂端的雙箭頭圖示，變更工具箱的版面。

工具簡介

文字工具 在標準或自訂區塊或路徑中，建立並設定文字格式。(請參閱建立文字框)。
繪製工具 繪製並樣式化簡單和複雜的物件，包含矩形、橢圓形、多邊形、任意形狀(請參閱繪圖)。
選取工具 選取 (啟動) 物件、點或線條(請參閱選取物件)。
變形工具 改變物件外框、重設物件方向和調整物件大小(請參閱變形物件)。
導覽工具 可在文件中到處移動、控制文件檢視和測量距離(請參閱放大顯示與縮小顯示以及尺標與度量單位)。
剪刀工具 分割路徑和框架(請參閱分割路徑)。

選取工具收藏館

「選取」工具可選取整個物
件。

「直接選取」工具可選取框架
中路徑或內容上的點。

「頁面」工具可讓您在文件內建
立多個頁面大小。

「間隙」工具可調整物件之間的
間距。

繪圖和文字工具收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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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筆」工具可繪製直線和曲
線路徑。

「新增錨點」工具可將錨點新
增至路徑。

「刪除錨點」工具可從路徑中移
除錨點。

「轉換方向點」工具可轉換轉角
控制點和平滑控制點。

「垂直文字」工具可建立垂直
文字框並選取文字。

「路徑」工具上的「文字」可
在路徑上建立及編輯文字。

「鉛筆」工具可繪製任意形狀的
路徑。

「平滑」工具可移除路徑中多餘
的角度。

「擦除」工具可在路徑上刪除
點。

「直線」工具可繪製直線區
段。

「矩形框架」工具可建立正方形
或矩形預留位置。

「橢圓框架」工具可建立圓形或
橢圓預留位置。

「多邊形框架」工具可建立多
邊形狀預留位置。

「矩形」工具可建立正方形或
矩形。

「橢圓形」工具可建立圓形或橢
圓。

「多邊形」工具可建立多邊形
狀。

變形工具收藏館

「任意變形」工具可旋轉、縮
放或傾斜物件。

「旋轉」工具可繞著固定的點
旋轉物件。

「縮放」工具可繞著固定的點調
整物件大小。

「傾斜」工具可繞著固定的點傾
斜物件。

修改和導覽工具收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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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管」工具可從物件中對顏
色或文字屬性取樣，並將它們
套用至其他物件。

「度量」工具可測量兩點之間
的距離。

「漸層色票」工具可調整物件中
漸層的起始和結束點及角度。

「漸層羽化」工具可將物件淡入
背景中。

「剪刀」工具可在指定點剪下
路徑。

「手形」工具可在文件視窗中
移動頁面檢視。

「縮放顯示」工具會在文件視窗
中增加或減少檢視放大比例。

「註解」工具可新增注釋。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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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和設計

連結內容

Anne-Marie Concepcion  (2012/05/15)
教學影片

觀看此教學課程影片，學習如何建立和更新相同文件及其他文件中，物件之間的連結。

檢視表格工具

Anne-Marie Concepcion  (2012/05/15)
教學影片

InDesign 中與表格欄位相關的按鈕、對話框與選單指令的概述。比較建立互動式表格的新舊方式。

在 Acrobat 中測試表格
Anne-Marie Concepcion  (2012/05/15)
教學影片

此教學課程顯示 InDesign 表格欄位在 Acrobat 或 Reader 中的顯示外觀。接著，瞭解如何在 Acrobat 中繼續修改互動式欄位以取得其他功
能，以及表格在 Acrobat 中的執行方式。

使用框架

Kelly McCathran  (2012/05/15)
教學影片

所有置入 InDesign 的項目都放在框架中。您可以從頭建立框架，或者如果您「置入」(讀入) 文字或影像至文件中，InDesign 就會自動為您
建立框架。

建立交互參照 (影片 5:45)，CS4-CS6
David Blatner  (2011/01/01)
教學影片

瞭解新增交互參照的程序步驟。建立交互參照，當目標文字或分頁變更時，交互參照也會快速更新。建立自訂的交互參照格式。

利用中繼資料產生影像標題 (PDF，148 KB)
文章  (2011/01/01)
這個簡短教學課程示範如何使用中繼資料並在版面中自動產生影像標題。

格點模式和即時均分 (影片 2:48)
Michael Ninness  (2011/01/01)
教學影片

觀賞如何使用「已格點化」的設計工具，在運作過程中快速建立格點的方式。

即時標題 (影片 3:04)
Michael Ninness  (2011/01/01)
教學影片

查看 InDesign CS5 和更新版本讓您如何利用內嵌於影像中的中繼資料來建立即時標題，然後自動且有彈性地在版面中置入它們。

製作閃亮的圖形 (PDF，203 KB)
Mike Rankin  (2011/01/01)
文章

這個教學課程示範如何在版面的物件上套用閃亮且光滑的效果。

管理使用多個頁面大小的文件 (PDF，136 KB)
文章  (2011/01/01)
這個簡短的教學課程示範如何在 InDesign CS5 和更新版本中管理使用多個頁面大小的文件。

Mini Bridge: 取得資產的存取權 (PDF，180 KB)
文章  (2011/01/01)
使用 Bridge 做為 InDesign 內部的浮動面板。就是 Mini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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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新的頁面工具來混合頁面大小 (影片 8:03)
Anne-Marie Concepcion   (2011/01/01)
教學影片

利用在單一檔案內混合頁面大小的新功能，來建立完整的摺頁冊和書冊封面以及文字。

跨欄與分割欄的段落 (影片 2:01)
Michael Ninness  (2011/01/01)
教學影片

觀看如何在 InDesign CS5 和更新版本中，以較少步驟建立複雜的版面，包含跨欄與分割欄的段落。

旋轉跨頁檢視 (影片 3:31)，CS4-CS6
David Blatner  (2011/01/01)
教學影片

在旋轉頁面上的一個或多個物件時，瞭解如何旋轉跨頁檢視，以便更容易編輯。探索數個可節省時間的導覽提示。

跨欄與分割欄 (影片 6 分 15 秒)
Anne-Marie Concepcion  (2011/01/01)
教學影片

在任意數目的欄上設定橫跨標頭，或者將一個欄群組分割成額外的欄以節省垂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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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的文件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文件預設

方式

頁數

起始頁碼 #

對頁

主版文字框

主要文字框

建立新文件

新增文件

新增文件選項

文件視窗概觀

建立自訂頁面大小

定義文件預設集

使用預設集建立文件

頁面設計由這些基本動作開始︰建立新文件、設定頁面，以及決定邊界和欄的位置，或變更格點設定。

新增文件

1. 選擇 檔案 > 新增 > 文件。

新增文件對話框合併文件設定及邊界和欄對話框，因此您可以從同一個地方設定頁面大小、邊界和頁面欄。您隨時可以更改這些設定。

2. 指定文件設定選項. (請參閱新增文件選項。)

若要指定出血和印刷邊界區域的大小，請按一下出血和印刷邊界標籤之前的箭頭按鈕。出血與印刷邊界區域延伸到定義的頁面大小邊界之外。如

果要讓出血或印刷邊界區域向四邊平均延伸，請按一下讓所有設定均相同圖示 。

3. (僅適用於 InDesign CC) 選取預視核取方塊，查看新文件的外觀。視需要進行必要變更。

4. 按一下確定，使用指定的設定開啟新文件。

如果要為所有新文件設定預設版面設定，請在沒有開啟文件的情況下，選擇檔案 > 文件設定或版面 > 邊界和欄，然後設定選項。

新增文件選項

請選擇您先前儲存的預設集。

若要建立輸出為 PDF 或 SWF 的文件供網頁使用，選擇網頁選項會變更對話框中的一些選項，例如，關閉對頁、將方向從縱向變更為橫向，以
及根據螢幕解析度使用頁面大小。您可以在文件建立之後編輯這其中任一個設定。

CS6 和更新版本：增加數位排版方式是為了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的出版物。您也可在文件建立之後變更文件的色彩比對方式。

指定要在新文件中建立的頁數。

指定文件起始的數字。如果在選取對頁的情況下指定偶數 (例如 2)，則文件中的第一個跨頁會以兩頁式跨頁作為開端。請參閱以兩頁式跨
頁開始文件。

選取此選項可讓左、右頁面在雙頁式跨頁中面向彼此，例如書冊或雜誌。 取消選取此選項則會讓每一頁獨立，例如當您列印文宣或海報時，或是
您要物件在裝訂時出血。

建立文件後，可使用頁面面板建立兩個以上頁面的跨頁，或是強制最前面的兩頁以跨頁展開 (請參閱控制跨頁分頁)。

CS5.5 和以上d earlier：選取此選項，將配合您所指定的設定，在邊界參考線之內建立符合該區域大小的文字框。主版文字框會新增至
「A 主版」。(請參閱在主版頁面上使用文字框。)
主版文字框選項只有在選取檔案 > 新增 > 文件時才能使用。

CS6 和更新版本：選取此選項可在主版頁面上新增主要文字框。當您套用主版頁面時，主要文字框中的內文將自動排文到新主版頁面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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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大小

方向

出血

印刷邊界

預視

註解：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要文字框中。

從選單中選擇頁面大小，或是在寬度和高度中輸入數值。頁面大小表示在出血或其他頁面外的標記經剪裁後，符合您需要的最後尺寸。

按一下縱向  (高) 或橫向  (寬)。這些圖示會與頁面大小中輸入的尺寸動態互動。當高度的數值較大時，會選取縱向圖示。當寬度的數值較
大時，會選取横向圖示。按一下取消選取的圖示，就會切換高度和寬度的數值。

提示：若要指定出血和印刷邊界區域的尺寸，請在新增文件對話框中，按一下出血和印刷邊界標籤之前的箭頭按鈕。如果要讓出血或印刷邊界區域向

四邊平均延伸，請按一下讓所有設定均相同圖示 。

出血區域可讓您列印排列於所定義頁面大小外部邊緣上的物件。在符合大小的頁面上，如果物件位在邊緣，由於列印或裁剪時些微的對齊偏差，

在列印區域的邊緣可能會出現一些白色。因此，您應該將位在符合大小頁面邊緣的物件放置在稍微超出邊緣的地方，並在列印後進行剪裁。 出血區域
在文件中是以紅色線段顯示。您可以從列印對話框的出血指定出血區域設定。

當裁剪文件至最後頁面大小時，會棄置印刷邊界區域。 印刷邊界區域中也會有列印資訊、自訂顏色列資訊或顯示其他指示和文件中其他資訊
的描述。 位於印刷邊界區域中的物件 (包括文字框) 會列印出來，但是在文件裁剪至最後頁面大小時，就會消失。
位於出血或印刷邊界區域外 (延伸得更遠) 的物件不會列印出來。

(僅適用於 InDesign CC) 選取此核取方塊，查看新文件的外觀。如果預視不符合您的需求，請針對選項進行必要變更。

您也可以按一下儲存文字預設集圖示，儲存文件設定以供日後使用。

文件視窗概觀

文件的每個頁面或跨頁都有自己的作業範圍和參考線，這些都會顯示於正常檢視模式中 (若要切換到「正常檢視」，請選擇檢視 > 螢幕模式 > 正常)。
使用其中一種預視模式檢視文件時，作業範圍會由灰色背景所取代。(請參閱預視文件)。您可以在參考線與作業範圍偏好設定中變更此預視背景及參考
線的顏色。

正常顯示模式中的文件及參考線

A. 跨頁 (黑線) B. 頁面 (黑線) C. 邊界參考線 (洋紅色線) D. 欄參考線 (紫線) E. 出血區域 (紅線) F. 印刷邊界區域 (藍線) 

文件視窗注意事項：

其他顏色的線條是尺標參考線，如果存在，則選取時會以圖層顏色顯示。請參閱圖層。

欄參考線在邊界參考線的前面。 當欄參考線位於邊界參考線的正前面時，它會蓋掉邊界參考線。

建立自訂頁面大小

您可以建立要出現在新增文件對話框的頁面大小選單中的自訂頁面大小。

1. 選擇檔案 > 新增 > 文件。

2. 選擇頁面大小選單中的自訂頁面大小。

3. 輸入頁面大小名稱、指定頁面大小設定，然後按一下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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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版的 InDesign 中可讓您建立自訂頁面大小的新增文件大小.txt 檔案，在 InDesign CS5 或更新版本中無法使用。

定義文件預設集

您可以在預設集中儲存頁面大小、欄、邊界及出血和印刷邊界的文件設定，以節省時間，並確保建立類似文件時達到一致性。

1. 選擇檔案  > 文件預設集  > 定義。

2. 在出現的對話框中按一下新增。

3. 指定預設集的名稱，並在新增文件預設集對話框中選取基本版面選項。(請參閱新增文件選項，以查看每個選項的描述。)

4. 按一下確定兩次。

您可以將文件預設集儲存到不同的檔案，然後發佈給其他使用者。 若要儲存及載入文件預設集檔案，請使用文件預設集對話框中的儲存和載入按
鈕。

使用預設集建立文件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擇檔案 > 文件預設集 > [預設集的名稱] (選擇預設集時按住 Shift 可根據預設集建立新文件，而不需開啟新增文件對話框)。

選擇檔案 > 新增 > 文件，然後從新增文件對話框中的文件預設集選單選擇預設集。

新增文件對話框隨即顯示預設集版面選項。

2. 視需要變更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若要略過新增文件對話框，請在選取文件預設集選單的預設集時按住 Shift 鍵。

14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adobe.com/zh_TW/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tw
http://idiom-q-win-1/Output/Build/cq.pdf.book/liub/XML/zh-tw/Products/InDesign/CS5/Using/pdf/cq.pdf.book/html/create-new-documents.html#new_document_options


產生 QR 碼 | CC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關於 QR 碼
在 Adobe InDesign 中管理 QR 碼

關於 QR 碼

QR 碼是機器可讀取資料的列印表示法，適用於各種不同的企業用途。現在已成為消費者廣告中的常見功能。擁有智慧型手機的消費者可以安裝含有
QR 碼掃描器的應用程式，來讀取和解碼 URL 資訊，並將行動電話的瀏覽器重新引導至公司網站。

掃描 QR 碼之後，使用者可能會接收到文字、將名片連絡人新增到他們的裝置、開啟網頁超連結，或是撰寫電子郵件或文字訊息。

在 Adobe InDesign 中管理 QR 碼

您現在可以在 InDesign 內產生並編輯高品質的獨立 QR 碼圖形。產生的 QR 碼是高畫質的圖形物件，其行為與 InDesign 中的原生向量完全相同。您
可輕易地縮放該物件，並將它填滿顏色。您也可以套用效果、透明度及列印屬性，例如，疊印、特別色油墨，以及在物件中使用補漏白。您可以將 QR
碼圖形當成向量圖形物件，複製並貼至標準圖形編輯器工具 (例如 Adobe Illustrator)。

產生 QR 碼

1. 從選單中，選擇物件 > 產生 QR 碼。隨即顯示產生 QR 碼對話框。

產生/編輯 QR 碼對話框含有兩個索引標籤 - 內容和顏色。

2. 在內容索引標籤中，您可以在類型下拉式清單中選取下列任一個資料類型:

網頁超連結

純文字

文字訊息

電子郵件

名片

系統會根據選取的類型顯示一個或多個欄位，提供要產生 QR 碼的內容。

3. 顏色索引標籤會顯示色票清單。如果想要將特定顏色套用到 QR 碼，請切換到「顏色」索引標籤，然後選取特定顏色。根據預設，產生的 QR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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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黑色且背景是透明的。

4. 按一下「確定」。

5. 如果已選擇框架然後再產生 QR 碼，則會直接將 QR 碼置入所選取的框架，以取代其內容。

如果未選取框架，則會在置入噴槍上載入 QR 碼，而且您可以如同傳統 EPS 物件一般置入它:

在文件內部按一下，以物件的原始/預設大小來置入物件 - 30 X 30 (以公分為單位)。
在現有的框架中按一下，將 QR 碼置入預設大小的框架中 (如果您在按一下框架時按住 Alt 鍵，則會取代它現有的內容)。
按住並拖曳會繪製一個具有固定外觀比例的新框架，釋放滑鼠則會在框架內置入 QR 碼。

在文件內置入 QR 碼之後，即會將它視為傳統的 EPS 物件，但有個例外是，工具提示會在滑鼠移到物件上方時出現，以內嵌碼形式顯現內容詳細資
訊。

編輯 QR 碼的內容和顏色

1. 選取 QR 碼物件或框架: 在框架內部按兩下。

2. 從選單中，選擇物件 > 編輯 QR 碼。您也可以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在內容選單中選擇編輯 QR 碼。

3. 隨即顯示編輯 QR 碼對話框，並提供現有的內容和顏色資訊。

4. 在內容索引標籤中，適當地變更資料類型和內容。

5. 若要為 QR 碼選取不同的顏色，請按一下顏色索引標籤，然後選取適當的顏色。

6. 按一下「確定」。

修改 QR 碼的框架屬性

QR 碼框架的預設背景是透明的。但是，您可以使用傳統控制項來變更框架的填色和線條屬性，例如顏色、線條樣式及粗細。

轉換 QR 碼物件

您可以利用選取工具，來移動、重新調整大小或旋轉置入的 QR 碼物件。當您拖曳框架的方塊時，只會重新調整框架的大小。但是，在拖曳時:

如果您按住 Shift 鍵，即會保留框架的外觀比例。
如果按住 Ctrl 鍵 (在 Windows 上) 或 Command 鍵 (在 Mac 上)，則會以保留外觀比例的方式來縮放框架和內容。
如果同時按住 Shift 鍵和 Alt 鍵 (在 Windows 上) 或 Option 鍵 (在 Mac 上)，則會以不保留外觀比例的方式，從框架中心縮放它。您可以按住
Shift 鍵來保留外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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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註腳

變更註腳編號和版面

使用註腳文字

註腳中繞圖排文

刪除註腳 

建立註腳

註腳是由兩個連結的部分所組成: 顯示在文字中的註腳參照編號，以及顯示在欄底部的註腳文字。您可以建立註腳，或是從 Word 或 RTF 文件讀入註
腳。註腳會在新增至文件時自動編號， 並在每個內文中重新開始編號。您可以控制註腳的編號樣式、外觀和版面， 但是無法將註腳新增至表格或註腳
文字中。註腳文字的寬度取決於包含註腳參考標記的欄寬。

您無法在 InDesign 中建立章節附註。在已轉換 Microsoft Word 文件中的章節附註都會格式化為文字，而非註腳。如需建立章節附註的解決方法，請
參閱 Bob Bringhurst 的 InDesign 中的章節附註文章。 

依照下列步驟建立註腳:

1. 將插入點置入希望註腳參照編號顯示之處。

2. 選擇「文字 > 插入註腳」。

3. 輸入註腳文字。

新增至文件中的註腳

A. 參照編號 B. 註腳文字 

在您輸入時，註腳區域會擴張，但文字框會維持相同大小。註腳區域會繼續向上擴張，直到達到包含註腳參照的文字行。此時會分割註腳，將部分文

字放到文字框內的下一欄，或下一個串連的框架。如果無法分割註腳，而且新增太多文字，註腳區域已容納不下，則包含註腳參照的文字行會移至下

一欄，或是顯示溢排圖示。若要修正此問題，調整框架大小或變更文字格式設定。

當插入點位在註腳中時，您可以選擇「文字 > 跳至註腳參考」，返回原先輸入之處。如果經常使用這個選項，可以考慮建立鍵盤快速鍵。

變更註腳編號和版面

對註腳編號和版面所做的變更，會影響現有註腳及所有新註腳。

1. 選擇「文字 > 文件註腳選項」。

2. 在「編號和格式設定」索引標籤中選取選項，決定參照編號與註腳文字的編號配置和格式設定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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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樣式

起始編號

重新開始編號間隔

顯示字首/字尾於

位置

字元樣式

段落樣式

分隔符號

第一個註腳前的最小間距

註腳間距

首行基線偏移量

在文字底部置入內文結尾註腳

允許分割註腳

3. 按一下「版面」索引標籤，選取控制頁面上註腳區域外觀的選項。

4. 按一下「確定」。

註腳編號和格式設定選項

下列選項會顯示在「註腳選項」對話框的「編號和格式設定」區段中:

選擇註腳參照編號的編號樣式。

指定用於內文中第一個註腳的編號， 文件中的每個內文都以相同的「起始編號」數字做為開始。如果書冊中包含連續編排頁碼的多份文件，
將每一章的開始註腳編號接續上一章的結束註腳編號。

「起始編號」選項對於書冊中的文件特別有用。書冊中的文件註腳編號不是連續的。

如果您希望在文件中重新開始編號，請選取這個選項，並選擇「頁」、「跨頁」或「章節」，決定於何時重新開始註腳編號。某些

編號樣式，例如星號 (*)，在每頁上進行重設時的效果最好。

選取這個選項，可在註腳參照、註腳文字或兩者中顯示字首或字尾。字首顯示在編號前面 (例如 [1)，字尾則顯示在編號後面 (例如
1])。這個選項特別適用於將註腳放到字元中，例如 [1]。請為「字首」、「字尾」或兩者，輸入一或多個字元或選取選項。如果要選取特殊字元，請按
一下「字首」和「字尾」控制項旁的圖示，顯示選單。

如果註腳參照編號與前面的文字太接近，加入一個空白字元做為字首可以美化外觀。您也可以將字元樣式套用至參照編號。

這個選項決定註腳參照編號的外觀，預設是上標。如果您偏好使用字元樣式 (例如包含 OpenType 上標設定的字元樣式) 來格式化編號，請選擇
「套用正常設定」，並指定字元樣式。

選擇要格式化註腳參照編號的字元樣式。例如，以提高的基線在正常位置使用字元樣式，而非使用上標。此選單會顯示「字元樣式」面板中

的可用字元樣式。

選擇段落樣式，格式化文件中所有註腳的註腳文字。此選單會顯示「段落樣式」面板中的可用段落樣式。依預設，使用 [基本段落] 樣式。
「基本段落」樣式不一定會與文件的預設字體設定具有相同的外觀。

分隔元決定註腳編號與註腳文字開頭之間顯示的空格。如果要變更分隔元，請先選取或刪除現有分隔元，然後選擇新的分隔元。您可以加入

多個字元。如果要插入空格字元，請使用適當的中繼字元，例如 ^m 代表全形空格。

註腳版面選項

下列選項會顯示在「註腳選項」對話框的「版面」區段中:

這個選項決定欄底部與第一行註腳間的最小間距量。您不能使用負值。註腳段落中的任何「與前段間距」設定都會被忽略。

這個選項決定某一欄中註腳的最後一個段落，與下一個註腳的第一個段落間的距離。您不能使用負值。只有在註腳包含多個段落時，註腳段

落中的「與前段間距/與後段間距」數值才適用。

這個選項決定註腳區域開頭 (註腳分隔線依預設顯示之處) 與第一行註腳文字間的距離。
如需首行基線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變更文字框屬性。

如果您希望最後一欄的註腳，正好顯示在內文最後一個框架中的文字下方，請選取這個選項。如果未選取此選項，內文

最後一個框架中的任何註腳會顯示在欄底部。

當註腳超過欄中可用空間時，如果您希望註腳換行到下一欄，請選取這個選項。如果不允許分割，包含註腳參照編號的文字行會移至下

一欄，或者文字會變成溢排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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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已啟用「允許分割註腳」，您仍可避免分割個別註腳，方法是在註腳文字中置入插入點。從「段落」面板選單中選取「保留選項」，然後在

「段落」選項中選取「各行保持同頁」和「段落中的所有行」選項。如果註腳包含多個段落，請在註腳文字的第一個段落中，使用「接續至」選

項。您可以選擇「文字 > 插入換行字元 > 分欄符號」，控制分割註腳的位置。

跨欄分割註腳。

指定在註腳文字上方出現的註腳分隔線的位置與外觀。分隔線 (亦稱為「分隔符號線」) 也會出現在任何繼續顯示於個別框架內的註腳文字上方。
您選取的選項會套用至「欄的第一個註腳」或「連續註腳」，視選單中選取哪一個而定。這些選項與指定段落嵌線時所顯示的選項類似 如果您要移除
註腳分隔線，請取消選取「開啟段落線」。

使用註腳文字

編輯註腳文字時，請注意下列事項:

當插入點位在註腳文字中時，選擇「編輯 > 全部選取」只會選取該註腳的所有註腳文字，不會選取其他註腳或文字。
使用方向鍵可在不同註腳間導覽。

書冊中的文件註腳編號不是連續的。如果您不想在書冊內的每份文件中重新開始編號，請在編輯最後，於每份文件上手動變更「起始編號」值。

在「內文編輯器」中，按一下註腳圖示可展開或收合註腳。您也可以選擇「檢視 > 內文編輯器 > 展開所有註腳 (或收合所有註腳)」，展開或收合
所有註腳。

在「校稿」檢視或「內文」檢視中，按一下註腳圖示可展開或收合註腳。您也可以在註腳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
滑鼠 (Mac OS)，然後選擇「展開所有註腳」或「收合所有註腳」，展開或收合所有註腳。

您可以選取字元和段落格式設定，並將其套用至註腳文字。您也可以選取並變更註腳參照編號的外觀，不過建議的方法是使用「文件註腳選項」

對話框。

剪下或拷貝包含註腳參照編號的文字時，註腳文字也會加到「剪貼簿」中。如果將文字拷貝到不同文件中，該文字中的註腳會採用新文件的編號

和版面外觀特性。

如果您不小心刪除註腳文字開頭處的註腳編號，您可將其加回。請將插入點放在註腳文字開頭，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插入特殊字元 > 標記 > 註腳編號」。

如果對包含註腳參照標記的段落進行清除優先選項和字元樣式，則註腳參照編號會失去您在「文件註腳選項」對話框中所套用的屬性。

註腳中繞圖排文

您可以在註腳中的錨定或浮動物件上套用繞圖排文。

註腳中物件的內部繞圖排文

您可以在註腳中套用繞圖排文的位置置入內嵌或錨定物件。文字會圍繞該物件，並整齊地沿著該物件周圍進行調整。

若是內部繞圖排文，則只會在註腳中錨定物件位置點下方進行繞圖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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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繞圖排文

註腳中物件的外部繞圖排文

如果套用繞圖排文的浮動物件 (非內嵌或錨定) 與註腳文字產生互動，繞圖排文便會生效。 物件周圍的文字會動態進行調整。

在以下範例中，相片不屬於註腳的一部分，但文字會整齊地沿著該物件周圍進行調整。

外部繞圖排文

非矩形框中的註腳

若是非矩形的文字框，例如圓角、橢圓和圓形，註腳便會保持位於物件形狀的邊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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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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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註腳 

如果要刪除註腳，請選取文字中顯示的註腳參照編號，然後按 Backspace 鍵或 Delete 鍵。如果只刪除註腳文字，註腳參照編號和註腳結構仍會保
留。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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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變數

回到頁首

建立並編輯文字變數

插入文字變數

刪除、轉換和讀入文字變數

建立並編輯文字變數

文字變數是插入文件的項目，會因上下文而有所不同。 例如，「最後一頁的頁碼」變數會顯示文件最後一頁的頁碼。 如果新增或移除頁面，此變數會
隨著更新。

InDesign 包含數個可插入文件的預設文字變數。 您可以編輯這些變數的格式，也可以建立自己的變數。 有些變數 (例如「動態表頭」和「章節編號」)
特別適合用於新增至主版頁面，確保一致的格式設定和編號。其他變數 (例如「建立日期」和「檔案名稱」) 則適合用於新增至印刷邊界區域，以進行
列印。

備註： 對變數加入太多文字可能會造成溢排或壓縮文字。 變數文字不會斷行。

建立或編輯文字變數

建立變數的可用選項取決於指定的變數類型。 例如，如果選擇「章節編號」，您可以指定出現在編號前後的文字和編號樣式。 根據相同的變數類型，
可建立數個不同的變數。 例如，您可以建立一個變數來顯示「第 1 章」，並建立另一個變數來顯示 "Ch. 1"。

同樣地，如果選擇「動態表頭」文字，您可以指定做為表頭基礎的樣式，以及選取刪除結尾標點符號和變更大小寫的選項。

1. 如果要為所有新文件建立文字變數，請關閉所有文件。 否則，建立的文字變數只會出現在目前文件中。

2. 選擇「文字 > 文字變數 > 定義」。

3. 按一下「新增」，或選取現有變數並按一下「編輯」。

4. 輸入變數的名稱，例如「完整章節」或「現有標題」。

5. 從「文字」選單中，選擇變數類型，指定該類型的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根據選取的變數類型，可用選項會不同。

之前放置文字 / 之後放置文字 對於所有變數類型 (「自訂文字」除外)，您都可以指定新增至變數前後的文字。 例如，您可以在「最後一頁的頁
碼」變數之前加上「，共」，並在變數之後加上「頁」，以建立「，共 12 頁」的結果。 您也可以將文字貼入文字框中，但 Tab 字元之類的特
殊字元和自動編排頁碼會遭到刪除。 如果要插入特殊字元，請按一下文字框右邊的三角形。

樣式 對於所有編號變數類型，您都可以指定編號樣式。 如果選取 [目前編號樣式]，變數就會使用和文件「編頁與章節選項」對話框中所選取的
相同編號樣式。

變數類型

章節編號

以「章節編號」類型建立的變數會插入章節編號。 您可以在章節編號前後插入文字，也可以指定編號樣式。

如果文件的章節編號設為延續書冊中的上一個文件，您可能需要更新書冊編號，才能顯示正確的章節編號。

建立日期、修改日期和輸出日期

「建立日期」會插入初次儲存文件的日期或時間，「修改日期」會插入上次儲存文件至磁碟的日期或時間，「輸出日期」會插入文件啟動列印工作、

轉存為 PDF 或封裝文件時的日期或時間。 您可以在日期前後插入文字，也可以修改所有日期變數的日期格式。

日期格式 您可以直接在「日期格式」框中輸入日期格式，也可以按一下文字框右邊的三角形來選擇格式選項。 例如，日期格式「MM/dd/yy」會顯示
為 12/22/07。 將格式變成「MMM. d, yyyy」，日期會顯示為 Dec. 22, 2007。
日期變數會使用套用至文字的語言。 例如，建立日期在西班牙文會顯示為「01 diciembre 2007」，而在德文會顯示為「01 Dezember 2007」。

縮寫 描述 範例

M 月份數字，沒有開頭零 8

MM 月份數字，開頭零 08

MMM 縮寫的月份名稱 A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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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MM 完整的月份名稱 八月

d 日期數字，沒有開頭零 5

dd 日期數字，開頭零 05

E 工作日名稱，縮寫 Fri

EEEE 完整的工作日名稱 星期五

yy 或 YY 年份數字，最後兩位數 07

y (Y) 或 yyyy (YYYY) 完整的年份數字 2007

G 或 GGGG 時代，縮寫或展開的 AD 或西元

h 小時，沒有開頭零 4

hh 小時，開頭零 04

H 小時，沒有開頭零，24 小時格式 16

HH 小時，開頭零，24 小時格式 16

m 分，沒有開頭零 7

mm 分，開頭零 07

s 秒，沒有開頭零 7

ss 秒，開頭零 07

a AM 或 PM，兩個字元 PM

z 或 zzzz 時區，縮寫或展開的 PST 或太平洋標準時間

檔案名稱

這個變數會將目前檔案的名稱插入文件中。 一般會加入文件的印刷邊界區域以進行列印，或用於表頭與表尾。 除了「之前放置文字」和「之後放置文
字」之外，您還可以選擇下列選項。

包含整個檔案夾路徑 選取在檔案名稱加上完整的檔案夾路徑。 使用 Windows 或 Mac OS 的標準路徑慣例。
包含副檔名 選取包含檔案名稱副檔名。

每當您以新名稱儲存檔案或儲存至新位置時，「檔案名稱」變數都會更新。 只有在儲存文件之後，路徑或副檔名才會出現在文件中。

影像名稱

「影像名稱」變數在從中繼資料產生自動標題時非常實用。「影像名稱」變數包含「中繼資料標題」變數類型。如果包含此變數的文字框與影像相鄰

或互為群組時，則變數會顯示該影像的中繼資料。您可以編輯「影像名稱」變數以決定要使用的中繼資料欄位。

請參閱定義標題變數。

最後一頁的頁碼

「最後一頁的頁碼」類型適合使用「第 3 頁，共 12 頁」一般格式，將文件總頁數加入表頭與表尾。 在此範例中，數字 12 是由「最後一頁的頁碼」產
生的，並且會在新增或移除頁面時更新。 您可以在最後一頁頁碼前後插入文字，也可以指定編號樣式。 從「範圍」選單中，選擇選項來決定使用章節
或文件中的最後一頁頁碼。

請注意，「最後一頁的頁碼」變數不會計算文件中的頁數。

動態表頭 (段落或字元樣式)
「動態表頭」變數會將頁面上第一個或最後一個套用指定樣式的文字插入。如果頁面上的文字未以指定的樣式進行格式設定，則會使用上一頁的文

字。

請參閱建立動態表頭與表尾的變數。

自訂文字

這個變數通常用於插入預留位置文字，或必須快速變更的文字字串。 例如，假設工作中的專案使用公司代碼名稱，您就可以為該代碼名稱建立自訂文
字變數。 當您能夠使用實際的公司名稱時，只要輕鬆變更變數即可更新所有相符項目。

如果要在文字變數中插入特殊字元，請按一下文字框右邊的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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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文字變數

1. 將插入點置入於要顯示變數的地方。

2. 選擇「文字 > 文字變數 > 插入變數」，然後選擇要插入的變數。

頁面上顯示的變數就如同您在文件中輸入的一樣。 例如，「建立日期」變數可能顯示為「2007 年 12 月 22 日」。 如果選擇「文字 > 顯示隱藏字
元」，變數實例會被使用目前圖層顏色的方框所包圍。

備註： 文字變數不會斷行。

刪除、轉換和讀入文字變數

您可以使用「文字變數」對話框刪除、轉換和讀入文字變數。

刪除文字變數

如果要刪除文件中已插入的文字變數實例，只要選取該變數並按下 Backspace 鍵或 Delete 鍵即可。 您也可以刪除變數本身。 這樣做時，您可以決定
如何取代文件中已插入的變數。

1. 選擇「文字 > 文字變數 > 定義」。

2. 選取該變數，然後按一下「刪除」。

3. 藉由指定不同變數、將變數實例轉換為文字，或完全刪除變數實例，指定取代變數的方式。

將文字變數轉換為文字

如果要轉換單一實例，請在文字視窗中選取文字變數，然後選擇「文字 > 文字變數 > 將變數轉換為文字」。

如果要轉換文件中文字變數的所有實例，請選擇「文字 > 文字變數 > 定義」，再選取該變數，然後按一下「轉換為文字」。

從另一份文件中讀入文字變數

1. 選擇「文字 > 文字變數 > 定義」。

2. 按一下「載入」，然後按兩下包含要讀入之變數的文件。

3. 在「載入文字變數」對話框中，確認要讀入的變數旁有出現核取記號。 如果任何現有變數的名稱和所讀入的變數相同，請在「與現有的文字變
數衝突」下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使用傳入的定義  使用載入的變數覆寫現有的變數，並將其新屬性套用到目前文件 (使用舊的變數) 的所有文字。 傳入樣式和現有變數的定義會
顯示於「載入文字變數」對話框的下方，讓您可以檢視其比較後的差異。

自動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載入的變數。

4. 選擇「確定」，然後按一下「完成」。

您也可以在同步處理書冊檔案時，將變數拷貝至其他文件。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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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索引

回到頁首

關於索引

索引面板簡介

建立索引主題清單

新增索引項目

索引中的頁面範圍選項

在索引中新增請參閱或另請參閱交互參照

產生索引

變更索引的排列順序

管理索引

關於索引

您可以在書冊中建立簡單的關鍵字索引，或綜合、詳盡的指南資訊。 您可以為文件建立或書冊建立單一索引。 如果要建立索引，首先要在文字中置入
索引標記。 您可以為要出現於索引中的單字與每一個索引標記建立關聯，稱為「主題」。

產生索引時，會列出每一個主題，加上可找到該主題的頁碼。 羅馬文字的主題會依字母順序排列，通常位於段落標題下 (A、B、C 等)。 一個索引項
目包含一個主題 (讀者查詢的詞彙)，和一個頁面參照 (頁碼或範圍) 或交互參照。 前面加上「請參閱」或「另請參閱」的交互參照，可為讀者指出索引
的其他項目，而不是指出頁碼。

索引的各部分

A. 大標題 B. 區段標題 C. 索引項目 D. 次項目 E. 主題 F. 頁面參照 G. 交互參照

如需有關建立索引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vid0220_tw。

建立索引的秘訣

建立規劃良好而完整的索引，可幫助讀者快速取得文件中的資訊。 請注意下列幾個原則:

思考想要呈現索引的方式。 會有多少層的主題？ 是否可以讓讀者參考到其他相關主題？ 簡單關鍵字索引是否足夠？是否需要更複雜的索引來交
互參照相關主題，以及更詳盡的對應詞彙清單？

請預期讀者可能會用各種不同的方式查詢資訊。 例如，某位讀者可能會查詢 beasts (野獸) 在其下搜尋有關動物的資訊；但其他人或許會查詢
wildlife (野生動物) 或 fauna (動物群) 等字眼。

文件的內容相當確定後，再新增索引項目。 如果稍後刪除大部分的文字，可能會失去某些索引功能。

規劃良好的索引會提供一致的主題。 一般常見的索引問題包括混合大小寫(例如 cats 和 Cats) 和單數與複數型式 (cat 和 cats)。 請使用主題清
單，以保持詞彙一致性。

產生最後的索引前，再多檢查索引幾次。 找出重複項目、較不充分的主題區、錯誤拼字，以及大小寫和用語不一致 (例如，InDesign 會將
Cheetah、cheetah 和 cheetahs 視為不同的項目) 等問題。

建立索引的工作流程

如果要建立索引，請遵循下列基本步驟:

1. 建立主題清單 (選擇性) 主題清單可協助維持索引項目一致性 (請參閱建立索引主題清單)。
2. 新增索引標記 在文件中的頁面新增想讓索引項目參照的索引標記 (請參閱新增索引項目)。
3. 產生索引 產生索引會為標記及頁碼建立一組項目 (請參閱產生索引)。
4. 排流索引內文 使用載入的文字游標，將索引排入文字框。 一般而言，會讓索引從新頁面開始。 排流索引完成後，可將頁面和索引格式化。
出版之前，可能會重複執行這些步驟好幾次以調整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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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面板簡介

您可以使用「索引」面板 (「視窗 > 文字和表格 > 索引」)，建立、編輯及預視索引。 面板包含兩種模式:「參照」和「主題」。 在「參照」模式中，
預視區域會顯示目前文件或書冊的完整索引項目。 在「主題」模式中，預視區域僅會顯示主題，而不會顯示頁碼和交互參照。 「主題」模式主要用來
建立索引結構，而「參照」模式則是用來新增索引項目。

下列代碼會取代頁面參照，表示產生的索引中可能未包含的索引項目。 您可能必須在「索引」面板中選擇「更新預視」才能檢視這些代碼。

PB 表示作業範圍上的索引項目。 這些項目不會顯示在產生的索引中。
HL 表示隱藏圖層上的索引項目。 產生索引時，您可以選擇是否包含隱藏圖層上的索引項目。
HT 表示隱藏條件中的索引項目。在隱藏條件中的索引項目不會包含在索引中。
PN 表示溢排文字中的索引項目。 在產生的索引中包含這些項目時，會以沒有頁碼的方式顯示。
主版 表示主版頁面上的索引項目。 這些項目不會顯示在產生的索引中。
按一下三角形即可展開或收合各個項目。 按住 Alt 鍵並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Option 鍵並按一下 (Mac OS) 三角形，可展開或收合項目下的所有
子項目。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mmand 鍵並按一下 (Mac OS) 三角形，可展開或收合所有項目。

在「索引」面板選單中選擇「更新預視」，以更新預視區域。 此選項在文件視窗中大量編輯文件或移動索引標記時，特別有用。

建立索引主題清單

建立索引項目時，可以從建立或讀入主題清單開始著手。 之後要新增項目到索引中時，就可以從主題清單中選取 (不用每次輸入)，以確保文件或書目
中所有資訊建立一致的索引。

您可以在「主題」模式中使用「索引」面板來建立及編輯主題清單。 請注意，「主題」模式僅會顯示主題；如果要預視索引項目及其相關聯頁碼和交
互參照，請使用「參照」模式。

「參照」模式 (左) 和「主題」模式 (右) 中的「索引」面板

主題清單中的主題，也會出現在「新增頁面參照」對話框中。如果要建立索引項目，只需選取主題，然後使其與頁面或交互參照產生關聯即可。 未使
用的主題 (沒有頁面或沒有交互參照的主題) 則會在產生索引時排除。

您可以選擇在新增索引項目之前先建立主題清單。 之後每次建立索引項目時，主題就會自動新增至主題清單中，以供日後使用。

依預設，「參照」清單不會顯示新增至「主題」清單的主題，只會顯示與頁面相關聯的主題。不過如果您想在「參照」清單中顯示該主題，還是可

以在「參照」模式中，從「索引」面板選單選擇「顯示未使用主題」。

新增主題至主題清單

1. 選擇「視窗 > 文字和表格 > 索引」，以顯示「索引」面板。
2. 選取「主題」。
3. 從「索引」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主題」，或按一下面板底部的「建立新索引項目」圖示。
4.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主題層級」下的第一個方框中輸入主題名稱 (例如 animals (動物))。 如果要建立副主題，請在第二個方框中輸入名稱 (cats (貓))。 在此
範例中，cats (貓) 會縮排於 animals (動物) 之下。 如果要在副主題下再建立副主題，請在第三個方框中輸入名稱 (Calicos (花貓))，依此類
推。

選取現有的主題， 並在第二、第三及第四個方框中輸入副主題。

5. 按一下「新增」以新增主題，該主題將同時出現在「新增主題」對話框和「索引」面板中。
6. 新增完主題後，按一下「完成」。

如果要刪除新增的主題，請按一下「完成」，在「索引」面板中選取該主題，然後再按一下「刪除選取的項目」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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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他 InDesign 文件讀入主題
1. 從「索引」面板選單中選擇「讀入主題」。
2. 選取包含您想要讀入的索引主題文件，然後按一下「開啟」。

編輯索引主題

您可以在產生索引之前或之後，使用「索引」面板來編輯項目。 在「索引」面板中所做的任何項目變更都會出現在下一個產生的索引中，但如果是對
產生的索引內文進行變更，這些變更將會在重新產生索引時遺失。

1. 開啟包含索引主題的文件。
2. 在「索引」面板中，選取「主題」。
3. 在預視區域中，按兩下要編輯的主題。
4. 視需要編輯主題，然後按一下「確定」。

新增索引項目

您可以在「參照」模式中使用「索引」面板，建立索引項目。 索引項目包含兩部分:主題和參照。 使用主題清單之前可以先定義主題。 參照則可以是
其他主題的頁碼或交互參照。

「參照」模式中的「索引」面板

A. 項目 B. 次項目 C. 頁面參照 D. 交互參照

新增索引項目

1. 使用「文字」工具 ，將插入點放在希望出現索引標記的位置，或選取文件中要用做索引參照基準的文字。

當選取的文字包含內嵌圖形或特殊字元時，有些字元 (例如索引標記和內嵌圖形) 不會出現在「主題層級」方框中。 其他字元 (例如長虛線和版
權符號) 則會轉換為中繼字元 (例如 ^_ 或 ^2)。

2. 選擇「視窗 > 文字和表格 > 索引」，以顯示「索引」面板。
3. 選取「參照」。

如果新增到「主題」清單的項目沒有出現在「參考」中，請選擇「索引」面板選單中的「顯示未使用主題」，然後您就可以在新增項目時使

用這些主題。

4. 如果要檢視書冊檔案中已開啟文件的索引項目，請選取「書冊」。
5. 在「索引」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頁面參照」。 (如果未顯示此指令，請確認已選取「參照」，且文件中有插入點或文字選取範圍)。
6.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在「主題層級」方框中新增文字:

如果要建立簡單的索引項目 (例如 cats (貓))，請在第一個「主題層級」方框中輸入項目 (如果已選取文字，該文字會出現在「主題層級」方
框中)。

如果要建立項目和次項目，請在第一個「主題層級」方框中輸入父項目名稱 (在此範例中為 animals (動物))，然後在後續方框中輸入次項目
(cats (貓) 和 Calicos (花貓))。 需要時，請按一下向上或向下鍵，與上方或下方的選取項目互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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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層級方框中的索引項目 (左) 和索引中出現的結果 (右)

按兩下對話框底部清單框中的任何主題。

7. 如果要變更項目在最後完稿索引中的排序方式，請使用「排序方式」方框。例如，如果要將主題 de la Vega 排在 V 之下 (而不排在 D 之下)，就
在「排序方式」方框中輸入 Vega，而在「主題層級」方框中輸入 de la Vega。

您也可以選取數字、符號及語言的排列順序，接著便可編輯中文字元的排序資訊 (請參閱變更索引的排列順序)。

8. 指定索引項目的文字:

如果要建立含頁碼或頁面範圍的索引項目 (例如 cats 82–87)，請在「文字」彈出式選單中選擇描述項目範圍的選項 (請參閱索引中的頁面範
圍選項)。

如果要建立不含頁碼的索引項目，請在「文字」選單中選擇「抑制頁面範圍」。 雖然這樣產生的索引不會顯示頁碼，但「索引」面板中仍會
以括號顯示頁碼。

如果要建立參照到其他項目的索引項目，請從「文字」彈出式選單中選取其中一個交互參照選項 (例如「請參閱」或「另請參閱」)，並在
「參照」文字方塊中輸入項目名稱，或拖移「參照」方框底部清單中的現有項目。 您也可以在「文字」彈出式選單中選取「自訂交互參
照」，以自訂顯示於交互參照項目中的「請參閱」和「另請參閱」詞彙 (請參閱在索引中新增請參閱或另請參閱交互參照)。

9. 如果要強調特定的索引項目，請選取「編號樣式優先選項」，然後指定字元樣式。
10. 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在索引中增加項目:

按一下「新增」加入目前的項目，並保持對話框開啟以加入其他項目。

按一下「全部新增」找出文件視窗中所選取文字的全部實例，並為每個實例建立索引標記。 文件中必須已選取文字，才可以使用「全部新
增」。

按一下「確定」以新增索引項目，並關閉對話框。

備註： 如果按一下「新增」後按一下「取消」，並不會移除剛新增的項目。 使用「還原」指令移除這些項目。

11. 如果要關閉對話框，請按一下「確定」或「完成」。

快速建立單字、片語或清單的索引

利用索引快速鍵，您可以快速建立各個單字、片語，或是單字或片語清單的索引。 Adobe InDesign 可辨識兩種建構索引的快速鍵:一種供標準索引項
目使用；另一種則供專有名稱使用。 專有名稱快速鍵會反轉姓名的順序，依照姓氏的字母順序排列，然後建立索引項目。 因此，您可以列出一份將名
字排列在前，但仍依姓氏排序的索引清單。 例如，James Paul Carter 這個姓名在索引中會顯示為 Carter, James Paul。

若要準備供建立索引的清單，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區隔要建立索引的各個項目:換行、彈性換行 (Shift+Return 鍵)、定位點、右邊縮排定位點
(Shift+Tab 鍵)、分號或逗號。建構索引快速鍵會在每個項目之前加上標記，並將所有項目置入索引中。

1. 在文件視窗中，選取要建立索引的單字或字詞。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針對標準單字或片語，請按 Shift+Alt+Ctrl+[ 鍵 (Windows) 或 Shift+Option+Command+[ 鍵 (Mac OS)。

針對要依姓氏建立索引的專有名稱，請按 Shift+Alt+Ctrl+] (Windows) 或 Shift+Option+Command+] (Mac OS)。

使用預設設定的索引標記會新增於選取範圍的開頭處，或是新增於各個選取項目的開頭處。

如果要為複合姓氏或是附有標題的名稱建立索引，請在單字之間包含一或多個不斷行空格。 例如，如果要讓 James Paul Carter Jr. 依
Carter 而不依 Jr. 建立索引，請在 Carter 與 Jr. 之間放置不斷行空格 (如果要插入不斷行空格，請選擇「文字 > 插入空格 > 不斷行空
格」)。

如果選取諸如漢字之類需要讀音的詞彙，並使用快速鍵設定索引標記，但尚未輸入讀音，「新增頁面參照」對話框便會自動開啟，而所選取

的詞彙也會顯示在「主題層級」對話框中。 請在「排序條件」文字方塊中，輸入與「主題層級」方框中文字輸入對應的讀音。 當同一個索
引項目出現在多個頁面時，只需要執行一個步驟，就可以變更所有索引項目的讀音。 如果只要變更所選取的索引項目，請在「索引」面板中
選取頁碼，並從「索引」面板選單中選取「頁面參照選項」。

從現有的項目中建立新項目

建立索引的主題經常會出現於文件或書冊的多處。 在這種情形下，可以根據索引中已存在的其他項目來建立多個索引項目，以確保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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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文件視窗中，按一下插入點，或選取將會顯示索引標記的文字。
2. 在「索引」面板中，選取「參照」，並將預視區域捲動至要拷貝的項目。
3.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拖移項目到「新增」按鈕 ，在插入點或是選取範圍開頭處插入索引標記。

在面板預視區域中選取項目，然後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並按一下「新增項目」按鈕。 「新增頁面參照」對話框
就會出現，並含選取項目的相關資訊。 請進行變更，然後按一下「新增」或「確定」。

或者，也可以建立主題清單，然後在建立索引項目時再從清單中選取主題。

自動為每個出現的單字建立索引

使用「全部新增」選項，可以有效率地在文件或書冊中某個特定詞彙每次出現時都建立索引。 按一下「全部新增」，InDesign 會為文件中選取文字
(不是對話框中指定的文字) 的每次出現都建立索引標記 (您可以稍後刪除指向較不重要資訊的項目)。

在搜尋選取文字的出現次數時，InDesign 僅會搜尋完整字詞，且搜尋會區分大小寫。 例如，如果選取的是 cheetah，則 cheetahs 和 Cheetah 都不會
建立索引。

1. 在文件視窗中，選取要搜尋的文字。
2. 在「索引」面板中，選取「參照」。
3. 如果要為書冊中開啟的任何文件建立索引項目，請選取「書冊」。
4. 在「索引」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頁面參照」。
5. 選擇「全部新增」。 不論文字是否已建立索引，InDesign 會在符合選取文字的所有文字中加入索引標記，因此，同一個單字或片語最後可能會
有多個項目。

編輯索引項目

如果要變更主題 (例如要重新命名或套用新的排列順序) 並自動更新使用該主題的所有項目，請在「主題」模式中使用「索引」面板。 如果要逐次變更
項目，請使用「參照」模式。 在「參照」模式中，您可以同時新增交互參照，或找出與頁面參照相關的索引標記。

1. 開啟包含索引項目的文件。
2. 在「索引」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取「主題」以編輯主題，並自動更新使用該主題的所有項目。

選取「參照」以編輯個別的項目。

3. 在預視區域中，選取項目或頁面參照。 如果要選取頁面參照，請選取項目下方的頁面圖示。
4. 按兩下項目或頁面參照以進行編輯。
5. 編輯項目，然後按一下「確定」。

索引中的頁面範圍選項

您可以建立包含頁面範圍的索引項目 (例如 cats 82–87)，而不是建立單一頁碼。 「新增頁面參照」對話框中的「文字」彈出式選單包含下列頁面範圍
選項:

目前頁面 頁面範圍不會超過目前頁面。

到下一個樣式變更 頁面範圍會從索引標記開始延伸，直到出現下一個段落樣式變更為止。

到下一個使用的樣式 頁面範圍會從索引標記開始延伸，直到出現下一個由相鄰的段落樣式彈出式選單中所指定的段落樣式為止。

到內文結尾 頁面範圍會從索引標記開始延伸，直到包含文字的目前串連文字框結尾為止。

到文件結尾 頁面範圍會從索引標記開始延伸，直到文件結尾為止。

到區段結尾 頁面範圍會從索引標記開始延伸，直到在「頁面」面板中定義的目前區段結尾為止 (請參閱文件編號選項。)
針對之後的 # 個段落 頁面範圍會從索引標記開始延伸，直到在相鄰方框中指定的段落數目結尾，或存在的段落數目結尾為止。
針對之後的 # 個頁面 頁面範圍會從索引標記開始延伸，直到在相鄰方框中指定的頁面數目結尾，或存在的頁面數目結尾為止。
抑制頁面範圍 關閉頁面範圍。

在索引中新增請參閱或另請參閱交互參照

所謂的交互參照就是指向相關項目 (而不是頁碼) 的索引項目。 您可以使用「索引」面板建立交互參照。 交互參照在索引中有許多不同的用途:

交互參照可使常用詞彙與文件或書冊中所用的對等詞彙產生關聯。 例如 Fauna。 另請參閱 Animals。 包含這類交互參照的項目並不包含頁面參
照，僅會指向索引更完整的對應詞彙。

交互參照可指向其他與主題相關的 (而不是對應的) 項目。 例如 Cats。 另請參閱 Wildcats。 在這種情形下，包含交互參照的索引項目也會同時
包含頁碼和/或與項目主題有直接相關的次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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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類型的交互參照

A. 相關資訊的交互參照 (另請參閱) B. 對應詞彙的交互參照 (請參閱)

在 InDesign 中建立交互參照時，可以同時選取交互參照的字首。 「請參閱」和「另請參閱」都是靜態文字。 如果選擇「另請參閱」，則 InDesign 會
在每次產生索引時，自動為交互參照指定正確的字首:

包含頁碼、次項目，或同時包含兩者的項目都會加上「另請參閱」。

不包含頁碼或次項目的項目則加上「請參閱」。

1. 選擇「視窗 > 文字和表格 > 索引」。
2. 選取「參照」。
3. (選擇性) 選取「書冊」以檢視書冊檔案中已開啟文件的索引項目。
4. 在「索引」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頁面參照」。
5. 在「主題層級」方框中輸入一或多個主題。
6. 在「類型」選單的底部，選擇交互參照字首 (例如「另請參閱」)。
7. 在「參照」方框中輸入主題，或從底部的主題清單拖移現有主題。
8. 按一下「新增」將交互參照加入索引之中。

交互參照會顯示於「索引」面板和產生的索引之中，但它本身和文件中的索引標記並沒有關聯。

產生索引

新增了索引項目，並在「索引」面板中預視之後，就可以開始產生索引內文，並置入文件中以供出版。

索引內文可以顯示為獨立的文件，或顯示於現有的文件之中。 在產生索引內文時，InDesign 會在文件或書冊間編譯索引項目並更新頁碼。 但是，如果
新增或刪除了索引項目，或為文件重新編頁，就需要重新產生索引加以更新。

在產生索引時，如果溢排文字中出現索引標記，系統會詢問您是否要將這些標記包含於索引之中。 如果按一下「確定」，這些項目將會以不含頁碼的
方式顯示在索引之中。如果索引標記出現在隱藏條件文字之中，項目就會從索引中排除。

如需有關建立索引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vid0220_tw。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為單一文件建立索引時，您可能需要在文件結尾新增頁面。

如果要為書冊中的多個文件建立索引，請先建立或開啟要用來建立索引的文件，然後確認該文件已包含在書冊中。

2. 在「索引」面板選單中，選擇「產生索引」。 指定下列選項的設定:

在「標題」中輸入要顯示於索引開頭處的文字。 如果要決定標題的格式，請在「標題樣式」彈出式選單中選取樣式。

請選取「取代現有索引」更新現有的索引。 如果尚未產生任何索引，這個選項就會變成灰色。取消選取此選項後，您就可以建立多個索引。

請選取「包含書冊文件」為目前書冊清單中的所有文件建立單一索引，並為書冊重新編排頁碼。 如果只要為目前的文件產生索引，請取消選
取此選項。

如果要在索引中包含隱藏圖層上的索引標記，請選取「包含隱藏圖層上的項目」。

如果要檢視其他的索引選項，請按一下「更多選項」。

3. 按一下「確定」。 如果取消選取「取代現有索引」，會出現一個載入文字的圖示。 如同置入任何其他文字一樣，置入索引內文。

如果編輯了索引內文中的項目，重新產生索引時會取代這些變更。 如果要取得最佳結果，請在「索引」面板中編輯索引，然後再度產生索引。

索引格式設定選項

在「產生索引」對話框中按一下「更多選項」，就會出現格式設定選項，可讓您決定所產生索引的樣式與外觀。InDesign 含有許多內建的段落和字元
樣式，您可以選取這些樣式來設定所產生索引的格式；或者也可以自行建立及選取樣式。 產生索引後，可以在「段落樣式」和「字元樣式」面板中編
輯這些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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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巢狀項目的索引

A. 大標題 B. 區段標題 C. 層級 1 的項目 D. 層級 2 的次項目 E. 主題 F. 交互參照

如果要取代項目分隔元 (例如「主題之後」或「項目之間」的數值)，請選取現有的分隔元，然後輸入或選擇取代的字元。

巢狀或不分行 如果要以預設的樣式將索引格式化，並將項目下的次項目巢狀放置為獨立的縮排段落，請選取「巢狀」。 如果要讓項目中的所有層級都
顯示於單一段落之中，請選取「不分行」。 「項目之間」選項則決定要使用哪個字元來分隔項目。
包含索引區段標題 選取此選項可以產生以字母字元 (A、B、C 等) 代表續接區段的標題。
包含空白索引區段 即使索引中缺少了以特定字母開頭的第一層項目，選取此選項可產生使用所有字母的區段標題。
層級樣式 針對每個索引層級，選擇要套用至各個索引項目層級的段落樣式。 產生索引後，您可以在「段落樣式」面板中編輯這些樣式。
區段標題 為產生之索引的區段標題 (A、B、C 等) 選取段落樣式，決定外觀。
頁碼 在產生的索引中選取字元樣式以決定頁碼外觀。 此設定並不會影響使用「編號樣式優先選項」格式化的索引項目。
備註： 如果要讓索引中的頁碼包含字首 (例如 B-1 或 II-1)，請參閱定義章節編號。
交互參照 為所產生索引的交互參照字首 (例如「請參閱」和「另請參閱」) 選取字元樣式，以決定其外觀。
交互參照主題 為所產生索引中已參照的主題 (例如「另請參閱 beasts」中的 beasts) 選取字元樣式，以決定其外觀。
主題之後 輸入或選取特殊的字元，以分隔項目與頁碼 (例如 Animals 38)。 預設值為兩個空格。 可藉由編輯對應的「層級樣式」，或是選取其他樣
式，決定字元的格式。

頁碼之間 輸入或選取特殊的字元，分隔不同的頁碼或頁面範圍。 預設值為逗號再加上一個半形空格。
項目之間 如果已選取「不分行」，請輸入或選取特殊的字元，以決定項目和次項目間的分隔方式。 如果已選取「巢狀」，此設定可決定單一項目的兩
個交互參照間的分隔方式。

交互參照之前 輸入或選取要顯示於參照與交互參照之間的特殊字元，例如 Animals。 另請參閱 beasts。 預設值為句號再加上一個空格。 藉由切換或
編輯對應的層級樣式，決定此字元的格式。

頁面範圍 輸入或選取特殊的字元，以分隔頁面範圍中的第一個與最後一個頁碼 (例如 Animals 38–43)。 預設值為短破折號。 藉由切換或編輯「頁
碼」樣式，決定此字元的格式。

項目結尾 輸入或選取要顯示於項目結尾的特殊字元。 如果已選取「不分行」，指定的字元會顯示於最後一個交互參照的結尾。 預設值為不使用任何
字元。

變更索引的排列順序

您可以變更語言和符號的排列順序。 這項功能對希臘文、斯拉夫文和亞洲語言特別有用。如果您要變更符號在索引中的出現位置，這項功能也很有
用。 如果要讓符號出現在結尾，您可以將「符號」類別移至優先清單的底部。

變更排列順序會影響後來產生的「索引」面板以及索引內文中的排列順序。 您可以建立多個排列順序不同的索引。 例如，您可以產生德文的索引，變
更排列順序，然後另外產生瑞典文索引，但是一定要確認產生索引時，不選取「取代現有索引」。

1. 從「索引」面板選單中選擇「排序選項」。
2. 請確認已選取所要排序的項目。
3. 若要判斷使用的語言指令碼類型為何，請按一下「標題類型」下的項目，然後從選單中選擇其他選項。

舉例來說，如果是斯拉夫文，您可以選擇俄文、白俄羅斯文、保加利亞文或烏克蘭文。 如果是中文，您可以選擇主要用於簡體中文的「拼
音」，或選擇主要用於繁體中文的「總筆劃數」。

4. 如果要變更語言或符號的順序，請在清單中選取該語言或符號，然後按一下清單右下方的「上」或「下」按鈕。

在清單中居較高位置的項目，排序時會排在較低項目之前。 「排序選項」對話框中未包含的任何語言字元會在符號之下排列順序。 例如，如果
文件中有希臘文文字，但「排序選項」之下不包含希臘文，則任何建立索引的希臘文文字將出現在「符號」之下。

日文和韓文索引的排列順序

建立亞洲語言的索引項目時，請注意下列事項：

亞洲語言會根據特定的排版規則，使用不同的排序慣例。

為日文文字建立索引時，「主題層級」方框中索引項目的讀音應該以全形平假名和片假名輸入「排序條件」方框中。 您不需要在「排序條件」方
框中輸入全形平假名、片假名、英數字元、一些符號、半形的英數字元，或是只有符號之索引項目的讀音。 「主題層級」方框中輸入的項目會經
過排序。 在某些情況下，混合全形和半形符號的項目可能無法順利排序。 針對這種情況，您應該輸入適當的讀音。

您不能在「排序條件」文字方塊中輸入半形片假名或漢字， 但是可以輸入全形符號，例如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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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假名和片假名有所區別，平假名排在片假名前面。 大寫和小寫的英數字元也會經過區分，而大寫字元則會在小寫字元之前經過排序。

如果在「主題層級」方框中輸入相同字元，但輸入不同的讀音，便會將這些字元當做不同的索引項目來處理。 例如，如果輸入 Cat 做為索引項
目，並以片假名指定其讀音為 Neko，接著再輸入第二次，並以平假名指定 Neko 的讀音，便會產生兩個 Cat 索引項目。 您也可以利用這項功
能，將不同索引主題下的相同詞彙加以分類。 例如，在索引中輸入 The Cats 這個詞彙時，如果將 Cats 輸入「排序條件」文字框中，並以沒有
任何輸入的方式建立兩個索引項目，系統就會在 T 和 C 索引主題下都產生 The Cats。

如果是韓文排列順序，您可以指定「韓文子音」或「韓文子音和母音」。

排列中文索引的順序

建立或編輯索引項目時，您可以在「排序選項」對話框及「排序方式」欄位這兩個地方決定中文字元的排列順序。

「排序選項」對話框 如果在「索引」面板選單中選擇「排序選項」，就可以變更排列順序，並指定要使用「拼音」或「筆劃」。

排序方式 建立或編輯索引項目時，如果在「主題層級」欄位中輸入中文字元，您就可以編輯中文排序資訊。

如果是「拼音」，而且有多個字的拼音都相同時，就會依照 (1) 聲調和 (2) 筆劃的遞增順序來排序。如果是「總筆劃數」，則每個字都會依照 (1) 總筆
劃數、(2) 第一劃及 (3) 第二劃來排序。 您可以直接在「排序方式」欄位中編輯排序資訊，或是按一下「排序方式」欄位右邊的箭頭，開啟「拼音輸
入」對話框或「筆劃輸入」對話框。您可以編輯這些欄位，然後按一下「確定」。 請為每個主題層級重複進行這項程序。

管理索引

設定索引並加入索引標記至文件之後，就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方式管理索引。 您可以檢視書冊中所有索引主題、從「主題」清單移除「參照」清單中不
使用的主題、在「參照」或「主題」清單中尋找項目，以及從文件中移除索引標記。

檢視書冊中所有索引主題

選取「書冊」選項時，「索引」面板會顯示整個書冊的項目，而不僅是目前文件的項目。

1. 開啟書冊檔案及包含的所有文件。
2. 在「索引」面板上方，選取「書冊」。

如果建立索引時有其他人需要存取書冊中的文件，您可以在其他的文件中建立一份主題的主清單，然後將主清單的主題讀入書冊的各文件之中。 請注
意，如果主清單變更，就必須將主題再次讀入各文件中。

使用多個文件為書冊建立索引時，您可以藉由產生書冊索引 (包含所有文件) 來顯示目前所有已列文件的索引主題，以後就不需要再從「索引」選單
使用「讀入主題」功能來手動將主題讀入每個文件中。

從主題清單移除未使用的主題

在索引建立後，仍可以刪除之前未包含於索引中的主題。

1. 選擇「視窗 > 文字和表格 > 索引」，以顯示「索引」面板。
2. 從「索引」面板選單中選擇「移除未使用的主題」。 所有與頁碼不相關聯的主題都會被刪除。

刪除索引標記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索引」面板中，選取要刪除的項目或主題。 按一下「刪除選取的項目」按鈕 。

備註： 如果選取的項目是包含多個子標題的標題，所有的子標題也會同時刪除。

在文件視窗中，選取索引標記並按下 Backspace 鍵或 Delete 鍵。

備註： 如果要在文件視窗中檢視索引標記，請選取「文字 > 顯示隱藏字元」。

尋找索引面板中的索引項目

1. 在「索引」面板選單中，選擇「顯示尋找欄位」。
2. 在「尋找」方框中，輸入要尋找的項目名稱，然後按一下向上或向下鍵。

找出文件中的索引標記

1. 選擇「文字 > 顯示隱藏字元」，以顯示文件視窗中的索引標記。
2. 在「索引」面板中，按一下「參照」，然後選取要找出的項目。
3. 在「索引」面板選單中，選擇「跳至選取的標記」。 插入點就會顯示在索引標記的右側。 然後就可以按下 Shift+ 向左鍵選取標記，以進行剪
下、拷貝或刪除。

更多說明主題

建立索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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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路徑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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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頁首

建立路徑文字

編輯或刪除路徑文字

調整路徑文字的位置

將效果套用至路徑文字

將錨定物件新增至路徑文字中

建立路徑文字

您可以設定文字的格式，讓文字沿著任意形狀的開啟或關閉路徑的邊緣移動。將選項和效果套用至路徑文字：沿著路徑移動、翻轉至路徑的另一邊、

或是使用路徑形狀來扭曲字元。如同其他文字框，路徑文字具有輸入埠和輸出埠，所以您可往返串連文字。

一條路徑只能包含一行文字，因此任何超出路徑的文字將會被溢排 (隱藏)，除非您已經把它串連至另一個路徑或文字框。 您可以在路徑文字中加入行
中或行上方物件。您無法使用複合路徑在路徑上建立文字，如同使用「建立外框」指令所建立的。

路徑文字可以是垂直的，也可以是水平的，而且您也可以使用特殊的亞洲文字排版功能，例如旁注、注音、著重號以及直排內橫排等(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變更旁注選項、使用直排內橫排、新增注音至文字和套用著重號)。

路徑上的文字

A. 開始括號 B. 輸入埠 C. 中央括號 D. 結束括號 E. 輸出埠代表串連的文字

1. 選取「路徑文字」工具  或「垂直路徑文字」工具  (按住「文字」工具，以顯示包含「路徑文字」工具的選單)。
2. 將指標移到路徑上，直到指標旁邊出現一個小加號 ，然後依照下列步驟執行：

如果要文字使用預設設定，請按一下路徑。依照預設，在路徑開始處會出現插入點。如果現有的預設段落設定指定縮排，或是任何其他除了

靠左以外的對齊方式，插入點將出現於路徑開始處以外的位置。

如果要將文字限制於路徑的特定部分，請按一下您想要文字開始的路徑位置，然後沿著路徑拖移至想要文字結束之處，接著放開滑鼠(如需有
關變更文字開始與結束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調整路徑文字的位置)。

變更路徑文字的位置

備註： 如果點選或拖移都無法作用，請確定在「路徑文字」工具旁邊有出現小加號。

3. 輸入您要的文字。如果您已經按一下滑鼠在路徑上置入插入點，文字會沿著整條路徑出現。如果進行拖移，文字將只會沿著拖移的部分出現。

備註： 如果原來就可以看見路徑，在加上文字後，路徑仍然會繼續顯示。如果要隱藏路徑，請使用「選取」或「直接選取」工具來選擇路徑，然後套
用無線條與填色。

編輯或刪除路徑文字

您可以將字元與段落選項套用至路徑文字。不過，段落嵌線與段落間距選項並不會影響路徑文字。「段落」面板中的對齊方式設定，控制著路徑文字

的對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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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和格式化路徑文字字元

1. 使用「路徑文字」工具，請執行下列其中一個作業：

如果要加入插入點，按一下路徑文字中任意兩個字元的中間。

如果要選取字元，請拖移過路徑文字。

2. 依照需要編輯和設定文字格式。

刪除路徑中的文字

1. 使用「選取」工具  或「直接選取」工具  選取一或多個路徑文字物件。
2. 選擇「文字 > 路徑文字 > 刪除路徑中的文字」。

如果路徑文字已串連，文字會移至下一個已串連的文字框或是路徑文字物件。如果路徑文字未串連，文字會被刪除。 路徑保持不變，但會失去所有路
徑文字屬性 — 將會移除所有的括號、輸入與輸出埠，以及串連屬性。

備註： 如果路徑的填色和線條被設定為「無」，在您刪除文字後將無法看到路徑。 如果要顯示路徑，在選擇「文字 > 路徑文字 > 刪除路徑中的文
字」之後，請立刻按下 D 鍵。 這會將預設的填色和線條套用至所選取的路徑。

縮緊尖銳轉角處的字元間距

1. 使用「選取」工具或「文字」工具來選取路徑文字。
2. 選擇「文字 > 路徑文字 > 選項」，或按兩下「路徑文字」工具。
3. 在「間距」中，鍵入以點為單位的數值。較高的值會減少在尖銳轉角處之字元間的額外間距。

套用間距調整之前 (左) 與之後 (右) 的路徑文字

備註： 間距值可補償字元扇出尖銳轉角處的方式。這對於放置在直線區段上的字元沒有作用。 如果要變更路徑上任何字元的間距，請選取它們，然
後套用特殊字距和字距調整。

調整路徑文字的位置

您可以變更路徑文字的開始或結束位置、移動文字，以及透過其他方式變更路徑位置。

變更路徑文字的開始或結束位置

1. 使用「選取」工具  來選取路徑文字。

2. 將指標放在路徑文字的開始或結束括號上，直到指標旁邊出現一個小圖示 。 請不要將其置於括號的輸入或輸出埠上。
放大顯示路徑，以便更輕鬆地選取括號。

3. 沿著路徑拖移開始或結束括號。

將指標置於開始或結束括號上，接著進行拖移來重新定位路徑文字的邊界。

備註： 如果您套用段落縮排值，它是根據開始和結束括號來測量。

沿著路徑移動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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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選取」工具  來選取路徑文字。
2. 將指標放置在路徑文字的中央括號上，直到指標旁邊出現一個中央括號圖示 。

放大顯示路徑，以便更輕鬆地選取括號。

3. 沿著路徑拖曳中心括號。

備註： 如果開始與結束括號都位於路徑的末端，文字將不會移動。 如果要為拖移文字建立一些空間，將開始或結束括號移開路徑末端。

設定路徑文字的垂直對齊方式

1. 使用「選取」工具或「文字」工具來選取路徑文字。
2. 選擇「文字 > 路徑文字 > 選項」。
3. 在「對齊」選單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指定所有字元對齊路徑的方式 (相對於字體總高度)。

在水平路徑文字中選取「表意字框頂端」，或在垂直路徑文字中選取「表意字框左側」時，路徑會對齊表意字框的頂端或左側邊緣。

選取「置中」時，路徑會對齊全形字框中間。

在水平路徑文字中選取「表意字框底部」，或在垂直路徑文字中選取「表意字框右側」時，路徑會對齊表意字框的底部或右側邊緣。

在水平路徑文字中選取「全形字框頂端」，或在垂直路徑文字中選取「全形字框左側」時，路徑會對齊全形字框的頂端或左側邊緣。

在水平路徑文字中選取「全形字框底部」，或在垂直路徑文字中選取「全形字框右側」時，路徑會對齊全形字框的底部或右側邊緣。

選取「基線」時，路徑會對齊羅馬字的基線。

4. 在「至路徑」選單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指定由左至右繪製時，路徑對齊所有字元的位置，相對於路徑線條粗細 (這項設定只會在線條較粗
時顯示)：

如果要將路徑對齊線條的頂端邊緣，請選擇「上」。

如果要將路徑對齊線條的底部邊緣，請選擇「下」。

如果要將路徑對齊線條的中央，請選擇「置中」。 這是預設設定。

若要進一步控制垂直對齊方式，請使用「字元」面板中的「基線位移」選項。例如，在「基線位移」文字方塊中鍵入負值可降低文字位置。

翻轉路徑文字

1. 按一下「選取」工具 ，然後選取路徑文字。
2. 將指標放置在路徑文字的中央括號上，直到指標旁邊出現一個中央括號圖示 。

3. 沿著路徑拖曳中央括號。

將指標置於中央括號上，接著沿著路徑拖移來翻轉文字。

您也可以使用對話框來翻轉路徑文字。使用「選取」工具或「文字」工具來選取路徑文字。選擇「文字 > 路徑文字 > 選項」。接著選取「翻
轉」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將效果套用至路徑文字

1. 使用「選取」工具或「文字」工具來選取路徑文字。
2. 選擇「文字 > 路徑文字 > 選項」，或按兩下「路徑文字」工具。
3. 從「效果」選單中選取下列選項之一，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果要將各字元之基線的中心平行對齊路徑的切線，請選取「彩虹效果」。 這是預設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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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文字效果

A. 彩虹效果 B. 傾斜效果 C. 3D 帶狀效果 D. 階梯效果 E. 重力效果

不管路徑的形狀為何，如果要將字元的垂直邊緣保持為完全垂直，並讓字元的水平邊緣跟隨著路徑，請選取「傾斜」。 當文字是以波浪形外
觀或繞著圓柱體出現時，例如在飲料罐頭上的標籤，所得到的水平扭曲結果就很有用。

不管路徑的形狀為何，如果要將字元的水平邊緣保持為完全水平，並讓各字元的垂直邊緣與路徑垂直，請選取「3D 帶狀效果」。

如果要在不旋轉任何字元的情況下，將各字元基線左方邊緣保持於路徑上的，請選取「階梯效果」。

將各字元基線的中心保持在路徑上，同時將各垂直側邊保持在通過路徑中心點的直線上，請選取「重力效果」。 您可以藉由調整文字路徑的
弧形，來控制此選項的透視效果。

將錨定物件新增至路徑文字中

1. 使用「文字」或「路徑文字」工具，在文字中按一下您想要物件錨點出現之處的插入點。
2. 加入錨定物件。您可以在路徑的行中或行上方加入錨定物件或是框架(請參閱錨定物件)。

備註： 文字路徑中之行上方錨定物件的可用選項，與位於正常文字框中之錨定物件的選項有些許不同：「對齊方式」選項是相對於錨定物件標記，而
且也無法使用「與前段間距」選項。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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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內容 | CC、CS6

回到頂端

內容收集器

內容置入器

建立連結

對應樣式

編輯自訂樣式對應

置入選項

內容收集器工具

置入和連結

指定連結選項

自訂樣式對應

更新連結的項目

複製橫跨各種頁面的內容並不是簡單的工作；複製和貼上內容不僅麻煩，也相當耗費時間。使用連結的內容功能可管理多個版本的內容。您可以置入

內容，並且在相同文件或不同文件中連結這個內容。連結的內容可以更輕鬆支援新興工作流程，例如您設計垂直和水平版面時。對於傳統的印刷及出

版工作流程，連結的內容同樣能夠運作良好，例如您同步不同頁面或文件上的稿件內容文字時。

連結的內容本身的運作方式與傳統的連結類似。請參閱使用連結面板，以取得概觀。您可以指定某個物件是父項目，然後將該項目置入其他位置成為

子物件。每當您更新父物件時，子物件會加上旗標，表示您可以更新這些子物件，以便和父物件進行同步。

您可以使用內容收集器工具或選擇「編輯 > 置入和連結」選單指令，來置入和連結物件。

圖示顯示在連結的物件的左上角。項目在「連結」面板中會顯示為連結的物件。

內容收集器工具

「內容收集器」及「內容置入器」工具可讓您複製頁面項目，並置入於開啟的 InDesign 文件上。當收集到內容時，就會顯示在「內容輸送帶」中。使
用「內容輸送帶」可以輕鬆迅速地在開啟文件之中和之間，置入和連結多個頁面項目。

按一下工具箱中的 可開啟「內容輸送帶」。

使用「內容收集器」  工具可選取物件，並新增至輸送帶

使用「內容置入器」  可將頁面物件置入於頁面

按下 B 切換「內容收集器」和「內容置入器」工具。

 
內容輸送帶 
A. 「內容收集器」工具B. 「內容置入器」工具C. 建立連結D. 對應樣式E. 編輯自訂樣式對應F. 置入選項G. 瀏覽 H. 收集所有串連框架 I. 載入輸送帶

使用「內容收集器」可將頁面項目新增至「內容輸送帶」。

使用「內容置入器」可將項目從「內容輸送帶」置入於文件中。選取這個工具時，會將目前的項目新增至置入槍。

啟用「建立連結」可將置入的項目與所收集項目的原始位置相連結。您可以使用「連結」面板管理連結。

對應原始項目與置入的項目之間的段落、字元、表格或儲存格樣式。預設匯使用樣式名稱進行對應。請參閱自訂樣式對應。

定義原稿與置入的項目兩者之間的自訂樣式對應。對應樣式可自動取代置入的項目中的原始樣式。

指定置入項目時的輸送帶選項。

在置入項目之後，從輸送帶中移除項目

置入目前項目多次。該項目會保持放在置入槍中。

置入項目並移動至下一個項目。但是該項目會保持在輸送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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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

收集所有串連框架

載入輸送帶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儲存文件時更新連結

如果連結更新會覆寫本機編輯，則顯示警告

更新物件連結時保留本機編輯

導覽「內容輸送帶」中的項目。

啟用此選項可收集所有串連框架。此時將收集內文及所有框架。如果停用這個選項，將收集單一框架中的內文。

使用  可載入含有項目的輸送帶。
選取範圍：使用這個選項可載入所有選取的項目

頁：使用這個選項可載入指定之頁面上的所有項目

全部：使用這個選項可從所有的頁面及貼上板載入項目

啟用「建立單一集合」可將所有項目群組於單一集合。

您可以收集個別頁面項目，或收集相關項目作為「集」。在某些情況下，InDesign 會自動建立集，以保留頁面項目的關係完整性。

下列是數種可收集項目作為集的方法，有些是手動，有些是自動：

選取畫面可選取數個項目

使用「載入輸送帶」選項，然後選取頁面範圍，或所有文件內容或選取的項目，項目將相應地收集為集。

收集具有相關內容 (例如具有其他項目和與其相關聯的狀態的互動按鈕部分) 的項目時，它會將所有相關項目收集成集 (此值將永遠放入一個手勢
中)
收集文字框及跨入其他物件的文字緒，而且在輸送帶上已核取「收集所有文字緒框」時，它將挑選所有文字緒框成為一個集。

置入和連結

1. 選取框架或將插入游標置入於文字中，來選取頁面項目。您也可以使用 Shift+按一下滑鼠來選取多個項目。

2. 選擇「編輯 > 置入和連結」。游標會連同項目載入，而且項目會顯示在「內容輸送帶」中。

3. 按一下頁面或繪製框架，以置入連結的項目。

連結連結選項

1. 在「連結」面板中，選取連結的項目。

2. 從「連結」面板選單中選擇「連結選項」。

 

按下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將「取消」按鈕變更為「重設」。按一下「重設」來回復至預設選項。

3. 視需要選取下列選項：

啟用此選項，可在儲存文件時更新連結。

啟用此選項，可在更新連結將覆寫對連結的物件進行的任何本機編輯時顯示警告。

從可用的種類中選取，以在更新連結時保留本機編輯。

168



從內文移除強制分行符號

定義自訂樣式對應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啟用以移除內文中任何強制的斷行。移除斷行可讓文字在連結的框架中平順地重排 (如果重新調整其大小或重新指定
其格式)。

如果想要對應樣式，並改為自動套用另一個樣式至連結的內容，請啟用此選項。請參閱自訂樣式對應。

若要指定預設連結選項，請關閉所有文件，然後開啟連結面板選單，並選擇「連結選項」。

自訂樣式對應

文字樣式 (段落、字元、表格、儲存格) 或樣式群組可以在連結時對應至不同的樣式。對應的樣式會自動套用至連結的內容，而不是原始樣式套用至父
項。自訂樣式對應相當實用，例如，您可以在數位排版中使用 sans serif 字體，而在印刷排版中使用 serif 字體。或者，您可以讓水平及垂直版面採用
不同的文字樣式。

若要定義自訂的樣式對應，請執行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在「連結選項」對話框中 (「連結」面板 > 「連結選項」)，啟動「定義自訂樣式對應」，然後按一下「設定」。

按一下「內容輸送帶」中的 。

 
自訂樣式對應

1. 選取來源文件和樣式類型。 
2. 按一下「新樣式對應」。
3. 從清單選擇來源及對應的樣式或樣式群組。

按下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將「取消」按鈕變更為「重設」。按一下「重設」來回復至預設選項。

更新連結的項目

如果已修改原始項目，則  符號會顯示在框架上方，以及顯示在「連結」面板中。若要更新，請執行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按一下接近框架左上角的  

類別 範例

外觀

物件樣式屬性，例如線條、填色、效果。這會排除任何文字或文

字框相關屬性，例如疊印或非列印設定等

大小與形狀
高度、寬度、變形、文字框屬性，以及其他欄大小屬性

互動性
動畫、物件狀態、按鈕動作

框架內容

置入或貼入框架的影像、影片、內容，以及直接套用至這類物件

的效果和設定。

其他

從其他類別排除的屬性，例如框架上的繞圖排文、物件轉存選

項；文字框屬性，例如基準線選項、自動調整大小選項、垂直對

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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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和 Facebook 發文未涵蓋在 Creative Commons 條款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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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連結」面板中，按兩下  符號

如果您曾對子項目進行本機編輯，則編輯內容會被原始項目的內容覆寫。如果您設定「如果連結更新會覆寫本機編輯，則顯示警告」，則會顯示警告

訊息。

使用「連結資訊」面板可判斷您是否曾對內文進行本機編輯；如果您曾進行本機編輯，則內文狀態會顯示「文字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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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基本編排頁碼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新增頁碼

將頁碼標記新增到主版頁面

變更頁碼樣式

一般編排頁碼工作

您可以在頁面上新增目前頁碼標記，指定頁碼在頁面上的位置與外觀。由於頁碼標記會自動更新，顯示的頁碼永遠會是正確的頁數，即使您新增、移

動或重新排列文件中的頁面也一樣。 頁碼標記可以和文字一樣，進行格式與樣式化。

將頁碼標記新增到主版頁面

頁碼標記普遍都會新增至主版頁面。將主版頁面套用至文件頁面時，頁碼會自動更新，類似表頭與表尾。

A 主版上的頁碼 (左圖) 與使用相同主版的第 5 頁 (右圖)

如果自動編排的頁碼位於主版頁面上，就會顯示主版頁面字首。 在文件頁面中，會顯示自動編排的頁碼。 在作業範圍上，它會顯示「PB」。

1. 在「頁面」面板中，按兩下要新增頁碼的主版頁面。若要建立主版頁面，請參閱建立主版。

2. 建立新文字框，並且大小足以容納最長頁碼及任何您要在其旁邊顯示的文字。將文字框置於要顯示頁碼的位置。

如果文件中有對頁，請分別為左和右主版頁面建立文字框。

3. 在頁碼文字框中，新增將出現在頁碼前後的任何文字 (例如「頁」)。

4. 將插入點置於要顯示之頁碼的位置，然後選擇「文字 > 插入特殊字元 > 標記 > 目前頁碼」。

5. 將主版頁面套用到您要在其中顯示頁碼的文件頁面。若要套用主版頁面，請參閱套用主版頁面。

若要從文件的第一頁移除頁碼，您有兩個選項：套用其他主版或「無」主版，或覆寫並刪除文件頁面上的主版文字框。按住 Ctrl/Cmd+Shift 鍵並按
一下主版文字框即可加以覆寫。

變更頁碼樣式

頁面預設使用阿拉伯數字編號 (1、2、3...)；不過，您可以使用大寫或小寫羅馬字母 (i, ii, iii...) 或英數字元 (a, b, c...) 編號。您也可以使用開頭會補零
的頁面編號。文件中使用不同編號樣式的每個部分，稱之為章節。如需章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定義章節編號。

頁碼收藏館

關於如何新增頁碼的視覺收藏館和快速提

示。... 深入閱讀

http://goo.gl/KKJvd

作者：Bob Bringhurst

貢獻您的專業知識至

Adobe Communit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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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文、中文或韓文版本中，預設會使用阿拉伯數字作為頁碼。但是，如果使用「編頁與章節選項」指令，您便可以指定編號的樣式，例如羅馬數

字、阿拉伯數字、漢字等等。 「樣式」選項可以讓您選取頁碼的位數，例如 001 或 0001。文件中使用不同編號樣式的每個部分，稱之為章節。如需
章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定義章節編號。

使用「編頁與章節選項」對話框變更頁碼樣式以使用其他格式。您也可以使用此對話框重新起始頁碼，或以您指定的編號起始頁碼。

1. 在「頁面」面板中，選取要開始新編號樣式章節的頁面。

2. 選擇「版面 > 編頁與章節選項」。

3. 指定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請參閱文件編號選項。

章節指示器圖示  會出現在「頁面」面板的頁面圖示上方，表示新章節開頭。

如果您插入的目前頁碼之前出現數值或字母，表示其中包含章節字首。如果不需要這個字首，您可以取消選取「編頁與章節選項」對話框中的

「產生頁碼時包含字首」。

一般編排頁碼工作

InDesign 提供多種不同功能可協助您建立頁碼效果。

如果要這樣做： 請執行：

將頁碼新增到書冊中的文件。 請參閱為書冊的頁面、章節和段落編號。

新增章節編號。 請參閱新增章節編號。

建立使用文字變數 (例如，建立日期、檔案名稱或是目前表頭或標題) 的動態表頭與表尾。請參閱建立表頭與表尾和文字變數。

建立「第 x 頁，共 y 頁」效果，其中 x 是目前頁面，而 y 是總頁數。 插入「目前頁碼」標記做為 x，並且插入「最後一頁的頁碼」文字變數做為 y (選

建立「續見第 x 頁」內文跳頁。 請參閱為內文跳頁新增自動編排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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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頁面與跨頁

回到頂端

變更頁面與跨頁顯示

設為目標或選取頁面或跨頁

在文件中加入新頁面

建立頁面縮圖的顏色標籤

當您在「檔案 > 文件設定」對話框中選取「對頁」選項，文件頁面就會排列成跨頁。 跨頁是一起檢視的一組頁面，例如在打開書籍或雜誌時就會一起
見到的兩個頁面。 每個 InDesign 的跨頁都包含自己的作業範圍，也就是位於頁面外的區域，您可在其中儲存尚未定位於頁面中的物件。 各跨頁的作
業範圍會提供空間來容納會出血或延伸超過頁面邊緣的物件。

「頁面」面板

A. 頁面圖示 B. 套用「A-主版」的頁面 C. 已選取的跨頁 

在「文件設定」對話框中，將「裝訂」選項設定為「從右至左」時，在「頁面」面板中，數字會從右至左附加至頁面圖示。

在長文件中，您可以選擇「版面 > 跳至頁面」快速移至某頁。

變更頁面與跨頁顯示

「頁面」面板提供有關頁面、跨頁和主版 (自動將其他頁面或跨頁格式化的頁面或跨頁) 的資訊和控制。 依預設，「頁面」面板會顯示每頁內容的縮圖
表示。

1. 如果看不到「頁面」面板，請選擇「視窗 > 頁面」。

2. 在「頁面」面板選單中選擇「面板選項」。

3. 在「圖示」區段中，指定哪些圖示要出現在「頁面」面板中頁面縮圖的旁邊。這些圖示會指示是否已將透明度或頁面切換效果新增至跨頁，並指
示是否已旋轉跨頁檢視。

4. 在「頁面」和「主版」區段中:

選取頁面和主版的圖示大小。

選取「垂直顯示」，在一個垂直欄中顯示跨頁。 取消選取這個選項，可讓跨頁並列顯示。

選取「顯示縮圖」，顯示每頁或主版內容的縮圖表示 (如果選取「圖示大小」的特定選項，便無法使用這個選項)。

5. 在「面板版面」區段中，選取「頁面置於上方」將頁面圖示區段顯示於主版圖示區段的上方，或選取「主版置於上方」將主版圖示區段顯示於頁
面圖示區段的上方。

6. 選擇「調整大小」選單中的選項，控制調整面板大小時區段的顯示方式：

如果要重新調整面板中「頁面」和「主版」兩區段的大小，請選擇「等比例」。

173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回到頂端

註解：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如果要保留「頁面」區段的大小，只調整「主版」區段大小，請選擇「頁面固定」。

如果要保留「主版」區段的大小，只調整「頁面」區段大小，請選擇「主版固定」。

設為目標或選取頁面或跨頁

您可以選取或標定頁面或跨頁為目標，端看進行的工作而定。 某些指令影響目前選取的頁面或跨頁，而其他指令會影響目標頁面或跨頁。 例如，您只
能將尺標參考線拖移至目標頁面或跨頁，但是與頁面相關的指令則會影響在「頁面」面板中選取的頁面或跨頁，例如「複製跨頁」或「刪除頁面」。

設為目標可讓頁面或跨頁成為使用中的狀態，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很有用，例如當文件視窗中可看到數個跨頁，而您想將物件貼入特定跨頁時。

在「頁面」面板中：

如果要同時設為目標並選取頁面或跨頁，請按兩下其圖示或圖示下方的頁碼。 如果在文件視窗中看不見頁面或跨頁，表示其已經移至檢視
中。

秘訣：您也可以在文件視窗中按一下頁面、頁面中的任何物件或其作業範圍，將頁面或跨頁設為目標並加以選取。

除了所針對的頁面或跨頁外，垂直尺標以及全部都會呈現灰色。

如果要選取頁面，請按一下其圖示 (不要連按兩下，除非您想將頁面設為目標，並將它移至檢視中)。

如果要選取跨頁，請按一下跨頁圖示下方的頁碼。

某些跨頁選項 (例如「頁面」面板選單中的選項) 只能在選取整個跨頁時使用。

在文件中加入新頁面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在作用中的頁面或跨頁之後加入頁面，請按一下「頁面」面板中的「新增頁面」按鈕或是選擇「版面 > 頁面 > 新增頁面」。 新頁面使
用與目前作用中之頁面相同的主版。

如果要將多重頁面加入文件結尾，請選擇「檔案 > 文件設定」。在「文件設定」對話框中，指定文件的總頁數。InDesign 會在最後一個頁面
或跨頁之後加入頁面。

如果要加入頁面並指定文件主版，請從「頁面」面板選單中選取「插入頁面」或選擇「版面 > 頁面 > 插入頁面」。 選取要加入頁面的地方，
並選擇所要套用的主版。

建立頁面縮圖的顏色標籤

您可以將顏色標籤指定給「頁面」面板中的頁面縮圖。例如，您可以使用顏色標籤指出頁面的狀態，如綠色標籤表示完成跨頁、黃色標籤表示跨頁正

在進行中，紅色標籤表示未開始跨頁。

1. 在「頁面」面板中，選取要套用顏色標籤的頁面。

2. 從「頁面」面板選單中，選擇「顏色標籤」，然後選擇要指定的顏色。

顏色標籤會顯示在「頁面」面板中縮圖的下方。

將顏色標籤套用至主版頁面會影響套用該主版的所有頁面。不過，當您將顏色標籤套用至個別文件頁面時，就會使用該文件頁面的顏色標籤。若要使

用主版頁面的顏色標籤，請選取您要變更的文件頁面，然後從「頁面」面板選單中選擇「顏色標籤 > 使用主版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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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內容

建議的工作流程

液態版面

液態頁面規則

替代版面

建立替代版面

替代版面和液態版面頁面規則，可讓您彈性且有效地設計多重頁面大小、方向或外觀比例。

如果需要出版多種格式及大小，您可以選擇最適合專案的設計策略：手動、半自動或全自動。採用自動工作流程時，您對於設計的控制程度會降

低。InDesign 提供多項增強功能，能夠讓您採用的策略在成本與控制之間取得平衡。

自動液態版面型排版目前尚不可行，因為沒有可用的相容檢視器技術。 

建議的工作流程

 
A. 替代版面工作流程B.替代版面和液態版面頁面規則 

步驟 1：選擇目標裝置以及其對應尺寸和方向。然後，為所有頁面建立您的主要版面。

步驟 2：可以選擇性地新增 Adobe 液態版面頁面規則，以協助讓內容適應不同的外觀比例和大小。如果您是以多個裝置作為目標，則液態頁面規則很
有用。若没有液態頁面規則，您將必須為每個可能的大小和方向建立唯一的版面。請參閱液態版面。

步驟 3：使用「建立替代版面」功能，在相同文件中建立新的頁面。根據您的主要版面和液態頁面規則，您可能需要手動調整版面。對於每一個新大小
和方向重複此步驟。請參閱替代版面。

液態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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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放

 
液態版面

液態版面可讓您更輕鬆地為多重頁面大小、方向或裝置設計內容。套用液態頁面規則，可在您建立替代版面和變更大小、方向或外觀比例時，決定如

何改寫頁面上的物件。

您可以將不同規則套用至不同頁面，視版面和目標而定；不過，一次只能有一個液態頁面規則套用至頁面。液態版面是一般用語，涵蓋一組特定的液

態頁面規則：縮放、重新置中、以參考線為基準、以物件為基準的頁面規則。

使用液態頁面規則，可讓內容適合輸出大小。

在相同文件中建立新頁面時使用替代版面改寫版面。

變更現有的頁面大小時改寫版面。這比先前的版面調整功能還要有效。

若要套用液態頁面規則，請選取頁面工具 ，然後按一下頁面。然後從控制列選擇液態頁面規則。您也可以使用「版面 > 液態版面」。

若要預覽所套用規則的效果，請使用頁面工具，來拖曳頁面控制點，以調整頁面大小。當您放開它時，頁面會再次靠齊原始大小。

若要調整頁面大小，請按下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然後拖曳。不過，使用滑鼠調整頁面大小，可能導致頁面稍微偏離所需大
小。若要更加精確，請利用控制列中的高度和寬度小工具。

 
液態頁面規則 
A. 頁面工具 B. 來自控制列的液態頁面規則 C. 頁面控制點 D. 以物件為基準的規則的固定釘 E. 液態版面面板 

液態頁面規則

您可以套用不同的規則至不同的頁面。一次只能套用一個液態頁面規則至一個頁面。

觀看此影片，瞭解如何在調整版面大小時套用「無」、「縮放」及「重新置中」規則。同時也學習「根據主版」的意思。使用基本液態版面規則：

「縮放」、「重新置中」與「根據主版」。

頁面上的所有內容會視為一個群組，因此當調整頁面大小時，所有元素都會按比例縮放。結果類似於 HD 電視的 4 : 3 寬螢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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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置中

基於參考線

基於物件

 
液態頁面規則：縮放

不管多寬，頁面上的所有內容都會自動重新置中。不同於縮放，內容依然保持原始大小。您可以利用重新置中規則以及仔細的規劃和版面，

達到類似於影片成品安全區域的結果。

 
液態頁面規則：重新置中

參考線定義一條直線，該直線橫跨內容可以適應其大小的頁面。

可以新增空格

文字框會調整大小，而且文字會重排 (但不會縮放)。
放置的影像框會調整大小，而且內含框的裁切邊界尺寸也會調整大小。

若要新增液態參考線，首先選取頁面工具，然後從尺標拉出參考線。

以參考線為基準的規則類似於 Illustrator、Fireworks 和 Flash 中的 3 片和 9 片縮放。觀看有關套用基於參考線液態版面規則的影片。
若要將尺標參考線轉換為液態參考線，請選取頁面工具，然後按一下參考線上的「轉換為液態參考線」圖示。當尺標參考線為實線時，液態參考線

會顯示為虛線。

 
液態頁面規則：以參考線為基準

您可以為相對於每一個物件的頁面邊緣的大小和位置 (固定或相對) 指定液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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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邊界方框或框架的每一邊可以是固定的，或相對於其對應頁面邊緣。例如，框架左邊只能具有與頁面左邊的關係。

高度和寬度可以是固定的，或是相對於頁面調整大小。 

觀看有關套用基於物件液態版面規則的影片。

 
液態頁面規則：以物件為基準

替代版面

如果您需要在同一份文件中使用不同的頁面大小來進行印刷或數位排版，請使用「替代版面」。您可以用它來建立不同大小的印刷廣告。或者，也可

以設計 Apple iPad 或 Android 平板電腦這類的裝置所需的水平及垂直版面。

 
替代版面和頁面面板

與「液態版面」合併使用時，可以將手動重新排版內容以便符合每種新頁面大小和方向的工作量大幅降低。

如需快速簡介，請觀看由 Lynda.com 提供的替代版面影片。

建立替代版面

如果要建立替代版面，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擇「版面 > 建立替代版面」
從「頁面」面板選單中選擇「建立替代版面」。

 
建立替代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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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從來源頁面

頁面大小

寬度和高度

方向

液體頁面規則

連結內文

將文字樣式拷貝至新樣式群組

智慧型文字重排

在「建立替代版面」對話框中，指定下列選項：

輸入替代版面的名稱。

選取內容所在的來源版面。

選取頁面大小，或輸入替代版面的自訂大小。

這些欄位會顯示替代版面的大小。您可以自行輸入值，但是如此會將「頁面大小」變更為自訂。

選取替代版面的方向。如果您在縱向與橫向之間切換，則高度和寬度會更新。

選取要套用至替代版面的液態頁面規則。選取「保留現有」，來繼承套用至來源頁面的液態頁面規則。選取另一個規則來套用新的液態

頁面規則。

啟用此選項，可以放置物件，並將它們連結至來源版面上的原始物件。當更新原始物件時，管理連結物件的更新會更加容易。請參閱連結的

內容。

啟用此選項，可以拷貝所有文字樣式，並將它們放置在新的群組。如果您需要各種版面各有不同的文字樣式，則此選項

很有用。

啟用此選項，可以移除任何對文字強制的斷行和其他樣式置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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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齊和均分物件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對齊面板概觀

對齊或均分物件

使用間隙工具對齊物件

使用動態分配來分配物件

對齊面板概觀

您可以使用「對齊」面板 (視窗 > 物件與版面 > 對齊)，沿著選取範圍、邊界、頁面或跨頁，水平或垂直對齊物件或均分物件。 使用「對齊」面板時，
請考慮下列事項：

「對齊」面板不會影響您套用「鎖定位置」指令的物件，也不會改變文字段落在框架內的對齊方式。

「對齊物件」選項不會影響文字對齊方式 (請參閱對齊文字或文字齊行)。

您可以使用「鍵盤快速鍵」對話框 (編輯 > 鍵盤快速鍵) 建立自訂對齊和均分快速鍵 (在「產品區域」底下，選取「物件編輯」)。

「對齊」面板

A. 垂直對齊按鈕 B. 垂直均分按鈕 C. 使用間距均分 D. 水平對齊按鈕 E. 水平均分按鈕 F. 對齊位置選項

對齊或均分物件

您可以使用「對齊」面板，將選取的物件水平或垂直對齊或隔開選取範圍、邊界、頁面或跨頁。

水平均分至選取範圍的物件 (上) 和水平均分至邊界的物件 (下)

1. 選取要對齊或均分的物件。
2. 選擇「視窗 > 物件與版面 > 對齊」，顯示「對齊」面板。

如果要顯示或隱藏其他面板選項，請在面板選單中選擇「顯示選項」或「隱藏選項」。

3. 從面板底部的選單，指定是否要根據選取範圍、邊界、頁面或跨頁來對齊或均分物件。
4.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對齊物件，請按一下想要的對齊類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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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均分物件，請按一下想要的均分類型按鈕。 例如，如果在開啟「對齊選取範圍」時按一下「均分左側邊緣」按鈕，InDesign 就會確
保各選取物件左側邊緣之間有等量的間距。

使用「均分水平置中」選項達到平均間距

A. 在各個物件的中心之間建立平均間距 B. 保持整體的寬度和變形之前一樣

如果要設定物件之間的間距，請利用中心對中心或是邊緣對應邊緣的方式，選取「均分物件」之下的「使用間距」，然後輸入要套用的間距

量。 按一下按鈕即可將選定物件沿著水平軸或垂直軸均分。

使用「均分水平置中」選項並且加入「使用間距」的值

A. 以物件的中心為準，將物件平均隔開指定值 B. 將多個物件視為整體，變更物件的整體寬度

如果要設定物件之間的間距 (面對面的邊緣)，請在「均分間距」之下選取「使用間距」，並輸入要在物件之間保持的間距量 (如果看不到
「均分間距」，請在「對齊」面板選單中選擇「顯示選項」)。 然後，按一下「均分間距」按鈕即可將物件沿著水平軸或垂直軸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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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均分水平間距」選項並且加入「使用間距」的值

A. 在各物件之間建立指定值的間距 B. 將多個物件視為整體，變更物件的整體寬度

使用垂直均分間距時，選取的物件會從最上方開始從上到下隔開。 使用水平均分間距時，選取的物件會從最左方開始從左到右隔開。

您可以使用「智慧型間距」功能，在移動物件時對齊或均分物件。例如，假設有兩個垂直物件相距 12 點，如果將第三個物件移到第二個物件底下
12 點的位置，就會使參考線暫時出現，讓您可以將物件靠齊。

使用間隙工具對齊物件

「間隙」工具提供調整兩個或多個物件之間間隙大小的快速方式。它可讓您同時調整通常已對齊邊緣之數個物件的大小，並將它們之間的間隙固定。

這是單一步驟方式，能夠透過直接操作物件之間的間距來調整版面。

「間隙」工具會忽略鎖定的物件與主版頁面項目。

如需使用「間隙」工具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lrvid5155_id_tw。

1. 選取「間隙」工具 。

2. 在兩個物件之間移動指標，並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拖移可移動間隙並調整沿間隙對齊的所有物件大小。

按住 Shift 鍵並拖移即可只移動兩個最接近物件之間的間隙。

按住 Ctrl 鍵並拖移 (Windows) 或按住 Command 鍵並拖移 (Mac OS) 可調整間隙的大小，而非移動間隙。加上 Shift 鍵即可只調整兩個最接
近物件之間的間隙。

按住 Alt 鍵並拖移 (Windows) 或按住 Option 鍵並拖移 (Mac OS) 即可以相同的方向移動間隙和物件。加上 Shift 鍵即可只移動兩個最接近的
物件。

按住 Ctrl+Alt 並拖移 (Windows) 或按住 Command+Option 並拖移 (Mac OS) 可調整間隙的大小並移動物件。加上 Shift 鍵即可調整間隙的
大小，並只移動最接近的兩個物件。

若要使用「間隙」工具檢視提示，請選取「間隙」工具，然後開啟「工具提示」面板 (視窗 > 公用程式 > 工具提示)。

使用動態分配來分配物件

變形多個選取的物件時，您可以按比例調整選取物件之間的間距，而非調整實際物件的大小。例如，如果您想要變更五個對齊之矩形之間的間距，不

必使用任何「均分」指令即可執行此動作。

如需有關使用「動態分配」的影片，請參閱 http://tv.adobe.com/go/4949_tw/。

1. 選取物件。

2. 開始拖移選取範圍控制點，並在拖移時按住空白鍵。繼續拖移可變更物件之間的間距。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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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文件 (僅限中文、日文及韓文)

回到頂端

註解：

回到頂端

建立新文件

新增文件

建立含版面格點的新文件

建立含邊界和欄的新文件

新增文件選項

文件視窗概觀

建立自訂頁面大小

定義文件預設集

使用預設集建立文件

頁面設計由這些基本動作開始︰建立新文件、設定頁面，以及決定邊界和欄的位置，或變更格點設定。

建立文件時，您可從兩種工作流程中選擇其一︰「版面格點」或「邊界和欄」。

注意：無論選取哪一種工作流程，文件的檔案類型都會完全相同。您可以使用「邊界和欄」檢視文件中建立的版面格點；或者切換檢視，將使用「版

面格點」選項建立的文件版面格點隱藏起來。

以「版面格點」做為排版編排基礎的工作流程，只適用於亞洲語言版本。當您選取「版面格點」時，文件中會顯示方塊格點。您可以在頁面大小設定

中，設定方塊的個數 (列或字元的數目)。頁面邊界也可以由此決定。使用版面格點，可以讓您在使用格點儲存格單位的頁面上，準確地放置物件。

「邊界和欄」工作流程選項與「西式」工作流程相同。西式工作流程從「邊界和欄」中設定，在頁面上排列物件時並不使用版面格點。您可以使用

「邊界和欄」或「版面格點」工作流程，將書寫方向設定為水平或垂直。

顯示版面格點的文件 (左) 顯示邊界和欄的文件 (右)

新增文件

1. 選擇「檔案 > 新增> 文件」。

「新增文件」對話框合併「文件設定」及「邊界和欄」對話框，因此您可以從同一個地方設定頁面大小、邊界和頁面欄。您隨時可以更改這些設

定。

2. 指定文件設定選項. (請參閱新增文件選項。)

如果要指定出血與印刷邊界區域的大小，請按一下「更多選項」。出血與印刷邊界區域延伸到定義的「頁面大小」邊界之外。如果要讓出血與印

刷邊界區域向四邊平均延伸，請按一下「讓所有設定均相同」圖示 。

3. 按一下「確定」，使用指定的設定開啟新文件。

如果要為所有新文件設定預設版面設定，請在沒有開啟文件的情況下，選擇「檔案 > 文件設定」或「版面 > 邊界和欄」，然後設定選項。

建立含版面格點的新文件

1. 選擇「檔案> 新增> 文件」。

2. 變更頁面數目、頁面大小和其他選項。如果要指定出血與印刷邊界區域的大小，請按一下「更多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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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預設

方式

頁數

起始頁碼 #

對頁

主版文字框

主要文字框

頁面大小

3. 按一下「版面格點對話框」，然後指定版面格點設定(請參閱版面格點選項。)

4. 按一下「確定」，使用指定的設定開啟新文件。

版面格點只用於設定版面。如果要新增文字至文件中，請新增框架格點或文字框架。

建立含邊界和欄的新文件

以「西式」工作流程建立文件時，請使用「邊界和欄」。如果已經知道一般的版面設定，例如文件中邊界和欄的數目，使用「邊界和欄」對話框是最

簡單的文件建立方式。

1. 選擇「檔案> 新增> 文件」。

2. 使用「新增文件」對話框指定選項。每個選項都與使用版面格點建立文件時的選項相同

3. 按一下「邊界和欄」，使用「新增邊界和欄」對話框選取您的選項。這些選項與「邊界和欄」對話框中的選項相同 (請參閱變更文件設定、邊界
和欄)。

4. 按一下「確定」，

即使使用「邊界和欄」來建立文件，您仍可以選擇「檢視 > 格點與參考線 > 顯示版面格點」，來檢視文件的版面格點。您也可以選擇「版面 > 版面格
點」來修改版面格點設定。

如果要為所有新文件設定預設設定，請選擇「檔案 > 文件設定」、「版面 > 邊界和欄」或「版面 > 版面格點設定」，然後在沒有文件開啟的狀況
下設定選項。

新增文件選項

請選擇您先前儲存的預設集。

若要建立輸出為 PDF 或 SWF 的文件供網頁使用，選擇「網頁」選項會變更對話框中的一些選項，例如關閉「對頁」、將方向從縱向變更為橫
向，以及根據螢幕解析度使用頁面大小。您可以編輯其中任何設定，但在文件建立後就無法變更「方式」設定。

CS6：增加數位排版方式是為了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的出版物。

指定要在新文件中建立的頁數。

指定文件起始的數字。如果在選取「對頁」的情況下指定偶數 (例如 2)，則文件中的第一個跨頁會以兩頁式跨頁作為開端。請參閱以兩頁
式跨頁做為文件開端。

選取此選項可讓左、右頁面在雙頁式跨頁中面向彼此，例如書冊或雜誌。 取消選取此選項則會讓每一頁獨立，例如當您列印文宣或海報時，或是
您要物件在裝訂時出血。

建立文件後，可使用「頁面」面板建立兩個以上頁面的跨頁，或是強制最前面的兩頁以跨頁展開 (請參閱控制跨頁分頁。)

CS5.5 和以上d earlier：選取此選項，將配合您所指定的設定，在邊界參考線之內建立符合該區域大小的文字框。主版文字框會新增至
「A 主版」 (請參閱使用主版頁面上的文字框。)
「主版文字框」選項只有在選取「檔案 > 新增 > 文件」時才能使用。

僅 CS6：選取此選項可在主版頁面上新增主要文字框。當您套用主版頁面時，主要文字框中的內文將自動排文到新主版頁面的主要文字框
中。

從選單中選取頁面大小，或是在「寬度」和「高度」輸入數值。 頁面大小表示在出血或其他頁面外的標記經剪裁後，符合您需要的最後尺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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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出血

印刷邊界

註解：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按一下「縱向」 (高) 或「橫向」 (寬)。這些圖示會與「頁面尺寸」中所輸入的尺寸動態互動。 當「高度」的數值較大，會選取縱向圖示。
當「寬度」的數值較大，會選取横向圖示。 按一下取消選取圖示，會切換「高度和寬度」數值。
秘訣：如果要指定出血與印刷邊界區域的大小，按一下在「新增文件」對話框中的「更多選項」。如果要讓出血與印刷邊界區域向四邊平均延伸，請

按一下「讓所有設定均相同」圖示 。

出血區域可讓您列印排列於所定義頁面大小外部邊緣的物件。 在符合大小的頁面上，如果物件位在邊緣，由於列印或裁剪時些微的對齊偏差，在
列印區域的邊緣可能會出現一些白色。因此，您應該將位在符合大小頁面邊緣的物件放置在稍微超出邊緣的地方，並在列印後進行剪裁。 出血區域在
文件中是以紅色線段顯示。 您可透過「列印」對話框的「出血」指定出血區域設定。

當裁剪文件至最後頁面大小時，會棄置印刷邊界區域。 印刷邊界區域中也會有列印資訊、自訂顏色列資訊或顯示其他指示和文件中其他資訊
的描述。 位於印刷邊界區域中的物件 (包括文字框) 會列印出來，但是在文件裁剪至最後頁面大小時，就會消失。
位於出血或印刷邊界區域外 (延伸得更遠) 的物件不會列印出來。

您也可以按一下儲存文字預設集圖示，儲存文件設定以供日後使用。

文件視窗概觀

文件的每個頁面或跨頁都有自己的貼上板和參考線，這些會在正常檢視模式中顯示。(若要切換至正常檢視，請選擇「檢視 > 螢幕模式 > 正常」。) 使
用其中一種預視模式檢視文件時，貼上板會由灰色背景所取代。(請參閱預視文件。)您可以在「參考線及貼上板偏好設定」中變更此預視背景及參考線
的顏色。

正常顯示模式中的文件及參考線

A. 跨頁 (黑線) B. 頁面 (黑線) C. 邊界參考線 (洋紅色線) D. 欄參考線 (紫線) E. 出血區域 (紅線) F. 印刷邊界區域 (藍線) 

文件視窗注意事項：

其他顏色的線條是尺標參考線，如果存在，則選取時會以圖層顏色顯示。請參閱圖層。

欄參考線在邊界參考線的前面。 當欄參考線位於邊界參考線的正前面時，它會蓋掉邊界參考線。

建立自訂頁面大小

您可以在「新增文件」對話框的「頁面大小」選單中，建立所出現的自訂頁面大小。

1. 選擇「檔案 > 新增> 文件」。

2. 選擇「頁面大小」選單中的「自訂頁面大小」。

3. 輸入頁面大小名稱、指定頁面大小設定，然後按一下「新增」。

在上一版的 InDesign 中可讓您建立自訂頁面大小的「新增文件大小.txt」檔案，在 InDesign CS5 或更新版本中無法使用。

定義文件預設集

185

http://help.adobe.com/zh_TW/InDesign/CS5/Using/WSa285fff53dea4f8617383751001ea8cb3f-7089a.html
http://help.adobe.com/zh_TW/InDesign/CS5/Using/WSa285fff53dea4f8617383751001ea8cb3f-70e8a.html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回到頂端

您可以在預設集中儲存頁面大小、欄、邊界及出血和印刷邊界的文件設定，以節省時間，並確保建立類似文件時達到一致性。

1. 選擇「檔案 > 文件預設集 > 定義」。

2. 按一下出現的對話框中的「新增」。

3. 指定預設集的名稱，並且在「新增文件預設集」對話框中選取基本版面選項。(請參閱新增文件選項，以查看每個選項的描述。)

4. 按兩次「確定」。

您可以將文件預設集儲存到不同的檔案，然後發佈給其他使用者。 若要儲存及載入文件預設集檔案，請使用「文件預設集」對話框中的「儲存」和
「載入」按鈕。

使用預設集建立文件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擇「檔案 > 文件預設集 > 預設集的名稱」。(選擇預設集時按住 Shift 可根據預設集建立新文件，而不開啟「新增文件」對話框。)

選擇「檔案 > 新增 > 文件」，然後從「新增文件」對話框中的「文件預設集」選單選擇預設集。

「新增文件」對話框隨即顯示預設集版面選項。

2. 變更選項 (若有需要) 並且按一下「確定」。

若要略過「新增文件」對話框，請在選取「文件預設集」選單的預設集時按 Shift。

建議的 InDesign 文件工作流程

使用文件範本

將文件新增至書冊檔案

變更文件設定、邊界和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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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設定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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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點樣式面板概觀

建立格點樣式格式

將格點樣式套用到框架

編輯格點樣式

刪除格點樣式

從其他文件讀入格點格式

格點樣式面板概觀

使用「格點樣式」面板 (「視窗 > 文字與表格 > 格點樣式」)，將框架格點設定儲存為格點樣式格式，並將這些設定套用至其他框架格點。您可以使用
格點格式有效率地套用或變更框架格點格式，並輕鬆地保持文件外觀的一致。

格點樣式面板

A. 格點名稱 B. 新增格點格式按鈕 C. 刪除圖示

在「格點樣式」面板中，根據預設將顯示「版面格點」格式。目前選取頁面的版面格點設定將反映在此格點格式中。當單一文件設定超過一個版面格

點時，顯示在「格點樣式」面板中的「版面格點」設定將視所選取的頁面佈局格點內容而變化。

當選取具有格點格式設定的框架格點時，會在「格點樣式」面板中反白標示目前的格點格式名稱。

建立格點樣式格式

如同樣式，格點樣式格式可讓您儲存框架格點設定的集合，並將這些設定套用至其他框架格點。

1. 如果要依據現有框架格點的格式定義新格點格式，請使用「選取」工具選取框架格點。
2. 選擇「視窗 > 文字與表格 > 格點樣式」。
3. 從「格點樣式」面板選單選擇「新增格點樣式」。
4. 在「編輯格點格式」對話框中指定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果您要使用的格點樣式格式已儲存於另一個 InDesign 文件中，您可以將該格點格式讀入目前的文件中。

當新的框架格點格式根據現有的框架格點建立時，格式屬性選項的變更也會套用至所選取的框架格點。如果您不要修改所選取的框架格點格式，可

在顯示「編輯格點格式」對話框之前取消選取框架格點。

格點樣式選項

選擇「視窗 > 文字與表格 > 格點樣式」時，會顯示「格點樣式」選項。

格點名稱 輸入格點格式的名稱。

字體 選取字體系列與字體樣式，並設定要置入格點中的字體預設字體。

大小 指定個別的格點大小。

垂直和水平 以「%」表示，指定全形亞洲字元的格點縮放比例。
字元空格 指定框架格點中格點儲存格之間的間距。此值將成為格點儲存格大小。

行空格 輸入值以指定格點行間距。這裡使用的值是首行字元全形字框底部 (或左方) 邊緣至下一行字元全形字框頂端 (或右方) 邊緣的距離。
行對齊 選取選項以指定框架格點的行對齊方式。例如，如果選取「靠左對齊」/「靠上對齊」，垂直類型框架格點的每一行開端將對齊框架格點的頂端
邊緣 (請參閱對齊文字或文字齊行)。
格點對齊 選取選項以指定是否對齊全形字框、表意字框或羅馬字基線。請參閱將段落對齊基線格點。

字元對齊 選取選項以指定在行中將小字元對齊到大字元的方法 (請參閱對齊不同大小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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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格點樣式套用到框架

您可以將自訂的格點樣式或「版面格點」套用至框架格點中。如果您套用「版面格點」，「版面格點」對話框中定義的相同設定將使用於框架格點

中。

1. 使用「選取」工具選取框架格點。您也可以使用「文字」工具按一下框架，放入文字插入點或選取文字。
2. 在「格點樣式」面板或「控制」面板中，按一下套用的格式名稱。

套用格點格式通常會設定框架格點中文字的格點格式屬性；但是已經具有「字元」或「段落」樣式的文字，或具有在「字元」面板或「段落」面

板中個別修改設定值的文字無法因此變更屬性。

備註： 框架格點中將依序提供字元樣式、段落樣式與格點格式的優先順序。因此，當格點格式設定套用至具有特定段落或格式樣式的文字時，
「+」標記將顯示在每一個套用的樣式名稱旁邊 (請參閱文字格式設定優先順序)。

在套用格點格式至框架格點之前或之後

3. 如果要套用格點格式屬性至整個內文，請使用「選取」工具選取框架格點，並選取「編輯 > 套用格點格式」。

您也可以新增格點樣式至物件樣式。如果您將格點樣式新增至格點框架的預設物件樣式，您建立的所有格點框架將依照指定的格點樣式出現格式設定

(請參閱關於物件樣式)。

編輯格點樣式

您可以在任何時間變更格點格式定義。當您變更格點格式的定義，所有以該樣式進行格式設定的框架格點將變更，以符合新的定義樣式。

1. 使用「格點樣式」面板，選取要編輯的格點格式，並從面板選單選擇「格點樣式選項」，或者在「格點樣式」面板中按兩下您要編輯的格點格
式。

2. 在「修改格點樣式」中變更設定 (請參閱建立格點樣式格式)。
3. 按一下「確定」。

這將修改目前所選取框架格點的特定格點格式。如果要修改目前未選取的框架格點設定，請執行以上操作，但不選取任何文件中的物件，或者在按住

Shift+Ctrl+Alt 鍵 (Windows) 或 Shift+Command+Option 鍵 (Mac OS) 時，在「格點樣式」面板中按兩下格點樣式名稱。

刪除格點樣式

即使格點格式已刪除，套用至框架中文字的格式設定不會變更，但是格點格式的連結會移除。

1. 在「格點樣式」面板中選取要刪除的格點格式名稱。
2. 從面板選單選擇「刪除格點樣式」，或是在「格點樣式」面板的底部按一下「刪除」圖示 。

當您刪除格點格式時，套用該格點格式的框架格點不會出現變更，但是格式不再使用該格點格式連結。

從其他文件讀入格點格式

1. 從「格點樣式」面板選單選擇「載入所有格點樣式」。
2. 在包含您要讀入之格點格式的 InDesign 文件上按兩下。

當您從另一份文件讀入與目前文件格點格式有相同名稱的格點格式時，將覆寫讀入目的地的現有格點格式，而且當此格點格式套用時，所有框架格點

的格點格式也將變更。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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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文字和文字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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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格點和純文字框之間的差異

建立框架格點

建立文字框

移動與調整文字框大小

使用主版頁面上的文字框

變更文字框屬性

變更文字方向

決定字數和字元數目

框架格點和純文字框之間的差異

框架格點本質上與純文字框在功能與外觀上是相同的，只是另外還包含格點。下列的差異與特性也十分明顯。

框架格點包含字元屬性設定。這些預設的字元屬性將套用到置入的文字。然而，純文字框不具有字元屬性設定。當文字置入時，它會採用目前

「字元」面板中選取的字元屬性。

框架格點字元屬性可以在「物件 > 框架格點選項」中變更，但是，當純文字框沒有字元屬性時，您必須使用「字元」面板或「控制」面板選取部
分置入的文字來設定屬性。您也可以選取框架格點中置入的文字，並使用「字元」面板或「控制」面板變更字元屬性。

因為框架格點對齊方式的預設設定為「置中」，框架格點中的行距與「框架格點」對話框中的「行空格」設定是互相關聯的。對於純文字框，由

於 InDesign 格點對齊的預設設定為「無」；因此，如果沒有任何設定，將根據「字元」面板中指定的值套用行距。此外，當純文字框中段落的
格點對齊是設定為「置中」時，字元將對齊文件基線格點的中央。

您可以儲存框架格點字元屬性做為格點格式樣式，並且在需要時套用到框架格點。

框架格點的格點是由格點的字元屬性 (字元大小、字元間距、行距) 決定。

當您置入內文時，相同的格點屬性會套用到每一個串連的框架格點。請參閱串連文字。

依照預設，框架格點的字元數目會顯示在框架格點的底部。您也可以在「資訊」面板中，檢視內文和選取範圍的字元數目。

備註： 因為字元屬性不是針對文字框而設定，所以使用字元屬性將框架格點變更為純文字框可能會造成格式重新設定。例如，當「物件 > 框架格點
選項 > 字元空格」設定為 -1H 的框架格點使用「物件 > 框架類型 > 文字框」轉換為純文字框時，字元間距將變成 0H，而且字元將稍微分散。因為框
架格點設定會加以保留，所以使用「物件 > 框架類型 > 框架格點」轉換回框架格點時，將顯示原始的字元間距值 -1H。

建立框架格點

使用「水平格點」工具  或「垂直格點」工具  可建立框架格點，以及輸入或置入拷貝的文字。在「格點樣式」面板中設定的格點格式屬性會套用
到使用這些工具建立的框架格點。您可以在「框架格點」對話框中變更框架格點設定。

您可以使用「水平格點」工具建立水平框架格點，其中的文字會由左往右排列，並由上一行往下一行持續進行。您也可以使用「垂直格點」工具建立

垂直框架格點，其中的文字會由上往下排列，並由右一行往左一行持續進行。

當框架格點的文字格式與框架格點設定不同時，您可以利用「選取」工具選取框架格點，並使用「編輯 > 套用格點格式」套用「格點樣式」面板中
指定的格式。

建立框架格點

1. 選取「水平格點」工具  或「垂直格點」工具 。

2. 拖移工具可以決定所建立框架格點的高度與寬度。您可以在拖移工具時按住 Shift 鍵，建立正方形框架格點。

藉由先在「格點樣式」面板中選取格點格式並建立格點樣式，您可以使用選取的格點格式屬性來建立格點樣式。

當您使用「框架格點」工具按一下純文字框以外的空框架，框架將會變形為框架格點。純文字框無法變更為框架格點。

設定框架格點預設值

預設的框架格點字元屬性是由文件預設值、應用程式預設值及版面格點設定值依序決定。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為所有新的文件設定預設框架格點，請關閉所有文件並連按兩下「框架格點」工具。

如果要為目前文件設定預設框架格點，請確認未選取任何物件，並按兩下「框架格點」工具。

2. 指定框架格點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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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確定」。

備註： 每當建立框架格點時，都會套用預設的物件樣式。如果預設的物件樣式包含格點設定，這些設定將會取代使用「框架格點」工具設定的預設
集。

如果要為讀入的文字設定預設值，請使用「內文」面板。關閉所有文件或取消選取目前文件中的所有物件，開啟「內文」面板，然後指定要用於讀

入文字的內文方向和框架類型。

建立文字框

InDesign 中的文字都位於名為「文字框」的容器內。(文字框類似 QuarkXPress 中的文字方框和 Adobe PageMaker 中的文字區塊。)如需有關製作文
字框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lrvid4274_id_tw。

文字框有兩種類型：框架格點和純文字框。框架格點是特定用在亞洲語言排版的文字框種類，其中字元全形字框與間距都會顯示為格點。不顯示格點

的空文字框稱為純文字框。

如圖形框一樣，文字框可以移動、調整大小及變更。您用於選取文字框的工具，決定可以進行的變更種類：

使用「文字」工具  可在框架中輸入或編輯文字。

使用「選取」工具  可執行一般版面工作，例如將框架定位並調整其大小。

使用「直接選取」工具  可變更框架的形狀。

使用「水平格點」工具  或「垂直格點」工具  可建立框架格點。請參閱建立框架格點。

使用「文字」工具  可建立水平文字的純文字框；使用「垂直文字」工具  可建立垂直文字的純文字框。使用相同的工具可編輯框架中現有
的文字。

文字框也可以連接到其他文字框，使一個框架中的文字可以排流到另一個框架中。以此方式連接的框架為串連的框架。排流到一或多個串連的框架中

的文字稱為內文。當置入 (讀入) 文書處理檔案時，無論該檔案所佔據的框架數目為何，都會將它當做單一內文加入文件中。

備註： 所有串連的框架格點都使用相同的格點設定值加以設定，而所有串連的文字框都採用相同的書寫方向 (水平或垂直)。此外，包含內文任何部分
的所有框架都會成為和包含內文開頭的框架相同的框架類型。

文字框可以有多個欄。文字框能以頁面欄為基礎，但與頁面欄沒有關聯。換句話說，兩欄式的文字框可位在四欄的頁面上。文字框也可以放在主版頁

面上，且仍然能接收文件頁面上的文字。

如果重複使用相同類型的文字框，您可以建立一個物件樣式，其中包含文字框格式設定，例如線條和填色顏色、文字框選項以及繞圖排文和透明度

效果。

當貼上文字時，會自動建立純文字框。您也可以手動建立空的純文字框，並輸入文字。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取「文字」工具 ，然後拖移以定義新文字框的寬度和高度。拖移時按住 Shift 鍵，可強制框架為正方形。放開滑鼠按鈕時，框架中會顯示文
字插入點。

拖移以建立新文字框

使用「選取」工具，按一下另一個文字框的輸入埠或輸出埠，然後按一下或拖移以建立另一個框架。

使用「置入」指令置入文字檔案。

使用「文字」工具 ，在任何空白框架內按一下。如果在「文字」偏好設定中選取「文字工具將框架轉換為文字框」，則空白框架會轉換為文字

框。

備註： 如果要將純文字框轉換為框架格點，請選取該框架，然後選擇「物件 > 框架類型 > 框架格點」。

移動與調整文字框大小

使用「選取」工具，移動或調整文字框大小。

如果要移動文字框或調整其大小，但不從「文字」工具 切換到選取工具，請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然後拖移框架。

移動文字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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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選取」工具，拖移框架。

使用「文字」工具，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然後拖移框架。放開按鍵時，「文字」工具仍然是已選取狀態。

調整文字框大小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使用「文字」工具  調整大小，請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然後拖移任何框架控點。如果在開始拖移前按住
滑鼠按鈕 1 秒鐘，文字將會在您調整框架大小時重組。

備註： 如果按一下文字框，而非加以拖移，將會失去文字選取或插入點位置。

如果要使用「選取」工具  調整大小，請拖移框架邊界上的任何框架控點。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可縮放框架內
的文字 (請參閱縮放文字)。

如果要使框架快速符合其內容，請使用「選取」工具選取物件，然後按兩下任何控點。例如，如果您按兩下水平文字框的中下方控點，則框架底

部會靠齊文字底部。如果按兩下水平文字框的中右方控點，則會保留高度，同時寬度會變窄，讓文字填滿文字框。

您也可以按兩下溢排文字框或框架格點上的控點，展開框架的高度或寬度以符合所有文字。如果文字框包含過多溢排文字，無法適當地顯示在

頁面上，則不會調整文字框的大小。

如果要使文字框符合內容，請使用「選取」工具選取框架，然後選擇「物件 > 符合 > 使框架符合內容大小」。文字框底部會符合文字內容。如果
文字框包含過多溢排文字，無法適當地顯示在頁面上，則不會調整文字框的大小。

如果要使用「縮放」工具  調整大小，請拖移調整框架大小 (請參閱縮放文字)。

使用主版頁面上的文字框

當啟動新文件時，可以選取「主版文字框」選項，使空白文字框放在文件的預設主版頁面上。此框架具有在「新增文件」對話框中所指定的欄屬性和

邊界屬性。

在建立新的文件時選取「邊界和欄」，可建立純文字框；選取「版面格點」可建立框架格點。

備註： 當選取「主版文字框」時，可在主版上建立文字框。當選取「邊界和欄」時，文件的外觀不會變更，但是純文字框將在主版的內縮間距之內建
立。如果要從文件頁面使用主版上建立的文字框，可在選取將選取範圍與主版分離時，按住 Ctrl+Shift 鍵 (Windows) 或 Command+Shift 鍵 (Mac
OS)。當進行這項動作時，請在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 後，使用暫時出現做為「選取」工具的工具。接著，請選取「文
字」工具並按一下要輸入文字的文字框。

使用主版頁面上的文字框時，請遵循下列準則：

當您希望文件中的頁面能包含頁面大小的文字框，以便在其中排文或輸入文字時，請設定主版文字框。如果文件需要更多變化，如頁面的框架數

不同或框架的長度不同，請保留「主版文字框」選項的取消選取狀態，並使用「文字」工具在主版上建立文字框。

無論是否選取「主版文字框」選項，都可以將文字框新增至主版頁面中，當成預留位置。您可以將這些空白預留位置框架串連在一起，建立排文

流。

將文字排流到「主版文字框」中，與排文到文件頁面上所建立的框架的程序相同。

如果您需要在文件頁面的「主版文字框」中輸入文字，請在按一下文件頁面的文字框時，按住 Ctrl+Shift 鍵 (Windows) 或 Command+Shift 鍵
(Mac OS)。然後使用「文字」工具在框架中按一下，並開始輸入。

您可以使用「智慧型文字重排」，在輸入或編輯文字時自動新增或移除頁面。依預設，當您在以主版頁面為依據的串連文字框尾端輸入文字時，

會新增新的頁面，讓您繼續在新的文字框中輸入文字。您可以編輯「智慧型文字重排」設定。

如果變更頁面邊界，只有在已選取「啟動版面調整」選項時，文字框才會調整為新邊界。

選取「主版文字框」選項不會影響是否在自動排文時新增頁面。

變更文字框屬性

使用「文字框選項」可以變更一些設定，例如框架中的欄數、框架內文字的垂直對齊方式，或是內縮間距，亦即文字與框架間邊界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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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框中設定內縮並建立兩欄之前 (左圖) 及之後 (右圖)

如果有多個文字框需要使用相同文字框屬性，您可以建立物件樣式，將其套用至文字框。

1. 使用「選取」工具  選取框架，或是使用「文字」工具 ，在文字框內按一下或選取文字。

2. 選擇「物件 > 文字框選項」，或是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然後使用選取工具按兩下文字框。
3. 變更文字框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定義文字框的物件樣式時，可以使用以上這些文字框選項。請參閱物件樣式。

新增欄至文字框

您可以使用「文字框選項」對話框，在文字框中建立欄。

您無法在文字框內建立寬度不等的欄。如果要建立不均等寬或不均等高的欄，請在文件頁面或主版頁面上新增並列的串連文字框。

1. 使用「選取」工具選取框架，或是使用「文字」工具，在文字框內按一下或選取文字。
2. 選擇「物件 > 文字框選項」。
3. 指定文字框的欄數、每欄的寬度以及每欄之間的間距。
4. (選擇性) 選取「固定欄寬」，可在調整框架大小時維持欄寬。如果選取此選項，調整框架大小可以變更欄數，但是不能變更欄寬。

固定欄寬

A. 原始 2 欄文字框 B. 取消選取「固定欄寬」時調整大小 (仍為 2 欄) C. 選取「固定欄寬」時調整大小 (4 欄)

5. (選擇性) 甚至可以在多欄文字框的最底層，選取平衡欄來製作文字。

平衡欄前後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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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文字框內縮間距 (邊界)
1. 使用「選取」工具選取框架，或是使用「文字」工具，在文字框內按一下或選取文字。
2. 選擇「物件 > 文字框選項」。
3. 在「一般」索引標籤的「內縮間距」區段中，為「上」、「左」、「下」和「右」輸入所要的偏移距離 (按一下「讓所有設定均相同」圖示 ，
在所有四邊都使用相同間距)。

如果選取的框架形狀並非矩形，則「上」、「左」、「下」和「右」選項會呈現為灰色，並改為提供「內縮」選項。

首行基線偏移量選項

如果要變更所選取文字框的首行基線選項，請選擇「物件 > 文字框選項」，然後按一下「基線選項」索引標籤。下列選項隨即出現在「首行基線」下
的「偏移量」選單中：

全形字框高度 「全形字框」會決定框架頂端與首行基線之間的距離。

高度 字體中「d」字元的高度落在文字框的端部內縮之下。
大寫字母高度 大寫字母頂端接觸到文字框的端部內縮。

行距 使用文字的行距值，做為文字首行基線和文字框端部內縮之間的距離。

X 高度 字體中「x」字元的高度落在文字框的端部內縮之下。
固定 指定文字首行基線和文字框端部內縮之間的距離。

最小值 選取基線偏移量的最小值。例如，對於使用 20H 行距的文字，當偏移量設定為「行距」時，如果使用的偏移量值小於行距值，將套用「行
距」；當設定的偏移量值大於行距值時，偏移量值將套用至文字。

如果要將文字框頂端靠齊格點，請選擇「行距」或「固定」，便能控制文字框中文字首行基線的位置。在框架格點中，預設的格點對齊設定為「全

形字框置中」。這表示行的中央將靠齊格點框的中央。通常，當文字大於格點時，「自動強制行數」會使得文字中央靠齊格點行空格的中央。如果

要文字靠齊第一個格點框的中央，請使用首行基線偏移量設定，將文字首行的中央置放在第一個格點行中央之上。那麼當行靠齊格點時，文字行的

中央將靠齊第一個格點行的中央。

設定文字框的基線格點

在某些情況下，您可能想要將基線格點用於框架，而非用於整份文件。請使用「文字框選項」對話框，將基線格點套用至文字框。設定文字框的基線

格點時，請注意下列事項：

如果文字框使用其自己的基線格點，文件基線格點不會顯示在這些文字框的後面或前面。

當框架基線格點套用至框架格點時，將顯示兩種格點，而且框架中的文字將對齊框架基線格點。

如果在「格點偏好設定」中選取「格點置於後方」，則基線繪製順序如下：框架基線格點、框架格點、文件基線格點與版面格點。如果未選取

「格點置於後方」，則基線繪製順序如下：文件基線格點、版面格點、框架基線格點與框架格點。

1. 選擇「檢視 > 格點與參考線 > 顯示基線格點」，顯示所有基線格點，包括文字框中的基線格點在內。
2. 選取文字框，或將插入點置入文字框中，然後選擇「物件 > 文字框選項」。

如果要將基線格點套用到串連中的所有框架 (即使有一或多個串連的框架未包含文字)，請將插入點置入文字中，並選擇「編輯 > 全部選取」，
然後在「文字框選項」對話框中套用基線格點設定。

3. 按一下「基線選項」索引標籤。
4. 在「基線格點」底下，選取「使用自訂基線格點」，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開始 輸入一個數值，從頁面頂端、頁面上邊界、框架頂端或框架端部內縮 (視您從「相對於」選單中選擇何者而定) 偏移格點。

相對於 指定是否要讓基線格點從相對於頁面頂端、頁面上方邊界、文字框頂端或文字框內縮頂端的地方開始。

增量間隔 輸入格點線段間距的數值。在大多數的情況下，請輸入與內文行距相等的數值，以便使文字行完全對齊格點。

顏色 選取格點行的顏色，或選擇「(圖層顏色)」，使用與顯示文字框的圖層相同的顏色。

如果在文字框中看不到基線格點，請選擇「檢視 > 格點與參考線 > 顯示基線格點」，確認基線格點並未隱藏。如果基線格點仍未顯示，請在「偏好
設定」對話框的「格點」區段中，檢查基線格點的檢視臨界值。如果要看到格點，您可能需要放大顯示框架，或降低臨界值等級。

變更文字方向

1. 選取文字框。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擇「文字 > 書寫方向 > 水平 (或垂直)」。

選擇「文字 > 內文」，顯示「內文」面板。在「內文方向」中，選取「水平」或「垂直」。

垂直文字框或框架格點會轉換為水平的，或是水平文字框或框架格點轉換為垂直的。變更此設定將造成整個內文變更，所有串連到所選取框架的框架

都會受到影響。

備註： 如果要變更框架中個別字元的方向，可以使用「直排內橫排」功能，或使用「字元」面板中的「字元旋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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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字數和字元數目

1. 將插入點置入文字框中，檢視整個串連框架 (內文) 的文字數目，或是選取文字，只檢視選取的文字數目。
2. 選擇「視窗 > 資訊」顯示「資訊」面板。

「資訊」面板會顯示字元類型的字元數目，例如全形和漢字字元、羅馬字數、行數、段落數和所有字元數。字元數目資訊也會出現在框架格點的底

部。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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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書冊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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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書冊檔案

將文件新增至書冊檔案

管理書冊檔案

同步化書冊文件

轉換舊版 InDesign 書冊檔案
編排書冊中的頁碼和章節編號

列印或輸出書冊檔案

建立書冊檔案

「書冊檔案」是可共用樣式、色票、主版頁面及其他項目的文件集合。 您可以將書冊的文件頁面按順序編號、列印書冊中的選取文件，或是將文件轉
存為 PDF。 單一文件可隸屬於多個書冊檔案。

加入書冊檔案的其中一個文件就是「樣式來源」。 依照預設，樣式來源是書冊中的第一份文件，但您可隨時選取新的樣式來源。 將書冊中文件「同步
化」時，樣式來源中所指定的樣式與色票會取代其他書冊文件中的樣式與色票。

Michael Murphy 在書冊基礎概念提供建立書冊的教學課程影片。

1. 選擇「檔案 > 新增 > 書冊」。
2. 為該書冊輸入名稱，選擇儲存位置，然後按一下「儲存」。

「書冊」面板便會出現。 該書冊檔案會以副檔名為 .indb 的檔案名稱儲存。

3. 將文件新增至書冊檔案。

將文件新增至書冊檔案

建立書冊檔案時，該檔案會在「書冊」面板中開啟。 「書冊」面板是書冊檔案的工作區，您可以在其中新增、移除或重新排列文件。

1. 在「書冊」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文件」，或按一下位於「書冊」面板底部的加號按鈕 。
2. 選取要新增的一個或多個 Adobe InDesign 文件，然後按一下「開啟」。

您可以從「檔案總管」(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視窗，將檔案拖放至「書冊」面板。 也可以從一部書冊中將文件拖移至另一書冊。 按
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來拷貝文件。

3. 如果納入以舊版 InDesign 建立的文件，則該文件在加入書冊時，就會轉換為 Adobe InDesign CS5 格式。在「另存新檔」對話框中，指定轉換
後文件的新名稱 (或保留原有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
備註： 但將 Adobe PageMaker 或 QuarkXPress 文件加入書冊檔案之前，則必須先進行轉換。

4. 如有必要，請將文件上下拖移至清單中的適當位置，以變更面板中文件的順序。
5. 如果要將文件指定為樣式來源，請按一下面板中文件名稱旁邊的方框。

如果要開啟書冊檔案中的文件，請在「書冊」面板中按兩下該文件名稱。

管理書冊檔案

在「書冊」面板中，每個開啟的書冊檔案都會出現在各自的索引標籤下。 如果同時開啟多部書冊，按一下索引標籤，即可將該書冊帶到前端，並存取
使用其面板選單。

「書冊」面板中的圖示會指出文件的目前狀態，例如開啟 、遺失  (文件已移動、重新命名或刪除)、已修改  (在書冊關閉時，文件已經過編輯
或其頁面和章節頁碼已變更)，或使用中  (如果已有人在管理工作流程中開啟該文件)。在關閉的文件旁則不會出現圖示。

如果要檢視書冊中任何文件的路徑名稱，請在文件名稱上方按住滑鼠指標，直到出現工具提示。 或者，在「書冊」面板選單選擇「文件資訊」。

儲存書冊檔案

書冊檔案不同於文件檔案。 例如，選擇「儲存書冊」指令時，InDesign 會將變更儲存於書冊，而非書冊中的文件。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以新名稱儲存書冊，請從「書冊」面板選單中選擇「另存書冊」，指定位置與檔案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

如果要以相同名稱儲存現有書冊，請從「書冊」面板選單中選擇「儲存書冊」，或是按一下位於「書冊」面板底部的「儲存」按鈕  。

備註： 如果透過伺服器共用書冊檔案，請確認已設置檔案管理系統，儲存檔案時才不會不小心蓋掉其他人所做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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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書冊檔案

如果要關閉單一書冊，請在書冊的面板選單中選擇「關閉書冊」。

如果要關閉固定在同一個面板中所有開啟的書冊，請按一下「書冊」面板標題列上的「關閉」按鈕。

移除書冊文件

1. 在「書冊」面板中選取文件。
2. 在「書冊」面板選單中選擇「移除文件」。

從書冊中移除文件並不會刪除磁碟中的檔案；只會從書冊檔案中移除該文件。

取代書冊文件

1. 在「書冊」面板中選取文件。
2. 從「書冊」面板選單中選擇「取代文件」，找出要用來取代的文件，然後按一下「開啟」。

在檔案總管或 Finder 中開啟書冊檔案

1. 在書冊面板中選取文件。

2. 從書冊面板選單，選擇「顯現在檔案總管中」(Windows) 或「顯現在 Finder」中 (Mac OS)。

此時會開啟顯示所選檔案的瀏覽器視窗。

同步化書冊文件

同步化書冊中的文件時，所指定的項目 (樣式、變數、主版頁面、補漏白預設、交互參照格式、條件文字設定、編號清單和色票) 都會從樣式來源拷貝
到書冊中指定的文件，取代名稱完全相同的任何項目。

如果進行同步化的文件中找不到樣式來源中的項目，就表示已加入這些項目。 樣式來源中未包含的項目會在進行同步化的文件中原樣保留。

如需有關同步化書冊文件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vid0216_tw。

選取要同步化的項目

1. 從「書冊」面板選單中選擇「同步選項」。
2. 選取您要從該樣式來源拷貝到其他書冊文件的項目。

務必要選取其他樣式的定義中所包含的所有樣式。 例如，物件樣式可能包含段落與字元樣式，這些樣式中又會包含色票。

3. 選取「智慧型比對樣式群組」可避免唯一命名的樣式群組在移入或移出樣式群組時出現重複的現象。

假設樣式來源包含樣式群組中的字元樣式，而要同步化的文件包含樣式群組以外的這個相同字元樣式。如果選取這個選項，該字元樣式會移入已

同步化文件中的樣式群組。

如果未選取這個選項，則會使用符合樣式來源的選項在樣式群組中建立該字元樣式的第二個例項。在樣式群組外的字元樣式不會改變。

備註： 如果文件包含多個同名的樣式 (例如，樣式群組中有「字元樣式群組 1」，樣式群組外也有「樣式群組 1」)，InDesign 會當做未選取這
個選項。為獲得最佳結果，請以唯一的名稱建立樣式。

4. 按一下「確定」。

將書冊檔案中的文件同步化

您可以在書冊中的文件關閉時，進行書冊的同步化。 InDesign 會開啟關閉的文件、進行變更，然後儲存並關閉文件。 在進行同步化時為開啟狀態的文
件，將變更但不會儲存。

1. 在「書冊」面板中，按一下要做為樣式來源之文件旁邊的空白方框；樣式來源圖示  會指出做為樣式來源的文件。

選取的樣式來源

2. 確認已在「同步選項」對話框中選取要從樣式來源拷貝的項目。
3. 從「書冊」面板中，選取要與樣式來源文件進行同步化的文件。 如果未選取任何文件，整部書冊都將同步化。

如果要確認未選取任何文件，請按一下書冊文件下方的灰色空白區域，您可能需要捲動「書冊」面板或調整其大小。 您也可以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然後按一下已選取的文件來取消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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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書冊」面板選單中選擇「同步化選取的文件」或「同步化書冊」，或是按一下位於「書冊」面板底部的「同步」按鈕 。

備註： 選擇「編輯 > 還原」只會還原同步化進行時，對開啟狀態文件所做的變更。

將主版頁面同步化

主版頁面的同步化處理方式與其他項目相同，若與樣式來源中的主版頁面使用相同的名稱 (例如「A 主版」)，則該主版頁面會被取代。 對於使用相同
設計元素 (例如動態表頭與表尾) 的文件來說，將主版頁面同步化很有用。但是，如果要在文件中的主版頁面上保留樣式來源以外的頁面項目，就不要
將主版頁面同步化，也不要用不同的名稱建立主版頁面。

初次將主版同步化之後，文件頁面上任何被覆寫的主版頁面項目都會與主版分離。因此，如果準備要將書冊中的主版頁面同步化，最好是在開始進行

設計程序時，就將書冊中所有文件同步化。 如此一來，被忽略的主版頁面項目將會維持與主版頁面的連線，並將繼續從樣式來源中的已修改主版頁面
進行更新。

只使用一個樣式來源進行主版頁面同步化也是很好的做法。 如果從不同的樣式來源進行同步化，被忽略的主版頁面項目可能會與主版頁面分離。 如果
必須使用不同的樣式來源進行同步化，請在同步化之前取消選取「同步選項」對話框中的「主版頁面」選項。

轉換舊版 InDesign 書冊檔案
如果要轉換在舊版 InDesign 中建立的書冊檔案，可以在 InDesign CS5 中開啟並儲存該檔案。 在同步化、重新編頁、列印、封裝或轉存已轉換的書冊
時，書冊所包含的文件也會轉換為 InDesign CS5 格式。您可以決定要覆寫或保留原始文件檔案。

轉換書冊檔案供 InDesign CS5 使用
1. 在 InDesign CS5 中，選擇「檔案 > 開啟舊檔」。
2. 選取在舊版 InDesign 中建立的書冊檔案，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果書冊檔案包含以舊版 InDesign 格式儲存的文件，就會出現警告。

3. 從「書冊」面板選單中選取「另存書冊」。 為已轉換的書冊檔案指定新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

轉換書冊檔案中的文件

1. 在 InDesign CS5 中開啟書冊檔案。
2. 在「書冊」面板選單中:

如果要在轉換過程中覆寫原始文件，請選取「自動文件轉換」。

如果要保留原始文件，而用新名稱儲存轉換的文件，請取消選取「自動文件轉換」 (書冊清單會更新以包含轉換的檔案，而不是包含原始檔
案)。

3. 執行下列任一項以轉換文件:

從「書冊」面板選單中選擇「同步化書冊」 (請參閱同步化書冊文件)。

從「書冊」面板選單中選擇「更新編號 > 更新所有編號」。

4. 如果未選取「自動文件轉換」，InDesign 會提示您以新名稱儲存各個已轉換的文件。

備註： 將書冊列印或轉存為 Adobe PDF 時，也會轉換文件。

編排書冊中的頁碼和章節編號

您可以決定如何將書冊中的頁面、章節和段落編號。 在書冊檔案中，頁面和章節的編號樣式和起始編號是依各文件在「編頁與章節選項」對話框或
「文件編號選項」對話框中的設定而定。若要開啟前述對話框，請在文件中選擇「版面 > 編頁與章節選項」，或在「書冊」面板選單中選擇「文件編
號選項」。

如需有關將頁碼新增到文件的資訊，請參閱新增基本編排頁碼。

對於已編號的段落 (如圖表清單)，編號方式由段落樣式所包含的編號清單樣式定義決定。

頁面範圍會出現在「書冊」面板的各文件名稱旁。 依預設，在新增或移除書冊文件中的頁面，或變更書冊檔案 (例如，重新排列、新增或移除文件)
時，InDesign 會在「書冊」面板中更新頁面及章節頁碼。 如果您關閉自動更新頁面及章節頁碼的設定，則可在書冊中手動更新編頁。

如果更新書冊，而且編號似乎不正確時，問題可能是出在「一般」偏好設定中顯示了獨立編號，而不是章節編號。請參閱在頁面面板中顯示獨立或章

節編號。

如果文件遺失或無法開啟文件，頁面範圍 從遺失文件應在的位置開始一直到書冊結尾都會顯示為 “?”，表示真正的頁面範圍不明。 在重新編頁之前移
除或取代遺失的文件。 如果出現「使用中」圖示 ，表示有人已使用不同的電腦在管理工作流程中開啟該文件；這名使用者必須關閉文件，您才能重
新進行編頁。

如需有關在書冊中編頁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vid0217_tw。

變更各文件的頁面和章節頁碼選項

1. 在「書冊」面板中選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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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書冊」面板選單中選擇「文件編號選項」，或在「書冊」面板中按兩下文件的頁碼。
3. 指定頁面、區段和章節編號選項 (請參閱文件編號選項。)
4. 按一下「確定」。

備註： 如果在書冊的文件中指定起始的頁碼，而非選取「自動產生頁碼」，該書冊的文件會從特定書頁開始；所有書冊中的後續文件將跟著重新編
頁。

從奇數或偶數頁開始編頁

您可以在書冊的文件中，自奇數或偶數頁開始編排文件的頁碼。

1. 從「書冊」面板選單中選擇「書冊編排頁碼選項」。
2. 選擇「從下一個奇數頁繼續」或「從下一個偶數頁繼續」。
3. 選取「插入空白頁面」，在後續文件必須自奇數或偶數頁開始的任意文件最後面加入空白頁，然後按一下「確定」。

關閉書冊中的自動編頁

1. 從「書冊」面板選單中選擇「書冊編排頁碼選項」。
2. 取消選取「自動更新頁面和章節編號」，然後按一下「確定」。
3. 如果要手動重新編頁，請在「書冊」面板選單中選擇「更新編號 > 更新所有編號」。

您也可以只更新頁面和區段編號，或只更新章節和段落編號。

在書冊中使用連續段落編號

如果要讓圖表、表格或其他項目的清單使用連續段落編號，必須先定義用於段落樣式中的編號清單。 您所定義的編號清單可決定段落編號是否在書冊
中跨文件連續編號。

1. 開啟用做書冊樣式來源的文件。
2. 選擇「文字  > 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  > 定義清單」。
3. 按一下「新增」以定義清單，或選取現有清單然後選擇「編輯」。
4. 同時選取「跨越內文延續編號」和「延續書冊的上一個文件編號」。
5. 按一下「確定」。
6. 定義使用編號清單的段落樣式，並套用至包含清單的各文件中文字。(請參閱建立連續清單的段落樣式)。

如果要確認書冊中所有文件都使用相同的編號清單，請在「同步選項」對話框中選取「段落樣式」和「編號清單」選項，然後進行書冊同步化。

列印或輸出書冊檔案

使用書冊檔案的優點之一，就是可使用單一指令 (列印、預檢、封裝或轉存為 EPUB 或 PDF) 輸出所選取書冊的文件或是整部書冊。

1. 在「書冊」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輸出特定文件，請選取所要的文件。

如果要輸出整部書冊，請確認未選取任何文件。

2. 從「書冊」面板選單中選擇輸出指令 (例如，「列印書冊」或「列印選取的文件」)。

更多說明主題

同步化書冊文件影片

設定編頁影片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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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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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目錄

在書冊中建立目錄

產生目錄

建立多個清單的目錄樣式

設定目錄格式的選項

建立含有定位點前置字元的目錄項目

建立含有定位點前置字元的段落樣式

更新和編輯目錄

關於目錄

目錄 (TOC) 可列出書冊、雜誌或其他出版物的內容；顯示插圖、廣告客戶或相片參與人員資訊的名單；或包含其他資訊，以協助讀者找到文件或書冊
檔案中的資訊。一份文件可能含有多個目錄，例如章節和插圖的清單。

每一個目錄都有不同的內文，其中包含標題和依頁碼或字母順序排列的項目清單。 含有頁碼的項目係直接從文件中的內容取得，且可隨時更新，即使
需在書冊檔案中跨多份文件也沒有問題。

建立目錄的程序需要三大步驟。 第一，建立並套用做為目錄基礎樣式的段落樣式。 第二，指定目錄中所用的樣式以及如何設定目錄格式。 第三，將目
錄排入文件中。

目錄項目可自動新增至「書籤」面板，用於轉存成 Adobe PDF 的文件中。

規劃目錄的秘訣

規劃目錄時，請注意下列事項:

某些目錄的建立方式是從沒有實際出現在出版文件的內容中建立，例如雜誌中的廣告客戶清單。 如果要在 InDesign 中執行這些動作，請在隱藏
的圖層上輸入內容，在產生目錄時包含該內容。

您可由其他文件或書冊載入目錄樣式，以相同的設定和格式設定來建立新的目錄 (如果文件中段落樣式的名稱與來源文件中的名稱不符，可能就
需要編輯讀入的目錄樣式)。

如果有需要，可為目錄的標題和項目 (包含定位點和前置字元) 建立段落樣式。 目錄產生後，即可套用這些段落樣式。

您可以建立字元樣式，為頁碼和與項目分離的字元設定格式。 例如，如果希望頁碼是粗體，請建立包含粗體屬性的字元樣式，然後在建立目錄時
選取該字元樣式。

在書冊中建立目錄

為了獲得最佳結果，建立書冊目錄時請確實執行下列作業:

建立目錄前，先確認書冊清單是完整的，所有文件都以正確的順序列出，且所有的標題都已格式化為適當的段落樣式。

請確定整部書冊都使用一致的段落樣式。 避免建立名稱相同但樣式定義不同的文件。 如果有多種樣式名稱相同而樣式定義不同時，則 InDesign
會使用目前文件的樣式定義 (如果該定義存在) 或書冊中先出現的樣式。

如果「目錄」對話框的彈出式選單中未出現必要樣式，可能需要將書冊同步化，讓樣式能拷貝至含有目錄的文件中。

如果要在目錄中顯示數字字首 (例如 1-1、1-3 等)，請使用章節頁碼 (Section Numbering)，而不是章節編號 (Chapter Numbering)。章節
(Section) 數字字首可以包含在目錄中。

200



回到頂端

註解：

回到頂端

註解：

產生目錄

產生目錄之前，請決定要包含哪些段落 (例如章節標題和區段標題)，然後為每一段落定義樣式。 請確認這些樣式都已套用至文件或書冊文件中適用的
所有段落。

產生目錄時，您也可以使用段落和字元樣式設定目錄的格式。

無段落樣式的目錄 (左) 和將段落樣式套用至項目的目錄 (右)

如果將納入目錄中的段落顯示在同一頁面的不同內文中，則其在目錄中的順序取決於它在頁面中的位置。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為單一文件建立目錄時，或許會想在文件開頭新增頁面。

如果要為書冊中多份文件建立目錄時，請建立或開啟目錄所要使用的文件，確認文件已包含在書冊中，然後開啟書冊檔案。

2. 選擇「版面 > 目錄」。

如果已為目錄定義適當設定的目錄樣式，就可以從「目錄樣式」選單選擇該樣式。

3. 在「標題」方框中，輸入目錄的標題 (例如「內容」或「圖表清單」)。 此標題會出現在目錄的頂端。 如果要設定標題格式，請從「樣式」選單
中選擇樣式。

4. 選取「包含書冊文件」為書冊清單中的所有文件建立單一目錄，並重新編排書冊的頁碼。 如果只是要產生目前文件的目錄，請取消選取這個選
項 (如果目前文件不是書冊檔案的一部分，這個選項就會變成灰色，無法使用)。

5. 按兩下「其他樣式」清單中的段落樣式，將樣式加入「包含段落樣式」清單中，以決定要納入目錄中的內容。

6. 選取「取代現有目錄」，以取代文件中全部現有目錄內文。 如果要產生新的目錄 (例如圖表清單)，請取消選取這個選項。

7. 指定選項，決定目錄中每個段落樣式所要設定的格式。

最好能夠定義包含目錄之格式設定和其他選項的目錄樣式，特別是如果您要在文件中包含多個目錄時。如果要執行這項作業，請按一下「儲

存樣式」。 您也可以選擇「版面 > 目錄樣式」，建立目錄樣式。

8. 按一下「確定」。

已載入文字的游標  在按一下或拖曳之前，可以移到不同頁面或建立新頁面，而不會失去已載入的文字。

9. 在頁面上按一下或拖移已載入文字的游標，以置入新的目錄內文。

避免將目錄框架串連到文件中其他文字框。 如果取代現有的目錄，則更新的目錄會取代整個內文。

建立多個清單的目錄樣式

如果您需要在文件或書冊中建立不同的目錄，請使用目錄樣式。例如，可以讓內容清單使用一種目錄樣式，然後插圖、廣告客戶或相片參與人員名單

使用另外一種目錄樣式。為每個清單類型建立目錄樣式。

如果您在其他文件中使用相同的目錄格式設定，則建立目錄樣式也會非常有用。

請勿混淆目錄樣式與有「目錄」字首的段落樣式。 有「目錄」字首的段落樣式 (例如「目錄標題」) 是用來設定目錄項目本身的格式。 反之，
目錄樣式是一組設定值，可用來自動建立目錄。

建立目錄樣式

1. 選擇「版面 > 目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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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樣式

頁碼

2. 按一下「新增」。

3. 輸入所要建立目錄樣式的名稱。

4. 在「標題」方框中，輸入目錄的標題 (例如「內容」或「圖表清單」)。 此標題會出現在目錄的頂端。 如果要指定標題樣式，請從「樣式」選單
選擇樣式。

5. 從「其他樣式」清單中，選取代表要包含在目錄中之內容的段落樣式，然後按一下「新增」，將這些段落樣式新增至「包含段落樣式」清單。

6. 指定選項，決定每個段落樣式所要設定的格式。

由其他文件讀入目錄樣式

1. 選擇「版面 > 目錄樣式」。

2. 按一下「載入」後，選取包含所要拷貝目錄樣式的 InDesign 檔案，然後按一下「開啟」。

3. 按一下「確定」。

如果文件中的段落樣式與所讀入目錄樣式的段落樣式不符時，在產生目錄前，就需要編輯目錄樣式。

設定目錄格式的選項

產生或編輯目錄時，請使用這些選項，以決定所產生目錄文字的外觀。 其中有些選項必須在對話框中按一下「更多選項」才能使用。

「樣式」區段中的設定只套用於在「包含段落樣式」之下選取的目前樣式。 您可以為每個樣式指定不同的格式設定選項。

為「包含段落樣式」中的每一個樣式選擇段落樣式，以套用到相關聯的目錄項目。

您可能需要建立設定頁碼格式的字元樣式。 然後，就可以在「樣式」彈出式清單中「頁碼」的右邊選取這種樣式 (請參閱新增段落和字元樣式)。
如果要在目錄的頁碼中包含字首，或使用不同的編頁慣例，請參閱定義章節頁碼。

項目與頁碼之間 指定在目錄項目和頁碼之間想要的字元。 預設值為 ^t，用來指示 InDesign 插入定位點。 您可以在彈出式清單中選擇其他特殊字元，
例如「右邊縮排定位點」或「全形空格」。

先選取方框中的現有文字，再選擇不同的特殊字元，以確保不會同時包含兩個字元。

您可能需要建立設定項目和頁碼之間空格之格式的字元樣式。 然後，就可以在「樣式」彈出式清單中「項目與頁碼之間」的右邊選取這種樣式 (請參
閱新增段落和字元樣式)。
如果項目的段落樣式包含定位點前置字元設定，且已選取定位點字元 (^t)，則產生的目錄中會出現定位點前置字元。

您可以指定分隔項目與頁碼的字元，以及要套用至字元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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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

建立 PDF 書籤

不分行

包含隱藏圖層上的文字

編號段落

框架方向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選取此選項，可以讓選取的樣式依字母順序排列目錄項目。 此選項對於建立簡單清單而言相當有用，例如廣告客戶清單。
巢狀項目 (層級 2 或層級 3) 會在群組中 (分別為層級 1 或層級 2) 依字母順序排列。

目錄的排列順序是依文件的預設語言設定而定。 如果要變更預設語言設定，請確認沒有選取任何項目，然後從「字元」面板中的「語言」選單
中選擇語言。

依預設，每一個新增至「包含段落樣式」方框的項目，都會設定在比上方項目低一層級的地方。 您可以為選取的段落樣式指定新的層級數目，變
更階層架構。此選項只會調整對話框的顯示，除非清單是依照字母排序，使得項目依照層級排序，否則不會影響最後的目錄。

如果要在將文件轉存為 PDF 時，讓目錄項目出現於 Adobe Acrobat 或 Adobe Reader® 的「書籤」面板中，請選取這個選項。

如果要將所有目錄項目變為單一段落時，請選取此選項。 分號之後加上空格 (; ) 可分隔項目。

如果要在目錄中包含隱藏圖層上的段落時，請選取此選項。 在建立不一定會在文件出現的廣告客戶或插圖清單時，此選項相當
有用。 當已使用圖層儲存相同文字的多種版本或翻譯時，請取消選取此選項。

如果目錄包含使用編號的段落樣式，請指定目錄項目是包含完整段落 (含編號和文字)、只包含編號，或只包含段落。

指定您要用來建立目錄的文字框撰寫方向。

建立含有定位點前置字元的目錄項目

目錄中的項目常設定成點虛線或定位點前置字元格式，以便分隔項目和相關聯的頁碼。

含有點前置字元的目錄

1. 建立含有定位點前置字元的段落樣式.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更新目錄設定:

選擇「版面 > 目錄樣式」。 選取目錄樣式，並按一下「編輯」。

選擇「版面 > 目錄」(如果沒有使用目錄樣式)。

3. 在「包含段落樣式」之下，選取要在目錄中以含有定位點前置字元出現的項目。

4. 在「項目樣式」中，選取包含定位點前置字元的段落樣式。

5. 按一下「更多選項」。

6. 確認「項目與頁碼之間」已設為 ^t (代表定位點)。 按一下「確定」或「儲存」後離開。

7. 必要時請選擇「版面 > 更新目錄」，更新目錄。 否則，請置入新的目錄內文。

建立含有定位點前置字元的段落樣式

1. 選擇「視窗 > 樣式 > 段落樣式」以顯示「段落樣式」面板。

2. 在「段落樣式」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按兩下目錄中套用至項目的段落樣式名稱。

從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段落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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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必要時，請輸入段落樣式的名稱。

4. 按一下定位點。

5. 選取靠右對齊的定位點圖示 ，然後按一下尺標來放置定位點。

如果要套用樣式的段落包括編號清單項目，請務必納入兩項標記設定 — 第一項用於縮排編號，第二項則用於標記前置字元。

6. 在「前置字元」中，輸入句號 (.)。

7. 視需要選取其他樣式選項，並按一下「確定」。

更新和編輯目錄

目錄就像文件中的內容快照。 如果文件的頁碼有變更，或者如果對標題或其他與目錄項目相關的元素進行編輯時，則需要重新產生目錄來更新。

更新目錄

1. 開啟包含目錄的文件。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變更目錄項目，請編輯文件或書冊文件，而不是編輯目錄內文本身。

如果要變更套用至目錄標題、項目或頁碼的格式設定時，請編輯與這些元素相關聯的段落或字元樣式。

如果要變更頁面的編號方式時 (例如 1、2、3 或 i、ii、iii)，請變更文件或書冊中的章節編號 (請參閱編號書冊中的頁面、章節和段落)。

如果要指定新的標題，將其他的段落樣式包含在目錄中，或進一步設定目錄項目的格式，請編輯目錄樣式。

3. 在包含目錄的文字框內選取或置入插入點，然後再選擇「版面 > 更新目錄」。

4. 如果在文件中有多個目錄 (例如圖表清單與廣告客戶清單)，請選取包含不同清單的文字框，然後選擇「版面 > 更新目錄」。

編輯目錄

如需編輯目錄，請於文件中編輯實際段落，而不是編輯目錄內文，然後再產生新的目錄。 編輯目錄內文時，在產生新的目錄後，將會失去原有的修
訂。 因此，應該編輯用於將目錄項目格式化的樣式，而不是直接將目錄格式化。

Adobe 也建議
建立目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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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

欄

出血

印刷邊界

預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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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作業範圍與參考線

變更文件設定、邊界和欄

自訂作業範圍與參考線

您可控制用來顯示頁面邊界和欄、以及作業範圍上出血和印刷邊界區域之參考線的顏色。 如果要更輕鬆辨別「一般」和「預視」模式，您可變更預視
背景的顏色。

InDesign 也讓您控制物件靠齊參考線所需的距離、參考線顯示於物件的前方或後方，以及作業範圍的大小。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參考線與作業範圍」(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參考線與作業範圍」(Mac OS)。

2. 在「顏色」中，從下列各選單中選擇所要的顏色；或是選擇「自訂」，以檢色器指定自訂顏色。

設定頁面邊界的顏色。

設定頁面之欄參考線的顏色。

設定出血區域的顏色 (在「文件設定」對話框中設定)。

設定印刷邊界區域的顏色 (在「文件設定」對話框中設定)。

在「預視」模式中設定作業範圍的顏色。

3. 如果要設定物件靠齊參考線或格點的距離，在「靠齊區域」中以像素指定數值。

4. 如果要顯示物件後方的參考線，請選取「參考線置於後方」。

5. 若要指定作業範圍從頁面或跨頁 (或是從出血或印刷邊界區域，如果特別指定的話) 延伸的距離，請輸入「水平邊界」和「垂直邊界」的值。

6. 按一下「確定」，關閉「偏好設定」對話框。

您可變更紙張在螢幕上的顏色。 在沒有選取任何文字或物件的狀況下，按兩下「色票」面板中的「紙張」顏色 (選擇「視窗 > 色票」)。 「紙張」
顏色只會顯示於螢幕上，並不會影響輸出；它的目的只在模擬非白色紙張的設計。

變更文件設定、邊界和欄

即使在建立文件後，您也可以隨時調整文件的設定。 例如，您可以讓每頁獨立而非相鄰，也可以變更頁面大小或邊界設定。

變更文件設定

在「文件設定」對話框中變更選項，會影響文件中的所有頁面。如果在加入物件至頁面後變更頁面大小或方向，您可使用「版面調整」功能，將排列

現有物件的時間減至最少。請參閱關於自動版面調整。

1. 選擇「檔案 > 文件設定」。

2. 指定文件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請參閱新增文件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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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

欄

註解：

變更頁面邊界和欄設定

您可以變更頁面和跨頁的欄和邊界設定。 當在主版頁面上變更欄和邊界設定時，也就變更了所有套用主版的頁面設定。 變更一般頁面的欄和邊界時，
只會影響「頁面」面板中所選取的頁面。

「邊界和欄」對話框並不會變更文字框內的欄。 文字框欄只存在個別文字框中，而非頁面本身。 您可以使用「文字框選項」對話框，在個別
文字框中設定欄。 (請參閱新增欄至文字框)。「版面調整」功能也可能會影響文字框內的欄。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變更一個跨頁或頁面的邊界和欄設定，請移至要變更的跨頁，或是從「頁面」面板中選擇跨頁或頁面。

如果要變更多重頁面的邊界和欄設定，請從「頁面」面板中選擇這些頁面，或是選擇控制要變更頁面的主版。

2. 選擇「版面 > 邊界和欄」，指定下列選項，接著按一下「確定」。

輸入數值，指定邊界參考線與各頁面邊緣間的距離。 如果在「新增文件」或「文件設定」對話框選取了「對頁」，則「左」和「右」邊界
選項名稱就會變更為「內側」與「外側」，讓您指定額外的內側邊界空間來配合裝訂。

指定欄數.

選取「水平」或「垂直」以指定欄的方向。這也會設定文件基線格點的書寫方向。

建立不均等的欄寬

當頁面中有一個以上的欄時，中間的欄參考線會成對出現。 如果拖移其中一個欄參考線，會移動成對的參考線。 欄參考線之間的空間是您指定的欄間
距值；成對的參考線會同時移動以維持該數值。

您無法在文字框中建立不均等欄寬， 但可以建立多個具有不同欄寬、串連、並列的文字框。

1. 移至您想要變更的主版或跨頁。

2. 如果欄參考線已鎖定，請選擇「檢視 > 格點與參考線 > 鎖定欄參考線」將其取消選取。

3. 使用「選取」工具 ，拖移欄參考線。 您無法拖移過相鄰的欄參考線，或是超過頁面邊緣。

拖移欄參考線，建立不均等的欄寬

如果要建立不均等間距的欄，請建立平均間距的尺標參考線，接著拖移個別參考線至所要的位置 (請參閱建立尺標參考線)。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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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裁路徑
使用圖形的路徑或 Alpha 色版裁切
自動建立剪裁路徑
剪裁路徑選項
將剪裁路徑轉換到圖形框架

剪裁路徑

剪裁路徑會裁切部分的圖稿，只有一部分的圖稿會透過您建立的一或多個形狀顯示出來。 您可以建立剪裁路徑來隱藏影像上不想要的部分，同時為影
像建立路徑並且為圖形建立框架。 只要分別保留剪裁路徑與圖形框架，就可以使用「直接選取」工具和工具箱裡的其他繪製工具，任意修改剪裁路徑
而不會影響圖形框架。

您可以利用下列方式建立剪裁路徑：

將已經儲存的圖形與路徑或 Alpha (遮罩) 色板放在一起，InDesign 便可以自動使用。 您可以使用 Adobe Photoshop 等程式將路徑與 Alpha 色板
加到圖形。

使用「剪裁路徑」指令中的「偵測邊緣」選項，為儲存時沒有剪裁路徑的圖形產生一個剪裁路徑。

使用「鋼筆」工具將路徑繪製成您想要的形狀，然後使用「貼入」指令將圖形貼入路徑。

使用 InDesign 的其中一個自動方法來產生剪裁路徑時，剪裁路徑會連接到圖形上，產生經過路徑剪裁並且有路徑裁切的影像。

備註： 圖形框架會顯示本身出現圖層的顏色，而剪裁路徑會以圖層的反色顯示。 舉例來說，如果圖層是藍色，圖形框架會顯示為藍色，而剪裁路徑
會顯示為橙色。

使用圖形的路徑或 Alpha 色版裁切
InDesign 可以使用連同檔案儲存的剪裁路徑或 Alpha 色版來裁切讀入的 EPS、TIFF 或 Photoshop 圖形。 如果讀入的圖形含有一或多個路徑或 Alpha
色版，您可以選擇剪裁路徑要使用哪個路徑或 Alpha 色版。

Alpha 色版是一個看不見的色版，定義圖形上透明的區域。 它與 RGB 或 CMYK 色版一起儲存在圖形內部。 Alpha 色版常常用在影片效果應用上。
InDesign 會自動將 Photoshop 的預設透明 (黑白格子背景) 識別為 Alpha 色版。 如果圖形的背景不透明，您必須使用 Photoshop 移除背景，或是為圖
形建立及儲存一或多個 Alpha 色版。 您可以在 Adobe Photoshop 中使用移除背景的功能 (例如圖層遮色、「色版」面板、「背景橡皮擦」或「魔術橡
皮擦」)，建立 Alpha 色版。

使用 Alpha 色版與內嵌路徑的結果
A. 原始圖形 B. Alpha 色版 C. 置入的圖形 D. 原始圖形 E. 含有內嵌路徑的圖形 F. 置入的圖形

置入 Photoshop 檔案時，「影像讀入選項」對話框可讓您選擇使用預設剪裁路徑或選取 Alpha 色版進行剪裁。

1. 選取讀入的圖形，然後選擇「物件 > 剪裁路徑」。
2. 在「剪裁路徑」對話框中，從「文字」選單選擇 Photoshop 路徑或 Alpha 色版。
3. 從「路徑」或 Alpha 選單選擇需要的路徑或 Alpha 色版。
備註： 如果無法使用「Alpha 色版」選單指令，圖形就不會儲存任何 Alpha 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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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要插入剪裁路徑，請指定「內縮框架」的值。
5. 如果要切換可見與隱藏，請選取「反轉」。
6. 如果選擇 Alpha 色版，請指定任何其他需要的剪裁路徑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果要關閉剪裁路徑，請選取讀入的圖形，然後選擇「物件 > 剪裁路徑」。 在「文字」選單中選擇「無」，然後按一下「確定」。

自動建立剪裁路徑

對於儲存時並沒有剪裁路徑的圖形，如果要移除圖形的背景，可以使用「剪裁路徑」對話框裡的「偵測邊緣」選項來自動去背。 「偵測邊緣」選項會
隱藏圖形最亮或最暗的區域，因此放在純白或純黑背景上的效果最佳。

自動剪裁路徑的良好 (左) 與不佳 (右) 範例

1. 選取讀入的圖形，然後選擇「物件 > 剪裁路徑」。
2. 在「剪裁路徑」對話框中，在「文字」選單中選擇「偵測邊緣」。 預設會排除最亮的色調，若要移除最暗的色調，請同時選取「反轉」選項。
3. 指定剪裁路徑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剪裁路徑選項

臨界值 指定最暗的像素值，用來定義產生剪裁路徑。 提高這個值就會延伸加到隱藏區域的明亮值，讓更多像素變成透明，從 0 (白色) 開始。 例如，
在使用「偵測邊緣」時，如果要移除非常淺色的陰影，請嘗試提高「臨界值」，直到陰影消失。 如果本來應該看得見的像素變成看不見，就表示臨界
值設得太高。

設為 25 (左) 與 55 (右) 的臨界值等級

容許度 指定像素可以成為「臨界值」的亮度值，超過這個值，像素就會被剪裁路徑隱藏。 提高「容許度」值很適合用來移除不需要的隆起，這是比臨
界值暗但很接近其亮度值的零星像素所造成的。 提高「容許度」值通常會產生順暢、較鬆的剪裁路徑，因為它會增加接近「容許度」值的數值範圍，
而此範圍會含有較暗的零星像素。 提高「容許度」值就像將剪裁路徑縮緊圍繞較小的數值變量。 降低「容許度」值會產生較粗糙的剪裁路徑，因為它
會增加錨點，可能會更難列印影像。

設為 0 (左) 與 5 (右) 的容許度等級

內縮框架 將產生的剪裁路徑相對於「臨界值」與「容許度」值定義的剪裁路徑縮小。 不同於「臨界值」與「容許度」，「內縮框架」的值並不會考慮
亮度值，反而會平均縮小剪裁路徑的形狀。 稍微調整「內縮框架」的值，可能有助於隱藏無法使用臨界值或容許度值去除的零星像素。 輸入負值可以
讓產生的剪裁路徑大於利用臨界值或容許度值定義的剪裁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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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0p1 (左) 與 0p3 (右) 的內縮框架

反轉 以最暗的色調開始剪裁路徑，切換可見與隱藏的區域。

包含內部邊緣 如果有些區域存在與原始的剪裁路徑內部，而且如果亮度值位於臨界值與容許度值的範圍內，請讓這些區域變成透明。 依預設「剪裁
路徑」指令只會讓外部區域變成透明，因此請使用「包含內部邊緣」來正確表示圖形中的「孔洞」。 您想要變成透明的區域之亮度等級如果和必須看
得見的任何區域都不相同，這個選項的效果就會最好。 舉例來說，像是銀色眼鏡的圖形，如果選擇「包含內部邊緣」，而鏡片變成透明，眼鏡框很亮
的區域可能也會變成透明。 如果某些區域在您不想要的情況下變成透明，請嘗試調整「臨界值」、「容許度」及「內縮框架」的值。
限制至框架 建立會停在圖形可見邊緣的剪裁路徑。 如果使用圖形的框架來裁切圖形，這可能會產生比較簡單的路徑。
使用高解析度影像 若要達到最大的精確度，請使用實際的檔案來計算透明的區域。 取消選取這個選項，就會根據螢幕顯示解析度來計算透明度，這
樣會比較快，但比較不精確。 如果選擇 Alpha 色版，就無法使用這個選項，因為 InDesign 使用 Alpha 色版時總是會以實際的解析度為準 (請參閱關於
透明度)。

將剪裁路徑轉換到圖形框架

 選擇「物件 > 剪裁路徑 > 轉換剪裁路徑為框架」。
更多說明主題

  建立和編輯 Alpha 色版遮色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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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ting grids
Named Grids panel overview
Create named grid formats
Apply a named grid to a frame
Edit named grids
Delete named grids
Import grid formats from other documents

Named Grids panel overview

Use the Named Grids panel (Window > Type & Tables > Named Grids) to save frame grid settings in named grid
format, and apply those settings to other frame grids. You can apply or change frame grid formats efficiently, and
easily keep the appearance of a document consistent, using grid formats.

Named Grids panel

A. Grid name B. New Grid Format button C. Delete icon 

In the Named Grids panel, the Layout Grid format is shown by default. The layout grid setting for the currently
selected page is reflected in this grid format. When more than one layout grid is set for a single document, the
settings shown in Layout Grid in the Named Grids panel vary depending on the selected page layout grid contents.

When a frame grid with grid formatting is selected, the current grid format name is highlighted in the Named Grids
panel.

Create named grid formats

Like styles, named grid formats let you save a collection of frame grid settings and apply those settings to other
frame grids.

1. To define a new grid forma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xisting frame grid format, select the frame grid with
the selection tool.

2. Choose Window > Type & Tables > Named Grids.
3. Choose New Named Grid from the Named Grids panel menu.
4. Specify options in the Edit Grid Format dialog box, and click OK.

If the named grid format you want to use is already saved in another InDesign document, you can import that grid
format into the current document.

When a new frame grid format is created based on an existing frame grid, changes to format attribute options also
are applied to the selected frame grid. If you do not want to modify the selected frame grid format, deselec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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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 grid before showing the Edit Grid Format dialog box.

Named Grid options

Named Grid options appear when you choose Window > Type & Tables > Named Grids.

Grid Name

Enter the name of the grid format.

Font

Select the font family and font style, and set the default font for the text to be placed in the grid.

Size

Specify individual grid sizes.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Specify the grid scale for full-width Asian characters in %.

Char Aki

Specify the spacing between grid cells in the frame grid. This value will be the grid cell size.

Line Aki

Enter a value to specify the grid line spacing. The value used here i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bottom (or left)
edge of the character embox for the first line to the top (or right) edge of the character embox for the next line.

Line Align

Select an option to specify line alignment for the frame grid. For example, if Align Left/Top is selected, the
beginning of each line for a vertical type frame grid will be aligned with the top edge of the frame grid. (See Align
or justify text.)

Grid Align

Select an option to specify whether to align the text to the embox, ICF box, or roman baseline. See Align
paragraphs to a baseline grid.

Char 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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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an option to specify the method of aligning small characters to larger characters in a line. (See Align text of
different sizes.)

Apply a named grid to a frame

You can apply a custom named grid or the Layout Grid to a frame grid. If you apply the Layout Grid, the same
settings defined in the Layout Grid dialog box are used in the frame grid.

1. Select the frame grid using the Selection tool. You can also use the Type tool to click on the frame and
position the text insertion point or select text.

2. Click on the name of the format to be applied in the Named Grids panel or Control panel.

Applying a grid format causes grid format attributes to be set for text in the frame grid, but grid format
attributes will not be set for text which has been given Character or Paragraph styles, or text which has had
settings individually modified from the Character panel or Paragraph panel.

Note:

Priority is given to character style, paragraph style and grid format in that order in the frame grid.
Accordingly, when grid formatting is applied to text that has been given paragraph or character styles, a '+'
mark is shown next to each applied style name. (See Text formatting precedence.)

Before and after applying a grid format to the frame grid

3. To apply grid format attributes to the entire story, select the frame grid using the Selection tool and select
Edit > Apply Grid Format.

You can also add named grids to object styles. If you add a named grid to the default object style for grid frames,
all grid frames you create appear formatted according to the named grid you specify. (See About object styles.)

Edit named grids

You can change the grid format definitions at any time. When you change the definition of a grid format, all of the
frame grids formatted with that style change to conform with the newly defined style.

1. Using the Named Grids panel, select the grid format to be edited, and choose Named Grid Options from the
panel menu, or double-click the grid format you want to edit in the Named Grids panel.

2. Change the settings in the Modify Named Grid dialog box. (See Create named grid formats.)
3. Click OK.

This modifies the grid format given to the currently selected frame grid. To modify settings for frame grids which
are not currently selected, perform the above operation without selecting any objects in the document, or double-
click the grid format name in the Named Grids panel while holding down Shift+Ctrl+Alt (Windows) or
Shift+Command+Option (Mac OS).

Delete named gr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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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ting applied to text in a frame is unchanged even if a grid format is deleted, but the link to the grid
format is removed.

1. Select the name of the grid format you want to delete in the Named Grids panel.
2. Choose Delete Named Grids from the panel menu, or click the Delete icon  at the bottom of the Named

Grids panel.

When you delete grid formats, the frame grid to which the grid format was applied doesn’t appear to change, but
the format is no longer connected with the grid format.

Import grid formats from other documents

1. Choose Load All Named Grids from the Named Grids panel menu.
2. Double-click the InDesign document containing the grid formats you want to import.

When you import a grid format from another document that has the same name as a grid format in the current
document, the existing grid format in the import destination will be overwritten, and when this grid format is
applied the grid format for all the frame grids will be changed.

Adobe also recommends

Customize layout and frame grids
Override character and paragraph styles

  Twitter™ and Facebook posts are not covered under the terms of Creative Commons.

Legal Notices   |   Online Privac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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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 grid properties
Change frame grid properties
Convert text frames and frame grids
View or hide the frame grid character count

Change frame grid properties

1. Using the Selection tool , select the frame whose properties you want to modify. You can also use the
Type tool to click on the frame, and position the text insertion point or select text.

2. Choose Object > Frame Grid Options, and then specify the frame grid options. (See Frame grid properties.)

3. Click OK.

Select Preview to confirm options before applying the changes, and then confirm changes in the document.

Frame grid properties

Use the Frame Grid dialog box to change frame grid settings such as the font, character size, character spacing,
lines, and characters.

The values in the Text Frame Option dialog box and the number of columns in the Frame Grid settings dialog box
interact dynamically. Column number settings in Text Frame Options are also reflected in the frame grid settings.
Furthermore, First Baseline Offset and Ignore Text Wrapping can be set only from Text Frame Options.

Font

Select the font family and font style. These font settings will be applied in frame grids based on the layout grid.

Size

Specify the font size. This value will be the grid cell siz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Specify the grid scaling for full-width Asian characters in %.

Char Aki

Specify the spacing between grid cells in the frame grid. This value is used for the grid mesh spa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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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Aki

Specify the grid spacing. This value is used as the distance from underneath (or left of) the grid mesh on the first
line to the top (or right) of the grid mesh on the next line. If a negative value is set here, Auto Leading value
under Justification in the Paragraph panel menu is set automatically to 80% (the default is 100%), since grid
alignment will only increase line spacing above the spacing already set by the leading amount in the text
attributes. Changing the leading value set in the text will change how the grid alignment spreads the text lines out
to match the nearest grid line.

Line Align

Select an option to specify line alignment for the text. For example, if you select Top for a vertical frame grid, the
start of each line will be aligned to the top of the frame grid. (See Align or justify text.)

Grid Align

Select an option to specify whether to align the text to the embox, ICF box, or roman baseline. (See Align
paragraphs to a baseline grid.)

Char Align

Select an option to specify the method of aligning small characters to larger characters in a line.

Char Count

Select an option to determine where the frame grid’s dimensions and character count appears. (See View or hide
the frame grid character count.)

View

Select an option to specify how to show the frame. Grid shows frame grids with grids and lines. N/Z View shows
the frame grid direction in dark blue diagonal lines; these lines disappear when you insert text. Alignment View
shows frame grid with only lines. Alignment shows the frame line alignment. Grid With N/Z shows a combination of
both.

Grid views

A. Grid view B. N/Z view C. Assignment view with text inserted D. Grid with N/Z view 

Characters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in a line.

Lines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lines in a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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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s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columns in a frame grid.

Gutter

Specifies the spacing between columns.

Note:

If you make changes in the Frame Grid settings dialog box when nothing is selected in the frame grid, that setting
becomes the default for the frame grid.

You can also use grid setting to adjust character spacing. (See Using grid tracking to adjust character spacing.)

Convert text frames and frame grids

You can convert plain text frames into frame grids or frame grids into plain text frames.

When plain text frames are converted into frame grids, for text that has not had a character style or paragraph
style applied in the story, the frame grid's document defaults are applied.

You cannot apply grid format directly to plain text frames. After converting a plain text frame into a frame grid,
you can apply grid format attributes by applying a predetermined grid format to a frame grid using text that has
not been given a paragraph style.

Also, when a text frame is converted to a frame grid, blank space may be created at the top, bottom, left or right
of the frame. This space is shown when the text frame width or height is not divisible by the font size or leading
values set in the grid format. This spacing can be removed by dragging the frame grid handle and adjusting with
the Selection tool. When converting text frames to frame grids, edit the text after adjusting any insets created
during conversion.

Convert a plain text frame into a frame grid

1. Select the text frame and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Choose Object > Frame Type > Frame Grid.

Choose Type > Story to show the Story panel. Select Frame Grid in Frame Type.

2. To reformat story text according to grid attributes, select Edit > Apply Grid Format when the frame grid is
selected.

Remove a grid from a frame grid

Select the frame grid, and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Choose Object > Frame Type > Text Frame.

Choose Type > Story to show the Story panel. Select Text Frame in Fram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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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topView or hide the frame grid character count

The frame grid character count is shown at the bottom of the grid. Shown here are the values for characters, lines,
total number of cells and the actual number of characters.

In this frame the value for characters per line is 10, the value for lines is 5,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cells is 50. 29 characters have been
placed in the frame grid.

Choose View > Grids & Guides > Show Character Count or Hide Character Count.

To specify the size and position of the character count view, select the text frame and choose Object > Frame Grid
Options. Under View Options, specify the Char Count, view, and size, and click OK.

Adobe also recommends

Create frame grids
Formatting grids
Customize layout and frame grids
Differences between frame grids and plain text frames
Change the text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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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ds
Use grids
Snapping objects to grids

Use grids

Two kinds of nonprinting grids are available: a baseline grid for aligning columns of text, and a document grid for
aligning objects. On the screen, a baseline grid resembles ruled notebook paper, and a document grid resembles
graph paper. You can customize both kinds of grids.

Baseline grid (left) and document grid (right)

When a grid is visible, you can observ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The baseline grid covers entire spreads, but the document grid covers the entire pasteboard.

Baseline grids and document grids appear on every spread and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y master.

The document grid can appear in front of or behind all guides, layers, and objects, but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y layer.

Set up a baseline grid

Use Grid Preferences to set up a baseline grid for the entire document.

You can set up a baseline grid for a frame by using the Text Frame Options. (See Change text frame properties.)

1. Choose Edit > Preferences > Grids (Windows) or InDesign > Preferences > Grids (Mac OS).

2. Specify a baseline grid color by choosing a color in the Color menu. You can also choose Custom in the
Color menu.

3. For Relative To, specify whether you want the grid to start at the top of the page or the top margin.

4. For Start, type a value to offset the grid from either the top of the page or the top margin of the page,
depending on the option you choose from the Relative To menu. If you have trouble aligning the vertical
ruler to this grid, try starting with a value of zero.

5. For Increment Every, type a value for the spacing between grid lines. In most cases, type a value that
equals your body text leading, so that lines of text align perfectly to this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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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line grid in document window

A. First grid line B. Increment between grid lines 

6. For View Threshold, type a value to specify the magnification below which the grid does not appear.
Increase the view threshold to prevent crowded grid lines at lower magnifications.

Baseline grid at magnification below view threshold (left) and above view threshold (right)

7. Click OK.

Note:

The Snap To Guides command controls both snapping to guides and snapping to the baseline grid.

Set up a document grid

1. Choose Edit > Preferences > Grids (Windows) or InDesign > Preferences > Grids (Mac OS).

2. Specify a document grid color by choosing a color in the Color menu. You can also choose Custom in the
Color menu.

3. To set horizontal grid spacing, specify a value for Gridline Every in the Horizontal section of the Document
Grid section, and then specify a value for Subdivisions between each grid line.

4. To set vertical grid spacing, specify a value for Gridline Every in the Vertical section of the Document Grid
section, and then specify a value for Subdivisions between each grid line.

5.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and click OK:

To put the document and baseline grids behind all other objects, make sure that Grids In Back is
selected.

To put the document and baseline grids in front of all other objects, deselect Grids In Back.

To put guides behind all other objects, you can also choose Guides In Back in the context menu that appears
when you right-click (Windows) or Control-click (Mac OS) an empty area of the document window.

Show or hide grids

To show or hide the baseline grid, choose View > Grids & Guides > Show/Hide Baseline Grid.

To show or hide the document grid, choose View > Grids & Guides > Show/Hide Document Grid.

Snapping objects to grids

When snapping is enabled, moving an object within the snap zone of a grid location will cause the object to snap
to that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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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 objects to the document grid

1. Choose View > Grids & Guides and make sure that Snap To Document Grid is selected (checked). If it is
not selected, click it.

Note:

The Snap to Guides command controls both snapping to guides and snapping to the baseline grid.

2. To specify the snap-to zone, choose Edit > Preferences > Guides & Pasteboard (Windows) or InDesign >
Preferences > Guides & Pasteboard (Mac OS), type a value for Snap to Zone, and click OK. The Snap to
Zone value is always in pixels.

To snap an object to a grid, drag an object toward a grid until one or more of the object’s edges is within the
grid’s snap-to zone.

Adobe also recommends

Ruler gu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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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ing, locking, and duplicating objects
Group or ungroup objects
Group and ungroup objects on different layers
Lock or unlock objects
Hide objects
Duplicate objects
Duplicate an object using the Duplicate command
Duplicate a selected object as you transform
Use Step and Repeat to duplicate objects
Duplicate objects into a grid
Create nonprinting objects

Group or ungroup objects

You can combine several objects into a group so that they are treated as a single unit. You can then move or
transform the objects without affecting their individual positions or attributes. For example, you might group the
objects in a logo design so that you can move and scale the logo as one unit.

Groups can also be nested—grouped into subgroups within larger groups. Use the Selection, Direct Selection, and
Group Selection tools to select different levels of a nested group’s hierarchy.

If you’re working with a stack of overlapping objects, and you group some objects that aren’t adjacent in the
stacking order, the selected objects will be pulled together in the stacking order, right behind the frontmost
selected object. (For example, when objects are stacked as A, B, C, D from front to back, and you group B and D
together, the stacking order becomes A, B, D, C.) If you group objects that exist on different named layers, all of
the objects move to the frontmost layer on which you selected an object. Also, the objects you select must either
be all locked or all unlocked.

Grouped object

1. Select multiple objects to be grouped or ungrouped.

If your selection includes part of an object (for example, an anchor point), the group or ungroup operation
will group or ungroup the entire object.

2. To group the selected objects, choose Object > Group.

To ungroup the selected objects, Object > Ungroup.

If you’re not sure if an object is part of a group, select it using the Selection tool and look at the Object menu. If
the Object > Ungroup command is available, you’ve selected a group.

Group and ungroup objects on different 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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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can also use the Layers panel to group objects that are placed on different layers of a document. For more
details on layers, click here.

When you group objects on different layers, InDesign groups the objects on the topmost layer containing at least
one object in the group. However, InDesign remembers the layers to which each object belongs. This implies that,
by default, if you then ungroup the objects, all the objects are restored back to their original layers.

You can also choose to leave the ungrouped objects on the topmost layer. To do this, uncheck the Ungroup Remembers Layers option in the Layers
panel flyout menu.

Note:

This option is an application-level setting. This implies that this option is applied to all documents.

Lock or unlock objects

You can use the Lock command to specify that you don’t want certain objects to move in your document. Locked
objects stay locked when a document is saved, closed, and then reopened.

As long as an object is locked, it cannot be moved. However, you can select locked objects if you turn off the
Prevent Selection Of Locked Objects option in General preferences. When you select a locked object, you can
change attributes such as color.

1. Select the object or objects that you want to lock in place.
2.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To lock the objects, choose Object > Lock.

To unlock an object, click the lock icon.

To unlock the objects on the current spread, choose Object > Unlock All On Spread.

You can also use the Layers panel to lock or unlock both objects and layers. When you lock a layer, the positions
of all objects on a layer are locked, and the objects cannot be selected. See Layers.

Hide objects

Hidden objects are not printed or exported, and they cannot be selected.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To hide an object, select it and choose Object > Hide.

To show hidden objects, choose Object > Show All On Spread.

Duplicate objects

You can duplicate objects using a number of differen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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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plicate an object using the Duplicate command

Use the Duplicate command to replicate a selected object instantly. The new copy appears on the layout slightly
offset down and to the right from the original.

Select an object or objects, and choose Edit > Duplicate.

Duplicate a selected object as you transform

You can duplicate an object each time you change its position, orientation, or proportions. For example, you can
create a flower by drawing one petal, setting its reference point at the base of the petal, and repeatedly rotating at
incremental angles, simultaneously duplicating to leave behind a new copy of the petal at each angle.

During a transformation,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If you’re dragging the Selection tool , the Rotate tool , the Scale tool , or the Shear tool ,
start dragging, and then hold down Alt (Windows) or Option (Mac OS) after you begin dragging. To
constrain the duplicate’s transformation, Alt+Shift-drag (Windows) or Option+Shift-drag (Mac OS).

If you’re specifying a value in the Transform or Control panel, press Alt+Enter (Windows) or
Option+Return (Mac OS) after you’ve typed the value.

If you’re pressing arrow keys to move objects, hold down Alt (Windows) or Option (Mac OS) as you
press the keys.

Use Step and Repeat to duplicate objects

Use the Step and Repeat command to instantly create rows or columns of duplicates. For example, you can fill a
page with evenly spaced duplicates of a single business card design.

1. Select the object or objects you want to duplicate.

2. Choose Edit > Step and Repeat.

3. For Repeat Count, specify how many duplicates you want to make, not counting the original.

4. For Horizontal Offset and Vertical Offset, specify how far to shift the position of each new duplicate from
the previous duplicate along the  x and y axes, respectively, and click OK.

To create a page full of duplicates, first use Step and Repeat with Vertical Offset set to 0 (zero); this will create
one row of duplicates. Then select the entire row and use Step and Repeat with Horizontal Offset set to 0; this will
repeat the row down the page.

Duplicate objects into a grid

By dragging and using modifier keys, you can create a grid of object identical to the object being dupl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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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 video on using grid mode, see http://tv.adobe.com/go/4949/.

1. Select an object.

2. Using the Selection tool, hold down Alt (Windows) or Option (Mac OS) and begin dragging.

3. While still dragging, release the Alt or Option key. Press the Left Arrow and Right Arrow keys to change the
number of columns. Press the Up Arrow and Down Arrow keys to change the number of rows. Drag a
rectangle to specify the size of the grid.

4. Release the mouse button.

Create nonprinting objects

You might want to create objects that appear onscreen, but will not be printed or appear in portable versions of
the document.

You can also use layers to selectively hide or show elements in a document, and you can assign layers a non-
printing status.

1. Select the object or text frame that you don’t want to be printed.
2. Open the Attributes panel (Window > Output > Attributes).
3. In the Attributes panel, select Nonprinting.

Adobe also recommends

Arrange objects in a stack
Select nested or overlapping objects
Lock or unlock layers
Set a layer as non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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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ing files from other applications
Importing Adobe Illustrator graphics
Importing Adobe Photoshop (.PSD) files
Importing PDF pages
Importing InDesign (.indd) pages
Importing other graphics formats

Importing Adobe Illustrator graphics

How you import Illustrator graphics depends on how much editing the graphics require after you import them. You
can import Illustrator graphics into InDesign in their native (.ai) format.

If you want to adjust layer visibility in InDesign...

Import the graphic using the Place command, and when you want to edit it, choose Edit > Edit Original to open
the graphic in Illustrator. For example, for a multilanguage publication, you can create a single illustration that
includes one text layer for each language. You can transform the illustration as a single object in InDesign but you
cannot edit the paths, objects, or text within the illustration.

Layered file with Spanish and English layers

If you want to edit objects and paths in InDesign...

Copy the art from Illustrator and paste it into your InDesign document. For example, in a magazine, you might use
the same design element in each issue, but change its color every month. By pasting a graphic into InDesign, you
can change objects’ color, path, and transparency using the InDesign tools designed for that purpose.

Importing Illustrator graphics with multiple artboards

Illustrator CS4 graphics can include multiple artboards. When you import an Illustrator graphic with multiple
artboards, you can use Import Options to specify which artboard, or “page,” will be imported.

Create a layered PDF in Adobe Illu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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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can save an Illustrator graphic as a layered PDF and control the visibility of layers in InDesign. Adjusting layer
visibility in InDesign lets you vary an illustration depending on context. Rather than create multiple versions of the
same illustration, say for a multilanguage publication, you can place the same illustration where needed and adjust
the visibility of the layers as appropriate.

You can transform a PDF as a single object (you can rotate or resize it, for example), but you cannot edit the
paths, objects, or text within the illustration.

If you’re placing an Illustrator file that includes multiple artboards, you can specify which artboard is used, as
when placing multipage PDF files.

Note:

Don’t place layers in nested layer sets if you want to adjust layers in InDesign.

1. In Illustrator, choose File > Save As.

2. In the Save As dialog box, type a filename and choose a location for the file.

3. For Format, choose Adobe PDF (.pdf), and click Save.

4. In the Adobe PDF Options dialog box, choose Acrobat 6 (1.5) or later for Compatibility.

5. Select Create Acrobat Layers From Top-Level Layers, and click Save PDF.

Pasting Illustrator graphics into InDesign

When you paste a graphic from Illustrator 8.0 or later into an InDesign document, the artwork appears in InDesign
as a grouped collection of editable objects. For example, if you paste an Illustrator drawing of a soccer ball with
individually created patches into InDesign, the patches are pasted as a group, which can be ungrouped and edited
using tools in InDesign. You cannot change the visibility of layers within the illustration.

Illustration of soccer ball in Illustrator (left) and same illustration pasted into InDesign (right)

Note:

Before pasting a graphic, make sure that Illustrator is configured to copy as AICB (see Illustrator Help). In
InDesign, make sure that Prefer PDF When Pasting isn’t selected in the Clipboard Handling preferences. If these
options aren’t set properly, the Illustrator graphic cannot be edited in InDesign.

Issues you may encounter when pasting or dragging art from Illustrator to InDesign

Color

Illustrator supports the Grayscale, RGB, HSB, CMYK, and Web Safe RGB color models. InDesign supports LAB,
CMYK and RGB. When you paste or drag artwork from Illustrator into InDesign, RGB and CMYK colors convert in
the expected color model. Grayscale colors are converted to the appropriate K value in a CMYK color in InDesign.
HSB and Web Safe RGB objects are converted to RGB color in InDesign. Colors in smooth shades and gradients
can be edited in InDesign.

Gradients

Linear or radial gradients created in Illustrator can be modified using the Gradient tool or Gradient pane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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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sign. Gradients with multiple spot colors or complex patterns may appear as non-editable items in InDesign. If
your illustration contains complex gradients, import it using the Place command instead.

Transparency

Transparency is flattened when Illustrator art is pasted or dragged into InDesign.

Graphic styles

Illustrator Graphic Styles don’t become InDesign Object Styles when art is pasted or dragged into InDesign.

Patterns

Illustrator objects filled or stroked with patterns become embedded EPS images when pasted or dragged into
InDesign.

Text

If you drag text from Illustrator into InDesign, it’s converted to outlines and isn’t editable with the Text tool. If you
select text using the Text tool in Illustrator, and then copy it into a text frame in InDesign, the text loses its
formatting but is editable. If you drag the text into InDesign without a frame selected, the text loses all formatting
and isn’t editable.

When you paste text from Illustrator, the text is imported as one or more objects that can be transformed and
colorized in InDesign, but not edited. For example, if you create text on a path in Illustrator and paste it into
InDesign, the text can be colorized, rotated, and scaled, but it cannot be edited using the Type tool. If you want
to edit the text, use the Type tool and paste it into a text frame.

Artwork

Artwork copied from Illustrator and pasted into InDesign is embedded in the InDesign document. No link to the
original Illustrator file is created.

Importing Adobe Photoshop (.PSD) files

You can place graphics created in Adobe Photoshop 4.0 and later directly into an InDesign layout.

Layers and layer comps

You can adjust the visibility of the top-level layers in InDesign, as well as view different layer comps. Changing
layer visibility or layer comps in InDesign does not alter the original Photoshop file.

Paths, masks, or alpha channels

If you save paths, masks, or alpha channels in a Photoshop file, InDesign can use them to remove backgrounds, or
to wrap text around graphics. Graphics that contain paths, masks, or alpha channels act as transparent objects
when im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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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 color management profile

If you place a Photoshop image with an embedded ICC color management profile, InDesign reads the embedded
profile, provided that color management is active. You can override the embedded profile for the image using the
Import Options dialog box or assign a different color profile to the graphic in InDesign. Overriding the color profile
in InDesign will not remove or alter the profile embedded in the Photoshop image.

Spot-color channels

Spot-color channels in Adobe Photoshop PSD or TIFF files appear in InDesign as spot colors in the Swatches panel.
If the image uses a spot color that InDesign does not recognize, the spot color may appear gray in the InDesign
document and print incorrectly as a composite. (The image will print correctly on color separations, however.) To
simulate the graphic as a composite, you can create a spot color with the correct color values, and then alias the
PSD color to this new spot color. The graphic will then print correctly as composite and display correctly on-screen
when Overprint Previewis turned on (choose View > Overprint Preview). Be sure to remove the alias before
printing separations, so that the image prints on the plate you expect.

Importing PDF pages

Using the Place command, you can specify which pages you want to import from a multipage PDF or an Illustrator
file with multiple artboards. You can place a single page, a range of pages, or all pages. Multipage PDF files let
designers combine illustrations for a publication into a single file.

The page range options appear when you select Show Import Optionsin the Place dialog box. See Acrobat (.pdf)
and Illustrator (.ai) import options. The dialog box includes a preview, so you can view a thumbnail of the pages
before you place them. If you place multiple pages, InDesign reloads the graphics icon with the next page, letting
you place the pages one after the next. InDesign doesn’t import movies, sound, links, or buttons when you place a
PDF file.

Comparing screen and device resolution in placed PDF pages

A placed PDF page displays at the best resolution possible for the given scale and screen resolution. When printed
on a PostScript output device, a placed PDF page always prints at the resolution of the device. When printed on a
non-PostScript printer, a placed PDF page prints at the same resolution as the other InDesign objects in the
document. For example, vector (drawn) objects will print at the same resolution as other vector objects in the
document. Bitmap images will print at the best resolution supplied in the placed PDF.

Linking to placed PDFs

A placed PDF page appears in the InDesign document as an on-screen preview, which is linked to a specific page
in the original PDF. After placing a PDF page, you may break links by doing any of the following:

If you add a password to the original PDF that has been placed in an InDesign document, and you update
the link, you’ll be prompted to enter the password.

If you delete pages in the original PDF and update the link, the placed PDF page changes to the pag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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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falls on the originally placed page number.

If you reorder the pages in the original PDF file and update the link, the placed PDF page may be different
from what you expect. When that happens, place the page again.

Color in placed PDF pages

InDesign preserves colors embedded in PDF pages, even if the color comes from a color library not installed with
InDesign (such as the PANTONE Hexachrome® library). In addition, any color traps included in a placed PDF page
are preserved.

When color management is active, InDesign displays the placed PDF using its embedded ICC or output intent
profile (PDF/X only). When color management is turned off, or when you place a PDF that doesn’t contain an ICC
or output intent profile, colors in the placed PDF are calibrated using the color profile in the InDesign document.

When you export or print the document, you can preserve the ICC profile embedded in the placed PDF or replace
it with the document profile instead. Output intent profiles are used for display and are included when you export
as PDF/X; they aren’t used when you print the document, and they aren’t included when you export to any other
format.

Security settings in placed PDF pages

Because a placed PDF page is linked to the original PDF, the placed page also includes the security settings of the
original file. If someone later changes the security settings in the original file, the security settings are updated in
the placed PDF page when you update the links.

If you correctly enter a required master password when placing a PDF page, you override any restrictions in the
PDF page, enabling the placed PDF page to export as expected.

Importing InDesign (.indd) pages

Using the Place command, you can import pages from one InDesign document into another. You can import a
page, a page range, or all of the pages in the document. The pages are imported as objects (much the same way
that PDFs are imported).

Add pages in your document to hold the pages you want to import. After you choose File > Place and select an
INDD file, you can choose Show Import Options and then choose which pages to import, which layers to make
visible, and how to crop the imported pages. You can scroll in the Preview window to examine the thumbnail
pages closely. The page or pages you select are loaded in the graphics icon. If you place multiple pages, InDesign
loads the graphics icon with the following page so you can import pages one after the other.

Note:

The Links panel lists the names of each page you imported. If a page you imported contains a graphic or other
item that was imported into it, this item is listed as well in the Links panel. The names of these secondary
imported items are listed under a disclosure triangle in the Links panel to distinguish them from imported pages.

Importing other graphics form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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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sign supports a variety of graphics formats, including bitmap formats such as TIFF, GIF, JPEG, and BMP, and
vector formats such as EPS. Other supported formats include DCS, PICT, WMF, EMF, PCX, PNG, and Scitex CT
(.sct). You can import an SWF file as a movie file.

TIFF (.tif) files

TIFF is a flexible bitmap image format supported by virtually all painting, image-editing, and page-layout
applications. Also, virtually all desktop scanners can produce TIFF images.

The TIFF format supports CMYK, RGB, grayscale, Lab, indexed-color, and bitmap files with alpha and spot-color
channels. You can select an alpha channel when you place a TIFF file. Spot-color channels appear in InDesign as
spot colors in the Swatches panel.

You can use an image-editing program such as Photoshop to create a clipping path to create a transparent
background for a TIFF image. InDesign supports clipping paths in TIFF images and recognizes encoded OPI
comments.

Graphics Interchange Format (.gif) files

Graphics Interchange Format (GIF) is a standard for displaying graphics on the World Wide Web and other online
services. Because it compresses image data without losing detail, its compression method is called lossless. Such
compression works well with graphics that use a limited number of solid colors such as logos and charts; however,
GIF cannot display more than 256 colors. For this reason it is less effective for displaying photographs online (use
JPEG instead) and is not recommended for commercial printing. If an imported GIF file contains transparency, the
graphic interacts only where the background is transparent.

JPEG (.jpg) files

The Joint Photographic Experts Group (JPEG) format is commonly used to display photographs and other
continuous-tone images in HTML files over the web and in other online media. The JPEG format supports CMYK,
RGB, and grayscale color modes. Unlike GIF, JPEG retains all of the color information in an RGB image.

JPEG uses an adjustable, lossy compression scheme that effectively reduces file size by identifying and discarding
extra data not essential to the display of the image. A higher level of compression results in lower image quality; a
lower level of compression results in better image quality, but a larger file size. In most cases, compressing an
image using the Maximum quality option produces a result that is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original. Opening a
JPEG image automatically decompresses it.

Note:

JPEG encoding, which can be performed on an EPS or DCS file in an image-editing application such as Photoshop,
does not create a JPEG file. Instead, it compresses the file using the JPEG compression scheme explained above.

JPEG works well for photographs, but solid-color JPEG images (images that contain large expanses of one color)
tend to lose sharpness. InDesign recognizes and supports clipping paths in JPEG files created in Photoshop. JPEG
can be used for both online and commercially printed documents; work with your prepress service provider to
preserve JPEG quality in 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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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map (.bmp) files

BMP is the standard Windows bitmap image format on DOS and Windows-compatible computers. However, BMP
does not support CMYK, and its color support is limited to 1, 4, 8, or 24 bits. It is less than ideal for commercially
printed or online documents, and it is not supported by some web browsers. BMP graphics can provide acceptable
quality when printed on low-resolution or non-PostScript printers.

Encapsulated PostScript (.eps) files

The Encapsulated PostScript (EPS) file format is used to transfer PostScript language artwork between applications,
and is supported by most illustration and page-layout programs. Typically, EPS files represent single illustrations or
tables that are placed into your layout, but an EPS file can also represent a complete page.

Because they are based on the PostScript language, EPS files can contain text, vector, and bitmap graphics. Since
PostScript cannot normally be displayed on-screen, InDesign creates a bitmap preview for an EPS file for on-screen
display. InDesign recognizes clipping paths in Photoshop-created EPS files.

When you import an EPS file, any spot colors it contains are added to the Swatches panel in InDesign. EPS allows
for prepress-quality resolution, precision, and color. This format includes all of the color and image data required
to color-separate DCS images embedded in the EPS graphic. EPS isn’t ideal for online publishing in HTML, but it
works well for online publishing in PDF.

EPS files can contain Open Prepress Interface (OPI) comments, which let you use fast, low-resolution versions
(proxies) of images for positioning on a page. For final output, either InDesign or your prepress service provider
can automatically replace the proxies with high-resolution versions.

Desktop Color Separations (.dcs) files

Desktop Color Separations (DCS), developed by Quark, is a version of the standard EPS format. The DCS 2.0
format supports multichannel CMYK files with multiple spot channels. (These spot channels appear as spot colors in
the Swatches panel in InDesign.) The DCS 1.0 format supports CMYK files without spot channels. InDesign
recognizes clipping paths in Photoshop-created DCS 1.0 and DCS 2.0 files.

DCS files are intended to be used in a preseparated, host-based workflow. In most cases, color separations files
associated with a DCS image are excluded when you export or print a composite to a PDF, EPS, or PostScript file.
(The sole exception is made for 8-bit DCS files that were created in Photoshop and that do not contain vector
graphics.)

InDesign can rebuild a composite image from DCS 2.0 or 1.0 separations files, if the files were created in
Photoshop. For best results, do not include DCS 1.0 files or DCS 2.0 files created in programs other than Photoshop
when you are creating high-resolution color composite proofs or separating a document in-RIP or from a composite
file.

Macintosh PICT (.pict) files

The Macintosh PICT (or Picture) format is used for Mac OS graphics and page-layout applications, and for
transferring files between applications. The PICT format compresses images that contain large areas of solid color.
InDesign can import PICT files created from Mac OS screenshots and a variety of other applications, including clip
art collections. However, PICT files are not recommended for high-resolution commercial 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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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sign supports RGB PICT images with variable resolutions and embedded QuickTime images. PICT graphics do
not support color separations, are device-dependent, and are not recommended for high-resolution commercial
printing. The PICT format can provide acceptable quality only when printed on low-resolution or non-PostScript
printers.

Windows Metafile Format (.wmf) and Enhanced Metafile Format (.emf) files

Windows Metafile Format (WMF) and Windows Enhanced Metafile Format (EMF) are native Windows formats used
primarily for vector graphics, such as clip art, shared between Windows applications. Metafiles may contain raster
image information; InDesign recognizes the vector information and provides limited support for raster operations.
Color support is limited to 16-bit RGB, and neither format supports color separations. As a general rule, avoid using
Metafile formats for commercially printed documents.

PCX (.pcx) files

The PCX format is commonly used in Windows systems. Most Windows software supports version 5 of the PCX
format.

The PCX format supports RGB, indexed-color, grayscale, and bitmap color modes, as well as the RLE compression
method, which is lossless. It does not support alpha channels. Images can have a bit depth of 1, 4, 8, or 24 bits.
However, PCX is not ideal for commercially printed or online documents. PCX graphics can provide acceptable
quality only when printed on low-resolution or non-PostScript printers.

Portable Network Graphics (.png) files

The Portable Network Graphics (PNG) format uses adjustable, lossless compression to display 24-bit photographs
or solid-color images on the World Wide Web and in other online media. PNG was developed as a patent-free
alternative to the GIF file format. It supports transparency in an alpha channel or a designated color. PNG is best
used for online documents. Color PNG graphics placed in an InDesign document are RGB bitmap images.

Scitex CT (.sct) files

The Scitex Continuous Tone (CT) format is used for high-end image processing on Scitex computers. Scitex CT files
often come from Scitex scanners, which produce high-quality scans for commercial printing. The Scitex CT format
supports CMYK, RGB, and grayscale files, but does not support alpha channels. Contact Scitex to obtain utilities for
transferring files saved in the Scitex CT format to a Scitex system.

Adobe also recommends

Control graphics’ display performance
Acrobat (.pdf) and Illustrator (.ai) import options
Control layer visibility in imported images
Importing, exporting, and saving
Paste or drag graphics
Import options for graphics
Place (import) grap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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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management
Create an ink alias for a spot color
Saving and exporting images
Acrobat (.pdf) and Illustrator (.ai) import options
Control layer visibility in imported images
Import options for graphics
Place (import) graphics
Control layer visibility in imported images
Place (import) graphics
Import options for graphics
Exporting
Exporting artwork
Import swatches
Movies and s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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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ers
About layers
Create layers
Add objects to layers
Duplicate a layer
Change the order of layers
Show or hide layers and objects
Set a layer as nonprinting
Lock or unlock layers
Delete layers
Merge layers in a document

About layers

Each document includes at least one named layer. By using multiple layers, you can create and edit specific areas
or kinds of content in your document without affecting other areas or kinds of content. For example, if your
document prints slowly because it contains many large graphics, you can use one layer for just the text in your
document; then, when it’s time to proofread the text, you can hide all other layers and quickly print the text layer
only. You can also use layers to display alternate design ideas for the same layout, or versions of advertisements
for different regions.

Think of layers as transparent sheets stacked on top of each other. If a layer doesn’t have objects on it, you can
see through it to any objects on layers behind it.

Additional layer notes:

Each document layer has a disclosure triangle that can be expanded to reveal the objects and their stacking
order on that layer for the active spread. Groups, buttons, and multi-state objects also have disclosure
triangles that can be expanded to display their contained objects. You can re-order these objects, lock and
unlock them, and add or remove them from groups.

Objects on masters appear at the bottom of each layer. Master items can appear in front of document page
objects if the master page objects are on a higher layer. (See About masters, stacking order, and layers.)

Layers involve all pages of a document, including masters. For example, if you hide Layer 1 while editing
page 1 of your document, the layer is hidden on all pages until you decide to show it again.

For information on converting layers from Adobe PageMaker® or QuarkXPress, see Converting QuarkXPress
and PageMaker documents.

The Layers panel lists layers with the frontmost layer appearing at the top of the panel.

For a video tutorial on using layers, see http://tv.adobe.com/go/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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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can add layers at any time using the New Layer command on the Layers panel menu or the New Layer button
at the bottom of the Layers panel. The number of layers a document can have is limited only by the RAM available
to InDesign.

Create layers

1. Choose Window > Layers.
2. To create a new layer,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To create a new layer above the selected layer, click the New Layer button.

To create a new layer below the selected layer, hold down Ctrl (Windows) or Command (Mac OS) as
you click the New Layer button.

To create a new layer at the top of the list, hold down Ctrl+Shift (Windows) or Command+Shift
(Mac OS) as you click the New Layer button.

To create a new layer and open the New Layer dialog box, hold down Alt (Windows) or Option
(Mac OS) as you click the New Layer button.

Specify layer options

1. Choose New Layer in the Layers panel menu, or double-click an existing layer.
2. Specify the layer options, and then click OK.

Color

Assign a color to identify the objects on that layer.

Show Layer

Select this option to make a layer visible. Selecting this option is the same as making the eye icon visible in
the Layers panel.

Show Guides

Select this option to make the guides on the layer visible. When this option is not selected for a layer, the
guides cannot be made visible, even by selecting View > Show Guides for the document.

Lock Layer

Select this option to prevent changes to any objects on the layer. Selecting this option is the same as
making the crossed-out pencil icon visible in the Layers panel.

Lock Guides

Select this option to prevent changes to all ruler guides on the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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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Layer

Select this option to allow the layer to be prevented from printing. When printing or exporting to PDF, you
can determine whether to print hidden and nonprinting layers.

Suppress Text Wrap When Layer Is Hidden

Select this option if you want text on other layers to flow normally when the layer is hidden and it contains
objects with text wrap applied.

Assign a layer color

Assigning a color to a layer makes it easier to distinguish the layers of different selected objects. For each layer
that contains a selected object, the Layers panel displays a dot in the layer’s color. On the page, each object
displays the color of its layer in its selection handles, bounding box, text ports, text wrap boundary (if used), frame
edges (including the X displayed by an empty graphics frame), and hidden characters. The layer color does not
appear for a deselected frame if its edges are hidden.

1. In the Layers panel, double-click a layer or select a layer and choose Layer Options for [layer name].
2. For Color, choose a color or choose Custom to specify a color in the system color picker.

Add objects to layers

Any new object is placed on the target layer, the layer currently displaying the pen icon in the Layers panel.
Targeting a layer also selects it. If multiple layers are selected, targeting one of them doesn’t change the selection,
but targeting a layer outside the selection deselects the other layers.

You can add objects to the target layer by any of the following methods:

Creating new objects with the Type tool or drawing tools.

Importing, placing, or pasting text or graphics.

Selecting objects on other layers, and then moving them to the new layer.

You cannot draw or place a new object on a hidden or locked layer. When you select a drawing tool or the
Type tool, or place a file when the target layer is hidden or locked, the pointer changes to the crossed-out-
pencil icon when it is positioned over the document window. Either show or unlock the target layer, or
target a visible, unlocked layer. If you choose Edit > Paste when the target layer is hidden or locked, an
alert message gives you the choice of showing or unlocking the target layer.

When you click a layer in the Layers panel to target it, the pen icon appears on the layer you clicked, and the layer
also highlights to indicate that it is targeted.

Changing the target layer for the next new object

236



Select, move, and copy objects on layers

By default, you can select any object on any layer. In the Layers panel, dots mark layers that contain selected
objects. The layer’s selection color helps you identify an object’s layer. To prevent selecting objects on a specific
layer, lock the layer.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To select individual objects on a layer, click the triangle icon next to the layer to display all, and
select the target object. You can also drag the target object to a different location without selecting
it.

Dragging objects from one layer to another

To select all objects on a specific layer, hold down Alt (Windows) or Option (Mac OS) as you click a
layer in the Layers panel.

To move or copy objects to another layer, use the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one or more objects on a
document page or master. In the Layers panel, drag the colored do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layer list
to move the selected objects to the other layer.

Moving an object to a new layer

To move selected objects to a locked layer, hold down Ctrl (Windows) or Command (Mac OS) as you drag the
colored dot. To copy selected objects to another layer, hold down Alt (Windows) or Option (Mac OS) as you drag
the colored do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layer list to the other layer. To copy selected objects to a locked layer, hold
down Ctrl+Alt (Windows) or Command+Option (Mac OS) as you drag the colored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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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e objects into different layers

The Paste Remembers Layers command affects how objects pasted from other locations interact with existing
layers.

If the Paste Remembers Layers command is selected, objects cut or copied from different layers retain their layer
assignments when pasted to the new page or position. If you paste objects to a document that doesn’t have the
same layers as the document from which they were copied, InDesign adds the objects’ layer names to the Layers
panel in the second document, and pastes each object on its layer.

If the Paste Remembers Layers command is deselected, objects cut or copied from different layers are pasted
together on the target layer.

1. Make sure that Paste Remembers Layers is deselected in the Layers panel menu.

2. Select objects and choose Edit > Copy or Edit > Cut.

3. In the Layers panel, click the other layer to target it.

4. Choose Edit > Paste.

Duplicate a layer

When you duplicate a layer, you copy its contents and settings. The duplicate layer then appears above the
original layer in the Layers panel. Any duplicated frames that were threaded to other frames on the layer remain
threaded. Duplicated frames whose originals were threaded to frames on other layers are no longer threaded to
those frames.

In the Layers panel,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Select the layer name and choose Duplicate Layer [layer name] in the Layers panel menu.

Drag a layer name and drop it on the New Layer button.

Change the order of layers

Change the stacking order of layers in your document by rearranging the layers on the Layers panel. Rearranging
layers changes the order of layers on every page, not just on the target spread.

You can also change the stacking order of objects within a layer by repositioning objects within the layer. See
Arrange objects in a stack.

In the Layers panel, drag a layer up or down in the list. You can also drag multiple selected layers.

Reordering layers

Show or hide layers and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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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can hide or display any layer at any time, and you can hide or display objects on a layer. Hidden layers and
objects can’t be edited, and don’t appear on screen or in print. Hiding layers can be useful when you want to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Hide parts of a document that are not meant to appear in the final document.

Hide alternate versions of a document.

Simplify the display of a document, to make it easier to edit other parts of the document.

Prevent a layer from printing.

Speed up screen redraw when a layer contains high-resolution graphics.

By default, text continues to wrap around objects on hidden layers. To ignore text wrap settings for hidden
objects, choose Layer Options from the Layers panel menu, and then select the Suppress Text Wrap When Layer
Is Hidden option.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To hide or show one layer at a time, in the Layers panel, click the square at the far left of a layer
name to hide or show the eye icon for that layer.

To show or hide individual objects in a layer, click the disclosure triangle to view all objects in a
layer, and then click the eye icon to show or hide the object.

To hide all layers except the selected layer, or to hide all objects on a layer except the selected
object, choose Hide Others in the Layers panel menu. Or, Alt-click (Windows) or Option-click (Mac
OS) the square on the far left side of the layer or object you want to remain visible.

To show all layers, choose Show All Layers in the Layers panel menu. Or, Alt-click (Windows) or
Option-click (Mac OS) the square on the far left side of a visible layer or object to show all layers or
all objects in a layer.

Set a layer as nonprinting

1. Select the layer in the Layers panel.
2. Choose Layer Options from the Layers panel menu.
3. To prevent the layer from being printed, deselect Print Layer, and then click OK.

Note:

When you print or export to PDF, you will still have the option of printing hidden and nonprinting layers.

Lock or unlock layers

Locking is useful for preventing accidental changes to a layer. A locked layer displays a crossed-out pencil icon in
the Layers panel. Objects on locked layers cannot be selected or edited directly; however, if objects on locked
layers have attributes that can be edited indirectly, they will change. For example, if you edit a tint swatch, objects
on locked layers using that tint swatch will reflect the change. Similarly, putting a series of threaded text frames on
both locked and unlocked layers will not prevent text on locked layers from recomposing.

You can also use the Layers panel to lock or unlock objects in a layer. See Lock or unlock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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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any of the following:

To lock or unlock one layer at a time, in the Layers panel, click a square in the second column from
the left to show (lock) or hide (unlock) the layer.

To lock all layers except the target layer, choose Lock Others in the Layers panel menu. Or, Alt-click
(Windows) or Option-click (Mac OS) the the square left of the layer you want to remain unlocked.

To unlock all layers, choose Unlock All Layers in the Layers panel menu.

Delete layers

Remember that each layer is document-wide—it appears on every page of a document. Before deleting a layer,
consider hiding all other layers first, and then turn to each page of the document to verify that it is safe to delete
the remaining objects.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To delete a layer, drag a layer from the Layers panel to the Delete icon  or choose Delete Layer
[layer name] from the Layers panel menu.

To delete multiple layers, hold Ctrl (Windows) or Command (Mac OS) while you click the layers to
select them. Then drag the layers from the Layers panel to the Delete icon or choose Delete Layers
from the Layers panel menu.

To delete all empty layers, choose Delete Unused Layers in the Layers panel menu.

To delete an object on a layer, select the object in the Layers panel, and then click the Delete icon.

Merge layers in a document

You can reduce the number of layers in a document without deleting any objects by merging layers. When you
merge layers, objects from all selected layers are moved to the target layer. Of the layers you merge, only the
target layer remains in the document; the other selected layers are deleted. You can also flatten a document by
merging all layers.

Note:

If you merge layers containing a mix of page objects and master items, the master items move to the back of the
resulting merged layer.

1. In the Layers panel, select any combination of layers. Be sure to include the layer you want to target as the
merged layer. If you’re flattening the document, select all layers in the panel.

2. Click any selected layer to make it the target layer, indicated by the pen.
3. Choose Merge Layers in the Layers panel menu.

You can also merge identically named layers for exporting a book to PDF.

Adobe also recommends

Show or hide frame edges
Prepare layers before exporting a book to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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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ing out frames and pages
About paths and frames
Show or hide frame edges
Using placeholders to design pages
Redefine the purpose of paths and frames
About automatic layout adjustment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and instructions, click the links below.

About paths and frames

You can draw objects in a document and use them as paths or as frames. Paths are vector graphics like those you
create in a drawing program such as Adobe Illustrator®. Frames are identical to paths, with only one difference—
they can be containers for text or other objects. A frame can also exist as a placeholder—a container without
contents. As containers and placeholders, frames are the basic building blocks for a document’s layout.

Paths and frames

A. Path B. Frame as graphic container C. Frame with placed graphic 

You can draw both paths and frames using tools in the Toolbox. You can also create frames by simply placing
(importing) or pasting contents into a path.

Note:

In QuarkXPress, paths are referred to as lines, and frames are referred to as boxes.

Because a frame is just a container version of a path, you can do anything to a frame that you can do to a path,
such as add a color or a gradient to its fill or stroke, or edit the shape of the frame itself with the Pen tool. You
can even use a frame as a path, or a path as a frame, at any time. This flexibility makes it easy to change your
design and provides a wide range of design choices.

Frames can contain text or graphics. A text frame determines the area to be occupied by text and how text will
flow through the layout. You can recognize text frames by the text ports in their respective upper left and lower
right corners.

A frame grid is a text frame, with a basic grid to determine character size and spacing within the frame attached.

A graphics frame can function as a border and background, and can crop or mask a graphic. When acting as an
empty placeholder, a graphics frame displays a cross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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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frame (left) and empty graphics frame (right)

If you don’t see the crossbar inside an empty graphics frame, the frame edges display may be turned off.

Show or hide frame edges

Unlike paths, you can see the nonprinting strokes (outlines) of frames by default even when the frames aren’t
selected. If the document window is getting crowded, use the Show/Hide Frame Edges command to simplify the
screen display by hiding the frame edges. Doing this also hides the crossbar in a graphics placeholder frame. The
display setting for frame edges doesn’t affect the display of the text ports on text frames.

Note:

The frame edge is defined as a frame’s stroke, not the outer edge of the stroke’s weight.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To show or hide frame edges, choose View > Extras > Show/Hide Frame Edges.

To hide frame edges, click Preview Mode  at the bottom of the Toolbox.

To show or hide a frame grid, choose View > Grids & Guides > Show Frame Grid, or View > Grids &
Guides > Hide Frame Grid.

Using placeholders to design pages

When your final text and graphics are available, you can simply add them to a document; InDesign automatically
creates frames when you import them (unless you’re importing text or graphics directly into existing frames).
However, when you don’t have the content yet or you want to block out the design before adding text and
graphics, you can use frames as placeholders.

Types of placeholders

A. Graphics frame placeholder B. Text frame placeholder 

For example, you might use any of these strategies:

Draw text frames using the Type tool, and draw graphics frames using the drawing tools. Thread empty
text frames together so that importing final text takes just one step.

Draw empty placeholder shapes using drawing tools. When you’re ready to start designating areas for text
and graphics, redefine the placeholders as either text or graphics frames.

Set frame fitting options for a placeholder frame so that when you place an image in the frame, the image
is cropped and fit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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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efine the purpose of paths and frames

To use a path or text frame as a graphics placeholder frame, select a path or an empty text frame, and
then choose Object > Content > Graphic.
To use a path or graphics frame as a text placeholder frame, select a path or an empty graphics frame, and
then choose Object > Content > Text.
To use a text or graphics frame as a path only, select an empty frame, and then choose Object >
Content > Unassigned.

Note:

When a frame contains text or graphics, you cannot redefine it using the Object > Content menu. However, if you
replace a graphic with text, the content type is automatically redefined.

About automatic layout adjustment

If you use the Document Setup or Margins and Columns commands to make changes to an existing layout, such
as altering column widths or page orientation, you could spend considerable time and effort in rearranging objects
to fit the new layout. The Layout Adjustment feature can do much of that work automatically. For example, you
can quickly reformat a wide four-column document designed for an A4-size page to a tall two-column format on a
U.S. legal-size page. With Layout Adjustment, text and graphics frames are moved and resized as necessary based
on the new relative positions of column guides, page margins, and page edges.

Note:

Dragging column guides does not trigger layout adjustment.

The Layout Adjustment feature produces more predictable results when a layout is tightly based on a framework of
margins, page columns, and ruler guides, and where objects are snapped to guides. Results are less predictable
when objects don’t adhere to margins, columns, and guides, or when extraneous ruler and column guides clutter a
page. Layout adjustment is not affected by the document grid or the baseline grid.

Page designed vertically, for print (left); page orientation changed for on-screen viewing, with layout automatically refitted by the Layout
Adjustment feature (right)

You can modify the rules in the Layout Adjustment dialog box. The Layout Adjustment feature attempts to
approximate the proportions of the old layout in the new layout by doing the following:

Adding or removing column guides, if the new layout specifies a different number of columns.

If the page size changes, moving ruler guides to maintain proportional distances from page edges, margins,
or column guides.

Moving objects already aligned to any margin, column, bleed/slug, or ruler guide, or to any two guides
perpendicular to each other, so that the objects stay with those guides if the guides move during layout
adjustment. Also, objects already aligned to any page edge or to any page edges perpendicular to each
other are moved.

Proportionally resizing objects already aligned to two parallel margin, column, bleed/slug, or ruler guide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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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guides on three sides, so that the objects stay with those guides if the guides move during layout
adjustment. Also, objects aligned to two parallel page edges or to page edges on three sides are moved.

Maintain the relative position of objects that are anchored to the text as specified in the Anchored Object
Options dialog box.

Moving objects to keep them in the same relative position on the page, if the page size changes.

Note:

Layout Adjustment affects columns inside a text frame differently than it does page columns. If the frame itself is
resized by Layout Adjustment and the Fixed Column Width option is not selected in the Object > Text Frame
Options dialog box, text frame columns are resized proportionally. If the Fixed Column Width option is selected,
columns are added or removed as necessary.

Set options for layout adjustment

Note that changing options in the Layout Adjustment dialog box does not immediately change anything. Layout
adjustment is triggered only by changes to page size, page orientation, margins, or column settings, or when a
new master is applied. When you want to restore a layout to its previous state, you must undo the action that
triggered the layout adjustment.

1. Choose Layout > Layout Adjustment.

2. Select Enable Layout Adjustment.

3. Specify the layout adjustment options, and click OK.

Layout Adjustment options

Enable Layout Adjustment

Select this option so that layout adjustment will occur whenever you change page size, page orientation, margins,
or columns.

Snap Zone

Type a value to specify how near an object must be to the closest margin guide, column guide, or page edge to
snap to that element during layout adjustment.

Allow Graphics And Groups To Resize

Select this option to let the Layout Adjustment feature scale graphics, frames, and groups. When deselected,
graphics and groups can be moved by Layout Adjustment, but not resized.

Allow Ruler Guides To Move

Select this option when you want ruler guides to be repositioned by the Layout Adjustment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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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ore Ruler Guide Alignments

Select this option when ruler guides are not well positioned for layout adjustment. Objects will still align to column
and margin guides and to page edges.

Ignore Object And Layer Locks

Select this option when you want the Layout Adjustment feature to reposition objects that are locked individually,
or locked as a result of being on a locked layer.

Adobe also recommends

Understanding paths and shapes
Use document templates
Draw a placeholder shape
Set frame fitting options
Use multiple page s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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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out grids
Layout grid overview
Change layout grid settings
Placing an object in a layout grid
Document windows with layout grids

Layout grid overview

For workflow, editorial designers for magazines tend to use paper-based workflows with layout sheets. InDesign’s
layout grid functions in the same way as this type of paper-based layout. In addition, InDesign's Layout Grid
differs from paper-based layout in that you can modify font size, stroke width, page count and other elements as
necessary in order to create customized layouts.

You can set a character grid (character size) using the Layout Grid and also arrange the grid to fit horizontal text
going from left to right, and vertical text starting from the top right hand corner.

A 2 paragraph vertical layout grid (left) A 2 paragraph horizontal layout grid (right)

With the Layout Grid you can snap an object into position in the same way as with a Document Grid or Baseline
Grid.

When creating a new document, click Layout Grid in the New Document dialog box and you can specify layout
settings in the New Layout Grid dialog box displayed. You can change the layout grid of an existing document or
apply a layout grid to a document created using Margins and Columns.

The page margins are determined by the outer edges of the layout grid (left) An object placed in a grid (right)

Change layout grid settings

When changing layout grid settings, note the following:

To specify application default settings for a document with layout grid, choose Layout > Layout Grid without
opening any documents, and modify the settings. These settings will be applied to new documents created
thereafter. Altering the default settings on the layout grid will also cause the frame layout application default
settings to change accordingly.

Changing settings in the Layout Grid dialog box can affect settings in the Margins and Columns dialog box.
The opposite can also occur. For example, when you change the number of columns in the Layout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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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 box, the new column setting will be reflected in the Margins and Columns settings. However, if the
values for Margins and Paragraphs is not divisible by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or lines designated in the
Layout Grid, gaps may appear in the Layout Grid or Column Margin Guide. To show no spaces around the
layout grid, open the Layout Grid dialog box, and click OK. The grid is adjusted as closely as possible to the
character grid border.

The Layout Grid option displayed in the Grid Format panel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grid attributes from the
Layout Grid settings applied to the current page. If you apply several layout grids to one document, the
contents of Layout Grid settings will change according to the settings of the Layout Grid of the selected
page.

Change layout grid settings

1.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To change the layout grid settings for one spread or page, move to the spread you want to change
or, select the spread or page in the Page panel.

To change the layout grid settings for multiple pages, select the pages in the Page panel, or select
the master page that controls the pages you want to change.

Layout grid settings can be set on individual pages, thus one document may contain a number of
different layout grids.

2. Choose Layout > Layout Grid, and change the settings.

3. Click OK.

Layout Grid options

The following options appear when you choose Layout Grid in the New Document dialog box or when you choose
Layout > Layout Grid.

Direction

Select Horizontal for text to flow left to right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 for text to flow top to bottom vertically.

Font

Select font family and font style.The font selected will become the Frame Grid default setting. Furthermore, if the
grid is set as ICF in the Character Grid in Preferences, the grid size varies depending on the ICF of the font
selected. (See Customize layout and frame grids.)

Size

Specify the font size to be used as a base for the body text in the layout grid. This determines the size of
individual grid cells within the layout grid.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Specify the transformation ratio as a percentage for the font defined in the grid. The size of the grid will a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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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se settings.

Char Aki

Specify the letter spacing for the font defined in the grid. If a negative value is entered, the grids will appear
overlapping. When a positive value is set, a gap will appear between the grids.

Line Aki

Specify the line gap for the font defined in the grid. The grid line gaps will change according to the value enter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Direction, the values set for Font, Size, Horizontal, Vertical, Char Aki, Line Aki in the Grid
Attributes section will all become Frame Grid default settings. (See Create frame grids.)

Characters

Sets a Line Character (Grid) count.

Lines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lines in 1 column.

Columns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columns in 1 page.

Gutter

Specifies the distance between columns.

A. Columns B. Gutters 

Starting Point

Select the Starting Point option from the pop-up menu, and select the Top, Bottom, Right (or Outside) and Left (or
Inside) margins in each text box. The grid will be arranged from the selected position options according to the
values set in Grid Attributes and Lines and Columns. Any space lef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arting Point becomes
the margin. For this reason, it is not possible to enter values into the text box outside the points forming the Grid
Base starting points. The margin opposite the starting point can be modified by changing the Grid Attributes and
Lines and Columns options values. When you select Center Completely and add a line or character, a layout grid
with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or lines set will be created from the center.

Inside is specified as the inside of the facing page, but when no facing page is specified, Inside is the left hand
side. Similarly, Outside is specified as the outside of the facing page, but when no facing page is designated,
Outside is the right hand side.  

Note:

If the values you specify for columns and gutters are such that the layout grid is larger than the page size, the
values for characters, gutters, and columns will be adjusted so that it fits on the page. To change the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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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ose Layout > Layout Grid after creating a new document, and specify different values.

A. Top/Outside starting point (right page) B. Center Horizontally starting point C. Bottom/Outside starting point (right page) D. Center
Completely starting point 

Show or hide the layout grid

Choose View > Grids & Guides > Show Layout Grid or View > Grids & Guides > Hide Layout Grid.

If you hide the Layout Grid, the appearance will be the same as a document created in the Margins and
Columns option. Each margin will be determined by values in the Starting Point settings.

Placing an object in a layout grid

Place the text, graphic, or sample text after setting the layout grid. Keep the following guidelines in mind when you
are designing pages for a layout grid:

You can place text frames, frame grids, and graphic frames in a document. You can also place text or
graphics in placeholder frames.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About paths and frames and Create text frames.

You cannot enter text directly in a layout grid. Use the Horizontal Grid tool  or Vertical Grid tool   to
create a frame grid and enter text. When Layout Grid is selected in the grid format panel, frame grids
created will use the character and spacing attributes of the layout grid. See Create frame grids.

When you drag an object in a layout grid, the object corner closest to the grid will snap to one of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grid. See Snapping objects to grids.

Document windows with layout grids

Each document or spread has a Pasteboard and Guide. This is displayed in Normal View mode. (To switch to
normal view, click Normal View Mode  in the Tools panel). When the document is displayed in any preview mode,
the Paste Board will be replaced by a gray background. You can alter the color of the preview background and
guide.

In a document window, structural areas of a page are marked by the following default co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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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 lines describe the size of each page in a spread. A thin drop shadow helps distinguish a spread from
its pasteboard. You can’t change the color of these lines.

Magenta lines are margin guides.

Violet lines are column guides.

The green box and lines are the layout grid.

The red line around the edge of the page shows the bleed area.

The blue line around the page shows the slug area.

Lines of different colors are the ruler guides. Ruler guides will be displayed in the color of the selected layer.

Column guides appear in front of margin guides. When a column guide is exactly in front of a margin guide,
it hides the margin guide.

Adobe also recommends

Create new documents
Create frame grids
Customize layout and frame grids
Change the grid display
CJK composition
Assign a layer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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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graphics links
About links and embedded graphics
Links panel overview
Embed an image within the document
Update, restore, and replace links
Edit original artwork

About links and embedded graphics

When you place a graphic, you see a screen-resolution version of the file in the layout so that you can view and
position it. However, the actual graphic file may be either linked or embedded.

Linked artwork is connected to, but remains independent of, the document, resulting in a smaller document.
You can modify linked artwork using transformation tools and effects; however, you cannot select and edit
individual components in the artwork. You can use the linked graphic many times without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the size of the document; you can also update all links at once. When you export or print, the
original graphic is retrieved, creating the final output from the full resolution of the originals.

Embedded artwork is copied into the document at full resolution, resulting in a larger document. You can
control versions and update the file whenever you like; as long as the artwork is embedded, your document
is self-sufficient.

To determine if artwork is linked or embedded, or change its status from one to the other, use the Links panel.

If the bitmap image you place is 48K or smaller, InDesign automatically embeds the full-resolution image instead
of the screen-resolution version in your layout. InDesign displays these images in the Links panel, so that you can
control versions and update the file whenever you like; however, the link is not necessary for optimal output.

Note:

If you move a document to another folder or disk (for example, if you take it to a service provider), be sure that
you also move the linked graphics files; they are not stored inside the document. You can copy all related files
automatically, using the Preflight and Package features.

Links panel overview

All files placed in a document are listed in the Links panel. These include both local (on disk) files and assets that
are managed on a server. However, files that are pasted from a website in Internet Explorer do not display in this
panel.

In InCopy, the Links panel also displays linked stories. When you select a linked story in the Links panel, the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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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section displays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number of notes, the managed status, and the status of tracked
changes.

Links panel

A. Category columns B. Show/Hide Link Information C. One or more instances modified icon D. Modified icon E. Missing-link icon F.
Embedded-link icon 

When the same graphic appears several times in the document, the links are combined under a disclosure triangle
in the Links panel. When a linked EPS graphic or InDesign document contains links, the links are also combined
under a disclosure triangle.

A linked file can appear in the Links panel in any of the following ways:

Up to Date

An up-to-date file is blank in the Status column.

Modified

This icon means that the version of the file on disk is more recent than the version in your document. For example,
this icon appears if you import a Photoshop graphic into InDesign, and then you or someone else edits and saves
the original graphic in Photoshop.

A slightly different version of the Modified icon appears when a graphic is modified and one or more instances are
updated while others are not.

Missing

The graphic is no longer in the location from which it was imported, although it may still exist somewhere. Missing
links can happen if someone deletes the original file or moves it to a different folder or server after it’s been
imported. You can’t know whether a missing file is up to date until its original is located. If you print or export a
document when this icon is displayed, the file may not print or export at full resolution.

Embedded

Embedding the contents of a linked file suspends management operations for that link. If the selected link is
currently in an “edit in place” operation, this option is not enabled. Unembedding the file restores management
operations to the link.

If a linked object does not appear on a specific document page, the following codes indicate where the object
appears: PB (pasteboard), MP (master page), OV (overset text), and HT (hidden text).

For a video tutorial on using the Links panel, see www.adobe.com/go/lrvid4027_id.

InDesign Secrets provides a videocast on Links panel tips and techniques at Saving time with the Links panel.

Use the Links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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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isplay the Links panel, choose Window > Links. Each linked file and automatically embedded file is
identified by name.
To select and view a linked graphic, select a link in the Links panel and then click the Go To Link button 

, click the page number of the link in the Page column, or choose Go To Link in the Links panel menu.
InDesign centers the display around the selected graphic. To view a hidden object, you show the layer (or
condition if it’s an anchored object).
To expand or collapse nested links, click the triangle icon to the left of the link. Nested links occur when the
same graphic appears several times in the document or when the linked EPS graphic or InDesign document
contains links.
To sort links in the panel, click the category title at the top of the Links panel to sort by that category. Click
the same category again to reverse the order. For example, if you click the Page category, the links appear
in their order from the first page to the last page. If you click Page again, the links are sorted from last
page to first. Use Panel Options to add columns to the Links panel.

Work with Links panel columns

You can display additional categories, such as Creation Date and Layer, in the Links panel to display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graphics. For each category, you can determine whether the information appears as a
column in the Links panel and in the Link Info section at the bottom of the Links panel.

1. Choose Panel Options from the Links panel menu.
2. Select the check boxes under Show Column to add columns in the Links panel.

Folder 0 is the folder that contains the linked file; Folder 1 is the folder that contains Folder 0, and so on.

3. Select the check boxes under Show In Link Info to display the information in the Link Info section at the
bottom of the Links panel.

4. Click OK.

You can change the order of columns by selecting a column and dragging it to a different location. Drag the
column boundaries to change the column width. Click a category title to sort the links by that category in
ascending order. Click again to sort in descending order.

Change the Links panel rows and thumbnails

1. Choose Panel Options from the Links panel menu.
2. For Row Size, select Small Rows, Regular Rows, or Large Rows.
3. For Thumbnails, determine whether thumbnai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graphics appear in the Name column

and in the Link Info section at the bottom of the Links panel.
4. Click OK.

Display link information

The Link Info section of the Links panel lists information about the selected linked file.

To change the information displayed in the Link Info section of the Links panel, choose Panel Options from the
Links panel menu, and select check boxes in the Show In Link Info column.

Double-click a link, or select a link and click the Show/Hide Link Information icon, which is a triangle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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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metadata via the Links panel

If a linked or embedded file contains metadata, you can view the metadata using the Links panel. You cannot edit
or replace metadata associated with a linked file.

Select a file in the Links panel and choose Utilities > XMP File Info from the panel menu.

Embed an image within the document

Rather than link to a file that you’ve placed in a document, you can embed (or store) the file within the document.
When you embed a file, you break the link to the original. Without the link, the Links panel doesn’t alert you when
the original has changed, and you cannot update the file automatically.

Embedding a file increases the document file size.

Embed a linked file

1. Select a file in the Links panel.
2.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Choose Embed Link in the Links panel menu.

If there are multiple instances of the file, choose Embed All Instances Of [Filename] in the Links
panel menu. To embed only one instance, select it and choose Embed Link.

The file remains in the Links panel marked with the embedded-link icon .

Note:

For a text file that appears in the Links panel, select Unlink in the Links panel menu. When you embed a text file,
its name is removed from the Links panel.

Unembed a linked file

1. Select one or more embedded files in the Links panel.
2.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Select Unembed Link in the Links panel menu. If there are multiple instances of the file, choose
Unembed All Instances Of [Filename] in the Links panel menu.

Click the Relink button  or select Relink in the Links panel menu.

3. Choose to link the file to the original file or to a folder InDesign creates from the embedded data stored in
the document.

Update, restore, and replace 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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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the Links panel to check the status of any link, or to replace files with updated or alternate files.

When you update or reestablish (relink) a link to a file, any transformations performed in InDesign are preserved
(if you choose Relink Preserved Dimensions in the File Handling preferences). For example, if you import a square
graphic and rotate it 30°, and then you relink it to an unrotated graphic, InDesign rotates it 30° to match the
layout of the graphic it’s replacing.

Note:

Placed EPS files may contain OPI links, which appear in the Links panel. Don’t relink OPI links to files other than
those originally intended by the creator of the EPS file; doing so can cause problems with font downloading and
color separations.

Choose how relinked graphics are scaled

When you relink to replace one graphic with a different source file, you can keep the image dimensions of the file
that’s being replaced, or you can display the incoming file in its actual dimensions.

1. Choose Edit > Preferences > File Handling (Windows) or InDesign > Preferences > File Handling (Mac OS).

2. Choose Preserve Image Dimensions When Relinking if you want images to appear at the same size as the
images they’re replacing. Deselect this option to have relinked images appear at their actual size.

Update modified links

InDesign first looks for a missing link in the folder in which another file has been relinked in the current session.
Next, it looks for a link in the same folder where the document is located. If it’s still not found, it looks in the
parent folder of the document.

Modified links are also called “out of date” links.

In the Links panel,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update specific links, select one or more links marked with the modified-link icon . Then click
the Update Link button , or choose Update Link from the Links panel menu.

To update all modified links, choose Update All Links from the Links panel menu, or select a modified
link and Alt-click (Windows) or Option-click (Mac OS) the Update Link button.

To update only one link to a graphic that appears in several places in the document, select only the
sublink and choose Update Link. If you select the “parent” link, you can update all links to the
modified graphic.

Replace a link with a different source file

1. Select any link in the Links panel, and click the Relink button  or choose Relink from the Links panel
menu. If a “parent” link of multiple instances is selected, choose Relink All Instances Of [Filename] from the
Links panel menu.

Relink is disabled in managed stories unless a story is checked out.

2. In the dialog box that appears, select Search For Missing Links In This Folder if you want InDesig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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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the folder for files that have the same names as other missing linked files. If this option is not
selected, only the selected image is relinked.

3. Choose Show Import Options to control how the new source file is imported.
4. Locate and double-click the new source file.
5. Choose import options if you clicked the Show Import options option. (See Import options for graphics.)

Restore missing links

1. To restore a missing link, select any link marked with the missing link icon  in the Links panel, and click
the Relink button .

2. In the dialog box that appears, select Search For Missing Links In This Folder to relink any missing file that
appears in the specified folder. Locate and double-click a file.

Find missing links

By default, InDesign checks for missing links and tries to resolve them when you open a document. Two
preference options let InDesign check for and find missing links automatically when you open a document.

Check Links Before Opening Document

If you turn off this option, InDesign opens the document immediately, and the link statuses remain pending until
links are determined to be up-to-date, missing, or modified. If you turn on this option, InDesign checks for
modified or missing links.

Find Missing Links Before Opening Document

If you turn off this option, InDesign does not attempt to resolve the missing links. You may want to turn off this
option if links slow performance to a server or if unexpected linkings occur. This option is dimmed if Check Links
Before Opening Document is turned off.

Search For Missing Links

Use the Search For Missing Links command to search for and resolve missing links in your document. This
command is useful if you turned off the preferences option that checks for missing links when you open a
document, and now you have missing links. This command is also useful if you mount a server where images are
stored after opening a document.

To change link settings, open the File Handling section of the Preferences dialog box, and determine
whether the Check Links Before Opening Document and Find Missing Links Before Opening Document
options are selected.
To let InDesign attempt to resolve missing links, choose Utilities > Search For Missing Links from the Links
panel menu.

This command is dimmed if the document contains no missing links.

Specify a default Relink folder

1. In the Preferences dialog box, select File Hand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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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rom the Default Relink Folder menu, choose either of the following options, and then click OK:

Most Recent Relink Folder

This option displays the most recently used folder you selected when relinking, matching InDesign CS3
behavior.

Original Link Folder

This option displays the original location of the linked file, matching the behavior of InDesign CS2 and
earlier.

Copy links to a different folder

Use the Copy Link(s) To command to copy graphics files to a different folder and redirect the links to the copied
files. This command is especially useful for moving files to a different drive, such as moving files from a DVD to a
hard drive.

1. Select the links to the files you want to copy, and choose Utilities > Copy Link(s) To from the Links panel
menu.

2. Specify the folder where the linked files will be copied and choose Select (Windows) or Choose (Mac OS).

Relink to a different folder

When you use the Relink To Folder command, you can point to a folder that contains files with the same names as
your out-of-date links. For example, if your current links point to low-resolution images, you can specify a different
folder that contains high-resolution images. You can specify a different extension for the files, allowing you to
change links from .jpg to .tiff, for example.

The Relink To Folder command is dimmed in a managed InCopy story unless the story is checked out.

1. Select one or more links in the Links panel.
2. Choose Relink To Folder from the Links panel menu.
3. Specify the location of the new folder.
4. To use a different extension, select Match Same Filename But This Extension, and specify the new

extension (such as AI, TIFF, or PSD).
5. Click Select (Windows) or Choose (Mac OS).

Relink files with different file extensions

The Relink File Extension command lets you replace images based on file extensions. For example, if you have
several JPEG images in your document, you can replace them with PSD files. The files with different extensions
must be in the same folder as the linked files being replaced.

1. Make sure the files with different file extensions appear in the same folder as the original files.
2. Select one or more links in the Links panel.
3. Choose Relink File Extensions from the Links panel 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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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pecify the file extension to replace the selected files, and click Relink.

Replace an imported file using the Place command

1.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replace the contents of a graphics frame, such as an imported graphic, use the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the frame.

To replace the contents of a graphics frame, such as an imported graphic, use the Position tool to
select the image.

To replace the contents of a text frame, use the Type tool to click an insertion point in a text frame,
and choose Edit > Select All.

2. Choose File > Place.
3. Locate and select the new file.
4. Make sure that Replace Selected Item is selected, and then click Open.
5. Click Open.

Copy the link pathname

You can copy either the full path of the linked image or the platform style path. Copying the full path of the image
is useful for notifying team members where art is located. For example, you can copy the full path and paste it into
an email message. Copying the platform path is useful for scripting or for specifying image fields in a data merge.

1. Select a link in the Links panel.
2. From the Links panel menu, choose Copy Info > Copy Full Path or Copy Platform Style Path.
3. Paste the path.

Edit original artwork

The Edit Original command lets you open most graphics in the application in which you created them so that you
can modify them as necessary. Once you save the original file, the document in which you linked it is updated with
the new version.

Note:

In InDesign, if you check out and select a managed graphics frame (one that has been exported to InCopy), rather
than the graphic itself, the graphic opens in InCopy.

Edit original artwork using the default application

By default, InDesign relies on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determine which application is used when opening the
original.

1. Select one or more images on the page or in the Links panel.
2.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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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Links panel, click the Edit Original button .

Choose Edit > Edit Original.

3. After making changes in the original application, save the file.

Edit original artwork using a different application

1. Select the image.
2. Choose Edit > Edit With, and then specify the application you want to use to open the file. If the application

does not appear, choose Other, and browse to locate the application.

Adobe also recommends

Define preflight profiles
Package files
Links panel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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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pages and spreads
Move, duplicate, and delete pages and spreads

Control spread pagination
Rotate the spread view
Use multiple page sizes

Move, duplicate, and delete pages and spreads

You can use the Pages panel to freely arrange, duplicate, and recombine pages and spreads. Keep the following
guidelines in mind when adding, arranging, duplicating, or removing pages within a document:

InDesign preserves the threads between text frames.

InDesign redistributes pages according to how the Allow Document Pages To Shuffle command is set.

An object that spans multiple pages stays with the page on which the object’s bounding box covers the
most area.

Move pages using Move Pages command

1. Choose Layout > Pages > Move Pages, or choose Move Pages from the Pages panel menu.
2. Specify the page or pages you want to move.
3. For Destination, choose where you want to move the pages, and specify a page if necessary. Click OK.

Move pages by dragging

As you drag, the vertical bar indicates where the page will appear when you drop it. If the black rectangle
or bar touches a spread when Allow Pages to Shuffle is turned off, the page you’re dragging will extend
that spread; otherwise, document pages will be redistributed to match the Facing Pages setting in the File >
Document Setup dialog box.

In the Pages panel, drag a page icon to a new position within the document.

Moving a page’s position using the Pages panel

Duplicate a page or spread

In the Pages panel,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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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g the page range numbers under a spread to the New Page button. The new spread appears at
the end of the document.

Select a page or spread, and then choose Duplicate Page or Duplicate Spread in the Pages panel
menu. The new page or spread appears at the end of the document.

Press Alt (Windows) or Option (Mac OS) as you drag the page icon or page range numbers under a
spread to a new location.

Note:

Duplicating a page or spread also duplicates all objects on the page or spread. Text threads from the duplicated
spread to other spreads are broken, but all text threads within the duplicated spread remain intact—as do all text
threads on the original spread.

Remove a page from a spread while keeping it in the document

1. Select the spread and deselect Allow Selected Spread To Shuffle in the Pages panel menu.
2. In the Pages panel, drag a page out of the spread until the vertical bar is not touching any other pages.

Delete a page or spread from the document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In the Pages panel, drag one or more page icons or page-range numbers to the Delete icon.

Select one or more page icons in the Pages panel, and click the Delete icon.

Select one or more page icons in the Pages panel, and then choose Delete Page(s) or Delete
Spread(s) in the Pages panel menu.

When you move or copy a page or spread from one document to another, all of the items on the page or spread,
including graphics, links, and text, are copied to the new document. Section markers are preserved. Threaded text
frames are also included, but text that is threaded to pages outside the spread does not transfer. If the page or
spread you are copying contains styles, layers, or masters with the same names as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destination document, the destination document’s settings are applied to the page or spread.

If you copy a page from a document that has a different size than the document you are copying to, the page and
page item positions may not match exactly.

If you want to move or copy a multiple-page spread, deselect Allow Document Pages To Shuffle in the destination
document to keep the spread together.

Move or copy pages between documents

1. To move pages from one document to another, open both documents.
2. Choose Layout > Pages > Move Pages, or choose Move Pages from the Pages panel menu.
3. Specify the page or pages you want to move.
4. Choose the destination document name from the Move To menu.
5. For Destination, choose where you want to move the pages, and specify a page if necessary.
6. If you want to remove the pages from the original document, select Delete Pages After Moving.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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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you copy pages between documents, their associated masters are copied automatically. If the new
document contains a master with the same name as the master applied to the copied page, however, the master
of the new document is applied to the copied page instead.

Move or copy pages between documents by dragging

1. To move pages from one document to another, make sure that both documents are open and visible.

You can choose Window > Arrange > Tile to display documents side-by-side.

2. Drag the original document’s page icon to the new document.
3. In the Insert Pages dialog box, specify where the pages will be added.
4. If you want to remove the pages from the original document, select Delete Pages After Inserting.

Control spread pagination

Most documents use two-page spreads exclusively. When you add or remove pages before a spread, the pages
shuffle by default. However, you may want to keep certain pages in a spread together. For example, you can
create gatefold or accordion foldouts by creating a multiple-page spread (also called an island spread) and adding
pages to it. By not allowing pages to shuffle, you can ensure that pages are kept in the same spread.

Pages panel

A. One-page spread B. Four-page spread, identified by brackets around page numbers C. Entire two-page spread selected 

Create a multiple-page spread

1.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keep a single spread together, select a spread in the Pages panel, and then deselect Allow
Selected Spread To Shuffle in the Pages panel menu. You can identify an island spread in the Pages
panel by the brackets around its page numbers.

To allow the creation of spreads of more than two pages in the entire document and to preserve
those spreads when you add, remove, or arrange preceding pages, deselect Allow Document Pages
To Shuffle on the Pages panel menu. InDesign will preserve spreads of more than two pages while
letting two-page spreads repaginate normally.

2. Add pages to the selected spread either by using Insert Pages to insert a new page in the middle of a
spread or by dragging an existing page to the spread in the Pages panel. To drag an entire spread, drag its
page numbers.

Adding a page to a spread using the Pages panel

Note:

You can include up to ten pages in a spread. When you have reached the limit, the black vertical bar will not
ap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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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stribute pages

You can redistribute a spread’s pages to match the Facing Pages setting in the File > Document Setupdialog box.

Do either of the following:

If an individual spread has been allowed to shuffle, select the spread, and choose Allow Selected
Spread To Shuffle in the Pages panel menu to select it.

If document pages have been allowed to shuffle and you added pages to a spread, choose Allow
Document Pages To Shuffle from the Pages panel menu to select it. Click No to redistribute pages. If
you click Yes to maintain the multiple-page spreads, brackets surround the numbers on those
spreads in the Pages panel, indicating that those spreads are not allowed to shuffle.

Start a document with a two-page spread

Instead of beginning the document with a single page, you can begin your document with a two-page spread.

1. Do either of the following actions:

To create a document, choose File > New Document.

To edit an existing document, choose File > Document Setup.

2. For Start Page #, specify an even number, such as 2, and then click OK.

Rotate the spread view

In some instances, you need to edit rotated content. Instead of turning your head sideways to look at the rotated
content, you can rotate the spread view. This option is especially useful for working on rotated calendars and
tables.

Rotating the spread view does not affect printing or output.

Rotating the spread

A. Before rotating spread B. Rotated spread view C. Rotate icon in Pages panel 

1. In the Pages panel, select the page or spread that you want to rotate.

2.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From the Pages panel menu, choose Rotate Spread View > 90° CW, 90° CCW, or 180°.

Choose View > Rotate Spread > 90° CW, 90° CCW, or 180°.

A rotation icon  appears next to the rotated spread in the Pages panel.

Objects you place or create mirror the rotated view. For example, if you create a text frame when the spread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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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rotated 90 degrees, the text frame is also rotated. However, objects you paste are not rotated.

When transforming objects, keep in mind that you’re working on a rotated page view. For example, if you’re
editing a table on a rotated spread view, changing the “left” side of the table will change what appears to be the
top of the table in the rotated view.

Before you output the file or send it to someone else, it’s a good idea to avoid confusion by clearing the spread
rotation. Choose View > Rotate Spread > Clear Rotation.

Use multiple page sizes

You can define different page sizes for pages within a single document. This feature is especially useful when you
want to manage related designs in one file. For example, you can include business card, postcard, letterhead, and
envelope pages in the same document. Using multiple page sizes is also useful for creating gate-fold layouts in
magazines.

For video tutorials on creating multiple page sizes in a document, see www.adobe.com/go/lrvid5153_id_en and
http://tv.adobe.com/go/4950/.

Multiple page sizes in same document

A. Magazine page B. Gate-fold page C. Spine page 

Create different page sizes within a document

Use the Page tool to select the master page or layout page you want to resize, and then use the Control panel to
change the settings. A page inherits its page size from its master page, but you can change the size of a layout
page so that it’s different from the master page applied to it. A master page can be based on another master page
of a different size, so that a range of pages of mixed sizes can share the same master content.

To apply a different page size quickly, select the page in the Pages panel, and then choose a page size from the
Edit Page Size button .

1. Using the Page tool , select one or more master pages or layout pages that you want to resize.

Make sure that the entire page is selected in the layout, not only in the Pages panel.

2. Specify settings in the Control panel to change the page size of the selected pages:

X and Y values

Change the Y value to determine the vertical position of the page in relation to other pages in the spread.

W and H page size values

Change the width and height of the selected pages. You can also specify a page size preset from the menu.
To create a custom page size that appears in this list, choose Custom Page Size from the menu, specify the
page size settings, and clic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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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tion

Select a landscape or portrait page orientation.

Enable Layout Adjustment

Select this option if you want the objects on the page to be adjusted automatically when the page size
changes. See About automatic layout adjustment.

Show Master Page Overlay

Select this option to display a master page overlay on top of any page that is selected with the Page tool.

Objects Move With Page

Select this option to make the objects move along with the page when you adjust the X and Y values.

Use master page overlays

When you use the Page tool to select a page and turn on the Show Master Page Overlay option, a shaded box
appears over the selected page. You can move the master page overlay so that master page items appear in the
proper location. The Show Master Page Overlay option is especially useful if the master page and document page
have different page sizes.

Aligning the master page overlay to a smaller layout page

1. Using the Page tool, select a page.

2. In the Control panel, select Show Master Page Overlay.

3. Drag the edge of the master page overlay to position the page items.

  Twitter™ and Facebook posts are not covered under the terms of Creative Commons.

Legal Notices   |   Online Privac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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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主版、堆疊順序與圖層

建立主版

套用主版頁面

拷貝主版

從文件中刪除主版

覆寫或分離主版項目

從另一份文件讀入主版

如需詳細資訊和指示，請按下列連結。

關於主版、堆疊順序與圖層

主版就如同可快速套用至許多頁面的背景。 主版上的物件會出現在所有套用該主版的頁面上。 出現在文件頁面上的主版項目會以虛線邊界包圍。 對主
版所進行的變更會自動套用至相關頁面。 主版常包含重複的標誌、頁碼、表頭與表尾； 也包含空白文字或圖形框，做為文件頁面上的預留位置。 除非
覆寫文件頁面上的主版項目，否則將無法選取該主版項目。

主版如同文件中的頁面，可具有多重圖層。 單一圖層的物件，在該圖層內有自己的堆疊順序。 主版頁面圖層上的物件，會出現在指派到文件頁面同一
圖層的物件背後。

如果要主版項目出現在文件頁面上的物件前面，請將較高的圖層指定給主版上的物件。 位於較高圖層上的主版項目，會出現在所有低圖層物件的前
方。 合併所有圖層會將主版項目移至文件頁面物件的後方。

主版項目 (左上) 出現在相同圖層的頁面物件後方 (左下)；將主版項目移至較高的圖層 (右上) 會將它移動到較低圖層的所有物件前方 (右下)。

主版之提示與原則

您可建立許多不同的主版，並輪流套用到包含一般內容的樣本頁面，比較不同的設計理念。

如果要快速排列新文件，可將一組主版與段落、字元樣式、色彩庫以及其他樣式和預設，一起儲存於文件範本中。

如果變更主版上的欄或邊界設定，或是套用新主版使用不同的欄與邊界設定，可強制頁面上的物件自動調整，符合新版面 (請參閱關於自動版面
調整)。

插入主版的自動產生頁碼，會顯示套用主版的文件各章節的正確頁碼。(請參閱新增基本編排頁碼。)

建立主版

依預設，所有建立的文件都會有主版頁面。 您可以重新或是從現有主版頁面或文件頁面來建立其他主版。將主版頁面套用至其他頁面之後，對來源主
版所做的任何變更，都會套用至根據來源主版建立的主版和文件頁面。 如果仔細計劃，可以輕鬆地對文件中的多重頁面進行變更版面。

如需有關使用主版頁面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vid0069_tw。

重新建立主版

1. 從「頁面」面板選單中選取「新增主版」。
2. 指定下列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在「字首」中，輸入辨識「頁面」面板中各頁面所套用主版的字首。 您最多可輸入 4 個字元。

在「名稱」中，輸入主版跨頁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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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根據主版」中，選擇現有的主版跨頁做為根據，或是選擇「無」。

在「頁數」中，輸入主版跨頁中想要頁數的數值 (最多為 10)。

從現有頁面或跨頁建立主版

將整個跨頁從「頁面」面板的「頁面」區段拖移至「主版」區段。

在「頁面」面板中選取跨頁，然後從「頁面」面板選單中選取「另存為主版」。

所有位於原始頁面或跨頁上的物件，都會成為新主版的一部分。 如果原始頁面使用一個主版，新主版就會根據原始頁面的主版來建立。

根據另一個頁面或跨頁建立新主版跨頁

以一個主版做為另一個主版的根據

您可以根據同一文件中的另一個主版 (稱為父主版)，建立一個主版變型，並隨之更新。 依據父主版的主版跨頁稱為子主版。 例如，如果文件有 10 個
章節，使用的主版跨頁只有些微的差異，可以將它們全部根據一個包含 10 個章節的共同版面與物件的主版跨頁。 如此，基本的設計變更只需編輯父
主版，而不需要個別編輯所有 10 個頁面。 在子主版上變化格式。 您可在子主版上覆寫父主版項目，建立主版的變型，就如同在文件頁面上覆寫主版
項目一般。 這是一種威力強大的方式，可以維持最新的設計，在變化中仍保持一致。

原始的父與子主版 (左)；修改父主版時，子主版會自動更新 (右)

 如果要以一個主版做為另一個主版的根據，請在「頁面」面板的「主版」區段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取主版跨頁，然後針對 [主版跨頁名稱] 選取「頁面」面板選單中的「主版選項」。 在「根據主版」中，選取不同的主版，然後按一下「確
定」。

選取要做為基本主版跨頁的名稱，並拖移至另一個主版的名稱上以套用它。

根據 A 主版的 B 主版

編輯主版的版面

您可隨時編輯主版頁面的版面；您所進行的變更會自動反映在所有套用該主版的頁面上。例如，您新增至主版的任何文字或圖形，都會出現在套用該

主版的文件頁面上。

備註： 如果忽略或分離特定頁面上的主版頁面物件，該物件可能不會更新，反映主版頁面的變更。
1. 在「頁面」面板中，按兩下要編輯的主版圖示，或是從文件視窗底部的文字方塊清單中選取主版頁面。 主版跨頁會出現在文件視窗中。
2. 變更主版。

InDesign 會自動更新所有使用該主版的頁面。

若要變更主版頁面的大小，請使用「頁面」工具選取該頁面，然後使用「控制」面板中的選項改變尺寸。請參閱使用多個頁面大小。

使用多重檢視來查看主版編輯的結果。 選擇「視窗 > 排列順序 > 新增視窗」，接著選擇「視窗 > 排列順序 > 並排顯示」。為頁面選擇一種檢視，
並為套用至該頁面的主版選擇另一種檢視。 接著編輯主版並看著頁面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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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主版頁面選項

您可編輯主版頁面選項以變更主版的名稱或字首，以一個主版做為另一個的基礎，或是變更主版跨頁中的頁數。

1. 在「頁面」面板中，按一下主版跨頁的名稱以選取這個主版跨頁。
2. 在「頁面」面板選單中，針對 [主版名稱] 選擇「主版選項」。
3. 變更任何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套用主版頁面

如果文件內包含自訂跨頁 (例如雜誌中 3 或 4 頁式的摺頁)，套用的所有主版應包含相同的頁面數。

如果主版頁面與版面頁面的頁面大小不同，套用主版頁面會變更版面頁面的大小。如果版面頁面已有自訂頁面大小，您可以指定要保留自訂的版面頁

面大小或套用主版頁面的大小。

備註： 文件頁面上的主版項目會以虛線邊界包圍。 如果看不到文件頁面上的主版項目，主版項目可能隱藏在較低圖層或主版項目可能是隱藏的。 從
「頁面」面板選單中選擇「顯示主版項目」。

套用主版至文件頁面或跨頁

如果要將主版套用至一頁面，請在「頁面」面板中將主版頁面圖示拖移至頁面圖示。 黑色矩形包圍所要的頁面後，請放掉滑鼠按鈕。
如果要將主版套用至跨頁，請在「頁面」面板中將主版頁面圖示拖移至跨頁的角落。 當跨頁中黑色矩形包圍所有頁面時，請放掉滑鼠按鈕。

套用主版至頁面 (左) 與套用主版至跨頁 (右)

套用主版至多重頁面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從「頁面」面板中，選取要套用新主版的頁面。 然後按一下主版，同時按下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從「頁面」面板選單中選取「套用主版至頁面」，然後在「套用主版」選取主版，請確定在「至頁面」選項中的頁面範圍是您所要的，接著按一

下「確定」。 您可以一次將主版套用至多重頁面。 例如，您可以輸入 5、7 － 9、13 － 16，將相同的主版套用至第 5、7 到 9 和 13 到 16 頁
(請參閱在頁面面板中顯示獨立或章節編號)。

套用主版至不連續的頁面範圍

從文件頁面中取消指定主版

 從「頁面」面板的「主版」區段中套用「無」主版。
當您從頁面取消指定主版時，其版面和項目就不再套用至頁面。 如果主版包含大部分您需要的元素，但是您需要自訂一些頁面的外觀，可以覆寫這些
頁面上的主版頁面項目進行編輯或修改，而非取消指定主版。

拷貝主版

您可以拷貝相同文件中的主版，或從一文件將主版拷貝至另一份文件中，做為新主版的起點。 當您同步化書冊中的文件或從另一份文件讀入主版頁面
時，也可以將主版拷貝至另一份文件。

拷貝同一份文件中的主版

 在「頁面」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將主版跨頁的頁面名稱拖移到面板底部的「新增頁面」按鈕。

選取主版跨頁的頁面名稱，然後從面板選單中選取「複製主版跨頁 [跨頁名稱]」。

拷貝主版時，所拷貝主版的頁面字首會變成下一個英文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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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主版拷貝或移動至另一份文件

1. 開啟要加入主版的文件。 接著開啟具有要拷貝之主版的文件。
2. 在來源文件的「頁面」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按一下並將主版跨頁拖移至目的地文件的視窗，以拷貝主版。

選取要移動或拷貝的主版。 選擇「版面 > 頁面 > 移動主版」，然後從「移動至」選單中選擇目的地文件名稱。 如果要從來源文件中移除一
或多頁，請選取「在移動後刪除頁面」，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果目標文件已有主版使用相同的字首，移動的主版會使用下一個可用的字母。

從文件中刪除主版

1. 在「頁面」面板中，選取一個或多個主版頁面圖示。
如果要選取所有未使用的主版頁面，請在「頁面」面板選單中選擇「選取未使用的主版」。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將所選取的主版頁面或跨頁圖示拖移至位於面板底部的「刪除」圖示。

按一下面板底部的「刪除」圖示。

在面板選單中選取「刪除主版跨頁 [跨頁名稱]」。

刪除主版時，所有原先套用該主版的文件頁面將會套用 [無] 主版。

覆寫或分離主版項目

將主版頁面套用至文件頁面時，所有在主版上的物件 (稱為主版物件) 都會出現在文件頁面中。 有時您希望特定頁面和主版只有些微的不同。 在這種情
況下，不需要在頁面上重新建立主版版面，或建立新主版。 您可以覆寫或分離此主版項目，文件頁面上的其他主版項目會持續隨主版更新。

請注意在文件頁面上覆寫和分離文件頁面之間的差異：

覆寫主版項目屬性 覆寫主版項目會在文件頁面上放置其拷貝，而不中斷與主版頁面的關聯。 一旦項目本身遭到覆寫，您可以選擇性覆寫此項目的一或
多個屬性，加以自訂。 例如，您可以變更本機拷貝的填色顏色。 之後，主版頁面上的填色顏色變更便不會更新此本機拷貝。 不過，其他屬性 (例如大
小) 會持續更新，因為它們在本機拷貝上尚未遭到覆寫。 覆寫可於稍後移除，讓物件符合主版。
您可以覆寫主版頁面物件的屬性，包括線條、填色、框架內容以及任何變形 (例如旋轉、縮放、傾斜或調整大小)、轉角選項、文字框選項、鎖定狀
態、透明度和物件效果。

將項目與其主版分離 在文件頁面上，您可以將主版項目與其主版分離 (解除關聯)。 分離前，文件頁面上的此項目必須已遭覆寫，建立了本機拷貝。
分離的項目不會隨主版更新，因為與主版頁面的關聯已中斷。

覆寫主版項目

1. 請確認可以覆寫主版項目。

只有已經在「頁面」面板選單上選取主版項目的「在選取範圍上允許主版項目優先選項」，才能覆寫該項目。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覆寫文件頁面上的特定主版項目，請按下 Ctrl+Shift (Windows) 或 Command+Shift (Mac OS) 並按一下此項目 (或拖移選取多個項
目)。 依需要變更選取的主版項目。 該項目現在可被選取，就像任何其他頁面項目，但仍保留與主版頁面的關聯。

如果要覆寫文件跨頁上的所有主版頁面項目，請選定此跨頁，接著選擇「頁面」面板選單中的「忽略所有的主版頁面項目」。 之後您就可以
隨意選取並修改任一與所有主版項目。

一旦您覆寫任何主版項目，其虛線邊界方框會變成實線，表示已建立本機拷貝。

備註： 如果覆寫串連的文字框，即使文字框位於跨頁中的不同頁面上，所有在該串連內的可見框架都會遭到覆寫。

分離主版項目

如果要將單一主版項目與其主版分離，請先按下 Ctrl+Shift (Windows) 或 Command+Shift (Mac OS) 並在文件頁面上按一下此項目，將其覆寫。
接著選取「頁面」面板選單中的「將選取範圍與主版分離」。

如果要分離跨頁上的所有已覆寫主版項目，請覆寫要分離的主版頁面項目，並在文件中以該跨頁為目標 (請勿移至原始主版頁面)。 在「頁面」面
板選單中選取「將所有物件與主版分離」。 如果該指令無法使用，則該跨頁就不具有任何覆寫的物件。

避免覆寫主版項目

在某些狀況下，您會想要覆寫幾乎全部主版項目。 例如，您可能想要覆寫文件頁面上背景影像之類的主版項目，但要避免覆寫頁碼表頭。 藉由防止覆
寫表頭，您可以選擇「覆寫所有的主版項目」選項，覆寫表格之外的所有主版項目。

1. 在主版頁面上，選取此項目。
2. 在「頁面」面板選單上，取消選取「在選取範圍上允許主版項目優先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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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許覆寫的主版項目在文件頁面上顯示時，沒有框架邊緣。 如果防止覆寫串連的文字框，該串連中的所有文字框都會套用相同設定。

重新套用主版項目

如果您已覆寫主版項目，可以將它們復原以符合主版頁面。 此時，物件的屬性會回復至對應主版上的狀態，並將在您編輯主版時再次更新。 已移除物
件的本機拷貝，而且無法選取此主版項目，如其虛線邊界所表示。 您可以移除所選取物件或是所有跨頁物件的覆寫，但不是整份文件。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移除一個或多個物件的主版覆寫，請選取原來為主版項目的物件。 在「頁面」面板中，選定跨頁，並從「頁面」面板選單中選擇「移除選
取的本機優先選項」。

如果要移除跨頁中所有的主版覆寫，請在「頁面」面板中，選定您要移除所有主版覆寫的跨頁 (或主版跨頁)。 選擇「編輯 > 全部取消選取」，
確認未選取任何物件。在「頁面」面板中，從「頁面」面板選單中選取「移除所有的本機優先選項」。

如果您已分離主版頁面物件，便無法將其復原至主版頁面；不過，您可刪除已分離的物件，並將主版重新套用至頁面。

如果重新套用主版到已覆寫主版頁面物件的頁面，覆寫的物件會被分離，並重新套用所有的主版頁面物件。 這可能會造成在頁面中的某些物件有兩份
拷貝。 您需要刪除已分離的物件，以確實符合主版的外觀。

隱藏主版項目

使用「隱藏主版項目」，可以隱藏您文件中一或多個頁面上的主版頁面項目。隱藏的主版項目不會列印或輸出。

1. 在「頁面」面板中，選取您要隱藏的主版項目所在的頁面與跨頁。
2. 從「頁面」面板選單中，選擇「隱藏主版項目」。

如果要再次顯示主版項目，請在「頁面」面板中選取跨頁，然後從「頁面」面板選單中選擇「顯示主版項目」。

從另一份文件讀入主版

您可以從另一份 InDesign 文件 (任何版本) 將主版讀入到作用中的文件。 如果目的地文件的主版頁面名稱和來源文件的任何主版頁面不同，這些頁面
及其文件頁面的優先選項不變。

1. 在「頁面」面板選單中，選擇「載入主版頁面」。
2. 尋找並按兩下包含要讀入之主版頁面的 InDesign 文件。
3. 決定載入的主版和目前文件上的主版同名時應該如何處理。

如果要來源的主版以相同的名稱覆寫目的地文件的主版，請選擇「取代主版頁面」。 如果目的地文件沒有任何已覆寫的項目，讀入時可放心
選取「取代主版頁面」。

如果要將頁面字首變成下一個可用的英文字母，請選擇「重新命名主版頁面」。

一旦讀入來源文件中的主版後，來源文件和目的地文件之間會設定連結。 隨後當您從相同來源文件中載入主版時，已覆寫的項目和重新載入主版頁面
上其父項目之間的關聯會保留。 此關聯可讓您將不同文件中的主版頁面保持一致，而不需將這些文件置於書冊中。

如果要使用這個方法保持一致的主版頁面，那麼在覆寫任何主版物件之前，您必須從來源文件載入主版頁面。 如果文件有已覆寫的項目，而且從未讀
入任何來源的主版時，當您初次從來源文件載入，並且取代與已覆寫項目的父主版同名的主版頁面時，這些已覆寫的項目會變成分離的。

不過當您隨後從不同的來源文件中讀入主版並選擇「取代主版頁面」時，已覆寫的項目會變成分離的。 來自新來源文件的任何同名主版都會套用至已
覆寫項目的文件頁面，因此會建立兩組物件。

更多說明主題

主版頁面影片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271

http://www.adobe.com/go/vid0069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x.adobe.com/tw/legal/legal-notices.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tw


To the top

Numbering pages, chapters, and sections
Add section and chapter numbering
Define section numbering
Document numbering options
Create headers and footers
Add automatic page numbers for story jumps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and instructions, click the links below.

Add section and chapter numbering

Determine what kind of numbering you want to use for your document or book. For long documents, you can
assign chapter numbers. Each document can be assigned only one chapter number. If you want to use different
numbering within a document, you can define ranges of pages as sections; these sections can be numbered
differently. For example, the first ten pages of a document (the front matter) might use Roman numerals, and the
rest of the document might use Arabic numerals.

A single InDesign document can contain up to 9,999 pages, but page numbers can be as large as 999,999. (For
example, you can correctly number a 100-page document that starts on page 9,949.) By default, the first page is a
recto (right) page numbered 1. Odd-numbered pages always appear on the right; if you use the Section Options
command to change the first page number to an even number, the first page becomes a verso (left) page.

For information on creating basic page numbering in a document, see Add basic page numbering.

Add an automatically updated chapter number

You can add a chapter number variable to your document. Like page numbers, chapter numbers can be updated
automatically and formatted and styled as text. A chapter number variable is commonly used in documents that
are part of a book. A document can have only one chapter number assigned to it; if you want to divide a single
document into chapters, you can create sections instead.

Note:

Chapter numbers cannot be included as a prefix in a generated index or table of contents (such as 1-3, 1-4, and
so on). If you want chapter numbers to be included as prefixes, use section prefixes instead of chapter numbers.

1. If necessary, create a text frame where you want a chapter number to appear. If you want a chapter
number to appear on several pages, create the text frame on a master page, and apply that master page to
the document pages.

2. In the chapter number text frame, add any text that will come before or after the chapter number.
3. Place the insertion point where you want the chapter number to appear, and then choose Type > Text

Variables > Insert Text Variable > Chapter Number.

272



To the top

You can update the starting number and format of chapter numbering by choosing Layout > Numbering & Section
Options.

Add an automatically updated section marker

1. Define sections in your document. (See Define section numbering.)
2. On a page or master that you’re using in a section, drag the Type tool to create a text frame large enough

for the section marker text, or click in an existing frame.
3. Choose Type > Insert Special Character > Markers > Section Marker.

On master page A, section marker (left) and section marker with page number marker inserted (right)

Change the format of page and chapter numbering

1. Choose Layout > Numbering & Section Options.
2. Under Page Numbering or Document Chapter Numbering, select a new number format for Style. (See

Document numbering options.)
3. Click OK.

Define section numbering

By default, page and chapter numbers in a book are numbered consecutively. Using Numbering & Section Options,
you can restart page numbering at a specified page, add prefixes to page numbers, and change the numbering
style of both pages and chapters.

You can define a section prefix to label section pages automatically. For example, if you specify A– for Section
Prefix on page 16 of a document and include the section prefix, the page will appear in the table of contents or
index as A–16. Text you type for a section marker appears when you choose Type > Insert Special Character >
Markers > Section Marker.

Pages panel

A. Section indicator icon shows start of section B. Page number is changed for new section C. Status bar displays document length 

Define sections in a document

1. In the Pages panel, select the first page in the section you want to define.
2. Choose Layout > Numbering & Section Options, or choose Numbering & Section Options in the Pages panel.
3. If you’re changing the numbering options for any page other than the first page of the document, make

sure that Start Section is selected. This option marks the selected page a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section.
4. As necessary, specify the numbering and section options (see Document numbering options), and then

click OK.

A section indicator icon  appears above the page icon in the Pages panel, indicating the start of a new
section.

5. To end the section, repeat the section numbering steps on the first page that follows the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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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or remove section numbering

1. In the Pages panel, double-click the section indicator icon  that appears above the page icon in the Pages
panel. Or, select a page that uses a section marker, and choose Numbering & Section Options in the Pages
panel menu.

2.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and then click OK:

To change the style or starting number, change section and numbering options.

To remove a section, deselect the Start Section option.

To quickly identify a section in the Pages panel, position the pointer precisely over any section indicator icon . A
tool tip appears, displaying the starting page number or section prefix.

Display absolute or section numbering in the Pages panel

The Pages panel can display absolute numbering (labeling all pages with consecutive numbers, starting at the first
page of the document) or section numbering (labeling pages by section, as specified in the Section Options dialog
box).

Changing the numbering display affects how pages are indicated in the InDesign document, as in the Pages panel
and in the page box at the bottom of a document window. The numbering display also affects how you specify
page ranges when printing and exporting the document. However, the numbering display does not change the
appearance of page numbers on document pages.

1. Choose Edit > Preferences > General (Windows) or InDesign > Preferences > General (Mac OS).
2. For Page Numbering, choose a numbering method in the View menu.

Pages panel showing absolute numbering (left) and section numbering (right)

Document numbering options

You can change document numbering options when you select a document page (not a master page) and choose
Layout > Numbering & Section Options. You can also change these options when you choose Document
Numbering Options from the Book panel menu.

Automatic Page Numbering

Select if you want the page numbers of the current section to follow the numbering of the previous section. Using
this option, the page numbers in the document or section update automatically when you add pages prior to it.

Start Page Numbering At

Type the starting number for your document or for the first page of the current section.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restart the numbering for a section, type 1 . The remaining pages in the section will be renumbered accordingly.

Note:

If you chose a non-Arabic page-numbering style (such as Roman numerals), you still must type an Arabic numeral
in this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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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Prefix

Type a label for the section. Include the spaces or punctuation you want to appear between the prefix and the
page number (for example, A–16 or A 16). The prefix is limited to eight characters.

You cannot enter a blank space by pressing the spacebar—copy and paste a fixed-width space character from the
document window instead. Note that plus (+) or comma (,) symbols cannot be used in section prefixes. (See
Insert white space characters.)

Style (Page Numbering)

Choose a page-numbering style from the menu. The style applies to all pages in this section only.

Section Marker

Type a label that InDesign inserts on the page at the location of a section marker character that appears when you
choose Type > Insert Special Character > Markers > Section Marker.

Include Prefix When Numbering Pages

Select if you want the section prefix to appear when you generate a table of contents or index, or when you print
pages that contain automatic page numbers. Deselect this option to display the section prefix in InDesign but hide
the prefix in the printed document, index, and table of contents.

Section prefix in document window

A. Section prefix in the page box at the bottom of the document window B. Section marker and prefix on the page itself 

Style (Document Chapter Numbering)

Choose a chapter-numbering style from the menu. This chapter style is used throughout the document.

Automatic Chapter Numbering

Select this option to number chapters sequentially in a book.

Start Chapter Numbering At

Specify the starting number of the chapter numbering. This option is useful if you don’t want chapters to be
numbered sequentially in the book.

Same As Previous Document In The Book

The same chapter number as the previous document in a book is used. Select this option if the current document
is part of the same chapter as the previous document in a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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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topCreate headers and footers

Headers and footers run through the top and bottom of the pages in your document, providing important
background information. To create a simple header or footer that includes page numbering, see Add basic page
numbering.

Headers and footers can include such items as page, chapter, or section numbers; title or heading text;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document’s filename and creation or modification date.

You can add many of these items by using text variables. InDesign includes several preset variables, such as
Creation Date and File Name. You can modify these variables, and you can create your own. For example, you can
create a variable that displays the first use of a Heading paragraph style in the header or footer. Once you create
or edit the variables you need, you assemble them on the master page to create your header and footer, and then
you apply the master page to the appropriate document pages.

Using page numbers and variables to create a footer

A. Footer variable inserted on master page B. Variable text on document page that grabs text from the first heading on the page 

For a video tutorial on creating headers and footers, see www.adobe.com/go/vid0078.

Create a header or footer on a master page

1. If necessary, create or edit the variables you want to use in your header or footer. (See Create variables for
running headers and footers.)

2. Go to the master page where you want to add the header or footer.

The header or footer will appear on any document page to which the master page is applied.

3. Create a text frame large enough to include all the header or footer information. Place the text frame above
or below where the content of the document pages will appear.

4. Add text, page numbers, and variables as needed.
5. Apply the master page to document pages where you want the header or footer to appear.
6. If necessary, create headers and footers for additional master pages.

Create variables for running headers and footers

By default, the Running Header variables insert the first occurrence (on the page) of the text to which the
specified style is applied. Running Header variables are especially useful for displaying the current heading or title
in the header or footer.

1. If your content is not already formatted, create and apply the paragraph style or character style for the text
you want to appear in the header (such as a title or heading style).

2. Choose Type > Text Variables > Define.
3. Click New, and then type a name for the variable.
4. From the Type menu, choose Running Header (Paragraph Style) or Running Header (Character Style).
5. Specify the following options:

Style

Choose the style to display in your header or foo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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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Decide whether you want the first or last occurrence of the style that’s applied on the page. First On Page is
the first paragraph (or character) that begins on a page. If there is no occurrence of the style on the page,
the previous occurrence of the applied style is used. If there is no previous occurrence in the document, the
variable is empty.

Delete End Punctuation

If selected, the variable displays the text minus any end punctuation (periods, colons, exclamation points,
and question marks).

Change Case

Select this option to change the case of the text that appears in the header or footer. For example, you may
want to use sentence case in your footer, even though the heading on the page appears in title case.

6. Click OK, and then click Done in the Text Variables dialog box.

You can now insert the variable in a header or footer you create on the master page.

If a header or footer text frame has been created on the master page of the InDesign document, you can
insert the variable in the header or footer. (See Edit text on a master page.)

Add automatic page numbers for story jumps

You can easily maintain the jump lines of stories that continue to other pages, such as a line that says “Continued
on page 42.” Use a jump line page number to automatically update the number of the page containing a story’s
next or previous threaded text frame when you move or reflow the story’s threaded text frames.

Usually the jump line page number should be in a separate text frame from the story it tracks. That way, the jump
line page number remains in position even if the story’s text reflows.

If you insert a Current Page Number character in the Find/Change dialog box, jump line page numbers can also be
found.

1. With the Type tool, drag to create a new text frame where you want the jump line to appear.
2. With the Selection tool , position the new text frame so that it touches or overlaps the frame containing

the story you want to track.

Make sure text frame touches or overlaps the story you want it to track.

3. Select the Type tool and click an insertion point in the new text frame. Then type the text that you want to
appear before the page number, such as “Continued on” or “Continued from”.

4. Then choose Type > Insert Special Character > Marker and one of the following options:

Next Page Number

Inserts the number of the page containing the story’s next frame. Use this character when creating a
“continued on” jump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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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ous Page Number

Inserts the number of the page containing the story’s previous frame. Use this character when creating a
“continued from” jump line.

The page number automatically updates to reflect the current location of the next or previous frame of the
story.

5. To prevent the story from being moved without its jump line, Shift-select the frames with the Selection tool,
then choose Object > Group.

6. If necessary, repeat this procedure to add more jump lines.

Note:

If an unwanted character appea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age number (so that, for example, a jump line reads
“Cont’d on page A16” instead of “Cont’d on page 16”), you probably included a section prefix in the Numbering &
Section Options dialog box. Turn off or edit the prefix.

Adobe also recommends

Number pages, chapters, and paragraphs in a book
Add basic page numbering
Number pages, chapters, and paragraphs in a book
Master pages
Text variables
Cross-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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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ing graphics
Place (import) graphics
Import options for graphics
Place multiple graphics
Control layer visibility in imported images
Paste or drag graphics
Fixing low-resolution images
Control graphics’ display performance
Create contact sheets

Place (import) graphics

The Place command is the primary method used to insert graphics into InDesign because it provides the highest
level of support for resolution, file formats, multipage PDF and INDD files, and color. To place graphics is also
referred to as import images and insert pictures.

If you’re creating a document in which those characteristics aren’t critical, you can copy and paste to import
graphics InDesign. Pasting, however, embeds a graphic in a document; the link to the original graphic file is broken
and doesn’t appear in the Links panel, and you can’t update the graphic from the original file. However, pasting
Illustrator graphics allows you to edit paths in InDesign. See Importing Adobe Illustrator graphics.

The options available to you when you place a graphics file depend on the type of graphic. These options appear
when you select Show Import Options in the Place dialog box. If you don’t select Show Import Options, InDesign
applies the default settings or the last settings used in placing a graphics file of that type.

The names of graphics you’ve placed (imported) appear in the Links panel.

Note:

If you place or drag a graphic from a removable media, such as a CD-ROM, the link will break when you remove
that media from your system.

For a video tutorial on placing an image, see www.adobe.com/go/lrvid4279_id.

1.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import a graphic without first creating a frame, make sure that nothing in the document is
selected.

To import a graphic into an existing frame, select the frame. If the new image is larger than the
frame, you can refit the frame later by choosing Object > Fitting > [fitting command].

To replace an existing image, select its graphics frame.

2. Choose File > Place and select one or more graphics files of any available format.

If you select multiple files, you can click or drag in the document to place the selected files one at a time.
(See Place multiple grap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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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 replace an object you selected, select Replace Selected Item.
4. To add a caption based on the image metadata, select Create Static Captions. See Generate a caption from

an image.
5. To set format-specific import options,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Select Show Import Options, and then click Open.

Hold down Shift as you click Open or Shift-double-click a file name.

Note:

When you place a graphic created in Illustrator 9.0 or later by using the Show Import Options dialog box,
the options are identical to those for PDFs. When you place an Illustrator 5.5–8.x graphic, the options are
identical to those for EPS files.

6. If the Image Import Options dialog box appears (because you chose to set format-specific import options),
select import options and click OK. (See Import options for graphics.)

7.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import into a new frame, drag to create a frame. Or, click the loaded graphics icon  in the
layout at the place where you want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the graphic to appear.

Note:

When you drag to create a frame, the frame has the same proportions as the graphic unless you Shift-drag.

To import into an existing, unselected frame, click the loaded graphics icon anywhere in that frame.
To import into an existing selected frame, you don’t need to do anything if Replace Selected Item is
selected. The image automatically appears in that frame.
To replace an existing graphic, hold down Alt (Windows) or Option (Mac OS) and click the loaded
graphics icon on the graphic you want to replace.
To place all the specified pages of a multipage file (such as a PDF or INDD file) at the same time,
one overlapping another, hold down Alt (Windows) or Option (Mac OS) and click the loaded graphics
icon where you want the pages to appear.

If you accidently replace an existing graphic with an image you’re placing, press Ctrl+Z (Windows) or
Command+Z (Mac OS) to return the original image to the frame and display the loaded graphics icon.

8. To place the next graphic or the next page of a multipage PDF, click the loaded graphics icon in the layout
where desired. If necessary, you can scroll to a different location or change pages without losing the loaded
graphics icon.

Note:

The image you place may appear to have a low resolution, depending on your settings. The display setting of an
image does not affect final output of the file. To change your image display settings, see Control graphics’ display
performance.

Import options for graphics

The options for importing graphics vary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image being imported. To display import options,
make sure that Show Import Options is selected in the Place dialog box.

Encapsulated PostScript (.eps) import options

When you place an EPS graphic (or a file saved with Illustrator 8.0 or earlier) and select Show Import Option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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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ace dialog box, you’ll see a dialog box containing these options:

Read Embedded OPI Image Links

This option tells InDesign to read links from OPI comments for images included (or nested) in the graphic.

Deselect this option if you’re using a proxy-based workflow and plan to have your service providers perform the
image replacement using their OPI software. When this option is deselected, InDesign preserves the OPI links but
does not read them. When you print or export, the proxy and the links are passed on to the output file.

Select this option if you’re using a proxy-based workflow and you want InDesign, instead of your service provider,
to perform image replacement when you output the final file. When you select this option, the OPI links appear in
the Links panel.

Also select this option when you import EPS files containing OPI comments that are not part of a proxy-based
workflow. For example, if you import an EPS file containing OPI comments for an omitted TIFF or bitmap image,
you’ll want to select this option so that InDesign can access the TIFF information when you output the file.

Apply Photoshop Clipping Path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is option is selected, a placed EPS file includes a clipping path in InDesign. However,
deselecting this option may result in a different bounding box size.

Proxy Generation

This creates a low-resolution bitmap representation of an image when drawing the file to the screen. The following
settings control how the proxy will be generated:

Use TIFF Or PICT Preview

Some EPS images contain an embedded preview. Select this option to generate the proxy image of the existing
preview. If a preview does not exist, the proxy will be generated by rasterizing the EPS to an offscreen bitmap.

Rasterize The PostScript

Select this option to ignore the embedded preview. This option is typically slower but provides the highest-quality
results.

Note:

When you import more than one single file into the same document, all instances share the proxy setting of the
first instance of the imported file.

Bitmap import options

You can apply color-management options to individual imported graphics when using color-management tools with
a document. You can also import a clipping path or an alpha channel saved with an image created in Photoshop.
Doing so lets you directly select an image and modify its path without changing the graphics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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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you place a PSD, TIFF, GIF, JPEG, or BMP file and select Show Import Options in the Place dialog box, you’ll
see a dialog box containing these options:

Apply Photoshop Clipping Path

If this option isn’t available, the image wasn’t saved with a clipping path, or the file format doesn’t support clipping
paths. If the bitmap image doesn’t have a clipping path, you can create one in InDesign.

Alpha channel

Select an alpha channel to import the area of the image saved as an alpha channel in Photoshop. InDesign uses
the alpha channel to create a transparent mask on the image. This option is available only for images that contain
at least one alpha channel.

Click the Color tab to view the following options:

Image imported without clipping path (left) and with clipping path (right)

Profile

If Use Document Default is selected, leave this option unchanged. Otherwise, choose a color source profile that
matches the gamut of the device or software used to create the graphic. This profile enables InDesign to properly
translate its color to the gamut of the output device.

Rendering Intent

Choose a method for scaling the color range of the graphic to the color range of the output device. Typically, you’ll
choose Perceptual (Images) because it accurately represents colors in photographs. The Saturation (Graphics),
Relative Colorimetric, and Absolute Colorimetric options are better for areas of solid color; they don’t reproduce
photographs well. Rendering Intent options aren’t available for bitmap, grayscale, and index-color mode images.

Portable Network Graphics (.png) import options

When you place a PNG image and select Show Import Options in the Place dialog box, you’ll see a dialog box with
three sections of import settings. Two sections contain the same options available for other bitmap image formats.
The other section, PNG Settings, contains the following settings:

Use Transparency Information

This option is enabled by default when a PNG graphic includes transparency. If an imported PNG file contains
transparency, the graphic interacts only where the background is transparent.

White Background

If a PNG graphic does not contain a file-defined background color, this option will be selected by default. However,
it is only enabled if Use Transparency Information is activated. If this option is selected, white is used as the
background color when applying transparency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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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Defined Background Color

If a PNG graphic was saved with a non-white background color, and Use Transparency Information is selected, this
option is selected by default. If you don’t want to use the default background color, click White Background to
import the graphic with a white background, or deselect Use Transparency Information to import the graphic
without any transparency (displaying areas of the graphic that are currently transparent). Some image-editing
programs can’t specify a non-white background color for PNG graphics.

Apply Gamma Correction

Select this option to adjust the gamma (midtone) values of a PNG graphic as you place it. This option lets you
match image gamma to the gamma of the device you will use to print or display the graphic (such as a low-
resolution or non-PostScript printer or computer monitor). Deselect this option to place the image without applying
any gamma correction. By default, this option is selected if the PNG graphic was saved with a gamma value.

Gamma Value

This option, available only if Apply Gamma Correction is selected, displays the gamma value that was saved with
the graphic. To change the value, type a positive number from 0.01 to 3.0.

When PNG files are imported, the settings in the Image Import Options dialog box are always based on the
selected file, not on the default or last-used settings.

Acrobat (.pdf) and Illustrator (.ai) import options

The layout, graphics, and typography in a placed PDF are preserved. As with other placed graphics, you cannot
edit a placed PDF page within InDesign. You can control the visibility of layers in a layered PDF. You can also place
more than one page of a multipage PDF.

When you place a PDF that was saved with passwords, you’ll be prompted to enter the required passwords. If the
PDF file was saved with usage restrictions (for example, no editing or printing), but no passwords, you can place
the file.

When you place a PDF (or a file saved with Illustrator 9.0 or later) and select Show Import Options in the Place
dialog box, you’ll see a dialog box containing the following options:

Show Preview

Preview a page in the PDF before you place it. If you’re placing a page from a PDF that contains multiple pages,
click the arrows, or type a page number under the preview image to preview a specific page.

Pages

Specify the pages you want to place: the page displayed in the preview, all pages, or a range of pages. For
Illustrator files, you can specify which artboard to place.

If you specify multiple pages, hold down Alt (Windows) or Option (Mac OS) while placing the file to place them all
at the same time, overlapping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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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p To

Specify how much of the PDF page to place:

Bounding Box

Places the PDF page’s bounding box, or the minimum area that encloses the objects on the page, including page
marks. The Bounding Box (Visible Layers Only) option uses the bounding box only of the visible layers of the PDF
file. The Bounding Box (All Layers) option places the bounding box of the entire layer area of the PDF file, even if
layers are hidden.

Art

Places the PDF only in the area defined by a rectangle that the author created as a placeable artwork (for
example, clip art).

Crop

Places the PDF only in the area that is displayed or printed by Adobe Acrobat.

Trim

Identifies the place where the final produced page will be physically cut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f trim marks are
present.

Bleed

Places only the area that represents where all page content should be clipped, if a bleed area is present. This
information is useful if the page is being output in a production environment. Note that the printed page may
include page marks that fall outside the bleed area.

Media

Places the area that represents the physical paper size of the original PDF document (for example, the dimensions
of an A4 sheet of paper), including page marks.

Options for cropping placed PDFs

A. Media B. Trim C. Bleed D. Content E. Crop F. Art 

Transparent Background

Select this option to reveal text or graphics that fall beneath the PDF page in the InDesign layout. Deselect this
option to place the PDF page with an opaque white background.

If you make the background transparent in a frame containing a PDF graphic, you can make it opaque later by
adding a fill to the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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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sign (.indd) import options

InDesign preserves the layout, graphics, and typography in a placed INDD file. However, the file is treated as an
object, and you can’t edit it, although you can control the visibility of layers and choose which pages of a multi-
page INDD file to import.

When you place an InDesign file and select Show Import Options in the Place dialog box, you’ll see a dialog box
containing the following options:

Show preview

Preview a page before you place it. You can type a page number or click the arrows to preview a page in a multi-
page document.

Pages

Specify the pages you want to place: the page displayed in the preview, all pages, or a range of pages.

Crop to

Specify how much of the page or pages to place, the page itself or the bleed or slug areas on the pasteboard.

Place multiple graphics

The Place command lets you import more than one item at a time.

1. Create frames for the graphics if you want to place some or all of them in frames.
2. Choose File > Place, and select files.

You can select graphics files, text files, InDesign files, and other files you can add to InDesign documents.

3. Optionally, select Show Import Options, click Open, and specify the import options for each file. (See
Import options for graphics.)

A thumbnail image of the first graphic you selected appears next to the loaded graphics icon. A number
next to the loaded graphics icon tells you how many graphics are ready for importing. The names of the
graphics appear in the Links panel, with the letters LP (for “loaded in place cursor”) next to the frontmost
graphic.

Placing four files into placeholder frames

Press an arrow key to cycle through the graphics; press Esc to unload the frontmost graphic from the
loaded graphics icon without placing it in InDesign.

Note:

You can keep thumbnail images from appearing in the loaded graphics icon if displaying the images slows
down your computer. In the Interface area of the Preferences dialog box, deselect Show Thumbnails On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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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import into a new frame, click the loaded graphics icon where you want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the graphic to appear.

To create a frame of a certain size and import the graphic into the frame, drag to define the frame.
The frame conforms to the proportions of the graphic being placed.

To import into an existing frame, click the loaded graphics icon in the frame. Alt-click (Windows) or
Option-click (Mac OS) to replace the contents of an existing frame.

To import all the loaded graphics in a grid, start dragging, and press the arrow keys to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rows and columns. Use the Up Arrow and Down Arrow keys to change the number of
rows and the Left Arrow and Right Arrow keys to change the number of columns. Release the mouse
button to place the grid of images.

To change the spacing between frames, press Page Up or Page Down or hold down Ctrl (Windows)
or Command (Mac OS) while pressing the arrow keys.

To change the spacing between frames, hold down Ctrl (Windows) or Command (Mac OS) while
pressing the arrow keys.

Note:

You can load more graphics by choosing File > Place while the graphics icon is displayed.

Control layer visibility in imported images

When you import Photoshop PSD files, layered PDFs, and INDD files, you can control the visibility of top-level
layers. Adjusting layer visibility in InDesign lets you vary an illustration depending on context. For example, in a
multilanguage publication, you can create a single illustration that includes one text layer for each language.

You can adjust layer visibility either when you place a file or by using the Object Layer Options dialog box. In
addition, if the Photoshop file contains layer comps, you can display the desired comp.

Set layer visibility

1.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import a graphic without first creating a frame, make sure that nothing in the document is
selected.

To import a graphic into an existing frame, select the frame.

To replace an existing image, select the graphics frame.

2. Choose File > Place and select a graphics file.
3. To replace a selected object, select Replace Selected Item.
4. Select Show Import Options, and then click Open.
5. In the Image Import Options or Place dialog box, click the Layers tab.
6. To view a preview of the image, click Show Preview.
7. (PDFs only) If you’re placing a page from a multipage PDF, click the arrows, or type a page number under

the preview image to preview a specific page.
8. (Photoshop PSD files only) If the image contains layer comps, choose the layer comp you want to display

from the Layer Comp pop-up menu.
9.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open or close a layer set, click the triangle to the left of the folder 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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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hide a layer or layer set, click the eye icon next to the layer or layer set.

To display the layer or layer set, click the empty eye column next to the layer or layer set.

To display only the content of a particular layer or layer set, Alt-click (Windows) or Option-click
(Mac OS) its eye icon. Alt-click or Option-click the eye icon again to restore the original visibility
settings of the other layers.

To change the visibility of multiple items, drag through the eye column.

10. Set the When Updating Link option as desired:

Use Photoshop’s/PDF’s Layer Visibility

Matches the layer visibility settings to those of the linked file when you update the link.

Keep Layer Visibility Overrides

Maintains the layer visibility settings as they were when the file was originally placed.

11. Click OK.
12. Click OK, and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import into a new frame, click the loaded graphics icon  in the layout at the place where you
want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the graphic to appear.

To import into an existing, unselected frame, click the loaded graphics icon anywhere in that frame.

To import into an existing selected frame, you don’t need to do anything. The image automatically
appears in that frame.

If you accidently replace an existing graphic with an image you’re placing, press Ctrl+Z (Windows) or
Command+Z (Mac OS) to return the original image to the frame and display the loaded graphics icon.

Set layer visibility for placed AI, PSD, PDF, and INDD files

After you place a Photoshop PSD or layered PDF, an Illustrator AI file, or an InDesign INDD file, you can control
the visibility of its layers by using the Object Layer Options dialog box. If the Photoshop PSD file contains layer
comps, you can choose which comp you want to display. In addition, you can choose whether to maintain the
visibility settings or match the settings of the original file each time you update the link.

1. Select the file in the InDesign document.
2. Choose Object > Object Layer Options.
3. To view a preview of the image, select Preview.
4. (Photoshop PSD files only) If the image contains layer comps, choose the layer comp you want to display

from the Layer Comp pop-up menu.
5.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open or close a layer set, click the triangle to the left of the folder icon.

To hide a layer or layer set, click the eye icon next to the layer or layer set.

To display the layer or layer set, click the empty eye column next to the layer or layer set.

To display only the content of a particular layer or layer set, Alt-click (Windows) or Option-click
(Mac OS) its eye icon. Alt-click or Option-click the eye icon again to restore the original visibility
settings of the other 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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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hange the visibility of multiple items, drag through the eye column.

6. Set the Updating Link Options as desired:

Use Layer Visibility

Matches the layer visibility settings to those of the linked file when you update the link.

Keep Layer Visibility Overrides

Maintains the layer visibility settings as they were when the file was originally placed.

7. Click OK.

Paste or drag graphics

When you copy and paste or drag a graphic into an InDesign document, some attributes of the original object may
be lost, depending o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operating system and the range of data types the other application
makes available for transfer, and the InDesign Clipboard preferences. Pasting or dragging Illustrator graphics lets
you select and edit paths within the graphic.

Copying and pasting or dragging between two InDesign documents, or within a single document, however,
preserves all of the graphics attributes that were imported or applied. For example, if you copy a graphic from one
InDesign document and paste it into another, the new copy will be an exact duplicate of the original, even
including the original’s link information, so that you can update the graphic when the file on disk changes.

Copy and paste graphics

When copying and pasting a graphic from another document into an InDesign document, InDesign does not create
a link to the graphic in the Links panel. The graphic may be converted by the system clipboard during the transfer,
so both image quality and print quality may be lower in InDesign than in the graphic’s original application.

1. In InDesign or another program, select the original graphic, and choose Edit > Copy.
2. Switch to an InDesign document window, and choose Edit > Paste.

Drag and drop graphics

The drag-and-drop method works like the Place command, with images appearing in the Links panel after they’re
imported. You cannot set import options for the files you drag and drop; however, you can drag and drop multiple
files at once (the files are loaded in the graphics icon when you drag and drop more than one).

Select a graphic from Adobe Illustrator, Adobe Bridge, Explorer (Windows), the Finder (Mac OS), or your desktop,
and drag it into InDesign. The image must be in a format that InDesign can import.

After dragging and dropping a file from any location other than Illustrator, it appears in the Links panel in
InDesign. Using the Links panel, you can control versions and update as necessary.

1. Select the original graphic.
2. Drag the graphic into an open InDesign document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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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In Windows, if you try to drag an item from an application that does not support drag and drop, the pointer
displays the Prohibited icon.

To cancel dragging a graphic, drop the graphic onto any panel title bar or the document title bar.

Fixing low-resolution images

Graphics you place in your document may appear pixelated or fuzzy or grainy. In most cases, it’s because InDesign
displays images in low-resolution by default to improve performance.

Check the display settings

To display graphics in high resolution, choose View > Display Performance > High Quality Display. For more details
on changing these display performance settings, see Control graphics’ display performance.

Use Place instead of Paste

The image may still be low resolution even though you changed the display performance settings. For these
images, make sure that you use the Place command to insert the image into InDesign. In some instances, pasting
an image from another application may result in the preview image being inserted instead of the original file.

Check your print settings

If your image appears in low resolution in print, check your print settings to make sure graphics are printing
properly. In the Graphics section of the Print dialog box, choose Send Data > All.

Avoid transformations in images of borderline quality

In addition, scaling or rotating an image could reduce its quality. You may want to choose Clear Transformations
from the Control panel menu.

Improve the image resolution

In some cases, such as with an image copied from a web page, you may need to replace a low-resolution image
with a high-resolution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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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can control the resolution of graphics placed in your document. You can change the display settings for the
entire document or for individual graphics. You can also change a setting that either allows or overrides the display
settings for individual documents.

Change a document’s display performance

A document always opens using the default Display Performance preferences. You can change the display
performance of a document while it is open, but the setting won’t be saved with the document.

If you’ve set the display performance of any images separately, you can override the settings so all objects use the
same settings.

1. Choose View > Display Performance, and select an option from the submenu.
2. To force objects that you have set individually to display using the document setting, deselect View >

Display Performance > Allow Object-Level Display Settings. (A check mark indicates it is selected.)

Change an object’s display performance

1. To preserve the display performance for individual objects when the document is closed and reopened,
make sure Preserve Object-Level Display Settings is selected in Display Performance preferences.

2. Choose View > Display Performance, and make sure Allow Object-Level Display Settings is selected.
3. With the Selection tool  or Direct Selection tool , select an imported graphic.
4.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Select Object > Display Performance, and choose a display setting.

Right-click (Windows) or Control-click (Mac OS) the image, and choose a display setting from the
Display Performance submenu.

To remove an object’s local display setting, choose Use View Setting in the Display Performance submenu. To
remove local display settings for all graphics in the document, select Clear Object-Level Display Settings in the
View > Display Performance submenu.

Display performance options

These options control how graphics are displayed on the screen, but they do not affect the print quality or
exported output.

Use Display Performance preferences to set the default option used to open all documents, and customize the
settings that define those options. Each display option has separate settings for displaying raster images, vector
graphics, and transparencies.

Fast

Draws a raster image or vector graphic as a gray box (default). Use this option when you want to quickly page
through spreads that have lots of images or transparency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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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ical

Draws a low-resolution proxy image (default) appropriate for identifying and positioning an image or vector
graphic. Typical is the default option, and is the fastest way to display an identifiable image.

High Quality

Draws a raster image or vector graphic at High Resolution (default). This option provides the highest quality but
the slowest performance. Use this option when you want to fine-tune an image.

Note:

Image display options don’t affect output resolution when exporting or printing images within a document. When
printing to a PostScript device, exporting to XHTML, or exporting to EPS or PDF, the final image resolution depends
on the output options you choose when you print or export the file.

Set default display performance

The Display Performance preferences let you set the default display option, which InDesign uses for every
document. You can change a document’s display performance using the View menu, or change the setting for
individual objects using the Object menu. For example, if you work on projects that contain numerous high-
resolution photos (such as a catalog), you may prefer to have all your documents open quickly. You can set the
default display option to Fast. When you want to see the images in more detail, you can switch the document view
to Typical or High Quality (leaving the preference set to Fast).

You can also choose to view or override display settings applied to individual objects. If Preserve Object-Level
Display Settings is selected, any settings applied to objects are saved with the document.

1. Select Edit > Preferences > Display Performance (Windows) or InDesign > Preferences > Display
Performance (Mac OS).

2. For Default View, select Typical, Fast, or High Quality. The display option you choose applies to all
documents you open or create.

3.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save display settings applied to individual objects, select Preserve Object-Level Display Settings.

To display all graphics using the default display option, deselect Preserve Object-Level Display
Settings.

4. For Adjust View Settings, choose the display option you want to customize, and then move the slider for
Raster Images or Vector Graphics to the desired setting.

5. Click OK.

Each display option has separate settings for raster (bitmap) images, vector graphics, and transparency effects.

Create contact sheets

A contact sheet is a grid of thumbnail images, often used for pre-press analysis. You can use a number of different
Adobe applications to create a contact sheet. In Photoshop, you can use either the Contact Sheet or Picture
Package 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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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revious versions of Adobe Bridge (CS2 and CS3), you can create a contact sheet for InDesign pages using the
Create InDesign Contact Sheet feature. This feature does not appear in later versions of Adobe Bridge. Instead,
you can use the Adobe Output Module in Adobe Bridge to create a PDF contact sheet.

You can also create a simple contact sheet in InDesign by placing multiple images in a grid.

1. Choose File > Place, select multiple images, and choose Open.

If you want to include captions with your images, select Create Static Captions. See Generate a caption
from an image.

2. Start dragging, and press the arrow keys to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rows and columns. Use the Up Arrow
and Down Arrow keys to change the number of rows and the Left and Right arrow keys to change the
number of columns.

To change the spacing between frames, press Page Up or Page Down or hold down Ctrl (Windows) or
Command (Mac OS) while pressing the arrow keys.

To change the spacing between frames, hold down Ctrl (Windows) or Command (Mac OS) while pressing
the arrow keys.

3. Release the mouse button to place the grid of images.

Adobe also recomm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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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a layered PDF in Adobe Illu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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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and Facebook posts are not covered under the terms of Creative Commons.

Legal Notices   |   Online Privacy Policy

292

http://www.adobe.com/go/vid006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adobe.com/en_US/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s://www.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


To the top

To the top

Reusing graphics and text
Ways to reuse graphics and text
Use snippets
Use object libraries

Ways to reuse graphics and text

InDesign offers several different ways to repurpose graphics and text.

Snippets

A snippet is a file that contains objects and describes their location relative to one another on a page or spread.
(See Use snippets.)

Object libraries

An object library provides a convenient place to store items such as logos, sidebars, pull-quotes, and other
repeating items. (See Use object libraries.)

Templates

A template is a document that includes placeholder text and graphics. (See Use document templates.)

Use snippets

A snippet is a file that holds objects and describes their location relative to one another on a page or page spread.
Use snippets to conveniently reuse and position page objects. Create a snippet by saving objects in a snippet file,
which has the .IDMS extension. (Previous InDesign versions use the .INDS extension.) When you place the snippet
file in InDesign, you can determine whether the objects land in their original positions or where you click. You can
store snippets in the Object library and in Adobe Bridge as well as on your hard disk.

Snippets contents retain their layer associations when you place them. When a snippet contains resource
definitions and these definitions are also present in the document to which it is copied, the snippet uses the
resource definitions in the document.

Snippets you create in InDesign CS5 can be opened in InDesign CS4 but not in any other previous version of
InDesign.

Create snipp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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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one of the following:

Using a selection tool, select one or more objects, and then choose File > Export. From the Save As
Type (Windows) or Format (Mac OS) menu, choose InDesign Snippet. Type a name for the file and
click Save.

Using a selection tool, select one or more objects, and then drag the selection to your desktop. A
snippet file is created. Rename the file.

Select one or more objects, and then drag the selection to the Mini Bridge panel. A snippet file is
created. Rename the file.

Drag an item from Structure View to your desktop.

Add snippets to a document

1. Choose File > Place.
2. Select one or more snippet (*.IDMS or *.INDS) files.
3. Click the loaded snippet cursor where you want the upper-left corner of the snippet file to be.

If you placed the insertion point in a text frame, the snippet is placed in the text as an anchored object.

All objects remain selected after you place the snippet. By dragging, you can adjust the position of all
objects.

4. If you loaded more than one snippet, scroll and click the loaded snippet cursor to place the others.

You can drag a snippet file from your desktop into the InDesign document and click where you want the upper-left
corner of the snippet to be.

Choose how to place snippets

Rather than place snippet objects according to where you click on a page, you can place them in their original
locations. For example, a text frame that appeared in the middle of a page when it was made part of a snippet can
appear in the same location when you place it as a snippet.

In File Handling preferences, choose Original Location from the Position At menu to preserve objects’
original locations in snippets. Choose Cursor Location from the Position At menu to place snippets according
to where you click a page.

You can press Alt (Windows) or Option (Mac) to override the Position setting you selected for handling snippets.
For example, if you selected Position At Cursor Location but you want to place snippet objects in their original
locations, hold down the Alt/Option key when you click the loaded snippet cursor on the page.

Use object libraries

Object libraries help you organize the graphics, text, and pages you use most often. You can also add ruler guides,
grids, drawn shapes, and grouped images to a library. You can create as many libraries as you need—for example,
you can create different object libraries for varied projects or clients.

During a work session, you can open as many libraries as system memory will allow. Object libraries can be shared
across servers, and across platforms, but only one person can have the library open at a time. If an object library
includes text files, make sure that the file’s fonts are available and active on all systems that will access th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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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you add a page element, such as a graphic, to an object library, InDesign preserves all attributes that were
imported or applied. For example, if you add a graphic from an InDesign document to a library, the library copy
will duplicate the original, including the original’s link information, so that you can update the graphic when the file
on disk changes.

If you delete the object from the InDesign document, the object’s thumbnail will still appear in the Library panel,
and all of the link information will remain intact. If you move or delete the original object, a missing link icon will
appear next to the object’s name in the Links panel the next time you place it in your document from the Library
panel.

Within each object library, you can identify and search for an item by title, by the date it was added to the library,
or by keywords. You can also simplify the view of an object library by sorting the library items and displaying their
subsets. For example, you can hide all items except EPS files.

Object library in Library panel

A. Object thumbnail and name B. Library Item Information button C. Show Library Subset button D. New Library Item button E. Delete
Library Item button 

When adding an item to an object library, InDesign saves all page, text, and image attributes, and maintains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library objects and other page elements in the following ways:

Elements grouped in an InDesign document when dragged to the Library panel stay grouped when dragged
out of the Library panel.

Text retains its formatting.

Paragraph styles, character styles, and object styles that have the same name as styles used in the
destination document are converted to the destination document’s styles; those that have different names
are added to the document.

The original layers of an object are preserved when the Paste Remembers Layers option is selected in the
Layers panel menu.

Create an object library

An object library exists as a named file on disk. When you create an object library, you specify where to store it.
When you open a library, it appears as a panel that you can group with any other panel; the object library’s file
name appears in its panel tab. Closing an object library removes it from the current session, but doesn’t delete its
file.

You can add or remove objects, selected page elements, or an entire page of elements to or from an object
library. You can also add or move library objects from one library to another.

1. Choose File > New > Library.
2. Specify a location and name for the library, and click Save. Remember that the name you specify becomes

the name of the library’s panel tab.

Open an existing library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295



If you’ve already opened a library in the current session (and haven’t closed it), choose the library
file in the Window menu.

If you have not opened a library, choose File > Open, and select one or more libraries. In Windows,
library files use the INDL extension. InDesign converts newly opened libraries from previous versions
of the program to the new library format; you are asked to save these libraries under a new name.

Close a library

1. Click the tab for the library you want to close.
2.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Choose Close Library in the Object Library panel menu.

Choose the library file name on the Window menu.

Delete a library

In Explorer (Windows) or Finder (Mac OS), drag a library file to the Recycle Bin (Windows) or Trash
(Mac OS). In Windows, library files have the INDL extension.

Add an object or page to a library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Drag one or more objects from a document window to an active Object Library panel.

Select one or more objects in a document window, and click the New Library Item button in the
Object Library panel.

Select one or more objects in a document window, and choose Add Item in the Object Library panel
menu.

Choose Add Items On Page [number] As Separate Objects in the Object Library panel menu to add
all the objects as separate library objects.

Choose Add Items On Page [number] in the Object Library panel menu to add all the objects as one
library object.

Drag an element from the Structure pane to an active Object Library panel.

If you hold down Alt (Windows) or Option (Mac OS) while you perform any of the above commands, the Item
Information dialog box appears as the item is added to the library.

Add an object from a library to a document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Drag an object from the Object Library panel to a document window.

In the Object Library panel, select an object, and choose Place Item(s) in the Object Library panel
menu. This method places the object at its original X,Y coordinates.

Drag an XML element to a parent element in the Structure pane or to the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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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 library objects

Use the Object Library panel to manage objects.

Update a library object with a new item

1. In the document window, select the item you want to add to the Library panel.
2. In the Library panel, select the object you want to replace, and then choose Update Library Item from the

Object Library panel menu.

Copy or move an object from one library to another

1. Drag one library’s panel tab out of the Object Library panel group to separate them, so you can see both
libraries at the same time.

2.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copy an object from one library to another, drag an item from one Library panel tab to the other.

To move an object out of one library into another, hold down Alt (Windows) or Option (Mac OS),
and drag an item from one Library panel tab to the other.

Delete an object from an object library

In the Object Library panel, select an object, and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Click the Delete Library Item button.

Drag the item to the Delete Library Item button.

Choose Delete Item(s) in the Object Library panel menu.

Change the object library display

The object library displays objects as thumbnails or as a text list. You can sort the thumbnails or list by object
name, age, or type. The list view and sorting options work best if you’ve cataloged the objects.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To view objects as thumbnails, choose Thumbnail View or Large Thumbnail View from the Object
Library panel menu.

To view objects as a text list, choose List View from the Object Library panel menu.

To sort the objects, choose Sort Items from the Object Library panel menu, and choose a sort
method.

View all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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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ose Show All in the Object Library panel menu.

View, add, or edit library information

With large or numerous object libraries, library information can be cataloged using the display objects’ names, by
type of object, or words in a description.

1. In the Object Library panel,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Double-click any object.

Select an object, and click the Library Item Information button.

Select an object, and choose Item Information in the Object Library panel menu.

2. View or change the Item Name, Object Type, or Description options as necessary, and click OK.

Find objects in a library

When you search for objects, all objects except the results of your search are hidden from view. You can also use
the search feature to show and hide specific categories of objects. For example, you can display only object items
with the word “star” in their names.

1. Choose Show Subset in the Object Library panel menu, or click the Show Library Subset button.
2.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search all objects in the library, select Search Entire Library.

To search only within the objects currently listed in the library (refining a previous search), select
Search Currently Shown Items.

3. Choose a category in the first menu in the Parameters section.
4. In the second menu, specify whether the category you chose in the first menu must be contained in or

excluded from the search.
5. To the right of the second menu, type a word or phrase you want to search for within the category you

specified.
6. To add search criteria, click More Choices up to five times; each click adds one search term. To remove

search criteria, click Fewer Choices as necessary; each click removes one search term.
7. To display only those objects that match all search criteria, select Match All. To display objects that match

any of the criteria, select Match Any One.
8. Click OK to begin the search.

To show all objects again, choose Show All in the Object Library panel menu.

Adobe also recomm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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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r guides
Create ruler guides
Work with ruler guides
Use smart guides

Create ruler guides

Ruler guides are different from grids in that they can be positioned freely on a page or on a pasteboard. You can
create two kinds of ruler guides: page guides, which appear only on the page on which you create them, or spread
guides, which span all pages and the pasteboard of a multiple-page spread. You can drag any ruler guide to the
pasteboard. A ruler guide is displayed or hidden with the layer on which it was created.

New ruler guides always appear on the target spread. For example, if several spreads are visible in the document
window and you drag a new guide into the window, the new guide becomes visible only on the target spread.

Guides in the document window

A. Spread guide B. Page guide 

Create a ruler guide

1. Make sure that both rulers and guides are visible, make sure the correct spread is targeted, and view the
document in Normal View mode, not Preview mode.

2. If the document contains multiple layers, click a layer name in the Layers panel to target the layer.
3.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create a page guide, position the pointer inside a horizontal or vertical ruler and then drag to the
desired location on the target spread. If you drop the guide onto the pasteboard, it spans the
pasteboard and spread; it will act as a page guide if you later drag it onto a page.

To create a spread guide, drag from the horizontal or vertical ruler, keeping the pointer in the
pasteboard but positioning the guide at the desired location on the target spread.

To toggle between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guides, select the guide and hold down Alt (Windows) or
Option (Mac OS).

To create a spread guide when the pasteboard is not visible (for example, when you’ve zoomed in),
press Ctrl (Windows) or Command (Mac OS) as you drag from the horizontal or vertical ruler to the
target spread.

To create a spread guide without dragging, double-click a specific position on the horizontal or
vertical ruler. If you want to snap the guide to the nearest tick mark, hold down the Shift key when
you double-click the ruler.

To creat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guides simultaneously, press Ctrl (Windows) or Command (Mac OS)
as you drag from the target spread’s ruler intersection to the desired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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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guide created concurrently

To reposition a ruler guide numerically, select the guide and enter values for X and Y in the Control panel.

Create a set of evenly spaced page guides

1. If the document contains multiple layers, click a layer name in the Layers panel to target the layer.
2. Choose Layout > Create Guides.
3. For Number, type a value to specify the number of rows or columns you want to create.
4. For Gutter, type a value to specify the spacing between rows or columns. Start with a low value, such as 1

pica; large gutters leave little space for columns.

Columns created with the Create Guides command are not the same as those created with the Layout >
Margins And Columns command. For example, columns created using Create Guides cannot control text flow
when a text file is placed. Use the Margins And Columns command to create major column divisions
appropriate for autoflow text, and use the Create Guides command to create column grids and other layout
aids.

5. For Fit Guides To, click Margins to create the guides within the page margins, or click Page to create the
guides within the page edges.

Ruler guides evenly spaced within page margins (left) and page edges (right)

6. To delete any existing guides (including guides on locked or hidden layers), select Remove Existing Ruler
Guides.

7. If you like, select Preview to see the effect of your settings on the page, and then click OK.

Note:

The Create Guides command can create page guides only; it cannot create spread guides.

To space existing guides a uniform distance apart, select the guides (by dragging or pressing Shift as you click with
the mouse). Then, select Use Spacing from the Control panel, type the space value in the text box, and press
Enter or Return to confirm. Click either Distribute Horizontal Centers  or Distribute Vertical Centers  to the left of
the Use Spacing option.

Show or hide guides

To show or hide all margin, column, and ruler guides, choose View > Grids & Guides > Show/Hide Guides.
To show or hide ruler guides on one layer only without changing the visibility of the layer’s objects, double-
click the layer name in the Layers panel, select or deselect Show Guides, and then click OK.
To show or hide guides and all other non-printing elements, click the Preview Mode icon  at the bottom
of the Toolbox.

Work with ruler guides

You can change the attributes of individual ruler guides, and you can move, cut, copy, paste, or delete multiple
ruler guides simultaneously. Cut or copied ruler guides can be pasted to other pages or documents, but not to
other programs. To change attributes of specific guides, you must select the guides you want to change. When no
guides are selected, the Ruler Guides command sets the defaults for new guides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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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ruler guides

Unselected ruler guides appear light blue by default. Selected ruler guides are highlighted in their layer color.
When a guide is selected, the Reference Point icon in the Control panel changes to  or , representing the
selected guide.

To select a single ruler guide, use the Selection tool  or the Direct Selection tool  and click the guide to
highlight it in its layer color.

If you can’t select a ruler guide and the View > Grids & Guides > Lock Guides command is already deselected, the
guide might be on that page’s master, or on a layer where guides are locked.

To select multiple ruler guides, hold down Shift as you click guides using the Selection or Direct Selection
tool. You can also drag over multiple guides, as long as the selection marquee doesn’t touch or enclose any
other object.
To select all ruler guides on the target spread, press Ctrl+Alt+G (Windows) or Command+Option+G (Mac
OS).

Move ruler guides

Using Selection tool  or the Direct Selection tool ,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To move a ruler guide, drag it.

To move multiple ruler guides, shift-select the guides you want to move, and then drag them.

Move selected guides just as you would any other selected object, including nudging with the arrow
keys and using the Control or Transform panels.

To make a guide snap to a ruler tick mark, press Shift as you drag it. Or select the guide, press and
hold down the Shift key, and then click the mouse button.

To move a spread guide, drag the part of the guide that’s on the pasteboard, or press Ctrl
(Windows) or Command (Mac OS) as you drag the guide from within the page.

To move guides to another page or document, select one or more guides, choose Edit > Copy or
Edit > Cut, go to another page, and then choose Edit > Paste. If you’re pasting onto a page of the
same size and orientation as the guides’ original page, the guides appear in the same position.

Note:

The Paste Remembers Layers option affects the layer on which pasted guides appear.

Delete ruler guides

To delete individual guides, select one or more ruler guides and then press Delete. (You can also drag ruler
guides and drop them on a ruler to delete them.)
To delete all ruler guides on the target spread, right-click (Windows) or Ctrl-click (Mac OS) a selected guide
or ruler, and choose Delete All Guides On Spread.

301



If you cannot delete a guide, it may be locked, it may be on a master page, or it may be on a locked layer.

Customize ruler guides

1.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change options for one or more existing ruler guides, select those ruler guides.

To set default options for new ruler guides, deselect all guides by clicking in an empty area.

2. Choose Layout > Ruler Guides.
3. For View Threshold, specify the magnification below which ruler guides do not appear. This prevents ruler

guides from appearing too close together at lower magnifications.
4. For Color, choose a color or choose Custom to specify a custom color in the system color picker. Then

click OK.

You can set the current magnification as the view threshold for new ruler guides by pressing Alt (Windows) or
Option (Mac OS) as you drag the ruler guides you’ve selected.

Lock or unlock ruler guides

To lock or unlock all ruler guides, choose View > Grids & Guides > Lock Guides to select or deselect the
menu command.
To lock or unlock ruler guides on one layer only, without changing the visibility of the layer’s objects,
double-click the layer name in the Layers panel, select or deselect Lock Guides, and then click OK.

Change ruler guide stacking order

By default, ruler guides appear in front of all other guides and objects. However, some ruler guides may block your
view of such objects as lines with narrow stroke widths. You can change the Guides in Back preference to display
ruler guides in front of or behind all other objects. However, regardless of the Guides in Back setting, objects and
ruler guides are always in front of margin and column guides. Also, although putting guides on different layers
organizes them structurally, it does not affect their visual stacking order—the Guides in Back preference stacks all
ruler guides as a single set in relation to all page objects.

Default stacking order

A. Ruler guides B. Page objects C. Margin and column guides D. Page 

1. Choose Edit > Preferences > Guides & Pasteboard (Windows) or InDesign > Preferences > Guides &
Pasteboard (Mac OS).

2. Select Guides in Back, and click OK.

Snap objects to guides and grids

To precisely align objects to guides, use the Snap To Guides and Snap To Document Grid commands.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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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s will snap to (be pulled toward) the nearest grid intersection or guide when you draw, move, or resize the
objects.

The exact range within which an object snaps to guides is called the snap-to zone, which you can adjust. When
you select both the Snap To Guides and the Snap To Document Grid commands, the grid takes precedence.

Keep the following guidelines in mind as you align objects to guides and grids:

To snap an object to a guide, drag an object toward a guide until one or more of the object’s edges is
within the guide’s snap-to zone.

Guides must be visible for objects to snap to them. However, objects can snap to the document and
baseline grids whether the grids are visible or not.

Objects on one layer snap to ruler guides visible on any other layer. If you don’t want objects to snap to
guides on a certain layer, hide that layer’s guides.

To snap the text baseline to the baseline grid, choose Grid Alignment > Roman Baseline from the Control
panel menu or Paragraph panel menu. Alternatively, set Grid Alignment to Roman Baseline from the column
style Grid Settings.

For the baselines of text to snap to the baseline grid, press the Align to Baseline Grid button  for
individual paragraphs or paragraph styles.

1. Choose View > Grids & Guides and make sure that Snaps To Guides is selected (checked).

Note:

The Snap To Guides command controls both snapping to guides and snapping to the baseline grid.

2. To specify the snap-to zone, choose Edit > Preferences > Guides & Pasteboard (Windows) or InDesign >
Preferences > Guides & Pasteboard (Mac OS), type a value for Snap To Zone, and click OK. The Snap To
Zone value is always in pixels.

Use smart guides

The Smart Guides feature makes it easy to snap objects to items in your layout. As you drag or create an object,
temporary guides appear, indicating that the object is aligned with an edge or center of the page or with another
page item.

By default, the Smart Guides feature is selected. You can turn off smart guides, or you can turn off any of the
smart guide categories:

Smart Object Alignment

Smart object alignment allows for easy snapping to page item centers or edges. In addition to snapping, smart
guides dynamically draw to indicate which object is being snapped to.

Smart Dimensions

Smart dimension feedback appears when you’re resizing, creating, or rotating page items. For example, if you
rotate one object on your page 24 degrees, a rotation icon appears as you rotate another object close to 24
degrees. This hint lets you snap the object to the same rotation angle of the adjacent object. Similarly, as you
resize an object next to another object, a line segment with arrows at each end lets you snap the object to the
same width or height as the adjacent object.

303



Smart Spacing

Smart spacing lets you quickly arrange page items with the help of temporary guides that indicate when the
spacing between objects is even.

Smart Cursors

Smart cursor feedback appears in a gray box as X and Y values when you’re moving or resizing object or as a
measurement when you’re rotating values. The Show Transformation Values option in Interface preferences lets
you turn smart cursors on and off.

For a video tutorial on using smart guides, see www.adobe.com/go/lrvid4029_id.

Turn smart guides on or off

Choose View > Grids & Guides > Smart Guides.

Turn smart guide categories on or off

1. Open the Guides & Pasteboard preferences.
2. Indicate whether you want Align To Object Center, Align To Object Edge, Smart Dimensions, and Smart

Spacing turned on or off, and click OK.

To turn off smart cursors, which displays the X and Y values of objects you mouse over, deselect Show
Transformation Values in Interface preferences.

Change the appearance of smart guides

1. Open the Guides & Pasteboard section of the Preferences dialog box.
2. Choose a different color from the Smart Guides menu, and click OK.

Tips for using Smart Guides

Smart Guides take effect only on page items and intersections that are in the current page view. If you
have many objects on a page and are trying to align an object to another object or objects in particular,
zoom in on that area specifically.If you don’t want Smart Guides to snap to column guides, turn off Snap To
Guides temporarily by choosing View > Grids & Guides > Snap To Guides.The Smart Guides feature is
accurate regardless of zoom percentage, so it isn’t necessary to zoom in to see if two objects are really
aligned at their left edges, for example.

Adobe also recommends

Layers
Customize the pasteboard and guides

  Twitter™ and Facebook posts are not covered under the terms of Creative Commons.

Legal Notices   |   Online Privac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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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標與度量單位

回到頁首

變更尺標與度量單位

變更零點

測量物件

資訊面板概觀

如需詳細資訊和指示，請按下列連結。

變更尺標與度量單位

您可變更螢幕尺規與面板和對話框使用的度量單位，也可隨時變更這些設定並暫時以您輸入的數值覆寫現有的度量單位。 依預設，尺標會從頁面或跨
頁的左上角開始測量。 您可移動零點來進行變更 (請參閱變更零點)。

變更度量單位並不會移動參考線、格點與物件，所以當尺標刻度改變時，它們可能不會和對齊舊刻度的物件對齊。

文件視窗中的尺標

A. 已標記刻度 B. 主要刻度 C. 次要刻度

您可以為水平與垂直尺標設定不同的度量系統。 您為水平尺標所選擇的系統決定了定位點、邊界、縮排與其他度量。 每一個跨頁都有自己的垂直尺
標；但是所有的垂直尺標都會使用您在「單位與增量」偏好設定對話框中指定的設定。

預設的尺標測量單位是公釐。不過，您可以變更自訂的尺標單位，並控制主要刻度在尺標上顯示的地方。 例如，假設將垂直尺標的自訂尺標單位變更
為 12 點，那麼如果可在現有放大倍率中顯示的話，主要尺標便會以每 12 點增量出現。 刻度標籤包含您的自訂主要刻度，因此當尺標在相同範例中讀
數為 3，它會以 12 點增量標示第 3 個實例，也就是 36 點。

顯示或隱藏尺標

 在「正常檢視模式」(「檢視 > 螢幕模式 > 正常」) 中，選擇「檢視 > 顯示尺標 (或「隱藏尺標)」。

變更度量單位與尺標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單位與增量」(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單位與增量」(Mac OS)。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在「尺標單位」的「原點」選單中變更零點的原點：

如果要將尺標原點設定在各跨頁的左上角，請選擇「跨頁」。 水平尺標測量整個橫向跨頁。

如果要將尺標原點設定在各頁面的左上角，請選擇「頁面」。 跨頁中各頁的水平尺標是從零開始。

如果要將尺標原點設定在裝訂邊的中央，請選擇「裝訂邊」。水平尺標以裝訂邊為中點，左側為負值，而右側為正值。

3. 如果要變更尺標、對話框以及面板所使用的度量系統，請在「水平和垂直」中選取所要的系統，或是選擇「自訂」，然後輸入您希望尺標顯示主
要刻度所用的點數。

4. 在「其他單位」中指定下列項目。

在「排版」中，選取「齒 (日式)」、「點」、「點 (美式)」、「U」、「Bai」或「Mils」，這是在排版時，除字體大小單位以外，其他可用
的度量單位。

備註： 在 PostScript 點方面，根據選取的偏好設定選項，可使用每英吋 72 點、每英吋傳統印表機 72.27 點，或使用不同的度量。

在「文字大小」中，選取「Q」、「點」、「像素」或「點 (美式)」，這些都是字體大小使用的單位。當您設計用於網頁的文件時，此「像
素」選項特別有用。

在「行」中，選取指定路徑、框架邊緣、段落嵌線、和其他線條寬度的單位。當您設計用於網頁的文件時，此「像素」選項特別有用。

5. 如果要變更用來計算點的數值，請在「點/英吋」中指定每英吋所要的點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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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設定下列任何「鍵盤增量」：

方向鍵 控制輕推物件時箭號的增量。

字級/行距 控制使用鍵盤快速鍵增加或減少點大小或行距的增量。

基線位移 控制使用鍵盤快速鍵移動基線的增量。

字距微調/字距調整 控制使用鍵盤快速鍵進行字距微調和追蹤的增量。

7. 按一下「確定」。

若要變更尺標單位，您也可以在尺標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Windows) 或是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從環境選單中選擇單位。在水平
和垂直尺標的交叉點上按一下滑鼠右鍵或按 Control 鍵並按一下滑鼠，您可以同時變更兩個尺標的尺標單位。

覆寫預設度量單位

您可以指定不同於預設的度量單位。

 反白標示面板或對話框中的現有數值，然後使用下列表格中的標記法輸入新數值：

指定： 在數值後輸入這些字母： 範例 結果

Q q 6q 6 Q

齒 h 6h 6 齒

英吋 i

in

inch

"

5.25i

5.25in

5.25inch

5.25”

5 1/4 英吋

公釐 mm 48mm 48 公釐

公分 cm 12cm 12 公分

Pica p 3p 3 pica

點 pt

p (數值前)

6pt

p6

6 點

點 (美式) ap 6ap 6 點 (美式)

Pica 和點 p (介於數值之間) 3p6 3 pica，6 點

像素 px 5px 5 像素

Cicero c 5c 5 cicero

Agate ag 5ag agate

日式度量單位

Q 和齒 (日式) 是在日文手冊或自動相片排版機中用來顯示字體大小、字距調整或行距長度的單位。 每一個單位的值等於 0.25mm。Q 只用來表示字體
大小，齒 (日式) 則可以用來表示行距的方向和長度、物件間距和類似的元素。

您也可以使用點 (也稱為點 (美式)) 來表示電腦中顯示的字體大小，或使用 Adobe PostScript® 點來表示行距或間隔。 一點 (美式) 等於 0.35146 公
釐，72.27 點 (美式) 等於 1 英吋，72 PostScript 點等於 1 英吋。

變更零點

零點是水平與垂直尺標上的 0 相交之處。 依預設，零點會位於各跨頁第一個頁面的左上角。 這表示零點的預設位置永遠都與跨頁有相同的相對關係，
但是與作業範圍的相對關係可能有所變化。

「控制」、「資訊」與「變形」面板中的 X 和 Y 位置座標會相對於零點顯示。 您可以移動零點來測量距離，為度量建立新的參考點，或是拼貼太大的
頁面。 依預設，各跨頁在第一頁的左上角會有一個零點，但是也可將零點置於裝訂邊中，或是指定跨頁中的各頁具有各自的零點。

調整零點

移動零點時，它會移動至所有跨頁中的相同相對位置。 例如，如果您將零點移動到頁面跨頁第二頁的左上角，它將會出現在文件中其他所有跨頁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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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上相同的位置。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移動零點，請從水平與垂直尺標的交叉點拖移至版面中您想要設定零點的位置。

建立新的零點

如果要設定零點，請按兩下水平與垂直尺標的交叉點 。

若要鎖定或解除鎖定零點，請在尺標的零點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Windows)，或按 Control 鍵並按一下滑鼠 (Mac OS)，然後從環境選單中選擇
「鎖定零點」。

變更預設零點

利用「偏好設定」對話框中的「原點」設定，您可以設定尺標的預設零點與水平尺標的範圍。 「範圍」決定尺標的度量範圍是否涵蓋完整頁面、跨
頁，或為多頁跨頁、自裝訂邊中央開始。

如果將尺標原點設定於各跨頁的裝訂邊，原點會鎖定於裝訂邊。 您將無法透過從尺標交叉點拖移尺標原點來重新放置，除非您選擇其他原點選項。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單位與增量」(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單位與增量」(Mac OS)。
2. 在「尺標單位」區段的「原點」選單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將尺標原點設定在各跨頁的左上角，請選擇「跨頁」。 水平尺標測量整個橫向跨頁。

如果要將尺標原點設定在各頁面的左上角，請選擇「頁面」。 跨頁中各頁的水平尺標是從零開始。

如果要將尺標原點設定在裝訂邊的中央，請選擇「裝訂邊」。水平尺標以裝訂邊為中點，左側為負值，而右側為正值。

您也可以在水平尺標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Windows)，或是按 Control 鍵並按一下滑鼠 (Mac OS) 時所出現的環境選單，來變更水平尺標的原點設
定。

測量物件

「度量」工具會計算文件視窗中任兩點間的距離。 當您測量兩點的距離時，所測量的距離會顯示於「資訊」面板中。 所有的測量值 (除了角度以外) 都
是以文件目前設定的測量單位計算。

在您使用「度量」工具測量項目之後，線段會持續顯示，直到您採用另一個度量或選取不同工具為止。

測量兩點之間的距離

1. 請確認可以看見「資訊」面板 (「視窗 > 資訊」)。

2. 選取「度量」工具  (按住「滴管」工具以顯示「度量」工具)。
3. 按一下第一個點，然後拖移到第二個點。 按住 Shift 鍵並拖移滑鼠，限制工具的移動方向為 45 度的倍數。 您無法拖移超過單一作業範圍與其跨
頁。

寬度和高度度量值會出現在「資訊」面板中。

測量角度

1. 請確認可以看見「資訊」面板 (「視窗 > 資訊」)。

2. 選取「度量」工具  (按住「滴管」工具以顯示「度量」工具)。
3.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從 x 軸測量角度，請拖移工具。

如果要測量自訂角度，拖移以建立角度的第一條線段。 將工具置於測量線段的任一個端點上。 如果要建立角度的第二條線段，可以按兩下
然後拖移，或是按下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然後拖移。

測量自訂角度時，資訊面板會將第一條線段的長度顯示為 D1，而將第二條線段的長度顯示為 D2。

資訊面板概觀

308



「資訊」面板會顯示關於所選取物件、目前文件或現有工具下之區域的資訊，包括位置、大小與旋轉的數值。 移動物件時，「資訊」面板也會顯示相
對於其起點的位置。

「資訊」面板也有助於決定內文中的字數和字元數。

不像其他 InDesign 的面板，「資訊」面板只能進行檢視，無法輸入或編輯其所顯示的數值。 您可從面板選單中選取「顯示選項」，檢視關於所選取物
件的其他資訊。

「資訊」面板

A. 游標的水平 (X) 位置 B. 游標的垂直 (Y) 位置 C. 相對於起點，物件或工具移動的距離 D. 現有單位中的寬度 E. 現有單位中的高度 F. 旋轉角
度

顯示資訊面板

 選擇「視窗 > 資訊」。
如果要變更現有度量系統，請按一下加號旁邊的小三角形。

檢視其他資訊面板選項

 在「資訊」面板選單中選擇「顯示選項」。
依選取的物件或工具而定，您可能會看見下列選項：

選取物件的填色與線條顏色數值，以及關於漸層  的資訊。

任何色票的名稱。 您可按一下填色或線條圖示，替代顯示色域值。

在未選取任何文件項目的情況下，有關目前文件的資訊，例如位置、最後修改日期、作者以及檔案大小。

使用「文字」工具建立文字插入點或選取文字時，字元、單字、線段與段落的數目 (如果任何文字出現溢排，會出現加號 "+"，後面接著的號碼代
表溢排字元、單字或線段)。

選取圖檔時的檔案類型、解析度及色域。 解析度會同時以實際的每英吋像素 (原生圖檔的解析度) 和有效的每英吋像素來顯示 (圖形在 InDesign
中重新調整大小後的解析度)。 如果啟用色彩管理，也會顯示 ICC 色彩描述檔。

被選取字元的 Unicode 字碼。當使用「文字」工具選取單一字元時，會顯示文件中儲存的實際 Unicode 值。

所選字元的文字間距類別。

傾斜角度或水平和垂直縮放，如果已選取「傾斜」工具、「縮放」工具或「任意變形」工具。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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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top

Transforming objects
Transform panel overview
Change transformation settings
Transform objects
Rotate objects
Move objects
Scaling vs. resizing objects
Resize objects
Scale objects
Reflect (flip) objects
Shear (skew) objects
Repeat transformations
Clear transformations

Transform panel overview

Use the Transform panel to view or specify geometric information for any selected object, including values for
position, size, rotation, and shearing. Commands in the Transform panel menu provide additional options and quick
ways to rotate or reflect objects.

Note:

The buttons and panel menu commands in the Transform panel are also available in the Control panel.

Transform panel

A. Reference point locator B. Constrain Proportions icon C. Panel menu 

Display the Transform panel

Choose Window > Object & Layout > Transform.

View geometric information about objects

When you select an object, its geometric information appears in the Transform and Control panels. If you select
multiple objects, the information represents all selected objects as a unit.

Select one or more objects, and display the Transform panel (Window > Object & Layout > Transform).

Position information is relative to the ruler origin and the reference point of the object. Angle information is
relative to the pasteboard, where a horizontal line has an angle of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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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topChange transformation settings

The Transform panel includes several options that determine how objects are transformed and how
transformations are displayed in the Transform and Control panels.

Change the reference point for selected objects

All transformations originate from a fixed point on or near the object, called the reference point. An icon  is
displayed at the reference point when a transformation tool, such as the Scale tool, is active.

Reference point moved to center (left), and object scaled (right)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specify a different reference point for the selected object, click any of the nine points on the
reference point locator  in the Transform or Control panel.

As you click different reference points on the Transform or Control panel (top left and right), the
reference point for the selected object changes (bottom left and right).

To move the selected object’s reference point to a specific location, select the Rotate tool , the
Scale tool , or the Shear tool , position the tool over the reference point icon, and then drag it
to a new location. Or, with one of these tools selected, click anywhere on the object or page. The
reference point moves to that location.

Note:

When a transform tool is selected, clicking away from the object does not deselect it— it moves the reference
point. Choose Edit > Deselect All to deselect an object.

The last-selected reference point on the reference point locator becomes the new default reference point for all
tools and objects. If you drag an object’s reference point icon to a custom location (not on an anchor point), the
panel reference point returns to the default position once the current object is no longer selected. InDesign
preserves the default reference point position for new documents so you don’t have to rese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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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the information displayed for nested objects

The Transform panel orients an object to a spread’s pasteboard, where a horizontal line has a rotation angle of 0°.
By default, this is true even if the object is nested inside a transformed container object (that is, if the object is
part of a transformed group or pasted inside a transformed frame). For example, if you paste an unrotated graphic
inside a frame, rotate the frame 10° with the graphic inside, and then select the graphic using the Direct Selection
tool, the Transform panel displays the graphic’s rotation angle as 10°.

Object’s rotation angle displayed relative to pasteboard

If you prefer, you can deselect the Transformations Are Totals command to see the same information relative to
the nested object’s container. In the example above, if you deselect Transformations Are Totals, the Transform
panel displays the graphic’s rotation angle as zero (the angle it has relative to its rotated container).

Object’s rotation angle displayed relative to container object

1. Open the Transform panel or Control panel.
2. In the Transform or Control panel menu,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Leave Transformations Are Totals selected (the default) to display transformation values for nested
objects relative to the pasteboard.

Deselect Transformations Are Totals to display rotate, scale, and shear values for nested objects
relative to the container object.

Measure the position of selected objects

The Show Content Offset command determines the appearance of the X and y values in the Transform panel for
nested objects selected with the Direct Selection tool . The selected reference point in the reference point locator
of the Transform and Control panels determines which of the nine reference points on the selected object is being
compared to the zero point of the document or to the zero point of a container frame. The zero point of a
container frame is always its upper-left corner.

The position of selected objects is measured from three positions:

The position of the container frame in relation to the zero point of the document. With Show Content Offset
turned on or off, select the container frame using the Selection tool.

The position of the nested object in relation to the zero point of the document. Turn off Show Content
Offset and select the nested object using the Direct Selection tool.

The position of the nested object in relation to the zero point (upper-left corner) of its container frame. Turn
on Show Content Offset and select the nested object using the Direct Selection tool.

Parent frame’s position displayed relative to zero point of document

Nested object’s position displayed relative to zero point of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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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ted object’s position displayed relative to container frame

If Show Content Offset is selected, the X and Y values of the embedded object appear relative to the container
object, and the X/Y icons in the Transform panel change to X+/Y+. If this command is deselected, the nested
object values appear relative to the rulers.

In the Transform or Control panel menu, select or deselect Show Content Offset.

Include or exclude stroke weight in measurements

Stroke weight can affect an object’s size and position. You can change the stroke’s alignment and then choose
whether the Transform panel measures an object’s size and position from the center or from the edge of its stroke.
For information on changing stroke alignment, see Stroke panel options.

Note:

This option does not change how stroke weights are affected when scaling a frame, only whether any changes
affect measurements.

In the Transform or Control panel menu,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Select Dimensions Include Stroke Weight when you want panel measurements to represent the outer
edge of an object’s stroke. For example, if one frame is 2 points shorter than the other, but the
shorter frame’s stroke is 2 points thicker, this setting will cause both frames to display the same
height values in the Transform and Control panels.

Deselect Dimensions Include Stroke Weight when you want the panel measurements to represent an
object’s path or frame regardless of its stroke weight. For example, two frames of the same height
will display the same height values in the Transform and Control panels, regardless of differences in
their stroke weights.

Transform objects

You can modify an object’s size or shape, and change its orientation on the pasteboard, by using tools and
commands. The toolbox includes four transformation tools—the Rotate, Scale, Shear, and Free Transform tools. In
addition, you can use the Selection tool to transform objects. All transformations, with the addition of reflection,
are available in the Transform and Control panels, where you can precisely specify transformations.

Transformation tools (top) compared to Transform panel (bottom)

A. Rotation options B. Shearing options C. Scaling options 

When transforming objects, note the following:

The results of a transformation can differ significantly, depending on what is selected. For example, when
you rotate an image, what gets rotated depends on whether you select the image, the frame, or the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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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image. Use the Selection tool  to transform (rotate, scale, or shear) an entire path and its content
(click outside the content grabber); use the Direct Selection tool  to transform just the path without its
content or the content without its path. To transform the content without its path, make sure that all
anchor points are selected.

To resize both the frame and content, use the Scale X Percentage and Scale Y Percentage fields, not the W and H
fields. The W and H fields change only the selected frame or content, not both. Keep in mind that you’re not
limited to specifying percentages in the Scale fields. You can type dimensions by including the unit of
measurement, such as “6p.”

A transformation affects all selected objects as a single unit. For example, if you select multiple objects and
rotate them 30°, they all rotate around one reference point. If you want to rotate each selected object 30°
around its own reference point, you must select and rotate them individually.

When transforming type, you can use either of two selection methods: Use the Selection or Direct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an entire text frame or text converted to outlines, and then use the transformation tools; or
use the Type tool to select text or to click an insertion point in a text frame, and then specify
transformations in the Transform panel, Control panel, or dialog boxes available when you double-click a
tool. In both cases, the transformation affects the entire text frame.

When you rotate, skew, or scale a group, the settings apply to the entire group, as well as to the individual
objects in the group. For example, if you rotate a group 30°, the rotation value in the Transform or Control
panel is 30° whether you select the group itself or direct-select an object in the group.

Transform objects with the Transform panel

Use the selection tool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content and frame are transformed together or separately.

1. Select an object to transform.

To transform both the frame and its content, use the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the frame.

To transform the content without transforming its frame, use the Direct Selection tool  to direct-
select the object, or use the Selection tool to click the content grabber of an image.

To transform a frame without transforming the content, direct-select the frame, and select all the
anchor points.

2. In the Transform panel or Control panel, specify the reference poin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ll values in the panel refer to the bounding boxes of the objects. X and Y values refer to the selected
reference point on the bounding box relative to the ruler origin.

3.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Enter new values in the text boxes.
Choose values from available pop-up menus.
Choose commands from the panel menu

Note:

To maintain the object’s proportions when using the Scale X Percentage and Scale Y Percentage options,
click the Constrain Proportions icon  in the panel. When the option is not selected, dots appear on both
sides of the icon (like a broken chain link). You can also specify dimensions rather than percentages by
specifying the unit of measurement, such as 6p.

4. Press Tab, Enter (Windows), or Return (Mac OS) to apply th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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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 objects with the Selection tool

Use the Selection tool to move, resize, and rotate objects.

1. Using the Selection tool , select an object. To transform an image within a frame, click the content
grabber that appears when you hold the pointer over an image.

2.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To move objects, click anywhere within the bounding box, and then drag.

To scale objects, hold down Ctrl (Windows) or Command (Mac OS), and drag any bounding box
handle until the object is the desired size. Include the Shift key to preserve the selection’s
proportions. Include the Alt (Windows) or Option (Mac OS) key to scale objects from the center.

To rotate objects, position the pointer anywhere outside a bounding box handle. When the pointer
changes to , drag until the selection is at the desired angle of rotation.

To reflect objects, drag a handle of the bounding box past the opposite edge or handle, until the
object is at the desired level of reflection.

Transform objects with the Free Transform tool

The Free Transform tool works the same way it does in Adobe Photoshop and Adobe Illustrator, by providing a
way to perform any transformation with just one tool. You can combine transformations, such as rotating and
scaling, while the Free Transform tool is active.

You can use keyboard shortcuts to instantly switch among the Free Transform tool (press E), the Selection tool (V),
and the Direct Selection tool (A).

1. Using the appropriate selection tool, select the object or objects to transform.
2. Select the Free Transform tool .

To move objects, click anywhere within the bounding box, and then drag.

To scale objects, drag any bounding box handle until the object is the desired size. Shift-drag the
handle to preserve the selection’s proportions.

To scale objects from the center of the bounding box, Alt-drag (Windows) or Option-drag (Mac OS).

To rotate objects, position the pointer anywhere outside the bounding box. When the pointer
changes to , drag until the selection is at the desired angle of rotation.

To reflect objects, drag a handle of the bounding box past the opposite edge or handle, until the
object is at the desired level of reflection.

To shear objects, begin dragging a handle, and then hold down Ctrl (Windows) or Command
(Mac OS). Hold down Alt+Ctrl (Windows) or Command+Option to shear from both sides of the
object.

Rotate objects

You can rotate objects using any of several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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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te an object using the Rotate tool

1. Select an object to rotate. To rotate both the frame and its content, use the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the
frame. To rotate the content without rotating its frame, click the Content Grabber or use the Direct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the object. To rotate a frame without rotating the content, direct-select the frame,
and select all the anchor points.

2. Select the Rotate tool .
3. If you want to use a different reference point for the rotation, click where you want the reference point to

appear.
4. Position the tool away from the reference point, and drag around it. To constrain the tool to multiples of

45°, hold down Shift as you drag. For finer control, drag farther from the object’s reference point.

You can also rotate by using the Free Transform tool.

If Smart Guides (and Smart Dimensions) are turned on, visual clues indicate when you’re rotating an object the
same degree as a nearby rotated object. For example, if you rotate one object on your page 24 degrees, a rotation
icon appears as you rotate another object close to 24 degrees.

Rotate an object using the Selection tool

Using the Selection tool, position the pointer anywhere outside a selection handle. When the pointer
changes to , drag until the selection is at the desired angle of rotation.

Rotate an object using the Transform or Control panel

1. Select an object to rotate. To rotate both the frame and its content, use the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the
frame. To rotate the content without rotating its frame, click the Content Grabber or use the Direct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the object. To rotate a frame without rotating the content, direct-select the frame,
and select all the anchor points.

2.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To rotate clockwise or counterclockwise in 90° increments, click either of the Rotate buttons in the
Control panel.

To rotate by a preset angle, choose an angle from the Rotation Angle  pop-up menu in the
Transform or Control panel.

In the Rotation Angle  box on the Transform or Control panel, type a positive angle to rotate
selected objects counterclockwise, or type a negative angle to rotate selected objects clockwise, and
then press Enter (Windows) or Return (Mac OS).

To create a copy of the object with the new rotation applied to the copy, type a value in the Rotation
Angle box on the Transform panel and then hold down Alt (Windows) or Option (Mac OS) as you
press Enter.

When you rotate a single object, the specified value remains displayed in the Transform or Control panel. When
you rotate multiple objects, the Rotation Angle is reset to 0 degrees, even though the objects are rotated.

Rotate an object using the Rotate 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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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can use the Rotate command to rotate an object by a specific amount. This command also lets you rotate a
copy of the selected object, leaving the original in place.

1. Select an object to rotate. To rotate both the frame and its content, use the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the
frame. To rotate the content without rotating its frame, direct-select the object. To rotate a frame without
rotating the content, direct-select the frame, and select all the anchor points.

2.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open the Rotate dialog box:

Choose Object > Transform > Rotate.

Double-click the Rotate tool .

Select the Rotate tool and Alt-click (Windows) or Option-click (Mac OS) on or near the object to
select a new reference point.

3. Enter the rotation angle, in degrees, in the Angle box. Enter a negative angle to rotate the object clockwise;
enter a positive angle to rotate the object counterclockwise.

4.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preview the effect before you apply it, select Preview.

To rotate the object, click OK.

To rotate a copy of the object, click Copy.

Move objects

You can move objects by cutting them from one spot and pasting them into another, by entering new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ordinates, or by dragging them. Dragging also allows you to move a copy of an object or to copy
objects between software applications.

The Smart Guides feature makes it easy to move objects to precise locations in your layout. As you drag an object,
temporary guides appear, indicating that the object you’re moving is aligned with an edge or center of the page or
with another page item.

Move objects

For best results, use the Selection tool to move multiple objects. If you use the Direct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multiple objects or paths, dragging moves only the selected graphic, path, or anchor points.

1. Select an object to move. To move both the frame and its content, use the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the
frame. To move the content without moving its frame, direct-select the object, or click the content grabber
when you mouse over an image. To move a frame without moving the content, direct-select the frame, and
select all the anchor points.

2.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paste the object (or a copy of it) in a new location, choose Edit > Cut or Edit > Copy. Target the
destination spread, and choose Edit > Paste. The objects appear in the center of the target spread.
To paste a copy at the same position as the original, choose Edit > Copy. Then, choose Edit > Paste
In Place. (To offset the copy from the original, nudge it using the arrow keys.)

If you want an object to appear in the same position on many pages, consider creating a master page and
paste the object on it.

To move an object to a specific numeric location, type a value for each of the X (horizontal) or Y
(vertical) position options in the Transform or Control panel. Then press Enter (Windows) or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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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OS).

To nudge an object slightly in one direction, press or hold an arrow key; to nudge an object ten
times as far, hold down Shift as you press an arrow key.

To move an object by dragging, drag the object to a new position. Shift-drag to constrain the
movement of the object horizontally, vertically, or diagonally (in multiples of 45°).

Drag the content grabber to move an image within its frame.

Move objects by a precise amount

You can use the Move command to move an object by a specific amount. This command also lets you move a
copy of the selected object, leaving the original in place.

1. Select an object to move. To move both the frame and its content, use the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the
frame. To move the content without moving its frame, direct-select the object. To move a frame without
moving the content, direct-select the frame, and select all the anchor points.

2. Choose Object > Transform > Move, or double-click the icon for the Selection or Direct Selection tool in the
toolbox.

3. In the Move dialog box,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Enter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stances that you want the object to move. Positive values move
the object down and to the right of the x axis; negative values move the object up and to the left.

To move an object a precise distance and angle, enter the distance and angle for the move. The
angle you enter is calculated in degrees from the x axis. Positive angles specify a counterclockwise
move; negative angles specify a clockwise move. You can also enter values between 180° and 360°;
these values are converted to their corresponding negative values (for example, a value of 270° is
converted to –90°).

4.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To preview the effect before you apply it, select Preview.

To move the object, click OK.

To move a copy of the object, click Copy.

Move objects to a precise location

1. Select an object to move.
2. If you want to use a different reference point for the move, click where you want the reference point to

appear.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move the object to the upper-left corner of the page, select the upper-left
reference point.

3. In the X and Y fields on the Transform panel, enter the coordinates where you want the selection to be
moved.

Specify the distance objects move when nudged

1. Choose Edit > Preferences > Units & Increments (Windows) or InDesign > Preferences > Units &
Increments (Mac OS).

2. For Cursor Key, specify the distance you want each press of an arrow key to move selected objec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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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click OK.

If you hold down Shift while moving a selection, the selection moves ten times the distance you specify here.

Scaling vs. resizing objects

Resizing and scaling are different actions in InDesign. Resizing is simply changing the Width and Height values of
an object. Scaling involves using a percentage value related to the original scale (100%) of the fram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sizing and scaling isn’t always apparent. A good way to see the difference is to resize
and scale a text frame that has a stroke applied to it. When you double the size of the text frame, the text size
and stroke weight remain the same. When you double the scale of the text frame, the text size and stroke weight
also double.

Resizing a frame

By default, when the frame (and not the frame contents) is selected, changing the values of the Width and Height
fields changes only the frame, not its contents, regardless of which selection tool is active.

Scaling a frame and its contents

When the frame is selected with the Selection tool, changing the values of the Scale X Percentage and Scale Y
Percentage fields changes the frame and its contents. If Auto-Fit is selected, the frame and its contents are
resized together.

Resizing or scaling frame contents

If you want to change only the content (resize or scale) of a frame, click the Content Grabber or use the Direct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the contents. Once selected, you can use the Width and Height fields or the Scale fields,
depending on your preference.

Overriding defaults

If you want to scale the frame or its contents by a percentage and have the results returned in the current
measurement system, you can enter in a number with the percent sign to override the default measurement
system. For example, if the current width is 12p, and you want the new width to be 75% of the current value, you
can enter 75% in the Width field. After you press Enter, the new value for the Width displays as 9p.

Similarly, you can use other measurement system values if you want to scale to a specific increment but have the
results display in percent of the original. For example, you can replace 100% with 9p, and InDesign figures out
which percentage is required to make it that width/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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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ze objects

Dragging the handle of a frame that includes contents, such as an imported graphic, does not resize the contents
by default.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the content and the container frame are separate items, each with its
own bounding box. Simply dragging the frame of an imported graphic will either crop the graphic or leave a blank
space outside the graphic, depending on which direction you drag. Being able to modify the frame apart from the
contents adds flexibility, but it takes some time to get used to.

The Smart Guides feature makes it easy to resize objects based on other items in your layout. As you resize an
object, temporary guides appear, indicating that the object is aligned with an edge or center of the page or is the
same height or width as another page item.

Resizing an imported graphic

A. Frame selected with Selection tool B. Frame resized C. Frame and content scaled 

To resize a frame, drag any handle using the Selection tool. If you hold down Ctrl (Windows) or Command
(Mac OS) while dragging, the frame and the content are scaled. Adding the Shift key scales proportionally.

Note:

If Auto-Fit is selected, resizing the frame resizes the image within the frame.

To resize the content of a graphics frame, use the Selection tool to click the content grabber or direct-select
the graphic, and then drag any of the graphics frame handles.
To resize a frame or its content to a precise size, select the object and enter the size in the width (W) or
height (H) fields on the Control panel.

To maintain the original proportions of the object when using the Control panel, make sure the Constrain
Proportions icon  is selected.

To resize both the frame and content, use the Scale X Percentage and Scale Y Percentage fields, not the W
and H fields. The W and H fields change only the selected frame or content, not both. Rather than
specifying percentages, you can type dimensions by including the unit of measurement, such as “6p.”
To resize a frame or its content to a percentage of its current size, select the object and enter the
percentage in the width or height fields on the Transform panel.
To create a copy of the selected object with the new size applied to the copy, type a value in the width or
height fields on the Transform panel and then hold down Alt (Windows) or Option (Mac OS) as you press
Enter.

After you resize a frame or object, you can use a fitting option (Object > Fitting) to fit the content to the frame or
the frame to the content.

Scale objects

Scaling an object enlarges or reduces it horizontally (along the x-axis), vertically (along the y-axis), or both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 relative to the reference point you specify.

By default, InDesign scales strokes. For example, if you scale a selected object with a 4-point stroke by 200%, the
Stroke panel indicates an 8-point stroke and the stroke visibly doubles in size. You can change the default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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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by deselecting Adjust Stroke Weight When Scaling in the Transform or Control panel menu.

Scale an object using the Selection tool

To scale the content and frame simultaneously, use the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the object and hold down
Ctrl (Windows) or Command (Mac OS). Add the Shift key to resize the object proportionally.

Scale an object using the Scale tool

1. Select an object to scale. To scale both the frame and its content, use the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the
frame. To scale the content without scaling its frame, click the Content Grabber to direct-select the object.
To scale a frame without scaling the content, direct-select the frame, and select all the anchor points.

2. Select the Scale tool .
3. Position the Scale tool away from the reference point and drag. To scale the x or y axis only, start dragging

the Scale tool along one axis only. To scale proportionally, hold down Shift as you drag the Scale tool. For
finer control, start dragging farther from the object’s reference point.

You can also scale by using the Free Transform tool.

Scale an object using the Transform panel

To maintain the original proportions of the object when using the Transform panel, make sure the Constrain
Proportions icon  is selected.

1. Select an object to scale. To scale both the frame and its content, use the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the
frame. To scale the content without scaling its frame, direct-select the object. To scale a frame without
scaling the content, direct-select the frame, and select all the anchor points.

2. In the Transform or Control panel,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Choose a preset percentage value in the Scale X Percentage  or Scale Y Percentage  pop-up
menu.

Type a percentage value (such as 120%), or a specific distance (such as 10p) in the Scale X
Percentage or Scale Y Percentage box, and then press Enter or Return.

Scale an object using the arrow keys

1. Select or direct-select the object or frame.
2. In the Transform panel, click in the Scale X Percentage  or Scale Y Percentage  box.
3. Press the Up or Down Arrow Keys to scale the object by 1% increments. By pressing the Shift key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arrow keys you can scale the object by increments of 10%.

If you use this method to scale up by a percentage and scale down by that same percentage, the object returns to
the original scale value if Adjust Scaling Percentage is selected in General preferences. For example, if you scale a
20-mm circle up 10% and then down 10%, the circle returns to 20 millimeters (not 19.8 mm).

Scale an object using the Scale 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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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lect an object to scale. To scale both the frame and its content, use the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the
frame. To scale the content without scaling its frame, direct-select the object. To scale a frame without
scaling the content, direct-select the frame, and select all the anchor points.

2.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open the Scale dialog box:

Choose Object > Transform > Scale.

Double-click the Scale tool .

Select the Scale tool and Alt-click (Windows) or Option-click (Mac OS) on or near the object to select
a new reference point.

3. Type a percentage value in the Scale X or Scale Y box.

To maintain the original proportions of the object when using the Transform panel, make sure the Constrain
Proportions icon  is selected.

4.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To preview the effect before you apply it, select Preview.

To scale the object, click OK.

To scale a copy of the object, click Copy.

Determine how scaling is tracked

You can determine how scaling is tracked in the interface. If the Apply To Content preference option is selected in
General preferences, scaling values are reset to 100% in the Transform panel after the object is scaled. If Adjust
Scaling Percentage is selected, scaling values remain as specified (such as 125%).

With multiple objects selected, the scaling value will always display as 100%. However, you can select objects
individually to see the applied effect of the transform (such as 125%) if Adjust Scaling Percentage is selected.

1. Choose Edit > Preferences > General (Windows) or InDesign > Preferences > General (Mac OS).
2. Under When Scaling, select Apply To Content or Adjust Scaling Percentage, and then click OK.

If Adjust Scaling Percentage is selected and you scale an object, you can choose Redefine Scaling As 100% from
the Transform or Control panel menu to reset the scaling percentages to 100%.

Adjust stroke weight when objects are scaled

Select the Adjust Stroke Weight When Scaling option in the Transform or Control panel menu.

For example, if you scale a 4-point stroke by 200% when this option is turned on, the stroke weight becomes 8
points. If you turn off this option, the object doubles in size but its stroke weight remains 4 points.

If this option is turned on and you scale an object disproportionally, InDesign applies the smallest stroke weight to
all sides. For example, suppose that you scale a selected object with a 4-point stroke only in the X direction by
200%. Instead of applying an 8-point stroke in the X direction and a 4-point stroke in the Y direction, InDesign
applies the smaller value (4 points) to all sides.

Scalability of a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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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created an object, and apply an effect, the effect scales consistently in proportion to the object scaling. The
proportion in which you scale the object, the effect gets scaled in the same proportion.

In preferences, General > Apply to content > Include Effects. Deselect this option if you want only the objects to
scale and not the effects.

Preferences - Include Effects

Or

Window > Object & Layout > Transform. From the flyout menu, select Adjust Effects when Scaling to turn the
effect scalability on or off.

Adjust Scaling

This works similar to the way stroke effects work. So you can scale effects just like you scale strokes.

Reset scaling value to 100%

In some cases, if you want to reset the Scale X and Scale Y values of an object to 100% without resizing the
object. For example, if you opened a document from a previous version of InDesign that has non-100% scaling
values, or you have scaled an object with the Adjust Scaling Percentage preference setting selected. When you
choose this command, the scaling values for all selected frames are reset to 100%. Choosing this command does
not change the size or appearance of objects.

1. Select one or more objects that have non-100% scaling values.

This command is dimmed if you direct-select an imported image or if an object has 100% scaling values.

2. Choose Redefine Scaling As 100% from the Transform or Control panel menu.

Note:

Choosing this command may result in unexpected behavior with objects in transformed groups.

Reflect (flip) objects

Reflecting an object flips the object across an invisible axis at the reference point you specify. (See Change
transformation settings.)

Original object (top) reflected using Flip Horizontal (middle) and Flip Vertical (bottom)

The flip/rotate indicator (P) in the middle of the Control panel appears white with a black outline if an object is
flipped. If the object is not flipped, the indicator is soli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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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lect an object to flip. To flip both the frame and its content, use the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the frame. To
flip the content without its frame, direct-select the object. To flip a frame without its content, direct-select
the frame, and select all the anchor points.

2.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reflect using the reference point as a horizontal axis, click the Flip Horizontal button in the Control
panel.

To reflect using the reference point as a vertical axis, click the Flip Vertical button in the Control
panel.

You can also reflect objects by using the Selection tool or Free Transform tool to pull one side of an object’s
bounding box past the opposite side, or by typing negative values into the Scale X Percentage or Scale Y
Percentage options in the Transform or Control panel.

Shear (skew) objects

Shearing an object slants or skews it along its horizontal or vertical axis, and can also rotate both of the object’s
axes. Shearing is useful for:

Simulating some types of perspective, such as isometric projection.

Slanting a text frame.

Creating cast shadows when you shear a copy of an object.

Shear an object

1. Select an object to shear. To shear both the frame and its content, use the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the
frame. To shear the content without its frame, click the Content Grabber to direct-select the object. To
shear a frame without scaling the content, direct-select the frame, and select all the anchor points.

2.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shear selected objects by dragging, select the Shear tool . Then position the Shear tool away
from the reference point, and drag. Shift-drag to constrain shearing to a perpendicular vertical or
horizontal axis. If you start to drag at a non-perpendicular angle and then hold down the Shift key,
shearing is constrained to that angle.

Object being sheared by dragging Shear tool with reference point placed in center

If you want to use a different reference point for the shearing, click where you want the reference point to
appear.

To shear using a preset value, in the Transform or Control panel, choose an angle from the Shear
pop-up  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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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hear using a specific value, in the Transform or Control panel, type a positive or negative angle
in the Shear box, and press Enter or Return.
To create a copy of the object with the new shear applied to the copy, type a value in the Shear box
in the Transform panel, and then hold down Alt (Windows) or Option (Mac OS) as press Enter.

When you shear a single object, the specified value remains displayed in the Transform or Control panel. When
you shear multiple objects, the Shear Angle value is reset to 0 degrees, even though the objects are sheared.

You can also shear by using the Free Transform tool.

Shear an object using the Shear command

You can shear an object by a specific amount by using the Shear command. This command also lets you shear a
copy of the selected object, leaving the original in place.

1. Select an object to shear. To shear both the frame and its content, use the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the
frame. To shear the content without its frame, click the Content Grabber to direct-select the object. To
shear a frame without scaling the content, direct-select the frame, and select all the anchor points.

2.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open the Shear dialog box:

Select Object > Transform > Shear.

Double-click the Shear tool .

Select the Shear tool and Alt-click (Windows) or Option-click (Mac OS) to select a new reference
point.

3. Type a new shear angle.

The shear angle is the amount of slant to be applied to the object, relative to a line perpendicular to the
shear axis. (Shear angle is calculated clockwise from the current axis.)

4. Specify the axis along which the object is to be sheared. You can shear an object along a horizontal or
vertical axis.

5.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To preview the effect before you apply it, select Preview.

To shear the object, click OK.

To shear a copy of the object, click Copy.

Repeat transformations

You can repeat transformations, such as moving, scaling, rotating, resizing, reflecting, shearing, and fitting. You
can repeat either a single transformation or a sequence of transformations, and you can apply those
transformations to more than one object at a time. InDesign remembers all transformations until you select a
different object or perform a different task.

Note:

Not all transformations are recorded. For example, modifying a path or its points is not recorded as a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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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lect one or more objects, and perform all the transformations you want to repeat.
2. Select the object or objects to which you want to apply the same transformations.
3. Choose Object > Transform Again and then select one of the following options:

Transform Again

Applies the last single transform operation to the selection.

Transform Again Individually

Applies the last single transform operation to each selected object individually, rather than as a group.

Transform Sequence Again

Applies the last sequence of transform operations to the selection.

Transform Sequence Again Individually

Applies the last sequence of transform operations to each selected object individually.

Clear transformations

1. Select the object or objects that have been transformed.
2. Choose Clear Transformations from the Transform or Control panel menu.

Unless all values are the default values, clearing transformations results in a change of appearance for the
objects.

Note:

If the Scale values were reset at 100%, clearing the transformations will not change the scale.

Adobe also recommends

Keys for transforming objects
Gallery of transformation tools
Keys for transforming objects
Use smart guides
Create masters
Use smart guides
Scale type
Keys for transforming objects
Duplicate objects

  Twitter™ and Facebook posts are not covered under the terms of Creative Commons.

Legal Notices   |   Online Privacy Policy

32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adobe.com/en_US/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s://www.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


To the top

To the top

Understanding graphics formats
Choosing the right graphics format
About vector graphics
About bitmap images
Image resolution guidelines for final output

Choosing the right graphics format

InDesign can import a wide range of graphics file formats. Consult with the service providers who will help you
produce your document to clarify which formats to use. You can then plan your document around those formats
and the options that best apply to your project.

The following table summarizes what graphics formats would work best for the kind of document you’re designing.

Final output Graphics type Format

High resolution (>1000 dpi) Vector drawings Illustrator, EPS, PDF

Bitmap images Photoshop, TIFF, EPS, PDF

Process-color separations Vector drawings Illustrator, EPS, PDF

Color bitmap images Photoshop, CMYK TIFF, DCS, EPS,
PDF

Color-managed graphics Illustrator, Photoshop, RGB TIFF,
RGB EPS, PDF

Low-resolution printing, or PDF for
online viewing

All Any (BMP images only)

Web All Any (InDesign converts graphics to
JPEG and GIF when exporting to
HTML)

About vector grap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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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ctor graphics (sometimes called vector shapes or vector objects) are made up of lines and curves defined by
mathematical objects called vectors, which describe an image according to its geometric characteristics.

You can freely move or modify vector graphics without losing detail or clarity, because they are resolution-
independent—they maintain crisp edges when resized, printed to a PostScript printer, saved in a PDF file, or
imported into a vector-based graphics application. As a result, vector graphics are the best choice for artwork, such
as logos, that will be used at various sizes and in various output media.

The vector objects you create using the drawing and shape tools in Adobe Creative Suite are examples of vector
graphics. You can use the Copy and Paste commands to duplicate vector graphics betweenCreative Suite
components.

About bitmap images

Bitmap images—technically called raster images—use a rectangular grid of picture elements (pixels) to represent
images. Each pixel is assigned a specific location and color value. When working with bitmap images, you edit
pixels rather than objects or shapes. Bitmap images are the most common electronic medium for continuous-tone
images, such as photographs or digital paintings, because they can more efficiently represent subtle gradations of
shades and color.

Bitmap images are resolution-dependent—that is, they contain a fixed number of pixels. As a result, they can lose
detail and appear jagged if they are scaled to high magnifications on-screen or if they are printed at a lower
resolution than they were created for.

Example of a bitmap image at different levels of magnification

Bitmap images sometimes require large amounts of storage space, and often need to be compressed to keep file
sizes down when used in certain Creative Suite components. For instance, you compress an image file in its
original application before you import it into a layout.

Note:

In Adobe Illustrator, you can create bitmap effects in your artwork using effects and graphic styles.

Image resolution guidelines for final output

Bitmap images contain a fixed number of pixels, usually measured in pixels per inch (ppi). An image with a high
resolution contains more, and therefore smaller, pixels than an image of the same printed dimensions with a low
resolution. For example, a 1-inch-by-1-inch image with a resolution of 72 ppi contains a total of 5184 pixels (72
pixels wide x 72 pixels high = 5184). The same 1-inch-by-1-inch image with a resolution of 300 ppi would contain
a total of 90,000 pixels.

For imported bitmap images, image resolu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source file. For bitmap effects, you can specify
a custom resolution. To determine the image resolution to use, consider the medium of final distribution for the
image. The following guidelines can help you determine your requirements for image resolution:

Commercial 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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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printing requires 150 to 300 ppi (or more) images, depending on the press (dpi) and screen frequency
(lpi) you’re using; always consult your prepress service provider before making production decisions. Because
commercial printing requires large, high-resolution images, which take more time to display while you’re working
with them, you may want to use low-resolution versions for layout and then replace them with high-resolution
versions at print time.

In Illustrator and InDesign, you can work with low resolution versions by using the Links panel. In InDesign you
can choose either Typical or Fast Display from the View > Display Performance menu; in Illustrator you can choose
View > Outline. Alternatively, if your service provider supports Open Prepress Interface (OPI), they may provide
low-resolution images to you.

Desktop printing

Desktop printing usually requires images within the range of 72 ppi (for photographs printed on a 300 ppi printer)
to 150 ppi (for photographs printed on devices up to 1000 ppi). For line art (1-bit images), make sure that the
resolution of your graphics matches the resolution of the printer.

Web publishing

Because online publishing generally requires images with pixel dimensions that fit the intended monitor, the images
are usually less than 500 pixels wide and 400 pixels tall, to leave room for browser window controls or such layout
elements as captions. Creating an original image at screen resolution—96 ppi for Windows–based images, and
72 ppi for Mac OS–based images—lets you see the image as it will likely appear when viewed from a typical web
browser. When you’re publishing online, the only times you’re likely to need resolutions above those ranges are
when you want viewers to be able to zoom in for more detail in a PDF document, or when you’re producing a
document for printing on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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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with files and templates
Recommended workflow for InDesign documents
Open InDesign documents
Convert earlier versions of InDesign documents
Using Adobe Bridge with InDesign
Adobe Version Cue
Use document templates
Reviewing InDesign documents
Designing calendars and business cards from templates

Recommended workflow for InDesign documents

You can improve performance and prevent many problems by establishing a good workflow to use with Adobe
InDesign.

Maintain a clean computer system

Over time, changes occur to software and hardware that can lead to performance loss and system problems.
Defragmenting the hard disk, removing older versions of software, updating device drivers, optimizing memory,
running virus protection utilities, and performing other maintenance tasks can prevent applications and files from
becoming damaged. Performing these tasks regularly helps ensure that InDesign opens, displays, and prints
documents as expected.

Create a project folder

Before you begin a project, determine which files you’ll need and how you’ll store them. If you’ve experienced
problems with broken links, consider storing your linked files in the same folder as your document. InDesign
maintains links to files you place in a document, but if a link is broken, InDesign looks for the file in the
document’s folder. Storing a document and its linked files in the same folder makes it easy to move them from one
computer to another. Storing files in one folder also ensures that InDesign finds the original graphics when printing
a document. If InDesign cannot locate a linked graphic, it won’t reflect changes you make to the original graphic,
and it may print the graphic poorly or not at all.

If your project consists of multiple documents (for example, chapters in a book), you may find it useful to create a
project folder that contains a folder for each document and its linked files.

Consider using a template

Use a template if you frequently create similar projects. Templates let you create consistent documents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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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ly while protecting the original file. For example, if you create a monthly newsletter, your template might
include ruler guides, page numbers, the newsletter masthead, and styles you want to use in each issue. (See Use
document templates.)

Open documents locally

Before you open a document stored on a network volume or on removable media, copy the document and any
linked graphics to your local hard disk. The slower access time and data transfer rate of a network volume or
removable media can cause data to become lost or corrupted, possibly damaging the document. However, be
aware of overriding someone else’s work if you copy the local files back to a network server.

Solve problems before converting a file

Damaged Adobe PageMaker or QuarkXPress® files usually remain damaged when opened in InDesign. If an error
or other unexpected behavior occurs with a converted file, open the original file in the source application and
troubleshoot it for damage.

If the converted file has problems, export it to IDML format, and then open the IDML file and save it as an
InDesign document.

Save documents

Save documents frequently, and create backup copies of important files. You can clear unnecessary data from a
document by using the Save As command. When you use the Save command, InDesign appends new information
to the document but doesn’t remove outdated data, such as information about a deleted graphic. When you use
the Save As command, however, InDesign completely rewrites the document, including only information about
objects and pages currently in the document. A document that contains only necessary data occupies less hard
drive space and redraws and prints more quickly.

Practice good design habits

Create styles in a document. Creating styles with no documents open can cause duplicate styles to appear
when you create a new document. To share styles in documents, save the styles and load them.

Use appropriate fonts. When choosing fonts for a document, consider how you intend to format and print
the text. InDesign works well with OpenType®, Type 1 (also called PostScript), and TrueType fonts.
Damaged or poorly constructed fonts can damage an InDesign document or cause it to print with
unexpected results, so use reliable fonts created by established font vendors. If you work with a service
bureau, find out its font requirements.

Avoid using too many text frames. Use as few text frames as possible to keep the document file size
smaller and the layout easier to manipulate.

Be smart with art

Use the appropriate graphics file format. When you create graphics for a project, consider how you pla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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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the document. If you intend to print the document at a service bureau, ask the service bureau which
graphic formats work best with the output device it uses. The service bureau can also advise you on the
optimal resolution for images.

Store graphics externally. When you import a graphic file, InDesign creates a link to the graphic by default.
Linking helps minimize the file size of the document and improves the performance of InDesign. When you
print the document, the original graphic file must be available and linked. If InDesign can’t find the original,
the graphic may print as a low resolution preview or as a gray box.

Verify links and fonts before you print

To ensure that a document prints correctly, verify that all links are intact and all fonts are available. A link
becomes broken if you delete, move, or rename the original graphic. Use the Preflight and Package features before
handing off files to a service bureau.

Open InDesign documents

In general, you open document and template files the same way you do in other programs. When you open an
InDesign template, it opens as a new, untitled document by default. Document files use the extension .indd,
template files use the extension .indt, snippet files use the extension .idms, library files use the extension .indl,
interchange files use the extension .inx, markup files use the extension .idml, and book files use the extension
.indb.

You can also use the File > Open command to open files from earlier versions of InDesign, InDesign Interchange
(.inx) files, InDesign Markup (.idml) files, Adobe PageMaker 6.0 and later, QuarkXPress 3.3 and 4.1, and
QuarkXPress Passport 4.1 files. In addition, other software vendors may make plug-in software that lets you open
other file formats.

To view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an InDesign document, hold down Ctrl and choose Help > About InDesign
(Windows) or hold down Command and choose InDesign > About InDesign (Mac OS).

Use the Open command

1. Choose File > Open and select one or more documents.

2.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and then click Open:

Select Normal (Windows) or Open Normal (Mac OS) to open the original document or a copy of a
template.

Select Original (Windows) or Open Original (Mac OS) to open an original document or template.

Select Copy (Windows) or Open Copy (Mac OS) to open a copy of a document or template.

3. If a warning message appears telling you that the color settings in the document are different from the
color settings in the application, select an option, and click OK.

Note:

Color warning messages are off by default, but you can show warnings if you change the default settings in
the Color Settings dialog box (Edit >Color Settings.)

4. If a warning message appears telling you that the document contains missing fonts,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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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k OK. InDesign will automatically format the text with a substitute.

Click Find Font to search for and list fonts used throughout your document.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finding missing fonts, see Find and change fonts.

5. If a warning message appears telling you that the document contains missing or modified links, use the
Links panel to fix the links. See Update, restore, and replace links.

Open recent document

Choose File > Open Recent, and select one of the documents you saved recently.

To specify how many recent documents are displayed, choose Edit > Preferences > File Handling (Windows), or
InDesign > Preferences > File Handling, and then specify a number for Number Of Recent Items To Display. The
maximum number is 30.

Choosing word lists when opening documents

When opening a document, you may see an alert message asking if you want to use the word list in the document
or an exception word list in the user dictionary. An exception word list includes words that were added to the User
Dictionary while the document was worked on. If you know which exception word list you use, click its button. If
you’re not sure, click either button, choose Edit > Spelling > Dictionary to inspect the word lists, and then, if
necessary, choose Edit > Preferences > Dictionary (Windows) or InDesign > Preferences > Dictionary (Mac OS) to
reset the word list used for composition. See Hyphenation and spelling dictionaries.

Convert earlier versions of InDesign documents

To convert previous versions of InDesign documents to the current version, choose File > Open and open
the file.

Keep in mind the following points:

If you used third-party plug-ins to create an earlier version of a document, check with the
manufacturer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installed correctly for and are compatible with
InDesign CS5 before you convert the document.

When you convert a document, you may see an alert message asking if you want to use the
exception word list in the user dictionary or the one in the document.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is alert
message, see Choosing word lists when opening documents.

Library files created in earlier versions of InDesign will open and convert in InDesign CS5, even if the
library is locked. You have to specify a name and location for the converted library files; the default
naming convention is filename-X.indl.

Previous versions of InDesign can’t open latest InDesign documents directly. For example, to open an
InDesign CS5 document in InDesign CS4, you must do two things. First, choose File > Export in
InDesign CS5 to save the document in IDML format. Second, update InDesign CS4 with special
plug-ins that let you open the IDML file. (See Save backwards to the previous InDesign version.)

If you’re experiencing problems with a document that was created in a previous version of InDesign, use the
Export dialog box in InDesign CS5 to save the document in InDesign Markup (IDML) format. Then open the IDML
file and save it as an InDesign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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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Adobe Bridge with InDesign

Adobe Bridge is a cross-platform application included with AdobeCreative Suite components that helps you locate,
organize, and browse the assets you need to create print, web, video, and audio content. You can start Adobe
Bridge from any Creative Suitecomponent (except Adobe Acrobat®), and use it to access both Adobe and non-
Adobe asset types.

From Adobe Bridge, you can:

Manage image, footage, and audio files: Preview, search, sort, and process files in Adobe Bridge without
opening individual applications. You can also edit metadata for files, and use Adobe Bridge to place files into
your documents, projects, or compositions.

View the links inside an InDesign document as thumbnails while in Adobe Bridge, without actually having to
open the InDesign document in InDesign.

Drag assets from Adobe Bridge into the InDesign document window, or drag assets from the document
window into Adobe Bridge to create snippets. See Use snippets.

Perform automated tasks, such as batch commands.

Synchronize color settings across color-managed Creative Suite components.

Start a real-time web conference to share your desktop and review documents.

Adobe Version Cue

Adobe Version Cue® and Adobe Drive are not included in Adobe Creative Suite 5, nor any future version of the
Creative Suite. Adobe continues to invest in asset management enablement through open industry standards and
partnerships.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www.adobe.com/go/learn_vc_end_en.

Use document templates

Templates are useful starting points for standard documents because you can preset them with layout, graphics,
and text. For example, if you prepare a monthly magazine, you can create a template that contains the layout of a
typical issue, including ruler guides, grids, master pages, custom styles and swatches, placeholder frames, layers,
and any standard graphics or text. That way you can simply open the template each month and import new
content.

You create a template the same way you create a regular document; the only difference occurs when you save the
document. When you prepare a template for others to use, you may want to add a layer containing instructions
about the template; hide or delete the layer before printing the document. See Layers.

Note:

For Chinese versions of InDesign, you can open specially designed templates that include custom mojikumi sets.

Save a document as a 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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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oose File > Save As, and specify a location and filename.
2. Choose InDesign CS5 Template for Save As Type (Windows) or Format (Mac OS), and then click Save.

Start a new document from a template

1. Choose File > Open.
2. Locate and select a template.
3. Select Normal (Windows) or Open Normal (Mac OS), and then click Open.
4. Save the new document with its own name.

Edit an existing template

1. Choose File > Open.
2. Locate and select a template.
3. Select Original (Windows) or Open Original (Mac OS), and then click Open.

Reviewing InDesign documents

Adobe offers several methods for reviewing InDesign documents.

Tracking editing changes

As you or another person edits text, InDesign highlights added text and strikes through deleted text when Track
Changes is turned on. Use the Story Editor to view changes. The document owner can go through the edits and
accept or reject changes. See Tracking and reviewing changes.

Using Acrobat to review a PDF file

You can export the InDesign document to PDF and use Adobe Acrobat to set up an e-mail review or a shared
review on Acrobat.com or another server. Reviewers can add comments using the Sticky Note tool and other
markup methods. The document owner can then go through the PDF review comments and edit the original
InDesign document.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Acrobat Help.

Using CS Review

CS Review is an online subscription service that lets you share your designs on the web so that others can provide
immediate feedback. When you create a review using the CS Review panel, you upload one or more snapshots of
the file to the Acrobat.com workspace. Reviewers can then add comments.

When you create a review, you can divide the review into parts that offer separate areas for review commenting. A
review can consist of parts from different files and applications. As the review progresses, you can add and remove
review parts as part of a dynamic review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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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topDesigning calendars and business cards from templates

One way to create a calendars, business cards, resumes or CVs, and other specialized documents is to use
templates.

Adobe provides several templates at the Adobe Marketplace and Exchange site:

www.adobe.com/go/exchange

Use search to locate additional resources for specialty documents.

Adobe also recommends

Save backwards to the previous InDesign
Add documents to a book file
Hyphenation and spelling dictionaries
Save backwards to the previous InDesign
Plug-ins
Reusing graphics and text
Adobe Bridge
Mini Bridge
CS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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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with frames and objects
Modifying objects using graphics frames
Paste an object into a frame
Remove a frame’s content
Fitting objects to frames
Move a graphics frame or its content
Create a border or background
Crop or mask objects
Object export options

Modifying objects using graphics frames

Adobe InDesign objects include any item you can add or create in the document window, including open paths,
closed paths, compound shapes and paths, type, rasterized artwork, 3D objects, and any placed file, such as an
image.

If a graphic exists inside a frame (as all imported graphics do), you can modify it by changing its relationship to its
frame, as in the following examples:

Crop a graphic by making its frame smaller.

Create various masking and layout effects by pasting an object into a frame.

Add a keyline or outline to a graphic by changing the stroke weight and color of its frame.

Center a graphic against a background rectangle by enlarging its frame and setting the frame’s fill color.

Paste an object into a frame

Use the Paste Into command to nest graphics within container frames. You can even nest graphics into nested
frames.

Background image pasted into a frame

1.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paste one object inside a frame, select the object.

To paste two or more objects inside a frame, group them first, because a frame can contain only
one object.

To paste a text frame inside another frame and preserve its current appearance, select the ent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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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frame using the Selection tool  or Direct Selection tool , not the Type tool.

2. Choose Edit > Copy (or Edit > Cut, if you don’t want to keep the original).
3. Select a path or frame, and then choose Edit > Paste Into.

Remove a frame’s content

1.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If you’re removing a graphic or a text frame, select the object with the Direct Selection tool . Or,
use the Selection tool to click the content grabber of the image.

If you’re removing text characters, select them with the Type tool .

2.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permanently remove the content, press Delete or Backspace.

To place the content elsewhere on the layout, choose Edit > Cut, deselect the frame, and then
choose Edit > Paste.

Note:

An imported image cannot exist without a frame. If you cut an imported image from its frame and paste it
elsewhere within a document, a new frame is created for it automatically.

Fitting objects to frames

If the frame and its content are different sizes, you can use the Fitting commands to achieve a perfect fit.

Frame alignment options apply to frames that contain either a graphic or another text frame (text frames nested
within another frame), but they do not affect paragraphs inside a text frame—you control alignment and
positioning of text itself using the Text Frame Options command and the Paragraph, Paragraph Styles, and Story
panels.

Fit an object to its frame

1. Select the frame of the object.

2. Choose Object > Fitting and one of the following options:

Fit Content To Frame

Resizes content to fit a frame and allows the content proportions to be changed. The frame will not change,
but the content may appear to be stretched if the content and the frame have different proportions.

Fit Frame To Content

Resizes a frame to fit its content. The frame’s proportions are altered to match the content proportions, if
necessary. This is useful for resetting a graphics frame that you accidentally al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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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fit a frame to its content quickly, double-click any corner handle on the frame. The frame resizes away
from the point you click. If you click a side handle, the frame resizes only in that dimension.

Aligning an object within a graphics frame

A. Original B. Frame resized to fit content C. Content resized to fit frame 

Center Content

Centers content within a frame. The proportions of the frame and its content are preserved. The size of the
content and frame are unaltered.

Fit Content Proportionally

Resizes content to fit a frame while preserving the content proportions. The frame’s dimensions are not
changed. If the content and the frame have different proportions, some empty space will result.

Fill Frame Proportionally

Resizes content to fill the entire frame while preserving the content’s proportions. The frame’s dimensions
are not changed. If the content and the frame have different proportions, some of the content will be
cropped by the bounding box of the frame.

Note:

The Fitting commands fit the outer edges of the content to the center of the frame’s stroke. If the frame
has a thick stroke weight, outer edges of the content will be obscured. You can adjust the frame’s stroke
alignment to the center, inside, or outside of a frame edge. (See Set strokes.)

To remove undesired fitting settings applied using Auto-Fit, choose Object > Fitting > Clear Frame Fitting
Options.

Using Auto Fit

If you resize an image frame when Auto-Fit is not selected, the frame resizes while the image size remains the
same. If you select Auto-Fit, the image resizes with the frame. If you decide to crop or transform the image, use
the Direct Selection tool to transform the image itself. Or, deselect Auto-Fit, transform the image, and select Auto-
Fit again.

You can select the Auto-Fit option in the Control bar and in the Frame Fitting Options dialog box.

Set frame fitting options

You can associate a fitting option to a placeholder frame so that whenever new content is placed in that frame, the
fitting command is applied.

1. Select a frame.

2. Choose Object > Fitting > Frame Fitting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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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pecify the following options, and then click OK:

Auto-Fit

Select this option if you want the image to resize automically when you resize the frame.

Reference Point

Specify a reference point for the cropping and fitting actions. For example, if you select the upper-right
corner for a reference point and choose Fit Content Proportionally, the image may be cropped on either the
left or bottom side (away from the reference point).

Crop Amount

Specify the location of the image’s bounding box in relation to the frame. Use positive values to crop the
image. For example, you may want to exclude a border that surrounds the placed image. Use negative
values to add space between the image’s bounding box and the frame. For example, you may want white
space to appear between the image and the frame.

If you enter crop values that cause the image not to be visible, those values are ignored, but the fitting
option is still implemented.

Fitting On Empty Frame

Specify whether you want to fit the content to the frame (which may cause the image to be skewed), fit
the content proportionally (some empty space may result), or fill the frame proportionally (one or more
sides may be cropped).

The fitting action is applied only when content is placed into a frame. If you resize the frame, the fitting option is
automatically reapplied only if Auto-Fit is selected.

Move a graphics frame or its content

When you use the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a graphics frame, you can select either the frame or the image within
the frame. If you click outside the content grabber and drag the selection, the frame’s content moves with the
frame. If you drag the content grabber, the image moves within the frame.

The following techniques include ways to move a frame or its content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These
techniques are useful for adjusting a graphic when cropped or masked in its frame.

If a selection tool doesn’t work the way you expect it to, try deselecting everything first. Do this by pressing
Ctrl+Shift+A (Windows) or Command+Shift+A (Mac OS).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To move a frame together with its content, use the Selection tool  to click the image outside the
content grabber.

To move imported content without moving the frame (that is, to pan content behind its frame), drag
the content grabber. You can also use the Direct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and drag the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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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 the content, but not its frame

Note:

If you hold down the mouse button on a graphic before you move it, a dynamic graphics preview (a
ghosted-back image) of the outside of the frame appears, but the preview of the image that moves inside
the frame is not ghosted. This makes it easier to see how you are positioning the entire image within a
frame.

To move a frame without moving its content, click the frame using the Selection tool, switch to the
Direct Selection tool, and then drag the center point.

Moving the frame, but not its content

To move multiple frames, use the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the objects, and then drag them. If you
use the Direct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multiple objects, only the item you drag is affected.

Create a border or background

A graphics frame is ideally suited for use as a border or background for its content, because you can change the
frame’s stroke and fill independent of the content.

Adding borders to graphics frames

A. Photo in graphics frame B. Frame with stroke applied C. Frame enlarged with both stroke and fill applied 

1. Using the Selection tool , click an imported graphic outside the content grabber to select its frame.
2. To enlarge the frame without resizing the graphic, drag any bounding box handle outward. To maintain

frame proportions, hold down Shift as you drag.
3. Use the Swatches panel and the toolbox to apply a stroke and fill color.
4. Use the Stroke panel to adjust the frame’s stroke weight, style, or alignment.

You can quickly enlarge a frame equally around all sides by using the Transform or Control panel. Select the frame
with the Direct Selection tool , set the panel reference point locator  to the center point, and enter new values for
the width and height.

Crop or mask objects

Cropping and masking are both terms that describe hiding part of an object. In general, the difference is that
cropping uses a rectangle to trim the edges of an image, and masking uses an arbitrary shape to make an object’s
background transparent. A common example of a mask is a clipping path, which is a mask made for a specific
image.

Use graphics frames to crop or mask objects. Because an imported graphic is automatically contained within a
frame, you can crop or mask it immediately without having to create a frame for it. If you haven’t created a frame
for an imported graphic manually, the frame is automatically created at the same size as the graphic, so it is not
obvious that the frame is there.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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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fficient printing, only the data for the visible parts of cropped or masked images is sent when you output the
document. However, you still save disk space and RAM if you crop or mask images to their desired shapes and
sizes before importing them into your document.

To crop an imported image or any other graphic already inside a rectangular frame, click the object using
the Selection tool  and drag any handle on the bounding box that appears. Press Shift as you drag to
preserve the frame’s original proportions.

Cropping an image using a graphics frame

To crop or mask any object, use the Selection or Direct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one object you want to
mask. Choose Edit > Copy, select an empty path or frame smaller than the object, and choose Edit > Paste
Into.
To crop frame content precisely, select the frame with the Direct Selection tool, and use the Transform or
Control panel to change the size of the frame.
To specify crop settings for an empty placeholder frame, choose Object > Fitting > Frame Fitting Options,
and then specify the crop amount.

With an imported graphic, you can also create a mask by using the drawing tools to change the shape of the
graphic’s existing frame.

Creating see-through text

Learn how to make see-through text in this quick tutorial.... Read More

http://goo.gl/pY2e0

by David Blatner

Turn any object into a transparency mask

Learn how to make any object, text, or path into a transparency mask.... Read More

http://goo.gl/yQe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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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David Blatner

Object export options

Introduction to object export options

Object export options can be used to specify export parameters required when you export to different formats such
as EPUB, HTML, or accessible PDFs.

Object export options can be applied to both text frames and graphic frames, as well as groups. Use Object export
options to:

Define Alt text for placed images and graphics.

Apply tags and actual text settings for tagged PDFs.

Create different conversion settings on each object, so that they render well on different screen sizes and
pixel densities. Use these options to control the quality of rasterization applied to text effects such as drop
shadow and bevel when you export the layout to HTML or EPUB.

Note:

If an object is hyperlinked, it would be supported on export.

Apply Object export options

1. Select the frame or group in the layout.

2. Choose Object > Object Export Options.

or

Right-click on the object and select Object Export Options.

3. Apply the settings.

You can leave the Object Export Options dialog box while you select other objects on the layout to apply the
settings.

Alt-text options

Alternative text (Alt text) is a brief text-based description of an image or graphic. This text is used in situations
where the image is not rendered or to help screen-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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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text Source

Select the source to assign the Alt text for the selected frames or groups.

Note:

When you import content from Microsoft Word, InDesign also imports alt-text applied to images.

Custom

Enter text manually.

From Structure

Use text as specified in the structure. See Label graphics for use with screen-reader software.

From XMP (Title |Description |Headline)

Use data stored in common XMP fields. If XMP data is updated using another application such as Adobe Bridge,
when you update the link, text is updated automatically.

From Other XMP

If text string is stored in some other XMP field, enter the complete namespace and property name in
<ns>:<property> format. For example, the Adobe Bridge user interface supports IPTC Core, which contains a field
titled “IPTC Subject Code”. If this field was used to store the text string, then the Property value would be
“Iptc4xmpCore:SubjectCode[1].”

Tagged PDF options

Apply Tag

Select the source to assign the PDF Tag for the selected frames or groups.

From Structure

Use text as specified in the structure.

Artifact

Use for graphic elements that have no important meaning when they are read aloud by a screen reader.

Based on Object

Automatically determines the content of the frame and applies “Story” or “Figure” 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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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l Text Source

PDF also supports actual text, in addition to Alt text. Actual text can be applied to graphic elements that visually
look like text. For example, a scanned TIFF image. Actual text is used to represent words that were converted to
artwork. Actual text is only applicable for tagged PDFs.

Custom

Enter text manually.

From Structure

Use text as specified in the structure. See Label graphics for use with screen-reader software.

From XMP (Title |Description |Headline)

Use data stored in common XMP fields. If XMP data is updated using another application such as Adobe Bridge,
when you update the link, text is updated automatically.

From Other XMP

If text string is stored in some other XMP field, enter the complete namespace and property name in
<ns>:<property> format. For example, the Bridge user interface supports IPTC Core, which contains a field titled
“IPTC Subject Code”. If this field was where the text string is stored, then the Property value would be
“Iptc4xmpCore:SubjectCode[1].”

EPUB and HTML options

Use the EPUB and HTML options to specify image conversion settings for individual objects. If these settings are
not specified, the EPUB export image conversion settings are used. See EPUB Images options.

Objext Export Options

epub: type

Click the arrow icon to choose the order in which the reader can read the document.

Preserve Appearance From Layout

Check to specify custom image conversion settings for selected frames.

Default

Deafult settings mapped to the Export dialog settings di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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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Existing Image for Graphic Objects

Uses an existing image for graphic objects

Rasterize Container

Convert the object into an image. For example, a text frame gets converted to an image.

Rasterize Content

The appearance is preserved via CSS. 

Custom Rasterization

Check to specify custom image conversion settings for selected frames.

Format

Lets you choose whether the optimized images in your document are converted to GIF, JPEG, or PNG.

Resolution (ppi)

Specify the resolution of the images in pixels per inch (ppi). While operating systems have standardized on either
72 ppi or 96 ppi, mobile devices range from 132 ppi (iPad), to 172 ppi (Sony Reader), to over 300 ppi (iPhone 4).
You can specify a ppi value for each object selected. Values include 72, 96, 150 (average for all eBook devices
today), and 300.

Palette

Lets you control how InDesign handles colors when optimizing GIF files. The GIF format uses a limited color
palette, which cannot exceed 256 colors.

Choose Adaptive to create a palette using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colors in the graphic without any dithering
(mixing of small spots of colors to simulate additional colors). Choose Web to create a palette of web-safe colors
that are a subset of Windows and Mac OS system colors. Choose System (Win) or System (Mac) to create a
palette using the built-in system color palette. This choice may cause unexpected results.

Select Interlace to display a slowly loaded image gradually by filling in missing lines. If this option is not select, an
image looks fuzzy and gradually becomes clear as the image reaches full resolution.

Quality

Determines the trade-off between compression (for smaller file sizes) and image quality for each JPEG image
created. Low produces the smallest file and lowest image quality.

Method

Determines how quickly JPEG graphics display when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image is opened on the web. Choose
Progressive to make the JPEG images display gradually and in increasing detail as they are downloaded. (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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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with this option are slightly larger and require more RAM for viewing.) Choose Baseline to make each JPEG
file display only after it has been downloaded; a placeholder appears in its place until the file displays.

Custom Layout

Select the layout preference from the drop-down list.

Alignment and Spacing: Specify the image alignment, left, center, right, and the top and bottom
padding.
Float Left: Select this option for floating left alignment.
Float Right: Select this option for floating right alignment.

Insert Page Break

Select this option to insert page breaks with images. Page breaks can be inserted Before Image, After Image, or
Before and After Image.

Size

Choose the custom CSS width and height from the following options:

None: No CSS width or height is applied on the object.
Default: The default CSS width and height are used.
Fixed: A fixed CSS width and height are applied.
Relative to Text Flow: Applies to CSS width only. The CSS width adapts to the text flow.
Relative to Text Size: Applies to CSS width only. The CSS width adapts to the text flow.
Custom Width: Select this option to enter the custom value for width.
Custom Height: Select this option to enter the custom value for height.

Note:

The Size drop-down list is applicable for the EPUB Reflowable and HTML Layout only. This is not applicable for
EPUB Fixed Layout.

Adobe also recommends

Using placeholders to design pages
Object styles
Applying line (stroke) settings
Apply color

  Twitter™ and Facebook posts are not covered under the terms of Creative Commons.

Legal Notices   |   Online Privac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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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建立條件文字 (影片 6:48)，CS4-CS6
David Blatner  (2011/01/01)
教學影片
瞭解如何在 InDesign 中使用條件文字。

連結文字內文 (PDF, 217 KB)
文章  (2011/01/01)
關於 InDesign CS5.5 中放置和連結內文功能的簡短教學課程。

跨欄與分割欄的段落 (影片 2:01)
Michael Ninness  (2011/01/01)
教學影片
觀看如何在 InDesign CS5 和更新版本中，以較少步驟建立複雜的版面，包含跨欄與分割欄的段落。

追蹤文字變更 (影片 2:01)
Michael Ninness  (2011/01/01)
教學影片
瞭解如何在 InDesign CS5 和更新版本中，使用新的「追蹤文字變更」獲得更高的效率。

建立項目符號和編號 (影片 12:16)，CS3-CS6
Anne-Marie Concepcion   (2011/01/01)
教學影片
觀看如何建立項目符號，並將其新增至版面。

建立註腳 (影片2:44)，CS3-CS6
David Blatner  (2011/01/01)
教學影片
在此簡短影片中，瞭解新增註腳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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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連文字

回到頂端

串連文字框
剪下或刪除串連的文字框
手動或自動排文
使用智慧型文字重排

串連文字框

框架中的文字可以獨立於其他框架，也可以在連接的框架間排文。若要連接的框架 (亦稱為文字方框) 之間排文，您必須先將框架連接。連接的框架可
以位在同一個頁面或跨頁上，或是位在文件中的其他頁面上。在框架間連接文字的程序稱為串連文字。此程序亦稱為連結文字框或連結文字方框。

每個文字框都包含一個輸入埠和一個輸出埠，用於連接其他文字框。空白的輸入埠或輸出埠分別表示內文的開頭或結尾。連接埠的箭號表示框架已連
結到另一個框架。輸出埠的紅色加號 (+) 表示內文中有更多要置入的文字，不過已經沒有可置入文字的文字框。這些不可見的文字稱為溢排文字。

 
串連的框架 
A. 位在內文開頭的輸入埠 B. 指示串連到下一個框架的輸出埠C. 文字串連D. 指示串連自上一個框架的輸入埠 E. 指示溢排文字的輸出埠

選擇「檢視 > 其他 > 顯示串連文字」，查看串連框架的視覺呈現。無論文字框是否包含文字，都可以串連文字框。

新增框架到串連中

1. 使用「選取」工具  選取文字框，然後按一下輸入埠或輸出埠，載入文字圖示。

按一下輸入埠，可將框架新增到選取的框架之前；按一下輸出埠，可將框架新增到選取的框架之後。

2. 將已載入的文字圖示  移到希望新文字框顯示之處，然後按一下或拖移以建立新文字框。

如果已載入的文字圖示在作用中，您就可以執行許多動作，包括翻頁、建立新頁面、放大顯示和縮小顯示。如果您已開始串連兩個框架，但隨後改
變主意，您可以按一下「工具箱」內的任何工具取消串連， 沒有任何文字會遺失。

新增現有框架到串連中
1. 使用「選取」工具選取文字框，然後按一下輸入埠或輸出埠，載入文字圖示。
2. 將已載入的文字圖示移到要連接的框架上， 已載入的文字圖示會變更為串連圖示。

 
將現有框架新增到串連中

3. 在第二個框架內按一下，將它串連到第一個框架。

 

當您將框架格點串連至純文字框或使用不同格點設定的其他框架格點時，串連框架的文字框將重新定義，以符合來源框架格點串連的設定。

您可以新增自動「續見」或「上接」跳頁線，追蹤跨越不同框架的串連內文 (請參閱為內文跳頁新增自動編排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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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框架到一連串串連的框架內
1. 使用「選取」工具，在內文中要新增框架的位置按一下輸出埠。放開滑鼠按鈕時，會顯示已載入的文字圖示。
2. 拖移以建立新框架，或選取不同的文字框。InDesign 會將框架串連到包含內文的一系列連結的框架中。

 
新增框架到串連內 (上圖) 及結果 (下圖)

解除串連文字框
解除串連文字框時，會中斷框架與串連中所有後續框架之間的連接。先前顯示在框架中的任何文字會變成溢排文字 (不會將文字刪除)， 且所有後續框
架會變成空白。

使用「選取」工具，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按兩下輸入埠或輸出埠，中斷框架之間的連接。

按一下表示串連至另一個框架的輸入或輸出埠。例如，在兩個框架的串連中，按一下第一個框架的輸出埠，或第二個框架的輸入埠。將已載

入的文字圖示移到上一個或下一個框架上，顯示解除串連圖示 。在您要從串連中移除之框架內按一下。

 
將框架從串連中移除

如果要將一個內文中斷成兩個內文，請剪下要放到第二個內文中的文字，並中斷框架之間的連接，然後將文字貼入第二個內文的第一個框架內。

剪下或刪除串連的文字框

每次您剪下或刪除文字框時，不會刪除文字，文字仍然會在串連中。

從串連中剪下框架
您可以從串連中剪下框架，並在其他位置貼上框架。移除的框架會包含文字的拷貝，不會有任何文字從原始內文中移除。一次剪下及貼上一系列串連
的文字框時，貼上的框架會保持與彼此之間的連接，但是會中斷與原始內文中任何其他框架之間的連接。

1. 使用「選取」工具，選取一或多個框架 (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選取多個物件)。
2. 選擇「編輯 > 剪下」。框架會消失，其中所含的任何文字會排文到內文中的下一個框架內。剪下內文中的最後一個框架時，文字會存放於上一
個框架中成為溢排文字。

3. 如果要在文件中的其他位置使用已中斷連接的框架，請跳至希望中斷連接的文字顯示的頁面，然後選擇「編輯 > 貼上」。

從串連中刪除框架
刪除屬於串連一部分的文字框時，不會刪除任何文字：文字會溢排或排文到下一個接連的框架中。如果該文字框沒有連接到任何其他框架，則會將框
架和文字一併刪除。

1. 如果要選取文字框，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使用「選取」工具，按一下框架。

使用「文字」工具，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然後按一下框架。

2. 按 Backspace 鍵或 Delete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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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回到頂端

手動或自動排文

置入文字後，或是按一下輸入埠或輸出埠後，指標會變成已載入的文字圖示 。已載入的文字圖示可讓您將文字排流到頁面上。按住輔助按鍵，可以
確定文字的排文方式。已載入的文字圖示會隨著置入位置不同而改變外觀。

如果將已載入的文字圖示移到文字框上，圖示會以括號括住 。將已載入的文字圖示移到參考線或格點靠齊點旁時，黑色指標會變成白色 。

您可以使用下列四種排文方法：

為了在框架中排文，InDesign 將偵測水平或垂直文字。當文字使用半自動或自動排文，它會根據「內文」面板中的框架類型與方向設定排流。圖示讓
使用者可以看到文字排流的方向。

如需有關置入文字並排文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lrvid4278_id。

手動排文
1. 使用「置入」指令選取檔案，或按一下所選取文字框的輸出埠 。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將已載入的文字圖示移到現有框架或路徑內的任何位置，然後按一下滑鼠。文字會排文到該框架以及與其連結的任何其他框架中。請注意，
文字永遠會從最左欄的頂端開始填入框架，即使您按下不同的欄。

將已載入的文字圖示移到欄中，建立寬度與該欄寬相同的文字框。框架頂端會在您按一下時顯示。

拖移已載入的文字圖示，依據您定義的區域寬度和高度，建立文字框。

3. 如果有更多文字要置入，請按一下輸出埠，並重複步驟 1 和 2，直到置入所有文字為止。

將文字置入串連到其他框架的框架內時，文字會自動排文至串連的框架，無論您選擇的文字排文方法為何。

半自動排文
已載入的文字圖示顯示時，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並按一下頁面或框架。

文字會一次排文到一欄中，如手動排文一樣，不過在文字置入每一欄後，已載入的文字圖示會自動重新載入。

自動排文
已載入的文字圖示顯示時，按住 Shift 鍵並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在欄中按一下已載入的文字圖示，建立寬度與該欄寬相同的框架。InDesign 會建立新文字框和新文件頁面，直到所有文字新增到文件中為
止。

在以主版文字框為基礎的文字框內按一下， 便會使用主版文字框的屬性，將文字自動排文到文件頁面框架中，並依需要產生新頁面 (請參
閱關於主版、堆疊順序和圖層。)

自動排文但不新增頁面
使用載入文字圖示，按住 Shift+Alt (Windows) 或 Shift+Option (Mac OS) 鍵。

使用智慧型文字重排

您可以使用「智慧型文字重排」功能，在輸入或編輯文字時，新增或移除頁面。使用 InDesign 編輯文字，並想在輸入文字量超出目前頁面時隨時新增
頁面，則這個功能非常實用。在因為編輯文字造成文字流排變更、顯示或隱藏條件文字，或對文字流排進行其他變更等情況中，這項功能也很有用，
可以協助避免造成溢排文字或空白頁面。

依預設，「智慧型文字重排」僅限於主版文字框，也就是主版頁面上的文字框。如果文件包含對頁，主版文字框必須同時出現在左右兩個主版頁面，
而且主版文字框必須串連，「智慧型文字重排」才能運作。

方法 作用

手動排文 一次只將文字新增到一個框架中。如果要繼續排文，必須重新載入
文字圖示。

半自動排文 ：在按一下時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與手動排文有相同作用，唯一差別是指標會在每次達到框架結尾
時，會變成已載入的文字圖示，直到所有文字都排流到文件中為
止。

自動排文 ：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滑鼠。 新增頁面和框架，直到將所有文字排文到文件中為止。

固定頁面自動排文 ：在按一下時按住 Shift+Alt 鍵 (Windows) 或
Shift+Option 鍵 (Mac OS)。

將所有文字排入文件中，必要時新增框架而不新增頁面。任何剩餘
的文字會變成溢排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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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政策

將頁面新增至

限制為主版文字框

保留對頁跨頁

刪除空白頁面

在編輯不是以主版頁面為依據的文字框時，您可以變更設定，允許新增或移除頁面。不過，文字框必須串連至其他頁面上最少一個其他的文字框，
「智慧型文字重排」才能運作。

「智慧型文字重排」設定會顯示於「文字」偏好設定中。這些設定會套用於目前的文件。如果要變更所有新文件的預設設定，請關閉所有的文件，然
後指定設定值。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文字」(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文字」(Mac OS)。

2. 選取「智慧型文字重排」。

3. 選取下列任一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使用這個選項決定在哪裡建立新頁面。比方說，假設您的文件有 3 頁，而前 2 頁有文字框且第 3 頁有整頁圖形，那麼輸入到第 2
頁尾端時，您可以決定要在有整頁圖形的第 3 頁之前或之後加入新頁面。選擇「內文結尾」會第 2 頁之後加入新頁面；選擇「文件結尾」則會在有整
頁圖形的頁面之後加入新頁面。

在有多個章節的文件中，您可以選擇「章節結尾」，在章節結尾新增頁面。

如果這個選項是關閉的，您也可以在編輯主版頁面以外的文字框時新增或移除頁面。如果要避免發生不需要的文字重排，您編輯的
文字框必須串連至其他頁面上至少一個其他的文字框，「智慧型文字重排」才會生效。

注意：在不是以主版頁面為依據的文字框中使用「智慧型文字重排」時，新增的頁面會有整頁的單欄文字框，不論新的文字框所串連的文字框屬性為
何。

這個選項會決定在文件中間的文字重排時，是否要保留對頁跨頁。當文件中間的文字重排時，如果選取了這個選項，就會新增新的兩頁
跨頁。如果沒有選取這個選項，就會新增單一新頁，接下來的頁面會「隨機移動」。

如果您的版面包含跨頁右或左側專屬的設計元素，請開啟這個選項。如果您的左和右側頁面可交換，則可以關閉這個選項。如果文件沒有對頁，這個
選項會是暗灰色的。

當您編輯或隱藏條件時，可以選取這個選項刪除頁面。只有當空白的文字框是頁面上唯一的物件時，才會將頁面刪除。

如果要看「智慧型文字重排」如何協助您使用 InDesign 做為文字編輯器，請建立關閉「對頁」並選取「主版文字框」的文件。在「文字」偏好設
定中，確認選取了「智慧型文字重排」和「刪除空白頁面」。在第一頁上，按住 Ctrl+Shift 不放 (Windows) 或按住 Command+Shift 不放 (Mac
OS)，然後按一下主版文字框加以置換。當您輸入足以填滿文字框的文字後，就會自動加入新的頁面和文字框。如果您刪除足夠的文字，就會移除
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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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文字繞排在物件周圍

回到頂端

圍繞邊界方框

圍繞物件形狀

跳過物件

跳到下一欄

將文字繞排在物件周圍
變更繞圖排文的形狀
將繞圖排文套用至主版頁面項目
將文字繞排在錨定物件周圍
抑制隱藏圖層上的繞圖排文
使繞排物件旁邊的文字齊行
在文字框中忽略繞圖排文

將文字繞排在物件周圍

您可以將文字繞排於任意物件的周圍，包括文字框、讀入的影像，以及您在 InDesign 中所繪製的物件。將繞圖排文套用至物件時，InDesign 會在物件
周圍建立將文字排除在外的邊界。 被繞圖排文所包覆的物件稱為「繞排物件」。 繞圖排文又稱為繞排文字。

請記住，繞圖排文選項會套用至所包覆的物件，而非文字本身。如果將繞排物件移至不同文字框附近，繞圖排文邊界的變更仍會保留。

將文字繞排在簡單物件周圍

1. 如果要顯示「繞圖排文」面板，請選擇「視窗 > 繞圖排文」。

2. 使用「選取」工具 或「直接選取」工具 ，選取要繞圖排文的物件。

3. 在「繞圖排文」面板中，按一下所需的繞排形狀：

建立矩形繞圖排文，其寬度與高度皆由所選物件的邊界方框決定，包括您指定的任何偏移距離。

也稱為「輪廓繞排」，建立形狀和選取框架相同的繞圖排文邊界 (加上或減去任何所指定的偏移量值距離)。

比較圍繞邊界方框設定 (左) 與圍繞物件形狀設定 (右)

不讓文字出現於框架右方或左方的任何可用空間中。

強制周圍的段落跳至下一欄或文字框的頂端。

4. 從「繞排至」選單，指定繞排至特定側邊 (例如右側或最大區域) 或者趨近或偏離裝訂邊(如果尚未顯示「繞排至」選單，請選擇「繞圖排文」面
板選單中的「顯示選項」)。

只有在已選取「圍繞邊界方框」或「圍繞物件形狀」時，才能使用這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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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排至選項

A. 左側和右側 B. 趨近裝訂邊 C. 偏離裝訂邊 

5. 指定偏移量值。正值會將繞排從框架移開；負值會將繞排移至框架內。

如果您無法讓文字繞排於影像周圍，請確認未選取不會繞排之文字框的「忽略繞圖排文」選項。 另外，如果選取了「排版」偏好設定中的「繞圖排文
只會影響下面的文字」選項，請確認文字框位於繞排物件下方。

位於群組中的文字框不受套用至群組的繞圖排文所影響。

如果要為所有新物件設定預設的繞圖排文選項，請取消選取所有物件，然後指定繞圖排文設定。

在讀入的影像周圍使用繞圖排文

如果要在讀入的影像周圍繞圖排文，可能的話，請在建立該影像的應用程式中儲存剪裁路徑。當您在 InDesign 中置入影像時，從「影像讀入選項」對
話框中選取「套用 Photoshop 剪裁路徑」選項。

1. 如果要顯示「繞圖排文」面板，請選擇「視窗 > 繞圖排文」。

2. 選取讀入的影像，然後在「繞圖排文」面板中按一下「圍繞物件形狀」 。

3. 指定偏移量值。正值會將繞排從框架移開；負值會將繞排移至框架內。

4. 從「繞圖排文」面板選單中選取「顯示選項」，顯示其他選項。

5. 從「文字」選單中選擇輪廓選項：

邊界方框

在由影像的高度與寬度所形成的矩形周圍繞排文字。

偵測邊緣

使用自動邊緣偵測來產生繞圖排文邊界(如果要調整邊緣偵測，請選取物件，然後選擇「物件 > 剪裁路徑 > 選項」)。

Alpha 色版

從隨著影像儲存的 Alpha 色版來產生繞圖排文邊界。如果無法使用此選項，則表示沒有任何 Alpha 色版隨著影像儲存。 InDesign 會自動將
Adobe Photoshop 中的預設透明度 (棋盤格圖樣) 辨識為 Alpha 色版；不然，您就必須使用 Photoshop 來刪除背景，或是建立一個或多個 Alpha
色版並與影像一併儲存。

Photoshop 路徑

從隨著影像儲存的路徑來產生繞圖排文邊界。選擇「Photoshop 路徑」，然後從「路徑」選單中選擇路徑。如果無法使用「Photoshop 路徑」，
表示沒有任何已命名路徑隨著影像儲存。

圖形框架

從容器框架來產生繞圖排文邊界。

與剪裁路徑相同

從讀入影像的剪裁路徑產生繞圖排文邊界。

6. 如果要讓文字看來像是位於影像的「洞」中，例如輪胎影像中，請選取「包含內部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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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關閉包含內部邊緣 (左) 和開啟包含內部邊緣 (右)

建立反轉的繞圖排文

1. 使用「選取」工具 或「直接選取」工具 來選取物件，例如可讓文字繞排於其中的複合路徑。

2. 如果要顯示「繞圖排文」面板，請選擇「視窗 > 繞圖排文」。

3. 將繞圖排文套用至物件，然後選取「反轉」選項。反轉常用於「物件形狀」繞圖排文。

物件形狀繞圖排文 (左) 和已選取反轉選項 (右)

變更繞圖排文的形狀

1. 使用「直接選取」工具 來選取已套用繞圖排文的物件。如果繞圖排文邊界的形狀與物件相同，邊界會與物件相互重疊。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統一變更文字和繞排物件間的距離，請在「繞圖排文」面板中指定偏移量值。

如果要編輯繞圖排文邊界，請使用「鋼筆」工具  和「直接選取」工具。

編輯繞圖排文邊界

如果您手動變更繞圖排文路徑的形狀，則「文字」選單中的「經使用者修改過的路徑」便已選取，而且會在選單中保持灰色。這表示此形狀的路徑已
變更。

如果要使用原始的剪裁路徑而非編輯的繞圖排文邊界，請在「繞圖排文」面板中從「文字」選單選擇「與剪裁路徑相同」。

將繞圖排文套用至主版頁面項目

如果選取「僅套用至主版頁面」選項，您必須覆寫文件頁面上的主版頁面項目，才能繞圖排文。如果取消選取這個選項，主版頁面和文件頁面上的文
字都會繞排在主版頁面項目周圍，而不會覆寫主版頁面項目。

1. 選取主版頁面上的物件。

2. 從「繞圖排文」面板選單，選取或取消選取「僅套用至主版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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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註解：

只有已選取主版頁面上的物件而且已套用繞排時，才能使用這個選項。

將文字繞排在錨定物件周圍

如果您在錨定物件中套用繞圖排文，就會影響內文中錨定標記後方的文字行。不過，繞圖排文不會影響包含錨定標記的文字行或任何在此標記前方的
文字行。

當您將物件貼上為內嵌物件時，會保留其繞圖排文邊界。

抑制隱藏圖層上的繞圖排文

當您隱藏包含繞排物件的圖層時，位於其他圖層上的文字框會繞排於物件周圍，除非您選取在「圖層選項」對話框中的「圖層為隱藏時取消繞圖排文
功能」選項。如果選取這個選項，隱藏圖層會導致在其他圖層上的文字被重組。

1. 在「圖層」面板中，按兩下包含繞排物件的圖層。

2. 選取「圖層為隱藏時取消繞圖排文功能」。

使繞排物件旁邊的文字齊行

當您指定文字與繞排物件齊行的方式時，變更會套用至整份文件。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排版」(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排版」(Mac OS)。

2. 選取下列任一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使物件旁邊的文字齊行

使分隔文字欄之繞排物件旁邊的文字齊行。只有在繞圖排文完全打斷文字行時，此設定才會生效，讓每一行分成兩個以上的部分。

物件相鄰文字的對齊方式如下：設定為「靠左對齊」時會對齊物件的左側或頂端，設定為「靠右對齊」時會對齊物件的右側或底部，而
設定為「強制齊行」時則會平均分散以對齊兩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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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物件旁邊的文字齊行

略過行距

將繞排文字移至文字繞排物件下方的可用行距增量處。如果未選取這個選項，文字行可能會跳到物件下方，使文字無法與鄰近欄或文字框中的文
字對齊。如果要確認文字對齊基線格點，選取這個選項就會特別有用。

繞圖排文只會影響下面的文字

堆疊於被繞排物件上方的文字不會受到繞圖排文影響。 堆疊順序取決於「圖層」面板中的圖層位置，以及圖層中物件的堆疊順序。

在文字框中忽略繞圖排文

在某些情況下，您想要關閉文字框中的繞圖排文。 例如，您可能想讓一個文字框繞排於影像周圍，但希望不同的文字框出現於影像中。

1. 選取文字框，接著選擇「物件 > 文字框選項」。

2. 選取「忽略繞圖排文」，然後按一下「確定」。

複合路徑和形狀

關於遮色片和 Alpha 色版

主版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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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World-Ready 撰寫器
文字方向
內文方向
自動插入 Kashida
連字
讀音符號
從 Microsoft Word 拷貝-貼上
預設字體
舊式字體支援
數字類型
使用連字符
尋找和取代
字符
齊行替代字
特殊中東字元插入
表格方向
裝訂方向
從右至左書寫偏好設定
頁面和章節編號
收藏館檢視和內文編輯器的書寫方向
讀音顏色設定

此軟體的中東和北非版本針對使用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提供了新功能和改進功能。

Adobe World-Ready 撰寫器

Adobe World-Ready 撰寫器可讓您使用中東語言建立內容。您可以輸入並混合使用阿拉伯文、希伯來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和其他拉丁語言。

您可以在「段落」面板選單 (「視窗 > 段落」 > 面板選單) 選擇可用的撰寫器。例如，在 InDesign 中，可以使用 Adobe World-Ready 段落撰寫器。
而在 Illustrator 中則可使用中東文字單行撰寫器。

 
Adobe World-Ready 撰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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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將檔案儲存為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名稱。

文字方向

若要以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建立內容，請啟動由右至左 (RTL) 文字方向。如果 RTL 是預設的文字方向，多數文件也能包含由左至右 (LTR) 文字。您可
以在這兩個方向間順暢切換。

請從「段落」面板選取段落方向。

 
段落方向選取

如果您在同一個段落中混合使用多種語言，可以在字元層級指定文字方向。另外，若要插入日期或數字，也是在字元層級指定文字方向。

請從「字元」面板選單選擇「字元方向」，然後選取方向。

 
字元方向

內文方向

使用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語言時，內文方向通常是從右至左。第一欄必須位在文字框右側，後續欄往左新增。如果您的版面包含混合內容，則不同的
內文需要不同方向。

在「內文」面板中 (視窗 > 文字與表格 > 內文) 按一下內文方向。

 
內文方向

自動插入 Kashida

在阿拉伯文中，是以加入 Kashida 來將文字齊行。在阿拉伯文字元中加入 Kashida 以增加其長度，不修改空格。使用自動插入 Kashida，可以將阿拉
伯文文字的段落齊行。

選取段落，並在「段落」面板 (視窗 > 文字和表格 > 段落) 的「插入 Kashida」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設定。可用選項為：無、短、中、長或文體。只有在
段落需要齊行時才會插入 Kashidas。此設定不適用於已有對齊設定的段落。

若要套用 Kashidas 至字元群組，請選取字元並從「字元」面板選單選擇 Kashi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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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 Kashidas

連字

連字可以自動套用至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的字元對。連字是某些字母對的排版替代字元 (如果在特定 Open Type 字體中可用)。

當您從「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選擇「連合字元」時，會產生該字體的標準連字。

1. 選取文字。
2. 從「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選擇「連合字元」。

但是，某些字體還包括有更多裝飾華麗的選擇性連字，這些連字可以在選擇「自由決定連字」時產生。您可在「字元」面板 > 「OpenType > 自由決
定連字」中找到這些連字。

 
啟動自動連字

讀音符號

在阿拉伯文字母中，讀音符號是用來指出輔音長或短母音的字符。讀音符號放在字母上方或下方。為求較佳的文字樣式或改善某些字體的可讀性，您
可以控制讀音符號的垂直或水平位置：

1. 選取具有讀音符號的文字
2. 在「字元」面板 (Ctrl+T) 中，修改讀音符號相對於字母的位置。您可以改變的値包括「調整水平讀音符號位置」和「調整垂直讀音符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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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讀音符號的位置

從 Microsoft Word 拷貝-貼上

您可以從 Microsoft Word 拷貝文字，然後直接貼到文件中。貼上文字的對齊方式和方向會自動設定為阿拉伯文或希伯來文文字的設定。

預設字體

安裝中東或北非版本時，依預設，預設的輸入字體設為安裝專屬語言。例如，如果您安裝了英文/啟動阿拉伯文版本，預設輸入字體將設為 Adobe
Arabic。同樣的，如果您安裝了英文/啟動希伯來文版本，預設輸入字體將設為 Adobe Hebrew。

舊式字體支援

傳統使用的字體 (如 AXT 字體) 在此軟體發行版本中仍可繼續使用。但建議對文字型成份改用較新的 Open Type 字體。

預設啟動「遺失字符保護」(編輯 > 偏好設定 > 進階文字)。當您使用的字體不適用字符時，系統會自動處理文字。

數字類型

當您使用阿拉伯文或希伯來文時，可以選擇想使用的數字類型。您可選擇阿拉伯數字、印度數字和波斯數字。

阿拉伯文版本預設會自動選取印度數字，而希伯來文版本會選取阿拉伯數字。但您可以視需要切換為阿拉伯數字：

1. 選取輸入文字中的數字。
2. 在「字元」面板 (Ctrl + T) 中使用「數字」清單，選取數字的顯示字體。

您可以啟動「輸入阿拉伯文語言時使用本地化數字」選項，確保使用阿拉伯數字。若要使用此選項，請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進階文字」。

 
數字類型選取範圍

使用連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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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文字容納不下一個句子的所有單字時，就會自動換行。換行時的文字齊行類型有時會造成多餘空格，可能不太美觀或造成語意錯誤。使用連字符
可以透過連字符，讓您分割行尾的單字。這種分割可以讓句子以較佳方式換行。

混合文字：Kashida 插入功能會影響連字符在混合文字中的使用方式。啟動時，Kashidas 會在適合位置插入，而非阿拉伯文文字不會加上連字符。停
用 Kashida 功能時，只會對非阿拉伯文文字考慮使用連字符。

希伯來文文字：允許使用連字符。若要啟動使用連字符並自訂設定，請選擇「段落」面板 > 面板選單 > 「使用連字符設定」。

 
使用連字符選項

尋找和取代

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使用者可以執行完整的文字搜尋和取代。除了搜尋和取代簡單文字，您也可以搜尋和取代具有特定特性的文字。這些特性包括讀
音符號、Kashida、特殊字元 (如 Alef)、不同語言的數字 (如印度文的數字) 等等。

若要執行文字搜尋和取代：

InDesign：編輯 > 尋找/變更

在 InDesign 中，您可以使用「轉譯字母體系」標籤 (編輯 > 尋找/變更) 來尋找和取代阿拉伯文、印度文和波斯文之間的數字。例如，您可以尋找以印
度文輸入的數字，再將其轉換為阿拉伯文。

字符

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使用者可以套用預設字元集的字符。不過，若要瀏覽、選取並套用預設字元集或其他語言集的的字符，請使用「字符」面板：

InDesign：視窗 > 文字與表格 > 字符
Illustrator：視窗 > 文字 > 字符

 
瀏覽、選取並套用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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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行替代字

一個字體對於一套字母中的某些字母會有替代形狀。這些字母的字體變異版通常適用於字體或書法用途。而在極少數情形下，齊行替代字可以針對特
殊需求，用來齊行和對齊段落。

齊行替代字可以在段落層級開啟，這種情形下將進可能使用替代字。您也可以在字元層級開啟或關閉此功能。齊行替代字只適用於已整合此功能的字
體。因此，只有受支援字體才能開啟或關閉此選項。

包含齊行替代字的阿拉伯文字體：Adobe Arabic、Myriad Arabic 和 Adobe Naskh。包含齊行替代字的希伯來文字體：Adobe Hebrew 和 Myriad
Hebrew。

InDesign

段落層級：「視窗 > 段落」面板 > 面板選單 > 「齊行」，然後從「齊行」清單選擇選項。

字元層級：「視窗 > 字元」面板 > 面板選單 > 「齊行替代字」選項。

Photoshop

字元層級：「視窗 > 字元」面板 > 「齊行替代字」核取方塊。

特殊中東字元插入

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中有些字元很難在文字中插入。此外，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的鍵盤版面也很難用於輸入或加入這些字元。若要插入希伯來文單引
號 (Geresh) 或 Maqaf 之類的字元，請從「字元」面板 > 面板選單 > 「插入特殊 ME 字元」選取字元。

 
插入特殊 ME 字元

表格方向

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使用者可以設定插入文件中的表格方向。儲存格和欄的順序、預設語言以及文字對齊方式都會據以設定。對於阿拉伯文使用者，
最右欄是第一欄，而所有其他欄會新增至直到表格最左欄。內文編輯器也支援表格方向 (Ctrl + Y)。

若要設定新表格的方向：

1. 按一下「表格 > 插入表格」
2. 在「插入表格」對話框中，從「方向」清單中選擇表格方向。

若要變更現有表格的方向：

1. 將游標移至表格內
2. 開啟「表格」窗格 (Shift + F9)，並按一下「由左至右表格」或「由右至左表格」圖示，設定表格的方向。

若是由右至左表格，阿拉伯文和北非版本預設為阿拉伯文語言。希伯來文版本則設為希伯來文語言。若是由左至右表格，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版本預
設為英文語言。北非版本則預設為法文。

裝訂方向

裝訂方向決定進行裝訂的書冊邊緣。以由左至右語言書寫的書冊，在左側裝訂。以由右至左語言書寫的文件，則沿著書冊最右邊進行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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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側裝訂書冊的頁面佈局

從右至左書寫偏好設定

中性字元

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中，有些字元的方向含混不清。若未清楚確定字元的方向，可能會導致字串方向與順序的混淆。為了確保這些字元的方向明確清
楚：

1. 按一下「編輯 > 偏好設定 > 從右至左」
2. 選取「根據鍵盤輸入強制中性字元方向」方塊。

游標控制

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使用者可以控制當他們使用鍵盤的方向鍵時，游標的移動方向。此游標移動清單 (編輯 > 偏好設定 > 從右至左) 有兩個選項供您選
擇：

視覺：游標依方向鍵的方向移動。按下向右鍵時，螢幕上的游標往右移動。

邏輯：游標依所輸入的語言方向移動。在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中，按下向右鍵時，游標會往左移動 (移往從右至左語言中的下一個字元)。

頁面和章節編號

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使用者可使用當地最常用的編號系統。最常用的編號系統為：

阿拉伯文：阿拉伯文 Abjad 和 Alef-Ba-Tah
法文：希伯來文 Biblical 標準和希伯來文非標準十進制

若要選取或變更編號系統，請前往「版面 > 編頁與章節選項」，然後從「樣式」清單進行選取。

 
編排頁碼和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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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館檢視和內文編輯器的書寫方向

在阿拉伯文或希伯來文中，您可以指定您的書寫方向。前往「編輯 > 偏好設定 > 內文編輯器顯示」，然後選取「指定書寫方向」方塊，即可啟動此功
能。此功能啟動後，游標會出現箭頭，指出書寫的方向。

讀音顏色設定

在阿拉伯文文字中，讀音符號可加上不同的顏色，以用於文體或其他用途。例如，讀音符號可以在單字或句子的特定外觀中予以強調。您可以使
用「變更阿拉伯文讀音顏色」查詢，尋找及變更讀音符號的顏色。

1. 按一下「編輯 > 尋找/變更」
2. 在「查詢」清單中選取「變更阿拉伯文讀音顏色」
3. 使用「變更」、「全部變更」或「變更/尋找」按鈕，以新的彩色讀音符號取代舊的讀音符號。

您可以視需要修改並儲存查詢。

  Twitter™ 和 Facebook 發文未涵蓋在 Creative Commons 條款內。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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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註腳
變更註腳編號和版面
使用註腳文字
註腳中繞圖排文
刪除註腳 

建立註腳

註腳是由兩個連結的部分所組成: 顯示在文字中的註腳參照編號，以及顯示在欄底部的註腳文字。您可以建立註腳，或是從 Word 或 RTF 文件讀入註
腳。註腳會在新增至文件時自動編號， 並在每個內文中重新開始編號。您可以控制註腳的編號樣式、外觀和版面， 但是無法將註腳新增至表格或註腳
文字中。註腳文字的寬度取決於包含註腳參考標記的欄寬。

您無法在 InDesign 中建立章節附註。在已轉換 Microsoft Word 文件中的章節附註都會格式化為文字，而非註腳。如需建立章節附註的解決方法，請
參閱 Bob Bringhurst 的 InDesign 中的章節附註文章。 

依照下列步驟建立註腳:

1. 將插入點置入希望註腳參照編號顯示之處。

2. 選擇「文字 > 插入註腳」。

3. 輸入註腳文字。

新增至文件中的註腳

A. 參照編號 B. 註腳文字 

在您輸入時，註腳區域會擴張，但文字框會維持相同大小。註腳區域會繼續向上擴張，直到達到包含註腳參照的文字行。此時會分割註腳，將部分文
字放到文字框內的下一欄，或下一個串連的框架。如果無法分割註腳，而且新增太多文字，註腳區域已容納不下，則包含註腳參照的文字行會移至下
一欄，或是顯示溢排圖示。若要修正此問題，調整框架大小或變更文字格式設定。

當插入點位在註腳中時，您可以選擇「文字 > 跳至註腳參考」，返回原先輸入之處。如果經常使用這個選項，可以考慮建立鍵盤快速鍵。

變更註腳編號和版面

對註腳編號和版面所做的變更，會影響現有註腳及所有新註腳。

1. 選擇「文字 > 文件註腳選項」。

2. 在「編號和格式設定」索引標籤中選取選項，決定參照編號與註腳文字的編號配置和格式設定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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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樣式

起始編號

重新開始編號間隔

顯示字首/字尾於

位置

字元樣式

段落樣式

分隔符號

第一個註腳前的最小間距

註腳間距

首行基線偏移量

在文字底部置入內文結尾註腳

允許分割註腳

3. 按一下「版面」索引標籤，選取控制頁面上註腳區域外觀的選項。

4. 按一下「確定」。

註腳編號和格式設定選項

下列選項會顯示在「註腳選項」對話框的「編號和格式設定」區段中:

選擇註腳參照編號的編號樣式。

指定用於內文中第一個註腳的編號， 文件中的每個內文都以相同的「起始編號」數字做為開始。如果書冊中包含連續編排頁碼的多份文件，
將每一章的開始註腳編號接續上一章的結束註腳編號。

「起始編號」選項對於書冊中的文件特別有用。書冊中的文件註腳編號不是連續的。

如果您希望在文件中重新開始編號，請選取這個選項，並選擇「頁」、「跨頁」或「章節」，決定於何時重新開始註腳編號。某些
編號樣式，例如星號 (*)，在每頁上進行重設時的效果最好。

選取這個選項，可在註腳參照、註腳文字或兩者中顯示字首或字尾。字首顯示在編號前面 (例如 [1)，字尾則顯示在編號後面 (例如
1])。這個選項特別適用於將註腳放到字元中，例如 [1]。請為「字首」、「字尾」或兩者，輸入一或多個字元或選取選項。如果要選取特殊字元，請按
一下「字首」和「字尾」控制項旁的圖示，顯示選單。

如果註腳參照編號與前面的文字太接近，加入一個空白字元做為字首可以美化外觀。您也可以將字元樣式套用至參照編號。

這個選項決定註腳參照編號的外觀，預設是上標。如果您偏好使用字元樣式 (例如包含 OpenType 上標設定的字元樣式) 來格式化編號，請選擇
「套用正常設定」，並指定字元樣式。

選擇要格式化註腳參照編號的字元樣式。例如，以提高的基線在正常位置使用字元樣式，而非使用上標。此選單會顯示「字元樣式」面板中
的可用字元樣式。

選擇段落樣式，格式化文件中所有註腳的註腳文字。此選單會顯示「段落樣式」面板中的可用段落樣式。依預設，使用 [基本段落] 樣式。
「基本段落」樣式不一定會與文件的預設字體設定具有相同的外觀。

分隔元決定註腳編號與註腳文字開頭之間顯示的空格。如果要變更分隔元，請先選取或刪除現有分隔元，然後選擇新的分隔元。您可以加入
多個字元。如果要插入空格字元，請使用適當的中繼字元，例如 ^m 代表全形空格。

註腳版面選項

下列選項會顯示在「註腳選項」對話框的「版面」區段中:

這個選項決定欄底部與第一行註腳間的最小間距量。您不能使用負值。註腳段落中的任何「與前段間距」設定都會被忽略。

這個選項決定某一欄中註腳的最後一個段落，與下一個註腳的第一個段落間的距離。您不能使用負值。只有在註腳包含多個段落時，註腳段
落中的「與前段間距/與後段間距」數值才適用。

這個選項決定註腳區域開頭 (註腳分隔線依預設顯示之處) 與第一行註腳文字間的距離。
如需首行基線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變更文字框屬性。

如果您希望最後一欄的註腳，正好顯示在內文最後一個框架中的文字下方，請選取這個選項。如果未選取此選項，內文
最後一個框架中的任何註腳會顯示在欄底部。

當註腳超過欄中可用空間時，如果您希望註腳換行到下一欄，請選取這個選項。如果不允許分割，包含註腳參照編號的文字行會移至下
一欄，或者文字會變成溢排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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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線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即使已啟用「允許分割註腳」，您仍可避免分割個別註腳，方法是在註腳文字中置入插入點。從「段落」面板選單中選取「保留選項」，然後在
「段落」選項中選取「各行保持同頁」和「段落中的所有行」選項。如果註腳包含多個段落，請在註腳文字的第一個段落中，使用「接續至」選
項。您可以選擇「文字 > 插入換行字元 > 分欄符號」，控制分割註腳的位置。

跨欄分割註腳。

指定在註腳文字上方出現的註腳分隔線的位置與外觀。分隔線 (亦稱為「分隔符號線」) 也會出現在任何繼續顯示於個別框架內的註腳文字上方。
您選取的選項會套用至「欄的第一個註腳」或「連續註腳」，視選單中選取哪一個而定。這些選項與指定段落嵌線時所顯示的選項類似 如果您要移除
註腳分隔線，請取消選取「開啟段落線」。

使用註腳文字

編輯註腳文字時，請注意下列事項:

當插入點位在註腳文字中時，選擇「編輯 > 全部選取」只會選取該註腳的所有註腳文字，不會選取其他註腳或文字。
使用方向鍵可在不同註腳間導覽。

書冊中的文件註腳編號不是連續的。如果您不想在書冊內的每份文件中重新開始編號，請在編輯最後，於每份文件上手動變更「起始編號」值。

在「內文編輯器」中，按一下註腳圖示可展開或收合註腳。您也可以選擇「檢視 > 內文編輯器 > 展開所有註腳 (或收合所有註腳)」，展開或收合
所有註腳。

在「校稿」檢視或「內文」檢視中，按一下註腳圖示可展開或收合註腳。您也可以在註腳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
滑鼠 (Mac OS)，然後選擇「展開所有註腳」或「收合所有註腳」，展開或收合所有註腳。

您可以選取字元和段落格式設定，並將其套用至註腳文字。您也可以選取並變更註腳參照編號的外觀，不過建議的方法是使用「文件註腳選項」
對話框。

剪下或拷貝包含註腳參照編號的文字時，註腳文字也會加到「剪貼簿」中。如果將文字拷貝到不同文件中，該文字中的註腳會採用新文件的編號
和版面外觀特性。

如果您不小心刪除註腳文字開頭處的註腳編號，您可將其加回。請將插入點放在註腳文字開頭，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
並按一下 (Mac OS)，然後選擇「插入特殊字元 > 標記 > 註腳編號」。

如果對包含註腳參照標記的段落進行清除優先選項和字元樣式，則註腳參照編號會失去您在「文件註腳選項」對話框中所套用的屬性。

註腳中繞圖排文

您可以在註腳中的錨定或浮動物件上套用繞圖排文。

註腳中物件的內部繞圖排文

您可以在註腳中套用繞圖排文的位置置入內嵌或錨定物件。文字會圍繞該物件，並整齊地沿著該物件周圍進行調整。

若是內部繞圖排文，則只會在註腳中錨定物件位置點下方進行繞圖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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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繞圖排文

註腳中物件的外部繞圖排文

如果套用繞圖排文的浮動物件 (非內嵌或錨定) 與註腳文字產生互動，繞圖排文便會生效。 物件周圍的文字會動態進行調整。

在以下範例中，相片不屬於註腳的一部分，但文字會整齊地沿著該物件周圍進行調整。

外部繞圖排文

非矩形框中的註腳

若是非矩形的文字框，例如圓角、橢圓和圓形，註腳便會保持位於物件形狀的邊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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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註腳 

如果要刪除註腳，請選取文字中顯示的註腳參照編號，然後按 Backspace 鍵或 Delete 鍵。如果只刪除註腳文字，註腳參照編號和註腳結構仍會保
留。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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錨定物件

回到頂端

行中

行上方

自訂

註解：

關於錨定物件

建立錨定物件

放置自訂位置的錨定物件

使用拖放來處理錨定物件 (CS 5.5)
選取和拷貝錨定物件

檢視頁面上的錨定物件標記

手動重新安排頁面中錨定物件的位置

重新調整錨定物件的大小

釋放錨定物件

關於錨定物件

錨定物件是附加 (或錨定) 到特定文字的項目，例如影像或文字方塊。 在文字重排時，錨定物件會隨著包含錨點的文字移動。所有您想要和特定文字行
或區塊產生關聯的物件都可以使用錨定物件，例如，側邊資訊欄和標註、數字或是與特定字相關的圖示。

您可透過「文字」工具將物件 (或框架) 貼入或置入文字，或是使用「插入錨定物件」指令，來建立錨定物件。當您置入物件，Adobe InDesign CS4
會在插入點加上錨點標記。錨定物件承襲了錨定文字框的旋轉與傾斜屬性，即使將該物件置於文字框之外時也一樣。 您可選取該物件並變更這些屬
性。

您可建立使用下列任一位置的錨定物件：

將錨定物件對齊插入點的基線。您可調整 Y 偏移量來將物件置於基線上方或下方。這是錨定物件的預設類型。在舊版的 InDesign 中，這些物件
稱為「內嵌圖形」。

利用下列對齊選項，將錨定物件置於行上方：靠左、置中、靠右、趨近裝訂邊、偏離裝訂邊以及 (文字對齊方式)。文字對齊是套用於含有錨點
標記之段落的對齊方式。

將錨定物件置入您在「錨定物件選項」對話框中所定義的位置。您可將物件置入文字框內部或外部的任意位置。

您可搭配行中或行上方物件使用路徑文字工具(請參閱新增錨定物件到路徑上的類型。)

內含錨定物件的範例文件

A. 內嵌位置 B. 行上方位置 (靠左對齊) C. 自訂位置 (對齊文字框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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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註解：

物件樣式

段落樣式

註解：

高度和寬度

行中

Y 偏移量

行上方

Tim Cole 在錨定框架產能捷徑提供插入錨定框架的捷徑。

建立錨定物件

如果尚未有可置入文件的物件 (例如，尚未寫入的邊框文字)，您可為稍後所要加入的內容建立空的錨定框架來預留位置。 您可隨時調整錨定框架大小
和位置設定，框架會自動更新。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新增錨定物件，使用「文字」工具，在您想要物件之錨點所在的位置放置插入點，接著置入或貼入該物件。

如果物件框架高於物件的文字行，文字可能會和讀入的影像重疊，或是在行上會出現多餘的空間。請考慮選取不同的錨定物件位置、插入彈

性或硬性分行符號、重新調整內嵌物件大小、或是為鄰近行指定不同的行距值。

如果要錨定現有物件，請選取該物件，然後選擇「編輯 > 剪下」。 接著，使用「文字」工具，將插入點置於您希望該物件出現的位置，然
後選擇「編輯 > 貼上」。 依照預設，錨定物件的位置為內嵌。

如果要為還不能使用的物件 (例如，尚未寫入的邊框文字) 新增預留位置框架，請使用「文字」工具，將插入點置於您希望的錨點位置，然後
選擇「物件 > 錨定物件 > 插入」。

您可藉由建立文字的外框來錨定文字字元。自動建立外框，會將各字元轉換為內嵌錨定物件。  

2. 如果要放置物件，請以選取工具選取該物件，然後選擇「物件 > 錨定物件 > 選項」， 指定想要的選項。

如果要略過「錨定物件」對話框，請使用「插入錨定物件/跳至錨點標記」鍵盤快速鍵。您需要在「鍵盤快速鍵編輯器」(出現於「文字和表格」區
域) 中，指定此捷徑的快速鍵。 按兩下此快速鍵，會取消選取該物件，並將游標移回主要文字區(請參閱使用鍵盤快速鍵組合。)

已插入的錨定物件選項

在為錨定物件插入預留位置時，可為其內容指定下列選項：

指定預留位置框架將包含的物件類型。

如果您選取「文字」，文字框中會出現插入點；如果您選取「圖形或未指定」，InDesign 會選取物件框架。

指定您想要用來格式化物件的樣式。如果您已經定義並儲存物件樣式，它們將會出現於此一選單中。

指定您想要用來格式化物件的段落樣式。如果您已經定義並儲存段落樣式，它們將會出現於此一選單中。

如果物件樣式啟用段落樣式，而您從「段落樣式」選單中選取了不同樣式、或是變更了樣式的「錨點位置」選項，在「物件樣式」選單中會出

現加號 (+)，代表已經替換。

指定預留位置框架的尺寸。

內嵌和行上方位置選項

當您從「錨定物件選項」對話框的「位置」選單中選取「行中或行上方」時，會出現下列選項，供設定錨定物件的位置。(您也可以從「插入錨定物
件」對話框中存取這些選項)。

將錨定物件底部對齊基線。當行中物件沿著 y 軸移動時，會受到特定限制: 物件頂端不得低於前導印刷邊界下緣，而物件底部也不得高於前導印
刷邊界上緣。

調整基線上的位置。您也可使用滑鼠，將物件在頁面上垂直拖移。

將物件對齊內含錨點標記的文字行上方以及文字行下方與錨點標記上方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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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齊方式

靠左、靠右和置中

趨近裝訂邊和偏離裝訂邊

(文字對齊方式)

與前段間距

與後段間距

註解：

相對於裝訂側

請選擇下列選項：

對齊文字欄內的物件。這些選項忽略套用於段落的縮排值，而將整個欄內的物件對齊。

將物件靠左或靠右對齊，取決於物件所在的跨頁端。這些選項忽略套用於段落的縮排值，而將整個欄內的物件對

齊。

根據段落所定義的對齊方式來對齊物件。在對齊物件時，此一選項使用段落縮排值。

指定物件在前述文字行中，相對於行距印刷邊界底部的位置。正值會降低物件及其下方的文字；負值會將物件下方的文字往物件方向上

移，最大的負值為物件的高度。

指定物件相對於物件下方行中第一個字元之大寫字母高度的位置。數值 0 會將物件底部對齊大寫字母高度的位置。正值會將物件下方的文
字下移 (遠離物件的底部)；負值會將物件下方的文字上移 (朝向物件)。

使用與前段間距以及與後段間距選項

A. 與前段間距數值 0P10 會將物件與相關文字從其上方的文字行移開。 B. 與後段間距數值 0p10 會將物件與其上方的文字行從相關文字移開 (下)。 

設定為「行上方」的錨定物件，會永遠跟著包含錨點的行；如果物件在頁面的底部，而錨點標記所在行位於下一頁的頂端，文字將不會這樣排

列。

自訂位置選項

在放置自訂位置的錨定物件時，您可使用下列選項。您可在「插入錨定物件」對話框或「錨定物件選項」對話框中指定這些選項。如需使用這些選項

的逐步說明，請參閱放置自訂位置的錨定物件。

指定物件是否相對對齊於文件裝訂邊。當您選取此一選項，「錨定物件參考點」預視圖會顯示為兩頁式跨頁，此兩頁相互鏡像。選取此

選項時，即使文字重排至對頁，位於跨頁其中一邊的物件，例如外部邊界的物件，還是會留置於外部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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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錨定物件參考點 

錨定位置參考點 

註解：

X 相對於

使用相對於裝訂側選項

A. 未選取相對於裝訂側：當文字重排至跨頁的右邊時，物件仍會位於文字框的左方。 B. 選取相對於裝訂側：當文字重排至跨頁的右邊時，物件仍會位
於頁面的外部邊界中。 

在選取「相對於裝訂側」後，如果您調整 X 偏移量值，物件移動的方向可能會改變。之所以發生這種改變，是因為物件移動的方向，有一部分
是取決於物件位在跨頁端的哪一邊。

指定您想要在頁面上對齊物件的位置 (如「錨點位置參考點」所指定)。例如，如果您想要將物件的右側與頁面項目對齊，例如文字
框，請在這個預視圖上按一下最右邊的點。如需使用此參考點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放置自訂位置的錨定物件。

指定您想要在頁面上對齊物件的位置 (如「X 相對於」和「Y 相對於」選項所定義)。例如，如果您在「X 相對於」「文字框」並在「Y 相對於」選擇

行 (基線)，預視圖會呈現文字框的水平區域和包含物件錨點標記之文字行的垂直區域。 如果您按一下預視圖中最左邊的點，該物件的參考點  將會
對齊文字框的左側邊緣與文字的基線。

物件的右側對齊於文字框的左側

依據您所選取的「X 相對於」和「Y 相對於」選項，「錨點位置參考點」預視圖會顯示 3 或 9 種位置。「行」選項，例如「行 (基線)」，只提
供 3 種選項 — 中間靠左、置中和中間靠右 — 因為垂直放置是由文字中的錨點標記所建立的。

指定您想用以進行水平對齊的基礎。例如，文字框讓您將物件對齊於文字框的左側、置中對齊或是對齊右側。實際水平對齊之處，則取決於

您選取的參考點以及任何針對 X 偏移量所指定的偏移量。
例如，如果想要物件出現於頁面邊界，而且右側邊界緊貼頁面邊界，請在「X 相對於」選取「頁面邊界」，並在「錨定物件參考點」預視圖上指定最
右邊的點、在「錨點位置參考點」預視圖上指定最左邊的點。

374



X 偏移量

Y 相對於

Y 偏移量

保持在頂端/底部欄邊界之內

註解：

禁止手動定位

預視

回到頂端

X 相對於選項

A. 將物件右側對齊文字框左側 B. 將物件右側對齊頁面邊界左側

將物件左右移動。要把它移向左或右取決於參考點。如果對齊於頁面項目的中央，正值會將物件移向右方。移動的方向也取決於是否已選取

「相對於裝訂側」。

指定物件垂直對齊的項目。例如，「頁面邊緣」可讓您使用頁面邊緣做為讓物件對齊頁面之頂端、中央或底部的基礎。「錨點位置參考點」

指定物件對齊頁面項目的頂端、中央或底部。如果您選擇線選項，例如「行 (基線)」，那麼錨定位置參考點就只會顯示水平點列的中央部位。

Y 相對於選項

A. 將物件的頂端對齊頁面邊緣頂端 B. 將物件的底部對齊頁面邊緣底部 

將物件上下移動。正值會將物件下移。

如果重排的文字會導致物件移向邊界外部，請將它保持於文字欄之內。如果發生這個情況，物件的底部將會對齊底部內

縮，或是物件的頂端將會對齊端部內縮。例如，在欄中間位於文字行旁邊的錨定物件看似正常；不過，當未選取這個選項，如果錨點標記跑到欄的底

部，物件可能會跑到下欄邊界之下或部分超出頁面。當選取這個選項時，您無法拖移物件至欄邊界上方或下方。 如果必要的話，請重新調整物件大
小，它將重新對齊欄邊界的頂端或底部。這個選項只在選取行選項 (例如，「Y 相對於」的「行 (基線)」) 時才可以使用。

當 InDesign 覆寫物件，使它的位置保持於欄邊界內時，您所指定的 Y 偏移量會出現於對話框中，並帶有加號 (+)。

請確認您無法藉由在頁面上拖移或輕推來移動錨定物件。

在頁面上進行位置調整時顯示。

放置自訂位置的錨定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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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錨定物件選項」對話框來放置自訂位置的錨定物件時，請注意下列事項。

自訂位置選項包含四個主要選項：兩個「參考點」預視圖與「X 相對於」和「Y 相對於」選單。這些選項共同指定物件的位置。 例如，您所選取
的「X 相對於」和「Y 相對於」選項會決定「錨點位置參考點」所代表的項目 — 可能是文字框、欄中的文字行或整個頁面。 下列影像呈現如何
在維持「X 相對於」和「Y 相對於」選項不變時，透過選擇不同的參考點來變更物件的位置。

變更錨定物件的位置 (X 相對於設定為「文字框」；Y 相對於設定為行 (基線))

A. 選取錨定物件預視圖上的右下方點，以及錨點位置預視圖上的左側居中點。B. 將錨定物件預視圖變更至左上角，然後將錨定位置預視圖點留在中央
左側位置 C. 將錨定位置預視圖留在左上位置，並將錨定位置預視圖變更至中央右側位置

如果希望建立的錨定物件在文字重排時仍維持頁面上的位置，並且只在文字重排至另一頁時移動，請將物件錨定至頁面邊界或邊緣。例如，將

「X 相對於」和「Y 相對於」都設定為「頁面邊界」，按一下物件的左上方參考點 ，以及頁面項目的左上方參考點 。 在文字重排時，物
件會維持在左上角，頁面邊界之內。物件只會在包含錨點的文字行移動至另一頁時移動，它會移動至下一頁的左上角。

將錨定物件放置在頁面上的特定位置

A. 使用「X 相對於」和「Y 相對於」的「頁面邊界」或「頁面邊緣」來放置物件 B. 當文字重排時，物件會等到文字移至另一頁時才會跟隨

如果要保持物件對齊特定文字行，讓物件在文字重排時跟隨著文字，請從「Y 相對於」選單中選取「行」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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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註解：

回到頂端

如果要將物件保持於文字框內，而且在文字重排時不跟隨特定文字行，請從「X 相對於」選單中選取「文字框」選項。

如果要將物件相對對齊於邊界 (例如，建立文字逐頁重排時，保持在外部邊界內的邊框)，請選取「相對於裝訂側」。

1. 選取物件，並選擇「物件 > 錨定物件 > 選項」。

2. 從「位置」選單中，選取自訂。

如果要在指定選項時看到物件在頁面上移動，請選取位於對話框底部的「預視」。

3. 如果要將物件保持在頁面的同一邊，相對於文件裝訂邊，請選取「相對於裝訂側」。例如，如果您想讓物件永遠出現於外部邊界，無論其位於跨
頁的哪一邊，請選取這個選項。

4. 按一下「錨定物件參考點」預視圖上的點 ，它代表您想要對齊到頁面上之物件的點。

5. 從「X 相對於」選單中，選取您想要用來做為物件對齊之水平基礎的頁面項目。例如，選取「文字框」來將物件對齊文字框的左側、右側或中
央。

6. 從「Y 相對於」選單中，選取您想要用來做為物件對齊之垂直基礎的頁面項目。例如，如果您想要物件對齊所錨定之文字的基線，請選取行 (基
線)。

7. 按一下「錨點位置參考點」預視圖上的點 ，它代表您想要將物件對齊從「X 相對於」和「Y 相對於」選單中選取之頁面項目中的位置。

8. 指定 X 偏移量或 Y 偏移量來輕推或移動物件離開對齊點。

9. 如果要確保在文字重排時物件不會延伸至欄邊界的上方或下方，請選取「保持在頂端/底部欄邊界之內」。這個選項只在選取行選項時才能使
用，例如，「Y 相對於」的「行 (基線)」。

10. 按一下「確定」。

使用拖放來處理錨定物件 (CS 5.5)

使用拖放來處理錨定物件 (CS 5.5)

您可以將現有物件拖移到文字框，以錨定或移動該物件。使用「選取工具」  或「直接選取工具」  選取物件，然後拖曳靠近文字框右上角的藍色正
方形。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若要錨定現有物件，請將藍色正方形拖曳到您要物件錨點顯示的位置。

若要建立內嵌物件，請按住 Shift，然後將藍色正方形拖曳到您要物件顯示的位置。

若要指定錨定物件選項，請按住 Alt (Windows) 或 Option (Mac OS)，然後將藍色正方形拖曳到您要物件錨點顯示的位置。

選取和拷貝錨定物件

使用「選取」工具，一次只能選取一個錨定物件。使用「文字」工具，您可選擇包含數個錨定物件標記的文字範圍。當您使用「文字」工具選取數個

錨點標記時，您可以一次變更所有錨定物件的位置選項。

如果在相同位置有一個以上的錨定物件，例如，如果一個文字行中包含兩個錨定屬性相同之錨定物件的標記，這些物件會互相重疊。

在拷貝包含錨定物件標記的文字時，也會拷貝該錨定物件。如果您拷貝錨定物件，並貼於文字外，該錨定物件會成為獨立、未連結至文字的影像。

檢視頁面上的錨定物件標記

如果要檢視錨點以及錨點與頁面中文字的關係，您可顯示物件標記。使用下列任一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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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註解：

回到頂端

註解：

回到頂端

註解：

如果要檢視文字中的錨點標記 ，請選擇「文字 > 顯示隱藏字元」。
若要檢視從錨點標記到相關自訂位置物件的虛線，請選取該物件並選擇「檢視 > 其他 > 顯示串連文字」。這個串連會從錨定物件的錨點標記延伸
到目前預視圖上的點。

若要檢視錨定物件上的錨點符號 ，請選擇「檢視 > 其他 > 顯示框架邊緣」。檢視錨點符號可以幫助您判斷哪裡物件已經被錨定。

手動重新安排頁面中錨定物件的位置

移動框架會移動其錨定物件，除非該物件被放置在相對於邊界或邊緣的位置。

在移動錨定物件之前，請確認您在「錨定物件」對話框中取消選取該物件的「禁止手動定位」選項，或選擇「物件 > 解除鎖定位置」。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移動行內錨定物件，請使用「選取」工具  或「直接選取」工具  來選取該物件，接著垂直拖移。您只能垂直拖移 (不能水平拖移)
行內物件。

如果您想要將行中或行上方物件移至文字框外，請將物件轉換為自訂位置物件，並依照需要移動物件。

如果要移動行內錨定物件，請使用「選取」工具或「直接選取」工具來選取該物件，接著在水平框架中垂直拖移，或在垂直框架中水平拖

移。在水平文字中，您只能垂直移動內嵌物件，而無法水平移動。在直排文字中，只能水平移動內嵌物件。

如果要沿著基線平行移動內嵌的錨定物件，請將插入點置入物件前方或後方，並指定字距微調的新數值。

如果您想要將行中或行上方物件移至文字框外，請將物件轉換為自訂位置物件，並依照需要移動物件。

如果要移動自訂位置的錨定物件，請使用「選取」工具或「直接選取」工具來選取該物件，接著垂直或水平拖移。

您也可以旋轉和變形錨定物件(請參閱變形物件與旋轉物件。)

重新調整錨定物件的大小

在重新調整錨定物件的大小之前，請確認您已取消選取「錨定物件選項」對話框中的「禁止手動定位」選項。

使用「選取」工具 或「直接選取」工具 來選取物件，接著拖移側邊或角落控點。

垂直重新調整行中或行上方錨點標記的大小，可能導致物件溢排。如果錨點標記溢排，物件也將會溢排。

重新調整錨定物件大小也會重新放置該物件。例如，如果您已將物件的右側對齊文字框的左側，接著將物件的右側控點往左方拖移 1 派卡 (遠離文字框
邊界)，該物件將會重新調整大小並向右移回 1 派卡。

釋放錨定物件

如果不想要再讓物件相對於相關文字移動，您可以釋放該物件來移除其錨點。

使用選取工具來選取錨定物件，然後選擇「物件 > 錨定物件 > 釋放」。

物件在頁面上的位置就不會移動。

「釋放」功能對行中或行上方物件無效。 如果無法使用「釋放」功能，請選取錨定物件再剪貼。 您也可以使用「文字」工具選取並剪下
錨定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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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CS 5.5)

回到頂端

註解：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文章簡介

建立文章，並在其中新增內容

將文件中的所有頁面項目新增至文章

管理文章

包含要轉存的文章

文章簡介

文章提供簡單的方法來建立頁面項目之間的關係。這些關係可用來定義要轉存為 EPUB、HTML 或協助工具 PDF 的內容，以及定義內容的順序。您可
以從版面中現有頁面項目的組合來建立文章，包括影像、圖形或文字。建立文章之後，就可以新增、移除或重新排序頁面項目。您可以透過將一或多

個頁面項目拖移到「文章」面板中的文章，以手動建立文章。

您也可以將大量內容加入文章中。支援將選取的內容新增到選取的文章，或將整個文件內容新增到文章。

XML 結構面板提供另一個機制來決定內容轉存為 ePub、HTML 及協助工具 PDF 轉存工作流程時的順序。「文章」面板設計得較簡單且方便
使用，即使沒有 XML 技術的人員也能夠快速上手。不過，使用 XML 結構面板的功能尚未移除；現在它是轉存程序期間與「文章」面板一起使用的選
項。請參閱建構文件用於 XML。

建立文章，並在其中新增內容

1. 選擇「視窗 > 文章」以開啟「文章」面板。

2. 選取要新增至文章的頁面項目。

若要建立空白文章，請不要在版面中選取頁面項目。

3.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從「文章」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文章」。

按一下「文章」面板底部的「建立新文章」 。

將內文或頁面元素拖移到「文章」面板中。

4. 在「新增文章」對話框中，輸入文章的名稱。

5. 選取「轉存時包含」，將文章新增至 EPUB/HTML 轉存輸出。

將文件中的所有頁面項目新增至文章

若要將所有頁面項目新增至文章，請執行下列作業：

1. 選擇「視窗 > 文章」以開啟「文章」面板。

2. 選取要新增項目的文章。如果您不選取文章，便會建立新文章。

3. 按住 Command (Mac OS) 或 Ctrl (Windows)，然後按一下「文章」面板中的 。

4. 如果開啟「新增文章」對話框，請輸入文章的名稱。

5. 選取「轉存時包含」，將文章新增至 EPUB/HTML 轉存。

如果您已選取文章，請從文章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文件內容至所選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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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文章

您可使用「文章」面板來管理文章。您可以將頁面元素拖移到「文章」面板，以便將它們新增至文章。拖移「文章」面板中的項目可變更順序，或將

它們從某個文章移到另一個文章中。

「文章」面板彈出式選單也提供管理內容的選項。

包含要轉存的文章

您可以建立文章，並選取轉存至 EPUB 或 HTML 時要包含哪些文章。依預設，會選取轉存所有文章。

若要在轉存時包含文章，請在「文章」面板中選取文章，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取文章旁邊的核取方塊。

從「文章」面板彈出式選單中選擇「文章選項」，然後選取「轉存時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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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寬度欄

持續的文字框符合選項

彈性寬度欄

您可以使用「彈性寬度」選項，在調整文字框大小時調整欄數及欄寬。在調整文字框大小時，如果到達最大欄寬上限，則會自動增加或刪除欄。

A. 原始文字框 B. 文字框寬度增加 C. 新增欄至文字框 

從「文字框選項」對話框 (物件 > 文字框選項) 的「欄」下拉式清單中選擇「彈性寬度」。

彈性寬度欄

持續的文字框符合選項

文字框自動大小選項可讓您設定文字框，讓它隨著您增加、刪除或編輯文字時自動調整大小。若要存取「自動大小」選項，請執行下列步驟：

1. 選取文字框，接著選擇「物件 > 文字框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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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自動大小」。

自動大小選項

3. 選取新增或刪除文字時要套用的自動大小選項：

關閉

僅高度

僅寬度

高度和寬度

高度和寬度 (等比例)

4. 從錨點預視圖中，按一下據以調整大小的參考位置。錨點預視圖也會指出文字框如何調整大小。

5. 指定最小高度和寬度以及分行符號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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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拼字
連字和拼字字典

檢查拼字

您可以針對選取的文字範圍、內文中的所有文字、文件中的所有內文，或是所有已開啟文件中的所有內文，進行拼字檢查。拼錯的或不明的單字、連
續輸入兩次的單字 (例如「the the」)，以及可能具有大寫錯誤的單字會加亮標明。除了檢查文件中的拼字外，也可以啟動動態拼字檢查，如此在輸入
時，可能拼錯的單字會加上底線。

拼字檢查時，會使用已指定給文字的語言字典。您可以快速新增單字到字典中。

設定拼字檢查偏好設定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拼字檢查」(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拼字檢查」(Mac OS)。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取「拼錯的單字」，尋找未顯示在語言字典中的單字。

選取「重複的單字」，尋找諸如「the the」的重複單字。

選取「未以大寫字母開頭的單字」，尋找如「germany」的單字，這類單字在字典中只以大寫 (Germany) 顯示。

選取「未以大寫字母開頭的句子」，尋找句號、驚嘆號和問號後面未以大寫字母開頭的單字。

3. 選取「啟動動態拼字檢查」，將輸入時可能拼錯的單字加上底線。

4. 為拼錯的單字 (使用者字典中找不到的單字)、重複的單字 (例如「the the」)、未以大寫字母開頭的單字 (例如使用「nigeria」而非
「Nigeria」)，以及未以大寫字母開頭的句子 (不是以大寫字母開頭的句子)，指定底線顏色。

檢查拼字

1. 如果您的文件包含外國語言文字，請選取文字，並使用「字元」面板中的「語言」選單，指定該文字的語言。

2. 選擇「編輯 > 拼字檢查 > 檢查拼字」。

隨即開始拼字檢查。

3. 如果要變更拼字檢查的範圍，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然後按一下「開始」，開始拼字檢查：

選取「文件」，檢查整份文件。選取「所有文件」，檢查所有開啟的文件。

選取「內文」，檢查目前選取的框架中的所有文字，包括其他串連的文字框內的文字和溢排文字。選取「內文」，檢查所有選取的框架中的
內文。

選取「到內文結尾」，從插入點開始檢查。

選取「選取範圍」，只檢查選取的文字。只有在已選取文字時，才能使用這個選項。

4. 顯示不認識的或拼錯的單字時，或找到其他可能的錯誤時，請選擇下列選項：

按一下「略過」，繼續進行拼字檢查，而不要變更加亮標明的單字。按一下「全部忽略」，忽略所有出現的這個加亮標明單字，直到
InDesign 重新啟動為止。

從「建議的更正」清單中選取一個單字，或是在「變更為」方框中輸入正確的單字，然後按一下「變更」，只變更目前這個拼錯的單字。您
也可以按一下「全部變更」，變更文件中所有出現的拼錯的單字。

如果要新增單字到字典中，請從「新增至」選單中選取字典，並按一下「新增」。

按一下「字典」會顯示「字典」對話框，您可在此指定目標字典和語言，並指定新增的單字中的連字號換行符號。如果要將單字新增至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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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請在「語言」選單中選擇「所有語言」。按一下「新增」。

在輸入時更正拼字錯誤

如果開啟「自動更正」，可以在您輸入時自動取代大寫錯誤和一般輸入錯誤。使用「自動更正」前，必須先建立常見拼錯單字清單，並將拼錯的單字
與正確拼字相關聯。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自動更正」(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自動更正」(Mac OS)。

2. 選擇「啟動自動更正」 (也可以選擇「編輯 > 拼字檢查 > 自動更正」，快速開啟或關閉此功能)。

3. 從「語言」選單中，選擇要套用自動更正的語言。

4. 如果要更正大寫錯誤 (例如輸入「germany」而非「Germany」)，請選取「自動更正大寫錯誤」。您不需要將大寫單字新增到自動更正清單中。

5. 如果要新增經常拼錯的單字，請按一下「新增」、輸入拼錯的單字 (例如「teh」)、輸入更正拼法 (例如「the」)，然後按一下「確定」。

6. 繼續新增經常拼錯的單字，然後按一下「確定」。

當輸入任何已新增到清單中的拼錯的單字時，會自動以您所輸入的更正拼法取代該單字。

如果要移除已新增的自動更正單字，請在清單中選取該單字，然後選擇「移除」。如果要編輯自動更正單字，請選取單字，按一下「編輯」並重新輸
入更正，然後按一下「確定」。

使用動態拼字檢查

當動態拼字檢查已啟動時，您可以使用環境選單更正拼字錯誤。可能拼錯的單字會加上底線 (根據與該文字語言關聯的字典)。如果以不同的語言輸入
文字，請選取文字並指定正確的語言。

1. 如果要啟動動態拼字檢查，請選擇「編輯 > 拼字檢查 > 動態拼字檢查」。

可能拼錯的單字會在文件中加上底線。

2. 在加上底線的單字上按一下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再按一下滑鼠 (Mac OS)，然後執行下列任一作業：

選取建議的更正。如果是重複的或需要改成大寫的單字，可以選擇「刪除重複的單字 [單字]」或「大寫 [單字]」。

選取「將 [單字] 加到使用者字典中」。這會自動新增單字到目前的字典中，而不開啟「字典」對話框， 且該單字會在文字中保持不變。

選取「字典」， 這會開啟「字典」對話框，您可在此選取「目標」字典、變更連字號換行符號和指定語言。如果要將單字新增至所有語言，
請在「語言」選單中選擇「所有語言」，然後按一下「新增」。該單字會新增到選取的字典中，並在文字中保持不變。

按一下「全部忽略」，忽略所有文件中出現的這個單字。當 InDesign 重新啟動時，該單字會再次被標幟為拼錯的單字。

如果選取「全部忽略」，然後又決定不要忽略該單字，那麼請您從「字典」對話框的「字典清單」選單中選擇「忽略的單字」，並將該單字從
清單中移除。

連字和拼字字典

InDesign 針對大多數語言， 會使用 Proximity 字典來確認拼字和連字。您可以在每個字典中新增單字來進行自訂，也可以為文字指定不同語
言，InDesign 會使用適當字典來處理拼字和連字。您可以建立其他使用者字典，也可以讀入純文字檔案的單字清單，或將單字清單轉存為純文字檔
案。

在字典中自訂單字時，實際上是建立新增的單字 (不在字典中的單字) 和移除的單字 (您要標幟為可能拼錯的單字之現有字典單字) 之清單。「字典」對
話框可讓您顯示並編輯新增的單字、移除的單字以及忽略的單字 (由於您按了「全部忽略」而在目前工作階段中被忽略的單字)。您可以新增適用於所
有語言的單字，這對於姓氏、街道名稱和其他不是某種語言特有的項目特別有用。

如果要使用舊版 InDesign 或 InCopy 中的語言字典，請使用系統中的「尋找」指令，找出使用者字典檔案 (.udc)，然後將其新增至「字典」偏好設
定中的字典清單。

儲存字典單字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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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預設，連字和拼字例外位在使用者字典檔案中，這些檔案儲存於 InDesign 安裝所在電腦上的文件之外 (字典檔案名稱以「.clam」或「.not」副檔名
結尾)。不過，您也可以將例外清單儲存在任何 InDesign 文件之內。此外，您可以將單字清單儲存在外部使用者字典、文件或兩者中。現有字典的位
置會顯示在「字典」偏好設定中。

將連字和拼字例外儲存在文件之內，可方便您將該文件移至其他電腦時以一致的方式處理文字。基於此原因，您可以在「字典」偏好設定中，將使用
者字典併入文件。您也可以從「建立封裝檔案夾」對話框中控制例外的位置 (請參閱封裝檔案)。相反地，將例外清單儲存在文件之外，可方便您將相
同的例外清單用於多份文件。

如果使用者字典合併至例外清單中，即使未使用單字，整個使用者字典也會加入至文件，因此會增加文件的檔案大小。

將語言套用到文字

您可以使用「字元」面板中的「語言」選單，將語言套用至選取的文字。您也能為整份文件或所有新文件指定預設語言。InDesign 也包括語言鎖定功
能，以便在文字為選取的一部分，並且是從「語言」選單選擇非亞洲文語言時，防止「亞洲文字」中的語言設定被變更 (請參閱指定文字的語言)。

例外單字清單

您可以將單字排除在考量範圍外； 例如，若您要使用某個常用字 (如「bicycle」) 的替代拼字，以此不同拼法的單字做為公司名稱或用於特定文件中，
您可以將該單字加入排除的單字清單中，以便在拼字檢查時標幟該單字。InDesign 可為每種安裝的語言，各保存一組不同的新增單字和移除單字。

建立或新增使用者字典

您可以建立使用者字典，也可以從舊版 InDesign 或 InCopy、他人傳送給您的檔案，或是儲存工作群組使用者字典的伺服器，新增使用者字典。您新
增的字典會用於所有 InDesign 文件中。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字典」(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字典」(Mac OS)。

2. 在「語言」選單中，選擇要與字典關聯的語言。

3.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若要建立新字典，請按一下「環境」選單下方的「新增使用者字典」圖示  。指定使用者字典的名稱 (包含「.udc」副檔名) 和位置，然後
按一下「儲存」。

若要加入現有字典，請按一下「加入其他字典」圖示 ，選取包括 .udc 或 .not 副檔名的使用者字典檔案，然後按一下「開啟」。

如果找不到字典檔案，可以使用系統中的「尋找」指令找出「.udc」檔案 (嘗試使用「*.udc」)，記下檔案位置，然後再試一次。

字典會新增到「語言」選單底下的清單中， 您可以在檢查拼字時或使用「字典」對話框將單字新增至字典。

為目前的文件設定預設語言字典

您可以為一份文件或所有新建文件變更預設語言字典。在現有文件中變更預設字典，不會影響已建立的文字或輸入現有文字框中的文字。

請使用「字元樣式」或「段落樣式」面板，設定特定樣式的特定字典。「語言」選單會出現在「進階字元格式」區段中。

1. 開啟文件。

2. 從工具列中選取「選取」工具，確認文件中未選取任何項目。

3. 選擇「文字 > 字元」。

4. 從「字元」面板的「語言」選單中，選擇所需的字典。如果「字元」面板未顯示語言選項，請選取「顯示選項」，然後從清單中選取語言。

為所有新文件設定預設語言字典

1. 啟動 InDesign，但不要開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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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文字 > 字元」。

3. 從「字元」面板的「語言」彈出式選單中，選擇所需的字典。如果「字元」面板未顯示語言選項，請選取「顯示選項」，然後從清單中選取語
言。

移除、重新連結和重新排列使用者字典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字典」(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字典」(Mac OS)。

2. 從「語言」選單中，選擇字典所屬的語言。

3.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從清單中移除字典，請選取字典，並按一下「移除使用者字典」圖示  。每種語言必須至少有一個字典。

如果語言字典的旁邊有一個問號，請選取字典，按一下「重新連結使用者字典」圖示 ，然後找到並開啟使用者字典。

如果要變更使用者字典的順序，請拖放字典。清單中的字典順序，便是檢查字典時所依照的順序。

新增單字至字典

如果拼字檢查時，InDesign 在「檢查拼字」對話框中顯示不認識的單字，請從「新增至」選單中選取字典，然後按一下「新增」。您也可以使用「字
典」對話框指定目標字典和語言，並指示如何將單字新增至例外單字清單。

1. 選擇「編輯 > 拼字檢查 > 使用者字典」。

2. 在「語言」選單中，選擇語言。每種語言至少包含一個字典。如果要將單字新增至所有語言，請選擇「所有語言」。

3. 在「目標」選單中，選擇要儲存單字的字典。「目標」選單可讓您儲存外部使用者字典中的變更，或是任何開啟的文件中的變更。

4. 在「字典清單」選單中，選擇「新增的單字」。

5. 在「單字」方框中，輸入或編輯要新增到單字清單中的單字。

6. 按一下「連字」，檢視單字的預設連字。波浪符號 (~) 表示可能的連字點。

7. 如果不喜歡連字點，請遵循下列準則，指出您偏好的單字連字：

輸入一個波浪符號 (~)，指出單字中的最佳連字點，或唯一可接受的連字點。

輸入兩個波浪符號 (~~)，指出您的第二個選擇。

輸入三個波浪符號 (~~~)，指出不佳但尚可接受的連字點。

如果您希望單字永遠不要用連字號連接，請在其第一個字母前輸入一個波浪符號。

如果需要在單字中加入實際的波浪符號，請在波浪符號前輸入反斜線 (\~)。

8. 按一下「新增」，然後按一下「完成」， 單字便會新增到目前選取的「字典清單」中。

請注意連字點會與文件中的連字設定互動， 因此，單字可能不會在您預期的位置中斷。您可以在「段落」面板選單中選擇「連字」，控制這些
設定 (請參閱連字文字)。

在字典中移除或編輯單字

1. 選擇「編輯 > 拼字檢查 > 使用者字典」。

2. 在「語言」選單中，選擇語言。

3. 在「目標」選單中，選擇要從中移除單字的字典。「目標」選單可讓您選擇外部使用者字典，或任何開啟的文件。

4. 在「字典清單」選單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修改選取的「目標」單字清單的新增清單，請選擇「新增的單字」。

如果要修改標幟為拼錯的單字清單，請選擇「移除的單字」。

如果要修改在目前 InDesign 工作階段中被忽略的單字清單，請選擇「忽略的單字」。這份清單包含所有您已選擇「全部忽略」的單字。

5. 在單字清單中編輯單字，或選取單字並按一下「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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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註解：

6. 按一下「完成」。

轉存單字清單

您可以將單字清單轉存為文字檔案 (.txt)，然後將該單字清單讀入至 InDesign 的使用者字典中。文字檔案中的單字必須以空格、定位點或段落切換符號
分隔。您可以轉存新增的單字和移除的單字，但無法轉存被忽略的單字 (只在目前工作階段中使用)。

1. 選擇「編輯 > 拼字檢查 > 使用者字典」。

2. 從「語言」選單中選擇語言，並從「目標」選單中選擇字典，該字典中包含要轉存的單字清單。

3. 按一下「轉存」，指定檔案名稱和位置，然後按一下「儲存」。

單字清單會儲存為文字檔案。您可以使用任何文字編輯器編輯單字清單，然後讀入單字清單。您也可以將單字清單傳送給他人，讓他們將該清單讀入
其使用者字典中。

讀入單字清單

1. 選擇「編輯 > 拼字檢查 > 使用者字典」。

2. 從「語言」選單中選擇語言，並從「目標」選單中選擇字典。

3. 按一下「讀入」，找出包含拼字例外清單的文字檔案，然後按一下「開啟」。

變更字典偏好設定

使用「字典」偏好設定，指定 InDesign 處理連字和拼字字典的方式。InDesign 中的大多數語言都是使用 Proximity 字典來確認拼字並用連字號連接單
字。如果已安裝其他不同公司的連字或拼字元件，您可以針對每種安裝的語言選取不同的供應商。

「字典偏好設定」對話框不會讓您指定用於拼字檢查或連字的語言字典。這個對話框是用來指定 InDesign 用於「語言」欄位中所指定之語言
的連字和拼字增效模組。如果您只使用預設連字和拼字增效模組，則不需變更「字典偏好設定」對話框中的任何設定。如果安裝協力開發廠商所提供
的不同拼字或連字增效模組，它會在此對話框中顯示為「連字供應商」和「拼字供應商」選單中的選項。這可讓您對某些語言選取某個供應商的連字
或拼字引擎，而對其他語言選取另一個供應商的連字或拼字引擎。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字典」(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字典」(Mac OS)。

2. 在「語言」中，指定要為其編輯設定或變更連字或拼字供應商的語言。

3. 建立、新增或移除使用者字典 (請參閱建立或新增使用者字典)。

4. 如果已安裝 Adobe 以外的公司所提供的連字元件，請在「連字」選單中選取該元件。

5. 如果已安裝 Adobe 以外的公司所提供的拼字字典元件，請在「拼字檢查」選單中選取該元件。

6. 在「連字例外」選單的「撰寫來源」選單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使用儲存在外部使用者字典中的連字例外清單撰寫文字，請選擇「使用者字典」。

如果要使用儲存在文件內的連字例外清單撰寫文字，請選擇「文件」。

如果要同時使用這兩個清單撰寫文字，請選擇「使用者字典和文件」。這是預設設定。

7. 如果要將儲存在外部使用者字典中的例外清單，新增到儲存在文件內的例外清單中，請選取「將使用者字典併入文件」。

如果您有許多不同的合作廠商或客戶，最好取消選取「將使用者字典併入文件」選項。例如，若您是服務供應商，大概不會希望將您的
使用者字典與每個客戶的檔案合併。

8. 如果要在變更某些設定後重新撰寫所有內文，請選取「修改後重新編排所有內文」。如果選取此選項，在您變更「撰寫來源」設定後 (請參閱步
驟 6)，或是使用「字典」指令新增或移除單字後，會重新撰寫內文。根據文件中的文字數量而定，重新撰寫所有內文可能會花費一些時間。

9. 按一下「確定」。

使用工作群組中的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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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請確認工作群組中的每部工作站均已安裝並新增相同的自訂使用者字典，如此一來，無論由誰處理文件，都能使用相同的拼字和連字規則。您可以確
認每個人都將相同的字典新增到其電腦中，或是透過網路伺服器共用使用者字典。

鎖定符號  指出字典已鎖定且可供使用，但是不能加以編輯。如果使用者字典儲存在伺服器上，第一個載入字典的使用者會鎖定檔案；所有後續使用
者可看到字典被鎖定。當檔案設定成唯讀時，也可以透過作業系統鎖定檔案。如果透過網路伺服器共用使用者字典，最好將檔案鎖定，以唯讀方式提
供給所有使用者，只允許管理員新增單字。

確認工作群組中的每個人都能使用安裝在共用網路工作站上的自訂使用者字典，而不是使用儲存在文件中的字典。不過，在您將文件送交給服務供應
商前，可以將使用者字典併入文件

如果未共用在共用網路工作站上的自訂使用者字典，請找出使用者字典檔案，然後將其從某一部工作站拷貝至另一部工作站。字典的位置會顯示在
「字典」偏好設定中。

更新共用工作站的使用者字典後，除非使用者重新啟動 InDesign 或按下 Ctrl+Alt+/ (Windows) 或 Command+ Option+/ (Mac OS) 以重新撰寫所有
文字，否則變更不會出現在個別工作站中。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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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文字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選取文字
檢視隱藏 (非列印) 字元
新增分欄符號、框架分隔符號和分頁符號
使用內文編輯器
使用條件文字

選取文字

 使用「文字」工具，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字元、單字或整個文字區塊上拖移 I 形游標加以選取。

按兩下字元以選取相同類型的連續字元。例如，當羅馬文字、漢字和日文平假名都出現在段落中時，您按兩下漢字，將選取相同字串中鄰接的漢
字。

按三下文字行中的任何位置可以選取整行。如果取消選取「連按三下以選取整行」偏好設定選項，則按三下會選取整個段落。

如果已選取「連按三下以選取整行」選項，則在段落中的任何位置按四下可以選取整個段落。

按五下可以選取整個內文，或在內文中的任何位置按一下，然後選擇「編輯 > 全部選取」。

如果無法選取框架中的文字，該文字框可能是在鎖定圖層或在主版頁面上。請嘗試解除圖層鎖定或到主版頁面。文字框也能在其他文字框或透明物件
下層。請參閱在被覆蓋的框架中選取文字。

變更按三下的作用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文字」(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文字」(Mac OS)。
2. 選取「連按三下以選取整行」，啟動按三下可以選取整行文字的功能 (這是預設值)。如果您希望按三下可以選取一個段落，請取消選取這個選
項。

在被覆蓋的框架中選取文字

1. 使用「選取」工具 ，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然後按一下以選取文字框。
2. 選取「文字」工具，然後在文字框內按一下或選取文字。

檢視隱藏 (非列印) 字元
1. 選擇「文字 > 顯示隱藏字元」。
2. 若隱藏字元仍未出現，請關閉預視模式。選擇「檢視 > 螢幕模式 > 正常」，然後選擇「檢視 > 疊印預視」以取消選取該選項。

出現非列印字元 (例如空格、定位點、段落結尾、索引標記和內文結尾等字元)。您只能在文件視窗和內文編輯器視窗中看見這些特殊字元，無法使用
PDF 和 XML 等格式列印或輸出這些字元。隱藏字元的顯示顏色與圖層顏色相同。

隱藏 (上圖) 及可見 (下圖) 非列印字元

Anne Marie Concepcion 在 InDesign 特殊字元的免費指南中提供完整的特殊字元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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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字元清單

隱藏字元 代表意義

段落結尾

彈性換行

色彩空間

內文結尾

選擇性連字號

不換行連字號

Tab

右邊縮排定位點

縮排到此處

在此結束輔助樣式

非結合子

全形空格

全形空格

半形空格

不斷行空格

不斷行空格 (固定寬度)

極細空格

1/6 空格

細空格

1/4 空格

1/3 空格

標點符號空格

數字空格

段末對齊用空格

分欄符號

框架分隔符號

分頁符號

奇數頁分頁符號

偶數頁分頁符號

強制分行符號

InCopy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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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py 註解 (在「內文編輯器」中)

位置標記 (僅限 InCopy)

索引標記

索引標記 (在「內文編輯器」中)

隱藏條件文字

隱藏條件文字 (在「內文編輯器」中)

書籤或超連結目的地標記 (通常是文字錨點)

書籤或超連結目的地標記 (在「內文編輯器」中)

超連結目的地 (在「內文編輯器」中)

交互參照段落

交互參照超連結 (在「內文編輯器」中)

錨定物件

錨定物件 (在「內文編輯器」中)

XML 標記

XML 標記 (在「內文編輯器」中)

註腳 (在「內文編輯器」中)

表格 (在「內文編輯器」中)

變數 (在「內文編輯器」中)

索引標記 (在「內文編輯器」中)

注音 (在「內文編輯器」中)

著重號 (在「內文編輯器」中)

直行横排 (在「內文編輯器」中)

分行縮排 (在「內文編輯器」中)

新增分欄符號、框架分隔符號和分頁符號

在文字中插入特殊換行字元，控制分欄符號、框架分隔符號和分頁符號。

1. 使用「文字」工具，在想要換行之處按一下，置入插入點。
2. 選擇「文字 > 插入換行字元」，然後從次選單中選擇換行選項。

您也可以使用數字鍵盤上的 Enter 鍵建立換行。如需插入分欄符號，請按 Enter 鍵；如需框架分隔符號，請按 Shift+Enter 鍵；如需分頁符號，請
按 Ctrl+Enter 鍵 (Windows) 或 Command+Return 鍵 (Mac OS)。

如果要移除換行字元，請選擇「文字 > 顯示隱藏字元」，以便能看見非列印字元，然後選取並刪除換行字元。

備註： 如果藉由變更段落設定建立換行 (例如在「保留選項」對話框中)，換行會在含有設定的段落前面發生。如果使用特殊字元建立換行，換行會在
特殊字元後面緊接著發生。

換行選項
下列選項會出現在「文字 > 插入換行字元」選單中：

分欄符號 將文字排文到目前文字框中的下一欄。如果該框架只有一欄，則文字會放入下一個串連的框架中。

框架分隔符號 無論目前文字框的欄設定為何，都會將文字排文到下一個串連的文字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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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頁符號 將文字排文到下一個含有與目前文字框串連的文字框之頁面。

奇數頁分頁符號 將文字排文到下一個含有與目前文字框串連的文字框之奇數頁。

偶數頁分頁符號 將文字排文到下一個含有與目前文字框串連的文字框之偶數頁。

段落切換符號 插入段落切換符號 (與按 Enter 或 Return 鍵相同)。
強制分行符號 強迫在插入字元的地方分行，並且在不新增段落的情況下另起一行 (等於按下 Shift+Enter 或 Shift+Return)。強制分行符號亦稱為彈性
換行。

選擇性分行符號 表示文字行在需要分行的時候，應該分行的地方。選擇性分行符號與選擇性連字號類似，唯一的差別是連字號不會加到斷行的地
方。

在「保留選項」對話框和「段落樣式選項」對話框中，有相關的換行選項可供使用。

使用內文編輯器

在 InDesign 中，您可以在版面頁面上或內文編輯器視窗中編輯文字。在內文編輯器視窗中書寫和編輯，可讓整個內文依「偏好設定」中指定的字體、
大小和間距顯示，使您不會因版面或格式設定而分心。您也可以在「內文編輯器」中檢視文字的追蹤修訂。

每個內文會顯示在不同的內文編輯器視窗中。內文中的所有文字都會顯示在內文編輯器中，包括溢排文字在內。您可以同時開啟數個內文編輯器視
窗，包括相同內文的多個實例。垂直深度尺規指示有多少文字填入框架，並有一條線段指示文字溢排之處。

編輯內文時，變更會反映在版面視窗中。開啟的內文會列在「視窗」選單中。您無法在內文編輯器視窗中建立新內文。

內文編輯器視窗
A. 段落樣式 B. 拖移分隔線可調整欄寬 C. 垂直深度尺規 D. 溢排文字指示符

您可以在「內文編輯器」中檢視與編輯表格，文字在其中會循序顯示於欄與列中，方便編輯。您可以快速展開或收合表格，決定要以欄或列檢視。

如果您開啟「追蹤修訂」，則「內文編輯器」也會顯示已新增、移除，或編輯過的文字。請參閱追蹤及檢視修訂。

開啟內文編輯器
1. 選取文字框，在文字框中按一下插入點，或從不同內文選取多個框架。
2. 選擇「編輯 > 在內文編輯器中編輯」。

如果要開啟相同內文編輯器視窗的另一個實例，請使內文編輯器成為使用中，並選擇「視窗 > 排列順序 > 新增視窗」。

返回版面視窗
 在「內文編輯器」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擇「編輯 > 在版面中編輯」。使用此方法時，版面檢視中顯示的文字選取範圍或插入點位置，會與內文編輯器中上次所顯示的相同，且內文視
窗會保持開啟，但是移到版面視窗後面。

在版面視窗中按一下。內文視窗會保持開啟，但是移到版面視窗後面。

關閉內文編輯器視窗。

從「視窗」選單底部選擇文件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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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或隱藏內文編輯器項目
您可以顯示或隱藏樣式名稱欄與深度尺標、展開或收合註腳，以及顯示或隱藏分段標記，指出新段落的起點。這些設定會影響所有開啟的內文編輯器
視窗，以及所有接下來開啟的視窗。

在使用「內文編輯器」時，選擇「檢視 > 內文編輯器 > 顯示樣式名稱欄 (或隱藏樣式名稱欄)」。您也可以拖移垂直軸，調整樣式名稱欄的寬度。
後續的內文編輯器視窗都具有相同欄寬。

在使用「內文編輯器」時，選擇「檢視 > 內文編輯器 > 顯示深度尺規 (或隱藏深度尺規)」。
在使用「內文編輯器」時，選擇「檢視 > 內文編輯器 > 展開所有註腳 (或收合所有註腳)。
在使用「內文編輯器」時，選擇「檢視 > 內文編輯器 > 顯示分段標記 (或隱藏分段標記)」。

內文編輯器偏好設定
使用「內文編輯器顯示」偏好設定，變更內文編輯器的外觀。雖然「內文編輯器」會抑制除最基本文字樣式屬性以外的所有屬性，不過還是會呈現一
些物件和屬性，包括：

屬性 圖示

表格

內嵌物件

XML 標記

變數

超連結來源

超連結錨點

交互參照

隱藏條件文字

註解

註腳

索引標記

刪除的文字

新增的文字

移動的文字

注音

旁注

直排內橫排

著重號

文字顯示選項 選擇顯示字體、大小、行距、文字顏色和背景。您也可以指定不同主題，例如「傳統系統介面」，在黑色背景上檢視黃色文字。這些設
定會影響文字在內文編輯器視窗中的顯示，不會影響在版面檢視中的顯示方式。

啟動消除鋸齒 使文字的鋸齒邊緣變平滑，並選擇消除鋸齒的「類型」：「LCD 最佳化」、「輕柔」或「預設」設定。「預設」會使用灰色陰影將文字
平滑化； 「LCD 最佳化」使用顏色將文字平滑化，而不是使用灰色陰影，最適合用在淺色背景、黑色文字上； 「輕柔」也是使用灰色陰影，不過可
以產生比「預設」更淺、更模糊的外觀。

游標選項 變更文字游標的外觀。例如，選取「閃爍」可以使游標閃爍。

內嵌框架中的文字不會顯示在父內文編輯器視窗中，但是可以顯示在其本身的內文編輯器視窗中。

使用條件文字

條件文字是建立同一文件不同版本的一個方法。您在建立條件後，套用至一些文字範圍。接著您可以顯示與隱藏條件，建立文件的不同版本。例如，
如果您在建立電腦手冊，可以為 Mac OS 和 Windows 個別建立條件。在列印 Mac OS 版本的使用手冊前，您可以顯示所有套用「Mac」條件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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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並隱藏所有套用「Windows」條件的文字。接著您可以反轉條件狀態，列印 Windows 的使用手冊。

顯示「條件文字」
A. 顯示所有條件 B. 條件指示符

隱藏「條件文字」
A. 隱藏「Mac」條件 B. 隱藏條件符號

條件只能套用至文字。您可以讓錨定物件成為條件，但只能透過選取錨定物件標記的方式。您可以將條件套用至表格儲存格中的文字，但無法套用條
件至表格儲存格、欄或列。您無法將條件套用至鎖定的 InCopy 內文中的文字。

如需有關使用條件文字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lrvid4026_id_tw。

規劃條件文件
使用條件文字規劃專案時，請研判文件的屬性，思考如何讓文件在交出後可以供數個人輪流使用。規劃一致性處理條件文字的方法，讓文件更容易使
用與維護。使用下列指引。

版本數 定義您完成的專案要包含幾個版本。例如，如果您建立的手冊，是說明可以在 Windows 和 Mac OS 平台上執行的程式，您可能想建立至少兩
個版本：一個 Windows 版本和一個 Mac OS 版本。如果您想建立這些版本，同時在審閱過程中在文字間穿插編輯注釋，您可能會想要更多版本：有
注釋的 Mac OS 版本、沒有注釋的 Mac OS 版本、有注釋的 Windows 版本和沒有注釋的 Windows 版本。
對於有許多條件的文件，您可以定義條件組合。條件組合可以套用至文件，快速建立版本。

需要的條件標記 決定您建立想要的版本時，需要的條件標記數。每個版本的文件由一組唯一的條件標記組定義。例如，一個完成的 Windows 手冊版
本可以定義為顯示 Windows 條件標記、隱藏 Mac OS 條件標記，以及隱藏「注釋」條件標記。在這個範例中，您需要決定是否要對 Windows 注釋與
Mac OS 注釋使用個別的條件標記，或為 Windows 和 Mac OS 注釋使用同一個條件標記。
內容組織 評估文件能設條件的幅度，以及您組織文件的方法，簡化開發與維護的工作。例如，您可以組織書冊，讓條件文字限制於少數文件中。或
者，您也可以選擇將特定章節的版本存放在個別的檔案中，而不要使用條件文字，再為每個版本的書冊使用不同的書冊檔案。

在某些情況中，如當使用多種語言時，對於每個包含不同語言之文字的圖層，您可能想建立個別可以顯示或隱藏的圖層，而不要使用條件。

標記策略 決定條件文字的最小單位。例如，如果文件會轉譯為別的語言，您設為條件的文字數量最少必須是一個完整的句子。因為文字順序在轉譯時
經常會變更，將句子的一部分設為條件文字會讓轉譯過程更複雜。

空格和標點符號套用的條件不一致時，可能導致多餘空格或拼字錯誤。決定是否要為空格和標點設條件。如果條件文字以標點開始或結束，就將標點
也設為條件。這樣當您在檢視一個以上的版本時，會讓文字更容易閱讀。

如果要避免單字間距的問題，例如無條件的空格後面接著條件的空格，就為接著條件文字的空格設定處理標準 (永遠設條件或永遠無條件)。

如果要避免混淆，就決定條件文字顯示的順序，並在整份文件中一致使用此順序。

索引與交互參照 當為文件編輯索引時，注意索引標記是置放於條件文字內或外。請注意，產生的索引中不會包含位於隱藏的條件文字中的索引標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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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建立了條件文字的交互參照，請確認來源文字有一樣的條件。例如，如果您在「Windows」段落中加入了交互參照，而文字錨點出現在
「Mac」條件中，當「Mac」條件隱藏時，交互參照不會解析。在「超連結」面板中，「HT」會出現在交互參照旁邊。

如果您建立了段落的交互參照，在其中有些文字為條件，同時您還變更該條件的可見度設定，請更新交互參照。

建立條件
您建立的條件儲存在目前的文件中。如果您建立條件時沒有開啟的文件，這個條件會出現在您建立的所有新文件中。

您可以指定條件「指示符」，例如紅色波浪底線，讓條件文字易於辨認。

1. 選擇「視窗 > 文字與表格 > 條件文字」，顯示「條件文字」面板。
2. 從「條件文字」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條件」，然後輸入條件的名稱。
3. 在「指示符」群組中，指定套用條件的指示符的外觀。

依預設，指示符 (例如紅色波浪線) 會設為顯示在文件中，但不會列印或輸出。您可以從「條件文字」面板中的「指示符」選單選擇一個選項，
隱藏指示符或將其列印與輸出，在檢閱時會很有用。

4. 按一下「確定」。

套用條件至文字
您可以將多個條件套用至相同的文字。依預設，條件指示符會識別條件文字。然而，如果指示符是隱藏的，您可以使用「條件文字」面板判斷目前的
文字上套用了哪些條件。清楚的勾選記號表示該條件已套用至目前的文字。暗灰色的勾選記號表示條件只套用至選取範圍的一部分。

1. 選取您要套用條件的文字。
2. 在「條件文字」面板中 (「視窗> 文字與表格 > 條件文字」)，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套用條件，按一下條件，或按一下條件名稱旁邊的方框。

如果要套用條件並移除文字套用的其他條件，就按住 Alt 鍵並按一下一個條件 (Windows)，或按住 Option 鍵並按一下一個條件 (Mac OS)。

如果要移除條件，就按一下條件名稱旁邊的方框，移除勾選記號。或者，按一下「[無條件]」，由選取的文字移除所有的條件。

備註： 您無法對特定的條件套用鍵盤快速鍵。然而，您可以使用「快速套用」套用條件。

顯示或隱藏條件
當您隱藏條件時，套用該條件的所有文字都會隱藏。隱藏條件常常會造成文件或書冊的頁碼變更。您可以使用「智慧型文字重排」功能，在隱藏與顯
示條件時自動新增和移除頁面。

文件中的隱藏文字一般會受到忽略。例如，隱藏文字不會列印或轉存、隱藏的條件文字中的索引標記不會包含在產生的索引中，而且當搜尋或對文字
進行拼字檢查時，隱藏的條件文字不會包含在執行的範圍內。

當您隱藏條件時，隱藏的文字會儲存在隱藏的條件符號中 。如果您選取了包含隱藏條件符號的文字並嘗試刪除，InDesign 會提示您確認要刪除隱藏
的條件文字。您無法對隱藏的條件文字套用其他條件、樣式或格式設定。

如果文字套用了幾種條件，而且當一種條件為隱藏狀態時，至少有一種其他的條件為顯示狀態，文字就不會隱藏。

如果要顯示或隱藏個別的條件，按一下條件名稱旁邊的可見度方框。眼睛圖示表示條件為顯示狀態。

如果要顯示或隱藏所有條件，請從「條件文字」面板選單中選擇「全部顯示」或「全部隱藏」。

使用條件組合
條件組合會擷取所有條件的可見度設定，因此您可以快速套用不同的文件轉譯。例如，假設您有一份複雜的文件，其中有 Mac OS、Windows
XP、Vista、UNIX 的平台條件，英文、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的語言條件，還有像「編輯審閱」與「內部注釋」等編輯注釋。要檢視法文的 Vista 版
本時，您可以建立一個條件組合，只顯示 Vista、法文和「編輯審閱」條件，並隱藏所有其他的條件。

要達到這個目的雖然不一定需要使用條件組合，但條件組合會協助您快速可靠地變更不同的條件可見度設定。

1. 依需要套用條件至文字。
2. 如果「組合」選單沒有出現在「條件文字」面板中，請從「條件文字」面板選單中選擇「顯示選項」。
3. 在「條件文字」面板中，依需要讓條件可見或隱藏。
4. 從「組合」選單中選擇「建立新組合」，為組合指定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新的組合會變成使用中的組合。

5.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對文件套用條件組合，請從「組合」選單中選擇條件組合名稱。

如果要置換條件組合，請選取組合讓其成為使用中狀態，然後變更任何條件的可見度設定。一個加號 (+) 會出現在條件組合的旁邊。再次選
擇條件組合，移除優先選項。選擇「重新定義「[條件組合]」」，使用新的可見度設定更新條件組合。

如果要刪除條件組合，請選取條件組合，然後選擇「刪除「[條件組合]」」。刪除一個條件組合並不會刪除此組合的條件，也不會從任何套
用此條件組合處移除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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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條件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刪除條件 選取一個條件，然後按一下「條件文字」面板底部的「刪除條件」圖示。指定一個條件，取代被刪除的條件，然後按一下「確定」。在套用
已刪除條件的所有文字上，都會套用您指定的條件。

如果要刪除多個條件，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以選取連續的條件，或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條件 (Windows) 或按住 Command 鍵並按一下條件 (Mac
OS)，以選取非連續的條件，再按一下「刪除條件」圖示。

移除文字的條件 移除文字的條件標記，和刪除文件中的標記不同。當您移除文字的標記時，標記仍然會保留在文件中，因此稍後仍然可以再次套用。

如果要移除文字的條件，請選取文字，然後按一下條件旁邊的方框移除勾選記號，或按一下「[無條件]」，移除選取文字的所有條件。

載入 (讀入) 條件 從「條件文字」面板選單，選擇「載入條件」(僅載入條件) 或「載入條件與組合」。選取您想讀入條件的 InDesign 文件，然後按一
下「開啟」。載入的條件和組合會取代任何有相同名稱的條件或組合。

在 InDesign 中，您無法由 InCopy 檔案載入條件，但是在 InDesign 和 InCopy 中，您都可以由 InDesign 檔案載入條件。

載入的組合會忽略目前「條件文字」面板中的條件可見度設定。

在書冊中同步化條件 如果要確認您在書冊中的所有文件都使用相同的條件，請在樣式來源文件中建立您想要的條件，然後在「同步選項」對話框中選
取「條件文字設定」，再同步化書冊。

顯示或隱藏條件指示符 從「條件文字」面板中的「指示符」選單中選擇「顯示」或「隱藏」，顯示或隱藏條件指示符。如果您顯示了一個版本，並想
要看哪些區域為條件，請顯示條件指示符。如果在檢視版面時，您覺得條件指示符令人分心，可以隱藏條件指示符。如果要列印或輸出條件指示符，
請選擇「顯示及列印」。

變更條件名稱 在「條件文字」面板中按一下條件，暫停，再按一下條件名稱加以選取。輸入別的名稱。

編輯條件指示符 在「條件文字」面板中按兩下條件，或選取條件，再從面板選單中選擇「條件選項」。指定指示符設定，然後按一下「確定」。

尋找與變更條件文字
您可以使用「尋找/變更」對話框尋找套用了一或多種條件的文字，並以一或多種其他的條件取代。

1. 顯示您想包含在搜尋中的任何條件文字。

隱藏文字不包含在搜尋中。

2. 選擇「編輯 > 尋找/變更」。
3. 如果對話框底部未顯示「尋找格式」和「變更格式」方框，請按一下「更多選項」。
4. 按一下「尋找格式」方框，顯示「尋找格式設定」方框。在「條件」下選取「[任何條件]」，搜尋套用任何條件的文字，或選取「[無條件]」，搜
尋沒有套用任何條件的文字，或選取您想要搜尋的特定單一條件或多個條件。按一下「確定」。

這項功能可以找到與選取條件完全相符的文字。例如，如果您選取了「條件 1」和「條件 2」，就不會找到只套用其中一種條件的文字，也不會
找到套用這兩種條件和另一種其他條件的文字。

5. 按一下「變更格式」方框，顯示「變更格式設定」對話框。指定不同的格式設定選項，例如條件或字元樣式，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果您在「變更格式設定」對話框中選取了「條件」區段，「[任何條件]」不會對找到的條件文字做任何變更。如果您想要套用不同的格式設
定，例如字元樣式，這個選項會很有用。選取「[無條件]」由找到的文字移除所有的條件。如果您選取了特定的條件，指定您是否要取代找到的
文字所套用的任何條件，或新增條件。

6. 按一下「尋找」，然後使用「變更」、「變更/尋找」或「全部變更」按鈕以取代條件。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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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從影像產生標題
指定標題設定選項
使用變數建立標題
定義標題變數

標題是顯示在影像下面的描述性文字。InDesign 會提供數個方法，可建立顯示您指定之影像中繼資料的標題。InDesign 還提供特殊標題變數，可顯示
某個影像的指定中繼資料。如果包含變數的文字框位於影像旁邊或與影像組成群組，則變數會顯示該影像的中繼資料。您可以從現有的影像產生標
題，或在置入影像時產生標題，也可以建立包含標題變數的文字框。

如需有關從中繼資料產生標題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lrvid5156_id_tw 和 http://tv.adobe.com/go/4958_tw/。

從影像中繼資料產生的標題

從影像產生標題

當您從現有影像產生標題時，可以產生靜態標題 (只能以手動修改) 或即時標題 (影像或影像中繼資料變更時會更新)。例如，如果您將即時標題移至不
同影像的旁邊，則該標題會顯示該不同影像的中繼資料。

選擇「產生即時標題」時，會依據目前的標題設定自動產生新的變數。例如，如果在「標題設定」對話框中選取「描述」中繼資料類型，則會建立一
個稱為「即時中繼資料標題: 描述」的變數。

1. 若要決定產生的標題的內容和外觀，請選擇「物件 > 標題 > 標題設定」並指定設定。請參閱指定標題設定選項。

2. 選擇「物件 > 標題 > 產生即時標題/產生靜態標題」。

備註： 當您產生顯示較長文字字串的即時標題 (例如「描述」) 時，標題不會斷行，因為它是一個變數。如果標題壓縮成一行，請考慮將即時標題轉
換為靜態標題。若要將即時標題轉換為靜態標題，請選取該即時標題，然後選擇「物件 > 標題 > 轉換為靜態標題」。
您也可以在置入影像時產生靜態標題。在「置入」對話框中，選取「建立靜態標題」，然後在置入影像後置入標題文字框。

指定標題設定選項

使用「標題設定」對話框可決定產生之標題的內容和格式。這些設定只會影像未來產生的標題，而不是現有標題。

1. 請選擇「物件 > 標題 > 標題設定」。

2. 選擇您想要納入的中繼資料，並指定在中繼資料之前和之後顯示的文字。

3. 若要納入多列中繼資料，請按一下加號圖示。

4. 指定下列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之前放置文字 / 之後放置文字 在指定的中繼資料之前或之後顯示的文字。

中繼資料 從清單中選擇中繼資料選項，例如「描述」或「城市」。

對齊方式 指定要在影像的哪個相對位置置入標題。

偏移量 指定從影像旁的文字框邊緣到標題文字所相隔的距離。

段落樣式 指定要套用至標題文字的段落樣式。如果您想讓標題包含自動編號，例如「圖 1」、「圖 2」等，請納入段落樣式中的編號。請參閱建
立圖表及表格的連續標題。

圖層 指定標題所屬的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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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標題與影像組成群組 指出影像框與標題文字框是否組成群組。

使用變數建立標題

當包含標題變數的文字框與影像相鄰，或與影像組成群組時，標題變數會顯示該影像的中繼資料。

標題變數
A. 具有標題變數的文字框不在影像旁邊 B. 文字框已移至影像旁邊

1. 必要時，請定義想要使用的標題變數。請參閱定義標題變數。

2. 建立要用於標題的文字框。

3. 將插入點置入文字框，選擇「文字 > 文字變數 > 插入變數」，然後選擇要納入的標題變數。視需要插入任意數目的標題變數。

4. 將標題文字框移至影像框旁邊，或將標題文字框與影像框組成群組。

如果標題變數為空白，請編輯影像中繼資料，然後使用「連結」面板來更新影像。若要編輯影像中繼資料，請參閱編輯影像檔案內的中繼資料。

定義標題變數

當包含標題變數的文字框移至影像旁邊時，標題變數會自動更新。依預設，選取「文字 > 文字變數 > 插入變數」時，此「名稱」中繼資料會用於變數
類型。您可以編輯此「影像名稱」變數，或者可以建立指定影像中繼資料的新變數。

1. 選擇「文字 > 文字變數 > 定義」。

2. 選擇「新增」來建立變數，或選擇「編輯」來編輯現有變數。

3. 針對「文字」，選取「中繼資料標題」。

4. 從「中繼資料」選單中選擇選項。

5. 指定文字會在中繼資料之前或之後顯示，然後選擇「確定」。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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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文字新增至文件
貼上文字
拖放文字
置入 (讀入) 文字
讀入 Buzzword 文件
連結或嵌入讀入的文字檔案

將文字新增至文件

您可藉由輸入文字，或是從文書處理應用程式貼上或置入文字，將文字新增至文件中。如果您的文書處理應用程式支援拖放功能，也可以將文字拖移
至 InDesign 框架中。處理大量文字區塊時，「置入」指令是新增文字至文件的有效、多功能方法。InDesign 支援多種不同文書處理、試算表和文字檔
案格式。

置入或貼上文字時，不需要先建立文字框；InDesign 會自動為您建立文字框。

當您置入或貼上文字時，可以使用框架格點而非文字框 (請參閱建立框架格點)。

置入文字時，可以選取「顯示讀入選項」，決定讀入的文字是否維持其樣式和格式設定。貼上文字前，您可以選取「剪貼簿處理偏好設定」底下的
「所有資訊」或「僅文字」，決定貼上的文字是否包含其他資訊，例如色票和樣式。

如果讀入文件的文字包含粉紅色、綠色或其他加亮標明顏色，表示您可能開啟了一或多個排版偏好設定選項。請開啟「偏好設定」對話框的「排
版」區段，注意「加亮標明」底下已開啟哪些選項。例如，若是貼上的文字以無法使用的字體進行格式化，則該文字會以粉紅色標示。

在文件中輸入文字
1. 請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將插入點置入文字框內：

使用「水平格點」工具  或「垂直格點」工具  拖移以建立框架格點，然後使用「水平文字」工具或「垂直文字」工具按一下框架格
點。

使用「文字」工具 (水平 、垂直 )，在文件上拖移，並建立純文字框。

使用選取工具，在現有文字框內按兩下。「文字」工具便會自動選取。

2. 開始輸入。

如果已在主版頁面上建立文字框，當您按一下文件頁面的框架時，請按住 Ctrl+Shift 鍵 (Windows) 或 Command+Shift 鍵 (Mac OS)。便可在文件頁面
上建立主版頁面框架的拷貝。然後您可以使用「文字」工具，將文字新增至選取的框架中。

使用內嵌輸入法輸入亞洲文字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進階文字」(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進階文字」(Mac OS)。
2. 選取「非拉丁文字使用內嵌輸入」，然後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使用系統輸入法程式，在文字框中直接輸入雙位元組文字。

插入預留位置文字
InDesign 可以加入預留位置文字，您可在稍後輕易地以真實文字取代。加入預留位置文字可讓您對文件的設計有更完整的概念。

1. 使用「選取」工具選取一或多個文字框，或者使用「文字」工具在文字框中按一下。
2. 選擇「文字 > 以預留位置文字填滿」。

如果將預留位置文字加入串連到其他框架的框架中，則預留位置文字會增加到第一個文字框的開頭 (如果所有框架均為空白)，或現有文字的結尾 (如果
串連的框架中已有一些文字)，一直到最後一個串連框架的結尾。

如果要移除或取代預留位置文字，請在任一個串連的框架中按兩下，並選擇「編輯 > 全部選取」，然後刪除文字。

如果要變更當做預留位置文字使用的文字，請以您要使用的文字建立文字檔案，將其命名為「Placeholder.txt」，並儲存在應用程式檔案夾中。

貼上文字

當您將文字貼至 InDesign 中時，如果插入點不在文字框內，將建立新的純文字框。如果插入點位在文字框內，文字將會貼入該框架內。當您貼上時，
如果有選取的文字，貼上的文字將會覆寫選取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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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使用「編輯 > 貼上但不套用格點格式」將文字貼至框架格點中，貼上的文字將保留它的字體、字體大小和拷貝文字的字元間距設定。您可以選取
文字，並選擇「編輯 > 套用格點格式」，根據框架格點的字元屬性將貼上的文字格式化。

貼上來自其他應用程式的文字
1. 如果要保留樣式和索引標記之類的格式設定和資訊，請開啟「偏好設定」對話框的「剪貼簿處理」區段，然後選取「貼上」底下的「所有資
訊」。如果要在貼上時移除這些項目和其他格式設定，請選取「僅文字」。

2. 剪下或拷貝另一個應用程式或 InDesign 文件中的文字。
3. 如果需要，您可以選取文字或在文字框中按一下； 否則，文字會貼入其自己的新框架中。
4.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擇「編輯 > 貼上」。如果貼上的文字未包含所有格式設定，可能需要在「讀入選項」對話框中，變更 RTF 文件的設定。

選擇「編輯 > 貼上但不套用格式設定」 (如果已在「剪貼簿處理偏好設定」中選取「僅文字」，則貼上來自另一個應用程式的文字時，「貼
上但不套用格式設定」會呈現為灰色)。

選擇「編輯 > 貼上但不套用格點格式」。

您也可以從其他應用程式，將文字拖放到 InDesign 文件中，或直接從「Windows 檔案總管」或 Mac OS Finder，將文字檔案或文書處理檔案插入
InDesign 文件中。文字將會加入新框架中。按住 Shift 鍵並拖移，會移除格式設定。您在「偏好設定」對話框的「剪貼簿處理」區段中選取的選
項，會決定是否保留索引標記和色票之類的資訊。

貼上文字時自動調整間距
貼上文字時，會根據上下文自動增加或移除空格。例如，若剪下一個單字，然後將它貼到兩個單字之間，則單字的前後會顯示空格。如果將該單字貼
到句子結尾處的句號之前，便不會加入空格。

備註： 這項功能主要是搭配羅馬文字使用。同時，只有在「字元」面板中，將要貼上的羅馬文字設定為羅馬語言時，才能使用這項功能。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文字」(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文字」(Mac OS)。
2. 選取「剪下及貼上單字時自動調整間距」，然後按一下「確定」。

將文字貼至框架格點
您可以貼上文字，並保留它的來源格式設定屬性。當您使用修改的屬性從一個框架格點拷貝文字，並在不同的框架格點貼上時，只會貼上變更屬性已
保留的文字。您也可以貼上但不套用格點格式設定。

1. 剪下或拷貝另一個應用程式或 InDesign 文件中的文字。
2. 在框架格點中，顯示文字插入點或選取文字區塊。
3.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貼上符合格點格式的文字，請選擇「編輯 > 貼上」。

如果要貼上文字但不套用格點格式設定，請選擇「編輯 > 貼上但不套用格點格式」。

您之後可以隨時選擇「編輯 > 套用格點格式」，套用格點格式設定。「格點樣式」面板中指定的格點格式屬性將套用至文字。

拖放文字

您可以在「內文編輯器」或「版面檢視」中，使用滑鼠拖放文字。甚至可以將文字從「內文編輯器」拖移到版面視窗中 (反之亦然)，或是拖移到如
「尋找/變更」的一些對話框中。從已鎖定或存回的內文拖移文字會拷貝文字，而不會移動文字。您也可以在拖放文字時，拷貝文字或建立新框架。

Jeff Witchel 在使用 InDesign 拖放文字中提供有關拖放功能的教學課程影片。

1. 如果要啟動拖放功能，請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文字」(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文字」(Mac OS)，選取「在版面檢視中啟
動」、「在內文編輯器中啟動」(InDesign) 或「在校稿/內文檢視中啟動」(InCopy)，然後按一下「確定」。

2. 選取要移動或拷貝的文字。

3. 將指標停駐在選取的文字上方，直到拖放圖示  顯示為止，然後拖移文字。

在拖移時，選取的文字會保持在原處，不過會出現一條垂直線，指示放開滑鼠按鈕時文字將顯示的位置。垂直線會出現在滑鼠拖移到的任何文字
框中。

4.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將文字放置到新位置，請將垂直線移到希望文字顯示的位置，然後放開滑鼠按鈕。

如果要將文字放置到新框架中，請在開始拖移後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然後在放開按鍵前放開滑鼠按鈕。

如果要放置文字但不套用格式設定，請在開始拖移後按住 Shift 鍵，然後在放開按鍵前放開滑鼠按鈕。

如果要拷貝文字，請在開始拖移後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然後在放開按鍵前放開滑鼠按鈕。

您也可以使用這些輔助按鍵的組合。例如，如果要將未格式化的文字拷貝至新框架中，請在開始拖移後按住 Alt+Shift+Ctrl (Windows) 或
Option+Shift+Command (Mac OS)。

如果放置的文字沒有適當的間距，請選取「文字偏好設定」中的「自動調整間距」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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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入 (讀入) 文字
置入文字或試算表檔案時，可以指定選項，決定讀入文字的格式化方式。

備註： 將文字置入新框架中時，「內文」面板 (「視窗 > 文字與表格 > 內文」) 中的設定會決定讀入文字的內文方向和框架類型。如果要變更文件設
定，請先確認未選取物件，然後再變更「內文」面板設定。如果要變更所有新文件的設定，請先確認未開啟文件，然後再變更「內文」面板設定。

如需有關將內容讀入 InDesign 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vid0067_tw。如需有關置入文字並排文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lrvid4278_id_tw。

1. (選擇性) 如果要在置入的檔案中建立連結，請在「偏好設定」對話框中按一下「檔案處理」，然後選取「置入文字和試算表檔案時建立連結」。

選取這個選項，會建立已置入檔案的連結。您可以使用「連結」面板更新文字檔案的連結、重新連結或移除連結。不過，如果是在 InDesign 中
設定連結文字的格式，則在更新連結時可能不會保留此格式。如果未選取這個選項，則會嵌入 (而非連結) 讀入的文字檔案和試算表檔案。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為置入的文字建立新框架，請確認沒有插入點存在，且沒有選取任何文字或框架。

如果要在框架中新增文字，請使用「文字」工具  選取文字或置入插入點。

如果要取代現有框架的內容，請使用「選取」工具選取框架。如果選取串連的框架，則會出現載入的文字游標。

如果不小心使用此方法取代文字檔案或圖形，請選擇「編輯 > 還原取代」，然後按一下或拖移以建立文字框。

3. 選擇「檔案 > 置入」。
4. 如果要以讀入的檔案取代選取的框架內容、取代選取的文字，或將其新增至文字框中的插入點位置，請選取「取代選取項目」。取消選取此選
項，可將讀入的檔案排文到新框架中。

5. 如果要建立具有格點的文字框，請選取「套用格點格式」。如果要建立純文字框，請取消選取「套用格點格式」。
6. 選取「顯示讀入選項」，然後按兩下要讀入的檔案。
7. 設定讀入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果尚未指定接收文字的現有框架，指標會變成已載入的文字圖示，準備好將文字排文到任何您按一下或拖移之處。

根據「內文」面板中的設定，置入的文字框可以轉換為純文字框或框架格點。您可以選擇「文字 > 書寫方向 > 水平 (或垂直)」決定框架的書寫方
向。當文字置入框架格點中時，「格點」工具中的文件預設集將套用至框架格點。視需要套用格點格式設定。

如果出現警告訊息，指出找不到要求的過濾器，您可能嘗試從不同的文書處理應用程式或舊版 Microsoft® Word (例如 Word 6) 置入檔案。請在原始應
用程式中開啟檔案並儲存為 RTF 格式，如此可保留大多數的格式設定。

如果所讀入 Microsoft Excel 文件的儲存格中出現紅點，請調整儲存格大小或文字屬性，讓溢排內容成為可見的。您也可以將檔案做為未格式化的定位
點分隔文字來置入，然後將此定位點分隔文字轉換為表格。

關於讀入過濾器
InDesign 會從文字檔案讀入多數字元和段落格式設定屬性，但會忽略多數頁面版面資訊，例如邊界和欄設定 (這些可在 InDesign 中設定)。請注意下列
事項：

InDesign 通常會讀入在文書處理應用程式中指定的所有格式設定資訊，除了無法在 InDesign 中使用的文書處理功能相關資訊外。

InDesign 可以將讀入的樣式新增到其文件的樣式清單中。讀入的樣式旁會顯示磁碟圖示  (請參閱將 Word 樣式轉換為 InDesign 樣式)。

在「置入」對話框中選取「顯示讀入選項」，或是讀入 Excel 檔案時，會顯示讀入選項。如果取消選取「顯示讀入選項」，InDesign 會使用上次
用於類似文件類型的讀入選項。除非變更選項，否則您設定的選項將持續使用。

如果 InDesign 找不到依據其檔案類型或副檔名辨識檔案的過濾器，則會顯示警告訊息。為了在 Windows 中獲得最佳結果，對於要讀入的檔案類
型，請使用標準副檔名 (例如「.doc」、「.docx」、「.txt」、「.rtf」、「.xls」或「.xlsx」)。您可能需要在原始應用程式中開啟檔案，並以不同
格式儲存，例如 RTF 或純文字。

如需有關讀入篩選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位於 www.adobe.com/go/lr_indesignfilters_cs5_tw 的篩選器 PDF 讀我檔案。

Microsoft Word 和 RTF 讀入選項
如果在置入 Word 檔案或 RTF 檔案時選取了「顯示讀入選項」，您便可以選擇下列選項：

目錄文字 讀入目錄成為內文中文字的一部分。這些項目會讀入為純文字。

索引文字 讀入索引成為內文中文字的一部分。這些項目會讀入為純文字。

註腳 讀入 Word 註腳。會保留註腳與參照，不過會根據文件的註腳設定重新編號。如果讀入的 Word 註腳不正確，請嘗試將 Word 文件儲存為 RTF
格式，然後再讀入 RTF 檔案。
章節附註 讀入章節附註成為內文結尾處文字的一部分。

使用印刷體引號 確保讀入的文字包含左右引號 (“ ”) 和單引號 (’)，而非直式雙引號 (" ") 和單引號 (')。
移除文字與表格中的樣式及格式設定 從讀入的文字 (包括表格中的文字) 移除格式設定，例如字體、文字顏色和文字樣式。如果選取這個選項，將不會
讀入段落樣式和內嵌圖形。

保留本機優先選項 選擇從文字與表格中移除樣式及格式設定時，可以選取「保留本機優先選項」，保留套用至部分段落的字元格式設定，例如粗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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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體。取消選取此選項，可移除所有格式設定。

將表格轉換為 選擇從文字與表格中移除樣式及格式設定時，可以將表格轉換為基本的未格式化表格，或是未格式化的 Tab 字元分隔文字。
如果要讀入未格式化文字和格式化表格，請讀入不含格式設定的文字，然後從 Word 拷貝表格並貼入 InDesign 中。

保留文字與表格中的樣式及格式設定 在 InDesign 或 InCopy 文件中保留 Word 文件的格式設定。您可以使用「格式設定」區段中的其他選項，決定保
留樣式及格式設定的方式。

手動分頁符號 決定如何在 InDesign 或 InCopy 中格式化來自 Word 檔案的分頁。您可以選取「保留分頁符號」，使用與 Word 中所用相同的分頁，也
可以選取「轉換為分欄符號」或「不換行」。

讀入內嵌圖形 在 InDesign 中保留來自 Word 文件的內嵌圖形。
讀入未使用的樣式 讀入來自 Word 文件的所有樣式，即使是未套用至文字的樣式。
將項目符號和編號轉換為文字 讀入項目符號和編號做為實際字元，並且保留段落外觀。不過，在編號清單中，變更清單項目時不會自動更新編號。

追蹤修訂 選取此選項會使 Word 文件中的「追蹤修訂」標記出現在 InDesign 文件中。在 InDesign 中，請檢視「內文編輯器」中的追蹤修訂。
自動讀入樣式 將來自 Word 文件的樣式讀入 InDesign 或 InCopy 文件中。如果「樣式名稱衝突」旁出現黃色警告三角形，表示來自 Word 文件的一或
多個段落或是字元樣式，與 InDesign 樣式名稱相同。
如果要決定解決這些樣式名稱衝突的方式，請從「段落樣式衝突」和「字元樣式衝突」選單中選取選項。選擇「使用 InDesign 樣式定義」，會根據
InDesign 樣式格式化讀入的樣式文字。選擇「重新定義 InDesign 樣式」，會根據 Word 樣式格式化讀入的樣式文字，並變更以該樣式格式化的現有
InDesign 文字。選擇「自動重新命名」，會重新命名讀入的 Word 樣式。例如，若是 InDesign 和 Word 都有「Subheading」樣式，當「自動重新命
名」已選取時，會將讀入的 Word 樣式重新命名為「Subheading_wrd_1」。

備註： InDesign 會轉換段落和字元樣式，但不會轉換項目符號清單和編號清單樣式。
自訂樣式讀入 讓您使用「樣式對應」對話框，為讀入的文件中的每個 Word 樣式，選取應使用的 InDesign 樣式。
儲存預設 儲存目前的「Word 讀入選項」，供日後重複使用。指定讀入選項，按一下「儲存預設」，輸入預設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當下次讀
入 Word 樣式時，可以從「預設」選單中，選取您所建立的預設。如果要使用選取的預設，做為未來讀入 Word 文件的預設值，請按一下「設定為預
設值」。

文字檔案讀入選項
如果在置入文字檔案時選取了「顯示讀入選項」，您可以選擇下列這些選項：

字元集 指定用於建立文字檔案的電腦語言字元集，例如 ANSI、Unicode UTF8、Shift JIS 或 Chinese Big 5。預設選項是對應至 InDesign 或 InCopy
預設語言和平台的字元集。

平台 指定檔案是在 Windows 中或 Mac OS 中建立。
將字典設定為 指定讀入的文字要使用的字典。

額外換行符號 指定讀入額外段落換行符號的方式。請選擇「在每行結尾移除」或「在段落之間移除」。

取代 以定位鍵取代指定的空格數。

使用印刷體引號 確保讀入的文字包含左右引號 (“ ”) 和單引號 (’)，而非直式雙引號 (" ") 和單引號 (')。

Microsoft Excel 讀入選項
讀入 Excel 檔案時，可以選擇下列選項：

工作表 指定要讀入的工作表。

檢視 指定是否要讀入任何已儲存的自訂或個人檢視，或者忽略這些檢視。

儲存格範圍 指定儲存格的範圍，將會使用冒號 (:) 來指定範圍 (例如 A1:G15)。如果工作表內有已命名範圍，這些名稱會顯示在「儲存格範圍」選單
中。

讀入未儲存於檢視中的隱藏儲存格 包含任何在 Excel 試算表中格式化為隱藏儲存格的儲存格。
表格 指定試算表資訊在文件中顯示的方式。

設定表格格式  InDesign 會嘗試保留在 Excel 中所用的相同格式設定，不過可能不會保留每個儲存格內的文字格式設定。如果試算表是連結而
非內嵌的，則更新連結會覆寫 InDesign 中已套用至表格的任何格式設定。
未設定表格格式  表格讀入時不會帶有試算表的任何格式設定。選取這個選項時，您可以將表格樣式套用至讀入的表格。如果您使用段落和字
元樣式設定文字格式，就算您更新試算表的連結，還是會保留這些格式設定。

未設定格式的定位點分隔文字  表格會讀入為 Tab 字元分隔文字，接著您便可以在 InDesign 或 InCopy 中轉換為表格。
僅設定格式一次  InDesign 會在初始讀入期間保留 Excel 中所使用的相同格式設定。如果是連結試算表而不是內嵌試算表，當您更新連結時，
連結表格中會忽略對試算表所進行的格式設定變更。InCopy 未提供此選項。

表格樣式 將您指定的表格樣式套用至讀入的文件。只有在已選取「未設定表格格式」時，才能使用這個選項。

儲存格對齊方式 為讀入的文件指定儲存格對齊方式。

包含內嵌圖形 在 InDesign 中保留來自 Excel 文件的內嵌圖形。
包含的小數位數 指定試算表數字的小數位數。

使用印刷體引號 確保讀入的文字包含左右引號 (“ ”) 和單引號 (’)，而非直式雙引號 (" ") 和單引號 (')。

標記文字讀入選項
您可以使用「標記文字」格式，讀入 (或轉存) 可以利用 InDesign 格式設定功能的文字檔案。標記文字檔案是文字檔案，其中包含您希望 InDesign 套
用的格式設定之描述資訊。適當標記的文字幾乎可以描述任何能在 InDesign 內文中顯示的項目，包括所有段落層級屬性、字元層級屬性以及特殊字
元。

如需有關指定標記的詳細資訊，請在 www.adobe.com/go/learn_id_taggedtext_cs5_tw (PDF) 中檢視「標記文字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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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讀入標記文字檔案，並在「置入」對話框中選取「顯示讀入選項」後，可以使用下列選項。

使用印刷體引號 確保讀入的文字包含左右引號 (“ ”) 和單引號 (’)，而非直式雙引號 (" ") 和單引號 (')。
移除文字格式設定 從讀入的文字移除格式設定，例如字體、文字顏色和文字樣式。

解決文字樣式衝突時使用 指定當標記文字檔案中的樣式與 InDesign 文件中的樣式發生衝突時，要套用的字元或段落樣式。選取「出版物定義」，可
使用 InDesign 文件中該樣式已經具有的定義。如果要使用如同標記文字中所定義的樣式，請選取「標記檔案定義」。
置入前顯示問題標記清單 顯示無法辨識的標記清單。出現這份清單時，您可以選擇取消或繼續讀入。如果繼續，檔案看起來可能會與預期的不同。

將 Word 或 RTF 讀入選項儲存為預設集
1. 置入 Word 或 RTF 檔案時，確認已選取「顯示讀入選項」，然後選擇「開啟」。
2. 在「讀入選項」對話框中，指定所需的設定。
3. 按一下「儲存預設」，輸入預設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4. (選擇性) 按一下「設定為預設值」，每次讀入相同檔案類型的檔案時都會使用此預設。

每次開啟 Word 或 RTF 檔案時，您就可以從「讀入選項」對話框的「預設」選單中選取自訂預設集。

讀入 Buzzword 文件
Buzzword 是一種網路架構的文字編輯器，可讓使用者在網頁伺服器上建立和儲存文字檔案。在 InDesign CS5 中，您可以從 Buzzword 文件讀入和轉
存文字。

當您讀入 Buzzword 文件時，會在伺服器上建立 Buzzword 文件之以 URL 為基礎的連結。在 InDesign 外更新 Buzzword 文件時，可以使用「連結」
面板更新 InDesign 中讀入的版本。但是，這樣做會移除您在 InDesign 中對 Buzzword 文字所做的任何變更。

備註： Acrobat.com Buzzword 應用程式只提供英文、法文和德文版本。

1. 選擇「檔案 > 從 Buzzword 置入」。

2. 如果您尚未登入 CS Live，請按一下「登入」，指定您的電子郵件地址和密碼，然後再按一下「登入」。

登入之後，「置入 Buzzword 文件」對話框會顯示您可以讀入的 Buzzword 文件清單。

3. 選取一或多個您想要讀入的文件，或將 Buzzword 文件的 URL 貼入「貼上 URL」欄位中。

4. 選取下列任一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顯示讀入選項 如果選取此選項，「Buzzword 讀入選項」對話框會在置入檔案之前顯示。

取代選取的項目 選取此選項可取代目前文件中選取的物件。

連結至文件 選取此選項可在 Buzzword 文件和置入的文字之間建立連結。如果您建立連結並更新 Buzzword 文件，則「連結」面板會指出檔案
已修改。如果您更新連結，則 InDesign 中的文字也會更新。但是，您在 InDesign 中對此文字進行的格式變更會遺失。

套用格點格式 根據格點屬性重新格式化讀入的文字。

5. 如果您已選取「顯示讀入選項」，請在「Buzzword 讀入選項」對話框中指定設定。

此對話框包含的選項與「RTF 讀入選項」對話框中找到的大部分選項相同。請參閱 Microsoft Word 和 RTF 讀入選項。Buzzword 目前沒有樣式
功能，所以此時所有樣式選項都無效。

6. 使用載入的文字游標來按一下或拖移，即可建立文字框。

連結或嵌入讀入的文字檔案

依預設，置入 InDesign 中的文字不會連結到原始文字檔案。但是，如果在置入檔案前選取「檔案處理」偏好設定中的「置入文字和試算表檔案時建立
連結」選項，則文字檔案名稱會顯示在「連結」面板中。您可以使用「連結」面板，更新及管理檔案。更新連結的文字檔案時，在 InDesign 中所套用
的任何編輯或格式設定變更都會遺失。由於有此風險，因此在編輯原始檔案時，不會自動更新連結的文字檔案。不過，您可以輕鬆地使用「連結」面
板來更新內容或解除連結 (嵌入) 檔案。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將此變更套用至文件，請開啟文件。

如果要將此變更套用至您建立的任何新文件，請關閉所有文件。

2.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檔案處理」(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檔案處理」(Mac OS)。
3. 如果要在置入的檔案中建立連結，請選取「置入文字和試算表檔案時建立連結」。如果這個選項已開啟，請使用「連結」面板更新連結、重新連
結或移除連結。如果這個選項已關閉，則會嵌入 (而非連結) 文字檔案。

若要解除 (嵌入) 所連結文字檔案的連結，請選取「連結」面板中的檔案，然後從「連結」面板選單中選取「解除連結」。

更多說明主題

讀入內容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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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格點和純文字框之間的差異
建立框架格點
建立文字框
移動與調整文字框大小
使用主版頁面上的文字框
變更文字框屬性
變更文字方向
決定字數和字元數目

框架格點和純文字框之間的差異

框架格點本質上與純文字框在功能與外觀上是相同的，只是另外還包含格點。下列的差異與特性也十分明顯。

框架格點包含字元屬性設定。這些預設的字元屬性將套用到置入的文字。然而，純文字框不具有字元屬性設定。當文字置入時，它會採用目前
「字元」面板中選取的字元屬性。

框架格點字元屬性可以在「物件 > 框架格點選項」中變更，但是，當純文字框沒有字元屬性時，您必須使用「字元」面板或「控制」面板選取部
分置入的文字來設定屬性。您也可以選取框架格點中置入的文字，並使用「字元」面板或「控制」面板變更字元屬性。

因為框架格點對齊方式的預設設定為「置中」，框架格點中的行距與「框架格點」對話框中的「行空格」設定是互相關聯的。對於純文字框，由
於 InDesign 格點對齊的預設設定為「無」；因此，如果沒有任何設定，將根據「字元」面板中指定的值套用行距。此外，當純文字框中段落的
格點對齊是設定為「置中」時，字元將對齊文件基線格點的中央。

您可以儲存框架格點字元屬性做為格點格式樣式，並且在需要時套用到框架格點。

框架格點的格點是由格點的字元屬性 (字元大小、字元間距、行距) 決定。

當您置入內文時，相同的格點屬性會套用到每一個串連的框架格點。請參閱串連文字。

依照預設，框架格點的字元數目會顯示在框架格點的底部。您也可以在「資訊」面板中，檢視內文和選取範圍的字元數目。

備註： 因為字元屬性不是針對文字框而設定，所以使用字元屬性將框架格點變更為純文字框可能會造成格式重新設定。例如，當「物件 > 框架格點
選項 > 字元空格」設定為 -1H 的框架格點使用「物件 > 框架類型 > 文字框」轉換為純文字框時，字元間距將變成 0H，而且字元將稍微分散。因為框
架格點設定會加以保留，所以使用「物件 > 框架類型 > 框架格點」轉換回框架格點時，將顯示原始的字元間距值 -1H。

建立框架格點

使用「水平格點」工具  或「垂直格點」工具  可建立框架格點，以及輸入或置入拷貝的文字。在「格點樣式」面板中設定的格點格式屬性會套用
到使用這些工具建立的框架格點。您可以在「框架格點」對話框中變更框架格點設定。

您可以使用「水平格點」工具建立水平框架格點，其中的文字會由左往右排列，並由上一行往下一行持續進行。您也可以使用「垂直格點」工具建立
垂直框架格點，其中的文字會由上往下排列，並由右一行往左一行持續進行。

當框架格點的文字格式與框架格點設定不同時，您可以利用「選取」工具選取框架格點，並使用「編輯 > 套用格點格式」套用「格點樣式」面板中
指定的格式。

建立框架格點

1. 選取「水平格點」工具  或「垂直格點」工具 。

2. 拖移工具可以決定所建立框架格點的高度與寬度。您可以在拖移工具時按住 Shift 鍵，建立正方形框架格點。

藉由先在「格點樣式」面板中選取格點格式並建立格點樣式，您可以使用選取的格點格式屬性來建立格點樣式。

當您使用「框架格點」工具按一下純文字框以外的空框架，框架將會變形為框架格點。純文字框無法變更為框架格點。

設定框架格點預設值
預設的框架格點字元屬性是由文件預設值、應用程式預設值及版面格點設定值依序決定。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為所有新的文件設定預設框架格點，請關閉所有文件並連按兩下「框架格點」工具。

如果要為目前文件設定預設框架格點，請確認未選取任何物件，並按兩下「框架格點」工具。

2. 指定框架格點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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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確定」。

備註： 每當建立框架格點時，都會套用預設的物件樣式。如果預設的物件樣式包含格點設定，這些設定將會取代使用「框架格點」工具設定的預設
集。
如果要為讀入的文字設定預設值，請使用「內文」面板。關閉所有文件或取消選取目前文件中的所有物件，開啟「內文」面板，然後指定要用於讀
入文字的內文方向和框架類型。

建立文字框

InDesign 中的文字都位於名為「文字框」的容器內。(文字框類似 QuarkXPress 中的文字方框和 Adobe PageMaker 中的文字區塊。)如需有關製作文
字框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lrvid4274_id_tw。

文字框有兩種類型：框架格點和純文字框。框架格點是特定用在亞洲語言排版的文字框種類，其中字元全形字框與間距都會顯示為格點。不顯示格點
的空文字框稱為純文字框。

如圖形框一樣，文字框可以移動、調整大小及變更。您用於選取文字框的工具，決定可以進行的變更種類：

使用「文字」工具  可在框架中輸入或編輯文字。

使用「選取」工具  可執行一般版面工作，例如將框架定位並調整其大小。

使用「直接選取」工具  可變更框架的形狀。

使用「水平格點」工具  或「垂直格點」工具  可建立框架格點。請參閱建立框架格點。

使用「文字」工具  可建立水平文字的純文字框；使用「垂直文字」工具  可建立垂直文字的純文字框。使用相同的工具可編輯框架中現有
的文字。

文字框也可以連接到其他文字框，使一個框架中的文字可以排流到另一個框架中。以此方式連接的框架為串連的框架。排流到一或多個串連的框架中
的文字稱為內文。當置入 (讀入) 文書處理檔案時，無論該檔案所佔據的框架數目為何，都會將它當做單一內文加入文件中。

備註： 所有串連的框架格點都使用相同的格點設定值加以設定，而所有串連的文字框都採用相同的書寫方向 (水平或垂直)。此外，包含內文任何部分
的所有框架都會成為和包含內文開頭的框架相同的框架類型。

文字框可以有多個欄。文字框能以頁面欄為基礎，但與頁面欄沒有關聯。換句話說，兩欄式的文字框可位在四欄的頁面上。文字框也可以放在主版頁
面上，且仍然能接收文件頁面上的文字。

如果重複使用相同類型的文字框，您可以建立一個物件樣式，其中包含文字框格式設定，例如線條和填色顏色、文字框選項以及繞圖排文和透明度
效果。

當貼上文字時，會自動建立純文字框。您也可以手動建立空的純文字框，並輸入文字。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取「文字」工具 ，然後拖移以定義新文字框的寬度和高度。拖移時按住 Shift 鍵，可強制框架為正方形。放開滑鼠按鈕時，框架中會顯示文
字插入點。

拖移以建立新文字框

使用「選取」工具，按一下另一個文字框的輸入埠或輸出埠，然後按一下或拖移以建立另一個框架。

使用「置入」指令置入文字檔案。

使用「文字」工具 ，在任何空白框架內按一下。如果在「文字」偏好設定中選取「文字工具將框架轉換為文字框」，則空白框架會轉換為文字
框。

備註： 如果要將純文字框轉換為框架格點，請選取該框架，然後選擇「物件 > 框架類型 > 框架格點」。

移動與調整文字框大小

使用「選取」工具，移動或調整文字框大小。

如果要移動文字框或調整其大小，但不從「文字」工具 切換到選取工具，請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然後拖移框架。

移動文字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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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選取」工具，拖移框架。

使用「文字」工具，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然後拖移框架。放開按鍵時，「文字」工具仍然是已選取狀態。

調整文字框大小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使用「文字」工具  調整大小，請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然後拖移任何框架控點。如果在開始拖移前按住
滑鼠按鈕 1 秒鐘，文字將會在您調整框架大小時重組。

備註： 如果按一下文字框，而非加以拖移，將會失去文字選取或插入點位置。

如果要使用「選取」工具  調整大小，請拖移框架邊界上的任何框架控點。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可縮放框架內
的文字 (請參閱縮放文字)。

如果要使框架快速符合其內容，請使用「選取」工具選取物件，然後按兩下任何控點。例如，如果您按兩下水平文字框的中下方控點，則框架底
部會靠齊文字底部。如果按兩下水平文字框的中右方控點，則會保留高度，同時寬度會變窄，讓文字填滿文字框。

您也可以按兩下溢排文字框或框架格點上的控點，展開框架的高度或寬度以符合所有文字。如果文字框包含過多溢排文字，無法適當地顯示在
頁面上，則不會調整文字框的大小。

如果要使文字框符合內容，請使用「選取」工具選取框架，然後選擇「物件 > 符合 > 使框架符合內容大小」。文字框底部會符合文字內容。如果
文字框包含過多溢排文字，無法適當地顯示在頁面上，則不會調整文字框的大小。

如果要使用「縮放」工具  調整大小，請拖移調整框架大小 (請參閱縮放文字)。

使用主版頁面上的文字框

當啟動新文件時，可以選取「主版文字框」選項，使空白文字框放在文件的預設主版頁面上。此框架具有在「新增文件」對話框中所指定的欄屬性和
邊界屬性。

在建立新的文件時選取「邊界和欄」，可建立純文字框；選取「版面格點」可建立框架格點。

備註： 當選取「主版文字框」時，可在主版上建立文字框。當選取「邊界和欄」時，文件的外觀不會變更，但是純文字框將在主版的內縮間距之內建
立。如果要從文件頁面使用主版上建立的文字框，可在選取將選取範圍與主版分離時，按住 Ctrl+Shift 鍵 (Windows) 或 Command+Shift 鍵 (Mac
OS)。當進行這項動作時，請在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 後，使用暫時出現做為「選取」工具的工具。接著，請選取「文
字」工具並按一下要輸入文字的文字框。

使用主版頁面上的文字框時，請遵循下列準則：

當您希望文件中的頁面能包含頁面大小的文字框，以便在其中排文或輸入文字時，請設定主版文字框。如果文件需要更多變化，如頁面的框架數
不同或框架的長度不同，請保留「主版文字框」選項的取消選取狀態，並使用「文字」工具在主版上建立文字框。

無論是否選取「主版文字框」選項，都可以將文字框新增至主版頁面中，當成預留位置。您可以將這些空白預留位置框架串連在一起，建立排文
流。

將文字排流到「主版文字框」中，與排文到文件頁面上所建立的框架的程序相同。

如果您需要在文件頁面的「主版文字框」中輸入文字，請在按一下文件頁面的文字框時，按住 Ctrl+Shift 鍵 (Windows) 或 Command+Shift 鍵
(Mac OS)。然後使用「文字」工具在框架中按一下，並開始輸入。

您可以使用「智慧型文字重排」，在輸入或編輯文字時自動新增或移除頁面。依預設，當您在以主版頁面為依據的串連文字框尾端輸入文字時，
會新增新的頁面，讓您繼續在新的文字框中輸入文字。您可以編輯「智慧型文字重排」設定。

如果變更頁面邊界，只有在已選取「啟動版面調整」選項時，文字框才會調整為新邊界。

選取「主版文字框」選項不會影響是否在自動排文時新增頁面。

變更文字框屬性

使用「文字框選項」可以變更一些設定，例如框架中的欄數、框架內文字的垂直對齊方式，或是內縮間距，亦即文字與框架間邊界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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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框中設定內縮並建立兩欄之前 (左圖) 及之後 (右圖)

如果有多個文字框需要使用相同文字框屬性，您可以建立物件樣式，將其套用至文字框。

1. 使用「選取」工具  選取框架，或是使用「文字」工具 ，在文字框內按一下或選取文字。

2. 選擇「物件 > 文字框選項」，或是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然後使用選取工具按兩下文字框。
3. 變更文字框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定義文字框的物件樣式時，可以使用以上這些文字框選項。請參閱物件樣式。

新增欄至文字框
您可以使用「文字框選項」對話框，在文字框中建立欄。

您無法在文字框內建立寬度不等的欄。如果要建立不均等寬或不均等高的欄，請在文件頁面或主版頁面上新增並列的串連文字框。

1. 使用「選取」工具選取框架，或是使用「文字」工具，在文字框內按一下或選取文字。
2. 選擇「物件 > 文字框選項」。
3. 指定文字框的欄數、每欄的寬度以及每欄之間的間距。
4. (選擇性) 選取「固定欄寬」，可在調整框架大小時維持欄寬。如果選取此選項，調整框架大小可以變更欄數，但是不能變更欄寬。

固定欄寬
A. 原始 2 欄文字框 B. 取消選取「固定欄寬」時調整大小 (仍為 2 欄) C. 選取「固定欄寬」時調整大小 (4 欄)

5. (選擇性) 甚至可以在多欄文字框的最底層，選取平衡欄來製作文字。

平衡欄前後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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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文字框內縮間距 (邊界)
1. 使用「選取」工具選取框架，或是使用「文字」工具，在文字框內按一下或選取文字。
2. 選擇「物件 > 文字框選項」。
3. 在「一般」索引標籤的「內縮間距」區段中，為「上」、「左」、「下」和「右」輸入所要的偏移距離 (按一下「讓所有設定均相同」圖示 ，
在所有四邊都使用相同間距)。

如果選取的框架形狀並非矩形，則「上」、「左」、「下」和「右」選項會呈現為灰色，並改為提供「內縮」選項。

首行基線偏移量選項
如果要變更所選取文字框的首行基線選項，請選擇「物件 > 文字框選項」，然後按一下「基線選項」索引標籤。下列選項隨即出現在「首行基線」下
的「偏移量」選單中：

全形字框高度 「全形字框」會決定框架頂端與首行基線之間的距離。

高度 字體中「d」字元的高度落在文字框的端部內縮之下。
大寫字母高度 大寫字母頂端接觸到文字框的端部內縮。

行距 使用文字的行距值，做為文字首行基線和文字框端部內縮之間的距離。

X 高度 字體中「x」字元的高度落在文字框的端部內縮之下。
固定 指定文字首行基線和文字框端部內縮之間的距離。

最小值 選取基線偏移量的最小值。例如，對於使用 20H 行距的文字，當偏移量設定為「行距」時，如果使用的偏移量值小於行距值，將套用「行
距」；當設定的偏移量值大於行距值時，偏移量值將套用至文字。

如果要將文字框頂端靠齊格點，請選擇「行距」或「固定」，便能控制文字框中文字首行基線的位置。在框架格點中，預設的格點對齊設定為「全
形字框置中」。這表示行的中央將靠齊格點框的中央。通常，當文字大於格點時，「自動強制行數」會使得文字中央靠齊格點行空格的中央。如果
要文字靠齊第一個格點框的中央，請使用首行基線偏移量設定，將文字首行的中央置放在第一個格點行中央之上。那麼當行靠齊格點時，文字行的
中央將靠齊第一個格點行的中央。

設定文字框的基線格點
在某些情況下，您可能想要將基線格點用於框架，而非用於整份文件。請使用「文字框選項」對話框，將基線格點套用至文字框。設定文字框的基線
格點時，請注意下列事項：

如果文字框使用其自己的基線格點，文件基線格點不會顯示在這些文字框的後面或前面。

當框架基線格點套用至框架格點時，將顯示兩種格點，而且框架中的文字將對齊框架基線格點。

如果在「格點偏好設定」中選取「格點置於後方」，則基線繪製順序如下：框架基線格點、框架格點、文件基線格點與版面格點。如果未選取
「格點置於後方」，則基線繪製順序如下：文件基線格點、版面格點、框架基線格點與框架格點。

1. 選擇「檢視 > 格點與參考線 > 顯示基線格點」，顯示所有基線格點，包括文字框中的基線格點在內。
2. 選取文字框，或將插入點置入文字框中，然後選擇「物件 > 文字框選項」。

如果要將基線格點套用到串連中的所有框架 (即使有一或多個串連的框架未包含文字)，請將插入點置入文字中，並選擇「編輯 > 全部選取」，
然後在「文字框選項」對話框中套用基線格點設定。

3. 按一下「基線選項」索引標籤。
4. 在「基線格點」底下，選取「使用自訂基線格點」，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開始 輸入一個數值，從頁面頂端、頁面上邊界、框架頂端或框架端部內縮 (視您從「相對於」選單中選擇何者而定) 偏移格點。

相對於 指定是否要讓基線格點從相對於頁面頂端、頁面上方邊界、文字框頂端或文字框內縮頂端的地方開始。

增量間隔 輸入格點線段間距的數值。在大多數的情況下，請輸入與內文行距相等的數值，以便使文字行完全對齊格點。

顏色 選取格點行的顏色，或選擇「(圖層顏色)」，使用與顯示文字框的圖層相同的顏色。

如果在文字框中看不到基線格點，請選擇「檢視 > 格點與參考線 > 顯示基線格點」，確認基線格點並未隱藏。如果基線格點仍未顯示，請在「偏好
設定」對話框的「格點」區段中，檢查基線格點的檢視臨界值。如果要看到格點，您可能需要放大顯示框架，或降低臨界值等級。

變更文字方向

1. 選取文字框。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擇「文字 > 書寫方向 > 水平 (或垂直)」。

選擇「文字 > 內文」，顯示「內文」面板。在「內文方向」中，選取「水平」或「垂直」。

垂直文字框或框架格點會轉換為水平的，或是水平文字框或框架格點轉換為垂直的。變更此設定將造成整個內文變更，所有串連到所選取框架的框架
都會受到影響。

備註： 如果要變更框架中個別字元的方向，可以使用「直排內橫排」功能，或使用「字元」面板中的「字元旋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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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字數和字元數目

1. 將插入點置入文字框中，檢視整個串連框架 (內文) 的文字數目，或是選取文字，只檢視選取的文字數目。
2. 選擇「視窗 > 資訊」顯示「資訊」面板。

「資訊」面板會顯示字元類型的字元數目，例如全形和漢字字元、羅馬字數、行數、段落數和所有字元數。字元數目資訊也會出現在框架格點的底
部。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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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變更

回到頂端

文字

GREP

字符

物件

回到頂端

尋找/變更概觀
尋找與變更文字
使用 GREP 運算式進行搜尋
搜尋的中繼字元
尋找與變更物件
尋找與變更字符
尋找與變更字體
使用查詢進行尋找/變更項目

尋找/變更概觀

「尋找/變更」對話框包含可指定所要尋找和變更內容的索引標籤。

「尋找/變更」對話框

A. 尋找/變更索引標籤 B. 尋找定位字元 C. 取代為長破折號 D. 搜尋選項 E. 中繼字元選單 F. 向前和向後搜尋 

搜尋和變更以某種方式格式化的字元、單字、單字群組或文字的特定相符項目。您也可以搜尋和取代特殊字元，例如符號、標記和空格字元。萬
用字元選項有助於擴大搜尋範圍。

使用進階、模式搜尋技術，來搜尋和取代文字與格式設定。

搜尋和取代使用 Unicode 或 GID/CID 值的字符，特別適合搜尋和取代亞洲語言字符。

搜尋和取代物件和框架中的格式設定效果和屬性。例如，您可以尋找具有 4 點線條的物件並將該線條取代為陰影。

尋找與變更文字

如果要列出、尋找和取代文件中的字體，可以使用「尋找字體」指令，而不使用「尋找/變更」指令。

尋找與變更文字

411



1. 如果要搜尋文字範圍或內文，請選取文字或將插入點置入內文中。如果要搜尋一份以上的文件，請開啟這些文件。

2. 選擇「編輯 > 尋找/變更」，然後按一下「文字」索引標籤。

3. 從「搜尋」選單中指定搜尋範圍，然後按一下圖示，在搜尋中包含鎖定圖層、主版頁面、註腳和其他項目。

4. 在「尋找目標」方框中，描述所要搜尋的內容:

輸入或貼上所要尋找的文字。

如果要搜尋或取代定位字元、空格或其他特殊字元，請從「尋找目標」方框右邊的彈出式選單中選取代表性字元 (中繼字元)。您也可以選擇
萬用字元選項，例如「任何數字」或「任何字元」。

使用中繼字元搜尋特殊字元，例如定位字元。

使用預先定義的查詢來尋找和取代文字 (請參閱使用查詢進行尋找/變更項目。)

5. 在「變更為」方框中，輸入或貼上取代文字。您也可以從「變更為」方框右邊的彈出式選單中選取代表性字元。

6. 按一下「尋找」。

7. 如果要繼續搜尋，請按一下「尋找下一個」、「變更」(變更目前的相符項目)、「全部變更」(出現一個訊息指出變更總數)，或是「變更/尋
找」(變更目前的相符項目並搜尋下一個)。

8. InDesign 中的「尋找/變更」對話框有兩個搜尋方向按鈕 - 「向前」和「向後」。由於預設會啟用向前搜尋，您可以切換為「向後」以反轉搜尋
方向。新功能可協助您搜尋「文字」、「GREP」和「Glyph」標籤中的字串。

9. 按一下「完成」。

如果未獲得預期的搜尋結果，請確認已清除上一個搜尋中可能包含的任何格式設定。您可能也必須展開搜尋。例如，只在選取範圍或內文 (而非文件)
中進行搜尋。或者，您搜尋的文字可能出現在項目上，例如鎖定圖層、註腳或隱藏的條件文字，目前不在搜尋範圍內。

如果在取代文字後改變主意，可以選擇「編輯 > 還原取代文字 (或還原取代所有文字)」。

如果要尋找之前搜尋片語的下一個相符項目，可以不必開啟「尋找/變更」對話框，只要選擇「編輯 > 尋找下一個」即可。此外，先前的搜尋字串會儲
存在「尋找/變更」對話框中。您可以從選項右邊的選單中選取搜尋字串。

尋找與變更格式化文字

1. 選擇「編輯 > 尋找/變更」。

2. 如果「尋找格式」和「變更格式」選項未顯示，請按一下「更多選項」。反之亦然，按一下「較少選項」，即可檢視較少的選項。

3. 按一下「尋找格式」方框，或按一下「尋找格式設定」區段右邊的「指定要尋找的屬性」圖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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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萬用字元搜尋

中繼字元搜尋的剪貼簿

取代為剪貼簿內容

尋找和移除不要的文字

XML 標記

向前或向後搜尋

搜尋選單

包含鎖定圖層

包含鎖定內文

4. 在「尋找格式設定」對話框的左側，選取一種格式設定、指定格式屬性，然後按一下「確定」。

某些 OpenType 格式設定選項會同時出現在「OpenType 選項」和「基本字元格式」(「位置」選單) 區段中。如需有關 OpenType 及其他格式
設定屬性的詳細資訊，請在 InDesign 的「 說明」中搜尋相關主題。

如果只要搜尋 (或取代為) 格式設定，請將「尋找目標」或「變更為」方框保留空白。

5. 如果要將格式設定套用至找到的文字，請按一下「變更格式」方框，或在「變更格式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指定要變更的屬性」圖示 。然後選
取一種格式設定，指定格式屬性，並按一下「確定」。

6. 使用「尋找」與「變更」按鈕格式化文字。

如果為搜尋條件指定格式設定，則「尋找目標」或「變更為」方框上方會顯示資訊圖示。這些圖示指出您已設定格式設定屬性，以及尋找或變更作業
會因此受到限制。

如果要在「尋找格式設定」或「變更格式設定」區段中，快速移除所有格式設定屬性，請按一下「清除」按鈕。

一般尋找/變更技巧

指定萬用字元，例如「任何數字」或「任何空格」，來擴大搜尋範圍。例如，在「尋找目標」方框中輸入「s^?ng」，可搜尋開頭為
「s」且結尾為「ng」的單字，例如「sing」、「sang」、「song」和「sung」。您可以輸入萬用字元，或從「尋找目標」文字欄位旁彈出式選單的
「萬用字元」次選單中選擇選項。

如果要搜尋長破折號或項目符號字元之類的中繼字元，您可能想要先選取文字，然後將其貼入「尋找目標」方框中，省去輸入
中繼字元的麻煩。InDesign 會將貼上的特殊字元自動轉換為它們的中繼字元對等項目。

您可以將搜尋項目取代為拷貝至剪貼簿中的格式化或未格式化內容。甚至可以將文字取代為拷貝的圖形。只要複製項目，然後在
「尋找/變更」對話框中，從「變更為」方框右邊彈出式選單的「其他」次選單中選擇選項即可.

如果要移除不要的文字，請在「尋找目標」方框中定義要移除的文字，然後將「變更為」方框保留為空白 (確認此方框中未設
定任何格式)。

您可以將 XML 標記套用至搜尋的文字。

您可向前或向後搜尋。這可讓您在搜尋文字時，搜尋不小心略過的項目。所以，相較於再次尋找搜尋項目，向前和向後搜尋更有助於
尋找文字。

尋找和變更文字的搜尋選項

包含決定搜尋範圍的選項。

文件

搜尋整份文件；「所有文件」則會搜尋所有開啟的文件。

內文

搜尋目前選取的框架中的所有文字，包括其他串連的文字框內的文字和溢排文字。選取「內文」，搜尋所有選取的框架中的內文。只有在已選取
文字框或置入插入點時，這個選項才會顯示。

到內文結尾

從插入點開始搜尋。只有在已置入插入點時，這個選項才會顯示。

選取範圍

只搜尋選取的文字。只有在已選取文字時，這個選項才會顯示。

在已透過「圖層選項」對話框鎖定的圖層上搜尋文字。您無法在鎖定圖層上取代文字。

搜尋已取出作為 InCopy 工作流程一部分的內文文字。您無法在鎖定內文中取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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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隱藏圖層

包含主版頁面

包含註腳

區分大小寫

全字拼寫須相符

回到頂端

在已透過「圖層選項」對話框隱藏的圖層上搜尋文字。在隱藏圖層上找到文字時，您會看見文字所在位置的反白標示，但看不見文字。
您可以在隱藏圖層上取代文字。

隱藏條件中的文字，搜尋時會一律忽略。

在主版頁面上搜尋文字。

搜尋註腳文字。

只搜尋與「尋找目標」方框中文字大小寫完全相符的單字。例如，搜尋「PrePress」並不會因此找到「Prepress」、「prepress」或
「PREPRESS」等字。

如果搜尋字元是其他單字的一部分，則不理會。例如，搜尋全字為「any」的單字時，InDesign 會忽略「many」這個字。

使用 GREP 運算式進行搜尋

在「尋找/變更」對話框的「GREP」索引標籤上，您可以建構 GREP 運算式，在長文件或許多開啟的文件中尋找英數字串和模式。您可以手動輸入
GREP 中繼字元，或從「要搜尋的特殊字元」清單中選擇。根據預設，GREP 搜尋會區分大小寫。

InDesign Secrets 在 InDesign GREP 中提供 GREP 資源清單。

1. 選擇「編輯 > 尋找/變更」，然後按一下「GREP」索引標籤。

2. 在對話框底部，從「搜尋」選單中指定搜尋範圍，然後按一下圖示，在搜尋中包含鎖定圖層、主版頁面、註腳和其他項目。

3. 在「尋找目標」方框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來建構 GREP 運算式:

手動輸入搜尋運算式 (請參閱搜尋的中繼字元。)

按一下「尋找目標」選項右邊的「要搜尋的特殊字元」圖示，並且從「位置」、「重複」、「符合」、「修飾元」和「Posix」次選單中選
擇選項，協助建構搜尋運算式。

4. 在「變更為」方框中，輸入或貼上取代文字。

5. 按一下「尋找」。

6. 如果要繼續搜尋，請按一下「尋找下一個」、「變更」(變更目前的相符項目)、「全部變更」(出現一個訊息指出變更總數)，或是「變更/尋
找」(變更目前的相符項目並搜尋下一個)。

7. InDesign 中的「尋找/變更」對話框有兩個搜尋方向按鈕 - 「向前」和「向後」。由於預設會啟用向前搜尋，您可以切換為「向後」以反轉搜尋
方向。新功能可協助您搜尋「文字」、「GREP」和「Glyph」標籤中的字串。

您也可以使用「GREP 樣式」，將字元樣式套用到符合 GREP 運算式的文字。實際上，「GREP 樣式」對話框有助於測試您的 GREP 運算式。您
可以將需要的範例新增至段落，然後在「GREP 樣式」對話框中指定字元樣式和 GREP 運算式。開啟「預視」以後，您可以編輯運算式到正確為
止。

建構 GREP 運算式的秘訣

建構 GREP 運算式請注意下列幾個秘訣:

許多「GREP」索引標籤下的搜尋都與「文字」索引標籤下的搜尋類似，但請注意視使用的索引標籤而定，您必須插入不同的程式碼。一般而
言，「文字」索引標籤中繼字元是以 ^ 做為開頭 (例如 ^t 代表 Tab 鍵)，而「GREP」索引標籤中繼字元則是以 \ 做為開頭 (例如 \t 代表 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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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但是，並非所有的中繼字元都遵循這個規則。例如，在「文字」索引標籤中，^p 代表段落切換符號；而在「GREP」索引標籤中，則是以
/r 表示。如需用於「文字」和「GREP」索引標籤的中繼字元清單，請參閱搜尋的中繼字元。

如果要搜尋具有 GREP 符號意義的字元，請在字元前輸入反斜線 (\)，表示其後字元當做一般字元。例如，句號 ( . ) 會在 GREP 搜尋中搜尋任何
字元；如果要搜尋實際句點，請輸入「\.」。

如果要經常使用或與其他人共用，請將 GREP 搜尋儲存為查詢 (請參閱使用查詢進行尋找/變更項目。)

您可以使用括號來將搜尋劃分為數個子運算式。例如，您要搜尋 “cat” 或 “cot”，就可以使用 c(a|o)t 做為搜尋字串。括號對於識別群組特別有用。
例如，搜尋 “the (cat) and the (dog)” 會將 “cat” 識別為「找到的文字 1」，並將 “dog” 識別為「找到的文字 2」。您可以使用「找到的文字」運
算式 (例如 $1 代表「找到的文字 1」)，僅變更找到文字的一部分。

GREP 搜尋範例

請研讀下列範例，學習如何善用 GREP 運算式。

範例 1: 尋找引號中的文字

假設您要搜尋引號中的任何單字 (例如 “Spain”)，而且要移除引號並對該單字套用樣式 (使它成為 Spain 而非 “Spain”)。(")(\w+)(") 運算式包含三
個群組，由括號 () 表示。第一個和第三個群組會搜尋是否有任何引號，第二個群組則會搜尋單字所包含的一或多個字元。

您可以使用「找到的文字」運算式來代表這些群組。例如，$0 代表所有找到的文字，而 $2 僅代表第二個群組。在「變更為」欄位中插入 $2，並且在
「變更格式」欄位中指定字元樣式，便可以搜尋引號中的單字，並取代該單字的字元樣式。因為僅指定了 $2，所以 $1 和 $3 群組都會遭移除 (在「變
更為」欄位中指定 $0 或 $1$2$3 會將字元樣式一併套用到引號)。

GREP 範例

A. 尋找引號中單字的所有字元 B. 移除第一個和第三個群組 (左右引號) 時，系統會將字元樣式套用至第二個群組 (單字)。 C. 已指定的字元樣式 

此範例只會搜尋引號中的單一單字。如果您要搜尋括號中的文字段落，請加入萬用字元運算式，例如 (\s*.*\w*\d*)，如此便能搜尋空格、字元、單字字
元和數字。

範例 2: 電話號碼

InDesign 包含數個可以從「查詢」選單選取的預設集。例如，您可以選擇「電話號碼轉換」查詢，它看起來如下:

\(?(\d\d\d)\)?[-. ]?(\d\d\d)[-. ]?(\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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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電話號碼可能會以各種格式顯示，例如 206-555-3982、(206) 555-3982、206.555.3982 和 206 555 3982。這個字串會搜尋上述任一種變化。由
於電話號碼的前三個數字 (\d\d\d) 可能會或不會在括號中，所以問號會出現在括號之後: \(? 和 \)?。請注意，反斜線 \ 代表實際會搜尋括號，而且括號
不屬於子運算式的一部分。由於括號 [ ] 會找出包含在其中的任何字元，所以在此案例中，[-. ] 會尋找連字號、句號或空格。括號之後的問號代表其中
的項目在搜尋中是選擇性項目。最後，數字會包含在括號中，這代表可以在「變更為」欄位中表示的群組。

您可以編輯「變更為」欄位中的群組參照以符合自己的需求。例如，您可以使用下列運算式:

206.555.3982 = $1.$2.$3

206-555-3982 = $1-$2-$3

(206) 555-3982 = ($1) $2-$3

206 555 3982 = $1 $2 $3

其他 GREP 範例

請參閱下列表格中的範例，瞭解更多有關 GREP 搜尋的資訊。

運算式 搜尋字串 樣本文字 符合項目 (以粗體顯示)

字元的類別

[ ]

[abc]

尋找字母 a、b 或 c。

Maria cuenta bien。 Maria cuenta bien.

段落開頭

^

^~_.+

這會在段落開頭 (^) 一或多次 (+) 搜尋長破折號 (~_) 及 之後的所有字元 ( . )。

“We saw—or at least we think we saw—a purple cow.”

—Konrad Yoes

“We saw—or at least we think we saw—a  

—Konrad Yoes

右不合樣

(?!圖樣)

InDesign (?!CS.*?)

只有在右不合樣之後沒有接著指定圖樣，才符合搜尋字串。

InDesign、InDesign 2.0、InDesign CS 和 InDesign CS2InDesign、InDesign 2.0、InDesign CS 和

右合樣

(?=圖樣)

InDesign (?=CS.*?)

只有在右合樣之後接著指定圖樣，才符合搜尋字串。

您可以使用相似的圖樣進行左不合樣 (?<!pattern)與左合樣 (?<=pattern)。

InDesign、InDesign 2.0、InDesign CS 和 InDesign CS2InDesign、InDesign 2.0、InDesign CS 和

群組

( )

(quick) (brown) (fox) 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up and down.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up and down

所有找到的文字 = quick brown fox；找到的

非標記的括號

(?:expression)

(quick) ($:brown) (fox) 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up and down.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up and down

所有找到的文字 = quick brown fox；找到的

開啟不區分大小寫

(?i)

(?i)apple

您也可以使用 (?i:apple)

Apple apple APPLE Apple apple APPLE

關閉不區分大小寫

(?-i)

(?-i)apple Apple apple APPLE Apple apple APPLE

開啟多行

(?m)

(?m)^\w+

在此範例中，這個運算式會在第一行的開頭 (^) 搜尋一或多個 (+) 單字字元 (\w)。(?m) 運算式可將已找到文字中的

(?m)^\w 符合每個段落的開頭。(?-m)^\w 僅符合內文的開頭。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

關閉多行

(?-m)

(?-m)^\w+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

開啟單行

(?s)

(?s)c.a

這會搜尋 字母 c 和 a 之間的所有字元 ( . )。即使 (?s) 運算式落在下一行，它還是會符合所有字元。

(.) 符合段落切換符號以外的任何項目。(?s)(.) 符合任何項目，包括段落切換符號。

abc abc abc abc abc abcabc abc

關閉單行 (?-s)c.a abc abc abc abc abc abc abc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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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的中繼字元

中繼字元代表 InDesign 中的字元或符號， 在「尋找/變更」對話框的「文字」區段中，中繼字元以插入號 (^) 開頭；在「GREP」區段中，中繼字元以
波浪符號 (~) 或反斜線 (\) 開頭。您可以在「尋找/變更」對話框的「文字」索引標籤或「GREP」索引標籤中輸入中繼字元。

將搜尋字串儲存為查詢，可省去修正標點符號錯誤的時間。

重複次數

{ }

b{3} 剛好符合 3 次

b(3,} 至少符合 3 次

b{3,}? 至少符合 3 次 (最短符合)

b{2,3} 至少符合 2 次，且不多於 3 次

b{2,3}? 至少符合 2 次，且不多於 3 次 (最短符合)

abbc abbbc abbbbc abbbbbc abbc abbbc abbbbc abbbbbc

abbc abbbc abbbbc abbbbbc

abbc abbbc abbbbc abbbbbc

abbc abbbc abbbbc abbbbbc

abbc abbbc abbbbc abbbbbc

字元: 文字索引標籤中繼字元: GREP 索引標籤中繼字元:

定位字元 ^t \t

段落結尾 ^p \r

強制分行符號 ^n \n

任何頁碼 ^# ~#

目前頁碼 ^N ~N

下一個頁碼 ^X ~X

上一個頁碼 ^V ~V

* 任何變數 ^v ~v

章節標記 ^x ~x

* 錨定物件標記 ^a ~a

* 註腳參考標記 ^F ~F

* 索引標記 ^I ~I

項目符號字元 ^8 ~8

全形項目符號 ^5 ~5

插入號字元 ^^ \^

反斜線字元 \ \\

版權符號 ^2 ~2

省略符號 ^e ~e

波浪符號 ~ \~

段落符號 ^7 ~7

註冊商標符號 ^r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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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符號 ^6 ~6

商標符號 ^d ~d

左圓括號字元 ( \(

右圓括號字元 ) \)

左大括號字元 { \{

右大括號字元 } \}

左方括號字元 [ \[

右方括號字元 ] \]

長破折號 ^_ ~_

短破折號 ^= ~=

選擇性連字號 ^- ~-

不換行連字號 ^~ ~~

全形空格 ^( ~(

全形空格 ^m ~m

半形空格 ^> ~>

1/3 空格 ^3 ~3

1/4 空格 ^4 ~4

1/6 空格 ^% ~%

段末對齊用空格 ^f ~f

極細空格 ^| ~|

不斷行空格 ^s ~s

不斷行空格 (固定寬度) ^S ~S

細空格 ^< ~<

數字空格 ^/ ~/

標點符號空格 ^. ~.

^ 剪貼簿內容，格式化 ^c ~c

^ 剪貼簿內容，未格式化 ^C ~C

任何雙引號 " "

任何單引號 ' '

直立雙引號 ^" ~"

左雙引號 ^{ ~{

右雙引號 ^} ~}

直立單引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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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單引號 ^[ ~[

右單引號 ^] ~]

標準換行符號 ^b ~b

分欄符號 ^M ~M

框架分隔符號 ^R ~R

分頁符號 ^P ~P

奇數頁分頁符號 ^L ~L

偶數頁分頁符號 ^E ~E

選擇性分行符號 ^k ~k

右邊縮排定位點 ^y ~y

縮排到此處 ^i ~i

在此結束輔助樣式 ^h ~h

非結合子 ^j ~j

* 動態表頭 (段落樣式) 變數 ^Y ~Y

* 動態表頭 (字元樣式) 變數 ^Z ~Z

* 自訂文字變數 ^u ~u

* 最後一頁的頁碼變數 ^T ~T

* 章節編號變數 ^H ~H

* 建立日期變數 ^S ~S

* 修改日期變數 ^o ~o

* 輸出日期變數 ^D ~D

* 檔案名稱變數 ^l (小寫 L) ~l (小寫 L)

* 任何數字 ^9 \d

* 非數字的任何字元 \D

* 任何字母 ^$ [\l\u]

* 任何字元 ^? . (在「變更為」插入句點)

* 空白空格 (任何空白鍵或定位點) ^w \s (在「變更為」插入空格)

*非空格的任何字元 \S

* 任何文字字元 \w

*非單字字元的任何字元 \W

* 任何大寫字母 \u

*非大寫字母的任何字元 \U

* 任何小寫字母 \l

419



*非小寫字母的任何字元 \L

^ 所有找到的文字 $0

找到的文字 1-9 $1 (指定找到的群組編號，例如 $3 代表第三個群組；群

* 漢字 ^K ~K

* 單字開頭 \<

* 單字結尾 \>

* 單字邊界 \b

* 單字的相對邊界 \B

* 段落開頭 ^

* 段落結尾 [位置] $

* 零或一次 ?

* 零或多次 *

* 一或多次 +

* 零或一次 (最短符合) ??

* 零或多次 (最短符合) *?

* 一或多次 (最短符合) +?

* 標記的子運算式 ( )

* 非標記的子運算式 (?: )

* 字元集 [ ]

* 或者 |

* 左合樣 (?<= )

* 左不合樣 (?<! )

* 右合樣 (?= )

* 右不合樣 (?! )

* 開啟不區分大小寫 (?i)

* 關閉不區分大小寫 (?-i)

* 開啟多行 (?m)

* 關閉多行 (?-m)

* 開啟單行 (?s)

* 關閉單行 (?-s)

*任何英數字元 [[:alnum:]]

*任何字母字元 [[:Alpha:]]

*任何空白字元 (空格或定位點) [[: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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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 只能在「尋找目標」方框中輸入，不能在「變更為」方框中輸入。

^ 可以輸入「變更為」方框，但不能輸入「尋找目標」方框。

尋找與變更物件

您可以使用「尋找/變更」指令，尋找和取代套用至物件、圖形框和文字框中的屬性和效果。例如，若要讓陰影具有統一的顏色、透明度和偏移距離，
您可以使用「尋找/變更」指令，搜尋和取代整份文件中的陰影。

1. 選擇「編輯 > 尋找/變更」。

2. 按一下「物件」索引標籤。

3. 按一下「尋找物件格式」方框，或按一下「指定要尋找的屬性」圖示 。

4. 在「尋找物件格式選項」對話框的左側，選取一種格式設定、指定格式屬性，然後按一下「確定」。

確認要搜尋的類別處於適當狀態。您可以針對每個「效果」類別使用下列任一個狀態: 開啟、關閉或忽略。例如，「陰影」設為「開啟」，會將
陰影格式設定包含在搜尋中；「陰影」設為「關閉」，會搜尋陰影格式設定已關閉的物件；「陰影」設為「忽略」，則搜尋中不包含略陰影。

5. 如果要將格式設定套用至找到的物件，請按一下「變更物件格式」方框，或在「變更格式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指定要變更的屬性」圖示 。然
後選取一種格式設定，指定格式屬性，並按一下「確定」。

6. 按一下「尋找」與「變更」按鈕格式化物件。

尋找與變更字符

「尋找/變更」對話框的「字符」區段特別適合用來取代與其他相似字符 (例如替代字符) 共用相同 Unicode 值的字符。

InDesign Secrets 在尋找和變更字符中提供有關尋找和變更字符的明確範例。

1. 選擇「編輯 > 尋找/變更」。

2. 在對話框底部，從「搜尋」選單中指定範圍，然後按一下圖示，決定鎖定圖層、主版頁面和註腳之類的項目是否包含在搜尋中。

3. 在「尋找字符」底下，選取字符所在的「字體系列」和「字體樣式」。

「字體系列」選單只顯示目前文件中已套用至文字的字體。未使用樣式的字體不會顯示。

4.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在「字符」方框中輸入要尋找的字符:

按一下「字符」方框旁的按鈕，然後在面板上按兩下字符。這個面板的運作方式和「字符」面板相同。

選擇「Unicode」或「GID/CID」，然後輸入字符碼。

您可以使用其他方式，在「字符」方框中輸入要尋找的字符。在文件視窗中選取字符，然後從環境選單中選擇「在尋找中載入選取的字
符」，或在「字符」面板中選取字符，然後從環境選單中選擇「在尋找中載入字符」。

*任何控制字元 [[:control:]]

*任何圖形字元 [[:圖表:]]

*任何可列印字元 [[:列印:]]

*任何標點符號字元 [[:punct:]]

*其字碼大於 255 的任何字元 (僅適用於寬字元特性類別) [[:unicode:]]

*任何十六進位字元 (0-9、a-f 和 A-F) [[:xdigit:]]

*特定字符集的任何字元，例如 a、à、á、â、ã、ä、å、A、À、Á、Â、Ã、Ä 和 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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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5. 在「變更字符」底下，如同輸入要搜尋的字符，以相同方式輸入取代字符。

6. 按一下「尋找」。

7. 如果要繼續搜尋，請按一下「尋找下一個」、「變更」(變更最近找到的字符)、「全部變更」(出現一個訊息指出變更總數)，或是「變更/尋
找」(變更目前的相符項目並搜尋下一個)。

8. InDesign 中的「尋找/變更」對話框有兩個搜尋方向按鈕 - 「向前」和「向後」。由於預設會啟用向前搜尋，您可以切換為「向後」以反轉搜尋
方向。新功能可協助您搜尋「文字」、「GREP」和「Glyph」標籤中的字串。

9. 按一下「完成」。

尋找與變更字體

使用「尋找字體」指令，搜尋並列出文件之中使用的字體。然後您可以使用系統上可用的任何其他字體，取代文件中的任何字體 (除了讀入的圖形中的
字體外)。您甚至可以取代文字樣式中的字體。請注意下列事項:

在版面中使用的字體名稱總共會列出一次，但是在讀入的圖形中每次使用都會列出一次。例如，若您在版面中使用相同的字體三次，並在讀入的
圖形中使用三次，則該字體會在「尋找字體」對話框中列出四次；一次出自所有版面實例，另外三次則出自每個讀入的圖形。如果字體沒有完全
嵌入圖形中，該字體名稱便不會在「尋找字體」對話框中列出。

「尋找字體」無法在「內文編輯器」視窗中使用。

「尋找字體」對話框中顯示的圖示代表字體或字體條件的種類，例如 Type 1 字體 、讀入的影像 、TrueType 字體 、OpenType 字體 
和遺失字體 。

您可以尋找與變更複合字體，但無法變更複合字體中的元件字體。

使用「文字 > 尋找字體」指令，可分析頁面上和讀入的圖形中的字體使用情形，有助於確保一致的輸出。如果要尋找和變更特定的文字屬性、字
元或樣式，請改用「編輯 > 尋找/變更」指令。

1. 選擇「文字 > 尋找字體」。

2. 在「文件中的字體」清單中，選取一或多個字體名稱。

3.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在版面中尋找使用清單中所選字體的第一個相符項目，請按一下「尋找第一個」， 使用該字體的文字便會移到檢視中。如果選取的字
體用在讀入的圖形中，或者您在清單中選取了多個字體，則「尋找第一個」按鈕將無法使用。

如果要選取讀入的圖形，該圖形使用清單中以讀入的影像圖示   標記的字體，請按一下「尋找圖形」。該圖形也會移到檢視中。如果選取
的字體只用於版面中，或者您在「文件中的字體」清單中選取了多個字體，「尋找圖形」按鈕將無法使用。

4. 如果要檢視關於選取的字體的詳細資訊，請按一下「更多資訊」。如果要隱藏詳細資訊，請按一下「較少資訊」。如果在清單中選取了多個字
體，則「資訊」區域會是空白的。

如果選取的圖形檔案沒有提供相關資訊的話，字體可能會列為「不明」。點陣圖形 (例如 TIFF 影像) 中的字體根本不會顯示在清單中，因為這些
字體不是真實字元。

5. 如果要取代字體，請從「取代為」清單中選取要使用的新字體，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只要變更一個使用所選字體的相符項目，請按一下「變更」。如果選取了多個字體，便無法使用這個選項。

如果要變更該相符項目的字體，然後尋找下一個相符項目，請按一下「變更/尋找」。如果選取了多個字體，便無法使用這個選項。

如果要變更使用清單中所選字體的所有相符項目，請按一下「全部變更」。如果要重新定義包含所搜尋字體的任何段落或字元樣式，請選取
「在全部變更時重新定義樣式」。

如果檔案中找不到其他使用某個字體的相符項目，該字體名稱會從「文件中的字體」清單中移除。

如果要變更讀入的圖形中的字體，請使用當初轉存該圖形的程式，然後取代該圖形，或使用「連結」面板更新連結。

6. 如果已按一下「變更」，按「尋找下一個」可尋找使用該字體的下一個相符項目。

7. 按一下「完成」。

您可以在預檢文件時開啟「尋找字體」對話框。在「預檢」對話框中，切換至「字體」索引標籤，並按一下「尋找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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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OS

如果要檢視顯示字體的系統檔案夾，請在「尋找字體」對話框中選取字體，然後選擇「顯現在檔案總管中」(Windows) 或「顯現在 Finder
中」(Mac OS)。

使用查詢進行尋找/變更項目

您可以使用或建構查詢來尋找和變更文字、物件與字符。查詢是經過定義的尋找與變更作業。InDesign 提供數個預設查詢來變更標點符號格式和其他
有用的動作，例如變更電話號碼格式。藉由儲存您建構的查詢，可以重新執行並與其他人共用。

使用查詢進行搜尋

1. 選擇「編輯 > 尋找/變更」。

2. 從「查詢」清單中選擇查詢。

查詢是依類型分組。

3. 在「搜尋」選單上指定搜尋範圍。

搜尋範圍不會隨查詢一起儲存。

4. 按一下「尋找」。

5. 如果要繼續搜尋，請按一下「尋找下一個」、「變更」(變更最近找到的文字或標點符號)、「全部變更」(出現一個訊息指出變更總數)，或是
「變更/尋找」(變更文字或標點符號並繼續搜尋)。

選取搜尋查詢之後，您可以更細部調整搜尋設定。

儲存查詢

如果要再次執行查詢或與其他人共用，請在「尋找/變更」對話框中儲存查詢。儲存的查詢名稱會顯示在「尋找/變更」對話框的「查詢」清單中。

1. 選擇「編輯 > 尋找/變更」。

2. 選取「文字」、「GREP」或不同索引標籤，執行所要的搜尋。

3. 在「搜尋」選單底下按一下圖示，決定鎖定圖層、主版頁面和註腳之類的項目是否包含在搜尋中

這些項目會包含在儲存的查詢中。不過搜尋範圍不會隨查詢一起儲存。

4. 定義「尋找目標」和「變更為」欄位 (請參閱搜尋的中繼字元和使用 GREP 運算式進行搜尋。)

5. 在「尋找/變更」對話框中按一下「儲存查詢」按鈕，並輸入查詢名稱。

如果使用現有查詢的名稱，則會出現提示，詢問您是否取代該名稱。如果要更新現有查詢，請按一下「是」。

刪除查詢

在「查詢」清單上選取查詢，然後按一下「刪除查詢」按鈕。

載入查詢

自訂查詢會儲存為 XML 檔案。自訂查詢的名稱會顯示在「尋找/變更」對話框的「查詢」清單中。

如果要載入提供給您的查詢，使其顯示在「查詢」清單中，請將查詢檔案拷貝至適當位置:

Users\[使用者名稱]\Library\Preferences\Adobe InDesign\[版本]\[語言]\Find-Change Queries\[查詢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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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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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XP

Windows Vista 以及 Windows 7

Documents and Settings\[使用者名稱]\Application Data\Adobe\InDesign\[版本]\[語言]\Find-Change Queries\[查詢類型]

Users\[使用者名稱]\AppData\Roaming\Adobe\InDesign\[版本]\[語言]\Find-Change Queries\[查詢類型]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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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符號和編號

回到頁首

建立項目符號或編號清單
設定項目符號或編號清單格式
變更項目符號字元
變更項目符號清單選項
定義清單
建立連續清單的段落樣式
建立多層次清單
建立圖表及表格的連續標題
重新開始或繼續清單的編號
將清單項目符號或編號轉換為文字

建立項目符號或編號清單

在項目符號清單中，每一個段落都從項目符號字元開始。在編號清單中，每一個段落都以包含數字或字母及分隔元 (例如句點或括號) 的運算式開始。
編號清單中的編號會在於清單中加入或移除段落時自動更新。您可以變更項目符號的類型或編號樣式、分隔元、字體屬性和字元樣式，以及縮排間距
的類型和量。

您無法使用「文字」工具選取清單中的項目符號或編號， 而是要使用「項目符號和清單」對話框、「段落」面板，或是使用「段落樣式」對話框中的
「項目符號和編號」區段 (如果項目符號或編號是樣式的一部分)，以編輯其格式設定和縮排間距。

項目符號清單和編號清單

建立項目符號或編號清單的快速方法是輸入清單、選取該清單，然後按一下「控制」面板中的「項目符號清單」或「編號清單」按鈕。這些按鈕可以
讓您開啟或關閉清單，並在項目符號和編號之間切換。您也可以市項目符號和編號成為段落樣式的一部分，並指定樣式給段落以建構清單。

備註： 自動產生的項目符號和編號字元並不會實際插入文字中。 因此，除非轉換為文字，否則無法在文字搜尋中尋找，也無法使用「文字」工具選
取。此外，項目符號和編號不會出現在內文編輯視窗中 (除了段落樣式直欄中以外)。
如需有關建立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vid0077_tw。

InDesign Docs 提供一系列文章，說明如何使用項目符號和編號來建立外框、多層次清單、圖表標題及已編號的步驟。

1. 選取要成為清單的一組段落，或是在清單要開始的地方按一下以置入插入點。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按一下「控制」面板 (在「段落」模式) 中的「項目符號清單」按鈕  或「編號清單」按鈕 。 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同時按一下按鈕以顯示「項目符號和編號」對話框。

從「段落」面板或「指令」面板選擇「項目符號和編號」。在「清單類型」中，選擇「項目符號」或「編號」。指定所要的設定，然後按一
下「確定」。

套用包含項目符號和編號的段落樣式

3. 如果要在下一個段落延續此清單，請將插入點移到清單末尾，然後按 Enter 鍵或 Return 鍵。
4. 如果要結束清單 (或清單區段，如果清單稍後要在內文中延續)，請再按一下「控制」面板中的「項目符號清單」或「編號清單」按鈕，或是從
「段落」面板選單選擇「項目符號和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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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項目符號或編號清單格式

1. 使用「文字」工具 ，選取要重新設定格式的項目符號和編號段落。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以開啟「項目符號和編號」對話框：

在「控制」面板選單 (在「段落」模式中) 或「段落」面板選單中，選擇「項目符號和編號」。

按住 Alt 鍵並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Option 鍵並按一下 (Mac OS) 「項目符號清單」按鈕  或「編號清單」按鈕 。

3. 在「項目符號和編號」對話框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變更項目符號字元。

變更編號清單選項。

從「字元樣式」清單中選擇編號或項目符號的樣式。

4. 如果要變更項目符號或編號的位置，請指定下列任一項：
對齊方式 在分配給編號的水平間距之內，使項目符號或編號左邊對齊、置中或右邊對齊(如果空間很窄，三個選項之間的差異將十分微小)。

左邊縮排 指定第一行縮排之後，文字行要隔多遠。

首行縮排 控制項目符號或編號的位置。

如果您想要在長清單中對齊標點符號，請增加「首行縮排」值。例如，如果您想要「9.」和「10.」對齊句號，便可將「對齊方式」更改為「向
右對齊」，然後逐步增加首行縮排，直到編號對齊為止 (請確定已開啟「預視」)。

若要建立凸排效果，請指定「左邊縮排」的正數值 (例如 2p0)，然後對「首行縮排」指定相等的負數值 (例如 -2p0)。

位置設定

A.  凸排 B.  左邊對齊清單

備註： 「項目符號和編號」對話框中的「左邊縮排」、「首行縮排」，以及「定位點位置」設定都是段落屬性。因此，在「段落」面板中變更
這些設定，也會變更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格式。

定位點位置 選用定位點位置，在項目符號或編號與清單項目開頭之間建立間距。

依預設，項目符號和編號繼承所附加段落中第一個字元的一些文字格式設定。 如果某個段落第一個字元的格式和其他段落第一個字元的格式不同，該
編號或項目符號字元可能會和其他清單項目不一致。如果這並不是您所要的格式設定，請使用「項目符號和編號」對話框建立編號或項目符號的字元
樣式，並套用至您的清單。

除非為編號建立字元樣式並套用至清單，否則將步驟 3 的第一個字設定成斜體會導致編號也成為斜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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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項目符號字元

如果不使用現有的任一項目符號字元，可以將其他項目符號字元加入「項目符號字元」格點中。 在某個字體中可以使用的項目符號字元，在另一個字
體中可能無法使用。您可以選擇是否要記憶加入的項目符號字體。

如果要使用特定字體中的項目符號 (例如 Dingbats 中的指向手形)，請務必要將項目符號設定為記憶該字體。如果您使用基本的項目符號字元，不記憶
字體可能是最好的決定，因為大部分字體都有自己的項目符號字元版本。 依是否選取「記住項目符號的字體」選項而定，加入的項目符號可能會參考
Unicode 值和特定的字體系列與樣式，或只參考 Unicode 值。

備註： 只參考 Unicode 值 (不記憶字體) 的項目符號會以紅色「u」指示符顯示。

「項目符號和編號」對話框
A. 不記憶字體的項目符號 B. 記憶字體的項目符號

變更項目符號字元
1. 在「控制」面板選單或「段落」面格選單上，選取「項目符號和編號」。
2. 在「項目符號和清單」對話框中，從「清單類型」選單中選取「項目符號」。
3. 選取不同的項目符號字元，然後按一下「確定」。

新增項目符號字元
1. 在「項目符號和編號」對話框中，於「清單類型」中選取「項目符號」，然後按一下「新增」。
2. 選取要做為項目符號字元使用的字符(不同的字體系列和字體樣式包含不同的字符)。
3. 如果要新的項目符號記憶目前選擇的字體和樣式，請選取「記住項目符號的字體」。
4. 按一下「新增」。

備註： 項目符號字元清單是儲存在文件中，跟段落和字元樣式一樣。從其他文件貼上或載入段落樣式時，在這些樣式中使用的所有項目符號字元，會
隨同目前文件中定義的其他項目符號一起，顯示在「項目符號和清單」對話框中。

移除項目符號字元
1. 在「項目符號和清單」對話框中，從「清單類型」選單中選取「項目符號」。
2. 選取要移除的項目符號字元，然後選擇「刪除」(第一個預設的項目符號字元不能刪除)。

變更項目符號清單選項

在編號清單中，編號會在您於清單中加入或移除段落時自動更新。屬於相同清單的段落會依序編號。這些段落不需要是連續的，只要您定義段落的清
單即可。

您也可以建立多層次清單，其中清單項目會以大綱形式進行編號，並以不同層次縮排。

1. 開啟「項目符號和編號」對話框。
2. 在「編號樣式」下，從「格式」選單中選取要使用的編號樣式。
3. 在「編號」框中，使用預設運算式，也就是句點 (.) 和定位點空格 (^t)，或自行建構編號運算式。 如果要輸入編號運算式，請刪除編號中繼字元

(^#) 後的句點，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輸入一個字元 (例如右括號) 或多個字元取代句點。

您也可以輸入全形分隔元以取代半形句點分隔元，這對於垂直文字特別有用。

從「插入特殊字元」選單中選擇項目 (例如「長破折號」或「省略符號」)。

在編號中繼字元之前輸入單字或字元。例如，如果要為清單中的問題編號，可以輸入問題一字。

4. 選擇運算式的字元樣式(所選擇的樣式會套用至整個編號運算式，而不只是該編號。)
5. 在「混合模式」中選擇下列任一選項：
延續上一個編號 編號會依序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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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編號 從您在文字框中輸入的編號或其他值開始編號。即使清單使用字母或羅馬數字進行編號，也請輸入數字，而不要輸入字母。

6. 指定任何其他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定義清單

定義的清單可以由其他段落和清單中斷，並且跨越書中的不同內文和不同文件。例如，使用定義的清單建立多層次的大綱，或建立整個文件中編號表
格名稱的連續清單。您也可以為各別編號或是混合在一起的項目符號項目定義清單。例如，在一份問題與解答的清單中，為編號的問題定義一份清
單，再為編號的解答定義另一份清單。

定義的清單通常是用來追蹤段落，以進行編號。建立編號的段落樣式時，您可以為定義的清單指定樣式，段落就會根據出現於定義的清單中位置以該
樣式進行編號。例如，第一個出現的段落編號為 1 (「表格 1」)，而下一段落即使是出現在好幾頁之後，仍編號為 2 (「表格 2」)。 因為這兩個段落都
屬於同一份定義的清單，所以無法在文件或書中相隔多遠，都可以進行連續編號。

為所要編號的每種類型項目定義新的清單，例如，逐步的說明、表格和圖表。 透過定義多個清單，您可以使一份清單中斷另一份清單，且維持每份清
單中的編號順序。

如果清單項目出現在相同頁面的非串連框架，則項目會依文字框架加入頁面的順序編號。若要重新排序項目，可以依照您想要列出的順序逐一剪下
並貼上文字框架。

定義的清單可以讓您使一份清單中斷另一份清單。

如需有關建立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vid0077_tw。

定義清單
1. 選擇「文字  > 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  > 定義清單」。
2. 在「定義清單」對話框中按一下「新增」。
3. 輸入清單的名稱，然後選擇是否跨越內文延續編號，以及延續書中的上一個文件編號。
4. 按「確定」兩次。

定義清單之後，您可以在段落樣式 (例如表格、圖表或順序排列清單的樣式) 中使用，也可以透過「控制」面板和「段落」面板套用。

備註： 有些清單會自動定義。例如，從 Microsoft Word 文件讀入編號清單時，InDesign 會自動為文件定義清單。

編輯定義的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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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文字  > 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  > 定義清單」。
2. 選取清單，然後按一下「編輯」。
3. 輸入清單的新名稱，或變更所選取的「延續編號」選項。

指定給清單的段落樣式會在新名稱下重新指定給清單。

刪除定義的清單
1. 選擇「文字  > 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  > 定義清單」。
2. 選取清單。
3. 按一下「刪除」，然後選取不同的清單或以 [預設] 清單取代您的清單。

建立連續清單的段落樣式

如果要建立連續清單，也就是由其他段落中斷的清單，或跨多份內文或文件延續的清單，請建立段落樣式，然後將樣式套用至要成為清單一部分的段
落。 例如，如果要建立文件中表格的連續清單，請建立稱為「表格」的段落樣式，讓定義的清單成為樣式的一部分，然後將「表格」段落樣式套用至
「表格」清單中您想要的全部段落。

InDesign Docs 提供一系列文章，說明如何使用項目符號和編號來建立圖表標題和已編號的步驟。

1. 在「段落樣式」面板選單中選取「新增段落樣式」。
2. 輸入樣式名稱。
3. 在「新增段落樣式」對話框的左邊按一下「項目符號和編號」。
4. 在「清單類型」中，選取「項目符號」或「編號」。
5. 如果您要建立編號清單的樣式，請從「清單」選單中選擇定義的清單，或選擇「新增清單」，然後定義該清單。
6. 指定項目符號或編號字元。
7. 使用「新增段落樣式」對話框的「項目符號或編號位置」區段，以變更縮排間距。例如，如果要建立凸排，請在「左邊縮排」輸入「2p」，而在
「首行縮排」輸入「-2p」。

8. 指定該樣式的其他段落樣式屬性，然後按一下「確定」。

建立多層次清單

多層清單指的是是描述清單段落之間的階層架構關係的清單。 這些清單也稱為大綱清單，因為類似於大綱。 清單的編號配置 (及縮排) 會顯示等級，以
及項目之間的從屬關係。 您可以清楚的瞭解每個段落相對於前後段落，位在清單中的哪個位置。多層次清單中最多可以包含九個層次。

以數字及字母標示階層架構的多層次清單

如果要建立多層次清單，請定義清單，然後為各層次建立段落樣式。例如，有四個層級的清單需要四個段落樣式 (每一個都指定相同的定義清單)。建
立每一個樣式時，您必須定義其編號格式與段落格式。

Gabriel Powell 在建立自動編號清單上，提供有關建立外框和多層次清單的教學課程影片。

Bob Bringhurst 提供一系列文章，說明如何使用項目符號和編號來建立外框、多層次清單、圖表標題及已編號的步驟。

1. 在「段落樣式」面板選單中選取「新增段落樣式」。
2. 輸入樣式名稱。
3. 如果已經為多層次清單建立樣式，請從「基於」選單中選擇要指定給上一個層次的樣式；否則請選擇「無段落樣式」或「基本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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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新增段落樣式」對話框的左邊按一下「項目符號和編號」。
5. 從「清單類型」選單中選擇「編號」。
6. 從「清單」選單中選擇要定義的清單。如果尚未定義清單，可以從選單中選擇「新增清單」，然後進行定義。
7. 在「層級」框中輸入數字，指定所建立的樣式位在多層次清單中的層級。
8. 從「格式」選單中選擇要使用的編號類型。
9. 在「編號」框中輸入中繼字元，或是從選單中選取中繼字元，以指定要為此層級中的清單項目設定的編號格式。

如果要包含上一層級的編號字首，請輸入文字或按一下「編號」框開頭，並選擇「插入編號預留位置」，然後選取「層級」選項 (例如，層
級 1)，或輸入 ^ 再輸入清單層級 (例如，輸入「^1」)。 在第一層編號為 1、2、3...，而第二層編號為 a、b、c...的清單中，將第一層字首納
入第二層時，第二層的編號會顯示為 1a、1b、1c；2a、2b、2c；3a、3b、3c。

如果要建立編號運算式，請輸入標點符號、輸入中繼字元，或選取「插入特殊字元」清單上的選項。

10. 選取「之後在此層級重新開始編號」，在此層級的段落顯示於上一層級的段落之後時，重新從 1 開始編號；取消選取此選項則可以為此層級中的
段落在整份清單中連續編號，而不管段落出現於清單階層架構中的位置。

如果要在特定層級或層級範圍之後重新開始編號，請在「之後在此層級重新開始編號」欄位中輸入層級編號或範圍 (例如「2-4」)。

11. 在「項目符號或編號位置」區域中，選擇「縮排」或「定位點位置」，使此層級清單中的項目比上一層級的清單項目更往內縮。縮排可協助突顯
清單中的從屬項目。

12. 按一下「確定」。

在某些情況下 (例如已編號的步驟)，您可能想要在相同內文中重新開始編號。若要避免手動重新開始已編號的清單，請個別建立一個與「第 1 級」樣
式完全相同但有一個例外的樣式。在「模式」中，選取「起始編號」，然後指定 1。為此樣式命名，例如「第 1 級重新開始」。

建立圖表及表格的連續標題

為文件中的圖表、表格及其他項目進行連續標題編號。例如，第一個圖表標題以「圖表 1」的文字開始，第二個是「圖表 2」，依此類推。 為了要確
保圖表、表格或類似項目確實地連續編號，請定義該項目的清單，然後建立包含清單定義的段落樣式。您也可以在段落樣式的編號配置中加入描述性
文字，例如「圖表」或「表格」。

Bob Bringhurst 在已編號的清單第三部分 - 圖表標題中，提供有關建立圖表標題的文章。

清單項目會以其新增至頁面的順序進行編號。若要重新排序項目，可以依照您想要列出的順序逐一剪下並貼上項目。

1. 建立新的段落樣式，並在「段落樣式選項」對話框的「項目符號和編號」區段中，從「清單類型」選單中選擇「編號」。
2. 從「清單」選單中選擇定義的清單 (或選擇「新增清單」以定義清單)。
3. 在「編號樣式」下，從「格式」選單中選取要使用的編號樣式。

例如，選取 A、B、C、D... 選項，為「圖表 A」、「圖表 B」等等建立清單。

4. 在「編號」框中，輸入描述性文字和任何間距或標點符號 (如果需要的話)，並輸入編號中繼字元。

例如，如果要建立「圖表 A」效果，請輸入文字「圖表」，並在編號中繼字元之前加上間距 (例如「圖表 ^#.^t). 這樣新增「圖表」這個文字，並
且後面加上連續的編號 (^#)、句點和定位點 (^t)。

備註： 如果要在連續標題中包含章節編號，請在「編號」清單中選擇「插入編號預留位置 > 章節編號」，或是在要章節編號出現於編號配置的
位置輸入「^H」。

5. 完成建立樣式作業，然後按一下「確定」。

建立樣式之後，將樣式套用至文字圖表標題或表格標題。

您可以使用「目錄」功能，產生表格或圖表的清單。

重新開始或繼續清單的編號

InDesign 提供指令，可重新開始清單或繼續清單的編號：

重新開始編號清單 將插入點置入段落中，然後從環境選單中選擇「重新開始編號」，或選擇「文字 > 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 > 重新開始編號」。 在一
般清單中，這個指令會指定數字 1 (或字母 A) 給段落，使該段落成為清單中的第一個段落。在多層次清單中，這個指令會指定下一層級的第一個編號
給巢狀段落。

繼續編號清單 從環境選單中選擇「繼續編號」，或選擇「文字 > 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 > 繼續編號」。 這個指令會為被註解、圖形或巢狀清單項目中
斷的清單繼續進行編號。InDesign 也提供指令，可以為從一段內文或一本書開始，並跨越至下一段內文或另一本書中的清單編號。

從前一段或目前內文開始為清單編號
清單會延續上一段內文繼續編號，還是在目前內文中開始重新編號，是視清單的定義方式而定。

1. 選擇「文字  > 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  > 定義清單」。
2. 選取清單，然後按一下「編輯」按鈕。

請勿選擇「預設」清單，因為它無法跨越內文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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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取「跨越內文延續編號」，延續上一段內文繼續清單編號；或取消選取此選項，使清單在目前內文中從 1 (或 A) 開始編號。
4. 按「確定」兩次。

從書中的上一份或目前文件開始為清單編號
清單會延續書冊中的上一份文件繼續編號，或是在目前文件中開始重新編號，是視清單的定義方式而定。

1. 選擇「文字  > 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  > 定義清單」。
2. 選取清單，然後按一下「編輯」按鈕。
3. 選取「延續書冊的上一個文件編號」，從上一個文件的清單繼續編號 (您必須選擇「跨越內文延續編號」才能啟動此選項)，或取消選取此選項，
在目前文件中從 1 (或 A) 開始為清單編號。

4. 按「確定」兩次。

若要確定書冊中的編號會正確更新，請將書冊內的文件同步，然後從書冊面板選單中選取「更新編號 > 更新所有編號」。

將清單項目符號或編號轉換為文字

1. 選取包含項目符號或編號清單的段落。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段落」面板選單中，選擇「將編號轉換為文字」或「將項目符號轉換為文字」。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mmand 鍵並按一下 (Mac OS) 選取項目，然後選擇「將編號轉換為文字」或「將項目符號轉換為
文字」。

備註： 如果要移除清單編號或項目符號，請按一下「編號清單」按鈕或「項目符號清單」按鈕，取消所選取文字上套用的清單格式。

更多說明主題

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影片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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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修訂
接受及拒絕變更
設定追蹤修訂偏好設定
變更使用者名稱和顏色

追蹤修訂

有一個最有用的功能，就是能夠追蹤每位參與者在撰寫及編輯程序中對內文所做的變更。只要任何人新增、刪除或移動現有內文中的文字，就會在
InDesign 的「內文編輯器」或 InCopy 的「校稿」和「內文」檢視中標記變更。然後，您可以接受或拒絕變更。

使用 InDesign 中的「追蹤修訂」面板或 InCopy 中的「追蹤修訂」工具列，可開啟或關閉「追蹤修訂」，以及顯示、隱藏、接受或拒絕參與者所做的
變更。

「內文編輯器」(InDesign) 中顯示的修訂追蹤
A. 變更列 B. 新增的文字 C. 刪除的文字 D. 移動的文字 (來源) E. 移動的文字 (目標)

開啟修訂追蹤

1. 選擇「視窗 > 評論 > 追蹤修訂」可開啟「追蹤修訂」面板 (InDesign)，或選擇「視窗 > 追蹤修訂」可開啟「追蹤修訂」工具列 (InCopy)。

2. 將插入點置入文字中，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若要只在目前的內文中啟動修訂追蹤，請按一下「在目前內文中啟動追蹤修訂」圖示 。

(InDesign) 若要在所有內文中啟動追蹤，請從「追蹤修訂」面板選單中選擇「在所有內文中啟動追蹤」。

(InCopy) 若要在多重內文文件中追蹤所有開啟的內文，請選擇「變更 > 在所有內文中啟動追蹤」。

3. 根據需求，在內文中新增、刪除或移動文字。

顯示修訂追蹤的方式
開啟「追蹤修訂」時，預設會標記每個變更，如「內文編輯器」(InDesign) 或「校稿」和「內文」檢視 (InCopy) 中所示：

「偏好設定」對話框的「追蹤修訂」區段可讓您選擇要識別變更的顏色。它還可讓您選取要追蹤的修訂 (新增、刪除或移動文字) 以及追蹤的外觀。

新增的文字 反白顯示。
刪除的文字 反白顯示並以刪除線標記。
移動的 (剪下及貼上) 文字 在原始位置中反白顯示並以刪除線標記；在新位置反白顯示並加框。
備註： 如果從某個 文件剪下文字然後貼到其他文件，會在文件的原始位置顯示為刪除的文字，而在新位置中顯示為新增的文字。
拷貝的文字 在新位置中反白顯示。 原始文件則不會變更。
變更列 變更列是出現在已修訂之文字行左邊的垂直線。 您可以在工作時選擇要顯示或隱藏變更列。 您也可以指定要用於顯示變更列的顏色。

顯示或隱藏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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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變更時，顯示文字的方式就如同關閉修訂追蹤功能一樣。 也就是說，可以看見新增的文字、看不見刪除的文字，而移動或貼上的文字則會出現在
插入的位置。

(InDesign) 開啟修訂追蹤後，無論您是在「內文編輯器」或文件版面中工作，都會追蹤編輯。您只能在「內文編輯器」中檢視變更，而不能在版面中
檢視變更。

(InCopy) 開啟修訂追蹤後，無論您是在「校稿」、「內文」或「版面」檢視中工作，都會追蹤編輯。您只能在「校稿」和「內文」檢視中檢視變更，
而不能在「版面」檢視中檢視。

 在「追蹤修訂」面板 (InDesign) 或「追蹤修訂」工具列 (InCopy) 中，按一下「顯示/隱藏修訂」按鈕 。

關閉修訂追蹤
 將插入點置入文字中，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若要只在目前的內文中關閉修訂追蹤，請按一下「在目前內文中關閉追蹤修訂」圖示  。

(InDesign) 若要在所有內文中關閉追蹤，請從「追蹤修訂」面板選單中選擇「在所有內文中關閉追蹤修訂」。

(InCopy) 若要在多重內文文件中關閉追蹤所有開啟的內文，請選擇「變更 > 在所有內文中關閉追蹤」。

備註： 如果關閉追蹤，將不會進一步追蹤修訂。先前追蹤到的修訂不會受到影響。

接受及拒絕變更

內文中進行變更時 (不管是您或其他人所進行)，修訂追蹤功能可讓您檢視所有變更，並決定是否要將這些變更納入內文。 您可以接受或拒絕單一變
更、部分已追蹤修訂或一次接受或拒絕所有變更。

當您接受變更時，該變更會成為排文的正常部分，而且不會再反白顯示為變更。 拒絕變更時，文字會回復到進行變更之前的樣子。

1. 在「內文編輯器」(InDesign) 或者「校稿」或「內文」檢視 (InCopy) 中，將插入點定位在內文的開頭。

2. 在「追蹤修訂」面板 (InDesign) 或「追蹤修訂」工具列 (InCopy) 中，按「下一個變更」按鈕 。

3.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若要接受反白顯示的變更並將它納入排文中，請按一下「接受變更」按鈕 。

若要拒絕變更並回復到原始文字，請按一下「拒絕變更」按鈕 。

若要接受或拒絕反白標示的變更並跳至下一個變更，請按住 Alt 鍵並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Option 鍵並按一下 (Mac OS)「接受變
更」或「拒絕變更」按鈕。

若要移回上一個變更，或略過變更並跳至下一個變更，請按「上一個變更」按鈕  或「下一個變更」按鈕 。

若要接受或拒絕所有變更而不進行審核，請按一下「接受內文中的所有變更」按鈕  或「拒絕內文中的所有變更」按鈕 。

若要接受或拒絕內文或文件中的所有變更，或要接受或拒絕特定參與者進行的所有變更，請從「追蹤修訂」面板選單 (InDesign) 或「變更」
選單 (InCopy) 中選擇適當的選項。

備註： 如果變更接受或拒絕變更的心意，可以選擇「編輯 > 還原」或按 Ctrl+Z (Windows) 或 Command+Z (Mac OS)，即可還原變更。
「接受所有變更」或「拒絕所有變更」指令選項也適用於隱藏的條件文字。

設定追蹤修訂偏好設定

偏好設定可讓您控制許多追蹤選項。 您可以選擇要識別變更的顏色，也可選取要追蹤的變更：新增、刪除或移動文字。 您也可以設定每個追蹤修訂類
型的外觀，也可以在邊界中以上色的變更列來識別變更。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追蹤修訂」(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追蹤修訂」(Mac OS)。

2. 選取每種要追蹤的變更類型。

3. 針對每種變更類型，指定文字顏色、背景顏色和標記方法。

4. 選取「禁止複製使用者顏色」可確保為所有使用者指定不同的顏色。

5. 若要顯示變更列，請選取「變更列」選項。 從「變更列顏色」選單中選取顏色，並指定要在左側或右側邊界顯示變更列。

6. 如果要對標記為刪除的文字進行拼字檢查，請選取「在拼字檢查時包含刪除的文字」。

7. 按一下「確定」。

變更使用者名稱和顏色

1. 選擇「檔案 > 使用者」。
2. 指定要用於修訂追蹤和註解的使用者名稱和顏色，然後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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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變數

回到頁首

建立並編輯文字變數
插入文字變數
刪除、轉換和讀入文字變數

建立並編輯文字變數

文字變數是插入文件的項目，會因上下文而有所不同。 例如，「最後一頁的頁碼」變數會顯示文件最後一頁的頁碼。 如果新增或移除頁面，此變數會
隨著更新。

InDesign 包含數個可插入文件的預設文字變數。 您可以編輯這些變數的格式，也可以建立自己的變數。 有些變數 (例如「動態表頭」和「章節編號」)
特別適合用於新增至主版頁面，確保一致的格式設定和編號。其他變數 (例如「建立日期」和「檔案名稱」) 則適合用於新增至印刷邊界區域，以進行
列印。

備註： 對變數加入太多文字可能會造成溢排或壓縮文字。 變數文字不會斷行。

建立或編輯文字變數
建立變數的可用選項取決於指定的變數類型。 例如，如果選擇「章節編號」，您可以指定出現在編號前後的文字和編號樣式。 根據相同的變數類型，
可建立數個不同的變數。 例如，您可以建立一個變數來顯示「第 1 章」，並建立另一個變數來顯示 "Ch. 1"。

同樣地，如果選擇「動態表頭」文字，您可以指定做為表頭基礎的樣式，以及選取刪除結尾標點符號和變更大小寫的選項。

1. 如果要為所有新文件建立文字變數，請關閉所有文件。 否則，建立的文字變數只會出現在目前文件中。

2. 選擇「文字 > 文字變數 > 定義」。

3. 按一下「新增」，或選取現有變數並按一下「編輯」。

4. 輸入變數的名稱，例如「完整章節」或「現有標題」。

5. 從「文字」選單中，選擇變數類型，指定該類型的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根據選取的變數類型，可用選項會不同。

之前放置文字 / 之後放置文字 對於所有變數類型 (「自訂文字」除外)，您都可以指定新增至變數前後的文字。 例如，您可以在「最後一頁的頁
碼」變數之前加上「，共」，並在變數之後加上「頁」，以建立「，共 12 頁」的結果。 您也可以將文字貼入文字框中，但 Tab 字元之類的特
殊字元和自動編排頁碼會遭到刪除。 如果要插入特殊字元，請按一下文字框右邊的三角形。

樣式 對於所有編號變數類型，您都可以指定編號樣式。 如果選取 [目前編號樣式]，變數就會使用和文件「編頁與章節選項」對話框中所選取的
相同編號樣式。

變數類型

章節編號

以「章節編號」類型建立的變數會插入章節編號。 您可以在章節編號前後插入文字，也可以指定編號樣式。

如果文件的章節編號設為延續書冊中的上一個文件，您可能需要更新書冊編號，才能顯示正確的章節編號。

建立日期、修改日期和輸出日期

「建立日期」會插入初次儲存文件的日期或時間，「修改日期」會插入上次儲存文件至磁碟的日期或時間，「輸出日期」會插入文件啟動列印工作、
轉存為 PDF 或封裝文件時的日期或時間。 您可以在日期前後插入文字，也可以修改所有日期變數的日期格式。

日期格式 您可以直接在「日期格式」框中輸入日期格式，也可以按一下文字框右邊的三角形來選擇格式選項。 例如，日期格式「MM/dd/yy」會顯示
為 12/22/07。 將格式變成「MMM. d, yyyy」，日期會顯示為 Dec. 22, 2007。
日期變數會使用套用至文字的語言。 例如，建立日期在西班牙文會顯示為「01 diciembre 2007」，而在德文會顯示為「01 Dezember 2007」。

縮寫 描述 範例

M 月份數字，沒有開頭零 8

MM 月份數字，開頭零 08

MMM 縮寫的月份名稱 A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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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MM 完整的月份名稱 八月

d 日期數字，沒有開頭零 5

dd 日期數字，開頭零 05

E 工作日名稱，縮寫 Fri

EEEE 完整的工作日名稱 星期五

yy 或 YY 年份數字，最後兩位數 07

y (Y) 或 yyyy (YYYY) 完整的年份數字 2007

G 或 GGGG 時代，縮寫或展開的 AD 或西元

h 小時，沒有開頭零 4

hh 小時，開頭零 04

H 小時，沒有開頭零，24 小時格式 16

HH 小時，開頭零，24 小時格式 16

m 分，沒有開頭零 7

mm 分，開頭零 07

s 秒，沒有開頭零 7

ss 秒，開頭零 07

a AM 或 PM，兩個字元 PM

z 或 zzzz 時區，縮寫或展開的 PST 或太平洋標準時間

檔案名稱

這個變數會將目前檔案的名稱插入文件中。 一般會加入文件的印刷邊界區域以進行列印，或用於表頭與表尾。 除了「之前放置文字」和「之後放置文
字」之外，您還可以選擇下列選項。

包含整個檔案夾路徑 選取在檔案名稱加上完整的檔案夾路徑。 使用 Windows 或 Mac OS 的標準路徑慣例。
包含副檔名 選取包含檔案名稱副檔名。

每當您以新名稱儲存檔案或儲存至新位置時，「檔案名稱」變數都會更新。 只有在儲存文件之後，路徑或副檔名才會出現在文件中。

影像名稱

「影像名稱」變數在從中繼資料產生自動標題時非常實用。「影像名稱」變數包含「中繼資料標題」變數類型。如果包含此變數的文字框與影像相鄰
或互為群組時，則變數會顯示該影像的中繼資料。您可以編輯「影像名稱」變數以決定要使用的中繼資料欄位。

請參閱定義標題變數。

最後一頁的頁碼

「最後一頁的頁碼」類型適合使用「第 3 頁，共 12 頁」一般格式，將文件總頁數加入表頭與表尾。 在此範例中，數字 12 是由「最後一頁的頁碼」產
生的，並且會在新增或移除頁面時更新。 您可以在最後一頁頁碼前後插入文字，也可以指定編號樣式。 從「範圍」選單中，選擇選項來決定使用章節
或文件中的最後一頁頁碼。

請注意，「最後一頁的頁碼」變數不會計算文件中的頁數。

動態表頭 (段落或字元樣式)
「動態表頭」變數會將頁面上第一個或最後一個套用指定樣式的文字插入。如果頁面上的文字未以指定的樣式進行格式設定，則會使用上一頁的文
字。

請參閱建立動態表頭與表尾的變數。

自訂文字

這個變數通常用於插入預留位置文字，或必須快速變更的文字字串。 例如，假設工作中的專案使用公司代碼名稱，您就可以為該代碼名稱建立自訂文
字變數。 當您能夠使用實際的公司名稱時，只要輕鬆變更變數即可更新所有相符項目。

如果要在文字變數中插入特殊字元，請按一下文字框右邊的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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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插入文字變數

1. 將插入點置入於要顯示變數的地方。

2. 選擇「文字 > 文字變數 > 插入變數」，然後選擇要插入的變數。

頁面上顯示的變數就如同您在文件中輸入的一樣。 例如，「建立日期」變數可能顯示為「2007 年 12 月 22 日」。 如果選擇「文字 > 顯示隱藏字
元」，變數實例會被使用目前圖層顏色的方框所包圍。

備註： 文字變數不會斷行。

刪除、轉換和讀入文字變數

您可以使用「文字變數」對話框刪除、轉換和讀入文字變數。

刪除文字變數
如果要刪除文件中已插入的文字變數實例，只要選取該變數並按下 Backspace 鍵或 Delete 鍵即可。 您也可以刪除變數本身。 這樣做時，您可以決定
如何取代文件中已插入的變數。

1. 選擇「文字 > 文字變數 > 定義」。

2. 選取該變數，然後按一下「刪除」。

3. 藉由指定不同變數、將變數實例轉換為文字，或完全刪除變數實例，指定取代變數的方式。

將文字變數轉換為文字

如果要轉換單一實例，請在文字視窗中選取文字變數，然後選擇「文字 > 文字變數 > 將變數轉換為文字」。

如果要轉換文件中文字變數的所有實例，請選擇「文字 > 文字變數 > 定義」，再選取該變數，然後按一下「轉換為文字」。

從另一份文件中讀入文字變數

1. 選擇「文字 > 文字變數 > 定義」。

2. 按一下「載入」，然後按兩下包含要讀入之變數的文件。

3. 在「載入文字變數」對話框中，確認要讀入的變數旁有出現核取記號。 如果任何現有變數的名稱和所讀入的變數相同，請在「與現有的文字變
數衝突」下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使用傳入的定義  使用載入的變數覆寫現有的變數，並將其新屬性套用到目前文件 (使用舊的變數) 的所有文字。 傳入樣式和現有變數的定義會
顯示於「載入文字變數」對話框的下方，讓您可以檢視其比較後的差異。

自動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載入的變數。

4. 選擇「確定」，然後按一下「完成」。

您也可以在同步處理書冊檔案時，將變數拷貝至其他文件。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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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內容 | CC、CS6

回到頂端

內容收集器

內容置入器

建立連結

對應樣式

編輯自訂樣式對應

置入選項

內容收集器工具
置入和連結
指定連結選項
自訂樣式對應
更新連結的項目

複製橫跨各種頁面的內容並不是簡單的工作；複製和貼上內容不僅麻煩，也相當耗費時間。使用連結的內容功能可管理多個版本的內容。您可以置入
內容，並且在相同文件或不同文件中連結這個內容。連結的內容可以更輕鬆支援新興工作流程，例如您設計垂直和水平版面時。對於傳統的印刷及出
版工作流程，連結的內容同樣能夠運作良好，例如您同步不同頁面或文件上的稿件內容文字時。

連結的內容本身的運作方式與傳統的連結類似。請參閱使用連結面板，以取得概觀。您可以指定某個物件是父項目，然後將該項目置入其他位置成為
子物件。每當您更新父物件時，子物件會加上旗標，表示您可以更新這些子物件，以便和父物件進行同步。

您可以使用內容收集器工具或選擇「編輯 > 置入和連結」選單指令，來置入和連結物件。

圖示顯示在連結的物件的左上角。項目在「連結」面板中會顯示為連結的物件。

內容收集器工具

「內容收集器」及「內容置入器」工具可讓您複製頁面項目，並置入於開啟的 InDesign 文件上。當收集到內容時，就會顯示在「內容輸送帶」中。使
用「內容輸送帶」可以輕鬆迅速地在開啟文件之中和之間，置入和連結多個頁面項目。

按一下工具箱中的 可開啟「內容輸送帶」。

使用「內容收集器」  工具可選取物件，並新增至輸送帶

使用「內容置入器」  可將頁面物件置入於頁面

按下 B 切換「內容收集器」和「內容置入器」工具。

 
內容輸送帶 
A. 「內容收集器」工具B. 「內容置入器」工具C. 建立連結D. 對應樣式E. 編輯自訂樣式對應F. 置入選項G. 瀏覽 H. 收集所有串連框架 I. 載入輸送帶

使用「內容收集器」可將頁面項目新增至「內容輸送帶」。

使用「內容置入器」可將項目從「內容輸送帶」置入於文件中。選取這個工具時，會將目前的項目新增至置入槍。

啟用「建立連結」可將置入的項目與所收集項目的原始位置相連結。您可以使用「連結」面板管理連結。

對應原始項目與置入的項目之間的段落、字元、表格或儲存格樣式。預設匯使用樣式名稱進行對應。請參閱自訂樣式對應。

定義原稿與置入的項目兩者之間的自訂樣式對應。對應樣式可自動取代置入的項目中的原始樣式。

指定置入項目時的輸送帶選項。

在置入項目之後，從輸送帶中移除項目

置入目前項目多次。該項目會保持放在置入槍中。

置入項目並移動至下一個項目。但是該項目會保持在輸送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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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

收集所有串連框架

載入輸送帶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儲存文件時更新連結

如果連結更新會覆寫本機編輯，則顯示警告

更新物件連結時保留本機編輯

導覽「內容輸送帶」中的項目。

啟用此選項可收集所有串連框架。此時將收集內文及所有框架。如果停用這個選項，將收集單一框架中的內文。

使用  可載入含有項目的輸送帶。
選取範圍：使用這個選項可載入所有選取的項目

頁：使用這個選項可載入指定之頁面上的所有項目

全部：使用這個選項可從所有的頁面及貼上板載入項目

啟用「建立單一集合」可將所有項目群組於單一集合。

您可以收集個別頁面項目，或收集相關項目作為「集」。在某些情況下，InDesign 會自動建立集，以保留頁面項目的關係完整性。

下列是數種可收集項目作為集的方法，有些是手動，有些是自動：

選取畫面可選取數個項目

使用「載入輸送帶」選項，然後選取頁面範圍，或所有文件內容或選取的項目，項目將相應地收集為集。

收集具有相關內容 (例如具有其他項目和與其相關聯的狀態的互動按鈕部分) 的項目時，它會將所有相關項目收集成集 (此值將永遠放入一個手勢
中)
收集文字框及跨入其他物件的文字緒，而且在輸送帶上已核取「收集所有文字緒框」時，它將挑選所有文字緒框成為一個集。

置入和連結

1. 選取框架或將插入游標置入於文字中，來選取頁面項目。您也可以使用 Shift+按一下滑鼠來選取多個項目。

2. 選擇「編輯 > 置入和連結」。游標會連同項目載入，而且項目會顯示在「內容輸送帶」中。

3. 按一下頁面或繪製框架，以置入連結的項目。

連結連結選項

1. 在「連結」面板中，選取連結的項目。

2. 從「連結」面板選單中選擇「連結選項」。

 

按下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將「取消」按鈕變更為「重設」。按一下「重設」來回復至預設選項。

3. 視需要選取下列選項：

啟用此選項，可在儲存文件時更新連結。

啟用此選項，可在更新連結將覆寫對連結的物件進行的任何本機編輯時顯示警告。

從可用的種類中選取，以在更新連結時保留本機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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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內文移除強制分行符號

定義自訂樣式對應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啟用以移除內文中任何強制的斷行。移除斷行可讓文字在連結的框架中平順地重排 (如果重新調整其大小或重新指定
其格式)。

如果想要對應樣式，並改為自動套用另一個樣式至連結的內容，請啟用此選項。請參閱自訂樣式對應。

若要指定預設連結選項，請關閉所有文件，然後開啟連結面板選單，並選擇「連結選項」。

自訂樣式對應

文字樣式 (段落、字元、表格、儲存格) 或樣式群組可以在連結時對應至不同的樣式。對應的樣式會自動套用至連結的內容，而不是原始樣式套用至父
項。自訂樣式對應相當實用，例如，您可以在數位排版中使用 sans serif 字體，而在印刷排版中使用 serif 字體。或者，您可以讓水平及垂直版面採用
不同的文字樣式。

若要定義自訂的樣式對應，請執行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在「連結選項」對話框中 (「連結」面板 > 「連結選項」)，啟動「定義自訂樣式對應」，然後按一下「設定」。

按一下「內容輸送帶」中的 。

 
自訂樣式對應

1. 選取來源文件和樣式類型。 
2. 按一下「新樣式對應」。
3. 從清單選擇來源及對應的樣式或樣式群組。

按下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將「取消」按鈕變更為「重設」。按一下「重設」來回復至預設選項。

更新連結的項目

如果已修改原始項目，則  符號會顯示在框架上方，以及顯示在「連結」面板中。若要更新，請執行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按一下接近框架左上角的  

類別 範例

外觀
物件樣式屬性，例如線條、填色、效果。這會排除任何文字或文
字框相關屬性，例如疊印或非列印設定等

大小與形狀 高度、寬度、變形、文字框屬性，以及其他欄大小屬性

互動性 動畫、物件狀態、按鈕動作

框架內容
置入或貼入框架的影像、影片、內容，以及直接套用至這類物件
的效果和設定。

其他
從其他類別排除的屬性，例如框架上的繞圖排文、物件轉存選
項；文字框屬性，例如基準線選項、自動調整大小選項、垂直對
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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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和 Facebook 發文未涵蓋在 Creative Commons 條款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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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連結」面板中，按兩下  符號

如果您曾對子項目進行本機編輯，則編輯內容會被原始項目的內容覆寫。如果您設定「如果連結更新會覆寫本機編輯，則顯示警告」，則會顯示警告
訊息。

使用「連結資訊」面板可判斷您是否曾對內文進行本機編輯；如果您曾進行本機編輯，則內文狀態會顯示「文字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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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和特殊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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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面板概觀
插入字符和特殊字元
建立和編輯自訂字符集
使用引號
插入空格字元
關於 Adobe SING Glyphlet Manager

字符面板概觀

透過「字符」面板輸入字符。面板一開始會顯示游標所在字體中的字符，但您可以檢視不同字體、檢視字體的文字樣式 (例如，Light、一般或粗體)，
並使面板顯示字體的字符子集 (例如，數學符號、數字或標點符號)。

「字符」面板
A. 顯示字符子集 B. 工具提示 C. 字體清單 D. 字體樣式

將指標移至字符上方，您便可以在工具提示中讀取其 CID/GID 值、Unicode 值和名稱。

開啟字符面板
 選擇「文字 > 字符」或「視窗 > 文字與表格 > 字符」。

變更字符面板檢視
按一下循環 Widget (在「字符」面板上「字符」一詞左邊)，變更面板檢視。按一下 Widget 會連續呈現這些檢視：收合的面板、整個面板，以及
不含最近使用字符的面板。

按一下「字符」面板右下角的「放大顯示」或「縮小顯示」按鈕。

拖移右下角可調整「字符」面板大小。

篩選顯示的字符
 在「顯示」清單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決定在「字符」面板中顯示的字符：

選擇「整個字體」，顯示字體中所有可用的字符。

選擇「整個字體」底下的選項，將清單限縮為字符子集。例如，「標點符號」只顯示標點符號字符；「數學符號」會將選項限縮為數學符號。

在字符面板中排序字符
 選擇「依 CID / GID」或「依 Unicode」，決定「字符」面板中字符的排序方式。

插入字符和特殊字元

字符是特殊形式的字元。例如，在某些字體中，大寫字母 A 有幾種不同形式可用，例如花飾字或小型大寫字。您可以使用「字符」面板，找出字體中
的任何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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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Type 字體 (例如 Adobe Caslon™ Pro) 為許多標準字元提供多個字符。如果要在文件中插入這些替代字符，請使用「字符」面板。您也可以使用
「字符」面板，檢視及插入 OpenType 屬性，例如裝飾字、花飾字、分數字和連字。

插入特殊字元
您可以插入長破折號、短破折號、註冊商標符號和省略符號等一般常用字元。

1. 使用「文字」工具，將插入點放在想要插入字元之處。
2. 選擇「文字 > 插入特殊字元」，然後從選單中的任何類別選取選項。

如果重複使用的特殊字元沒有顯示在特殊字元清單中，可以將其新增至所建立的字符集。

插入指定字體中的字符
1. 使用「文字」工具，在想要輸入字元之處按一下，置入插入點。
2. 請選擇「文字 > 字符」，顯示「字符」面板。
3.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在「字符」面板中顯示不同的字元組：

選取不同的字體和文字樣式 (如果可用)。從「顯示」選單中，選擇「整個字體」。或者，如果已選取 OpenType 字體，則是從幾個
OpenType 類別中選擇。

從「顯示」選單中，選擇自訂字符集 (請參閱建立和編輯自訂字符集)。

4. 在顯示的字元中捲動，直到您看到要插入的字符。如果已選取 OpenType 字體，便可以按住字符框，顯示替代字符的彈出式選單。
5. 按兩下您要插入的字元， 此字元會出現在文字插入點的位置。

插入最近使用的字符
InDesign 會追蹤您插入的前 35 個不同字符，並使其出現在「字符」面板第一列的「最近使用的字符」底下 (必須展開面板才能檢視第一列的所有 35
個字符)。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最近使用的字符」底下按兩下字符。

從「顯示」清單中選擇「最近使用的字符」，在「字符」面板主體中顯示所有最近使用的字符，然後按兩下字符。

清除最近使用的字符
如果要從「最近使用的字符」區段中清除選取的字符，請在「最近使用的字符」區段的字符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
按一下滑鼠 (Mac OS)，然後選擇「從最近使用的字符刪除字符」。
如果要清除所有最近使用的字符，請選擇「清除所有最近使用的字符」。

以替代字符取代字元
包含替代字符的字元，會在「字符」面板的右下角顯示三角形圖示。您可以在「字符」面板按住字元，顯示替代字符的彈出式選單，或在「字符」面
板中顯示替代字符。

選取 OpenType 字體中的替代字符

1. 請選擇「文字 > 字符」，顯示「字符」面板。
2. 從「顯示」清單中選取「選取字體的替代字」。
3. 使用「文字」工具，選取文件中的字元。
4.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取代文件中選取的字元：

在「字符」面板中按兩下字符。

選取選單上的字符。

在字符面板中顯示 OpenType 字符屬性
「字符」面板允許您只顯示所選取 OpenType 屬性的字元，以便輕鬆選取。您可以從「字符」面板的「顯示」選單中選取各種選項。

備註： 請勿將這些選項與「字符」面板選單上的選項混淆，後者可將格式套用至選取的文字 (請參閱套用 OpenType 字體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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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面板中的顯示選單選項

1. 在「字符」面板中，從字體清單內選擇 OpenType 字體。
2. 從「顯示」選單中選擇選項。

顯示的選項會根據選取的字體而有所不同。如需有關套用 OpenType 字體屬性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套用 OpenType 字體屬性。如需有關 OpenType 字
體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ww.adobe.com/go/opentype_tw。

加亮標明文字中的替代字符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排版」(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排版」(Mac OS)。
2. 選取「替代的字符」，然後按一下「確定」。文字中的替代的字符會以非列印黃色加亮標明。

建立和編輯自訂字符集

字符集是來自一或多個字體的已命名字符集合。將常用字符儲存在字符集內，便不必在每次需要使用時尋找字符。字符集沒有附加在任何特定文件
中，而是與其他 InDesign 偏好設定一併儲存在可共用的個別檔案中。

您可以決定字體是否要與新增的字符一起記住。例如，要使用可能不會顯示在其他字體中的裝飾符號 (Dingbat) 字元時，記住字體相當有用。如果已記
住字符的字體，但該字體遺失，則在「字符」面板和「編輯字符集」對話框中，該字體的方塊會以粉紅色顯示。如果字體沒有與新增的字符一起記
住，則字符旁邊會顯示一個「u」，表示會以字體的 Unicode 值決定字符外觀。

建立自訂字符集
1. 選擇「文字 > 字符」。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從「字符」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字符集」。

在「字符」面板上開啟環境選單，並選擇「新增字符集」。

3. 輸入字符集的名稱。
4. 選擇字符將新增至字符集的插入順序，然後按一下「確定」：
插在開始處 每個新字符會列在集合中的第一個。

加在結尾處 每個新字符會列在集合中的最後一個。

Unicode 順序 所有字符都會依照其 Unicode 值順序排列。

5. 如果要將字符新增至自訂集，請在「字符」面板底部選取包含字符的字體，按一下字符加以選取，然後從「字符」面板選單上的「新增至字符
集」選單中，選擇自訂字符集的名稱。

檢視自訂字符集
 在「字符」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從「顯示」清單中選擇字符集。

在「字符」面板選單上，選擇「檢視字符集」，接著選擇字符集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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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自訂字符集
1. 從「字符」面板選單中選擇「編輯字符集」，然後選擇自訂字符集。
2. 選取要編輯的字符，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果要將字符繫結至其字體，請選取「記住字符的字體」。如果字符已記住其字體，則將該字符插入文件中選取的文字時，會忽略套用至該
文字的字體， 也會忽略在「字符」面板本身中所指定的字體。如果取消選取此選項，則會使用目前字體的 Unicode 值。

如果要檢視其他字符，請選擇不同的字體或樣式。如果字符不是以字體所定義，則無法選取不同的字體。

如果要從自訂字符集移除字符，請選擇「從字符集中刪除」。

如果要變更字符新增至集合中的順序，請選擇「插入順序」選項。如果建立字符集時已選取「插在開始處」或「加在結尾處」，「Unicode
順序」便無法使用。

從自訂字符集中刪除字符
1. 在「字符」面板中，從「顯示」選單選擇「自訂字符集」。
2. 在字符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再按一下滑鼠 (Mac OS)，然後選擇「將字符從字集中刪除」。

刪除自訂字符集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從「字符」面板選單中，選擇「刪除字符集」。

從環境選單中，選擇「刪除字符集」。

2. 按一下自訂字符集的名稱。
3. 按一下「是」確認刪除動作。

儲存和載入字符集
自訂字符集會儲存為檔案，並放在「Presets」檔案夾下的「Glyph Sets」檔案夾內。您可以將字符集檔案拷貝至其他電腦，以便提供自訂字符集給其
他人使用。在下列這些檔案夾中拷貝字符集檔案，與其他人共用：

Mac OS Users\[使用者名稱]\Library\Preferences\Adobe InDesign\[版本]\[語言]\Glyph Sets
Windows XP Documents and Settings\[使用者名稱]\Application Data\Adobe\InDesign\[版本]\[語言]\Glyph Sets
Windows Vista 以及 Windows 7 Users\[使用者名稱]\AppData\Roaming\Adobe\InDesign\[版本]\[語言]\Glyph Sets

使用引號

您可為不同語言指定不同引號。如果已在「偏好設定」對話框的「文字」區段中，選取「使用印刷體引號」選項，這些引號字元會在輸入時自動顯
示。

指定要使用的引號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字典」(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字典」(Mac OS)。
2. 從「語言」選單中選擇語言。
3.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然後按一下「確定」：

在「雙引號」中，選取一對引號，或輸入要使用的一對字元。

在「單引號」中，選取一對引號，或輸入要使用的一對字元。

插入直立引號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擇「文字 > 插入特殊字元 > 引號 > 直立雙引號 (或直立單引號 (所有格符號))」。

在「偏好設定」對話框的「文字」區段中，取消選取「使用印刷體引號」選項，然後輸入引號或半形單引號

經常用來表示英呎、角分或時間之分鐘的字元是撇號。其外觀像是傾斜的單引號。經常用來表示英吋、角秒或時間之秒鐘的字元是雙撇號。這些符
號不同於單引號或雙引號。某些字體包含撇號和雙撇號。請使用「字符」面板插入這些標記。如果字體沒有撇號或雙撇號，請插入直引號，然後將
它設定為斜體。

插入空格字元

空格字元是顯示在字元之間的空白空格 空格字元有許多不同用途，例如可防止兩個單字在行尾處斷開。

1. 使用「文字」工具，將插入點置入在您要插入特定空格數量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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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文字 > 插入空格」，然後在環境選單中，選取其中一個間距選項 (例如「全形空格」)。

選擇「文字 > 顯示隱藏字元」時，會顯示空格字元的代表性符號。

空格選項
下列選項會出現在「文字 > 插入空格」選單中：

全形空格 這是基於亞洲語言全形字元的空格。它會圍繞下一行，如同其他全形字元。

全形空格 與文字大小等寬。在 12 點文字中，全形空格寬度為 12 點。
半形空格 全形空格寬度的一半。
不斷行空格 與按空白鍵的彈性寬度相同，但是可防止在空白字元處斷行。

不斷行空格 (固定寬度) 固定寬度空格可防止在空白字元處斷行，但在齊行文字不會展開或壓縮。此固定寬度空格和 InDesign CS2 中插入的「不斷
行空格」字元相同。

1/3 空格 全形空格寬度的三分之一。

1/4 空格 全形空格寬度的四分之一。

1/6 空格 全形空格寬度的六分之一。
段末對齊用空格 將可變數量的空格新增至完全齊行段落的末行，適用於使末行文字齊行 (請參閱變更齊行設定)。

極細空格 全形空格寬度的二十四分之一。

細空格 全形空格寬度的八分之一。您可以在長破折號或短破折號的任何一側使用細空格。

數字空格 與字體中的數字寬度相同。使用數字空格，有助於對齊財務表格中的數字。

標點符號空格 與字體中的驚嘆號、句號或冒號寬度相同。

關於 Adobe SING Glyphlet Manager
Adobe SING Glyphlet Manager 為安裝和搜尋字符檔的公用程式。Adobe Creative Suite 5 不包含此程式。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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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中日韓文字字元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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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斜體至文字
旋轉字元
調整字元前後的空格
使用直排內橫排
新增注音至文字
套用著重號
對齊不同大小的文字

套用斜體至文字

在傳統排版技術中傾斜字元的方法，是透過在底片上設定時使用鏡頭扭曲字符。這種斜體樣式稱為「斜體」。 斜體與單純傾斜字符不同，因為它還會
縮放字符。您可以使用 InDesign 中的斜體功能，調整文字的放大比例或是要從中心點傾斜的角度，而不用變更字符高度。

斜體

A. 不套用縮放 B. 放大 30% B. 45 斜體 C. 選取「調整比例間距」選項 D. 選取「調整旋轉」選項 

1. 選取文字.

2. 在「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選取「斜體」。

3. 指定下列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在「放大」中指定傾斜度 (以傳統排版技術用語來說，10% 放大為鏡頭 1，40% 放大則為鏡頭 4)。

在「角度」中，將斜體角度設定為 30、45 或 60。

選取「調整旋轉」以旋轉字符，並以水平方式顯示水平文字的水平直線，以垂直方式顯示垂直文字的垂直直線。

選取「調整比例間距」以套用字框距。

您可以在套用斜體至文字後，微調個別字元的旋轉斜體效果

旋轉字元

1. 選取字元。

2. 在「字元」面板中，輸入「字元旋轉」 的值，指定負值可將字元向右旋轉 (順時針旋轉)。

調整字元前後的空格

1. 使用文字工具選取左括號或右括號。

2. 從「全形文字前的間距」 或「全形文字後的間距」 彈出式選單中選擇所要增加的空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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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指定 2bu，則會加入全形空格的一半空間；如果指定 4bu，則將會增加全形空格的四分之一空間。如果文字行設定為強制齊行，將不會調
整此空格設定。如果要取代某些字元的「Mojikumi Akiryo 設定」時，調整空格功能特別有用。

在左括號前加入空格

使用直排內橫排

使用「直排內橫排」選項，可以使垂直文字中的部分文字成為水平。在垂直文字框中旋轉某些文字的方向，例如數字、日期和較短的外國文字等半形
字元，會比較方便閱讀。

套用直排內橫排之前和之後

開啟「直排內橫排」選項時，您可以向左、向右、向上和向下移動文字。您也可以針對特殊半形字元設定「自動直排內橫排」。「自動直排內橫排」
是在段落屬性中設定。

請使用「字元」面板中的比例間距或字距微調，調整「直排內橫排」的字元間距。

套用直排內橫排

1. 選取您要套用直排內橫排的文字。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選擇「直排內橫排」。

在「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選擇「直排內橫排設定」，然後在「直排內橫排」對話框中選擇「直排內橫排」，並按一下
「確定」。

如果接連出現多個直排內橫排的情況，請使用非結合子字元加以分隔。選擇「文字 > 插入特殊字元 > 其他 > 非結合子」。

移除直排內橫排

1. 選取您要套用直排內橫排的文字。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選擇並取消「直排內橫排」。

在「字元」面板選單中選擇「直排內橫排設定」，並在「直排內橫排」對話框中取消選取「直排內橫排」，然後按一下「確定」。

變更直排內橫排設定

1. 在「字元」面板選單中選擇「直排內橫排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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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2. 在「X 偏移量」中指定一個值，以向上或向下移動文字。如果指定正值，文字會向上移動；如果指定負值，文字會向下移動。

3. 在「Y 偏移量」中指定一個值，以向左或向右移動文字。如果指定正值，文字會向右移動；如果指定負值，文字會向左移動。

為特定段落設定自動直排內橫排

1. 選取要設定為「自動直排內橫排」的文字，或是在段落中置入文字插入點。

2. 在「段落」面板選單中選擇「自動直排內橫排」。

3. 在「排字數量」中，指定要旋轉為垂直方向的連續半形字元數。例如，如果此數值設定為 2，則字元字串「123」不會旋轉，但「12」會旋轉。

4. 如果要套用直排內橫排至羅馬文字，請選取「包含羅馬字元」，並按一下「確定」。

新增注音至文字

在日文中，注音 (Ruby) 通常用於顯示日文平假名中的漢字讀音。 簡體中文稱之為「拼音」；繁體中文則稱之為「注音」。InDesign 提供對日文注音
的完整支援以及對中文「注音」或「拼音」的部分支援。您可以調整「注音」設定，指定「注音」位置、大小或顏色。此外，當注音的長度超過基礎
字元時，您可以指定注音均分。您也可以套用「直排內橫排」至「注音」。

在水平文字上的注音 (左圖)，以及在垂直文字右邊的注音 (右圖)

當您要附加注音的基礎字元涵蓋兩行時，注音會隨著基礎字元移到下一行。

在某些情況中，例如套用包含變數的樣式時，注音字元可能會被移除。

1. 選取您要附加注音的文字。當選取的文字中有強制分行符號時，將無法附加注音。

2. 從「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選取「注音 > 注音」。

3. 在「注音」中輸入注音字元。

4. 按一下對話框左邊中的選項，然後指定設定，變更「注音」設定。

5. 按一下「確定」。

注音設定

下列選項會出現在「注音」對話框不同面板中。

注音的置入方式與間距

在「類型」選單中，選擇「單一字元注音」或「群組注音」。選取「單一字元注音」時，請在輸入「注音」字元時加入半形或全形空格，以在文
字行中將注音與其基礎字元分開。以「hakunetsutou」為例，請輸入為「haku netsu tou」(範例中示範一個包含日文字元及其注音拼音的單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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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音

在「對齊方式」選單中，指定「注音」字元的位置。您可透過範例欄位中所示的圖形檢查注音位置。

如果要在水平文字上方或垂直文字右邊附加注音，請選取「右/上」；如果要在水平文字下方或垂直文字左邊附加注音，請在「置入方式」中選取
「左/下」。

在「X 偏移量」和「Y 偏移量」中，指定注音與基礎字元的間距。當您輸入負值時，注音會移到較接近基礎字元的位置。

注音的字體與大小

在「字體」中選取字體系列和字體樣式。

在「大小」中指定注音字元的大小。預設注音大小是基礎字元大小的一半。

在「水平縮放」和「垂直縮放」中，指定注音字元高度和寬度的縮放。

選取「使用 Open Type Pro 注音字符」，使用注音的替代字符 (如果可能)。特定假名字元可用於某些 Open Type Pro 字體。選取這個選項時，
將會使用注音字元的特定字體，而非標準假名字體。

在「排字數量」中，指定要旋轉為垂直方向的連續半形字元數。例如，如果此數值設定為 2，則字元字串「123」不會旋轉，但「12」會旋轉。

選取「包含羅馬字元」，將直排內橫排套用至羅馬文字。

選取「縮放以符合」，使用 OpenType 功能或縮放字符，強迫直排內橫排與注音字串中的尺寸相同 (1 em x 1 em)。

調整注音字串長度

使用「突出部分」時，當「注音」總寬度大於其基礎字元的寬度，指定的「注音」將會橫向溢出到基礎字元任一邊字元上方的空間中。就日文而
言，與「突出部分」相容的字元類型符合 JISx4051-1995 規格。

在「間距」中指定附加注音時的必要基礎字元間距。當您選取不同的選項時，範例欄位中所示的圖形便會更新。

如果要自動調整注音字元寬度，請選取「字元寬度縮放最大容許比例」，並指定注音字元寬度的壓縮縮放。

選取「自動對齊線條邊緣」，將基礎字元與線條的開頭和結尾對齊。

注音顏色

在清單框中選取色票。

視需要指定色調等級和線段寬度。

選取「疊印填色」或「疊印線條」，以設定注音字元的填色或線條疊印。

(請參閱決定執行手動疊印的時機。)

套用著重號

著重號指的是附加到想要強調之文字的點。 您可以選取現有著重號格式中的點類型，或是指定自訂著重號字元。您也可以調整著重號設定，指定其位
置、縮放和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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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號類型

位置

位置

大小

對齊

水平縮放和垂直縮放

回到頂端

套用至文字的著重號: 黑色小圓形、著重號: 黑色小點，以及著重號: 白色小圓形

套用著重號

1. 選取您要強調的字元。

2. 在「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內的「著重號」中，選擇著重號字元，例如「魚眼」或「白色圓形」。

變更著重號設定及顏色

1. 從「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選取「著重號 > 著重號」。

2. 在「著重號設定」中，指定下列選項：

選取著重號字元，例如「魚眼」或「白色圓形」。選擇「自訂」，以指定自訂字元。您可以直接輸入字元，或是為指定的字元集指
定字元碼值。

指定著重號與字元的間距。

如果要在水平文字上方或垂直文字右邊附加著重號，請選取「右/上」；如果要在水平文字下方或垂直文字左邊附加注音，請在選取
「左/下」。

指定著重號字元的大小。

指定著重號應顯示在字元全形字框的中央 (置中) 或左邊 (靠左) (垂直文字則為上方)。

指定著重號字元高度和寬度的縮放。

3. 如果要變更著重號的顏色，請從清單框中選擇「著重號顏色」，然後指定下列選項：

在清單框中選取色票。

視需要指定色調等級和線段寬度。

選取「疊印填色」或「疊印線條」，以設定著重號字元的填色或線條疊印。

(請參閱決定執行手動疊印的時機。)

4. 按一下「確定」。

對齊不同大小的文字

當不同大小的字元放置在 1 行中時，您可以使用「字元對齊方式」選項，指定如何將文字對齊文字行中的最大字元。您可以將字元對齊全型字框的頂
端、中央或底部 (垂直框架則為右邊、中央和左邊)，或是對齊羅馬字基線，以及對齊表意字框的頂端或底部 (垂直框架則為右邊或左邊)。「表意字
框」(ICF，Ideographic Character Face) 是字體設計師用來設計構成字體之表意字元的平均高度和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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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註解：

對齊不同的大小

A. 將不同大小的字母對齊全形空格字母的上方 B. 將不同大小的字母對齊全形字母的中間 C. 將不同大小的字母對齊全形空格字母的下方 

當文字行中的所有字元大小都相同時，即使套用「字元對齊方式」選項也不會有效。

1. 選取包含您要對齊的字元之文字範圍或行，或使用選取工具選取文字框。

2. 在「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從「字元對齊方式」選擇下列任一項選項。

「羅馬字基線」會將行中的小型字元對齊大型字元基線格點。

「全形字框右上端」、「全形字框置中」或「全形字框左下端」，會將行中的小型字元對齊到大型字元全形字框的指定位置。在垂直文字框
中，「全形字框右上端」會將文字對齊全形字框右邊，「全形字框左下端」會將段落對齊全形字框左邊。

「表意字框右上端」和「表意字框左下端」，會將行中的小型字元對齊到大型字元所指定的表意字框。在垂直文字框中，「表意字框右上
端」會將文字對齊表意字框右邊，「表意字框左下端」會將文字對齊表意字框左邊。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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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路徑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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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頁首

建立路徑文字
編輯或刪除路徑文字
調整路徑文字的位置
將效果套用至路徑文字
將錨定物件新增至路徑文字中

建立路徑文字

您可以設定文字的格式，讓文字沿著任意形狀的開啟或關閉路徑的邊緣移動。將選項和效果套用至路徑文字：沿著路徑移動、翻轉至路徑的另一邊、
或是使用路徑形狀來扭曲字元。如同其他文字框，路徑文字具有輸入埠和輸出埠，所以您可往返串連文字。

一條路徑只能包含一行文字，因此任何超出路徑的文字將會被溢排 (隱藏)，除非您已經把它串連至另一個路徑或文字框。 您可以在路徑文字中加入行
中或行上方物件。您無法使用複合路徑在路徑上建立文字，如同使用「建立外框」指令所建立的。

路徑文字可以是垂直的，也可以是水平的，而且您也可以使用特殊的亞洲文字排版功能，例如旁注、注音、著重號以及直排內橫排等(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變更旁注選項、使用直排內橫排、新增注音至文字和套用著重號)。

路徑上的文字
A. 開始括號 B. 輸入埠 C. 中央括號 D. 結束括號 E. 輸出埠代表串連的文字

1. 選取「路徑文字」工具  或「垂直路徑文字」工具  (按住「文字」工具，以顯示包含「路徑文字」工具的選單)。
2. 將指標移到路徑上，直到指標旁邊出現一個小加號 ，然後依照下列步驟執行：

如果要文字使用預設設定，請按一下路徑。依照預設，在路徑開始處會出現插入點。如果現有的預設段落設定指定縮排，或是任何其他除了
靠左以外的對齊方式，插入點將出現於路徑開始處以外的位置。

如果要將文字限制於路徑的特定部分，請按一下您想要文字開始的路徑位置，然後沿著路徑拖移至想要文字結束之處，接著放開滑鼠(如需有
關變更文字開始與結束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調整路徑文字的位置)。

變更路徑文字的位置

備註： 如果點選或拖移都無法作用，請確定在「路徑文字」工具旁邊有出現小加號。

3. 輸入您要的文字。如果您已經按一下滑鼠在路徑上置入插入點，文字會沿著整條路徑出現。如果進行拖移，文字將只會沿著拖移的部分出現。

備註： 如果原來就可以看見路徑，在加上文字後，路徑仍然會繼續顯示。如果要隱藏路徑，請使用「選取」或「直接選取」工具來選擇路徑，然後套
用無線條與填色。

編輯或刪除路徑文字

您可以將字元與段落選項套用至路徑文字。不過，段落嵌線與段落間距選項並不會影響路徑文字。「段落」面板中的對齊方式設定，控制著路徑文字
的對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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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和格式化路徑文字字元
1. 使用「路徑文字」工具，請執行下列其中一個作業：

如果要加入插入點，按一下路徑文字中任意兩個字元的中間。

如果要選取字元，請拖移過路徑文字。

2. 依照需要編輯和設定文字格式。

刪除路徑中的文字

1. 使用「選取」工具  或「直接選取」工具  選取一或多個路徑文字物件。
2. 選擇「文字 > 路徑文字 > 刪除路徑中的文字」。

如果路徑文字已串連，文字會移至下一個已串連的文字框或是路徑文字物件。如果路徑文字未串連，文字會被刪除。 路徑保持不變，但會失去所有路
徑文字屬性 — 將會移除所有的括號、輸入與輸出埠，以及串連屬性。

備註： 如果路徑的填色和線條被設定為「無」，在您刪除文字後將無法看到路徑。 如果要顯示路徑，在選擇「文字 > 路徑文字 > 刪除路徑中的文
字」之後，請立刻按下 D 鍵。 這會將預設的填色和線條套用至所選取的路徑。

縮緊尖銳轉角處的字元間距
1. 使用「選取」工具或「文字」工具來選取路徑文字。
2. 選擇「文字 > 路徑文字 > 選項」，或按兩下「路徑文字」工具。
3. 在「間距」中，鍵入以點為單位的數值。較高的值會減少在尖銳轉角處之字元間的額外間距。

套用間距調整之前 (左) 與之後 (右) 的路徑文字

備註： 間距值可補償字元扇出尖銳轉角處的方式。這對於放置在直線區段上的字元沒有作用。 如果要變更路徑上任何字元的間距，請選取它們，然
後套用特殊字距和字距調整。

調整路徑文字的位置

您可以變更路徑文字的開始或結束位置、移動文字，以及透過其他方式變更路徑位置。

變更路徑文字的開始或結束位置

1. 使用「選取」工具  來選取路徑文字。

2. 將指標放在路徑文字的開始或結束括號上，直到指標旁邊出現一個小圖示 。 請不要將其置於括號的輸入或輸出埠上。
放大顯示路徑，以便更輕鬆地選取括號。

3. 沿著路徑拖移開始或結束括號。

將指標置於開始或結束括號上，接著進行拖移來重新定位路徑文字的邊界。

備註： 如果您套用段落縮排值，它是根據開始和結束括號來測量。

沿著路徑移動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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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選取」工具  來選取路徑文字。
2. 將指標放置在路徑文字的中央括號上，直到指標旁邊出現一個中央括號圖示 。

放大顯示路徑，以便更輕鬆地選取括號。

3. 沿著路徑拖曳中心括號。

備註： 如果開始與結束括號都位於路徑的末端，文字將不會移動。 如果要為拖移文字建立一些空間，將開始或結束括號移開路徑末端。

設定路徑文字的垂直對齊方式
1. 使用「選取」工具或「文字」工具來選取路徑文字。
2. 選擇「文字 > 路徑文字 > 選項」。
3. 在「對齊」選單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指定所有字元對齊路徑的方式 (相對於字體總高度)。

在水平路徑文字中選取「表意字框頂端」，或在垂直路徑文字中選取「表意字框左側」時，路徑會對齊表意字框的頂端或左側邊緣。

選取「置中」時，路徑會對齊全形字框中間。

在水平路徑文字中選取「表意字框底部」，或在垂直路徑文字中選取「表意字框右側」時，路徑會對齊表意字框的底部或右側邊緣。

在水平路徑文字中選取「全形字框頂端」，或在垂直路徑文字中選取「全形字框左側」時，路徑會對齊全形字框的頂端或左側邊緣。

在水平路徑文字中選取「全形字框底部」，或在垂直路徑文字中選取「全形字框右側」時，路徑會對齊全形字框的底部或右側邊緣。

選取「基線」時，路徑會對齊羅馬字的基線。

4. 在「至路徑」選單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指定由左至右繪製時，路徑對齊所有字元的位置，相對於路徑線條粗細 (這項設定只會在線條較粗
時顯示)：

如果要將路徑對齊線條的頂端邊緣，請選擇「上」。

如果要將路徑對齊線條的底部邊緣，請選擇「下」。

如果要將路徑對齊線條的中央，請選擇「置中」。 這是預設設定。

若要進一步控制垂直對齊方式，請使用「字元」面板中的「基線位移」選項。例如，在「基線位移」文字方塊中鍵入負值可降低文字位置。

翻轉路徑文字

1. 按一下「選取」工具 ，然後選取路徑文字。
2. 將指標放置在路徑文字的中央括號上，直到指標旁邊出現一個中央括號圖示 。

3. 沿著路徑拖曳中央括號。

將指標置於中央括號上，接著沿著路徑拖移來翻轉文字。

您也可以使用對話框來翻轉路徑文字。使用「選取」工具或「文字」工具來選取路徑文字。選擇「文字 > 路徑文字 > 選項」。接著選取「翻
轉」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將效果套用至路徑文字

1. 使用「選取」工具或「文字」工具來選取路徑文字。
2. 選擇「文字 > 路徑文字 > 選項」，或按兩下「路徑文字」工具。
3. 從「效果」選單中選取下列選項之一，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果要將各字元之基線的中心平行對齊路徑的切線，請選取「彩虹效果」。 這是預設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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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文字效果
A. 彩虹效果 B. 傾斜效果 C. 3D 帶狀效果 D. 階梯效果 E. 重力效果

不管路徑的形狀為何，如果要將字元的垂直邊緣保持為完全垂直，並讓字元的水平邊緣跟隨著路徑，請選取「傾斜」。 當文字是以波浪形外
觀或繞著圓柱體出現時，例如在飲料罐頭上的標籤，所得到的水平扭曲結果就很有用。

不管路徑的形狀為何，如果要將字元的水平邊緣保持為完全水平，並讓各字元的垂直邊緣與路徑垂直，請選取「3D 帶狀效果」。

如果要在不旋轉任何字元的情況下，將各字元基線左方邊緣保持於路徑上的，請選取「階梯效果」。

將各字元基線的中心保持在路徑上，同時將各垂直側邊保持在通過路徑中心點的直線上，請選取「重力效果」。 您可以藉由調整文字路徑的
弧形，來控制此選項的透視效果。

將錨定物件新增至路徑文字中

1. 使用「文字」或「路徑文字」工具，在文字中按一下您想要物件錨點出現之處的插入點。
2. 加入錨定物件。您可以在路徑的行中或行上方加入錨定物件或是框架(請參閱錨定物件)。

備註： 文字路徑中之行上方錨定物件的可用選項，與位於正常文字框中之錨定物件的選項有些許不同：「對齊方式」選項是相對於錨定物件標記，而
且也無法使用「與前段間距」選項。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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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nDesign 中新增編輯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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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編輯註解
使用註解模式
管理註解
編輯註解偏好設定

InDesign 的「註解」功能會使用工作流程使用者名稱，來識別註解或追蹤修訂的作者。註解和追蹤修訂會針對每個使用者而有不同顏色標示，如
InDesign 的「註解」偏好設定或 InCopy 的「使用者」對話框 (「檔案 > 使用者」) 中所定義。

註解限純文字顯示。在 InDesign 中，它們只能以內文編輯器列印，且無法轉存為 PDF。

新增編輯註解

當您在 InDesign 中將編輯註解加入受管理內容時，工作流程中的其他使用者也可以看到這些註解。這些註解主要用於 InCopy 工作流程，但您在
InDesign 中一樣可以善加利用。例如，您可以將文字置於要放到內文圖層的註解中。當您要轉存為 Adobe PDF 時，InCopy 的註解可以轉換為 PDF
註釋。

1. 使用「文字」工具 ，在您要置入註解的位置上按一下，然後選擇「文字 > 註解 > 新增註解」。

使用「內文編輯器」進行編輯時，書夾會出現。「註解」面板會出現在「版面」檢視中。

2. 在註解書夾之間輸入註解，或是在「註解」面板中輸入註解。

您可以在任何位置新增任意數目的註解。不過，您無法在某個註解內建立另一個註解。

若要顯示或隱藏註解，請選擇「檢視 > 其他 > 顯示註解 (或隱藏註解)」。

使用註解模式

視插入點的位置或選取的文字而定，「註解模式」可以是新增、分割或刪除註解的一種便利方式。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若要建立新的註解，請將插入點放在文字中。

若要將文字轉換為註解，請選取文字。

若要分割註解，請將插入點放在註解內。

若要將註解轉換為文字，請選取註解書夾 (在內文編輯器中)。

若要從註解中移走插入點，請將插入點放在註解開頭或結尾處。

2. 選擇「文字 > 註解 > 註解模式」。

管理註解

註解錨點  會標記出註解的位置。「註解」面板會顯示註解的內容，以及與註解相關的特定資訊。

如果要將文字轉換為註解，請選取文字並選擇「文字 > 註解 > 轉換為註解」。隨即建立新註解。會從內文中移除選取的文字，然後貼入新註解。
註解錨點或書夾會在剪下所選取文字的位置。

如果要將註解轉換為文字，請在「註解」面板中選取您要新增至文件的文字。或者在「內文編輯器」中，選取內嵌註解中的文字。然後，選擇
「文字 > 註解 > 轉換為文字」。

如果要分割註解，請將插入點置於要在註解中分割的位置，然後選擇「文字 > 註解 > 分割註解」。

如果要瀏覽註解，請按一下內文中的插入點，然後選擇「文字 > 註解 > 前一個或前幾個註解 > 下一個註解」。

編輯註解偏好設定

偏好設定可讓您在註解內嵌在「內文編輯器」中時，設定註解錨點、書夾和背景的顏色。您也可以選擇將註解資訊顯示為工具提示，並選擇是否在
「內文編輯器」中進行「尋找/變更」作業和拼字檢查時，也併入註解內容。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註解」(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註解」(Mac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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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註解顏色」選單中，選取註解錨點和註解書夾的顏色。選取 [使用者顏色]，使用在「使用者」對話框中指定的顏色。如果有多人正在處理檔
案，這個功能會特別有用。

3. 選取「顯示註解工具提示」，將滑鼠指標停留在「版面」檢視中的註解錨點，或者「內文編輯器」中的註解書夾上時，將註解資訊和部分或全部
註解內容顯示為工具提示。

4. 指定在使用「尋找/變更」和「拼字檢查」指令時 (僅限在「內文編輯器」中)，是否要加入內嵌註解內容。

備註： 不管「偏好設定」對話框的設定為何，您無法在「版面」檢視中使用「尋者/變更」和「拼字檢查」指令來搜尋註解內容。不過，使用
「全部變更」則可以編輯註解內容。

5. 選取 [無] 或 [註解顏色] (您在步驟 2 中選擇的顏色)，以用做內嵌註解的背景顏色。

6. 按一下「確定」。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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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的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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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連結的內文
指定連結的內文選項
更新連結的內文
編輯原始內文

複製橫跨各種頁面的內容並不是簡單的工作；複製和貼上內容不僅容易出錯，也相當耗費時間。使用連結的內文可管理同一文件中的多版本內文或文
字內容。連結的內文可以更輕鬆支援新興工作流程，例如您需要設計垂直和水平版面時。對於傳統的印刷及出版工作流程，連結的內文同樣能夠運作
良好，例如您可能需要同步不同頁面上的稿件內容文字時。

連結的內文功能和傳統連結類似。您可以將某個內文指定為父內文，然後將相同的內文置於文件中的其他位置，作為子內文。每當您更新父內文時，
子內文在「連結」面板中會加上旗標，您可以更新這些子內文，以便和父內文進行同步。您可以使用一般內文或路徑內文的文字來建立連結的內文。
系統也支援內文內的錨定物件。

當您更新任何套用的 InDesign 樣式時，連結的內文會維持同步。

連結的內文在「連結」面板中會標示為不同步，即使沒有可見的變更亦然。文件中造成 InDesign 重新撰寫內文，標幟連結的全域變更。這些全域變更
可能是由於對選項或下列定義的更新：

註腳

文字變數

條件文字

色票

XML 標記

格點樣式

此外，如果您取代所有字體，或取代所有物件實例，InDesign 會重新撰寫所有內文，並標幟連結。

建立連結的內文

1. 請選取文字框或將插入游標置入於文字中，以選取內文。如果您選取文字框，也可以使用 Shift+Click 來選取多個內文。

2. 選擇「編輯 > 置入和連結內文」。游標會隨同內文一起載入。

3. 在現有空白文字框中按一下，或者繪製一個方框以放置連結的內文。

 圖示顯示在連結的內文的左上角。內文在「連結」面板中會顯示為連結的內文。依預設，「連結」面板中的內文名稱會使用原始內文的開頭數個
字元來建立。

您也可以透過「圖層」面板來變更連結之內文的預設名稱。

指定連結的內文選項

1. 在「連結」面板中，選取連結的內文。

2. 從「連結」面板選單中選擇「連結的內文選項」。

3. 視需要選取下列選項：
儲存文件時更新連結

如果連結更新會覆寫本機編輯，則顯示警告

移除強制分行符號

秘訣：若要指定預設內文選項，請關閉所有文件，然後開啟連結面板選單，並選擇「連結的內文選項」。

秘訣：若要在建立連結的內文時指定「連結的內文選項」，請按住 Shift 鍵，同時選擇「編輯 > 置入和連結內文」。

更新連結的內文

如果原始內文已經編輯過，則「連結」面板會在連結的內文旁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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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和 Facebook 發文未涵蓋在 Creative Commons 條款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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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連結」面板中，按兩下  以更新子內文。

如果您曾對子內文進行本機編輯，則編輯內容會被原始內文的內容覆寫。如果您設定「如果連結更新會覆寫本機編輯，則顯示警告」，則會顯示警告
訊息。

使用「連結資訊」面板可判斷您是否曾對內文進行本機編輯；如果您曾進行本機編輯，則內文狀態會顯示「文字已修改」。

編輯原始內文

如果您正在處理連結的內文，並需要跳至原始內文，請執行下列作業：

1. 在「連結」面板中，選取連結的內文。

2. 按一下 ，或者從「連結」面板選單 ( ) 中選擇「原始」。

焦點會移到包含原始內文的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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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with markers
About markers
View markers
Select markers

About markers

InDesign inserts a marker in text for items such as index entries, XML tags, and hyperlink text and anchors. These
markers have no width and they don’t affect composition of text. However, you can select these markers and cut,
copy, or delete them. InDesign uses the location of the marker to produce an accurate bookmark or page
reference in the table of contents, index, and exported PDF files.

You can view all markers at once, or view hyperlink or tagged text markers only. You can also view markers in
Story Editor, where they are larger and easier to identify.

Note:

When you select a word, all of its markers are also selected. Keep this in mind when you are cutting, copying, or
deleting text.

Types of markers

A. Tagged text B. Index marker C. Hyperlink 

View markers

To display markers, choose Type > Show Hidden Characters.
To view hyperlink markers only, choose View > Extras > Show Hyperlinks.
To view tagged text markers only, choose View > Structure > Show Tag Markers.

Select markers

1. Choose Type > Show Hidden Characters.
2. Place the insertion point next to the marker.
3. Holding down Shift, press the Left Arrow or Right Arrow key to select a marker.

You can also locate markers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For example, you can locate an index marker by choosing the
Go To Selected Marker option in the Index panel menu.

  Twitter™ and Facebook posts are not covered under the terms of Creative Commons.

46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Legal Notices   |   Online Privacy Policy

462

http://help.adobe.com/en_US/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s://www.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


樣式

套用 GREP 樣式 (影片 4:46)
Michael Ninness  (2011/01/01)
教學影片
此教學課程影片顯示如何套用字元樣式至符合指定之 GREP 運算式的文件。讓 GREP 樣式成為段落樣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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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和字元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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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字元和段落樣式
樣式面板概觀
新增段落和字元樣式
將樣式對應至轉存標記 | CC、CS6、CS5.5
將 Word 樣式轉換為 InDesign 樣式
套用樣式
編輯字元和段落樣式
刪除字元或段落樣式
覆寫字元和段落樣式
將樣式項目符號和編號轉換為文字
尋找與取代字元和段落樣式

關於字元和段落樣式

字元樣式是可以在單一步驟中套用到文字的字元格式屬性集合。 段落樣式中包含字元和段落的格式屬性，可套用至段落或段落範圍。 段落樣式和字元
樣式位在不同面板上。段落與字元樣式有時又稱為文字樣式。

格點樣式格式可套用至「框架格點」格式設定中的框架格點 (請參閱格點樣式面板概觀)。您也可使用格點特性建立物件樣式(請參閱關於物件樣式)。

變更樣式的格式時，所有套用該樣式的文字將會更新為新的格式。

您可以在獨立的 Adobe InCopy 文件或已連結到 Adobe InDesign CS4 文件的 InCopy 內容中，建立、編輯和刪除樣式。 如果是在 InDesign 中更新內
容，會將新的樣式新增到 InDesign 文件中，但是在 InCopy 中所做的任何樣式修改則會由 InDesign 樣式所取代。 如果是連結的內容，則通常最好是
在 InDesign 中管理樣式。

基本段落樣式

依預設，每一個新文件都包含 [基本段落] 樣式，這會套用到您所輸入的文字。您可以編輯此樣式，但不能重新命名或刪除它。 您可以重新命名和刪除
您所建立的樣式。您也可以選取要套用到文字的不同預設樣式。

字元樣式屬性

不同於段落樣式，字元樣式不會包含所選取文字的所有格式設定屬性。當您建立字元樣式時，InDesign 只會將不同於所選取文字之格式設定的那些屬
性成為樣式的一部分。如此一來，所建立的字元樣式套用至文字時，只會變更特定屬性 (例如字體系列和大小)，而忽略所有其他字元屬性。如果要其
他屬性成為樣式的一部分，在編輯樣式時請將它們加入。

下一個樣式

您可以在輸入文字時自動套用樣式。例如，如果您的文件要設計為在標題樣式名稱「標題 1」之後使用「內文」樣式，可以將「標題 1」的「下一個樣
式」選項設定為「內文」。 在輸入使用「標題 1」樣式的段落後，按 Enter 鍵或 Return 鍵即可開始使用「內文」樣式的段落。

如果在將樣式套用到兩個或以上的段落時使用環境選單，可能會造成父樣式 (上層樣式) 套用到第一個段落，而「下一個樣式」套用到其他的段落(請參
閱套用樣式)。

如果要使用「下一個樣式」功能，請在建立或編輯樣式時，從「下一個樣式」選單中選擇樣式。

Jeff Witchel 在使用下一個樣式功能中提供關於使用「下一個樣式」功能的教學課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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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樣式面板概觀

使用「字元樣式」面板，對段落中的文字建立、命名和套用字元樣式；使用「段落樣式」面板，對整個段落建立、命名和套用段落樣式。樣式會與文
件一起儲存，並且在您每次開啟文件時都會顯示於面板中。

選取文字或放置插入點時，除非樣式位在收合的樣式群組中，否則任何已套用到該文字的樣式都會在其中一個「樣式」面板中反白標示。如果選取包
含多種樣式的文字範圍，在「樣式」面板中不會反白標示任何樣式。如果選取了套用多種樣式的文字範圍，「樣式」面板會顯示「(混合樣式)」。

開啟段落樣式面板

選擇「文字 > 段落樣式」，或是按一下「段落樣式」索引標籤 (依預設，此標籤會出現在應用程式視窗的右側)。

開啟字元樣式面板

選擇「文字 > 字元樣式」，或是按一下應用程式視窗右側的「字元樣式」索引標籤。

新增段落和字元樣式

如果所要的樣式已存在於另一個 InDesign、InCopy 或文字處理文件中，您可以讀入這些樣式，並且在目前文件中使用。如果您是使用獨立內文，也可
以在 InCopy 中定義字元和段落樣式。

定義段落或字元樣式

1. 如果要根據現有的文字格式建立新樣式，請選取該文字或將插入點置入該文字中。

如果在「樣式」面板中選取群組，新樣式就會成為該群組的一部分。

2. 從「段落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段落樣式」，或從「字元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字元樣式」。

3. 在「樣式名稱」中，輸入新樣式的名稱。

4. 在「基於」中，選取目前樣式的基礎樣式。

「基於」選項可以讓您將樣式相互連結；當其中一個樣式中有所變更時，便會連帶影響以其為基礎的樣式。依預設，新樣式是基於 [無段
落樣式] (段落樣式) 或 [無] (字元樣式)，或基於任何目前所選取文字的樣式。

5. 在「下一個樣式」 (只適用於「段落樣式」面板) 中，指定在按 Enter 或 Return 鍵後，在目前的樣式之後要套用哪一個樣式。

6. 如果要新增鍵盤快速鍵，請將插入點置於「快速鍵」方框內，並確認已啟用 Num Lock 鍵。然後按住 Shift、Alt 和 Ctrl 鍵 (Windows)，或
Shift、Option 和 Command 鍵 (Mac OS) 的任意組合，並按下數字鍵盤上的一個數字鍵。 定義樣式快速鍵時不能使用字母或非數字鍵盤上的數
字鍵。如果您的鍵盤沒有 Num Lock 鍵，則無法將鍵盤快速鍵新增至樣式中。

7. 如果要將新樣式套用至選取的文字，請選取「套用樣式至選取範圍」。

8. 如果要指定格式屬性，請按一下左邊的類別 (例如「基本字元格式」)，然後指定要加入到樣式的屬性。

在「樣式選項」對話框中指定「字元顏色」時，可以按兩下填色或線條方框來建立新顏色。

9. 對於字元樣式，會忽略未指定的屬性；套用樣式時，文字會保留該屬性的段落樣式格式。如果要從字元樣式中移除屬性設定：

從設定選單中選擇「(忽略)」。

在文字框中刪除選項文字。

在核取方塊中按一下，直到您看見小方塊 (Windows) 或連字號 (-) (Mac OS) 為止。

對於字元顏色，請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然後按一下色票。

10. 完成指定格式屬性後，按一下「確定」。

您建立的樣式只會顯示在目前文件中。如果未開啟文件，建立的樣式會顯示在所有新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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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傳入的樣式定義

自動重新命名

回到頂端

基於其他樣式建立段落或字元樣式

許多文件設計有共用某些屬性的階層式樣式功能。例如，標題和副標題就經常使用相同的字體。您可以透過建立基本樣式 (或父樣式)，輕鬆建立相似
樣式間的連結。 編輯父樣式時，則子樣式也會隨之變更。 接著您可以編輯子樣式，以便與父樣式有所區別。

如果要建立與另一個樣式近似但沒有父子關係的樣式，請使用「複製樣式」指令，然後編輯拷貝。

1. 建立新樣式。

2. 在「新增段落樣式」或「新增字元樣式」對話框中，選取「基於」選單中的父樣式。新的樣式會變為子樣式。

依預設，新樣式是基於 [無段落樣式] 或 [無]，或基於任何目前所選取文字的樣式。

3. 在新樣式中指定格式，以便與父樣式區別。 例如，您可能想要在副標題中使用比在標題 (父) 樣式中所使用還要小一些的字體。

如果在變更子樣式的格式後，您決定要重新編輯，請按一下「重設為基本樣式」。將子樣式的格式恢復成與父樣式相同的格式。然後您可以再指定
新的格式。同樣地，如果您變更子樣式的基礎樣式，子樣式的定義也會自動更新以符合新的父樣式。

從其他文件讀入樣式

您可以從其他的 InDesign 文件 (任何版本) 將段落樣式和字元樣式讀入到作用中的文件。讀入期間，您可以決定要載入哪些樣式，以及載入樣式時如果
目前的文件中有相同名稱的樣式，應該如何處理。您也可從 InCopy 文件中讀入樣式。

您可以將段落樣式和字元樣式從 InDesign 或 InCopy 文件中讀入獨立的 InCopy 文件或連結至 InDesign 的 InCopy 內容。您可以決定要載入哪些樣
式，以及載入樣式時如果目前的文件中有相同名稱的樣式，應該如何處理。

如果將樣式讀入連結的內容，新樣式會在更新內容時新增至 InDesign 文件中，而且任何發生名稱衝突的樣式都會遭同名的 InDesign 樣式覆
寫。

1. 在「字元樣式」或「段落樣式」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從「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載入字元樣式」或「載入段落樣式」。

從「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載入所有文字樣式」，可同時載入字元和段落樣式。

2. 在包含您要讀入之樣式的 InDesign 文件上按兩下。

3. 在「載入樣式」對話框中，確認要讀入的樣式旁有出現核取記號。如果任何現有樣式擁有和讀入的樣式相同的名稱，請在「與現有樣式衝突」下
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使用載入的樣式覆寫現有的樣式，並將其新屬性套用到使用舊樣式的目前文件的所有文字。傳入樣式和現有樣式的定義會
顯示於「載入樣式」對話框的下方，讓您可以檢視其比較後的差異。

重新命名載入的樣式。例如，如果兩個文件都有「Subheading」這個樣式，載入的樣式會在目前的文件中重新命名為
「Subheading copy」。

您也可以使用「書冊」功能來共用樣式(請參閱同步化書冊文件)。

將樣式對應至轉存標記 | CC、CS6、CS5.5

轉存標記簡介

使用「轉存標記」，以便定義如何在 HTML、EPUB，或標籤化 PDF 輸出中標記具有 InDesign 樣式的文字。

您也可以指定要新增至轉存內容的 CSS 類別名稱。在 EPUB/HTML 轉存中，CSS 類別可以用來區別樣式之間的細微變化。您不需要輸入類別名稱 -
InDesign 會根據「樣式名稱」自動產生類別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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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無法預視在 InDesign 版面中的「轉存標記」，因為它只影響到轉存的 EPUB、HTML 或 PDF 檔案。

「編輯所有轉存標記」可讓您有效地檢視和修改單一對話框中的對應。

定義樣式標記對應

1. 若為要對應的樣式，請開啟段落、字元或「物件樣式選項」對話框。

2. 按一下左側窗格中的「轉存標記」，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擇要對應 EPUB 和 HTML 輸出的「標記」。

指定要對應 EPUB 和 HTML 輸出的「類別」。類別名稱用來產生預設標記的樣式定義。

如果想要在 CSS 中包括此樣式，請選取「包含 CSS」核取方塊。如果未選取此核取方塊，將不會對此樣式產生任何 CSS 類別。如果您有
兩個或以上樣式已指派相同的類別，則 InDesign 會在轉存時顯示錯誤/警告訊息。僅 InDesign CC 有此選項。

選擇要對應 PDF 輸出的「標記」。此選項僅適用於段落樣式。

編輯所有轉存標記

您可以在單一視窗中一併檢視和修改所有轉存標記。

1. 在「段落」、「字元」或「物件」樣式面板選單中選取「編輯所有轉存標記」。

2. 按一下 EPUB 和 HTML，或 PDF。

3. 按一下和樣式對應的標記。它會轉換成清單；選擇新的值。

將 Word 樣式轉換為 InDesign 樣式

將 Microsoft Word 文件讀入 InDesign 或 InCopy 時，您可以將 Word 所使用的每個樣式對應至 InDesign 或 InCopy 的相同樣式。 如此一來，您便可
以指定使用哪一個樣式來設定讀入文字的格式。讀入的 Word 樣式旁都會出現磁碟圖示 ，直到您在 InDesign 或 InCopy 中編輯過這些樣式後才會消
失。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將 Word 文件加入至 InDesign 或 InCopy 的現有文字中，請選擇「檔案 > 置入」。 選取「顯示讀入選項」，然後按兩下 Word 文
件。

如果要在獨立 InCopy 文件中開啟 Word 文件，請啟動 InCopy、選擇「檔案 > 開啟舊檔」，然後按兩下 Word 檔案。

2. 選取「保留文字與表格中的樣式及格式設定」。

3. 選取「自訂樣式讀入」，然後按一下「樣式對應」。

4. 在「樣式對應」對話框中，選取 Word 樣式，然後從 InDesign 樣式下方的選單中選取選項。您可以選擇以下選項：

如果沒有樣式名稱衝突，請選擇「新增段落樣式」、「新增字元樣式」，或選擇現有的 InDesign 樣式。

如果有樣式名稱衝突，請選擇「重新定義 InDesign 樣式」，使用 Word 樣式來設定讀入樣式文字的格式。選擇現有的 InDesign 樣式，使用
InDesign 樣式來設定讀入樣式文字的格式。選擇「自動重新命名」以重新命名 Word 樣式。

5. 按一下「確定」關閉「樣式對應」對話框，然後按一下「確定」讀入文件。

套用樣式

依預設，套用段落樣式並不會移除任何現有的字元格式或套用到部分段落的字元樣式，但是在套用樣式時，可以選擇是否移除現有的格式。 如果選取
的文字使用字元和段落樣式，同時也使用不是此套用樣式一部分的其他格式，在「樣式」面板中目前的段落樣式旁會出現加號 (+)。 這種額外的格式設
定稱為「優先選項」或「本機」格式設定。

如果樣式中定義了字元屬性，字元樣式會移除或重設現有文字的字元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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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字元樣式

1. 選取要套用樣式的字元。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按一下「字元樣式」面板中的字元樣式名稱。

在「控制」面板的下拉式清單中選取字元樣式名稱。

按下指定給樣式的鍵盤快速鍵(確認 Num Lock 燈號已亮起)。

套用段落樣式

1. 在段落中按一下，或是選取要套用樣式之段落的全部或部分。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按一下「段落樣式」面板中的段落樣式名稱。

在「控制」面板的選單中選取段落樣式名稱。

按下指定給樣式的鍵盤快速鍵(確認 Num Lock 燈號已亮起)。

3. 如果文字中仍然有不必要的格式設定，請從「段落樣式」面板中選擇「清除優先選項」。

循序套用樣式到多個段落

您可以使用「下一個樣式」選項來指定在套用特定樣式後，按下 Enter 鍵或 Return 鍵時，要自動套用何種樣式。此外，您也可以一次套用不同的樣式
到多個段落。

例如，假設您要使用三個樣式將報紙專欄格式化為︰「標題」、「撰稿人」和「內文」。「標題」會使用「撰稿人」做為它的「下一個樣式」；「撰
稿人」會使用「內文」做為它的「下一個樣式」；而「內文」則會使用「相同樣式」做為它的「下一個樣式」。如果您選取整篇文章，包括標題，撰
稿人欄位、以及文章中的段落，然後使用環境選單中的「下一個樣式」特殊指令套用「標題」樣式，則文章的第一個段落會使用「標題」樣式格式
化、第二個段落會使用「撰稿人」樣式格式化，而其他所有的段落將會使用「內文樣式」格式化。

使用「下一個樣式」套用樣式的前後差異。

1. 選取要套用樣式的段落。

2. 在「段落樣式」面板中，在父樣式上按一下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滑鼠 (Mac OS)，然後選擇「套用 [樣式名稱]，然後套用
下一個樣式」。

如果文字包含格式優先選項或字元樣式，環境選單也可以讓您移除優先選項、字元樣式、或是兩者都移除。

編輯字元和段落樣式

使用樣式的好處之一就是︰當變更樣式定義時，所有使用此樣式格式化的文字，會隨之變更以符合新的樣式定義。

如果在連結至 InDesign 文件的 InCopy 內容中編輯樣式，則在更新連結的內容時，所做的修改會遭覆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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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對話框編輯樣式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不想將樣式套用到選取的文字，請在「樣式」面板的樣式名稱上按一下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滑鼠 (Mac OS)，然
後選擇「編輯 [樣式名稱]」。

在「樣式」面板中，按兩下樣式名稱，或選取樣式並在「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樣式選項」。請注意這會將該樣式套用到任何選取的文字
或文字框，如果沒有選取文字或文字框的話，則會將該樣式設定為在新框架中輸入之任何文字的預設樣式。

2. 在對話框中調整設定，然後按一下「確定」。

重新定義樣式以符合選取的文字

在套用樣式後，您可以取代其任何設定。如果您確定喜歡所做的變更，可以重新定義樣式使其符合已變更之文字的格式。

如果在連結至 InDesign 文件的 InCopy 內容中重新定義樣式，則在更新連結的內容時，所做的修改會遭覆寫。

1. 使用「文字」工具 ，選取使用要重新定義之樣式進行格式化的文字。

2. 視需要，對段落或字元屬性進行變更。

3. 選擇「樣式」面板選單中的「重新定義樣式」。

刪除字元或段落樣式

刪除樣式時，您可以選取不同的樣式來取代它，並且選擇是否保留格式設定。 刪除樣式群組時，會刪除群組中的所有樣式。系統會提示您每次取代群
組中的一個樣式。

1. 選取「樣式」面板中的樣式名稱。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擇面板選單中的「刪除樣式」，或按一下面板底部的「刪除」圖示 。

在樣式上按一下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再按一下滑鼠 (Mac OS)，然後選擇「刪除樣式」。 當您要刪除樣式但不想將樣式套用到
文字時，這個方法特別有用。

3. 在「刪除段落樣式」對話框中，選取要用來取代的樣式。

如果選取 [無段落樣式] 來取代段落樣式，或選取 [無] 來取代字元樣式，請選取「保留格式設定」以保留已套用樣式的文字格式。文字會保有其
格式，但不再與樣式關聯。

4. 按一下「確定」。

如果要刪除所有未使用的樣式，請在「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選取所有未使用的樣式」，然後按一下「刪除」圖示。當您刪除未使用的樣式時，
系統不會要求您選擇其他樣式取代這個樣式。

覆寫字元和段落樣式

當您套用段落樣式時，字元樣式和其他先前使用的格式會保留不變。套用某個樣式之後，可藉由套用非該樣式中的格式設定，覆寫該樣式的任何設
定。 當非某樣式一部分的格式套用到已套用該樣式的文字時，這就稱為「優先選項」或「本機」格式設定。當選取具有優先選項的文字時，樣式名稱
旁會出現加號 (+)。 在字元樣式中，只有套用的屬性是樣式的一部分時才會顯示優先選項。例如，如果字元樣式只變更文字顏色，對文字套用不同的字
體大小則不會顯示為優先選項。

您在套用樣式時可以清除字元樣式和格式優先選項，也可以從已套用樣式的段落中清除優先選項。

如果樣式名稱旁邊出現加號 (+)，您可以將滑鼠游標置於樣式上方，檢視優先選項屬性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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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段落樣式時保留或移除優先選項

如果要套用段落樣式，並保留字元樣式，但要移除優先選項，請在您按一下「段落樣式」面板中的樣式名稱時，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如果要套用段落樣式，並移除字元樣式和優先選項，請在您按一下「段落樣式」面板中的樣式名稱時，按住 Alt+Shift 鍵 (Windows) 或
Option+Shift 鍵 (Mac OS)。

在「段落樣式」面板中的樣式上按一下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滑鼠 (Mac OS)，然後從環境選單中選擇選項。 然後您就可以在
套用樣式時清除優先選項、字元樣式、或兩者。

清除段落樣式優先選項

1. 選取包含優先選項的文字 。您甚至可以選取含有不同樣式的多個段落。

2. 在「段落樣式」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移除段落和字元格式，請按一下「清除優先選項」圖示 ，或從「段落樣式」面板選擇「清除優先選項」。

如果要移除字元優先選項但保留段落格式優先選項，請在按下「清除優先選項」圖示時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

如果要移除段落層級的優先選項但保留字元層級的優先選項，請在按一下「段落樣式」面板中的「清除優先選項」圖示時，按住 Shift+Ctrl
鍵 (Windows) 或 Shift+Command 鍵 (Mac OS)。

清除優先選項時，段落層級的優先選項會從整個段落中移除，即使您只選取了段落的一部分時也是一樣。字元層級的優先選項只會從選
取的範圍中移除。

清除優先選項不會移除字元樣式格式。如果要移除字元樣式格式，請選取包含該字元樣式的文字，然後在「字元樣式」面板中按一下「無」。

取消文字及其樣式之間的連結

當您取消文字及其樣式之間的連結時，文字仍會保有目前的格式。但是，日後對該樣式的變更不會反映到已和樣式分離的文字中。

1. 選取標示有要取消連結之樣式的文字。

2. 從「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取消樣式連結」。

如果選擇「取消樣式連結」時沒有選取任何文字，輸入的新文字會使用所選取樣式的格式，但不會有樣式指定到該文字。

將樣式項目符號和編號轉換為文字

建立會將項目符號和編號加入到段落中的樣式時，如果將文字拷貝或轉存至不同的應用程式，這些項目符號和編號可能會遺失。為了避免這個問題，
請將項目符號或編號樣式轉換為文字。

如果在連結至 InDesign 版面的 InCopy 內文中轉換項目符號樣式，這些變更可能會在 InDesign 更新內容時遭覆寫。

1. 在「段落樣式」面板中，選取包含項目符號和編號的樣式。

2. 在「段落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將 [樣式] 項目符號和編號轉換為文字」。

如果將其他樣式所依據之樣式 (父樣式) 中的項目符號和編號轉換為文字，子樣式中的項目符號和編號也會隨之轉換為文字。

將編號轉換為文字後，您在編輯文字時可能需要手動更新編號。

尋找與取代字元和段落樣式

使用「尋找/變更」對話框可尋找特定樣式出現的位置，並使用其他樣式取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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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編輯 > 尋找/變更」。

2. 在「搜尋」中，選取「文件」以變更整個文件中的樣式。

3. 保持「尋找目標」和「變更為」選項為空白。如果對話框底部未顯示「尋找格式」和「變更格式」方框，請按一下「更多選項」。

4. 按一下「尋找格式」方框，顯示「尋找格式設定」方框。在「樣式選項」下，選取要尋找的字元或段落樣式，然後按一下「確定」。

5. 按一下「變更格式」方框，顯示「變更格式設定」對話框。在「樣式選項」下，選取替代字元或段落樣式，然後按一下「確定」。

6. 按一下「尋找」，然後使用「變更」、「變更/尋找」或「全部變更」按鈕以取代樣式。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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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字放大和輔助樣式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套用字元樣式至首字放大
建立輔助樣式
建立 GREP 樣式

使用「首字放大和輔助樣式」功能的主要方式有三種：將字元樣式套用到首字放大、將輔助樣式套用到段落開頭文字，以及將輔助行樣式套用到段落
內的一或多行。

套用字元樣式至首字放大

您可以將字元樣式套用到首字放大之字元或段落中的字元。例如，如果想要使首字放大的字元擁有與段落中其他字元不同的顏色和字體，可以定義一
個擁有這些屬性的字元樣式。然後您可以將此字元樣式直接套用到段落，或是在段落樣式中嵌套字元樣式。

首字放大依輔助字元樣式自動格式化

1. 建立包含將用於首字放大字元之格式的字元樣式。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將首字放大套用到單一段落，請從「段落」面板選單中選擇「首字放大和輔助樣式」。

如果要在段落樣式中嵌套字元樣式，請按兩下該段落樣式，然後按一下「首字放大和輔助樣式」。

3. 接著指定首字放大的行數和字元數，然後選擇要使用的字元樣式。
4. 如果首字放大對齊離左側邊緣太遠，請選取「對齊左側邊緣」。

選取此選項會使用首字放大字元的原始左側邊白，而非較大的值。這特別適合用於 Sans Serif 字體格式化的首字放大。

5. 如果首字放大字元與其下方的文字重疊，請選取「字母下緣縮放」。
6. 如果要控制繞排首字放大的文字相對於框架格點進行調整，請從選單中選擇選項。
忽略框架格點 由於不會調整首字放大和文字，所以文字可能不會對齊框架格點。

填補至框架格點 首字放大不會縮放，但文字會對齊格點，所以首字放大和繞排文字之間可能會有額外空格。

向上縮放至格點 這個選項會縮放首字放大，使其水平文字較寬或垂直文字較高，讓文字對齊格點。

向下縮放至格點 這個選項會縮放首字放大，使其水平文字較窄或垂直文字較短，讓文字對齊格點。

7. 按一下「確定」。

如果要將不同的輔助樣式套用到首字放大後的任意字元，請使用「新增輔助樣式」選項(請參閱建立輔助樣式)。

建立輔助樣式

您可以對段落或行中的一或多個文字範圍指定字元層級的格式。您也可以設定兩個或多個輔助樣式一起作業；當上一個樣式結束時，便使用下一個。
對於具有重複和可預測格式設定的段落，您還可以循環切換回順序中的第一個樣式。

對於齊排式標題，輔助樣式特別有用。例如，您可以對段落中的第一個字母套用一個字元樣式，並在第一個冒號 (:) 前套用其他的字元樣式。 對於每一
個輔助樣式，您可以定義終止該樣式的字元，例如定位點 (tab) 字元或單字的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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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範例中，「Number」字元樣式用來格式化第一個單字，「Run_in」字元樣式則格式化第一個冒號前的文字。

Michael Murphy 在 InDesign 的輔助樣式自動格式化多個段落中提供關於輔助樣式的文章。他也提供一系列以輔助樣式表為首的教學課程影片。

建立一或多個輔助樣式
1. 建立要用來格式化文字的一或多個字元樣式。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在段落樣式中加入輔助樣式，請按兩下段落樣式，然後按一下「首字放大和輔助樣式」。

如果要將輔助樣式加入到單一段落，請從「段落」面板選單中選擇「首字放大和輔助樣式」。

備註： 如果要獲得最佳結果，請將輔助樣式套用為段落樣式的一部分。如果將輔助樣式套用為段落中的局部優先選項，後續對輔助樣式的
編輯或格式變更，可能會造成套用這些樣式的文字中出現錯誤的字元格式。

3. 按一下或多下「新增輔助樣式」。
4. 對每一個樣式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然後按一下「確定」︰

在字元樣式區域中按一下，然後選取字元樣式以決定這個章節的外觀。如果您尚未建立任何字元樣式，請選擇「新增字元樣式」並指定要使
用的格式。

指定終止字元樣式格式化的項目。您也可以輸入字元，例如冒號 (:) 或特定字母或數字，但不能輸入單字。

指定選取項目 (例如字元、單字、或句子) 必須出現的次數。

選擇「至」或「最多」。選擇「至」會包括終止輔助樣式的字元，而選擇「最多」只會格式化該字元之前的字元。

選取樣式並按一下向上按鈕  或向下按鈕 ，可變更樣式在清單中的順序。 樣式的順序會決定套用格式的順序。第二個樣式定義的格式會
在第一個樣式格式結束的地方生效。如果將字元樣式套用到首字放大，首字放大字元樣式會扮演第一個輔助樣式的角色。

建立輔助行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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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將字元樣式套用到段落內的特定幾行。至於輔助樣式，您可以設定同時使用兩個以上的輔助行樣式，然後建立重複的順序。

輔助行樣式套用的屬性可以與輔助樣式套用的屬性共存。例如，輔助行樣式可以套用色彩，而輔助樣式可以套用斜體。如果兩者同一個屬性的設定相
衝突 (例如紅色和藍色)，則輔助樣式的優先權高於輔助行樣式。

1. 建立要用來格式化文字的一或多個字元樣式。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在段落樣式中加入輔助行樣式，請按兩下段落樣式，然後按一下「首字放大和輔助樣式」。

如果要將輔助行樣式加入到單一段落，請從「段落」面板選單中選擇「首字放大和輔助樣式」。

3. 按一下或多下「新增輔助行樣式」。
4. 在字元樣式區域中按一下，然後選取字元樣式以決定這個章節的外觀。如果您尚未建立任何字元樣式，請選擇「新增字元樣式」並指定要使用的
格式。

5. 指定字元樣式要套用到的段落行數。

選取樣式並按一下向上按鈕  或向下按鈕 ，可變更樣式在清單中的順序。 順序會決定套用格式的順序。

6. 按一下「確定」。

重複輔助樣式
您可以在段落中重複由多個輔助樣式組成的系列。簡單範例是在段落中交替紅綠色文字。或者，您也可以使用輔助行樣式，讓段落中的行時而呈現紅
色，時而呈現綠色。即使新增或移除段落中的文字，重複模式仍然不變。

1. 建立要使用的字元樣式。
2. 編輯或建立段落樣式，或在要格式化的段落中置入插入點。
3. 在「首字放大和輔助樣式」區段或對話框中，至少按兩次「新增輔助樣式」(或「新增輔助行樣式」)，然後選擇每個樣式的設定。
4.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是輔助樣式，請再按一下「新增輔助樣式」，然後選擇字元樣式區域中的 [重複]，再指定重複輔助樣式的個數。

如果是輔助行樣式，請再按一下「新增輔助行樣式」，然後選擇字元樣式區域中的 [重複]，再指定重複行的個數。

有時候您可能想要略過第一個或前幾個樣式。例如，行事曆段落可能包含「本週活動」，接著一星期的日期及其活動。 在此情況下，您可以建
立五個輔助樣式：一個用於「本週活動」，日期、活動和活動時間各一個，最後一個樣式的 [重複] 值為 3，因此不重複第一個輔助樣式。

[重複] 選項應該會位於清單中的最後一項。任何 [重複] 下方的輔助樣式都會被忽略。

重複輔助樣式

474



回到頁首

5. 按一下「確定」。

輔助樣式字元樣式選項
如果要決定終止輔助樣式的方式，請選取下列任一項目︰

如果不要該字元使用輔助樣式格式，請在定義輔助樣式時選擇「最多」而不選擇「至」。

句子 句號、問號和驚嘆號表示句子結束。如果在此標點符號後有引號，則引號會視為句子的一部分。

字母 阿拉伯數字的結束點是一個空格，而雙位元組字元的結束點定義則與字母相同。

字元 包括任何非零寬度標記 (例如錨點、索引標記、XML 標籤等) 的字元。
備註： 如果選取「字元」，您也可以輸入要終止輔助樣式的字元，例如冒號或句號。如果輸入多個字元，這些字元中的任何一個都會終止樣式。例
如，如果齊排式標題以連字號、冒號或問號結束，您可以輸入 -:?，以任何一個字元終止輔助樣式。
字母 不包括標點符號、空白空格、數字、和符號的任意字元。

數字 包括 0 到 9 的阿拉伯數字。
結束輔助樣式字元 將輔助樣式延伸到插入之「結束輔助樣式」字元出現的地方。如果要插入此字元，請選擇「文字 > 插入特殊字元 > 其他 > 在此結
束輔助樣式」。

定位字元 將輔助樣式延伸到定位字元 (不是定位設定) 出現為止。
強制分行符號 將輔助樣式延伸到強制分行符號出現為止(選擇「文字 > 插入換行字元 > 強制分行符號」)。
縮排到此處字元 將輔助樣式延伸到「縮排到此處」字元出現為止(選擇「文字 > 插入特殊字元 > 其他 > 縮排到此處」)。
全形空格、半形空格、或不斷行空格 將輔助樣式延伸到空格字元出現為止(選擇「文字 > 插入空格 > [空格字元]」)。
錨定物件標記 將輔助樣式延伸到內嵌圖形標記出現為止；此標記會出現在插入內嵌圖形的地方。

自動編排頁碼 / 章節標記 將輔助樣式延伸到頁碼或章節名稱標記出現為止。

結束輔助樣式
在大部分的情況中，輔助樣式會在符合定義之樣式的條件符合時結束，例如在三個單字後或在出現句號的地方。但是，您也可以使用「在此結束輔助
樣式」字元在條件符合前結束輔助樣式。

1. 將插入點置入於要結束輔助樣式的地方。
2. 選擇「文字 > 插入特殊字元 > 其他 > 在此結束輔助樣式」。

此字元會在該處結束輔助樣式，而不管是否符合輔助樣式定義。

移除輔助樣式格式
在「首字放大和輔助樣式」對話框中，或在「段落樣式選項」對話框的「首字放大和輔助樣式」區段，選取該輔助樣式並按一下「刪除」。

套用不同的段落樣式。

建立 GREP 樣式
GREP 是一種圖樣型的進階搜尋技術。您可以使用 GREP 樣式，將字元樣式套用到符合指定 GREP 運算式的文字。例如，假設您要將某個字元樣式
套用到文字中的所有電話號碼。建立 GREP 樣式時，您可以選取該字元樣式並指定 GREP 運算式。符合此 GREP 運算式的所有段落文字都會格式化
為該字元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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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GREP 樣式」將電話號碼格式化為某個字元樣式
A. 字元樣式 B. GREP 運算式

如需有關建立 GREP 樣式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lrvid4028_id_tw。

David Blatner 在使用 GREP 樣式的 5 大酷事中提供 GREP 樣式的真實範例。Cari Jansen 提供關於 GREP 樣式的四大系列，第一系列為 GREP 樣
式簡介。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將 GREP 樣式套用到個別段落，請選取那些段落，然後選擇「段落」面板選單中的「GREP 樣式」。

如果要在段落樣式中使用 GREP 樣式，請建立或編輯段落樣式，然後按一下「段落樣式選項」對話框左邊的「GREP 樣式」索引標籤。

2. 按一下「新增 GREP 樣式」。

3. 按一下「套用樣式」的右邊，然後指定字元樣式。如果您尚未建立任何要使用的字元樣式，請選擇「新增字元樣式」並指定要使用的格式。

4. 按一下「至文字」的右邊，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來建構 GREP 運算式：

手動輸入搜尋運算式 (請參閱搜尋的中繼字元)。

按一下「目標文字」欄位右邊的「要搜尋的特殊字元」圖示，並且從「位置」、「重複」、「符合」、「修飾元」和「Posix」次選單中選
擇選項，協助建構 GREP 運算式。

5. 按一下「確定」。

更多說明主題

GREP 樣式影片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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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物件樣式
物件樣式面板概觀
定義物件樣式
套用物件樣式
使用預設物件樣式
清除物件樣式優先選項
取消與物件樣式的連結
移除物件樣式
編輯物件樣式
刪除物件樣式
重新定義物件樣式
讀入物件樣式

關於物件樣式

如同使用段落和字元樣式將文字快速格式化一樣，您也可以使用物件樣式將圖形和框架快速格式化。 物件樣式包括線條、顏色、透明度、陰影、段落
樣式、繞圖排文、以及其他多種選項的設定。您可以為物件、填色、線條和文字指定不同的透明度效果。

您可以將物件樣式套用到物件、群組和框架 (包括文字框)。樣式可以清除和取代所有物件設定，或者僅取代特定的設定，保留其他設定不變。您可以
藉由在定義中包含或排除特定類別的設定，控制受該樣式影響的設定項目範圍。

您也可將物件樣式套用到框架格點。依預設，您建立的任何框架格點都會使用 [基本格點] 物件樣式。您可以編輯 [基本格點] 樣式，或將其他物件樣式
套用至格點。建立或編輯框架格點的物件樣式時，請使用「內文選項」區段，指定書寫方向、框架類型和格點樣式。

建立樣式時，您可能會發現數個樣式共用某些相同的特性。但是您可以使用其他樣式為基礎來建立一個物件樣式，而不需每次在定義下一個樣式時設
定這些特性。當您變更基本樣式時，任何出現在「父」樣式的共用屬性在「子」樣式中也會跟著變更。

物件樣式面板概觀

您可以使用「物件樣式」面板來建立、編輯和套用物件樣式。對於每份新文件，面板最初會列出物件樣式的預設組合。物件樣式會與文件一起儲存，
並且在您每次開啟文件時都會顯示於面板中。「文字框」圖示  標示文字框的預設樣式；「圖形框」圖示  標示圖形框和繪製形狀的預設樣式。

您可以使用「物件樣式」面板來建立、命名和套用物件樣式。對於每份新文件，面板最初會列出物件樣式的預設組合。物件樣式會與文件一起儲存，
並且在您每次開啟文件時都會顯示於面板中。「文字框」圖示  標示文字框的預設樣式；「圖形框」圖示  標示圖形框的預設樣式；「格點」圖示 

 則標示框架格點的預設樣式。

開啟物件樣式面板

選擇「視窗 > 樣式 > 物件樣式」。

變更物件樣式在面板中的排列方式

從面板選單中選取「小型面板列」，顯示物件樣式的精簡版本。

將物件樣式拖曳到不同位置。當黑線出現在您要的位置時，放掉滑鼠按鍵。

從面板選單選取「依名稱排序」，將物件樣式依字母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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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物件樣式

您可以根據套用到物件的設定值為基礎來定義一個樣式，或者另行建立全新的樣式，或根據另一個樣式建立新樣式。

1. 選取使用您想要包含在物件樣式中之設定值的物件或文字框。

2. 從「物件樣式」面板選單選擇「新增物件樣式」，或者 Alt + 按一下 (Windows) 或 Option + 按一下 (Mac OS) 「建立新樣式」按鈕。

3. 在「新增物件樣式」對話框中，輸入樣式名稱。

4. 如果要使用其他樣式為基礎，請在「基於」欄位選擇想要的樣式。

「基於」選項可以讓您將樣式相互連結；當其中一個樣式中有所變更時，便會連帶影響以其為基礎的樣式。如果在變更子樣式的格式
後，您決定要重新編輯，請按一下「重設為基本樣式」。將子樣式的格式恢復成與父樣式相同的格式。

5. 如果要新增鍵盤快速鍵，請將插入點置於「快速鍵」方框內，並確認已啟用 Num Lock 鍵。然後按住 Shift、Alt 和 Ctrl 鍵 (Windows) 或
Shift、Option 和 Command 鍵 (Mac OS) 的任意組合，並按下數字鍵盤上的一個數字鍵。 定義樣式快速鍵時不能使用字母或非數字鍵盤上的數
字鍵。

6. 在「基本屬性」下，選取任何其他包含要定義之選項的類別，然後設定所要的選項。按一下每個類別左邊的核取方塊，表示應將其包含在樣式中
或加以忽略。

使用「內文選項」類別指定格點物件樣式的書寫方向、框架類型與格點樣式。格點樣式儲存可套用至任何框架格點的框架格點設定。

7. 如果要套用效果，請在「(物件、線條、填色或文字) 效果」中選擇選項，然後選取效果類別並指定其設定。您可以為每個類別指定不同效果。指
定樣式中應開啟、關閉或忽略的「效果」類別。

8. 在「轉存選項」下，選取選項並指定選項的轉存參數。您可定義置入影像和圖形的替代文字。若為標記的 PDF，可套用標記和實際文字設定。
若為 HTML 和 EPUB 佈局，可在每個物件上指定不同的轉換設定，使其可在不同的螢幕大小及像素密度上清楚顯示。

轉存選項

物件轉存選項是用來指定轉存為不同格式 (例如 EPUB、HTML 或協助工具 PDF) 時所需的轉存參數。物件轉存選項會同時套用到文字
框、圖形框架及群組。請參閱物件轉存選項。

9. 按一下「確定」。

物件樣式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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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要樣式僅套用某些屬性，而不變更其他設定，請確認這個樣式所要控制的類別處於適當狀態。您可以針對每個類別使用下列任一個狀態：開
啟、關閉或忽略。例如，核取「陰影」方框，會在物件樣式中包含陰影格式設定。取消選取「陰影」方框，表示樣式中關閉陰影，套用至物件的任何
陰影都會顯示為優先選項。 將「陰影」方框設為「忽略」(在 Windows 中為小方框，在 Mac OS 中則為連字號)，則樣式中不包含陰影，所以套用至
樣式的任何陰影都不會顯示為優先選項。

物件樣式類別

A. 開啟 B. 忽略 C. 關閉 

可分別開啟或關閉設定的類別 (例如「填色」、「線條」和「透明度」) 只有兩個狀態。它們的狀態可以是開啟或忽略。

依預設會忽略「段落樣式」類別，即使您在建立文字框時也是如此。 這個類別僅適用於不具有串連的文字框物件。

套用物件樣式

如果您將物件樣式套用至物件群組，會將物件樣式套用至群組中的每個物件。若要將物件樣式套用至物件群組，請在框架中巢狀化物件。(「編輯 > 貼
入」指令是將物件貼入框架的一種方式。)

1. 選取物件、框架或群組。

2. 在「控制」面板或「物件樣式」面板中按一下物件樣式，套用樣式。

如果您從「物件樣式」面板中選擇「套用樣式時清除優先選項」，按一下物件樣式依預設會清除優先選項。如果未選取此選項，您可以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並按一下物件樣式，在套用樣式時清除優先選項。

您也可以將物件樣式拖移至物件，不需先選取物件即可套用樣式。

如果在套用物件樣式時選取了群組，該樣式會套用到群組中的每個物件。

一旦套用樣式，您可以將其他設定套用到所需的物件。雖然這麼做可能會取代樣式中所定義的設定，但不會遺失與該樣式的關聯。

使用預設物件樣式

對於每份新文件，「物件樣式」面板會列出物件樣式的預設組合。每當您建立物件時，都會有一個物件樣式套用到該物件。依預設，如果您建立的是
文字框，就會套用 [基本文字框] 物件樣式。如果繪製路徑或形狀，會套用 [基本圖形框] 物件樣式。如果置入影像或繪製含有 X 的預留位置形狀，則會
套用 [無] 物件樣式。您可以選取不同的物件樣式，作為文字框和圖形框的預設樣式。

對於每份新文件，「物件樣式」面板會列出物件樣式的預設組合。每當您建立物件時，都會有一個物件樣式套用到該物件。依預設，如果您建立的是
文字框，就會套用 [基本文字框] 物件樣式。如果置入影像或繪製路徑或形狀，會套用 [基本圖形框] 物件樣式。如果您建立框架格點，就會套用 [基本格
點] 物件樣式。如果繪製含有 X 的預留位置形狀，則會套用 [無] 物件樣式。您可以選取不同的物件樣式，當做這些物件類型的預設樣式。

如果要變更文字框的預設樣式，請從「物件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預設文字框樣式」，然後選取物件樣式。

如果要變更圖形框的預設樣式，請從「物件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預設圓形框架樣式」，然後選取物件樣式。

圖形預留位置框架 (當中有一個 X) 一律使用 [無] 樣式做為預設值。您不能指定物件樣式做為預設值。
如果要變更格點框的預設樣式，請從「物件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預設格點樣式」，然後選取物件樣式。

如果要變更任何物件類型的預設樣式，請從物件樣式中將標示為預設物件類型的圖示拖曳到其他物件樣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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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沒有選取框架的情況下選取物件樣式，物件樣式會成為文字或圖形的新預設物件樣式，這須視您在工具箱中選取何種工具而定。

如果在沒有選取框架的情況下選取物件樣式，物件樣式會成為文字、圖形或格點框的新預設物件樣式，這須視您在工具箱中選取何種工具而
定。

您可以編輯 [基本] 樣式，但無法刪除它們。

清除物件樣式優先選項

在套用格式與套用到該物件之部分樣式定義有所不同時，這稱為優先選項。 選取具有優先選項的物件時，樣式名稱旁會出現加號 (+)。

使用「清除優先選項」指令可覆寫物件樣式中開啟或關閉的任何格式設定；使用「清除沒有由樣式定義的屬性」可清除忽略的屬性。

清除物件樣式優先選項

1. 選取您要變更的物件或群組。

2. 在「物件樣式」面板中，按一下「物件樣式」面板底部的「清除優先選項」按鈕 。

只有當套用的屬性是樣式的一部分時，才會顯示優先選項。

清除物件樣式中遭忽略的屬性

即使屬性在樣式中遭到忽略，您可能還是會想要將那些屬性從物件中移除。例如，如果忽略物件樣式中的「填滿」類別，而且您套用紅色填色到套用
了該物件樣式的框架，請選擇「清除沒有由樣式定義的屬性」將該紅色填色移除。

如果物件樣式類別是關閉 (未核選) 而非忽略，請使用「清除優先選項」指令覆寫樣式。

1. 選取您要變更的物件或群組。

2. 在「物件樣式」面板中，按一下「物件樣式」面板底部的「清除沒有由樣式定義的屬性」按鈕 。

取消與物件樣式的連結

您可以取消物件與所套用樣式之間的連結。該物件將保留相同的屬性，但不再隨著變更，即使樣式有所變更。

1. 選取已套用物件樣式的物件。

2. 從「物件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取消樣式連結」。

如果您不要保留物件樣式的格式，請選擇「物件樣式」面板中的「無」。

移除物件樣式

1. 確認目前未選取任何物件，不致套用錯誤樣式。

2. 在「物件樣式」面板中，按兩下要重新命名的物件樣式。

3. 接著，請在「物件樣式選項」對話框中輸入新的樣式名稱，再按一下「確定」。

您也可以直接在面板中編輯物件樣式。按一下樣式、暫停，然後再按一下以編輯樣式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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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物件樣式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不想將樣式套用到選取的框架或設為預設，請在「物件樣式」面板中以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 OS) 該
樣式名稱，然後選擇「編輯 樣式名稱」。

在「物件樣式」面板中，按兩下樣式名稱，或選取樣式並在「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樣式選項」。請注意如此會將樣式套用到任何選取的
物件，或將其設為預設物件類型。

2. 在「物件樣式選項」對話框中，選取包含您要變更之選項的類別，然後變更所需的設定。

3. 決定物件樣式類別的狀態是開啟、關閉還是忽略。

4. 按一下「確定」。

刪除物件樣式

1. 在「物件樣式」面板中，選取物件樣式。

2. 從面板選單選擇「刪除樣式」，或將樣式拖曳到「物件樣式」面板底部的「刪除」圖示。

3. 如果刪除的是套用到物件的樣式，或其他樣式所根據的樣式，則系統會出現「刪除物件樣式」對話框提示您指定取代的樣式。執行下列任一項作
業：

如果要重設目前使用已刪除之樣式的物件樣式，請選擇您要套用到該物件的樣式，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果要保持物件不變，請選擇 [無]，確認核選了「保留格式設定」，然後按一下「確定」。 任何使用已刪除之樣式的物件會保留相同的屬
性，但不再與樣式相關聯。

如果要移除已經套用的所有屬性設定，請選擇 [無]，取消選取「保留格式設定」，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果要刪除所有未套用到物件的樣式，請在「物件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選取所有未使用的樣式」，然後按一下「刪除」圖示。

重新定義物件樣式

在套用物件樣式後，您可以取代其任何設定。如果您確定喜歡對特定物件所做的變更，可以重新定義樣式使其符合所變更之物件的格式。請注意，
「重新定義物件樣式」指令只會重新定義已開啟或關閉的類別，而非遭忽略的類別。如果物件包含其他設定，您需要分別新增這些設定到樣式中，或
者只要建立一個新的物件樣式即可。

1. 選取使用您要變更之樣式的物件。

2. 調整所要的外觀屬性。

3. 在「物件樣式」面板中，從「物件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重新定義樣式」。

物件樣式定義會變更以符合您套用的優先選項設定。所有文件中使用該物件樣式之處，都會隨之更新而使用新的設定。

如果「重新定義物件樣式」選項無法使用，您設定的屬性就不會是物件樣式定義的一部分。如果要直接變更樣式定義，請改為選擇「物件樣式
選項」，或者從物件建立新的樣式。

讀入物件樣式

您可以從其他文件讀入樣式。除了物件樣式以外，InDesign 可以讀入任何色票、自訂線條、字元樣式或樣式中所使用的段落樣式。如果您讀入的色
票、線條或段落樣式擁有相同的名稱，但其值與現有色票或樣式不同，則 InDesign 便會將其重新命名。

如果您讀入的物件樣式包括格點樣式，那麼也會讀入這些格點。

1. 從「物件樣式」面板選單選取「載入物件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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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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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傳入的樣式定義

自動重新命名

2. 選取要讀入物件樣式的檔案，然後按一下「開啟」。

3. 在「載入樣式」對話框中，確認要讀入的樣式旁有出現核取記號。如果樣式名稱所有衝突，請選擇「與現有樣式衝突」底下的下列選項，然後按
一下「確定」：

使用載入的樣式覆寫現有的樣式，並將其新屬性套用到目前使用舊樣式文件中的所有物件。傳入樣式和現有樣式的定義會
顯示於「載入樣式」對話框的下方，讓您可以檢視其比較後的差異。

重新命名載入的樣式。

物件樣式出現在「物件樣式」面板中。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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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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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樣式或樣式群組
群組樣式
移動和重新排列樣式

複製樣式或樣式群組

 在「物件樣式」面板中的樣式或樣式群組上按一下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再按一下滑鼠 (Mac OS)，然後選擇「複製樣式」。
「樣式」面板中隨即顯示「拷貝」兩字之後名稱相同的新樣式或群組。 如果是複製一組樣式，新群組中的樣式名稱會保持相同。

您也可以將樣式拷貝至另一個群組來複製樣式。

群組樣式

您可以在「字元樣式」、「段落樣式」、「物件樣式」、「表格樣式」和「儲存格樣式」面板中，將樣式分組至不同的檔案夾以組織樣式。此外，您
還可以在群組中再進行子分組。多個樣式不一定都要在同一群組，您可將其新增至群組或面板的根層級。

建立樣式群組
1. 在「樣式」面板中：

如果要在根層級上建立群組，請取消選取所有樣式。

如果要在群組中建立群組，請選取並開啟群組。

如果要在群組中包含現有樣式，請選取這些樣式。

2. 從「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樣式群組」，或選擇「從樣式新增群組」將選取的樣式移至新群組中。
3. 輸入群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4. 如果要將樣式移至群組中，請將此樣式拖移至樣式群組。反白標示樣式群組時，請放開滑鼠按鈕。

將樣式拷貝至群組
將樣式拷貝至不同群組時，不會連結樣式。即使這些樣式同名，編輯某個樣式也不會變更其他樣式的屬性。

1. 選取想要拷貝的樣式或群組。
2. 從「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拷貝至群組」。
3. 選取所要拷貝之樣式或群組的目的地群組 (或 [根] 層級)，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果該群組已包含和被拷貝樣式同名的樣式名稱，便會將傳入的樣式重新命名。

展開或收合樣式群組
如果只要展開或收合一個群組，請按一下群組旁的三角形圖示。

如果要展開或收合群組及其所有次群組，請按下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 並按一下三角形圖示。

刪除樣式群組
刪除樣式群組會刪除群組和其中一切，包括樣式和其他群組。

1. 選取您要刪除的群組。
2. 從「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刪除樣式群組」，然後按一下「是」。
3. 為群組中的每個樣式指定替代樣式或選擇無，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果要所有樣式都使用相同的替代樣式，請選取「全部套用」。

如果取消替代任何樣式，則不會刪除群組。您可以選擇「編輯 > 還原刪除樣式」，復原刪除的樣式。

移動和重新排列樣式

依預設，您建立的樣式會顯示在樣式群組或面板底部。

如果要依字母順序排列所有群組和群組中的樣式，請從「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依名稱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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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移動一個樣式，請將它拖移至新位置。黑線表示樣式移至的位置；反白標示的群組檔案夾則表示會將樣式新增至該群組。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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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樣式

文件安裝的字體 (影片 2:29)
Michael Ninness  (2011/01/01)
教學 - 視訊
瞭解如何在 InDesign CS5 和更新版本中，將文件已安裝字體用於您的設計。

485

http://tv.adobe.com/go/4955
http://tv.adobe.com/go/4955
http://tv.adobe.com/go/4955
http://tv.adobe.com/go/4955


使用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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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字體
Adobe Typekit
安裝字體
套用字體至文字
指定字體大小
預視字體
OpenType 字體
套用 OpenType 字體屬性
使用遺失字體
文件安裝的字體
Multiple Master 字體

關於字體

字體是具有相同粗細、寬度和樣式的一整組字元 (包括字母、數字和符號)，例如 10 點 Adobe Garamond 粗體字。

字體 (通常稱為文字系列或字體系列) 是具有共同整體外觀，而且設計成一起使用的字體集合，例如 Adobe Garamond。

文字樣式是字體系列中個別字體的變體版本。 通常，字體系列中的羅馬文字或標準文字 (實際名稱依不同的字體系列而異) 成員是基本字體，這些字體
可能會含有標準、粗體、半粗體、斜體和粗斜體等文字樣式。

Adobe Typekit

所有 InDesign 訂閱都包含 Adobe Typekit 產品組合計劃，其中包括可同步至桌面及可與 InDesign 和任何其他桌面應用程式搭配使用的字體庫。如需
有關如何將桌面字體與 Typekit 同步的詳細資訊，請按一下此處。

安裝字體

如需有關安裝及啟動字體以用於所有應用程式中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系統的文件或字體管理員文件。

將字體檔案拷貝至硬碟上「InDesign 應用程式」檔案夾之內的「Fonts」檔案夾中，即可在 InDesign 中使用字體。但是，此「Fonts」檔案夾中的字
體只能在 InDesign 中使用。

如果在 InDesign 中有兩種以上的使用中字體，而且使用相同的系列名稱，但是有不同的 Adobe PostScript 名稱，則可以在 InDesign 中使用這些字
體。重複的字體列在選單中時，會以括號標出其字體技術縮寫。例如，Helvetica TrueType 字體會顯示為「Helvetica (TT)」、Helvetica PostScript
Type 1 字體顯示為「Helvetica (T1)」，而 Helvetica OpenType 字體則顯示為「Helvetica (OTF)」。 如果兩種字體有相同的 PostScript 名稱，而其
中一種名稱中有 .dfont，則使用另一種字體。

字體安裝指示

瞭解如何在電腦上安裝字體。提供大部分
Windows 和 Mac OS 版本的指示。... 深入閱
讀

http://adobe.ly/OSoIB3

作者：Adobe 字體 
http://www.adobe.com/type

貢獻您的專業知識至
Adobe Communit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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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字體至文字

指定字體時，可以單獨選取字體系列及其文字樣式。從一種字體系列變更為另一種時，InDesign 會嘗試使用新字體系列之中符合目前樣式的可用樣
式。例如，從 Arial 變更為 Times 時，Arial Bold 會變更為 Times Bold。

對文字套用粗體或斜體樣式時，InDesign 會套用字體所指定的字體樣式。在一般情況下，會如預期套用指定的粗體或斜體。但是有些字體可能會套用
並未確實標示為粗體或斜體的變化型粗體或斜體。 例如，有些字體設計師指定套用粗體字體時，要套用半粗體這種變體。

1. 選取所要變更的文字。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字元」或「控制」面板中，選取「字體系列」選單中的字體或「字體樣式」選單中的樣式(在 Mac OS 中，可以選取「字體系列」子選
單的文字樣式)。

在「字元」或「控制」面板中，在字體系列名稱或文字樣式名稱前按一下 (或按兩下第一個字)，然後輸入想要的名稱的前幾個字元。輸入文
字時，InDesign 會顯示符合所輸入字元的字體系列或文字樣式名稱。

在「文字 > 字體」選單中選擇字體。 請注意，使用此選單時，是同時選擇了字體系列和文字樣式。

指定字體大小

字體大小的預設測量單位是點 (1 點等於 1/72 英吋)。您可以指定從 0.1 到 1296 點的字體大小，增減量為 0.001 點。

在 Fireworks 中，字體大小的預設測量單位是像素。

1. 選取您要變更的字元或文字物件。如果您不選取任何文字，字體大小將會套用至您所建立的新文字上。

2. 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在「字元」面板或控制列中，設定「字體大小」選項。

從「文字 > 大小」選單中，選擇字體大小。選擇「其他」則可在「字元」面板中輸入新的大小。

您可以在「偏好設定」對話框中變更文字的度量單位。Fireworks 中未提供這個選項。

預視字體

在「字元」面板以及應用程式內可供您選擇字體的其他區域中，可以檢視字體系列與字體樣式選單中某個字體的範例。下列的圖示是用來表示不同的
字體類型:

OpenType 

Type 1 

TrueType 

多重字模 

複合 

您可以在「文字」偏好設定中關閉預視功能，或者更改字體名稱或字體範例的點數。

OpenType 字體

OpenType 字體使用單一字體檔案供 Windows® 和 Macintosh® 電腦使用，所以可將檔案從一個平台複製到另一個平台，無須擔心字體替代和其他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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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性複合字元

分數字

序數字

致文字重排的問題。OpenType 字體可以包括多種目前的 PostScript 和 TrueType 字體所未提供的功能，例如花飾字和選擇性連字。

OpenType 字體會顯示 圖示

。

使用 OpenType 字體時，可自動替代文字中的替代字符，例如連字、小型大寫字、分數以及舊樣式的等比數字

。

標準 (左) 和 OpenType (右) 字體

A. 序數字 B. 選擇性複合字元 C. 花式字 

OpenType 字體可能包含擴充字元集和配置功能，提供更好的語文支援和進階的印刷控制。在 Adobe 中，支援中歐語系 (CE) 的 OpenType 字體，其
字體名稱在應用程式字體選單中都會包含「Pro」這個字；不支援中歐語系的 OpenType 字體則會標示為「標準」，並在名稱結尾加上「Std」。所有
的 OpenType 字體也可以和 PostScript Type 1 與 TrueType 字體一起安裝並搭配使用。

如需有關 OpenType 字體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ww.adobe.com/go/opentype_tw。

套用 OpenType 字體屬性

使用「字元」或「控制」面板，以套用 OpenType 字體屬性 (如分數字和花式字) 至文字。

如需有關 OpenType 字體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ww.adobe.com/go/opentype_tw。

套用 OpenType 字體屬性

1. 在「控制」或「字元」面板中，確認已選取「OpenType」字體。

2. 從「字元」面板選單中選擇「OpenType」，然後選取「OpenType」屬性，例如「選擇性複合字元」或「分數字」。

目前字體不支援的功能會以方括號顯示，例如 [花式字]。

您也可以在定義段落或字元樣式時選取 OpenType 字體屬性。請使用「樣式選項」對話框中的「OpenType 功能」區段。

OpenType 字體屬性

使用 OpenType 字體時，您可以在設定文字格式或定義樣式時，從「控制」或「字元」面板選單中選取特定的 OpenType 功能。

OpenType 字體在各種文字樣式中會有很大的不同，且提供多種不同的功能。如果無法使用某種 OpenType 功能，則此功能在「控制」面板選
單中會以方括號括起來 (例如 [花式字])。

字體設計師可能會在字體中包含任何情況都不會啟用的選擇性複合字元。 選取此選項則允許在出現時使用這些選擇性複合字元。如需
有關複合字元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套用複合字元至字母對。

在可以使用分數字時，以斜線分隔的數字 (例如 1/2) 會轉換為分數字字元。

在可以使用序數字時，序數數字 (例如 1st 和 2nd) 會以上標字母 (1 和 2 ) 設定格式。 西班牙文單字 segunda (2a) 和 segundo (2 ) 中的上st nd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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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式字

標題替代字

上下文替代字

全部小型大寫字

斜線零

文體集

位置格式

上標和下標

分子和分母

等幅大寫數字

小寫數字

大寫數字

等幅小寫數字

預設數字樣式

回到頂端

標字母 a 和  都會正確地排版。

可使用花式字時，會提供標準和上下文花式字，其中可能含有替代大寫字和單字字尾替代功能。

可使用時，會啟動用於大寫標題的字元。在某些字體中，設定為大寫和小寫字母格式的文字若選取此選項，可能會產生不希望得到的效
果。

可使用時，會啟動上下文連字和連接替代字。某些手寫字體中包含替代字元，以便讓組合連字有更好的呈現。例如，單字 「bloom」
中的字母對「bl」可以相連在一起，看起來更像手寫字跡。 根據預設值，此選項為已選取。

對於包含真正小型大寫字的字體，選取此選項會將字元轉換為小型大寫字。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變更字體的大小 。

選取此選項會顯示有對角斜線穿過的數字 0。 在某些字體中 (特別是壓縮字體)，數字 0 和大寫字母 O 可能會很難區分。

有些 OpenType 字體包含為達到美觀效果而設計的替代字符集。文體集是一次可套用到一個字元或文字範圍的一組替代字符。 如果選取不同
的文體集，會使用文體集中定義的字符，而不是字體的預設字符。 如果文體集中的字符字元與其他 OpenType 設定一起使用，則個別設定的字符會取
代字元集字符。您可以使用「字符」面板查看各字元集的字符。

在某些草書手寫字和如阿拉伯文等語言中，字元的外觀會依在單字中的位置而異。字元的形式可能會因出現於單字起始 (首字母位置)、中間
(中間字母位置)，或結尾 (尾字母位置) 而改變，而在單獨出現 (獨立位置) 時又變化為另一種形式。選取字元，然後選擇「位置格式」選項以設定正確
的格式。「一般格式」選項會插入一般常用字元；「自動格式」選項會根據字元在單字中所處位置以及字元是否單獨出現，插入一種字元格式。

有些 OpenType 字體包含根據周圍字元修正大小的上移或下移字符。如果 OpenType 字體未包括這些用於非標準分數字的字符，請考慮
使用「分子」和「分母」屬性。

有些 OpenType 字體只將基本分數 (例如 1/2 或 1/4) 轉換為分數字字符，而不轉換非標準分數 (例如 4/13 或 99/100)。在這種情況下，請
在這些非標準分數上套用「分子」和「分母」屬性。

提供相同寬度的全高數字。此選項適合用在每一行數字必須對齊的狀況下 (例如在表格中)。

提供具有不同寬度的不同高度數字。要讓沒有使用全部大寫的文字有古典、複雜的外觀時，建議使用此選項。

提高具有不同寬度的全高數字。建議對使用全部大寫字的文字使用此選項。

提高具有固定、相同寬度的不同高度數字。如果您希望小寫數字呈現傳統外觀，但又要讓數字在各欄中對齊 (例如年報) 時，建議使用此
選項。

數字字符使用目前字體的預設數字樣式。

使用遺失字體

開啟或置入的文件中包含系統未安裝的字體時，就會出現警告訊息，指出所遺失的字體。如果選取的文字使用遺失的字體，「字元」或「控制」面板
會在字體樣式彈出式選單中，以括號顯示字體，表示該字體已遺失。

InDesign 會以可使用的字體來替代遺失的字體。 在此狀況下，您可以選取該文字，並套用其他可用的字體。已由其他字體取代的遺失字體會顯示在
「文字 > 字體」選單的頂端，標示為「遺失字體」的區段中。 依預設，使用遺失字體設定格式的文字將會以粉紅色反白標示。

如果已安裝 TrueType 字體，而文件包含 Type 1 (T1) 版相同字體，則該字體將顯示為遺失。

您可以選擇「文字 > 尋找字體」，以尋找並變更遺失字體。 如果遺失的字體是樣式一部分，您可以變更其樣式定義以更新該樣式中的字體。

InDesign 的「遺失字體」對話框會顯示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中的同步字體是開啟或是關閉。如果是關閉狀態，則「遺失字體」對話框中也提供開
啟 Typekit 的選項。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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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遺失字體變成可使用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使用 Typekit 工作流程，來與 InDesign 和其他應用程式同步遺失字體。請參閱同步桌面字體。
在您的系統中安裝此遺失字體。

將遺失字體放到「Fonts」檔案夾中，該檔案夾位於 InDesign 應用程式檔案夾內。此檔案夾中的字體只能用於 InDesign。請參閱安裝字體。
使用字體管理應用程式啟用該遺失字體。

 

遺失字體

如果無法取得遺失字體，請使用「尋找字體」指令搜尋並取代遺失字體。

反白標示文件中已替代的字體

如果選取了「選取替代字體」偏好設定選項，以遺失字體設定格式的文字會以粉紅色反白標示，以便易於識別使用遺失字體設定格式的文字。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排版」(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排版」(Mac OS®)。

2. 選取「替代的字體」，然後按一下「確定」。

文件安裝的字體

「文件字體」檔案夾中與 InDesign 文件處於相同位置的字體，都會在開啟文件時暫時安裝。您想要共用文件或將其移動到不同的電腦時，「封裝」指
令可以產生「文件字體」檔案夾。(在分享任何文件字體之前，請確定字體軟體授權允許分享字體。)「封裝」指令不會複製從 Adobe Typekit 同步的字
體。在此閱讀更多有關 Typekit 字體和「封裝」指令。

「文件字體」檔案夾中安裝的字體不同於從標準作業系統字體位置提供的字體。它們會在文件開啟時安裝，並且會取代相同 PostScript 名稱的任何字
體。但是，它們只會取代該文件中的字體。一個文件安裝的字體無法用於其他文件。關閉文件時，針對該文件所安裝的字體會取消安裝。文件安裝的
字體會列在「字體」選單的子選單中。

部分 Type1 字體無法在文件內使用。此外，在 Windows 中執行 InDesign 時，Mac OS 字體無法使用。

如需使用文件安裝字體的相關視訊，請參閱透過輕鬆存取文件字體來共用檔案 (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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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 Master 字體

多重字模字體是可自訂的 Type 1 字體，其特性是以可變的設計軸來描述，例如粗細、寬度、樣式及視覺大小等。

有些 Multiple Master 字體包含視覺大小軸，可讓您在特定的字級使用特別設計的字體以取得最佳閱讀效果。一般來說，較小字體 (例如 10 點) 與較大
字體 (例如 72 點) 相比之下，較小字體的視覺大小會設計成具有較粗的襯線和縱線、較寬的字元、比較不強烈的粗細線條對比、較高的 x 高度，以及
較寬鬆的字母間距。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文字」(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文字」(Mac OS)。

2. 選取「自動使用正確的視覺大小」，然後按一下「確定」。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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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齊文字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對齊文字或文字齊行

將段落對齊基線格點

建立整齊的標題文字

設定強制行數

設定段落強制行數

建立跨欄或分割欄的段落

在文字框中垂直對齊或文字齊行

對齊文字或文字齊行

您可以使文字對齊文字框的一邊或兩邊 (也稱為內縮)。 當文字與兩邊緣對齊時，稱為齊行。您可以選擇讓段落中除最後一行之外所有文字都齊行
(「齊行左邊」或「齊行右邊」)，也可以讓段落中包含最後一行的所有文字齊行 (「全部齊行」)。當最後一行只有少數幾個字元時，您可能會想使用特
殊內文結束字元，並建立段末對齊用空格。

齊行左邊 (左) 和全部齊行 (右)

備註： 如果您使所有的文字都齊行，並使用「Adobe 段落視覺調整」，那麼 InDesign 會移動文字以確保文字密度一致，並達到美觀的視覺效果。您
可以在齊行文字中微調間距。

當您將框架格點中的文字設定為置中或齊行時，文字將不再與格點精確對齊。您也可為框架格點中的所有段落指定段落對齊方式。

1. 選取文字.
2. 按一下「段落」面板或「控制」面板中的其中一個「對齊」按鈕 (「靠左對齊」、「置中對齊」、「靠右對齊」、「靠左齊行」、「置中齊
行」、「靠右齊行」和「強制齊行」)。

3. (選擇性) 按一下「趨近裝訂邊對齊」或「偏離裝訂邊對齊」。

對段落套用「趨近裝訂邊對齊」時，左頁的文字會靠右對齊，但相同的文字流排到 (或框架移到) 右頁時，會成為靠左對齊。同樣地，對段落套
用「偏離裝訂邊對齊」時，左頁的文字會靠左對齊，而右頁的文字會靠右對齊。

在垂直框架中，趨近或偏離裝訂邊對齊沒有效果，因為文字對齊方式與裝訂邊方向平行。

如果要文字行的左邊靠左對齊，而文字行的右邊靠右對齊，請將插入點放置於要靠右對齊的文字位置，按 Tab 鍵，然後靠右對齊行的其他部分。

將段落對齊基線格點

在純文字框架中設定段落格式時，您會發現將段落對齊基線格點特別有用。依預設，框架格點中的文字會對齊至全形字框中央，但是您也可以變更個

別段落格點對齊方式，以對齊羅馬字基線、框架格點全形字框，或框架格點表意字框。

基線格點代表文件中內文的行距。頁面上所有元素都可以使用此行距值的倍數，以確保每一頁上直欄間的文字行都能整齊排列。例如，如果文件中內

文的行距是 12 點，就可以將標題文字行距指定為 18 點，並在接續標題的段落之前加上 6 點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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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點對齊

A. 文字對齊全型字框中央 B. 文字對齊全形字框頂端 C. 文字對齊 ICF

除了指定格點對齊方式外，您也可以指定是否只將段落首行對齊格點。此外，當同一行中有不同大小的字元時，您可以指定將小型字元對齊大型字元

的方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對齊不同大小的文字。

備註： 當文字大小與預設框架格點設定相同時，即使變更格點對齊方式，文字位置也不會改變。 當框架格點中的文字使用與預設框架設定不同的字
體或大小時，變更格點對齊方式就會產生效果。

使用「偏好設定」對話框中的「格點」區段可變更基線格點的設定。

如果要檢視基線格點，請選擇「檢視 > 格點與參考線 > 顯示基線格點」。基線格點顯示的方向與文字框的書寫方向相同。
備註： 只有在文件縮放層級大於「格點偏好設定」中的檢視臨界值時，才看得到基線格點。您可能必須放大顯示，才能檢視基線格點。

將段落對齊基線格點

1. 選取文字.
2. 從「段落」面板選單中選擇「格點對齊 > 羅馬字基線」。

只將第一行對齊基線格點

1. 選取您要對齊的段落。
2. 在「控制」面板選單或「段落」面板選單中，選擇「僅第一行對齊格點」。
3. 從「段落」面板或「控制」面板選單中的「格點對齊」裡，選擇除了「無」以外的一個選項。

當行距設定為大於基線格點的值時，會發生自動強制行數，將文字行靠齊格點中的下一行。例如，當行距為 16 點而基線格點為 14 點時，文字會每隔
兩行靠齊格點行。

若要將文字對齊基線格點的中央、對齊全型字框的上方或下方，或是對齊平均列印表面的上方或底端，請從「格點對齊」選單中選擇「無」以外的選

項。

建立整齊的標題文字

您可以將多行間上下不整齊的文字調齊。對多行標題、拉出的引文以及置中的段落來說，這項功能特別有用。

標題套用「平衡參差不齊的行」之前和之後

1. 在要調齊的段落中按一下。
2. 在「段落」面板或「控制」面板中，從選單選擇「平衡參差不齊的行」。

只有當「對齊方式」設定為「對齊左/上」、「置中齊行」或「對齊右/下」時，以及使用「Adobe 段落視覺調整」時，才能使用這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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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強制行數

強制行數會在段落中央對齊指定的行數。您可以使用強制行數反白標示單行段落，例如標題。如果段落包含一行以上，您可以選擇「使用段落強制行

數」，使整個段落擴展為指定行數。

強制行數設定為 2 (左)，以及強制行數設定為 3 (右)

1. 從「段落」面板或「控制」面板中選擇「強制行數」 ，指定要置中對齊的行數。

2. 如果要將跨越指定行數的整個段落置中，請從「段落」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選擇「段落強制行數」。

備註： 文字框中的標準強制行數是設定為基線格點值。

設定段落強制行數

當您將強制行數套用至超過一行的段落時，選擇「段落強制行數」可讓整個段落擴展為指定的強制行數，通常是 2 行段落行在 3 行格點行上。如果沒
有選取這個選項，段落中的每一行會擴展為指定的強制行數，例如 2 行段落行在 6 行格點行上。

將刪除行數設為 2 (左) 和 3 (右)

1. 選取要套用段落強制行數的段落。
2. 從「段落」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選擇「段落強制行數」。
3. 調整強制行數段落的行距，以符合您的版面需要。

使用「段落強制行數」將段落在數行格點行上置中時，每一行的行距是由行距量決定，而不是由格點空格決定。如果使用框架格點文字的預設 100%
自動行距量，可能需要調整每行的行距以將其隔開。

建立跨欄或分割欄的段落

您可以在文字框中將某個段落跨越多個欄來建立跨越標題效果。您可以選擇讓段落跨越所有欄，或是跨越特定數目的欄。將段落設定為在多欄文字框

中跨越多個欄時，跨越段落前的任何文字都會因此變得整齊。

您也可以在相同的文字框內，將段落分割為多個欄。

如需有關建立跨欄或分割欄段落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前往 www.adobe.com/go/lrvid5151_id_tw 或 http://tv.adobe.com/go/4952_tw/。

跨多個欄和分割多個欄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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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跨欄的標題 B. 分割欄

將段落跨越多個欄

1. 將插入點置入段落內。

您也可以使此功能成為部分段落樣式，例如標題樣式。

2. 從「控制」面板選單或「段落」面板選單中選擇「跨欄」。

3. 從「段落版面」選單中選擇「跨欄」。

4. 從「跨越」選單中選擇段落要跨越的欄數。如果想要段落跨越所有欄，請選擇「全部」。

5. 若要在跨越段落的前後加入額外的間距，請指定「跨越前間距」和「跨越後間距」值，然後按一下「確定」。

將段落分割為多個欄

1. 將插入點置入段落內。

您也可以使此功能成為部分段落樣式，例如標題樣式。

2. 從「控制」面板選單或「段落」面板選單中選擇「跨欄」。

3. 從「段落版面」選單中選擇「分割欄」。

4. 指定下列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子欄 選擇段落要分割的欄數。

分割前間距/分割後間距 在分割段落前後加入間距。

內側間距 決定分割段落之間的間距。

外側間距 決定分割段落和邊界外側之間的間距。

在文字框中垂直對齊或文字齊行

您可以使用框架對齊方式，以框架為基礎在純文字框中垂直 (使用垂直文字時則為水平) 對齊文字。

您可以使用每一個段落的行距和段落間距值，將文字對齊到框架的上緣、中心或下緣。 您也可以讓文字垂直齊行，不管行距和段落間距值而均勻放置
各行。

水平框架頂端 (左上)、置中對齊 (右上)、底部 (左下) 及齊行 (右下)

垂直文字對齊和齊行是從框架中各文字行的基線位置開始計算。調整垂直對齊時，請記住下列事項︰

「對齊上/右」是定義為首行靠上對齊文字的基線。「文字框選項」對話框中的「首行基線偏移量」會影響這個值。「對齊下/左」是定義為末行
靠下對齊文字的基線。

將「格點對齊」選項套用至使用「對齊上/右」、「置中對齊」、「對齊下/左」對齊的段落時，所有行都會對齊基線格點。使用「齊行」選項
時，只有第一行和最末行會對齊基線格點。

如果在「文字框選項」對話框中調整「端部內縮」或「底部內縮」值，則可以分別變更首行和末行基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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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使用「選取」工具，選取文字框。

使用「文字」工具 ，在文字框內按一下。

2. 選擇「物件 > 文字框選項」。
3. 在「文字框選項」對話框中的「垂直齊行」區段裡，選擇「上/右」、「置中」、「下/左」或「齊行」。
4. 如果選擇「齊行」，且要防止行距值不成比例地大於段落間距值，請指定「段落間距限制」值。段落之間的間距會擴大到所指定的數值，如果文
字尚未填滿文字框，就會調整行間距直到填滿文字框為止。 段落間距限制值也會套用到在「段落」面板中輸入的「與前段間距」或「與後段間
距」。

段落間距限制設定為 0 Pica (左) 和 1 Pica (右)

備註： 使多欄文字框垂直齊行時要請務必留意，如果最後一個直欄僅包含少數幾行，文字行之間可能會顯示太多空白。
5. 按一下「確定」。

有一種方法可以輕鬆地調整「段落間距限制」值：選取「預視」，然後按一下「段落間距限制」值旁的向上或向下箭號，直到段落間距看起來與行

距平衡為止。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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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段落格式

回到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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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段落間距

使用首字放大

在段落上方或下方加上嵌線 (線條)
控制分段的方式

使用保留選項控制分段

建立懸掛式標點符號

如需有關設定段落格式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lrvid4276_id_tw。

調整段落間距

您可以控制段落之間的間距大小。如果段落是由直欄或框架的最上方開始，則 InDesign 不會接受「與前段間距」值。在這種情況下，您可以在
InDesign 中增加段落首行的行距，或增加文字框的頂部內縮。

1. 選取文字.

2. 在「段落」面板或「控制」面板中，調整適當的「與前段間距」  及「與後段間距」  值。

為確保格式一致，請變更所定義段落樣式中的段落間距。

使用首字放大

您可以一次將首字放大加入到一或多個段落。首字放大的基線會位於段落首行基線下的一或多行上。

視首行中的首字放大字元為半形羅馬字或全形中日韓文字而定，首字放大文字的大小會有所差異。當首行中的首字放大字元是半形羅馬字時，首字放

大的大寫字母高度將符合段落中首行文字的大寫字母高度，且首字放大的羅馬字基線將符合段落中末行首字放大的基線。首字放大的全形字框頂端將

符合段落首行的全形字框頂端，且首字放大的全形字框底部將符合段落中末行首字放大的全形字框底部。

您也可以建立能夠套用到首字放大字元的字元樣式。 例如，您可以建立加高的首字放大 (也稱為提高的首字放大)，做法是指定一行一個字元的首字放
大，然後套用增加第一個字母高度的字元樣式。

一個字元，三行高度的首字放大 (左)，以及五個字元，兩行高度的首字放大 (右)

建立首字放大

1. 選取「文字」工具  以後，在首字放大要出現的段落中按一下。
2. 在「段落」面板或「控制」面板中，輸入「將首字放大行數」  的數值，指示首字放大所要佔用的行數。

3. 在「將一或多個字元放大」  中，輸入要進行首字放大的字元數。
4. 如果要將字元樣式套用到首字放大字元，請從「段落」面板選單中選擇「首字放大和輔助樣式」，然後選擇已建立的字元樣式。

您也可以使用「首字放大和輔助樣式」對話框，以不同方式調整首字放大。您可以將首字放大對齊文字邊緣、縮放字母下緣、忽略框架格

點、填補至框架格點，以及放大或縮小格點。

移除首字放大

1. 選取「文字」工具  以後，在首字放大出現的段落中按一下。
2. 在「段落」面板或「控制」面板中，於「將首字放大行數」和「首字放大字元數」中輸入「0」。

在段落上方或下方加上嵌線 (線條)
嵌線是段落屬性，可在頁面上隨著段落移動並調整大小。如果將嵌線和文件標題搭配使用，最好是讓嵌線成為段落樣式定義的一部分。 嵌線的寬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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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欄寬度來決定。

段落上線的偏移是由文字首行基線量到嵌線底端的距離。段落下線的偏移是由文字末行基線量到嵌線頂端的距離。

嵌線置入方式

A. 段落上線 B. 段落下線

Michael Murphy 在段落嵌線規則上，提供有關使用段落嵌線建立特殊效果的教學課程影片。

Creative Curio 在 InDesign 中段落嵌線的創意用法，第 1 部分中，提供有關段落嵌線創意用法的文章。

在段落上方或下方加嵌線

1. 選取文字.
2. 在「段落」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選擇「段落嵌線」。
3. 在「段落嵌線」對話框上方，選取「上線」或「下線」。
4. 選取「開啟段落線」。
備註： 如果要同時使用上線和下線，請確認已為「上線」和「下線」選取「開啟段落線」。

5. 選取「預視」可觀看嵌線外觀。
6. 在「寬度」中，選擇寬度或輸入數值，決定嵌線的粗細。在「上線」中，增加寬度會往上擴張嵌線。在「下線」中，增加寬度會往下擴張嵌線。
7. 如果要確認線條在印刷機印刷時不會去除下層的油墨，請選取「疊印線條」。
8. 進行下列其中一項或兩項操作：

選擇顏色。「色票」面板會列出可用的顏色。選取「文字顏色」會使嵌線的顏色與「上線」段落中第一個字元的顏色相同，而「下線」則與

最後一個字元的顏色相同。

選擇色調或指定色調值。色調以您指定的顏色為依據。請注意，您無法建立內建顏色「無」、「紙張」、「拼版標示色」或「文字顏色」的

色調。

如果指定了實線以外的任何線段類型，請選擇間隙顏色或間隙色調，以變更在虛線、點或線段之間區域的外觀。

9. 選擇嵌線的寬度。您可以選擇「文字」(從文字的左邊緣到行尾) 或是「直欄」(從直欄的左邊緣到直欄的右邊緣)。如果框架的左邊緣有直欄插入
間隙，嵌線會從內縮處開始。

10. 如果要決定嵌線的垂直位置，請輸入「偏移量」值。
11. 若要確保文字上方的嵌線會畫在文字框之內，請選取「保持在框架中」。如果未選取這個選項，嵌線會出現在文字框之外。

若要確保位於某一欄最頂端的段落嵌線會與位於相鄰欄最頂端的文字對齊，請選取「保持在框架中」。

12. 在「左邊縮排」和「右邊縮排」中輸入數值，為嵌線 (不是文字) 設定左邊或右邊縮排。
13. 如果段落嵌線將會列印在其他顏色之上，而要避免列印時套準不正可能發生的錯誤時，請選取「疊印線條」。接著按一下「確定」。

移除段落嵌線

1. 使用「文字」工具 ，在包含段落嵌線的段落中按一下。

2. 在「段落」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選擇「段落嵌線」。
3. 取消選取「開啟段落嵌線」，然後按一下「確定」。

控制分段的方式

您可以消除冗行和冗餘、單字或與段落中的其他行分開的單行文字。冗行位於直欄或頁面的底部，而冗餘則在直欄或頁面的頂端。還有另一個要避免

的問題就是標題單獨出現在一個頁面上，但其中的段落內容卻出現在下一頁。如果要修正冗餘、冗行、短尾行，以及其他分段問題，您可以使用下列

幾個選項：

選擇性連字號 選擇性連字號 (「文字 > 插入特殊字元 > 連字號和破折號 > 選擇性連字號」) 只有在斷字時才會出現。 這個選項可以防止一般加連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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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字的排版問題，例如「care-giver」在重新排列文字後出現在行中間。 同樣地，您也可以加入選擇性分行符號字元。
不斷行 從「字元」面板選單選擇「不斷行」，以防止選取的文字跨行斷開。

不斷行空格 在要保持在一起的單字之間插入不斷行空格 (「文字 > 插入空格 > [不斷行空格])。
保留選項 從「段落」面板選單選擇「保留選項」，指定下一段落中要與目前段落接續在一起的行數。

起始段落 使用「保留選項」對話框中的「起始段落」，強迫段落 (通常會有標題) 出現在頁面、直欄或區段頂端。這個選項在做為標題段落樣式一部分
時效果最好。

連字設定 從「段落」面板選單選擇「連字」，以變更連字設定。

編輯文字 視您所處理的文件而定，不一定會有編輯文字選項。如果您有改寫的權限，些微改變措辭通常會產生更好的分行效果。

使用不同的視覺調整 一般而言，使用「Adobe CJK 段落視覺調整」或「Adobe 段落視覺調整」可以讓 InDesign 自動編排段落。如果段落不是以您想
要的方式編排，請從「段落」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選擇「Adobe CJK 單行視覺調整」或「Adobe 單行視覺調整」，然後個別調整選取的文字
行。

使用保留選項控制分段

您可以指定後續的段落在框架中移動時，有多少行仍要和目前段落接續在一起；這個簡便的方法可以確保標題不會與其內容文字分離。 InDesign 可以
反白標示違反分段設定的段落。

如果您的文件不需要直欄共用相同的末行基線，不建議您使用「保留選項」。

如果要反白標示違反「保留選項」的段落，請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排版」(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排版」(Mac OS)，選取「保
留違規」，然後按一下「確定」。

1. 選取您想要影響的一或多個段落。
2. 選擇「段落」面板選單中的「保留選項」。(您也可以在建立或編輯段落樣式時，變更保留選項)。
3. 選取下列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選取「接續自」以便讓目前段落的第一段與前段的最後一行接續。

在「接續至」中，指定後續段落要與目前段落末行保持接續在一起的行數 (最多五行)。這個選項特別適用於確保標題與其後續段落的前幾行
保持在一起。

選取「各行保持同頁」選項並選取「段落中的所有行」，防止段落分段。

選取「各行保持同頁」選項，選取「在段落的開頭/結尾」，並指定必須出現在段落開頭或結尾的行數，以避免產生冗行或冗餘。

在「起始段落」中，選擇選項以強迫 InDesign 將段落推送到下一直欄、框架或頁面。如果選取「任何位置」，起始位置會由「保留行設
定」選項決定。其他的選項會強制從這些位置開始。

當建立標題的段落樣式時，請使用「保留選項」面板，以確保標題與其接續段落保持在一起。

建立懸掛式標點符號

「視覺邊界對齊方式」功能是用於羅馬文字。如需有關中日韓文字中懸掛式標點符號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套用避頭尾懸浮。

標點符號和如字母「W」會讓直欄的左右邊緣看起來像是沒有對齊。 「視覺邊界對齊方式」可以控制標點符號 (例如句號、逗號、問號和破折號) 和字
母邊緣 (例如 W 和 A) 是否懸掛於文字邊界之外，使文字看起來像是對齊。

套用「視覺邊界對齊方式」之前 (左) 和之後 (右)

1. 選取文字框，或在內文的任意位置按一下。
2. 選擇「文字 > 內文」。
3. 選取「視覺邊界對齊方式」。
4. 選取字體大小，以設定內文中文字大小的適當突出部分。如果要獲得最佳的結果，請使用和文字相同的大小。

如果要關閉各段落的「視覺邊界對齊方式」，請從「段落」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選擇「忽略視覺邊界」。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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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基線位移

使字元以非 OpenType 字體成為上標字或下標字
套用底線或刪除線

將連字套用到字母配對組

變更文字的色彩、漸層或線條

為文字增加透明效果

指定文字的語言

變更文字的大小寫

縮放文字

傾斜文字

如需有關設定字元格式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lrvid4275_id_tw。

套用基線位移

使用「基線位移」將所選取字元依相對於周圍文字的基線向上或向下移動。手動設定分數或調整內嵌圖形的位置時，這個選項特別有用。

將基線位移值套用到文字

1. 選取文字.

2. 在「字元」面板或「控制」面板中，輸入「基線位移」  的數值。 輸入正值會將字元的基線移動到文字行基線的上方；輸入負值則會將基線移
動到下方。

如果要增加或減少數值，請在「基線位移」方框中按一下，然後按向上鍵或向下鍵。按住 Shift 鍵並按向上鍵或向下鍵，可使用較大的增量來變更
數值。

如果要變更基線位移的預設增量，請在「偏好設定」對話框的「單位與增量」區段中指定「基線位移」的值。

使字元以非 OpenType 字體成為上標字或下標字
1. 選取文字.
2. 在「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中，選擇「上標字」或「下標字」。

選擇「上標字」或「下標字」時，會將預先定義的基線位移值和字體大小套用至選取的文字。

套用的值是目前字體大小和行距的百分比，而且都是以「文字偏好設定」對話框中的設定為基礎。選取文字時，這些值不會出現在「字元」面板的

「基線位移」或「大小」方框中。

備註： 您可以使用「進階文字」偏好設定，變更上標字和下標字的預設大小和位置。

套用底線或刪除線

底線和刪除線的預設線條粗細，視文字的大小而定。

Jeff Witchel 在自訂 InDesign 中的基線上提供有關基線的教學課程影片。

套用底線或刪除線

1. 選取文字.
2. 在「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中，選擇「底線」或「刪除線」。

變更底線或刪除線選項

要在不同大小的字元下方建立相等的底線，或是要建立特殊效果 (例如背景反白) 時，建立自訂底線就特別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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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底線之前和之後

1. 在「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選擇「底線選項」或「刪除線選項」。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然後按一下「確定」：

選取「開啟底線」或「開啟刪除線」，對目前的文字啟用底線或刪除線。

在「寬度」中，選擇寬度或輸入數值，以決定底線或刪除線的粗細。

在「文字」中，選取其中一個底線或刪除線選項。

在「偏移量」中，決定線段的垂直位置。偏移是從基線開始量起。負值會將底線移到基線之上，而將刪除線移到基線之下。

如果要確認線條在印刷機印刷時不會去除下層的油墨，請選取「疊印線條」。

選擇顏色和色調。如果指定了實線以外的任何線段類型，請選擇間隙顏色或間隙色調，以變更在虛線、點或線段之間區域的外觀。

如果底線或刪除線將列印在其他顏色上，而要避免列印時套準不正可能發生的錯誤時，請選取「疊印線條」或「疊印間隙」。

如果要變更段落或字元樣式中的底線或刪除線選項，請使用建立或編輯樣式時所出現對話框中的「底線選項」或「刪除線選項」區段。

將連字套用到字母配對組

InDesign 可以自動插入連字，這是在指定字體中如果可以使用此功能時，用於特定字母配對，例如「fi」和「fl」的排字取代字元。 選取「連字」選項
時，會顯示 InDesign 使用的字元，並列印為連字，但並不是完全可編輯的，且拼字檢查程式也不會標示為錯誤的單字。

個別字元 (上) 和連字組合 (下)

使用 OpenType 字體，且在「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選擇「連字」時，InDesign 會產生所有在該字體中由字體設計師定義的標準連字。
但是，某些字體除標準連字外還包括有更多裝飾華麗的選擇性連字，這些連字可以在選擇「選擇性複合字元」指令時產生。

1. 選取文字.
2. 從「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選擇「連筆字」。

變更文字的色彩、漸層或線條

您可以將色彩、漸層或線條套用到字元，然後再繼續編輯文字。使用「色票」面板和「線條」面板可將色彩、漸層或線條套用到文字，或在建立或編

輯樣式時變更「字元顏色」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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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票

A. 色票影響填色或線條 B. 色票影響容器或文字 C. 色調百分比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將顏色變更套用到框架內的文字，請使用「文字」工具  選取文字。

如果要將顏色變更套用到框架內的所有文字，請使用「選取」工具  選取框架。 將顏色套用到文字而不是容器時，請確認您已選取「工
具」面板或「色票」面板中的「格式設定會影響文字」圖示 。

2. 在「工具」面板或「色票」面板中，選取您要將顏色變更套用到填色或線條。如果選取「線條」，則顏色變更將只影響字元的外框。
3.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色票」面板中按一下顏色或漸層色票。

在「線條」面板中指定寬度或其他線條選項(請參閱線條面板選項)。

您也可以使用「漸層色票」工具  或「漸層羽化」工具 ，拖過選取文字，將漸層套用至文字。

如果要建立反轉文字，可以將文字的填色顏色變更為白色或 [紙色]，並將框架的填色顏色變更為灰暗的顏色。 您也可以使用文字背後的段落嵌線，
建立反轉文字，但是，如果嵌線為黑色，您必須將文字變更為白色。

為文字增加透明效果

使用「效果」面板，為文字加入透明效果，例如陰影。

Mike Rankin 在 InDesign 視覺蜜糖第 1 部分中提供有關透明效果的範例。

1. 使用「選取」工具 ，選取文字框。
2. 選擇「物件 > 效果 > [效果]」。
3. 從「設定值」選單中選擇「文字」。

如果要將所選擇的效果套用至文字框的線條和填色以及其中的文字，可以選擇「物件」。

4. 指定效果屬性，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果要變更文字的混合模式或不透明度設定，請在「效果」面板上進行變更。

指定文字的語言

指定文字的語言可以決定所使用的拼字字典和連字字典。指定語言並不會變更實際的文字。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只要將語言套用至選取的文字，請選取文字。

如果要變更 InDesign 使用的預設字典，請在沒有開啟文件的情況下選擇語言。

如果要變更特定文件的預設字典，請開啟文件，選擇「編輯 > 全部取消選取」，然後選擇語言。

2. 在「字元」面板中，從「語文」選單中選取適當的字典。

InDesign 使用 Proximity (某些語言使用 WinSoft) 字典檢查拼字和連字。這些字典甚至可讓您為文字的單一字元指定不同的語文。每個字典中都有數十
萬個字，並包含標準音節。變更預設語言不會影響現有的文字框或文件。

您可以自訂語言字典，以確保能識別使用的所有獨特字彙，並正確處理。

InDesign 提供語言鎖定功能，可防止指定非中日韓語言給中日韓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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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如何影響連字

A. 在英文中為「Glockenspiel」 B. 在傳統德文中為「Glockenspiel」 C. 新制德文中的 Glockenspiel

變更文字的大小寫

「全部大寫字」或「小型大寫字」指令會變更文字的外觀，但不會變更文字本身。相反地，「變更大小寫」指令則會變更所選取文字的大小寫設定。

這個差異在搜尋文字或對文字進行拼字檢查時很重要。例如，假設在文件中輸入「spiders」，然後在該字套用「全部大寫字」。 使用「尋找/變
更」(同時選取「區分大小寫」) 搜尋「SPIDERS」 將會找不到套用「全部大寫字」的「spiders」項目。 如果要改善搜尋及拼字檢查的結果，請使用
「變更大小寫」指令而不要使用「全部大寫字」指令。

Anne-Marie Concepcion 在小型大寫字與 OpenType 全部小型大寫字中，提供有關小型大寫字的文章。

將文字變更為全部大寫字或小型大寫字

全部大寫字是用來將所有羅馬文字變成大寫的方法。小型大寫字這個方法用來將所有羅馬文字變成大寫，並使其大小與小寫字元約略相同。

將 BC 和 AD 設定為小型大寫字，以搭配舊式數字和周圍的文字之前 (上) 和之後 (下)

如果為 OpenType 字體選取「全部大寫字」或「小型大寫字」，InDesign 可以建立更精緻的文字。如果您使用 OpenType 字體，也可以從「字元」面
板選單或「控制」面板中選擇「全部小型大寫字 」 (請參閱套用 OpenType 字體屬性)。

1. 選取文字.
2. 在「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中，選擇「全部大寫字」或「小型大寫字」。如果原來輸入文字時就是全部大寫，選取「小型大寫字」將不
會變更文字。

指定小型大寫字的大小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進階文字」(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進階文字」(Mac OS)。
2. 在「小型大寫字」中，輸入要將原始字體大小設定為小型大寫字格式時的百分比 接著按一下「確定」。

變更大寫

1. 選取文字.
2. 在「文字 > 變更大小寫」子選單中選擇下列其中一項：

如果要將所有字元變更為小寫，請選擇「小寫」。

如果要將每一個單字的首字大寫，請選擇「字首大寫」。

如果要將所有字元變更為大寫，請選擇「大寫」。

如果要將句子的第一個字母大寫，請選擇「句首大寫」。

備註： 「句首大寫」指令會假設句點 (.)、驚嘆號 (!) 和問號 (?) 字元標示句子的結尾。套用「句首大寫」可能會在這些字元被當作其他用途時 (例如
縮寫、檔名或 Internet URL 等) 時，產生非預期的結果。此外，正確的大寫名稱也可能會變成小寫。

縮放文字

您可指定文字寬度和高度的比例 (相對於字元的原始寬度和高度)。未縮放字元的值為 100%。 有些文字系列中包含真正的擴展字體，這種字體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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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度比其標準文字樣式要寬。縮放會使文字扭曲，因此通常適用於字體本身就設計為可擴充或壓縮的字體。

調整垂直或水平縮放

1. 選取要縮放的文字。

2. 在「字元」面板或「控制」面板中輸入數值，變更「垂直縮放」  或「水平縮放」  的百分比。

如果選取「垂直」偏好設定選項中的「使用新的垂直縮放」，將會反轉垂直文字中羅馬字符的 X 和 Y 縮放，使文字行中的所有文字以相同的方向縮
放(請參閱變更中日韓文字排版偏好設定)。 如果在「字元」面板選單中選取「使用字元縮放功能調整行高」選項，則字符的 Y 縮放會影響行高。縮放
框架格點時，Y 縮放會受影響，因此您最好調整行高，以避免在縮放的格點上發生自動強制行數。

在 InDesign 中調整文字框大小以縮放文字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使用「選取」工具，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然後拖移文字框的一角以調整其大小。

使用「縮放」工具 ，調整框架大小。

(請參閱縮放物件)。

決定縮放文字值的外觀

變更框架的縮放時，框架中的文字也會跟著縮放。例如，將文字框的大小放大成兩倍，文字大小也會跟著放大成兩倍；20 點文字會放大到 40 點。

David Blatner 在 InDesign 中製作放大鏡文字框中，提供有關縮放文字框的文章。

您可以變更偏好設定選項，在面板中指示縮放文字的外觀：

依預設，選取「套用至內容」時，「控制」面板和「字元」面板中的「字體大小」框會列出文字的新大小 (例如 40 點)。如果選取「調整縮放百
分比」選項，「字體大小」框會同時列出原始及縮放的文字大小，例如「20 點(40)」。

「變形」面板中的縮放值會指出，框架縮放的水平和垂直百分比。依預設，選取「「套用至內容」時，縮放文字以後縮放值會顯示為 100%。如
果選取「調整縮放百分比」選項，縮放值會顯示已縮放的框架，而將框架的縮放顯示加倍成為 200%。

如果必須將框架及其中文字回復為原始大小，追蹤縮放變更就很有用，而且也可用來瞭解您對框架大小所做的變更。 如果要追蹤框架及其中文字的縮
放變更，請執行下列步驟：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一般」(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一般」(Mac OS)。

2. 選取「調整縮放百分比」，然後按一下「確定」。

請注意下列事項：

「調整縮放百分比」偏好設定是套用於開啟偏好設定之後縮放的框架，而不是套用於現有框架。

「調整縮放百分比」偏好設定會跟著文字。即使關閉「調整縮放百分比」偏好設定，並再度縮放框架，縮放點大小仍會在括號中出現。

如果要從「變形」面板移除縮放點大小，請在「變形」面板中選擇「重新定義縮放為 100%」。選擇這個選項不會變更已縮放框架的外觀。

如果選取了「調整縮放百分比」偏好設定，而在串連框架之內編輯文字或縮放框架，即使移到不同框架內，文字也會縮放。但是，如果選取「套

用至內容」，編輯之後所有排列到不同框架的文字，都不會再縮放。

傾斜文字

1. 選取文字.

2. 在「字元」面板中，輸入「傾斜」  的數值。 正值會使文字向右傾斜，負值則使文字向左傾斜。

請注意，對文字套用角度不會產生真正的斜體字元。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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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排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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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排文字
連字文字
防止不必要的單字換行
變更齊行設定

編排文字

頁面上文字的外觀是由一個複雜的互動程序來決定的，稱為排版。 InDesign 會使用選取的單字間距、字母間距、字符縮放以及連字選項，以最能支援
指定參數的方式來編排文字。

InDesign 支援四種專為排版開發的方法，包括「Adobe CJK 單行視覺調整」、「Adobe CJK 段落視覺調整」、「Adobe 段落視覺調整」以及
「Adobe 單行視覺調整」。每種「視覺調整」都會評估中日韓文和羅馬文字的可能斷行方式，並選擇最能支援為特定段落所指定的連字和齊行選項的
斷行方式。依預設會選取「Adobe CJK 段落視覺調整」。如需有關這些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InDesign 說明」。

如需有關使用文字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vid0075_tw。

InDesign Magazine 在注意間隙中，提供有關修正排版問題的文章。

排字法
InDesign 提供兩種排版方法：「Adobe 段落視覺調整」(預設值) 和「Adobe 單行視覺調整」。兩種排版方法都會評估可能的斷行方式，並選擇最能支
援您為特定段落所指定連字和齊行選項的斷行方式。

Adobe 段落視覺調整
評估整個段落中的中斷點分布狀況，然後最佳化段落前端部分的文字行，以消除後續特別難以忍受的中斷。段落排版可產生更平均的間距，並使用比
較少的連字號。

「段落視覺調整」排版方法會找出可能的中斷點並加以評估，然後根據均分字母間距、單字間距以及連字符的原則，為中斷點指定加權分數。

您可以使用「連字」對話框來決定較佳間距和較少連字符之間的關係(請參閱連字文字)。

Adobe 單行視覺調整
這種方式提供了一次編排一行文字的傳統方式。如果要限制變更最後階段的排版，這個選項會很有用。

選擇段落的排版方法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段落」面板選單中，選擇「Adobe 段落視覺調整」(預設值) 或「Adobe 單行視覺調整」。

從「段落」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選擇「齊行」，然後在「視覺調整」選單中選擇選項。

備註： 您可能可以使用其他公司提供的其他排版引擎增效模組，以及可讓您自訂排版引擎參數的介面。

設定排版偏好設定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排版」(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排版」(Mac OS)。

2. 如果要在螢幕上反白標示排版問題，請選取「保留違規」和「連字和齊行違規」。

3. 如果要使繞排物件的文字齊行，請選取「使物件旁邊的文字齊行」。

4. 在「文字間距相容模式」底下，決定您是否要選取「使用新的垂直縮放」或「使用 CID 文字間距組合」

5. 按一下「確定」。

連字文字

您選擇使用的連字符和齊行設定，會影響文字行的水平間距以及文字在頁面上的美觀度。「連字」選項決定了文字是否要進行連字處理 (如果可以進行
連字處理)，以允許斷行。

齊行是由您選擇的對齊選項、指定的單字間距和字母間距，以及是否已使用字符縮放來控制。您也可以在完全齊行文字的狹窄直欄中使單行文字齊
行。

Eda Warren 在注意間隙中，提供有關避免排版問題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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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動調整連字
您可以手動或自動調整單字的連字，或是可以使用兩種方法的組合。手動連字最安全的方法是插入選擇性連字號，除非單字需要在行尾斷開，否則不
會顯示。 在單字的開頭置入選擇性連字號，可防止單字斷開。

1. 使用「文字」工具 ，按一下要插入的連字號。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擇「文字 > 插入特殊字元 > 連字號和破折號 > 選擇性連字號」。

按 Ctrl+Shift+- 鍵 (Windows) 或 Command+Shift+- 鍵 (Mac OS) 插入選擇性連字號。

備註： 在單字中輸入選擇性連字號，並無法確保單字會使用連字號。單字是否會斷開取決於其他連字和排版設定。不過，在單字中輸入選擇性連字
號，可以確實保證單字只會在選擇性連字號出現的地方斷開。

自動調整連字符
連字是根據單字清單來處理，此清單可以儲存在電腦上的個別使用者字典檔案中，或是儲存在文件本身之中。如果要確保連字的一致性，可以指定要
參考哪一個單字清單，在文件會交給服務提供廠商，或是在群組中工作時，更應如此做。

 如果要開啟或關閉段落的自動連字，請在「段落」面板或「控制」面板中，選取或取消選取「連字」選項(您也可以在段落樣式中包括此選項)。
設定自動連字選項時，可以決定較佳效果間距和較少連字之間的關係。您也可以防止全大寫的單字和段落中的最後一個單字會被連字處理。

設定段落的自動連字選項
1. 在段落中按一下，或選取要影響的段落範圍。
2. 從「段落」面板選單中，選擇「連字」。
3. 選取「連字」選項。
4. 視需要變更下列設定，然後按一下「確定」:
單字長度至少為 _ 個字母 指定連字處理單字的最少字元數目。

連接前 _ 個字母/連接後 _ 個字母 指定在單字開頭或結尾以連字符號斷開的最少字元數目。例如，如果將這些數值指定為 3，「aromatic」將處
理為「aro-matic」，而不是「ar-omatic」或「aromat-ic」。

連字限制 _ 連字號 指定在連續行中出現的最大連字符號數目。零表示沒有連字號限制。

連字符區域 指定連字開始前，未齊行文字行的結尾可以有多少空白空格。此選項只適用於對未齊行文字使用單行視覺調整的情況。

較佳間距/較少連字號 如果要改變這些設定之間的平衡，請調整對話框底部的滑桿。

用連字符連接大寫單字 如果要防止大寫單字使用連字符號，請取消選取這個選項。

用連字號連接最後一個單字 如果要防止段落中的最後單字被連字處理，請取消選取這個選項。

跨欄連字 如果要防止單字跨欄、框架或頁面進行連字處理，請取消選取這個選項。

防止不必要的單字換行

使用不斷行連字號，可以完全防止某些單字被分斷 (例如正確的名稱或單字)；如果換行，會變成難以忍受的片段。 使用不斷行空格也可以使多個單字
不換行，例如首字縮寫和姓氏 (P. T. Barnum)。

防止文字換行
1. 選取要保留在同一行的文字。
2. 從「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選擇「不斷行」。

其他防止單字換行的方法是︰在單字開頭置入選擇性連字號。按 Ctrl+Shift+- 鍵 (Windows) 或 Command+Shift+- 鍵 (Mac OS) 插入選擇性連字
號。

建立不斷行連字號

1. 使用「文字」工具 ，按一下要插入的連字號。

2. 選擇「文字 > 插入特殊字元 > 連字號和破折號 > 不斷行連字號」。

建立不斷行空格

1. 使用「文字」工具 ，按一下要插入空格的位置。

2. 選擇「文字 > 插入空格 > 不斷行空格」(或任何其他空格字元)。

「不斷行空格」會依點大小、齊行設定及單字間距設定而有不同的寬度，但是不管內容如何，「不斷行空格」(固定寬度) 字元都會維持相同寬度。

變更齊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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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齊行」面板，可精確控制單字間距、字母間距和字符縮放比例。儘管您也可以調整未齊行文字的間距，但是調整間距最適合用來處理齊行的文
字。

中日韓 (CJK) 文字會忽略齊行設定的單字間距、字元間距和字符縮放比例。若要設定中日韓 (CJK) 文字的字元間距，請使用「文字間距」對話框。

調整齊行文字中的單字和字母間距
1. 在您要變更的段落插入游標，或選取文字物件或文字框來變更它的所有段落。
2. 從「段落」面板選單中，選擇「齊行」。
3. 為「英文字距」、「字母間距」，和「字符字距」輸入數值。「最小」和「最大」值只為齊行段落定義可接受的間距範圍。「最佳」值為齊行和
未齊行段落定義最佳的間距。
單字間距 字間的間距是按下空白鍵所產生的結果。「單字間距」值的範圍從 0% 到 1000%；設定為 100% 時，不會在單字之間增加額外的間
距。

字母間距 字母間的距離，包括特殊字距或字距調整值。「字母間距」值可由 100% 到 500%：如果設定為 0%，字母之間將不會增加任何空間；
如果設定為 100%，則各字母之間將會增加一整個字母的間距寬度。

字符縮放比例 字元的寬度 (字符是任何字體字元)。「字符縮放比例」的值範圍介於 50% 到 200% 之間。
間距選項永遠會套用到整個段落中。 若要調整少數字元的間距，而非整個段落的間距，使用「字距調整」選項。

4. 設定「單字齊行」選項來指定您要的單字齊行段落方式。

在窄小的直欄內，單一單字偶爾可自己佔一行。 如果段落是設定為完全齊行，在一行內的單一單字可能會顯的拉伸過度。 不要將這些單字完全
齊行，這些單字可以使用置中對齊或是對齊到左邊界或右邊界。

設定齊行文字中的字符縮放比例
1. 在段落中按一下放置插入點，或選取要影響的段落。
2. 從「段落」面板選單中，選擇「齊行」。
3. 輸入「字符縮放」的「最小」、「最佳」、「最大」數值。接著按一下「確定」。

在齊行文字中縮放字符之前 (上) 和之後 (下)

字符縮放有助於達成平均齊行，但是超過 100% 預設值 3% 的數值可能會造成扭曲的字母形狀。除非想製造特殊效果，否則最好將字符縮放比例保
持在適當數值之內，例如 97–100–103。

在齊行的文字使用段末對齊用空格
使用段末對齊用空格字元，會將可變數量的空格加到完全齊行段落的末行 — 介於最後單字和使用裝飾字體的本文結束字元之間。 使用於不齊行文字
時，段末對齊用空格會顯示為正常的單字空格。在齊行的文字中，它會展開以消除末行上的所有額外空格。使用段末對齊用空格，會和整個段落都使
用 Adobe 段落視覺調整設定格式的結果，有相當大的不同。

加入段末對齊用空格的之前和之後

1. 使用「文字」工具 ，直接在本文結束字元之前按一下。

2. 選擇「文字 > 插入空格 > 段末對齊用空格」。

備註： 套用「強制齊行」選項至段落之後，段末對齊用空格的效果才會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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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白標示太寬或太窄的字行
因為編排文字行在單字間距、字母間距以外還涉及許多因素 (例如連字偏好設定)，因此 InDesign 無法總是都遵守您的單字間距和字母間距設定。但
是，文字行中的排版問題會以黃色反白標示，最暗的三個色階表示最嚴重的問題。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排版」(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排版」(Mac OS)。
2. 選取「連字和齊行違規」並按一下「確定」。

更多說明主題

處理文字影片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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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文字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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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文字格式
文字格式設定優先順序
設定框架格點格式
拷貝文字屬性 (滴管)
使用快速套用

設定文字格式

您可以使用「控制」面板以變更文字的外觀。當選取文字或在文字中置入插入點時，「控制」面板會顯示字元格式設定控制或段落格式設定控制，或
是同時顯示這兩種格式設定，依您的螢幕解析度而定。「字元」面板和「段落」面板中也會出現同樣的文字格式設定控制。您也可以使用「字元」面
板和「段落」面板變更文字的外觀。

如需有關設定字元格式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lrvid4275_id_tw。如需有關設定段落格式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lrvid4276_id_tw。

請注意下列設定文字格式的方法︰

如果要設定字元格式，可以使用「文字」工具  選取字元，也可以按一下以置入插入點，選取格式設定選項，然後開始輸入文字。

如果要設定段落格式，並不需要選取整個段落，只要選取任一單字或字元，或在段落中置入插入點即可。 您也可以選取在段落範圍中的文字。

如果要設定將在目前文件中建立的所有文字框格式，請確認插入點不在使用中，而且沒有選取任何目標，再指定文字格式設定選項。若要為所有
新文件設定預設的文字格式，請先關閉所有文件，再指定文字設定。請參閱設定預設值。

選取框架，將格式套用在其中所有文字上。框架不得為串連的一部分。

使用段落樣式和字元樣式，快速且一致地設定文字格式。

如需有關使用文字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vid0075_tw。

1. 選取「文字」工具  或「垂直文字」工具 。

2. 按一下以置入插入點，或選取要設定格式的文字。
3. 在「控制」面板中按一下「字元格式設定控制」圖示  或「段落格式設定控制」圖示 。

控制面板
A. 字元格式設定控制 B. 段落格式設定控制

4. 指定格式設定選項。

文字格式設定優先順序

如果要以字體樣式和文字方向之類的屬性來設定文字格式，您可以使用數個不同的方法。例如，使用「控制」面板、框架格點選項、格點樣式或文字
樣式。如果使用多個方法，而且屬性相衝突，InDesign 必須選擇使用哪個屬性。優先順序如下：

1. 字元屬性優先選項

2. 字元樣式

3. 段落屬性優先選項

4. 段落樣式

5. CJK 格點屬性 (來自格點樣式或「框架格點選項」對話框)

6. 應用程式預設 (根段落樣式)

例如，如果您在「框架格點選項」對話框中指定一個字體大小，並且在字元樣式中指定不同的字體大小，則會使用字元樣式中指定的字體大小。同樣
地，如果您在物件樣式中包含段落樣式和格點樣式，則段落樣式會優先於格點樣式。

設定框架格點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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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框架格點時，「控制」面板中會顯示設定格點格式的選項。

1. 使用選取工具，選取框架格點。
2. 選取「控制」面板中的任何選項。

「控制」面板 (已選取框架格點時)
A. 參考點 B. X 位置 C. Y 位置 D. 寬度 E. 高度 F. 垂直縮放 G. 水平縮放 H. 字元空格 I. 行空格 J. 格點格式名稱 K. 格點檢視 L.
字體大小 M. 每行的框架格點字元 N. 行數 O. 欄數 P. 直欄間距

拷貝文字屬性 (滴管)
您可以使用「滴管」工具來拷貝字元、段落、填色以及線條設定等文字屬性，然後將這些屬性套用到其他文字。依預設，「滴管」工具會拷貝所有文
字屬性。如果要自訂使用「滴管」工具拷貝的屬性，請使用「滴管選項」對話框。

拷貝文字屬性到未選取的文字

1. 使用「滴管」工具 ，按一下要拷貝其屬性的文字 (文字可以在另一個已開啟的 文件中)。滴管游標的方向會反轉，並顯示為全滿的  外觀，
表示已載入拷貝的屬性。 將滴管游標放置於文字上方時，在已載入屬性的滴管旁會顯示一個 I 型指標 。

2. 使用「滴管」工具，選取要變更的文字。

選取的文字會取得滴管所載入的屬性。只要「滴管」工具保持選取，就可以繼續選取文字並套用格式設定。

3. 如果要取消選取「滴管」工具，請按一下其他工具。

如果要清除目前滴管工具所保有的格式設定屬性，請在「滴管」工具已載入屬性時，按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滴管」工具
的方向會反轉，並顯示為空的 外觀，表示已準備好挑選新屬性。 按一下包含所要拷貝屬性的物件，然後將新屬性拖放到其他物件上。

在已設定格式的文字上按一下滴管以拷貝其格式設定 (左)，然後在未設定格式的文字上拖移滑鼠指標 (中)，將格式套用至這些文字上 (右) 。

如果使用「滴管」工具將一個文件中文字的段落樣式，拷貝到另一個文件中的文字，段落樣式會有相同的名稱但不同的屬性組合，任何樣式差異都會
顯示但只是局部取代目的地樣式。

拷貝文字屬性到選取的文字

1. 使用「文字」工具  或「路徑文字」工具 ，選取要拷貝屬性的文字。

2. 使用「滴管」工具 ，按一下要拷貝其屬性的文字 (要拷貝其屬性的文字必須與要變更的文字位於相同的 InDesign 文件中)。「滴管」工具會
反轉方向，並顯示為全滿 ，表示已載入拷貝的屬性。 屬性即套用至步驟 1 中所選取的文字。

拷貝到選取文字的文字屬性文字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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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滴管工具所要拷貝的文字屬性
1. 在工具箱中，按兩下「滴管」工具。
2. 在「滴管選項」對話框中選擇「字元設定」或「段落設定」。
3. 選取要使用「滴管」工具拷貝的屬性，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果只想拷貝或套用段落屬性，而不要變更「滴管選項」對話框中的設定，請按住 Shift 鍵同時以「滴管」工具按一下文字。

使用快速套用

您可以使用「快速套用」來尋找並套用樣式、選單指令、指令碼、變數，以及可在「鍵盤快速鍵」對話框中找到的大多數指令。

1. 選取要套用樣式、選單指令、指令碼或變數的文字或框架。
2. 選擇「編輯 > 快速套用」，或按下 Ctrl+Enter (Windows) 或 Command+Return (Mac OS)。
3. 開始輸入要套用的項目名稱。

輸入的名稱不需要是完全相符的名稱。 例如，輸入「he」會找到「Head 1」、「Head 2」、和「Subhead」等樣式，以及「說明 (Help) 選單
> InDesign 說明 (Help)」等「說明」(Help) 選單指令。

使用「快速套用」尋找樣式、選單指令、指令碼和變數。

您可以將搜尋縮小至一個類別，方法是在搜尋開頭輸入適當字首，例如「m:」表示選單，「p:」表示段落樣式。 如果要檢視字首清單，請按
一下「快速套用」文字框左邊的向下鍵。您可以在此清單中取消選取不要顯示的類別。

4. 選取要套用的項目，然後：

如果要套用樣式、選單指令或變數，請按下 Enter 鍵或 Return 鍵。

如果要套用段落樣式並移除優先選項，請按下 Alt+Enter (Windows) 或 Option+Return (Mac OS)。

如果要套用段落樣式並移除優先選項和字元樣式，請按下 Alt+Shift+Enter (Windows) 或 Option+Shift+Return (Mac OS)。

如果要套用項目但不關閉「快速套用」清單，請按下 Shift+Enter (Windows) 或 Shift+Return (Mac OS)。

如果要關閉「快速套用」清單但不要套用項目，請按下 Esc 鍵或在文件視窗中的任何其他位置按一下。

如果要編輯樣式，請按下 Ctrl+Enter (Windows) 或 Command+Return (Mac OS)。

當「快速套用」清單顯示時，按向左和向右方向鍵可以在整個編輯欄位中捲動，按向上和向下方向鍵可以在整個項目清單中捲動。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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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符號和編號

回到頁首

建立項目符號或編號清單
設定項目符號或編號清單格式
變更項目符號字元
變更項目符號清單選項
定義清單
建立連續清單的段落樣式
建立多層次清單
建立圖表及表格的連續標題
重新開始或繼續清單的編號
將清單項目符號或編號轉換為文字

建立項目符號或編號清單

在項目符號清單中，每一個段落都從項目符號字元開始。在編號清單中，每一個段落都以包含數字或字母及分隔元 (例如句點或括號) 的運算式開始。
編號清單中的編號會在於清單中加入或移除段落時自動更新。您可以變更項目符號的類型或編號樣式、分隔元、字體屬性和字元樣式，以及縮排間距
的類型和量。

您無法使用「文字」工具選取清單中的項目符號或編號， 而是要使用「項目符號和清單」對話框、「段落」面板，或是使用「段落樣式」對話框中的
「項目符號和編號」區段 (如果項目符號或編號是樣式的一部分)，以編輯其格式設定和縮排間距。

項目符號清單和編號清單

建立項目符號或編號清單的快速方法是輸入清單、選取該清單，然後按一下「控制」面板中的「項目符號清單」或「編號清單」按鈕。這些按鈕可以
讓您開啟或關閉清單，並在項目符號和編號之間切換。您也可以市項目符號和編號成為段落樣式的一部分，並指定樣式給段落以建構清單。

備註： 自動產生的項目符號和編號字元並不會實際插入文字中。 因此，除非轉換為文字，否則無法在文字搜尋中尋找，也無法使用「文字」工具選
取。此外，項目符號和編號不會出現在內文編輯視窗中 (除了段落樣式直欄中以外)。
如需有關建立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vid0077_tw。

InDesign Docs 提供一系列文章，說明如何使用項目符號和編號來建立外框、多層次清單、圖表標題及已編號的步驟。

1. 選取要成為清單的一組段落，或是在清單要開始的地方按一下以置入插入點。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按一下「控制」面板 (在「段落」模式) 中的「項目符號清單」按鈕  或「編號清單」按鈕 。 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同時按一下按鈕以顯示「項目符號和編號」對話框。

從「段落」面板或「指令」面板選擇「項目符號和編號」。在「清單類型」中，選擇「項目符號」或「編號」。指定所要的設定，然後按一
下「確定」。

套用包含項目符號和編號的段落樣式

3. 如果要在下一個段落延續此清單，請將插入點移到清單末尾，然後按 Enter 鍵或 Return 鍵。
4. 如果要結束清單 (或清單區段，如果清單稍後要在內文中延續)，請再按一下「控制」面板中的「項目符號清單」或「編號清單」按鈕，或是從
「段落」面板選單選擇「項目符號和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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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項目符號或編號清單格式

1. 使用「文字」工具 ，選取要重新設定格式的項目符號和編號段落。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以開啟「項目符號和編號」對話框：

在「控制」面板選單 (在「段落」模式中) 或「段落」面板選單中，選擇「項目符號和編號」。

按住 Alt 鍵並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Option 鍵並按一下 (Mac OS) 「項目符號清單」按鈕  或「編號清單」按鈕 。

3. 在「項目符號和編號」對話框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變更項目符號字元。

變更編號清單選項。

從「字元樣式」清單中選擇編號或項目符號的樣式。

4. 如果要變更項目符號或編號的位置，請指定下列任一項：
對齊方式 在分配給編號的水平間距之內，使項目符號或編號左邊對齊、置中或右邊對齊(如果空間很窄，三個選項之間的差異將十分微小)。

左邊縮排 指定第一行縮排之後，文字行要隔多遠。

首行縮排 控制項目符號或編號的位置。

如果您想要在長清單中對齊標點符號，請增加「首行縮排」值。例如，如果您想要「9.」和「10.」對齊句號，便可將「對齊方式」更改為「向
右對齊」，然後逐步增加首行縮排，直到編號對齊為止 (請確定已開啟「預視」)。

若要建立凸排效果，請指定「左邊縮排」的正數值 (例如 2p0)，然後對「首行縮排」指定相等的負數值 (例如 -2p0)。

位置設定

A.  凸排 B.  左邊對齊清單

備註： 「項目符號和編號」對話框中的「左邊縮排」、「首行縮排」，以及「定位點位置」設定都是段落屬性。因此，在「段落」面板中變更
這些設定，也會變更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格式。

定位點位置 選用定位點位置，在項目符號或編號與清單項目開頭之間建立間距。

依預設，項目符號和編號繼承所附加段落中第一個字元的一些文字格式設定。 如果某個段落第一個字元的格式和其他段落第一個字元的格式不同，該
編號或項目符號字元可能會和其他清單項目不一致。如果這並不是您所要的格式設定，請使用「項目符號和編號」對話框建立編號或項目符號的字元
樣式，並套用至您的清單。

除非為編號建立字元樣式並套用至清單，否則將步驟 3 的第一個字設定成斜體會導致編號也成為斜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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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項目符號字元

如果不使用現有的任一項目符號字元，可以將其他項目符號字元加入「項目符號字元」格點中。 在某個字體中可以使用的項目符號字元，在另一個字
體中可能無法使用。您可以選擇是否要記憶加入的項目符號字體。

如果要使用特定字體中的項目符號 (例如 Dingbats 中的指向手形)，請務必要將項目符號設定為記憶該字體。如果您使用基本的項目符號字元，不記憶
字體可能是最好的決定，因為大部分字體都有自己的項目符號字元版本。 依是否選取「記住項目符號的字體」選項而定，加入的項目符號可能會參考
Unicode 值和特定的字體系列與樣式，或只參考 Unicode 值。

備註： 只參考 Unicode 值 (不記憶字體) 的項目符號會以紅色「u」指示符顯示。

「項目符號和編號」對話框
A. 不記憶字體的項目符號 B. 記憶字體的項目符號

變更項目符號字元
1. 在「控制」面板選單或「段落」面格選單上，選取「項目符號和編號」。
2. 在「項目符號和清單」對話框中，從「清單類型」選單中選取「項目符號」。
3. 選取不同的項目符號字元，然後按一下「確定」。

新增項目符號字元
1. 在「項目符號和編號」對話框中，於「清單類型」中選取「項目符號」，然後按一下「新增」。
2. 選取要做為項目符號字元使用的字符(不同的字體系列和字體樣式包含不同的字符)。
3. 如果要新的項目符號記憶目前選擇的字體和樣式，請選取「記住項目符號的字體」。
4. 按一下「新增」。

備註： 項目符號字元清單是儲存在文件中，跟段落和字元樣式一樣。從其他文件貼上或載入段落樣式時，在這些樣式中使用的所有項目符號字元，會
隨同目前文件中定義的其他項目符號一起，顯示在「項目符號和清單」對話框中。

移除項目符號字元
1. 在「項目符號和清單」對話框中，從「清單類型」選單中選取「項目符號」。
2. 選取要移除的項目符號字元，然後選擇「刪除」(第一個預設的項目符號字元不能刪除)。

變更項目符號清單選項

在編號清單中，編號會在您於清單中加入或移除段落時自動更新。屬於相同清單的段落會依序編號。這些段落不需要是連續的，只要您定義段落的清
單即可。

您也可以建立多層次清單，其中清單項目會以大綱形式進行編號，並以不同層次縮排。

1. 開啟「項目符號和編號」對話框。
2. 在「編號樣式」下，從「格式」選單中選取要使用的編號樣式。
3. 在「編號」框中，使用預設運算式，也就是句點 (.) 和定位點空格 (^t)，或自行建構編號運算式。 如果要輸入編號運算式，請刪除編號中繼字元

(^#) 後的句點，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輸入一個字元 (例如右括號) 或多個字元取代句點。

您也可以輸入全形分隔元以取代半形句點分隔元，這對於垂直文字特別有用。

從「插入特殊字元」選單中選擇項目 (例如「長破折號」或「省略符號」)。

在編號中繼字元之前輸入單字或字元。例如，如果要為清單中的問題編號，可以輸入問題一字。

4. 選擇運算式的字元樣式(所選擇的樣式會套用至整個編號運算式，而不只是該編號。)
5. 在「混合模式」中選擇下列任一選項：
延續上一個編號 編號會依序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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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編號 從您在文字框中輸入的編號或其他值開始編號。即使清單使用字母或羅馬數字進行編號，也請輸入數字，而不要輸入字母。

6. 指定任何其他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定義清單

定義的清單可以由其他段落和清單中斷，並且跨越書中的不同內文和不同文件。例如，使用定義的清單建立多層次的大綱，或建立整個文件中編號表
格名稱的連續清單。您也可以為各別編號或是混合在一起的項目符號項目定義清單。例如，在一份問題與解答的清單中，為編號的問題定義一份清
單，再為編號的解答定義另一份清單。

定義的清單通常是用來追蹤段落，以進行編號。建立編號的段落樣式時，您可以為定義的清單指定樣式，段落就會根據出現於定義的清單中位置以該
樣式進行編號。例如，第一個出現的段落編號為 1 (「表格 1」)，而下一段落即使是出現在好幾頁之後，仍編號為 2 (「表格 2」)。 因為這兩個段落都
屬於同一份定義的清單，所以無法在文件或書中相隔多遠，都可以進行連續編號。

為所要編號的每種類型項目定義新的清單，例如，逐步的說明、表格和圖表。 透過定義多個清單，您可以使一份清單中斷另一份清單，且維持每份清
單中的編號順序。

如果清單項目出現在相同頁面的非串連框架，則項目會依文字框架加入頁面的順序編號。若要重新排序項目，可以依照您想要列出的順序逐一剪下
並貼上文字框架。

定義的清單可以讓您使一份清單中斷另一份清單。

如需有關建立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vid0077_tw。

定義清單
1. 選擇「文字  > 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  > 定義清單」。
2. 在「定義清單」對話框中按一下「新增」。
3. 輸入清單的名稱，然後選擇是否跨越內文延續編號，以及延續書中的上一個文件編號。
4. 按「確定」兩次。

定義清單之後，您可以在段落樣式 (例如表格、圖表或順序排列清單的樣式) 中使用，也可以透過「控制」面板和「段落」面板套用。

備註： 有些清單會自動定義。例如，從 Microsoft Word 文件讀入編號清單時，InDesign 會自動為文件定義清單。

編輯定義的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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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文字  > 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  > 定義清單」。
2. 選取清單，然後按一下「編輯」。
3. 輸入清單的新名稱，或變更所選取的「延續編號」選項。

指定給清單的段落樣式會在新名稱下重新指定給清單。

刪除定義的清單
1. 選擇「文字  > 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  > 定義清單」。
2. 選取清單。
3. 按一下「刪除」，然後選取不同的清單或以 [預設] 清單取代您的清單。

建立連續清單的段落樣式

如果要建立連續清單，也就是由其他段落中斷的清單，或跨多份內文或文件延續的清單，請建立段落樣式，然後將樣式套用至要成為清單一部分的段
落。 例如，如果要建立文件中表格的連續清單，請建立稱為「表格」的段落樣式，讓定義的清單成為樣式的一部分，然後將「表格」段落樣式套用至
「表格」清單中您想要的全部段落。

InDesign Docs 提供一系列文章，說明如何使用項目符號和編號來建立圖表標題和已編號的步驟。

1. 在「段落樣式」面板選單中選取「新增段落樣式」。
2. 輸入樣式名稱。
3. 在「新增段落樣式」對話框的左邊按一下「項目符號和編號」。
4. 在「清單類型」中，選取「項目符號」或「編號」。
5. 如果您要建立編號清單的樣式，請從「清單」選單中選擇定義的清單，或選擇「新增清單」，然後定義該清單。
6. 指定項目符號或編號字元。
7. 使用「新增段落樣式」對話框的「項目符號或編號位置」區段，以變更縮排間距。例如，如果要建立凸排，請在「左邊縮排」輸入「2p」，而在
「首行縮排」輸入「-2p」。

8. 指定該樣式的其他段落樣式屬性，然後按一下「確定」。

建立多層次清單

多層清單指的是是描述清單段落之間的階層架構關係的清單。 這些清單也稱為大綱清單，因為類似於大綱。 清單的編號配置 (及縮排) 會顯示等級，以
及項目之間的從屬關係。 您可以清楚的瞭解每個段落相對於前後段落，位在清單中的哪個位置。多層次清單中最多可以包含九個層次。

以數字及字母標示階層架構的多層次清單

如果要建立多層次清單，請定義清單，然後為各層次建立段落樣式。例如，有四個層級的清單需要四個段落樣式 (每一個都指定相同的定義清單)。建
立每一個樣式時，您必須定義其編號格式與段落格式。

Gabriel Powell 在建立自動編號清單上，提供有關建立外框和多層次清單的教學課程影片。

Bob Bringhurst 提供一系列文章，說明如何使用項目符號和編號來建立外框、多層次清單、圖表標題及已編號的步驟。

1. 在「段落樣式」面板選單中選取「新增段落樣式」。
2. 輸入樣式名稱。
3. 如果已經為多層次清單建立樣式，請從「基於」選單中選擇要指定給上一個層次的樣式；否則請選擇「無段落樣式」或「基本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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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新增段落樣式」對話框的左邊按一下「項目符號和編號」。
5. 從「清單類型」選單中選擇「編號」。
6. 從「清單」選單中選擇要定義的清單。如果尚未定義清單，可以從選單中選擇「新增清單」，然後進行定義。
7. 在「層級」框中輸入數字，指定所建立的樣式位在多層次清單中的層級。
8. 從「格式」選單中選擇要使用的編號類型。
9. 在「編號」框中輸入中繼字元，或是從選單中選取中繼字元，以指定要為此層級中的清單項目設定的編號格式。

如果要包含上一層級的編號字首，請輸入文字或按一下「編號」框開頭，並選擇「插入編號預留位置」，然後選取「層級」選項 (例如，層
級 1)，或輸入 ^ 再輸入清單層級 (例如，輸入「^1」)。 在第一層編號為 1、2、3...，而第二層編號為 a、b、c...的清單中，將第一層字首納
入第二層時，第二層的編號會顯示為 1a、1b、1c；2a、2b、2c；3a、3b、3c。

如果要建立編號運算式，請輸入標點符號、輸入中繼字元，或選取「插入特殊字元」清單上的選項。

10. 選取「之後在此層級重新開始編號」，在此層級的段落顯示於上一層級的段落之後時，重新從 1 開始編號；取消選取此選項則可以為此層級中的
段落在整份清單中連續編號，而不管段落出現於清單階層架構中的位置。

如果要在特定層級或層級範圍之後重新開始編號，請在「之後在此層級重新開始編號」欄位中輸入層級編號或範圍 (例如「2-4」)。

11. 在「項目符號或編號位置」區域中，選擇「縮排」或「定位點位置」，使此層級清單中的項目比上一層級的清單項目更往內縮。縮排可協助突顯
清單中的從屬項目。

12. 按一下「確定」。

在某些情況下 (例如已編號的步驟)，您可能想要在相同內文中重新開始編號。若要避免手動重新開始已編號的清單，請個別建立一個與「第 1 級」樣
式完全相同但有一個例外的樣式。在「模式」中，選取「起始編號」，然後指定 1。為此樣式命名，例如「第 1 級重新開始」。

建立圖表及表格的連續標題

為文件中的圖表、表格及其他項目進行連續標題編號。例如，第一個圖表標題以「圖表 1」的文字開始，第二個是「圖表 2」，依此類推。 為了要確
保圖表、表格或類似項目確實地連續編號，請定義該項目的清單，然後建立包含清單定義的段落樣式。您也可以在段落樣式的編號配置中加入描述性
文字，例如「圖表」或「表格」。

Bob Bringhurst 在已編號的清單第三部分 - 圖表標題中，提供有關建立圖表標題的文章。

清單項目會以其新增至頁面的順序進行編號。若要重新排序項目，可以依照您想要列出的順序逐一剪下並貼上項目。

1. 建立新的段落樣式，並在「段落樣式選項」對話框的「項目符號和編號」區段中，從「清單類型」選單中選擇「編號」。
2. 從「清單」選單中選擇定義的清單 (或選擇「新增清單」以定義清單)。
3. 在「編號樣式」下，從「格式」選單中選取要使用的編號樣式。

例如，選取 A、B、C、D... 選項，為「圖表 A」、「圖表 B」等等建立清單。

4. 在「編號」框中，輸入描述性文字和任何間距或標點符號 (如果需要的話)，並輸入編號中繼字元。

例如，如果要建立「圖表 A」效果，請輸入文字「圖表」，並在編號中繼字元之前加上間距 (例如「圖表 ^#.^t). 這樣新增「圖表」這個文字，並
且後面加上連續的編號 (^#)、句點和定位點 (^t)。

備註： 如果要在連續標題中包含章節編號，請在「編號」清單中選擇「插入編號預留位置 > 章節編號」，或是在要章節編號出現於編號配置的
位置輸入「^H」。

5. 完成建立樣式作業，然後按一下「確定」。

建立樣式之後，將樣式套用至文字圖表標題或表格標題。

您可以使用「目錄」功能，產生表格或圖表的清單。

重新開始或繼續清單的編號

InDesign 提供指令，可重新開始清單或繼續清單的編號：

重新開始編號清單 將插入點置入段落中，然後從環境選單中選擇「重新開始編號」，或選擇「文字 > 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 > 重新開始編號」。 在一
般清單中，這個指令會指定數字 1 (或字母 A) 給段落，使該段落成為清單中的第一個段落。在多層次清單中，這個指令會指定下一層級的第一個編號
給巢狀段落。

繼續編號清單 從環境選單中選擇「繼續編號」，或選擇「文字 > 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 > 繼續編號」。 這個指令會為被註解、圖形或巢狀清單項目中
斷的清單繼續進行編號。InDesign 也提供指令，可以為從一段內文或一本書開始，並跨越至下一段內文或另一本書中的清單編號。

從前一段或目前內文開始為清單編號
清單會延續上一段內文繼續編號，還是在目前內文中開始重新編號，是視清單的定義方式而定。

1. 選擇「文字  > 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  > 定義清單」。
2. 選取清單，然後按一下「編輯」按鈕。

請勿選擇「預設」清單，因為它無法跨越內文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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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取「跨越內文延續編號」，延續上一段內文繼續清單編號；或取消選取此選項，使清單在目前內文中從 1 (或 A) 開始編號。
4. 按「確定」兩次。

從書中的上一份或目前文件開始為清單編號
清單會延續書冊中的上一份文件繼續編號，或是在目前文件中開始重新編號，是視清單的定義方式而定。

1. 選擇「文字  > 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  > 定義清單」。
2. 選取清單，然後按一下「編輯」按鈕。
3. 選取「延續書冊的上一個文件編號」，從上一個文件的清單繼續編號 (您必須選擇「跨越內文延續編號」才能啟動此選項)，或取消選取此選項，
在目前文件中從 1 (或 A) 開始為清單編號。

4. 按「確定」兩次。

若要確定書冊中的編號會正確更新，請將書冊內的文件同步，然後從書冊面板選單中選取「更新編號 > 更新所有編號」。

將清單項目符號或編號轉換為文字

1. 選取包含項目符號或編號清單的段落。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段落」面板選單中，選擇「將編號轉換為文字」或「將項目符號轉換為文字」。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mmand 鍵並按一下 (Mac OS) 選取項目，然後選擇「將編號轉換為文字」或「將項目符號轉換為
文字」。

備註： 如果要移除清單編號或項目符號，請按一下「編號清單」按鈕或「項目符號清單」按鈕，取消所選取文字上套用的清單格式。

更多說明主題

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影片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519

http://www.adobe.com/go/vid0077_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x.adobe.com/tw/legal/legal-notices.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tw


行距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關於行距
關於亞洲文字中的行距
變更行距
根據字元比例調整行高
套用行距基礎位置

關於行距

這個主題說明如何在羅馬文字排版中執行行距設定。如需有關中日韓文字中行距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亞洲文字中的行距。

各行文字之間的垂直間距稱為行距。 行距是由一行文字的基線量到上一行文字的基線。基線是一條看不見的線條，大部分的字母 (也就是沒有字母下
緣的字母) 都排列在這個線條上。

預設的自動行距選項會將行距設定為字體大小的 120% (例如 10 點的文字就會使用 12 點的行距)。 使用自動行距時，InDesign 會在「字元」面板的
「行距」選單中，以括號顯示行距值。

行距
A. 行距 B. 文字高度 C. 一個單字中如果有較大的文字，則會增加該行的行距。

關於亞洲文字中的行距

您可以透過「段落」面板選單中的「行距基礎位置」設定，設定行距的基礎位置。如果使用預設設定 (全形字框右上端)，則文字行行距是自其全形字
框頂端測量到下一行的全形字框頂端。選取文字行並使用「全形字框右上端」設定增加行距值時，選取的行與下一行之間的間距會變大，因為行距的
測量方向是從目前行到下一行。所有其他「行距基礎位置」設定都是測量從目前行到上一行的行距，因此如果使用這些設定變更行距量，將會增加目
前行上方的行空格。

行距包括全形字框和行空格間距的高度。

請在「控制」面板或「字元」面板內的「行距」中設定行距。依預設，這是設定為「自動」。設定為「自動行距」時，「字元」面板內「行距」中的
行距值會顯示於括號內。文字框和框架格點內文字的這個「自動」值有所不同。您可以在「段落」面板的「齊行」選單項目中，設定「自動行距」
值。在 InDesign 中，文字框內文字的自動行距值是預設為所設定字體大小的 175%； 對於框架格點內的文字，這個設定是 100%，以允許格點對齊方
式在格點中展開文字行。

當格點對齊方式設定為「無」時，請使用「字元」面板中的「行距」值，設定文字框內的文字行距。當格點對齊方式設定為「無」以外的任何其他值
時，將會根據基線格點設定套用行距。

備註： 拷貝置於框架格點上的文字並貼入文字框時，貼上的文字會保留完整的框架格點屬性，因此「行距」中的「自動」會設定為 100%。如果行距
顯得太過擁擠，請設定「行距」值，而不要使用自動設定。

使用「框架格點設定」對話框中的「行距」，設定框架格點內文字的「行距」，而不要使用行距值。框架格點內文字的行距值，是「行距」值和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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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 (字體大小) 的總和。換句話說，如果格點大小為 12 點而行距為 10 點，則實際行距值將是「22 點」。

請注意，置於框架格點內的文字之預設格點齊行是設定為「置中」。在此情況下，格點中央與下一個格點中央之間的值將是行距值。當格點齊行設定
為「無」時，會從格點中指定的位置套用行距當格點齊行設定為「無」時，會根據「字元」面板中所設定的「行距」值套用行距。

框架格點內的行距相當複雜。對於置入的文字而言，實際行距值會根據「字體大小」、「行距」值以及「段落」面板中的「強制行數」設定而變更。
請注意下列幾點：

如果讓框架格點的字體大小保持不變，但是讓置入文字的字體大小或行距值小於「字元」面板中的格點大小，則文字會根據「格點齊行」的設定
對齊格點。

如果讓框架格點的字體大小 (格點大小) 保持不變，但是使用「字元」面板，讓置入文字的字體大小大於格點大小加行距的總和，則會自動決定強
制行數；而您可以用 0.5 行的增量對齊格點，所以「強制行數」如果設定為「自動」，就會是 1.5、2、2.5 和 3，依此類推。如果「強制行數」
設定為「自動」以外的任何其他值，文字將會根據這個設定對齊到格點，且大型字體大小將會使字元重疊。

如果讓框架格點的字體大小 (格點大小) 保持不變，但是使用「字元」面板，將置入文字的強制行數值設定為大於格點大小加行距的總和，則當行
距設定為「自動」時，會套用至下一行。例如，如果框架格點大小為 12 點而行距設定為 10 點，當行距設定為 24 點時，將會隔行置入文字。如
果設定為 48 點，將會每隔三行置入文字。使用「自動」以外的任何行距設定時，將會忽略「行距」中所設定的值。

變更行距

在預設狀況下，行距是一種字元屬性，代表您可在同一個段落中套用一種以上的行距值。文字行中的最大行距值將會成為該行的行距。但是您可以選
取偏好設定選項，讓行距套用到整個段落，而不是套用到段落中的文字。此設定不會影響現有框架中的行距。

變更選取文字的行距
1. 選取所要變更的文字。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字元」面板或「控制」面板中，從「行距」選單  中選擇所要的行距。

選取現有的行距值，然後輸入新的值。

在建立段落樣式時，使用「基本字元格式」面板變更行距。

您也可以將文字對齊基線格點，以調整垂直間距。設定基線格點時，基線格點設定會優先於行距值。

變更預設行距百分比
1. 選取所要變更的段落。
2. 從「段落」面板選單中選擇「羅馬字元齊行」。
3. 在「自動行距」中指定新的預設百分比。最小值為 0%，最大值為 500%。

備註： 在「控制」面板的「行距」彈出式選單中，「自動」選項會將「齊行」對話框中的「自動行距」值設定為字元大小的比例 (%)。 文字框的預設
值為 175%，框架格點的預設值則為 100%。

套用行距到整個段落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文字」(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文字」(Mac OS)。
2. 選取「套用行距到整個段落」，然後按一下「確定」。

備註： 使用字元樣式將行距套用到文字時，無論是否選取「套用行距到整個段落」選項，行距都只影響該樣式所套用的文字，而不是整個段落。

根據字元比例調整行高

將框架格點中的文字方向變更為相反方向時 (水平文字變為垂直；垂直文字變為水平)，依預設會變更行高，無論格點大小為何。例如，如果 12 點字元
置於水平文字 12 點框架格點中，將字元的垂直比例設定為 200% 時，無論格點大小為何，行高都會加倍而變成 24 點。如果關閉這項功能，行高將會
與字元高度相同，只有字元比例會變更。

1. 選取要依據字元比例變更行高的文字。
2. 從「字元」或「控制」面板選單中，選取「使用字元縮放功能調整行高」。

行高會進行調整。由於這項功能是字元屬性，因此會針對每個字元加以設定，不過行高會套用至包含設定字元的一整行。

如果要關閉這項功能，請選取已啟用該功能的文字，然後在「字元」或「控制」面板選單中，重新選取「使用字元縮放功能調整行高」，即可關閉該
功能。

套用行距基礎位置

如果您將格點對齊方式設定為「無」，行距依預設會從目前行的全形字框頂端或右邊，套用到下一行的全形字框頂端或右邊。增加行距值會導致新值
套用到所有選取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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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取文字，並在「段落」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將「格點對齊」設定為「無」。
2. 在「字元」面板中指定「行距」。指定「自動」以外的值，並設定為「靜態值行距」。
3. 在「段落」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從「行距基礎位置」選取適當的行距基礎。

如果要設定相等行距而不管字體大小，可以使用「全形字框置中」，從文字行中央設定行距。

在框架格點中，如果要讓包含不同字體大小的字行對齊格點行距，請在「段落」面板中，將格點對齊方式設定為「置中」，並將「強制行數」設定
為「自動」以外的任何其他值。

行距基礎位置選項
在「段落」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從「行距基礎位置」選取下列行距基礎選項。

全形字框右上端 水平文字的行距會以全形字框的頂端為依據，垂直文字的行距則以全形字框的右邊為依據。行距是從目前字行的頂端或右邊量到下一
行的頂端或右邊。這些設定為預設設定。

全形字框置中 行距會以目前行中央到上一行中央為依據。如果相同段落內存在不同的字體大小，則每一行的全形字框邊緣之間的間距將會不平均。選
取「全形字框置中」時，如果為字體大小不同的文字設定固定行距，將可以對齊周圍行的行距，因為行距會以目前全形字框的中央為依據。

羅馬字基線 行距會以「羅馬字基線」為依據。行距是從目前行的基線測量到上一行的基線。這種行距方法與羅馬視覺調整中所用的方法相同。每個字
體的「羅馬字基線」有所差異。如果字體不一樣，即使是相同字體大小內的字元位置也可能不同。

全形字框左下端 水平文字的行距會以全形字框的底端為依據，而垂直文字的行距則以全形字框的左邊為依據。行距是從目前字行的左邊或底端量到上
一行的左邊或底端。

備註： 在「段落」面板選單和「控制」面板選單中，「格點對齊方式」內的項目都相同。這些項目是對齊格點的基礎，而非行距的基礎。請不要混淆
這些項目。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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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點與縮排

回到頁首

定位點對話框簡介
設定定位點
重複定位點
移動、刪除及編輯定位點設定
指定用於小數點定位點的字元
增加定位點前置字元
插入右邊縮排定位點
設定縮排

定位點對話框簡介

定位點會將文字放置在文字框內的特定水平位置。預設的定位點設定會視在「單位與增量」偏好設定對話框中的「水平」尺標單位而定。

定位點會套用到整個段落。您首先選取的定位點，會刪除其左方的所有預設定位點。後續的定位點會刪除所設定定位點之間的所有預設定位點。您可
以設定左、中、右和小數或特殊字元定位點。

您可以使用「定位點」對話框設定定位點。

「定位點」對話框
A. 定位點對齊按鈕 B. 定位點位置 C. 定位點前置字元框 D. 對齊字元方框 E. 定位點尺標 F. 靠齊框架上方

在垂直文字框中設定時，「定位點」對話框也會變成垂直。當「定位點」對話框方向與文字框方向不一致時，請按一下磁鐵圖示 ，使尺標靠齊目前
的文字框。

垂直定位點

開啟定位點對話框
1. 使用「文字」工具，在文字框內按一下。
2. 選擇「文字 > 定位點」。

顯示水平框架頂端時，「定位點」對話框會靠齊目前文字框的頂端，且寬度會變更以符合目前欄寬。當垂直框架中有文字插入點時，「定位點」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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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會靠齊文字框的右邊，且顯示的長度將符合目前欄的長度。

對齊定位點對話框尺標與文字
1. 捲動文件以顯示文字框的頂端。
2. 按一下「定位點」對話框上的磁鐵圖示 。 「定位點」對話框會靠齊包含選取區域或插入點的直欄頂端。

設定定位點

您可以設定左、中、右和小數或特殊字元定位點。使用特殊字元定位點時，可以將定位點設定為對齊所選擇的任何字元，例如冒號或貨幣符號。

Bob Bringhurst 在定位點和縮排收藏館中，提供有關各種定位點和縮排效果的文章。

1. 使用「文字」工具 ，按一下段落中的插入點。

2. 按 Tab 鍵。在要加入水平空格的段落中加入定位點(您也可以在建立定位點設定後加入定位點)。

使用定位點對齊文字

3. 選擇「文字 > 定位點」以顯示「定位點」對話框。
4. 如果要指定受影響的段落，請選取段落或段落群組。
5. 對第一個定位點，按一下「定位點」對話框中的定位點對齊按鈕 (左、右、中或小數)，指定文字如何對齊定位點位置。
6.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定位點尺標上按一下，以放置新的定位點。

加入新的定位點設定

在「位置」方框中輸入新位置，然後按 Enter 鍵或 Return 鍵。如果選取了 X 值，則按向上或向下鍵，會以1 點為單位分別增加或減少定位
點值。

7. 對使用不同對齊方式的後續定位點，重複步驟 3 和步驟 4。

第一個定位點設定是靠右對齊，第二個定位點是靠左對齊。

如果要在表格中插入定位點字元，請選擇「文字 > 插入特殊字元 > 其他 > 定位點」。

重複定位點

「重複定位點」指令會依據定位點和左側縮排或前一個定位點之間的距離建立多個定位點。

524

http://blogs.adobe.com/indesigndocs/2009/09/tabs_and_indents_gallery.html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1. 在段落中放置插入點。
2. 在「定位點」面板中，於尺標上選取定位點。
3. 從面板選單中選擇「重複定位點」。

重複定位點
A. 定位點對齊按鈕 B. 尺標上的定位點 C. 面板選單

移動、刪除及編輯定位點設定

使用「定位點」對話框移動、刪除及編輯定位點設定。

移動定位點設定

1. 使用「文字」工具 ，按一下段落中的插入點。

2. 在「定位點」對話框中，選取定位點尺標上的定位點。
3.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輸入新的「X」位置，然後按 Enter 鍵或 Return 鍵。

將定位點拖移到新的位置。

刪除定位點設定
1. 在段落中放置插入點。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拖移定位點，使其離開定位點尺標。

選取定位點，然後從面板選單中選擇「刪除定位點」。

若要恢復為預設的定位點，則請從面板選單中選擇「全部清除」。

變更定位點的對齊方式
1. 在「定位點」對話框中，選取定位點尺標上的定位點。
2. 按一下定位點對齊方式按鈕。

您也可以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同時按一下定位點設定，循環切換四個對齊選項。

指定用於小數點定位點的字元

您可以使用小數點定位點來將文字以指定的字元對齊，例如句號或貨幣符號。

1. 在「定位點」面板中，於定位點尺標上建立或選取小數點定位點 。

2. 在「對齊字元」方框中，輸入您要對齊的字元。您可以輸入或貼上任何字元。請確認您要進行對齊的段落中包含該字元。

使用小數點定位點對齊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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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定位點前置字元

定位點前置字元是介於定位點和後續文字之間的一種重複的字元圖樣 (例如一連串的點或虛線)。

1. 在「定位點」面板中，於尺標上選取定位點。
2. 在「前置字元」方塊中輸入多達八個字元的圖樣，然後按 Enter 或 Return。您所輸入的字元會在定位點的寬度內重複顯示。
3. 若要變更定位點前置字元的字體或其他格式設定，請在文字框中選取定位點字元，並使用「字元」面板或「文字」選單套用格式設定。

插入右邊縮排定位點

只要一個步驟，就可以在右邊縮排加入右邊縮排定位點，使得跨越整個直欄的表格文字編排起來更輕鬆。右邊縮排定位點和標準的定位點有一些不
同。右邊縮排定位點：

會將所有後續文字對齊文字框的右邊緣。如果同一段落在右邊縮排定位點之後包含有任何定位點，這些定位點及其文字會被推到下一行。

是位於文字中的特殊字元，而不是位於「定位點」對話框中。您是使用內容選單加入右邊縮排定位點，而不是使用「定位點」對話框。因此，右
邊縮排定位點無法成為段落樣式的一部分。

與「段落」面板中的「右邊縮排」值不同。「右邊縮排」值會使段落的整個右邊緣離開文字框的右邊緣。

可搭配定位點前置字元使用。右邊縮排定位點使用越過右側邊界的第一個定位點，或者如果沒有這個定位點，則使用右側邊界的之前的最後一個
定位點。

1. 使用「文字」工具 ，按一下要加入右邊縮排定位點的文字行。

2. 選擇「文字 > 插入特殊字元 > 其他 > 右邊縮排定位點」。

設定縮排

縮排會從文字框的左右兩邊向內移動文字。一般來說，會使用首行縮排而不是間距或定位點來縮排段落的第一行。

首行縮排的位置和左邊界縮排有關。例如，如果段落的左邊縮排 1 Pica，將首行縮排設定為 1 Pica 會使段落的第一行離文字框左邊緣或內縮 2 Pica
縮排。

您可以使用「定位點」對話框、「段落」面板或「控制」面板來設定縮排。您也可以在建立項目符號或編號清單時設定縮排。

設定中日韓文字字元時，您可以使用文字間距設定來指定首行縮排。不過，對於已在「段落」面板中指定首行縮排的文字，如果在「文字間距」設定
中指定縮排，可以使文字依據這兩種縮排的總和值進行縮排。

Bob Bringhurst 在定位點和縮排收藏館中，提供有關各種定位點和縮排效果的文章。

使用定位點對話框設定縮排

1. 使用「文字」工具  按一下要縮排的段落。
2. 選擇「文字 > 定位點」以顯示「定位點」對話框。

3. 在「定位點」對話框中，對縮排標記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拖移最上方的標記可使文字的第一行縮排。拖移下方的標記可同時移動兩個標記，並縮排整個段落。

首行縮排 (左) 和沒有縮排 (右)

選取上方記號並輸入 X 值，以縮排第一行文字。選取下方標記然後輸入一個 X 值來同時移動兩個記號，並縮排整個段落。

如需使用「定位點」對話框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定位點對話框簡介。

使用段落面板或控制面板設定縮排

1. 使用「文字」工具  按一下要縮排的段落。
2. 在「段落」面板或「控制」面板中，調整適當的縮排值。例如，執行下列動作︰

若要將整個段落縮排 1 Pica，請將數值 (例如 1p) 輸入「左邊縮排」方框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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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只要將段落的首行縮排 1 Pica，請將數值 (例如 1p) 輸入「首行左邊縮排」中 。

若要建立 1 Pica 的凸排，請在「左邊縮排」方框中輸入正值 (例如 1p)，然後在「首行左邊縮排」方框中輸入負值 (例如 -1p)。請參閱設定
縮排。

重設縮排
1. 在要將縮排重設為零標記的段落中按一下。
2. 從「定位點」對話框選擇「重設縮排」。

建立凸排
在凸排中，除了段落的第一行以外，其他行都會縮排。如果要在段落開頭加上內嵌圖形，凸排特別有用。

沒有縮排 (左) 和凸排 (右)

1. 使用「文字」工具  按一下要縮排的段落。
2. 在「定位點」對話框或「控制」面板中，指定大於 0 的左邊縮排值。
3. 若要指定負的首行左邊縮排值，請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在「控制」面板中，輸入負值的首行左邊縮排值 。

在「定位點」對話框中，將最上方的標記拖移到左邊，或是選取標記並輸入 X 的負值。

在大部分情況下，您會指定相當於步驟 2 中所輸入數值的負值；例如，如果指定 2 Pica 的左邊縮排，則首行左邊縮排一般就會是 –2 Pica。

段落末行右邊縮排
您可以使用「末行右邊縮排」選項，在段落末行的右邊加入凸排。要靠右對齊銷售目錄的價格時，這個選項特別好用。

末行右邊縮排

1. 輸入您的段落。在各段落的末行中，將插入點置入要縮排的文字之前，然後選擇「文字 > 插入特殊字元 > 其他 > 右邊縮排定位點」。
2. 選取段落。
3. 如果要建立段落右邊縮排，請在「段落」面板或「控制」面板的「右邊縮排」欄位中指定數值 (例如「2p」)。
4. 如果要偏移跟隨定位點的文字右邊縮排值，請在「段落」面板或「控制」面板的「末行右邊縮排」欄位中，輸入負值 (例如「-2p」)。

使用縮排到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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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縮排到此處」特殊字元縮排段落中的行，而不受段落的左邊縮排值的影響。 「縮排到此處」特殊字元和段落的左邊縮排的相異處如下所
示︰

「縮排到此處」屬文字流排的一部分，就好像是可見字元一樣。如果文字重新排列，縮排也會隨之移動。

在一行中加入「縮排到此處」，此特殊字元會影響之後的所有各行，因此可以只縮排段落其中幾行。

選擇「文字 > 顯示隱藏字元」，就可以看見「縮排到此處」字元 。

縮排到此處特殊字元

1. 使用「文字」工具 ，按一下想要縮排的插入點。

2. 選擇「文字 > 插入特殊字元 > 其他 > 縮排到此處」。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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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距微調和字距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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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字距微調和字距調整

套用字距微調至文字

關於字距微調和字距調整

字距微調是指在特定字元之間增加或減去間距的程序。 字距調整是加寬或縮緊文字區塊的作業。

備註： 字距微調和字距調整的值會影響中日韓文字，但通常這些選項是用於調整羅馬字元之間的空格。

字距微調文字

您可使用公制字字距微調或視覺特殊字距微調來自動微調文字字距。 公制字字距微調會使用大多數字體中都有的特殊字距配對組。特殊字距配對組中
包含關於特定字母配對間距的相關資訊。 其中包括：LA、P.、To、Tr、Ta、Tu、Te、Ty、Wa、WA、We、Wo、Ya 和 Yo。

視覺字距微調可依據字元的形狀，調整相鄰字元之間的間距，且經過最佳化以搭配羅馬字符使用。有些字體中包含健全的特殊字距配對規格。 不過，
如果字體中僅包含最低內建字距微調，或完全沒有包含字距微調；或是如果一行中一或多個字使用兩種不同的字體或大小，則可能要針對文件中的羅

馬字元，使用「視覺字距微調」選項。

套用視覺字距微調選項至「W」和「a」配對組之前 (上) 以及之後 (下)

您也可使用手動特殊字距，此功能非常適合用來調整兩個字母之間的距離。字距調整和手動字距微調是累計性的，因此可先個別調整個字母配對組，

然後再將文字區塊加寬或縮緊，而不影響文字配對的相關特殊字距。

單字字距微調和「齊行」對話框中的「單字間距」選項並不相同，單字字距微調只變更指定單字的第一個字元與該字元前面之單字字距間的字距微調

值。

字距微調和字距調整

A. 原件 B. 在「W」與「a」之間套用字距微調 C. 套用字距調整

字距微調和字距調整的測量

您可以將字距微調或字距調整套用至選取文字，也可兩者同時套用。特殊字距和字距調整的度量單位都是 1/1000 em，這是一種與目前的字體大小相
關的度量單位。在 6 點大小的字體上，1 em 等於 6 點；在 10 點字體上，1 em 等於 10 點。 特殊字距和字距調整會與目前的字體大小成比例。

字距調整和手動字距微調是累計性的，因此可先個別調整個字母配對組，然後再將文字區塊加寬或縮緊，而不影響文字配對的相關特殊字距。

按一下在兩個字母之間置入插入點時，InDesign 會在「字元」面板和「控制」面板中顯示字距微調值。 括號中會顯示公制字特殊字距和視覺特殊字距
(或已定義的特殊字距配對) 值。 同樣地，如果選取了一個單字或文字範圍，InDesign 就會在「字元」面板和「控制」面板中顯示字距調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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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字距微調至文字

您可以套用兩種自動字距微調的其中一種：公制字字距微調或視覺字距微調，您也可以手動調整字母之間的間距。

使用公制字字距微調

1. 在要配對進行字距微調的字元組之間置入文字插入點，或是選取文字。

2. 在「字元」或「控制」面板中，選取「字距微調」  選單中的「公制字」或「日文等幅」。

備註： 如果將「公制字」套用到不含字元組字距微調資訊的字體 (包括一些日文 OpenType 字體)，則各字元的間距將設定為「0」，而且不進行字元
壓縮。

如果要避免選取的文字使用字體內建的字距微調資訊，請在「字距微調」  選單中選擇「0」。

備註： 預設值設定為「日文等幅」。 將「日文等幅」套用到羅馬字 OpenType 字體時，字距微調與選取「公制字」時相同。將「日文等幅」套用到
中日韓文字 OpenType 字體時，只有羅馬字元會以字距微調字元組進行字距微調，如同設定「公制字」一樣。中日韓文字字元將不會進行字距微調，
如同設定為「0」一樣。基於此原因，請選擇「0」以關閉字元組字距微調。
備註： 如果您使用中日韓文 OpenType 字體中的公制字字距微調，建議您選取「控制」面板選單中的「OpenType > 使用等比公制字」。 這樣的
話，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手動字距微調調整。

使用視覺字距微調

1. 在要配對進行字距微調的字元組之間置入文字插入點，或是選取要進行字距微調的文字。

2. 在「字元」面板或「控制」面板中，選取「字距微調」  選單中的「視覺」。

備註： 「視覺字距微調」是以羅馬字元格式為基礎而設計。您可以將這項功能用於中日韓文字字體，但是請務必檢查操作結果。

手動調整字距微調

1. 使用「文字」工具 ，在兩個字元之間按一下以置入插入點。

備註： 如果已選取文字範圍，則無法手動調整文字的字距微調 (僅能選取「公制字」、「日文等幅」、「視覺」或 0)。 請改用字距調整。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字元」或「控制」面板中，於「字距微調」選單中輸入或選取一個數值。

請按 Alt+向左鍵/向右鍵 (Windows) 或 Option+向左鍵/向右鍵 (Mac OS) 以增加或減少兩個字元之間的間距。

單字字距微調的調整量與「單位與增量偏好設定」對話框中的「字距微調」值相同。按下快速鍵並按住 Ctrl 或 Command 鍵時，字距微調量是「字距
微調」偏好設定值乘以 5。

變更預設的字距微調增量值

 在「偏好設定」對話框的「單位與增量」區段中，輸入「字距微調」選項的新值，然後按一下「確定」。

關閉選取文字的字距微調

1. 選取文字.
2. 在「字元」面板或「控制」面板中，在「字距微調」選單中輸入或選擇 0。

您也可以按 Alt+Ctrl+Q 鍵 (Windows) 或 Option+Command+Q 鍵 (Mac OS)，以設定字距微調和字距調整。 此時，字距微調會設定為「公制字」，無
論先前所套用的字距微調選項為何。

調整字距

1. 選取一個範圍的字元。

2. 在「字元」面板或「控制」面板中，輸入或選取「字距調整」  的數值。

反白標示包含自訂字距微調和字距調整的文字

在某些情況下，您可能會想知道哪些文字已套用了自訂字距調整和字距微調。 如果選取「自訂字距調整/字距微調」偏好設定選項，自訂的字距調整或
字距微調文字就會以綠色反白標示。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排版」(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排版」(Mac OS)。
2. 選取「自訂字距調整/字距微調」，然後按一下「確定」。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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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中日韓文字字元格式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套用斜體至文字

旋轉字元

調整字元前後的空格

使用直排內橫排

新增注音至文字

套用著重號

對齊不同大小的文字

套用斜體至文字

在傳統排版技術中傾斜字元的方法，是透過在底片上設定時使用鏡頭扭曲字符。這種斜體樣式稱為「斜體」。 斜體與單純傾斜字符不同，因為它還會
縮放字符。您可以使用 InDesign 中的斜體功能，調整文字的放大比例或是要從中心點傾斜的角度，而不用變更字符高度。

斜體

A. 不套用縮放 B. 放大 30% B. 45 斜體 C. 選取「調整比例間距」選項 D. 選取「調整旋轉」選項 

1. 選取文字.

2. 在「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選取「斜體」。

3. 指定下列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在「放大」中指定傾斜度 (以傳統排版技術用語來說，10% 放大為鏡頭 1，40% 放大則為鏡頭 4)。

在「角度」中，將斜體角度設定為 30、45 或 60。

選取「調整旋轉」以旋轉字符，並以水平方式顯示水平文字的水平直線，以垂直方式顯示垂直文字的垂直直線。

選取「調整比例間距」以套用字框距。

您可以在套用斜體至文字後，微調個別字元的旋轉斜體效果

旋轉字元

1. 選取字元。

2. 在「字元」面板中，輸入「字元旋轉」 的值，指定負值可將字元向右旋轉 (順時針旋轉)。

調整字元前後的空格

1. 使用文字工具選取左括號或右括號。

2. 從「全形文字前的間距」 或「全形文字後的間距」 彈出式選單中選擇所要增加的空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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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指定 2bu，則會加入全形空格的一半空間；如果指定 4bu，則將會增加全形空格的四分之一空間。如果文字行設定為強制齊行，將不會調
整此空格設定。如果要取代某些字元的「Mojikumi Akiryo 設定」時，調整空格功能特別有用。

在左括號前加入空格

使用直排內橫排

使用「直排內橫排」選項，可以使垂直文字中的部分文字成為水平。在垂直文字框中旋轉某些文字的方向，例如數字、日期和較短的外國文字等半形

字元，會比較方便閱讀。

套用直排內橫排之前和之後

開啟「直排內橫排」選項時，您可以向左、向右、向上和向下移動文字。您也可以針對特殊半形字元設定「自動直排內橫排」。「自動直排內橫排」

是在段落屬性中設定。

請使用「字元」面板中的比例間距或字距微調，調整「直排內橫排」的字元間距。

套用直排內橫排

1. 選取您要套用直排內橫排的文字。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選擇「直排內橫排」。

在「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選擇「直排內橫排設定」，然後在「直排內橫排」對話框中選擇「直排內橫排」，並按一下

「確定」。

如果接連出現多個直排內橫排的情況，請使用非結合子字元加以分隔。選擇「文字 > 插入特殊字元 > 其他 > 非結合子」。

移除直排內橫排

1. 選取您要套用直排內橫排的文字。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選擇並取消「直排內橫排」。

在「字元」面板選單中選擇「直排內橫排設定」，並在「直排內橫排」對話框中取消選取「直排內橫排」，然後按一下「確定」。

變更直排內橫排設定

1. 在「字元」面板選單中選擇「直排內橫排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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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2. 在「X 偏移量」中指定一個值，以向上或向下移動文字。如果指定正值，文字會向上移動；如果指定負值，文字會向下移動。

3. 在「Y 偏移量」中指定一個值，以向左或向右移動文字。如果指定正值，文字會向右移動；如果指定負值，文字會向左移動。

為特定段落設定自動直排內橫排

1. 選取要設定為「自動直排內橫排」的文字，或是在段落中置入文字插入點。

2. 在「段落」面板選單中選擇「自動直排內橫排」。

3. 在「排字數量」中，指定要旋轉為垂直方向的連續半形字元數。例如，如果此數值設定為 2，則字元字串「123」不會旋轉，但「12」會旋轉。

4. 如果要套用直排內橫排至羅馬文字，請選取「包含羅馬字元」，並按一下「確定」。

新增注音至文字

在日文中，注音 (Ruby) 通常用於顯示日文平假名中的漢字讀音。 簡體中文稱之為「拼音」；繁體中文則稱之為「注音」。InDesign 提供對日文注音
的完整支援以及對中文「注音」或「拼音」的部分支援。您可以調整「注音」設定，指定「注音」位置、大小或顏色。此外，當注音的長度超過基礎

字元時，您可以指定注音均分。您也可以套用「直排內橫排」至「注音」。

在水平文字上的注音 (左圖)，以及在垂直文字右邊的注音 (右圖)

當您要附加注音的基礎字元涵蓋兩行時，注音會隨著基礎字元移到下一行。

在某些情況中，例如套用包含變數的樣式時，注音字元可能會被移除。

1. 選取您要附加注音的文字。當選取的文字中有強制分行符號時，將無法附加注音。

2. 從「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選取「注音 > 注音」。

3. 在「注音」中輸入注音字元。

4. 按一下對話框左邊中的選項，然後指定設定，變更「注音」設定。

5. 按一下「確定」。

注音設定

下列選項會出現在「注音」對話框不同面板中。

注音的置入方式與間距

在「類型」選單中，選擇「單一字元注音」或「群組注音」。選取「單一字元注音」時，請在輸入「注音」字元時加入半形或全形空格，以在文

字行中將注音與其基礎字元分開。以「hakunetsutou」為例，請輸入為「haku netsu tou」(範例中示範一個包含日文字元及其注音拼音的單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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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音

在「對齊方式」選單中，指定「注音」字元的位置。您可透過範例欄位中所示的圖形檢查注音位置。

如果要在水平文字上方或垂直文字右邊附加注音，請選取「右/上」；如果要在水平文字下方或垂直文字左邊附加注音，請在「置入方式」中選取
「左/下」。

在「X 偏移量」和「Y 偏移量」中，指定注音與基礎字元的間距。當您輸入負值時，注音會移到較接近基礎字元的位置。

注音的字體與大小

在「字體」中選取字體系列和字體樣式。

在「大小」中指定注音字元的大小。預設注音大小是基礎字元大小的一半。

在「水平縮放」和「垂直縮放」中，指定注音字元高度和寬度的縮放。

選取「使用 Open Type Pro 注音字符」，使用注音的替代字符 (如果可能)。特定假名字元可用於某些 Open Type Pro 字體。選取這個選項時，
將會使用注音字元的特定字體，而非標準假名字體。

在「排字數量」中，指定要旋轉為垂直方向的連續半形字元數。例如，如果此數值設定為 2，則字元字串「123」不會旋轉，但「12」會旋轉。

選取「包含羅馬字元」，將直排內橫排套用至羅馬文字。

選取「縮放以符合」，使用 OpenType 功能或縮放字符，強迫直排內橫排與注音字串中的尺寸相同 (1 em x 1 em)。

調整注音字串長度

使用「突出部分」時，當「注音」總寬度大於其基礎字元的寬度，指定的「注音」將會橫向溢出到基礎字元任一邊字元上方的空間中。就日文而

言，與「突出部分」相容的字元類型符合 JISx4051-1995 規格。

在「間距」中指定附加注音時的必要基礎字元間距。當您選取不同的選項時，範例欄位中所示的圖形便會更新。

如果要自動調整注音字元寬度，請選取「字元寬度縮放最大容許比例」，並指定注音字元寬度的壓縮縮放。

選取「自動對齊線條邊緣」，將基礎字元與線條的開頭和結尾對齊。

注音顏色

在清單框中選取色票。

視需要指定色調等級和線段寬度。

選取「疊印填色」或「疊印線條」，以設定注音字元的填色或線條疊印。

(請參閱決定執行手動疊印的時機。)

套用著重號

著重號指的是附加到想要強調之文字的點。 您可以選取現有著重號格式中的點類型，或是指定自訂著重號字元。您也可以調整著重號設定，指定其位
置、縮放和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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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號類型

位置

位置

大小

對齊

水平縮放和垂直縮放

回到頂端

套用至文字的著重號: 黑色小圓形、著重號: 黑色小點，以及著重號: 白色小圓形

套用著重號

1. 選取您要強調的字元。

2. 在「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內的「著重號」中，選擇著重號字元，例如「魚眼」或「白色圓形」。

變更著重號設定及顏色

1. 從「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選取「著重號 > 著重號」。

2. 在「著重號設定」中，指定下列選項：

選取著重號字元，例如「魚眼」或「白色圓形」。選擇「自訂」，以指定自訂字元。您可以直接輸入字元，或是為指定的字元集指

定字元碼值。

指定著重號與字元的間距。

如果要在水平文字上方或垂直文字右邊附加著重號，請選取「右/上」；如果要在水平文字下方或垂直文字左邊附加注音，請在選取
「左/下」。

指定著重號字元的大小。

指定著重號應顯示在字元全形字框的中央 (置中) 或左邊 (靠左) (垂直文字則為上方)。

指定著重號字元高度和寬度的縮放。

3. 如果要變更著重號的顏色，請從清單框中選擇「著重號顏色」，然後指定下列選項：

在清單框中選取色票。

視需要指定色調等級和線段寬度。

選取「疊印填色」或「疊印線條」，以設定著重號字元的填色或線條疊印。

(請參閱決定執行手動疊印的時機。)

4. 按一下「確定」。

對齊不同大小的文字

當不同大小的字元放置在 1 行中時，您可以使用「字元對齊方式」選項，指定如何將文字對齊文字行中的最大字元。您可以將字元對齊全型字框的頂
端、中央或底部 (垂直框架則為右邊、中央和左邊)，或是對齊羅馬字基線，以及對齊表意字框的頂端或底部 (垂直框架則為右邊或左邊)。「表意字
框」(ICF，Ideographic Character Face) 是字體設計師用來設計構成字體之表意字元的平均高度和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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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對齊不同的大小

A. 將不同大小的字母對齊全形空格字母的上方 B. 將不同大小的字母對齊全形字母的中間 C. 將不同大小的字母對齊全形空格字母的下方 

當文字行中的所有字元大小都相同時，即使套用「字元對齊方式」選項也不會有效。

1. 選取包含您要對齊的字元之文字範圍或行，或使用選取工具選取文字框。

2. 在「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從「字元對齊方式」選擇下列任一項選項。

「羅馬字基線」會將行中的小型字元對齊大型字元基線格點。

「全形字框右上端」、「全形字框置中」或「全形字框左下端」，會將行中的小型字元對齊到大型字元全形字框的指定位置。在垂直文字框

中，「全形字框右上端」會將文字對齊全形字框右邊，「全形字框左下端」會將段落對齊全形字框左邊。

「表意字框右上端」和「表意字框左下端」，會將行中的小型字元對齊到大型字元所指定的表意字框。在垂直文字框中，「表意字框右上

端」會將文字對齊表意字框右邊，「表意字框左下端」會將文字對齊表意字框左邊。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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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World-Ready 撰寫器
文字方向

內文方向

自動插入 Kashida
連字

讀音符號

從 Microsoft Word 拷貝-貼上
預設字體

舊式字體支援

數字類型

使用連字符

尋找和取代

字符

齊行替代字

特殊中東字元插入

表格方向

裝訂方向

從右至左書寫偏好設定

頁面和章節編號

收藏館檢視和內文編輯器的書寫方向

讀音顏色設定

此軟體的中東和北非版本針對使用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提供了新功能和改進功能。

Adobe World-Ready 撰寫器

Adobe World-Ready 撰寫器可讓您使用中東語言建立內容。您可以輸入並混合使用阿拉伯文、希伯來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和其他拉丁語言。

您可以在「段落」面板選單 (「視窗 > 段落」 > 面板選單) 選擇可用的撰寫器。例如，在 InDesign 中，可以使用 Adobe World-Ready 段落撰寫器。
而在 Illustrator 中則可使用中東文字單行撰寫器。

 
Adobe World-Ready 撰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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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將檔案儲存為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名稱。

文字方向

若要以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建立內容，請啟動由右至左 (RTL) 文字方向。如果 RTL 是預設的文字方向，多數文件也能包含由左至右 (LTR) 文字。您可
以在這兩個方向間順暢切換。

請從「段落」面板選取段落方向。

 
段落方向選取

如果您在同一個段落中混合使用多種語言，可以在字元層級指定文字方向。另外，若要插入日期或數字，也是在字元層級指定文字方向。

請從「字元」面板選單選擇「字元方向」，然後選取方向。

 
字元方向

內文方向

使用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語言時，內文方向通常是從右至左。第一欄必須位在文字框右側，後續欄往左新增。如果您的版面包含混合內容，則不同的

內文需要不同方向。

在「內文」面板中 (視窗 > 文字與表格 > 內文) 按一下內文方向。

 
內文方向

自動插入 Kashida

在阿拉伯文中，是以加入 Kashida 來將文字齊行。在阿拉伯文字元中加入 Kashida 以增加其長度，不修改空格。使用自動插入 Kashida，可以將阿拉
伯文文字的段落齊行。

選取段落，並在「段落」面板 (視窗 > 文字和表格 > 段落) 的「插入 Kashida」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設定。可用選項為：無、短、中、長或文體。只有在
段落需要齊行時才會插入 Kashidas。此設定不適用於已有對齊設定的段落。

若要套用 Kashidas 至字元群組，請選取字元並從「字元」面板選單選擇 Kashi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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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 Kashidas

連字

連字可以自動套用至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的字元對。連字是某些字母對的排版替代字元 (如果在特定 Open Type 字體中可用)。

當您從「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選擇「連合字元」時，會產生該字體的標準連字。

1. 選取文字。
2. 從「字元」面板選單或控制面板選單中選擇「連合字元」。

但是，某些字體還包括有更多裝飾華麗的選擇性連字，這些連字可以在選擇「自由決定連字」時產生。您可在「字元」面板 > 「OpenType > 自由決
定連字」中找到這些連字。

 
啟動自動連字

讀音符號

在阿拉伯文字母中，讀音符號是用來指出輔音長或短母音的字符。讀音符號放在字母上方或下方。為求較佳的文字樣式或改善某些字體的可讀性，您

可以控制讀音符號的垂直或水平位置：

1. 選取具有讀音符號的文字
2. 在「字元」面板 (Ctrl+T) 中，修改讀音符號相對於字母的位置。您可以改變的値包括「調整水平讀音符號位置」和「調整垂直讀音符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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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讀音符號的位置

從 Microsoft Word 拷貝-貼上

您可以從 Microsoft Word 拷貝文字，然後直接貼到文件中。貼上文字的對齊方式和方向會自動設定為阿拉伯文或希伯來文文字的設定。

預設字體

安裝中東或北非版本時，依預設，預設的輸入字體設為安裝專屬語言。例如，如果您安裝了英文/啟動阿拉伯文版本，預設輸入字體將設為 Adobe
Arabic。同樣的，如果您安裝了英文/啟動希伯來文版本，預設輸入字體將設為 Adobe Hebrew。

舊式字體支援

傳統使用的字體 (如 AXT 字體) 在此軟體發行版本中仍可繼續使用。但建議對文字型成份改用較新的 Open Type 字體。

預設啟動「遺失字符保護」(編輯 > 偏好設定 > 進階文字)。當您使用的字體不適用字符時，系統會自動處理文字。

數字類型

當您使用阿拉伯文或希伯來文時，可以選擇想使用的數字類型。您可選擇阿拉伯數字、印度數字和波斯數字。

阿拉伯文版本預設會自動選取印度數字，而希伯來文版本會選取阿拉伯數字。但您可以視需要切換為阿拉伯數字：

1. 選取輸入文字中的數字。
2. 在「字元」面板 (Ctrl + T) 中使用「數字」清單，選取數字的顯示字體。

您可以啟動「輸入阿拉伯文語言時使用本地化數字」選項，確保使用阿拉伯數字。若要使用此選項，請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進階文字」。

 
數字類型選取範圍

使用連字符

540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一行文字容納不下一個句子的所有單字時，就會自動換行。換行時的文字齊行類型有時會造成多餘空格，可能不太美觀或造成語意錯誤。使用連字符

可以透過連字符，讓您分割行尾的單字。這種分割可以讓句子以較佳方式換行。

混合文字：Kashida 插入功能會影響連字符在混合文字中的使用方式。啟動時，Kashidas 會在適合位置插入，而非阿拉伯文文字不會加上連字符。停
用 Kashida 功能時，只會對非阿拉伯文文字考慮使用連字符。

希伯來文文字：允許使用連字符。若要啟動使用連字符並自訂設定，請選擇「段落」面板 > 面板選單 > 「使用連字符設定」。

 
使用連字符選項

尋找和取代

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使用者可以執行完整的文字搜尋和取代。除了搜尋和取代簡單文字，您也可以搜尋和取代具有特定特性的文字。這些特性包括讀

音符號、Kashida、特殊字元 (如 Alef)、不同語言的數字 (如印度文的數字) 等等。

若要執行文字搜尋和取代：

InDesign：編輯 > 尋找/變更

在 InDesign 中，您可以使用「轉譯字母體系」標籤 (編輯 > 尋找/變更) 來尋找和取代阿拉伯文、印度文和波斯文之間的數字。例如，您可以尋找以印
度文輸入的數字，再將其轉換為阿拉伯文。

字符

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使用者可以套用預設字元集的字符。不過，若要瀏覽、選取並套用預設字元集或其他語言集的的字符，請使用「字符」面板：

InDesign：視窗 > 文字與表格 > 字符
Illustrator：視窗 > 文字 > 字符

 
瀏覽、選取並套用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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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行替代字

一個字體對於一套字母中的某些字母會有替代形狀。這些字母的字體變異版通常適用於字體或書法用途。而在極少數情形下，齊行替代字可以針對特

殊需求，用來齊行和對齊段落。

齊行替代字可以在段落層級開啟，這種情形下將進可能使用替代字。您也可以在字元層級開啟或關閉此功能。齊行替代字只適用於已整合此功能的字

體。因此，只有受支援字體才能開啟或關閉此選項。

包含齊行替代字的阿拉伯文字體：Adobe Arabic、Myriad Arabic 和 Adobe Naskh。包含齊行替代字的希伯來文字體：Adobe Hebrew 和 Myriad
Hebrew。

InDesign

段落層級：「視窗 > 段落」面板 > 面板選單 > 「齊行」，然後從「齊行」清單選擇選項。

字元層級：「視窗 > 字元」面板 > 面板選單 > 「齊行替代字」選項。

Photoshop

字元層級：「視窗 > 字元」面板 > 「齊行替代字」核取方塊。

特殊中東字元插入

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中有些字元很難在文字中插入。此外，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的鍵盤版面也很難用於輸入或加入這些字元。若要插入希伯來文單引

號 (Geresh) 或 Maqaf 之類的字元，請從「字元」面板 > 面板選單 > 「插入特殊 ME 字元」選取字元。

 
插入特殊 ME 字元

表格方向

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使用者可以設定插入文件中的表格方向。儲存格和欄的順序、預設語言以及文字對齊方式都會據以設定。對於阿拉伯文使用者，

最右欄是第一欄，而所有其他欄會新增至直到表格最左欄。內文編輯器也支援表格方向 (Ctrl + Y)。

若要設定新表格的方向：

1. 按一下「表格 > 插入表格」
2. 在「插入表格」對話框中，從「方向」清單中選擇表格方向。

若要變更現有表格的方向：

1. 將游標移至表格內
2. 開啟「表格」窗格 (Shift + F9)，並按一下「由左至右表格」或「由右至左表格」圖示，設定表格的方向。

若是由右至左表格，阿拉伯文和北非版本預設為阿拉伯文語言。希伯來文版本則設為希伯來文語言。若是由左至右表格，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版本預

設為英文語言。北非版本則預設為法文。

裝訂方向

裝訂方向決定進行裝訂的書冊邊緣。以由左至右語言書寫的書冊，在左側裝訂。以由右至左語言書寫的文件，則沿著書冊最右邊進行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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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側裝訂書冊的頁面佈局

從右至左書寫偏好設定

中性字元

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中，有些字元的方向含混不清。若未清楚確定字元的方向，可能會導致字串方向與順序的混淆。為了確保這些字元的方向明確清

楚：

1. 按一下「編輯 > 偏好設定 > 從右至左」
2. 選取「根據鍵盤輸入強制中性字元方向」方塊。

游標控制

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使用者可以控制當他們使用鍵盤的方向鍵時，游標的移動方向。此游標移動清單 (編輯 > 偏好設定 > 從右至左) 有兩個選項供您選
擇：

視覺：游標依方向鍵的方向移動。按下向右鍵時，螢幕上的游標往右移動。

邏輯：游標依所輸入的語言方向移動。在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中，按下向右鍵時，游標會往左移動 (移往從右至左語言中的下一個字元)。

頁面和章節編號

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使用者可使用當地最常用的編號系統。最常用的編號系統為：

阿拉伯文：阿拉伯文 Abjad 和 Alef-Ba-Tah
法文：希伯來文 Biblical 標準和希伯來文非標準十進制

若要選取或變更編號系統，請前往「版面 > 編頁與章節選項」，然後從「樣式」清單進行選取。

 
編排頁碼和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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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館檢視和內文編輯器的書寫方向

在阿拉伯文或希伯來文中，您可以指定您的書寫方向。前往「編輯 > 偏好設定 > 內文編輯器顯示」，然後選取「指定書寫方向」方塊，即可啟動此功
能。此功能啟動後，游標會出現箭頭，指出書寫的方向。

讀音顏色設定

在阿拉伯文文字中，讀音符號可加上不同的顏色，以用於文體或其他用途。例如，讀音符號可以在單字或句子的特定外觀中予以強調。您可以使

用「變更阿拉伯文讀音顏色」查詢，尋找及變更讀音符號的顏色。

1. 按一下「編輯 > 尋找/變更」
2. 在「查詢」清單中選取「變更阿拉伯文讀音顏色」
3. 使用「變更」、「全部變更」或「變更/尋找」按鈕，以新的彩色讀音符號取代舊的讀音符號。

您可以視需要修改並儲存查詢。

  Twitter™ 和 Facebook 發文未涵蓋在 Creative Commons 條款內。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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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bout table and cell styles
Table/Cell Styles panels overview
Define table and cell styles
Load (import) table styles from other documents
Apply table and cell styles
Base one table or cell style on another
Edit table and cell styles
Delete table and cell styles
Redefine table or cell styles based on current formatting
Override table and cell styles
Break the link to table or cell styles

About table and cell styles

Just as you use text styles to format text, you can use table and cell styles to format tables. A table style is a collection of table formatting
attributes, such as table borders and row and column strokes, that can be applied in a single step. A cell style includes formatting such as cell
insets, paragraph styles, and strokes and fills. When you edit a style, all tables or cells to which the style is applied are updated automatically.

There is one important difference between text styles and table styles. While all character styles attributes can be part of a paragraph
style, cell style attributes are not part of the table style. For example, you cannot use a table style to change the border color of interior cells.
Instead, create a cell style and include it in the table style.

[基本表格] 和 [無] 樣式

By default, each new document contains a [Basic Table] style that can be applied to tables you create and a [None] style that can be used to
remove cell styles applied to cells. You can edit the [Basic Table] style, but you can’t rename or delete either [Basic Table] or [None].

在表格樣式中使用儲存格樣式

When you create a table style, you can specify which cell styles are applied to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table: header and footer rows, left and right
columns, and body rows. For example, for the header row, you can assign a cell style that applies a paragraph style, and for the left and right
columns, you can assign different cell styles that apply shaded backgrounds.

套用至表格樣式中不同區域的儲存格樣式

A. 格式化為包含段落樣式之儲存格樣式的表頭列 B. 左欄 C. 內文儲存格 D. 右欄 

儲存格樣式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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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style prece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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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 styles do not necessarily include all the formatting attributes of a selected cell. When you create a cell style, you can determine which
attributes are included. That way, applying the cell style changes only the desired attributes, such as cell fill color, and ignores all other cell
attributes.

樣式中的格式優先順序

If a conflict occurs in formatting applied to a table cell, the following order of precedence determines which formatting is used:

1. Header/Footer 2. Left column/Right column 3. Body rows. For example, if a cell appears in both the header and the left
column, the formatting from the header cell style is used.

1. Cell overrides 2. Cell style 3. Cell styles applied from a table style 4. Table overrides 5. Table styles. For example, if
you apply one fill using the Cell Options dialog box and another fill using the cell style, the fill from the Cell Options dialog box is used.

Table/Cell Styles panels overview

Use the Table Styles panel (Window > Styles >Table Styles) to create and name table styles, and to apply the styles to existing tables or tables
you create or import. Use the Cell Styles panel (Window > Styles > Cell Styles) to create and name cell styles, and to apply the styles to table
cells. Styles are saved with a document and appear in the panel each time you open that document. You can save table and cell styles in groups
for easier management.

When you position the insertion point in a cell or table, any style that is applied is highlighted in either of the panels. The name of any cell style
that is applied through a table style appears in the lower left corner of the Cell Styles area. If you select a range of cells that contains multiple
styles, no style is highlighted and the Cell Styles panel displays “(Mixed).”

Open the Table Styles or Cell Styles panel

選擇「視窗 > 樣式」，然後選擇「表格樣式」或「儲存格樣式」。

Change how styles are listed in the panel

選取「小型面板列」以顯示樣式的精簡版本。

將樣式拖移到不同位置。您也可以將樣式拖移至自己建立的群組中。

從面板選單中選取「依名稱排序」，將樣式依字母順序排列。

Define table and cell styles

1. 如果要根據現有的表格或儲存格格式建立新樣式，請將插入點置入儲存格中。

2. 必要時，請為儲存格樣式定義段落樣式。

3. 選擇「視窗 > 樣式 > 表格樣式」開啟「表格樣式」面板，或選擇「視窗 > 樣式 > 儲存格樣式」開啟「儲存格樣式」面板。

4. 從「表格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表格樣式」，或從「儲存格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儲存格樣式」。

5. 在「樣式名稱」中輸入名稱。

6. 在「基於」中，選取目前樣式的基礎樣式。

7. 如果要定義樣式的快速鍵，請將插入點置於「快速鍵」文字框內，並確認已啟用 Num Lock 鍵。然後按住 Shift、Alt 或 Ctrl 鍵 (Windows) 或
Shift、Option 和 Command 鍵 (Mac OS) 的任意組合，並按下數字鍵盤上的數字鍵。 定義樣式快速鍵時不能使用字母或非數字鍵盤上的數字
鍵。

8. 如果要指定格式屬性，請按一下左邊的類別，然後指定所要的屬性。例如，如果要將段落樣式指定至儲存格樣式，請按一下「一般」類別，然後
從「段落樣式」選單中選擇段落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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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ell styles, options that don’t have a setting specified are ignored in the style. If you don’t want a setting to be part of the style, choose
(Ignore) from the setting’s menu, delete the contents of the field, or click a check box until a small box appears in Windows or a hyphen (-)
appears in Mac OS.

9. 如果要新樣式顯示在您已經建立的樣式群組中，請將它拖移至該樣式群組檔案夾。

Load (import) table styles from other documents

You can import table and cell styles from another InDesign document into the active document. During import, you can determine which styles are
loaded and what should occur if a loaded style has the same name as a style in the current document. You can also import styles from an InCopy
document.

1. 從「儲存格樣式」或「表格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載入儲存格樣式」、「載入表格樣式」或「載入表格和儲存格樣式」。

2. 在包含您要讀入之樣式的 InDesign 文件上按兩下。

3. 在「載入樣式」對話框中，確認要讀入的樣式旁有出現核取記號。如果任何現有樣式擁有和讀入的樣式相同的名稱，請在「與現有樣式衝突」下
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Overwrites the existing style with the loaded style and applies its new attributes to all cells in the current
document that used the old style. The definitions of the incoming and existing styles appear at the bottom of the Load Styles dialog box so
you can compare them.

Renames the loaded style. For example, if both documents have a style named “Table Style 1,” the loaded style is renamed
“Table Style 1 copy” in the current document.

Apply table and cell styles

Unlike paragraph and character styles, table and cell styles do not share attributes, so applying a table style does not override cell formatting, and
applying a cell style does not override table formatting. By default, applying a cell style removes formatting applied by any previous cell style, but
does not remove local cell formatting. Similarly, applying a table style removes formatting applied by any previous table style, but does not remove
overrides made using the Table Options dialog box.

In the Styles panel, a plus sign (+) appears next to the current cell or table style if the selected cell or table has additional formatting that isn’t part
of the applied style. Such additional formatting is called an override.

1. 將插入點放在表格中，或選取要套用樣式的儲存格。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表格樣式」或「儲存格樣式」面板 (選擇「視窗 > 樣式 > 表格樣式或儲存格樣式」) 中，按一下表格或儲存格樣式。如果該樣式在樣式
群組中，請展開樣式群組找出此樣式。

按下為該樣式所定義的快速鍵(確認 Num Lock 燈號已亮起)。

Base one table or cell style on another

You can create links between similar table or cell styles by creating a base, or parent, style. When you edit the parent style, any changed attribute
that appears in the child styles will change as well. By default, table styles are based on [No Table Style], and cell styles are based on [None].

1. 建立新樣式。

2. 在「新增表格樣式」或「新增儲存格樣式」對話框中，選取「基於」選單中的父樣式。新的樣式會變為子樣式。

3. 為新樣式指定格式設定，與父樣式有所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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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table and cell styles

One of the advantages of using styles is that when you change the definition of a style, all of the tables or cells formatted with that style change to
match the new style definition.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不想將樣式套用到選取的表格或儲存格，請在「樣式」面板的樣式上按一下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滑鼠 (Mac
OS)，然後選擇「編輯 [樣式名稱]」。

在「樣式」面板中按兩下樣式，或選取樣式並在「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樣式選項」。請注意，這種方法會將儲存格樣式套用至任何選取
的儲存格，或將表格樣式套用至任何選取的表格。如果未選取表格，按兩下表格樣式會將它設為所有新建表格的預設樣式。

2. 在對話框中調整設定，然後按一下「確定」。

Delete table and cell styles

When you delete a style, you can select a different style to replace it, and you can choose whether to preserve the formatting.

1. 選取「樣式」面板中的樣式。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面板選單中選擇「刪除樣式」。

按一下面板底部的「刪除」圖示 ，或將樣式拖移至「刪除」圖示。

在樣式上按一下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再按一下滑鼠 (Mac OS)，然後選擇「刪除樣式」。 當您要刪除樣式但不想將樣式套用到
選取的儲存格或表格時，這個方法特別有用。

3. 選取要用來取代的樣式。

If you select [No Table Style] to replace a table style or [None] to replace a cell style, select Preserve Formatting to keep the formatting of
the table or cell to which the style is applied. The table or cell preserves its formatting but is no longer associated with a style.

4. 按一下「確定」。

Redefine table or cell styles based on current formatting

After you apply a style, you can override any of its settings. If you decide you like the changes, you can redefine the style to retain the new
formatting.

1. 將插入點置入要格式化為重新定義之樣式的表格或儲存格。

2. 視需要對表格或儲存格進行變更。

3. 從「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重新定義樣式」。

For cell styles, changes to only those attributes that are part of the cell style will enable the Redefine Style command. For example, if the
cell style includes a red fill and you override a cell to use a blue fill, you can redefine the style based on that cell. But if you change an attribute
that is ignored in the cell style, you can’t redefine the style with that attribute.

Override table and cell styles

After you apply a table or cell style, you can override any of its settings. To override a table style, you can change options in the Table Options
dialog box. To override a cell, you can change options in the Cell Options dialog box or use other panels to change the stroke or fill. If you select a
table or cell that has an override, a plus sign (+) appears next to the style in the Styles panel.

You can clear table and cell overrides when you apply a style. You can also clear overrides from a table or cell to which a style has already been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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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 style has a plus sign (+) next to it, hover over the style to view a description of the override attributes.

Preserve or remove overrides while applying a table style

如果要套用表格樣式，並保留儲存格樣式，但要移除優先選項，請在您按一下「表格樣式」面板中的樣式時，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如果要套用表格樣式，並移除儲存格樣式和優先選項，請在您按一下「表格樣式」面板中的樣式時，按住 Alt+Shift 鍵 (Windows) 或
Option+Shift 鍵 (Mac OS)。

Right-click (Windows) or Control-click (Mac OS) the style in the Table Styles panel, and then choose Apply [table style], Clear Cell Styles to
apply a style and clear cell styles.

Remove overrides while applying a cell style

如果要套用儲存格樣式，但要移除優先選項，請在您按一下「儲存格樣式」面板中的樣式名稱時，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Only those attributes that are part of the cell style are considered overrides. For example, if the cell style includes a red fill and all
other attributes are ignored, changing a different cell option is not considered an override.

Clear attributes not defined by a cell style

從「儲存格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清除沒有由樣式定義的屬性」。

Clear table or cell overrides

1. 選取包含優先選項的表格或儲存格。

2. 在「樣式」面板中，按一下「清除選取範圍內的優先選項」圖示 ，或從「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清除優先選項」。

Break the link to table or cell styles

When you break the link between tables or cells and the style applied to them, the tables or cells retain their current formatting. However, future
changes to that style won’t affect them.

1. 選取已套用樣式的儲存格。

2. 從「樣式」面板選單中選擇「取消樣式連結」。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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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表格
調整欄、列和表格的大小
變更表格前段或後段間距
將跨越框架的表格分行
在表格之前新增文字
設定表格內的文字格式
合併和分割儲存格
使用溢排儲存格
變更儲存格的書寫方向

格式化表格

使用「控制」面板或「字元」面板將表格中的文字格式化，方法與設定表格外的文字格式一樣。此外，有兩個主要的對話框可幫助格式化表格本身：
「表格選項」和「儲存格選項」。使用這些對話框變更列數和欄數、變更表格邊界和填色的外觀、決定表格上方或下方的間距、編輯表頭與表尾列、
新增其他表格格式設定。

使用「表格」面板、「控制」面板或環境選單格式化表格結構。選取一或多個儲存格，然後按一下滑鼠右鍵 (Windows)，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滑鼠 (Mac OS)，顯示包含表格選項的環境選單。

如需有關建立和格式化表格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vid0081_tw。

調整欄、列和表格的大小

您可以透過許多不同方式調整欄、列和表格的大小。

調整欄和列的大小
1. 選取想要調整大小之欄和列中的儲存格。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表格」面板中，指定「欄寬」和「列高」設定。

選擇「表格 > 儲存格選項 > 列與欄」，指定「列高」和「欄寬」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備註： 如果選取「至少」設定最小列高，新增文字或增加點數大小時，列高會增加。如果選取「精確」設定固定列高，新增或移除文字
時，列高不會變更。固定列高通常會導致儲存格有溢排的情形(請參閱使用溢排儲存格)。

將指標放置在欄或列的邊界上，以顯示雙箭號圖示 (  或 )，然後向左或右拖移，以增加或縮減欄寬，或是向上或向下拖移，以增加或縮減
列高。

使用拖移調整列大小之前後

依預設，列高是由目前字體的印刷邊界高度決定。因此，如果變更整個文字列的文字點數大小，或變更列高設定，則列高也會跟著變更。您可以在
「儲存格選項」對話框的「列與欄」區段中，從「最大值」設定來決定列高的上限。

調整列或欄的大小而不變更表格的寬度
拖移內部列和欄的邊緣 (非表格邊界) 時，按住 Shift 鍵。當某列或欄變大，其他的就會變小。
如果要等比例調整列和欄的大小，請按住 Shift 鍵，同時拖移右側表格邊界或底部表格邊緣。

拖移表格的下緣 (在垂直文字的狀況中，是左上角或左下角)，同時按住 Shift 鍵可等比例調整列高 (或是垂直文字列的寬度)。

調整整個表格的大小
 使用「文字」工具 ，將指標放置在表格的右下角，如此指標會變成箭號形狀 ，然後以拖移方式增加或縮減表格大小。 按住 Shift 鍵則可保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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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高度和寬度的比例。

針對垂直表格，請使用「文字」工具，將指標放置在表格的左下角，如此指標會變成箭號形狀 ，然後以拖移方式增加或縮減表格大小。

備註： 如果內文中的表格跨越一個以上的框架，將無法使用指標調整整個表格的大小。

均分欄和列
1. 選取欄或列中想要有相同寬度和高度的儲存格。
2. 選擇「表格 > 均分各列 (或均分各欄)」。

變更表格前段或後段間距

1. 將插入點置入表格中，然後選擇「表格 > 表格選項 > 表格設定」。
2. 在「表格間距」中，為「與前段間距」和「與後段間距」指定不同的數值，然後按一下「確定」。

請注意，變更表格前段間距並不會影響框架頂端的表格列之間距。

將跨越框架的表格分行

請使用「保留」選項決定要接續在一起的列數，或指定列的分行處 (例如在欄或框架的頂端)。

當您建立的表格長度大於所在框架，框架會溢排。 如果您將此框架與其他框架串連，表格會延伸至另一個框架。列會逐一移動至串連的框架，您無法
將跨越多個框架的單列斷開。 請指定表頭或表尾列，在新框架中重複資訊顯示。

1. 將插入點置於適當的列中，或在列中選取您想要接續一起的儲存格範圍。
2. 選擇「表格 > 儲存格選項 > 列與欄」。
3. 如果要將選取的列接續在一起，請選取「與下一列接續」。
4. 如果要讓列在指定的位置分行，請在「起始列」選單中選取選項 (例如「下一個框架」)，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果要建立跨頁的單一表格，您可能想要在表格中間新增空白欄，以建立內縮邊界。

在表格之前新增文字

表格會錨定至前後緊接的段落。如果您在文字框架開頭處插入表格，就無法在表格上按一下並置入插入點。 但是，可使用箭頭鍵將插入點移動到表格
之前。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於第一個儲存格的段落開頭處置入插入點，按下向左鍵，然後開始輸入。

在垂直表格中，於第一個儲存格的段落開頭處置入插入點，按下向上鍵，然後開始輸入。

設定表格內的文字格式

一般而言，設定表格內文字格式的方法，和設定表格外的文字格式相同。

插入定位點到表格的儲存格
插入點在表格中時，按下 Tab 鍵可將插入點移動至下一個儲存格。不過，您可以將定位點插入表格儲存格。使用「定位點」面板定義表格中的定位點
設定。定位點設定會影響插入點所置入的段落。

1. 使用「文字」工具 ，將插入點置入想要插入定位點之處。

2. 選擇「文字 > 插入特殊字元 > 其他 > 定位點」。

如果要變更定位點的設定，請選取想要影響的欄或儲存格，然後選擇「文字 > 定位點」顯示「定位點」面板，再調整定位點設定。

備註： 使用定位點尺標套用小數點定位點至儲存格或儲存格群組時，通常不需要在每個段落的開頭處按下 Tab 鍵，即可對齊儲存格中的文字之小數
點。 段落會自動對齊小數點字元，除非段落包含其他格式 (例如居中對齊)，這樣則會取代小數點定位點。

變更表格儲存格中文字的對齊方式

1. 使用「文字」工具 ，選取想要影響的儲存格。

2. 選擇「表格 > 儲存格選項 > 文字」。
3. 在「垂直齊行」中，選取「對齊」設定：「對齊頂端」、「置中對齊」、「對齊底部」或「垂直齊行」。

如果選取「對齊」，請指定「段落間距限制」；此可設定加入段落間的最大間距(請參閱在文字框中垂直對齊或文字齊行)。

4. 在「首行基線」中，選取選項以決定文字對儲存格頂端的偏移量。

此設定與「文字框選項」對話框中的對應設定相同(請參閱變更文字框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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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一下「確定」。

備註： 如果要變更儲存格中文字的水平對齊，請使用「段落」面板中的對齊選項。如果要將儲存格中的文字對齊至小數點定位點，請使用「定位點」
面板新增小數點定位點設定。

旋轉儲存格中的文字
1. 將插入點置入想要旋轉的儲存格，或選取想要影響的儲存格。
2. 選擇「表格 > 儲存格選項 > 文字」，或顯示「表格」面板。
3. 選取「旋轉」的值，然後按一下「確定」。

變更儲存格內縮間距

1. 使用「文字」工具 ，置入插入點或選取想要影響的儲存格。

2. 選擇「表格 > 儲存格選項 > 文字」，或顯示「表格」面板。
3. 在「儲存格內縮」中，指定「上」、「下」、「左」和「右」的數值，然後按一下「確定」。

在許多情況下，增加儲存格內縮間距會增加列高。如果將列高設定為固定值，請確認為內縮值保留足夠的空間，以避免產生溢排文字。

合併和分割儲存格

您可以合併 (組合) 或分割 (分隔) 表格中的儲存格。

合併儲存格
您可以將同一列或欄中兩個以上的儲存格組合為單一的儲存格。例如，您可以合併表格頂端列中的儲存格，建立可做為表格標題的單一儲存格。

1. 使用「文字」工具 ，選取想要合併的儲存格。

2. 選擇「表格 > 合併儲存格」。

取消合併儲存格
 將插入點置入合併的儲存格，然後選擇「表格 > 取消合併儲存格」。

分割儲存格
您可以水平或垂直分割儲存格，這在建立表單表格時特別有用。可以選取多個儲存格，並將其垂直或水平分割。

1. 將插入點置入您想分割的儲存格，或是選取列、欄或儲存格區塊。
2. 選擇「表格 > 垂直分割儲存格 (或水平分割儲存格)」。

使用溢排儲存格

大多數情況下，表格儲存格會垂直延展以容納新加入的文字和圖形。不過，如果您設定固定的列高，在加入比儲存格更大的文字或圖形時，儲存格右
下角會出現一個小紅點，表示儲存格已溢排。

您無法將溢排文字排進其他儲存格。這時請編輯或調整內容的大小，或將該表格出現的儲存格或文字框放大。

如果是含固定行距的內嵌圖形或文字，儲存格內容也可能超過儲存格邊緣。您可以選取「將內容剪裁至儲存格」選項，將任何超過儲存格邊緣的文字
或嵌入圖形剪裁至與儲存格邊界對齊。不過，當嵌入圖形溢排且超過儲存格底部邊緣 (水平) 時，此選項並不適用。

顯示溢排儲存格的內容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增加儲存格的大小。

變更文字格式設定。如果要選取儲存格的內容，請按一下溢排文字，按住 Esc 鍵，然後使用「控制」面板格式化文字。

剪裁儲存格中的影像
如果影像比儲存格更大，便會超過儲存格邊界。您可以將影像超過儲存格邊界的部分剪下。

1. 將插入點置入想要剪裁的儲存格，或選取想要影響的儲存格。
2. 選擇「表格 > 儲存格選項 > 文字」。
3. 選取「將內容剪裁至儲存格」，然後按一下「確定」。

變更儲存格的書寫方向

1. 將文字插入點置入想要變更方向的儲存格中，或選取想要影響的儲存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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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表格 > 儲存格選項 > 文字」。
3. 在儲存格中，從「書寫方向」選單選取文字方向，然後按一下「確定」。

您也可以在「表格」面板的「書寫方向」彈出式選單中選取文字方向，或在建立儲存格樣式時選取「文字」區段中的「儲存格方向依照內文方向」。

更多說明主題

建立和格式化表格影片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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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建立表格
建立表格
將文字新增至表格
將圖形新增至表格
新增表格表頭與表尾

表格是由許多列與欄的儲存格所組成。儲存格就像是文字框，您可以在其中新增文字、錨定框架或其他表格。在
Adobe InDesign CS5 中建立表格，或從其他應用程式轉存表格。

註解：

如果要在 Adobe InCopy 中建立、編輯和格式化表格，請確認是在「版面」檢視中執行這些動作。

建立表格

表格是由許多列與欄的儲存格所組成。儲存格就像是文字框，您可以在其中新增文字、內嵌圖形或其他表格。您可以
從頭建立新表格，或從現有文字轉換表格。您也可以將表格嵌入表格中。

建立表格時，新表格會填入容器文字框的寬度。插入點在行的起點時，表格便會插入在同一行上，而插入點在行中
時，表格便會插入在下一行上。

表格就如同內嵌圖形一樣，會隨著周圍的文字移動。例如，當表格上方的文字大小點數變更，或新增、刪除文字時，
表格會在串連框架間移動。不過，表格無法在路徑文字框架中出現。

Michael Murphy 在注意您的表格風格中提供建立和格式化表格的文章。

InfiniteSkills.com 的 Jeff Witchell 提供視訊示範: 設定表格的基礎概念。

重新建立表格

當您在 InDesign 中建立表格時，可選擇在現有文字框中建立表格 (使用「插入表格」選項)。或者，您也可以建立表
格，並允許 InDesign 建立外圍文字框 (使用「建立表格」選項)。

使用「插入表格」選項

1. 若要在現有文字框中繪製表格，請使用文字工具 ，然後將插入點移至想要讓表格出現之處。

2. 選擇「表格 > 插入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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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如果游標目前不在文字框中，則無法使用「建立表格」選項。

3. 指定列數和欄數。
4. 如果表格內容會延續一個以上的欄或框架，請指定想要重複資訊的表頭與表尾列數。
5. (選擇性) 指定表格樣式。
6. 按一下「確定」。

出現的新表格會與文字框等寬。

使用「建立表格」選項

當您使用「建立表格」選項建立表格時，不需要先在文件中建立文字框。一旦在文件上繪製表格，InDesign 就會建立
與該表格相等大小的文字框。

1. 選擇「表格 > 建立表格」。

註解：

如果游標目前在文字框中，則可以使用「插入表格」選項。

2. 指定列數和欄數。
3. 如果表格內容會延續一個以上的欄或框架，請指定想要重複資訊的表頭與表尾列數。
4. (選擇性) 指定表格樣式。
5. 按一下「確定」。

6. 使用「表格」游標繪製您需要的表格。

InDesign 會建立與所繪製區域同等大小的文字框，並將表格放在該文字框之中。

表格列高是由指定的表格樣式所決定。例如，表格樣式可能會使用儲存格樣式，格式化表格的不同部分。如果任何儲
存格樣式包含段落樣式，段落樣式的行距值會決定該區域的列高。如果未使用段落樣式，文件的預設印刷邊界會決定
列高。(印刷邊界是基於行距值。在此內容中，印刷邊界是選取文字中反白標示的近似高度)。

從現有文字建立表格

在您將文字轉換成表格前，請確認文字已正確地設定。

1. 準備轉換文字前，請插入定位點、逗號、段落換行符號或其他字元來分隔欄。另外也需插入定位點、逗號、段
落換行符號或其他字元來分隔列(在許多實例中，文字不需編輯就可轉換成表格)。

2. 使用「文字」工具 ，選取要轉換為表格的文字。
3. 選擇「表格 > 將文字轉換為表格」。
4. 同時在「欄分隔元」和「列分隔元」中，指示新的列和欄開始的位置。選擇「定位點」、「逗號」或「段
落」，或在「欄分隔元」和「列分隔元」欄位中輸入如分號 (;) 這類字元 (任何輸入的字元會在下次從文字建
立表格時顯示於選單中)。

5. 如果指定的欄和列分隔元相同，請另行指示您要表格包含的欄數。
6. (選擇性) 指定表格樣式以格式化表格。
7.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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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如果表格中任一列的項目少於欄數，會以空白儲存格填滿列。

將表格嵌入表格中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取想要嵌入的儲存格或表格，然後選擇「編輯 > 剪下 (或拷貝)」。 將插入點置入想要顯示表格的儲
存格中，然後選擇「編輯 > 貼上」。

在儲存格內按一下，選擇「表格 > 插入表格」，指定列數和欄數，然後按一下「確定」。

2. 視需要調整儲存格內縮(請參閱格式化表格中的文字 。)

如果表格是在儲存格中建立的，您將無法使用滑鼠選取表格溢排在儲存格邊界外的任何部分。不過，您可以將列或欄
放大，或將插入點置入表格的第一個部分，並使用鍵盤快速鍵移動插入點來選取文字。

從其他應用程式讀入表格

當您使用「置入」指令讀入包含表格的 Microsoft Word 文件或 Microsoft Excel 試算表時，讀入的資料為可編輯的表
格。您可以使用「讀入選項」對話框控制格式設定。

另外也可以將 Excel 試算表或 Word 表格中的資料貼入 InDesign 或 InCopy 文件。「剪貼簿處理」偏好設定會決定如
何格式化從另一個應用程式貼入的文字。如果選取「僅文字」，資訊會顯示為未格式化的定位點分隔文字，您接著可
將其轉換為表格。如果選取「所有資訊」，貼上的文字會顯示在格式化表格中。

如果從另一個應用程式將文字貼入現有表格中，請插入足夠的列和欄以容納貼入的文字、選取「剪貼簿處理」偏好設
定中的「僅文字」選項，並確認至少選取一個儲存格 (除非要將貼上的表格嵌入儲存格中)。

如果要更深入控制讀入的表格格式，或要維護試算表格式，請使用「置入」指令讀入表格。如果要維護試算表的連
結，請在「檔案處理」偏好設定中選取「置入文字和試算表檔案時建立連結」選項。

您可以選取某個範圍內的表格儲存格，然後拷貝和貼上其中的標記文字。如果要在取代內容的同時保留格式，這個技
巧是一個很好的方式。例如，假設您要更新月刊中格式表格的內容，其中一項可能的做法就是連結到 Excel 試算表。
不過，如果您的內容來自其他來源，就可以拷貝內含新內容的標記文字，然後在經過格式化的 InDesign 表格中選取某
個範圍內的儲存格，最後再貼上。

將文字新增至表格

您可將文字、錨定物件、XML 標記和其他表格新增至表格儲存格。除非設定固定列高，否則表格列的高度會增加以容
納更多文字行。不過您無法將註腳新增至表格。

使用「文字」工具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將插入點置入儲存格，並輸入文字。按下 Enter 鍵或 Return 鍵，在相同的儲存格中建立新的段落。按
Tab 鍵會往下一個儲存格移動 (在最後一個儲存格中按 Tab 鍵則會插入新的一列)。按 Shift+Tab 往上
一個儲存格移動。

拷貝文字，將插入點放置在儲存格中，然後選擇「編輯 > 貼上」。

將插入點放在要新增文字的儲存格中，選擇「檔案 > 置入」，然後按兩下文字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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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將圖形新增至表格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將插入點放在要新增圖形的地方，選擇「檔案 > 置入」，然後按兩下圖形的檔案名稱。

將插入點放在要新增圖形的地方，選擇「物件 > 錨定物件 > 插入」，然後指定設定。 您之後可以將圖
形新增到錨定物件中。

拷貝圖形或框架、放置插入點，然後選擇「編輯 > 貼上」。

當您要新增比儲存格大的圖形時，儲存格高度會伸展以容納圖形，但儲存格的寬度不會變更，所以圖形可能會超出儲
存格的右側。 如果置入圖形的列設定為固定高度，高於列高的圖形將導致儲存格溢排。

如果要避免溢排儲存格，請將影像置入表格以外的地方、調整影像大小，然後將影像貼入表格儲存格。

新增表格表頭與表尾

建立長表格時，表格可能會跨越超過一個以上的欄、框架或頁面。您可以使用表頭或表尾在表格中各部分的頂端或底
部重複資訊。

您可以在建立表格時新增表頭與表尾列；也可以使用「表格選項」對話框新增表頭與表尾列，並變更其在表格中的外
觀。另外，您還可以將內文列轉換為表頭或表尾列。

表頭列會重複出現在每個框架中

如果要為表格按順序編號，例如「Table 1A」、「Table 1B」，請在表格表頭或表尾新增變數。(請參閱建立圖和表格
的跟續標題。)

將現有的列轉換為表頭或表尾列

1. 選取表格頂端的列來建立表頭列，或選取表格底部的列來建立表尾列。
2. 選擇「表格 > 轉換列 > 為表頭 (或為表尾)」。

變更表頭或表尾列選項

1. 將插入點置入表格中，然後選擇「表格 > 表格選項 > 表頭與表尾」。
2. 指定表頭或表尾列數。在表格的頂端或底部可以新增空白列。
3. 指定表頭或表尾中的資訊要在每個文字欄中顯示 (如果文字框有一個以上的欄)、每框架顯示一次，或每頁僅顯
示一次。

4. 如果不要表頭資訊出現在表格的第一列，請選取「略過第一個」。 如果不要表尾資訊出現在表格的最後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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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取「略過最後一個」。

如果要指出表頭或表尾是連續的，則「略過第一個」選項特別有用。例如，對於跨多重頁面的表格，您可能希
望表頭文字是「表 2 (續)」。由於您不希望「(續)」出現在表格的開頭處，可選取「略過第一個」，並在表格
的第一列中直接輸入表 2。

5. 按一下「確定」。

處理列和欄

您可以執行數個功能來建立類似的列和欄，或是複製列和欄。

您主要可以對表格的列和欄執行以下功能:

將表格中的列和欄拖放至同一表格中的其他位置。
複製列和欄。
將列和欄貼在其他列/欄之前或之後。
將列的內容複製至欄，或將欄的內容複製至列。

拖放與複製列/欄

您可以將表格中的列和欄移動至同一表格中的其他位置。請依照下列步驟拖放及複製列/欄。

1. 選取要拖放至其他列或欄的列或欄。請確定已選取整列或整欄。未選取整列或整欄將無法拖放。

2. 將游標移至所選列，此時會顯示特別的游標表示可以移動選取的部分
。

3. 現在可以拖放項目列了。您可以變換欄和列的位置。拖曳列只可放置為列，拖曳欄只可放置為欄。

拖放列和欄

在圖中，將列換個位置後，總列數仍保持和之前一樣，也就是只有三列。

註解：

拖放只能在同一表格中進行。

4. 若要複製列和欄，請在選取列或欄後按住 Alt 鍵 (Win) 或 Opt 鍵 (Mac)。可拖放連續選取的多個列或欄。

5. 拖放選取的列或欄至想要的位置。總列數或總欄數會增加，因為複製了選取的項目。

您也可以從表頭列和表尾列複製內容到內文列 (藉由按住 Alt/Opt 鍵)。 同樣地，您也可以重複內文列，並將其
轉換為表頭和表尾列。

除非是使用 alt/opt 鍵來複製列，否則您只能在表頭區段內拖放表頭列 (僅適用於有多個表頭列的情況)。除非是使用
alt/opt 鍵來複製列，否則不能將內文列拖放至表頭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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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列/欄並在前後貼上

您可以複製選取的列，並貼在該列之前或之後。使用「貼到之前/之後」工作流程時，也可以複製表格中的列/欄然後
貼到其他表格
。

1. 選取列/欄。

2. 選取目標列或欄。

3. 選取「表格 > 貼到之前/貼到之後」。

移除表頭或表尾列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將插入點置入表頭或表尾列，然後選擇「表格 > 轉換列 > 為內文」。

選擇「表格 > 表格選項 > 表頭與表尾」，然後指定不同的表頭列和表尾列數。

Adobe 也建議

格式化表格
置入 (讀入) 文字
調整欄、列和表格的大小
使用溢排儲存格
標記項目
將跨越框架的表格分行
建立跟續表頭和表尾的變數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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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和編輯表格

回到頁首

選取表格儲存格、列和欄
插入列和欄
刪除列、欄或表格
變更框架中表格的對齊方式
在表格中導覽
剪下、拷貝和貼上表格內容
移動或拷貝表格
將表格轉換為文字
組合表格
在內文編輯器中使用表格

選取表格儲存格、列和欄

當您選取儲存格中的部分或所有文字時，選取的文字會與在表格外選取的文字有相同的外觀。但是，如果選取的文字跨越一個以上的儲存格，儲存格
和其內容會一併選取。

如果表格跨越一個以上的框架，將滑鼠指標停留在任何不是第一個的表頭或表尾列上時，鎖定圖示會出現，表示您無法選取該列的文字或儲存格。如
果要選取表頭或表尾列的儲存格，請跳至表格起點。

選取儲存格
 使用「文字」工具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若要選取單一儲存格，請在儲存格中按一下或選取文字，然後選擇「表格 > 選取 > 儲存格」。

如果要選取多個儲存格，請拖移過儲存格邊界。請小心不要拖移到欄或列的界線，以免調整到表格大小。

如果要在選取儲存格中的所有文字和選取儲存格之間切換，請按下 Esc 鍵。

選取整個欄或列
 使用「文字」工具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儲存格中按一下或選取文字，然後選擇「表格 > 選取 > 欄 (或列)」。

將指標移動到欄的頂端或列的左緣，如此指標會變成箭號 (  或 )，然後按一下就可以選取整個欄或列。

選取列之前後

選取所有的表頭、內文或表尾列
1. 在表格內按一下或選取文字。
2. 選擇「表格 > 選取 > 表頭列 (或內文列或表尾列)」。

選取整個表格
 使用「文字」工具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表格中按一下或選取文字，然後選擇「表格 > 選取 > 表格」。

將指標移動到表格的左上角，如此指標會變成箭號 ，然後按一下選取整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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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表格之前後

將「文字」工具拖移過整個表格。

您也可以用選取錨定圖形的相同方式選取表格：將插入點移到表格之前或之後，然後按住 Shift 鍵，同時分別按下向右鍵或向左鍵以選取表格。

插入列和欄

您可以透過許多不同方式插入列和欄。

插入列
1. 將插入點置入想要顯示新列處的上方列或下方列中。
2. 選擇「表格 > 插入 > 列」。
3. 指定想要插入的列數。
4. 指定新列要顯示在目前列之前或之後，然後按一下「確定」。

新儲存格會有相同的格式設定，就如同置入插入點之列中的文字。

插入點在最後一個儲存格中時，也可以按下 Tab 鍵建立新列。

插入欄
1. 將插入點置入想要顯示新欄處旁邊的欄。
2. 選擇「表格 > 插入 > 欄」。
3. 指定想要插入的欄數。
4. 指定新欄要在目前欄之前或之後顯示，然後按一下「確定」。

新儲存格會有相同的格式設定，就如同置入插入點之欄中的文字。

插入多個列和欄
1. 使用儲存格中的插入點，選擇「表格 > 表格選項 > 表格設定」。
2. 指定不同的列數和欄數，然後按一下「確定」。

新列會新增到表格的底部；新欄則會新增到表格右側。

您也可以使用「表格」面板變更列數和欄數。如果要顯示「表格」面板，請選擇「視窗 > 文字與表格 > 表格」。

拖移插入列或欄
新增欄時，如果拖移超過所拖移之欄的一倍半寬度時，新欄的寬度會與原始欄相同。 如果只有拖移插入一個欄，該欄的寬度會比所拖移的欄更窄或更
寬。相同的行為也適用於列，除非所拖移之列的「列高」設定為「至少」。在這個狀況下，如果只有拖移建立一個新的列，InDesign 會視需要調整新
列大小，讓列高足以包含文字。

1. 將「文字」工具  放置在欄或列的邊界上，以顯示雙箭號圖示 (  或 )。
2. 向下拖移建立新列，或向右拖移建立新欄時，請按住滑鼠按鈕，接著再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如果在按住滑鼠按鈕前按
下 Alt 鍵或 Option 鍵，會出現「手形」工具，所以請確認按下 Alt 鍵或 Option 鍵前要先開始拖移)。

備註： 使用拖移以插入列或欄的方式，並不適用於水平表格的頂端或左緣，或是垂直表格中的頂端或右緣。 這些欄位僅用於選取列或欄。

刪除列、欄或表格

如果要刪除列、欄或表格，請將插入點置入表格中，或選取表格中的文字，然後選擇「表格 > 刪除 > 列 (或欄或表格)」。
如果要使用「表格選項」對話框刪除列和欄，請選擇「表格 > 表格選項 > 表格設定」。 指定不同的列數和欄數，然後按一下「確定」。列是由
下往上刪除；欄則是從右到左刪除。
備註： 但是在垂直表格中，列是從左到右刪除，欄則是由下往上刪除。
如果要利用滑鼠刪除列或欄，請將指標放置在表格底部邊界或表格右側，以顯示雙箭號圖示 (  或 )；向上拖移以刪除列，或向左拖移以刪除欄
時，按住滑鼠按鈕，然後再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備註： 如果在按住滑鼠按鈕前按下 Alt 鍵或 Option 鍵，會出現「手形」工具，所以請在開始拖移後再按下 Alt 鍵或 Option 鍵。

如果要刪除儲存格內容而不刪除儲存格，請選取包含要刪除文字的儲存格，或使用「文字」工具  選取儲存格中的文字。 按下 Backspace 鍵

562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或 Delete 鍵，或選擇「編輯 > 清除」。

變更框架中表格的對齊方式

表格會將段落或表格儲存格假設為建立時的寬度。不過，您仍然可以變更文字框或表格的大小，讓表格比框架更寬或更窄。在這種情況下，您可決定
表格在框架中的對齊方式。

1. 將插入點置入表格的右側或左側。請確認將文字插入點置入表格段落上，而非表格內。這時插入點會變得跟框架中的表格一樣高。
2. 在「段落」或「控制」面板中，按一下對齊按鈕 (例如「置中對齊」)。

在表格中導覽

使用 Tab 鍵或方向鍵在表格內移動。您也可以跳到特定列，這在長表格中特別有用。

使用 Tab 鍵在表格內移動
按 Tab 鍵會移動到下一個儲存格。如果在最後一個表格儲存格中按下 Tab 鍵則會建立新的列。如需將定位點或縮排插入表格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設定表格內的文字格式。

按 Shift+Tab 會移動到上一個儲存格。如果在第一個表格儲存格中按下 Shift+Tab，會將插入點移動到最後一個表格儲存格。
第一個、最後一個、上一個和下一個儲存格的定義會根據內文的書寫方向而有所不同。對水平書寫而言，第一個儲存格位於左上角，最後一個
儲存格位於右下角，上一個儲存格位於左方 (左側邊緣儲存格的上一個儲存格位於上一列的最右方)，下一個儲存格位於右方 (右側邊緣儲存格
的下一個儲存格位於下一列的最左方)。對垂直書寫而言，第一個儲存格位於右上角，最後一個儲存格位於左下角，上一個儲存格位於上方 (最
上方儲存格的上一個儲存格位於右列的最下方)，下一個儲存格位於下方 (最下方儲存格的下一個儲存格位於左列的最上方)。

使用方向鍵在表格內移動
 在垂直表格中，當插入點位於列的最後一個儲存格結尾時，如果按向下鍵，會將插入點移動到同一列的第一個儲存格起點。同樣的，在垂直表格
中，當插入點位於欄的最後一個儲存格結尾時，如果按下向左鍵，會將插入點移動到同一欄的第一個儲存格起點。

跳至表格中的特定列
1. 選擇「表格 > 跳至列」。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指定想要前往的列編號，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果目前的表格中有已定義的表頭或表尾列，請從選單中選擇「表頭」或「表尾」，然後按一下「確定」。

剪下、拷貝和貼上表格內容

無論是選取儲存格中的文字，還是選取表格外的文字，剪下、拷貝和貼上動作都是一樣的。您也可以將儲存格和其內容剪下、拷貝和貼上。如果貼上
儲存格時插入點在表格中，則表格中多個貼上的儲存格會顯示成表格。您也可以移動或拷貝整個表格。

1. 選取想要剪下或拷貝的儲存格，然後選擇「編輯 > 剪下 (或拷貝)」。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在表格中嵌入表格，請將插入點置入想要顯示表格的儲存格中，然後選擇「編輯 > 貼上」。

如果要取代現有儲存格，請在表格中選取一或多個儲存格，確認選取的儲存格下方和右方有足夠的儲存格後，選擇「編輯 > 貼上」。

移動或拷貝表格

1. 如果要選取整個表格，請將插入點置入表格中，然後選擇「表格 > 選取 > 表格」。
2. 選擇「編輯 > 剪下(或拷貝)」，將插入點移動到想要顯示表格的地方，然後選擇「編輯 > 貼上」。

將表格轉換為文字

1. 使用「文字」工具 ，將插入點置入表格中，或選取表格中的文字。

2. 選擇「表格 > 將表格轉換為文字」。
3. 同時在「欄分隔元」和「列分隔元」中，指定想要使用的分隔元。

為了得到最佳結果，請使用不同的欄和列分隔元，例如以定位點為欄分隔元；以段落為列分隔元。

4. 按一下「確定」。

將表格轉換為文字時，會移除表格行並在每一列或欄的結尾插入指定的分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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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表格

使用「貼上」指令，將兩個或多個表格組合為一個表格。

1. 在目標表格中，根據將從其他表格貼上的列，至少插入相同的空白列數 (如果插入列數少於拷貝列數，便無法貼上)。
2. 在來源表格中，選取要拷貝的儲存格(如果拷貝的欄儲存格多於目標表格的可用欄儲存格，便無法貼上)。
3. 在想要插入傳入列的位置，至少選取一個儲存格，然後選擇「編輯 > 貼上」。

如果貼上列的格式不同於表格其他列，請定義一或多個儲存格樣式，然後將儲存格樣式套用至貼上的儲存格。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並按一下儲存格樣式，覆寫現有格式。

Anne-Marie Concepcion 在合併表格中提供合併表格的文章。

在內文編輯器中使用表格

當您選擇「編輯 > 在內文編輯器中編輯」，表格和其內容會出現在「內文編輯器」中。您可以在「內文編輯器」中編輯表格。

在「內文編輯器」中編輯表格
A. 表格圖示 C. 溢排圖形

如果要在「內文編輯器」中展開或收合表格，請按一下在表格頂端，表格圖示左邊的三角形。

如果要決定表格是以列或欄排序，就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表格圖示 (Windows)，或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表格圖示 (Mac OS)，再選擇「依列排列」
或「依欄排列」。

使用「版面」檢視修改與設定表格格式。您無法在「內文編輯器」中選取欄或列。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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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表格線條與填色
變更表格邊界
新增線條與填色至儲存格
新增對角線至儲存格
表格線條與填色選項
在表格中交替線條與填色

關於表格線條與填色

您可以使用數種方式將線條與填色新增至表格中。使用「表格選項」對話框變更表格邊界的線條，並將間隔線條與填色新增至欄及列。如果要變更個
別儲存格 (或表頭/表尾儲存格) 的線條與填色，請使用「儲存格選項」對話框，或是使用「色票」、「線條」和「顏色」面板。

依預設，使用「表格選項」對話框選取的資訊會取代之前套用至表格儲存格的任何對應格式設定。不過，如果您在「表格選項」對話框中選取了「保
留本機格式設定」選項，套用至個別儲存格的線條與填色將不會被取代。

如果對表格或儲存格重複使用相同的格式設定，請建立並套用表格樣式或儲存格樣式。

變更表格邊界

您可以使用「表格設定」對話框或「線條」面板，變更表格邊界。

1. 使用儲存格中的插入點，選擇「表格 > 表格選項 > 表格設定」。
2. 在「表格邊界」中，指定想要的寬度、類型、顏色、色調和間隙設定(請參閱表格線條與填色選項)。
3. 在「線條繪製順序」中，從下列選項中選取繪製順序：
最佳結合 選取此選項，列線條會出現在不同顏色線條所交錯的點前方。此外，當像是雙線條的線條交錯時，線條會合併，且交錯的點會連接在
一起。

列線條置於前方 選取此選項，列線條會出現在前方。

欄線條置於前方 選取此選項，欄線條會出現在前方。

InDesign 2.0 相容性 選取此選項，列線條會出現在前方。此外，在像是雙線條的線條交錯時，線條會合併，但只有線條交錯為 T 形的交錯點會
連接在一起。

4. 如果不想要取代個別儲存格的線條資訊，請選取「保留本機格式設定」。
5. 按一下「確定」。

若要從表格移除線條與填色，請選擇「檢視 > 其他 > 顯示框架邊緣」以顯示表格的儲存格邊界。

新增線條與填色至儲存格

您可以使用「儲存格選項」、「線條」面板或「色票」面板，新增線條與填色至儲存格。

使用儲存格選項新增線條與填色
您可以在「預視」圖中選取或取消選取儲存格線條，決定將哪些線條格式化為線條或填色。如果要變更表格中所有列或欄的外觀，請使用第二個圖樣
已設定為 0 的間隔線條圖樣或間隔填色圖樣。

1. 使用「文字」工具 ，置入插入點或選取想要新增線條或填色的儲存格。 如果要新增線條或填色至表頭/表尾列，請選取表格開頭的表頭/表尾
儲存格。

2. 選擇「表格 > 儲存格選項 > 線條與填色」。
3. 在預視圖預視範圍中，指定將受線條變更影響的線條。例如，如果想要新增厚重線條至選取儲存格的外部線條，而不是內部線條，請按一下內部
線條將其取消選取(選取的線條為藍色；取消選取的線條則為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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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預視圖預視範圍中，選取想要影響的線條。

在預視圖預視範圍中，按兩下任何外部線條，選取整個外部選取範圍矩形。按兩下任何內部線條，選取所有的內部線條。在預視圖的其他地
方按三下，選取或取消選取所有線條。

4. 在「儲存格線條」中，指定想要的寬度、類型、顏色、色調和間隙設定(請參閱表格線條與填色選項)。
5. 在「儲存格填色」中，指定想要的顏色和色調設定。
6. 視需要選取「疊印線條」和「疊印填色」，然後按一下「確定」。

使用線條面板將線條新增至儲存格
1. 選取想要影響的儲存格。如果要將線條套用至表頭或表尾儲存格，請選取表頭或表尾列。
2. 選擇「視窗 > 線條」顯示「線條」面板。
3. 在預視圖預視範圍中，指定將受線條變更影響的線條。
4. 在「工具」面板中，確認已經選取「物件」按鈕  (如果已選取「文字」按鈕 ，線條變更將影響文字，而不是儲存格)。
5. 指定寬度值和線條類型。

使用色票面板將填色新增至儲存格
1. 選取想要影響的儲存格。如果要將填色套用至表頭或表尾儲存格，請選取表頭或表尾列。
2. 選擇「視窗 > 顏色 > 色票」以顯示「色票」面板。
3. 確認已經選取「物件」按鈕  (如果已選取「文字」按鈕 ，顏色變更將影響文字，而不是儲存格)。
4. 選取色票。

使用漸層面板將漸層新增至儲存格
1. 選取想要影響的儲存格。如果要將漸層套用至表頭或表尾儲存格，請選取表頭或表尾列。
2. 選擇「視窗 > 顏色 > 漸層」以顯示「漸層」面板。
3. 按一下「漸層分佈圖」，將漸層套用至選取的儲存格。視需要調整漸層設定。

新增對角線至儲存格

1. 使用「文字」工具 ，置入插入點或選取想要新增對角線的儲存格。

2. 選擇「表格 > 儲存格選項 > 對角線」。
3. 按一下您想要新增的對角線類型之按鈕。
4. 在「線條線條」中，指定想要的寬度、類型、顏色和間隙設定；指定「色調」百分比和「疊印」選項。
5. 在「繪製」選單中，選擇「對角線置於前方」，將對角線置入儲存格內容的前方；選擇「內容置於前方」，將對角線置入儲存格內容的後方，然
後按一下「確定」。

表格線條與填色選項

選取表格或儲存格的線條與填色時，請使用下列選項：

寬度 指定表格或儲存格邊界的線條粗細。

類型 指定線條樣式，例如「粗 - 細」。
顏色 指定表格或儲存格邊界的顏色。所列出的選擇也可在「色票」面板中使用。

色調 指定套用至線條或填色的特定顏色之油墨百分比。

間隙顏色 將顏色套用到虛線、點虛線或線條間的區域。如果在「文字」中選取了「實線」，將不可使用此選項。

間隙色調 色調套用到虛線、點虛線或線條間的區域。如果在「文字」中選取了「實線」，將不可使用此選項。

疊印 選取此選項時，在「顏色」下拉式清單中指定的油墨會覆蓋在底色上，而不是將那些油墨的底色除去。

在表格中交替線條與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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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交替使用不同的線條與填色，以提升表格的可讀性，或是美化表格的外觀。間隔表格列的線條和填色不會影響表頭或表尾列。不過，間隔表格
欄的線條和填色卻會影響表頭與表尾列。

除非您已在「表格選項」對話框中選取了「保留本機格式設定」選項，否則交替線條與填色設定將會取代儲存格線條的格式設定。

如果想要將填色或線條套用至表格中的所有內文儲存格，而不僅是間隔圖樣，同樣可以使用交替線條與填色設定來建立這類的非間隔圖樣。如果要
建立這類的效果，請在第二個圖樣的「下一個」中指定「0」。

在表格中套用間隔填色之前 (左圖) 和之後 (右圖)

新增間隔線條至表格
1. 使用儲存格中的插入點，選擇「表格 > 表格選項 > 間隔列線條 (或間隔欄線條)」。
2. 在「間隔圖樣」中，選取想要使用的圖樣之類型。如果您想要指定圖樣，請選取「自訂」(例如，一個有粗黑線條的欄，後面再接著三個有細黃
線條的欄)。

3. 在「間隔」下，指定第一個圖樣和下一個圖樣的填色選項。例如，您可能會想將實線線條新增至第一欄，並將「粗細」線條新增至下一欄，讓它
們交替出現。 如果想要影響所有的列或欄，請在「下一個」中指定「0」。
備註： 在跨越多個框架的表格中，列的間隔線條與填色並不會在內文的其他框架開頭處重新啟動(請參閱將跨越框架的表格分行)。

4. 如果想要保留先前套用至表格的格式化線條之效果，請選取「保留本機格式設定」。
5. 對於不想要顯示線條屬性的表格，請在「略過第一個」和「略過最後一個」中指定其開頭和結尾處的列或欄數，然後按一下「確定」。

新增間隔填色至表格
1. 使用儲存格中的插入點，選擇「表格 > 表格選項 > 間隔填色」。
2. 在「間隔圖樣」中，選取想要使用的圖樣之類型。如果您想要指定圖樣，請選取「自訂」(例如一個有灰色陰影的列，後面再接著三個有黃色陰
影的列)。

3. 在「間隔」下，指定第一個圖樣和後續圖樣的填色選項。例如，如果在「間隔圖樣」中選取了「每隔兩欄」，您可能會想要將前兩欄加上灰色色
調陰影，再將後兩欄加上黑色調陰影。如果想要套用填色至所有列，請指定「0」。

4. 如果想要保留先前套用至表格的格式化填色之效果，請選取「保留本機格式設定」。
5. 對於不想要顯示填色屬性的表格，請在「略過第一個」和「略過最後一個」中指定其開頭和結尾處的列或欄數，然後按一下「確定」。

關閉表格中的間隔線條與填色
1. 將插入點置入表格。
2. 選擇「表格 > 表格選項 > 間隔列線條 (或間隔欄線條或間隔填色)」。
3. 在「間隔圖樣」中選擇「無」，然後按一下「確定」。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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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性

建立和編輯移動預設集 (影片 5:23)
Anne-Marie Concepcion   (2011/01/01)
教學影片
觀看如何編輯和自訂移動路徑預設集，此預設集可讓您在 InDesign 中製作影像或文字的動畫。

建立交互參照 (影片 5:45)，CS4-CS6
David Blatner  (2011/01/01)
教學影片
瞭解新增交互參照的程序步驟。建立交互參照，當目標文字或分頁變更時，交互參照也會快速更新。建立自訂的交互參照格式。

建立具有互動功能的文件 (影片 8:06)
Anne-Marie Concepcion   (2011/01/01)
教學影片
瞭解如何使用「媒體」面板、「預視」面板和「計時」面板來決定何時發生何事。

快速建立互動文件 (PDF，201 KB)
文章  (2011/01/01)
讓您瞭解如何新增互動性至文件的方便教學課程。

建立多狀態物件 (PDF，203 KB)
文章  (2011/01/01)
此簡短教學課程展示如何建立多狀態物件以新增互動性。

建立豐富互動性文件 (PDF，6.7 MB)
文章  (2011/01/01)
瞭解如何使用 InDesign 建立豐富的互動文件。

探索新的 FLA 轉存選項 (影片 6:26)
Anne-Marie Concepcion   (2011/01/01)
教學影片
展示如何使用 InDesign CS5 及更新版本中的增強「轉存」對話框，以各種 Flash 格式發佈您的 InDesign 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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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內容

表單工作流程
新增表單欄位
指定跳位順序

表單工作流程

您可以在 InDesign 中設計格式，然後直接轉存為 PDF。InDesign 現在支援表格欄位和其他表格動作。按鈕與表單庫 (「視窗� > 互動式 > 按鈕與表
單」) 提供表單項目，供您用來設計互動式表單。

使用 InDesign，您可以在 InDesign 內建立簡單的表單，完全不需要在發行後以 Acrobat 處理 PDF 文件。您可以在文件頁面內新增簡單的表單元素。
支援如文字欄位、選項按鈕、核取方塊或簽章等常見欄位類型。您也可以新增以電子郵件送出表單或列印表單的動作。

除了基本設計之外，您也可以使用 InDesign 中的創意功能，讓您的表單呈現設計師的專業風格。

將純色筆畫或填色新增至 PDF 表單欄位。
新增按鈕、核取方塊及選項按鈕的自訂 On、Off 及 Hover 狀態。
指定文字輸入欄位的字體大小。

例如，若要收集信用卡資訊，您可以使用信用卡圖示做為選項按鈕，並針對選取的狀態使用不同的影像。

對於進階表單工作流程，您可以轉存基本表單，然後在 Adobe Acrobat 中繼續編輯。

新增表單欄位

使用「按鈕與表單」面板可將表單欄位新增至版面。新增互動式表單欄位的程序與新增按鈕相同，因此您不需要學習新程序。您可以建立可在 Adobe
Reader 或 Adobe Acrobat 中使用的表單。使用 InDesign，您可以建立一些一般無法使用 Acrobat 建立的表單。

「按鈕與表單」面板

1. 在要置入表單欄位的位置中置入框架。
2. 開啟「按鈕與表單」面板 (「視窗 > 互動式 > 按鈕與表單」)。
3. 選取框架，並且從「類型」清單中選擇表單元素類型。或者，以滑鼠右鍵按一下框架，並選擇「互動式 > 轉換為 [...]」
4. 輸入表單欄位的名稱。若要建立選項按鈕群組，所有的個別按鈕都必須具有相同的名稱。
5. 選擇事件，並新增與其相關聯的動作。已新增「清除表單」、「列印表單」和「送出表單」這類的動作。在「送出表單」動作中，將 URL 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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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mailto:xyz@example.com"。
6. 對於選項按鈕、核取方塊或按鈕：針對不同的狀態來設定外觀屬性。InDesign 會針對不同狀態新增預設圖形，但是您也可以新增自己的圖形。
7. 指定 PDF 選項：

描述 - 輸入的值顯示為工具提示，並且用於建立可存取的表單
按鈕值 - 此值對應於 Acrobat 中的轉存值，而且也可以用來在可存取表單中識別群組中的選項按鈕。

指定跳位順序

若要建立使用便利且可存取的表單，必須指派可使用的跳位順序。使用者不需要使用指標裝置，就能夠在表單欄位之間切換。按下 Tab 鍵會將焦點移
至下一個邏輯欄位。

有兩種方法，可在標記的 PDF 中指定跳位順序：

使用「文章」面板 (「視窗 > 文章」) 指定自訂的跳位順序
選擇「物件 > 互動 > 設定跳位順序」。

使用「文章」來指定跳位順序

使用「文章」面板指定跳位順序

1. 開啟「文章」面板 (「視窗 > 文章」)。

2. 將表單欄位拖曳到「文章」面板。

3. 在文章面板中，拖曳以按照所需的順序重新排列欄位。

若要讓螢幕助讀程式使用指定的順序，請從「文章」面板選單中，啟用「用於標記式 PDF 中的讀取順序」。轉存 PDF 時，記得啟用「建立標記式
PDF」選項。

使用「結構」來指定跳位順序

1. 選擇「物件 > 互動 > 設定跳位順序」。
2. 按一下「上移」或「下移」，依所需的跳位順序來排列項目。

當轉存為互動 PDF 時，請在「PDF 轉存」對話框中啟動「使用跳位順序的結構」。

另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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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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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超連結面板概觀
建立超連結
管理超連結
編輯從 Word 讀入的超連結

超連結面板概觀

您可以建立超連結，好讓您在 InDesign 中轉存為 Adobe PDF 或 SWF 時，使用者就可以按一下連結，跳到同一份文件的其他位置，或是跳到其他文
件或網站。您在 InCopy 中轉存為 PDF 或 SWF 的超連結非使用中。

「來源」是超連結的文字、超連結的文字框或是超連結的圖形框。 「目的地」是 URL、檔案、電子郵件地址、頁面文字錨點，或是超連結跳至的共用
目的地。來源可以只跳到某個目的地，但任何數目的來源都可以跳到相同目的地。

「來源」是超連結的文字或超連結的圖形。「目的地」是 URL、檔案、電子郵件地址、頁面文字錨點，或是超連結跳至的共用目的地。來源可以只跳
到某個目的地，但任何數目的來源都可以跳到相同目的地。

如果您要從目的地文字產生來源文字，請插入交互參照，而不是新增超連結。請參閱交互參照。

超連結面板

A. 目前文件中的超連結清單 B. URL 可用性即時回饋的紅綠燈指標 C. 電子郵件連結 D. 可點擊的頁碼，帶您至連結所在的頁面並選取連結 

開啟超連結面板

選擇「視窗 > 互動 > 超連結」。

在超連結面板中排序超連結

從「超連結」面板選單中選擇「排序」，然後選擇下列任何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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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動

依名稱

依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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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註解：

註解：

依照超連結加入文件的順序來顯示超連結。

依字母順序顯示超連結。

在類型類似的群組中顯示超連結。

在小型列中顯示超連結

從「超連結」面板選單中選擇「小型面板列」。

建立超連結

您可以建立頁面、URL、文字錨點、電子郵件地址和檔案的超連結。如果您在另一份文件中建立頁面或文字錨點的超連結，轉存的檔案必須出現在相
同的檔案夾中。

若要顯示或隱藏超連結，請選擇「檢視 > 其他 > 顯示超連結 (或隱藏超連結)」。

如果在 InDesign 中選取「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內的「超連結」，轉存的 Adobe PDF 檔案就會包含超連結。如果在「轉存 SWF」對話
框中選取「包含超連結」，轉存的 SWF 檔案中就會包含超連結。

建立網頁的超連結 (URL)

您可以使用幾個方法來建立 URL 的超連結。當您指定 URL 時，可以使用任何有效的網際網路資源通訊協定：http://、file://、ftp:// 或 mailto://。

您也可以使用「按鈕」功能連結到網頁。(請參閱按鈕。)

在 InDesign CC 中，超連結會以超連結樣式自動格式化 - 在藍色文字下加底線。

1.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選取的文字、框架或圖形，選擇「超連結」>「新增超連結」。 「新增超連結」對話框隨即顯示。

2. 指定適當的 URL 目的地:

在 URL 文字框中，輸入或貼上 URL 名稱 (例如 http://www.adobe.com)。確定已在「連結至」下拉式清單中選取 URL 選項。

-或-

從 URL 下拉式清單中選取之前所新增的 URL。超連結外觀與之前 URL 中使用的外觀相同。

3. 按一下「確定」。

如果 URL 超連結在轉存的 PDF 中沒有作用，則作為「共用目的地」的超連結可能有問題。 取消選取「共用的超連結目的地」勾選框，然後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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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檔案的超連結

當您建立檔案的超連結時，在轉存的 PDF 或 SWF 檔中按一下此超連結便會在其原始應用程式中開啟檔案，例如用於 .doc 檔的 Microsoft Word。

請確定您所指定的檔案可供開啟您所轉存之 PDF 或 SWF 檔案的任何人使用。例如，如果您要將轉存的 PDF 傳送給同事，請指定位於共用伺服器上
的檔案，而不是您硬碟上的檔案。

1. 選取您想做為超連結來源的文字、框架或圖形。

2. 在「超連結」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超連結」，或是按一下「超連結」面板底部的「建立新超連結」按鈕。

3. 在「新增超連結」對話框中，從「連結至」選單中選擇「檔案」。

4. 在「路徑」中輸入路徑名稱，或是按一下檔案夾按鈕來尋找並按兩下檔名。

5. 如果您要將檔案儲存在「超連結」面板中以便重複使用，請選取「共用超連結目的地」。

6. 指定超連結來源的外觀，然後按一下「確定」。

建立電子郵件的超連結

1. 選取您想做為超連結來源的文字、框架或圖形。

2. 在「超連結」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超連結」，或是按一下「超連結」面板底部的「建立新超連結」按鈕。

3. 在「新增超連結」對話框中，從「連結至」選單中選擇「電子郵件」。

4. 在「地址」中輸入電子郵件地址，例如 username@company.com。

5. 在「主旨行」中輸入出現在電子郵件主旨行中的文字。

6. 如果您要將電子郵件儲存在「超連結」面板中供您方便重複使用，請選取「共用超連結目的地」。

7. 指定超連結來源的外觀，然後按一下「確定」。

建立頁面的超連結

您不必先建立目的地，就可以建立頁面的超連結。但是，如果建立頁面目的地，您就能指定頁碼並檢視設定。

1. 選取您想做為超連結來源的文字、框架或圖形。

2. 在「超連結」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超連結」，或是按一下「超連結」面板底部的「建立新超連結」按鈕。

3. 在「新增超連結」對話框中，從「連結至」選單中選擇「頁面」。

4. 在「文件」裡，選取包含您希望跳到的目的地文件。所有開啟的已儲存文件都會列在彈出式選單內。 如果您尋找的文件未開啟，請選取彈出式
選單中的「瀏覽」，找到檔案，接著按一下「開啟」。

5. 在「頁面」上指定您要跳至的頁碼。

6. 在「縮放設定」中，執行下列任一項步驟，選取目的地頁面的檢視狀態：

選取「固定」顯示您建立連結時的放大層級，以及頁面位置。

選取「符合檢視」顯示目前頁面做為目的地的可見部分。

選取「符合視窗」，在目的地視窗中顯示目前頁面。

選取「符合寬度」或「符合高度」在目的地視窗顯示目前頁面的寬度或高度。

選取「符合可見」顯示頁面，讓文字與圖形符合視窗寬度，通常表示不會顯示邊界。

選取「承襲縮放」，以使用者按一下超連結時使用的放大比例來顯示目的地視窗。

7. 指定外觀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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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元樣式

建立超連結目的地

只有當您要建立「文字錨點」的超連結或交互參照時，才需要超連結目的地。文字錨點可以指向文字選取範圍或是插入點位置。然後，您要建立指向
超連結目的地的超連結或交互參照。您也可以針對頁面和 URL 建立超連結目的地，但是這些連結不需要目的地。

您建立的超連結目的地不會出現在「超連結」面板中，而是會出現在當您建立或編輯超連結時所出現的對話框中。

1. 如果您要建立文字錨點，請使用「文字」工具置入插入點，或是選取要成為錨點的文字範圍。

您無法在主版頁面上設定文字的錨點目的地。

2. 在「超連結」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超連結目的地」。

3. 在「文字」選單中選擇「文字錨點」。指定文字錨點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4. 請執行以下任一動作，然後按一下「確定」：

在「文字」選單中選擇「文字錨點」。指定文字錨點的名稱。

在「文字」選單中選擇「頁面」。指定您想要跳至的頁碼及「縮放設定」。輸入頁面的名稱，或是選取「以頁碼命名」，根據您指定的頁碼
和縮放設定來自動命名目的地。

在「文字」選單中選擇「URL」。輸入或貼上 URL，例如 http://www.adobe.com。您可以使用任何有效的網際網路資源通訊協
定：http://、file://、ftp:// 或 mailto://。

建立文字錨點的超連結

1. 選取您想做為超連結來源的文字、框架或圖形。

2. 在「超連結」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超連結」，或是按一下「超連結」面板底部的「建立新超連結」按鈕。

3. 從「連結至」選單中選擇「文字錨點」。

4. 在「文件」裡，選取包含您希望跳到的目的地文件。所有開啟的已儲存文件都會列在彈出式選單內。 如果您尋找的文件未開啟，請選取彈出式
選單中的「瀏覽」，找到檔案，接著按一下「開啟」。

5. 從「文字錨點」選單中，選擇您所建立的文字錨點目的地。

6. 指定超連結外觀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建立任何共用目的地的超連結。

在建立超連結時，如果您從「連結至」選單中選擇「共用目的地」，就可以指定任何已命名的目的地。當您使用「URL」文字框新增 URL，或是如果
在建立 URL、檔案或電子郵件地址的超連結時選取「共用超連結目的地」，便會命名目的地。

1. 選取您想做為超連結來源的文字、框架或圖形。

2. 在「超連結」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超連結」，或是按一下「超連結」面板底部的「建立新超連結」按鈕。

3. 在「新增超連結」對話框中，從「連結至」選單中選擇「共用目的地」。

4. 在「文件」裡，選取包含您希望跳到的目的地文件。所有開啟的已儲存文件都會列在彈出式選單內。 如果您尋找的文件未開啟，請選取彈出式
選單中的「瀏覽」，找到檔案，接著按一下「開啟」。

5. 從「名稱」選單中選擇目的地。

6. 指定超連結外觀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超連結外觀選項

這些選項會決定轉存之 PDF 或 SWF 檔中超連結或交互參照來源的外觀。如果您選擇「檢視 > 其他 > 顯示超連結」，這些外觀選項也會顯示在
InDesign 文件中。

選擇要套用到超連結來源的字元樣式。依預設，InDesign 會對選取的文字或物件套用「超連結」樣式。針對文字，您可以從「新增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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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加亮標明

顏色

寬度

樣式

回到頂端

對話框的「樣式」下拉式清單中輕鬆選擇不同的樣式。針對非文字物件，InDesign 會對連結套用設計時期的視覺辨識物 – 在物件外圍加虛線，顏色則
繼承圖層顏色。

將字元樣式套用至文字連結

已在文件字元樣式清單中加入字元樣式。已將樣式列印及轉存。

將視覺辨識物套用至物件連結

在連結的物件上套用虛線外框。僅為視覺識別碼，並無列印或轉存。

選取「可見矩形」或「不可見矩形」。

選取「反轉」、「外框」、「內縮」或「無」。這些選項會決定在 PDF 或 SWF 檔中按一下超連結時的超連結外觀。

選取可見超連結矩形的顏色。

選取「細」、「中」或「粗」可決定超連結矩形的粗細。

選取「實線」或「虛線」可決定超連結矩形的外觀。

將 URL 轉換為超連結

您可以在文件中尋找和轉換 URL ( 例如 “www.adobe.com”)，並且將它們轉換為超連結。

1. 從「超連結」面板選單中選擇「將 URL 轉換為超連結」。

2. 對於範圍，請指出您是要在整份文件、目前內文還是目前選取範圍中轉換 URL。

3. 若要將字元樣式套用至超連結，請從「字元樣式」選單中選取一種字元樣式。

4. 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然後按一下「完成」。

按一下「尋找」可查找下一個 URL。

按一下「轉換」可將目前的 URL 轉換為超連結。

按一下「全部轉換」可將所有 URL 轉換為超連結。

管理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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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使用「超連結」面板編輯、刪除、重設或尋找超連結。在 InCopy 中，只有在已取出內文進行編輯時，才可以管理超連結。

編輯超連結

1.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超連結的文字或物件，選擇「超連結」>「編輯超連結」。

-或-

在「超連結」面板中，按兩下您要編輯的項目。

2. 在「編輯超連結」對話框中，視需要變更超連結，然後按一下「確定」。

若要編輯 URL 的超連結，請選取超連結，然後在「URL」文字框中編輯 URL，再按 Tab 或 Enter 鍵。

刪除超連結

移除超連結後，來源文字或圖形仍舊不變。

在「超連結」面板內選取您要移除的項目，接著按一下位在面板底部的「刪除」按鈕。

重新命名超連結來源

重新命名超連結來源會變更其在「超連結」面板中呈現的方式。

1. 在「超連結」面板中，選取此超連結。

2. 從「超連結」面板選單中選擇「重新命名超連結」，並指定新的名稱。

編輯或刪除超連結目的地

1. 開啟目的地出現的文件。

2. 在「超連結」面板選單中選擇「超連結目的地選項」。

3. 在「目的地」上選取您要編輯的目的地名稱。

4.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按一下「編輯」，接著視需要變更目的地。

按一下「刪除」移除目的地。

5. 當您完成目的地的編輯或刪除後，請按一下「確定」。

重設或更新超連結

1. 選取將要當做新超連結來源的文字範圍、文字框或圖形框架。例如，您可能會想要選取其他文字加入來源中。

2. 在「超連結」面板中選取超連結。

3.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超連結」面板選單中選擇「重設超連結」。

如果要更新超連結至外部文件，請在「超連結」面板選單中選擇「更新超連結」。

跳至超連結來源或錨點

如果要找到超連結或交互參照的來源，請在「超連結」面板內選取您要尋找的項目。在「超連結」面板選單中選取「跳至來源」。這樣會選取文
字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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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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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找到超連結或交互參照的目的地，請在「超連結」面板內選取您要尋找的項目。在「超連結」面板選單中選擇「跳至目的地」。

如果該項目是 URL 目的地，InDesign 就會啟動或切換至網頁瀏覽器，以顯示目的地。如果該項目是文字錨點或頁面目的地，InDesign 就會跳至該位
置。

編輯從 Word 讀入的超連結

將含超連結的 Microsoft Word 文件讀入 InDesign 文件時，您可能會注意到超連結 URL (例如 www.adobe.com) 周圍有一個方框或邊框。InDesign 文
件會承襲稱為 Word_R0_G0_B255 的藍色色票。該文件也會承襲稱為「超連結」的字元樣式，即將文字加底線並套用藍色的樣式。

若要移除方框，請在「超連結」面板中按兩下此超連結。在「外觀」下，從「文字」選單中選擇「不可見矩形」，然後按一下「確定」。

您可能也會想要刪除讀入的色票。這樣做時，您可以將其取代成不同的色票。請參閱刪除個別色票。

在 InDesign 中置入 Word 文件之前，您可能會想要從 Word 文件的 URL 中移除超連結，以避免承襲此格式設定。請參閱 Word 說明文件。另一個
選項是在讀入之前，先在 InDesign 文件中建立名為「超連結」的字元樣式。當您讀入 Word 文件時，預設就會使用同名的 InDesign 樣式。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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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參照

回到頂端

註解：

插入交互參照
使用交互參照格式
管理交互參照

撰寫手冊或參考文件時，您可能會想要加入交互參照，好讓使用者可以從文件中的某部分參考到另一部分。例如：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49 頁
的「地鼠」。您可以指定交互參照是衍生自段落樣式 (例如標題樣式)，或衍生自您建立的文字錨點。您也可以決定交互參照格式，例如只有「頁碼」
或「完整段落和頁碼」。

插入交互參照

使用交互參照面板將交互參照插入您的文件中。若要開啟面板，請選取「Window」>「文字與表格」>「交互參照」。

A. 按一下綠色的視覺指示符以前往目的地。 B. 按一下頁碼以選取來源。 C. 按一下圖示以建立交互參照。 

參考的文字即稱為「目的地文字」，從目的地文字產生的文字則稱為「來源交互參照」。

當您在文件中插入交互參照時，可以從幾個預先設計的格式中選擇，或者建立您的自訂格式。您可以將字元樣式套用到整個交互參照來源或是交互參
照內的文字，也可以同步處理整本書的交互參照格式。

交互參照來源文字是可編輯的，而且可以分行。

如果在 InDesign 中選取「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內的「超連結」，轉存的 Adobe PDF 檔案就會包含交互參照。如果在「轉存 SWF」對
話框中選取「包含超連結」，轉存的 SWF 檔案中就會包含交互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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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交互參照

A. 選取的目的地段落 B. 按一下這裡可建立或編輯交互參照格式。 

1. 將插入點置於要插入交互參照的地方。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開啟「新增交互參照」對話框：

選擇「文字 > 超連結與交互參照 > 插入交互參照」。

選擇「視窗 > 文字與表格 > 交互參照」，然後從面板選單中選擇「插入交互參照」

。

在面板中按一下「建立新交互參照」按鈕

。

3. 在對話框中，從「連結至」選單中選擇「段落」或「文字錨點」。

如果您選擇「段落」，可以在您指定的文件中建立任何段落的交互參照。

如果您選擇「文字錨點」，則可以建立您已建立超連結目的地之任何文字的交互參照(請參閱建立超連結目的地。)如果您想要使用與實際目的地
段落不同的文字，建立文字錨點會特別實用。

4. 在「文件」中，選取包含您希望參考之目的地的文件。所有開啟的已儲存文件都會列在彈出式選單內。 如果您尋找的文件未開啟，請選擇「瀏
覽」，找到檔案，接著按一下「開啟」。

5. 按一下左邊方塊中的段落樣式 (例如 Head1) 來縮小選擇範圍，然後選取您想要參考的段落(或者，如果已選取「文字錨點」，請選擇文字錨
點)。

6. 從「格式」選單中選擇您想要使用的交互參照格式。

您可以編輯這些交互參照格式，或是建立您自己的格式。請參閱使用交互參照格式。

7. 指定 PDF 外觀選項以進行交互參照。

8. 按一下「確定」。

當您插入交互參照時，文字錨點標記 當您選擇「文字 > 顯示隱藏字元」時，可以檢視這個標記。如果移動或刪除這個標記，交互參照就會變成未解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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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使用交互參照格式

「新增交互參照」對話框內會預設顯示幾個交互參照格式。您可以編輯這些格式、加以刪除，或是建立您自己的格式。

如果您已刪除或編輯文件中的交互參照格式，而且想要讓這些格式回到預設格式，您可以從面板選單中選擇「載入交互參照格式」，並選擇未
編輯格式的文件。您也可以同步處理書中的交互參照格式。

建立或編輯交互參照格式

交互參照格式可加以編輯或刪除，與其他預設集不同。當您編輯交互參照格式時，使用該格式的任何來源交互參照都會自動更新。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從「交互參照」面板選單中選擇「定義交互參照格式」

。

建立或編輯交互參照時，請按一下「建立或編輯交互參照格式」按鈕 。

·

2. 在「交互參照格式」對話框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若要編輯格式，請選取左邊的格式。

若要建立格式，請選取新格式所依據的格式，然後按一下「建立格式」按鈕 。這樣會複製選取的格式。

3. 在「名稱」中，指定格式的名稱。

4. 在「定義」文字框中，視需要新增或移除任何文字。按一下「建構區塊」圖示 ，從選單中插入建構區塊。按一下「特殊字元」圖示 ，選取破折

號、空格、引號和其他特殊字元。

5. 若要將字元樣式套用到整個交互參照，請選取「交互參照字元樣式」，然後從選單中選擇或建立此字元樣式。

您也可以使用「字元樣式」建構區塊，將字元樣式套用到交互參照內的文字。

6. 按一下「儲存」儲存變更。完成時按一下「確定」。

交互參照建構區塊

建構區塊 作用 範例

頁碼 插入頁碼。 第 <pageNum/> 頁

第 23 頁

段落編號 在編號清單的交互參照中插入段落編號。 請參閱 <paraNum/>

請參閱 1

在這個範例中，只有「1」會從此段落使用：「1. Anim

段落文字 在編號清單的交互參照中插入段落文字，而不含段落編號。請參閱「<paraText/>」

請參閱「Animals」

在這個範例中，只有「Animals」會從此段落使用：「1  

完整段落 插入整個段落，包括段落編號及段落文字。 請參閱「<fullPara/>」

請參閱「1. Animals」

部分段落 可讓您建立段落第一部分的交互參照，一直到指定的分隔符號，例如冒號或長破折號。請參閱 <fullPara delim=”:” includeDelim=”false”/>

請參閱第七章

在這個範例中，只有「Chapter 7」會從「Chapter 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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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部分段落的交互參照

您可以將交互參照格式設計為只包含段落的第一部分。例如，如果文件中的標題類似「Chapter 7—Granada to Barcelona」，您可以建立一個只參考
「Chapter 7」的交互參照。

部分段落的交互參照

A. 交互參照來源會以長破折號 (^_) 做為結尾 B. 「false」會從來源中排除長破折號 

當您插入「部分段落」建構區塊時，必須做兩件事情。第一，在引號之間指定分隔符號。此分隔符號是段落結尾的字元。常見的分隔符號包括冒號
(Chapter 7: Granada)、句號 (Chapter 7.Granada) 及破折號 (Chapter 7—Granada)。若要插入特殊字元 (例如長破折號 (^_)、全形空格 (^m) 和項目
符號字元 (^8))，請從按一下「特殊字元」圖示時出現的選單中選擇一個選項。

第二，指出是要排除 (Chapter 7) 還是包含 (Chapter 7—) 分隔符號字元。使用 includeDelim=”false” 可排除分隔符號，而使用 includeDelim=”true” 可
包含分隔符號。您可以分別使用“0”或“1”，而不要使用“false”或“true”。

在交互參照內套用字元樣式

指定分隔符號 (例如這個範例中的 :)，並指出來源交互參

請參閱建立部分段落的交互參照。

文字錨點名稱 插入文字錨點名稱。您可以從「超連結」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超連結目的地」，以建立文字錨點。請參閱 <txtAnchrName/>

請參閱圖 1

章節編號 插入章節編號。 第 <chapNum/> 章

第 3 章

檔案名稱 插入目的地文件的檔案名稱。 在 <fileName/> 中

在 newsletter.indd 中

字元樣式 將字元樣式套用到交互參照中的文字。 請參閱第 <pageNum> 頁的 <cs name=”bold”><fullPar

請參閱第 23 頁的 Animals。

指定字元樣式名稱，並包括您想要將此字元樣式套用到

請參閱在交互參照內套用字元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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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要強調交互參照內的某段文字，您可以使用「字元樣式」建構區塊。此建構區塊是由兩個標記所組成。<cs name=”stylename”> 標記指出所
套用的樣式，而 </cs> 標記則會做為字元樣式的結尾。這些標記之間的任何文字或建構區塊都會使用指定的樣式加以格式化。

將字元樣式套用到交互參照的區段

A. 這個標記會套用名為「Red」的字元樣式。  B. 這個標記會做為字元樣式格式設定的結尾。 C. 名為「Bold」的字元樣式會套用到其餘的交互參照來
源。 

1. 建立您要使用的字元樣式。

2. 在「交互參照格式」對話框中，建立或編輯您想要套用的格式。

3. 在「定義」底下，選取您想要套用此字元樣式的文字和建構區塊。

4. 從定義清單右邊的選單中，選擇「字元樣式」。

5. 在引號之間輸入字元樣式的名稱，此名稱必須與「字元樣式」面板中出現的名稱一模一樣。

樣式名稱會區分大小寫。如果此字元樣式位於群組中，請輸入此群組的名稱，後面緊接著冒號，再加上字元樣式，例如 Style Group 1:
Red。

6. 按一下「儲存」儲存格式，然後按一下「確定」。

載入 (讀入) 交互參照格式

當您從另一個文件中載入交互參照格式時，傳入的格式會取代名稱相同的任何現有格式。

在 InCopy 中，您只能在獨立文件中讀入交互參照格式。您無法將 InCopy 文件中的格式讀入 InDesign 文件中。如果在存回內文時，InCopy 中的新格
式或修改過的格式與 InDesign 文件中的格式發生衝突，則以 InDesign 格式為優先。

1. 從「交互參照」面板選單中選擇「載入交互參照格式」。

2. 按兩下包含您要讀入之交互參照格式的文件。

您也可以同步處理書冊而在文件之間共用交互參照格式。

刪除交互參照格式

您無法在文件中刪除已經套用至交互參照的交互參照格式。

1. 在「交互參照格式」對話框中，選取您想要刪除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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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2. 按一下「刪除格式」按鈕 。

管理交互參照

當您插入交互參照時，「交互參照」面板會指示交互參照的狀態。例如，圖示會指出目的地文字是否出現在作業範圍 、主版頁面 、隱藏圖層 、
溢排文字  或隱藏文字  上。連結到這類目的地區域的交互參照並未經過解析。此面板也會讓您知道目的地段落是否已經過編輯  (也稱為「過
期」) 或遺失 。如果找不到目的地文字或是包含此目的地文字的檔案，就表示目的地文字「遺失」。在任何圖示的上方按住滑鼠指標，便可檢視工具
提示描述。

在 InCopy 中，只有在已取出內文進行編輯時，才可以管理交互參照。

更新交互參照

更新圖示會指示交互參照目的地文字已經變更，或是交互參照來源文字已經過編輯。您可以輕鬆地更新交互參照。如果目的地移到不同的頁面，將會
自動更新交互參照。

當您更新交互參照時，您對來源文字所做的任何格式設定變更都會遭到移除。

當列印或輸出時，系統會通知您交互參照是否過期或未經過解析。

如果交互參照過期或是未經過解析，您可以使用「預檢」面板來通知自己。定義描述檔時，請選取「文字」區段中的「交互參照」。請參閱定義預
檢描述檔。

1. 選取一或多個過期的交互參照。若要更新所有交互參照，請確定未選取任何交互參照。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交互參照」面板中按一下「更新交互參照」按鈕

。

從「交互參照」面板選單中選擇「更新交互參照」。

·

選擇「文字 > 超連結與交互參照 > 更新交互參照」。

若要更新書冊中的所有交互參照，請從書冊的面板選單中選擇「更新所有交互參照」。系統會通知您是否有任何交互參照仍未經過解析。

重新連結交互參照

如果遺失的目的地文字已經移到另一份文件，或是包含目的地文字的文件已重新命名，您可以重新連結此交互參照。當您重新連結時，對來源交互參
照所做的任何變更都會遭到移除。

1. 在「交互參照」面板中，選擇您想要重新連結的交互參照。

2. 從面板選單中選擇「重新連結交互參照」。

3. 找出出現目的地文字的文件，然後按一下「開啟」。

如果該文件中有任何其他目的地文字出現，您可以重新連結其他交互參照。

編輯交互參照

若要變更來源交互參照的外觀或是指定其他格式，您可以編輯交互參照。如果您編輯的交互參照連結到其他文件，此文件將會自動開啟。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擇「文字 > 超連結與交互參照 > 交互參照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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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互參照」面板中，按兩下您要編輯的交互參照。

·

選取此交互參照，然後從「交互參照」面板選單中選擇「交互參照選項」。

·

2. 編輯此交互參照，然後按一下「確定」。

刪除交互參照

當您刪除交互參照時，來源交互參照會轉換為文字。

1. 在「交互參照」面板中，選取您想要刪除的交互參照。

2. 按一下「刪除」圖示，或從面板選單選擇「刪除交互參照」。

3. 按一下「是」確認刪除動作。

若要完全移除交互參照，您也可以選取交互參照來源，並將其刪除。

編輯交互參照來源文字

您可以編輯交互參照來源文字。編輯交互參照文字的優點是您可以視需要變更字距調整或單字間距來組排文字，或是進行其他變更。缺點則是當您更
新或重新連結交互參照時，任何本機的格式設定變更都會遭到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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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鈕

回到頂端

建立按鈕
使按鈕互動
變更滑鼠指向效果和按下滑鼠時的按鈕外觀
建立多狀態物件
建立按鈕作用點
設定按鈕跳位順序

建立按鈕

若將文件轉存為固定版面的 EPUB、PDF 或 SWF 格式，您可以建立可執行動作的按鈕。例如，您可以建立跳到不同頁面或開啟網站的按鈕。

設定為在轉存的 PDF 中播放影片的按鈕

建立按鈕後，您就能執行下列作業：

使用「按鈕」面板讓按鈕互動。當使用者按一下轉存固定版面的 EPUB、PDF 或 SWF 檔案中的按鈕時，就會執行動作。請參閱使按鈕互動。

使用「按鈕」面板的「外觀」區段可定義按鈕為了回應某些滑鼠動作所採用的外觀。請參閱變更滑鼠指向效果和按下滑鼠時的按鈕外觀。

使用「物件狀態」面板來建立多狀態物件。請參閱建立多狀態物件。

建立「作用點」或「作用連結」效果，當按下按鈕或滑鼠移入按鈕時可顯示影像。請參閱建立按鈕作用點。

處理按鈕及設計動態文件時，請選取互動性工作區。

建立按鈕

1. 使用「鋼筆工具」工具或繪圖工具 (如「矩形」工具或「橢圓」工具) 來繪製按鈕形狀。必要時，請使用「文字」工具將文字加到按鈕中，例如
「下一步」或「購買」。

如果您要建立可在多個頁面上顯示的導覽按鈕 (例如「下一頁」或「上一頁」)，請將它們加到主版頁面，如此就不必在每一個文件頁面上重
新建立按鈕。這些按鈕會出現在套用主版頁面的所有文件頁面上。

2. 使用「選取」工具 選取您想轉換的影像、形狀或文字框。

影片、聲音或海報無法轉換為按鈕。

3. 在「按鈕」面板 (選擇「視窗 > 互動 > 按鈕」) 中按一下「將物件轉換為按鈕」圖示 。或選擇「物件 > 互動 > 轉換為按鈕」。

4. 在「按鈕」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名稱」文字框中指定此按鈕的名稱，以便與您所建立的其他按鈕做區別。

為此按鈕指定一或多個動作，以決定在轉存固定版面的 EPUB、PDF 或 SWF 檔案中按下此按鈕時會執行哪些動作。請參閱使按鈕互動。

啟用其他外觀狀態及變更其外觀，以決定當您在轉存固定版面的 EPUB、PDF 或 SWF 檔案中將滑鼠移至按鈕上或按一下按鈕時，此按鈕所
呈現的外觀。請參閱變更滑鼠指向效果和按下滑鼠時的按鈕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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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5. 將文件轉存為互動固定版面 EPUB、PDF 或 SWF 前，先使用「預視」面板 (「視窗」>「互動」>「EPUB 互動性預視 / SWF 預視」) 測試按
鈕。

從樣本按鈕面板新增按鈕

「樣本按鈕」面板包含一些預先建立的按鈕，您可以將這些按鈕拖移到文件中。這些樣本按鈕包含類似漸層羽化和陰影的效果，其外觀與「滑鼠指向
效果」外觀稍微有些不同。樣本按鈕也是指定的動作。例如，箭頭樣本按鈕有預設「跳至下一頁」或「跳至上一頁」動作。您可以編輯這些按鈕來符
合您的需要。

「樣本按鈕」面板是物件庫。如果是任何物件庫，您都可以將按鈕加到此面板，並移除您不想使用的按鈕 (請參閱使用物件庫。)樣本按鈕會儲存在
ButtonLibrary.indl 檔案中，這個檔案位於 InDesign 應用程式檔案夾的「預設集/按鈕庫」檔案夾中。

1. 從「按鈕」面板選單中選擇「樣本按鈕」，開啟「樣本按鈕」面板。

2. 從「樣本按鈕」面板將按鈕拖移到文件中。如果您要導覽按鈕出現在每一頁，請將按鈕加到主版頁面。

3. 使用「選取」工具選取此按鈕，然後視需要使用「按鈕」面板編輯此按鈕。

在編輯樣本按鈕時，請牢記以下事項：

如果您將文字加到按鈕中，請記得要從「正常」按鈕狀態將文字拷貝並貼到「滑鼠指向效果」按鈕狀態。否則，當您在固定版面 EPUB、PDF 或
SWF 檔案中將滑鼠移至按鈕上時，所加入的文字並不會出現。

您可以調整按鈕的大小。如果您拖移一對「下一頁/上一頁」箭頭按鈕，請調整第一個按鈕的大小，然後選取第二個按鈕，並選擇「物件 > 再次
變形 > 再次變形」。

使用「預視」面板測試按鈕。

將按鈕轉換為物件

當您將按鈕轉換為物件時，此按鈕的內容依然會在頁面上，但是不包含按鈕屬性。與按鈕的其他狀態相關的所有內容也會一併移除。

1. 使用「選取」工具 選取按鈕。

2. 請選擇「物件 > 互動 > 轉換為物件」。

使按鈕互動

您可以在 InDesign 內建立、編輯並管理互動效果。將文件轉存為固定版面 EPUB、PDF 或 SWF 之後，這些互動式動作就可啟用。

例如，假設您想要建立會在 PDF 文件中播放聲音的按鈕。您可以在 InDesign 文件中置入聲音檔案，接著建立按鈕，在 PDF 文件中按一下此按鈕就會
播放聲音。

在此範例中，按一下滑鼠按鈕就是「事件」，而播放聲音就是「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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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放開滑鼠

按下滑鼠

滑鼠移入

滑鼠移開

獲得焦點

這個按鈕設定為放開滑鼠按鈕時播放聲音。

有些動作在 PDF 和 SWF/EPUB 兩種檔案中都可支援，但有些動作只有 PDF 或 SWF/EPUB 其中一種檔案支援。選擇動作時，如果要轉存為
SWF 或固定版面 EPUB，請避免選擇只支援 PDF 的動作。同樣地，若要轉存為 PDF，也請避免選擇只支援 SWF/EPUB 的動作。

將動作加到按鈕中

您可以為不同的事件指定動作。例如在轉存的 PDF 檔案中，您可以指定當滑鼠指標進入按鈕區域時播放聲音，並指定按一下及放開滑鼠按鈕時播放影
片。您也可以為相同的事件指定多個動作。例如，您可以建立一個動作，用來播放影片並將檢視縮放設定為「實際大小」。

1. 使用「選取」工具 選取您所建立的按鈕。

2. 在「按鈕」面板中，選擇可決定要如何啟用動作的事件 (例如「放開滑鼠」)。

3. 按一下「動作」旁邊的加號按鈕 ，並選擇要指定給此事件的動作。

4. 指定此動作的設定。

例如，如果您選擇「跳至第一頁」，請指定縮放。如果您選擇「跳至 URL」，請指定網址。某些動作 (例如「跳至下一個檢視」) 並沒有其他設
定。

5. 必要時，請視需要繼續盡量將動作加入任何事件中。

若要測試按鈕，請將文件轉存為固定版面 EPUB、PDF 或 SWF，然後檢視轉存的檔案。如果您要轉存為 PDF，請確定已選取「互動元素」選項。
如果您要轉存為 SWF，請確定已選取「包含按鈕」。

事件類型

事件可決定將文件轉存為 EPUB、PDF 或 SWF 後，要如何啟用按鈕的動作。(在 Acrobat 中，事件稱為觸發器)。

按一下滑鼠後放開滑鼠按鈕。這是最常使用的事件，因為它能讓使用者有最後一次機會將游標拖離按鈕，而不啟用動作。

按一下滑鼠按鈕時 (不放開)。除非您有特別的理由使用「按下滑鼠」，否則會優先使用「放開滑鼠」，好讓使用者有機會取消動作。

滑鼠指標進入按鈕的邊界方框所定義的按鈕區域時。

滑鼠指標離開按鈕區域時。

當 PDF 檔案中的按鈕獲得焦點時，不論是透過滑鼠動作還是按下 Tab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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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焦點

跳至目的地

跳至第一頁/最後一頁/下一頁/上一頁

前往 URL

顯示/隱藏按鈕

影片

聲音

動畫 (SWF/EPUB)

跳至頁面 (SWF/EPUB)

跳至狀態 (SWF/EPUB)

跳至下一個/上一個狀態 (SWF/EPUB)

跳至下一個檢視 (PDF)

跳至上一個檢視 (PDF)

開啟檔案 (PDF)

檢視縮放 (PDF)

當焦點移動到 PDF 檔案中其他的按鈕或表單欄位時。

動作類型

建立動作時，您要指示發生指定的事件 (通常是某個人按下按鈕) 時所執行的動作。您可以指定啟用此事件類型時發生以下動作：

使用「書籤」或「超連結」面板，跳到指定已建立的文字錨點。請參閱建立跳至文字錨點的動作。

跳至固定版面 EPUB、PDF 或 SWF 檔案的第一頁、最後一頁、上一頁或下一頁。從「縮放」選單中選取選項，
決定頁面如何顯示。

開啟指定的 URL 網頁。

在轉存的固定版面 EPUB、PDF 或 SWF 檔案中切換顯示或隱藏指定按鈕。例如，若要一個按鈕在滑鼠滑過另一個按鈕時顯示，您可
以隱藏目標按鈕直到被觸發，並建立一個動作在滑鼠指向效果時顯示隱藏的按鈕。請參閱在滑鼠指向效果上顯示不同的按鈕。

讓您播放、暫停、停止或繼續選取的影片。只有新增到文件中的影片才會出現在「影片」選單上。

讓您播放、暫停、停止或繼續選取的聲音剪輯。只有增加到文件中的聲音才會出現在「聲音」選單上。

讓您播放、暫停、停止或繼續選取的動畫。只有新增到文件中的動畫才會出現在「動畫」選單上。

跳至您在 SWF 檔案中指定的頁面。

在多狀態物件中跳至特定的狀態。例如，如果多狀態物件包含數個不同的影像作為狀態，您可以使用這個動作顯示特定影像。

在多狀態物件中跳至下一個或上一個狀態。這些選項在幻燈片中按一下滑鼠時，特別有用。請參閱建立多狀態
物件。

跳至前一個檢視之後，跳至後續檢視的頁面。與網頁瀏覽器的「向前」按鈕的作用相同，按一下「上一步」按鈕之後才可用此
按鈕，只有在使用者跳至上一個檢視之後，這個選項才可用。

跳至 PDF 文件中最近檢視的頁面，或回到上一次使用的縮放大小。

啟動並開啟您指定的檔案。如果您指定不是 PDF 的檔案，使用者就需要原始的應用程式才能成功開啟。指定絕對路徑名稱 (例如
C:\docs\sample.pdf)。

根據您指定的縮放選項顯示頁面。您可以變更頁面縮放顯示層級 (例如「實際大小」)、頁面佈局 (例如「連續 － 對頁」)，或是旋轉
方向。

編輯或刪除按鈕動作

1. 使用「選取」工具 選取按鈕。

2. 在「按鈕」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停用動作，請取消選取項目旁的核取方塊。停用事件與動作在測試用途方面相當實用。

若要變更順序，請拖放動作。

若要刪除動作，請在清單框中選取此動作，然後按一下「刪除選取的動作」按鈕 。

若要編輯動作，請選擇要將此動作指定給哪一個事件，並在清單框中選取此動作，然後變更設定。如果您需要取代現有事件的動作，請刪除
此動作，然後將新的動作加入事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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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跳至文字錨點的動作

如果您在 InDesign 文件中建立文字錨點，就可以使按鈕跳至該錨點，即使該錨點位於其他 InDesign 文件內亦可。使用「書籤」面板與「超連結」面
板新增文字錨點。無法建立從按鈕跳至書籤 (不是文字錨點) 的動作。

如果您設定某個按鈕的超連結目的地，此超連結在轉存的固定版面 EPUB、PDF 或 SWF 文件中將沒有任何作用。

1. 使用「選取」工具 選取按鈕。

2. 在「按鈕」面板中，選擇將會觸發跳至動作的事件，例如「放開滑鼠」。

3. 按一下「動作」旁邊的加號按鈕，並選擇「跳至目的地」。

4. 從「文件」選單中選取其中一個開啟的 InDesign 文件，或是按一下選單右邊的檔案夾圖示，並指定檔案。

5. 指定使用「書籤」面板或「超連結」面板建立的錨點。

6. 從「縮放」選單中選取選項，決定頁面如何顯示。

如果您指定不同文件內的錨點，請記得轉存目標文件為 PDF，並使用與 InDesign 文件相同的檔名，用 PDF 取代原本的 INDD 副檔名。同時
在相同檔案夾內儲存 PDF 文件，確定連結在 Acrobat 和 Reader 內仍然有效。

變更滑鼠指向效果和按下滑鼠時的按鈕外觀

按鈕是由一組個別物件所組成，每一個物件都代表一個按鈕外觀 (有時稱為「狀態」)。每個按鈕最多可擁有三種外觀：正常、滑鼠指向效果和按下滑
鼠。在轉存的檔案中，除非是在滑鼠指標移進區域 (「滑鼠指向效果」) 或是在按鈕區域上按下滑鼠按鈕 (「按下滑鼠」) 的情況下，否則一律使用「正
常」外觀。您可以讓使用者看到所建立各個不同的外觀。

依預設，您建立的任何按鈕都會以含有按鈕文字或影像的「正常」外觀來定義。當您啟用新的外觀時，便會拷貝「正常」外觀。若要區分某個外觀與
其他外觀，您可以變更色彩或是新增文字或影像。

按鈕狀態

A. 指標不在按鈕區域上方 (正常) B. 指標在按鈕區域 (滑鼠指向效果) C. 按下指標 (按一下) 

按鈕的可點選區域 (或作用點) 是按鈕中最大狀態的正方形週框方塊。例如，圓形按鈕具有正方形的作用點。

變更按鈕外觀

如果您要建立有多重外觀的按鈕 (正常、滑鼠指向效果和按下滑鼠)，最好是在您啟動其他外觀之前，先完成按鈕的設計。當啟動「滑鼠指向效果」或
「按下滑鼠」外觀時，便會拷貝「正常」外觀。

某些變更只會影響選取的外觀，但其他變更則會影響所有使用中的外觀。如果您選取某個外觀並套用不同的背景顏色或編輯文字，則變更只會影響選
取的外觀。如果您使用「選取」工具移動按鈕或調整按鈕大小，這項變更就會影響所有外觀。

1. 選擇「視窗 > 互動 > 按鈕」顯示「按鈕」面板。

2. 使用「選取」工具 在版面中選取您要編輯的按鈕。

3. 按一下「[滑鼠指向效果]」啟用「滑鼠指向效果」外觀。

將「正常」外觀拷貝到「滑鼠指向效果」。

4. 仍選取「滑鼠指向效果」時，變更按鈕的外觀。

若要變更顏色，請從「控制」面板的「線條」或「填色」選單中選擇色票。

如果要在外觀中置入影像，請使用「直接選取」工具選取現有的影像，或按兩下現有的按鈕影像，然後選擇「檔案」>「置入」，再按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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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若要將影像貼入文字框，請先拷貝至「剪貼簿」中，然後在「按鈕」面板中選取該外觀，再選擇「編輯 > 貼入範圍內」。

若要輸入文字，請選取「文字」工具，然後按一下按鈕，再輸入文字。您也可以選擇「編輯 > 貼入範圍內」，拷貝貼上的文字框。

5. 若要新增「按下滑鼠」外觀，請按一下「[按下滑鼠]」來加以啟用，然後遵循相同的程序來變更其外觀。

6. 使用「預視」面板測試其他按鈕外觀。

若要在「按鈕」面板中變更「狀態外觀」縮圖的大小，請從「按鈕」面板選單中選擇「面板選項」，然後選取選項，再按一下「確定」。

刪除及關閉外觀

1. 在「按鈕」面板中選取外觀。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若要刪除「滑鼠指向效果」或「按下滑鼠」外觀，請按一下面板底部的「刪除」圖示。如果您要廣泛地編輯「正常」外觀，而且決定要讓
「滑鼠指向效果」或「按下滑鼠」根據新的「正常」外觀時，刪除外觀會特別有用。

若要關閉但不刪除外觀，請按一下外觀旁的「眼睛」圖示取消選取。關閉的狀態不會轉存至固定版面 EPUB、PDF 或 SWF 檔案。

您無法刪除或關閉「正常」狀態。

建立多狀態物件

「物件狀態」面板可讓您建立物件的多個版本。狀態是頁面項目的版本。包含多個狀態的物件稱為多狀態物件。

使用「物件狀態」面板，您便可以對物件建立不限數目的狀態。每次建立狀態時，都會產生頁面項目的另一個版本。一次只會在頁面中顯示一個狀
態。對於列印和 PDF 輸出，只有作用中狀態會顯示在最終輸出中。

建立多狀態物件幻燈片播放

多狀態物件其中一個最常見的用法是幻燈片播放，它可讓 SWF 檔案的使用者按一下便可瀏覽一組影像。例如，您可以建立一張 20 個影像的幻燈片播
放，而不必將影像置入 20 個不同的頁面。

1. 將要顯示的影像置入幻燈片播放。

為了取得最佳結果，請確保影像框的大小都相同。

狀態不一定要是單一項目，也可以是一些項目的集合。

2. 若要堆疊影像，請選取這些影像，然後按一下「控制」面板中的「對齊水平置中」  和「對齊垂直置中」 。

3. 在保持選取這些影像的同時，開啟「狀態」面板 (視窗 > 互動 > 物件狀態)，然後按一下「將選取範圍轉換為多狀態物件」按鈕 。

影像會顯示為「物件狀態」面板中的狀態，而且選取的影像會加上虛線框架邊界。

4. 放開滑鼠按鈕時，建立觸發「跳至下一個狀態」和「跳至上一個狀態」動作的導覽按鈕。請參閱建立按鈕。

5. 使用「預視」面板 (「視窗」>「互動」>「EPUB 互動性預視 / SWF 預視」) 來測試導覽按鈕。

6. 將文件轉存為 SWF 格式。請參閱互動式文件。

編輯多狀態物件

1. 選取多狀態物件。

2. 在「物件狀態」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若要編輯狀態，請在「物件狀態」面板中選擇狀態，然後編輯物件。例如，您可以新增線條或填色，也可以調整物件的大小。

若要將物件新增到現有狀態，請同時選取物件和多狀態物件，然後按一下「將物件新增至可見狀態」按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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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將物件新增至現有的多狀態物件，請同時選取物件和多狀態物件，然後按一下「將選取範圍轉換為多狀態物件」按鈕 。

若要複製狀態，請選取新狀態要依據的狀態，然後從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狀態」。新增、移除或編輯該狀態的內容。

若要將物件貼入現有狀態，請剪下或拷貝一或多個物件，選取多狀態物件，然後在「物件狀態」面板中選取狀態，再從「物件狀態」面板選
單中選擇「貼入狀態」。

若要將多狀態物件轉換回一組獨立的物件，請在「物件狀態」面板中選取狀態，然後從面板選單中選擇「釋放物件的狀態」。若要將多狀態
物件中的所有狀態轉換為物件，請選擇「釋放物件的所有狀態」。

若要刪除狀態並移除其內容，請選取狀態，然後從面板選單中選擇「刪除狀態」。

若要在轉存的檔案中隱藏多狀態物件直到由按鈕觸發，請從面板選單中選擇「在觸發前隱藏」。

若要將文件中所有多狀態物件重設為第一個狀態，請從面板選單中選擇「將所有多狀態物件重設為第一個狀態」。當您選取某個狀態時，即
使您關閉並重新開啟該文件，該物件仍會保留為該狀態。此選項是重設所有多狀態物件的快速方式。

建立按鈕作用點

在某些狀況下，您可能會希望按鈕區域 (稱為「作用點」或「作用連結」) 不要顯示，直到滑鼠指標停留在按鈕上。例如，當您將滑鼠指標移到地圖上
的某個按鈕上方時，可能會有代表某區域的影像顯示，而指標從該區域移開後，影像就可能會消失。

在轉存的 PDF 檔案中，在作用點上方按住滑鼠指標可以使影像出現。

在滑鼠指向效果上顯示隱藏的影像

達成「作用點」效果的其中一個方式，就是在「按鈕」面板內將影像套用至「滑鼠指向效果」狀態。若要這樣做，請建立按鈕使「滑鼠指向效果」狀
態顯示影像，而「正常」狀態不會顯示此影像。

1. 選取您要作為作用點的影像。請確認影像的框架上沒有邊界或背景。

2. 在「按鈕」面板 (選擇「視窗 > 互動 > 按鈕」) 中，按一下「正常」外觀，將選取的影像轉換為按鈕。

3. 在「按鈕」面板中按一下「滑鼠指向效果」外觀加以啟動。

4. 再按一下「正常」外觀。然後使用「直接選取」工具  選取影像，並刪除此影像。

請確認刪除的是影像 (框架的內容)，而不是框架和內容。刪除框架就會刪除整個按鈕。

5. 使用「預視」面板來預視作用點的效果。

在滑鼠指向效果上顯示不同的按鈕

您可以建立作用點，讓按下滑鼠或滑鼠滑過物件時顯示另一物件。若要這樣做，請建立二個按鈕，隱藏其中一個按鈕，並使用「顯示/隱藏按鈕」動作
來顯示和隱藏目標按鈕。

1. 建立物件以作為來源按鈕。在「按鈕」面板中，按一下「將物件轉換為按鈕」圖示。

2. 將要作為目標按鈕的影像置入，並將此影像轉換為按鈕。

3. 選取目標影像，並在「按鈕」面板底部選取「在觸發前隱藏」。

在已轉存的文件中必須隱藏影像，以便此影像在滑鼠滑過或按下來源按鈕時可以顯示。

4. 選取來源按鈕，並建立二個不同的動作，一個是顯示目標影像，另一個是隱藏目標影像。

如果您要讓顯像在滑鼠停留在來源按鈕時顯示，請使用「滑鼠移入」和「滑鼠移開」事件。如果您要讓影像在按下來源按鈕時顯示，在放開按鈕
時消失，請使用「按一下滑鼠」和「放開滑鼠」事件。在任一情況下，使用「顯示/隱藏按鈕」動作都可顯示和隱藏目標按鈕。請參閱使按鈕互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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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預視」面板測試按鈕。

變更按鈕的 PDF 選項

1. 使用「選取」工具 選取按鈕。

2. 從「按鈕」面板選單中選擇「PDF 選項」。

3. 為視力不佳的使用者輸入可以作為替代文字的描述。

4. 指出按鈕是否應該列印在 PDF 檔案中，然後按一下「確定」。

設定按鈕跳位順序

跳位順序會決定當使用者在 PDF 或 SWF 文件中按下 Tab 鍵 (或 Shift+Tab) 時，下一個 (或上一個) 要獲得焦點的欄位。跳位順序包含隱藏圖層內的
按鈕，但不包含主版頁面的按鈕。

1. 跳至包含按鈕的頁面。

2. 選擇「物件 > 互動 > 設定跳位順序」。

3. 選取您要移動的各個按鈕，並拖曳至新位置，或是按一下「上移」或「下移」按鈕。當您完成時，按一下「確定」。

如果您使用 Acrobat 編輯 PDF 並在頁面上新增更多按鈕或表格欄位，您可能需要在 Acrobat 中指定新的跳位順序。

超連結面板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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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 的互動式 Web 文件

SWF

FLA

回到頂端

建立網站的互動式 SWF (Flash) 檔案
建立網站的 FLA 檔案
Flash 轉存問題

若要建立能在 Flash Player 中以幻燈片型式播放的內容，您可以轉存為 SWF 或 FLA。主要的差異在於 SWF 檔案隨即可檢視但不可編輯，而 FLA 檔
案必須在 Adobe Flash Professional 中編輯，才能在 Adobe Flash Player 中檢視。

轉存的 SWF 檔案隨即可在 Adobe Flash Player 中檢視，而且可能包含互動元素，例如頁面切換效果、超連結、影片、聲音剪輯、動畫及導覽
按鈕。

轉存的 FLA 檔案僅包含一些互動元素。FLA 檔案可在 Flash Pro 中開啟，您或 Flash 開發人員就可在此處先加入進階效果，再轉存為 SWF。

轉存為 Flash

A. 直接轉存為 SWF B. 轉存為 FLA 以便在 Flash Professional 進行編輯 

建立網站的互動式 SWF (Flash) 檔案

轉存為 SWF 時，建立的互動式檔案就可以隨即在 Adobe Flash Player 或網頁瀏覽器中檢視。SWF 檔案可以包含在 InDesign 中新增的按鈕、頁面切
換效果、影片與音訊檔案、動畫及超連結。基於 InDesign 文件時，轉存為 SWF 是建立互動式幻燈片或手翻書的好方法。

如果您要在建立 SWF 檔案之前編輯 Flash Pro 中的文件，請轉存為 FLA，而不是 SWF。請參閱建立網站的 FLA 檔案。

594



轉存

產生 HTML 檔

轉存後檢視 SWF

SWF 轉存

A. 在進行 SWF 轉存前的 InDesign 文件 B. 網頁瀏覽器中的互動式 SWF 檔案 

1. 建立或編輯 InDesign 文件，準備進行 Flash 轉存。如需有關文件轉存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Flash 轉存問題。

新增導覽按鈕可讓使用者在轉存的 SWF 檔案頁面間移動。您可以透過繪製物件並使用「按鈕」面板 (選擇「視窗 > 互動 > 按鈕」) 轉換為
按鈕的方式，建立按鈕。您也可以使用「樣本按鈕」面板將預先定義的導覽按鈕拖移到您的文件。請參閱建立按鈕。

使用「頁面切換效果」面板 (選擇「視窗 > 互動 > 頁面切換效果」) 加入頁面切換效果，例如划出或溶解。轉存為 SWF 時，您也可以選取
「包含互動式頁面捲曲」選項，讓檢視者在拖移頁面角落時翻頁。

使用「動畫」面板 (選擇「視窗 > 互動 > 動畫」) 加入移動預設集。請參閱動畫。

2. 若要將文件轉存為 SWF 格式，請選擇「檔案 > 轉存」。從「存檔類型」(Windows) 或「格式」(Mac OS) 選單中，選擇 Flash Player (SWF)，
然後按一下「儲存」。

3. 在「轉存 SWF」對話框中，指定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請參閱 SWF 轉存選項。

轉存 SWF 檔案時，會建立單獨的 HTML 和 SWF 檔案。如果 SWF 檔案包含影片或聲音剪輯，還會建立「資源」檔案夾。若要將檔案提交或上載到
網頁，請確保傳送的是所有資產。

SWF 轉存選項

在「轉存 SWF」對話框的「一般」和「進階」索引標籤會出現下列選項。

指出是否包含目前選取範圍、文件中的所有頁面，或是頁面範圍。如果您要儲存轉存的 SWF 檔案，以便用於轉存的 PDF 檔案時，選擇「選取
範圍」特別有用。如果您選取「範圍」，請指定頁面範圍，例如指定 1-7, 9 即可列印第 1 到 7 頁和第 9 頁。請參閱指定要列印的頁面。

選取這個選項可以產生 HTML 頁面來播放 SWF 檔。這個選項特別適合用於在網路瀏覽器中快速預視 SWF 檔的時候。

選取這個選項可以在預設網路瀏覽器中播放 SWF 檔。必須先產生 HTML 檔，才能使用這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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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 (像素)

背景

互動性與媒體

頁面切換效果

包含互動式頁面捲曲

影格速率

文字

點陣化頁面

透明度平面化

壓縮

JPEG 品質

解析度

回到頂端

指定是否要以百分比調整 SWF 檔案的比例、符合指定的螢幕大小，或是根據指定的寬度和高度來調整大小。

指定您的 SWF 背景是否是透明的，或者是否使用「色票」面板目前的「紙張」顏色。選取「透明」會關閉「頁面切換效果」和「互動式頁面捲
曲」選項。

選取「全部包含」，可讓影片、聲音、按鈕及動畫在轉存的 SWF 檔案中互動。選取「僅限外觀」，將正常狀態的按鈕與影片海報包含
成為靜態元素。如果選取「僅限外觀」，轉存的動畫會以轉存時的版面出現。如果在「進階」面板中選擇「透明度平面化」，也會選取「僅限外

觀」。

指定一種頁面切換效果，即可在轉存期間套用至所有頁面。如果您使用「頁面切換效果」面板來指定切換效果，請選擇「從文件」選項

以使用這些設定。

如果選取此選項，使用者在播放 SWF 檔時便可拖移頁面角落來翻轉頁面，營造出真實書冊翻頁時的模樣。

較高的影格速率可使動畫更流暢，但可能會增加檔案大小。變更影格速率並不會影響播放的持續時間。

指定如何輸出 InDesign 文字。選擇「Flash 傳統文字」可以輸出可搜尋的文字，使檔案大小縮到最小。選擇「轉換為外框」可以將文字輸出為
一系列的平滑直線，就像將文字轉換為外框一樣。選擇「轉換為像素」可以將文字以點陣圖影像輸出。放大時，轉換為像素的文字可能會呈現鋸齒

狀。

這個選項會將所有的 InDesign 頁面項目轉換為點陣圖。選取這個選項可以放大 SWF 檔，但頁面項目可能會在開啟放大顯示功能時呈現
鋸齒狀。

此選項會移除 SWF 的即時透明度，並保留透明度的外觀。不過，如果選取此選項，會從轉存的 SWF 檔案中移除所有互動性。

選擇「自動」可讓 InDesign 為彩色和灰階影像決定最佳品質。對大部分檔案而言，此選項皆可產生令人滿意的結果。灰階或彩色影像適合選擇
「JPEG (失真)」。JPEG 壓縮會損失資料，也就是說它會移除影像資料且可能會降低影像品質。儘管如此，它會以流失最少資訊的方式來降低檔案大
小。由於 JPEG 壓縮會刪除資料，所以壓縮出來的檔案大小會變小許多。選擇「PNG (不失真)」可以在不造成失真的壓縮動作下轉存檔案。
在轉存為 SWF 時，如果您發現透明影像的影像品質失真，請選擇「PNG (不失真)」來改善品質。

指定轉存影像中的精細度。品質越高，檔案越大 如果您在「壓縮」中選擇「PNG (不失真)」，此選項就會變暗。

在轉存的 SWF 中指定點陣圖影像的解析度。在轉存的 SWF 中讓檢視者放大以像素為主的內容時，選擇高解析度特別重要。選擇高解析度會
大幅增加檔案大小。

建立網站的 FLA 檔案

將 InDesign 文件轉存為 FLA 檔案格式之後，可以使用 Adobe Flash® CS5 Professional 開啟檔案來編輯內容。以 InDesign CS5 格式轉存為 FLA 會
取代 InDesign CS4 中的 XFL 轉存。使用 Flash 編寫環境可編輯或新增視訊、音訊、動畫及複雜的互動。

如果您要將 InDesign 文件直接轉存為可在網頁瀏覽器直接開啟的格式，請使用 SWF 格式，而不是 FLA。請參閱建立網站的 SWF (Flash)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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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存

點陣化頁面

透明度平面化

大小 (像素)

互動性與媒體

FLA 轉存

A. 在進行 FLA 轉存前的 InDesign 文件 B. 在 Flash Pro 中開啟的 FLA 檔案 

1. 建立或編輯 InDesign 文件，準備進行 Flash 轉存。如需有關文件轉存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Flash 轉存問題。

2. 若要將文件轉存為 FLA 格式，請選擇「檔案 > 轉存」。從「存檔類型」(Windows) 或「格式」(Mac OS) 選單中，選擇「Flash CS5
Professional (FLA)」，然後按一下「儲存」。

3. 在「轉存 Flash CS5 Professional (FLA)」對話框中，指定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如需轉存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FLA 轉存選項。

4. 在 Flash Professional 中開啟轉存的 FLA 檔案。

FLA 轉存選項

「轉存 Flash CS5 Professional (FLA)」對話框中會出現下列選項。

指出是否包含目前選取範圍、文件中的所有頁面，或是頁面範圍。如果您選取「範圍」，請指定頁面範圍，例如指定 1-7, 9 即可列印第 1 到 7
頁和第 9 頁。請參閱指定要列印的頁面。

這個選項會將所有的 InDesign 頁面項目轉換為點陣圖。選取此選項可以放大 FLA 檔，但頁面項目會在放大時呈現鋸齒狀。

選取這個選項會使具有透明度的所有物件平面化。平面化物件可能難以在 Adobe Flash Pro 中製成動畫。

指定是否要將 FLA 檔案大小按比例縮放、符合指定的螢幕大小，或是根據指定的寬度和高度來調整大小。

選取「全部包含」，可讓影片、聲音、按鈕及動畫包含在轉存的 FLA 檔案中。如果文件包含多狀態物件，會轉換成影片剪輯符號，在
此各狀態會以本身的影格呈現在時間軸上。

選取「僅限外觀」，將正常狀態的按鈕與影片海報包含成為靜態元素。如果選取「僅限外觀」，轉存的動畫會以轉存時的版面出現。如果您選擇「透

明度平面化」，也會選取「僅限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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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壓縮

JPEG 品質

解析度

回到頂端

InDesign 頁面的轉換方式

頁面大小

按鈕

頁面切換效果

超連結

影片和聲音剪輯

顏色

指定如何輸出 InDesign 文字。選擇「Flash TLF 文字」，可善加利用 Flash Professional 中豐富的「文字版面架構」屬性集。如果選取此選
項，請選取「插入字典連字點」以允許連字。選擇「Flash 傳統文字」可以輸出可搜尋的文字，使檔案大小縮小。選擇「轉換為外框」可以將文字輸出
為一系列的平滑直線，就像將文字轉換為外框一樣。選擇「轉換為像素」可以將文字以點陣圖影像輸出。放大時，轉換為像素的文字可能會呈現鋸齒

狀。

選擇「自動」可讓 InDesign 為彩色和灰階影像決定最佳品質。對大部分檔案而言，此選項皆可產生令人滿意的結果。灰階或彩色影像適合選擇
「JPEG (失真)」。JPEG 壓縮會損失資料，也就是說它會移除影像資料且可能會降低影像品質。儘管如此，它會以流失最少資訊的方式來降低檔案大
小。由於 JPEG 壓縮會刪除資料，所以壓縮出來的檔案大小會變小許多。選擇「PNG (不失真)」可以在不造成失真的壓縮動作下轉存檔案。

指定轉存影像中的精細度。品質越高，檔案越大 如果您在「壓縮」中選擇「PNG (不失真)」，此選項就會變暗。

在轉存的 FLA 檔案中指定點陣圖影像的解析度。讓檢視者放大以像素為主的內容時，選擇高解析度特別重要。選擇高解析度會大幅增加檔案
大小。

Flash 轉存問題

設計適用於 SWF 或 FLA 輸出的 InDesign 文件時，要考慮下列因素。

文件設定問題

當您轉存為 SWF 或 FLA 時，InDesign 跨頁會變成採用時間軸的個別剪輯，就像幻燈片播放中的幻燈片一樣。每個跨頁都
會對應到新的主要畫格。在 Flash Player 中，您可以藉由按方向鍵或按一下互動式按鈕來瀏覽轉存的文件跨頁。
建立適用於網頁的文件時，請從「新增文件」對話框的「方式」選單中選擇「網頁」。

建立文件之後，您可以從「新增文件」對話框的「頁面大小」選單中選擇類似 800 x 600 的特定解析度。在轉存期間，您也可以調整已轉存
SWF 或 FLA 檔的縮放比例或解析度。

互動功能

轉存的 SWF 和 FLA 檔案可以包含按鈕、頁面切換效果、超連結、動畫及媒體檔案。

就已轉存 SWF 或 FLA 檔案的按鈕而言，若要在 Flash Player 中播放，「下一頁」和「上一頁」這兩個動作是特別有用的控制項。不過，某些
在互動式 PDF 檔中有作用的動作在 Flash Player 中卻無效。在「按鈕」面板中選擇一個動作時，請不要從「僅 PDF」區段中選取選項。
您可以新增預先格式化為「跳至下一頁」和「跳至上一頁」動作的導覽按鈕。從「按鈕」面板選單中選擇「樣本按鈕」。請參閱從「樣本按鈕」面

板新增按鈕。

所有的頁面切換效果在 Flash Player 中都能運作良好。除了翻頁時出現的頁面切換效果以外，您也可以在轉存期間加入互動式頁面捲
曲，在拖移頁面角落時翻頁。

建立網站連結或文件中其他頁面的連結。FLA 檔案中的超連結已中斷。

轉存的 SWF 檔案若為支援的格式，例如 SWF、FLV、F4V、影片適用的 MP4及聲音剪輯的 MP3，就會包含影片和聲音剪輯。
轉存為 FLA 後，FLA 檔案僅包含海報影像。支援的媒體檔案會出現在資源檔案夾中，此檔案夾的儲存位置與已轉存 FLA 檔案的位置相同。

轉換問題

SWF 和 FLA 檔會使用 RGB 色彩。將文件轉存為 SWF 或 FLA 時，InDesign 會將所有色域 (例如 CMYK 和 LAB) 轉換為 sRGB。InDesign 會
將特別色轉換為同等的 RGB 印刷色。
若要避免在文字具有透明度的圖稿中發生色彩走樣的問題，請選擇「編輯 > 透明度混合色域 > 文件 RGB」。若要避免具有透明度的影像發生色彩走
樣的問題，在轉存期間請不要使用造成失真的壓縮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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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影像

透明度

3D 屬性

轉存為 SWF 或 FLA 時，您可以決定是否要將文字輸出為 Flash 文字或轉換為外框或像素。在 Adobe Flash CS5 Professional 中開啟 FLA 檔案
時，轉存為 Flash 傳統文字的文字仍舊是完全可編輯的，而且可以在儲存為 SWF 檔時在網頁瀏覽器中搜尋這些文字。

將影像轉存為 SWF 或 FLA 時，您可以在轉存期間變更影像壓縮、JPEG 品質及解析度設定。
將影像轉存為 FLA 時，在 InDesign 文件中多次置入的影像，會儲存成位置共用的單一影像資產。請注意，如果 InDesign 文件中有大量的向量影像，
可能就會造成轉存之檔案的效能出現問題。

若要縮減檔案大小，請將重複的影像置於主版頁面，並避免拷貝和貼上影像。如果將相同影像多次置於文件中，而且未將其變形或裁切，則只會在

FLA 檔中轉存一份檔案。拷貝和貼上的影像會視為個別物件來處理。
根據預設，置入的 Illustrator 檔案會在 FLA 檔中視為單一影像處理，但是拷貝和貼上的 Illustrator 檔案則會產生許多個別物件。為求最佳結果，請將
Illustrator 影像置入為 PDF 檔，而不要從 Illustrator 拷貝和貼上。拷貝和貼上會產生多個可編輯的路徑。
您可以變更偏好設定選項，確定將 Illustrator 物件貼為單一物件，而不是小型向量的集合。在 Illustrator 的「檔案處理和剪貼簿」偏好設定中，選取
「PDF」並取消選取「AICB (不支援透明特性)」。在 InDesign 的「剪貼簿處理」偏好設定中，同時選取「盡量以 PDF 格式貼上」和「將 PDF 拷
貝至剪貼簿中」。

在轉存為 SWF 之前，請確定透明物件未與類似按鈕或超連結的任何互動元素重疊。如果具有透明度的物件與互動元素重疊，轉存時可能會失
去互動性。您可能會想要在轉存為 FLA 之前進行透明度平面化。
在某些情況下，選擇失真的壓縮動作會降低具有透明度影像的品質。轉存時，請選擇「PNG (不失真)」來改善品質。

轉存的 SWF 和 FLA 檔案不支援 3D 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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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

動畫面板

直接選取工具和鋼筆工具

計時面板

預視面板

註解：

回到頂端

以移動預設集製作文件的動畫

管理移動預設集

編輯移動路徑

使用計時面板來變更動畫順序

動畫效果可讓您在轉存的 SWF 檔案中移動物件。例如，您可以將移動預設集套用至某個影像，使該影像在收縮和旋轉時顯示為從螢幕的左側飛入。使
用下列工具和面板可製作文件的動畫。

按一下「播放」按鈕可檢視動畫

套用移動預設集並編輯設定，例如，持續時間和速度。

編輯已製為動畫之物件移動的路徑。

決定將頁面中的物件製為動畫的順序。

在 InDesign 面板中檢視動畫。

您可以在 InDesign 中新增的相關動畫類型為按鈕滑鼠指向效果。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按鈕。

Infiniteskills.com 的 Jeff Witchel 提供視訊概述: 製作版面的動畫。

以移動預設集製作文件的動畫

移動預設集是您可以快速套用至物件之預先製作的動畫。使用「動畫」面板可套用移動預設集並變更動畫設定，例如持續時間和速度。「動畫」面板

還可讓您指定已製為動畫之物件的播放時間。

這些移動預設集與在 Adobe Flash CS5 Professional 中找到的移動預設集相同。您可以讀入在 Flash Professional 中建立的任何自訂移動預設集。您
還可以儲存所建立的移動預設集，並用於 InDesign 或 Flash Professional。

只有轉存為 Adobe Flash Player (.SWF) 時，才支援動畫功能。轉存為互動式 PDF 時不支援這些功能。若要將動畫效果新增至 PDF 檔案，請從
InDesign 將選取的項目轉存為 SWF 檔案，然後將該 SWF 檔案置入 InDesign 文件中。

1. 將您想要製作動畫的物件置入文件中。

2. 在「動畫」面板 (視窗 > 互動 > 動畫) 中，從「預設集」選單選擇移動預設集。

3. 指定移動預設集選項。

4. 若要編輯移動路徑，請使用「鋼筆」工具和「直接選取」工具。

5. 使用「計時」面板可決定動畫效果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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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名稱

預設集

事件

建立按鈕觸發器

持續時間

播放

速度

註解：

製作動畫

6. 使用「預視」面板可預視 InDesign 中的動畫。

若要從物件移除動畫，請選取物件，然後按一下「動畫」面板中的「刪除」圖示。

某些動畫效果 (如「淡入」) 與頁面切換效果或頁面捲曲結合時，該動畫可能無法在「預視」面板或已轉存的 SWF 檔案中如預期般運作。例
如，設定為「淡入」的物件在啟動時應不會顯示，但在翻頁時卻顯示出來。若要避免此衝突，請勿在那些含有動畫的頁面中使用頁面切換效果，並關

閉「SWF 轉存」對話框中的「包含互動式頁面捲曲」選項。因搭配頁面切換效果與頁面捲曲而無法如預期般運作的移動預設集，包含「出現」、「淡
入」、各種「飛入」預設集、「2D 縮放」及「快速移動」。

將選取的物件轉換為移動路徑

您可以透過選取物件和路徑，並將該路徑轉換為移動路徑來建立動畫。如果您選取了兩個封閉的路徑 (例如兩個矩形)，則頂端的路徑會變為移動路
徑。

1. 選取您想要製為動畫的物件，以及您想要用作移動路徑的路徑。

您不能轉換兩個以上的選取物件。

2. 在「動畫」面板中，按一下「轉換為移動路徑」按鈕 。

3. 變更「動畫」面板中的設定。

移動預設集選項

移動預設集選項會顯示在「動畫」面板中。按一下「屬性」選項可顯示進階設定。

指定動畫的名稱。設定觸發動畫的動作時，指定描述性名稱特別有用。

從預先定義的移動設定清單中進行選擇。

依預設會選取「載入頁面」，這表示在 SWF 檔案中開啟頁面時，會播放已製為動畫的物件。選擇「按一下頁面」可在按一下該頁面時觸發動
畫。選擇「按一下滑鼠 (自行)」或「滑鼠移入 (自行)」，可分別在按一下物件本身或滑鼠移入物件時觸發動畫。如果您建立觸發動畫的按鈕動作，則
會選取「按鈕事件」。(請參閱將動作加到按鈕中。)您可以指定多個事件來啟動動畫。
如果您選取「滑鼠移入 (自行)」事件，則也可以選取「滑鼠移開時反轉」。此選項會在滑鼠移開物件時，反轉動畫的動作。

按一下此按鈕可從現有物件或按鈕中觸發動畫。按一下「建立按鈕觸發器」  之後，請按一下觸發該動畫的物件。該物件會轉換為
按鈕，如有必要，還會開啟「按鈕」面板。

指定發生動畫所需的時間。

指定動畫播放的次數，或選取「重複播放」使動畫重複播放直到停止。

選擇某個選項來決定動畫速度是穩定的速率 (無)、啟動較慢然後加速 (緩慢移入)、還是結束時變慢 (緩慢移出)。

展開「屬性」時，會提供下列選項。

選擇「起始時使用目前外觀」可使用物件目前的屬性 (縮放百分比、旋轉角度和位置) 作為動畫的起點。
選擇「結束時使用目前外觀」可使用物件的屬性作為動畫的結束點。在幻燈片播放中使用此選項特別有用。例如，從頁面外飛入的物件可以顯示在頁

面中，而不是顯示在作業範圍中，以提升列印文件的外觀。

選擇「結束時回到目前位置」可使用物件目前的屬性作為動畫的起點，並使用物件的位置作為結束點。此選項與「起始時使用目前外觀」相似，只是

物件會在其目前位置結束，且移動路徑是偏移量。此選項對某些預設集 (例如模糊和淡化) 特別有用，可防止物件在動畫結束時以不想要的狀態顯示。
若要在移動路徑的結尾顯示預視圖，請按一下「動畫」面板底部的「顯示動畫預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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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

原稿

縮放

不透明度

可見度

回到頂端

製作動畫設定

A. 製作動畫前的物件和路徑 B. 起始時使用目前外觀 C. 結束時使用目前外觀 D. 結束時回到目前位置 

指定動畫期間物件完成的旋轉角度。

使用預視圖可指定已製為動畫之物件上的移動路徑原點。

指定百分比值可決定播放期間增加或減少物件的大小。

選擇某個選項來決定動畫會保持純色 (無)、逐步顯示 (淡入) 或是逐步消失 (淡出)。

選取「在製作動畫前隱藏」或「在製作動畫後隱藏」可使動畫在播放前或播放後消失。

管理移動預設集

您可以將動畫設定儲存為移動預設集，以在 InDesign 中輕鬆重複使用。您也可以從可在 Flash Professional 中開啟或與其他 InDesign 使用者共用的
XML 檔案讀入預設集。

儲存移動預設集以重複使用

自訂預設集會顯示在「動畫」面板之「預設集」選單的頂端。

1. 在「動畫」面板中，視需要變更設定。

2. 從「動畫」面板選單中選擇「儲存」。

3. 輸入預設集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刪除自訂移動預設集

使用「管理預設集」對話框可刪除已儲存、複製或讀入的移動預設集。您無法刪除括號中已隨同 InDesign 安裝的移動預設集。刪除移動預設集時，它
會同時從「預設集」選單和電腦中刪除。

1. 從「動畫」面板選單中選擇「管理預設集」。

2. 選取您要刪除的預設集，然後按一下「刪除」。

複製移動預設集

1. 從「動畫」面板選單中選擇「管理預設集」。

2. 選取您要複製的預設集，然後按一下「複製」。

將移動預設集儲存為 XML 檔案

如果您想要將移動預設集與其他 InDesign 使用者共用，或在 Flash Professional 中開啟移動預設集，將移動預設集儲存為 XML 檔案便十分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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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當您將移動預設集儲存為 XML 檔案時，會一併儲存移動路徑以及「持續時間」、「速度」、「縮放」、「旋轉」和「不透明度」等設定。

1. 從「動畫」面板選單中選擇「管理預設集」。

2. 選取預設集，然後按一下「另存新檔」。

3. 指定移動預設集的名稱和位置，然後按一下「儲存」。

讀入移動預設集

您可以讀入已從 InDesign 或 Flash Professional 轉存為 XML 檔案的移動預設集。

1. 從「動畫」面板選單中選擇「管理預設集」。

2. 按一下「載入」。

3. 按兩下您要讀入的 .xml 檔案。

編輯移動路徑

選取具有動畫的物件時，移動路徑會顯示在物件旁邊。

移動路徑

A. 起點 B. 結束點 

若要編輯移動路徑，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使用「直接選取」工具和「鋼筆」工具，可使用用於編輯路徑的相同方法來編輯移動路徑。請參閱編輯路徑。

若要從現有路徑建立移動路徑，請選取路徑和物件，然後按一下「動畫」面板中的「轉換為移動路徑」按鈕 。

若要變更路徑的方向，請按一下「動畫」面板中的「屬性」，然後從「製作動畫」選單中選擇設定。(請參閱移動預設集選項。)您也可以選取
移動路徑，然後選擇「物件 > 路徑 > 反轉路徑」。如果您想反轉路徑而不移動物件，請移除動畫、反轉路徑，然後重做動畫。

使用計時面板來變更動畫順序

使用「計時」面板可變更已製為動畫之物件的播放順序。「計時」面板會依據指定給每個動畫的頁面事件，列出目前跨頁上的動畫。例如，您可以變

更一組載入頁面時發生的動畫，然後變更另一組按一下頁面時發生的動畫。

已製為動畫的物件會以其建立順序列出。依預設，針對「載入頁面」事件列出的動畫會依序發生。針對「按一下頁面」事件列出的動畫會以每次按一

下頁面的順序播放。

您可以變更動畫順序、讓物件同時播放以及延遲動畫。

1. 選擇「視窗 > 互動 > 計時」可顯示「計時」面板。

2. 若要決定是否編輯「載入頁面」或「按一下頁面」事件的計時，請從「事件」選單中選擇一個選項。

只有將一或多個項目指定給該事件時，才會顯示「載入頁面」和「按一下頁面」。

3. 若要編輯計時，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若要變更動畫順序，請在清單中上下拖移項目。最上面的項目會最先製為動畫。

若要延遲動畫，請選取該項目，並指定延遲的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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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若要一起播放多個已製為動畫的物件，請在清單中選取這些項目，然後按一下「一起播放」按鈕  來連結這些項目。按下 Shift 鍵並按一下
可選取某一範圍的項目，而按下 Ctrl 鍵並按一下 (Windows) 或 Command 鍵並按一下 (Mac OS) 可選取不相鄰的項目。

如果您決定不要讓一或多個連結的項目一起播放，請選取它們，然後按一下「個別播放」按鈕 。

若要讓連結項目播放特定次數或加以重複播放，請選取所有連結在一起的項目，然後指定動畫播放的次數，或選取「重複播放」。

若要變更觸發動畫的事件，請選取該項目，然後選擇「重新指定到「載入頁面」」或「重新指定到「按一下頁面」」。

若要從目前選取的事件 (例如「載入頁面」或「按一下頁面」) 移除項目，請選擇「移除項目」。如果項目未指定給任何事件，則它會顯示在
「未指定」類別中，您可以從「事件」選單中進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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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化 PDF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新增結構至 PDF
標記如何影響重複使用和存取功能

了解和最佳化重排

標記頁面項目

標示圖形以搭配螢幕閱讀程式軟體使用

將頁面項目組合至文章元素

新增結構至 PDF
在「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一般」區域中的「建立標籤化 PDF」選項已選取時轉存 Adobe PDF，轉存的頁面會自動新增一組結構標記，該標記
可描述內容及辨識頁面項目 (例如標題、內文和數字)。如果要在轉存前，新增額外的標記或微調現有的標記，您可以使用 InDesign 中的「標記」面
板。「結構」窗格 (「檢視 > 結構 > 顯示結構」) 可反映變更。

您可在轉存前新增標記至 InDesign 文件，改善 Adobe PDF 文件的存取功能和重複使用。如果 PDF 文件不包含標記，使用者讀取或重排時，Adobe
Reader 或 Acrobat 可能會嘗試自動標記文件，但結果也許會不如預期。 如果無法在轉存的 PDF 檔案中得到想要的結果，可使用 Acrobat 6.0
Professional 和更新版本中的工具來編輯標記後 PDF 文件的結構。 如需更多進階工具，請使用 Acrobat 9 Professional。

套用標記至文件以進行 PDF 轉存時，標記無法控制哪些內容會轉存為 PDF，XML 轉存時也是如此。但是，標記提供了 Acrobat 更多關於文件結構內
容的詳細資訊。

使用標記的好處

在轉存為 PDF 前將標記套用至文件，可讓您執行下列作業：

將 InDesign 段落樣式名稱對應至 Acrobat 已標記的 Adobe PDF 段落樣式中，建立可重排的 PDF 檔案，以便在手持裝置和其他媒體上檢視

可以標記並隱藏列印瑕疵、文字和影像，這樣在 Acrobat 中重排時就不會顯示出來。 例如，若標記某頁面項目為「瑕疵」，當在手持裝置、較小
的顯示器或放大的螢幕上重排標記的 Adobe PDF 文件內容時，該頁面項目將不會顯示出來。

為圖形加上說明替代文字，就能透過螢幕閱讀程式為視力不佳者大聲朗讀文字。

以可讀字母取代圖形字母 (例如首字放大的裝飾用字母)。

為整組文章提供標題，或將內文和數字組合到文章中。

排序內文和數字，建立讀取順序。

辨識表格、設定清單和目錄的格式。辨識哪些內容區塊屬於不同的內文。

含有文字格式資訊，例如字元的 Unicode 值、單字間距，以及彈性和硬性連字號。

標記如何影響重複使用和存取功能

Adobe PDF 文件的內容可為其他用途重複使用。例如，您可能建立了一個含文字、表格和影像的 PDF 檔案報告，然後再利用多種格式散佈出去：在
標準尺寸螢幕上列印或讀取、在手持裝置上檢視、由螢幕閱讀程式讀出聲音，或透過網頁瀏覽器直接存取 HTML 頁面。文件的基礎邏輯結構影響您是
否能夠輕鬆並確實地重複使用內容。

如果要確認 Adobe PDF 文件可重複使用並確實存取，必須在文件中加入標記。加入標記可為文件新增基礎組織結構或邏輯樹狀結構。 邏輯樹狀結構
也就是文件內容的組織，例如標題頁、章節、區段和次區段。 不需變更 PDF 文件的外觀，即可指示精確的讀取順序並改善導覽，特別是針對較大型、
較複雜的文件。

對於無法看見和無法解碼文件視覺外觀的人而言，可使用邏輯樹狀結構的支援技術可靠地存取文件內容。大部分的輔助性技術會根據此結構，以替代

格式 (例如聲音) 傳達內容和影像的意義。在未標記的文件中則不存在這類結構，Acrobat 必須以偏好設定中的讀取順序選項為基礎來推斷結構。這種
方法較不可靠，時常導致頁面項目讀取順序錯誤或是根本無法讀取。

在 Acrobat 6.0 和更新版本中，標記顯示於「標記」索引標籤中，並依據標記元素的關聯定義組成巢狀。 在 Acrobat Standard 中無法編輯標記。如果
您的工作需要直接處理標記，請升級為 Acrobat 9 Professional。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crobat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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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bat 9「標籤」索引標籤上的邏輯樹狀結構

備註： 用於 Adobe PDF 檔案中的標記可與 HTML 和 XML 檔案中的標記進行比較。如果要進一步了解基本的標記概念，請參閱書店、圖書館或網際
網路任何可用的參考資料和參考書籍。

了解和最佳化重排

您可以重排 PDF 文件，使它可在手持裝置、較小的顯示器或標準螢幕上放大讀取，而不需水平捲動逐行讀取。

重排 Adobe PDF 文件時，有些內容可帶入重排的文件中，有些則不行。大多數的情況下，僅有可讀的文字可重排入重排文件中。 可讀文字包含文
章、段落、表格、影像和設定格式的清單。無法重排的文字則包含表單、注釋、數位簽名欄位和頁面瑕疵，例如頁碼、頁首和頁尾。 同時包含可讀文
字與表單或數位簽名欄位的頁面無法重排。 垂直文字重排時會變為水平。

身為作者，您可新增標記將 PDF 文件最佳化，以方便重排。標記可確保文字區塊的重排，以及內容會依適當的順序排列，讓讀者可讀取跨越不同頁面
和欄的內文，而不會被其他內文中斷排文。讀取順序由樹狀結構定義，您可在「結構」窗格中變更。

標題和欄 (上) 以邏輯讀取順序重排 (下)

標記頁面項目

您可以自動或手動標記文字框和圖形。標記頁面項目之後，您可以使用「結構」窗格，在階層架構中將元素拖移至新位置以變更頁面的順序。如果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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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了「結構」窗格中的元素順序，則這些變更也將會傳遞至 Adobe PDF 檔案。將 PDF 檔案由 Acrobat 儲存為 HTML 或 XML 檔案時，元素的順序將
相當有用。將 InDesign 文件轉存為 Dreamweaver (XHTML) 或 Digital Editions (EPUB) 格式時，此順序也相當有用。

自動標記頁面項目

選擇「新增未標記項目」指令時，InDesign 會新增標記至「標記」面板，並將「內文和數字」標記套用至特定的未標記頁面項目。「內文」標記會套
用至任何未標記的文字框架，而「數字」標記則套用至任何未標記的圖形。接著您可手動將其他標記套用至文字區段。但是，自動標記頁面項目並不

保證能以相同方式在轉存的 PDF 檔案中將項目結構化。

1. 選擇「視窗 > 公用程式 > 標記」以顯示「標記」面板。
2. 選擇「檢視 > 結構 > 顯示結構」，將「結構」窗格顯示於「文件」視窗的左邊。
3. 從「結構」窗格選單中選擇「新增未標記項目」。

「結構」窗格和「標記」面板中的標記

手動標記頁面項目

1. 選擇「視窗 > 公用程式 > 標記」以顯示「標記」面板。
2. 選擇「檢視 > 結構 > 顯示結構」，將「結構」窗格顯示於「文件」視窗的左邊。
3. 從「結構」窗格選單中選擇「新增未標記項目」。
4. 選取文件中的頁面項目。
5. 選取「標記」面板中的標記。請注意下列針對特定讀入標記的建議用法：
人工標記 在「重排」檢視 (僅顯示標記項目) 中檢視轉存的 PDF 檔案時，「瑕疵」標記可讓您隱藏頁面項目，例如頁碼或不重要的物件；請參
閱 Adobe Acrobat 說明文件。此功能在手持裝置上或在其他 PDF 讀取器中檢視 PDF 檔案時特別有用。

儲存格 用於表格儲存格。

剪影 用於置入圖形。選擇「新增未標記項目」時，會將「剪影」標記套用至所有置於文件中的未標記圖形。

段落標記 (P、H、H1–H6) 在「重排」檢視中檢視時，這些標記對轉存的 PDF 文字沒有影響。但是，在將 PDF 檔案轉存為 HTML 格式時，某
些情況下它們是相當有用的。

內文 用於內文。選擇「新增未標記項目」時，會將「內文」標記套用至所有未標記的文字框架。例如，假設您的 InDesign 文件已格式化為三種
段落樣式：標題 1、標題 2 和內文。首先，分別將這些段落樣式對應至 H1、H2 和 P 標記。接下來，請轉存為 PDF。最後，在 Arobat 中將
PDF 文件轉存為 HTML 或 XML 時，標記為 H1、H2 和 P 的段落會適當地顯示於網頁瀏覽器中 (例如 H1 會以大型粗體字母顯示)。如需有關將
PDF 文件轉存為 HTML 或 XML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Adobe Acrobat 文件。

標示圖形以搭配螢幕閱讀程式軟體使用

如果想利用螢幕閱讀程式來描述文件中闡明重要概念的圖形元素，您必須提供描述。除非新增替換文字至標記屬性中，否則螢幕閱讀程式無法辨識或

讀取剪影和多媒體。

Alt 文字屬性能讓您建立可讀取的替換文字來替代檢視插圖。ActualText 類似於 Alt 文字，也可替代影像顯示。ActualText 屬性可讓您取代單字的其中
一部分影像，例如使用花式影像做為首字放大時。在此範例中，ActualText 屬性可允許將首字放大字母讀取成單字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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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存為 Adobe PDF 時，Alt 文字和 Actual Text 屬性值會儲存在 PDF 檔案中，並可於 Acrobat 6.0 和更新版本中檢視。 將 PDF 檔案由 Acrobat 儲存
為 HTML 或 XML 檔案時，即可使用替代文字資訊。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dobe Acrobat 說明文件。

1. 如有必要，請選擇「檢視 > 結構 > 顯示結構」以顯示「結構」窗格，然後選擇「視窗 > 公用程式> 標記」以顯示「標記」面板。
2. 從「結構」窗格選單中選擇「新增未標記項目」。
3. 如果要確認影像已標記為「剪影」，請選擇影像，然後選擇「標記」面板中的「剪影」。
4. 請在「結構」窗格中選取「剪影」元素，然後從「結構」窗格選單中選擇「新增屬性」。
5. 在「名稱」中，輸入 Alt 或 ActualText (此功能有區分大小寫)。
6. 在「數值」中，輸入要替代影像顯示的文字。

將頁面項目組合至文章元素

使用「結構」窗格，將頁面項目依邏輯組合至「文章」元素。例如，如果內文跨越多個頁面，您可建立一個將這些內文包含在單一群組中的傘狀元

素。這些傘狀元素稱之為結構化元素。 您亦可為您的組合文章命名。
備註： 不過您無法標記已組合的頁面項目。
如果要組合頁面項目，請從「結構」窗格選單中選取「新增元素」，然後在「標記」面板中選取「文章」元素，接著在「結構」窗格中將頁面元

素拖移至其下方。

如果要為已組合的項目命名，請在「結構」窗格的「文章」元素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擇「新增屬性」。在「名稱」中，輸入標題。 在「數值」
中，輸入想要使用的文章名稱。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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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頁面切換效果
清除切換效果
檢視 PDF 中的頁面切換效果

在轉存為 SWF 或 PDF 格式的文件中翻頁時，頁面切換效果會顯示裝飾效果，例如溶解或划出。您可以對不同的頁面套用不同的切換效果，也可以對
所有頁面套用一種切換效果。建立 PDF 或 SWF 格式的幻燈片時，頁面切換效果特別有用。

套用頁面切換效果

您可以將頁面切換效果套用到個別的跨頁，或是套用到文件中的所有跨頁。將 InDesign 文件轉存為 PDF 或 SWF 格式時，會出現頁面切換效果。您
無法將切換效果套用到相同跨頁內的不同頁面，或是套用到主版頁面。

1. 在「頁面」面板中，選取要套用頁面切換效果的跨頁。

請確定已選取此跨頁，而不只是以它為目標。「頁面」面板中頁面下方的數字應該要加亮標明。

2. 若要顯示「頁面切換效果」面板，請選擇「視窗 > 互動 > 頁面切換效果」。

3. 從「切換效果」選單中選擇切換效果。

在縮圖上方按住滑鼠指標，即可檢視選取之切換效果的動畫預視。

您可能想知道是否需要在 SWF 檔案中選取「換頁 (僅限 SWF)」切換效果來建立頁面捲曲效果。在 SWF 檔案套用此切換效果來手動翻頁是不
必要的。如果您在「轉存 SWF」對話框中選取「包含互動式頁面捲曲」選項，可以在轉存的 SWF 檔案中拖移角落來手動翻頁，或是使用方向
鍵或導覽按鈕來啟用您為該頁面選取的任何頁面切換效果。

4. 視需要從「方向」和「速度」選單中選擇選項來自訂切換效果。

5. (選擇性) 若要將選取的切換效果套用到目前在文件中的所有跨頁，請按一下「套用至所有跨頁」圖示 ，或是從「頁面切換效果」面板選單中
選擇「套用至所有跨頁」。

6. (選擇性) 在「頁面」面板中選取不同的跨頁，並套用不同的頁面切換效果。

當您將頁面切換效果套用到跨頁時，「頁面」面板中的跨頁旁邊會出現「頁面切換效果」圖示 。您可以取消選取「面板選項」對話框的「頁面切換
效果」選項，在「頁面」面板中隱藏這些圖示。

若要預視頁面切換效果，請將文件轉存為 PDF 或 SWF 格式。

清除切換效果

在「頁面」面板中，選取您想要清除切換效果的跨頁，然後從「頁面切換效果」面板的「切換效果」選單中選擇「無」。

「頁面切換效果」面板選單中選擇「全部清除」。

檢視 PDF 中的頁面切換效果
若要在轉存 PDF 文件時包含頁面切換效果，請在「轉存為互動式 PDF」對話框中，從「頁面切換效果」選單選取頁面切換效果。

若要查看轉存之 PDF 中的頁面切換，請在 Adobe Acrobat 或 Adobe Reader 中按下 Ctrl+L (Windows) 或 Command+L (Mac OS)，將 PDF 置入「全
螢幕模式」。按 Esc 鍵可結束「全螢幕模式」。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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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和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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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影片或聲音檔案加入文件中
重新調整影片物件、海報或框架尺寸
重新連結舊式媒體檔案

將影片或聲音檔案加入文件中

將文件轉存為 Adobe PDF 或 SWF 時，或將文件轉存為 XML 並將標記再利用時，可以播放您加入到文件的影片與聲音剪輯。

您可以讀入 Flash 視訊格式 (.FLV 和 .F4V) 的視訊檔案、H.264 編碼的檔案 (例如 MP4) 和 SWF 檔案。您可以讀入 MP3 格式的音訊檔案。轉存的互
動式 PDF 檔案可支援媒體檔案類型 (例如 QuickTime (.MOV)、AVI 及 MPEG)，但轉存的 SWF 或 FLA 檔案並不支援。我們建議您使用例如
FLV、F4V、SWF、MP4 及 MP3 的檔案格式，以善加利用 Acrobat 9、Adobe Reader 9 及 Adobe Flash Player 10 或更新版本所提供的豐富媒體支
援。

在生產週期中追蹤您增加到 InDesign 文件內的媒體檔案。如果您在將連結的媒體剪輯加入文件中之後移動了剪輯，請使用「連結」面板重新連結。如
果您傳送 InDesign 文件給其他人，請將增加的媒體檔案包含進去。

增加影片或聲音檔案

1. 選擇「檔案 > 置入」，接著按兩下影片或聲音檔案。 按一下您希望影片出現的地方(如果您拖曳以建立媒體框架，影片邊界可能會呈現被裁切或
傾斜狀)。

置入影片或聲音檔案後，框架中會出現媒體物件。此媒體物件會連結媒體檔案。您可以重新調整媒體物件尺寸，決定播放區域的尺寸。

如果影片的中心點出現在頁面外，則此影片不會轉存。

2. 使用「媒體」面板 (選擇「視窗 > 互動 > 媒體」) 預視媒體檔案並變更設定。

3. 將文件轉存為 Adobe PDF 或 SWF 格式。

如果您轉存為 Adobe PDF，請選擇「Adobe PDF (互動)」選項，而不是「Adobe PDF (列印)」。請參閱建立 PDF 互動式文件。

變更影片設定
使用「媒體」面板變更影片設定。

1. 選取文件中的影片物件。

2. 在「媒體」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載入頁面時播放 影片會在使用者換頁至影片所存在的頁面時播放。如果其他頁面項目也設定為載入頁面時播放，請使用「計時」面板來決定順
序。

重複播放 重複播放影片。如果原始檔案是 Flash 視訊格式，則只能在轉存的 SWF 檔案中重複播放，而不能在 PDF 檔案中。

海報 指定播放區域中出現的影像類型。請參閱海報選項。

控制器 如果影片檔案是一個 Flash 視訊 (FLV 或 F4V) 檔案或 H.264 編碼檔案，您可以指定預製的控制器外觀，讓使用者以不同的方式暫停、
開始及停止播放影片。如果您選取「在滑鼠指向效果上顯示控制器」，則當滑鼠指標停留在媒體物件上時會出現控制項。使用「預視」面板預視
選取的控制器外觀。

如果影片檔案是舊式檔案 (例如 .AVI 或 .MPEG)，您可以選擇「無」或「顯示控制器」以顯示基本控制器，讓使用者暫停、開始及停止播放影
片。

您置入的 SWF 檔案可能有自己的控制器外觀。使用「預視」面板測試控制器選項。

導覽點 若要建立導覽點，請將影片往前至特定的影格，然後按一下加號圖示。當您要從不同的起點播放影片時，導覽點相當有用。建立播放影
片的按鈕時，您可以使用「從導覽點播放」選項，從您新增的任一導覽點開始播放影片。

變更聲音設定
使用「媒體」面板變更聲音設定。

1. 選取文件中的聲音物件。

2. 在「媒體」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載入頁面時播放 聲音檔案會在使用者換頁至聲音物件所存在的頁面時播放。如果其他頁面項目也設定為載入頁面時播放，請使用「計時」面板
來決定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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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換頁時停止 當使用者換到不同的頁面時，停止播放 MP3 聲音檔案。如果音訊檔案不是 MP3 檔案，此選項會變暗。

重複播放 重複播放 MP3 聲音。如果原始檔案不是 MP3 檔案，此選項會變暗。

海報 指定播放區域中出現的影像類型。請參閱海報選項。

海報選項
海報是代表媒體剪輯的影像。 每個影片或聲音都可以具備或不具備海報顯示。如果 InDesign 內的海報比影片大，則在轉存後的 PDF 或 SWF 檔案
內，海報就會剪裁為影片尺寸。在「媒體」面板中，指定下列任一類型的海報影像：

無 不顯示影片或聲音剪輯海報。如果您不想讓影片或聲音剪輯顯示在頁面上，這個選項相當實用。例如，您希望只在換頁時播放媒體，或在影片後進
行更複雜的設計，而不是只顯示海報。

標準 顯示不以檔案內容為根據的一般影片或聲音海報。
如果要使用不同的標準海報，請將影像儲存為 StandardMoviePoster.jpg 或 StandardSoundPoster.jpg，並取代現有的同名檔案這個檔案位於應用
程式檔案夾中的「預設集/多媒體」檔案夾內。

從目前的影格 選取此選項，可以使用目前在「媒體」面板預視區域中所顯示的影格。若要選取其他影格，請將預視滑桿往前推進，並按一下「海報」
選單右邊的圖示。此選項無法在舊式影片格式 (例如 AVI 與 MPEG) 中使用。
選擇影像 讓您選取影像做為海報。按兩下您要使用的影像。您可以選取點陣圖影像做為海報，而不選取向量圖形。

[從影片] 選取此選項可用於已將媒體剪輯設定為特定影格的已轉換 CS4 文件。

變更互動式 PDF 檔案的媒體設定

1. 從「媒體」面板選單中選擇「PDF 選項」。

2. 指定下列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描述 輸入 Acrobat 無法播放媒體檔案時出現的描述。此描述也可以做為視力不佳使用者的替代文字。

在浮動視窗中播放視訊 在單獨視窗中播放影片。如果您選取此選項，請指定尺寸比例以及在螢幕上的位置。增加面板的尺寸可能會降低影像品
質。面板的縮放是基於原始影片的尺寸，而非文件版面中縮放後的影片尺寸為主。此選項無法在 SWF 檔案或音訊檔案中使用。

從 URL 置入視訊檔案
從有效的 URL 置入視訊檔案，以在轉存的 PDF 或 SWF 檔案中播放此串流視訊。此視訊必須是一個有效的 Flash 視訊檔案 (FLV 或 F4V) 或 H.264
編碼檔案 (例如 MP4)。

1. 選取一個空白影格或包含所要取代視訊的一個視訊物件。

2. 從「媒體」面板選單中選擇「來自 URL 的視訊」。

3. 指定 URL，並按一下「確定」。

重新調整影片物件、海報或框架尺寸

將影片增加到 InDesign 文件時，影片物件與海報會顯示在框架中。轉存為 PDF 時，影片物件的邊界會決定 PDF 文件影片的尺寸，而不是框架尺寸或
海報尺寸。

為了獲得最佳結果，請讓海報尺寸與影片的尺寸維持相同大小。如果您套用了裁切路徑或重新調整影像的尺寸，轉存的 PDF 文件可能無法包含這些變
更。

影片會顯示在 PDF 文件的最上層。如果您使用 InDesign 中的另一個物件來覆蓋影片，該物件在轉存的 PDF 中會出現在影片的下方。

如果您想要 PDF 文件包含羽化或其他效果 (可能無法適當套用到海報) 的播放區域，請考慮在播放區域中使用置入的影像，接著在置入影像的上方
置入影片 (不用海報)。

重新調整影片物件尺寸
A. 海報 B. 影片物件 C. 框架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調整影片物件、海報和框架的大小，請使用「縮放」工具 ，並拖移其中一個角落控點 (按住 Shift 鍵維持比例)。

如果只要調整框架大小，請使用「選取」工具  拖移角落控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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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調整海報或媒體物件的大小，請使用「直接選取」工具  選取海報。 切換至「選取」工具，接著拖曳角落控點。

您也可以使用「符合」指令 (「物件 > 符合」) 在框架內調整海報大小。

重新連結舊式媒體檔案

FLV 和 F4V 視訊格式以及 MP3 音訊格式在 InDesign 中用於轉存互動文件時，效果最好。視訊格式 (例如 MOV、AVI 和 MPG) 可以轉存為 PDF，但
是它們無法轉存為以 Flash 為基礎的格式，例如 SWF。

使用 Adobe Media Encoder 可將視訊檔案轉換為 FLV、F4V 或 MP4 格式。Adobe Media Encoder 無法將音訊檔案格式轉換為 MP3，但是您可以使
用應用程式 (例如 Apple iTunes) 執行此作業。

1. 開啟 Adobe Media Encoder，新增您想要轉換的視訊檔案，並將其轉換為 FLV 或 F4V 格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dobe Media Encoder 說明。

2.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將媒體檔案置入 InDesign 文件中。請參閱將影片或聲音檔案加入文件中。

如果視訊檔案已經置入 InDesign 文件中，請使用「連結」面板重新將檔案連結至其新版本。請參閱更新、復原和取代連結。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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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 PD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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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PDF 互動式文件
建立 PDF 格式 (CS5.5 和 CS5)
預視互動式文件
使用呈現方式模式

建立動態 PDF 文件是一個建立互動式幻燈片的好方法。您可以建立具有按鈕、影片與聲音剪輯、超連結、書籤及頁面切換效果的互動式文件。您也可
以在 InDesign 設定能夠轉換為 Acrobat 格式的文件。

建立 PDF 互動式文件
您可以轉存包含下列互動功能的 Adobe PDF 文件。

書籤 您在 InDesign 文件中建立的書籤會出現在 Adobe Acrobat 或 Adobe Reader 視窗左側的「書籤」索引標籤處。每一個書籤都會跳至轉存之 PDF
檔案中的頁面、文字或圖形。請參閱書籤。

影片和聲音剪輯 您可以在文件中新增影片與聲音剪輯，或是連結至網際網路上的資料流視訊檔案。這些影片和聲音剪輯可以在轉存的 PDF 檔案中播
放。請參閱影片和聲音。

超連結 在轉存的 PDF 文件中，按一下超連結會跳至相同文件中的另一個位置，或是跳至另一份文件或網站。請參閱超連結。
交互參照 交互參照指的是使用者在轉存的 PDF 檔案中從文件的某個部分參照至另一個部分。交互參照在使用手冊和參考手冊中特別實用。將具有交
互參照的文件轉存為 PDF 時，交互參照會當做互動式超連結。請參閱交互參照。
頁面切換效果 當您在全螢幕模式下於轉存的 PDF 中翻頁時，頁面切換效果會套用裝飾效果，例如溶解或划出。請參閱頁面切換效果。

1. 選擇「檔案 > 轉存」。

2. 指定檔案名稱與位置。

3. 在「存檔類型」(Windows) 或「格式」(Mac OS) 中，選擇「Adobe PDF (互動式)」，然後按一下「儲存」。

4. 在「轉存為互動式 PDF」對話框中指定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轉存為互動式 PDF」選項
在「轉存為互動式 PDF」對話框中會出現下列選項。

頁面 指出是否要包含文件中的所有頁面，或是某個頁面範圍。如果您選取「範圍」，請指定頁面範圍，例如指定 1-7, 9 即可列印第 1 到 7 頁和第 9
頁。請參閱指定列印頁面。

轉存後檢視 在預設的 PDF 檢視應用程式中開啟新建立的 PDF 檔案。
內嵌頁面縮圖  內嵌 PDF 每個頁面的縮圖預視，會增加檔案大小。當 Acrobat 5.0 和更新版本的使用者將檢視和列印 PDF 時，請取消選取此設定；這
些版本在您每次按一下 PDF 的「頁面」面板時，都會動態產生縮圖。
建立 Acrobat 圖層 將每個 InDesign 圖層儲存為 PDF 中的 Acrobat 圖層。這些圖層都可以完整導覽，讓 Acrobat 6.0 和更新版本的使用者從單一
PDF 檔案中產生不同的檔案版本。
建立標籤化 PDF 轉存期間，根據 InDesign 支援的 Acrobat 標籤子集，自動標記內文元素。 這包含段落、基本文字格式、清單與表格的辨識(轉存為
PDF 之前，您也可以在文件中插入和調整標籤。請參閱新增結構至 PDF)。
使用跳位順序結構 轉存期間，使用透過「物件 > 互動 > 設定跳位順序」指定的跳位順序。此選項僅適用於標籤化 PDF。
檢視 開啟 PDF 時的初始檢視設定。
版面 開啟 PDF 時的初始版面。
簡報 選取「以全螢幕模式開啟」以在 Adobe Acrobat 或 Adobe Reader 中顯示 PDF，而不顯示選單或面板。若要讓頁面自動往前進，請選取「翻轉
頁面頻率」並指定翻頁的間隔秒數。

頁面切換效果 指定一種頁面切換效果，即可在轉存期間套用至所有頁面。如果您使用「頁面切換效果」面板來指定切換效果，請選擇「從文件」選項
以使用這些設定。

按鈕與媒體 選取「全部包含」，可讓影片、聲音及按鈕在轉存的 PDF 檔案中互動。選取「僅限外觀」，將正常狀態的按鈕與影片海報包含成為靜態
元素。

壓縮 選擇「JPEG (失真)」會移除影像資料且可能會降低影像品質。不過，會以流失最少資訊的方式來降低檔案大小。選擇「JPEG 2000 (不失真)」
可以在不造成失真的壓縮動作下轉存檔案。選擇「自動」可讓 InDesign 為彩色和灰階影像決定最佳品質。
JPEG 品質 指定轉存影像中的精細度。品質越高，檔案越大 如果您在「壓縮」中選擇「JPEG 2000 (不失真)」，此選項就會變暗。
解析度 在轉存的 PDF 中指定點陣圖影像的解析度。在轉存的 PDF 中讓檢視者放大以像素為主的內容時，選擇高解析度特別重要。選擇高解析度會大
幅增加檔案大小。

建立 PDF 格式 (CS5.5 和 C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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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InDesign 不提供新增表單欄位的工具，不過 Adobe Acrobat 會提供。您可以在 InDesign 中建立包含欄位預留位置的表單，例如選項按鈕、核取
方塊及文字欄位。然後您可以轉存為 PDF，並使用 Acrobat 將這些預留位置轉換為表單欄位。

1. 在 InDesign，請建立您要用於表單的文件。使用表格和文字方塊建立欄位的預留位置。

您也可以在 InDesign 加入互動式按鈕。

2. 轉存檔案為 Adobe PDF。

3. 啟動表格精靈將預留位置轉換為表格欄位。使用表單工具來新增和編輯表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dobe Acrobat 說明文件。

在 Acrobat X 中，請選擇「工具 > 表格 > 建立」以啟動表格精靈。

在 Adobe Acrobat 9 中，請選擇「表格 > 啟動表格精靈」。

其他資源

Gabriel Powell 在 InDesign 與 Acrobat 表單工作流程中，提供有關在 InDesign 建立 PDF 表單設計並在 Adobe Acrobat 完成作業的教學課程影片。

Acrobat 團隊提供了一篇有關在 Adobe Acrobat 中設計自動欄位偵測表格的文章。

Michael Murphy 在 Acrobat 友善表單設計中，提供有關建立表單的教學課程影片。

Bob Bringhurst 在 InDesign 中建立 PDF 表單中提供有關設計表單的文章。

預視互動式文件

使用「預視」面板可預視目前選取範圍、目前跨頁或整個文件的互動性和動畫。您可以調整「預視」面板的大小、固定或浮動該面板，或將其移至第
二個螢幕。

1. 選擇「視窗 > 互動 > 預視」。

2. 若要預視互動性和動畫，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按一下「設定預視選取範圍模式」按鈕  即可預視目前選取範圍。

按一下「設定預視跨頁模式」按鈕  即可預視目前跨頁。

按一下「設定預視文件模式」按鈕  即可預視目前文件。

3. 按一下「播放預視」按鈕  來預視選取範圍、跨頁或文件。必要時，按一下「預視」面板中的互動項目 (例如按鈕) 可測試這些項目。

如果您要預視文件，可以按一下面板底部的「跳至上一頁」和「跳至下一頁」箭頭來移動至不同的頁面。

如果您要編輯文件，可以透過按一下「預視」面板中的「播放預視」按鈕來重新整理預視。

在網頁瀏覽器中預視文件

1. 從「預視」面板選單中選擇「在瀏覽器中測試」。

2. 按一下文件中的互動項目可測試這些項目。

編輯預視設定

1. 從「預視」面板選單中選擇「編輯預視設定」。

「預視設定」對話框會顯示「轉存 SWF」對話框的目前設定。

2. 視需要編輯設定。請參閱 SWF 轉存選項。

使用呈現方式模式

「簡報模式」會將作用中的 InDesign 文件顯示為簡報。在「簡報模式」中，會隱藏應用程式選單、面板、參考線和框架邊緣。依預設，如果文件大小
與目前的螢幕尺寸的比例不同，則背景區域會顯示為深色。

「簡報模式」是 Adobe Connect 功能隨附之相當有用的功能。您可以使用「檔案 > 共用螢幕」指令來啟動網路會議。啟動螢幕共用後，您可以將
InDesign 文件進入「簡報模式」。

1. 選擇「檢視 > 螢幕模式 > 簡報」。

2. 使用下列任一個按鍵。

動作 作用

滑鼠點選、向右鍵或 Page Down 鍵 下一個跨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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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按一下滑鼠右鍵、向左鍵或 Page Up 鍵 上一個跨頁

Esc 結束簡報模式

首頁 第一個跨頁

終點 最後一個跨頁

B 將背景顏色變更為黑色

W 將背景顏色變更為白色

G 將背景顏色變更為灰色

您無法在「簡報模式」中編輯文件。但是，使用雙螢幕，您便可以在相同的文件上開啟兩個視窗，並將其中一個視窗進入「簡報模式」。此方法可
讓您在設定為「正常」檢視的視窗中編輯文件，並立即在設為「簡報模式」的視窗中查看結果。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61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x.adobe.com/tw/legal/legal-notices.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tw


書籤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為 PDF 建立書籤
管理書籤

為 PDF 建立書籤
書籤是一種包含代表性文字的連結，可輕鬆瀏覽轉存為 Adobe PDF 的文件。 您在 InDesign 文件中建立的書籤會出現在 Acrobat 或 Adobe Reader 視
窗左側的「書籤」索引標籤處。每個書籤都會跳到文字錨點或頁面。

產生目錄中的項目，會自動增加到「書籤」面板內。此外，您也可以進一步使用書籤自訂您的文件，以引導使用者的注意力，或是簡化瀏覽。 書籤可
在其他書籤下巢狀放置。

您可能會希望書籤出現在 PDF 文件的「書籤」索引標籤中，但是不希望目錄出現在 PDF 中。在此情況下，請在文件的最後一頁產生目錄。當您轉
存為 PDF 時，請不要包含最後一頁。或者，如果轉存的 PDF 包含最後一頁時，請在 Acrobat 中刪除。

1. 選擇「視窗 > 互動 > 書籤」顯示「書籤」面板。
2. 按一下您希望置入新書籤的書籤，新書籤會出現在它的下方。如果您沒有選取書籤，就會在清單結尾自動增加新書籤。
3. 執行下列任一項步驟，指定您要書籤跳至哪個位置：

在文字中按一下插入點。

選取文字. (依預設，您選取的文字會成為書籤的標籤)。

在「頁面」面板中按兩下某個頁面，並在文件視窗中檢視此頁面。

4. 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建立書籤：

在「書籤」面板上按一下「新建書籤」圖示。

從面板選單選擇「新增書籤」。

當您在 Adobe Reader 或 Acrobat 中開啟轉存的 PDF 檔案時，書籤會出現在「書籤」索引標籤中。

備註： 更新目錄時會記錄書籤，使所有目錄產生的書籤顯示在清單結尾。

管理書籤

使用「書籤」面板重新命名、刪除和排列書籤。

重新命名書籤
 按一下「書籤」面板的書籤，接著選擇面板選單中的「重新命名書籤」。

刪除書籤
 按一下「書籤」面板的書籤，接著選擇面板選單中的「刪除書籤」。

排列、組合和排序書籤
您可以將一組書籤清單組成巢狀，來顯示主題之間的關聯。組成巢狀可以建立父/子關聯。您可以視需求展開和收合階層清單。變更順序或是將書籤順
序的巢狀放置都不會影響實際文件的外觀。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展開和收合書籤階層，請按一下書籤圖示旁的三角形，顯示或隱藏其中包含的所有子書籤。

若要將某書籤巢狀放置在其他書籤下，請選取您想巢狀放置的書籤或書籤範圍，接著拖曳圖示到父書籤上。放開書籤。

您拖曳的書籤就會以巢狀放置在父書籤下；但是實際的頁面仍保留在文件中的原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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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籤面板顯示父書籤下以巢狀放置的書籤

如果要將書籤移出巢狀放置的位置，請選取您想移動的書籤或書籤範圍。將圖示或下方的圖示拖曳到父書籤左側，就會出現黑色列，指出書籤移
動後的位置。放開書籤。

如果要變更書籤順序，請選取書籤，並移動到新位置。會出現黑色列，指出書籤置入的位置。

如果要排序書籤，請選擇「書籤」面板選單中的「排序書籤」。書籤出現的順序會與書籤跳至的頁面順序相同。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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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與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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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路徑和形狀

回到頂端

簡單路徑

複合路徑

複合形狀

回到頂端

路徑和形狀的類型
關於路徑
關於方向控制線和方向點

路徑和形狀的類型

您可以建立路徑，並且用各種方式在 InDesign 中組合。 InDesign 可建立以下類型的路徑與形狀：

簡單路徑是複合路徑與形狀的基礎建置方塊。 它們包含一個開放或封閉路徑，有時候可能呈現自我交集狀態。

複合路徑包含兩個或更多個簡單路徑，彼此間進行互動或互相交會。 它們比複合形狀更基本，且所有的 PostScript 相容應用程式都能辨
識。在複合路徑之中結合的各個路徑，會充當單一物件並且分享屬性 (例如顏色與線條樣式)。

複合形狀包含兩個或更多個路徑、複合路徑、群組、漸變、文字外框、文字框架或其他形狀，彼此互動和交會，建立可編輯的新形狀。 某些
複合形狀會以複合路徑的方式出現，但複合路徑可逐一編輯，不需要分享屬性。

路徑和形狀的類型

A. 三個簡單路徑 B. 複合路徑 C. 複合形狀 

關於路徑

在繪圖時建立的線條稱為路徑。路徑是由一個或數個直線或曲線區段所構成。每個區段的起始和結束，是由錨點標示，而錨點的作用就像固定纜繩的
繩栓。路徑可以是封閉的 (例如圓形)；也可以是開放的，也就是有明確的端點 (例如波浪線)。

您可以拖移路徑的錨點、出現在錨點方向控制把手結尾的方向點，或者路徑區段本身，來變更路徑的形狀。

路徑的元件

A. 選取 (實心) 端點 B. 選取的錨點 C. 未選取的錨點 D. 曲線路徑區段 E. 方向控制把手 F. 方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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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回到頂端

路徑可以有兩種錨點：轉角控制點和平滑控制點。在轉角控制點上，路徑會突然地改變方向。在平滑控制點上，路徑區段會連接為一條連續曲線。您
可使用轉角控制點和平滑控制點的任意組合，繪製一條路徑。您若繪製成錯誤的控制點，隨時都可以更改。

路徑上的點

A. 四個轉角控制點 B. 四個平滑控制點 C. 轉角控制點與平滑控制點之組合 

一轉角控制點可連接任兩個直線或曲線區段，平滑控制點則永遠只能連接兩個曲線區段。

一個轉角控制點可連接直線區段或曲線區段。

別將轉角控制點、平滑控制點與直線、曲線區段混淆了。

路徑的輪廓稱為線條。套用至開放或封閉路徑內部區域的色彩或漸層稱為填色。線條可以具有寬度 (粗細)、色彩和虛線圖樣 (Illustrator 和 InDesign)
或風格化的線條圖樣 (InDesign)。建立路徑或形狀後，您就能變更其線條與填色特性。

在 InDesign 中，各個路徑也都會顯示中心點來標示出形狀的中心，但不是實際路徑的一部分。您可以使用這個點拖移路徑，將路徑與其他元素對齊，
或是選擇路徑上的所有錨點。中心點隨時可見；無法隱藏或刪除。

關於方向控制線和方向點

當您選擇連接曲線區段的錨點 (或區段本身)，所連接區段的錨點將顯示「方向控制碼」 (包含結束於「方向點」的「方向線」)。方向線的角度與長度
決定曲線區段的形狀與大小。移動方向點會改變曲線的外框。方向控制把手不會顯示在最終輸出中。

選取一個錨點 (左) 後，方向控制把手會出現在該錨點所連接之任一曲線區段上 (右)。

平滑控制點永遠會有兩個方向控制把手，且這兩個控制把手會像同一條直線般地同時移動。移動平滑控制點上的方向控制把手時，該點兩端的曲線區
段會同時調整，維持該錨點上的連續曲線。

相較之下，一個轉角控制點可以有兩個、一個或完全沒有方向控制把手，視其是否個別合併了兩個、一個或無任何曲線區段。轉角控制點的方向控制
把手，會使用不同的角度來維持該轉角。移動轉角控制點上的方向控制把手時，只會在有調整該方向控制把手的同一側進行曲線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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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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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選取一個錨點 (左) 後，方向控制把手會出現在該錨點所連接之任一曲線區段上 (右)。

在一個平滑控制點 (左) 和一個轉角控制點 (右) 上調整方向控制把手。

方向控制把手永遠都是在錨點上與曲線成正切 (與其半徑成直角)。每條方向控制把手的角度決定了曲線的斜率，而其長度則是決定曲線的高度或深
度。

移動和調整方向控制把手的尺寸會變更曲線的斜率。

在 Illustrator 中可以選擇「檢視 > 顯示路徑線條」或「檢視 > 隱藏路徑線條」，以顯示或隱藏錨點、方向控制把手和方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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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筆型工具繪圖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使用筆型工具繪製直線區段
使用筆型工具繪製曲線
在繪圖時重新定位錨點
完成繪製路徑
繪製其後為曲線的直線
繪製其後為直線的曲線
繪製轉角控制點連結的兩個曲線區段

使用筆型工具繪製直線區段

使用「筆型」工具所能繪製的最簡單路徑就是一條直線，只要按一下「筆型」工具，建立兩個錨點，即可完成。若繼續按一下，您會建立以轉角控制
點連接數個直線區段所構成的一條路徑。

按一下「筆型」工具可建立直線區段。

1. 請選取「筆型」工具。
2. 將「筆型」工具放置在您要開始直線區段的位置上，然後按一下以定義第一個錨點 (請勿拖移)。
備註： 在您按一下第二個錨點之前，您繪製的第一個區段不會顯示出來 (請在 Photoshop 中選取「顯示線段」選項來預覽路徑區段)。同樣的，
如果出現方向控制把手，則表示您不慎拖移了「筆型」工具；請選擇「編輯 > 還原」，然後再按一下。

3. 再按一下您要區段結束的位置 (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強制驅段的角度為 45 度的倍數)。
4. 繼續按滑鼠即可設定其他直線區段的錨點。

您新增的最後一個錨點，會顯示成一個實心正方形，代表其為選取狀態。而之前所定義的錨點，則會隨著增加其他錨點而變成空心，也就是遭到
取消選取。

5. 請進行下列操作之一以完成該路徑：

如果要封閉此路徑，請將「筆型」工具放置在第一個 (空心) 錨點上。若位置正確，則一個小圓圈會出現在「筆型」工具指標  旁。請按一下
或拖移，以封閉該路徑。

備註： 如果要在 InDesign 中封閉路徑，也可以選取物件，然後選擇「物件 > 路徑 > 封閉路徑」。

在所有物件以外的位置，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滑鼠 (Windows)，或按住 Command 鍵並按一下滑鼠 (Mac OS)，可以保留路徑的開放狀態。

若要保留路徑的開放狀態，也可以選取其他工具，或者選擇「選取 > 取消選取」(Illustrator) 或選擇「編輯 > 全部取消選取」(InDesign)。在
InDesign 或 Illustrator 中，您也可以直接按 Enter 或 Return 保留路徑的開放狀態。

使用筆型工具繪製曲線

您可以依據曲線變更方向的地方加入錨點，並拖移形成曲線的方向控制把手。方向控制把手的長度和斜度會決定曲線的形狀。

若您儘可能地使用較少的錨點來繪製曲線，則其會較容易編輯，且您的系統也能較快地顯示或列印這類曲線。使用太多的控制點，也會在曲線中產生
不必要的隆起部份。反而應該是繪製間隔更大的錨點，然後練習調整方向控制把手的長度和角度，以形成所需的曲線。

1. 請選取「筆型」工具。
2. 請將「筆型」工具放在曲線的開始位置，然後按住滑鼠按鍵。

第一個錨點出現後，筆型工具指標會變成箭頭 (在 Photoshop 中，只有在您開始拖移之後，指標才會變更)。

3. 拖移以設定您正在建立之曲線區段的斜率，然後放掉滑鼠按鈕。

一般來說，往您打算要繪製下個錨點的位置上，拉長方向控制把手至大約三分之一的距離 (您可以稍後再調整方向控制把手的一邊或兩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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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住 Shift 鍵，強制工具成為 45 度的倍數。

繪製曲線的第一個點
A. 放置「筆型」工具 B. 開始拖移 (按住滑鼠按鈕) C. 拖移以便延伸方向控制把手

4. 將「筆型」工具放置在您要結束曲線區段的位置上，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若要建立 C 形曲線，請往前一方向控制把手相反的方向拖移。然後放掉滑鼠按鈕。

繪製曲線上的第二個點
A. 開始拖移第二個平滑控制點 B. 從上一個方向控制把手拖出，建立「C」形曲線 C. 放掉滑鼠按鈕之後的結果

如果要建立 S 形曲線，請往前一方向控制把手的相同方向拖移。然後放掉滑鼠按鈕。

繪製 S 形曲線
A. 開始拖移新的平滑控制點 B. 往前一方向控制把手相同的方向拖移，建立 S 形曲線 C. 放掉滑鼠按鈕之後的結果

(僅限 Photoshop) 如果要急遽變更曲線的方向，請放開滑鼠按鍵，然後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並朝曲線方向拖
移方向點。放開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及滑鼠按鍵，將指標重新定位在您想要的區段結束位置，並朝相反方向拖移，
即可完成曲線區段。

5. 繼續從不同的位置拖移「筆型」工具，建立一連串的平滑曲線。請注意，您要將錨點放置在每個曲線的起點和結尾上，而不是曲線的尖端上。
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並拖移方向控制把手，以打散錨點的方向控制把手。

6. 請進行下列操作之一以完成該路徑：

如果要封閉此路徑，請將「筆型」工具放置在第一個 (空心) 錨點上。若位置正確，則一個小圓圈會出現在「筆型」工具指標  旁。請按一下
或拖移，以封閉該路徑。

備註： 如果要在 InDesign 中封閉路徑，也可以選取物件，然後選擇「物件 > 路徑 > 封閉路徑」。

在所有物件以外的位置，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滑鼠 (Windows)，或按住 Command 鍵並按一下滑鼠 (Mac OS)，可以保留路徑的開放狀態。

若要保留路徑的開放狀態，也可以選取其他工具，或者選擇「選取 > 取消選取」(Illustrator) 或選擇「編輯 > 全部取消選取」(InDesign)。

如需在 Illustrator 中使用「筆型」工具的影片教學課程，請參閱 www.adobe.com/go/vid0037_tw。

在繪圖時重新定位錨點

 在按一下以建立錨點之後，繼續按住滑鼠按鈕，然後按住空白鍵並拖移錨點，將其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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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繪製路徑

 請以下列其中一種方法完成路徑：

若要封閉路徑，請將「筆型」工具放置在第一個 (空心) 錨點上。若位置正確，則一個小圓圈會出現在「筆型」工具指標  旁。請按一下或拖移，
以封閉該路徑。

備註： 如果要在 InDesign 中封閉路徑，也可以選取物件，然後選擇「物件 > 路徑 > 封閉路徑」。

若要將路徑保持開放，在所有物件以外的位置，按住 Ctrl 鍵並按一下滑鼠 (Windows)，或按住 Command 鍵並按一下滑鼠 (Mac OS)。

若要保留路徑的開放狀態，也可以選取其他工具，或者選擇「選取 > 取消選取」(Illustrator) 或選擇「編輯 > 全部取消選取」(InDesign)。在 InDesign
中，您也可以直接按 Enter 或 Return 保留路徑的開放狀態。

繪製其後為曲線的直線

1. 使用「筆型」工具，按一下兩個位置上的轉角控制點，以建立一直線區段。
2. 將「筆型」工具放置在選取的結束點上。在 Illustrator 和 InDesign 中，如果位置正確，則「筆型」工具旁會出現一個轉換點圖示 (在 Photoshop
中，則是在「筆型」工具旁出現一條小對角線 (斜線))。如果要設定將建立的下一個曲線區段的斜率，請按某個錨點，並拖移出現的方向控制把
手。

繪製後接曲線區段的直線區段 (第 1 部分)
A. 完成的直線區段 B. 將「筆型」工具放置在端點上 (「轉換點」圖示只會出現在 Illustrator 和 InDesign 中) C. 拖移方向點

3. 將筆型放置在要建立下一個錨點的位置；接著按一下 (如果想要，也可以加上拖移) 新的錨點，完成曲線。

繪製後接曲線區段的直線區段 (第 2 部分)
A. 放置「筆型」工具 B. 拖移方向控制把手 C. 新的曲線區段已完成

繪製其後為直線的曲線

1. 使用「筆型」工具，進行拖移以建立該曲線區段的第一個平滑控制點，然後放掉滑鼠按鈕。
2. 重新將「筆型」工具放置在您要結束曲線區段的位置上，進行拖移以完成該曲線，然後放掉滑鼠按鈕。

在曲線區段後繪製直線區段 (第 1 部份)
A. 已完成曲線區段的第一個平滑控制點，並將「筆型」工具放在結束點上 B. 拖移以完成曲線

3. 將「筆型」工具放置在選取的結束點上。如果其位置正確，則「筆型」工具旁會出現一個轉換點圖示。按一下該錨點，將該平滑控制點轉換為轉
角控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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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筆型」工具重新定位在您要結束直線區段的位置上，再按一下以完成該直線區段.

在曲線區段後繪製直線區段 (第 2 部分)
C. 將「筆型」工具放置在既有的結束點上 D. 按一下結束點 E. 按一下下一個轉角控制點

繪製轉角控制點連結的兩個曲線區段

1. 使用「筆型」工具，進行拖移以建立曲線區段的第一個平滑控制點。
2. 重新定位「筆型」工具並拖移，以第二個平滑控制點建立曲線；接著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並朝相反方向拖移方向控制
把手，設定下一個曲線的斜率。放開按鍵與滑鼠按鈕。

此流程會分割方向控制把手，將平滑控制點轉換為轉角控制點。

3. 將「筆型」工具重新放置在第二個曲線區段結束的位置上，然後拖移新的平滑控制點，以完成第二個曲線區段。

繪製兩條曲線
A. 拖移新的平滑控制點 B. 按 Alt/Option 鍵，在拖移時分割方向控制把手，然後往上轉動方向控制把手 C. 重新放置並拖移第三次後的結果

更多說明主題

Illustrator 中的筆型工具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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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鉛筆工具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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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鉛筆工具繪圖
使用鉛筆工具編輯路徑
鉛筆工具選項

以鉛筆工具繪圖

「鉛筆」工具的用法在 Adobe Illustrator 和 InDesign 中大致相同。「鉛筆」工具可讓您繪製開放和封閉路徑，就如同在紙上以鉛筆繪圖一般。這對速
寫或建立手繪外觀很有幫助。當您完成繪製路徑後，如有需要，可立刻將其變更。

錨點是以鉛筆工具繪製時所設定的；您不用決定錨點的位置。但路徑完成時，您可以對其進行調整。錨點的數目是由路徑的長度和複雜度，以及「鉛
筆工具偏好設定」對話框的容許度設定所決定的。這些設定可控制滑鼠或繪圖板上數位筆移動「鉛筆」工具的敏感度。

如需在 Illustrator 中使用「鉛筆」工具繪圖的影片教學課程，請參閱 www.adobe.com/go/vid0039_tw。

以鉛筆工具繪製任意形狀的路徑

1. 選取「鉛筆」工具 。

2. 將工具放在您要路徑開始的位置上，然後拖移繪製路徑。「鉛筆」工具  會顯示一個小小的 x，代表正在繪製任意形狀的路徑。

當您拖移時，指標後方會跟著一條虛線。錨點會出現在路徑兩端，且其上還有數個控制點。路徑使用目前的線條與填色屬性，依預設維持選取狀
態。

使用鉛筆工具繪製封閉路徑
1. 請選取「鉛筆」工具。
2. 將工具放置在您要的路徑開始位置上，然後開始拖移以繪製路徑。
3. 當您拖移時，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鉛筆」工具會顯示小圓圈 (在 InDesign 中則是顯示實心的橡皮擦) 來代表您建
立的是封閉路徑。

4. 當路徑大小和形狀符合所需時，請放掉滑鼠按鈕 (但不要放掉 Alt 鍵或 Option 鍵)。路徑封閉之後，再放掉 Alt 鍵或 Option 鍵。

您不需要將游標放在路徑的起點上才能建立封閉路徑；如果在其他位置釋放滑鼠按鍵，則「鉛筆」工具會建立最短的線段連回起點，藉此封閉形
狀。

使用鉛筆工具編輯路徑

「鉛筆」工具可以用來編輯任何路徑，並對任何形狀新增任何形狀的線段和形狀。

使用鉛筆工具新增到路徑
1. 選取現有路徑。
2. 請選取「鉛筆」工具。
3. 將筆尖放在路徑的一個結束點上。

當工具的小 x 消失時，即表示您夠接近路徑。

4. 拖移以繼續此路徑。

使用鉛筆工具連接兩個路徑
1. 同時選取兩個路徑 (按住 Shift 並按一下，或使用「選取」工具在這兩個路徑周圍拖移)。
2. 請選取「鉛筆」工具。
3. 將指標放在您要開始的某條路徑的位置上，然後開始朝其他路徑拖移。
4. 當您開始拖移時，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鉛筆」工具會顯示一個小型合併符號，代表您正在新增到現有的路
徑。

5. 拖移到其他路徑的結束點內，放開滑鼠按鈕，然後放開 Ctrl 或 Command 鍵。
備註： 為了得到最好的效果，請從一條路徑拖移到另一條路徑，您只要沿著路徑的建立方向前進即可輕鬆地完成。

使用鉛筆工具改變路徑外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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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取您要變更的路徑。
2. 將「鉛筆」工具放在或貼近路徑，以便重新繪製。

當工具的小 x 消失時，即表示您夠接近路徑。

3. 拖移工具，直到路徑已達所需的形狀。

使用鉛筆工具編輯一個封閉的形狀

備註： 視您要開始重繪路徑的位置和拖移的方向而定，您可能會得到非預期的結果。例如，您可能會無意間將一封閉路徑改為開放路徑、將開
放路徑改為封閉路徑，或遺失某部份的形狀。

鉛筆工具選項

按兩下「鉛筆」工具以設定下列任何選項：

精確度 控制滑鼠或數位筆必須移動的距離，將新的錨點加入路徑中。數值越高，路徑也就越平滑，複雜度也越低。數值越低，曲線就會越接近指標的
移動，使角度更銳利。精確度的範圍介於 0.5 到 20 像素。
平滑度 控制使用工具時所套用的平滑量。平滑度可介於 0 到 100%。數值越高，路徑就越平滑。數值越低，就會建立越多錨點，也會保留越多的線條
不規則性。

填入新增鉛筆筆畫 (僅限 Illustrator) 在選取這個選項之後套用填色至您繪製的鉛筆筆畫，而不是現有的鉛筆筆畫。請記得在您繪製鉛筆筆畫之前選取一
個填色。

保留已選取 決定是否要在您繪製路徑之後保持路徑的選取狀態。根據預設值，此選項為已選取。

編輯選取的路徑 決定如果您位於所選取路徑的特定距離 (藉由下個選項指定) 內時，是否可以變更或合併該路徑。
接近度：_ 像素 決定若要使用「鉛筆」工具來編輯現有路徑時，您的滑鼠或數位筆與該路徑之間的接近程度。只有在選取「編輯選定路徑」選項時才
能使用此選項。

更多說明主題

Illustrator 中的鉛筆工具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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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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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路徑、區段和錨點
調整路徑區段
新增或刪除錨點
在平滑控制點和轉角控制點之間進行轉換
分割路徑
平滑化路徑
重設封閉路徑或物件
關於位置工具

選取路徑、區段和錨點

在改變路徑的外框或編輯路徑之前，需要先選取路徑的錨點、區段或這兩者的組合。

選取錨點

如果可以看到錨點，則可以在錨點上使用「直接選取」工具  加以選取。按 Shift 鍵並按一下可以選擇多個錨點。
選取「直接選取」工具，並在錨點周圍拖移出邊緣。在額外的錨點上按 Shift 鍵加拖曳滑鼠來選取它們。
確定包含錨點的路徑未被選取。將「直接選取」工具移動到錨點，直到指標顯示空心正方形為止，然後再按一下錨點。在額外的錨點上按下 Shift
鍵加滑鼠按鍵來選取它們。

(僅限 Illustrator) 選取「套索」工具，然後在錨點段四周拖移。在額外的錨點上按 Shift 鍵加拖曳滑鼠來選取它們。

選取路徑區段
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選取「直接選取」工具 ，然後在區段的 2 像素內按一下或在部分區段上方拖移圈選範圍。在額外的路徑區段按下 Shift 鍵加滑鼠按鍵或加拖移
來選取它們。

(僅限 Illustrator) 選取「套索」工具 ，然後在部分區段四周拖移。在額外的路徑上按 Shift 鍵加拖曳滑鼠來選取它們。

選取路徑中全部的錨點和區段

1. 選取「直接選取」工具 ，或在 Illustrator 中選取「套索」工具。
2. 在整個路徑周圍拖移。

如果路徑有填色，也可以使用「直接選取」工具在路徑內按一下來選取所有錨點。

複製路徑
 使用「選取」工具或「直接選取」工具選取路徑或區段，然後執行以下其中一項作業：

使用標準的選單功能，在應用程式內部或不同的應用程式之間複製和貼上路徑。

按住 Alt (Windows) 或 Option (Mac OS) 再將路徑拖移到想要的位置，然後釋放滑鼠按鍵和 Alt/Option 鍵。

調整路徑區段

您可以隨時編輯路徑區段，但是編輯現有的區段與繪製區段稍有不同。在編輯區段時請記住下列提示：

若一錨點連結兩個區段，則移動該錨點時，兩個區段都會隨之更動。

使用「筆型」工具進行繪製時，可以暫時啟動「直接選取」工具 (InDesign 和 Photoshop)，使您可以調整已經繪製的區段；並在繪製時按 Ctrl
(Windows) 或 Command (Mac OS) 鍵。在 Illustrator 中繪製時按 Ctrl 或 Command 鍵，可啟動上次使用的選取工具。

一開始以「筆型」工具繪製平滑控制點時，拖移方向點可變更該控制點兩側的方向控制把手長度。但當您以「直接選取」工具編輯現有的平滑控
制點時，只會變更拖移側的方向控制把手長度。

移動直線區段

1. 使用「直接選取」工具  選取要調整的區段。
2. 將區段拖移到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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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直線區段的長度或角度

1. 使用「直接選取」工具  在要調整的區段上選取錨點。
2. 將錨點拖移到想要的位置。按 Shift 鍵並拖移滑鼠，以限制調整量為 45 度的倍數。

在 Illustrator 或 InDesign 中，如果只是想調整矩形的寬度，則使用「選取」工具選取矩形再用邊框上的控制點調整尺寸，會比較簡單。

調整曲線區段的位置或形狀
1. 使用「直接選取」工具選取曲線區段，或者曲線區段任一端的錨點。方向控制把手隨即出現 (如果有) (某些曲線只使用一個方向控制把手)。
2. 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如果要調整區段的位置，請拖移區段。按 Shift 鍵並拖移滑鼠，以限制調整量為 45 度的倍數。

按一下選取曲線區段，然後以拖移方式進行調整。

如果要調整位於選取錨點任何一側的線段形狀，請拖移錨點或方向點。按 Shift 鍵並拖移滑鼠，以限制移動量為 45 度的倍數。

拖移錨點，或拖移方向點。

備註： 您也可以將變形套用至區段或錨點，例如縮放或旋轉。

刪除區段

1. 選取「直接選取」工具 ，並選取要刪除的線段。
2. 按 Backspace 鍵 (Windows) 或 Delete 鍵 (Mac OS)，即可刪除選取的區段。再次按下 Backspace 鍵或 Delete 鍵，可擦除剩餘的路徑。

刪除錨點的控點
使用「轉換錨點工具」(Illustrator) 或「轉換方向點工具」(InDesign)，按一下控點的錨點。
拖曳方向點，並將方向點置於錨點上。

延伸開放路徑
1. 使用「筆型」工具，將指標放置在您要延伸之開放路徑的結束點上。當指標準確地位在結束點上時，形狀會變更。
2. 按一下該結束點。
3. 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若要建立轉角控制點，請將「筆型」工具放置在您要結束新區段的位置上，然後按一下。若您要延伸一個末端為平滑控制點的路徑，則新區
段會因既有的方向控制把手而形成曲線。

備註： 在 Illustrator 中，若要延伸一個末端為平滑控制點的路徑，則新區段會呈直線。

若要建立平滑控制點，請將「筆型」工具放置在您要結束新曲線區段的位置上，然後拖移。

連接兩個開放路徑
1. 使用「筆型」工具，將指標放置在要連接到另一個路徑之開放路徑的結束點上。當指標準確地位在結束點上時，形狀會變更。
2. 按一下該結束點。
3. 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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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將路徑連接至另一開放路徑，請按一下其他路徑上的一個結束點。準確地將「筆型」工具放置到其他路徑的結束點上時，指標旁邊會顯
示一個小型合併符號 。

若要將新路徑連接到現有的路徑，在現有路徑附近繪製新路徑，然後將「筆型」工具移到現有路徑的 (未選取) 結束點。當您看到指標旁出現
小型合併符號時，按一下該結束點。

在 InDesign 中，您也可以使用「路徑管理員」面板來結合路徑。如果要封閉某個開放路徑的路徑，請使用「選取範圍」工具選取該路徑，然後按
一下「路徑管理員」面板中的「封閉路徑」。如果要封閉兩個路徑之間的端點，請選取這些路徑，然後按一下「結合路徑」。您應該再按一次「結
合路徑」來結合第二個端點。

使用鍵盤移動或輕推錨點或區段
1. 選取錨點或路徑區段。
備註： 在 Photoshop 中只能以這種方式移動錨點。

2. 按一下或按住鍵盤上的任何方向鍵，以便在該方向上一次移動 1 像素。

按住 Shift 鍵及方向鍵可以一次移動 10 像素。

備註： 在 Illustrator 和 InDesign 中，可以變更「鍵盤增量」偏好設定來變更輕推的距離。在變更預設增量值後，按住 Shift 鍵時所輕推的距離將是指
定距離的 10 倍。

新增或刪除錨點

增加錨點可使您更能控制路徑，或延伸開放路徑。但別增加太多不必要的錨點。錨點越少的路徑越容易編輯、顯示與列印。您可以刪除任何不必要的
點，減少路徑的複雜度。

工具列包含三種工具可用來新增或刪除錨點：「筆型」工具 、「增加錨點」工具 ，以及「刪除錨點」工具 。

根據預設，「筆型」工具若是放置於選取的路徑上，會變更為「增加錨點」工具，若是放置於錨點上，則會變更為「刪除錨點」工具 (在 Photoshop
中，必須選取選項列中的「自動增加/刪除」，才能讓「筆型」工具自動變更為「增加錨點」或「刪除錨點」工具)。

您可以在 Photoshop 和 InDesign 中同時選取及編輯多個路徑；不過，在 Illustrator 中則一次只能新增或刪除一個路徑的錨點。在 Photoshop 和
InDesign 中，可以在新增時按一下然後拖移，藉此在新增錨點時改變路徑的外框。

備註： 請勿使用 Delete、Backspace 和 Clear 鍵、「編輯 > 剪下」，或「編輯 > 清除」指令來刪除錨點：這些按鍵和指令會刪除連接到該點的錨點
和線段區段。

新增或刪除錨點
1. 選取您要修改的路徑。
2. 選取「筆型」工具、「增加錨點」工具或是「刪除錨點」工具。
3. 若要增加錨點，請將指標置於路徑線段上，然後按一下滑鼠按鍵。若要刪除錨點，請將指標置於錨點上，然後按一下滑鼠按鍵。

在 Illustrator 中，可以選取物件，然後選擇「物件 > 路徑 > 增加錨點」，將錨點新增到路徑。

關閉或暫時忽略自動筆型工具切換
您可以忽略「筆型」工具自動切換為「增加錨點」工具或「刪除錨點」工具的行為。當您想在現有路徑上方開始一新路徑時，這會很有用處。

在 Photoshop 中，請在選項列中取消選取「自動新增/刪除」。
在 Illustrator 中，當您將「筆型」工具放置在選取的路徑或錨點上時，按住 Shift 鍵 (如果要防止 Shift 鍵限制「筆型」工具，請在放開滑鼠按鈕
之前，先放開 Shift 鍵)。
在 Illustrator 中，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一般」(Windows) 或「Illustrator > 偏好設定 > 一般」(Mac OS)，然後選取「取消自動新增/刪除」。

在平滑控制點和轉角控制點之間進行轉換

路徑可以含有兩種錨點：轉角控制點和平滑控制點。 在轉角控制點上，路徑會突然地改變方向。在平滑控制點上，路徑區段會連接為一條連續曲線。
「轉換方向點」工具  讓您將錨點從轉角控制點變更為平滑控制點 (或相反)。

1. 使用「直接選取」工具 ，選取您要修改的路徑。
2. 切換為「轉換方向點」工具  (如有必要，請將指標置於「鋼筆」工具，並拖移以選取「轉換方向點」工具)。

如果要暫時從「轉換方向點」工具切換為「直接選取」工具，請按下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 OS)。

3. 將「轉換方向點」工具放置在要轉換的錨點上，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如果要將轉角控制點轉換為平滑控制點，請將方向控制線拖移出該轉角控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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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方向控制線拖移出轉角控制點，以建立平滑控制點

如果要將平滑控制點轉換為轉角控制點而不使用方向控制線時，可按一下平滑控制點。

按一下平滑控制點以建立轉角控制點

如果要將轉角控制點轉換為具有獨立方向控制線的轉角控制點，而不使用方向控制線時，首先將方向控制線拖移出轉角控制點 (使其成為平
滑控制點)。 放開滑鼠按鈕，接著拖移任一方向控制線。

若要轉換錨點，請開啟「路徑管理員」面板 (選擇「視窗 > 物件與版面 > 路徑管理員」)，然後按一下「轉換錨點」區段中的「標準」、「轉
角」、「平滑」或「對稱」按鈕。

如果要將平滑控制點轉換為具有獨立方向控制線的轉角控制點，請拖移任一方向控制線。

平滑控制點轉換為轉角控制點

若要轉換錨點，您也可以使用「直接選取」工具來選取錨點，然後從「物件 > 轉換錨點」選單中選擇一個指令。例如，您可以選取 U 字形底部的
平滑控制點，然後選擇「物件 > 轉換錨點 > 標準」。這麼做會移除方向線，並產生一個 V 字形。 選擇「轉角」即可建立方向線移動時不受彼此牽
制的點、而選擇「平滑」則可建立控點長度不同的點。選擇「對稱」可建立控點長度相等的點。

分割路徑

在任何錨點或沿著任何區段，都可以分割路徑、圖形框架或是空白文字框。 當您分割路徑時，請牢記下列事項：

如果想要將封閉路徑分割成兩個開放路徑，必須沿著路徑切割兩處。 如果只切割一次封閉路徑，結果會變成有間隙的單一路徑。

所有經過切割的路徑都會承襲原始路徑的設定，例如線條寬度與填色等。 您可能需要由內到外重設線條對齊。

使用剪刀工具分割路徑
1. (選擇性) 選取路徑查看其目前錨點。
2. 選取「剪刀」工具，然後在要分割的位置上按一下路徑。 當您在某區段中分割路徑，兩個新端點會出現在其他端點的上方，而且已選取其中一
個端點。

3. 使用「直接選取」工具調整新錨點或路徑區段。

使用路徑管理員面板開啟路徑
1. 選取封閉的路徑。
2. 如果要開啟「路徑管理員」面板，請選擇「視窗 > 物件與版面 > 路徑管理員」。
3. 按一下「路徑管理員」面板中的「開放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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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化路徑

使用「平滑」工具移除現有路徑或是路徑區段上的多餘角度。 「平滑」工具會儘可能地保持路徑原來的形狀。 平滑的路徑一般點較少，可更容易編
輯、顯示與列印。

使用「平滑」工具前後的路徑

1. 選取路徑。
2. 選取「平滑」工具。
備註： 選取「鉛筆」工具時，請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將「鉛筆」工具暫時變更為「平滑」工具。

3. 沿著您要使其平滑的路徑區段長度拖移工具。
4. 繼續進行平滑化作業，直到線條或路徑已達所需的平滑度。
5. 若要變更平滑量，按兩下「平滑」工具，然後設定下列選項：
精確度 控制在必須修改路徑之前，曲線可以偏離的程度。 「精確度」越低，曲線就會越接近指標的移動，使角度更銳利。 「精確度」值越高，
路徑就會忽略小的指標移動，使曲線更平滑。 像素值範圍為 0.5 到 20 個像素。

平滑度 控制使用工具時所套用的平滑量。 「平滑度」的範圍從 0% 到 100%，數值越高，路徑越平滑。

保留已選取 決定是否要在您平滑化路徑之後保持路徑的選取狀態。

重設封閉路徑或物件

1. 使用「直接選取」工具 ，來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在您要選取的錨點周圍拖移。

按一下想要選取的錨點的同時按住 Shift 鍵。

2. 將指標置於要當成焦點的錨點或路徑區段上 (也就是拉出所有選取的路徑區段之控制點)，然後按一下錨點或路徑區段。
3. 拖移反白的錨點以便調整路徑。 已知路徑區段的移動量和到反白點的距離成比例：

在拖移時，已選取之當成焦點的控制點，會隨著選取工具而移動。

未當成焦點之選取控制點，則隨拖移的焦點移動。

未選取的錨點則不受改變外框的影響。

關於位置工具

InDesign CS5 不提供「位置」工具 。您可以改用「選取」工具來選取和操作框架或框架中的內容。請參閱選取物件。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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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線條或形狀工具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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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基本線條和形狀
將多個物件繪製為格點
繪製預留位置形狀
指定多邊形設定
自動變更路徑的形狀

繪製基本線條和形狀

1. 在工具箱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繪製線條或形狀，請選擇「線條」工具 、「橢圓」工具 、「矩形」工具  或「多邊形」工具  (按住「矩形」工具以選取
「橢圓」工具或「多邊形」工具)。

如果要繪製預留位置 (空白) 圖形框架，請選擇「橢圓框架」工具 、「矩形框架」工具  或是「多邊形框架」工具 。

2. 在文件視窗中拖移，建立路徑或框架。

如果要從中央向外繪製，請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如果要將線條強制設定在 45 度角，或是要強制路徑或框架的寬度與高度為相同比例，請在拖移時按住 Shift 鍵。

若要在格點中建立多個形狀，請在按住滑鼠按鈕時按下方向鍵。請參閱將多個物件繪製為格點。

若要變更多邊形的邊數，請開始拖移並按下空白鍵，然後按下向上鍵和向下鍵。按下向左鍵和向右鍵可變更星形凹度。再次按下空白鍵返回
格點模式。

利用拖移方式建立基本圓形

備註： 上述結果顯示路徑周圍邊框。 如果最近使用過「選取」工具 ，您就會看到這個邊框。 如果在更近期間使用過「直接選取」工具 ，路徑就
會改為顯示成帶有錨點。

將多個物件繪製為格點

使用框架建立工具 (如「矩形」工具或「文字」工具) 時，您可以使用輔助按鍵來建立等間距框架的格點。

如需在格點中繪製物件的影片，請參閱 http://tv.adobe.com/go/4949_tw/。

1. 選取可讓您繪製框架的工具。

2. 開始拖移。在保持按住滑鼠按鈕的同時，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按下向左鍵和向右鍵可變更欄數。按下向上鍵和向下鍵可變更列數。

按住 Ctrl (Windows) 或 Command (Mac OS) 鍵並按下方向鍵可變更框架之間的間距。

3. 放開滑鼠按鈕。

如果想要在使用「多邊形」工具時使用方向鍵變更邊數或星形凹度，請在按住滑鼠按鈕時按下空白鍵。

繪製預留位置形狀

預留位置形狀會在文件視窗中顯示為具有 X 的橢圓、矩形或多邊形，表示稍後應該取代成文字或影像。

1. 在工具箱中，選取「橢圓框架」工具 、「矩形框架」工具  或是「多邊形框架」工具 。

2. 在文件視窗中拖移，建立路徑或框架。 按住 Shift 鍵限制框架寬度和高度。

633

http://tv.adobe.com/go/4949_tw/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選擇「物件 > 符合 > 框架符合選項」，可以變更預留位置框架的裁切量、參考點和其他符合選項。

指定多邊形設定

1. 如果您要將多邊形設定套用至現有形狀，請選取多邊形。

2. 按兩下「多邊形」工具 ，指定以下設定，接著按一下「確定」：

針對「邊數」，輸入想要的多邊形邊數。

針對「星形凹度」，輸入百分比數值，指定星形尖的長度。 星形角尖會接觸多邊形邊框的外部邊緣，而百分比則決定星形尖之間的凹度。
百分比越高，星形尖就會越長、越細。

自動變更路徑的形狀

您可以將任何路徑轉換為預先定義的形狀。 例如，將矩形轉換為三角形。 線條 如果新路徑是多邊形，則形狀會以「多邊形設定」對話框的選項為基
礎。 如果新路徑有轉角效果，則其半徑大小會以「轉角選項」對話框的尺寸設定為基礎。

1. 選取路徑。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擇「物件 > 轉換形狀 > [新形狀]」。

在「路徑管理員」面板 (「視窗 > 物件與版面 > 路徑管理員」) 上，按一下「轉換形狀」區域的形狀按鈕。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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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路徑和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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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複合路徑
編輯複合路徑的最佳實務作法
建立複合路徑
將複合路徑上的洞變成填色
中斷複合路徑
變更複合路徑內的洞
建立複合形狀
從文字外框建立路徑

關於複合路徑

您可以將多個路徑合併為單一物件，稱為複合路徑。 當您想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時，請建立複合路徑：

在路徑上新增透明洞。

使用「建立外框」指令將字元轉換為可編輯的字母樣式時，可在某些文字字元內保留透明洞，例如 o 與 e。 使用「建立外框」指令時，必定會建
立複合路徑。

套用漸層或新增跨越多個路徑範圍的內容。 雖然也可以使用「漸層」工具跨多個物件套用漸層，但在複合路徑上套用漸層通常是比較好的方法，
因為稍後您可以選取任一次路徑編輯整個漸層。 使用「漸層」工具，稍後編輯就必須選取您原本選取的所有路徑。

編輯複合路徑的最佳實務作法

編輯複合路徑時，請記住下列原則：

不論使用何種選取工具，或選取多少次路徑，變更路徑屬性 (例如線條與填色) 都會改變複合路徑內的所有次路徑。 如果要保留想要組合的路徑
個別線條與填色屬性，請改用群組。

在複合路徑中，所有置於相對路徑邊界方框旁的效果 (例如漸層或是貼在其中的影像)，實際上都放在相對整個複合路徑的邊界方框旁 (也就是包
含所有次路徑的路徑)。

如果您建立了複合路徑，接著請變更屬性，並使用「釋放」指令釋放路徑，被釋放的路徑會承襲複合路徑的屬性，而不會重新取得原始屬性。

如果您的文件含有許多平滑控制點的複合路徑，則某些輸出裝置可能會無法列印。 如果有這種情形，請簡化或消除複合路徑，或使用程式 (例如
Adobe Photoshop) 轉換為點陣圖影像。

如果您對複合路徑套用填色，洞有時不會出現在預期的地方。 對於矩形這樣簡單的路徑而言，其內部或是可以填色的區域是清晰可見的，也就是
封閉路徑內的區域。 但如果是複合路徑，InDesign 必須決定複合路徑的次路徑所建立的交集是在內 (填色的區域) 或在外 (洞)。 各個次路徑的方
向 (建立點的順序) 會決定定義的區域是在內或在外。 如果次路徑在您要使其成為空洞時已經填滿 (反之亦然)，請按一下「路徑管理員」面板中
的「反轉路徑」以反轉次路徑的方向。

複合路徑包含兩個帶有相同路徑方向 (左邊) 與相反路徑方向 (右邊) 的次路徑

建立複合路徑

您可以從兩個或更多的開放、封閉路徑中建立複合路徑。 建立複合路徑後，所有原本選擇的路徑都會變成新複合路徑的次路徑。 選取的路徑會承襲堆
疊順序中最後物件的線條與填色設定。

備註： 如果一或多個選取的物件具有內容，例如文字或讀入的影像，則複合路徑的屬性與內容會由最後面的物件屬性與內容設定。 越後面選取的物
件，如果沒有內容，就不會影響複合路徑。

您可以使用「直接選取」工具  選取次路徑上的錨點，變更複合路徑上任一部分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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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選取」工具  選取您想納入複合路徑的所有路徑。
2. 選擇「物件 > 路徑 > 製作複合路徑」。 只要選取的路徑重疊，洞就會出現。

您可以將次路徑建立的洞填色，或是將次路徑改為洞。 使用「直接選取」工具，選取要變更的次路徑點。 然後，選取「物件 > 路徑 > 反轉路
徑」，或是按一下「路徑管理員」面板中的「反轉路徑」。

將複合路徑上的洞變成填色

各個次路徑的方向 (建立點的順序) 會決定定義的區域是在內 (填色區域) 或在外 (空白)。 如果有時候複合路徑上的洞出現在非預期的位置，您可以反轉
該次路徑的方向。

兩個個別的封閉路徑 (左邊)，或是兩個相同複合路徑的次路徑 (右邊)；複合路徑會使用中央的圓形做為洞

1. 使用「直接選取」工具 ，選取要反轉的複合路徑部分 (或該部分上的點)。 請不要選取整個複合路徑。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擇「物件 > 路徑 > 反轉路徑」。

按一下「路徑管理員」面板中的「反轉路徑」。

中斷複合路徑

您可以釋放路徑來中斷複合路徑，這樣會讓每個次路徑變成獨立的路徑。

1. 使用「選取」工具 ，選取複合路徑。
2. 選擇「物件 > 路徑 > 釋放複合路徑」。

備註： 如果選取的複合路徑包含在框架內，或是路徑包含文字時，就無法使用「釋放」指令。

變更複合路徑內的洞

您可以反轉方向，消除次路徑建立的洞，或是填滿洞已建立的次路徑。

1. 使用「直接選取」工具 ，選取要反轉之次路徑上的點。 請不要選取整個複合路徑。
2. 選擇「物件 > 路徑 > 反轉路徑」，或是按一下「路徑管理員」面板中的「反轉路徑」。

建立複合形狀

您可以使用「路徑管理員」面板建立複合形狀 (「視窗 > 物件與版面 > 路徑管理員」)。 複合形狀可以由簡單或複合路徑、文字框架、文字外框或其他
形狀組成。 複合形狀的外觀依選擇的「路徑管理員」按鈕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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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管理員」面板
A. 原始物件 B. 增加 C. 差集 D. 交集 E. 排除重疊 F. 依後置物件剪裁

增加 追蹤所有物件的外框來建立單一形狀。

差集 物件在前，「穿透洞」在最後物件。

交集 從重疊區域建立形狀。

排除重疊 從沒有重疊的區域建立形狀。

依後置物件剪裁 物件在後，「穿透洞」在最前物件。

在大部分狀況下，最後產生的形狀會採用最前面物件的屬性 (填色、線條、透明度、圖層等)。 減去形狀時，前面的物件會被刪除。 最後產生的形狀會
改用最後面物件的屬性。

在複合形狀中包含文字框架時，文字外框的形狀會變更，但是文字本身會維持原狀。 如果要改變文字本身，請使用文字外框建立複合路徑。

做為文字外框 (左邊) 的複合路徑與文字外框建立的複合路徑 (右邊) 相比較

建立複合形狀
您可以用單一單位的方式使用複合形狀，或是釋放其元件路徑，各自單獨使用。 例如，您可能會套用漸層填色到一部分的複合形狀中，但是其他部分
不填色。

套用到複合形狀的漸層 (左邊) 與套用到一部分複合形狀的漸層 (右邊) 相比較

1. 選擇「視窗 > 物件與版面 > 路徑管理員」，開啟面板。
2. 選擇要在複合路徑中組合的物件。
3. 按一下「路徑管理員」面板「路徑管理員」區段中的按鈕 (例如「新增」)。

您也可以從「物件 > 路徑管理員」子選單中選擇指令。

釋放複合形狀中的路徑

637



回到頁首

 選取複合形狀。 選擇「物件 > 路徑 > 釋放複合路徑」。 複合形狀會分隔其元件路徑。
如果要重新組合元件且不影響已套用到個別路徑的變更，請在「物件」選單中選擇「群組」，而不選擇「複合路徑 > 製作」。

從文字外框建立路徑

使用「建立外框」指令，將選取的文字字元轉換成一組複合路徑，讓您可如同其他路徑般地編輯和操作。 「建立外框」指令對於在大型顯示文字中建
立效果是相當有用的，但對於其他較小類型的內文文字卻不是很實用。

如果您只想對文字字元套用顏色線條、漸層填色或線條，就不需要將文字轉換為外框。 您可以使用工具箱與「色票」、「顏色」或是「漸層」面
板，直接對選取字元的線條或填色套用顏色與漸層。

「建立外框」指令可從實際的 Type 1、TrueType 或 OpenType 檔案中，取得字體外框資訊。 建立外框時，字元會在原來的位置上被轉換，並且會保
留所有的線條與填色等圖形格式。

備註： 有些字體製造商會封鎖建立外框的必要資訊。 如果您選取這類受保護的字體並選擇「文字 > 建立外框」，會出現訊息說明無法轉換該字體。
將文字轉換成外框時，文字會遺失用來調整形狀、內建於外框字體的提示，讓您的系統可完美地以小型尺寸顯示或列印。 因此，文字以小型尺寸或低
解析度轉換為外框時不一定能顯示。

文字轉換為外框後，就能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使用「直接選取」工具  拖移個別錨點可以改變文字字形。

複製外框並使用「編輯 > 貼入」指令，將影像貼入轉換的外框內，加以遮色。

將轉換的外框當做文字框架使用，讓您輸入或置入文字。

變更字母樣式的線條屬性。

使用文字外框建立複合形狀。

使用文字外框
A. 在轉換為文字外框前輸入字元 B. 將有影像的文字外框貼入其中 C. 做為文字框架使用的文字外框

因為轉換的文字外框會變成一組複合路徑，因此可以使用「直接選取」工具編輯轉換外框的個別次路徑。 您也可以將路徑從複合路徑中釋放，將
字元外框中斷成為獨立的路徑。

將文字外框轉換為路徑
依預設，從文字建立外框會移除原來的文字。 不過，如果您喜歡，也可以讓外框出現在原始文字的拷貝上，如此就不會遺失文字。

在文字框架中選取文字字元，轉換為外框後，最後產生的外框會變成排文文字的錨定 (內嵌) 物件。 因為轉換的文字已經不是實際文字，因此無法使用
「文字」工具反白並編輯字元。 此外，也無法套用排版控制。 請確定轉為外框的字體排版設定都符合您的需求，並確認建立了原始文字的拷貝。

1. 使用「選取」工具  選取文字框，或使用「文字」工具選取一或多個字元。
2. 選擇「文字 > 建立外框」。

將文字外框的拷貝轉換為路徑

1. 使用「選取」工具  選取文字框，或使用「文字」工具選取一或多個字元。
2. 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同時選擇「文字 > 建立外框」。 拷貝會建立在原稿的正上方，如果需要，請使用「選取」工具
向外拖移。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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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轉角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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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轉角選項對話框套用轉角形狀
使用即時轉角
套用轉角形狀的原則

您可以使用「轉角選項」指令對任一路徑快速套用轉角效果。 可用的轉角效果從簡單、圓角到花式的裝飾都有。

轉角形狀上不同線條寬度所呈現的效果。
A. 沒有線條的花式轉角效果 B. 與 1 點線條相同的效果 C. 與 4 點線條相同的效果

如需有關使用轉角效果的影片，請參閱 http://tv.adobe.com/go/4948_tw/。

使用轉角選項對話框套用轉角形狀

1. 使用選取工具來選取一路徑。

2. 選擇「物件 > 轉角選項」。

3. 若要將轉角效果套用至矩形的所有四個轉角，請選取「讓所有設定均相同」圖示 。如果並未選取選項，圖示的兩邊都會出現虛線 (像是中斷的
連結)。

4. 選擇轉角效果並指定一或多個轉角的大小。

大小值會決定轉角效果從各個轉角控制點延伸的半徑。

5. 如果要在套用前查看效果，請選取「預視」。 接著按一下「確定」。

使用即時轉角

使用「即時轉角」，您便可以透過按一下顯示在框架上的黃色框並進行拖移，將轉角效果套用至矩形框架。此外，您可以將不同的轉角效果和不同的
轉角半徑套用至各個轉角。

1. 選取矩形框架，然後按一下黃色框。

選取的框架上會顯示四個黃色菱形，表示「即時轉角」模式。如果黃色框未顯示在選取的框架上，請選擇「檢視 > 其他 > 顯示即時轉角」。

2. 若要新增轉角效果，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若要同時調整所有四個轉角的半徑，請以框架中心為方向拖移其中一個菱形。

若要調整單一轉角，請在拖移菱形時按住 Shift 鍵。

若要循環切換各種效果，請按住 Alt 鍵並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Option 並按一下 (Mac OS) 黃色菱形。

3. 若要停止編輯轉角，請按一下選取框架外的任意位置。

若要移除轉角效果，請選擇「物件 > 轉角選項」，然後選擇「無」。

如果您不想讓黃色框在選取框架時顯示，請選擇「檢視 > 其他 > 隱藏即時轉角」。

套用轉角形狀的原則

請注意下列事項：

如果您已取得新增更多效果的增效模組軟體，「線條」面板中的「轉角選項」指令就會包含這些額外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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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角效果會顯示在所有路徑的轉角控制點上，但不會顯示在平滑控制點上。 如果您移動路徑的轉角控制點，效果會自動變更角度。

如果轉角效果因向內或向外突起而造成路徑大幅變更，就可能會影響框架與內容或與版面上其他部分的互動。 增加轉角效果的大小，可能會將現
有的繞圖排文或框架內縮推離框架。

您無法編輯轉角效果，但可以變更轉角的半徑或修改線條，變更其外觀。

如果套用了轉角效果但卻看不到，請確認路徑是否使用了轉角控制點，以及線條顏色或漸層是否已套用。 接著在「轉角選項」對話框內增加「大
小」選項，或是在「線條」面板內增加線條寬度。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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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線條 (筆畫)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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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線條
線條面板選項
新增開始與結束形狀
定義自訂線條樣式
儲存自訂線條樣式

設定線條

您可以將描邊或線條設定套用到路徑、形狀、文字框與文字外框。 「線條」面板可控制線條的寬度與外觀，包括區段結合方式、開始與結束形狀以及
轉角選項等。 如果選取了某路徑或框架，您也可以在「控制」面板中選取線條設定。

套用線條
A. 套用至文字框的線條 B. 套用至文字外框的線條 C. 套用至圓形的線條

如果您經常使用相同的線條設定，也可以將設定儲存在物件樣式內，快速套用相同設定到任何物件上。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物件樣式。

1. 選取您要修改線條的路徑。
備註： 使用「選取」工具  選取路徑時，您會啟動包含整個物件的邊界方框。 如果您想看到實際路徑，請改用「直接選取」工具  選取路
徑。

2. 選擇「視窗 > 線條」顯示「線條」面板。
3. 針對「寬度」，請在選單內選擇線條寬度或輸入值，按下 Enter 或 Return 鍵。
備註： 比 0.25 點更細的線條，在高解析度輸出設備 (例如網片輸出機) 上列印時可能過細，以致於肉眼看不見。 如果要移除線條，請輸入 0
(零) 的值。

4. 如果看不見其他選項，請由面板選單中選擇「顯示選項」，以顯示其他線條屬性。
5. 依需要變更其他線條屬性。

備註： 如果要變更線條的顏色，請使用工具箱與「色票」面板。 請參閱套用顏色。

線條面板選項

尖角限度 在尖角結合變成斜角立方形結合之前，指定點長度對線條寬度的限度。 例如，數值 9 表示在點變成斜角前需使點的長度變為線條寬度的 9
倍。 輸入值 (1 與 500 之間) 並按下 Enter 或 Return 鍵。 「尖角限度」並不適用於圓角。
您可以在段落或字元樣式中加入尖角限制和線條對齊方式設定。 按一下「字元顏色」區段，然後按一下線條圖示啟用這些選項。

端點 選取端點樣式，指定開放路徑兩端的外觀：

平端點  新增緊鄰 (停在) 端點旁的方端。
圓端點  建立將一半線條寬度延伸超過端點的半圓端。
方端點  建立將一半線條寬度延伸超過結束點的方形結束。 本選項可使線條寬度朝路徑周圍的各方向平均延伸。
備註： 您可以為封閉路徑指定端點選項，但必須將路徑開放 (例如使用「剪刀」工具裁切)，才能看見端點。 而且在較粗的線條寬度中比較容
易看見端點樣式。

結點 指定轉角控制點的線條外觀：

尖角  建立有點的轉角，如果尖角長度介於尖角限度範圍內，可延伸超過端點。
圓角  建立將一半線條寬度延伸超過端點的圓角。
斜角  建立緊鄰端點的斜角。
備註： 您可以為不使用轉角控制點的路徑指定尖角選項，但必須新增或轉換平滑控制點來建立轉角控制點，才能套用尖角選項。 而且在較粗
的線條寬度中比較容易看見尖角。

線條位置 按一下圖示，指定與此路徑相對的線條位置。

642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類型 在選單中選擇線條類型。 如果您選擇「虛線」，新的選項組合就會出現。
開始 選擇路徑的起點。

終點 選擇路徑的終點。

間隙顏色 指定圖樣線條中虛線、點或多條直線之間空白處出現的顏色。

間隙色調 指定色調 (指定間隙顏色的狀況下)。
雖然您可以在「線條」面板中指定虛線線條，但使用自訂的線條樣式建立虛線線條比較簡單。

新增開始與結束形狀

使用開始與結束形狀時，請記住下列原則：

您無法編輯可用的開始與結束形狀，但若已獲得增加其他選項的增效模組軟體，「線條」面板內的「開始」與「結束」選單會包含其他形狀。

開始與結束形狀已經過大小調整，與線條寬度成比例。 但是加入開始與結束形狀並不會變更路徑的長度。

開始與結束形狀會自動旋轉，以符合端點方向控制線的角度。

開始與結束形狀只會出現在開放路徑的端點；並不會出現在虛線線條的個別虛線上。

如果在包含有開放次路徑的複合路徑上套用開始與結束形狀，則各個開放的次路徑都會使用相同的開始與結束形狀。

您可以在封閉路徑上套用開始與結束形狀，但必須開放路徑才能看到。

開始與結束形狀範例

使用開始和結束形狀來建立箭號。
使用「線條」面板中的「開始」與「結束」選單，在開放路徑的終點新增箭號或其他形狀。

1. 使用直線工具來繪製線條，或是建立開放的路徑。
2. 在選取線條或路徑後，請開啟「線條」面板，然後在「開啟」和「結束」選單中選擇樣式。「開始」選單會套用形狀至路徑的第一個端點 (由路
徑點繪製的順序決定)，而「結束」選單會套用形狀至最後一個端點。

切換路徑的開始與結束形狀

1. 使用「直接選取」工具  選取路徑。
2. 選擇「物件 > 路徑 > 反轉路徑」，或是按一下「路徑管理員」面板中的「反轉路徑」按鈕。

定義自訂線條樣式

您可以使用「線條」面板建立自訂線條樣式。 自訂線條樣式可以是虛線、點虛線或條紋；在樣式方面，您可以定義線條的圖樣、端點以及轉角屬性。
物件套用了自訂線條樣式後，您可以指定其他線條屬性，例如寬度、間隙顏色以及開始與結束形狀。

自訂線條樣式
A. 虛線 B. 點虛線 C. 條紋

您可以在其他 InDesign 文件內儲存或載入自訂線條樣式。

1. 選擇「視窗 > 線條」顯示「線條」面板。
2. 在面板選單中，選取「線條樣式」。
3. 按一下「新增」。
4. 輸入線條樣式的名稱。

643



回到頁首

5. 在「文件」中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

選取虛線，定義以規律或不規律間隔分隔的虛線樣式。

選取條紋，定義有一條以上平行線的樣式。

選取點線，定義以規律或不規律間隔分隔的點線樣式。

對話框內的選項會變更，以符合您的選擇。

6. 在「圖樣長度」中，指定重複圖樣的長度 (僅有虛線或點虛線樣式)。 尺標會更新為符合指定的長度。
7. 執行下列任一項動作定義線條圖樣：

按一下尺標，新增新的虛線、點虛線或條紋線。

拖移虛線、點虛線或條紋線並移動。

如果要調整虛線寬度，請移動其尺標標記 。 您也可以選擇虛線，接著輸入「開始」(虛線在尺標上開始的地方) 與「長度」值。

如果要調整點虛線位置，請移動其尺標標記 。 您也可以選擇點虛線，接著輸入「中央」(點虛線所放置的中央處) 值。

如果要調整條紋粗細，請移動其尺標標記 。 您也可以選取條紋，接著輸入「開始」與「寬度」值，兩者都會以線條寬度的百分比表示。

如果要刪除虛線、點虛線或條紋，請拖移到尺標視窗外 (但是自訂線條樣式必須含有至少一種虛線、點虛線或條紋)。

在「新增線條樣式」對話框內建立虛線
A. 按一下以新增虛線到圖樣中 B. 拖移標記來加寬虛線 C. 拖移虛線來調整虛線之間的空格

8. 如果要預視不同線條寬度的線條，請使用「預視寬度」選項指定線條寬度。
9. 在虛線與點虛線圖樣方面，請使用「轉角」選項決定虛線或點虛線的放置方式，讓圖樣規律的圍繞轉角。

10. 在虛線圖樣方面，請在「端點」中選取樣式，決定虛線形狀。 此設定會取代「線條」面板中的「端點」設定。
1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按一下「新增」來儲存線條樣式並定義另一個樣式。 按一下「完成」即可離開此對話框。

按一下「確定」來儲存線條樣式，並離開對話框。

儲存自訂線條樣式

您可以儲存自訂線條樣式，以供其他 InDesign 文件使用。

儲存自訂線條樣式
1. 在「線條」面板選單中，選取「線條樣式」。
2. 選取自訂線條樣式，並按一下「儲存」。
備註： 您無法儲存或編輯預設的線條樣式 (用方括號括住)。

3. 指定線條樣式 (.inst) 檔案的名稱和位置，然後按一下「確定」。

載入自訂線條樣式
1. 在「線條」面板選單中，選取「線條樣式」。
2. 按一下「載入」。
3. 選取包含要讀入自訂線條樣式的線條樣式 (.inst) 檔案，接著按一下「確定」。

套用自訂線條樣式
 如果選取了路徑或框架，請選擇「線條」面板內「文字」選單的自訂線條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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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顏色
使用檢色器選取顏色
套用上次使用的顏色
移除填色或線條顏色
使用拖放來套用顏色
套用顏色或漸層色票
使用顏色面板套用顏色
從顏色面板中的顏色建立色票
循環切換色彩模式
使用「顏色主題」工具產生顏色主題
使用滴管工具套用顏色
將顏色套用至灰階影像
新增和管理顏色群組
以選取的頁面項目建立顏色群組
從 ASE 檔案載入與儲存色票
從 Color 應用程式讀入主題

套用顏色

Adobe InDesign 提供一些套用顏色的工具，包括「工具箱」、「色票」面板、「顏色」面板、「檢色器」和「控制」面板。

套用顏色時，您可以指定是否要將顏色套用到物件的線條或填色。 線條是指物件的邊界或框架，而填色則是指物件的背景。將顏色套用到文字框時，
您可以指定色彩變更是否影響文字框或文字框內的文字。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選取要套用顏色的物件:

針對路徑或框架，請視需要使用「選取」工具  或「直接選取」工具 。

針對灰階或單色 (1 位元) 影像，請按一下「內容抓取工具」或使用「直接選取」工具。您只能將兩種顏色套用至灰階或單色影像。

針對文字字元，請使用「文字」工具  變更單一文字的文字顏色或框架中所有文字的文字顏色。

如果要變更虛線、點虛線或條紋線條中的間隙顏色，請使用「線條」面板。

2. 在「工具箱」、「顏色」面板或「色票」面板中，選取「格式設定會影響文字」或「格式設定會影響物件框」，會決定顏色是套用至文字還是文
字框。

3. 在「工具箱」、「顏色」面板或「色票」面板中，選取「填色」框或「線條」框，指定物件的填色或線條 (如果您已選取影像，「線條」框便沒
有效用)。

在「工具箱」指定顏色的套用方式

A. 填色框 B. 格式設定會影響物件框 C. 線條框 D. 格式設定會影響文字 

4.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使用「色票」或「漸層」面板，選取顏色、色調或漸層。

在「控制」面板的「填色」或「線條」選單中選取顏色、色調或漸層。

在「工具箱」或「顏色」面板中，按兩下「填色」或「線條」框，開啟「檢色器」。 選取所需的顏色，然後按一下「確定」。

您可將顏色套用至任何灰階影像，只要該影像中不含 Alpha 或特別色色版即可。 如果您以剪裁路徑讀入影像，請使用「直接選取」工具選取剪裁路
徑，只將顏色套用至被剪裁掉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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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檢色器選取顏色

「檢色器」可讓您從顏色區中選擇顏色，或是以數值指定顏色。 您可以使用 RGB、Lab 或 CMYK 色彩模式定義顏色。

1. 在「工具箱」或「顏色」面板中，按兩下「填色」或「線條」框，開啟「檢色器」。

2. 如果要變更「檢色器」中所顯示的色彩光譜，請按一下字母: R (紅色)、G (綠色)、B (藍色)；或 L (明度)、a (綠色-紅色軸)、b (藍色-黃色軸)。

檢色器

A. 原始的顏色 B. 新顏色 C. 顏色區 D. 顏色滑桿三角形 E. 色彩光譜 

3. 如果要定義顏色，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顏色區內按一下或拖移。 十字游標代表顏色在顏色區中的位置。

拖移色彩光譜的顏色滑桿三角形，或是直接在色彩光譜內按一下。

在任何文字框內輸入數值。

4. 如果要將顏色儲存為色票，請按一下「新增 CMYK 色票」、「新增 RGB 色票」或「新增 Lab 色票」。 InDesign 會將顏色新增到「色票」面板
中，並使用顏色數值做為其名稱。

5. 按一下「確定」。

套用上次使用的顏色

「工具箱」會顯示您上次套用的顏色或漸層。 您可以直接從「工具箱」套用此顏色或漸層。

1. 選取您要套用顏色的物件或文字。

2. 根據您要在文字或物件的哪個部分套用顏色，在「工具箱」中按一下「填色」或「線條」按鈕。

3. 在工具箱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按一下「顏色」按鈕 ，套用上次在「色票」或「顏色」面板中選取的純色。

按一下「漸層」按鈕 ，套用上次在「色票」或「漸層」面板中選取的漸層。

按一下「無」按鈕 ，移除物件的填色或線條。

移除填色或線條顏色

1. 選取要移除顏色的文字或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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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視變更文字或物件的哪個部分而定，在「工具箱」中按一下「填色」或「線條」按鈕。

3. 按一下「無」按鈕 ，移除物件的填色或線條。

使用拖放來套用顏色

套用顏色或漸層的方法很簡單，只要將它們從顏色來源拖移至物件或面板即可。 拖放方式可讓您將顏色或漸層套用至物件，而不需要先選取物件。 您
可以拖移下列項目:

「工具箱」或面板中的「填色」或「線條」框。

「漸層」面板中的「漸層」框。

「色票」面板中的色票。

上次使用的色域內色票，位於面板中的超出色域圖示  旁。

您可以將顏色或漸層放置到下列物件和面板上:

路徑的填色或線條。 如果要將顏色放置到填色或線條上，請在拖移顏色時，將拖移圖示的中心精確地放在路徑的填色或線條上方，然後放掉滑鼠
按鈕。

「色票」面板。

 

如果拖移一或多個「色票」面板色票，或是超出色域圖示旁的色票，可以將它們放置到另一個 InDesign 文件視窗中，將色票新增至該文件的「色票」
面板。

套用顏色或漸層色票

1. 使用「選取」工具  選取文字或物件框架；或者使用「文字」工具  選取某個範圍的文字。

2. 如果「色票」面板未開啟，請選擇「視窗 > 顏色 > 色票」。

3. 在「色票」面板中，選取「填色」框或「線條」框。

4.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將顏色套用至選取的文字，請按一下「文字」按鈕 。

如果要將顏色套用至選取的物件或文字容器 (例如框架或表格)，請按一下「物件」按鈕 。

5. 按一下顏色或漸層色票。 選取的顏色或漸層會套用至任何選取的文字或物件，並顯示在「顏色」面板中，以及「工具箱」的「填色」框或「線
條」框中。

您可以使用與設定其他 InDesign 預設值相同的方式，設定預設填色或線條顏色。 選擇「編輯 > 全部取消選取」，確認未選取任何物件，然後選擇
顏色。

使用顏色面板套用顏色

雖然「色票」面板是處理顏色時建議使用的面板，但您也可以使用「顏色」面板來混合顏色。您可以隨時將目前的「顏色」面板顏色新增至「色票」
面板。 「顏色」面板最適合用於混合未命名顏色。

如果您選取目前使用已命名色票的物件，則使用「顏色」面板編輯其顏色只會變更該物件的顏色。 如果要編輯整份文件中的顏色，請在「色
票」面板中按兩下其色票。

編輯填色或線條顏色

1. 選取您要變更的物件或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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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顏色」面板未顯示，請選擇「視窗 > 顏色」。

3. 在「顏色」面板中選取「填色」框或「線條」框。

「顏色」面板

A. 填色框 B. 線條框 C. 格式設定會影響物件框 D. 格式設定會影響文字 

4. 如果您選取了文字框，請選取「容器」框 或「文字」框 ，變更框架內的填色或文字顏色。

5.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調整「色調」滑桿，如果物件使用「色票」面板中的色票，「色調」滑桿會依預設顯示。

在「顏色」面板選單中選擇 LAB、CMYK 或 RGB 色彩模式，並使用滑桿變更顏色數值。 您也可以在顏色滑桿旁的文字框中輸入數值。

將指標移到色彩導表上並按一下。

按兩下「填色」或「線條」框，並從「檢色器」中選取顏色， 接著按一下「確定」。

6. 如果出現超出色域警告圖示 ，而且您希望使用與原先指定顏色最接近的 CMYK 顏色數值，請按一下警告圖示旁的小型顏色框。

從顏色面板中的顏色建立色票

1. 在「顏色」面板中，確認使用中的「填色」或「線條」框顯示您要新增的顏色。

2. 在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至色票」。

循環切換色彩模式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顏色」面板中，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面板底部的色彩導表。

在「新增色票」或「色票選項」對話框中，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顏色框。

在「新增漸層」或「漸層選項」對話框中，選取漸層色標，並確認已在「色標顏色」選單中選取 RGB、LAB 或 CMYK，然後按住 Shift 鍵並
按一下顏色框。

使用「顏色主題」工具產生顏色主題

您可以在 InDesign 文件中從選取的區域、影像或物件摘取顏色主題。您也可以從某個影像、整個影像或整個版面選擇顏色。基本上，您可以從圖稿中
的任何顏色產生顏色主題。使用「顏色主題」工具挑選單一顏色或主題，然後將該顏色主題新增至色票面板。

將這些顏色新增至版面和「色票」面板。您可以將其儲存至 Adobe Color 應用程式，以供其他 Adobe 桌面和行動應用程式使用。

1. 按一下工具面板上的「顏色主題」工具。您可以使用快速鍵「I」在「顏色主題」工具和「滴管」工具之間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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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版面的任意部分以挑選顏色。您也可以使用存在 Adobe Photoshop、Illustrator 或其他任何檔案中任何圖稿的顏色。

使用主題工具選取顏色後，會保留顏色。挑選顏色後，如果切換工具執行其他作業 (例如繪製物件)，接著再重新選取「顏色主題」工具，先前所
挑選的主題仍會予以保留。除非按 ESC 鍵關閉面板，否則已挑選的主題會保留以供重複使用。一旦按下 ESC 鍵，將會清除所有項目。

3. 滾動滑鼠可查看 InDesign 自動標記的區域，您可以從這些區域建立顏色主題。按一下某個區段，InDesign 就會建立顏色主題。

4. 顏色主題是由 5 種不同的顏色所組成。按一下彈出式選單可檢視其他產生的顏色選擇。

5. 
顏色主題工具 - 選項

A. 按一下檢視所有主題 B. 新增目前顏色主題至色票 C. 上傳至 Adobe Color 

顏色主題是由 5 種不同的顏色所組成。按一下彈出式選單 (影像中的 A) 查看為相同顏色主題所產生的其他主題選擇，例如「彩色」、「亮」、
「深」及「柔和」。

如果不喜歡產生的顏色主題，可按下 Esc 鍵後再試一次，或按下 Alt 鍵暫時切換至「挑選」模式以收集新主題。

按住 Shift 並按一下，以挑選單一 (精確) 的顏色作為主題的基本顏色。顏色主題是根據 Adobe Color 規則所產生: 類比、單色、三元群、互補、
複合、濃度。

6. 若要套用顏色，可以按一下「顏色主題」工具上的單一顏色。將滑鼠移至頁面項目上方。「滴管」會顯示半滿，按一下可變更填色或線條。

將滑鼠移至文字上方時，「滴管」會變更為文字。您可以將「顏色主題」工具產生的顏色套用至文字。

7. 按兩下「顏色主題」工具。挑選新增至色票的顏色會依循文件用途，在新增至色票或套用於其他物件之前，也會先自動轉換為適當的色域。您可
以從下列三個選項中選擇:

a. 依文件用途轉換
b. 轉換為 CMYK
c. 轉換為 RGB。

顏色主題選項

8. 
顏色主題工具 - 選項

A. 按一下檢視所有主題 B. 新增目前顏色主題至色票 C. 上傳至 Adobe Color 

按一下 B 可將這些顏色新增至「色票」面板。顏色主題會以檔案夾形式新增至「色票」面板。

若要新增特定顏色至「色票」面板，請按下 Alt 鍵並按一下「新增目前顏色主題至色票」按鈕。

9. 
顏色主題

按一下此按鈕，面板上選取的主題就會上傳至「Cloud > Adobe Color(xKuler) > My Themes」。接著您可以登入 Adobe Color 並在線上編輯/發
佈主題，或稍後下載至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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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您可以在「檢色器」、「新增色票」和「編輯色票」工作流程中，使用十六進位 RGB 碼來套用顏色值，也可以使用十六進位 RGB 碼來套用顏
色值。您可以三種方式套用十六進位顏色值:

在「新增色票」中使用「檢色器」: 從「色票」面板，按一下以展開彈出式選單，然後選取「新增色票」。在「新增色票」對話框中，從
「色彩模式」選取「RGB」。
按一下螢幕截圖工具，按住滑鼠按鈕並按一下畫面任意位置，即可檢視任何來源的十六進位顏色值。按一下「新增」即可新增色票。

新增色票 - 十六進位值

編輯色票: 您也可以編輯色票，變更色票的十六進位值。按兩下色票，然後從「色彩模式」下拉式清單中選取「RGB」。
顏色預視圖: 按兩下工具面板中的顏色預視圖。您可以從此處挑選十六進位值。

使用滴管工具套用顏色

使用「滴管」工具 ，拷貝 InDesign 檔案中任何物件 (包括讀入的圖形) 的填色和線條屬性，例如顏色。 依預設，「滴管」工具會載入物件的所有
可用填色和線條屬性，並為您繪製的任何新物件設定預設填色和線條屬性。 您可以使用「滴管選項」對話框，變更「滴管」工具拷貝的屬性。 您也可
以使用「滴管」工具拷貝文字和透明度屬性。

如果某個屬性沒有列在「滴管選項」對話框中，便無法使用「滴管」工具拷貝該屬性。

使用滴管工具套用顏色

1. 請選取具有要變更的填色和線條屬性的一或多個物件。

2. 選取「滴管」工具 。

3. 按一下具有要取樣的填色和線條屬性的任何物件。 出現已載入的滴管 ，所選取的物件會自動更新，並具有您先前按一下所選的物件填色和線
條屬性。

4. 如果要將其他物件變更為相同的屬性，請以載入的滴管按一下物件。 如果某個物件已使用線條且沒有填色，請務必按一下該物件的外框。

載入滴管工具時挑選新屬性

1. 載入「滴管」工具  時，按下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 「滴管」工具會反轉方向，並顯示成空白 ，表示已準備好挑選新
屬性。

2. 繼續按住 Alt 鍵或 Option 鍵，並按一下含有您要拷貝的屬性之物件，然後放開 Alt 鍵或 Option 鍵，以便將新屬性放置到另一個物件。

變更滴管工具設定

1. 在「工具箱」中，按兩下「滴管」工具 。

2. 在「填色設定」和「線條設定」區段中，選取要使用「滴管」工具複製的屬性，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果只要挑選物件的填色或線條顏色，而不要其他屬性，請按住 Shift 鍵並使用「滴管」工具按一下物件。 當您將顏色套用至其他物件時，只會套
用填色或線條顏色 (依據在工具列上方的是線條或填色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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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將顏色套用至灰階影像

在 InDesign 中，您可以將顏色新增至置入的灰階影像。

PSD 格式的影像可包含多重圖層，但最底部的圖層必須是不透明的。在 InDesign 中，您無法將顏色套用至背景為透明的 PSD 影像。此外，灰階影像
無法包含 Alpha 色版或特別色色板。

1. 請確定已將影像另存為灰階或點陣圖影像，而且是儲存成 PSD、TIFF、BMP 或 JPG 格式。

在 Photoshop 中，您可以選擇「影像 > 模式 > 點陣圖或影像 > 模式 > 灰階」。

2. 按一下「內容抓取工具」或使用「直接選取」工具  以選取影像。

3. 從「色票」面板或「顏色」面板選取顏色。

新增和管理顏色群組

顏色群組可讓您將色彩配置組織得更好，並可在應用程式之間交換常用的色票。顏色群組可協助您:

組織色票。

從 Illustrator 的專案中載入顏色群組。

新增顏色群組

1. 如果要建立顏色群組，請按一下「色票」面板上的「顏色群組」圖示。或者，您也可以從彈出式選單和環境選單中建立顏色群組。

新增顏色群組

2. 輸入顏色群組的名稱。

選取選項來建立顏色群組配置:
選取的色票: 如果您要在建立時將色票移到顏色群組，則選取這個選項。在選取「新增顏色群組」選項之前，按住 Ctrl (Win) 或 Option
(Mac) 鍵來選取多重色票。如果未選取任何色票，則會建立空白的顏色群組。
選取的頁面項目: 所選取頁面項目或圖稿的色票會新增至建立的顏色群組。選取圖稿時，依預設會選取這個選項。

如果要在建立時指定顏色群組的名稱，您可以使用以上任一選項，或在按一下「新增顏色群組」按鈕時，按住 Alt 鍵 (Win) 或 Option 鍵
(Mac)。

3. 您可以從根色票或其他顏色群組，將多重色票拖放至所建立的顏色群組。

4. 在色票上按滑鼠右鍵可探索其他選項。您可以切換至「顏色群組」檢視，以便大量處理顏色群組。按一下面板底部的篩選器圖示，然後選取顯示
顏色群組。如此可讓您大量處理顏色群組。在這個檢視中看不見根色票和漸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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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顏色群組

各種管理顏色群組的操作

您可以執行下列操作來管理顏色群組。

將色票新增至顏色群組: 選取顏色群組。選取色票並拖放至顏色群組內。
複製顏色群組: 您可以從環境選單以及彈出式選單進行複製。在顏色群組上按滑鼠右鍵，然後選取複製顏色群組。顏色群組內的所有色票都會隨
著顏色群組一起複製。不同顏色群組內的色票不會以相同的名字建立，以避免混淆。

解散顏色群組: 您可以從環境選單以及彈出式選單解散群組。在顏色群組上按滑鼠右鍵，然後選取解散顏色群組。解散群組後，群組內的所有色
票都會移至顏色群組外的根色票。

重新命名顏色群組: 您可以使用環境/彈出式選單中的「顏色群組選項」選項來重新命名顏色群組。連按兩下群組即可編輯顏色群組名稱。您也可
以直接編輯顏色群組。

刪除顏色群組: 選取顏色群組、按滑鼠右鍵，然後選取刪除顏色群組。或者，選取顏色群組，然後從彈出式選單選取刪除顏色群組。

刪除顏色群組時，該顏色群組內的所有色票會一併刪除。

以選取的頁面項目建立顏色群組

您可以選取文件中的頁面項目圖稿，然後從頁面項目中存在的色票建立顏色群組。您可以將頁面項目中的色票新增至顏色群組。

1. 選取文件中的頁面項目。

2. 從彈出式選單或環境選單，選取新增顏色群組。

3. 在新增顏色群組對話框中，選取選取的頁面項目。如果已在「色票」面板中選取一個以上的色票，則預設的選取項目就會是「選取的色票」。

4. 顏色群組會作用於所有的清單檢視 (色票名稱顯示、縮小顯示色票名稱) 以及格點檢視 (顯示小色票圖示、顯示大色票圖示)。並可對色票面板中
的各種檢視執行建立、拖移色票及顏色群組等所有操作。

從 ASE 檔案載入與儲存色票

ASE 檔案有助於在如 Adobe Illustrator 等應用程式之間讀入與轉存色票。您可以讀入 .ase 檔案以便在「色票」面板中載入顏色群組。從「色票」彈出
式選單，也可將顏色群組另存為 .ase 檔案。如果從 Illustrator 儲存顏色群組，同樣也能載入至 InDesign。

載入色票

1. 從「色票」面板選單，選取「載入色票」。

2. 選取儲存的 .ase 檔案。按一下「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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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色票

您可以將色票或顏色群組另存為 .ase 檔案。

1. 選取顏色群組或色票。

2. 從彈出式選單，選取「儲存色票」。

3. 輸入 .ase 檔案的名稱。按一下「儲存」。

從 Color 應用程式讀入主題

在 InDesign 中，您可以從「顏色」面板將主題新增至「色票」面板作為顏色群組。這些主題會建立為顏色群組，名稱即為主題的名稱。

1. 選取「視窗」>「顏色」。

2. 在「瀏覽」視窗中，選取主題。

您可執行下列任一方式將主題轉存至 InDesign:

按一下主題旁的箭頭，然後選取「新增至色票面板」。

按一下「新增選取的主題」圖示，將主題轉存至「色票」面板。

 

「新增色票」圖示/選項

3. 您也可以前往 Color 的「建立」標籤，從選取規則中選取規則，然後按一下新增主題至色票圖示。

「新增主題至色票」選單

支援舊版行為

如果在舊版中開啟含顏色群組資訊的 .idml 檔案，「色票」面板會顯示不含顏色群組的一般色票清單，因為舊版無法使用顏色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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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票面板概觀
建立色票
管理色票
讀入色票

色票面板概觀

「色票」面板 (「視窗 > 顏色 > 色票」) 可讓您建立並命名顏色、漸層或色調，並且快速將其套用至文件。色票與段落和字元樣式類似；您對色票所做
的任何變更，會影響色票套用到的所有物件。 色票可讓您輕鬆修改色彩配置，而不用找出並調整個別的物件。

當選取文字或物件的填色或線條包含套用自「色票」面板的顏色或漸層時，套用的色票會在「色票」面板中反白標示。 您建立的色票只會與目前的文
件關聯。 每份文件的「色票」面板中，可以儲存一組不同的色票。

與印前輸出中心合作時，色票可讓您清楚辨識特別色。您也可以在預檢描述檔中指定色彩設定，以決定印表機要使用什麼樣的色彩設定。

下列 6 個 CMYK 定義的顏色，會顯示在預設「色票」面板中：青色、洋紅色、黃色、紅色、綠色和藍色。

備註： 如果您要列印的書冊章節中包含衝突的色票，可以指示 InDesign 讓設定與主版文件同步化 (請參閱同步化書冊文件)。

色票類型
「色票」面板存放了下列色票類型：

顏色 「色票」面板中的圖示，代表特別色  和印刷色  類型，以及 LAB 、RGB 、CMYK  和混合油墨  色彩模式。
色調 在「色票」面板中色票旁的百分比數值，代表特別色或印刷色的色調。

漸層 「色票」面板中的圖示，指出漸層為放射狀  或線性 。

無 「無」色票會從物件移除線條或填色。 您無法編輯或移除此色票。
紙張 「紙張」是內建的色票，可模擬您要列印的紙張顏色。 在紙張著色物件後面的物件，不會在紙張著色物件與其重疊的位置列印出來， 反而是您
列印的紙張顏色會顯示出來。 在「色票」面板中按兩下顏色便可編輯「紙張」顏色，使其符合您的紙張原料。 「紙張」顏色只能用於預視，無法在複
合印表機上列印或用於分色列印。 您無法移除此色票。 如果要將物件的顏色移除，請不要套用「紙張」色票， 請使用「無」色票。
備註： 如果「紙張」顏色未如所述運作，而且您是要列印到非 PostScript 印表機，請試著將印表機驅動程式切換為「點陣圖形」模式。
黑色 「黑色」是使用 CMYK 色彩模式所定義的內建、100% 印刷黑色。 您無法編輯或移除此色票。 依預設，所有「黑色」實例會疊印 (列印在上方)
底層油墨，包括任何大小的字元。 您可以關閉此行為。
拼版標示色 拼版標示色  是內建的色票，可以使物件列印到 PostScript 印表機的每個分色片上。 例如，拼版標示色標記使用拼版色，讓印版可在分
色印刷時精確對齊。 您無法編輯或移除此色票。
您也可以將任何色彩庫中的任何顏色加入「色票」面板，如此即可與文件一起儲存。

自訂色票顯示
您可以控制色票的大小，以及名稱是否要與色票一起顯示。

1. 在「色票」面板選單中，選擇下列任一項目：

「名稱」會在色票名稱旁顯示一個小色票。 名稱右方的圖示會顯示色彩模式 (CMYK 或 RGB 等等)，以及該顏色為特別色、印刷色、拼版標
示色或無。

「縮小顯示色票名稱」會顯示精簡的色票面板列。

「顯示小色票圖示」或「顯示大色票圖示」只顯示色票。 色票右下角如有一個中間有黑點的三角形，表示該顏色為特別色。 不含黑點的三
角形代表印刷色。

2. 如果要設定顯示的色票類型，請在「色票」面板底部按下列任一按鈕：

「顯示所有色票」  會顯示所有顏色、色調和漸層色票。

「顯示色票」  只顯示印刷色、特別色、混合油墨顏色和色調色票。

「顯示漸層色票」  只顯示漸層色票。

備註： 無論您按下的按鈕為何，「無」色票一定會顯示出來。

建立色票

色票可包含特別色、印刷色、混合油墨 (與一或多個特別色混合的印刷色)、RGB 顏色、LAB 顏色、漸層或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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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置入包含特別色的影像時，這些特別色會自動新增為「色票」面板中的色票。 您可以將這些色票套用至文件中的物件，但是無法重新定義或刪除
色票。

您在建立色票之前，必須學習什麼樣的設定適合您的印表機服務供應商。您可以在預檢描述檔中指定色彩設定，以反白標示不適用於印表機的色彩
設定。

建立新的色票
1. 在「色票」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色票」。
2. 針對「色彩類型」，請選擇您要用來在印刷機上列印文件顏色的方法。
3. 針對「色票名稱」，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您選擇「印刷色」做為色彩類型，並且希望顏色名稱永遠描述顏色數值，請確認已選取「以顏色數值命名」。

如果您選擇「印刷色」做為色彩類型，並且希望自行命名顏色，請確認已取消選取「以顏色數值命名」，並輸入「色票名稱」。

如果您選擇「特別色」，請輸入「色票名稱」。

4. 針對「色彩模式」，請選擇您要在定義顏色時使用的模式。 請避免在定義顏色之後變更模式。
5.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拖移滑桿以變更顏色數值。 您也可以在顏色滑桿旁的文字框中輸入數值。

在「色彩模式」選單中，從色彩庫選取特別色。

6. 如果出現超出色域警告圖示 ，而且您希望使用與原先指定顏色最接近的色域內顏色，請按一下警告圖示旁的小型顏色框。
7.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按一下「新增」新增色票，並定義另一個色票。 完成時按一下「完成」。

按一下「確定」新增色票，並結束對話框。

如果要使用「色票」面板中的「新增色票」按鈕直接定義特別色，請確認未選取任何色票，然後按住 Alt+Ctrl 鍵 (Windows) 或 Option+Command
鍵 (Mac OS)，並按一下「新增色票」按鈕 。

依據物件顏色建立色票
1. 選取物件。
2. 在「工具箱」或「色票」面板中，選取「填色」框或「線條」框。
3. 在「色票」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按一下「新增色票」按鈕 ，然後按兩下產生的新色票。

在「色票」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色票」。

選取的顏色或漸層會顯示在「色票」面板，以及「工具箱」的「填色」框或「線條」框中，而且會套用至所有已選取物件的填色或線條。

將未命名顏色新增至色票面板
雖然您可以使用「顏色」面板或「檢色器」建立顏色，不過未命名的顏色較難在稍後進行編輯，或以一致的方式使用。 您可以使用「新增未命名顏
色」選項，搜尋套用至文件內物件的未命名顏色，然後將其新增至「色票」面板中。 顏色會根據其 CMYK、RGB 或 LAB 元件自動命名。

 在「色票」面板中，選擇「新增未命名顏色」。

管理色票

您可以在「色票」面板中編輯、複製或刪除色票。

在色票面板中編輯預設顏色
依預設，您可以變更新文件中顯示的色票。

1. 關閉所有開啟的文件。
2. 在「色票」面板中編輯要變更的色票。

複製色票
當您要建立現有顏色的較暖或較冷變化時，複製色票功能會很有用。 請注意，複製特別色將導致需要額外的特別色印版。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取色票，然後在「色票」面板選單中選擇「複製色票」。

選取色票，然後按一下面板底部的「新增色票」按鈕 。

將色票拖移至面板底部的「新增色票」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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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色票
您可以使用「色票選項」對話框，變更色票的個別屬性。 在編輯混合油墨色票和混合油墨群組時，還有其他選項可用。

1. 在「色票」面板中選取色票，並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按兩下該色票。

在「色票」面板選單中選擇「色票選項」。

2. 依需要調整設定，然後按一下「確定」。

控制色票名稱
依預設，印刷色色票的名稱衍生自顏色的元件值。 例如，如果您使用 10% 青色、75% 洋紅色、100% 黃色和 0% 黑色建立紅色印刷色，其色票會依
預設命名為 C=10 M=75 Y=100 K=0。 如此可讓您較容易識別印刷色的組合。

依預設，印刷色色票名稱會在您變更其 CMYK 數值時自動更新；可視需要為個別色票開啟或關閉此選項。 如同使用任何定義的色票一樣，可以隨時變
更印刷色色票的名稱。

1. 在「色票」面板中按兩下印刷色。
2. 執行下列任一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果要讓 InDesign 在調整色票的 CMYK 百分比時重新命名色票，請確認已選取「以顏色數值命名」選項。

如果要在調整色票的 CMYK 數值時重新命名色票，請確認已取消選取「以顏色數值命名」選項。

備註： 取消選取此選項時，新色票會自動重新命名為「新增色票」(如果存在一個以上的「新增色票」，此名稱後面會接著一個數字。)您可以手動變
更此名稱。

刪除個別色票
當您刪除已套用至文件內物件的色票時，InDesign 會提示您選擇取代色票。 您可以指定現有色票或未命名色票。 如果刪除用來做為色調或混合油墨基
礎的色票，系統會提示您選擇取代色票。

1. 選取一或多個色票。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色票」面板選單中選擇「刪除色票」。

按一下「色票」面板底部的「刪除」圖示。

備註： 您無法刪除文件中的置入圖形所用的特別色。 如果要刪除這些顏色，必須先將圖形刪除。不過在少數情況下，即使圖形已移除也無
法移除特別色。 遇到這類情況時，請使用「檔案 > 轉存」建立 InDesign Markup (IDML) 檔案，然後以 InDesign 重新開啟該檔案。

3. InDesign 會詢問您如何取代刪除的色票。 執行下列任一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果要使用另一個色票取代色票的所有實例，請按一下「已定義色票」，並在選單中選擇色票。

如果要使用等同的未命名顏色取代色票的所有實例，請按一下「未命名色票」。

刪除所有未使用的色票
1. 在「色票」面板選單中，選擇「選取所有未使用的色票」。只有目前未在使用中檔案內使用的色票會被選取。
2. 按一下「刪除」圖示。

合併色票
從其他文件讀入色票或拷貝項目時，可能會造成重複的色票套用到不同物件。使用「合併色票」指令可以組合重複的色票。

1. 在「色票」面板中，選取兩個或更多重複的色票。

您選取的第一個色票是存留的色票 (合併的存留色票)。

2. 在「色票」面板選單中選擇「合併色票」。

儲存色票以便在其他文件中使用
如果要將您的色票用於其他檔案，或是與其他設計師共用，可以將色票儲存在 Adobe 色票交換檔案 (.ase) 檔案中。 InDesign、Illustrator 和 Adobe
Photoshop 都可以從 Colorbook 檔案讀入色票。

1. 在「色票」面板中，選取您要儲存的色票。
2. 在「色票」面板選單中選擇「儲存色票」。
3. 指定檔案的名稱和位置，然後按一下「儲存」。

在不同應用程式之間共用色票
您可以儲存色票資料庫進行交換，共用您在 Photoshop、Illustrator 和 InDesign 中所建立的純色色票。 只要同步進行色彩設定，在不同應用程式之間
的顏色都會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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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色票」面板中，建立您要共用的程序與特別色，然後移除任何不要共用的色票。
備註： 下列類型的色票無法在不同的應用程式之間共用：Illustrator 或 InDesign 中的圖樣、漸層、混合油墨、色調和拼板色色票，以及
Photoshop 中的色表參考、HSB、XYZ、雙色調、螢幕 RGB、不透明度、油墨總量和網頁 RGB 色票。 當您儲存色票時，會自動排除這些類型
的色票。

2. 從「色票」面板選單選取「儲存色票」，然後將色票庫儲存在容易存取的位置。
3. 將色票庫載入 Photoshop、Illustrator 或 InDesign 中的「色票」面板。

讀入色票

您可以讀入來自其他文件的顏色和漸層，將所有或部分色票新增至「色票」面板中。 您可以從 InDesign、Illustrator 或 Photoshop 所建立的 InDesign
檔案 (.indd)、InDesign 範本 (.indt)、Illustrator 檔案 (.ai 或是 .eps) 和 Adobe 的「色票交換檔案」(.ase) 載入色票。 Adobe 的「色票交換」檔案包含
以 Adobe「色票交換」檔案格式所儲存的色票。

InDesign 也包含來自其他色彩系統的色彩庫，例如 PANTONE Process Color System®。

備註： 讀入的 EPS、PDF、TIFF 和 Adobe Photoshop (PSD) 檔案所用的特別色，也會新增至「色票」面板中。

從檔案讀入選取的色票
1. 從「色票」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色票」。
2. 從「色彩模式」清單中選擇「其他資料庫」，然後選取要讀入色票的來源檔案。
3. 按一下「開啟」。
4. 選取要讀入的色票。
5. 按一下「確定」。

從檔案讀入所有色票
1. 從「色票」面板選單中，選擇「載入色票」。
2. 按兩下 InDesign 文件。

在 InDesign 文件之間拷貝色票
您可以將色票 (或是已套用色票的物件) 從一份文件拷貝或拖移至另一份文件。 當您進行此操作時，色票會新增至目的地文件的「色票」面板。 如果您
也要拷貝色票的色調和漸層，則需要拷貝原始物件，而不是只拷貝色票而已。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使用拖放或拷貝及貼上方式，將物件拷貝至目前的文件中。

選取要拷貝的色票，並將色票從「色票」面板拖移至另一個 InDesign 文件的文件視窗。

備註： 如果您拖移的色票與現有色票具有相同名稱 (包括大小寫)，但使用不同顏色數值，InDesign 會將色票重新命名為「[原始色票名稱] 2」。

從預先定義的自訂色彩庫載入色票
您可以從一系列的色彩庫中選取，其中包括 PANTONE Process Color System、Toyo™ Ink Electronic Color Finder™ 1050、Focoltone® 色彩系
統、Trumatch™ 色票系統、DIC Process Color Note，以及特別為網頁的使用而建立的資料庫。 使用色彩比對系統的色票之前，請先洽詢您的印前輸
出中心，確認他們所支援的色票為何。

1. 從「色票」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色票」。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從「色彩模式」清單中選擇資料庫檔案。

從「色彩模式」清單中選擇「其他資料庫」，找出資料庫檔案，然後按一下「開啟」。

3. 從資料庫選取一或多個色票，然後按一下「新增」 (如果要結束對話框而不新增色票，請按一下「確定」)。
4. 完成新增色票時，請按一下「完成」。

與 InDesign 一起安裝的色彩庫
InDesign 會為下列所述的色彩比對系統安裝色彩庫。 您可以在 InDesign 中安裝額外的色彩庫，並從這些色彩庫載入色票。

ANPA 色彩 ANPA (美國報業工會) 挑選 300 種色彩組成。這個資料庫中的色彩主要做為報紙的特別色。
DIC 顏色 提供來自 DIC Process Color Note 的 1280 種 CMYK 特別色， 這些顏色可以與 Dainippon Ink & Chemicals, Inc. 出版的「DIC Color
Guide」比對。如需詳細資訊，請洽詢日本東京的 Dainippon Ink & Chemicals, Inc. 公司。
Focoltone 由 763 種 CMYK 顏色組成。 使用 Focoltone 色彩有助於避免印前補漏白和拼版標示色的問題，因為您可以檢視 Focoltone 圖表，其中顯
示組成各種顏色的疊印。

Focoltone 提供了包含印刷規格和特別色的色票簿、疊印表以及組成版面所需的組合表。 如需詳細資訊，請洽詢英國史岱佛的 Focoltone International,
Ltd.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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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 當您的工作指定 HKS 色彩系統 (於歐洲地區使用) 的顏色時，請使用此色彩系統。
PANTONE® PANTONE® Colors 是特別色重製的世界性標準。 在 2000 年，PANTONE MATCHING SYSTEM® Color 指南有一項主要的修訂。 系
統中加入了 147 種新的純色外加 7 種金屬色，到現在一共包含 1,114 種顏色。 PANTONE Color 指南和手冊目前是以亮面、非亮面和非亮面粗糙紙列
印，讓您能更精確地看到列印結果，並更完善地控制印刷。

您可用 CMYK 印刷 PANTONE Color 純色。 如果要比對 PANTONE Color 純色和其最接近的印刷色，請使用「PANTONE Solid to Process
Guide」。 CMYK 網屏色調百分比印在每個色彩下面。 這個指南現在被印刷在較亮的亮面原料上，包括了 147 個新純色與 CMYK 的對照。

PANTONE 印刷色指南可讓您從亮面和非亮面身所列印的 3,000 種以上的印刷色組合中選擇。 藉由色度排序與扇形指南格式的顯示方式，可讓您輕鬆
地選取顏色並指定 CMYK 網屏值。

如需詳細資訊，請洽詢美國紐澤西州卡爾士達特的 Pantone, Inc. 公司。

系統 (Windows) 包含 256 色的 Windows 預設 8 位元面板，以 RGB 顏色的統一取樣為基礎。
系統 (Mac OS) 包含 256 色的 Mac OS 預設 8 位元面板，以 RGB 顏色的統一取樣為基礎。
Toyo Color Finder 包含 1050 種色彩，以日本當地最常用的印刷油墨為基礎。您可以使用 Toyo 94 Color Finder 或較新的 Toyo Color Finder。請參
閱色彩指南中的 Toyo Ink 印刷樣本。色彩指南可向印刷業者和印刷用品店索取。如需詳細資訊，請洽詢日本東京的 Toyo Ink Manufacturing Co., Ltd.
公司。

Trumatch 提供可預期的 CMYK 色彩，符合 2000 種以上可由電腦產生的顏色。 Trumatch 色彩以等階的方式涵蓋 CMYK 色域的可見光譜。
Trumatch Color Finder 為每一種色相顯示最多 40 種色調和陰影，每一種最初都是以四色印刷建立的，而且每一種都可以在電子網片輸出機以四種顏
色重製。 除此之外，還包括使用不同色相的四色灰階。 如需詳細資訊，請洽詢美國紐約州紐約市的 Trumatch Inc. 公司。
網頁 包含網頁瀏覽器最常用於顯示 8 位元影像的 216 RGB 網頁安全色。 此資料庫可讓您藉由使用 Windows 和 Macintosh 系統之間呈現一致顯示的
顏色，建立適用於網頁的圖稿。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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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讀入圖形的顏色

使用滴管工具取樣顏色

使用 Adobe Photoshop (PSD) 檔案中的特別色色版
使用 EPS 或 PDF 檔案的顏色
將讀入的特別色變更為印刷色

使用讀入圖形的顏色

InDesign 提供多種不同方法，讓您取樣和重新定義讀入文件中的圖形顏色。 置入 PDF 或 EPS 檔案中的特別色以及 Adobe Photoshop (PSD) 和 TIFF
檔案中的特別色色版，會顯示為「色票」面板中的特別色。 您可以將這些顏色套用至文件中的物件，或是將其轉換為印刷色；不過，您無法重新定義
顏色數值或刪除讀入的色票。 如果您刪除置入的圖形，顏色將會保留，但是會轉換為原生 InDesign 顏色，然後可編輯或刪除這些顏色。

使用滴管工具取樣顏色

您可以使用「滴管」工具 ，將讀入圖形的顏色新增至文件，或是將顏色套用至文件中的物件。 這對於協調版面顏色與影像很有幫助。

如果要獲得最佳分色效果，請確認 InDesign 中取樣的顏色之顏色名稱、類型 (例如特殊色和印刷色) 和模式 (例如 RGB 和 CMYK)，與讀入圖形中的色
彩定義一致。 如果您不確定可使用的最佳設定為何，請洽詢印前輸出中心。

使用 Adobe Photoshop (PSD) 檔案中的特別色色版
在 InDesign 中置入原生 Photoshop 檔案 (PSD) 或 TIFF 檔案時，該檔案中所含的任何特別色色版會在「色票」面板中顯示為特別色油墨。 您可以選
取這些色票，並將其套用至文件中的其他物件；不過，如果要刪除這些色票，必須先刪除置入的影像。

如果讀入檔案的特別色色版與文件中的特別色具有相同名稱，卻使用不同顏色數值時，系統會詢問您要使用置入檔案中的顏色數值，或文件中的顏色

數值。

使用 EPS 或 PDF 檔案的顏色
當置入 PDF 檔案、EPS 圖形或 Adobe Illustrator (.AI) 檔案時，圖形中所用的特別色名稱會新增至文件中的「色票」面板，如此您就會注意到它們可
能在稍後導致額外的列印成本，並且可以在文件中使用特別色。

如果讀入的圖形所含的特別色與文件中的特別色同名，但是顏色值不同，則會使用文件中的顏色值。

將讀入的特別色變更為印刷色

讀入包含特別色 (或特別色色版) 的 EPS、PSD、TIFF 或 PDF 圖形時，InDesign 會將特別色名稱和定義新增至「色票」面板。 您可以將讀入的特別
色色票變更為印刷色色票。 提供使顏色 (甚至包括讀入圖形中的顏色) 符合您目前輸出需求的彈性。

1. 在「色票」面板中，按兩下您要編輯的色票。
2. 在「色票選項」對話框中，選擇「色彩類型」選單中的「印刷色」。

備註： 這只會變更 InDesign 文件中的色彩類型。 如果要永久變更圖形顏色的色彩類型，請在建立該圖形的程式中開啟圖形，然後在該程式中編輯顏
色。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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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特別色和印刷色

關於特別色

關於印刷色

同時使用特別色和印刷色

比較 InDesign 和 Illustrator 的顏色

關於特別色和印刷色

您可將顏色指定為特別色或印刷色，它們是用於商業印刷的兩種主要色彩類型。 在「色票」面板中，您可利用出現在顏色名稱旁的圖示，識別一個顏
色的色彩類型。

將顏色套用至路徑和框架時，請牢記將用於發行圖稿的最終媒體類型，以確保您使用最適合的色彩模式套用顏色。

如果您的色彩工作流程牽涉到在不同裝置間傳輸文件，您可以使用色彩管理系統 (CMS) 協助維持和調節整個印刷過程的顏色。

關於特別色

「特別色」是預先混合好的特殊油墨，用來替代或與 印刷油墨併用，而且在印刷機上需要專屬的印版。若有少數顏色是特別指定，且對顏色的正確性
特別挑剔，則請使用特別色，特別色油墨可正確重製印刷色色域之外的顏色。但是印出之特別色要精確無誤的顯示出來，則是取決於商業印表機對油

墨的混合與印刷紙張，且不受您指定的顏色數值或色彩管理的影響。指定特別色數值時，您只是在描述螢幕和複合印表機對該顏色模擬的外觀 (受這些
設備的色域限制)。

指定特別色時，請記住以下原則：

為了列印文件能有最佳結果，請從您商業印表機所支援的色彩系統中指定特別色。軟體中包含了幾種色彩比對系統資料庫。

請將您使用的特別色數量降至最低。您所建立的每一個特別色，都會在分色印刷時產生一個額外的特別色印刷色版，增加您的列印成本。若您覺

得可能需要四色以上，請考慮以印刷色列印文件。

如果有某個物件包含特別色，而且重疊在另一個具透明度的物件上，則當其轉存為 EPS 格式、使用「列印」對話框將特別色轉換為印刷色，或
是在 Illustrator 或 InDesign 以外的其他應用程式中產生分色時，可能會出現不想要的結果。 如果要獲得最佳結果，請使用「平面化預視」或
「分色預視」，在列印之前彈性校樣平面化透明度的效果 此外，您可以在列印或轉存前，使用 InDesign 中的「油墨管理」，將特別色轉換為印
刷色。

您可以使用一個特別色印刷色版，為一個印刷色成品套用亮膜。在這種情況下，您的列印成品共使用了五種油墨 ─ 四種印刷色油墨，和一個特別
色亮膜。

關於印刷色

印刷色是合併使用四種標準印刷油墨來印刷：青色、洋紅色、黃色和黑色 (CMYK)。 如果成品需要很多顏色，而這些顏色各自使用特別色又太昂貴或
不切實際時 (如列印彩色照片)，請使用印刷色。

指定印刷色，請記住以下原則：

為求高品質列印文件，請使用商業印表機所提供之印刷色參考圖表中的 CMYK 值來指定印刷色。

印刷色的最終顏色數值是以 CMYK 數值表示，所以如果您使用 RGB (或是在 InDesign 中使用 LAB) 指定印刷色，則在列印分色時，其顏色數值
會轉換為 CMYK。 這些轉換會根據色彩管理設定和文件描述檔而有所不同。

請不要依據顏色在螢幕上看到的結果來指定印刷色，除非您確定已正確設定色彩管理系統，而且了解其在預視色彩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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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在預定用於線上檢視的文件中只使用印刷色，因為 CMYK 的色域小於一般螢幕的色域。

Illustrator 和 InDesign 可讓您將印刷色指定為整體或非整體顏色。 在 Illustrator 中，整體印刷色會保持與「色票」面板中色票的連結，因此若您
修改某個整體印刷色的色票，所有使用該顏色的物件都會更新。 非整體印刷色在編輯時不會自動更新整份文件。依照預設，印刷色是非整體顏
色。 在 InDesign 中，當您對物件套用色票時，該色票會自動套用為整體印刷色。 非整體色票都是未命名顏色，您可以在「顏色」面板中加以編
輯。

整體及非整體印刷色只會影響特定顏色套用至物件的方式，絕不會影響您在應用程式間移動這些顏色時的分色與表現方式。

同時使用特別色和印刷色

有時，在同一個成品上使用印刷油墨和特別色油墨是很實用的。 例如，您可能會使用一個特別色油墨來精確列印公司商標的顏色，而在同一頁上，有
著要以印刷色重製其中年度報表的照片。 您也可以使用一個特別色印刷色版，將一個印刷色成品上光。 上述兩種情況中，您的列印成品共使用 5 種油
墨，包括 4 種印刷油墨和一種特別色油墨或亮光漆。

在 InDesign 中，您可以將印刷油墨和特別色油墨混合在一起，建立混合的油墨顏色。

比較 InDesign 和 Illustrator 的顏色

Adobe InDesign 和 Adobe Illustrator 用於套用已命名顏色的方法稍有不同。 Illustrator 可以讓您將已命名的顏色指定為整體或非整體，而 InDesign 則
會將所有未命名的顏色都視為非整體印刷色。

InDesign 的整體色彩對等色是色票。 色票可讓您輕鬆修改色彩配置，而不用找出並調整個別的物件。這在標準化、生產導向文件 (如雜誌) 中特別有
用。 由於 InDesign 顏色連結到「色票」面板中的色票，因此對色票所做的任何變更，會影響顏色套用到的所有物件。

InDesign 的非整體色票對等色是未命名顏色。 未命名的顏色不會顯示在「色票」面板中，在「顏色」浮動視窗中編輯顏色後，未命名的顏色也不會在
整份文件中自動更新。 不過，您可在稍後將未命名顏色新增到「色票」面板中。

已命名和未命名顏色只會影響特定顏色在文件中的更新方式，絕不會影響顏色在不同應用程式之間移動時的分色或作用方式。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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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色調

建立和編輯色調

關於色調

「色調」是顏色的濾色 (較淺) 版本。 色調可以產生額外的特別色變化，不需要多付出特別色油墨的成本，因此是一種相當經濟的作法。 色調也是建立
較淺印刷色版本的快速方式，雖然它無法降低列印印刷色的成本。 如同使用無色調顏色一樣，最好在「色票」面板中命名並儲存色調，以方便編輯文
件中所有用到該種色調的地方。

特別色和色調

特別色的色調會與特別色列印在相同的印版上。 印刷色的色調是以每個 CMYK 印刷油墨與色調百分比相乘；例如，C10 M20 Y40 K10 的 80% 色調
會產生 C8 M16 Y32 K8。

由於顏色和色調會一起更新，因此當您編輯色票時，使用該色票之色調的所有物件都會隨著更新。 您也可以在「色票」面板選單中，使用「色票選
項」指令編輯已命名色調的基本色票；這會更新任何其他以相同色票為基礎的色調。

Adobe Creative Suite 3 的色調範圍是從 0% 到 100%；數值愈低，則色調越淺。

建立和編輯色調

您可使用「色票」面板或「顏色」面板中的「色調」滑桿，調整個別物件的色調或建立色調。 色調範圍是從 0% 到 100%；數值愈低，則色調越淺。

由於顏色和色調會一起更新，因此當您編輯色票時，使用該色票之色調的所有物件都會隨著更新。 您也可以在「色票」面板選單中，使用「色票選
項」指令編輯已命名色調的基本色票；這會更新任何其他以相同色票為基礎的色調。

使用色票面板建立色調色票

1. 在「色票」面板中，選取色票。

2. 選取「色調」框旁的箭號。

3. 拖移「色調」滑桿，然後按一下「新增色票」按鈕 ，或在「色票」面板選單中選取「新增色調色票」。

色調會顯示在「色票」面板中，並附有其基本顏色名稱及色調百分比。

使用顏色面板建立色調色票

1. 在「色票」面板中，選取色票。

2. 在「顏色」面板中，拖移「色調」滑桿，或在「百分比」框中輸入色調值。

3. 在「顏色」面板選單中，按一下「新增至色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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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移「色調」滑桿，然後按一下「新增至色票」。

建立未命名色調

1. 在「色票」面板中，選取「填色」框或「線條」框。

2. 拖移「色調」滑桿，或在「百分比」框中輸入色調值。

編輯色調或基色色票

1. 在「色票」面板中，按兩下色調色票。

2. 執行下列任一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果要編輯色調，請變更「色調」值， 更新使用該色調色票的所有物件。

如果要編輯色調的基色色票，請變更「色彩模式」或「色彩模式」值。 這麼做也會更新以該相同色票為基礎的所有其他色調。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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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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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與編輯混合油墨色票

管理混合油墨群組

建立與編輯混合油墨色票

當您需要以最少油墨數目達到最大列印顏色數目時，可以藉由混合兩種特別色油墨，或是將一種特別色油墨與一或多種印刷油墨混合，建立新的油墨

色票。 使用混合油墨顏色可讓您增加可用的顏色數目，而不需要增加用於列印文件的分色數目。

您可以建立單一混合油墨色票，或是使用混合油墨群組一次產生多個色票。 混合油墨群組包含一系列顏色，這些顏色是以不同印刷色油墨和特別色油
墨的增量百分比所建立。 例如，將印刷青色的 4 種色調 (20%、40%、60% 和 80%) 與特別色的 5 種色調 (10%、20%、30%、40% 和 50%) 混合，
會產生包含 20 種不同色票的混合油墨群組。

包含混合油墨色票的「色票」面板

A. 混合油墨群組的父系 B. 混合油墨群組中的子系 C. 混合油墨色票 (獨立)

在建立混合油墨色票或混合油墨群組之前，必須至少先將一個特別色新增至「色票」面板。

建立混合油墨色票

1. 從「色票」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混合油墨色票」。 (將特別色新增至「色票」面板之前，這個選項會顯示為灰色)。
2. 輸入色票的名稱。
3. 如果要將油墨包含在混合油墨色票中，請按一下其名稱旁的空白方框。 油墨圖示  隨即出現。 混合油墨色票必須至少包含一個特別色。
4. 使用滑桿列或是在百分比方框中輸入一個值，調整色票中所含每種油墨的百分比。
5. 如果要將混合油墨新增至「色票」面板，請按一下「新增」或「確定」。

螢幕上的顏色通常與列印出的顏色看起來不一樣。 如果要獲得最佳結果，請利用商業印表機輸出任何想要列印的混合油墨範例。

建立混合油墨群組

1. 從「色票」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混合油墨群組」。 (將特別色新增至「色票」面板之前，這個選項會顯示為灰色)。
2. 輸入「混合油墨群組」的名稱。 群組中的顏色將使用此名稱，後面跟著遞增的「色票」字尾 (「色票 1」、「色票 2」等等)。
3. 如果要將油墨包含在混合油墨群組中，請按一下其名稱旁的空白方框。
4. 針對您選取的每種油墨，執行下列作業：

在「初始」中，輸入要開始混合以建立群組的油墨百分比。

在「重複」中，指定要遞增油墨百分比的次數。

在「增量」中，指定每次重複要增加的油墨百分比。

例如，將印刷青色的 4 種色調 (20%、40%、60%、80%) 和 5 種特別色調 (10%、20%、30%、40%、50%) 混合以建立 20 種色票時，
請在青色中，將「初始」設定為 20%、「重複」設定為 3、「增量」設定為 20%，然後將特別色的「初始」設定為 10%、「重複」設定
為 4，並將「增量」設定為 10%。

5. 按一下「預視色票」以產生色票而不關閉對話框；如此，便可查看目前的油墨選取與數值是否產生所要的結果，並視需要進行調整。
備註： 如果您為「初始」、「重複」和「增量」輸入的數值總合超過任何一種油墨的 100%，將會出現警告。 如果您仍要繼續，InDesign 會將
油墨百分比上限定在 100%。

6. 按一下「確定」，將混合油墨群組中的所有油墨新增至「色票」面板。

編輯混合油墨色票

您可以使用編輯其他色票的相同方法，修改混合油墨色票。 在您編輯混合油墨色票或群組時，請注意下列事項：

如果您使用「色票」面板刪除混合油墨色票中所用的油墨，InDesign 會提示您選擇取代油墨。 混合油墨必須至少包含一個特別色，否則會被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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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為印刷色。

對混合油墨群組的父代  所做的變更，會套用至該群組中的所有混合油墨 (您對混合油墨群組中的某個色票所做的變更，只會套用至該色票)。

將混合油墨轉換為印刷色或特別色，會移除與其混合油墨群組的關聯。

刪除混合油墨群組的父代，會刪除群組中的所有色票。

1. 在「色票」面板中，按兩下您想變更之混合油墨群組的父代 。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取一種新油墨來取代現有元件油墨。

按一下油墨旁的方框，將其排除，或包含為混合油墨群組的元件。

備註： 您無法變更用於建立混合油墨群組的初始百分比、重複或增量。

3. 按一下「確定」。

管理混合油墨群組

您可以使用「色票」面板刪除混合油墨群組、新增色票，以及將混合油墨色票轉換為印刷色。

刪除混合油墨群組

 在「色票」面板中，選取要刪除的混合油墨群組的父代，然後按一下「刪除」按鈕。

將色票新增至混合油墨群組

1. 在「色票」面板中，選取混合油墨群組的父代。
2. 從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色票」。
3. 視需要指定色票名稱。
4. 針對每一種列出的油墨，在混合油墨色票中指定所要的百分比 (您無法新增或刪除油墨)。
5. 按一下「確定」。

將單一混合油墨色票轉換為印刷色

您可以將混合油墨轉換為印刷色，以降低列印成本。 當您將混合油墨群組的父代轉換為印刷色時，父代色票會消失，且混合油墨群組中的其他色票會
轉換為印刷色。

1. 按兩下要轉換的混合油墨色票。
2. 在「色彩類型」中選取「印刷色」，然後按一下「確定」。

將混合油墨群組中的所有油墨轉換為印刷色

 按兩下混合油墨群組的父代 ，然後在出現的對話框中，選取「將混合油墨色票轉換為印刷色」。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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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漸層面板套用未命名漸層

修改漸層

使用漸層工具調整漸層

在多個物件之間套用漸層

將漸層套用至文字

關於漸層

「漸層」是在兩個或數個顏色之間，或是在相同顏色的兩個色調之間的一種逐階漸變。 您使用的輸出裝置會影響漸層分色方式。

漸層可包含使用任何色彩模式的「紙張」、印刷色、特別色或混合油墨顏色。 漸層是由漸層列中的一系列顏色色標所定義。 「色標」是漸層由某個顏
色變更為下一個顏色的位置，由漸層列下方的顏色方塊所標示。 依預設，漸層是以兩個顏色和 50% 的中間點為起始。

備註： 如果您使用不同模式的顏色建立漸層，然後列印或分色漸層，則所有顏色都會轉換為 CMYK 印刷色。 由於色彩模式變更，顏色可能會偏移。
如果要獲得最佳結果，請使用 CMYK 顏色指定漸層。

建立漸層色票

您可以使用處理純色和色調時所用的相同「色票」面板，建立、命名和編輯漸層。 您也可以使用「漸層」面板建立未命名漸層。

1. 在「色票」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漸層色票」。
2. 針對「色票名稱」，請輸入漸層的名稱。
3. 針對「類型」，請選擇「線性」或「放射性」。
4. 選取漸層中的第一個顏色色標。

第一個顏色色標

5. 針對「色標顏色」，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選擇「色票」面板中既有的顏色，請選擇「色票」，然後從清單中選取顏色。

如果要為漸層混合新的未命名顏色，請選擇色彩模式，然後輸入顏色數值或拖移滑桿。

依預設，漸層的第一個色標設為白色。 如果要使其變成透明，請套用「紙張」色票。

6. 如果要變更漸層中最後的顏色，請選取最後一個顏色色標，並重複步驟 5。
7.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調整漸層顏色的位置：

拖移位在漸層列下方的顏色色標。

選取漸層列下方的一個顏色色標，並輸入「位置」值，設定該顏色的位置。 此位置代表上一個顏色和下一個顏色之間的距離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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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調整兩個漸層顏色之間的中間點 (顏色位在 50% 的位置)：

拖移位在漸層列上方的菱形圖示。

選取漸層列上方的菱形圖示，並輸入「位置」值，設定該顏色的位置。 此位置代表上一個顏色和下一個顏色之間的距離百分比。

9. 按一下「確定」或「新增」。 漸層會連同其名稱儲存在「色票」面板中。

使用漸層面板套用未命名漸層

雖然建議使用「色票」面板來建立和儲存漸層，不過您也可以使用「漸層」面板 (「視窗 > 顏色 > 漸層」) 來處理漸層；如果您也使用 Adobe
Illustrator，可能會熟悉「漸層」面板。您可以隨時將目前的漸層新增至「色票」面板中。 「漸層」面板適合用於建立不常使用的未命名漸層。

漸層面板

A. 漸層填色 B. 漸層類型選單 C. 反轉按鈕 D. 起始顏色色標 E. 中間點 F. 結束顏色色標

備註： 如果您選取目前使用已命名漸層的物件，使用「漸層」面板編輯漸層只會變更該物件的顏色。 如果要編輯已命名漸層的每個實例，請在「色
票」面板中按兩下其色票。

1. 選取您要變更的一或多個物件。
2. 在「色票」面板或「工具箱」中，按一下「填色」或「線條」框 (如果「漸層填色」框沒有顯示，請在「漸層」面板選單中選擇「顯示選項」)。

3. 若要開啟「漸層」面板，請選擇「視窗 > 顏色 > 漸層」，或在「工具箱」中按兩下「漸層」工具 。

4. 如果要定義漸層的起始顏色，請按一下漸層列下方最左邊的顏色色標，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將色票從「色票」面板拖放到顏色色標上。

在「色票」面板中，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OS) 並按一下色票。

在「顏色」面板中，使用滑桿或色彩導表建立顏色。

5. 如果要定義漸層的結束顏色，請按一下漸層列下方最右邊的顏色色標。 然後如先前步驟所述，選擇您喜歡的顏色。
6. 在「類型」選單中選取「線性」或「放射性」，並依照建立漸層色票中所述調整顏色和中間點位置。
7. 如果要調整漸層角度，請輸入「角度」值。

修改漸層

您可以修改漸層，方法包括新增顏色以建立彩色漸層，以及調整顏色色標和中間點。 建議您使用想要調整的漸層填滿某個物件，以便在調整漸層時預
視對該物件的效果。

您可以修改從 Adobe Illustrator 貼上的漸層，只要漸層是使用 AICB (Adobe Illustrator Clipboard) 格式貼上即可 (請參閱將 Illustrator 圖形貼入
InDesign)。 如果要選取漸層，請使用「直接選取」工具。

備註： 如果編輯色票，任何使用該色票的漸層色標將隨之更新，因而變更漸層。

在漸層中增加中間顏色

1. 在「色票」面板中按兩下漸層色票，或是顯示「漸層」面板。
2. 在漸層列下方任意處按一下，定義新的顏色色標。 新的顏色色標會自動以現有漸層上該位置的顏色數值來定義。
3. 調整新的顏色色標。

您也可以將色票從「色票」面板拖移到「漸層」面板內的漸層列上，定義新的顏色色標。

從漸層移除中間顏色

 選取中間顏色色標，並將其拖移至面板的邊緣。

反轉漸層的顏色漸進

1. 啟用漸層。

2. 在「漸層」面板中，按一下「反轉」按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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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頁首

使用漸層工具調整漸層

一旦以漸層填滿物件後，您便可以使用「漸層色票」工具  或「漸層羽化」工具  修改漸層，藉由沿著假想線拖移以「重新塗刷」填色。 「漸
層」工具可讓您變更漸層的方向、起始點和結束點，並在多個物件之間套用漸層。 「漸層羽化」工具可讓您依照拖移方向柔化漸層。

1. 在「色票」面板或「工具箱」中，選取「填色」框或「線條」框 (根據套用原始漸層的位置而定)。
2. 選取「漸層色票」工具或「漸層羽化」工具，並將其置於要定義漸層起始點的位置。 以您要套用漸層的方向拖移過物件。 按住 Shift 鍵，強制
工具的方向為 45 度的倍數。

將「漸層羽化」工具拖移過漸層，使拖移區域內漸層的顏色漸進柔化。

3. 在您要定義為漸層結束點的位置上，放掉滑鼠按鈕。

在多個物件之間套用漸層

1. 確認所有選取的物件都已使用漸層。
2. 在「工具箱」中，選取「填色」框或「線條」框。

3. 選取「漸層」工具 ，並將其置於要定義漸層起始點的位置。 以您要套用漸層的方向拖移過物件。 按住 Shift 鍵，強制工具的方向為 45 度的
倍數。

4. 在您要定義為漸層結束點的位置上，放掉滑鼠按鈕。

預設漸層填色 (左)，以及在多個物件之間套用漸層 (右)

如果選取具有漸層的複合路徑，則只要使用「漸層」面板就可以在所有次路徑間編輯漸層，而不需要使用「漸層」工具。

將漸層套用至文字

在單一文字框內，您可以在預設黑色文字和彩色文字旁，建立多範圍的漸層文字。

漸層結束點的錨定位置，永遠是相對於漸層路徑或文字框的邊界方框。 個別文字字元，會在其所在位置上方顯示漸層的部分。 如果因重新調整文字框
大小或執行其他變更，而造成文字字元重排，則字元會在漸層間重新均分，且個別字元的顏色會隨之變更。

使用填滿漸層的文字字元

A. 底層漸層填色 B. 套用漸層的文字字元 C. 加入文字，以及相對於漸層填色的文字偏移位置

如果您要調整漸層，使其完整顏色範圍擴展至特定文字字元範圍，可以選擇下列兩個選項：

使用「漸層」工具重設漸層的結束點，如此套用漸層時只會擴展至已選取的字元。

選取文字並將其轉換為外框 (可編輯路徑)，然後將漸層套用至產生的外框。 這是在自己的文字框內短暫顯示文字的最佳選項。 漸層會永久錨定
至外框，而非文字框，且外框將繼續與其餘的文字一起流動。 不過，外框的功用只是文字框內的單一內嵌圖形，無法讓您編輯文字。 此外，排
版選項將不再適用；例如，轉換為外框的文字不會有連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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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預設，偏移位置的文字將會發生相對於其漸層的變更 (左)；當文字轉換為外框時，套用的漸層會與文字一起移動 (右)。

如需有關將文字外框轉換為路徑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從文字外框建立路徑。

單一文字框中的多個漸層

在單一文字框中，您可以選取不同範圍的文字，並將唯一的漸層套用至每個範圍。 每個漸層會新增至文字框中，並以套用每一個漸層時選取的字元個
別追蹤。 不過，漸層的結束點仍然錨定至文字框的邊界方框，而不是個別的文字範圍。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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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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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透明度效果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關於透明度

效果面板概觀

套用透明度效果

透明度效果

使用整體照明

設定物件的不透明度

將透明度套用至群組

變更螢幕上透明圖稿的外觀

停止顯示透明度

移除文件中帶有透明度的白色方框效果

在 Adobe InDesign 中建立物件時，依預設會顯示為實色，也就是具有 100% 的不透明度。 您可以使用不透明度和混色，將效果套用至物件。您也可
以重疊物件、新增透明度至物件、將物件後面的形狀去底色。

關於透明度

當您建立物件或線條、套用填色，或輸入文字時，依預設這些項目會顯示為實色，也就是具有 100% 的不透明度。您可以透過各種不同方式設定透明
項目。例如，可將不透明度從 100% (完全不透明) 變成 0% (完全透明)。降低不透明度時，下方的圖稿會透過該物件、線條、填色或文字的表面顯現
出來。

使用「效果」面板指定物件、其線條、填色或文字的不透明度。您可以決定物件本身、其線條、填色或文字與其下方物件混合的方式。對於物件，您

可以選擇針對特定物件採用群組分離混色，只讓群組中的部分物件與其下方的物件混合，或是將物件去底色，而不要與群組中的物件混合。

 

下方物件的區域會透過透明物件顯現。

效果面板概觀

您可以使用「效果」面板 (「視窗 > 效果」)，指定物件和群組的不透明度與混合模式、對特定群組採用群組分離混色、將群組內的物件去底色，或套
用透明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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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

圖形

群組

在「效果」面板中新增和編輯透明度效果

A. 混合模式 B. 層級 C. FX 圖示 D. 清除效果 E. FX 按鈕 

混合模式

指定透明物件中的顏色如何與其後面的物件互動。(請參閱指定顏色的混合方式)。

不透明

決定物件、線條、填色或文字的不透明度(請參閱設定物件的不透明度)。

層級

告知物件的「物件」、「線條」」、「填色」和「文字」的不透明度設定，以及是否已套用透明度效果。按一下「物件」(或「群組」或「圖形」) 一
詞左邊的三角形，隱藏或顯示這些層級設定。 「FX」圖示會出現在套用透明度設定的層級上，您可以按兩下「FX」圖示編輯設定。

群組分離混合

將混合模式套用至選取的物件群組(請參閱群組分離混色模式)。

群組去底色

群組中每個物件的不透明度和混合屬性都會將群組中的底層物件去底色，遮蔽底層物件(請參閱將群組中的物件去底色)。

全部清除按鈕

清除物件的效果 (線條、填色或文字)，將混合模式設為「正常」，並且將整個物件的「不透明度」設定變成 100%。

FX 按鈕

顯示透明度效果清單(請參閱套用透明度效果)。

顯示效果面板選項

選擇「視窗 > 效果」，並在必要時開啟「效果」面板選單，選擇「顯示選項」。

此外，「效果」對話框 (選取物件，然後選擇「物件 > 效果 > 透明度」) 和「控制」面板中也提供「效果」面板選項 (後者為簡化格式)。

套用透明度效果

1. 選取物件。 如果要將效果套用至圖形，請使用「直接選取」工具選取圖形。

2. 選擇「視窗 > 效果」顯示「效果」面板。

3. 選取層級，指定要變更的物件部分：

影響整個物件，包括其線條、填色和文字。

只影響透過「直接選取」工具選取的圖形。將圖形貼入不同框架時，會保留套用至圖形的效果。

影響群組中的所有物件和文字(使用「直接選取」工具，將效果套用至群組中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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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條

填色

文字

只影響物件的線條 (包括其間隙顏色)。

只影響物件的填色。

只影響物件內的文字，不影響文字框。套用至文字的效果會影響物件中的所有文字，您無法對個別單字或字母套用效果。

您也可以在「控制」面板中選擇層級設定：按一下「將效果套用至物件」按鈕 ，然後選取「物件」、「線條」、「填色」或「文字」。

4.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開啟「效果」對話框：

在「效果」面板或「控制」面板中，按一下「FX」按鈕 ，然後從選單中選擇效果。

從「效果」面板選單中選擇「效果」，接著選擇效果名稱。

從環境選單中選擇「效果」，接著選擇效果名稱。

選擇「物件 > 效果」，接著選擇效果名稱。

必要時，按一下「效果」面板上的三角形顯示層級設定，然後按兩下「效果」面板上的層級設定 (「物件」、「線條」、「填色」或「文
字」)。 按兩下可以開啟「效果」對話框並選擇層級設定。

5. 選擇效果的選項和設定(請參閱一般透明度設定和選項)。

6. 按一下「確定」。

編輯透明度效果

1. 選取要套用效果的一或多個物件。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開啟「效果」對話框。

在「效果」面板上，按兩下「物件」右邊 (不在面板底部) 的「FX」圖示。您可能需要按一下「物件」一詞旁邊的三角形以顯示「FX」圖
示。

選取所要編輯之效果的層級，按一下「效果」面板中的「FX」按鈕 ，然後選擇效果名稱。

3. 編輯效果。

拷貝透明度效果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以拷貝透明度效果：

如果要在物件之間拷貝效果，請選取具有要拷貝之效果的來源物件，在「效果」面板中選取物件的「FX」圖示 您只能在相同層級中的物

件之間拖放效果。

如果要在物件之間選擇性拷貝效果，請使用「滴管」工具 。如果要控制使用「滴管」工具所拷貝的透明度線條、填色和物件設定，請按兩

下工具，開啟「滴管選項」對話框。然後選取或取消選取「線條設定」、「填色設定」和「物件設定」區域中的選項。

如果要將效果從相同物件的某個層級拷貝至另一個層級，請在「效果」面板中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按住 Option 鍵 (Mac OS)，並將
「FX」圖示從某個層級拖移至另一個層級 (「線條」、「填色」或「文字」)。

您可藉由拖移「FX」圖示，將效果從某個層級移至另一個層級中的相同物件。

清除物件的透明度效果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清除物件的所有效果，並將混合模式變成「正常」並將「不透明度」設定為 100%，請在「效果」面板中按一下「清除所有效果」按
鈕 ，或選取「效果」面板選單上的「清除所有透明度」。

如果要清除所有效果但維持混合和不透明度設定，請選取層級並選擇「效果」面板選單上的「清除效果」，或將「效果」面板上的「FX」圖
示  從「線條」、「填色」或「文字」層級拖移至「垃圾筒」圖示。

如果要清除某效果的多個層級 (「線條」、「填滿」或「文字」)，請選取這些層級並按一下「垃圾筒」圖示。

如果要移除物件的個別效果，請開啟「效果」對話框並取消選取「透明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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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陰影

內陰影

外光暈和內光暈

斜角和浮雕

緞面

基本羽化、方向羽化和漸層羽化

註解：

角度和高度

混合模式

填塞

距離

透明度效果

InDesign 提供九種透明度效果。建立這些效果的許多設定和選項都類似。

效果

A. 陰影 B. 內陰影 C. 外光暈 D. 內光暈 E. 斜角和浮雕 F. 緞面 G. 基本羽化 H. 方向羽化 I. 漸層羽化 

新增落在物件、線條、填色或文字後面的陰影。

新增落在物件、線條、填色或文字邊緣內的陰影，建立其凹槽式外觀。

新增從物件、線條、填色或文字內部或外部邊緣散發的光暈。

新增亮部和陰影的各種組合，建立文字和影像的立體外觀。

新增內部陰影，以建立緞狀光澤。

使物件邊緣逐漸變淡為透明，柔化物件邊緣。

除了此處所述說明，另請參閱一般透明度設定和選項。

一般透明度設定和選項

許多透明度效果設定和選項在不同效果上都是相同的。一般透明度設定和選項包含下列：

決定套用光源效果的光源角度。設定 0 相當於地平面；90 則是在物件正上方。請按一下角度半徑或輸入角度度量值。如果要對所有物件
套用統一的光源角度，請選取「使用整體照明」。由「陰影」、「內陰影」、「斜角和浮雕」、「緞面」和「羽化」效果使用。

指定透明物件中的顏色如何與其後面的物件互動。由「陰影」、「內陰影」、「外光暈」、「內光暈」和「緞面」效果使用。(請參閱指定
顏色的混合方式)。

搭配「大小」設定，決定多少陰影或光暈是不透明、多少是透明的；較大值會增加不透明度，較小值則會增加透明度。由「內陰影」、「內光

暈」和「羽化」效果使用。

指定「陰影」、「內陰影」或「緞面」效果的偏移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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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訊

不透明度

大小

展開

技術

柔和

精確

使用整體照明

X 位移和 Y 位移

物件去底色陰影

陰影接受其他效果

來源

指定輸入值或拖移滑桿時，光暈或陰影之不透明度中的隨機元素數量。由「陰影」、「內陰影」、「外光暈」、「內光暈」和「羽化」效果使

用。

決定效果的不透明度。請拖移滑桿或輸入百分比度量值(請參閱設定物件的不透明度)。由「陰影」、「內部陰影」、「外部光暈」、「內部
光暈」、「漸層羽化」、「斜角和浮凸」以及「緞質」效果所使用。

指定陰影或光暈量。由「陰影」、「內陰影」、「外光暈」、「內光暈」和「緞面」效果使用。

決定「大小」設定所建立之陰影或光暈效果內的模糊透明度。高百比分會讓模糊更不透明。由「陰影」和「外光暈」使用。

這些設定會決定透明度效果的邊緣與背景顏色的互動方式。「柔和」和「精確」適用於「外光暈」和「內光暈」效果：

在效果邊緣套用模糊，不會保留大型尺寸的詳細特徵。

保留效果邊緣，包括其轉角和其他銳利細節。比「柔和」技術保留更多特徵。

將整體照明設定套用至陰影。由「陰影」、「斜角和浮雕」和「內陰影」效果使用。

以您指定的數量，在 x 軸或 y 軸上偏移陰影。由「陰影」和「內陰影」效果使用。

陰影

「陰影」效果會建立立體陰影。您可沿著 x 或 y 軸偏移陰影，以及改變陰影的混合模式、顏色、不透明度、距離、角度和大小。使用這些選項來決定
陰影與物件和透明度效果的互動方式：

物件出現在其投射的陰影前面。

陰影會考慮其他透明度效果的因素。例如，如果物件的某一邊羽化，您可以讓陰影忽略羽化而不會淡化陰影，或讓陰影和物件以相

同方式羽化。

在「控制」面板上按一下「陰影」按鈕 ，將物件、線條、填色或文字快速套用陰影或移除陰影。

如果要選取陰影顏色，請按一下「設定陰影顏色」按鈕 (「混合模式」選單旁邊)，然後選擇顏色。

內陰影

「內陰影」效果會在物件內置入陰影，建立物件的凹槽式外觀。您可以沿著不同座標軸偏移內陰影，以及改變陰影的混合模式、不透明度、距離、角

度、大小、雜訊和填塞。

外光暈

「外光暈」效果會從物件下方散發光暈。您可以設定混合模式、不透明度、技術、雜訊、大小和展開。

內光暈

「內光暈」效果會讓物件從內向外散發光暈。請選擇混合模式、不透明度、技術、大小、雜訊和填塞設定，以及「來源」設定：

指定光暈來源。選擇「置中」套用從中央散發的光暈；選擇「邊緣」套用從物件邊界散發的光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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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式

大小

技術

柔化

方向

深度

角度和高度

使用整體照明

亮部和陰影

反轉

斜角和浮雕

使用「斜角和浮雕」效果，建立物件的真實感、立體外觀。「結構」設定決定物件的大小和形狀：

指定斜角樣式：「外斜角」會在物件外部邊緣建立斜角；「內斜角」會在物件內部邊緣建立斜角；「浮雕」模擬物件凸出於底層物件的效果；

「枕狀浮雕」模擬物件邊緣貼入底層物件的效果。

決定斜角或浮雕效果的大小。

決定斜角或浮雕效果的邊緣與背景顏色的互動方式：「平滑」會讓邊緣稍微模糊 (不會保留大型尺寸的詳細特徵)；「雕鑿柔邊」也會讓邊緣模
糊，但效果不如「平滑」技術 (比「平滑」技術保留更多詳細特徵，但不如「雕鑿硬邊」技術)；「雕鑿硬邊」提供更粗糙、更明顯的邊緣 (比「平滑」
或「雕鑿柔邊」技術保留更多詳細特徵)。

除了「技術」設定之外，模糊效果也會減少多餘的不自然感和粗糙不平的邊緣。

選擇「向上」或「向下」，建立向上或向下推的效果。

指定斜角或浮雕效果的深度。

「陰影」設定決定光線與物件的互動方式：

設定光源的高度。設定 0 相當於地平面；90 則是在物件正上方。

套用為所有透明度效果指定的整體光源。選擇這個選項會覆寫任何「角度」和「高度」設定。

指定斜角或浮雕亮部和陰影的混合模式。

緞面

使用「緞面」效果提供物件平滑、緞狀光澤。請選擇混合模式、不透明度、角度、距離和大小設定，以及是否反轉顏色和透明度：

選取這個選項，反轉物件的彩色和透明區域。

基本羽化

「羽化」會在物件邊緣，針對您指定的距離套用柔化 (淡化) 效果：

羽化寬度

設定物件從不透明淡化為透明的距離。

 

填塞

搭配「羽化寬度」設定，決定多少柔化光暈是不透明、多少是透明的；較大值會增加不透明度，較小值則會增加透明度。

 

轉角

選擇「銳利」、「圓角」或「擴散」：

銳利依照形狀的外部邊緣，包括銳利轉角。這個選項適合用於星形物件和矩形形狀上的特殊效果。

圓角藉由羽化半徑將轉角變成圓的。基本上，形狀是先內縮，然後隆起，構成兩個輪廓。這個選項適用於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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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散使用 Adobe Illustrator 的方法，使物件邊緣從不透明淡化成透明。

雜訊

指定柔化光暈中的隨機元素數量。請使用這個選項來柔化光暈。

方向羽化

「方向羽化」效果會以您指定的方向，使物件邊緣逐漸變淡為透明，柔化物件邊緣。例如，您可以將羽化套用至物件的頂端與底部，而非左右邊。

羽化寬度

設定物件上下左右邊淡化為透明的距離。選取「鎖定」選項，以相同距離淡化物件的每一邊。

雜訊

指定柔化光暈中的隨機元素數量。請使用這個選項建立更柔化的光暈。

填塞

搭配「寬度」設定，決定多少光暈是不透明、多少是透明的；較大值會增加不透明度，較小值則會增加透明度。

形狀

選擇選項 (「僅限第一個邊緣」、「前置邊緣」或「所有邊緣」) 界定物件的原始形狀。

角度

旋轉羽化效果的參考框，只要不輸入 90 度的倍數，羽化邊緣便會傾斜，而不會與物件平行。

漸層羽化

使用「漸層羽化」效果，將物件區域淡化為透明，柔化物件區域。

漸層色標

為物件透明度中所需的每個漸層建立一個漸層色標。

如果要建立漸層色標，請在「漸層滑桿」下方按一下 (從滑桿拖移開漸層色標，即可移除色標)。

如果要調整色標位置，請將它向左或向右拖移，或選取色標然後拖移「位置」滑桿。

如果要調整兩個不透明度色標之間的中間點，請拖移「漸層滑桿」上方的菱形圖示。此菱形圖示所在位置會決定色標間是突然轉變還是逐漸轉

變。

反轉漸層

按一下以反轉漸層的方向。此方框位在「漸層滑桿」右邊。

不透明

指定漸層點之間的透明度。選取一點然後拖移「不透明度」滑桿。

位置

調整漸層色標的位置。先選取漸層色標，然後拖移滑桿或輸入度量值。

文字

「線性」會使陰影以直線方式從起始漸層點轉變至結束漸層點；「放射狀」會使陰影以圓形方式從起始漸層點轉變至結束漸層點。

角度

對於線性漸層，會建立漸層線條的角度。例如，在 90 度時線條呈現水平；在 180 度時線條呈現垂直。

使用整體照明

您可以對納入陰影因素的透明度效果套用統一的光源角度：「陰影」、「內陰影」以及「斜角和浮雕」。搭配這些效果選擇「使用整體照明」時，由

「整體照明」對話框中的整體設定決定光源。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開啟「整體照明」對話框：

從「效果」面板選單中選擇「整體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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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註解：

選擇「物件 > 效果 > 整體照明」。

2. 輸入值或拖移角度半徑，設定「角度」和「高度」，然後按一下「確定」。

設定物件的不透明度

您可以對單一物件或多個選取的物件 (包括圖形和文字框) 套用透明度，但無法對個別文字字元或圖層套用透明度。不過，若讀入的圖形具有這幾類透
明度效果，將可正確地顯示及列印。

1. 選取一或多個物件。

如果選取多個物件而且其不透明度設定產生衝突，「效果」面板中就會顯示「混合」一詞。 例如，如果在多個選取的物件中「填色」不透明度
設定不同，「透明度」面板便會顯示「填滿:不透明度 (混合)」。

2. 搭配下列任一技術選擇「物件」、「線條」、「填色」或「文字」：

按一下「控制」面板上的「套用效果」按鈕 ，然後選擇選項。

按一下「效果」面板上的選項 (必要時，按一下「物件」一詞旁的三角形檢視選項)。

3. 在「控制」面板或「效果」面板中輸入「不透明度」值，或是按一下「不透明度」設定旁的箭頭，並拖移滑桿。當物件的不透明度值降低時，透
明度便會增加。

如果使用直接選取方式，從 InDesign 中的透明群組剪下或拷貝物件，然後將該物件貼到文件中的其他位置，則貼上的物件不會是透明的，除
非先前已個別選取該物件並套用透明度設定。

將透明度套用至群組

除了對單一物件套用透明度效果之外，您還可以對群組套用透明度效果。

如果只是選取物件並變更其個別的不透明度設定，則所選取物件之不透明度，將發生相對於其他物件不透明度的變更。 所有重疊區域會顯示累積的不
透明度。

相反的，如果以使用「群組」指令所建立的群組為目標，然後變更其不透明度，則該群組會被「效果」面板視為單一物件 (「效果」面板只顯示一個
「群組」層級選項)，而且群組內的不透明度不會變更。 換言之，群組內的物件彼此間不會有透明度方面的互動。

選取個別物件並設定 50% 不透明度 (左)，以及選取群組並設定 50% 不透明度 (右)

變更螢幕上透明圖稿的外觀

使用「顯示效能」對話框，設定透明度偏好設定。這些偏好設定決定新文件以及使用修改過之偏好設定所儲存的文件中，透明物件在螢幕上的品質。

您亦可透過設定偏好設定，開啟或關閉文件中的透明度顯示。若在顯示偏好設定中關閉透明度，列印或轉存檔案時並不會真正關閉透明度。

在列印含透明度效果的檔案前，請務必先檢查透明度偏好設定。列印會自動將圖稿平面化，可能會影響透明度效果的外觀。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顯示效能」(Windows) 或是「Adobe InDesign > 偏好設定 > 顯示效能」(Mac OS)。

2. 在「調整檢視設定」區段中選取一個選項 (「快速」、「一般」、「高品質」)，決定文件中任何效果在螢幕上的解析度。變更的設定只會套用到
在此選取的選項：

「快速」選項會關閉透明度，並將解析度設為 24 dpi。

「一般」選項會顯示低解析度效果，並將解析度設為 72 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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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質」選項會改善效果的顯示，特別是在 PDF 和 EPS 檔案中，並將解析度設為 144 dpi。

3. 拖移「透明度」滑桿。預設的設定為「中等品質」，會顯示陰影和羽化效果。

4. 按一下「確定」。

5. 當油墨與混合模式重疊時，請選擇「檢視 > 疊印預視」。這個選項可確保能在螢幕上檢視任何油墨與透明度互動的方式。

使用「檢視」選單，可在「快速顯示」、「一般顯示」和「高品質顯示」間快速變更透明度顯示。

停止顯示透明度

如果要改善顯示效能，可以關閉透明度顯示。如果在螢幕上關閉透明度，並不會關閉列印或轉存檔案時的透明度。

選擇「檢視 > 顯示效能 > 快速顯示」。

移除文件中帶有透明度的白色方框效果

在某些範例中，白色方框或重影邊框會出現在已套用透明效果的地方，通常是在包含陰影或漸層的文件中。如果透明效果會與特別色互動，便可能會

發生此問題。

若要修正此問題，您可以避免將特別色與透明度搭配使用，或者可以關閉疊印功能。

若要檢視和列印不具白色方框效果的 PDF 文件，請在 Acrobat 中啟動「模擬疊印」。在 Acrobat 9 中，請選擇「進階 > 列印作品 > 輸出預視」。在
Acrobat X 中，請選擇「工具> 列印作品 > 輸出預視」。

如果您正在將文件傳送至遇到此白色方框效果的印表機，請要求服務供應商在 RIP 上開啟「PostScript 疊印」。如果此方法不可行，您可以在傳送檔
案之前，先將透明度平面化，並選取「模擬疊印」選項。在 InDesign 中，當您選取「複合 CMYK」選項時，可在「列印」對話框的「輸出」面板上找
到此選項。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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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化透明圖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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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平面化

關於透明度平面化預設集

套用平面化預設集進行輸出

建立或編輯透明度平面化預設集

轉存和讀入自訂透明度平面化預設集

重新命名或刪除自訂透明度平面化預設集

平面化個別跨頁

在個別跨頁上忽略平面化預設集

透明度平面化程式選項

預覽將平面化的作品區域

在平面化預視視窗中重新整理預視

建立透明度時的最佳實務作法

關於平面化

如果您的文件或圖稿包含要輸出的透明內容，透明內容通常需要執行被稱為平面化的處理。平面化將透明圖稿分隔為基於向量的區域和點陣化區域。

圖稿的複雜度越高 (混合影像、向量、文字、特別色、疊印等)，平面化以及平面化的結果也越複雜。

如果您列印或要以不支援的透明格式儲存或轉存，您就必須執行平面化。如果您建立 PDF 檔案時要保留透明，不進行平面化，請將您的檔案另存為相
容於 Adobe PDF 1.4 (Acrobat 5.0) 或更高的版本。

您可以指定平面化設定，然後儲存為透明度平面化預設集並加以套用。透明物件將根據選定的平面化程式預置進行處理。

備註： 檔案儲存後，透明平面化無法復原。

平面化之後，疊印的線條圖將會分開。

如需有關透明度輸出問題的詳細資訊，請到 Adobe 網站參閱 Adobe Solutions Network (ASN) (僅有英文版) 的「印刷服務供應商」頁面。

關於透明度平面化預設集

如果經常列印或轉存包含透明度的文件，您可通過將平面化設定儲存在透明度平面化預設集的方式，將平面化程序自動化。然後您可以套用這些設定

來處理列印輸出以及儲存和轉存檔案為 PDF 1.3 (Acrobat 4.0) 和 EPS 及 PostScript 格式。此外，在 Illustrator 中，當您將檔案儲存到舊版 Illustrator
或複製到剪貼簿時，也可以套用上述設定；在 Acrobat 中，當您進行 PDF 最佳化時，也可以套用這些設定。

這些設定也可控制轉存為不支援透明度的格式時，如何進行平面化。

您可以在啟用「轉存」或「另存新檔」對話框後顯示的「列印」對話框或格式相關對話框的「進階」面板中選擇平面化程式預設集。您可以建立您自

己的平面化預置或從軟體提供的預設選項中選擇。這些預設集的設定都是依照文件的用途，為了使點陣化透明區域的適當解析度與平面化的品質和速

度能夠一致而設計的：

[高解析度] 使用於最終印刷輸出以及高品質校樣，例如分色校樣。
[中解析度] 在 PostScript 彩色印表機上列印桌面校樣和隨選列印時使用。
[低解析度] 在黑白桌上型印表機上列印快速校樣，以及要在網路上出版或轉存為 SVG 的文件時使用。

套用平面化預設集進行輸出

可在「列印」對話框中，或是在初始「轉存」對話框後顯示的格式特定對話框中，選擇平面化預設集。

如果您會定期轉存或列印包含透明度的文件，則可藉由將平面化設定儲存至透明度平面化預設集的方式，將平面化程序自動化。 您可稍後在列印或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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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為 PDF 1.3 (Acrobat 4.0) 或 EPS 格式時，套用這些設定。

 請在「列印」、「轉存 EPS」或「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的「進階」面板中，選擇一個自訂預設集，或下列其中一個預設的預設集：
[低解析度] 在黑白桌上型印表機上列印快速校樣，以及要在網路上出版的文件時使用。
[中解析度] 在 Adobe PostScript 彩色印表機上列印桌面校樣和隨選列印時使用。
[高解析度] 使用於最終印刷輸出以及高品質校樣，例如分色校樣。
備註： 只有當圖稿包含透明度，或是已在「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的「輸出」區域中選取「模擬疊印」時，才會使用平面化設定。

建立或編輯透明度平面化預設集

您可以將透明度平面化預設集儲存在不同的檔案中，以方便備份預置，或是將預置提供給您的服務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工作小組成員。在 InDesign
中，透明度平面化預設集檔案具有「.flst」副檔名。

1. 請選擇「編輯 > 透明度平面化預設集」。
2. 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要新建預置，請按一下「新增」，

如果要以預定義預置做為預置的基礎，請在清單中選擇一個，然後按一下「新增」。

如果要編輯現有的預置，選取預置然後按一下「編輯」。

備註： 您無法編輯預設的平面化程式預置。
3. 設定平面化選項。
4. 按一下「確定」回到「透明度平面化預設集」對話框，再按一下「確定」。

轉存和讀入自訂透明度平面化預設集

您可以轉存和讀入透明度平面化預設集，將它們與您的輸出中心、客戶或其他工作小組成員共用。

1. 請選擇「編輯 > 透明度平面化預設集」。
2. 請從清單選擇預置。
3. 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要轉存預置為獨立檔案，請按一下「儲存」(InDesign) 或「轉存」(Illustrator)，指定名稱和位置，然後按一下「存檔」。

您可考慮將預置儲存在應用程式偏好設定檔案夾以外的位置。如此若您刪除偏好設定，也不會遺失預置。

要從檔案讀入預置，請按一下「載入」(InDesign) 或「讀入」(Illustrator)。請確定並選擇包含您所要載入的預置的檔案，然後按一下「開
啟」。

重新命名或刪除自訂透明度平面化預設集

1. 請選擇「編輯 > 透明度平面化預設集」。
2. 請從清單選擇預置。
3. 請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要重新命名現有的預設集，請按一下「編輯」，輸入新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要刪除預置，請按一下「刪除」，然後按一下「確定」來確定刪除。

備註： 您無法刪除預設的預置。

平面化個別跨頁

您可將平面化設定套用至文件中的個別跨頁，取代整份文件或書冊所設定的平面化預設集。 如果文件中混合了高解析度影像，以及許多透明度和低解
析度影像，便可以使用此功能來控制文件中的平面化品質。在此情況下，可用高品質來平面化複雜的跨頁，並將較快速、較低品質的平面化預設集用

在其他跨頁上。

在列印或轉存時，可回復至文件或書冊的平面化設定。

1. 在「文件」視窗中顯示跨頁。
2. 在「頁面」面板選單中，選擇「跨頁平面化」。
3. 選擇下列任一項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預設 將文件平面化預設集用在此跨頁上。

無 (忽略透明度) 忽略此跨頁的透明度。這個選項適合讓服務供應商執行疑難排解。

自訂 開啟用於指定設定的「自訂跨頁平面化設定」對話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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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別跨頁上忽略平面化預設集

 在 InDesign 中，從下列任一位置選取「忽略跨頁平面化設定」：

「平面化預視」面板 (「視窗 > 輸出 > 平面化預視」)。

「列印」或「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的「進階」區域。

透明度平面化程式選項

您可以在 Illustrator、InDesign 或 Acrobat 中建立、編輯或預覽平面化程式預置時設定「透明度平面化程式」選項。

「反白」(預覽) 選項
「無 (色彩預覽)」 停用預覽。
「點陣化複雜區域」 反白因為執行效能的原因而被點陣化的區域 (與「點陣／向量平衡」滑桿所決定的相同)。請記住，已反白區域的邊界較有可能會
產生紋路瑕疵的問題，這取決於列印驅動程式設定和點陣化解析度。要將產生瑕疵問題的可能性降至最低，請選擇「剪裁複雜區域」。

「透明度物件」 反白透明度的來源物件，例如包含部分不透明度 (包括具有 Alpha 色版的影像) 的物件、包含漸變模式的物件以及包含不透明度遮罩的
物件。此外，請注意樣式和特效中可能會包含透明度，而且如果疊印物件涉及透明度或疊印需要平面化，疊印物件將被視為透明度來源。

「所有受影響的物件」 反白涉及透明度的所有物件，包括透明物件以及與透明物件重疊的物件。反白的物件將受到平面化處理的影響，描邊或圖樣均

將展開，其中一些部分被點陣化等等。

「受影響的連結 EPS 檔案」(僅 Illustrator) 反白所有受透明度影響的連結 EPS 檔案。
「受影響的圖形」(僅 InDesign) 反白所有受透明度或透明度效果影響的置入內容。此選項適用於服務供應商需特別注意查閱圖形才能正確列印的情
況。

「擴展圖案」(Illustrator 和 Acrobat) 反白所有涉及透明度而展開的圖樣。
「外框描邊」 反白因涉及透明度或因已選定「轉換所有描邊為外框」選項而繪製外框的所有描邊。

輪廓文字 (Illustrator 和 InDesign) 反白因涉及透明度或因已選定「轉換所有文字為外框」選項而繪製外框的所有文字。
備註： 最終輸出的外框描邊和文字可能會與其內定有些微的不同，尤其是非常細的描邊和非常小的文字。然而，「平面化程式預覽」不會反白這些變
更的外觀。

「點陣填充文字和描邊」(僅 InDesign) 反白因平面化而產生點陣化填色的文字和描邊。
所有點陣化區域 (Illustrator 和 InDesign) 反白因在 PostScript 中沒有其它表現方法、或因複雜度高於「點陣／向量平衡」滑桿所指定的閾值而將要
被點陣化的物件以及物件的相交部分。例如，兩個透明漸層的相交部份一定會點陣化，即使「點陣/向量平衡」值設定為 100 時。「所有點陣化區域」
選項還可以顯示與透明度有關的點陣圖形 (例如 Photoshop 檔案) 和陰影及羽化等點陣效果。請注意，處理此選項比其它選項耗時更長。

「透明度平面化工具預設集選項」

「名稱／預置」 指定預置名稱。根據對話框，您可在「名稱」文字方塊中鍵入名稱，或接受預設名稱。您可輸入既有的預置的名稱，以編輯該預置。

不過，您無法編輯預設的預置。

「點陣／向量平衡」 指定將保留的向量資訊程度。設定越高，保留的向量物件越多，而設定越低，點陣化的向量物件越多；中間性的設定將簡單的區

域以向量形式保留，複雜區域則進行點陣化。選擇最低設定將點陣化整個圖稿。

備註： 發生的點陣化程度取決於頁面的複雜程度和重疊物件的類型。
「線條圖和文字解析度」 依照指定解析度點陣化所有物件，包括影像、向量圖稿、文字和漸層。Acrobat 和 InDesign 允許以 9600 ppi 處理線條圖，
以 1200ppi 處理漸層網格。Illustrator 允許以 9600 ppi 處理線條圖和漸層網格。解析度可影響平面化時相交的精準度。「線條圖和文字解析度」一般
應設定為 600 - 1200 才能提供高品質的點陣化，尤其是在筆劃延伸或小號字型上。
「漸層和網格解析度」 指定漸層和 Illustrator 網格物件點陣化時的解析度，一般介於 72 - 2400 ppi 之間。解析度可影響平面化時相交的精準度。漸層
和網格解析度一般應設定在 150 到 300 ppi 之間，因為使用更高解析度並不會改善漸層、陰影和羽化的品質，但是會增加列印時間和檔案大小。
「轉換所有文字為外框」 將所有文字物件 (錨點文字、區域文字和路徑文字) 轉換為外框，並在包含透明度的頁面上放棄所有文字字符資訊。此選項可
確保進行平面化時，文字的寬度能維持一致。請注意，啟用此選項將使在 Acrobat 中檢視或在低解析度桌上型印表機列印時，細小字型的顯示略微加
粗。這不會影響在高解析度印表機或底片輸出機上列印文字的品質。

「轉換所有描邊轉換為外框」 將包含透明度頁面上的所有描邊轉換為簡單填充色路徑。此選項可確保進行平面化時，描邊的寬度能維持一致。請注

意，啟用此選項將導致細小描邊的顯示略微加粗，可能會降低平面化效能。

「剪裁複雜區域」 確保向量圖稿和點陣化圖稿之間的邊界落在物件路徑上。如果物件的一部份保留向量形式，此選項可以減少物件另一部份點陣化時

產生的紋路瑕疵。然而，選擇此選項將產生過於複雜的路徑，導致印表機無法處理。

紋路瑕疵，點陣與向量交會處.

備註： 某些列印驅動程式處理點陣和向量線條圖的方式並不相同，有時候可導致色彩產生紋路瑕疵。您可通過停用某些專屬於列印驅動程式的色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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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設定將產生紋路瑕疵問題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因為各印表機在該方面的設定各有不同，所以請參閱印表機所附的說明文件以獲取詳細資訊。

(僅 Illustrator)「選擇保留 Alpha 透明度」(僅限「透明度平面化」對話框) 保留平面化物件的整體不透明度。使用此選項後，如同您使用透明背景將
圖稿點陣化的效果，漸變模式和疊印將遺失，但其外觀將隨 Alpha 透明度等級保留在印刷圖稿中。如果您要轉存 SWF 或 SVG，「保留 Alpha 透明
度」相當實用，因為這兩種格式均支援 Alpha 透明度。
(僅 Illustrator)「選擇保留特別色與疊印」(僅限「透明度平面化」對話框) 通常保留特別色。此選項也會保留沒有與透明度作用的物件疊印。如果您要
列印分色且文件包含特別色與疊印物件時，請選擇此選項。如果要儲存檔案以供排版應用程式使用，請取消選擇此選項。如果選定此選項，與透明度

相關的疊印區域將被平面化，而其它區域中的疊印得以保留。當檔案從排版應用程式中輸出時，結果將難以預料。

「保留疊印」(僅 Acrobat) 將透明圖稿的色彩與背景色彩混合來建立疊印效果。

預覽將平面化的作品區域

您可以使用「平面化程式預覽」中的預視選項反白受平面化影響的區域。您可以使用這些色彩標示資訊調整平面化選項。

備註： 「平面化程式預覽」並不能用來精確地預覽特別色、疊印和混合模式。但是，針對這些目的請使用「疊印預覽」。
1. 顯示「平面化程式預覽」浮動視窗 (或對話框)：

在 Illustrator 中，請選擇「視窗 > 平面化工具預視」。

在 Acrobat 中，請選擇「工具 > 列印作品 > 平面化程式預視」。

在 InDesign 中，請選擇「視窗 > 輸出 > 平面化預視」。

2. 從「標示」選單中，請選擇您要標示的區域種類。可用的選項取決於圖稿的內容。
3. 請選擇您要使用的平面化設定：或選擇預置，或 (如果可用) 設定特定選項。
備註： (Illustrator) 如果看不到平面化設定，從面板選單中選取「顯示選項」來加以顯示。

4. 如果圖稿包含與透明物件互動的疊印物件，在 Illustrator 中，請從「疊印」選單中選擇選項。您可保留、模擬或放棄疊印。在 Acrobat 中，請選
擇「保留疊印」，將透明圖稿的色彩和背景色彩混合來建立疊印效果。

5. 您可以隨時按一下「重新整理」來依照您的設定顯示新的預覽。根據您的圖稿複雜程度，顯示預覽影像可能會需稍候片刻。在 InDesign 中，您
還可以選擇「自動重新整理標示」。

在 Illustrator 和 Acrobat 中，要放大預覽，請在預覽區域中按一下即可。要縮小預覽，請在預覽區域中按 Alt 鍵或 Option 鍵並按一下滑鼠。
要移動預覽，請按住空格鍵並在預覽區域中拖移。

在平面化預視視窗中重新整理預視

如果要在顯示已過期或閒置時自動更新顯示，請選取「自動重新整理反白標示」。

如果要手動更新顯示，請按一下「重新整理」。

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會依照所選擇的透明度平面化設定，在文件視窗中更新顯示。

建立透明度時的最佳實務作法

在多數情況下，使用適合預先定義的平面化預設集，或使用適合最終輸出的設定建立預設集時，可使平面化產生最佳的結果。如需有關透明度如何影

響輸出的完整參考和疑難排解指南，請參閱 Adobe 網站上的「在使用透明度時達成可靠的列印輸出」文件 (僅有英文版)。

不過，如果文件包含複雜、重疊的區域，且需高解析度的輸出，請遵循下列幾個基本準則，有助於達成更可靠的列印輸出：

重要事項： 如果要將透明度套用到預定進行高解析度輸出的文件，請務必先與服務供應商討論計劃。 與服務供應商保持良好溝通，將有助於達成所
預期的結果。

疊印物件

雖然平面化的物件看起來可能是透明的，但是它們實際上並不透明，不會讓其下方的物件顯現出來。 不過，如果不套用疊印模擬，透明度平面化可能
可在轉存為 PDF 或列印時，保留物件的基本疊印。 在此情況下，最終 PDF 檔案的收件者應該在 Acrobat 5.0 或以上版本中選取「疊印預視」，才能
正確檢視疊印的結果。

相反的，如果套用疊印模擬，則透明度平面化會提供疊印外觀的模擬，而此模擬會產生所有不透明的物件。在 PDF 輸出中，此模擬會將特別色轉換為
對等的印刷色。因此，對於稍後要進行分色的輸出，不應該選取「模擬疊印」。

特別色和混合模式

將特別色與某些混合模式搭配使用，有時會產生無法預期的結果。這是因為 InDesign 會在螢幕上使用對等的印刷色，但在列印時使用特別色。此外，
在讀入的圖形中使用獨立混合，可在使用中的文件內建立去底色。

如果使用混合，請利用「檢視」選單中的「疊印預視」定期地檢查設計。「疊印預視」可提供與透明物件疊印或互動的特別色油墨之大致外觀。如果

視覺效果並不合您意，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使用不同的混合模式，或不要使用混合模式。在使用特別色時避免下列混合模式：「差異化」、「排除」、「色相」、「飽和度」、「顏色」和

「明度」。

儘可能使用印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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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色域

如果將透明度套用至跨頁的物件上，則該跨頁上的所有顏色都會轉換為您選擇的透明度混合色域 (「編輯 > 透明度混合色域」)，不是「文件 RGB」就
是「文件 CMYK」，即使這兩者沒有牽涉到透明度也是一樣。 在跨頁上，轉換所有顏色可讓任意兩個相同顏色的物件之間產生一致性，且避免在透明
度邊緣產生更顯著的顏色行為。顏色會在繪製物件時「即時」進行轉換。 置入圖形中與透明度互動的顏色也會轉換為混合色域。這會影響顏色在螢幕
上和列印時的顯示方式，不會影響顏色在文件中的定義方式。

根據工作流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建立僅供列印的文件，請選擇「文件 CMYK」做為混合色域。

如果要建立僅供網路使用的文件，請選擇「文件 RGB」。

如果要建立供列印及網路使用的文件，請決定何者最重要，然後選擇符合最終輸出的混合色域。

如果您建立高解析度的列印作品，而且同時在網站上以高描述檔 PDF 文件出版時，就可能必須在進行最終輸出前，來回切換混合色域。 在此情
況下，請務必在具有透明度的跨頁上重新校樣顏色，且避免使用「差異化」和「排除」混合模式，這些模式可能會顯著地變更外觀。

類型

當文件過於接近透明物件時，可能會以非預期的方式與透明物件互動。例如，圍繞透明物件的文字實際上可能沒有和物件重疊，但字符可能已接近到

可與透明度互動的地步。在此情況下，平面化會將字符轉換為外框，僅在字符上產生變粗的線條寬度。

如果發生此情形，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將文字移到堆疊順序的頂端。使用「選取」工具選取文字框，然後選擇「物件 > 排列順序 > 移至最前」。

將所有文字展開至外框，在整份文件中達成一致的效果。如果要將所有文字展開至外框，請在「透明度平面化預設集選項」對話框中，選取「將

所有文字轉換為外框」。 選取這個選項可能會影響處理速度。

影像取代

平面化需要高解析度資料，才能精確地處理具透明度的文件。不過，在OPI 代理工作流程中會先使用預留位置和代理影像，後續再以 OPI 伺服器的高
解析度版本取代。如果平面化無法存取高解析度資料，則不會產生任何 OPI 注釋，且只會輸出低解析度代理影像，導致最終輸出時產生低解析度影
像。

處理 OPI 工作流程時，在將文件儲存為 PostScript 前，請考慮使用 InDesign 來替代影像。如果要這麼做，您必須在置入以及輸出 EPS 圖形時指定設
定。置入 EPS 圖形時，請在「EPS 讀入選項」對話框中，選取「讀取內嵌的 OPI 影像連結」。輸出時，請在「列印」或「轉存 EPS」對話框的「進
階」區域中，選取「OPI 影像取代」。

色彩轉換

如果透明物件和特別色物件重疊，則當您轉存為 EPS 格式，然後在列印時將特別色轉換為印刷色，或在 Illustrator 以外的應用程式中建立分色時，可
能會出現不想要的結果。

如果要避免在這些情況下產生問題，請在從 InDesign 轉存之前，視需要使用「油墨管理」將特別色轉換為對等的印刷色。另一個避免問題的方法是確
認您的特別色油墨在原始應用程式 (例如，Adobe Illustrator) 和 InDesign 中保持一致。這表示您可能需要開啟 Illustrator 文件，將特別色轉換為印刷
色，並再次轉存為 EPS，然後將 EPS 檔案置入 InDesign 版面中。

Adobe PDF 檔案
轉存為 Acrobat 4.0 (Adobe PDF 1.3) 一定會將具透明度的文件平面化，這可能會影響透明物件的外觀。 除非已在「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的「輸
出」區域中選取「模擬疊印」，否則不會將非透明內容平面化。因此，當您將具有透明度的 InDesign 文件轉存為 Adobe PDF 時，請執行下列任一項
作業：

請儘可能在「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中選擇「Acrobat 5.0 (Adobe PDF 1.4)」、「Acrobat 6.0 (Adobe PDF 1.5)」或「Acrobat 7.0 (Adobe
PDF 1.6)」相容性，以保留即時和可完整編輯形式的透明度。 請確認您的服務供應商可以處理 Acrobat 5.0、Acrobat 6.0 或 Acrobat 7.0 的檔
案。

如果必須使用 Acrobat 4.0 相容性，而您的文件又包含特別色，且想要建立 PDF 檔案供螢幕檢視 (例如供客戶審查)，則可以在「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的「輸出」區域中，選取「模擬疊印」選項。 這個選項可正確地模擬特別色和透明區域；PDF 檔案的收件者如果要檢視文件列印
時的外觀，可以不用在 Acrobat 中選取「疊印預視」。 不過，「模擬疊印」選項會將所有特別色轉換為結果 PDF 檔案中的對等印刷色，因此建
立最後成品的 PDF 時，請務必取消選取此選項。

請考慮使用預先定義的 [印刷品質] Adobe PDF 預設集。此預設集包含一些平面化設定，適用於預定進行高解析度輸出的複雜文件。

補漏白

平面化可能會將向量轉換為點陣化區域。在 Adobe Illustrator 中使用線條套用至圖稿並置入 InDesign 中的補漏白會被保留，套用至在 InDesign 中所
繪製的向量圖稿，然後被點陣化的補漏白則可能不會保留。

如果要儘可能將物件保持為向量，請在「列印」或「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的「進階」區域中，選取 [高解析度] 透明度平面化預設集。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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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顏色

回到頂端

正常

色彩增值

網屏

覆蓋

柔光

實光

加亮顏色

加深顏色

變暗

指定顏色的混合方式

群組分離混色模式

將群組中的物件去底色

指定混合透明物件的色域

指定顏色的混合方式

透過混合模式，可以混合兩個重疊物件之間的顏色。混合模式可讓您變更堆疊物件混合顏色的方式。

1. 選取一或多個物件或群組。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效果」面板中，從選單中選擇一個混合模式，例如「一般」或「覆蓋」。

在「效果」對話框的「透明度」區域中，從選單中選擇混合模式。

混合模式選項

混合模式控制基本顏色 (圖稿下方的顏色) 與混合顏色 (已選取之物件或物件群組的顏色) 的互動方式。 結果顏色是漸變之後的顏色。

以混合顏色為選取範圍上色，不必與基本顏色互動。這是預設模式

以基礎顏色與漸變顏色相乘。所產生的顏色，永遠是較暗的顏色。以黑色增值任何顏色都會產生黑色，但是以白色增值任何顏色，不會改變

原來的顏色。這種效果類似在紙上用多支奇異筆繪畫。

以漸變的反相與基礎顏色相乘。其結果顏色永遠是較淺的顏色。使用黑色濾色不會改變原來的顏色，使用白色濾色則會產生白色。這個效果類似

將多張投影片影像投射在一起。

根據基本色彩，增值或以濾色篩選顏色。圖樣或色彩增值現有的圖稿，保存基礎顏色的亮部和陰影，同時在漸變色彩中混合，來反映原始色彩的

深淺明暗。

根據混合色彩，讓顏色變暗或變亮。這個效果類似將散佈的聚光燈照在圖稿上。

如果混合顏色 (光源) 比 50% 的灰色淺，則圖稿會變亮，就像加亮過一樣。如果漸變顏色比 50% 的灰色深，則圖稿會暗化，就像是色彩加深。使用純
黑或純白繪畫，會產生很清楚的較暗或較亮區域，但不會得到純黑或純白的結果。

根據混合色彩，增值或以濾色篩選顏色。這個效果類似在圖稿上照射刺眼的聚光燈。

如果混合顏色 (光源) 比 50% 的灰色淺，則圖稿會變亮，就像以網屏篩選過一樣。這在為圖稿加入亮部時很有用。如果漸變顏色比 50% 的灰色深，那
麼圖稿會變暗，就像是做色彩增值，這在為圖稿加入陰影時很有用。使用純黑色或純白色繪畫，會產生純黑色或純白色。

將基礎顏色加亮反映出漸變顏色。與黑色混合不會產生任何改變。

將基礎顏色加深反映出漸變顏色。與白色混合不會產生改變。

選取基礎或是漸變顏色 — 端看哪個顏色比較暗 — 來作為結果顏色。比混合顏色亮的區域會被取代，比混合顏色暗的區域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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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亮

差異化

排除

色相

飽和度

顏色

明度

註解：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選取基礎或是漸變顏色 ─ 看哪個顏色比較亮 ─ 來作為結果顏色。比混合顏色暗的區域會被取代，比混合顏色亮的區域則維持不變。

從基礎顏色減去漸變顏色，或是從漸變顏色減去基礎顏色，看何者亮度值高而定。與白色混合會反轉基本色彩值，與黑色混合不會產生任何改

變。

建立類似「差異化」模式的效果，但是對比較低。與白色混合會反轉基本顏色元件。與黑色混合不會產生任何改變。

所建立的顏色具有基本顏色的明度和飽和度，以及混合顏色的色相。

所建立的顏色具有基本顏色的明度和色相，以及混合顏色的飽和度。在沒有飽和度 (灰色) 的區域以這個模式上色，不會產生任何變更。

所建立的顏色具有基本顏色的明度，以及混合顏色的色相和飽和度。這會保留圖稿中的灰階，適用於為單色圖稿上色，以及調整彩色圖稿的色

調。

所建立的顏色具有基本顏色的色相和飽和度，以及混合顏色的明度。這個模式所建立的效果，剛好與「色彩」模式相反。

請避免將「差異化」、「排除」、「色相」、「飽和度」、「顏色」和「明度」混合模式套用至具特別色的物件，這樣做可能會將不想要的顏

色加入文件中。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透明度的最佳實務。

群組分離混色模式

將混合模式套用至物件時，其顏色會與下方的所有物件混合。如果要將混合限制在特定物件上，可將這些物件組成群組，然後套用「群組分離混色」

選項至該群組。「群組分離混色」選項會將混合限制在群組內，避免群組下方的物件受到影響(對於並非套用「正常」混合模式的物件，這個選項會很
有用)。

取消選取「群組分離混色」選項的群組 (星形和圓形) (左)，以及選取該選項的群組 (右)

最重要的是，您必須了解混合模式是套用至個別的物件，而「群組分離混色」選項則是套用至群組。這個選項會分離群組內的混合互動。不會影響直

接套用至群組本身的混合模式。

1. 將混合模式和不透明度設定套用至想要分離混合的個別物件。

2. 使用「選取」工具，選取想要分離的物件。

3. 選擇「物件 > 群組」。

4. 在「效果」面板中，選取「群組分離混色」(如果這個選項沒有顯示，請在「效果」面板選單中，選取「顯示選項」)。

您可在含有混合模式的 PDF 檔案中，分離物件的混合。首先，置入在「置入 PDF」對話框中選取「透明背景」選項的 PDF 檔案。然後套用
「群組分離混色」選項。

將群組中的物件去底色

您可以使用「效果」面板中的「群組去底色」選項，讓所選取群組中每個物件的不透明度和混合屬性將群組中的底層物件去底色 (或在視覺上遮蔽底層
物件)。 只有選取群組中的物件會去底色。選取群組下方的物件仍會受到套用至群組內之混合或不透明度設定的影響。

最重要的是，您必須了解混合模式和不透明度是套用至個別的物件，而「群組去底色」選項則是套用至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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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註解：

取消選取「群組去底色」選項的群組 (左)，以及選取該選項的群組 (右)

1. 將混合模式和不透明度設定套用至想要去底色的個別物件。

2. 使用「選取」工具，選取想要去底色的物件。

3. 選擇「物件 > 群組」。

4. 在「效果」面板中，選取「群組去底色」(如果這個選項沒有顯示，請在「效果」面板選單中，選取「顯示選項」)。

指定混合透明物件的色域

如果要混合展開上的透明物件顏色，InDesign 會使用文件的 CMYK 或 RGB 色彩描述檔，將所有物件的顏色轉換為一般色域。此混合色域可讓多重色
域物件在進行透明互動時混合。如果要避免在螢幕上及列印時，物件的不同區域間發生顏色不符情形，會在螢幕以及在平面化中套用混合色域。

混合色域只會套用至含透明度的展開。

選擇「編輯 > 透明度混合色域」，然後選擇其中一種文件色域。

對於一般列印工作流程，請選擇「文件 CMYK」色域。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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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存與排版

使用 InDesign CS5.5 和 Adobe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建立數位雜誌 (影片 09:06)
Terry White  (2012/05/07)
教學 - 視訊
在此影片中，將展示如何使用 InDesign，為平板電腦裝置建立虛擬實境的數位雜誌。

新增音訊和影片內容至 EPUB (影片 02:46)
Colin Fleming  (2011/01/01)
教學 - 視訊
在此教學課程影片中，將展示在 InDesign CS5.5 及更新版本中內嵌音訊和視訊內容 (以便轉存為 EPUB) 有多簡單。

控制內容從 InDesign 轉存到 EPUB 的順序，而不需變更版面 (影片 04:54)
Colin Fleming  (2011/01/01)
教學 - 視訊
瞭解如何在不變更版面或撰寫程式碼的情形下，在「文章」面板中建立和組織文章以便轉存至 EPUB。

建立 EPUB 的封面頁和標題頁 (影片 05:50)
Colin Fleming  (2011/01/01)
教學 - 視訊
瞭解如何建立 EPUB 標題的封面頁和標題頁。

探索新的 FLA 轉存選項 (影片 6:26)
Anne-Marie Concepcion   (2011/01/01)
教學 - 視訊
展示如何使用 InDesign CS5 及更新版本中的增強「轉存」對話框，以各種 Flash 格式發佈您的 InDesign 專案。

轉存文件為 EPUB (PDF, 265 KB)
參考  (2011/01/01)
快速簡介如何在 InDesign CS5 中將您的版面轉存為 EPUB。

轉存為適合 Apple iBookstore 的 EPUB (PDF, 2.5 MB)
參考  (2011/01/01)
瞭解如何建立適合 Apple iBookstore 的 EPUB

設定物件轉存選項 (PDF, 160 KB)，CS5.5 及更新版本
參考  (2011/01/01)
如何使用「物件轉存」選項來簡化轉存工作流程。

InDesign 中將樣式對應至標記，改進 EPUB 轉存 (影片 05:13)
Colin Fleming  (2011/01/01)
教學 - 視訊
在 InDesign CS5.5 及更新版本中，您可以將段落和字元樣式直接對應至 EPUB、HTML 和 PDF 標記，確保您在 InDesign 中定義的樣式能
正確轉存。您也可以在自訂標記中加入 CSS 類別名稱和類型。

使用「物件轉存」選項來自訂物件和影像轉存至 EPUB 的方式 (影片 05:18)
Colin Fleming  (2011/01/01)
教學 - 視訊
使用「物件轉存」選項來自訂物件和影像轉存至 EPUB 的方式，確保在任何大小的畫面都呈現最佳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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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v.adobe.com/watch/cs55-design-standard-feature-tour/creating-covers-and-title-pages-for-epub-in-indesign-cs55/
http://www.adobe.com/go/lrvid5154_id_tw
http://www.adobe.com/go/lrvid5154_id_tw
http://www.adobe.com/go/lrvid5154_id_tw
http://www.adobe.com/go/lrvid5154_id_tw
http://www.adobe.com/go/lrvid5154_id_tw
http://www.adobe.com/go/lrvid5154_id_tw
http://www.adobe.com/support/indesign/gettingstarted/pdfs/id_dyk_epub_production_v4.pdf
http://www.adobe.com/support/indesign/gettingstarted/pdfs/id_dyk_epub_production_v4.pdf
http://wwwimages.adobe.com/www.adobe.com/content/dam/Adobe/en/devnet/indesign/pdfs/indesign-to-ipad.pdf
http://wwwimages.adobe.com/www.adobe.com/content/dam/Adobe/en/devnet/indesign/pdfs/indesign-to-ipad.pdf
http://wwwimages.adobe.com/www.adobe.com/content/dam/Adobe/en/devnet/indesign/pdfs/indesign-to-ipad.pdf
http://wwwimages.adobe.com/www.adobe.com/content/dam/Adobe/en/devnet/indesign/pdfs/indesign-to-ipad.pdf
http://www.adobe.com/support/indesign/gettingstarted/pdfs/indesign_howto_g_objexport_2db.pdf
http://www.adobe.com/support/indesign/gettingstarted/pdfs/indesign_howto_g_objexport_2db.pdf
http://www.adobe.com/support/indesign/gettingstarted/pdfs/indesign_howto_g_objexport_2db.pdf
http://www.adobe.com/support/indesign/gettingstarted/pdfs/indesign_howto_g_objexport_2db.pdf
http://www.adobe.com/support/indesign/gettingstarted/pdfs/indesign_howto_g_objexport_2db.pdf
http://tv.adobe.com/watch/cs55-design-standard-feature-tour/styles-mapped-to-tags-in-indesign-cs55-for-improved-epub-export/
http://tv.adobe.com/watch/cs55-design-standard-feature-tour/styles-mapped-to-tags-in-indesign-cs55-for-improved-epub-export/
http://tv.adobe.com/watch/cs55-design-standard-feature-tour/styles-mapped-to-tags-in-indesign-cs55-for-improved-epub-export/
http://tv.adobe.com/watch/cs55-design-standard-feature-tour/styles-mapped-to-tags-in-indesign-cs55-for-improved-epub-export/
http://tv.adobe.com/watch/cs55-design-standard-feature-tour/styles-mapped-to-tags-in-indesign-cs55-for-improved-epub-export/
http://tv.adobe.com/watch/cs55-design-standard-feature-tour/styles-mapped-to-tags-in-indesign-cs55-for-improved-epub-export/
http://tv.adobe.com/watch/cs55-design-standard-feature-tour/styles-mapped-to-tags-in-indesign-cs55-for-improved-epub-export/
http://tv.adobe.com/watch/cs-55-design-premium-feature-tour-/using-object-export-options-to-customize-how-objects-and-images-export-to-epub/
http://tv.adobe.com/watch/cs-55-design-premium-feature-tour-/using-object-export-options-to-customize-how-objects-and-images-export-to-epub/
http://tv.adobe.com/watch/cs-55-design-premium-feature-tour-/using-object-export-options-to-customize-how-objects-and-images-export-to-epub/
http://tv.adobe.com/watch/cs-55-design-premium-feature-tour-/using-object-export-options-to-customize-how-objects-and-images-export-to-epub/
http://tv.adobe.com/watch/cs-55-design-premium-feature-tour-/using-object-export-options-to-customize-how-objects-and-images-export-to-epub/
http://tv.adobe.com/watch/cs-55-design-premium-feature-tour-/using-object-export-options-to-customize-how-objects-and-images-export-to-epub/


將內容轉存為 EPUB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概觀

文字支援

超連結支援

導覽支援

為書冊產生 CSS
轉存為 EPUB
固定版面轉存選項

可重排版面轉存選項

物件轉存選項

EPUB 資源

概觀

您可以將 InDesign 文件轉存為 EPUB，讓使用者可在 EPUB 閱讀程式中檢視輸出。

您可以選擇將文件轉存為可重排版面的 EPUB 格式。可重排版面的 EPUB 文件可讓 EPUB 閱讀程式根據顯示裝置將內容最佳化。

如果文件鎖定的對象是 e-Ink 裝置的使用者，使用可重排版面的格式會比較恰當。此外，如果想要在閱讀程式中提供變更文字字體和大小的選項，也最
好使用可重排版面的格式。

您可以選擇將文件轉存為固定版面格式。固定版面格式可讓您在文件中包含音訊、影片及邊緣內容。

您也可以將包含導覽按鈕、頁面切換效果、動畫及超連結等控制的互動式文件轉存為固定版面格式。

固定版面格式較適合用於包含大量圖形、音訊及影片內容的文件，因此，十分適合用於童書、食譜、教科書及漫畫書。

文字支援

建立要轉存為固定版面格式的文件時，可支援下列文字選項:

不會將文字點陣化，因此，可搜尋及選取即時文字

即時文字可以水平與垂直縮放

可包含定位前置字元

語言屬性會標註在標記中

標記會以 CSS 類別標註

支援連至 URL、文字錨點及頁面的文字超連結和交互參照

在要轉存為 EPUB 的文件中包含文字時，還須注意下列限制:

不支援在個別字符進行字距微調，而會在單字的所有字母間平均分配字母間距

因為裝置支援有限，不支援 OpenType 功能所產生的替代字符 (包括小型大寫字、全部大寫字及分數字)

仍未能正確支援中東由右至左的文字框

日文文字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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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地標

EPUB 2

導覽頁面清單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在轉存為固定版面格式時，可使用下列日文功能選項:

注音文字在輸出中為即時，而非點陣化

即時文字支援旁注

即時文字支援字元旋轉

支援複合字體

支援垂直文字框，包括旋轉字符

在要轉存為 EPUB 的文件中包含日文文字時，還須注意下列限制:

垂直文字框不支援日文直排內橫排

使用 True Type 字體時，日文全形字元會失去定位

日文著重號字體在即時文字中會點陣化

超連結支援

建立要轉存為固定版面格式的文件時，可支援下列超連結選項:

文字型超連結和交互參照

物件型超連結

文字型和物件型超連結的頁面超連結

導覽支援

轉存程序在 EPUB 輸出中提供下列導覽功能:

會根據物件轉存選項對話框中指定的 epub:type 值，為固定版面和可重排版面格式產生導覽地標。

只有第一個出現的值會新增至地標。

InDesign 支援 OPF 檔案的 EPUB 2 區段。InDesign 會自動偵測封面和 print (列印) 目錄選項。為了決定文字類型，InDesign 會使用「物
件轉存選項」對話框中指定的 epub:type 值。

(固定版面格式)。InDesign 會將頁碼字串對應至從該頁面產生的 XHTML 檔案，以產生頁面清單。

為書冊產生 CSS

將書冊轉存為 EPUB 時，轉存程序會為書冊中的每個文件產生 CSS。每個文件 CSS 會定義專屬於該文件的樣式。該程序也會建立一個主版 CSS，其
中包含書冊中所有文件的通用樣式。

轉存為 EPUB

您可以將文件或書冊轉存為可重排版面或固定版面的 EPUB 格式。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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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EPUB 3.0

封面

無

點陣化第一頁

選擇影像

導覽目錄

檔案名稱

多層 (目錄樣式)

書籤

選項

開啟文件並選擇「檔案 > 轉存」。

開啟書冊，並從「書冊」面板選單中選擇「轉存書冊為 EPUB」。

2. 指定檔名和位置

3. 在「檔案類型」清單中選擇「EPUB (固定版面)」或「EPUB (可重排版面)」，然後按一下「儲存」。

4. 在「EPUB 轉存選項」對話框中指定想要的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固定版面轉存選項或可重排版面轉存選項。

InDesign 會建立單一 .epub 檔案，其中包含 XHTML 內容。若要檢視檔案，您需要 EPUB 閱讀程式。您也可以使用 Adobe Digital Editions 閱讀程
式，如有需要，可至 Adobe 網站免費下載。

.epub 檔案是 .zip 檔。如果要檢視與編輯 EPUB 檔的內容，請將 .epub 副檔名變更為 .zip，然後摘取其中的內容。這在編輯 CSS 檔案時相當實用。

轉存的 .epub 檔案可包含封面影像。您可以選取一個影像當作封面。或者，也可以讓 InDesign 將轉存文件、樣式來源文件或轉存書冊的第一頁點陣
化。該縮圖會顯示在 EPUB 閱讀程式或 Digital Editions 閱讀程式的書庫檢視中。

固定版面轉存選項

「一般」區段

EPUB 的版本。 

支援音訊、影片、JavaScript 和日文垂直文字。
不支援 EPUB 3.0 標準的裝置不支援此選項。
EPUB 3.0 是 IDPF 於 2011 年認可的標準。

電子書的封面影像。選擇下列任一選項:

不會新增封面影像。

選取此選項，讓 InDesign 將電子書的第一頁點陣化，以建立影像作為封面。

選取電腦中的影像檔案作為封面。

指定 EPUB 檢視器目錄的導覽選項。
使用多層 (目錄樣式) 建立側邊欄導覽，或使用檔案名稱。

根據檔案名稱產生目錄。

根據選取的目錄樣式產生目錄。

從「目錄樣式」選單中，指定要用於建立電子書目錄的目錄樣式。

您可以選擇「版面」>「目錄樣式」，為電子書建立特別的目錄樣式。

(EPUB 3) 根據在 InDesign 文件中建立的書籤來產生目錄。
InDesign 支援本機或外部 (從書冊) 的文字錨點和頁面。在 InDesign 中建立目錄並指定建立 PDF 書籤，即可產生頁面。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書籤。

指定頁面元素的轉存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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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文件設定

將跨頁轉換為橫向頁面

啟用綜合跨頁

停用跨頁

格式

自動

PNG

解析度 (PPI)

GIF 選項 (浮動視窗)

最適化 (無混色)

網頁

系統 (Win) 或系統 (Mac)

交錯

JPEG 選項 > 設定格式方式

漸進式

基線

JPEG 選項 > 影像品質

轉存後檢視 EPUB

InDesign 會以「文件設定」對話框中定義的設定 (「檔案」>「文件設定」) 來決定跨頁控制。

將跨頁轉換為橫向版面。

在要轉存的文件中啟用綜合跨頁。

無跨頁被轉存為 EPUB 輸出。

「轉換設定」區段

從「影像轉換」選單中，決定如何將影像轉存為 EPUB。

選擇要將文件中的最佳化影像轉換成 GIF、JPEG 或 PNG。

讓 InDesign 決定每個實例要使用的格式。

關閉影像壓縮設定。對不失真的影像或包含透明度的影像使用 PNG。

以像素/英寸 (ppi) 選擇影像的解析度。雖然作業系統已經標準化為 72 ppi 或 96 ppi，但行動裝置的範圍仍然是從 132 ppi (iPad) 到 172
ppi (Sony Reader)，一直到超過 300 ppi (iPhone 4)。
您可以對每個選取的物件選擇一個 ppi 值。值包括 72、96、150 (現今所有電子書裝置的平均值) 及 300。

讓您控制 InDesign 在最佳化 GIF 檔案時，處理顏色的方式。GIF 格式會使用不超過 256 色的有限顏色浮動視窗。

使用圖形中的代表性顏色樣本來建立浮動視窗，而不會有任何混色 (混合小型特別色以模擬額外顏色)。

建立由 Windows 和 Mac OS 系統顏色的子集所組成的網頁安全色浮動視窗。

使用內建的系統顏色浮動視窗來建立浮動視窗。這個選項可能會導致非預期的結果。

填入遺失的線條以漸進地載入影像。如果未選取這個選項，則影像會看起來很模糊，然後在到達完整解析度時逐漸變得清晰。

指定當包含影像的檔案在瀏覽器中開啟時，顯示 JPEG 圖形的速度。

讓 JPEG 影像在下載時逐步顯示，漸漸轉為清晰影像。
以此選項建立的檔案會稍微大一點，檢視時須耗用較多的 RAM。
如果選擇「基線」，則 JPEG 檔案會在下載完成後才顯示。完成影像下載前，會先顯示預留位置。

讓每個 JPEG 檔案在下載完成後才顯示。
完成影像下載前，會先顯示預留位置。

針對輸出中建立的每個 JPEG 影像，選取所需的影像品質。
若選擇「低」，產生的檔案最小，影像品質也最低。

「EPUB - 固定版面轉存選項」對話框的「檢視應用程式」區段包含下列選項:

在選取讀取 EPUB 的預設應用程式中開啟 EPUB (如果有的話)。
同時適用於「可重排版面轉存選項」和「固定版面轉存選項」對話框。

EPUB 應用程式 版本  支援 不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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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碼

大標題

製作程式

日期

描述

發行者

版權

主題

新增樣式表

移除

「中繼資料」區段

文件的中繼資料 (如果已經選取書冊，則為樣式來源文件) 會隨附於轉存的檔案。

(唯讀) 每個 EPUB 文件都需要一個唯一識別碼。唯一識別碼會自動建立及顯示。

輸入 EPUB 的標題。

輸入製作 EPUB 的程式名稱。

指定 EPUB 的建立日期。

輸入 EPUB 的描述。

指定要在電子書中繼資料中顯示的發行者資訊。例如，您可以指定發行者的 URL。

在此輸入版權資訊。

輸入 EPUB 的主題。

CSS 區段

指定要用於 EPUB 轉存的現有 CSS 樣式表的 URL。
InDesign 不會檢查 CSS 是否存在或有效。您可以使用 Dreamweaver 來確認外部 CSS 設定。

移除選取的樣式表

Javascript 區段

Mac

Apple iBooks 1.0.1 是(Y)  

Oxygen 14.1 是(Y)  

Kindle Previewer 2.92 是(Y)  

Sigil 0.7.4 是(Y)  

Kindle 1.10.6  否(N)

VitalSource Bookshelf 6.2  否(N)

Apple Book Proofer 1.0.1 不接受包含內嵌字體的 EPUB

Windows

Sigil 0.7.4 是(Y)  

Kindle Previewer 2.92 是(Y)  

Adobe Digital Editions 3.0.86137 是(Y)  

Calibre 1.26 是(Y)  

Oxygen 15 是(Y)  

Azardi 2.0 是(Y)  

Kobo 3.6.0  否(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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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EPUB 2.0.1

EPUB 3.0

覆蓋

無

點陣化第一頁

選擇影像

導覽目錄

檔案名稱

多層 (目錄樣式)

順序

基於頁面佈局

與 XML 結構相同

與文章面板相同

註腳

指定現有 JavaScript 的 URL。InDesign 不會檢查 JavaScript 是否存在或有效，因此您將需要確認 JavaScript 設定。

可重排版面轉存選項

「一般」區段

指定 EPUB 的版本。

EPUB 2.0.1 是 IDPF 於 2007 年認可的標準。此格式在廣泛裝置上受到支援。

EPUB 3.0 是 IDPF 於 2011 年認可的標準。此格式也支援音訊、影片、JavaScript 和日文垂直文字。此格式無法作用於不支援
EPUB 3.0 標準的閱讀程式和裝置。

指定電子書的封面影像。選擇下列任一項作業:

不會新增封面影像。

選取此選項，讓 InDesign 將電子書的第一頁點陣化，以建立影像作為封面。

選取電腦中的影像檔案作為封面。

指定 EPUB 檢視器目錄的導覽選項。
使用多層 (目錄樣式) 建立側邊欄導覽，或使用檔案名稱。

根據檔案名稱產生目錄。

根據選取的目錄樣式產生目錄。從目錄樣式選單中，指定要用來建立電子書目錄的目錄樣式。您可以選擇版面 > 目錄樣式，
為電子書建立特殊的目錄樣式。

指定頁面元素的轉存順序

項目在頁面上的位置會決定讀取順序。

如果選取基於頁面佈局，則 InDesign 會從左到右和從上到下掃描，以決定頁面物件讀取順序。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在複雜、多欄文件中，
設計元素有時不會按照所要的讀取順序顯示。您可以使用 Dreamweaver 重新排列內容並設定其格式。
(僅限亞洲版本) 如果選取基於頁面佈局，則 InDesign 會根據文件裝訂來決定頁面物件的讀取順序 (從左至右或從右至左)。在某些情況下，特
別是在複雜、多欄文件中，轉存的設計元素可能不會按照所要的讀取順序顯示。您可以使用 Dreamweaver 重新排列內容並設定其格式。

結構檢視中的標記順序會決定讀取順序。請參閱標記頁面項目。

文章面板中的元素順序會決定讀取順序。只有已核取的文章才會被轉存。請參閱包含要轉存的文章。

「文字」區段

選取下列選項來選擇註腳的置入方式。

段落之後: 將註腳置於段落之後。
章節結尾 (章節附註): 將註腳轉換為章節附註。
彈出式視窗內 (EPUB3): 將註腳置於彈出式視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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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 移除強制分行符號

清單 > 項目符號

清單 > 編號

對應至依序清單

轉換為文字

保留佈局的外觀

轉換設定 > 解析度 (PPI)

CSS > 版面

CSS > 插入分頁符號

格式

GIF 選項 (浮動視窗)

最適化 (無混色)

網頁

系統 (Win) 或系統 (Mac)

交錯

JPEG 選項 > 設定格式方式

漸進式

如果使用文件註腳選項來新增註腳並指定規則，例如寬度為 10 點，則可重排版面的 EPUB 在轉存時會支援此水平規則。

移除轉存電子書中的所有彈性換行。

選取「對應至無順序清單」，將項目符號段落轉換為使用

標記格式化成 HTML 的「清單項目」。
選取轉換為文字，使用

標記將項目符號字元當做文字來設定格式。如果您已經使用原生 InDesign 自動項目符號，則也會包含子項目符號。

決定編號在 HTML 檔案中的轉換方式。如果您已經使用原生 InDesign 自動編號，則也會包含子項目符號。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使用

標記格式化成 HTML 的「清單項目」。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以段落目前編號作為文字開頭的段落。

「物件」區段

從影像轉換選單中，決定如何將影像轉存為 HTML。

核取這個選項會從佈局承襲影像物件屬性。

以像素/英寸 (ppi) 選擇影像的解析度。雖然作業系統已經標準化為 72 ppi 或 96 ppi，但行動裝置的範圍仍然是從 132 ppi
(iPad) 到 172 ppi (Sony Reader)，一直到超過 300 ppi (iPhone 4)。您可以對每個選取的物件選擇一個 ppi 值。值包括 72、96、150 (現今所有電子
書裝置的平均值) 及 300。

指定影像的對齊方式 - 靠左、置中及靠右。您也可以指定上邊框距離和下邊框距離。

在影像處插入分頁符號。分頁符號可以插入到影像前、影像後或影像前後。

轉換設定區段

讓您選擇是否將文件中的最佳化影像轉換成 GIF、JPEG 或 PNG。選擇自動可讓 InDesign 決定每個實例所要使用的格式。選擇 PNG 會停用影
像壓縮設定；請針對不失真影像或包含透明度的影像使用 PNG。

讓您控制 InDesign 在最佳化 GIF 檔案時，處理顏色的方式。GIF 格式會使用不超過 256 色的有限顏色浮動視窗。

使用圖形中的代表性顏色樣本來建立浮動視窗，而不會有任何混色 (混合小型特別色以模擬額外顏色)。

建立由 Windows 和 Mac OS 系統顏色的子集所組成的網頁安全色浮動視窗。

使用內建的系統顏色浮動視窗來建立浮動視窗。這個選項可能會導致非預期的結果。

填入遺失的線條以漸進地載入影像。如果未選取這個選項，則影像會看起來很模糊，然後在到達完整解析度時逐漸變得清晰。

指定當包含影像的檔案在瀏覽器中開啟時，顯示 JPEG 圖形的速度。

讓 JPEG 影像在下載時逐步顯示，漸漸轉為清晰影像。
以此選項建立的檔案會稍微大一點，檢視時須耗用較多的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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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線

JPEG 選項 > 影像品質

忽略物件轉存設定

識別碼

大標題

製作程式

日期

描述

發行者

版權

主題

產生 CSS

保留本機優先選項

包含可內嵌字體

新增樣式表

Javascript

如果選擇「基線」，則 JPEG 檔案會在下載完成後才顯示。完成影像下載前，會先顯示預留位置。

讓每個 JPEG 檔案在下載完成後才顯示。
完成影像下載前，會先顯示預留位置。

針對輸出中建立的每個 JPEG 影像，選取所需的影像品質。
若選擇「低」，產生的檔案最小，影像品質也最低。

忽略物件轉存設定是在個別影像上所套用。請參閱套用物件轉存選項。

「中繼資料」區段

文件的中繼資料 (如果已經選取書冊，則為樣式來源文件) 會隨附於轉存的檔案。「EPUB - 可重排版面轉存選項」對話框的「中繼資料」區段包含下
列選項:

(唯讀) 每個 EPUB 文件都需要一個唯一識別碼。唯一識別碼會自動建立及顯示。

輸入 EPUB 的標題。

輸入固定版面 EPUB 的製作程式名稱。

指定 EPUB 的建立日期。

輸入 EPUB 的描述。

輸入發行者資訊，例如發行者的 URL。

輸入 EPUB 的版權相關資訊。

輸入 EPUB 的主題。

CSS 區段

「重疊樣式表」(CSS) 是控制網頁內容呈現方式的格式設定規則集合。當您使用 CSS 設定頁面格式時，會將內容和呈現方式分離。「EPUB - 可重排
版面轉存選項」對話框的 CSS 區段包含下列選項:

指定是否要讓 InDesign 針對轉存的檔案產生外部 CSS。如果您將文件/書冊轉存到 EPUB 但未產生 CSS，則只會在 HTML 標記中
標記與樣式相關聯的類別；不會建立任何優先選項類別。

包含本機格式設定，例如斜體或粗體。

在電子書中包含所有可內嵌的字體。字體包含嵌入位元，會決定字體是否可嵌入。

指定現有 CSS 樣式表的 URL。InDesign 不會檢查 CSS 是否存在或有效。您可以使用 Dreamweaver 來確認外部 CSS 設定。

Javascript區段

指定現有 JavaScript 的 URL。InDesign 不會檢查 JavaScript 是否存在或有效，因此您將需要確認 JavaScript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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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預設

使用圖形物件的現有影像

點陣化物件框

點陣化內容

無

預設

固定

相對於文字流向

相對於文字大小

自訂寬度/高度

註解：

註解：

回到頂端

物件轉存選項

使用「物件轉存選項」對話框中的選項來指定 EPUB 轉存時如何處理文件中的物件。

1. 開啟「物件轉存選項」對話框 (「物件」>「轉存選項」)，然後前往 EPUB 和 HTML 區段。

2. 從「保留佈局的外觀」清單中選擇下列選項:

物件處理方式會由「轉存對話框」中的設定來決定。

對於可重排版面的格式，這會由「轉換標籤」中的設定控制。

如果物件包含影像，且影像與 EPUB 轉存 (JPG、PNG、GIF) 相容，則物件框會使用 CSS 設定樣式，而不會處理影
像。

這等同於「可重排版面轉存/轉換」區段中的「保留佈局的外觀」。會將整個物件點陣化，以保留外觀。
如果物件是文字框，文字將不再是即時文字。

物件的內容會點陣化，因此物件或物件框的樣式是由 CSS 所控制，所以可能不會和在 InDesign 中的顯示完全相同。

3. (可重排版面 EPUB) 在「大小」清單中選擇下列選項，以維持無內部固定內容之物件 (如影像) 的外觀比例:

不會為從物件對應的標記產生 CSS 寬度或高度。物件的大小會根據 CSS 規則，由內部內容來決定 (如果有的話)，而不會維持外觀比例。

CSS 大小會由「轉存對話框/物件」標籤中的設定來決定。

CSS 大小的決定方式，是先以點計算物件尺寸，然後再在 CSS 中以像素定義相同尺寸。會保持物件的外觀比例。

CSS 寬度的決定方式，是採用物件寬度，並以包含文字流向之文字框寬度的相對百分比來表示。會保持物件的外觀比例。

CSS 高度的決定方式，是以點採用物件高度，並將 pts 轉換為 ems (每 em 為 12 點)。會保持物件的外觀比例。

有效的 CSS 單位為 cm、mm、in、pt、%、px、vh、vw、vmin 及 vmax。會保持物件的外觀比例。

這些選項不適用於主要流向文字框。

包含「邊緣動畫」的物件不支援相應措施。

EPUB 資源

使用下列連結可瞭解 EPUB 格式。

如需 EPUB 規格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ww.idpf.org。

請到 www.adobe.com/products/digital-editions.html 下載免費版本的 Digital Editions 閱讀程式

。

請參閱部落格 Digital Editions 以取得 Digital Editions 的相關資訊。

如需轉存到 Kindle 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InDesign 到 Kindle 白皮書 (PDF)。

瞭解如何將 InDesign 檔案轉換為 EPUB 格式，並開始銷售可在 Apple iPad 上閱讀的電子書。請參閱 InDesign 轉存為 iPad 的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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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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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內容轉存為 HTML

轉存哪些內容

不會轉存哪些內容

轉存

內容順序

轉存為 HTML，可以輕鬆地將 InDesign 內容轉換為可供網頁使用的格式。當您將內容轉存為 HTML 時，即可控制轉存文字與影像的方法。InDesign
會透過 CSS 同名樣式類別來標示 HTML 內容，以保留轉存內容中所套用的段落、字元、物件、表格和儲存格樣式等的名稱。使用 Adobe
Dreamweaver 或任何支援 CSS 的 HTML 編輯器，您就可以快速將格式設定和版面套用到內容中。

InDesign 會轉存所有內文、連結和嵌入的圖形、SWF 影片檔案、註腳、文字變數 (做為文字)、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內部交互參照，
以及跳到文字或網頁的超連結。

表格也可轉存為 HTML。InDesign 會保留表格格式設定，例如表格線條和儲存格線條。表格會有指定的唯一識別碼，以便在 Dreamweaver 中可當作
Spry 資料集來參考。置入的音訊和 h.264 影片檔案會以 HTML5 的 <audio> 與 <video> 標記括住。InDesign 也會轉存您繪製的物件 (例如矩形、橢圓
形和多邊形)、貼上的物件 (包括貼上的 Illustrator 影像) 以及轉換為外框的文字。

InDesign 不會轉存超連結 (網頁連結以及跳至同一文件中文字錨點之文字所套用的連結除外)、XML 標記、書冊、書籤、SING 字
符檔、頁面切換效果、索引標記、作業範圍上未選取而且未接觸頁面的物件，或是主版頁面項目 (除非轉存前已覆寫或選取)。

1. 如果不要轉存整份文件，請選取要轉存的文字框、文字範圍、表格儲存格或圖形。

2. 選擇檔案 > 轉存並從存檔類型清單選取 HTML。

3. 指定 HTML 文件的名稱和位置，然後按一下儲存。

4. 在 HTML 轉存選項對話框中，指定一般、影像和進階區域中所需的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隨即以指定的名稱和 .html 副檔名 (例如「newsletter.html」) 建立文件；如有指定，也會在相同位置儲存網頁影像次檔案夾 (例如「newsletter-web-
images」)。

HTML 轉存選項

在「HTML」對話框中，指定下列選項。

一般選項

一般區域包含下列選項。

決定只轉存選取的項目還是整份文件。如果選取文字框，會轉存包含溢排文字在內的整個內文。

如果選取「文件」，除了未覆寫的主版頁面項目和不可見圖層上的頁面項目之外，會轉存所有跨頁的全部頁面項目。XML 標記和產生的索引與目錄則
會加以忽略。

讓您指定頁面物件的讀取順序。

基於頁面佈局

項目在頁面上的位置會決定讀取順序。

如果選取基於頁面佈局，則 InDesign 會從左到右和從上到下掃描，以決定頁面物件讀取順序。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在複雜、多欄文件中，設
計元素有時不會按照所要的讀取順序顯示。您可以使用 Dreamweaver 重新排列內容並設定其格式。
(僅限亞洲版本) 如果選取基於頁面佈局，則 InDesign 會根據文件裝訂來決定頁面物件的讀取順序 (從左至右或從右至左)。
與 XML 結構相同
如果選取與 XML 結構相同，則「XML 結構」面板會控制轉存內容的順序以及要轉存哪些內容。如果您已經標記內容，則可直接在 XML 結構面
板中拖曳標記，以設定 XHTML 轉存順序。如果未標記內容，則可從結構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未標記的項目，以產生可重新排序的標記。如果您
希望在轉存中排除某個項目，可以直接在 XML 結構面板中刪除該標記。(刪除標記並不會刪除 INDD 檔案中的內容。)請參閱標記頁面項目。
與文章面板相同

文章面板中的元素順序會決定讀取順序。只有已核取的文章才會被轉存。請參閱在轉存時包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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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選項

項目符號

編號

轉存後檢視 HTML

拷貝影像

原件

最佳化

連結到伺服器路徑

保留佈局的外觀

解析度 (ppi)

影像大小

影像對齊方式和間距

影像轉換

GIF 選項 (浮動視窗)

JPEG 選項 (影像品質)

JPEG 選項 (設定格式方式)

忽略物件轉存設定

選取項目符號和編號的格式設定選項。

選取對應至無順序清單，將項目符號段落轉換為使用標記格式化成 HTML 的「清單項目」。選取轉換為文字，使用標記將項目符號
字元當做文字來設定格式。如果您已經使用原生 InDesign 自動項目符號，則也會包含子項目符號。

決定編號在 HTML 檔案中的轉換方式。如果您已經使用原生 InDesign 自動編號，則也會包含子項目符號。.
對應至依序清單: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使用標記格式化成 HTML 的「清單項目」。
轉換為文字: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以段落目前編號當做文字來開頭的段落。

如果有的話，請啟動瀏覽器。

影像選項

指定如何將影像轉存為 HTML。

將原始影像轉存至「<document_name>-web-images」次檔案夾。選取這個選項時，所有其他選項都會變成灰色。

讓您變更設定以決定影像的轉存方式。

這個選項會讓您輸入出現在影像檔案前面的本機 URL (例如 "images/")，而不會將影像轉存至次檔案夾。 在 HTML 程式碼
中，連結屬性會顯示您所指定的路徑和副檔名。當您自行將影像轉換為相容於網頁的影像時，這個選項效果特別好。

核取這個選項會從佈局承襲影像物件屬性。

以像素/英寸 (ppi) 選擇影像的解析度。雖然作業系統已經標準化為 72 ppi 或 96 ppi，但行動裝置的範圍仍然是從 132 ppi (iPad) 到 172
ppi (Sony Reader)，一直到超過 300 ppi (iPhone 4)。您可以對每個選取的物件選擇一個 ppi 值。值包括 72、96、150 (現今所有電子書裝置的平均
值) 及 300。

指定影像大小是否必須保持固定，還是要相對於頁面上的文字來調整大小。相對於文字流向會根據相對於 InDesign 頁面寬度的文字流向來
設定相對百分比值。這個選項會導致影像以相對於閱讀區域文字的方式，以等比例重新調整大小。

指定影像的對齊方式 - 靠左、置中及靠右。您也可以指定上邊框距離和下邊框距離。

讓您選擇是否將文件中的最佳化影像轉換成 GIF、JPEG 或 PNG。選擇自動可讓 InDesign 決定每個實例所要使用的格式。選擇 PNG 會關
閉影像壓縮設定；請對不失真的影像或包含透明度的影像使用 PNG。

讓您控制 InDesign 在最佳化 GIF 檔案時，處理顏色的方式。GIF 格式會使用不超過 256 色的有限顏色浮動視窗。
選擇「最適化 (無混色)」，使用圖形中的代表性顏色樣本來建立浮動視窗，而沒有任何混色 (混合小型特別色以模擬額外顏色)。選擇網頁，建立由
Windows 和 Mac OS 系統顏色的子集所組成的網頁安全色浮動視窗。選擇系統 (Win) 或系統 (Mac)，使用內建的系統顏色浮動視窗來建立浮動視窗。
這個選項可能會導致非預期的結果。

選取交錯能夠以填入遺失線條的方式，漸進載入影像。如果未選取這個選項，則影像會看起來很模糊，然後在到達完整解析度時逐漸變得清晰。

為每個建立的 JPEG 影像，在檔案壓縮 (檔案較小) 和影像品質之間決定折衷點。「低」會產生最小檔案和最低影像品質。

決定包含影像的檔案在網頁上開啟時，顯示 JPEG 圖形的速度。選擇漸進式，讓 JPEG 影像在下載時逐部顯示並且愈來
愈清楚 (透過這個選項建立的檔案會稍微大一點，而且檢視時需要更多 RAM)。選擇基線會讓每個 JPEG 檔案只在完全下載後顯示；在檔案顯示前會出
現預留位置暫代。

忽略套用在個別影像的「物件轉存選項」。請參閱套用物件轉存選項。

進階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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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CSS 選項

產生 CSS

新增樣式表

JavaScript 選項

使用進階區域來設定 CSS 和 JavaScript 選項。

「重疊樣式表」(CSS) 是控制網頁內容表現方式的格式設定規則集合。當您使用 CSS 設定頁面格式時，會將內容和呈現方式分離。頁面內
容 (HTML 程式碼) 位於 HTML 檔案本身，而定義程式碼呈現方式的 CSS 規則位於另一個檔案 (外部樣式表) 或在 HTML 文件中 (通常在表頭區段
中)。例如，您可以為選取文字指定不同字體大小，而且使用 CSS 來控制網頁中區塊層級元素的格式和位置。

指定您是否想要 InDesign 針對轉存的檔案產生 CSS。如果選取產生 CSS 選項，那麼也可以選取保留本機優先選項，以包含像是
斜體或粗體等本機格式設定。

指定現有 CSS 樣式表的 URL，通常是相對 URL，例如「/styles/style.css」。InDesign 不會檢查 CSS 是否存在或有效。您可以
使用 Dreamweaver 來確認外部 CSS 設定。

選取新增指令碼，以便在 HTML 頁面開啟時執行 JavaScript。InDesign 不會檢視 JavaScript 是否存在或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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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存為 Adobe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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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Adobe PDF
轉存為用於列印的 PDF
Adobe PDF 預設集
自訂 Adobe PDF 預設集
載入 Adobe PDF 預設集
背景工作面板

關於 Adobe PDF

可攜式文件格式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簡稱 PDF) 是一種通用的文件格式，可以保留各種應用軟體與平台建立的來源檔案字型、影像以及版
面。Adobe PDF 是散佈與交換電子文件和表格的全球性且安全可靠的標準。Adobe PDF 檔案是精簡完整的，任何人只要有免費的 Adobe Reader® 軟
體就可以共用、檢視並列印。

Adobe PDF 在列印出版工作流程中有極高效率。以 Adobe PDF 格式儲存複合圖稿，可建立精簡可靠的檔案，您或您的服務供應商都可以檢視、編
輯、組織此檔案，並進行校樣。然後服務供應商就可在工作流程中的適當時機直接輸出 Adobe PDF 檔案，或使用各種來源的後置作業工具處理此檔
案，進行印前檢查、補漏白、拼版、分色等。

以 Adobe PDF 儲存時，您可以選擇建立 PDF/X 相容檔案。可攜式文件格式交換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Exchange，簡稱 PDF/X) 是 Adobe
PDF 的子集，可消除造成列印問題的色彩、字型和補漏白等許多變數。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將 PDF 當做數位主版來交換以供印刷生產——無論是在工作
流程中的製作或輸出階段，只要應用軟體與輸出裝置能夠支援，都可以使用 PDF/X。

Adobe PDF 可以解決下列與電子文件相關的問題：

轉存為用於列印的 PDF

轉存文件或書冊為 Adobe PDF，與使用預設的「高品質列印」設定一樣簡單，或可配合工作需求而為您量身訂做。您指定的 PDF 轉存設定會儲存在
應用程式之中，也會套用到每個新的轉存為 PDF 的 InDesign 文件或書冊中，直到再次變更為止。如果要快速套用自訂設定至 PDF 檔案，您可以使用
預設集。

您可以將文件、書冊或書冊內選取的文件轉存成為一個 PDF 檔案。也可以從 InDesign 版面上拷貝內容到「剪貼簿」，自動建立該內容的 Adobe PDF
檔案(這個方法在將 PDF 檔案貼到其他應用程式 (例如 Adobe Illustrator) 時很有幫助)。

將 InDesign 檔案轉存為 PDF 檔案時，可保留像是目錄項目與書籤的導覽元素，以及像是超連結、書籤、媒體剪輯和按鈕的互動功能。您也可以選擇
將隱藏圖層、非列印圖層和非列印物件轉存為 PDF。如果要轉存書冊，可以使用「書冊」面板來合併同名圖層。

如需有關建立可存取 PDF 文件的資訊，請參閱 Adobe InDesign 協助工具。

將開啟的文件轉存為用於列印的 PDF

常見問題 Adobe PDF 解決方案

收件者沒有建立檔案的應用程式，所以無法開啟檔案。 任何人都可以隨處開啟 PDF，只要有免費的 Adobe Reader 軟體即可。

使用紙張和電子歸檔的資料庫搜尋不易、佔空間，並且需要製作文件時使用的應用程式。PDF 檔案精簡且具完整搜尋功能，可以隨時使用 Reader 存取。連結使導覽 PD  

在手持裝置上，文件無法正確顯示。 標籤化 PDF 可以重排文字，便於顯示在行動平台 (例如 Palm OS®、Symbian  

格式複雜的文件讓視力不佳的讀者不易使用。 標籤化 PDF 包含內容與結構資訊，便於讀者使用螢幕閱讀程式進行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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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選擇「檔案 > 轉存」。

2. 指定檔案名稱與位置。

3. 在「存檔類型」(Windows) 或「格式」(Mac OS) 中，選擇「Adobe PDF (列印)」，然後按一下「儲存」。

選取 Adobe PDF (列印) 選項時，您無法將互動元素包含在 PDF 中。若要轉存互動文件為 PDF，請參閱建立 PDF 互動式文件。

4.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使用預先定義的工作選項集，請選擇「Adobe PDF 預設集」選單內的預設集。

如果要建立 PDF/X 檔案，請選擇「Adobe PDF 預設集」選單內的 PDF/X 預設集，或是選擇「標準」選單內預先定義的 PDF/X 格式。

如果要自訂選項，請從左邊的清單中選取一個類別，並設定選項。

5. 在「相容性」下，選擇文件所需的最低 PDF 版本並開啟。

6. 按一下「轉存」(Windows) 或「儲存」(Mac OS)。

若要將選項重設為預設值，請在「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中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然後按一下「重設」。(「取消」按
鈕會變更為「重設」)。

將書冊轉存為 PDF 之前準備圖層

將書冊轉存為 PDF 時，您可以顯示和隱藏 PDF 文件中的 InDesign 圖層。如果要避免 PDF 中重複的圖層名稱，您可以在轉存時合併圖層。

如果已選取「在轉存時合併命名完全相同的圖層」選項，圖層名稱會顯示在 Acrobat 或 Reader 中的相同書冊名稱之下。如果未選取此選項，圖層名
稱會分別顯示在每個文件名稱下。

1. 如果不要合併特定圖層，請在每個書冊文件中提供其唯一的名稱。

圖層名稱會區分大小寫，所以「Art」和「art」圖層不會合併。

2. 在「書冊」面板選單中，選取「在轉存時合併命名完全相同的圖層」。

將書冊轉存為 PDF 時，請確認已選取「建立 Acrobat 圖層」。如果要選取這個選項，您必須使用 Acrobat 6 (PDF 1.5) 或更新版本相容
性。

將書冊轉存為 PDF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建立整本書冊的 PDF，請按一下「書冊」面板的空白區域，取消選取所有選取的文件，然後選擇「書冊」面板選單中的「轉存書冊為
PDF」。

如果要建立書冊內文件的 PDF，請在「書冊」面板內選取文件，然後選擇「書冊」面板選單中的「轉存選取的文件為 PDF」。

2. 指定 PDF 檔案的名稱和位置，然後按一下「儲存」。

3. 可從「Adobe PDF 預設集」選單中選擇預設集，或是從「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左邊的清單中選取一個類別，接著自訂選項。

4. 按一下「轉存」(Windows) 或「儲存」(Mac OS)。

縮小 PDF 的尺寸

對於僅供檢視用途傳遞的 PDF 檔案，您在轉存自 InDesign 時可能想要縮小 PDF 檔案大小。以下是可用於「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的縮小尺寸技
巧：

從「Adobe PDF 預設集」選單中選擇「最小檔案大小」。

在「壓縮」區域，縮減取樣影像至每英吋 72 像素、選取自動壓縮，並且針對彩色與灰階影像選取低或中度影像品質。處理圖像影像時，請使用
「自動 (JPEG)」壓縮；處理主要為純色的影像時 (例如圖表)，請使用「ZIP」壓縮。

在「輸出」區域，使用「油墨管理」將特別色轉換為印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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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質列印」

Illustrator 預設 (僅 Illustrator)

超大頁面 (僅 Acrobat)

PDF/A-1b：2005 (CMYK 和 RGB) (僅 Acrobat)

「PDF/X-1a (2001 和 2003)」

PDF/X-3

「PDF/X-4 (2008)」

印刷品質

如果要縮小 PDF 尺寸，只要在 Acrobat 8.0 或更新版本中開啟 PDF，選擇「文件 > 降低檔案大小」，然後指定相容性層級。 如果要更進一步控
制，請選擇「進階 > PDF 最佳化程式」。

如需有關縮小 PDF 檔案大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Acrobat 說明和 Adobe 網站。

Adobe PDF 預設集

PDF「預設集」是影響 PDF 建立程序的設定群組。這些設定是特別設計以供平衡大小與品質之用，依 PDF 的使用方式而定。 大多數預定義的預設集
可在 Adobe Creative Suite 元件之間共用，包括 InDesign、Illustrator、Photoshop 和 Acrobat。 您還可以建立和共用滿足您自己的輸入需求的預設
集。

以下列出的某些預設集現在不可用，除非您依照需要將其從 Extras 檔案夾 (預設的安裝位置) 移至 Settings 檔案夾。 一般情況下，Extras 和 Settings
檔案夾位於 (Windows Vista 和 Windows 7) ProgramData\Adobe\AdobePDF、(Windows XP) 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Adobe\Adobe PDF 或 (Mac OS) 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Adobe PDF 中。某些預設集在某些 Creative Suite 元件中不可用。

自訂設定位於 (Windows XP) Documents and Settings/[使用者名稱]/Application Data/Adobe/Adobe PDF/Settings、(Windows Vista 和 Windows 7)
Users/[使用者名稱]/AppData/Roaming/Adobe/Adobe PDF/Settings 或 (Mac OS) Users/[使用者名稱]/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Adobe/Adobe
PDF/Settings 中。

您還應該定期檢查您的 PDF 設定。設定不會自動回復為預設設定。建立 PDF 的應用程式和公用程式均使用上一次定義或選定的 PDF 設定集。

建立用於在桌面印表機和校樣裝置上進行高品質列印的 PDF。此預置使用 PDF 1.4 以 300 ppi 縮減取樣彩色和灰階影像，以 1200
ppi 縮減取樣單色影像，嵌入所有字型子集，不變更色彩，且不平面化透明度 (如果檔案類型允許處理透明度)。 這些 PDF 可以使用 Acrobat 5.0 和
Acrobat Reader 5.0 或更高版本開啟。 在 InDesign 中，此預設集還可建立標籤化 PDF。

建立保留所有 Illustrator 資料的 PDF。 使用此預設集建立的 PDF 可以在 Illustrator 中重新開啟，而不會喪失任何資
料。

建立的 PDF 適用於檢視和列印版面超過 200 x 200 英吋的工程繪圖。 這些 PDF 可以使用 Acrobat 和 Reader 7.0 或更高版本
開啟。

用於長期保留 (存檔) 的電子文件。PDF/A-1b 採用 PDF 1.4，將所與色彩轉換為 CMYK 或 RGB，
這取決於您選擇的標準。這些 PDF 可以使用 Acrobat 和 Reader 5.0 或更高版本開啟。

PDF/X-1a 要求嵌入所有字體，指定適當的標記和出血，而且色彩必須顯示為 CMYK、特別色或兩者。相容檔案必須
包含說明準備檔案時所設定的列印條件的資訊。使用 PDF/X-1a 相容性建立的 PDF 檔案，可以使用 Acrobat 4.0 及 Acrobat Reader 4.0 以上的版本開
啟。

PDF/X-1a 採用 PDF 1.3，以 300 ppi 縮減取樣彩色和灰階影像，以 1200 ppi 縮減取樣單色影像，嵌入所有字型子集，建立沒有標籤的 PDF，且使用
「高解析度」設定來平面化透明度。

注意：PDF/X1-a:2003 和 PPDF/X-3 (2003) 預設集在安裝時已放置在您的電腦中，但您必須將它們從 Extras 檔案夾移至 Settings 檔案夾後才可使
用。

這個預設集會根據 ISO 標準的 PDF/X-3:2002 建立 PDF。在此設定中建立的 PDF 可以使用 Acrobat 4.0 及 Acrobat Reader 4.0 或更高版本
開啟。

這個建立 ISO PDF/X-4:2008 檔案的預設集支援即時透明度 (透明度並非平面化) 和 ICC 色彩管理。使用此預設集轉存的 PDF
檔案在 CS5 中是 PDF 1.4 格式，在 CS5.5 及更新版本中是 PDF 1.6 格式。影像的縮減取樣和壓縮方式以及字體的嵌入方式與 PDF/X-1a 和 PDF/X-3
設定相同。您可以直接從 Creative Suite 4 和 5 元件 (包括 Illustrator、InDesign 和 Photoshop) 建立依循 PDF/X-4:2008 規格的 PDF 檔案。Acrobat
9 Pro 可讓您輕鬆地驗證並預檢 PDF 檔案是否依循 PDF/X-4:2008 規格，以及將非 PDF/X 檔案轉換成 PDF/X-4:2008 (可能的話)。
Adobe 建議您採用 PDF/X-4:2008 做為最佳化 PDF 檔案格式，以便進行可靠的 PDF 印刷出版工作流程。

建立用來列印高品質成品 (例如數位印刷，或製版機或印版排版機的分色) 的 PDF 檔案，但建立的檔案不符合 PDF/X 規範。 在這種情況
下，內容的品質是最優先考量的因素。目標是要在 PDF 檔案中保留所有商業印表機或服務供應商要正確列印文件所需的資訊。 此選項集採用 PDF
1.4，轉換為 CMYK，以 300 ppi 縮減取樣彩色與灰階影像，以 1200 ppi 縮減取樣單色影像，嵌入所有字體的子集，並保留透明度 (如果檔案類型允許
處理透明度)。
這些 PDF 檔可以使用 Acrobat 5.0 和 Acrobat Reader 5.0 或更高版本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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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檔案大小」

2006 年雜誌廣告 (日本)

標準 (僅 Acrobat)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Windows XP

Windows Vista 以及 Windows 7

Mac OS

注意：在建立需傳送至商業印刷廠或印前服務供應商的 Adobe PDF 檔案以前，請找出應使用的輸出解析度及其他設定，或要求服務供應商提供包含建
議設定的 .joboptions 檔案。您可能需要自訂供特定供應商使用的 Adobe PDF 設定，然後提供自己的 .joboptions 檔案。

建立 PDF 檔案，以顯示在網頁、內部網路或用於電子郵件散發。此選項集使用壓縮、縮減取樣及比較低的影像解析度。它會將所
有色彩轉換成 sRGB 並且嵌入字體。它還會最佳化檔案以支援逐頁下載的位元組服務。為了確保最佳結果，如果您想要列印 PDF 檔案，請避免使用這
個預設集。

這些 PDF 檔可以使用 Acrobat 5.0 和 Acrobat Reader 5.0 或更高版本開啟。

這個預設集會根據 Digital Data Delivery 委員會所設計的建立規則建立 PDF。

建立用於在桌面印表機或數位影印機上列印、以光碟片發布或傳送給客戶進行校樣的 PDF。此選項集採用壓縮和縮減取樣以保持
較小的檔案大小，還嵌入檔案所採用的所有 (允許) 的字體的子集，將所有色彩轉換為 sRGB，以及以中等解析度列印。 請注意，在預設情況
下，Windows 字體子集沒有嵌入。 使用此描述檔建立的 PDF 檔案可以使用 Acrobat 6.0 及 Acrobat Reader 6.0 或更高版本開啟。

自訂 Adobe PDF 預設集

雖然預設的 PDF 預設集是根據最佳實務而設，您可能會覺得您的工作流程，或者印刷廠的工作流程需要更專業化的 PDF 設定，而任何內建預設集都
無法提供。在這種情況下，您或您的服務供應商可以建立自訂預設集。Adobe PDF 預設集儲存為 .joboptions 檔案。

1. 選擇「檔案 > Adobe PDF 預設集 > 定義」。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要新建預置，請按一下「新增」，如果要根據現有預設集建立新的預設集，請先選取預設集。設定 PDF 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請參閱
Adobe PDF 預設集。)

若要編輯已經存在的自訂預設集，請選取預設集並按一下「編輯」(您不能編輯預設的預設集)。設定 PDF 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果要刪除預設集，請選取之後按一下「刪除」。

如果要將預設集儲存到「Adobe PDF」檔案夾下預設「Settings」檔案夾以外的地方，請選取後按一下「另存新檔」。指定位置並按一下
「儲存」。

或者也可以按一下「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底部的「儲存預設集」，在儲存 PDF 檔案時建立自訂預設集。為預設集輸入名稱，然後按一下「確
定」。

載入 Adobe PDF 預設集

您新建立的 PDF 預設集 (.joboptions 檔案) 會儲存在下列位置的「Settings」檔案夾中：

Documents and Settings\[使用者名稱]\Application Data\Adobe\Adobe PDF

Users\[使用者名稱]\AppData\Roaming\Adobe\Adobe PDF

使用者/[使用者名稱]/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Adobe/Adobe PDF

這些預設集會自動出現在「Adobe PDF 預設集」選單中。

補充的 InDesign PDF 預設集會安裝在系統的「Adobe PDF\Extras」檔案夾中。請使用系統搜尋公用程式尋找其他 .joboptions 檔案，或是從服務供應
商與同事處取得自訂 PDF 預設集。如果要這些預設集列在「Adobe PDF 預設集」選單中，必須手動或使用「載入」指令將它們移至「Settings」檔案
夾。

載入 PDF 預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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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回到頂端

如果要載入別人傳給您的 PDF 預設集，或載入來自 InDesign CS2 的 PDF 預設集，可以使用「載入」指令。

1. 選擇「檔案 > Adobe PDF 預設集 > 定義」。

2. 按一下「載入」並選取要載入的 .joboptions 檔案。

.joboptions 檔案會拷貝至儲存新 PDF 預設集的「Settings」檔案夾中。

如果要讓 .joboptions 檔案出現在「Adobe PDF 預設集」選單中，也可以將其拖移至儲存 PDF 預設集的「Settings」檔案夾中。

轉換來自 InDesign CS 的 PDF 預設集

InDesign CS 和先前版本會使用副檔名 .pdfs 轉存 PDF 預設集，InDesign CS2 和更新版本則會使用副檔名 .joboptions 轉存 PDF 預設集。讀入
PDFS 檔案會回復為 .joboptions 檔案，並在必要時覆蓋設定。例如，如果「螢幕 RGB」被選取為 InDesign CS「輸出」區域中的目的地描述檔，在
InDesign CS4 中就會自動變更為「文件 RGB」。

1. 選擇「檔案 > Adobe PDF 預設集 > 定義」。

2. 按一下「載入」。

3. 從「類型檔案」選單選擇「舊版 PDF 設定檔案 (.pdfs)」(Windows)，或從「啟動」選單選擇「所有檔案」(Macintosh)。

4. 按兩下要轉換的檔案。

檔案會在 Adobe PDF 預設集中變為選取。

背景工作面板

有了在背景中轉存 PDF 檔案的功能，您便可以繼續處理文件，而不必等待 InDesign 完成轉存。您也可以在背景中將多個 PDF 轉存排入佇列。使用
「背景工作」面板可檢視轉存程序的進度。

1. 將一或多個文件轉存為 Adobe PDF。

2. 若要檢視進度，請選擇「視窗 > 公用程式 > 背景工作」。

Adobe PDF 選項

PDF 相容性等級

建立 PDF 互動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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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存為 JPEG 格式

  Twitter™ 和 Facebook 發文未涵蓋在 Creative Commons 條款內。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政策

選取範圍

範圍

全部選取

跨頁

嵌入色彩描述檔

使用文件出血設定

消除鋸齒

模擬疊印

JPEG 使用標準化的影像壓縮機制來壓縮全彩或灰階影像，以供螢幕上顯示。使用「轉存」指令將頁面、跨頁或選取的物件轉存為 JPEG 格式。

1. 如有需要，請選取要轉存的物件(您不需要選取任何物件就能轉存頁面或跨頁)。

2. 選擇「檔案 > 轉存」。

3. 指定位置與檔案名稱。

4. 在「存檔類型」(Windows) 或「格式」(Mac OS) 中，選擇「JPEG」，然後按一下「儲存」。

畫面會出現「轉存 JPEG」對話框。

5. 在「轉存」區段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轉存目前選取的物件。

輸入您要轉存的一或多個頁碼。使用連字號分隔數目範圍，並使用逗號分隔多個頁面或範圍。

轉存文件中的所有頁面。

將跨頁中的對頁轉存為單一的 JPEG 檔案。取消選取這個選項，將跨頁中的每個頁面轉存為不同的 JPEG 檔案。

6. 在「品質」中，從檔案壓縮 (檔案較小) 和影像品質之間的選項範圍決定一個折衷點：

「最高」在轉存的檔案中包含所有可用的高解析度影像資料，因此需要最多的磁碟空間。如果檔案將在高解析度的輸出裝置上列印，請選取

此選項。

「低」只在轉存檔案中包含置入點陣圖影像的螢幕解析度版本 (72 dpi)。如果檔案只會在螢幕上顯示，請選擇這個選項。

「中」和「高」包含的影像資料比「低」選項多，但會使用不同的壓縮層級縮減檔案大小。

7. 在「設定格式方式」中選擇下列任一選項：

「漸進式」會在 JPEG 影像下載到網頁瀏覽器時，以漸進的方式顯示影像。

「基線」會在 JPEG 影像完全下載後才顯示影像。

8. 選取或輸入 JPEG 影像的轉存解析度.

9. 指定轉存檔案的色域。您可以選擇轉存為 RGB、CMYK 或灰階。

10. 選取下列任一選項，然後按一下「轉存」。

選取這個選項時，會將文件的色彩描述檔內嵌在轉存的 JPEG 檔案。色彩描述檔的名稱會以較小的文字顯示在選項的右邊。您
可以在轉存為 JPEG 之前，先選擇「編輯 > 指定描述檔」，替文件選取所需的描述檔。

如果從「色域」選單選擇「灰色」，會停用「嵌入色彩描述檔」選項。

如果選取此選項，則在「文件設定」中指定的出血區域會出現在產生的 JPEG 中。如果選擇「選取範圍」選項，會停用此選
項。

消除鋸齒會使文字與點陣圖影像的鋸齒邊緣變平滑。

此選項類似「疊印預視」功能，但是可用於任何選取的色域。如果選取此選項，InDesign 轉存的 JPEG 檔案會透過將特別色轉換為要
列印的印刷色，並使用不同的中性色濃度值，來模擬疊印特別色油墨的效果。

JPEG (.jpg)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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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內容轉存為 EPUB | CS 6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註解：

回到頂端

概觀

轉存為 EPUB
EPUB 轉存選項

EPUB 一般選項
EPUB 影像選項
EPUB 進階選項

EPUB 資源

概觀

在將版面轉存為 EPUB 之前，您可進行一些調整，以確保正確轉存。

新增錨定圖形 - 錨定文字流向中的圖形，讓您可以控制其相對於轉存文字的位置。請參閱錨定物件。
物件轉存選項 - 指定已置入物件的轉存選項。請參閱物件轉存選項。
將樣式對應至轉存標記 - 將字元和段落樣式對應至 HTML 標記和類別。請參閱將樣式對應至轉存標記。
選擇內容和順序 - 使用「文章」面板選擇要轉存的內容，以及其出現順序。請參閱文章。您也可以根據頁面佈局或 XML 結構來排序內容。

轉存為 EPUB

您可以將文件或書冊轉存為與電子書閱讀程式軟體相容、可重排且為 EPUB 格式的電子書。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開啟文件並選擇「檔案 > 轉存」。

開啟書冊，並從「書冊」面板選單中選擇「轉存書冊為 EPUB」。

2. 指定檔名和位置

3. 從「類案類型」清單中選擇「EPUB」，然後按一下「儲存」。

4. 在「EPUB 轉存選項」對話框的「一般」、「影像」及「進階」區域中，指定所需的選項。

InDesign 會建立單一 .epub 檔案，其中包含 XHTML 內容。如果經過指定，轉存的檔案可包含一個封面影像。封面影像可從影像建立，也可以將指定
文件 (或選取書冊時的樣式來源文件) 中的第一頁點陣化來建立。這個縮圖是用來說明 EPUB 閱讀程式或 Digital Editions Reader 程式庫檢視中的書
冊。若要檢視檔案，您需要 EPUB 閱讀程式。您也可以使用 Adobe Digital Editions 軟體，該軟體可從 Adobe 網站免費下載。

.epub 檔案基本上是 .zip 檔。如果要檢視與編輯 EPUB 檔的內容，請將 .epub 副檔名變更為 .zip，然後摘取其中的內容。這在編輯 CSS 檔案時特
別有用。

當您選擇基於頁面佈局排序選項時，一律會轉存 InDesign 物件，例如文字框以及包含置入影像的物件。除非您透過物件轉存選項對 InDesign
物件套用設定，將空白物件轉存為 JPEG、GIF 或 PNG，否則空白物件不會被轉存。

EPUB 轉存選項

EPUB 一般選項

EPUB 轉存選項對話框的一般區段包含下列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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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EPUB 2.0.1

EPUB 3.0

EPUB 3.0 含版面

覆蓋

無

「點陣化第一頁」

選擇影像

目錄樣式

邊界

內容順序

基於頁面佈局

與 XML 結構相同

與文章面板相同

於段落後置入註腳

移除強制分行符號

項目符號

編號

對應至依序清單

對應至靜態排序清單

轉換為文字

指定 EPUB 的版本。

EPUB 2.0.1 是 IDPF 於 2007 年認可的標準。此格式在廣泛裝置上受到支援。

EPUB 3.0 是 IDPF 於 2011 年認可的標準。此格式也支援音訊、影片、JavaScript 和日文垂直文字。不過，這些新功能無法在不
支援 EPUB 3.0 標準的閱讀器和裝置上使用。

這是 Adobe Systems 建立的實驗性格式。它支援多欄、繞圖排文和其他控制項，因此您的版面在任何版面中看起來都很美
觀。此功能僅適用於特定的檢視器技術。

指定電子書的封面影像。選擇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選取這個選項，就不會將任何封面影像新增至電子書。

如果選取這個選項，就會將電子書的第一頁點陣化，以建立影像檔案作為封面。

如果選取這個選項，您就可以指定電腦上的影像作為封面。

如果您要依據選取的目錄樣式來產生目錄，請選取這個選項。從「目錄樣式」選單中指定您要用來建立電子書目錄的目錄樣式。您可以選擇

「版面 > 目錄樣式」，為電子書建立特殊的目錄樣式。

指定上方、下方、左側及右側邊界的值 (以像素為單位)。若要針對每個邊界使用相同值，請按一下強制圖示。 

指定頁面元素的轉存順序

項目在頁面上的位置會決定讀取順序。

如果選取「基於頁面佈局」，則 InDesign 會從左到右或從上到下掃描，以決定頁面物件讀取順序。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在複雜、多欄文件
中，設計元素可能不會按照所要的讀取順序顯示。您可以使用 Dreamweaver 重新排列內容並設定其格式。
(僅限亞洲版本) 如果選取基於頁面佈局，則 InDesign 會根據文件裝訂來決定頁面物件的讀取順序 (從左至右或從右至左)。在某些情況下，特
別是在複雜、多欄文件中，轉存的設計元素可能不會按照所要的讀取順序顯示。您可以使用 Dreamweaver 重新排列內容並設定其格式。

「結構檢視」中的標記順序會決定讀取順序。請參閱標記頁面項目。

「文章」面板中的元素順序會決定讀取順序。只有已核取的文章才會被轉存。請參閱包含要轉存的文章。

核取這個選項可將註腳放置在段落之後。如果取消選取，則註腳會轉換成章節附註。

核取這個選項可移除轉存電子書中的所有彈性換行。

選取「對應至無順序清單」，將項目符號段落轉換為使用 <ul> 標記格式化為 HTML 的「清單項目」。選取「轉換為文字」，使用 <p> 標記
將項目符號當做文字來設定格式。如果您已經使用原生 InDesign 自動項目符號，則也會包含子項目符號。

決定編號在 HTML 檔案中的轉換方式。如果您已經使用原生 InDesign 自動編號，則也會包含子項目符號。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使用 <ol> 標記格式化為 HTML 的「清單項目」。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清單項目」，但會依據 InDesign 中段落的目前編號來指定 <value> 屬性。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以段落之目前編號當做文字開頭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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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存後檢視 EPUB

保留佈局的外觀

解析度 (ppi)

影像大小

影像對齊方式和間距

插入分頁符號

設定套用至錨定物件

影像轉換

GIF 選項 (浮動視窗)

JPEG 選項 (影像品質)

JPEG 選項 (設定格式方式)

忽略物件轉換設定

分割文件

包含文件中繼資料

發行者

唯一 ID

在選取來讀取 EPUB 的預設應用程式 (如果有的話) 中開啟 EPUB。

EPUB 影像選項

EPUB 轉存選項對話框的「影像」區段包含下列選項。從「影像轉換」選單，決定影像如何轉存為 HTML。

核取這個選項會從佈局承襲影像物件屬性。

以像素/英寸 (ppi) 選擇影像的解析度。雖然作業系統已經標準化為 72 ppi 或 96 ppi，但行動裝置的範圍仍然是從 132 ppi (iPad) 到 172
ppi (Sony Reader)，一直到超過 300 ppi (iPhone 4)。您可以對每個選取的物件選擇一個 ppi 值。值包括 72、96、150 (現今所有電子書裝置的平均
值) 及 300。

指定影像大小是否必須保持固定，還是要相對於頁面來調整大小。「相對於頁面大小」可依據相對於 InDesign 頁面寬度的影像大小來設定
相對百分比值。這個選項會導致影像以相對於閱讀區域寬度的方式，以等比例重新調整大小。

指定影像對齊方式: 靠左、置中、靠右，以及與前段間距、與後段間距。

核取這個選項可在影像插入分頁符號。分頁符號可以插入到「影像前」、「影像後」或「影像前後」。

核取這個選項可將這些設定套用到所有錨定物件。

讓您選擇是否將文件中的最佳化影像轉換成 GIF、JPEG 或 PNG。選擇「自動」可讓 InDesign 決定每個實例所要使用的格式。選擇 PNG
會停用影像壓縮設定；請針對不失真影像或包含透明度的影像使用 PNG。

讓您控制 InDesign 在最佳化 GIF 檔案時，處理顏色的方式。GIF 格式會使用不超過 256 色的有限顏色浮動視窗。
選擇「最適化」，使用圖形中的代表性顏色樣本來建立浮動視窗，而不會有任何混色 (混合小型特別色以模擬額外顏色)。選擇「網頁」，建立由
Windows 和 Mac OS 系統顏色的子集所組成的網頁安全色浮動視窗。選擇「系統 (Win)」或「系統 (Mac)」，使用內建的系統顏色浮動視窗來建立浮
動視窗。這個選項可能會導致非預期的結果。

選取「交錯」能夠以填入遺失線條的方式，漸進載入影像。如果未選取這個選項，則影像會看起來很模糊，然後在到達完整解析度時逐漸變得清晰。

為每個建立的 JPEG 影像，在檔案壓縮 (檔案較小) 和影像品質之間決定折衷點。「低」會產生最小檔案和最低影像品質。

決定包含影像的檔案在網頁上開啟時，顯示 JPEG 圖形的速度。選擇「漸進式」，讓 JPEG 影像在下載時逐部顯示並且
愈來愈清楚 (透過這個選項建立的檔案會稍微大一點，而且檢視時需要更多 RAM)。選擇基線會讓每個 JPEG 檔案只在完全下載後顯示；在檔案顯示前
會出現預留位置暫代。

忽略套用在個別影像的「物件轉存選項」。請參閱套用物件轉存選項。

EPUB 進階選項

「EPUB 選項」對話框的「內容」區段包含下列選項。

您可以依據指定的段落樣式分割電子書。分割會導致 EPUB 封裝中產生大量的 HTML 檔案，但對切割較長的檔案及提升 EPUB 閱讀程式的
效能，則相當有幫助。

文件的中繼資料 (如果已經選取書冊，則為樣式來源文件) 會隨附於轉存的檔案。

指定要在電子書中繼資料中顯示的發行者資訊。您可以指定發行者的 URL，以便收到電子書的人可以造訪發行者的網站。

每個 EPUB 文件都需要一個唯一識別碼。唯一識別碼會自動建立及顯示。您可將其移除，並指定唯一識別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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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 選項

包含樣式定義

保留本機優先選項

包含可內嵌字體

新增樣式表

新增指令碼

回到頂端

「重疊樣式表」(CSS) 是控制網頁內容表現方式的格式設定規則集合。當您使用 CSS 設定頁面格式時，會將內容和呈現方式分離。

轉存為 EPUB 時，您可以建立可編輯的 CSS 樣式清單。

如果選取這個選項，則會包含本機格式，例如斜體或粗體。

在電子書中包含所有可內嵌的字體。字體包含嵌入位元，會決定字體是否可嵌入。

指定現有 CSS 樣式表的 URL，通常是相對 URL，例如「/styles/style.css」。InDesign 不會檢查 CSS 是否存在或有效，因此您
將需要確認 CSS 設定。

指定現有 JavaScript 的 URL。InDesign 不會檢查 JavaScript 是否存在或有效，因此您將需要確認 JavaScript 設定。

EPUB 資源

使用下列連結可瞭解 EPUB 格式。

如需 EPUB 規格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ww.idpf.org。

請到 www.adobe.com/tw/products/digitaleditions/ 下載免費版本的 Digital Editions 閱讀程式。

請參閱部落格 Digital Editions 以取得 Digital Editions 的相關資訊。

如需轉存到 Kindle 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InDesign 到 Kindle 白皮書 (PDF)。

瞭解如何將 InDesign 檔案轉換為 EPUB 格式，並開始銷售可在 Apple iPad 上閱讀的電子書。請參閱 InDesign 轉存為 iPad 的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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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內容轉存為 HTML | CS6 & CS5.5

轉存哪些內容

不會轉存哪些內容

轉存

內容順序 / 排序

轉存為 HTML，可以輕鬆地將 InDesign 內容轉換為可供網頁使用的格式。當您將內容轉存為 HTML 時，即可控制轉存文字與影像的方法。InDesign
會透過 CSS 同名樣式類別來標示 HTML 內容，以保留轉存內容中所套用的段落、字元、物件、表格和儲存格樣式等的名稱。使用 Adobe
Dreamweaver 或任何支援 CSS 的 HTML 編輯器，您就可以快速將格式設定和版面套用到內容中。

InDesign 會轉存所有內文、連結和嵌入的圖形、SWF 影片檔案、註腳、文字變數 (做為文字)、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內部交互參照，
以及跳到文字或網頁的超連結。也會轉存表格，但不會轉存特定格式設定，例如表格和儲存格線條。表格會指定成唯一識別碼，以便在 Dreamweaver
中可當作 Spry 資料集來參考。置入的音訊和 h.264 影片檔案會以 HTML5 的 <audio> 與 <video> 標記括住。

InDesign 不會轉存您繪製的物件 (例如矩形、橢圓形和多邊形)、超連結 (網頁連結以及跳至同一文件中文字錨點之文字所套用的連
結除外)、貼上的物件 (包括貼上的 Illustrator 影像)、轉換為外框的文字、XML 標記、書冊、書籤、SING 字符檔、頁面切換效果、索引標記、作業範
圍上未選取而且未接觸頁面的物件，或是主版頁面項目 (除非轉存前已覆寫或選取)。

1. 如果不要轉存整份文件，請選取要轉存的文字框、文字範圍、表格儲存格或圖形。

2. 選擇「檔案 > 轉存」並從「存檔類型」清單選取「HTML」。

3. 指定 HTML 文件的名稱和位置，然後按一下「儲存」。

4. 在「HTML 轉存選項」對話框中，指定「一般」、「影像」和「進階」區域中所需的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隨即以指定的名稱和 .html 副檔名 (例如「newsletter.html」) 建立文件；如有指定，也會在相同位置儲存網頁影像次檔案夾 (例如「newsletter-web-
images」)。

HTML 轉存選項

在「HTML」對話框中，指定下列選項。

一般選項

一般區域包含下列選項。

決定只轉存選取的項目還是整份文件。如果已選取文字框，則會轉存含溢排文字在內的整個內文。

如果選取「文件」，除了未覆寫的主版頁面項目和不可見圖層上的頁面項目之外，會轉存所有跨頁的全部頁面項目。XML 標記和產生的索引與目錄則
會加以忽略。

讓您指定頁面物件的讀取順序。

基於頁面佈局

項目在頁面上的位置會決定讀取順序。

如果選取「基於頁面佈局」，則 InDesign 會從左到右或從上到下掃描，以決定頁面物件讀取順序。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在複雜、多欄文件
中，設計元素可能不會顯示為所要的讀取順序。您可以使用 Dreamweaver 重新排列內容並設定其格式。
(僅限亞洲版本) 如果選取「基於頁面佈局」，則 InDesign 會根據文件裝訂來決定頁面物件的讀取順序 (從左至右或從右至左)。在某些情況下，
特別是在複雜、多欄文件中，轉存的設計元素可能不會顯示為所要的讀取順序。您可以使用 Dreamweaver 重新排列內容並設定其格式。
與 XML 結構相同
如果選取「與 XML 結構相同」，則「XML 結構」面板會控制轉存內容的順序以及要轉存哪些內容。如果您已經標記內容，則可以直接在
「XML 結構」面板中拖曳標記，以設定 XHTML 轉存順序。如果未標記內容，則可以從「結構」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未標記的項目」，以產
生可以重新排序的標記。如果您不希望在轉存中包含某個項目，可以直接刪除在「XML 結構」面板中的標記。(刪除標記並不會刪除 INDD 檔案
中的內容。)請參閱標記頁面項目。
與文章面板相同

「文章」面板中的元素順序會決定讀取順序。只有已核取的文章才會被轉存。請參閱包含要轉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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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

項目符號

編號

對應至依序清單

對應至靜態排序清單

轉換為文字

轉存後檢視 HTML

拷貝影像

原件

最佳化

連結到伺服器路徑

保留佈局的外觀

解析度 (ppi)

影像大小

影像對齊方式和間距

設定套用至錨定物件

影像轉換

GIF 選項 (浮動視窗)

JPEG 選項 (影像品質)

JPEG 選項 (設定格式方式)

以 Ems 或像素指定簡單的邊界。以 Ems 指定邊界可以獲得更好的多重畫面相容性。相同的值會套用到所有邊界：上、下、左、右。

選取「對應至無順序清單」，將項目符號段落轉換為使用 <ul> 標記格式化為 HTML 的「清單項目」。選取「轉換為文字」，使用 <p> 標記
將項目符號當做文字來設定格式。如果您已經使用原生 InDesign 自動項目符號，則也會包含子項目符號。

決定編號在 HTML 檔案中的轉換方式。如果您已經使用原生 InDesign 自動編號，則也會包含子項目符號。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使用 <ol> 標記格式化為 HTML 的「清單項目」。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清單項目」，但會依據 InDesign 中段落的目前編號來指定 <value> 屬性。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以段落之目前編號當做文字開頭的段落。

如果有的話，請啟動瀏覽器。

影像選項

指定如何將影像轉存為 HTML。

將原始影像轉存至「<document_name>-web-images」次檔案夾。選取這個選項時，所有其他選項都會變成灰色。

讓您變更設定以決定影像的轉存方式。

這個選項會讓您輸入出現在影像檔案前面的本機 URL (例如 "images/")，而不會將影像轉存至次檔案夾。 在 HTML 程式碼
中，連結屬性會顯示您所指定的路徑和副檔名。當您自行將影像轉換為相容於網頁的影像時，這個選項效果特別好。

核取這個選項會從佈局承襲影像物件屬性。

以像素/英寸 (ppi) 指定影像的解析度。雖然作業系統已經標準化為 72 ppi 或 96 ppi，但行動裝置的範圍仍然是從 132 ppi (iPad) 到 172
ppi (Sony Reader)，一直到超過 300 ppi (iPhone 4)。您可以對每個選取的物件指定一個 ppi 值。值包括 72、96、150 (現今所有電子書裝置的平均
值) 及 300。

指定影像大小是否必須保持固定，還是要相對於頁面來調整大小。「相對於頁面大小」可依據相對於 InDesign 頁面寬度的影像大小來設定
相對百分比值。這個選項會導致影像以相對於閱讀區域寬度的方式，以等比例重新調整大小。

指定影像對齊方式: 靠左、置中、靠右，以及與前段間距、與後段間距。

核取這個選項可將這些設定套用到所有錨定物件。

讓您選擇是否將文件中的最佳化影像轉換成 GIF、JPEG 或 PNG。選擇「自動」可讓 InDesign 決定每個實例所要使用的格式。選擇 PNG
會關閉影像壓縮設定；請對不失真的影像或包含透明度的影像使用 PNG。

讓您控制 InDesign 在最佳化 GIF 檔案時，處理顏色的方式。GIF 格式會使用不超過 256 色的有限顏色浮動視窗。
選擇「最適化」，使用圖形中的代表性顏色樣本來建立浮動視窗，而不會有任何混色 (混合小型特別色以模擬額外顏色)。選擇「網頁」，建立由
Windows 和 Mac OS 系統顏色的子集所組成的網頁安全色浮動視窗。選擇「系統 (Win)」或「系統 (Mac)」，使用內建的系統顏色浮動視窗來建立浮
動視窗。這個選項可能會導致非預期的結果。

選取「交錯」能夠以填入遺失線條的方式，漸進載入影像。如果未選取這個選項，則影像會看起來很模糊，然後在到達完整解析度時逐漸變得清晰。

為每個建立的 JPEG 影像，在檔案壓縮 (檔案較小) 和影像品質之間決定折衷點。「低」會產生最小檔案和最低影像品質。

決定包含影像的檔案在網頁上開啟時，顯示 JPEG 圖形的速度。選擇「漸進式」，讓 JPEG 影像在下載時逐部顯示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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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物件轉換設定

CSS 選項

內嵌 CSS

無 CSS

外部 CSS (CS5.5)

其他 CSS (CS6)

JavaScript 選項

愈來愈清楚 (透過這個選項建立的檔案會稍微大一點，而且檢視時需要更多 RAM)。選擇「基線」，只在每個 JPEG 檔案完全下載後才顯示；在檔案顯
示前會出現預留位置暫代。

忽略套用在個別影像的「物件轉存選項」。請參閱套用物件轉存選項。

進階選項

使用進階區域來設定 CSS 和 JavaScript 選項。

「重疊樣式表」(CSS) 是控制網頁內容表現方式的格式設定規則集合。當您使用 CSS 設定頁面格式時，會將內容和呈現方式分離。頁面內
容 (HTML 程式碼) 位於 HTML 檔案本身，而定義程式碼呈現方式的 CSS 規則位於另一個檔案 (外部樣式表) 或在 HTML 文件中 (通常在「表頭」區段
中)。 例如，您可以為選取文字指定不同字體大小，而且使用 CSS 來控制網頁中區塊層級元素的格式和位置。

轉存為 XHTML 時，您可以建立顯示在 HTML 檔案之「表頭」區段中具有宣告 (屬性) 的 CSS 樣式清單。
如果選取「包含樣式定義」，InDesign 會嘗試讓 InDesign 文字格式的屬性符合 CSS 對等項目。如果取消選取此選項，HTML 檔案則會包含
空的宣告。您可以稍後在 Dreamweaver 中編輯這些宣告。
如果選取「保留本機優先選項」，會包含如斜體或粗體等本機格式設定。

選取此選項會忽略 HTML 檔案中的 CSS 區段。

指定現有 CSS 樣式表的 URL，通常是相對 URL，例如「/styles/style.css」。InDesign 不會檢查 CSS 是否存在或有效，
因此您必須使用 Dreamweaver 確認外部 CSS 設定。

使用「新增樣式表」按鈕指定 CSS。

選取「連結至外部 JavaScript」，以便在開啟 HTML 頁面時執行 JavaScript。請指定 JavaScript 的 URL (通常是相對
URL)。InDesign 不會檢視 JavaScript 是否存在或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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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內容轉存為 EPUB | CS5.5

註解：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包含文件中繼資料

新增發行者項目

EPUB 資源
EPUB 一般轉存選項
EPUB 影像選項
EPUB 內容選項

您可以將文件或書冊轉存為與 Adobe Digital Editions 閱讀程式軟體和其他電子書閱讀程式軟體相容，且可重排的 EPUB 格式電子書。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開啟文件並選擇「檔案 > 轉存」。

開啟書冊，並從「書冊」面板選單中選擇「轉存書冊為 EPUB」。

2. 指定檔名和位置

3. 從「類案類型」清單中選擇「EPUB」，然後按一下「儲存」。

4. 在「EPUB 轉存選項」對話框的「一般」、「影像」及「內容」區域中，指定所需的選項。

InDesign 會建立單一 .epub 檔案，其中包含 XHTML 內容。如果經過指定，轉存的檔案可包含一個封面影像。封面影像可從影像建立，也可以將指定
文件 (或選取書冊時的樣式來源文件) 中的第一頁點陣化來建立。這個縮圖是用來說明 EPUB 閱讀程式或 Digital Editions Reader 程式庫檢視中的書
冊。若要檢視檔案，您需要 EPUB 閱讀程式。您也可以使用 Adobe Digital Editions 軟體，該軟體可從 Adobe 網站免費下載。

.epub 檔案基本上是 .zip 檔。如果要檢視與編輯 .EPUB 檔的內容，請將 .epub 副檔名變更為 .zip，然後再摘取其中的內容。這在編輯 CSS 檔案時
特別有用。

當您選擇基於頁面佈局排序選項時，一律會轉存 InDesign 物件，例如文字框以及包含置入影像的物件。空白物件不會被轉存，除非您透過
「物件轉存選項」對 InDesign 物件套用設定，將空白物件轉存為 JPEG、GIF 或 PNG。

EPUB 資源

使用下列連結可瞭解 EPUB 格式。

如需有關 EPUB 格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ww.idpf.org。

請到 www.adobe.com/tw/products/digitaleditions/ 下載免費版本的 Digital Editions 閱讀程式。

請參閱部落格 Digital Editions 以取得 Digital Editions 的相關資訊。

如需轉存到 Kindle 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InDesign 到 Kindle 白皮書。

瞭解如何將 InDesign 檔案轉換為 EPUB 格式，並開始銷售可在 Apple iPad 上閱讀的電子書。請參閱 InDesign 轉存為 iPad 的白皮書。

EPUB 一般轉存選項

EPUB 轉存選項對話框的一般區段包含下列選項。

文件的中繼資料 (如果已經選取書冊，則為樣式來源文件) 會隨附於轉存的檔案。

指定要在電子書中繼資料中顯示的發行者資訊。您可以指定發行者的 URL，以便收到電子書的人可以造訪發行者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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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識別碼

EPUB 封面

「無封面影像」

「點陣化第一頁」

「使用現有的影像檔案」

順序

書冊邊界

項目符號

編號

對應至依序清單

對應至靜態排序清單

轉換為文字

轉存後檢視 EPUB

回到頂端

保留佈局的外觀

解析度 (ppi)

影像大小

每個 EPUB 文件都需要一個唯一識別碼。您可以指定唯一識別碼屬性。如果您將此欄位保留為空白，便會自動建立一個唯一識別碼。

指定電子書的封面影像。選擇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選取這個選項，就不會將任何封面影像新增至電子書。

如果選取這個選項，就會將電子書的第一頁點陣化，以建立影像檔案作為封面。

如果選取這個選項，您就可以指定電腦上的影像作為封面。

讓您指定頁面元素的轉存順序。

基於頁面佈局

項目在頁面上的位置會決定讀取順序。

如果選取「以頁面版面為基礎」，則 InDesign 會從左到右或從上到下掃描，以決定頁面物件讀取順序。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在複雜、多欄文件中，
設計元素可能不會按照所要的讀取順序顯示。您可以使用 Dreamweaver 重新排列內容並設定其格式。
(僅限亞洲版本) 如果選取「基於頁面佈局」，則 InDesign 會根據文件裝訂來決定頁面物件的讀取順序 (從左至右或從右至左)。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
在複雜、多欄文件中，轉存的設計元素可能不會按照所要的讀取順序顯示。您可以使用 Dreamweaver 重新排列內容並設定其格式。
與 XML 結構相同
「結構檢視」中的標記順序會決定讀取順序。請參閱標記頁面項目。

與文章面板相同

「文章」面板中的元素順序會決定讀取順序。只有已核取的文章才會被轉存。請參閱包含要轉存的文章。

以 Ems 或像素指定簡單的邊界。以 Ems 指定邊界可以獲得更好的多重畫面相容性。相同的值會套用到所有邊界：上、下、左、右。

選取「對應至無順序清單」，將項目符號段落轉換為使用 <ul> 標記格式化為 HTML 的「清單項目」。選取「轉換為文字」，使用 <p> 標記
將項目符號當做文字來設定格式。如果您已經使用原生 InDesign 自動項目符號，則也會包含子項目符號。

決定編號在 HTML 檔案中的轉換方式。如果您已經使用原生 InDesign 自動編號，則也會包含子項目符號。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使用 <ol> 標記格式化為 HTML 的「清單項目」。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清單項目」，但會依據 InDesign 中段落的目前編號來指定 <value> 屬性。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以段落之目前編號當做文字開頭的段落。

啟動 Adobe Digital Editions Reader (如果有)。

EPUB 影像選項

「Digital Editions 轉存選項」對話框的「影像」區段包含下列選項。從影像轉換選單中，決定如何將影像轉存為 HTML。

核取這個選項會從佈局承襲影像物件屬性。

以像素/英寸 (ppi) 指定影像的解析度。雖然作業系統已經標準化為 72 ppi 或 96 ppi，但行動裝置的範圍仍然是從 132 ppi (iPad) 到 172
ppi (Sony Reader)，一直到超過 300 ppi (iPhone 4)。您可以對每個選取的物件指定一個 ppi 值。值包括 72、96、150 (現今所有電子書裝置的平均
值) 及 300。

指定影像大小是否必須保持固定，還是要相對於頁面來調整大小。「相對於頁面大小」可依據相對於 InDesign 頁面寬度的影像大小來設定
相對百分比值。這個選項會導致影像以相對於閱讀區域寬度的方式，以等比例重新調整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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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對齊方式和間距

插入分頁符號

設定套用至錨定物件

影像轉換

GIF 選項 (浮動視窗)

JPEG 選項 (影像品質)

JPEG 選項 (設定格式方式)

忽略物件轉換設定

回到頂端

EPUB 內容的格式

使用 InDesign 目錄樣式

依據段落樣式中斷文件

於段落後置入註腳

移除強制分行符號

產生 CSS

包含樣式定義

保留本機優先選項

包含可內嵌字體

僅樣式名稱

使用現有的 CSS 檔案

指定影像對齊方式、靠左、置中、靠右及頂端和底部間距。

核取這個選項可在影像插入分頁符號。分頁符號可以插入到「影像前」、「影像後」或「影像前後」。

核取這個選項可將這些設定套用到所有錨定物件。

讓您選擇是否將文件中的最佳化影像轉換成 GIF、JPEG 或 PNG。選擇「自動」可讓 InDesign 決定每個實例所要使用的格式。選擇 PNG
會關閉影像壓縮設定；請對不失真的影像或包含透明度的影像使用 PNG。

讓您控制 InDesign 在最佳化 GIF 檔案時，處理顏色的方式。GIF 格式會使用不超過 256 色的有限顏色浮動視窗。
選擇「最適化」，使用圖形中的代表性顏色樣本來建立浮動視窗，而不會有任何混色 (混合小型特別色以模擬額外顏色)。選擇「網頁」，建立由
Windows 和 Mac OS 系統顏色的子集所組成的網頁安全色浮動視窗。選擇「系統 (Win)」或「系統 (Mac)」，使用內建的系統顏色浮動視窗來建立浮
動視窗。這個選項可能會導致非預期的結果。

選取「交錯」能夠以填入遺失線條的方式，漸進載入影像。如果未選取這個選項，則影像會看起來很模糊，然後在到達完整解析度時逐漸變得清晰。

為每個建立的 JPEG 影像，在檔案壓縮 (檔案較小) 和影像品質之間決定折衷點。「低」會產生最小檔案和最低影像品質。

決定包含影像的檔案在網頁上開啟時，顯示 JPEG 圖形的速度。選擇「漸進式」，讓 JPEG 影像在下載時逐部顯示並且
愈來愈清楚 (透過這個選項建立的檔案會稍微大一點，而且檢視時需要更多 RAM)。選擇「基線」會讓每個 JPEG 檔案只在完全下載後顯示；在檔案顯
示前會出現預留位置暫代。

忽略套用在個別影像的「物件轉存選項」。請參閱套用物件轉存選項。

EPUB 內容選項

「EPUB 選項」對話框的「內容」區段包含下列選項。

指定您要使用 XHTML 還是 DTBook 格式。DTBook 是專為視力不佳讀者設計的特殊格式。

如果您要依據選取的目錄樣式來產生目錄，請選取這個選項。從「目錄樣式」選單中指定您要用來建立電子書目錄的目錄樣

式。您可以選擇「版面 > 目錄樣式」，為電子書建立特殊的目錄樣式。

您可以依據指定的段落樣式分割電子書。分割會導致 EPUB 封裝中產生大量的 HTML 檔案，但對切割較長的檔案及提升
EPUB 閱讀程式的效能，則相當有幫助。

核取這個選項可將註腳放置在段落之後。如果取消選取，則註腳會轉換成章節附註。

核取這個選項可移除轉存電子書中的所有彈性換行。

「重疊樣式表」(CSS) 是控制網頁內容表現方式的格式設定規則集合。 當您使用 CSS 設定頁面格式時，會將內容和呈現方式分離。

轉存為 EPUB 時，您可以建立可編輯的 CSS 樣式清單。

如果選取這個選項，則會包含本機格式，例如斜體或粗體。

在電子書中包含所有可內嵌的字體。字體中也包含 嵌入位元，會決定字體是否可嵌入。

僅將未定義的樣式名稱包含在 EPUB 樣式表中。

指定現有 CSS 樣式表的 URL，通常是相對 URL，例如「/styles/style.css」。InDesign 不會檢查 CSS 是否存在或有效，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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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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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將需要確認 CSS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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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存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轉存文字
轉存內容供網頁使用
將內容轉存為 Dreamweaver (CS5)
將內容轉存為 EPUB (CS 5)
將內容轉存至 Buzzword
使用網頁色票資料庫

轉存文字

您可以採用日後能在其他應用程式中開啟的檔案格式，儲存所有或部分 InDesign 內文。文件中的每個內文會轉存為不同的文件。

InDesign 可以使用多種不同檔案格式轉存文字，這些格式列在「轉存」對話框中。列出的格式會由其他應用程式使用，而且可能保留許多在文件中所
設定的文字規格、縮排和定位點。

您可以將常用文字和頁面佈局項目的區段，儲存為程式碼片段

1. 使用「文字」工具 ，按一下要轉存的內文。

2. 選擇「檔案 > 轉存」。
3. 為轉存的內文指定名稱和位置，並且在「檔案類型」(Windows) 或「格式」(Mac OS) 中選取文字檔案格式。

如果沒有看到文字處理應用程式清單，可以使用應用程式可讀入的格式 (例如 RTF) 儲存文件。 如果您的文字處理應用程式不支援任何其他
InDesign 轉存格式，請使用純文字格式。 不過請注意，以純文字格式轉存會移除文字的所有字元屬性。

4. 按一下「儲存」，以您所選取的格式轉存內文。

如果要保留所有格式設定，請使用「Adobe InDesign 標記文字轉存過濾器」。如需詳細資訊，請在 www.adobe.com/go/learn_id_taggedtext_cs5_tw
(PDF) 中檢視「標記文字 PDF」。

轉存內容供網頁使用

如果要再利用 InDesign 內容供網頁使用，您可以選取下列選項：

Dreamweaver (XHTML) 將選取項目或整份文件轉存為基本、未格式化的 HTML 文件。您可以連結至伺服器上的影像，或者為這些影像建立個別的檔
案夾。接著，您可以使用任何 HTML 編輯器 (例如 Adobe Dreamweaver®) 設定內容格式以供網頁使用。請參閱將內容轉存為 Dreamweaver
(CS5)。
拷貝和貼上 從 InDesign 文件拷貝文件或影像，並將其貼入 HTML 編輯器。
Adobe PDF 您可以將文件轉存為 Adobe PDF，然後將這份 PDF 張貼到網路上。PDF 可以包含影片、聲音剪輯、按鈕和頁面切換效果等互動元素。
請參閱動態 PDF 文件。
Flash (SWF) 轉存為可以立即在 Flash Player 中或在網站上檢視的 SWF 檔案。SWF 檔案可以包含按鈕、超連結及頁面切換，例如，划出、溶解及頁
面捲曲。請參閱建立網站的互動式 SWF (Flash) 檔案。
Flash (FLA) 轉存為可在 Adobe Flash Professional 中編輯的 FLA 檔案。請參閱建立網站的 FLA 檔案。
Digital Editions (EPUB) 您可以將文件或書冊轉存為與 Adobe Digital Editions 閱讀程式軟體相容、可重排、以 XHTML 為架構的電子書。請參閱將
內容轉存為 EPUB (CS 5)。
XML 針對進階再利用工作流程，請將 InDesign 的內容轉存為 XML 格式，然後將其讀入 HTML 編輯器 (例如 Dreamweaver)。請參閱使用 XML。

將內容轉存為 Dreamweaver (CS5)
轉存為 XHTML，可以輕鬆地將 InDesign 內容轉換為可供網頁使用的格式。當您將內容轉存為 XHTML 時，即可控制轉存文字與影像的方
法。InDesign 會透過 CSS 同名樣式類別來標示 XHTML 內容，以保留轉存內容中所套用的段落、字元、物件、表格和儲存格樣式等的名稱。使用
Adobe Dreamweaver 或任何支援 CSS 的 HTML 編輯器，您就可以快速將格式設定和版面套用到內容中。

轉存哪些內容 InDesign 會轉存所有內文、連結和嵌入的圖形、SWF 影片檔案、註腳、文字變數 (做為文字)、項目符號和編號清單、內部交互參照，
以及跳到文字或網頁的超連結。也會轉存表格，但不會轉存特定格式設定，例如表格和儲存格線條。表格會指定成唯一識別碼，以便在 Dreamweaver
中可當作 Spry 資料集來參考。
不會轉存哪些內容 InDesign 不會轉存您繪製的物件 (例如矩形、橢圓形和多邊形)、影片檔案 (SWF 除外)、超連結 (網頁連結以及套用到跳至相同文件
中文字錨點之文字的連結除外)、貼上的物件 (包括貼上的 Illustrator 影像)、轉換為外框的文字、XML 標記、書冊、書籤、SING 字符檔、頁面切換效
果、索引標記、作業範圍上未選取而且未接觸頁面的物件、主版頁面項目 (除非轉存前已覆寫或選取)。

1. 如果不要轉存整份文件，請選取要轉存的文字框、文字範圍、表格儲存格或圖形。
2. 選擇「檔案 > 轉存項目 > Dreamwea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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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 HTML 文件的名稱和位置，然後按一下「儲存」。
4. 在「XHTML 轉存選項」對話框中，指定「一般」、「影像」和「進階」區域中所需的選項，然後按一下「轉存」。

隨即以指定的名稱和 .html 副檔名 (例如「newsletter.html」) 建立文件；如有指定，也會在相同位置儲存網頁影像次檔案夾 (例如「newsletter-web-
images」)。

XHTML 轉存選項
在「XHTML」對話框中 (「檔案 > 轉存至 > Dreamweaver」) 中，指定下列選項。

一般選項

「一般」區域包含下列選項。

轉存 決定只轉存選取的項目還是整份文件。如果已選取文字框，則會轉存含溢排文字在內的整個內文。

如果選取「文件」，除了未覆寫的主版頁面項目和不可見圖層上的頁面項目之外，會轉存所有跨頁的全部頁面項目。XML 標記和產生的索引與目錄則
會加以忽略。

項目符號 選取「對應至無順序清單」，將項目符號段落轉換為使用 <ul> 標記格式化為 HTML 的「清單項目」。選取「轉換為文字」，使用 <p> 標記
將項目符號當做文字來設定格式。

順序 使用頁序或 XML 結構來決定頁面物件的讀取順序。
如果選取「以頁面佈局為基礎」，則 InDesign 會根據文件裝訂來決定頁面物件的讀取順序 (從左至右或從右至左)。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在複雜、多
欄文件中，轉存的設計元素可能不會顯示為所要的讀取順序。您可以使用 Dreamweaver 重新排列內容並設定其格式。

如果選取「與 XML 結構相同」，則「XML 結構」面板會控制轉存內容的順序以及要轉存哪些內容。如果您已經標記內容，則可以直接在「XML 結
構」面板中拖曳標記，以設定 XHTML 轉存順序。如果未標記內容，則可以從「結構」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未標記的項目」，以產生可以重新排序
的標記。如果您不希望在轉存中包含某個項目，可以直接刪除在「XML 結構」面板中的標記。(刪除標記並不會刪除 INDD 檔案中的內容。)請參閱標
記頁面項目。

編號 決定編號在 HTML 檔案中的轉換方式。

對應至依序清單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使用 <ol> 標記格式化為 HTML 的「清單項目」。
對應至靜態排序清單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清單項目」，但會依據 InDesign 中段落的目前編號來指定 <value> 屬性。
轉換為文字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以段落之目前編號當做文字開頭的段落。

影像選項

從「拷貝影像」選單中，決定影像轉存為 HTML 的方式。

原件 將原始影像轉存至網頁影像次檔案夾。選取這個選項時，所有其他選項都會變成灰色。

最佳化 讓您變更設定以決定影像的轉存方式。

已格式化  盡可能保留 InDesign 的網頁影像格式設定，例如旋轉或縮放。
影像轉換  讓您選擇文件中的最佳化影像要轉換為 GIF 或 JPEG。選擇「自動」可讓 InDesign 決定每個實例所要使用的格式。
GIF 選項 (浮動視窗)  讓您控制 InDesign 在最佳化 GIF 檔案時，處理顏色的方式。GIF 格式會使用不超過 256 色的有限顏色浮動視窗。
選擇「最適化 (無混色)」，使用圖形中的代表性顏色樣本來建立浮動視窗，而沒有任何混色 (混合小型特別色以模擬額外顏色)。選擇「網
頁」，建立由 Windows 和 Mac OS 系統顏色的子集所組成的網頁安全色浮動視窗。選擇「系統 (Win)」或「系統 (Mac)」，使用內建的系統
顏色浮動視窗來建立浮動視窗。這個選項可能會導致非預期的結果。

JPEG 選項 (影像品質)  為每個建立的 JPEG 影像，在檔案壓縮 (檔案較小) 和影像品質之間決定折衷點。「低」會產生最小檔案和最低影像品
質。

JPEG 選項 (設定格式方式)  決定包含影像的檔案在網頁上開啟時，顯示 JPEG 圖形的速度。選擇「漸進式」，讓 JPEG 影像在下載時逐部顯
示並且愈來愈清楚 (透過這個選項建立的檔案會稍微大一點，而且檢視時需要更多 RAM)。選擇「基線」，只在每個 JPEG 檔案完全下載後才
顯示；在檔案顯示前會出現預留位置暫代。

連結到伺服器路徑 這個選項會讓您輸入出現在影像檔案前面的本機 URL (例如 "images/")，而不會將影像轉存至次檔案夾。 在 HTML 程式碼中，連結
屬性會顯示您所指定的路徑和副檔名。當您自行將影像轉換為相容於網頁的影像時，這個選項效果特別好。
備註： InDesign 不會檢查您為 Java™ 指令碼、外部 CSS 樣式或影像檔案夾所指定的路徑，因此請使用 Dreamweaver 確認路徑。

進階選項

使用「進階」區域來設定 CSS 和 JavaScript 選項。

CSS 選項 「重疊樣式表」(CSS) 是控制網頁內容表現方式的格式設定規則集合。當您使用 CSS 設定頁面格式時，會將內容和呈現方式分離。頁面內
容 (HTML 程式碼) 位於 HTML 檔案本身，而定義程式碼呈現方式的 CSS 規則位於另一個檔案 (外部樣式表) 或在 HTML 文件中 (通常在「表頭」區段
中)。 例如，您可以為選取文字指定不同字體大小，而且使用 CSS 來控制網頁中區塊層級元素的格式和位置。

內嵌 CSS  轉存為 XHTML 時，您可以建立顯示在 HTML 檔案之「表頭」區段中具有宣告 (屬性) 的 CSS 樣式清單。
如果選取「包含樣式定義」，InDesign 會嘗試讓 InDesign 文字格式的屬性符合 CSS 對等項目。如果取消選取此選項，HTML 檔案則會包含
空的宣告。您可以稍後在 Dreamweaver 中編輯這些宣告。

如果選取「保留本機優先選項」，會包含如斜體或粗體等本機格式設定。

無 CSS  選取此選項會忽略 HTML 檔案中的 CSS 區段。
外部 CSS  指定現有 CSS 樣式表的 URL，通常是相對 URL，例如「/styles/style.css」。InDesign 不會檢查 CSS 是否存在或有效，因此您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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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使用 Dreamweaver 確認外部 CSS 設定。
JavaScript 選項 選取「連結至外部 JavaScript」，以便在開啟 HTML 頁面時執行 JavaScript。請指定 JavaScript 的 URL (通常是相對
URL)。InDesign 不會檢視 JavaScript 是否存在或有效。

將內容轉存為 EPUB (CS 5)
您可以將文件或書冊轉存為與 Adobe Digital Editions 閱讀程式軟體相容、可重排且為 EPUB 格式的電子書。

1. 若要轉存文件，請開啟該文件，然後選擇「檔案 > 轉存至 > EPUB」。
2. 請指定檔名和位置，然後按一下「儲存」。
3. 在 Digital Editions「轉存選項」對話框中，指定「一般」、「影像」和「內容」區域中所需的選項，然後按一下「轉存」。

InDesign 會建立單一 .epub 檔案，其中包含 XHTML 內容。轉存的檔案會包含指定文件中第一頁的 JPEG 縮圖影像 (如果已經選取書冊，則為樣式來
源文件)。這個縮圖是用來說明 Digital Editions Reader 程式庫檢視中的書冊。檢視檔案需要使用 Digital Editions 軟體，您可以從 Adobe 網站免費下載
該軟體。

.epub 檔案基本上是 .zip 檔。如果要檢視與編輯 .epub 檔的內容，請將 .epub 副檔名變更為 .zip，然後再摘取其中的內容。這在編輯 CSS 檔案時
特別有用。

EPUB 資源
如需 EPUB 文章與資源的清單，請參閱 www.adobe.com/go/learn_id_epub_tw。

如需有關 EPUB 格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ww.idpf.org。

請到 www.adobe.com/tw/products/digitaleditions/ 下載免費版本的 Digital Editions 閱讀程式。

請參閱部落格 Digital Editions 以取得 Digital Editions 的相關資訊。

如需有關轉存為 Kindle 的資訊，請參閱 InDesign 轉存為 Kindle 的白皮書 (InDesign to Kindle white paper)。

Digital Editions 一般轉存選項
Digital Editions「轉存選項」對話框的「一般」區段包含下列選項：

包含文件中繼資料 文件的中繼資料 (如果已經選取書冊，則為樣式來源文件) 會隨附於轉存的檔案。
新增發行者項目 指定要在電子書中繼資料中顯示的發行者資訊。您可以指定出版 URL，方便收到電子書的讀者登入網頁並購買電子書。
唯一識別碼 每個 EPUB 文件都需要一個唯一識別碼。您可以指定唯一識別碼屬性。如果您將此欄位保留為空白，便會自動建立一個唯一識別碼。
讀取順序 如果您選取「以頁面佈局為基礎」，則在 EPUB 中頁面項目的讀取順序是依它們在頁面上的位置來決定。InDesign 的讀取順序是由左到
右，由上而下。如果您想要對讀取順序有更多的控制，請使用「XML 標記」面板來標記頁面項目。如果您選取「與 XML 結構相同」，則在「結構檢
視」中的標記順序會決定讀取順序。請參閱標記頁面項目。

項目符號 選取「對應至無順序清單」，將項目符號段落轉換為使用 <ul> 標記格式化為 HTML 的「清單項目」。選取「轉換為文字」，使用 <p> 標記
將項目符號當做文字來設定格式。

編號 決定編號在 HTML 檔案中的轉換方式。

對應至依序清單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使用 <ol> 標記格式化為 HTML 的「清單項目」。
對應至靜態排序清單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清單項目」，但會依據 InDesign 中段落的目前編號來指定 <value> 屬性。
轉換為文字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以段落之目前編號當做文字開頭的段落。

轉存後檢視電子書 啟動 Adobe Digital Editions Reader (如果有)。如果系統沒有設定用來檢視 .epub 文件的閱讀程式，則會顯示警告訊息。

Digital Editions 影像選項
「Digital Editions 轉存選項」對話框的「影像」區段包含下列選項。從「影像轉換」選單，決定影像如何轉存為 HTML。

已格式化 盡可能保留 InDesign 的網頁影像格式設定，例如旋轉或縮放。
影像轉換 讓您選擇文件中的最佳化影像要轉換為 GIF 或 JPEG。選擇「自動」可讓 InDesign 決定每個實例所要使用的格式。
GIF 選項 (浮動視窗) 讓您控制 InDesign 在最佳化 GIF 檔案時，處理顏色的方式。GIF 格式會使用不超過 256 色的有限顏色浮動視窗。
選擇「最適化」，使用圖形中的代表性顏色樣本來建立浮動視窗，而不會有任何混色 (混合小型特別色以模擬額外顏色)。選擇「網頁」，建立由
Windows 和 Mac OS 系統顏色的子集所組成的網頁安全色浮動視窗。選擇「系統 (Win)」或「系統 (Mac)」，使用內建的系統顏色浮動視窗來建立浮
動視窗。這個選項可能會導致非預期的結果。

選取「交錯」能夠以填入遺失線條的方式，逐漸載入影像。如果未選取這個選項，則影像會先看起來模糊，然後在到達完整解析度時逐漸變得清晰。

JPEG 選項 (影像品質) 為每個建立的 JPEG 影像，在檔案壓縮 (檔案較小) 和影像品質之間決定折衷點。「低」會產生最小檔案和最低影像品質。
JPEG 選項 (設定格式方式) 決定包含影像的檔案在網頁上開啟時，顯示 JPEG 圖形的速度。選擇「漸進式」，讓 JPEG 影像在下載時逐部顯示並且愈
來愈清楚 (透過這個選項建立的檔案會稍微大一點，而且檢視時需要更多 RAM)。選擇「基線」，只在每個 JPEG 檔案完全下載後才顯示；在檔案顯示
前會出現預留位置暫代。

Digital Editions 內容選項
Digital Editions「轉存選項」對話框的「內容」區段包含下列選項：

EPUB 內容的格式 指定您要使用 XHTML 還是 DTBook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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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InDesign 目錄項目 如果要在電子書左側產生目錄，請選取這個選項。請從「目錄樣式」選單指定電子書的目錄樣式。您可以選擇「版面 > 目錄
樣式」，為電子書建立特殊的目錄樣式。

抑制文件的自動項目 如果不要在電子書的目錄中顯示文件名稱，請選取這個選項。從印刷書建立電子書時，這個選項特別實用。

使用第一層級項目作為章節分隔符號 選取此選項可將電子書分割成多個檔案，且每個檔案的開頭皆為第一層級的目錄項目。如果內容檔案超過
260KB，則新章節會從第一層級項目之間的起始段落開始，有助於避免 300KB 的限制。
產生 CSS 「重疊樣式表」(CSS) 是控制網頁內容表現方式的格式設定規則集合。 當您使用 CSS 設定頁面格式時，會將內容和呈現方式分離。

包含樣式定義  轉存為 EPUB 時，您可以建立可編輯的 CSS 樣式清單。
保留本機優先選項  如果選取這個選項，則會包含本機格式，例如斜體或粗體。
包含可內嵌字體  電子書會包含允許嵌入的所有字體。字體包含判斷是否允許字體內嵌的內嵌位元。

僅樣式名稱 選取這個選項只會將未定義的樣式名稱包含在 EPUB 樣式表中。
使用現有的 CSS 檔案 指定現有 CSS 樣式表的 URL，通常是相對 URL，例如「/styles/style.css」。InDesign 不會檢查 CSS 是否存在或有效，因此
您將需要確認 CSS 設定。

將內容轉存至 Buzzword
Buzzword 是一種網路架構的文字編輯器，可讓使用者在網頁伺服器上建立和儲存文字檔案。將內文轉存至 Buzzword 時，可以在 Buzzword 伺服器上
建立文字檔案。

1. 選取文字，或將插入點置入您想要轉存之內文中的文字框中。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 InDesign 中，請選擇「檔案 > 轉存至 > Buzzword」。

在 InCopy 中，請選擇「檔案 > 轉存至 Buzzword」。

3. 如果您尚未登入 CS Live，請按一下「登入」，指定您的電子郵件地址和密碼，然後再按一下「登入」。

4. 在「將內文轉存至 Buzzword」對話框中，指定要建立 Buzzword 文件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此時 Buzzword 文件就會在 Acrobat.com 上開啟。然後您可以將文件移動至其他工作區，並分享給其他人。

使用網頁色票資料庫

InDesign 包含一個叫做「網頁」的色票資料庫，其中包含大多數網頁瀏覽器用來顯示網頁中文字和圖形的顏色。資料庫中的 216 種顏色通常稱為網頁
安全色；其質量在不同平台中都是一致的，因為它們都是瀏覽器在 Windows 和 Mac OS 中使用的顏色子集。 InDesign 中的網頁安全色，和 Adobe
Photoshop 的網頁安全色浮動視窗及 Adobe Illustrator 的瀏覽器安全色浮動視窗相同。

資料庫中的每種顏色都是以其 RGB 值命名。每種顏色的十六進位碼，亦即 HTML 用來定義顏色的代碼，均儲存在色票中。

1. 在「色票」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色票」。
2. 在「色彩模式」選擇「網頁」。
3. 選取網頁安全色，然後按一下「確定」。

更多說明主題

  將內容加入至頁面

  建立具有 CSS 的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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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文件內容轉存為 XML
最佳化影像轉存選項
只將標記儲存成 XML
編輯轉存的 XML 檔案

將文件內容轉存為 XML
從 InDesign 文件將內容轉存成 XML 之前，必須完成下列作業:

建立或載入元素標記。

將標記套用至文件頁面上的項目。

視需要調整「結構」窗格中標記元素的階層架構。

您可以轉存文件中所有或部分 XML 內容。 只有標記的內容可以轉存。

重要事項： 如果轉存包含表格的文件，必須標記表格，否則 InDesign 不會將表格轉存為 XML 的一部分。
您可以使用 InDesign 將字元樣式或段落樣式中的注音設定轉存成 XML。 不過，這項功能只限於符合 W3C 標準注音定義的 XML 檔案注音碼。 另
外，如果 XML 程式碼中的行距設定為 0，也不能新增注音。 所有的注音都會以標準「注音」屬性的預設設定讀入。 然後再經由將指定的注音對應至
段落樣式或字元樣式，這些實例便會透過對應至段落樣式或字元樣式來運作。 如果要將注音轉存為 XML，請指定轉存選項。

1. 如果只想轉存部分文件，請在「結構」窗格中從要開始轉存之處選取元素。
2. 選擇「檔案 > 轉存」。
3. 在「存檔類型」(Windows) 或「格式」(Mac OS) 中，選擇「XML」。
4. 指定 XML 檔案的名稱和位置，然後按一下「儲存」。
5. 在「轉存 XML」對話框的「一般」索引標籤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包含 DTD 宣告 將 DTD 參考與 XML 檔案一起轉存。 「結構」窗格中必須具有 DOCTYPE 元素，才可以使用此選項。

檢視 XML 時使用 在瀏覽器、XML 編輯應用程式或文字編輯器中開啟轉存的檔案。 從清單中選擇瀏覽器或應用程式。

從選取元素轉存 從在「結構」窗格中選取的元素開始轉存。 只有在選擇「檔案 > 轉存」之前先選取元素，才能使用這個選項。

將未標記表格轉存為 CALS XML 以 CALS XML 格式轉存未標記的表格。 如果要轉存表格，表格必須在標記框架中，而且表格必須未標記。

重新對應換行字元、空格字元和特殊字元 將換行字元、空格字元和特殊字元轉存為小數點字元項目，而不是單純字元。

套用 XSLT 例如，將樣式表套用至修改的 XML 樹狀結構或 HTML，以定義轉存的 XML 變形。 選取「瀏覽」(Windows) 或「選擇」(Mac
OS)，從檔案系統選取 XSLT。 如果轉存時所套用的 XML 中有 XSLT 變形指示，預設值「使用來自 XML 的樣式表」會使用 XSLT 變形指
示。

6. 從「編碼」選單中選擇編碼類型。 Shift-JIS 用於日文字元。
7. 如果要使用 XML 檔轉存注音文字，請按一下「選項」索引標籤，然後選取「將注音轉存為 XML」。
8. 如果要指定影像的轉存選項，請按一下「影像」索引標籤，然後選取下列一個或多個選項:
原始影像 將原始影像檔案的拷貝置入「Images」子檔案夾中。

最佳化原始影像 最佳化並壓縮原始影像檔案，並將檔案拷貝置入「Images」子檔案夾中。

最佳化格式化影像 將包含套用變形 (例如旋轉或縮放) 之原始影像檔案最佳化，並置入「Images」子檔案夾中。 例如，如果文件中包含兩個影
像，一個經過裁切而另一個沒有，則只有最佳化裁切的影像並拷貝至「Images」子檔案夾中。

9. 如果在前述步驟中選取了「最佳化的原始影像」或「最佳化格式化影像」，請選擇最佳化影像的選項。
10. 按一下「轉存」。

備註： XML 並不支援所有特殊字元 (例如「自動產生頁碼」字元)。 如果無法包含轉存 XML 檔案中的字元，InDesign 會警告您。 如果未標記表格也
會出現此警告。

最佳化影像轉存選項

在「轉存 XML」對話框的「影像」索引標籤中選擇「最佳化原始影像」或「最佳化格式化影像」時，可以使用下列選項。

影像轉換 指定已轉換之影像所使用的檔案格式。 如果您選擇「自動」，InDesign 會根據影像選擇最佳檔案類型。 因此，您可能要同時指定「GIF 選
項」及「JPEG 選項」。
GIF 選項 轉存至 XML 時，指定轉換成 GIF 格式的影像之格式設定。 您可以設定下列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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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動視窗  指定轉換後希望影像符合的顏色浮動視窗。 選擇 XML 內容最後顯示格式的色盤。 最適化 (無混色) 對於由純色構成的影像效果很
好，且可以在最終輸出為多重格式時使用。

交錯  運用在每次掃描時以每隔一條線的方式下載影像，而非一次下載整個影像。 交錯選項能使影像預視下載更快；每掃描過一次就增加解析
度直到符合最終品質為止。

JPEG 選項 在轉存至 XML 時，指定轉換成 JPEG 格式的影像之格式設定。 您可以設定下列選項:

影像品質  指定轉換影像之品質。 品質設定越高，檔案就會越大且下載的時間也會越久。
格式設定方式  指定如何設定 JPEG 影像的格式以供下載。基線一次就將最終品質的影像下載完成，因此檔案在一開啟時就顯示出它的最終品
質；此格式的下載時間可能比下載「漸進式」格式影像要久。 漸進式下載需要一步步掃描影像；剛開始掃描出較低解析度的版本，之後每次掃
描都會增加影像的解析度，直到符合最終品質。

只將標記儲存成 XML
儲存標記僅供將標記載入 InDesign 文件中，並在文件中使用。

1. 請從「標記」面板選單中，選擇「儲存標記」。
2. 輸入名稱並指定位置，然後按一下「儲存」。

文件中的標記及其指定的顏色都儲存在 XML 檔案中。

編輯轉存的 XML 檔案
使用 InDesign 建立及轉存 XML 檔案之後，可以使用下列任一種方法變更 XML：

如果要直接在 XML 檔案中進行變更，請在文字或 XML 編輯器中開啟該檔案。
如果變更要保留在來源文件中，請開啟 XML 轉存來源的 InDesign 檔案。 在 InDesign 中變更內容以後，如果要取代該檔案，則可以使用原始的
XML 檔案名稱再次轉存為 XML。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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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PDF 選項類別
關於 PDF/X 標準
PDF 相容性等級
PDF 的一般選項
PDF 的壓縮和縮減取樣選項
PDF 的標記和出血選項
PDF 色彩管理與 PDF/X 輸出選項
PDF 字體、OPI 與平面化選項
在 PDF 檔中加入安全性
PDF 的保全選項
字體嵌入和替代
準備文件以供螢幕檢視

Adobe PDF 選項類別
轉存為 PDF 或是建立或編輯 PDF 預設集時，您可以設定 PDF 選項。Adobe PDF 選項分成幾個類別。類別會列在「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左側，
但「標準」與「相容性」選項除外，這兩項位於對話框上方。轉存為 PDF 時，變更任何選項都會造成預設名稱結尾出現「已修改」。

標準 指定檔案的 PDF/X 格式
相容性 指定檔案的 PDF 版本。
一般 指定基本檔案選項。
壓縮 指定是否要壓縮圖稿或縮減取樣圖稿，如果要，則指定要使用的方式和設定。
標記和出血 指定印表機的標記與出血和嵌字條區域。雖然選項與「列印」對話框相同，但因為 PDF 並不是輸出為已知的頁面大小，因此計算會稍微
不同。

輸出 控制色彩與 PDF/X 輸出色彩比對方式描述檔儲存在 PDF 檔案中的方式。
進階 控制字體、OPI 規格、透明度平面化和 JDF 指示儲存在 PDF 檔案中的方式
安全性 提高 PDF 檔案的安全性。建立或編輯 PDF 預設集時，無法使用保全選項。
摘要 顯示目前 PDF 設定的摘要。您可以按一下類別 (例如「一般」) 旁的箭號，檢視個別設定。如果要將摘要儲存為 ASCII 文字檔，請按一下「儲存
摘要」。如果選取預設集中的設定無法遵循且必須重新對應，則會出現帶有說明文字的警告圖示 。 例如，如果預設集指定的來源描述檔與目前的色
彩設定檔案不符，程式將使用色彩設定檔案所指定的描述檔。

關於 PDF/X 標準
PDF/X 標準是國際標準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簡稱 ISO) 定義的標準。PDF/X 標準適用於圖形內容交換。轉換 PDF
時，處理中的檔案將依照指定的標準進行檢查。如果 PDF 不符合選定的 ISO 標準，便會顯示訊息，要求您選擇取消轉換或繼續處理，以建立不符合
標準的檔案。列印出版工作流程所廣泛使用的標準為 PDF/X 格式，例如 PDF/X-1a。

PDF/X-4 格式適於進行即時透明度和色彩管理。此格式最適於 RIP 處理、使用 Adobe PDF 列印引擎的數位印表機，以及要在 Acrobat 中列印的任何
PDF 檔案。

備註： 如需有關 PDF/X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ISO 網站和 Adobe 網站。

PDF 相容性等級
建立 PDF 檔案時，您需要決定要使用哪一個 PDF 版本。您可以在另存 PDF 或編輯 PDF 預置時，通過切換至其它預置或選擇相容性選項來變更 PDF
版本。

一般而言，除非有特定的向下相容性需求，否則，您應該使用最新的版本 (即 1.7 版)。最新的版本將包括所有最新的性能與功能。但是，如果您建立
的文件需要廣泛分發，請選擇 Acrobat 5.0 (PDF 1.4) 或 Acrobat 6.0 (PDF 1.5) 來確保所有使用者均可檢視和列印文件。

使用不同的相容性設定建立的 PDF 功能有所差異。下表列出這些功能的比較。

備註： Acrobat 8.0 及 9.0 也可以使用 PDF 1.7。

Acrobat 3.0 (PDF 1.3) Acrobat 5.0 (PDF 1.4) Acrobat 6.0 (PDF 1.5) Acrobat 7.0 (PDF 1.6) 和
Acrobat X (PDF 1.7)

PDF 可以使用 Acrobat 3.0 和
Acrobat Reader 3.0 或更高版

PDF 可以使用 Acrobat 3.0 和
Acrobat Reader 3.0 或更高版

大多數 PDF 都可以使用
Acrobat 4.0 和 Acrobat Reader

大多數 PDF 都可以使用
Acrobat 4.0 和 Acrobat 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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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開啟。 本開啟。不過，較新版本中的
某些專屬功能可能會遺失或無
法檢視。

4.0 或更高版本開啟。不過，較
新版本中的某些專屬功能可能會
遺失或無法檢視。

4.0 或更高版本開啟。不過，較
新版本中的某些專屬功能可能會
遺失或無法檢視。

不能包含使用即時透明效果的
圖稿。在轉換為 PDF 1.3 之
前，所有透明度都必須平面
化。

支援圖稿中使用的即時透明度
效果。(Acrobat Distiller 功能可
平面化透明度)

支援圖稿中使用的即時透明度效
果。(Acrobat Distiller 功能可平
面化透明度)

支援圖稿中使用的即時透明度效
果。(Acrobat Distiller 功能可平
面化透明度)

不支援圖層。 不支援圖層。 從支援產生包含圖層的 PDF 的
應用程式 (例如 Illustrator CS
或 InDesign CS 或更高版本) 建
立 PDF 時保留圖層。

從支援產生包含圖層的 PDF 的
應用程式 (例如 Illustrator CS
或 InDesign CS 或更高版本) 建
立 PDF 時保留圖層。

支援包含 8 色料的 DeviceN 色
域。

支援包含 8 色料的 DeviceN 色
域。

支援包含 31 色料的 DeviceN
色域。

支援包含 31 色料的 DeviceN
色域。

可嵌入多位元組字體。(Distiller
在嵌入時轉換字體)

可嵌入多位元組字體。 可嵌入多位元組字體。 可嵌入多位元組字體。

支援 40 位元 RC4 保全。 支援 128 位元 RC4 保全。 支援 128 位元 RC4 保全。 支援 128 位元 RC4 及 128 位
元進階加密標準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簡稱
AES)。

PDF 的一般選項
在「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中按一下「一般」類別，設定下列選項：

描述 顯示對於已被選取的預設集的描述，並提供空間讓您編輯描述內容。您可以從「剪貼簿」貼上描述。

全部 轉存目前文件或書冊中所有頁面。

範圍 指定轉存到目前文件中的頁面範圍。您可以使用連字號輸入範圍，或使用逗號分隔多個頁面或範圍。此選項在轉存書冊或建立預設集。

跨頁 一併轉存頁面，就如同頁面是列印在相同紙張上。
重要事項： 商業印刷時請不要選取「跨頁」，如果選取此選項，服務供應商會無法將頁面拼版。
內嵌頁面縮圖  內嵌 PDF 每個頁面的縮圖預視，會增加檔案大小。當 Acrobat 5.0 和更新版本的使用者將檢視和列印 PDF 時，請取消選取此設定；這
些版本在您每次按一下 PDF 的「頁面」面板時，都會動態產生縮圖。
最佳化快速 Web 檢視 針對逐頁下載 (位元組伺服) 重新結構化檔案，以縮減 PDF 檔案大小，同時將 PDF 檔案最佳化，以在網頁瀏覽器上快速檢視。
不管您在「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的「壓縮」類別中選取哪一種設定，此選項都會壓縮文字與線條圖。
建立標籤化 PDF 轉存期間，根據 InDesign 支援的 Acrobat 標籤子集，自動標記內文元素。 這包含段落、基本文字格式、清單與表格的辨識(轉存為
PDF 之前，您也可以在文件中插入和調整標籤。請參閱新增結構至 PDF)。
備註： 如果「相容性」設為「Acrobat 6 (PDF 1.5)」或更新版本，標籤就會壓縮，以產生較小的檔案大小。 如果之後使用 Acrobat 4.0 或 Acrobat
5.0 開啟此 PDF 檔案，因為這些版本的 Acrobat 無法解壓縮標籤，因此便無法顯示標籤。
轉存後檢視 PDF 在預設的 PDF 檢視應用程式中開啟新建立的 PDF 檔案。
建立 Acrobat 圖層 將每個 InDesign 圖層儲存為 PDF 中的 Acrobat 圖層。此外，也會將任何包含的印表機標記轉存為個別的標記和出血圖層。 這些
圖層都可以完整導覽，讓 Acrobat 6.0 和更新版本的使用者從單一 PDF 檔案中產生不同的檔案版本。例如，如果要以多種語言發行一份文件，則可在
不同圖層中置入各語言的文字。印前服務供應商可顯示和隱藏圖層，以產生不同版本的文件。

如果在轉存書冊為 PDF 時選取了「建立 Acrobat 圖層」選項，依預設同名圖層就會合併。

備註： 只有在將「相容性」設定為「Acrobat 6 (PDF 1.5)」或更新版本時，才能使用「建立 Acrobat 圖層」。
轉存圖層 決定可見圖層和非列印圖層是否包含在 PDF 中。您可以使用「圖層選項」設定，決定每個圖層要隱藏或設為非列印。轉存為 PDF 時，選擇
要轉存「所有圖層」(包含隱藏和非列印圖層)、「可見圖層」(包含非列印圖層) 或「可見和可列印圖層」。
書籤 為目錄項目建立書籤，保留目錄層級。「書籤」面板內指定的資訊可以建立書籤。

超連結 為 InDesign 超連結、目錄項目和索引項目建立 PDF 超連結附註。
可見的參考線和格點 轉存目前文件內可見的邊界參考線、尺標參考線、欄參考線和基線格點。轉存格點與參考線的顏色和文件中使用的一樣。

非列印物件 將物件轉存為在「屬性」面板的「非列印」選項中套用的項目。

互動元素 選擇「包含外觀」以在 PDF 中包含按鈕與影片海報等項目。若要建立具有互動元素的 PDF，請選擇 Adobe PDF (互動式) 選項，而非
Adobe PDF (列印) 選項。請參閱「轉存為互動式 PDF」選項。

PDF 的壓縮和縮減取樣選項
將文件轉存為 Adobe PDF 時，您可以壓縮文字和線條圖，壓縮並縮減取樣點陣影像。依照您選擇的設定，使用壓縮和降低取樣頻率將可大幅減少
PDF 檔案的大小，而且不會喪失太多細節和精確資料。

「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中的「壓縮」區域分為三個區段。各區域提供下列選項，以供在圖稿中壓縮並重新取樣彩色、灰階或單色影像。

縮減取樣 如果您打算在網頁上使用 PDF 檔案，請使用縮減取樣功能，以提高壓縮。如果您計劃列印高解析度的 PDF 檔案，請在設定壓縮和縮減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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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之前洽詢您的印前服務供應商。

同時，您也應該考慮使用者是否需要放大頁面。例如，如果要建立地圖的 PDF 文件，請考慮使用較高的解析度，這樣使用者才能放大地圖。

縮減取樣意指減少影像中的像素數目。如果要縮減取樣彩色、灰階或黑白影像，請選擇內插補點方法，即平均縮減取樣、環迴增值法縮減取樣，及次
取樣，並輸入所要的解析度 (每英寸像素數)。然後在「若影像解析度高於」文字方塊中輸入解析度。解析度高於此閾值的所有影像都會縮減取樣。

您選擇的補點計算方式決定了刪除像素的方式。

平均縮減取樣至  算出取樣區域中的像素平均數，並將整個區域取代成指定解析度的平均像素顏色。
次取樣至 在取樣區域中央選擇一個像素，並將整個區域以該像素的色彩來取代。次取樣可大幅降低轉換時間 (相對於縮減取樣)，但所產生的
影像較不平順及不連續。

環迴增值法縮減取樣至 使用加權平均值決定像素色彩，這種方式產生的效果通常比簡單的平均縮減取樣方式要好。環迴縮減取樣方式是速度
較慢，但是較精確的方式，其影像變化較為平順。

壓縮 決定所使用的壓縮類型：

自動 (JPEG)  自動決定彩色和灰階影像的最佳品質。對大部分檔案而言，此選項皆可產生令人滿意的結果。
JPEG  適用於灰階或彩色影像。JPEG 壓縮會減色，也就是會移除影像資料且可能會降低影像品質；不過，它會試著以流失最少資訊的方式來
縮減檔案大小。由於 JPEG 壓縮會刪除資料，所以壓縮出來的檔案大小比 ZIP 壓縮要小得多。
ZIP  適用於擁有大面積單一顏色或重複花紋的影像，以及具有重複花紋的黑白影像。依據「影像品質」設定，可將 ZIP 壓縮設定為不失真或
失真。

JPEG2000  這是壓縮和封裝影像資料的國際標準。與 JPEG 壓縮相同，JPEG2000 壓縮也是適用於灰階或彩色影像。JPEG 2000 也提供額
外的優點，例如漸進式顯示。只有在「相容性」設定為「Acrobat 6 (PDF 1.5)」或更新版本時，才能使用「JPEG 2000」選項。
自動 (JPEG 2000)  自動決定彩色和灰階影像的最佳品質。只有在「相容性」設定為「Acrobat 6 (PDF 1.5)」或更新版本時，才能使用「自動
(JPEG 2000)」選項。
CCITT 和執行長度  只適用於單色的點陣影像。國際電報電話諮詢委員會 (Consultativ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Telegraphy and
Telephony) 壓縮適合黑白影像，以及任何影像深度為 1 位元的掃描影像。「群組 4」是一般用途壓縮法，大部分的單色影像都能有良好的案
縮結果。「群組 3」則大多用在傳真機上，一次壓縮一列單色點陣圖影像。「執行長度」壓縮可以讓含有大片純黑色或純白色的影像產生最佳
的效果。
備註： 已在 InDesign 中上色的灰階影像需遵循「彩色影像」的壓縮設定。不過，以特別色 (並套用「無」框架) 上色的灰階影像仍將使用灰
階的壓縮設定。

影像品質 決定要套用的壓縮量。 使用 JPEG 或 JPEG 2000 壓縮時，可以選擇「最低」、「低」、「中」、「高」或「最高」品質。使用 ZIP 壓縮
時，則只能選擇 8 位元。 由於 InDesign 使用的是不失真 ZIP 方式，所以不會移除資料以減少檔案大小，因此影像品質不受會到影響。
拼貼大小 決定漸進式顯示的拼貼尺寸。只有在將「相容性」設定為「Acrobat 6 (1.5)」和更新版本，「壓縮」設定為「JPEG 2000」時，才能使用此
選項。

壓縮文字及線條圖 會套用 Flate 壓縮 (類似於影像的 ZIP 壓縮) 至文件中所有的文字和線條圖，而且不會遺失細節或品質。
裁切影像資料以符合框架 僅轉存框架可見範圍內的影像資料，因此可能會縮減檔案大小。如果後製人員可能會需要更多資訊 (例如要重新放置或出血
影像) 的話，請勿選取此選項。

PDF 的標記和出血選項
出血是指圖稿落在列印邊框、裁切標記或剪裁標記之外的部分。您可將出血當成是錯誤的邊界，將其包含在圖稿中，以確保油墨在頁面剪裁後還是能
印到頁面邊緣，或確認文件中的圖像能依輪廓完整裁切。

您可以指定出血的範圍，並將各種印表機標記加入檔案中。

PDF 色彩管理與 PDF/X 輸出選項
您可在「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中的「輸出」區域中設定下列選項。「輸出」各選項間的互動會根據色彩管理是否開啟、文件是否使用色彩描述檔
標記，以及所選取的 PDF 標準而有所不同。

備註： 如需「輸出」區域中各選項的快速定義，請將指標移到任一選項上，並讀取對話框底部的「描述」文字方塊。
色彩轉換 指定在 Adobe PDF 檔案中呈現色彩資訊的方式。色彩轉換的過程會保留所有的特別色資訊；只有對應的印刷色會轉換成指定的色域。

無色彩轉換 保留色彩資料不予更動。這是選取 PDF/X-3 時的預設值。
轉換為目的地描述檔 將所有顏色轉換成選取的「目的地」描述檔。是否包含描述檔，由「描述檔包含策略」決定。
轉換為目的地描述檔 (保留編號)  只有當顏色的內嵌描述檔與目的地描述檔不同時；或原先為 RGB 顏色但目的地描述檔為 CMYK 時 (或相反
過來)，程式才會將顏色轉換為目的地描述檔色域。但程式並不會轉換未標記的顏色物件 (不具內嵌描述檔) 和原始物件 (線條圖或文字等)。此
選項在色彩管理關閉時無法使用。是否包含描述檔，由「描述檔包含策略」決定。

目的地 描述最後的 RGB 或 CMYK 輸出裝置的色域，例如您的螢幕或 SWOP 標準。InDesign 會使用此描述檔將文件的顏色資訊 (由「色彩設定」對
話框中的「使用中色域」區段的來源描述檔所定義) 轉換為目標輸出裝置的色域。
描述檔包含策略 決定是否在檔案中包含色彩描述檔。根據「色彩轉換」選單中的設定，以及是否選取其中一項 PDF/X 標準以及色彩管理是否開啟而
定，此選項會有所不同。

不要包含描述檔  建立不包含內嵌色彩描述檔的管理色彩文件。
包含所有描述檔  建立管理色彩的文件。如果使用 Adobe PDF 檔案的應用程式或輸出裝置需要轉譯顏色至另一個色域的話，就會在描述檔中
使用內嵌色域。選取此選項會開啟色彩管理並設定描述檔資訊。

包含標籤化來源描述檔  保持裝置的顏色不變，並保留為 PDF 中最接近的對等顏色。此選項對於已校正所有裝置的印刷廠來說相當有用，因為

732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他們會使用此項資訊來指定檔案中的顏色，而且只會輸出至那些已校正的裝置。

包含所有 RGB 和標籤化來源 CMYK 描述檔  將任何的描述檔加入標記的 RGB 物件和標記的 CMYK 物件 (例如含有內嵌描述檔的置入物
件)。此選項同時會將文件 RGB 描述檔加入未標記的 RGB 物件。
包含目的地描述檔  為所有物件指定目的地描述檔。若選取「轉換為目的地描述檔 (保留色彩數目)」，便會將相同色域中的未標記物件指定給
目的地描述檔，以避免發生不必要的色彩轉換。

模擬疊印 以保留複合式輸出中疊印外觀的方式，模擬列印至分色稿的外觀。如果取消選取「模擬疊印」，則必須在 Acrobat 中選取「疊印預視」，才
能看到重疊顏色的效果。如果選取了「模擬疊印」，特別色將會變更為對等的印刷色，即使未在 Acrobat 中選取「重疊預視」，重疊顏色也會正確地
顯示及列印。在啟用「模擬疊印」，並將「相容性」(在對話框的「一般」區域中) 設定為「Acrobat 4 (PDF 1.3)」的情況下，可以在翻印至特定的輸
出裝置之前，直接在螢幕上進行文件的螢幕校樣。

油墨管理 控制是否要將特別色轉換為印刷對等色，並指定其他的油墨設定。「油墨管理」可用來對文件進行變更 (例如，如果將所有的特別色變更為
印刷對等色)，且這些變更將會反映至轉存檔案及儲存的文件之中。不過，這些設定並不會儲存在 Adobe PDF 預設集中。
輸出色彩比對方式設定檔名稱 指定文件的設定列印條件。建立 PDF/X 相容的描述檔時，需要有輸出色彩比對方式描述檔。只有在「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的「一般」區域中選取 PDF/X 標準 (或預設集) 時，才能使用此選項。可用選項依色彩管理是開啟或關閉而定。例如，如果關閉色彩管
理，則選單僅會列出符合目的地描述檔之色域的輸出描述檔。 如果開啟色彩管理，輸出方式描述檔將會與「目的地」(假設為 CMYK 輸出裝置) 中選取
的描述檔相同。

輸出條件名稱 描述希望的列印條件。這個項目非常適用於 PDF 格式的接收方。
輸出條件識別碼 指示更多關於預定列印條件的詳細資訊。系統會自動為包含在 ICC 登錄中的列印條件，輸入此識別碼。由於 Acrobat 7.0
Professional 和更新版本的「預檢」功能或 Enfocus PitStop 應用程式 (Acrobat 6.0 的增效模組) 在檢查檔案時會將其視為不符合，因此使用 PDF/X-3
預設集或標準時無法使用此選項。

登錄名稱 指示包含登錄相關詳細資訊的網址。系統會自動輸入 ICC 登錄名稱的 URL。由於 Acrobat 7.0 Professional 和更新版本的「預檢」功能或
Enfocus PitStop 應用程式 (Acrobat 6.0 的增效模組) 在檢查檔案時會將其視為不符合，因此使用 PDF/X-3 預設集或標準時無法使用此選項。

PDF 字體、OPI 與平面化選項
您可在「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中的「進階」區域中設定下列選項。

嵌入字體要合併成子集時，所使用字元的百分比應低於 根據文件中使用的字體字元數，設定嵌入全部字體的臨界值。 如果文件中所使用的任何特定字
元的百分比超過此臨界值，就會嵌入全部的該特定字體。如果未超過，則會將該字體子集化。嵌入全部字體會增加檔案的大小，但如果要確認已完整
嵌入所有字體，請輸入 0 (零)。您可同時在「一般偏好設定」對話框中設定臨界值，根據字體所包含的字符數觸發字體子集化。
OPI 讓您在傳送影像資料至印表機或檔案時，選擇性地忽略不同的讀入圖形類型，並僅留下 OPI 連結 (注釋) 供 OPI 伺服器後續處理。
預設集 如果「相容性」(在對話框的「一般」區域中) 設定為「Acrobat 4 (PDF 1.3)」，則您可指定預設集 (或選項集) 將透明度平面化。 只有在轉存
含圖稿透明度的跨頁時，才能使用這些選項。
備註： Acrobat 5 (PDF 1.4) 和以上版本會自動保留圖稿中的透明度。 因此，使用這兩種相容性等級時，無法使用「預設集」和「自訂」選項。
忽略跨頁平面化設定 套用平面化設定至文件或書冊中的所有跨頁，並覆寫個別跨頁上的平面化預設集。

使用 Acrobat 建立 JDF 檔案 建立「工作定義格式」(JDF) 檔案，並啟動 Acrobat Professional 以處理 JDF 檔案。 Acrobat 的工作定義中包含了列印
檔案的參考，並包含製作地點之印前服務供應商的指示和資訊。只有電腦中已經安裝 Acrobat 7.0 Professional 或更新版本時，才能使用此選項。 如
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crobat 說明。

在 PDF 檔中加入安全性
以 PDF 格式儲存時，您可新增密碼保護和保全限制，不僅限制誰可開啟檔案，還可限制誰可執行拷貝或摘取內容、列印文件等動作。

PDF 檔案可要求密碼才能開啟文件 (文件開啟密碼) 和變更保全設定 (權限密碼)。如果您在檔案中設定保全，您應同時設定指定這兩類密碼；否則，開
啟檔案的人可移除這些限制。如果檔案是以輸入權限密碼的方式開啟，保全限制將暫時停用。

為 PDF 檔案增加密碼保護是採用由 RSA Corporation 提供的 RC4 加密方式。依據「相容性」設定 (在「一般」類別中)，加密等級可能是「高」或
「低」。

備註： Adobe PDF 預置不支援密碼和保全設定。即使您在「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中選取了密碼和保全設定，然後按一下「儲存預置」，密碼和
保全設定也不會保留。

PDF 的保全選項
您建立 PDF 或套用密碼保護至 PDF 時可以設定以下選項：選項將依照「相容性」設定而有所不同。使用 PDF/X 標準或預置時，保全選項不可用。

相容性 設定加密類型，以開啟有密碼保護的文件。Acrobat 4 (PDF 1.3) 選項使用低加密層級 (40 位元 RC4)，其他選項則使用高加密層級 (128 位元
RC4 或 AES)。
請注意，任何使用舊版 Acrobat 的使用者都無法開啟包含較高等級相容性設定的 PDF 文件。例如，如果選取「Acrobat 7 (PDF 1.6)」選項，則無法使
用 Acrobat 6.0 或較舊版本開啟文件。

「要求密碼來開啟文件」 選擇此選項要求使用者鍵入您指定的密碼才能開啟文件。

文件開啟密碼 指定使用者開啟 PDF 檔案時必須鍵入的密碼。
備註： 如果您忘記了密碼，您將無法從文件恢復密碼。因此，最好將密碼存放在其它安全的位置，以免您忘記密碼。
使用密碼限制文件的列印、編輯和其他工作 限制存取 PDF 檔案的保全設定。如果在 Adobe Acrobat 中開啟此檔案，則使用者可檢視檔案；但若要變
更檔案的「保全」與「權限」設定，則必須輸入指定的「權限」密碼。如果在 Illustrator、Adobe Photoshop 或 Adobe InDesign 中開啟此檔案，則使
用者必須輸入「權限密碼」，因為無法以檢視模式開啟此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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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密碼 指定變更權限設定時所需的密碼。只有在上一個選項已選定之後，才可用此選項。

允許列印 指定使用者列印 PDF 文件時可允許使用的列印等級。

無  選擇這個選擇，可以防止使用者列印文件。
低解析度 (150 dpi)  讓使用者以低於 150 dpi 的解析度進行列印。使用者列印時的速度也許會比較慢，因為每一頁都是以點陣影像的方式列
印。必須將「相容性」設定為 Acrobat 5 (PDF 1.4) 或更新版本時，才能使用此選項。
高解析度  讓使用者可以用任何解析度列印，並將高品質向量直接輸出到 Adobe PostScript 與其他支援進階高品質列印功能的印表機。

允許變更 定義允許對此 PDF 文件進行的編輯動作。

無  防止使用者變更在「允許變更」選單的清單中所列出文件，如填寫表格欄位和增加註解。
「插入、刪除和旋轉頁面」  允許使用者插入、刪除及旋轉頁面，並建立書籤和縮圖。此選項僅適用於高加密層級 (128 位元 RC4 或 AES)。
填寫表格欄位和簽署  允許使用者填寫表格和新增數位簽名。此選項並不會允許使用者加入注釋或建立表格欄位。此選項僅適用於高加密層級
(128 位元 RC4 或 AES)。
注釋、填寫表格欄位和簽署  允許使用者新增注釋和數位簽名，以及填寫表格。此選項不允許使用者移動頁面物件或建立表格欄位。
頁面佈局、填寫表格欄位和簽署  可讓使用者插入、旋轉頁面，並建立書籤或縮圖影像、填寫表格和加上數位簽章。 此選項並不會允許使用者
建立表格欄位。 只有在使用低 (40 位元 RC4) 加密層級時才能使用此選項。
「所有，但不包括擷取頁面」  循序使用者編輯文件、建立並填寫表格欄位和增加注釋及數位簽名。

「啟用拷貝文字、影像和其他內容」 可讓使用者選取和拷貝 PDF 內容。
啟用拷貝內容，並為視力不佳者啟用協助工具 可讓視力不佳的使用者使用螢幕閱讀程式來閱讀和拷貝文件。只有在使用低 (40 位元 RC4) 加密層級時
才能使用此選項。

「為視力不佳者啟用螢幕閱讀程式裝置存取文字」 允許視力不佳的使用者使用螢幕閱讀程式閱讀文件，但不允許使用者拷貝或摘取文件內容。只有在
使用高 (128 位元 RC4 或 AES) 加密層級時，才能使用此選項。
啟用純文字中繼資料 允許使用者由 PDF 檔案中拷貝和擷取內容。只有在「相容性」設定為「Acrobat 6 (PDF 1.5)」或更新版本時，才能使用此選
項。選取此選項，可讓儲存或搜尋系統及搜尋引擎存取儲存於文件的中繼資料。

字體嵌入和替代

只有當字體包含其供應商所設之允許嵌入設定時，字體才可嵌入。嵌入可避免讀取者在檢視或列印檔案時出現字體替代，確保以原始字體來檢視文
字。嵌入將略為增加檔案的大小，除非文件使用的是 CID 字型，該字型格式為亞洲語言所普遍使用。您可以在 Acrobat 中或將 InDesign 文件轉存為
PDF 時嵌入或替代字體。

您可以嵌入整個字體，或僅嵌入檔案中所採用的字元子集。

當因字體供應商設定而無法內嵌字體，而且開啟或列印 PDF 的人員無法存取原稿字體時，則會暫時替代成其他字體。若要避免這些問題，請只列印可
以內嵌字體的 PDF 檔案。

“多重字模”字型可以延伸或擠壓以符合版面，確保原始文件中的分行符號和分頁符號均得以保留。不過，替代字體無法永遠符合原始字元的形狀，特別
是當字元是非慣用字體時 (例如草寫字體)。

如果字元不是慣用字元 (左)，替代字體就無法符合原來的形狀 (右)。

準備文件以供螢幕檢視

Adobe PDF 的檔案較小，可以跨平台、也可在線上導覽，因此是電子傳遞文件並在畫面上檢視文件的理想格式。您可採電子郵件附加檔案的型式，將
Adobe PDF 文件傳送給其他使用者；也可透過網頁或企業網路傳遞這些文件。

如需有關建立可存取 PDF 文件的資訊，請參閱 Adobe InDesign CS4 協助工具。

下列參考指南適用於電子傳遞的 Adobe PDF 檔案：

在將 Adobe PDF 文件放上網站之前，請檢查並檢視文件中的文字、圖稿和版面是否完整及正確。

請確認已正確地產生目錄項目、超連結和書籤。目錄項目是由「書籤」面板中的資訊自動產生的。

已設定密碼和其他保全選項。

使用的檔案名稱不得超過八個字元，再加上不超過三個字元的副檔名。許多網路和電子郵件程式會縮短過長的檔案名稱。

如果使用者將透過 Windows 電腦或網際網路檢視檔案，請確認檔案名稱附有 PDF 的副檔名。

如果要套用預先定義的 Adobe PDF 轉存設定供螢幕檢視，請選擇「最小檔案大小」。

備註： 由包含疊印或透明效果的 InDesign 文件所轉存過來的 Adobe PDF 檔案，最適合在 Acrobat 5.0 和更新版本或 Adobe Reader 7.0 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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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

使用桌面印表機列印手冊
Jeff Witchel  (2012/10/15)
教學影片
瞭解如何建立手冊，以及使用桌面印表機加以列印

Adobe Creative Suite 5/5.5 列印指南 (PDF，21 MB)
文章  (2011/01/01)
下載此指南，可瞭解如何設定 Adobe 文件以供列印。此處提供進行專業列印的一切所需資訊。

736

http://www.infiniteskills.com/demos/movie-player.php?h=565&w=970&sku=01710&movie=http://infiniteskills.bc.cdn.bitgravity.com/iskills-media/indesigncs6-demo/1505.mp4
http://wwwimages.adobe.com/www.adobe.com/content/dam/Adobe/en/products/creativesuite/design/pdfs/cs5-5-final-print-guide.pdf
http://wwwimages.adobe.com/www.adobe.com/content/dam/Adobe/en/products/creativesuite/design/pdfs/cs5-5-final-print-guide.pdf
http://wwwimages.adobe.com/www.adobe.com/content/dam/Adobe/en/products/creativesuite/design/pdfs/cs5-5-final-print-guide.pdf
http://wwwimages.adobe.com/www.adobe.com/content/dam/Adobe/en/products/creativesuite/design/pdfs/cs5-5-final-print-guide.pdf
http://wwwimages.adobe.com/www.adobe.com/content/dam/Adobe/en/products/creativesuite/design/pdfs/cs5-5-final-print-guide.pdf


為服務供應商準備 PDF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關於 PDF 列印出版工具
轉存前檢查文件
PDF 傳遞列印
製作準備列印的 Adobe PDF 檔案

關於 PDF 列印出版工具

在某些列印出版工作流程中，文件會以創作應用程式的格式分配 (稱之為原生格式)。 只要經過核准，檔案便以 PostScript 或專屬格式儲存，供印前作
業和最後列印。由於應用程式利用多種不同的方式產生 PostScript，所以 PostScript 的檔案大小可能無端地龐大且複雜。除此之外，諸如輸出時可能
遺失字體、損毀檔案、遺失圖形元素和未支援功能等可靠度問題，都會導致輸出方面的問題。為解決此問題，Adobe 和合作廠商將繼續建立可靠、以
PDF 為基礎的出版工作流程解決方案。

使用 InDesign 時，您可以將文件轉存為複合的 PDF 檔案，稱之為數位主版。 數位主版是精簡可靠的檔案，方便您或您的服務供應商檢視、編輯、組
織和校樣。之後，您的服務供應商可在工作流程中的適當時機直接輸出 PDF 檔案，或使用各種工具進行後置作業，例如印前檢查、補漏白、拼版和分
色。

工作流程中的 PDF 檔案

許多大型出版商皆使用 PDF 簡化其檢視和生產循環。例如，許多雜誌和報紙皆採用 PDF 做為標準格式，透過衛星和 ISDN 線路將廣告傳送至當地出
版社。PDF 讓當地出版商可透過任何電腦立即檢視廣告原貌、進行最後階段的文字編輯，並確實地列印出來。

PDF 工作流程技術和需求

Adobe 正持續解決服務供應商的工作流程需求，並建議您時常造訪 Adobe 網站 (網址為 www.adobe.com/tw)，以獲知最新的發展。 目前，Adobe 為
解決出版工作流程需求，提供多種技術的整合系統：

Adobe Acrobat 9 軟體，支援 Adobe PDF 1.7 版本。

Adobe PostScript 3 列印技術，支援與裝置無關的 Adobe 點陣化影像處理器內補漏白、點陣化影像處理器內分色和平滑混合。

Adobe InDesign CS4，擁有高解析度頁面佈局功能，並可直接處理 PDF。

PDF/X (為圖形內容交換的 ISO 標準) 可減少許多導致列印問題的顏色、字體和補漏白變數。

高解析度複合 PDF 工作流程通常包含 PostScript 3 輸出裝置，其點陣化影像處理器支援在點陣影像處理器內分色。因此，如果輸出裝置使用
PostScript Level 2 或不支援在點陣影像處理器內分色，請使用預先分色的 PostScript 列印工作流程。

轉存前檢查文件

建立要傳送給服務供應商的 PDF 之前，請確認 InDesign 文件符合服務供應商的規格。 下列清單提供了一些建議：

使用 InDesign 的「預檢」功能，確認影像解析度和色域是否正確，字體是否可用並可嵌入，以及圖形是否為最新等等。

請在轉存前檢視 Adobe PDF 轉存設定，並視需要做調整。「摘要」區域會包含一個警告區段，說明無法遵循預設設定的情況。

如果您的圖稿中包含透明度 (包括疊印和陰影)，且需要進行高解析度輸出時，在儲存檔案之前最好先用「平面化預視」面板預視平面化的效果。

如果您的圖稿中包含透明度，請詢問印前服務供應商接受平面化或非平面化的 PDF 檔案。平面化應該在工作流程中越晚執行越好，最好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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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供應商完成。不過，如果服務供應商希望您平面化透明度，請送出 PDF/X-1a 相容檔案。

如果文件需分色，請使用「分色預視」面板預視分色和油墨涵蓋區域限制。

在文件中僅使用高解析度影像。

為了獲得最佳結果，在四色印刷工作中僅使用 CMYK 影像。或在「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 (「輸出」類別) 中選擇將 RGB 影像轉換為
CMYK。

您可以從轉存的 PDF 文件中排除隱藏或非列印的圖層(請參閱選擇要列印或轉存為 PDF 的圖層。)

有關為高解析度 PDF 輸出準備 InDesign 文件，詳細資訊請參閱印前服務供應商的 Adobe InDesign CS 列印手冊。

PDF 傳遞列印

「PDF 列印引擎」印表機製造商根據 Adobe PDFDriver SDK 發行新的驅動程式，能夠在傳遞模式下處理 PDF。當透過 InDesign 選取此類印表機
時，其 PPD 可表示為 PDF 印表機 (視印表機製造商而定)。

因為 InDesign 可透過 PDF 轉存來產生高品質的 PDF，所以列印至 PDF 印表機就可利用該功能，而且此高品質 PDF 會傳遞給印表機，而非透過中繼
PostScript 路徑。
一般而言，從應用程式透過 PDF 驅動程式的列印品質相當於 (或優於) PostScript 列印。透過 Adobe PDF 印表機的 PDF 列印亦支援即時透明度和
ICC 色彩管理。在 InDesign 列印對話框中，與「色彩管理」、「分色」和「圖形」相關的選項都會關閉，因為所有的色彩管理操作都會在裝置上完
成，以求得更高品質的列印成品。

列印對話框

預設會選取「複合顏色保留不變」，且無法變更。

製作準備列印的 Adobe PDF 檔案

服務供應商可利用 Acrobat 7.0 Professional 和更新版本執行印前檢查和分色。 Acrobat Professional 之後的版本包含更多進階預檢工具，包括自動進
行特定更正的能力。有許多印前應用程式和點陣化影像處理器技術，也可在數位主版中執行印前檢查，進行頁面補漏白、拼版和分色。

如果建立 Adobe PDF 檔案時選擇不包含影像，請確認服務供應商可存取正確輸出所需的原始高解析度影像。此外，也請確認服務供應商有 Acrobat
7.0 或更新版本，以精確檢視文字和彩色圖形。 如需最佳的檢視效果，請使用 Acrobat 8 Professional 或更新版本。

如果使用色彩管理工作流程，請利用色彩描述檔的精確度執行螢幕上的預視 (也就是彈性校樣)。 您可檢查文件顏色在特定輸出裝置上重製時的效果。

除非您使用具正確校正 ICC 描述檔的色彩管理系統 (CMS)，並確認已正確校正螢幕，否則請勿依賴顯示在螢幕上的顏色。

1. 準備轉存成 Adobe PDF 的文件。

2. 轉存時使用服務供應商所提供的 .joboptions 檔案。若沒有偏好的 .joboptions 檔案，請使用 PDF/X 預設集。

3. 使用 Acrobat 7.0 Professional 或更新版本預檢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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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樣並校正 PDF 檔案。

5. 將準備印刷的 PDF 檔案交給印前服務供應商。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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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檢面板概觀
定義預檢描述檔
檢視和解決預檢錯誤
預檢書冊
封裝檔案

如需詳細資訊和指示，請按下列連結。

預檢面板概觀

在進行列印或是將文件交付給服務提供者之前，您可進行文件的品質檢查。 預檢是這個程序的產業標準詞彙。 當您編輯文件時，「預檢」面板會警告
可能導致文件或書冊無法如期望列印或輸出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了遺失檔案或字體、低解析度影像、溢排文字與許多其他情形。

您可以設定預檢設定，定義對哪些情況進行偵測。這些預檢設定會儲存在預檢描述檔中，方便重複使用。您可以建立自己的預檢描述檔，或由印表機
或其他來源讀入預檢描述檔。

如果要利用即時預檢功能，就在建立文件的早期階段建立或指定預檢描述檔。如果「預檢」為開啟狀態，當 InDesign 偵測到任何問題時，就會在狀態
列顯示紅色圓圈圖示。您可以開啟「預檢」面板，並檢視「資訊」區段，取得修正問題的基本指引。

「預檢」面板

A. 選取的錯誤 B. 按一下頁碼檢視頁面項目 C. 「資訊」區域會提供修正這些選取錯誤的建議 D. 指定頁面範圍，限制檢查錯誤的範圍 

開啟預檢面板

選擇「視窗 > 輸出 > 預檢」。

按兩下文件視窗底部的「預檢」圖示。如果沒有偵測到錯誤，「預檢」圖示就是綠色的；如果有偵測到錯誤，「預檢」圖示就是紅色的。

定義預檢描述檔

依預設，會對新的和轉換過的文件套用「[基本]」描述檔。這項描述檔會標幟出遺失或已修改的連結、溢排文字和遺失的字體。您雖然無法編輯或刪除
「[基本]」描述檔，但可以建立與使用多個描述檔。例如，您在編輯不同的文件時、使用不同的列印服務供應商時，或執行單一文件經過不同的生產階
段時，都可以在描述檔間切換。

請向您的列印前服務供應商洽詢，取得描述檔或了解預檢描述檔的設定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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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

顏色

影像與物件

文字

文件

定義預檢描述檔

1. 從「預檢」面板選單，或由文件視窗底部的「預檢」選單中選擇「定義描述檔」。

2. 按一下「新增預檢描述檔」圖示 ，然後為描述檔指定一個名稱。

3. 在每個類別中，指定預檢設定。方框中有勾選記號表示所有設定都包含在內。空白方框表示未包含任何設定。

決定是否要將遺失與已修改的連結顯示為錯誤。

決定需要的透明度混合色域，以及是否允許如 CMY 印版、色域和疊印。

指定對如影像解析度、透明度與線條粗細等項目的要求。

「文字」類別顯示如遺失字體和溢排文字等項目的錯誤。

指定對頁面大小與方向、頁數、空白頁面與出血和印刷邊界設定的要求。

4. 選擇「儲存」，先保留您對一項描述檔的變更，再繼續編輯另一項描述檔。或者按一下「確定」，關閉對話框並儲存所有變更。

嵌入和取消嵌入描述檔

當您嵌入描述檔時，會讓描述檔成為文件的一部分。當您將檔案傳送給別人時，內嵌描述檔特別有用。只因為有嵌入描述檔，不代表必定會使用。例
如，如果您將含有內嵌描述檔的文件傳送給列印服務，印表機可以選取別的描述檔套用於文件。

您只能嵌入一項描述檔。「[基本]」描述檔無法內嵌。

1. 如果要嵌入描述檔，請在「描述檔」清單中加以選取，然後按一下「描述檔」清單右邊的「內嵌」圖示 。

您也可以在「定義描述檔」對話框中嵌入描述檔。

2. 如果要取消嵌入描述檔，就從「預檢」面板選單中選擇「定義描述檔」，然後選取描述檔，再從對話框左邊的「預檢描述檔選單」選擇「取消嵌
入描述檔」。

轉存和載入描述檔

您可以轉存描述檔，供其他人使用。轉存的描述檔會以「.idpp」副檔名儲存。

轉存描述檔是備份描述檔設定的好方法。當您復原偏好設定時，描述檔資訊會重設。如果要復原偏好設定，可載入轉存的描述檔。

您也可以載入別人提供您使用的描述檔。您可以載入 *.idpp 檔案，或載入您指定文件中的內嵌描述檔。

如果要轉存描述檔，請從「預檢」選單中選擇「定義描述檔」。從「預檢描述檔選單」選擇「轉存描述檔」，然後指定名稱與位置，再按一下
「儲存」。

如果要載入 (讀入) 描述檔，請從「預檢」選單中選擇「定義描述檔」。從「預檢描述檔選單」選擇「載入描述檔」，然後選取 *.idpp 檔案或包含
您想使用的內嵌描述檔的文件，再按一下「開啟」。

刪除描述檔

1. 從「預檢」選單中選擇「定義預檢」。

2. 選取要刪除的描述檔，然後按一下「刪除預檢描述檔」圖示 。

3. 按一下「確定」，刪除描述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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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檢視和解決預檢錯誤

在錯誤清單中，只會列出有錯誤的類別。您可以按一下每個項目旁邊的箭頭，加以展開或收合。

當檢視錯誤清單時，請注意下列問題:

在某些情況中，可能是像一個色票或段落樣式這樣的設計元素造成問題。設計元素本身不會回報為錯誤。任何套用這些設計元素的頁面項目，才
會出現在錯誤清單中。在這樣的情況下，請確認您是在設計元素中解決問題。

發生在溢排文字、隱藏條件和註解中的錯誤，都不會列出來。 已刪除但仍可由追蹤修訂中存取的文字，也會受到忽略。

如果主版未套用，或者套用主版的頁面都不在目前的範圍中，有問題的主版頁面項目不會列出。如果主版頁面項目出錯，雖然這項錯誤會在每個
套用此主版的頁面上重複出現，但「預檢」面板只會將它列出一次。

只有當您在「預檢選項」對話框中指定了適當的選項時，發生在非列印頁面項目中、作業範圍上的頁面項目中，或隱藏或非列印圖層中的錯誤，
才會出現在錯誤清單中。

如果只要輸出特定頁面，可以將預檢檢查限制在某個頁面範圍內。在「預檢」面板底部指定頁面範圍。

開啟或關閉即時預檢

依預設，預檢功能會對所有文件開啟。

1. 如果要對作用中的文件開啟或關閉預檢功能，請在「預檢」面板的左上角選取「開啟」選項，或從文件視窗底部的「預檢」選單中選擇「預檢文
件」。

2. 如果要對所有文件開啟或關閉預檢功能，請從「預檢」面板選單中選取「啟動所有文件的預檢」。

解決錯誤

1. 在錯誤清單中，按兩下一列，或按一下「頁面」欄中的頁碼，檢視頁面項目。

2. 按一下「資訊」左邊的箭頭，檢視選取列的資訊。

「資訊」面板包括了問題的描述，並提供修正的建議。

3. 修正錯誤。

選取其他描述檔

使用不同的描述檔在許多工作流程中都很有用。例如，您可以為正在編輯的各項文件選取不同的描述檔，或在開始新的生產階段時選取新的描述檔。
當您選取不同的描述檔時，文件會重新檢測。

1. 開啟文件。

2. 在「預檢」面板中，從「描述檔」選單中選取描述檔。

如果您希望每當要編輯這份文件時，都能使用這份描述檔，請嵌入此描述檔。否則，文件會使用預設的使用中描述檔開啟文件。

指定預檢的頁面範圍

在「預檢」面板的底部，指定頁面範圍 (如「1-8」)。

指定頁面範圍的規則與「列印」對話框中相同。出現在此頁面範圍外的頁面上的錯誤，會由錯誤清單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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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描述檔

使用內嵌描述檔 / 使用使用中描述檔

圖層

非列印物件

作業範圍上的物件

回到頂端

設定預檢選項

1. 從「預檢」面板選單中選擇「預檢選項」。

2. 請指定以下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選取描述檔，做為新文件的預設描述檔。如果您想要將使用中的描述檔內嵌至新的文件中，請選取「將使用中描述檔嵌入到新文
件中」。請參閱定義預檢描述檔。

當您開啟文件時，決定使用其內嵌的描述檔或指定的使用中描述檔進行預檢。

指定預檢時要包含所有圖層上的項目、可見圖層上的項目，或可見的和可列印的圖層上的項目。例如，如果有項目在隱藏圖層上，您可以
避免回報此項目的錯誤。

選取此選項，可以回報在「屬性」面板中標示為非列印物件上的錯誤，或在套用「隱藏主版項目」的頁面中之主版頁面物件上的錯
誤。

選取此選項，可以回報置入作業範圍中之物件上的錯誤。

限制每個錯誤的列數

您可以限制每個錯誤的列數，讓錯誤清單更易於管理。例如，在使用 TrueType 字體的文件中，用於整份文件中的單一 TrueType 字體就可能產生數百
個錯誤。如果您將每個錯誤的列數限制為 25，只有前 25 個錯誤會出現在清單中，而且「(25+)」會出現在錯誤旁。

從「預檢」面板選單選擇「每個錯誤的列數限制」，然後選擇數目。

儲存錯誤報告

您可以產生純文字或 PDF 檔案，列出顯示在「預檢」面板中的錯誤。報告中也會包含其他的統計資料，例如時間、文件名稱和描述檔名稱。

如果需要文件的完整目錄，涵蓋所有的字體、油墨、連結和其他使用的項目，請使用「封裝」功能建立報告。

1. 從「預檢」面板選單中選擇「儲存報告」。

2. 從「存檔類型」(Windows) 或「格式」(Mac OS) 選單中，指定要將檔案儲存為 PDF 或文字檔案。

3. 指定報告的名稱和位置，然後按一下「儲存」。

預檢書冊

從「書冊」面板選單中選擇「預檢書冊」，會對所有文件 (或所有選取的文件) 檢查錯誤。您可以使用每個文件中內嵌的描述檔，或指定要使用的描述
檔。一個綠色、紅色或問號的圖示，會表示每份文件的預檢狀態。綠色代表文件沒有回報的錯誤。紅色代表有錯誤。問號代表狀態不明。例如，文件
可能已關閉、預檢可能已關閉，或者預檢描述檔已變更。

設定書冊的預檢選項

1. 從書冊面板選單中選擇「預檢書冊」。

2. 在「預檢書冊選項」對話框中，指定您要將預檢選項套用至整本書冊，或只套用至選取的文件。

3. 在「預檢描述檔」下，指出您要使用在「使用描述檔」選單中指定的描述檔，或是每個文件的內嵌描述檔。

您指定的描述檔會暫時用於每份文件。當您關閉與開啟任何個別的文件時，根據在「預檢選項」對話框中指定了哪個選項，程式會使用使用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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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

作業範圍上的物件

非列印物件

回到頂端

拷貝字體

描述檔或內嵌的描述檔。

4. 在「包含」下方，您可以決定要在錯誤清單中包含哪些項目。

指定預檢時要包含所有圖層上的項目、可見圖層上的項目，或可見的和可列印的圖層上的項目。例如，如果有項目在隱藏圖層上，您可以
選擇不檢視對此項目回報的錯誤。

選取此選項，可以回報置入作業範圍中之物件上的錯誤。

選取這個選項，可以回報在「屬性」面板中標示為非列印物件上的錯誤。

5. 選取「產生報告」，可以產生包含錯誤清單的文字或 PDF 檔案。產生的報告會列出書冊中的所有錯誤。

6. 按一下「預檢」。

解決書冊的預檢錯誤

當在書冊面板中，文件名稱的右邊出現一個紅色的點，表示文件包含預檢錯誤。

1. 在「書冊」面板中，按兩下包含錯誤的文件。

2. 使用「預檢」面板檢視每份文件中的錯誤，然後進行必要的變更以修正問題。

像樣式或色票一類的設計元素可能造成錯誤。在這樣的情況中，請確認您解決的是樣式來源文件的樣式或色票的錯誤，再同步化書冊。

如果您為書冊預檢指定的描述檔不是嵌入的文件描述檔，請記得當您再次開啟此文件時，可能會選取不同的描述檔。不同的描述檔可能產生不同的預
檢錯誤。

封裝檔案

您可以收集使用過的檔案 (包含字體和連結的圖形)，以方便交付給服務提供者。 在封裝檔案時，建立包含 InDesign 文件 (或是書冊檔案中的文件)、任
何必要字體、連結圖形、文字檔案，以及自訂報告的檔案夾。 儲存這份報告為文字檔案，其中包含了「列印指示」對話框內的資訊；所有使用字體的
清單、連結、以及所需用來列印文件的油墨；以及列印設定。

InDesign 會執行最新的預檢檢查。「封裝庫」對話框會指出任何偵測到的錯誤區域。您也可以文件或 PostScript 檔案產生的一個複合的 PDF 檔案，
交給服務提供者。

1. 執行下列任一項步驟，開啟「封裝」對話框:

選擇「檔案 > 封裝」。(如果封裝未出現在「檔案」選單中，請嘗試選擇其他工作區，例如「視窗 > 工作區 > 進階」。)

在「書冊」面板選單中，根據在「書冊」面板中選取了所有、一些文件或是完全沒有選取，選擇「封裝書冊」或「封裝選取的文件」。

警示圖示 

2. 在「封裝」對話框中，執行下列任一動作:

如果您收到問題通知，就按一下「取消」，然後使用「預檢」面板解決有問題的區域。

按一下有問題的區域 (例如「字體」)，然後修正問題。當文件都符合您的需要時，請再次開始封裝程序。

按一下「封裝」開始進行封裝。

3. 輸入列印指示。 您所輸入的檔名就是伴隨所有其他封裝檔案的報告名稱。

4. 按一下「繼續」，接著指定儲存所有封裝檔案的位置。

5. 請視需要選取下列選項:

拷貝所有必要的字體檔案，但非全部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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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貝連結圖形

更新封裝中的圖形連結

僅使用文件連字例外

包含隱藏圖層中的字體與連結

包含·IDML

包含 PDF(列印)

註解：

檢視報告

遺失字體

不完整字體

受保護的字體

將連結圖檔拷貝至封裝檔案夾位置。

將圖形連結變更為封裝檔案夾位置。

如果選取了這個選項，InDesign 會標幟這份文件。如此一來，當別人在連字和字典設定不同的電腦上開啟或編輯這份文件
時，文件將不會重排。當您將檔案傳送給服務供應商時，可以開啟這個選項。

封裝位於隱藏圖層、隱藏條件和已關閉「列印圖層」選項之圖層上的物件。 如果未選取這個選項，則封裝只包含
您在建立封裝時，可以在文件中看見和列印的內容。

選取 IDML 選項

使用封裝來封裝 IDML 檔案。這可讓您在舊版的 InDesign 中開啟 InDesign 文件/書冊。

選取以封裝 pdf(列印)。目前存在的所有 pdf 預設集都可以在封裝中使用。 最後一次使用的 pdf 預設集是 pdf 預設集下拉式清
單中的預設 pdf 預設集。

 

倘若在建立 pdf 期間出現任何警告，pdf 已成功建立。但是，會顯示一則警告訊息。
倘若在 pdf/idml 建立期間或封裝期間出現任何錯誤，即會發生還原完成且不會建立任何項目。
所建立的 idml 和 pdf 檔案名稱會與 .indd 文件相同。

封裝後立即在文字編輯器中開啟列印指示報告。 如果要在完成封裝程序前編輯列印指示，請按一下「指示」按鈕。

6. 按一下「封裝」來繼續進行封裝。

修復字體錯誤

「封裝庫」對話框的「字體」區域列出了文件中使用的所有字體，包括套用至溢排文字或作業範圍中文字的字體、內嵌於 EPS 檔案中的字體、原始
Adobe Illustrator 檔案以及置入的 PDF 頁面，並判斷字體是否安裝於您的電腦及可用與否。選取「僅顯示問題」會顯示符合下列類別的字體:

列出使用於文件中但是未安裝於現有電腦上的字體，或不可作為文件安裝的字體。

列出在現有電腦上有螢幕字體但沒有對應印表機字體的字體。

列出由於授權限制而無法嵌入 PDF 或 EPS 檔案的字體，或無法作為文件安裝的字體。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關閉「預檢」對話框，並將字體安裝於您的電腦上。

在「預檢」對話框的「字體」區域中，按一下「尋找字體」，搜尋、列出和取代文件中所使用的字體。

請確認文件中所使用的字體在您的電腦或是輸出裝置上已授權，並已安裝與啟用。

修復連結與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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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註解：

「封裝庫」對話框的「連結與影像」區域列出了文件中使用的所有連結、內嵌的影像，以及置入的 InDesign 檔案，包括來自連結的 EPS 圖形的 DCS
與 OPI 連結。嵌入於 EPS 圖形的影像和置入的 InDesign 檔案並不包括在預檢報告中做為連結。 預檢公用程式會指出遺失或過期的連結，以及所有的
RGB 影像 (除非啟用色彩管理並正確設定，否則可能無法正確分色)。

「封裝庫」對話框無法偵測在置入的 EPS、Adobe Illustrator、Adobe PDF、FreeHand 檔案，和置入的「.INDD」檔案中嵌入的 RGB 影像。
為取得最佳成果，請使用「預檢」面板或在原始的應用程式中，確認置入圖形的色彩資料。

1. 如果只要檢視問題影像，請在「封裝庫」對話框的「連結與影像」區域中選取「僅顯示問題」。

2. 如果要修復連結，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取問題影像，並按一下「更新」或「重新連結」。

按一下「全部修復」。

3. 找出正確的影像檔案，然後按一下「開啟」。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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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列印分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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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分色
準備要分色的文件
輸出特別色
檢視等同特別色的印刷色
在所有色版上列印物件
將漸層列印為分色片
列印複合影像
預視分色

如需詳細資訊和指示，請按下列連結。

建立分色

為了重製色彩和連續色調影像，印表機通常會將圖稿分色為四塊色版，每塊色版一種色彩，分別是影像中的青色 (C)、黃色 (Y)、洋紅色 (M) 和黑色
(K) 的部分。如果上述的油墨色彩正確，且拼版套準，這些色彩就會合併以重製原來的圖稿。這種將影像分成兩種以上色彩的步驟就叫做分色，建立色
版的底片稱為“分色片”。

複合 (左) 和分色 (右)

分色工作流程

Adobe InDesign CS4 支援兩種常用的 PostScript 工作流程；主要的差異是您可選擇將分色建立於主機電腦 (使用 InDesign 和印表機驅動程式的系
統)，或是建立於輸出裝置的 RIP (點陣影像處理器)。 另一個替代方式是 PDF 工作流程。

基於主機分色 在傳統基於主機預先分色工作流程中，InDesign 會為該文件所需的分色個別建立 PostScript 資料，並將該資訊傳送至輸出裝置。
點陣化影像處理器內分色 在較先進的、以點陣影像處理器為主的工作流程中，新一代的 PostScript RIP 會在點陣影像處理器中執行分色、補漏白、甚
至色彩管理等作業，讓主機可執行其他工作。這個方法可讓 InDesign 在較短的時間內產生檔案，並將列印工作所需的資料傳輸量降到最低。例
如，InDesign 不會傳送 4 頁 (或更多) 的 PostScript 資訊來列印主機為主的分色，而只需要傳送一個包含 PostScript 資訊的複合 PostScript 檔案，即
可在點陣影像處理器中處理。

如需有關準備檔案進行輸出的教學課程影片，請參閱 www.adobe.com/go/vid0089_tw。如果要檢視列印前服務供應商的列印手冊 (PDF)，請參閱
www.adobe.com/go/learn_id_prepress_wp_tw。

準備要分色的文件

1. 校正圖稿中任何有關顏色的問題。
2. 設定疊印選項。
3. 建立補漏白指示，以補救印刷時套準錯誤的結果。
4. 在螢幕上預視分色。
備註： 步驟 1 至 4 是給您的建議，但不是產生分色的必要步驟。

5. 選擇「檔案 > 列印」顯示「列印」對話框。
6. 如果您已使用適當的分色設定建立了印表機的預設，則可於「列印」對話框上方的「印表機預設」選單中選取預設。
7. 在「印表機」選單中選擇印表機或 PostScript 檔案。
8. 如果要列印 PostScript 檔案，請針對輸出分色的裝置選擇 PPD。
9. 如果要檢視或變更現有的列印選項，請按一下「列印」對話框左側的區段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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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將文件傳送至服務供應商前，請對分色的結果進行校樣。
11. 列印或儲存分色。

輸出特別色

您可以使用自訂油墨 (稱為特別色)，加入或取代印刷色。 例如，除了使用四種印刷色來重製包含黑色文字及藍綠色之線條繪圖的圖稿外，您還可以使
用兩種特別色，一種是黑色，另一種是帶有正確濃度的綠色。 您也可以使用特別色油墨產生 CMYK 油墨所無法表現的顏色，例如亮光色或螢光色和金
屬色。此外，您可混合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特別色，或是混合特別色與印刷色，建立混合油墨。

您可使用印刷色、特別色或結合兩者，為圖稿上色。列印分色片時，您可將特別色轉換為對應的印刷色，如此即可列印在 CMYK 色版上。

檢視等同特別色的印刷色

1. 從「色票」面板中選取特別色。
2. 從「顏色」面板選單中選擇「CMYK」。

該特別色的對應 CMYK 值，會在「顏色」面板中顯示。

您亦可將指標移至「色票」面板中的特別色上。色彩配方將顯示於工具提示中。

在所有色版上列印物件

在列印程序中如果想讓物件列印在所有色版上，包括特別色色版，則您必須將拼版色套用至物件。拼版色通常用於裁切與剪裁標記。複合式輸出方
面，套用拼版色的物件將以 C 100、M 100、Y 100 和 K 100 列印。分色方面，這些物件將以 100% 的比例列印至每一色版上。

1. 選取您要套用拼版色的物件。
2. 選擇「視窗 > 色票」。
3. 於「色票」面板中，按一下「拼版標示色」色票 。

將漸層列印為分色片

使用漸層讓文件產生分色時，請考慮下列事項：

在 InDesign 中所建立包含特別色與印刷色組合的漸層，可在印刷色與特別色色版上分色。

包含印刷色的漸層可在印刷色版上分色。

漸層中如包含同一特別色的兩種色調，則會分色至單一的特別色色版上。

如果要建立一特別色與白色之間的漸層，且其會分色至一張底片上，請建立一個介於該特別色與「色票」面板中之「紙張」色票間的漸層填色。

若要建立兩種特別色之間的漸層，您應為這些特別色指定不同的網角。如果兩個特別色有相同的網角時，兩者會彼此疊印。如果無法確定網角，
請洽詢印前服務供應商。

列印複合影像

您可列印彩色或灰階複合影像校樣，檢查文件中的顏色。複合影像可幫助您在列印最終 (也是成本最高的) 分色之前，設計及校樣版面。

當 InDesign 列印複合影像時，會將檔案中使用的所有顏色印在同一個色版上，不管是否選取了任何個別顏色。

列印複合影像時，請考慮下列問題：

雖然無法由校樣得知最後輸出的結果是否表現精確，但仍可透過校正所有用來建立文件的裝置 (例如掃描器、螢幕和印表機)，大幅改善其精確
度。如果裝置經過校正，色彩管理系統便能幫助您取得可預期和一致的顏色。

文件中所選取的任何疊印選項，將會正確地列印於支援疊印的印表機上。 由於多數的桌上型印表機不支援疊印，所以您需透過選取「列印」對話
框「輸出」區段中的「模擬疊印」模擬疊印的效果。

重要事項： 選取「模擬疊印」後，其會將特別色轉換為印刷色，以便列印。若想讓檔案在點陣影像處理器內分色或是做為最後輸出時，請勿選
取此選項。

列印至黑白印表機時，InDesign 會產生頁面的灰階複合版本。如果文件包含顏色，則 InDesign 會列印外觀正確的灰階，模擬該顏色。例如，由
於視覺上黃色比黑色來得淺，所以模擬 20% 黃色色調產生的灰色，會比模擬 20% 黑色色調的灰色來得淡。

列印包含衝突特別色油墨或補漏白樣式的書冊章節時，可指示 InDesign 與主版文件同步化設定。

若與「書冊」功能搭配使用色彩管理，請確認書冊中的每一文件使用「色彩設定」對話框中的相同色彩管理設定。

備註： 請記住，如同螢幕般，彩色印表機的色彩重製品質可能會相差甚遠；因此，最好的方法是由服務供應商校樣確認完成後的影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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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視分色

您可使用「分色預視」面板，預視分色、油墨涵蓋區域範圍和疊印。在螢幕上預視分色可檢查下列事項：

亮光漆與其他塗層 由於亮光漆為透明，所以要於螢幕上預視時較為困難。 預視亮光漆本身的分色時，亮光漆的區域會以黑色顯示。
複色黑 預視分色可辨識區域是由複色黑，或是由混合顏色油墨的印刷黑色 (K) 所列印，以增加不透明度和更豐富的顏色。
油墨涵蓋 過多的油墨在紙張上會導致曬乾問題。請詢問商業印刷廠最大的印刷油墨涵蓋範圍。然後預視文件，辨識油墨涵蓋區域超過印刷範圍的區
域。

疊印 您可預視混合、透明度和疊印在分色輸出中如何顯示。
備註： 您亦可在輸出至複合列印裝置時查看疊印效果。此對校樣分色很有用。
雖然於螢幕上預視分色可察覺問題，以節省列印分色的費用，但仍無法預視補漏白、膜面選項、印表機標記、半色調網屏和解析度。與商業印刷廠合
作，利用整體或覆蓋校樣來確認這些設定。

備註： 隱藏圖層上的物件不會包含在螢幕預視中。

預視分色印版
1. 選擇「視窗 > 輸出 > 分色預視」。
2. 針對「檢視」方面，選擇「分色」。
3.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檢視單一分色並隱藏所有其他分色，請按一下想要檢視的分色。依預設，涵蓋範圍會顯示為黑色。如果要變更此預設，請取消選取面
板選單上的「以黑色顯示單一印版」。

如果要檢視一或多個分色，按一下每一分色名稱左方的空白方塊。每一分色會以其指定的顏色顯示。

如果要隱藏一或多個分色，請按一下每一分色名稱左方的眼睛圖示 。

如果要一次檢視所有的印刷色版，請按一下 CMYK 圖示 。

如果要一次檢視所有的分色，按一下並將指標拖移跨越分色名稱旁所有的眼睛圖示 (或是空白方塊)。

「分色預視」面板亦可使用鍵盤快速鍵控制。

預視單一分色 (左) 與多重分色 (右)

預視油墨涵蓋區域
1. 選擇「視窗 > 輸出 > 分色預視」。
2. 針對「檢視」，選擇「油墨限制」。於「檢視」選單旁顯示的方塊中，輸入最大油墨涵蓋區域數值(詢問商業印刷廠應輸入的正確數值)。
3. 請確認在文件預視中的油墨涵蓋區域。超出油墨涵蓋區域的範圍會顯示為紅色陰影 (超出油墨涵蓋區域範圍的深紅色區域較淺紅色區域多)。所有
其他區域會以灰階顯示。

超出指定油墨涵蓋區域範圍的區域會顯示為紅色。

4. 如果要檢查特定區域的油墨涵蓋，請在文件視窗中將指標移動至該區域上。油墨涵蓋百分比會出現在每一油墨名稱旁的面板中。

可藉由將某些特別色轉換為印刷色，調整油墨涵蓋區域。如果要調整置入圖形中的油墨涵蓋區域，請在其來源應用程式中編輯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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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正常檢視
1. 選擇「視窗 > 輸出 > 分色預視」。
2. 針對「檢視」，選擇「關閉」。

更多說明主題

準備檔案進行輸出影片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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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文件
關於列印
列印文件或書冊
從「頁面」面板列印
頁面列印選項
列印物件的選項
列印含有多個頁面大小的文件
指定列印頁面
指定紙張大小和頁面方向
指定紙張大小和方向
指定自訂紙張大小
選擇哪些圖層要列印或轉存為 PDF
列印至非 PostScript 語言印表機
列印成點陣圖
預視文件
設定印表機
關於印表機驅動程式
存取印表機驅動程式功能
選取 PPD 檔案
使用列印預設集
建立列印預設集
套用列印預設集
編輯列印預設集
刪除列印預設集

關於列印

無論您是將彩色文件送到外面的服務供應商，或只是將文件草稿由噴墨或雷射印表機進行列印，多了解一些列印的基本原理，可讓列印
工作進行得更順利，也有助於確保最後文件能如預期呈現。

列印類型

當您列印檔案時，Adobe InDesign 會將檔案送到列印設備，直接列印在紙張上、進行數位印刷，或是轉換成正負影像到底片上。在最
後一個情況中，底片會被用來製作成主印版，以進行商業印刷作業。

影像類型

影像中最簡單的類型，例如文字，只有一種顏色和一個階層的灰色。 更為複雜的影像則充滿各種色調。 這種類型的影像稱為連續色調
影像。 相片就是屬於連續色調影像。

半色調處理

如果要建立連續色調的視覺效果，會將影像分解成一連串的網點。 這個過程就稱為半色調化。 半色調網屏上各種不同大小和密度的網
點，可以產生光學上的錯覺，模擬列印影像的各種灰色或連續色調。

分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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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一種以上顏色的圖案，如果要以商業用途重製，每個顏色必須列印在不同的主印版上。 這個過程就稱為分色。

獲得細節

列印影像中的細節是由解析度和網線數的組合結果。 輸出設備的解析度愈高，可使用的網線數就愈細緻 (愈高)。

雙面列印

當您按一下「列印」對話框中的「印表機」按鈕時，可使用印表機的專有功能，例如雙面列印。 只有印表機支援時，才能使用雙面列
印。 如需有關雙面列印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印表機文件。

透明物件

如果圖稿包含的物件，有使用「效果」面板或是「陰影」或「羽化」指令加入的透明度功能，那麼透明的圖稿會依據您所選取之平面化
預設中的設定被平面化。您可影響列印圖稿中點陣化影像與向量影像的比例。

如需有關列印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Adobe 列印資源中心，網址為 www.adobe.com/go/print_resource_tw。 如果要排除列印問題，請
參閱 www.adobe.com/go/learn_id_printtrouble_tw。

列印文件或書冊

1. 請確認已安裝正確的印表機驅動程式和 PPD。
2. 開啟「列印」對話框：

如果您開啟了數個個別的文件，請選取「檔案 > 列印」。 這會針對目前的文件開啟「列印」對話框。

如果您在「書冊」面板中完全未選取、或是選取所有文件，請從「書冊」面板選單中選擇「列印書冊」。 這樣就會列印
書冊中的所有文件。

如果您在「書冊」面板中選取了某些文件，請從「書冊」面板選單中選擇「列印選取的文件」。

3. 在「印表機」選單中指定所使用的印表機。 如果印表機預設中有您想要的設定，請在「印表機預設」選單中加以選取。
4. 在「一般」區域中、輸入要列印的份數、選擇進行自動分頁還是以反向順序列印，並指定要列印的頁面。

如果要列印書冊，則無法使用「頁面範圍」選項。

若要列印含有多個頁面大小的文件，請使用「範圍」上方的控制項，來選取一個含所有相同大小頁面的範圍。請參閱列印含有多
個頁面大小的文件。

5. 指定要列印非列印物件、空白頁面，或可見參考線和基線格點。
6. 依需要調整「列印」對話框各區域的設定。
7. 按一下「列印」。

您在「列印」對話框中所指定的設定會隨文件儲存。

從「頁面」面板列印

您也可以使用「頁面」面板中的列印選項。

1. 在「頁面」面板中進行下列任一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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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單一頁面
選取多個頁面
選取主版頁面
選取跨頁

2.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選取的部分，然後選取「列印頁面」或「列印跨頁」(視您選取的部分而定)。

或從「頁面」面板的彈出式選單中選擇「列印頁面」或「列印跨頁」。

隨即顯示「列印」對話框，其中顯示選取的頁面或範圍。

3. 按一下「列印」。

頁面列印選項

您可列印所有頁面、僅列印偶數或奇數頁、一系列個別頁面、或是連續的範圍。

範圍

指定現有文件中的列印頁面範圍。 使用連字號表示數目範圍，並使用逗號或空格表示多個頁面或範圍 (請參閱指定列印頁面)。

如果文件包含不同的頁面大小，您可以使用「範圍」欄位上方的選項，來選取所有相同大小的頁面。(請參閱列印含有多個頁面大小的
文件)。

目前頁面

列印目前文件中的目前頁面。

註解：

目前頁面的頁碼是以下列格式指定: 目前頁面: <版面名稱>:<頁面名稱>

順序

選取「所有頁面」，列印文件的所有頁面。選取「僅偶數頁」或「僅奇數頁」，以列印特定範圍中的頁面。 在您使用「跨頁」或「列
印主版頁面」選項時，則無法使用這些選項。

跨頁

一起列印頁面，彷彿頁面是相連的，或是列印於相同紙張上。 各紙張只可列印一個跨頁。 如果新頁面大於現有選取的紙張大
小，InDesign 會盡可能進行列印，但是不會自動縮放頁面符合可列印區域，您必須從「列印」對話框的「設定」區域中選取「縮放以符
合」。 您可能也想要指定橫向方向。

註解：

如果跨頁中的頁面套用不同的補漏白樣式，InDesign 會解決它們的差異。

列印主版頁面

列印所有主版頁面，而非文件頁面。 選取這個選項就無法使用「範圍」選項。

頁面範圍的範例

頁面範圍 列印的頁面

11- 文件的第 11 頁至最後一頁。

753



回到頂端

-11 第 11 頁之前的所有頁面，包括第 11 頁。

+11 只列印第 11 頁。

-+11 第 11 頁之前的所有頁面，包括第 11 頁。

+11- 從第 11 頁至文件結尾的所有頁面。

1, 3-8, 第 1 頁，加上第 3 到 8 頁。

+1, +3-+8, 第 1 頁，加上第 3 到 8 頁。

Sec1 位於標記為「Sec1」區段中的所有頁面。

Sec2:7 位於標記為「Sec2」之區段中、頁碼為 7 (不一定是該區段的第 7 頁) 的頁面。

PartB:7- 位於標記為「PartB」至最後一頁之區段中、頁碼為 7 的頁面。

Chap2:7-Chap3 位於標記為「Chap2」至標記為「Chap3」之區段結尾中的第 7 頁。

Sec4:3-Sec4:6, Sec3:7 「Sec4」的第 3 到 6 頁，以及「Sec3」的第 7 頁。

列印物件的選項

「列印」對話框的「一般」區域中包含列印元素的選項通常只可見於螢幕上，例如格點與參考線。 請選擇下列選項：

列印圖層

決定要列印的圖層 (請參閱選擇哪些圖層要列印或轉存為 PDF。)

列印非列印物件

不論是否設定選擇性防止個別物件進行列印，都列印所有物件。

列印空白頁面

即使頁面中沒有文字或物件，也列印特定頁面範圍中的所有頁面。 在列印分色時無法使用此一選項。 如果使用「列印手冊」進行複合
列印，請使用「列印空白印表機跨頁」選項，列印新增用來填寫複合台的空白跨頁。

列印可見的參考線和基線格點

以文件中顯示的相同顏色，列印可見的參考線和格點。您可以控制檢視選單中要顯示哪些參考線和格點。在列印分色時無法使用此一選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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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含有多個頁面大小的文件

您可能想要單獨列印具有不同大小的頁面。「列印」對話框中的選項可讓您輕鬆地指定一個範圍，可選取文件中相同大小的所有頁面。

送出具有多個頁面大小的文件進行列印之前，請詢問列印服務供應商是否有特殊需求。如果您在列印具有多個頁面大小的文件時遇到困
難，請考慮將其分割成不同的文件。

1. 選擇「檔案 > 列印」。

2. 在「一般」面板中，選取或取消選取「跨頁」可決定是否列印頁面或跨頁。

如果跨頁包含不同大小的頁面，則跨頁上最大的寬度和高度會決定跨頁的大小。

3. 若要僅列印相同大小的頁面，請使用「範圍」欄位上方的選項來選取其中一個頁面或跨頁，然後按一下頁面圖示 。

「範圍」欄位會顯示該大小的所有頁面或跨頁。

4. 列印某個頁面大小的範圍後，重複該步驟可列印其他頁面大小。

指定列印頁面

您可使用頁碼絕對編號 (頁面在目前文件中的位置) 或是編排頁碼 / 章節編號 (指定頁面的章節和頁碼) 來指定頁面範圍。 依預
設，InDesign 的對話框會遵循在「偏好設定」對話框的「編排頁碼」中所指定的格式。

選取「頁碼絕對編號」時，您針對頁面或頁面範圍所指定的編號，會對應您文件中頁面的絕對位置。 例如，如果要列印文件中
的第 3 頁，可在「列印」對話框的「範圍」中輸入「3」。

選取「偏好設定」中的「章節編號」後，您可輸入頁面和頁面範圍在版面中出現的確切位置，或是使用頁碼絕對編號。 例如，
如果標記為章節 A:5 的頁面是文件中的第 +15 頁，可在「列印」對話框中輸入「章節 A:5」或「+15」，以列印該頁面。 加號
"+" 代表您想要忽略正常的章節與頁面編碼，使用頁碼絕對編號。

如果「列印」對話框中輸入頁碼時不確定要使用哪一種格式，請依照位於文件視窗底部之「頁面」方塊中所使用的格式。

指定紙張大小和頁面方向

區分頁面大小 (如您的文件在「文件設定」對話框中的定義) 和紙張大小 (用來列印的紙張、底片、或是印刷色版區域) 很重要。 您的
頁面大小可能是美式信紙 (8.5 x 11 英寸)，但是您可能需要列印在較大的紙張或是底片上，以容納印表機的標記或出血和印刷邊界區
域。

InDesign 可用的紙張大小清單來自 PPD (PostScript 印表機) 或印表機驅動程式 (非 PostScript 印表機)。 如果您所選擇的印表機和 PPD
支援自訂紙張大小，在「紙張大小」選單中將會出現「自訂」選項。

大多數的網片輸出機可容納一般紙張大小，例如信紙和畫報格式，網片輸出機也支援橫置方向，標準紙張大小在列印時會旋轉 90 度。
橫置方向通常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網片輸出機媒體。

網片輸出機的紙張大小和方向

A. 信紙(縱向) B. 自訂頁面大小 (縱向) C. 信紙(橫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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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張大小是以熟悉的名稱來列舉 (例如信紙)。 尺寸定義了可列印區域的限制，可列印區域是全部的紙張大小減去印表機或網片輸出機
無法列印的邊界。 大部分的雷射印表機，都無法列印到頁面的實際邊緣。

如果您選取不同的紙張大小 (例如從信紙改為法律文件)，在預視視窗中的文件大小也會改變。 預視視窗會顯示選取頁面的整個可列印
區域；當預視尺寸改變時，預視視窗會自動重新縮放以包含可列印區域。

註解：

即使是相同的紙張大小 (例如信紙)，可列印區域仍然可能會隨著 PPD 檔案而有所不同，因為不同的印表機與網片輸出機定義可列印區
域大小的方式不同。

在信紙、信紙 (加大) 或畫報格式紙張上列印信紙大小頁面的比較

註解：

列印對話框左下區域中的預視，指示是否有足夠空間容納所有印表機的標記和出血及印刷邊界區域。

指定紙張大小和方向

1. 選擇「檔案」>「列印」。
2. 在「列印」對話框之「設定」區域中的「紙張大小」選單中選取選項。

請確定您的紙張大小足以容納您的文件、出血與印刷邊界區域 (如果有的話)、以及任何印表機的標記。 不過，如果要節省輸出
的底片或紙張，請選取足以容納文件與必要列印資訊的最小頁面尺寸。

3. 按一下「方向」按鈕來旋轉媒體上的文件。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無論您是以正常方向或橫向列印，「文件設定」中所指定的頁面方向 (「檔案 > 文件設定」)，都應該與
「列印」對話框的「設定」區域中所指定的輸出方向相同 (同為縱向或橫向)。如果要列印跨頁，您可能要選擇不同的紙張大小
和方向 (例如橫向)，以將跨頁的所有頁面置於單一紙張上。如果您已經旋轉跨頁檢視，可能要變更列印方向才能正確列印跨
頁。

「方向」按鈕

A. 縱向 B. 橫向 C. 反轉縱向 D. 反轉橫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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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自訂紙張大小

如果您使用可容納不同紙張大小的印表機，例如高解析度網片輸出機，您可在列印時指定自訂紙張大小。 只有在選取的 PPD 可以支援
自訂紙張大小時，InDesign 之自訂選項才能使用。

您所能指定的最大自訂紙張大小，是根據您網片輸出機的最大可列印區域而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您的印表機文件。

註解：

InDesign「列印」對話框中無法存取非 PostScript 印表機的自訂紙張大小選項。 如果要設定這些印表機專有的功能，請在
InDesign「列印」對話框中按一下「設定」(Windows)、「印表機」(Mac OS) 或「頁面設定」(Mac OS)。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您的
非 PostScript 印表機驅動程式文件。

1. 選擇「檔案」>「列印」。
2. 如果要列印 PostScript 檔案，請在「列印」對話框「一般」區域的「印表機」中選取「PostScript」。 接著選取支援自訂紙張大
小的 PPD。

3. 在「列印」對話框的「設定」區域中，從「紙張大小」選單中選取「自訂」。

註解：

如果無法使用「自訂」，表示設定印表機時所選取的 PPD 不支援自訂紙張大小。

4. 如果要指定寬度和高度，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讓 InDesign 決定文件內容、出血和/或印刷邊界區域、以及任何印表機標記所需的最小紙張大小，請在「寬度和高
度」選取「自動」。 如果書冊中有大小不同的頁面，且列印於連續媒體上，例如一捲底片或感光紙，預設選項「自動」
也會很有幫助。

如果要指定比預設值大的紙張大小，請在「寬度和高度」文字方塊中輸入新的尺寸。 請確認是增加數值；減少預設數值
可能會裁掉您的文件。

5. 如果要改變頁面在底片上的置入方式，請在「偏移量」輸入數值。

「偏移量」數值指定可列印區域左側的間距。 例如，在「偏移量」選項中輸入數值 30 點，會將您的頁面往左移動 30 點。

6. 如果要同時旋轉媒體與頁面內容，請選取「橫置」，然後按一下「確定」。

您可搭配「偏移量」使用「橫置」來節省可觀的底片或紙張。 比較下列選取和取消選取「橫置」時，由 InDesign 列印的影像範
例。

取消選取橫置( 左) 以及選取橫置( 右) 的比較

A. 偏移量值 B. 間隙 C. 節省的底片 

7. 在列印於連續媒體上時，如果要指定兩個別頁面間的距離，請輸入「間隙」的值。

選擇哪些圖層要列印或轉存為 PDF

1. 如果要檢視或變更文件的「顯示圖層」和「列印圖層」設定，請在「圖層」面板中選取圖層，然後從面板選單中選擇「圖層選
項」。 指定圖層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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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檔案 > 列印」，按一下「列印」對話框左邊的「一般」。

選擇「檔案 > 轉存」，指定「Adobe PDF」，然後按一下「儲存」。 在「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左邊，選取「一
般」。

3. 從「列印圖層」或「轉存圖層」選單中，選擇要列印或包含在 PDF 中的圖層：

所有圖層

列印或輸出文件中的所有圖層，即使圖層是隱藏或設為非列印也一樣。

可見圖層

列印或輸出所有可見圖層，即使「圖層選項」中圖層設為非列印也一樣。

可見和可列印圖層

只列印或輸出已設為可見和可列印的圖層。

列印至非 PostScript 語言印表機

您可以在非 PostScript 語言印表機上列印文件。 不過，由於 PostScript 是專業出版所使用的標準頁面描述語言，許多高階色彩與圖形
功能無法在非 PostScript 印表機上重製，例如，網線數或分色。 大多數讀入的圖形檔案格式列印的品質都還可以接受。 一般來說，在
您使用「預視模式」檢視文件時，列印至非 PostScript 印表機的文件外觀應與螢幕上的相同。

某些廠商有銷售替非 PostScript 語言印表機加入 PostScript 語言功能的軟體程式。 請與您的軟體銷售商聯絡，詢問軟體的可用性與相
容性。

列印成點陣圖

使用非 PostScript 印表機列印時，您可以在列印期間選擇點陣化所有圖稿。 在列印包含複雜物件 (例如具有平滑陰影或漸層) 的文件
時，這個選項很有用，因為可以降低發生錯誤的可能性。

1. 選擇「檔案」>「列印」。
2. 在「列印」對話框的左側選取「進階」。
3. 選取「列印成點陣圖」。

只有在印表機驅動程式辨識為非 PostScript 印表機時，才能使用此選項。 如果在 Mac OS 10.3 或更新版本為非 PostScript 印表
機選取此選項，InDesign 會列印 PostScript，接著 Mac OS 和驅動程式會用它來轉換頁面影像。 在 Windows 中，如果未選取此
選項，高階顏色和圖形功能可能無法正確轉換。

4. 指定點陣圖列印的解析度。

輸出解析度可能受限於印表機驅動程式的解析度。 如果要取得最佳品質輸出，請將非 PostScript 印表機驅動程式的解析度設為
等於或大於 InDesign 的「列印」對話框中所指定的輸出解析度。

預視文件

在列印至 PostScript 印表機前，您可檢視文件頁面符合選取紙張大小的方式。 在「列印」對話框左下方區域中的預視，顯示您的紙張
與方向設定將如何配合頁面大小。 當您在「列印」對話框中選取不同選項，預視會依據您列印設定的組合效果動態更新。

1. 選擇「檔案」>「列印」。
2. 按一下在「列印」對話框左下方區域中的預視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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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視有三種檢視方式：

標準檢視

顯示文件頁面與媒體的關係。 它會顯示各種選項，例如，紙張大小對可列印區域、出血和印刷邊界區域、頁面標記，以及拼貼與縮圖
的效果。

4 種不同的頁面符合設定在標準檢視之下的外觀

A. 預設 B. 跨頁 C. 方向 D. 2 x 2 縮圖 

文字檢視

列出某些列印設定的數值。

自訂頁面/裁切紙張檢視

根據您的頁面大小，顯示不同列印設定的效果。 預視會針對自訂頁面大小，顯示媒體如何符合自訂輸出設備、輸出設備支援的最大媒
體尺寸；以及偏移量、間隙和橫置的設定。 針對信紙和畫報格式等裁切紙張，預視會顯示可列印區域對媒體大小的關係。

在自訂頁面和裁切紙張檢視中，預視也會使用圖示來指示輸出模式：分色 、複合灰階 、複合 CMYK  或複合 RGB 。

自訂頁面檢視 (左) 和裁切紙張檢視 (右)

A. 媒體移動方向 B. 取消選取橫置 C. 紙張大小 D. 媒體 E. 可列印區域 F. 媒體 

設定印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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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sign 支援使用最新的印表機驅動程式，列印至 PostScript® (Level 2 和 3) 與非 PostScript 語言印表機。 列印至 PostScript 印表機
時，InDesign 會利用 PostScript Printer Description (PPD) 檔案的資訊，決定在「列印」對話框中所顯示的設定。

在設定印表機時請遵循下列基本步驟：

為您的輸出設備安裝最新的印表機驅動程式。 如需關於指示的資訊，請參閱您的作業系統說明文件。

針對 PostScript 列印，在設定印表機時選取 PPD。

關於印表機驅動程式

印表機驅動程式可讓您從電腦中的應用程式直接存取印表機功能。 安裝正確的驅動程式可以確保您存取特定印表機支援的所有功能。

Adobe 建議將您作業系統的驅動程式升級至最新版。

存取印表機驅動程式功能

印表機驅動程式可能支援 InDesign 沒有的功能，例如雙面列印。 對於這些功能的支援，會根據您所有的印表機驅動程式而有不同。 相
關細節請詢問您的印表機製造商。

如果想要針對特定印表機指定設定，InDesign 使用「列印」對話框中的下列按鈕，提供了對於印表機驅動程式的存取 (在您選擇列印至
PostScript 檔案時，無法使用這些選項)。

設定

(Windows) 這個按鈕會開啟「Windows 列印」對話框。

頁面設定

(Mac OS) 這個按鈕會顯示標準的 Mac OS「頁面設定」對話框。

印表機

(Mac OS) 這個按鈕會顯示標準的 Mac OS「列印」對話框。

註解：

某些 InDesign 列印功能會同時出現在印表機驅動程式對話框和 InDesign「列印」對話框中。 如果要獲得最佳結果，請只指定
InDesign「列印」對話框中的設定。 如果設定重複，InDesign 會嘗試同步化這些設定，或是忽略驅動程式的設定。 某些印表機驅動程
式功能 (例如，N 欄式列印，會在相同頁面上列印多次同樣的圖稿) 在搭配如分色等的 InDesign 功能使用時，會產生不良的列印結果。

選取 PPD 檔案

PPD 檔案 (PostScript Printer Description，簡稱 PPD) 可自訂您的特定 PostScript 印表機驅動程式的行為。 它包含輸出裝置的相關資
訊，包括印表機內建字體、可用的媒體尺寸和方向、最佳化的網線數量、網角、解析度和色彩輸出功能等。 在列印前設定正確的 PPD
至關重要。 請選取對應 PostScript 印表機或網片輸出機的 PPD，將輸出裝置的可用設定填入「列印」對話框。 您可以切換至不同的
PPD 來滿足您的需要。應用程式將使用 PPD 檔案中的資訊來決定列印文件時需要傳送至印表機的 PostScript 資訊。

為了獲得最佳的列印效果，Adobe 建議您向製造商取得輸出裝置的最新版 PPD 檔案。 許多印前服務供應商和商業印表機都有所使用之
網片輸出機的 PPD。 請務必將 PPD 儲存在作業系統所指定的位置。 請查閱作業系統的說明文件以獲取詳細資訊。

在 Windows 和 Mac OS 中，選取 PPD 檔案的方式和新增印表機相同。 各平台選取 PPD 檔案的步驟則不相同。 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您的作業系統說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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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使用列印預設集

如果需要經常輸出至不同的印表機或工作類型，您可以將所有輸出設定設為列印預設集，使列印工作自動化。 由於「列印」對話框中
選項眾多，對於那些需要持續精確的設定的列印工作而言，使用列印預設集是快速可靠的方式。

您可儲存和載入列印預設集，以使備份工作更容易進行，或是將預設集提供給您的輸出中心、您的客戶、或是其他工作小組成員。

您可以在「列印預設集」對話框中建立和審核列印預設集。

建立列印預設集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請選擇「檔案 > 列印」，調整列印設定，然後按一下「儲存預設集」。 請輸入名稱或使用預設名稱，然後按一下「確
定」。 如果使用此方法，預設集將儲存在偏好設定檔案中。

選擇「檔案 > 列印預設集 > 定義」，然後按一下「新增」。 在隨後顯示的對話框中，請輸入新名稱或使用預設名稱，
調整列印設定，然後按一下「確定」返回「列印預設集」對話框。 然後再按一下「確定」。

套用列印預設集

1. 選擇「檔案」>「列印」。
2. 請從「列印預設集」選單選擇列印預設集。 如果需要，請確認「列印」對話框中的印表機設定。
3. 按一下「列印」。

註解：

在 InDesign 中，您還可以從「檔案 > 列印預設集」選單選擇，使用列印預設集來列印。

編輯列印預設集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請選擇「檔案 > 列印」，調整列印設定，然後按一下「儲存預設集」。 在隨後顯示的「儲存預設集」對話框中，或在文
字方塊中輸入名稱，或使用目前的名稱 (如果目前的名稱為是現有的預設集，儲存將會改寫該預設集的設定)。 按一下
「確定」。

選擇「檔案 > 列印預設集 > 定義」，然後從清單中選取預設集，再按一下「編輯」。 請調整列印設定，然後按一下
「確定」返回「列印預設集」對話框。 然後再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依照上述步驟編輯預設預設集。

刪除列印預設集

1. 選擇「檔案 > 文件預設集 > 定義」。
2. 請在清單中選擇一個或多個預設集，然後按一下「刪除」。 請按 Shift 鍵並按一下滑鼠可選擇毗鄰的預設集。 按 Ctrl 鍵加滑鼠
按鍵 (Windows) 或按 Command 鍵加滑鼠按鍵 (Mac OS)，選取不相鄰的預設集。

Adobe 也建議

指定半色調網線數和解析度
Adobe 列印資源中心
將頁面轉存為 EPS 格式
指定印表機標記
轉存為用於列印的 PDF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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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手冊

回到頂端

註解：

註解：

註解：

雙頁騎馬釘

拼版文件以進行手冊列印
了解潛變
預視或檢視手冊列印摘要
疑難排解手冊列印問題

拼版文件以進行手冊列印

「列印手冊」功能可讓您建立專業級列印的印表機跨頁。 例如，如果編輯 8 頁的小冊，頁面會在版面視窗中循序出現。 不過，在印表機跨頁中，第 2
頁會被置於第 7 頁旁邊，因此當這兩頁被列印在相同紙張上、對摺與自動分頁後，頁面最後會以適當順序出現。

頁面在版面視窗中依序出現，但是以不同順序列印，因此在對摺與裝訂時，才能以正確順序出現。

從版面跨頁建立印表機跨頁的程序稱為拼版。 在拼版頁面時，您可以變更設定來調整頁面間距、邊界、出血和潛變。 InDesign 文件版面不會受到影
響，因為拼版全在列印資料流中處理。 文件中不會移動或旋轉頁面。

Infiniteskills.com 的 Jeff Witchel 示範從桌面印表機列印手冊。

您不能根據拼版頁面建立新文件。此外，如果文件包含多個頁面大小，就無法使用「列印手冊」來併版文件。

1. 選擇「檔案 > 列印手冊」。

2. 如果印表機預設中有您想要的設定，請在「印表機預設」選單中加以選取。

如果要使用目前文件的列印設定 (出現在「列印」對話框中)，請從「列印預設」選單中選擇「目前的文件設定」。

3. 如果不要拼版整份文件，請在「設定」區域中選取「範圍」並指定要包含在拼版中的頁面。

使用連字號來分隔連續的頁碼，使用逗號來分隔不相鄰的頁碼。 例如，輸入「3-7, 16」會包含第 3 到 7 頁與第 16 頁。

如果已將文件分割為章節頁碼，您應該在「範圍」欄位中輸入章節頁碼 (例如章節 2:11)。

4. 如果要變更印表機標記和顏色輸出之類的設定，請按一下「列印設定」。 使用左邊選項依需要變更設定，然後按一下「確定」。

5. 在「列印手冊」對話框中，指定其他適當的手冊設定選項，然後按一下「列印」。

手冊中的頁數一律是四的倍數。如果您是要列印至 PDF 印表機，會將空白頁面插入 PDF 以建立手冊。

手冊類型

您可以選擇三種拼版類型：雙頁騎馬釘、雙頁穿線膠裝和連續裝訂。

建立兩頁式、並列的印表機跨頁。 這些印表機跨頁適合進行雙面列印、自動分頁、摺頁與打釘。 必要時，InDesign 會在完成文件的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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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頁穿線膠裝

加入空白頁面。 選取「雙頁騎馬釘」時，「頁面間距」、「頁面間出血」和「簽名大小」選項會變成灰色。
「列印手冊」會根據「裝訂」設定拼版頁面。 如果文件設定為「從右至左」裝訂，「列印手冊」會以此設定拼版頁面。 選擇「檔案 > 文件設定」檢視
文件的「裝訂」設定。

使用雙頁騎馬釘樣式建立 24 頁黑白通訊刊物的印表機跨頁，會產生 12 個跨頁。

建立雙頁並列且符合指定裝訂頁數的印表機跨頁。 這些印表機跨頁適合進行雙面列印、自動分頁、摺頁與打釘。 如果要進行拼版的頁
面數目無法為「簽名大小」數值所整除，InDesign 會在完成文件的最後依照需要加入空白頁面。

雙頁穿線膠裝分割為 4 台

如果手冊含彩色封面且內為黑白頁面，您可從相同文件建立兩種不同的拼版：一種針對封面、封面內頁、封底內頁以及封底；另一種針對手冊中的 24
個頁面。 如果要產生彩色裝訂頁數，請按一下「設定」區域之「頁面」區域中的「範圍」，然後輸入 1-2、27-28 (或是任何章節頁碼)。如果要產生黑
白內頁，請在「範圍」文字框中輸入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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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

頁面間距

頁面間出血

含彩色封面的 28 頁小冊

A. 封面的彩色裝訂頁數 B. 黑白內頁 

建立適合門摺小冊或傳單的 2、3 或 4 頁面板。 選取「連續裝訂」選項時，「頁面間出血」、「潛變」和「簽名大小」選項會變成灰色。
例如，如果要針對傳統 6 欄式的三摺傳單建立印表機跨頁，請選取「三頁連續裝訂」。 您可能習慣將三摺設定為一個有三個不同欄的頁面。 利用
InDesign 拼版，您可輕鬆將頁面建立為各欄的大小。

三頁連續裝訂

手冊列印的間距、出血和邊界選項

您可以在「列印手冊」對話框的「設定」區域中變更下列選項。

指定頁面間隙 (左邊頁面的右側與右邊頁面的左側)。 除了「騎馬釘」之外，所有手冊類型都可以指定「頁面間距」值。
對於「穿線膠裝」文件，如果您選擇向內潛變 (使用負值)，最小的「頁面間距」值就是「潛變」值的寬度。 如果您以手動建立台 (例如，如果在相同
文件中有不同紙張原料)，可輸入「頁面間距」值來指定屬於不同台之跨頁的起始潛變。

指定在「膠裝」印表機跨頁樣式中彌補頁面元素間隙的空間量 (這個選項有時稱為交叉)。 此欄位接受介於 0 與一半「頁面間距」值之間
的數值。 只有在選取「雙頁穿線膠裝」時，才能指定這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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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變

簽名大小

自動調整以符合標記和出血

邊界

列印空白印表機跨頁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無法建立新文件

未包含空白頁面

指定各台容納紙張厚度與摺疊所需的空間量。 在大部分情況下，您會指定負值以建立推入效果。 針對「雙頁騎馬釘」和「雙頁穿線膠裝」手冊
類型，可指定「潛變」 (請參閱了解潛變)

指定在「雙頁穿線膠裝」文件中各台的頁面數目。 如果要進行拼版的頁面數目無法為「簽名大小」數值所整除，必要時在完成文件的最後會
加入空白頁面。

可讓 InDesign 計算邊界，以容納目前設定的出血和其他印表機標記選項。 選取這個選項時，「邊界」下的欄位會變成灰
色，但會反映將用於符合標記和出血的實際值。 如果取消選取這個選項，可手動調整邊界值。

指定在剪裁後環繞實際印表機跨頁周圍的空間量。 如果要指定「上」、「下」、「左」、「右」的個別值，請取消選取「自動調整以符合標記和
出血」，並增加值，在預設標記和出血外插入額外的間距 (減少值可能會造成剪裁標記和出血)。 所有手冊列印類型都可以指定邊界值。

如果要進行拼版的頁面數目無法為「簽名大小」數值所整除，在完成文件的最後會加入空白頁面或跨頁。 請使用這個選項決定是
否要在文件最後列印空白跨頁。 請注意，文件中的其他空白頁是由「列印」對話框的「列印空白頁面」選項所控制。

了解潛變

潛變會指定在騎馬訂與膠裝文件中頁面為了容納紙張厚度與摺頁，而偏離裝訂邊的距離。InDesign 將最終成品的「封面」視為最外面的印表機跨頁，
而將「中間摺頁」視為最裡面的印表機跨頁。 大張一詞代表兩個印表機跨頁：紙張的前面與背面。 潛變增量是以指定的潛變值除以紙張總數，再減 1
而計算出來的。

提供正潛變值時，不會調整中間摺頁，但外頁的頁面會偏離裝訂邊。提供負潛變時，不會調整封面，但內頁的頁面會趨近裝訂邊。

例如，16 頁的 InDesign 文件可產生 8 個印表機跨頁，或是 4 個大張。 第一個大張的前面將包含第一個印表機跨頁 (第 16 頁和第 1 頁)，而第一個大
張的背面將包含第二個印表機跨頁 (第 2 和第 15 頁)。

如果此範例中的潛變值是 24 點 (為清楚說明而採用過大數量)，潛變增量將是每大張 8 點 (24 除以 3)。套用到最內面大張的潛變數量是 24 點，套用到
第三大張的潛變數量是 16 點，而套用到第二大張的潛變數量是 8 點。最外面大張不會套用潛變。

每個連續的大張的潛變量會以潛變增量遞減。總括來說，最內面大張上的各頁會偏離裝訂邊 12 點 (24 點潛變值的一半)，第三大張上的各頁會偏離裝
訂邊 8 點 (16 點潛變值的一半)，第二大張上的各頁會偏離裝訂邊 4 點 (8 點潛變值的一半)。

預視或檢視手冊列印摘要

「列印手冊」對話框的「預視」區域可讓您檢視，從所選取拼版樣式建立之印表機跨頁的彩色縮圖。 您也可查看在「列印」對話框中所指定的印表機
標記。

1. 選擇「檔案 > 列印手冊」。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按一下位於對話框左邊的「預視」。 如果要依序切換印表機跨頁，請按一下捲動箭號。 按一下向左捲動箭號，向後瀏覽各跨頁。 您也可拖
移捲動方塊，變更印表機跨頁。

按一下「列印手冊」對話框左邊的「摘要」，檢視目前手冊設定的摘要。 檢查「摘要」區域底部是否有任何衝突設定。

如果按一下「列印設定」並變更「列印」對話框中的設定，您可以在「預視」區域中查看已修改設定的效果。

疑難排解手冊列印問題

請注意以下在列印手冊時應予以處理的問題。

很抱歉，您無法建立具有拼版頁面的 InDesign 新文件。您可以列印拼版文件或建立 PDF。

您可以在文件中間新增空白頁面，以確保有足夠頁面用於每個印表機跨頁。不過，如果這些頁面未包含任何文字或物件，則可能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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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雙面印表機的情況下列印雙面頁面

辨識，而且會在文件的結尾新增其他空白頁面。若要確保您新增的空白頁面包含在拼版文件中，請在「列印手冊」對話框中按一下「列印設定」，然
後選取「列印空白頁面」並按一下「確定」。

在 Adobe Acrobat 或 InDesign 中使用「僅奇數頁」和「僅偶數頁」選項。列印一組的奇數頁或偶數頁後，
請將頁面翻轉、再放入到印表機中，然後列印剩下的偶數頁或奇數頁。若要獲得最佳結果，請列印測試文件，看看應將頁面的哪個方向和順序新增到
印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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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表機的標記和出血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指定印表機標記
列印出血或印刷邊界區域
變更媒體上的頁面位置

指定印表機標記

在準備文件進行列印時，您需要一些標記來幫助印表機決定紙張剪裁位置、產生校樣時對齊分色底片、以及針對正確校正與網點密度進行底片測量等
等。 選取任何頁面標記選項，擴大頁面邊界來容納印表機的標記、出血 (在修剪後超出頁面邊界、表示稍微不精確的文字或物件部分) 或印刷邊界區域
(在頁面和出血外部、包含印表機指示或工作登出資訊的區域)。

如果要設定裁切標記，並希望圖稿包含出血或印刷邊界區域，請確認您將圖稿延伸超過裁切標記，以容納出血或印刷邊界。 也請確認您的媒體大小足
夠包含頁面與任何印表機的標記、出血或印刷邊界區域。 如果文件不符合媒體，您可使用「列印」對話框「設定」區域中的「頁面位置」選項，控制
項目剪裁之處。

如果選取「裁切標記」選項，則列印跨頁時，折疊標記會以實線印出。

印表機標記
A. 裁切標記 B. 對齊標記 C. 頁面資訊 D. 色彩導表 E. 出血標記 F. 印刷邊界區域

1. 選擇「檔案」>「列印」。
2. 按一下位於「列印」對話框左邊的「標記和出血」。
3. 選取「所有印表機標記」或個別標記。

列印出血或印刷邊界區域

在「文件設定」對話框中指定出血和印刷邊界區域。當文件被剪裁至最後頁面大小時，出血與印刷邊界區域會被除去。 位於出血或印刷邊界區域 (延
伸至最遠的) 外的物件不會被列印。

在列印時，您可忽略在「標記和出血」區域之「出血和印刷邊界」區域中出血標記的預設位置。

儲存為 PostScript 檔案格式的檔案，可以讓後置作業的程式執行本身的各種出血。

1. 選擇「檔案」>「列印」。
2. 按一下位於「列印」對話框左邊的「標記和出血」。
3. 在「類型」彈出式選單中選擇下列任一選項：

日式標記，圓形

日式標記，無圓形

預設 (西式對齊標記)

4. 選取「所有印表機標記」或個別標記。
5. 如果要忽略「文件設定」對話框中的出血設定，請取消核選「使用文件出血設定」，並在頂端出血、底部出血、左側出血和右側出血 (針對單面
文件) 或是頂端出血、底部出血、內部出血和外部出血 (針對具有對頁的雙面文件)，輸入從 0 到 6 英寸的數值。如果要平均延伸偏移到頁面所有
的邊，按一下「讓所有設定均相同」圖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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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一下「包含印刷邊界區域」，使用「文件設定」對話框中所定義的印刷邊界區域來列印物件。

您可以按一下位於「工具箱」底部的「出血預視模式」 或是「印刷邊界預視模式」圖示 ，在列印前預視出血和印刷邊界區域 (這些可由「預視模
式」圖示 來隱藏)。

標記和出血選項
「標記和出血」區域包含下列選項：

裁切標記 加入定義頁面剪裁區域的細線水平和垂直尺規。 裁切標記也有助於進行各分色彼此間的拼版 (對齊)。 搭配出血標記使用，可選取重疊的標
記。

出血標記 加入定義超出所定義頁面尺寸之影像多餘區域的細線尺規。

拼版標示色標記 在頁面區外加上小「標記」，以對齊彩色文件中的不同分色。

色彩導表 加入代表 CMYK 油墨和灰色色調 (以 10% 為增量) 的彩色小方塊。 您的服務供應商會使用這些標記來調整印刷時的墨水濃度。
頁面資訊 在各紙張或底片的左下角，以 6 點 Helvetica 列印檔案名稱、頁碼、目前日期與時間、以及分色名稱。 「頁面資訊」選項需要沿著水平邊緣
空出 0.5 英寸 (13mm)。
請注意，頁面資訊是以 GothicBBB-Medium-83pv-RKSJ-H (Medium Gothic) 字體列印的。

類型 您可選取「日式標記，圓形」(預設)、「日式標記，無圓形」或「預設」。 您也可建立自訂印表機標記，或是使用由另一家公司所建立的自訂標
記。 如需關於建立自訂印表機標記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Adobe 網站上的「支援」區域。
寬度 預設設定為 0.10mm。 可選擇 0.05mm、0.07mm、0.10mm、0.15mm、0.20mm、0.30mm、0.125pt、0.25pt 與 0.50pt。
偏移量 指定 InDesign 所列印之頁面資訊或標記與頁面邊緣 (裁切標記的位置) 的距離。 只有在「文字」選取為「西式標記」時，才能使用此選項。

變更媒體上的頁面位置

在列印文件到大於文件尺寸的剪裁紙張媒體時，您可以使用「列印」對話框「設定」區域中的「頁面位置」選項，控制印刷邊界與出血區域、印表機
標記、以及頁面在媒體上的位置。 如果文件不符合媒體而需要剪裁，您可指定文件要被剪裁的部分。 在「列印」對話框中的預視影像會顯示結果。

備註： 如果要查看出血與印刷邊界區域和印表機標記，請使用「縮放以符合」而非「頁面位置」；縮放的頁面會永遠置中。 選取「縮放以符合」、
「縮圖」或「拼貼」時，無法使用「頁面位置」選項。

 在「列印」對話框的「設定」區域中，從「頁面位置」選單選取位置。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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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漏白預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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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漏白預設集面板概觀
建立或修改補漏白預設集
管理補漏白預設集
將補漏白預設集指定至頁面
設定補漏白頁面範圍
補漏白預置選項
設定平滑補漏白
關於黑色油墨補漏白
設定黑色相鄰色彩的補漏白寬度
以衝突的補漏白預設集列印書冊

補漏白預設集面板概觀

補漏白預設集是一組補漏白設定的集合，可以套用到文件中的某個頁面或某一範圍的頁面。 「補漏白預設集」面板提供輸入介面，讓您輸入補漏白設
定和儲存補漏白預設集。您可以將補漏白預設集套用到目前文件中的任何頁面或所有頁面，或是從另一份 InDesign 文件讀入預設集。如果沒有在補漏
白頁面範圍上套用任何補漏白預設集，該頁面範圍將使用「預設」補漏白預設集。

檢視補漏白預設集設定
1. 如果「補漏白預設集」面板尚未開啟，請選擇「視窗 > 輸出 > 補漏白預設集」。
2. 在「補漏白預設集」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按兩下預設集。

選取預設集，然後在面板選單中選取「預設選項」。

壓縮補漏白預設清單
 在「補漏白預設集」面板中，從面板選單中選擇「小型面板列」。

辨識未使用的補漏白預設集
 在「補漏白預設集」面板中，從面板選單中選擇「選取所有未使用的預設集」。補漏白引擎會反白標示所有未指定給目前文件的預設集 (但「預設」
和「無補漏白預設」除外)。您可以輕易刪除這些預設集。

建立或修改補漏白預設集

1. 如果「補漏白預設集」面板尚未開啟，請選擇「視窗 > 輸出 > 補漏白預設集」。
2. 在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預設」，建立預設集，或按兩下預設集進行編輯。
備註： 按一下「補漏白預設集」面板底部的「新增預設」按鈕，即可依據 [預設] 補漏白預設集的設定，建立預設集。

3. 指定下列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名稱 輸入預設的名稱。您不能變更「預設」補漏白預設的名稱。

補漏白寬度 輸入數值，指定油墨疊印的量。

補漏白外觀 指定控制補漏白形狀的選項。

影像 指定設定，以決定如何補漏白讀入的點陣圖影像。

補漏白臨界值 輸入數值，指定執行補漏白的條件。有許多變數都會影響需要在這裡輸入的數值。 如需詳細資訊，請洽詢印前輸出中心。

管理補漏白預設集

您可以複製、刪除、讀入和自訂補漏白預設集。

複製補漏白預設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在「補漏白預設集」面板中，選取預設集，然後在面板選單中選擇「複製預設」。

將預設集拖移至面板底部的「新增預設」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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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補漏白預設
1. 在「補漏白預設值」面板中，選取一或多個預設集，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按一下「刪除」按鈕。

在面板選單中選擇「刪除預設集」。

2. 如果收到取代補漏白預設集的提示，請在出現的「刪除補漏白預設」對話框中選擇一個預設集。如果選取的預設集中至少有一個預設集已經指定
給頁面，這個對話框就會出現。

3. 按一下「是」，以確認刪除動作。

備註： 您不能刪除下列這兩個內建預設集的任何一個：[預設] 和 [無補漏白預設]。

從另一份 InDesign 文件讀入預設集
1. 從「補漏白預設集」面板的面板選單中，選擇「載入補漏白預設集」。
2. 選取 InDesign 檔案，然後按一下「開啟」。

將補漏白預設集指定至頁面

您可以將補漏白預設集指定給文件或文件中某一範圍的頁面。如果頁面中沒有相鄰的顏色，將這些頁面上的補漏白功能關閉，將可加快列印速度。實
際上，必須等到列印文件時，補漏白才會開始執行。

補漏白指定中會列出您已經套用到不同頁面的預設集；每次按一下「指定」時，補漏白指定都會更新。

1. 從「補漏白預設集」面板的面板選單中，選擇「指定補漏白預設」。
2. 在「補漏白預設」中，選擇要套用的預設集。
3. 選取要套用補漏白預設集的頁面。
4. 按一下「指定」，然後按一下「完成」。

備註： 如果您沒有按一下「指定」，就直接按「完成」，對話框將會關閉，而不會對補漏白指定進行任何變更，並保留先前使用「指定」按鈕所做的
指定。

設定補漏白頁面範圍

1. 從「補漏白預設集」面板的面板選單中，選擇「指定補漏白預設」。
2. 在「補漏白預設」中，選擇要套用到頁面範圍的預設集。
3. 選取「範圍」，然後依遞增順序輸入一或多個範圍；請在每個範圍中使用連字號，並以逗號或逗號加空格分隔各個頁面和範圍。例如，2-

4、6、9-10、12- 都是有效範圍。
4. 按一下「指定」，然後按一下「完成」。

如果要關閉補漏白頁面範圍，請從面板選單選擇「指定補漏白預設」，然後輸入頁面範圍，再從「補漏白預設」選單選擇 [無補漏白預設]。按一下「指
定」，然後按一下「完成」。

補漏白預置選項

您可以在建立或編輯補漏白預置時隨時變更補漏白選項。Acrobat 和 InDesign 中可用的補漏白預置選項相同。在 Acrobat 中，您可以選擇「工具 > 列
印作品 > 補漏白預設集」來檢視補漏白預設集。在 InDesign 中，請選擇「視窗 > 輸出 > 補漏白預設」。

補漏白寬度
補漏白寬度就是各補漏白相互重疊的程度。不同的紙張特性、網線和印刷機條件需要的補漏白寬度也不同。如果要判斷每項工作的適當補漏白寬度，
請參考您的商業印表機。

預設 指定對所有色彩進行補漏白時的補漏白寬度，但包含純黑色的色彩除外。預設值為 0p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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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 標示油墨擴散到純黑色的距離，或者“保留量”，也就是在複色黑補漏白作業中，黑色邊緣與底層油墨的間距。預設值是 0p0.5。這個值通常會設
定為預設補漏白寬度數值的 1.5 倍到 2 倍。
在 In Design 中，您在「黑色」中設定的值將決定實色黑或“復色黑”，即混合其它色彩油墨的印刷色黑色 (K) 油墨以提高不透明度和色彩表現。

備註： (InDesign) 如果選擇「應用程式內建」補漏白，並指定大於 4 點的「預設」補漏白寬度或「黑色」補漏白寬度，產生的補漏白寬度將限制為 4
點。然而，所指定的值將繼續顯示，因為如果切換到「Adobe In-RIP 補漏白」，大於 4 點的補漏白將依照您的指定套用。

補漏白外觀
所謂“合併”就是兩個補漏白邊緣在同一個端點相交的位置。 您可以控制兩個補漏白區段結點處以及三個補漏白交叉位置外側的形狀。

「合併樣式」 控制兩個補漏白區段結點處外側的外形。請選擇「尖角」、「圓角」和「斜面」。預設值為「尖角」，這個值與舊的補漏白結果一致，
以保持與舊版 Adobe Trapping Engine 的相容性。

補漏白合併範例，從左至右：尖角、圓角、斜面

「端點樣式」 控制三向補漏白的交叉處。 「尖角」(預設值) 會設定補漏白端點的外形，使其偏離交叉物件。「重疊」會影響與兩個或更多物件交叉的
中性色濃度最淺物件的補漏白外形。最淺的補漏白端點會包圍在物件交叉點的周圍。

補漏白端點範例特寫：尖角 (左) 和重疊 (右)

補漏白閾值
「層次」 指定色彩變更的閾值，補漏白引擎憑此來建立補漏白。某些工作僅需對最大的色彩變更進行補漏白，而其它工作則需要在較明顯的色彩變化
處進行補漏白。「層次」值標示毗鄰彩色元件 (如 CMYK 值) 在補漏白之前應變化的程度。
相鄰色彩中組成油墨的差異必須達到某一特定程度，這些顏色才會進行補漏白，如果要變更此一差異的程度，請在「新增補漏白預設」或「修改補漏
白預設選項」對話框中增減「步驟」的數值。 預設值是 10%。如果要取得最佳效果，請使用 8% 到 20% 的數值。百分比愈低，色彩差異的敏感度愈
高，因此補漏白的區域就愈多。

「黑色」 標示黑色油墨量最少必須達到多少，才會套用「黑色」補漏白寬度設定。預設值為 100%。如果要取得最佳效果，請勿使用低於 70% 的數
值。

「黑色濃度」 標示等於或高於 InDesign 會視為黑色油墨的中性色濃度數值。例如，如果您要讓深色特別色油墨使用「黑色」補漏白寬度設定，請在
此處輸入中性色濃度數值。此值通常設定接近 1.6 的預設值。
「平滑補漏白」  決定補漏白引擎何時開始跨越色彩邊界的中線。 這個數值代表淺色部分中性色密度值相對於相鄰深色部分中性色密度值的比例。 例
如，將「平滑補漏白」的數值設定為 70% 時，補漏白跨越中線的起點就會移至淺色部分，中性色密度超過深色部分濃度 70% 之處，也就是淺色的中
性色密度除以深色的中性色密度大於 0.70 的位置。 除非「平滑補漏白」設定為 100%，否則中性色濃度完全相同的色彩，其補漏白的位置都會正好等
於中線的位置。

「補漏白減色」 標示使用毗鄰色彩元件使補漏白色彩變淡的程度。此設定可以用來避免特定毗鄰色彩 (例如粉色) 產生比兩側色彩都深、不美觀的補漏
白效果。將「補漏白減色」指定為低於 100% 即可開始淡化補漏白的色彩；如果「補漏白減色」的值為 0%，補漏白的中性色濃度將等於較深的色彩
的中性色濃度。

補漏白讀入的圖形
您可以建立補漏白預置，控制影像內的補漏白以及控制點陣圖影像 (例如相片或是儲存成點陣化 PDF 檔案的影像) 和向量物件 (例如繪圖程式所建立的
物件以及向量 PDF 檔案) 之間的補漏白。每個補漏白引擎處理讀入的圖形的方式各不相同。因此，了解這些差異對於設定補漏白選項特別重要。

「補漏白放置方式」 提供選項，確定進行向量物件 (包括在 InDesign 中繪製的物件) 至點陣圖影像的補漏白時補漏白的放置位置。除了「中性色濃
度」以外，所有的選項都會建立視覺效果一致的邊緣。「置中」可以建立跨越物件與影像間邊緣的補漏白效果；「內縮」會讓物件覆疊在毗鄰的影像
上。「中性色濃度」將套用與文件中其它部分所用規則相同的補漏白規則。以「中性色濃度」設定進行物件至相片的補漏白時，可能導致邊緣處明顯
不均勻的狀況，因為補漏白會從邊緣的其中一側移到另外一側。「外延」會讓點陣圖影像覆疊在毗鄰的物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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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至影像補漏白」 使用「補漏白放置方式」設定確保向量物件 (例如做為輪廓的框架) 至影像的補漏白。如果在補漏白頁面範圍中，向量物件沒有
覆疊在影像上，請考慮關閉此選項，以加快該頁面範圍的補漏白作業。

「影像至影像補漏白」 關閉沿著重疊或毗鄰點陣圖影像邊緣的補漏白效果。此功能已預設為開啟。

「影像內部補漏白」 開啟每個個別點陣圖影像內各種色彩之間的補漏白功能 (而非只有這些色彩與向量圖稿和文字相接的部分)。此選項僅適用於包含
簡單、高對比影像的頁面範圍，例如螢幕快照或卡通。如果是連續色調和其它複雜影像，請關閉此選項，因為它所產生的補漏白效果很差。如果取消
選定此選項，補漏白效率將提高。

「1 位元影像補漏白」 確保進行 1 位元影像至毗鄰物件的補漏白。因為 1 位元影像使用的色彩只有一種，因此這個選項不會使用「影像補漏白放置方
式」設定。在大多數情況下，請不要選擇此選項。在部分情況下，例如在像素間距較寬的 1 位元影像中，選擇該選項可能會使影像變暗，同時降低補
漏白的速度。

設定平滑補漏白

1. 在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預設」，建立預設集，或按兩下預設集進行編輯。
2. 在「補漏白臨界值」區域的「平滑補漏白」中，輸入 0 到 100 的百分比，或使用預設值 70%。設定為 0% 時，所有的補漏白預設位置都為中
線；設定為 100% 時，平滑補漏白功能就會關閉，也就是不論相鄰色彩的中性色濃度相對關係為何，都會強制讓其中一種顏色完全擴散到另一種
顏色中。

關於黑色油墨補漏白

建立或編輯預置時，您在「黑色」中鍵入的值將決定哪些油墨被視為實色黑或復色黑。所謂的“複色黑”就是使用“輔助網屏”的任何一種黑色，增加了一
或多種印刷油墨的比例，提昇黑色的濃度。

「黑色」設定適用於必須大量補償網點擴張的情況 (例如在使用級數較低的紙張原料時)。這些情況會讓黑色百分比低於 100% 以下的部分列印成純色
區域。透過篩選出黑色或複色黑 (使用純黑色的色調) 並將「黑色」設定降到預設值 100% 以下，就可以補償網點擴張，並確保補漏白引擎會在黑色物
件上套用適當的補漏白寬度和放置方式。

如果某種色彩達到「黑色」的值，便會將「黑色」補漏白寬度值套用到所有相鄰色彩上，並使用「黑色」補漏白寬度值，將“讓空補漏白”套用到複色黑
區域。

如果輔助網屏一路延伸到黑色區域的邊緣，任何套準錯誤都會導致輔助網屏的邊緣顯現出來，而產生多餘的光暈或造成物件邊緣扭曲變形。補漏白引
擎會使用讓空或保留的放置方式，使輔助網屏與前景中反白 (Reversed-Out) 或淺色元素的邊緣保持一定距離，使淺色元素能夠維持其銳利度。 您可以
指定「黑色」補漏白寬度值，以控制輔助網屏與黑色區域邊緣的距離。

備註： 如果您補漏白的元素是細元素，例如圖形周圍的黑色輪廓，則補漏白引擎會覆寫「黑色」補漏白寬度設定，將補漏白限制為細元素一半的寬
度。

設定黑色相鄰色彩的補漏白寬度

1. 在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預設」，建立預設集，或按兩下預設集進行編輯。
2. 在「補漏白寬度」區域的「黑色」設定中，輸入您想讓其他顏色擴散到黑色中的距離 (點數)，或是輔助網屏與黑色下方的填塞距離。一般會將
「黑色」補漏白寬度設定成「預設」補漏白寬度數值的 1.5 到 2 倍。

3. 設定「黑色」和「黑色濃度」的數值。

備註： 如果要使用黑色補漏白功能，色彩區域必須使用中性色濃度大於或等於「黑色濃度」的油墨，而且這個油墨顯示的百分比必須大於或等於「黑
色」。

以衝突的補漏白預設集列印書冊

您可以將一個補漏白預設集套用到單張輸出內容，例如一個頁面。這通常不會造成問題。不過，如果要列印書冊中的多份文件，而每一份文件或每一
頁各有不同的補漏白預設集，InDesign 就可以利用將各文件的預設集同步化的方式，解決某些補漏白預設集衝突。

如果書冊中的文件使用名稱相同的不同補漏白預設集，InDesign 會指定主版文件中所使用的補漏白預設集，但前提是您已經在「同步選項」對話
框中選取了「補漏白預設」選項。

同步化功能只能讓書冊中的其他文件可以使用所有的主版文件預設集，它並不會指定預設集；您必須在每一份文件中指定補漏白預設集，或是使
用「預設」補漏白預設集。 預設集會出現在文件的「指定補漏白預設集」對話框的「補漏白預設」選單中。

備註： 如果某個跨頁中的頁面套用了不同的補漏白預設集，InDesign 將會採用每一個補漏白預設集。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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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漏白文字

發揮補漏白最大效能

設定內建補漏白的使用磁碟空間

文件或書冊補漏白

關於油墨補漏白

如果平印印刷文件時在同一頁面上使用多種油墨，每一種油墨與其相鄰的其他油墨都必須“套印” (完全對齊)，以避免在不同油墨的接合處產生間隙。不
過，由於不可能確認通過印刷機的每一張紙上的每一個物件都能夠精確套印，因此還是會發生油墨“套印錯誤”，而在油墨之間產生多餘的間隙。

您可略微延伸物件，使其與具備不同色彩的物件重疊，以補償套準錯誤，此程序稱為「補漏白」。依預設，將其中一種油墨放在另一種油墨上時，

會穿透 (或移除) 下面的所有油墨，以防止油墨產生不需要的混合效果；但是補漏白卻需要讓油墨疊印 (也就是印在每一種油墨的上面)，以達到至少局
部重疊的效果。

補漏白 (左) 與不補漏白 (右) 的套準錯誤

大部分的補漏白都採用“擴散”的方式，也就是將淺色物件擴張至深色物件中。由於物件或文字的顯示邊緣是由兩個相鄰物件中色彩較深者所界定，因此
將較淺的色彩擴張到較深的色彩時，仍然可以保持原有的顯示邊緣。

補漏白的方法

使用下列任何一種方法組合，在文件中執行補漏白的動作：

使用不需要補漏白的印刷色。

黑色疊印.

手動疊印線條或填色。

使用 Adobe InDesign CS4 內見的補漏白或 Adobe In-RIP 補漏白。

使用建立圖形的繪圖程式中的補漏白功能，在讀入的圖形上執行補漏白的動作。請參閱這些應用程式的說明文件。

選擇與所使用的色彩輸出工作流程搭配的補漏白解決方案，例如 Adobe PostScript 或 PDF。

在使用顏色上消除套準錯誤的可能性，避免使用補漏白技術。確認鄰接的印刷色有共同的油墨，避免套準錯誤。例如，如果指定暗紫色線條與鮮紅色

填色，其兩者都將含有大量的洋紅色。線條與填色所共有的洋紅色將會列印為單一區域，所以如果在其他印刷油墨中發生套準錯誤時，洋紅色列印色

版將使產生的間隙難以辨識。

關於自動補漏白

InDesign 可以使用內建的補漏白引擎，在彩色文件中進行補漏白，也可以利用「Adobe In-RIP 補漏白」引擎 (由支援「Adobe In-RIP 補漏白」功能的
Adobe PostScript 輸出裝置提供) 來進行這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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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種補漏白引擎都會精確計算並調整文字和圖形的邊緣。它們可以在單一物件的不同部分套用補漏白技巧，即使文字或 InDesign 物件與幾種不同的
背景色重疊也一樣。補漏白調整是自動進行的，而且您可以定義補漏白預設集，以滿足特定頁面範圍的需求。只有在補漏白引擎所產生的分色上才能

看見補漏白的效果；您無法在 InDesign 內查看螢幕上的效果。

補漏白引擎會偵測對比色彩的邊緣，然後再依據相鄰色彩的中性色濃度 (深淺明暗) 來建立補漏白；大部分情況下，補漏白引擎採用的補漏白方式都是
將比較淺的顏色擴散到比較深的相鄰顏色。您在「補漏白預設集」面板中指定的補漏白設定，會修改補漏白引擎所產生的結果。

自動補漏白需求

如果要使用 InDesign 的內建引擎執行文件補漏白，您需要一個可以支援分色的 PPD。

如果要使用「Adobe In-RIP 補漏白」引擎執行文件補漏白，則需要有下列軟體和硬體：

Adobe PostScript Level 2 以上的輸出裝置，需使用支援「Adobe In-RIP 補漏白」的點陣化影像處理器。 如果要確定某個 PostScript 輸出裝置
是否支援「Adobe In-RIP 補漏白」，請洽詢製造商或印前輸出中心。

支援「Adobe In-RIP 補漏白」的印表機 PPD (PostScript Printer Description) 檔案。 您必須在安裝印表機時選取這個 PPD。

內建補漏白與 Adobe In-RIP 補漏白之間的差異
複合色彩工作流程 在內建補漏白中，您可以使用 InDesign 或點陣化影像處理器內分色，對文件進行分色。 如果要使用「Adobe In-RIP 補漏白」，則
必須使用點陣化影像處理器內分色。

補漏白寬度 不論您輸入的補漏白寬度值為何，內建補漏白都會將補漏白寬度限制為 4 點。 如果要使用較大的補漏白寬度，請使用「Adobe In-RIP 補
漏白」。

向量 EPS 圖形 內建補漏白無法對置入的向量 EPS 圖形進行補漏白作業，「Adobe In-RIP 補漏白」則會在所有讀入的圖形上執行補漏白。

補漏白讀入的點陣圖影像

內建補漏白可以將點陣圖影像 (例如相片) 擴張至文字進行補漏白。 這些影像必須使用完全以像素為主的檔案格式來儲存，以支援商業印刷的色彩需
求。PSD (Photoshop) 和 TIFF 是最適合商業印刷工作的格式；使用其它格式之前，請先諮詢您的印前輸出中心。

如果您使用的是 Open Prepress Interface (OPI) 伺服器，請確定它建立的僅供定位 (For-Position-Only，簡稱 FPO) 影像使用的是 TIFF 或 PSD 格
式。如果影像是 TIFF 或 PSD 格式，只要您在輸出期間沒有選擇任何「忽略 OPI」選項，您就可以使用內建補漏白 (如果設定目標為 PostScript 印表
機，「忽略 OPI」選項就會顯示在「列印」對話框的「進階」區段中)。

備註： OPI 工作流程內的行為和精確度受許多因素影響，例如 OPI 伺服器用來產生 FPO 影像的縮減取樣方法。如果要取得最佳效果，請洽詢您的
OPI 供應商以獲取如何整合 Adobe 補漏白解決方案與供應商的 OIP 伺服器的詳細資訊。

補漏白讀入的向量圖形

「Adobe In-RIP 補漏白」和內建補漏白都可以補漏白使用 InDesign 工具建立的文字和圖形，以及置入的向量 PDF 檔案。不過，內建補漏白不能補漏
白置入的向量 EPS 圖形。

您在 InDesign 中建立的文字、路徑和框架如果與包含置入圖形的框架重疊，而這個置入的圖形又是內建補漏白無法補漏白的圖 (例如向量 EPS 圖
形)，則這些文字、路徑和框架也將無法正確補漏白 (不過，「Adobe In-RIP 補漏白」還是可以正確補漏白這些物件)。 如果調整圖形的框架，或許您
就能夠使用內建補漏白處理包含向量 EPS 圖形的文件。 如果置入的 EPS 圖形不是矩形的，請試著將其框架調整成與圖形本身較為接近的形狀，並遠
離其他物件。 例如，選擇「物件 > 剪裁路徑」，使圖形框架與圖形更為密合。

與置入的 EPS 圖形重疊的 InDesign 文字和圖形 (左) 無法正確補漏白；如果要達到較好的補漏白效果，請調整框架形狀，使框架不要和其他物件相接
(右)。

補漏白文字

「Adobe In-RIP 補漏白」引擎與內建補漏白引擎都可以進行文字字元到其他文字和圖形的補漏白 (如果要使用內建補漏白，文字和圖形必須以
InDesign 建立，而且不能包含在讀入圖形中)。 與不同的背景色重疊的文字字元會正確補漏白到所有的顏色。

「Adobe In-RIP 補漏白」可以補漏白所有類型的字體。 相對地，內建補漏白則只適用於 Type 1、OpenType 和 Multiple Master 字體；使用
TrueType 字體可能會導致補漏白不一致。如果文件必須使用 TrueType 字體，又想使用內建補漏白，請考慮將所有的 TrueType 文字轉換為外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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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的方法是選取文字，然後選擇「文字 > 建立外框」。 如此文字就會變成可以正確補漏白的 InDesign 物件。文字轉換成外框之後就不能編輯。

發揮補漏白最大效能

不論使用「Adobe In-RIP 補漏白」還是內建補漏白，您都可以忽略不需要補漏白的頁面以節省時間，例如只包含黑色文字的頁面。 您可以使用補漏白
預置，以便只針對需要補漏白的頁面範圍啟動補漏白。

內建補漏白完成作業的速度取決於電腦系統的速度。 如果補漏白的文件很長，而且每一頁都要補漏白，請使用您手邊速度最快的電腦系統。內建補漏
白也會大量佔用您的電腦硬碟，因此高速硬碟和資料匯流排都可提高內建補漏白引擎的效能。

如果要讓電腦有更多時間可以處理其他工作，請考慮使用「Adobe In-RIP 補漏白」，因為它是在點陣化影像處理器上，而不是在電腦上處理所有的補
漏白作業。

設定內建補漏白的使用磁碟空間

要使需要補漏白的每一種色彩的邊緣均被補漏白，補漏白引擎會建立僅供輸出裝置使用的大量路徑 (這些路徑不會儲存在您的文件中)。雖然「Adobe
In-RIP 補漏白」會在點陣化影像處理器上處理及儲存這些額外的路徑，但是內建補漏白卻會使用電腦的硬碟當做這些補漏白路徑的暫時儲存區。 因此
在您使用內建補漏白之前，請儘可能騰出硬碟的可用空間，愈多愈好。

您需要的磁碟空間容量受各種不同的因素影響，因此不可能正確預測特定補漏白工作所需要的容量。但是，如果文件中增加以下任一或多種特性，磁

碟空間的需求也很有可能會跟著增加：

補漏白頁面範圍中包含的頁數。

重疊的彩色物件數目。

需要進行補漏白的影像數目。

需要進行補漏白的文字量。

最後的輸出解析度。

如果使用內建補漏白的工作處理程序中斷，或是佔用了您所有的磁碟空間，硬碟上可能會遺留補漏白資料。 必要時，您可以結束應用程式，然後
在“C:\Temp”檔案夾 (Windows) 中找出並刪除暫存資料。在 Mac OS 中，重新啟動電腦。

文件或書冊補漏白

除非您已經諮詢過印前輸出中心的意見，否則請勿變更預設的補漏白設定；另外，請確定已經了解補漏白選項在特定文件內容和列印條件中的運作方

式。

對書冊中的多份文件進行補漏白時，如果要指定任何自訂補漏白預設集，請務必將它指定給書冊中個別文件內的頁面範圍；您不能將設定一次指定給

整本書冊。不過，您可以解決文件中產生衝突的預設集。

1. 如有必要，請以您的文件及印刷條件適用的自訂設定建立補漏白預設集。
2. 將補漏白預設集指定給某一頁面範圍。
3. 選擇「檔案 > 列印」，開啟「列印」對話框。
4. 從左邊的清單中選取「輸出」。
5. 在「顏色」中，依據要建立在主機上的分色或是點陣化影像處理器內的分色，選擇「分色」或「點陣化影像處理器內分色」。
6. 在「補漏白」中選擇下列任一選項：

選擇「應用程式內建」，以使用 InDesign 附帶的補漏白引擎。

選擇「Adobe In-RIP」， 只有在以支援「Adobe In-RIP 補漏白」的輸出裝置做為目標時，這個選項才適用。

7. 如果印前輸出中心建議變更油墨設定，請按一下「油墨管理」。選取油墨，選取印前輸出中心指定的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8. 繼續指定其他列印選項，然後按一下「列印」，列印您的文件。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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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縮圖與太大的文件

回到頂端

註解：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列印縮圖

列印太大的文件

拼貼文件

縮放文件

列印縮圖

如果要將多重頁面置於單頁中，您可建立縮圖，也就是文件的小型預視版本。 縮圖對確認內容與組織很有幫助。 在適當的地方，InDesign 會自動變更
紙張方向，將頁面與紙張做最完美結合；不過，如果取消選取「縮圖」選項，您就需要重新設定原始方向。

列印縮圖時，不會列印位於出血和/或印刷邊界區域的印表機標記和任何項目。

1. 從「列印」對話框的「設定」區域中，選取「縮圖」。

2. 從選單中選取每頁的縮圖數目。

列印太大的文件

雖然您可在 InDesign 中建立最大為 18 x 18 英呎的文件，但大多數的桌上型印表機無法列印如此大的頁面。

如果要利用您的桌上型印表機列印太大的文件，您可以用片段的方式列印文件各頁面，此種方式稱為拼貼，再剪裁與組合這些片段。 如果您喜歡的
話，也可以縮放文件來符合可用的紙張大小。

拼貼文件

文件的尺寸並不需要符合印表機所用紙張的大小。 因此，在列印時，InDesign 會將太大的文件分割為一個或多個矩形或拼貼，對應印表機上可用的頁
面大小， 您再接著組合重疊的部分。

您可以讓 InDesign 自動拼貼文件，或是自行指定拼貼。 拼貼讓您手動控制拼貼左上角的原點，決定頁面在紙張上的位置。

太大的頁面被分隔為可列印的拼貼 (左) 與最後組合的重疊部分 (右)

自動拼貼文件

1. 選擇「檔案」>「列印」。

2. 在「列印」對話框的「設定」區域中選取「拼貼」。

3. 請在拼貼選單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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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

自動齊行

回到頂端

註解：

自動計算所需的拼貼數目 (包括重疊)。

增加重疊量 (如果有必要的話)，如此一來最右方拼貼的右邊會對齊文件頁面的右方邊緣，而最底部拼貼的底邊會對齊文件頁面的底部
邊緣。

4. 在「重疊」中，為了組合方便，請輸入希望在各拼貼中所列印的最少重複資訊。 「重疊」選項使用的是文件指定的度量單位。 這個數值應該大
於印表機的最小非列印邊界。 您最多可指定文件頁面最短邊的一半來進行重疊。 例如，11 x 17 英寸之頁面的拼貼 (279.4mm x 431.8mm) 至多
可重疊 5.5 英寸 (139.7mm)。

手動拼貼文件

自動拼貼文件會同時列印所有拼貼，但手動拼貼文件時您必須分別列印每個拼貼。

1. 必要時，選擇「檢視 > 顯示尺標」以顯示尺標。

2. 拖移尺標的相交處，將零點重新設定在想要列印的拼貼左上角。 請記得保留重疊和印表機標記的空間。

InDesign 列印區域的大小和形狀取決於目前紙張的大小與方向。

3. 選擇「檔案 > 列印」，然後按一下左邊的「設定」。

4. 在「設定」區域中選取「拼貼」，然後選擇「拼貼」選單中的「手動」。

縮放文件

如果要讓太大的文件符合於小張紙，您可以用對稱或不對稱方式來縮放文件的寬度和高度。 在列印像是用於彈性凸版印刷的底片時，非對稱縮放很有
幫助：如果您知道印版被掛載於印刷鼓上的方向，縮放可補償印版通常會出現的 2% 到 3% 延伸。 縮放不會影響文件頁面的大小。

列印跨頁時，每個跨頁會個別進行縮放。

手動縮放文件

1. 選擇「檔案」>「列印」。

2. 從「列印」對話框的「設定」區域中選取「寬度」，以啟動「寬度和高度」方塊。

3. 如果要維持文件現有的寬高等比例，請選取「強制等比例」。 否則，請確認此一選項為取消選取。

4. 在「寬度和高度」方塊中輸入從 1 到 1000 的百分比。 如果您選取了「強制等比例」，您只需輸入一個值；另一個值會自動更新。

自動縮放文件

1. 在「列印」對話框的「設定」區域中，請確認未選取「拼貼和縮圖」選項 (這些選項被選取時，無法使用「縮放以符合」選項)。

2. 選擇「縮放以符合」。 由選取的 PPD 所定義之可列印區域決定的縮放百分比，會出現在「縮放以符合」選項的旁邊。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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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圖形和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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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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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圖形的選項

下載字體至印表機的選項

PostScript 列印選項
忽略圖形的選項

列印圖形的選項

從「列印」對話框的「圖形」區域中選取下列選項，指定輸出時處理圖形的方式。

傳送資料 控制置入的點陣圖影像中，被傳送至印表機或檔案的影像資料量。

全部 送完整解析度的資料，此一資料適合任何高解析度印刷、或是以高對比列印灰階或彩色影像，如同使用一種特別色的黑白文字。 此選項需要佔用
最多的磁碟空間。

最佳化次取樣 以輸出裝置的可能最佳解析度，傳送恰當足夠的資料進行圖形列印 (高解析度印表機會比低解析度的桌上型機型使用更多的資料)。 當
您使用高解析度影像，但列印校樣至桌上型印表機時，請選取此選項。

備註： InDesign 並不會針對 EPS 或 PDF 圖形進行次取樣，即使已選取「最佳化次取樣」。
預視圖 傳送置入的點陣圖影像的螢幕解析度版本 (72 dpi)，因而減少列印時間。
無 在列印時暫時移除所有圖形，並以有橫條列的圖形框取代之，因而減少列印時間。 圖形框的尺寸與讀入的圖形相同，並保留剪裁路徑，因此您仍
可檢查大小與定位。 當您想要將文字校樣散佈給編輯或校對者時，抑制讀入圖形的列印會很有幫助。 當您嘗試找出導致列印問題的原因時，不列印圖
形也會有幫助。

下載字體至印表機的選項

印表機內建字體是印表機記憶體或連接至印表機之硬碟中所儲存的字體。 Type 1 和 TrueType 字體可儲存在印表機或電腦上；點陣圖字體則只能儲存
在電腦上。 如果字體是安裝在電腦的硬碟中，則 InDesign 會視需要下載字體。

從「列印」對話框的「圖形」區域中選取下列選項，控制下載字體至印表機的方式。

無 會在 PostScript 檔案中加入字體的參考資料，告知 RIP 或後置作業處理器應在哪裡加入字體。 字體內建於印表機時，就適用使用此選項。 但是，
為確保能正確轉譯字體，請使用其他字體下載選項之一，例如「子集」或「下載 PPD 字體」。
完整 在列印工作開始時，就下載文件所需的所有字體。 即使沒有在文件中使用，字體中的所有字符和字元都會包含在內。 InDesign 會自動對包含超
過「偏好設定」對話框中所指定之字符 (字元) 上限數的字體建立子集。
子集 只會下載文件中所使用的字元 (字符)。 每一頁只會下載一次字符。 用在單頁文件或沒有太多文字的短文件時，選擇此選項產生 PostScript 檔的
速度通常較快，且檔案較小。

下載 PPD 字體 下載文件中使用的所有字體，即使這些字體內建於印表機中也一樣。 使用此選項以確保 InDesign 使用您電腦上的文字外框列印通用字
體，例如 Helvetica 和 Times。 使用此選項可解決字體版本的問題，例如電腦與印表機間不符的字元集，或是補漏白的外框變化。 除非您常使用延伸
字元集，否則不需要使用此選項進行桌上草圖列印。

PostScript 列印選項
從「列印」對話框的「圖形」區域中選擇下列選項，指定傳送 PostScript 資訊至印表機的方式。

PostScript 指定 PostScript 輸出裝置中的轉譯器相容等級。
資料格式 指定 InDesign 將影像資料從您的電腦傳送至印表機的方式。 ASCII 會以 ASCII 文字傳送，這種方式可與舊式的網路和並列埠印表機相容，
且通常是用在多個平台上的圖形的最佳選擇。 二進位會以二進位碼轉存影像資料，使用這種方式會比 ASCII 精簡，不過可能無法與所有系統相容。
備註： InDesign 無法永遠改變 EPS 或 DCS 影像檔案所使用的資料格式。 如果在將資料傳送為二進位時出現問題，請試著在來源應用程式中變更
EPS 或 DCS 圖形的資料格式。

忽略圖形的選項

「進階」區域中的「OPI」選項可讓您在傳送影像資料至印表機或檔案時，選擇性地忽略不同的讀入圖形類型，並僅留下 OPI 連結 (注釋) 供 OPI 伺服
器後續處理。

OPI 影像取代 可讓 InDesign 在輸出期間以高品質圖形取代低解析度的 EPS 代理圖形。 要讓 OPI 影像取代能夠運作，EPS 檔案必須包含連結低解
析度代理影像至高品質影像的 OPI 注釋。 InDesign 必須能夠存取由 OPI 注釋所連結的圖形。 如果無法使用高解析度的版本，InDesign 會保留 OPI
連結，並在轉存檔案中包含低解析度代理。 取消選取此選項，在稍後的工作流程中以 OPI 伺服器取代 OPI 連結之圖形。
忽略 OPI 讓您在傳送影像資料至印表機或檔案時，選擇性地忽略不同的讀入圖形類型 (EPS、PDF 和點陣圖影像)，並僅留下 OPI 連結 (注釋) 供 OPI
伺服器後續處理。 注釋包含用來找出 OPI 伺服器上之高解析度影像所需的資訊。 InDesign 只包含注釋；服務提供者必須能夠在取代時存取位於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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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上的原始高解析度影像。 「忽略 OPI」選項並不適用於嵌入的圖形。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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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印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關於疊印

決定何時進行手動疊印

疊印頁面項目

變更黑色疊印設定

關於疊印

如果您並未使用「透明度」面板變更圖稿的透明度，則圖稿中的填色與線條將為不透明，因為最上面的顏色會穿透或刪去其下的區域。 利用「屬性」
面板中的「疊印」選項，防止穿透。設定疊印選項後，可於螢幕上預視疊印效果。

3 個未使用疊印的重疊圓形 (左) 與 3 個使用疊印的重疊圓形互相比較 (右)

InDesign 亦可執行疊印模擬，對於在複合列印裝置上模擬疊印特別色和印刷色油墨的效果是相當有用的。

套用至文字或原生 InDesign 物件的黑色油墨是預設為疊印，防止置於彩色區域上的小型黑色文字字元，或是有黑色線條外框的彩色區域套準錯誤。您
可以使用「黑色表現方式」偏好設定，變更黑色油墨設定。

設計工作流程可能需要將特定顏色設為疊印。例如，您要以特定顏色列印出版物中的所有文字。請注意下列選項：

建立物件樣式，其使用特別色油墨做為填色或線條及其符合的疊印填色或線條。

為包含特別色的物件建立獨立圖層，並將這些物件指定為黑色。

建立複合 PDF，變更 PDF 內的疊印設定。

在點陣化影像處理器中指定疊印設定。

將疊印設定套用至影像或物件，並將其新增至物件庫中，或在原始應用程式中編輯置入的檔案。

決定何時進行手動疊印

InDesign 中的自動補漏白，不管是內建的補漏白或是 Adobe 點陣影像處理器內的補漏白，幾乎省去了手動疊印的必要。 不過，在極少數無法使用自
動補漏白的情況中，手動疊印仍是有效的解決方案。

請使用下列原則，決定是否該使用疊印：

洽詢您的服務供應商，確認他們的輸出裝置是否支援手動疊印。

若圖稿沒有共同的油墨顏色和您想要建立的補漏白或覆疊油墨效果時，可使用疊印。 若疊印的印刷色混合或無共用油墨顏色的自訂顏色時，疊印
的顏色會加入背景顏色。 舉例來說，若您將 100% 的洋紅色填色列印至 100% 的青色填色上，則疊印的填色為紫色，而非洋紅色。

使用線條補漏白兩種印刷色時，請勿使用疊印。 反而，您可從每一原始顏色中的對應油墨，指定使用較高數值的 CMYK 線條顏色。

請確認您和您的印前服務供應商對於何時及如何手動疊印，已取得一致的共識，因為這將大幅影響「列印」對話框中指定的補漏白選項。大多數

的 PostScript Level 2 和PostScript 3 裝置都支援疊印 (但並非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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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疊印頁面項目

您可以疊印線條或填色、段落嵌線和註腳上方的嵌線，也可以模擬疊印特別色。

疊印線條或填色

可使用「屬性」面板疊印任何已選取路徑的線條或填色。疊印的線條或填色不需補漏白，因為補漏白涵蓋了相鄰顏色間任何潛在的間隙。 您亦可疊印
線條，模擬補漏白 (藉由疊印您手動計算為兩相鄰顏色適當組合的顏色)。

套用手動疊印時，請記住下列原則：

如果在 100% 黑色線條或填色上使用「疊印填色」選項，則黑色油墨可能會有點透明，使底下的油墨顏色顯現出來。如果要避免這種透出底色的
問題，請使用四色 (多色) 黑而非 100% 的黑色。請向您的服務供應商洽詢有關加入黑色之各個顏色的確實百分比。

使用線條將物件補漏白時 (不包含文字字元)，請調整線條對齊方式，讓線條落在路徑或物件外，而非在路徑內或路徑中心。

使用線條為兩種特別色或是一種特別色和一種印刷色補漏白時，通常會將較淡的顏色套用至線條，並疊印線條。

使用「分色預視」面板預視顏色疊印的方式。

1. 使用「選取」工具 或「直接選取」工具 選取一或多個路徑，或使用「文字」工具選取文字字元。 如果要疊印貼入框架內的路徑線條，首先請使
用「直接選取」工具選取巢狀 (內部) 路徑。

疊印填色和線條

A. 青色 (最底部的圖層) B. 洋紅色 (中間的圖層) C. 黃色 (最上方的圖層) 

2. 選擇「視窗 > 輸出 > 屬性」。

3. 在「屬性」面板中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疊印選取物件的填色，或疊印未使用線條的文字，請選取「疊印填色」。

如果要疊印選取物件的線條，請選取「疊印線條」。

如果要將疊印套用至虛線、點虛線或圖樣線條中空格的顏色，請選取「疊印間隙」。

疊印段落嵌線

1. 請確認您的疊印顏色存有色票。

2. 使用「文字」工具時，按一下段落中的插入點。

3. 在「段落」面板中，從「段落」面板選單選擇「段落嵌線」。

4. 在對話框上方的彈出式選單中，選擇想要疊印的段落嵌線。

5. 選取下列任一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果要疊印尺標的線條，請選取「疊印線條」。

如果要將疊印套用至虛線、點虛線或圖樣線條中空格的顏色，請選取「疊印間隙」。

在「段落嵌線」對話框中的「疊印線條」和「疊印間隙」選項可儲存為段落樣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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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印註腳嵌線

InDesign 可自動插入嵌線，以便從文件內文分隔註腳。您可選擇疊印嵌線。

1. 請確認您的疊印顏色存有色票。

2. 選擇「文字 > 文件註腳選項」。

3. 在「註腳選項」對話框中，按一下「版面」標籤。

4. 選取「疊印線條」，然後按一下「確定」。

模擬特別色油墨的疊印

若要與不同中性色濃度值 (例如，紅和藍) 搭配模擬疊印特別色油墨的效果時，疊印模擬便相當有用。使用疊印模擬列印至複合輸出裝置時，可了解產
生的顏色是否為您想疊印或穿透的。

1. 在「列印」對話框的「輸出」區域中，從「顏色」選單中選擇複合選項。

選取「複合顏色保留不變」時，您無法模擬疊印。

2. 選取「模擬疊印」。

變更黑色疊印設定

若要在 InDesign 中將黑色物件去底色，您必須防止黑色色票疊印。不同於大多數色票預設會去底色，黑色色票預設會疊印，包括所有黑色線條、填色
和文字字元。100% 印刷黑色會在「色票」面板中顯示為 [黑色]。在「偏好設定」中取消選取疊印預設，或複製預設的黑色色票，並將複製的色票套用
至去底色的顏色物件上，即可將黑色物件去底色。如果關閉在「偏好設定」對話框中的疊印設定，則所有「黑色」實例將會穿透 (移除下方的油墨)。

請印刷廠在印刷時疊印印刷黑色，會比較簡單便宜。

1.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黑色表現方式」(Windows) 或「InDesign > 偏好設定 > 黑色表現方式」(Mac OS）。

2. 選取或取消選取「100% 疊印 [黑色] 色票」。

「100% 疊印 [黑色] 色票」不會影響 [黑色] 色調、未命名的黑顏色，或因透明度的設定或透明度的樣式之故而使其顯示為黑色的物件。此僅會
影響使用 [黑色] 色票上色的物件或文字。

Adobe 也建議
變更 CMYK 黑色外觀 (Illustrator、In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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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色彩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列印時使用色彩管理

複合影像的色彩輸出選項

列印嚴格校樣

改善列印的漸層和色彩混合

關於半色調網點和印表機網點

如需詳細資訊和指示，請按下列連結。

列印時使用色彩管理

在列印使用色彩管理的文件時，您可指定額外的色彩管理選項，讓印表機輸出時色彩保持一致。 例如，假設您的文件中已經包含一份供印前輸出使用
的描述檔，但又想先在桌上型印表機上校樣文件色彩； 在「列印」對話框中，您可以將文件的色彩轉換成桌上型印表機的色域；印表機的描述檔將會
取代目前的文件描述檔。 如果您選取「校樣」色域，並且以 RGB 印表機為目標印表機，InDesign 會使用所選取的色彩描述檔將顏色資料轉換為 RGB
數值。

當列印至 PostScript 印表機時，您也可使用 PostScript 色彩管理選項。 在這個例子中，InDesign 會將文件的色彩資料以其原始色域的校正版本，加上
文件的描述檔，直接傳送至 PostScript 印表機，並讓印表機將文件轉換為印表機的色域。 印表機的色域是以色彩演算字典 (CRD) 儲存在裝置上；這樣
才能進行與裝置無關的輸出。 CRD 是 PostScript 的對等色彩描述檔。 色彩轉換的最終結果會因印表機而有所不同。 如果要使用 PostScript 色彩管
理，首先您必須有一台 PostScript Level 2 以上的印表機；但不一定需要在您的系統上安裝印表機的 ICC 描述檔。

備註： 在處理色彩管理文件時，您可以使用「預檢」面板確定色彩符合您指定的方針。
1. 請確認已安裝正確的印表機驅動程式和 PPD。
2. 選擇「檔案」>「列印」。
3. 如果印表機預設中有您想要的設定，請從位於「列印」對話框頂端的「印表機預設」選單中進行選取。
4. 針對此文件，依照需要調整設定。
5. 按一下位於「列印」對話框左邊的「色彩管理」。
6. 從「列印」中選取「文件」。
7. 在「色彩處理」中，選擇「由 InDesign 決定顏色」。
8. 在「印表機描述檔」中，選取您輸出裝置的描述檔。

如果描述檔越精確地描述輸出裝置的行為和列印條件 (例如紙張類型)，色彩管理系統就越能正確地轉譯文件中實際顏色的數值

9. 選擇「保留 RGB 數值」或「保留 CMYK 數值」。

此選項決定 InDesign 如何處理沒有相關色彩描述檔 (例如沒有內嵌描述檔的讀入影像) 的顏色。 選取此選項時，InDesign 會將顏色數值直接傳
送至輸出裝置。 取消選取此選項時，InDesign 會先將顏色數值轉換為輸出裝置的色域。

在遵循安全的 CMYK 工作流程時，建議保留數值 列印 RGB 文件時則不建議保留數值。

10. 按下「設定」(Windows) 或「印表機」(Mac OS) 存取印表機驅動程式的對話框。
11. 關閉該印表機的色彩管理，然後按一下「列印」，返回 InDesign「列印」對話框。

每種印表機驅動程式均具有不同的色彩管理選項。 如果不確定如何關閉色彩管理，請參閱您的印表機說明文件。

12. 按一下「列印」。

複合影像的色彩輸出選項

在「列印」對話框的「設定」區域中，可決定文件中的複合色彩傳送至印表機的方式。 當啟用色彩管理時 (預設)，預設的「色彩設定」會產生校正色
彩輸出。 進行色彩轉換時特別色資訊會被保留，只有對等的印刷色會轉換為指定的色域。 如果不確定所要使用的色彩選擇，請諮詢您的印前服務供應
商。

複合模式只會影響使用 InDesign 建立的點陣化影像和物件；只有在重疊透明物件時，置入的圖形 (例如 EPS 和 Adobe PDF 檔案) 才會受影響。

如需有關複合列印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Adobe Print Resource Center，網址為 www.adobe.com/go/print_resource_tw。

備註： 非 PostScript 列印的可用選項取決於印表機使用的色彩模式，通常為 RGB。
列印為複合影像時，會停用自動補漏白；不過，您可選取「模擬疊印」選項來校樣文字、線條或填色的疊印。

「列印」對話框的「列印」區域包含下列「顏色」選項。 視印表機而定，也可以使用其他選項。

複合顏色保留不變 傳送特定頁面的全彩版本至印表機，保留所有原始文件中的顏色數值。 在選取這個選項時，「模擬疊印」會被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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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灰階 在列印至單色印表機但未進行分色時，可傳送特定頁面的灰階版本至印表機。

複合 RGB 在列印至 RGB 彩色印表機但未進行分色時，可傳送特定頁面的全彩版本至印表機。
複合 CMYK 在列印至 CMYK 彩色印表機但未進行分色時，可傳送特定頁面的全彩版本至印表機 (此選項僅適用於 PostScript 印表機)。
分色 為該文件所需的分色個別建立 PostScript 資料，並將該資訊傳送至輸出裝置 (此選項僅適用於 PostScript 印表機)。
點陣化影像處理器內分色 傳送分色資訊至輸出裝置的點陣化影像處理器 (此選項僅適用於 PostScript 印表機)。
文字為黑色 選取此選項，以黑色列印所有在 InDesign 中建立的文字，除非文字具有「無」或「紙張」色彩，或等同白色的顏色數值。 在建立列印與
PDF 散佈的內容時，此選項很有幫助。 例如，如果在 PDF 版本中的超連結為藍色，它們會在灰階印表機中列印為黑色而非難以閱讀的半色調圖樣。

列印嚴格校樣

嚴格校樣 (有時稱為校樣列印或打樣) 是在印刷機上最後輸出外觀的模擬樣張。 嚴格校樣是在比印刷機便宜的輸出裝置上製作的， 近年來，有些噴墨式
印表機已具備必要的解析度，也能產生做為嚴格校樣的便宜印刷品。

1. 選擇「檢視 > 校對設定 > 自訂」。
2. 在「自訂校樣條件」對話框中，選取您想要模擬的裝置，然後按一下「確定」。
3. 選擇「保留 RGB 數值」或「保留 CMYK 數值」，然後按一下「確定」。

此選項決定 InDesign 如何處理沒有相關色彩描述檔 (例如沒有內嵌描述檔的讀入影像) 的顏色。 選取此選項時，InDesign 會將顏色數值直接傳
送至輸出裝置。 取消選取此選項時，InDesign 會先將顏色數值轉換為輸出裝置的色域。

在遵循安全的 CMYK 工作流程時，建議保留數值 列印 RGB 文件時則不建議保留數值。

4. 選擇「檔案」>「列印」。
5. 如果印表機預設中有您想要的設定，請從位於「列印」對話框頂端的「印表機預設」選單中進行選取。
6. 針對此文件，依照需要調整設定。
7. 按一下位於「列印」對話框左邊的「色彩管理」。
8. 從「列印」中選取「校樣」。 描述檔應符合您所指定的校樣設定。
9. 在「色彩處理」中，選擇「由 InDesign 決定顏色」。

10. 選取「模擬紙張顏色」，模擬由文件描述檔所定義、列印媒體呈現出的特定白色 (絕對公制色度演算上色比對方式)。 並非所有描述檔都能使用
這個選項。

11. 按下「設定」(Windows) 或「印表機」(Mac OS) 存取印表機驅動程式的對話框。
12. 關閉該印表機的色彩管理，然後按一下「列印」，返回 InDesign「列印」對話框。

每種印表機驅動程式均具有不同的色彩管理選項。 如果不確定如何關閉色彩管理，請參閱您的印表機說明文件。

13. 按一下「列印」。

改善列印的漸層和色彩混合

PostScript Level 2 和 PostScript 3 輸出裝置最多可列印 256 種灰階；而根據裝置的解析度、指定的網線數和半色調方式，大多數的 PostScript 桌上型
雷射印表機可列印大約 32 到 64 種。 當每個可用的色調範圍大到足以看見個別色調之時就會出現顏色跳階。 另外，如果您指定漸層使用相差少於
50% 的百分比數值，此為較窄的色調範圍，更容易導致顏色跳階。 如果無法列印沒有顏色跳階的平滑漸層，請嘗試下列技巧：

使用在兩種或更多印刷色元件間變更至少超過 50% 的漸層。

指定較淡的顏色，或是縮短深色漸層的長度。 顏色跳階通常是出現在深色與白色之間。

增加漸層中變更的百分比。

減少文件的網線數 (僅適用於 PostScript 輸出裝置)。

如果顏色跳階發生於讀入的圖形，例如從 Adobe Illustrator® 檔案，您可能會需要調整原始圖形。

列印至可產生平滑漸層的 PostScript® 3 輸出裝置。

使用較短的漸層。 最適合的長度是依漸層的顏色而定，不過最好要短於 7.5 英寸。

關於半色調網點和印表機網點

大多數印表機使用印於格點上的半色調往點來模擬灰色；格點儲存格被稱為半色調儲存格，而格點列則稱為線段或網線數。 每個半色調網點都是由印
表機網點所組成， 隨著半色調儲存格為印表機網點所填滿，半色調網點會隨之變大，並產生較深的灰色調。

印表機解析度決定了可用來建立半色調網點的網點數。 具有較小網點的印表機可產生範圍更廣的半色調網點大小，而允許更多灰色調。 網線數也扮演
另一個角色：隨著網線數的增加，半色調儲存格隨之變小，因此可容納的印表機網點數變少，而產生較少的可能灰色調。 因此，在可能的灰階數與影
像粗糙度間存在著交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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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印表機網點模擬連續色調

A. 網線數所模擬的連續色調 B. 包含成列半色調網點的網線數 C. 由印表機網點組成的半色調網點

更多說明主題

  色彩管理

  處理色彩設定檔

Adobe Print Resource Center

  為讀入的影像進行色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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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6

http://help.adobe.com/zh_TW/CreativeSuite/CS5/Using/WS79B1AB30-AF45-4a89-9F0A-F83B1D991390.html
http://help.adobe.com/zh_TW/CreativeSuite/CS5/Using/WSBB0A8512-8151-408c-9F79-4A9E9E3BA84C.html
http://www.adobe.com/go/print_resource_tw
http://help.adobe.com/zh_TW/CreativeSuite/CS5/Using/WS0288D7CD-EEA8-4c6c-B48E-F499B06F8632.html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x.adobe.com/tw/legal/legal-notices.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tw


油墨、分色與網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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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墨管理概觀

指定要分色的顏色

以印刷色將特別色分色

為特別色建立油墨別名

使用 Lab 值顯示或輸出特別色
關於半色調網頻

指定半色調網線數和解析度

關於膜面和影像曝光

指定膜面

指定影像曝光

檢查分色與文件設定

校樣分色

製作點陣化影像處理器內分色

列印或儲存分色

油墨管理概觀

「油墨管理」在輸出期間提供了控制油墨。使用「油墨管理」所執行的變更會影響輸出，而非影響顏色在文件中如何定義。

「油墨管理」選項對列印服務供應商而言特別有用。例如，若印刷工作包含特別色，則服務供應商便可開啟文件，並將特別色變更為對等的 CMYK 印
刷色。如果文件包含兩個相似的特別色但僅需要其中一個，或如果相同的特別色具備兩個不同的名稱，服務供應商可能要將這兩個色彩映對至一個別

名。

在補漏白工作流程中執行補漏白時，「油墨管理」可設定控制油墨的濃度和油墨正確的編號與順序。

InDesign 和 Acrobat 共用同一種「油墨管理」技術。但是，僅 InDesign 包含「特別色使用標準 Lab 數值」選項。

油墨管理

A. 印刷油墨 B. 具備別名的特別色油墨 C. 特別色油墨 

開啟「油墨管理」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從「分色預視」面板選單中 (「視窗 > 輸出 > 分色預視」)，選擇「油墨管理」。
選擇「檔案 > 列印」，然後按一下「輸出」。在「輸出」區段按一下「油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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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要分色的顏色

每一分色會以 InDesign 指派的顏色名稱標記。若在顏色名稱旁出現一個印表機的圖示，則表示 InDesign 會建立該顏色的分色片。所有特別色油墨亦
會在油墨清單中出現，包含在讀入的 PDF 檔案或 EPS 圖形中定義和使用的油墨。

1. 在「列印」對話框的「輸出」區域中選取「分色」，如果使用支援點陣化影像處理器內分色的 PPD 檔案，則選取「點陣化影像處理器內分
色」。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建立分色片，請確認油墨清單中的顏色名稱旁有顯示印表機圖示。

如果要選擇不建立分色片，請在顏色名稱旁的印表機圖示按一下。 印表機圖示就會消失。

以印刷色將特別色分色

您可使用「油墨管理」將特別色轉換為印刷色。當特別色轉換為對等的印刷色時，它們會列印為分色片，而不是集中在單一色版上。如果不小心將特

別色加入印刷色文件中，或如果文件包含的特別色已超過實際可列印的，轉換特別色則就很有幫助了。

1. 在「油墨管理」中，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將個別的特別色分色，請按一下特別色或別名特別色左方的油墨類型圖示。印刷色圖示隨即顯示。(要將色彩變更回特別色，請再按一
下圖示)。

要將所有特別色分色，請選擇「將所有特別色轉換為印刷色」。在特別色左方的圖示會變更為印刷色圖示。要存回特別色，請取消選取「將

所有特別色轉換為印刷色」。

選取「將所有特別色轉換為印刷色」不但會移除在「油墨管理」中所設定的所有油墨別名，而且會影響文件中疊印和補漏白的設定。

2. (僅 InDesign) 要使用特別色的 Lab 值而非 CMYK 定義，請選擇「特別色使用標準 Lab 數值」。

為特別色建立油墨別名

您可以通過建立別名將特別色映對至不同的特別色或印刷色。如果文件包含兩種類似的特別色，當僅需一種特別色、或包含過多特別色時，別名則相

當有幫助。您可於列印的輸出中查看油墨別名的效果，如果「疊印預視」模式已開啟，您即可在螢幕上查看效果。

1. 在「油墨管理」中，請選擇要建立別名的特別色油墨。

2. 請選擇「油墨別名」選單中的選項。油墨類型圖示和油墨說明會依選擇的選項變更。

使用 Lab 值顯示或輸出特別色

某些預先定義的特別色，例如 TOYO、PANTONE、DIC 和 HKS 資料庫的顏色，會定義為使用 Lab 顏色值。為了提升舊版 InDesign 的向後相容性，
這些色彩庫中的顏色亦包含了 CMYK 定義。當 Lab 顏色值與正確的裝置描述檔一起使用時，就可以讓所有裝置都產生最精確的輸出。如果色彩管理為
專案的關鍵，您或許寧可使用其 Lab 值顯示、轉存和列印特別色。「油墨管理」的「特別色使用標準 Lab 數值」選項可控制 InDesign 將對這些預先
定義的特別色使用哪種色彩模式：Lab 或 CMYK。若需輸出的結果符合舊版的 InDesign，則應使用對應的 CMYK 值。

如果要改善螢幕上的精確度，在「疊印預視」開啟時，InDesign 會自動使用 Lab 值。 如果選取「列印」或「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的
「輸出」區域中「模擬疊印」選項，則在列印或轉存時亦會使用 Lab 值。

1. 由「分色預視」面板選單中選擇「油墨管理」。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針對 Lab 值，選取「特別色使用標準 Lab 數值」。

針對 CMYK 值，取消選取「特別色使用標準 Lab 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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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半色調網頻

在商業印刷中，連續色調是由圓點 (稱為“半色調網點”) 列印成列 (稱為“網線”或“網屏”)。線段在列印時採用不同的網角列印來消弭箭頭。「列印」對話
框的「輸出」部分中的「加網」選單將以目前選定的 PPD 為基礎，以每英寸直線數 (lpi) 顯示建議的網線數組合，並以每英寸點數 (dpi) 顯示解析度。
如果您油墨清單中選擇油墨後，「網線數和網角」方塊中的值隨即變更，顯示該油墨的半色調網頻與網角。

高網線數 (例如 150 lpi) 會將組成影像的網點分配地更為緊密，以在印刷上建立更精緻的影像；而低網線數 (60 lpi 至 85 lpi) 則是將網點分布地更為疏
鬆，使得建立的影像較為粗糙。網點的大小也是由網線數決定。高網線數使用小的網點；低網線數則是使用大的網點。選擇網線數的最重要因素是您

將使用的印刷方式。請諮詢您的服務供應商其印刷所能處理的最佳網線數目，並依此作出正確的決定。

網屏

A. 65 lpi：列印通訊刊物和購物折價券的粗糙網屏 B. 85 lpi：列印報紙用的一般網屏 C. 133 lpi：列印四色雜誌用的高品質網屏 D. 177 lpi：非常細的
網屏，通常用於年度報告或藝術書籍中的影像。 

高解析度網片輸出機的 PPD 檔案提供了廣泛的可能網頻，搭配不同的網片輸出機解析度。低解析度印表機的 PPD 檔案一般只有少數網線數可供選
擇，通常只有介於 53 lpi 與 85 lpi 之間的粗糙品質。不過，此類粗糙的網線數，可在低解析度印表機上獲得最佳結果。例如，如果用於最後輸出的是
低解析度印表機，當使用較好的 100 lpi 的網線數時，實際上會降低您的影像品質。

指定半色調網線數和解析度

由「列印」對話框的「輸出」區段中，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如果要選取其中一個預設網線數與印表機解析度組合，請由「加網」選單中選擇選項。

如果要指定一個自訂的半色調網線數，請選取要自訂的色版，然後在「網頻」文字方塊中輸入 lpi 數值，並在「網角」文字方塊中輸入網角數
值。

建立您專屬的半色調網屏之前，請洽詢服務供應商偏好的網頻和網角。另外，請注意，某些輸出裝置會取代預設的網頻和網角。

關於膜面和影像曝光

依照使用的印刷機類型資訊，以及從底片轉換至列印色版的方式，您可能需要提供服務供應商底片的負片或正片、膜面向上或向下。膜面是指底片或

紙上的感光面。通常美國地區的服務供應商需要負片，而歐洲和日本則要求正片。請詢問您的服務供應商，以確定偏好的膜面方向。

如果要分辨您所看到的是膜面或非膜面 (亦稱為“片基”)，請在亮光下檢驗最後的底片。其中一面會比另一面更為光亮。較光亮的那一面是片基，較暗的
那面是膜面。

膜面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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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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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正片影像 B. 負片 C. 膜面向下的負片 

「列印」對話框中的膜面與影像曝光設定將覆寫印表機驅動程式中所有衝突的設定。請總是使用「列印」對話框指定列印設定。

指定膜面

1. 在「列印」對話框的「輸出」區段中，針對「顏色」選擇「複合灰階」或分色選項。

2. 針對「翻轉」，選取下列任一項選項：

維持可列印區域的方向不變。當其感光面對著您時，影像中的文字可直接閱讀 (即是「正讀」)。

跨越垂直軸建立可列印區域的鏡像，使其可「反讀」。

跨越水平軸建立可列印區域的鏡像，使其上下顛倒。

跨越水平與垂直軸建立可列印區域的鏡像，使其可「反讀」。感光面不是面向您時，文字便可直接閱讀。列印在底片上的影像經常

用「水平和垂直」進行列印。

指定影像曝光

1. 在「列印」對話框的「輸出」區段中，針對「顏色」選擇「複合灰階」或分色選項。

2. 選取或取消選取「負片」選項。

檢查分色與文件設定

「列印」對話框的「摘要」區域可顯示色彩管理資訊的摘要、印表機的標記尺寸和文件的出血。 此區段亦會表示是否已啟用補漏白。

在列印或將文件交付給服務供應商之前，亦可執行品質檢查。

校樣分色

建立印稿校樣，確認顏色是否正確分色列印，或建立螢幕校樣，預視在特定輸出裝置上重製的文件色彩看起來如何。

雖然無法由校樣得知最後輸出的結果是否表現精確，但仍可透過校正所有用來建立文件的裝置 (例如掃描器、螢幕和印表機)，大幅改善其精確
度。如果裝置經過校正，色彩管理系統便能幫助您取得可預期和一致的顏色。

印稿校樣可呈現您預期最後顯示分色的方式，並幫助服務供應商確認輸出為正確的。請確認已列印 PostScript 印表機上的校樣；您無法從非
PostScript 印表機上列印可靠的校樣分色。

為了確保檔案將正確地列印，請考慮將分色儲存為 PostScript 檔案，首先利用 Acrobat Distiller 將 PostScript 檔案轉換為 Acrobat 8 PDF，然後再
於 Acrobat 中檢視該 PDF 文件。 在 Acrobat 中檢視 PDF 文件時，可在最細部處檢閱高品質的 PostScript 輸出。

製作點陣化影像處理器內分色

如果要製作點陣化影像處理器內分色，您需要下列軟體和硬體：

790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註解：

回到頂端

註解：

註解：

支援點陣化影像處理器內分色的 PPD 檔案。

任何 PostScript 3 輸出裝置或 PostScript Level 2 裝置，其 RIP 支援點陣化影像處理器內分色。 如果文件包含 Photoshop 5.0 或更新版本中的雙
色調，則需要用 PostScript 3 裝置產生點陣化影像處理器內分色。

依可用的印前軟體，服務供應商可能會在輸出裝置的點陣影像處理器執行例如像是補漏白、拼版、分色和 OPI 取代之類的印前動作。 因此，
您的服務供應商可能偏好收到經由點陣化影像處理器內分色最佳化的複合 PostScript 檔案，而非預先分色的 PostScript 檔案。

列印或儲存分色

1. 若檔案存有適當的分色設定，請由「列印」對話框上方的「列印預設」選單中選擇預設。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列印至輸出裝置，請由「印表機」選單中選擇裝置。

如果要列印至檔案，請由「印表機」選單中選擇「PostScript® 檔案」。 然後再選擇支援輸出裝置的 PPD。

3. 按一下「一般」，然後指定要執行分色的頁面。

4. 按一下「輸出」，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列印至輸出裝置，請由 InDesign 中選擇「分色」以建立分色。

如果要列印至檔案，請選擇「分色」或「點陣化影像處理器內分色」，將分色設定儲存至複合 PostScript 檔案中，以便在點陣影像處理器中
處理。

如果要使用 Adobe 點陣化影像處理器內分色補漏白，您必須處理點陣化影像處理器內分色，而非基於主機分色。 否則，補漏白功能便
無法一次存取所有的顏色，且亦無法執行補漏白。

5. 按一下「圖形」，然後執行下列作業：

針對「傳送資料」，選擇「全部」。

下載時請選擇「完整」或「子集」，除非稍後插入字體 (例如在點陣影像處理器中，或由後置應用程式)。

針對 PostScript®，選取輸出裝置的 PostScript Level：Level 2 或 Level 3。

6. 按一下「進階」，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在輸出期間以高解析度版本取代內嵌到置入 EPS 檔案裡的低解析度圖形，在 EPS 檔案置入於 InDesign 文件中時，請確認已選取
「讀取內嵌的 OPI 影像連結」，然後在「列印」對話框的「進階」區域中選取「OPI 影像取代」。

如果要忽略不同的讀入圖形類型，以便稍後由 OPI 伺服器執行取代時，請由「忽略 OPI」選項中選取。

針對「透明度平面化預設集」，選擇「高解析度」或含有高解析度設定的可用自訂樣式。

7. 選擇任何其他列印選項。

8.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列印至輸出裝置，請按一下「列印」。

如果要列印至檔案，請按一下「儲存」並接受預設檔案名稱，或是為檔案輸入另一個名稱。然後再次按一下「儲存」。

一旦建立了 InDesign 文件的分色，則「列印」對話框中已選擇的設定將與分色的檔案儲存在一起。 在儲存檔案時，即會儲存分色設定、PPD
資訊和「列印」對話框中所指定的任何色彩轉換。

Adobe 也建議
螢幕校樣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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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PostScript 和 EPS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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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立 PostScript 或 EPS 檔案
選擇建立 PostScript 檔案的正確方式
關於與裝置和驅動程式相關的 PostScript 檔案
建立與裝置無關的 PostScript 檔案
使用 InDesign 建立與裝置相關的 PostScript 檔案
使用 PostScript 印表機驅動程式建立 PostScript 檔案 (Windows)
使用 PostScript 印表機驅動程式建立 PostScript 檔案 (Mac OS)
將頁面轉存為 EPS 格式

建立 PostScript 或 EPS 檔案

另一種列印文件至印表機的方式是，將文件的 PostScript 語言描述儲存為 .PS 檔案，在遠端印表機上列印，例如，由印前服務提供者進行列印。 服務
提供者可將 .PS 檔案直接傳送至網片輸出機。 由於嵌入了圖形與字體，PostScript 檔案的大小通常大於原始的 InDesign 文件。

您也可將文件頁面或跨頁轉存至 EPS (壓縮的 PostScript) 檔案，並置入其他應用程式中。

選擇建立 PostScript 檔案的正確方式

您可以將 InDesign 文件或書冊儲存為下列三種 PostScript 檔案類型之一：與裝置無關的、與裝置相關的，或是與裝置和驅動程式相關的。

下表列出建議的印表機驅動程式清單，以及在後置作業應用程式與 InDesign 中達成最佳結果的輸出方式。 如果您的文件在由點陣影像處理器列印前，
將會經過 OPI 伺服器、拼版、補漏白或是其他印前應用程式的處理，請在 InDesign「列印」對話框的「印表機」選單中選取「PostScript® 檔案」。
如此一來，InDesign 可以對 DSC 輸出進行的完全控制。 針對桌上型列印，請使用任何支援的 PostScript 印表機驅動程式。

表格用星號來表示每個印前工作方式的相對適用性：

PostScript 檔案與 DSC 完全相容，而且非常適用於搭配廣泛的後置作業應用程式、點陣影像處理器與工作流程使用。 這個方式是依賴 DSC 之應
用程式最佳的全方位選擇。

PostScript 檔案與 DSC 高度相容，而且非常適用於搭配廣泛的後置作業應用程式、點陣影像處理器與工作流程使用。 某些相當依賴 DSC 的應用
程式類型可能會存在一些相容性問題。

當印表機選擇為「PostScript® 檔案」時，不會使用印表機驅動程式。

印表機選擇：PostScript® 檔案

作業系統 PPD 印前適用性

所有平台 與裝置無關的 ***

與裝置相關的 ***

印表機選擇：<安裝的印表機>

作業系統 印表機驅動程式 印前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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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的印表機所使用的 PPD，會出現在「列印」對話框頂端的「PPD」文字方塊中。

關於與裝置和驅動程式相關的 PostScript 檔案

在「印表機」選單中選取印表機和支援的驅動程式。 與裝置和驅動程式相關的 PostScript 檔案具有下列特性：

它與驅動程式無關。 PostScript 檔案包含由 InDesign 和驅動程式所產生的程式碼。 InDesign 程式碼主要是負責頁面內容，包括字體下載，以及
負責設定基本裝置資訊，例如媒體尺寸、解析度與加網。 驅動程式主要是負責設定特別的驅動程式功能，例如浮水印，以及負責啟用或控制特別
的裝置功能。 由於 InDesign 對建立 PostScript 檔案沒有完全的控制，與 DSC 的相容程度不如建立與驅動程式無關的 PostScript 檔案時為高。
DSC 的相容度以及 PostScript 檔案針對印前工作的適用性，取決於所使用的印表機驅動程式。

它與裝置相關。 它包含啟用與控制特定裝置功能的程式碼，使它和目標裝置以外的裝置較不相容。

它可以是複合或分色的 (可使用所有 InDesign 支援的顏色輸出方式)。

可由 InDesign (使用「應用程式內建」或「Adobe In-RIP 補漏白」) 進行補漏白。

可以被直接列印至裝置或檔案。

與裝置和驅動程式相關的 PostScript 檔案適用於利用桌上型 PostScript 印表機進行校樣 (由設計師) 。 不打算進行 InDesign 或點陣影像處理器系統以
外的任何印前工作的服務提供者，也可以使用。 也就是說，補漏白會在 InDesign 或點陣影像處理器中進行。

建立與裝置無關的 PostScript 檔案

在「印表機」選單中選取「PostScript 檔案」，然後在「PPD」選單中選取「與裝置無關」。 與裝置無關的 PostScript 檔案具有下列特性：

100% 與 DSC 相容，使檔案非常適用於後置作業工作，像是補漏白和拼版。

所有裝置和驅動程式的依賴性都被移除，因此檔案將可列印至幾乎所有的輸出裝置。 不過，PPD 檔案中的特殊印表機功能，例如影像曝光、可
用媒體尺寸和最佳化網線數，將無法使用於與裝置無關的輸出中。

顏色輸出永遠為複合 CMYK，但是它也包括特別色。 因此，它必須在後置作業軟體中進行分色，或是在點陣影像處理器中使用點陣影像處理器
內分色。

它無法由 InDesign 進行補漏白；補漏白必須在點陣影像處理器或後置作業軟體中進行。

只能列印至取自 InDesign 的檔案 (非直接列印至裝置或應用程式)。

與裝置無關的 PostScript 檔案適用於複合印前工作流程，其中檔案會在生產程序的後期進行補漏白與分色，例如在拼版、補漏白或是點陣影像處
理器 (如果輸出裝置支援點陣影像處理器內分色) 時。

1. 選擇「檔案」>「列印」。

2. 在「列印」對話框中，針對「印表機」選擇「PostScript 檔案」。

3. 從「PPD」中，選擇「與裝置無關」。

4. 檢視或變更現有列印設定。 InDesign 在建立 PostScript 檔案時使用現有頁面範圍。

5. 按一下「儲存」。

6. 指定名稱和位置，並按一下「儲存」。

Mac OS 10.2 Mac OS X 內建的 PS Driver **

Windows 2000/XP Pscript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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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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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nDesign 建立與裝置相關的 PostScript 檔案

在「印表機」選單中，選取「PostScript 檔案」，然後選取 PPD。 與裝置相關的 PostScript 檔案具有下列特性：

100% 與 DSC 相容，使檔案非常適用於後置作業工作，像是補漏白和拼版。

包含一切文件的描述，包括關於連結檔案、最佳化網點數、解析度，以及針對目前所選取之輸出裝置可用媒體尺寸的資訊。

所有的驅動程式依賴性都會移除。

可為複合或分色。 所有 InDesign 所支援的顏色輸出方式皆為可用 (如果 PPD 和輸出裝置支援，可使用點陣影像處理器內分色)。

可由 InDesign (使用「應用程式內建」或「Adobe In-RIP 補漏白」) 進行補漏白。

只能列印至取自 InDesign 的檔案 (非直接列印至裝置或應用程式)。

與裝置相關的 PostScript 檔案適用於預先分色或補漏白工作流程；檔案將使用 InDesign 內的自動或「Adobe In-RIP 補漏白」功能進行補漏白。

1. 選擇「檔案」>「列印」。

2. 在「列印」對話框中，針對「印表機」選擇「PostScript 檔案」。

3. 選擇最後輸出裝置的 PPD。

4. 檢視或變更現有列印設定。 InDesign 在建立 PostScript 檔案時使用現有頁面範圍。

5. 按一下「儲存」。

6. 指定名稱和位置，並按一下「儲存」。

使用 PostScript 印表機驅動程式建立 PostScript 檔案 (Windows)

1. 選擇「檔案」>「列印」。

2. 在 InDesign「列印」對話框中，按一下對話框底部的「設定」按鈕。

3. 從印表機驅動程式的對話框中選取「列印至檔案」。

4. 按一下「版面」索引標籤，然後按一下「進階」按鈕。

5. 按一下「文件選項」，然後按一下「PostScript 選項」，接著再從「PostScript 輸出選項」選單中選取「最佳化可攜性」。 按一下「確定」。

6. 按一下「確定」或「列印」，返回 InDesign「列印」對話框。

7. 在 InDesign「列印」對話框中，按一下「列印」。

8. 指定名稱和位置，並按一下「儲存」。

使用 PostScript 印表機驅動程式建立 PostScript 檔案 (Mac OS)

1. 選擇「檔案」>「列印」。

2. 在「列印」對話框中，選擇「印表機」選單中的「PostScript 檔案」，然後按一下「儲存」。

3. 在「儲存 PostScript 檔案」對話框中，指定 PostScript 檔案 (.ps) 的名稱和位置，然後按一下「儲存」。

將頁面轉存為 EPS 格式

使用「轉存」指令將 InDesign 頁面轉存為可讀入其他程式的 EPS 格式。 如果轉存多重頁面，各頁面將會轉存為個別檔案，並在檔名之後附加編號。
例如，如果您轉存第 3、6 與 12 頁，並指定檔案名稱為 News.eps，InDesign 會建立三個名稱分別是 News_3.eps、News_6.eps 與 News_12.eps 的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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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cript®

顏色

保持不變

CMYK

灰色

RGB

PostScript® 色彩管理

預視

嵌入字體

無

完整

子集

資料格式

影像

如果您想要在 Illustrator 或 Adobe Photoshop 中開啟 InDesign 頁面，請將頁面轉存為 PDF 或 EPS 檔案。

1. 選擇「檔案 > 轉存」。

2. 指定位置與檔案名稱。 請確認包含 EPS 副檔名。

3. 在「存檔類型」(Windows) 或「格式」(Mac OS) 中，選擇「EPS」，並按一下「儲存」。

4. 在「轉存 EPS」對話框的「頁面」，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取「所有頁面」，轉存文件中的所有頁面。

選取「範圍」，並輸入頁面範圍。 您可使用連字號輸入範圍，並利用逗號分隔頁面或範圍。

選取「跨頁」，將對頁轉存為單一 EPS 檔案 (每 EPS 一個跨頁)。

5. 設定其他選項。

6. 在「出血」中，輸入介於 0p0 與 36p0 的數值，指定超出頁面邊緣或剪裁區域的圖形位置的額外間距。

7. 按一下「轉存」。

EPS 轉存選項

轉存至 EPS 時，您可指定下列選項：

指定 PostScript 輸出裝置中的轉譯器相容等級。 Level 2 一般會改善在 PostScript Level 2 或更高等級的輸出設備列印圖形時的速度和
輸出品質。 Level 3 可提供最佳的速度和輸出品質，但需使用 PostScript 3 裝置。

指定色彩在轉存檔案中的表現方式。 下方的選項與「列印」對話框中的「色彩設定」相類似。

讓各影像保留為其原始色域。 例如，如果文件包含 3 個 RGB 影像與 4 個 CMYK 影像，所產生的 EPS 檔案將會包含相同的 RGB
和 CMYK 影像。

透過使用青色、洋紅色、黃色與黑色印刷色油墨的色域來表現所有顏色數值，建立可分色檔案。

將所有顏色數值轉換為高品質的黑白影像。 而被轉換物件的灰階 (灰色) 會表現原始物件的明度。

使用紅色、綠色與藍色色域來表現所有顏色數值。 有 RGB 色彩定義的 EPS 檔案更適合在螢幕上進行檢視。

以經過校正的文件原始色域來使用文件的顏色資料。

決定檔案中所儲存之預視影像的特性。 預視影像會顯示在無法直接顯示 EPS 圖稿的應用程式中。 如果您不想要建立預視影像，請從「格式」選
單中選擇「無」。

指定包含轉存頁面所使用的字體的方式。

會在 PostScript 檔案中加入字體的參考資料，告知點陣影像處理器或後置作業處理器應在哪裡加入字體。

在列印工作開始時，就下載文件所需的所有字體。 即使沒有出現在文件中，還是會下載字體中的所有字符和字元。 InDesign 會自動對
包含超過「偏好設定」對話框中所指定之字符 (字元) 上限數的字體建立子集。

只會下載文件中所使用的字元 (字符)。

指定 InDesign 將影像資料從您的電腦傳送至印表機的方式：以 ASCII 或二進位資料。

指定轉存檔案包含的置入點陣影像的影像資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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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

代理

OPI 影像取代

忽略 OPI

透明度平面化

油墨管理

在轉存檔案中包含所有可用的高解析度影像資料，此種作法需要最多的磁碟空間。 如果檔案將會在高解析度的輸出裝置上列印，請選取
此選項。

只在轉存檔案中包含置入點陣圖影像的螢幕解析度版本 (72 dpi)。 同時選擇此選項和「OPI 影像取代」選項，或是如果所得出的 PDF 檔
案將會在螢幕上檢視時。

可讓 InDesign 在輸出期間以高品質圖形取代低解析度的 EPS 代理圖形。

在傳送影像資料至印表機或檔案時，選擇性地忽略讀入的圖形，並僅留下 OPI 連結 (注釋) 供 OPI 伺服器後續處理。

在「預設集」選單中選取平面化預設，指定透明物件出現在轉存檔案中的方式。 這個選項和出現在「列印」對話框中「進階」區域的
「透明度平面化」選項相同。

在不改變文件設計的狀況下校正任何油墨選項。

Adobe 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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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補漏白的油墨選項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回到頁首

調整油墨的中性色濃度值

自訂補漏白用於特種油墨

調整補漏白序列

調整油墨的中性色濃度值

您可以調整選取的補漏白引擎用來判定補漏白準確定位的油墨中性色濃度 (ND) 值。印刷油墨的預設 ND 值是以符合全球各地業界標準之印刷油墨色票
的中性色濃度讀數為準。要遵循的標準是由其語言版本所決定。例如，美國英文和加拿大版本 的 ND 值即符合由 Graphic Arts Technical Foundation
of North America 所頒佈的 Specifications for Web Offset Publications (SWOP) 純色油墨濃度值。您可以調整印刷油墨中性色濃度，以符合其他區域
的印刷業界標準。

補漏白引擎會從 CMYK 對等色推算出特別色的 ND 值。在大部分的特別色中，其 CMYK 對等色 ND 值的準確度都足以產生正確的補漏白效果。不容
易利用印刷油墨模擬出來的特別色油墨 (例如金屬色油墨和亮光漆)，可能必須調整其 ND 值，補漏白引擎才能正確進行補漏白。輸入新的值之後，就
可以確保補漏白引擎能夠正確辨識色彩明顯較深或較淺的油墨，因此也能夠套用適當的補漏白放置方式。

您可以向您的商業印表機取得特定油墨的適當中性色濃度值。判斷油墨 ND 值最精確的方法就是利用商用濃度計度量油墨的色票。請判讀「V」或油墨
的視覺濃度 (請勿使用印刷濾鏡)。如果得出的數值與預設值不同，請在 ND 文字方塊中輸入新數值。

備註： 變更特別色的中性色濃度將僅顯示該色彩的補漏白方式，並不會改變該色彩在文件中的外觀。
調整 ND 值時請遵守下列準則：

「金屬色和不透明油墨」 金屬色油墨的色彩通常比它們的 CMYK 對等色深，而不透明油墨則會遮住下面的任何油墨。一般而言，您應該將金屬色和不
透明特別色的 ND 值設定成比預設值高很多，以確保這些特別色不會擴散。
備註： 在「油墨管理」的「文字」選單中將油墨設定成「不透明」或「忽略不透明」之後，除非另外一種不透明油墨的 ND 值更高，否則就可以防止
不透明油墨擴散到其它色彩中。

「粉色油墨」 這些油墨通常都比對等的印刷色淺。您可以將這些油墨的 ND 值設定成低於其預設值，以確保這些油墨能夠擴散到毗鄰的深色部分。
「其它特別色油墨」 有些特別色，例如淺粉藍或霓虹橘，顯然比它們的 CMYK 對等色深或淺。您可以透過比較實際的特別色油墨的印刷色票與其
CMYK 對等色的印刷色票，判斷是否確實如此。您可以視需要提高或降低特別色油墨的 ND 值。

自訂補漏白用於特種油墨

使用某些特定油墨時，您必須考量某些特殊的補漏白因素。例如，在文件中使用亮光漆時，您不想讓亮光漆影響到補漏白的效果。但是，如果要以完

全不透明的油墨疊印某些特定區域，就不需要為下面的項目建立補漏白效果。這些情況都有不同的油墨選項可以使用。通常，除非印前輸出中心建議

您做變更，否則最好不要更改預設設定。

備註： 文件中使用的專業油墨和亮光漆，可能是混合兩種特別色油墨或是將一種特別色油墨與一或多種印刷油墨混合的結果。
1. 開啟「油墨管理」，然後選取需要特殊處理的油墨。
2. 在「類型」中，請選擇以下任一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正常 用於傳統印刷油墨和大多數的特別色油墨。

透明 用於透明油墨以確保底層項目也會進行補漏白。請在亮光漆和模圖打樣油墨上使用此選項。

不透明 用於厚重的不透明油墨以防止對底層色彩進行補漏白，但可以沿著油墨的邊緣進行補漏白。請在金屬色油墨上使用這個選項。

「忽略不透明」 用於厚重的不透明油墨以防止對底層色彩進行補漏白，也不會對油墨的邊緣處進行補漏白。請在對其它油墨會有不當影響的油

墨 (例如金屬色和亮光漆) 上使用此選項。

調整補漏白序列

補漏白順序 (亦稱為“補漏白次序”) 與油墨在印刷機上的列印次序相同，但是與輸出裝置上產生的分色次序不同。

如果您要列印多種不透明的色彩 (例如金屬色油墨)，補漏白的順序尤其重要。順序編號較低的不透明油墨會塗在順序編號較高的不透明油墨下面，如
此便可避免最後套印的油墨發生擴散的現象，但是仍然可以產生適當的補漏白效果。

備註： 在尚未諮詢印前輸出中心的意見之前，請勿任意更改預設的補漏白順序。
1. 請開啟「油墨管理」。目前的補漏白順序會顯示在油墨清單的「順序」欄中。
2. 請選擇油墨，輸入「補漏白順序」的新數值，然後按 Tab 鍵。選擇的油墨的順序編號將會變更，其它的順序編號也會隨著一併變更。
3. 對所有需要的油墨重複前述步驟，然後按一下「確定」。

更多說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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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出版物

套用基於參考線的液態版面規則

Anne-Marie Concepcion  (2012/05/15)
教學 - 視訊
瞭解基於參考線的「液態版面」規則的運作方式，以及如何建立液態參考線和尺標參考線。

套用基於物件的液態版面規則

Anne-Marie Concepcion  (2012/05/15)
教學 - 視訊
探索基於物件的「液態版面」規則的運作方式，包括物件上和透過「液態版面」面板。

瞭解液態版面規則

Anne-Marie Concepcion  (2012/05/15)
教學 - 視訊
此教學課程定義及展示「液態版面」，並導覽「液態版面」相關指令和對話框的位置。

使用基本液態版面規則: 「縮放」、「重新置中」與「根據主版」
Anne-Marie Concepcion  (2012/05/15)
教學 - 視訊
瞭解如何在調整版面大小時套用「無」、「縮放」及「重新置中」規則。同時也學習「根據主版」的意思。

使用替代版面

Anne-Marie Concepcion  (2012/05/15)
教學 - 視訊
瞭解如何在列印和數位排版中使用「替代版面」。

變更 Adobe ID 關聯的電子郵件
WHB III  (2012/04/24)
疑難排解

變更 Adobe ID 電子郵件: DPS

控制內容從 InDesign 轉存到 EPUB 的順序，而不需變更版面 (影片 04:54)
Colin Fleming  (2011/01/01)
教學 - 視訊
瞭解如何在不變更版面或撰寫程式碼的情形下，在「文章」面板中建立和組織文章以便轉存至 EPUB。

建立 EPUB 的封面頁和標題頁 (影片 05:50)
Colin Fleming  (2011/01/01)
教學 - 視訊
瞭解如何建立 EPUB 標題的封面頁和標題頁。

轉存文件為 EPUB (PDF, 265 KB)
參考  (2011/01/01)
快速簡介如何在 InDesign CS5 中將您的版面轉存為 EPUB。

轉存為適合 Apple iBookstore 的 EPUB (PDF, 2.5 MB)
參考  (2011/01/01)
瞭解如何建立適合 Apple iBookstore 的 EPUB

Folio Producer 工具 (影片 1:04)
教學 - 視訊  (2011/01/01)
很簡短的介紹適用於數位排版的 Folio Producer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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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內容轉存為 EPUB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概觀
文字支援
超連結支援
導覽支援
為書冊產生 CSS
轉存為 EPUB
固定版面轉存選項
可重排版面轉存選項
物件轉存選項
EPUB 資源

概觀

您可以將 InDesign 文件轉存為 EPUB，讓使用者可在 EPUB 閱讀程式中檢視輸出。

您可以選擇將文件轉存為可重排版面的 EPUB 格式。可重排版面的 EPUB 文件可讓 EPUB 閱讀程式根據顯示裝置將內容最佳化。

如果文件鎖定的對象是 e-Ink 裝置的使用者，使用可重排版面的格式會比較恰當。此外，如果想要在閱讀程式中提供變更文字字體和大小的選項，也最
好使用可重排版面的格式。

您可以選擇將文件轉存為固定版面格式。固定版面格式可讓您在文件中包含音訊、影片及邊緣內容。

您也可以將包含導覽按鈕、頁面切換效果、動畫及超連結等控制的互動式文件轉存為固定版面格式。

固定版面格式較適合用於包含大量圖形、音訊及影片內容的文件，因此，十分適合用於童書、食譜、教科書及漫畫書。

文字支援

建立要轉存為固定版面格式的文件時，可支援下列文字選項:

不會將文字點陣化，因此，可搜尋及選取即時文字

即時文字可以水平與垂直縮放

可包含定位前置字元

語言屬性會標註在標記中

標記會以 CSS 類別標註

支援連至 URL、文字錨點及頁面的文字超連結和交互參照

在要轉存為 EPUB 的文件中包含文字時，還須注意下列限制:

不支援在個別字符進行字距微調，而會在單字的所有字母間平均分配字母間距

因為裝置支援有限，不支援 OpenType 功能所產生的替代字符 (包括小型大寫字、全部大寫字及分數字)

仍未能正確支援中東由右至左的文字框

日文文字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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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地標

EPUB 2

導覽頁面清單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在轉存為固定版面格式時，可使用下列日文功能選項:

注音文字在輸出中為即時，而非點陣化

即時文字支援旁注

即時文字支援字元旋轉

支援複合字體

支援垂直文字框，包括旋轉字符

在要轉存為 EPUB 的文件中包含日文文字時，還須注意下列限制:

垂直文字框不支援日文直排內橫排

使用 True Type 字體時，日文全形字元會失去定位

日文著重號字體在即時文字中會點陣化

超連結支援

建立要轉存為固定版面格式的文件時，可支援下列超連結選項:

文字型超連結和交互參照

物件型超連結

文字型和物件型超連結的頁面超連結

導覽支援

轉存程序在 EPUB 輸出中提供下列導覽功能:

會根據物件轉存選項對話框中指定的 epub:type 值，為固定版面和可重排版面格式產生導覽地標。

只有第一個出現的值會新增至地標。

InDesign 支援 OPF 檔案的 EPUB 2 區段。InDesign 會自動偵測封面和 print (列印) 目錄選項。為了決定文字類型，InDesign 會使用「物
件轉存選項」對話框中指定的 epub:type 值。

(固定版面格式)。InDesign 會將頁碼字串對應至從該頁面產生的 XHTML 檔案，以產生頁面清單。

為書冊產生 CSS

將書冊轉存為 EPUB 時，轉存程序會為書冊中的每個文件產生 CSS。每個文件 CSS 會定義專屬於該文件的樣式。該程序也會建立一個主版 CSS，其
中包含書冊中所有文件的通用樣式。

轉存為 EPUB

您可以將文件或書冊轉存為可重排版面或固定版面的 EPUB 格式。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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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EPUB 3.0

封面

無

點陣化第一頁

選擇影像

導覽目錄

檔案名稱

多層 (目錄樣式)

書籤

選項

開啟文件並選擇「檔案 > 轉存」。

開啟書冊，並從「書冊」面板選單中選擇「轉存書冊為 EPUB」。

2. 指定檔名和位置

3. 在「檔案類型」清單中選擇「EPUB (固定版面)」或「EPUB (可重排版面)」，然後按一下「儲存」。

4. 在「EPUB 轉存選項」對話框中指定想要的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固定版面轉存選項或可重排版面轉存選項。

InDesign 會建立單一 .epub 檔案，其中包含 XHTML 內容。若要檢視檔案，您需要 EPUB 閱讀程式。您也可以使用 Adobe Digital Editions 閱讀程
式，如有需要，可至 Adobe 網站免費下載。

.epub 檔案是 .zip 檔。如果要檢視與編輯 EPUB 檔的內容，請將 .epub 副檔名變更為 .zip，然後摘取其中的內容。這在編輯 CSS 檔案時相當實用。

轉存的 .epub 檔案可包含封面影像。您可以選取一個影像當作封面。或者，也可以讓 InDesign 將轉存文件、樣式來源文件或轉存書冊的第一頁點陣
化。該縮圖會顯示在 EPUB 閱讀程式或 Digital Editions 閱讀程式的書庫檢視中。

固定版面轉存選項

「一般」區段

EPUB 的版本。 

支援音訊、影片、JavaScript 和日文垂直文字。
不支援 EPUB 3.0 標準的裝置不支援此選項。
EPUB 3.0 是 IDPF 於 2011 年認可的標準。

電子書的封面影像。選擇下列任一選項:

不會新增封面影像。

選取此選項，讓 InDesign 將電子書的第一頁點陣化，以建立影像作為封面。

選取電腦中的影像檔案作為封面。

指定 EPUB 檢視器目錄的導覽選項。
使用多層 (目錄樣式) 建立側邊欄導覽，或使用檔案名稱。

根據檔案名稱產生目錄。

根據選取的目錄樣式產生目錄。
從「目錄樣式」選單中，指定要用於建立電子書目錄的目錄樣式。
您可以選擇「版面」>「目錄樣式」，為電子書建立特別的目錄樣式。

(EPUB 3) 根據在 InDesign 文件中建立的書籤來產生目錄。
InDesign 支援本機或外部 (從書冊) 的文字錨點和頁面。在 InDesign 中建立目錄並指定建立 PDF 書籤，即可產生頁面。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書籤。

指定頁面元素的轉存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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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文件設定

將跨頁轉換為橫向頁面

啟用綜合跨頁

停用跨頁

格式

自動

PNG

解析度 (PPI)

GIF 選項 (浮動視窗)

最適化 (無混色)

網頁

系統 (Win) 或系統 (Mac)

交錯

JPEG 選項 > 設定格式方式

漸進式

基線

JPEG 選項 > 影像品質

轉存後檢視 EPUB

InDesign 會以「文件設定」對話框中定義的設定 (「檔案」>「文件設定」) 來決定跨頁控制。

將跨頁轉換為橫向版面。

在要轉存的文件中啟用綜合跨頁。

無跨頁被轉存為 EPUB 輸出。

「轉換設定」區段

從「影像轉換」選單中，決定如何將影像轉存為 EPUB。

選擇要將文件中的最佳化影像轉換成 GIF、JPEG 或 PNG。

讓 InDesign 決定每個實例要使用的格式。

關閉影像壓縮設定。對不失真的影像或包含透明度的影像使用 PNG。

以像素/英寸 (ppi) 選擇影像的解析度。雖然作業系統已經標準化為 72 ppi 或 96 ppi，但行動裝置的範圍仍然是從 132 ppi (iPad) 到 172
ppi (Sony Reader)，一直到超過 300 ppi (iPhone 4)。
您可以對每個選取的物件選擇一個 ppi 值。值包括 72、96、150 (現今所有電子書裝置的平均值) 及 300。

讓您控制 InDesign 在最佳化 GIF 檔案時，處理顏色的方式。GIF 格式會使用不超過 256 色的有限顏色浮動視窗。

使用圖形中的代表性顏色樣本來建立浮動視窗，而不會有任何混色 (混合小型特別色以模擬額外顏色)。

建立由 Windows 和 Mac OS 系統顏色的子集所組成的網頁安全色浮動視窗。

使用內建的系統顏色浮動視窗來建立浮動視窗。這個選項可能會導致非預期的結果。

填入遺失的線條以漸進地載入影像。如果未選取這個選項，則影像會看起來很模糊，然後在到達完整解析度時逐漸變得清晰。

指定當包含影像的檔案在瀏覽器中開啟時，顯示 JPEG 圖形的速度。

讓 JPEG 影像在下載時逐步顯示，漸漸轉為清晰影像。
以此選項建立的檔案會稍微大一點，檢視時須耗用較多的 RAM。
如果選擇「基線」，則 JPEG 檔案會在下載完成後才顯示。完成影像下載前，會先顯示預留位置。

讓每個 JPEG 檔案在下載完成後才顯示。
完成影像下載前，會先顯示預留位置。

針對輸出中建立的每個 JPEG 影像，選取所需的影像品質。
若選擇「低」，產生的檔案最小，影像品質也最低。

「EPUB - 固定版面轉存選項」對話框的「檢視應用程式」區段包含下列選項:

在選取讀取 EPUB 的預設應用程式中開啟 EPUB (如果有的話)。
同時適用於「可重排版面轉存選項」和「固定版面轉存選項」對話框。

EPUB 應用程式 版本  支援 不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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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碼

大標題

製作程式

日期

描述

發行者

版權

主題

新增樣式表

移除

「中繼資料」區段

文件的中繼資料 (如果已經選取書冊，則為樣式來源文件) 會隨附於轉存的檔案。

(唯讀) 每個 EPUB 文件都需要一個唯一識別碼。唯一識別碼會自動建立及顯示。

輸入 EPUB 的標題。

輸入製作 EPUB 的程式名稱。

指定 EPUB 的建立日期。

輸入 EPUB 的描述。

指定要在電子書中繼資料中顯示的發行者資訊。例如，您可以指定發行者的 URL。

在此輸入版權資訊。

輸入 EPUB 的主題。

CSS 區段

指定要用於 EPUB 轉存的現有 CSS 樣式表的 URL。
InDesign 不會檢查 CSS 是否存在或有效。您可以使用 Dreamweaver 來確認外部 CSS 設定。

移除選取的樣式表

Javascript 區段

Mac

Apple iBooks 1.0.1 是(Y)  

Oxygen 14.1 是(Y)  

Kindle Previewer 2.92 是(Y)  

Sigil 0.7.4 是(Y)  

Kindle 1.10.6  否(N)

VitalSource Bookshelf 6.2  否(N)

Apple Book Proofer 1.0.1 不接受包含內嵌字體的 EPUB

Windows

Sigil 0.7.4 是(Y)  

Kindle Previewer 2.92 是(Y)  

Adobe Digital Editions 3.0.86137 是(Y)  

Calibre 1.26 是(Y)  

Oxygen 15 是(Y)  

Azardi 2.0 是(Y)  

Kobo 3.6.0  否(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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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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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EPUB 2.0.1

EPUB 3.0

覆蓋

無

點陣化第一頁

選擇影像

導覽目錄

檔案名稱

多層 (目錄樣式)

順序

基於頁面佈局

與 XML 結構相同

與文章面板相同

註腳

指定現有 JavaScript 的 URL。InDesign 不會檢查 JavaScript 是否存在或有效，因此您將需要確認 JavaScript 設定。

可重排版面轉存選項

「一般」區段

指定 EPUB 的版本。

EPUB 2.0.1 是 IDPF 於 2007 年認可的標準。此格式在廣泛裝置上受到支援。

EPUB 3.0 是 IDPF 於 2011 年認可的標準。此格式也支援音訊、影片、JavaScript 和日文垂直文字。此格式無法作用於不支援
EPUB 3.0 標準的閱讀程式和裝置。

指定電子書的封面影像。選擇下列任一項作業:

不會新增封面影像。

選取此選項，讓 InDesign 將電子書的第一頁點陣化，以建立影像作為封面。

選取電腦中的影像檔案作為封面。

指定 EPUB 檢視器目錄的導覽選項。
使用多層 (目錄樣式) 建立側邊欄導覽，或使用檔案名稱。

根據檔案名稱產生目錄。

根據選取的目錄樣式產生目錄。從目錄樣式選單中，指定要用來建立電子書目錄的目錄樣式。您可以選擇版面 > 目錄樣式，
為電子書建立特殊的目錄樣式。

指定頁面元素的轉存順序

項目在頁面上的位置會決定讀取順序。

如果選取基於頁面佈局，則 InDesign 會從左到右和從上到下掃描，以決定頁面物件讀取順序。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在複雜、多欄文件中，
設計元素有時不會按照所要的讀取順序顯示。您可以使用 Dreamweaver 重新排列內容並設定其格式。
(僅限亞洲版本) 如果選取基於頁面佈局，則 InDesign 會根據文件裝訂來決定頁面物件的讀取順序 (從左至右或從右至左)。在某些情況下，特
別是在複雜、多欄文件中，轉存的設計元素可能不會按照所要的讀取順序顯示。您可以使用 Dreamweaver 重新排列內容並設定其格式。

結構檢視中的標記順序會決定讀取順序。請參閱標記頁面項目。

文章面板中的元素順序會決定讀取順序。只有已核取的文章才會被轉存。請參閱包含要轉存的文章。

「文字」區段

選取下列選項來選擇註腳的置入方式。

段落之後: 將註腳置於段落之後。
章節結尾 (章節附註): 將註腳轉換為章節附註。
彈出式視窗內 (EPUB3): 將註腳置於彈出式視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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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 移除強制分行符號

清單 > 項目符號

清單 > 編號

對應至依序清單

轉換為文字

保留佈局的外觀

轉換設定 > 解析度 (PPI)

CSS > 版面

CSS > 插入分頁符號

格式

GIF 選項 (浮動視窗)

最適化 (無混色)

網頁

系統 (Win) 或系統 (Mac)

交錯

JPEG 選項 > 設定格式方式

漸進式

如果使用文件註腳選項來新增註腳並指定規則，例如寬度為 10 點，則可重排版面的 EPUB 在轉存時會支援此水平規則。

移除轉存電子書中的所有彈性換行。

選取「對應至無順序清單」，將項目符號段落轉換為使用

標記格式化成 HTML 的「清單項目」。
選取轉換為文字，使用

標記將項目符號字元當做文字來設定格式。如果您已經使用原生 InDesign 自動項目符號，則也會包含子項目符號。

決定編號在 HTML 檔案中的轉換方式。如果您已經使用原生 InDesign 自動編號，則也會包含子項目符號。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使用

標記格式化成 HTML 的「清單項目」。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以段落目前編號作為文字開頭的段落。

「物件」區段

從影像轉換選單中，決定如何將影像轉存為 HTML。

核取這個選項會從佈局承襲影像物件屬性。

以像素/英寸 (ppi) 選擇影像的解析度。雖然作業系統已經標準化為 72 ppi 或 96 ppi，但行動裝置的範圍仍然是從 132 ppi
(iPad) 到 172 ppi (Sony Reader)，一直到超過 300 ppi (iPhone 4)。您可以對每個選取的物件選擇一個 ppi 值。值包括 72、96、150 (現今所有電子
書裝置的平均值) 及 300。

指定影像的對齊方式 - 靠左、置中及靠右。您也可以指定上邊框距離和下邊框距離。

在影像處插入分頁符號。分頁符號可以插入到影像前、影像後或影像前後。

轉換設定區段

讓您選擇是否將文件中的最佳化影像轉換成 GIF、JPEG 或 PNG。選擇自動可讓 InDesign 決定每個實例所要使用的格式。選擇 PNG 會停用影
像壓縮設定；請針對不失真影像或包含透明度的影像使用 PNG。

讓您控制 InDesign 在最佳化 GIF 檔案時，處理顏色的方式。GIF 格式會使用不超過 256 色的有限顏色浮動視窗。

使用圖形中的代表性顏色樣本來建立浮動視窗，而不會有任何混色 (混合小型特別色以模擬額外顏色)。

建立由 Windows 和 Mac OS 系統顏色的子集所組成的網頁安全色浮動視窗。

使用內建的系統顏色浮動視窗來建立浮動視窗。這個選項可能會導致非預期的結果。

填入遺失的線條以漸進地載入影像。如果未選取這個選項，則影像會看起來很模糊，然後在到達完整解析度時逐漸變得清晰。

指定當包含影像的檔案在瀏覽器中開啟時，顯示 JPEG 圖形的速度。

讓 JPEG 影像在下載時逐步顯示，漸漸轉為清晰影像。
以此選項建立的檔案會稍微大一點，檢視時須耗用較多的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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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線

JPEG 選項 > 影像品質

忽略物件轉存設定

識別碼

大標題

製作程式

日期

描述

發行者

版權

主題

產生 CSS

保留本機優先選項

包含可內嵌字體

新增樣式表

Javascript

如果選擇「基線」，則 JPEG 檔案會在下載完成後才顯示。完成影像下載前，會先顯示預留位置。

讓每個 JPEG 檔案在下載完成後才顯示。
完成影像下載前，會先顯示預留位置。

針對輸出中建立的每個 JPEG 影像，選取所需的影像品質。
若選擇「低」，產生的檔案最小，影像品質也最低。

忽略物件轉存設定是在個別影像上所套用。請參閱套用物件轉存選項。

「中繼資料」區段

文件的中繼資料 (如果已經選取書冊，則為樣式來源文件) 會隨附於轉存的檔案。「EPUB - 可重排版面轉存選項」對話框的「中繼資料」區段包含下
列選項:

(唯讀) 每個 EPUB 文件都需要一個唯一識別碼。唯一識別碼會自動建立及顯示。

輸入 EPUB 的標題。

輸入固定版面 EPUB 的製作程式名稱。

指定 EPUB 的建立日期。

輸入 EPUB 的描述。

輸入發行者資訊，例如發行者的 URL。

輸入 EPUB 的版權相關資訊。

輸入 EPUB 的主題。

CSS 區段

「重疊樣式表」(CSS) 是控制網頁內容呈現方式的格式設定規則集合。當您使用 CSS 設定頁面格式時，會將內容和呈現方式分離。「EPUB - 可重排
版面轉存選項」對話框的 CSS 區段包含下列選項:

指定是否要讓 InDesign 針對轉存的檔案產生外部 CSS。如果您將文件/書冊轉存到 EPUB 但未產生 CSS，則只會在 HTML 標記中
標記與樣式相關聯的類別；不會建立任何優先選項類別。

包含本機格式設定，例如斜體或粗體。

在電子書中包含所有可內嵌的字體。字體包含嵌入位元，會決定字體是否可嵌入。

指定現有 CSS 樣式表的 URL。InDesign 不會檢查 CSS 是否存在或有效。您可以使用 Dreamweaver 來確認外部 CSS 設定。

Javascript區段

指定現有 JavaScript 的 URL。InDesign 不會檢查 JavaScript 是否存在或有效，因此您將需要確認 JavaScript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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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

使用圖形物件的現有影像

點陣化物件框

點陣化內容

無

預設

固定

相對於文字流向

相對於文字大小

自訂寬度/高度

註解：

註解：

回到頂端

物件轉存選項

使用「物件轉存選項」對話框中的選項來指定 EPUB 轉存時如何處理文件中的物件。

1. 開啟「物件轉存選項」對話框 (「物件」>「轉存選項」)，然後前往 EPUB 和 HTML 區段。

2. 從「保留佈局的外觀」清單中選擇下列選項:

物件處理方式會由「轉存對話框」中的設定來決定。
對於可重排版面的格式，這會由「轉換標籤」中的設定控制。

如果物件包含影像，且影像與 EPUB 轉存 (JPG、PNG、GIF) 相容，則物件框會使用 CSS 設定樣式，而不會處理影
像。

這等同於「可重排版面轉存/轉換」區段中的「保留佈局的外觀」。會將整個物件點陣化，以保留外觀。
如果物件是文字框，文字將不再是即時文字。

物件的內容會點陣化，因此物件或物件框的樣式是由 CSS 所控制，所以可能不會和在 InDesign 中的顯示完全相同。

3. (可重排版面 EPUB) 在「大小」清單中選擇下列選項，以維持無內部固定內容之物件 (如影像) 的外觀比例:

不會為從物件對應的標記產生 CSS 寬度或高度。物件的大小會根據 CSS 規則，由內部內容來決定 (如果有的話)，而不會維持外觀比例。

CSS 大小會由「轉存對話框/物件」標籤中的設定來決定。

CSS 大小的決定方式，是先以點計算物件尺寸，然後再在 CSS 中以像素定義相同尺寸。會保持物件的外觀比例。

CSS 寬度的決定方式，是採用物件寬度，並以包含文字流向之文字框寬度的相對百分比來表示。會保持物件的外觀比例。

CSS 高度的決定方式，是以點採用物件高度，並將 pts 轉換為 ems (每 em 為 12 點)。會保持物件的外觀比例。

有效的 CSS 單位為 cm、mm、in、pt、%、px、vh、vw、vmin 及 vmax。會保持物件的外觀比例。

這些選項不適用於主要流向文字框。

包含「邊緣動畫」的物件不支援相應措施。

EPUB 資源

使用下列連結可瞭解 EPUB 格式。

如需 EPUB 規格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ww.idpf.org。

請到 www.adobe.com/products/digital-editions.html 下載免費版本的 Digital Editions 閱讀程式

。

請參閱部落格 Digital Editions 以取得 Digital Editions 的相關資訊。

如需轉存到 Kindle 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InDesign 到 Kindle 白皮書 (PDF)。

瞭解如何將 InDesign 檔案轉換為 EPUB 格式，並開始銷售可在 Apple iPad 上閱讀的電子書。請參閱 InDesign 轉存為 iPad 的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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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態版面和替代版面 | CC、CS6

註解：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涵蓋內容

建議的工作流程
液態版面
液態頁面規則
替代版面
建立替代版面

替代版面和液態版面頁面規則，可讓您彈性且有效地設計多重頁面大小、方向或外觀比例。

如果需要出版多種格式及大小，您可以選擇最適合專案的設計策略：手動、半自動或全自動。採用自動工作流程時，您對於設計的控制程度會降
低。InDesign 提供多項增強功能，能夠讓您採用的策略在成本與控制之間取得平衡。

自動液態版面型排版目前尚不可行，因為沒有可用的相容檢視器技術。 

建議的工作流程

 
A. 替代版面工作流程B.替代版面和液態版面頁面規則 

步驟 1：選擇目標裝置以及其對應尺寸和方向。然後，為所有頁面建立您的主要版面。

步驟 2：可以選擇性地新增 Adobe 液態版面頁面規則，以協助讓內容適應不同的外觀比例和大小。如果您是以多個裝置作為目標，則液態頁面規則很
有用。若没有液態頁面規則，您將必須為每個可能的大小和方向建立唯一的版面。請參閱液態版面。

步驟 3：使用「建立替代版面」功能，在相同文件中建立新的頁面。根據您的主要版面和液態頁面規則，您可能需要手動調整版面。對於每一個新大小
和方向重複此步驟。請參閱替代版面。

液態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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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放

 
液態版面

液態版面可讓您更輕鬆地為多重頁面大小、方向或裝置設計內容。套用液態頁面規則，可在您建立替代版面和變更大小、方向或外觀比例時，決定如
何改寫頁面上的物件。

您可以將不同規則套用至不同頁面，視版面和目標而定；不過，一次只能有一個液態頁面規則套用至頁面。液態版面是一般用語，涵蓋一組特定的液
態頁面規則：縮放、重新置中、以參考線為基準、以物件為基準的頁面規則。

使用液態頁面規則，可讓內容適合輸出大小。

在相同文件中建立新頁面時使用替代版面改寫版面。

變更現有的頁面大小時改寫版面。這比先前的版面調整功能還要有效。

若要套用液態頁面規則，請選取頁面工具 ，然後按一下頁面。然後從控制列選擇液態頁面規則。您也可以使用「版面 > 液態版面」。

若要預覽所套用規則的效果，請使用頁面工具，來拖曳頁面控制點，以調整頁面大小。當您放開它時，頁面會再次靠齊原始大小。

若要調整頁面大小，請按下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然後拖曳。不過，使用滑鼠調整頁面大小，可能導致頁面稍微偏離所需大
小。若要更加精確，請利用控制列中的高度和寬度小工具。

 
液態頁面規則 
A. 頁面工具 B. 來自控制列的液態頁面規則 C. 頁面控制點 D. 以物件為基準的規則的固定釘 E. 液態版面面板 

液態頁面規則
您可以套用不同的規則至不同的頁面。一次只能套用一個液態頁面規則至一個頁面。

觀看此影片，瞭解如何在調整版面大小時套用「無」、「縮放」及「重新置中」規則。同時也學習「根據主版」的意思。使用基本液態版面規則：
「縮放」、「重新置中」與「根據主版」。

頁面上的所有內容會視為一個群組，因此當調整頁面大小時，所有元素都會按比例縮放。結果類似於 HD 電視的 4 : 3 寬螢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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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置中

基於參考線

基於物件

 
液態頁面規則：縮放

不管多寬，頁面上的所有內容都會自動重新置中。不同於縮放，內容依然保持原始大小。您可以利用重新置中規則以及仔細的規劃和版面，
達到類似於影片成品安全區域的結果。

 
液態頁面規則：重新置中

參考線定義一條直線，該直線橫跨內容可以適應其大小的頁面。

可以新增空格

文字框會調整大小，而且文字會重排 (但不會縮放)。
放置的影像框會調整大小，而且內含框的裁切邊界尺寸也會調整大小。

若要新增液態參考線，首先選取頁面工具，然後從尺標拉出參考線。

以參考線為基準的規則類似於 Illustrator、Fireworks 和 Flash 中的 3 片和 9 片縮放。觀看有關套用基於參考線液態版面規則的影片。
若要將尺標參考線轉換為液態參考線，請選取頁面工具，然後按一下參考線上的「轉換為液態參考線」圖示。當尺標參考線為實線時，液態參考線
會顯示為虛線。

 
液態頁面規則：以參考線為基準

您可以為相對於每一個物件的頁面邊緣的大小和位置 (固定或相對) 指定液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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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物件邊界方框或框架的每一邊可以是固定的，或相對於其對應頁面邊緣。例如，框架左邊只能具有與頁面左邊的關係。

高度和寬度可以是固定的，或是相對於頁面調整大小。 

觀看有關套用基於物件液態版面規則的影片。

 
液態頁面規則：以物件為基準

替代版面

如果您需要在同一份文件中使用不同的頁面大小來進行印刷或數位排版，請使用「替代版面」。您可以用它來建立不同大小的印刷廣告。或者，也可
以設計 Apple iPad 或 Android 平板電腦這類的裝置所需的水平及垂直版面。

 
替代版面和頁面面板

與「液態版面」合併使用時，可以將手動重新排版內容以便符合每種新頁面大小和方向的工作量大幅降低。

如需快速簡介，請觀看由 Lynda.com 提供的替代版面影片。

建立替代版面
如果要建立替代版面，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擇「版面 > 建立替代版面」
從「頁面」面板選單中選擇「建立替代版面」。

 
建立替代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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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從來源頁面

頁面大小

寬度和高度

方向

液體頁面規則

連結內文

將文字樣式拷貝至新樣式群組

智慧型文字重排

在「建立替代版面」對話框中，指定下列選項：

輸入替代版面的名稱。

選取內容所在的來源版面。

選取頁面大小，或輸入替代版面的自訂大小。

這些欄位會顯示替代版面的大小。您可以自行輸入值，但是如此會將「頁面大小」變更為自訂。

選取替代版面的方向。如果您在縱向與橫向之間切換，則高度和寬度會更新。

選取要套用至替代版面的液態頁面規則。選取「保留現有」，來繼承套用至來源頁面的液態頁面規則。選取另一個規則來套用新的液態
頁面規則。

啟用此選項，可以放置物件，並將它們連結至來源版面上的原始物件。當更新原始物件時，管理連結物件的更新會更加容易。請參閱連結的
內容。

啟用此選項，可以拷貝所有文字樣式，並將它們放置在新的群組。如果您需要各種版面各有不同的文字樣式，則此選項
很有用。

啟用此選項，可以移除任何對文字強制的斷行和其他樣式置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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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概觀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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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lay Creator

Folio Builder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概觀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概觀

Adobe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是一套工具與主控服務，讓發行者能夠在 Apple iPad 之類的平板裝置上建立並發佈出版物。此類數位出版物稱為
Folio。

藉由 InDesign，您可以建立 Folio，並在平板裝置和桌面預覽器上預覽。然而，若要建立自訂檢視器，必須訂閱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出版者可以
將數位出版品送出至 Apple Store 或 Android Market 以將其發佈。您可以讓已訂閱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的出版者取得 Folio。

Folio Builder 和 Overlay Creator 面板可讓您建立供平板裝置使用的數位出版物。

若要存取面板:

選擇「視窗 > 延伸功能 > Overlay Creator」。

選擇「視窗 > 延伸功能 > Folio Builder」。

如需為平板裝置建立數位出版物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ww.adobe.com/go/learn_dps_help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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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CS 5.5)

回到頂端

註解：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文章簡介
建立文章，並在其中新增內容
將文件中的所有頁面項目新增至文章
管理文章
包含要轉存的文章

文章簡介

文章提供簡單的方法來建立頁面項目之間的關係。這些關係可用來定義要轉存為 EPUB、HTML 或協助工具 PDF 的內容，以及定義內容的順序。您可
以從版面中現有頁面項目的組合來建立文章，包括影像、圖形或文字。建立文章之後，就可以新增、移除或重新排序頁面項目。您可以透過將一或多
個頁面項目拖移到「文章」面板中的文章，以手動建立文章。

您也可以將大量內容加入文章中。支援將選取的內容新增到選取的文章，或將整個文件內容新增到文章。

XML 結構面板提供另一個機制來決定內容轉存為 ePub、HTML 及協助工具 PDF 轉存工作流程時的順序。「文章」面板設計得較簡單且方便
使用，即使沒有 XML 技術的人員也能夠快速上手。不過，使用 XML 結構面板的功能尚未移除；現在它是轉存程序期間與「文章」面板一起使用的選
項。請參閱建構文件用於 XML。

建立文章，並在其中新增內容

1. 選擇「視窗 > 文章」以開啟「文章」面板。

2. 選取要新增至文章的頁面項目。

若要建立空白文章，請不要在版面中選取頁面項目。

3.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從「文章」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文章」。

按一下「文章」面板底部的「建立新文章」 。

將內文或頁面元素拖移到「文章」面板中。

4. 在「新增文章」對話框中，輸入文章的名稱。

5. 選取「轉存時包含」，將文章新增至 EPUB/HTML 轉存輸出。

將文件中的所有頁面項目新增至文章

若要將所有頁面項目新增至文章，請執行下列作業：

1. 選擇「視窗 > 文章」以開啟「文章」面板。

2. 選取要新增項目的文章。如果您不選取文章，便會建立新文章。

3. 按住 Command (Mac OS) 或 Ctrl (Windows)，然後按一下「文章」面板中的 。

4. 如果開啟「新增文章」對話框，請輸入文章的名稱。

5. 選取「轉存時包含」，將文章新增至 EPUB/HTML 轉存。

如果您已選取文章，請從文章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文件內容至所選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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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文章

您可使用「文章」面板來管理文章。您可以將頁面元素拖移到「文章」面板，以便將它們新增至文章。拖移「文章」面板中的項目可變更順序，或將
它們從某個文章移到另一個文章中。

「文章」面板彈出式選單也提供管理內容的選項。

包含要轉存的文章

您可以建立文章，並選取轉存至 EPUB 或 HTML 時要包含哪些文章。依預設，會選取轉存所有文章。

若要在轉存時包含文章，請在「文章」面板中選取文章，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取文章旁邊的核取方塊。

從「文章」面板彈出式選單中選擇「文章選項」，然後選取「轉存時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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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文件中繼資料

新增發行者項目

EPUB 資源
EPUB 一般轉存選項
EPUB 影像選項
EPUB 內容選項

您可以將文件或書冊轉存為與 Adobe Digital Editions 閱讀程式軟體和其他電子書閱讀程式軟體相容，且可重排的 EPUB 格式電子書。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開啟文件並選擇「檔案 > 轉存」。

開啟書冊，並從「書冊」面板選單中選擇「轉存書冊為 EPUB」。

2. 指定檔名和位置

3. 從「類案類型」清單中選擇「EPUB」，然後按一下「儲存」。

4. 在「EPUB 轉存選項」對話框的「一般」、「影像」及「內容」區域中，指定所需的選項。

InDesign 會建立單一 .epub 檔案，其中包含 XHTML 內容。如果經過指定，轉存的檔案可包含一個封面影像。封面影像可從影像建立，也可以將指定
文件 (或選取書冊時的樣式來源文件) 中的第一頁點陣化來建立。這個縮圖是用來說明 EPUB 閱讀程式或 Digital Editions Reader 程式庫檢視中的書
冊。若要檢視檔案，您需要 EPUB 閱讀程式。您也可以使用 Adobe Digital Editions 軟體，該軟體可從 Adobe 網站免費下載。

.epub 檔案基本上是 .zip 檔。如果要檢視與編輯 .EPUB 檔的內容，請將 .epub 副檔名變更為 .zip，然後再摘取其中的內容。這在編輯 CSS 檔案時
特別有用。

當您選擇基於頁面佈局排序選項時，一律會轉存 InDesign 物件，例如文字框以及包含置入影像的物件。空白物件不會被轉存，除非您透過
「物件轉存選項」對 InDesign 物件套用設定，將空白物件轉存為 JPEG、GIF 或 PNG。

EPUB 資源

使用下列連結可瞭解 EPUB 格式。

如需有關 EPUB 格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ww.idpf.org。

請到 www.adobe.com/tw/products/digitaleditions/ 下載免費版本的 Digital Editions 閱讀程式。

請參閱部落格 Digital Editions 以取得 Digital Editions 的相關資訊。

如需轉存到 Kindle 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InDesign 到 Kindle 白皮書。

瞭解如何將 InDesign 檔案轉換為 EPUB 格式，並開始銷售可在 Apple iPad 上閱讀的電子書。請參閱 InDesign 轉存為 iPad 的白皮書。

EPUB 一般轉存選項

EPUB 轉存選項對話框的一般區段包含下列選項。

文件的中繼資料 (如果已經選取書冊，則為樣式來源文件) 會隨附於轉存的檔案。

指定要在電子書中繼資料中顯示的發行者資訊。您可以指定發行者的 URL，以便收到電子書的人可以造訪發行者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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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識別碼

EPUB 封面

「無封面影像」

「點陣化第一頁」

「使用現有的影像檔案」

順序

書冊邊界

項目符號

編號

對應至依序清單

對應至靜態排序清單

轉換為文字

轉存後檢視 EPUB

回到頂端

保留佈局的外觀

解析度 (ppi)

影像大小

每個 EPUB 文件都需要一個唯一識別碼。您可以指定唯一識別碼屬性。如果您將此欄位保留為空白，便會自動建立一個唯一識別碼。

指定電子書的封面影像。選擇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選取這個選項，就不會將任何封面影像新增至電子書。

如果選取這個選項，就會將電子書的第一頁點陣化，以建立影像檔案作為封面。

如果選取這個選項，您就可以指定電腦上的影像作為封面。

讓您指定頁面元素的轉存順序。

基於頁面佈局

項目在頁面上的位置會決定讀取順序。

如果選取「以頁面版面為基礎」，則 InDesign 會從左到右或從上到下掃描，以決定頁面物件讀取順序。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在複雜、多欄文件中，
設計元素可能不會按照所要的讀取順序顯示。您可以使用 Dreamweaver 重新排列內容並設定其格式。
(僅限亞洲版本) 如果選取「基於頁面佈局」，則 InDesign 會根據文件裝訂來決定頁面物件的讀取順序 (從左至右或從右至左)。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
在複雜、多欄文件中，轉存的設計元素可能不會按照所要的讀取順序顯示。您可以使用 Dreamweaver 重新排列內容並設定其格式。
與 XML 結構相同
「結構檢視」中的標記順序會決定讀取順序。請參閱標記頁面項目。

與文章面板相同

「文章」面板中的元素順序會決定讀取順序。只有已核取的文章才會被轉存。請參閱包含要轉存的文章。

以 Ems 或像素指定簡單的邊界。以 Ems 指定邊界可以獲得更好的多重畫面相容性。相同的值會套用到所有邊界：上、下、左、右。

選取「對應至無順序清單」，將項目符號段落轉換為使用 <ul> 標記格式化為 HTML 的「清單項目」。選取「轉換為文字」，使用 <p> 標記
將項目符號當做文字來設定格式。如果您已經使用原生 InDesign 自動項目符號，則也會包含子項目符號。

決定編號在 HTML 檔案中的轉換方式。如果您已經使用原生 InDesign 自動編號，則也會包含子項目符號。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使用 <ol> 標記格式化為 HTML 的「清單項目」。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清單項目」，但會依據 InDesign 中段落的目前編號來指定 <value> 屬性。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以段落之目前編號當做文字開頭的段落。

啟動 Adobe Digital Editions Reader (如果有)。

EPUB 影像選項

「Digital Editions 轉存選項」對話框的「影像」區段包含下列選項。從影像轉換選單中，決定如何將影像轉存為 HTML。

核取這個選項會從佈局承襲影像物件屬性。

以像素/英寸 (ppi) 指定影像的解析度。雖然作業系統已經標準化為 72 ppi 或 96 ppi，但行動裝置的範圍仍然是從 132 ppi (iPad) 到 172
ppi (Sony Reader)，一直到超過 300 ppi (iPhone 4)。您可以對每個選取的物件指定一個 ppi 值。值包括 72、96、150 (現今所有電子書裝置的平均
值) 及 300。

指定影像大小是否必須保持固定，還是要相對於頁面來調整大小。「相對於頁面大小」可依據相對於 InDesign 頁面寬度的影像大小來設定
相對百分比值。這個選項會導致影像以相對於閱讀區域寬度的方式，以等比例重新調整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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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對齊方式和間距

插入分頁符號

設定套用至錨定物件

影像轉換

GIF 選項 (浮動視窗)

JPEG 選項 (影像品質)

JPEG 選項 (設定格式方式)

忽略物件轉換設定

回到頂端

EPUB 內容的格式

使用 InDesign 目錄樣式

依據段落樣式中斷文件

於段落後置入註腳

移除強制分行符號

產生 CSS

包含樣式定義

保留本機優先選項

包含可內嵌字體

僅樣式名稱

使用現有的 CSS 檔案

指定影像對齊方式、靠左、置中、靠右及頂端和底部間距。

核取這個選項可在影像插入分頁符號。分頁符號可以插入到「影像前」、「影像後」或「影像前後」。

核取這個選項可將這些設定套用到所有錨定物件。

讓您選擇是否將文件中的最佳化影像轉換成 GIF、JPEG 或 PNG。選擇「自動」可讓 InDesign 決定每個實例所要使用的格式。選擇 PNG
會關閉影像壓縮設定；請對不失真的影像或包含透明度的影像使用 PNG。

讓您控制 InDesign 在最佳化 GIF 檔案時，處理顏色的方式。GIF 格式會使用不超過 256 色的有限顏色浮動視窗。
選擇「最適化」，使用圖形中的代表性顏色樣本來建立浮動視窗，而不會有任何混色 (混合小型特別色以模擬額外顏色)。選擇「網頁」，建立由
Windows 和 Mac OS 系統顏色的子集所組成的網頁安全色浮動視窗。選擇「系統 (Win)」或「系統 (Mac)」，使用內建的系統顏色浮動視窗來建立浮
動視窗。這個選項可能會導致非預期的結果。

選取「交錯」能夠以填入遺失線條的方式，漸進載入影像。如果未選取這個選項，則影像會看起來很模糊，然後在到達完整解析度時逐漸變得清晰。

為每個建立的 JPEG 影像，在檔案壓縮 (檔案較小) 和影像品質之間決定折衷點。「低」會產生最小檔案和最低影像品質。

決定包含影像的檔案在網頁上開啟時，顯示 JPEG 圖形的速度。選擇「漸進式」，讓 JPEG 影像在下載時逐部顯示並且
愈來愈清楚 (透過這個選項建立的檔案會稍微大一點，而且檢視時需要更多 RAM)。選擇「基線」會讓每個 JPEG 檔案只在完全下載後顯示；在檔案顯
示前會出現預留位置暫代。

忽略套用在個別影像的「物件轉存選項」。請參閱套用物件轉存選項。

EPUB 內容選項

「EPUB 選項」對話框的「內容」區段包含下列選項。

指定您要使用 XHTML 還是 DTBook 格式。DTBook 是專為視力不佳讀者設計的特殊格式。

如果您要依據選取的目錄樣式來產生目錄，請選取這個選項。從「目錄樣式」選單中指定您要用來建立電子書目錄的目錄樣
式。您可以選擇「版面 > 目錄樣式」，為電子書建立特殊的目錄樣式。

您可以依據指定的段落樣式分割電子書。分割會導致 EPUB 封裝中產生大量的 HTML 檔案，但對切割較長的檔案及提升
EPUB 閱讀程式的效能，則相當有幫助。

核取這個選項可將註腳放置在段落之後。如果取消選取，則註腳會轉換成章節附註。

核取這個選項可移除轉存電子書中的所有彈性換行。

「重疊樣式表」(CSS) 是控制網頁內容表現方式的格式設定規則集合。 當您使用 CSS 設定頁面格式時，會將內容和呈現方式分離。

轉存為 EPUB 時，您可以建立可編輯的 CSS 樣式清單。

如果選取這個選項，則會包含本機格式，例如斜體或粗體。

在電子書中包含所有可內嵌的字體。字體中也包含 嵌入位元，會決定字體是否可嵌入。

僅將未定義的樣式名稱包含在 EPUB 樣式表中。

指定現有 CSS 樣式表的 URL，通常是相對 URL，例如「/styles/style.css」。InDesign 不會檢查 CSS 是否存在或有效，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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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將需要確認 CSS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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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內容轉存為 EPUB | CS 6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註解：

回到頂端

概觀
轉存為 EPUB
EPUB 轉存選項

EPUB 一般選項
EPUB 影像選項
EPUB 進階選項

EPUB 資源

概觀

在將版面轉存為 EPUB 之前，您可進行一些調整，以確保正確轉存。

新增錨定圖形 - 錨定文字流向中的圖形，讓您可以控制其相對於轉存文字的位置。請參閱錨定物件。
物件轉存選項 - 指定已置入物件的轉存選項。請參閱物件轉存選項。
將樣式對應至轉存標記 - 將字元和段落樣式對應至 HTML 標記和類別。請參閱將樣式對應至轉存標記。
選擇內容和順序 - 使用「文章」面板選擇要轉存的內容，以及其出現順序。請參閱文章。您也可以根據頁面佈局或 XML 結構來排序內容。

轉存為 EPUB

您可以將文件或書冊轉存為與電子書閱讀程式軟體相容、可重排且為 EPUB 格式的電子書。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開啟文件並選擇「檔案 > 轉存」。

開啟書冊，並從「書冊」面板選單中選擇「轉存書冊為 EPUB」。

2. 指定檔名和位置

3. 從「類案類型」清單中選擇「EPUB」，然後按一下「儲存」。

4. 在「EPUB 轉存選項」對話框的「一般」、「影像」及「進階」區域中，指定所需的選項。

InDesign 會建立單一 .epub 檔案，其中包含 XHTML 內容。如果經過指定，轉存的檔案可包含一個封面影像。封面影像可從影像建立，也可以將指定
文件 (或選取書冊時的樣式來源文件) 中的第一頁點陣化來建立。這個縮圖是用來說明 EPUB 閱讀程式或 Digital Editions Reader 程式庫檢視中的書
冊。若要檢視檔案，您需要 EPUB 閱讀程式。您也可以使用 Adobe Digital Editions 軟體，該軟體可從 Adobe 網站免費下載。

.epub 檔案基本上是 .zip 檔。如果要檢視與編輯 EPUB 檔的內容，請將 .epub 副檔名變更為 .zip，然後摘取其中的內容。這在編輯 CSS 檔案時特
別有用。

當您選擇基於頁面佈局排序選項時，一律會轉存 InDesign 物件，例如文字框以及包含置入影像的物件。除非您透過物件轉存選項對 InDesign
物件套用設定，將空白物件轉存為 JPEG、GIF 或 PNG，否則空白物件不會被轉存。

EPUB 轉存選項

EPUB 一般選項

EPUB 轉存選項對話框的一般區段包含下列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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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EPUB 2.0.1

EPUB 3.0

EPUB 3.0 含版面

覆蓋

無

「點陣化第一頁」

選擇影像

目錄樣式

邊界

內容順序

基於頁面佈局

與 XML 結構相同

與文章面板相同

於段落後置入註腳

移除強制分行符號

項目符號

編號

對應至依序清單

對應至靜態排序清單

轉換為文字

指定 EPUB 的版本。

EPUB 2.0.1 是 IDPF 於 2007 年認可的標準。此格式在廣泛裝置上受到支援。

EPUB 3.0 是 IDPF 於 2011 年認可的標準。此格式也支援音訊、影片、JavaScript 和日文垂直文字。不過，這些新功能無法在不
支援 EPUB 3.0 標準的閱讀器和裝置上使用。

這是 Adobe Systems 建立的實驗性格式。它支援多欄、繞圖排文和其他控制項，因此您的版面在任何版面中看起來都很美
觀。此功能僅適用於特定的檢視器技術。

指定電子書的封面影像。選擇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選取這個選項，就不會將任何封面影像新增至電子書。

如果選取這個選項，就會將電子書的第一頁點陣化，以建立影像檔案作為封面。

如果選取這個選項，您就可以指定電腦上的影像作為封面。

如果您要依據選取的目錄樣式來產生目錄，請選取這個選項。從「目錄樣式」選單中指定您要用來建立電子書目錄的目錄樣式。您可以選擇
「版面 > 目錄樣式」，為電子書建立特殊的目錄樣式。

指定上方、下方、左側及右側邊界的值 (以像素為單位)。若要針對每個邊界使用相同值，請按一下強制圖示。 

指定頁面元素的轉存順序

項目在頁面上的位置會決定讀取順序。

如果選取「基於頁面佈局」，則 InDesign 會從左到右或從上到下掃描，以決定頁面物件讀取順序。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在複雜、多欄文件
中，設計元素可能不會按照所要的讀取順序顯示。您可以使用 Dreamweaver 重新排列內容並設定其格式。
(僅限亞洲版本) 如果選取基於頁面佈局，則 InDesign 會根據文件裝訂來決定頁面物件的讀取順序 (從左至右或從右至左)。在某些情況下，特
別是在複雜、多欄文件中，轉存的設計元素可能不會按照所要的讀取順序顯示。您可以使用 Dreamweaver 重新排列內容並設定其格式。

「結構檢視」中的標記順序會決定讀取順序。請參閱標記頁面項目。

「文章」面板中的元素順序會決定讀取順序。只有已核取的文章才會被轉存。請參閱包含要轉存的文章。

核取這個選項可將註腳放置在段落之後。如果取消選取，則註腳會轉換成章節附註。

核取這個選項可移除轉存電子書中的所有彈性換行。

選取「對應至無順序清單」，將項目符號段落轉換為使用 <ul> 標記格式化為 HTML 的「清單項目」。選取「轉換為文字」，使用 <p> 標記
將項目符號當做文字來設定格式。如果您已經使用原生 InDesign 自動項目符號，則也會包含子項目符號。

決定編號在 HTML 檔案中的轉換方式。如果您已經使用原生 InDesign 自動編號，則也會包含子項目符號。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使用 <ol> 標記格式化為 HTML 的「清單項目」。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清單項目」，但會依據 InDesign 中段落的目前編號來指定 <value> 屬性。

將編號清單轉換為以段落之目前編號當做文字開頭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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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存後檢視 EPUB

保留佈局的外觀

解析度 (ppi)

影像大小

影像對齊方式和間距

插入分頁符號

設定套用至錨定物件

影像轉換

GIF 選項 (浮動視窗)

JPEG 選項 (影像品質)

JPEG 選項 (設定格式方式)

忽略物件轉換設定

分割文件

包含文件中繼資料

發行者

唯一 ID

在選取來讀取 EPUB 的預設應用程式 (如果有的話) 中開啟 EPUB。

EPUB 影像選項

EPUB 轉存選項對話框的「影像」區段包含下列選項。從「影像轉換」選單，決定影像如何轉存為 HTML。

核取這個選項會從佈局承襲影像物件屬性。

以像素/英寸 (ppi) 選擇影像的解析度。雖然作業系統已經標準化為 72 ppi 或 96 ppi，但行動裝置的範圍仍然是從 132 ppi (iPad) 到 172
ppi (Sony Reader)，一直到超過 300 ppi (iPhone 4)。您可以對每個選取的物件選擇一個 ppi 值。值包括 72、96、150 (現今所有電子書裝置的平均
值) 及 300。

指定影像大小是否必須保持固定，還是要相對於頁面來調整大小。「相對於頁面大小」可依據相對於 InDesign 頁面寬度的影像大小來設定
相對百分比值。這個選項會導致影像以相對於閱讀區域寬度的方式，以等比例重新調整大小。

指定影像對齊方式: 靠左、置中、靠右，以及與前段間距、與後段間距。

核取這個選項可在影像插入分頁符號。分頁符號可以插入到「影像前」、「影像後」或「影像前後」。

核取這個選項可將這些設定套用到所有錨定物件。

讓您選擇是否將文件中的最佳化影像轉換成 GIF、JPEG 或 PNG。選擇「自動」可讓 InDesign 決定每個實例所要使用的格式。選擇 PNG
會停用影像壓縮設定；請針對不失真影像或包含透明度的影像使用 PNG。

讓您控制 InDesign 在最佳化 GIF 檔案時，處理顏色的方式。GIF 格式會使用不超過 256 色的有限顏色浮動視窗。
選擇「最適化」，使用圖形中的代表性顏色樣本來建立浮動視窗，而不會有任何混色 (混合小型特別色以模擬額外顏色)。選擇「網頁」，建立由
Windows 和 Mac OS 系統顏色的子集所組成的網頁安全色浮動視窗。選擇「系統 (Win)」或「系統 (Mac)」，使用內建的系統顏色浮動視窗來建立浮
動視窗。這個選項可能會導致非預期的結果。

選取「交錯」能夠以填入遺失線條的方式，漸進載入影像。如果未選取這個選項，則影像會看起來很模糊，然後在到達完整解析度時逐漸變得清晰。

為每個建立的 JPEG 影像，在檔案壓縮 (檔案較小) 和影像品質之間決定折衷點。「低」會產生最小檔案和最低影像品質。

決定包含影像的檔案在網頁上開啟時，顯示 JPEG 圖形的速度。選擇「漸進式」，讓 JPEG 影像在下載時逐部顯示並且
愈來愈清楚 (透過這個選項建立的檔案會稍微大一點，而且檢視時需要更多 RAM)。選擇基線會讓每個 JPEG 檔案只在完全下載後顯示；在檔案顯示前
會出現預留位置暫代。

忽略套用在個別影像的「物件轉存選項」。請參閱套用物件轉存選項。

EPUB 進階選項

「EPUB 選項」對話框的「內容」區段包含下列選項。

您可以依據指定的段落樣式分割電子書。分割會導致 EPUB 封裝中產生大量的 HTML 檔案，但對切割較長的檔案及提升 EPUB 閱讀程式的
效能，則相當有幫助。

文件的中繼資料 (如果已經選取書冊，則為樣式來源文件) 會隨附於轉存的檔案。

指定要在電子書中繼資料中顯示的發行者資訊。您可以指定發行者的 URL，以便收到電子書的人可以造訪發行者的網站。

每個 EPUB 文件都需要一個唯一識別碼。唯一識別碼會自動建立及顯示。您可將其移除，並指定唯一識別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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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 選項

包含樣式定義

保留本機優先選項

包含可內嵌字體

新增樣式表

新增指令碼

回到頂端

「重疊樣式表」(CSS) 是控制網頁內容表現方式的格式設定規則集合。當您使用 CSS 設定頁面格式時，會將內容和呈現方式分離。

轉存為 EPUB 時，您可以建立可編輯的 CSS 樣式清單。

如果選取這個選項，則會包含本機格式，例如斜體或粗體。

在電子書中包含所有可內嵌的字體。字體包含嵌入位元，會決定字體是否可嵌入。

指定現有 CSS 樣式表的 URL，通常是相對 URL，例如「/styles/style.css」。InDesign 不會檢查 CSS 是否存在或有效，因此您
將需要確認 CSS 設定。

指定現有 JavaScript 的 URL。InDesign 不會檢查 JavaScript 是否存在或有效，因此您將需要確認 JavaScript 設定。

EPUB 資源

使用下列連結可瞭解 EPUB 格式。

如需 EPUB 規格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ww.idpf.org。

請到 www.adobe.com/tw/products/digitaleditions/ 下載免費版本的 Digital Editions 閱讀程式。

請參閱部落格 Digital Editions 以取得 Digital Editions 的相關資訊。

如需轉存到 Kindle 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InDesign 到 Kindle 白皮書 (PDF)。

瞭解如何將 InDesign 檔案轉換為 EPUB 格式，並開始銷售可在 Apple iPad 上閱讀的電子書。請參閱 InDesign 轉存為 iPad 的白皮書。

82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adobe.com/zh_TW/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tw
http://www.idpf.org/
http://www.adobe.com/tw/products/digitaleditions/
http://blogs.adobe.com/digitaleditions/
http://wwwimages.adobe.com/www.adobe.com/content/dam/Adobe/en/devnet/digitalpublishing/pdfs/indesigntokindle_wp_ue1.pdf
http://wwwimages.adobe.com/www.adobe.com/content/dam/Adobe/en/devnet/digitalpublishing/pdfs/indesigntokindle_wp_ue1.pdf
http://wwwimages.adobe.com/www.adobe.com/content/dam/Adobe/en/devnet/digitalpublishing/pdfs/indesigntokindle_wp_ue1.pdf
http://wwwimages.adobe.com/www.adobe.com/content/dam/Adobe/en/devnet/digitalpublishing/pdfs/indesigntokindle_wp_ue1.pdf
http://wwwimages.adobe.com/www.adobe.com/content/dam/Adobe/en/devnet/indesign/pdfs/indesign-to-ipad.pdf
http://wwwimages.adobe.com/www.adobe.com/content/dam/Adobe/en/devnet/indesign/pdfs/indesign-to-ipad.pdf
http://wwwimages.adobe.com/www.adobe.com/content/dam/Adobe/en/devnet/indesign/pdfs/indesign-to-ipad.pdf
http://wwwimages.adobe.com/www.adobe.com/content/dam/Adobe/en/devnet/indesign/pdfs/indesign-to-ipad.pdf


自動

827



指令碼

回到頂端

回到頂端

Mac OS

Windows XP

Windows Vista 以及 Window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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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sign 指令碼
指令碼面板和指令碼標籤面板概觀
執行樣本指令碼

InDesign 指令碼

指令碼是執行各種工作的絕佳工具。 指令碼可以像自動化一般工作那樣簡單，也可以像建立整個新功能那樣複雜。 您可以建立自己的指令碼，也可以
執行其他人已建立的指令碼。 如需指令碼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http://www.adobe.com/devnet/indesign/documentation.html 上的「指令碼手冊」、指
令碼需求以及其他開發人員資源。

「指令碼手冊」包含指令碼簡介和教學課程。您也可以找到一些可執行的實用指令碼，例如會在選取物件周圍繪製參考線的指令碼。部分指令碼依預
設會出現在「指令碼」面板中。

指令碼面板和指令碼標籤面板概觀

InDesign 有兩個可用來編寫指令碼的面板：「指令碼」面板和「指令碼標籤」面板。

「指令碼」面板用來在 InDesign 中執行指令碼。「指令碼」面板會顯示位於 InDesign 應用程式檔案夾中之「Scripts」檔案夾和「Preferences」檔案
夾內的指令碼。如果您建立或接收指令碼，就可以將其置入「指令碼面板」檔案夾，讓它出現在「指令碼」面板中。

Users/[使用者名稱]/Library/Preferences/Adobe InDesign/[版本]/[語言]/Scripts/Scripts Panel

Documents and Settings\[使用者名稱]\Application Data\Adobe\InDesign\[版本]\[語言]\Scripts\Scripts Panel

Users\[使用者名稱]\AppData\Roaming\Adobe\InDesign\[版本]\[語言]\Scripts\Scripts Panel
找出 Scripts Panel 檔案夾的快速方法是，在「指令碼」面板中於指令碼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再按一下指令碼 (Mac
OS)，然後選擇「顯現在檔案總管中」(Windows) 或「顯現在 Finder 中」(Mac OS)。

接著，您就可以在「指令碼」面板中按兩下指令碼來執行該指令碼，或使用「快速套用」執行指令碼。

「指令碼標籤」面板可以讓您指定頁面項目 (例如文字框或形狀) 的標籤。指定頁面項目的標籤特別適合用來寫入必須識別物件的指令碼。

如需有關新增、執行、編輯指令碼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Adobe 網站 (http://www.adobe.com/devnet/indesign/documentation.html) 上的「指令碼手
冊」。

開啟指令碼面板

選擇「視窗 > 公用程式 > 指令碼」。

開啟指令碼標籤面板

選擇「視窗 > 公用程式 > 指令碼標籤」。

執行樣本指令碼

828

http://www.adobe.com/devnet/indesign/documentation.html
http://www.adobe.com/devnet/indesign/documentation.html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AddGuides

AddPoints

AdjustLayout

AlignToPage

AnimationEncyclopedia

BreakFrame

CornerEffects

CreateCharacterStyles

CropMarks

ExportAllStories

FindChangeByList

ImageCatalog

MakeGrid

Neon

PathEffects

PlaceMultipagePDF

SelectObjects

SortParagraphs

SplitStory

TabUtilities

您可以在 InDesign 中執行以下指令碼：

在選取的一或多個物件周圍新增參考線。

在選取的一或多個物件路徑新增錨點。

依左/右頁的指定距離移動物件。

將物件對齊至頁面上的指定位置。

自動建立各種動畫屬性按鈕

從內文移除選取的文字框及其內容。

使用各種轉角效果重新繪製所選一或多個項目的路徑。轉角效果可以套用至路徑上的選取點。

根據選取的文字定義完整的字元樣式。

在選取的一或多個物件周圍新增裁切和/或對齊標記。

將文件中的所有內文轉存為一系列的文字檔案。

透過讀取 Tab 字元分隔文字檔案，執行一系列常見的文字尋找/變更操作。

將所有的圖形放入「縮圖目錄」版面中指定的檔案夾內。

細分或複製選取的一或多個物件以建立格點。

將「混合」效果套用至選取的一或多個物件。

變更所選一或多個物件上的路徑點位置，以新增創造性效果。

置入 PDF 的所有頁面。

依其物件類型選取使用中跨頁上的物件。

依字母順序排序選取範圍中的段落。

將選取內容中的文字框架分成獨立未連結的文字框架。

將定位點與縮排套用至選取的文字。

如需有關安裝和使用這些樣本指令碼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ww.adobe.com/go/learn_id_scripting_readme_cs5_tw (PDF)。

Adobe 也建議
使用 InDesign 編寫指令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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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增效模組
使用 Extension Manager 設定增效模組
透過「瀏覽附加功能」選單與 Creative Cloud 附加功能進行整合

安裝增效模組

InDesign 增效模組是 Adobe Systems 或其他與 Adobe 合作之軟體研發廠商所開發的軟體程式，用於在 Adobe 軟體中加入功能。程式中附有眾多讀
入、轉存、自動化與特殊效果的增效模組，且會自動安裝在「Plug-Ins」檔案夾內。 事實上，在 InDesign 中看到的大部分功能都由增效模組提供。

一旦安裝後，增效模組就會出現在選單上、對話框中或是面板中成為選項。

1. 如果有安裝程式，請使用它安裝增效模組。 否則，請將該模組的拷貝拖移至 InDesign 應用程式檔案夾內的「Plug-Ins」檔案夾中。

2. 依照增效模組的所有安裝指示執行。

您可以使用任何設計與 InDesign 搭配使用的商業增效模組。 Adobe 技術支援中心可協助您找出與增效模組相關的問題。 但是，如果已經確
定該問題與其他公司建立的增效模組有直接關聯，您就必須聯絡該公司以獲得進一步的支援。

使用 Extension Manager 設定增效模組

使用 Extension Manager 應用程式檢查並自訂安裝的增效模組集。例如，您可以獲得關於安裝增效模組的詳細資訊、為不同的工作或工作群組建立自
訂增效模組集，以及在疑難排解問題時獨立增效模組。您也可以停用增效模組。

選擇「說明 > 管理延伸功能 (Windows)」(或「InDesign > 管理延伸功能 (Mac OS)」)。

如需有關使用 Extension Manager 的詳細資訊，請按一下 Extension Manager 應用程式中的「說明」。

透過「瀏覽附加功能」選單與 Creative Cloud 附加功能進行整合

您可以在 Adobe Add-ons 網站上，搜尋與安裝適用於 Adobe InDesign 和其他產品的增效模組、延伸功能等。

如果要在 InDesign 中附加其他的增效模組，請選取「視窗 > 瀏覽附加功能」。這些附加功能有些免費，有些需要付費。所有從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針對 InDesign 所安裝/取得的增效模組會從這個工作流程同步至 InDesign。它會將您帶至「瀏覽附加功能」網頁。
這些附加功能稍後會在「視窗 > 延伸功能」、下載或附加功能的「如何找到它」描述中提及的位置中看到。如果要檢視已下載的附加功能，請前
往「瀏覽附加功能」網頁，在網頁的左側窗格上有「檢視我的附加功能」選項。它還會列出這些附加功能所支援的產品和各自版本。

當檔案同步功能開啟時，瀏覽附加功能時會同步至 Creative Cloud 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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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資料合併
合併資料的基本步驟
關於資料來源檔案
在資料來源檔案中加入影像欄位
關於目標文件
選取資料來源
插入資料欄位
將資料欄位預留位置加入至主版頁面
更新、移除或取代資料來源檔案
預視目標文件中的記錄
切換預視為開啟或關閉
編輯資料欄位預留位置
設定內容置入選項
合併記錄
更新資料欄位
溢排文字報告
內容置入選項
增強資料合併

關於資料合併

如果要建立格式信件、信封或郵寄標籤，可合併資料來源檔案與目標文件。資料合併又稱為郵件合併。

資料來源檔案包含隨目標文件的每次反覆運算而所不同的資訊，例如格式信件收件者的姓名與住址。 資料來源檔案包含欄位和記錄。 欄位是特定資訊
的群組，例如公司名稱或郵遞區號；而記錄則是一列列完整的資訊集合，例如公司名稱、街道住址、城市、縣及郵遞區號。 資料來源檔案可為逗號分
隔 (.csv) 或 Tab 字元分隔 (.txt) 檔案，在其中各筆資料分別以逗號或 Tab 分隔。

目標文件是包含資料欄位預留位置，以及在合併文件的每次反覆運算中仍維持不變的稿件內容資料、文字與其他項目的 InDesign 文件。

合併文件是最後的 InDesign 文件，包含來自目標文件的稿件內容資訊，可依需要重複任意次數來容納資料來源的每一筆記錄。

資料合併

A. 資料來源檔案 B. 目標文件 C. 合併文件 

合併資料的基本步驟

1. 制定計劃來決定您將在來源和目標文件中所使用的資料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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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您所希望的最後文件外觀，如此可得知需要哪些欄位來完成合併。例如，如果要建立寄給客戶的明信片，您可使用下列資料欄位:

<<Company Name>><<Address>><<City>>, <<State>><<Postal Code>>

您的試算表或資料庫外觀可能如下:

範例資料檔案

2. 將通常為試算表或資料庫檔案的資料來源檔案，儲存為逗號分隔 (.csv) 或 Tab 字元分隔 (.txt) 文字檔案。

確認資料來源檔案之建構方式可讓您在目標文件中包含適當的欄位。例如，試算表的最上列應包含您將在目標文件中使用的欄位名稱，例如「公司」
和「住址」。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資料來源檔案。

3. 建立包含在各版目標文件中都保持不變之文字和其他項目的目標文件。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目標文件。

4. 使用「資料合併」面板選取資料來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選取資料來源。

5. 將「資料合併」面板中的欄位插入目標文件。

您可將資料欄位加入文件頁面或主版頁面。如果是將資料欄位加入主版頁面，就會有額外的選項。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插入資料欄位和將資料欄位預留位置加入至主版頁面。

6. 預視記錄以確保目標文件的外觀如您所預想。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預視目標文件中的記錄。

7. 合併目標文件和資料來源檔案，或是轉存為 PDF。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合併記錄。

關於資料來源檔案

資料來源通常來自試算表或資料庫應用程式，但您可使用 InDesign 或任何文字編輯器來建立自己的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檔案應以逗號分隔 (.csv) 或
Tab 字元分隔 (.txt) 文字格式儲存。如需有關轉存為這些格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來源應用程式的使用者指南。

在逗號分隔或 Tab 字元分隔文字檔案中，記錄是由段落分段所分隔；欄位則是由逗號或 Tab 字元來分隔。資料來源檔案也可包含文字或可檢視磁碟上
影像的路徑。

逗號分隔資料來源檔案的範例

Name,Company Name,State Bill Tucker,CoreVent Labs,Nevada Dat Nguyen,"Brady, Hunt, and Baxter, Inc",Delaware Maria Ruiz,"Brinquist 
Enterprises, Inc.",California

如果您想要在逗號分隔檔案中包含逗號或雙引號，可用雙引號包圍文字，例如 "Brady, Hunt, and Baxter, Inc."。 如果未包含雙引號，每一個名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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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個別的欄位。

您無法在資料來源檔案欄位中插入分行符號。如果必須跨不同行分割欄位，請建立兩個相異欄位，例如 <<Address1>> 和 <<Address2>>。

合併文件時，您可以選擇「移除空白欄位的空白行」，防止出現空白行。不過，如果有任何字元 (包括空格) 出現在此行，則此行不會被刪除。

在資料來源檔案中加入影像欄位

透過將影像欄位加入資料來源檔案，可讓不同的影像出現於每一筆合併記錄上。例如，當合併包含來自各公司之資訊的文件時，可在合併時包含各公
司標誌的影像。

1. 開啟資料來源檔案。

2. 在資料欄位名稱的開端輸入「@」符號，插入文字或參考影像檔案的路徑。

「@」符號只有第一行需要；後續行應包含影像的路徑。 區分大小寫的路徑，必須遵循它們所在之作業系統的命名慣例。

如果在欄位的開端輸入「@」符號時，出現了錯誤訊息，請在「@」符號前輸入半形單引號 (') (例如 '@Photos) 來驗證該函數。 某些應用
程式會保留「@」符號以供函數使用，例如 Microsoft Excel。

(Windows) 資料來源檔案中的影像參照範例

名稱 年齡 @Photos

Bill Tucker 36 C:\Photos\BillTucker.jpg

Dat Nguyen 53 C:\MyDocuments\dat.gif

Maria Ruiz 26 C:\Photos\Ruiz.psd

(Mac OS) 資料來源檔案中的影像參照範例

名稱 年齡 @Photos

Bill Tucker 36 Mac HD:Photos:BillTucker.jpg

Dat Nguyen 53 Desktop:Family:dat.gif

Maria Ruiz 26 Mac HD:Photos:Ruiz.psd

您可以利用 InDesign 來檢視作業系統中的影像路徑。只要將影像插入 InDesign 文件，然後使用「連結」面板即可檢視影像的位置。 選取影像後，
從「連結」面板選單中選取「拷貝資訊 > 拷貝完整路徑」。在將路徑貼到資料來源後，可能需要編輯路徑。這種技巧在檢視伺服器上的影像路徑時
特別有用。

關於目標文件

一旦建立資料來源檔案，您需要設立目標文件，並從資料來源檔案插入欄位。目標文件包含資料欄位預留位置之文字和圖形，例如您想要放置在每張
明信片上的設計。選取資料來源後，就可以新增這些欄位。

目標文件包含來自資料來源的欄位，並會顯示欄位預留位置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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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併資料時，InDesign 會建立新文件，使用您在資料來源檔案中所指派的資料來取代欄位。您可在主版或文件頁面上置入資料欄位。

選取資料來源

在將欄位插入目標文件之前，請先從「資料合併」面板中選取資料來源。每份目標文件只能選取一個資料來源檔案。

1. 建立或開啟當做目標文件使用的文件。

2. 選擇「視窗 > 公用程式 > 資料合併」。

3. 從「資料合併」面板選單中選擇「選取資料來源」。

4. 如果要變更分隔文字選項，請選取「顯示讀入選項」。

InDesign 會自動偵測資料來源檔案中所使用的分隔符號類型與編碼，因此通常不需要顯示讀入選項。 不過，如果您認為編碼與分隔符號並未被
正確辨識，即可指定不同的選項。

5. 找到該資料來源檔案，然後按一下「開啟」。

6. 如果您選取「顯示讀入選項」，請依照需要變更分隔符號與編碼選項，接著按一下「確定」。資料欄位會出現於「資料合併」面板中。

如果有警告訊息指出無法開啟該檔案，或是清單框中出現不正確的欄位，您可能需要編輯試算表或資料庫檔案，並將其儲存為逗號分隔或 Tab
字元分隔的檔案。

一旦在「資料合併」面板中選取資料來源並載入欄位時，直到您更新資料來源後，對資料來源所做的任何變更才會反映在目標文件中。

插入資料欄位

當您選取資料來源，資料欄位名稱清單會出現於「資料合併」面板中。這些名稱會與資料來源檔案中的欄標題相同。圖示表示欄位為文字或影像。當
資料欄位被加入您的文件，會成為欄位預留位置，例如 <<Company>>。 您可選取和設定這些預留位置的格式，如同任何其他文字或圖形。

您可指派影像欄位至現有框架，建立浮動影像。或者，如果插入點是在文字框內，或是在您插入影像欄位時選取了文字，小的預留位置會被插入為內
嵌框架。您可重新調整影像預留位置的大小，以決定合併影像的大小。

一旦插入資料欄位，InDesign 會記住其資料來源。任何欄位清單中的錯誤，例如打字錯誤、空白欄位和未預定的欄位類型，必須在來源應用程式中校
正，然後利用「資料合併」面板來更新。

在目標文件中插入文字資料欄位

1. 在文件或主版頁面中建立文字框。

如果您打算將資料欄位加入主版頁面，請參閱將資料欄位預留位置加入至主版頁面。

2. 在文字框中您希望欄位預留位置所出現的地方置入插入點，或是選取想要取代的文字。

3. 如果要插入欄位預留位置，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按一下「資料合併」面板清單中的欄位。

從「資料合併」面板清單拖移欄位名稱，然後將其放置在文字框上來新增預留位置。如果將文字欄位拖移至空白框架，該空白框架會成為文
字框。

文字欄位預留位置會以現有的格式屬性 (例如字體和大小) 出現在目標應用程式中，並包覆於雙角括號中 (例如 <<Name>>)。

您無法透過輸入欄位名稱或編輯現有欄位來建立有效欄位。您必須利用「資料合併」面板將它插入。

在目標文件中插入影像資料欄位

如果要插入新的內嵌圖形預留位置，請將影像欄位拖移至文字框，或是將插入點置入文字框中，然後按一下影像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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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插入新的浮動圖形，請將影像欄位拖移至空白框架或是現有的圖形框。如果將影像欄位拖移至空白框架，該空白框架會成為圖形框。

如果要將欄位插入群組項目、表格的儲存格或是巢狀項目中，請將影像欄位拖移至目標。

影像欄位預留位置會顯示為包含欄位名稱的框架。

將資料欄位預留位置加入至主版頁面

將資料欄位預留位置插入主版頁面，具有在文件頁面上插入預留位置時所沒有的好處:

所得出的合併文件會在其主版頁面上包含原始的預留位置，同時包含文件頁面的合併結果，做為被忽略的主版頁面項目。

合併文件會保留與資料來源的關聯，如果資料來源的記錄被修改，您可透過選取「更新資料欄位內容」來更新合併文件的內容。您如果變更合併
文件中的版面，需要加入取自資料來源的新資料時，此選項特別管用。

「建立合併文件」對話框中的設定，與目標文件中所使用的相同，因此您可利用相同外觀快速重建現有文件。您也可以使用這些共用的設定來建
立具有不同資料來源的相同文件，或是建立具備經過稍微修改之版面的新文件。

如果您要新增資料欄位到主版頁面，請確定含有資料欄位的文字框允許主版項目優先選項。 在主版頁面選取文字框，然後從「頁面」面板選單
選擇「在選取範圍上允許主版項目優先選項」。如果未選取此選項，將不會進行資料合併。(請參閱建立主版。)

您無法同時在主版與文件頁面上置入資料欄位。如果要正確合併，您必須將包含資料欄位的主版套用至文件的首頁。

如果出現錯誤訊息，指出 InDesign 因為沒有任何預留位置存在而無法合併文件，您可能必須在單頁文件的左主版頁面中加入預留位置。第一
頁以右主版頁面為主，所以要在右主版頁面中加入預留位置。

更新、移除或取代資料來源檔案

如果要更新資料來源檔案，請編輯並將資料來源檔案以逗號或 Tab 字元分隔格式儲存，接著從「資料合併」面板中選擇「更新資料來源」。

此變更會反映在「資料合併」面板中。如果更新後，變更未反映於文件中，請取消選取「預視」以將它關閉，接著再次選取「預視」重新將其開
啟。

如果要移除與資料來源檔案的關聯，請從「資料合併」面板選單中選擇「移除資料來源」。

如果要切換到新的資料來源檔案，請從「資料合併」面板選單中選擇「選取資料來源」，然後指定新的資料來源檔案。InDesign 可能無法辨識某
些欄位。在此情況中，最好是刪除並重新插入預留位置欄位。

如果是由資料欄位出現於其主版頁面上的目標文件來產生合併文件，您可以更新在合併文件中的資料欄位。

預視目標文件中的記錄

在合併目標文件與資料來源檔案時，最好先預視記錄，以確定當資訊合併時欄位資料會正確顯示。 在預視記錄時，「資料合併」面板會顯示取自資料
來源檔案的實際資料，而非欄位預留位置。例如，您可能會看到 Adobe Systems, Inc，而非 <<Company>>。 您可以使用「資料合併」面板中的導覽
按鈕來依次顯示記錄。

如果您發現任何記錄有問題，例如出現印刷錯誤或額外的空格，建議您在其原始應用程式中編輯該來源檔案。(請參閱關於資料來源檔案。)

1. 按一下位於「資料合併」面板底部的「預視」，或是從「資料合併」面板選單中選擇「預視」。

2. 按一下導覽按鈕來依次顯示不同記錄中的資料。

如果要移至特定記錄，請按一下位於面板底部的導覽按鈕。您也可以在面板底部的導覽文字方塊中輸入想要預視的記錄編號，然後按下 Enter 鍵或
Return 鍵。

切換預視為開啟或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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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在預視模式間切換時，某些問題可能會發生或是自行校正。請牢記下列事項:

在未選取「預視記錄」選項時，預留位置會取代預視內容。如果您刪除影像以及包含影像的框架，或是刪除整個文字字串，當取消選取「預視記
錄」選項，預留位置將不會顯示出來，因為它們也已被移除。

在按一下「確定」後，才會反映「內容置入選項」對話框中的變更。此外，如果選取了「預視記錄」選項，在您取消選取並再次選取選項後，資
料才會反映更新後的置入方式。

如果嘗試在預視模式中儲存文件，您將會看到提示您在儲存文件之前，先關閉預視模式的訊息。

編輯資料欄位預留位置

當您在文件中加入文字資料欄位，欄位的預留位置文字會使用插入點的使用中格式屬性 (例如，字體和大小) 來輸入。接著您可以編輯預留位置文字的
屬性來控制實際資料的外觀。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要變更預留位置屬性，請選取預留位置文字，接著變更格式屬性就如同處理其他文字。

如果要變更預留位置，請選取該預留位置或實際的資料，然後在「資料合併」面板中選取不同的欄位名稱。

如果要刪除預留位置，請選取該預留位置，然後按下 Backspace 鍵或 Delete 鍵。

在「內文編輯器」檢視中，文字預留位置的顯示方式與超連結相同。在「內文編輯器」檢視中，無法使用某些「資料合併」面板選項。

設定內容置入選項

使用「內容置入選項」對話框，針對現有文件或所有日後的資料合併專案指定預設設定。您可指定影像的置入方式、影像為連結或內嵌、空白欄位的
空白行是否移除，以及各合併文件的記錄數目上限。

1.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如果只要影響現有文件，請開啟目標文件。

如果要影響日後所有建立的文件，請關閉所有文件。

2. 選擇「視窗 > 公用程式 > 資料合併」。

3. 從「資料合併」面板選單中選擇「內容置入選項」。

4. 變更內容置入選項(請參閱內容置入選項。)

5. 按一下「確定」。

合併記錄

在設定目標文件的格式，並插入取自資料來源檔案的欄位後，您就可準備正式合併資料來源的資訊與目標文件。您可以將記錄合併至其他 InDesign 文
件，或是直接合併至 PDF。在合併時，InDesign 會依據目標文件建立新文件或 PDF，並利用得自資料來源檔案的適當資訊，取代目標文件中的欄位。

當您合併在主版頁面上包含資料欄位預留位置的文件時，這些主版頁面項目將會被拷貝到新產生文件的主版頁面中。

合併一筆或多筆記錄

1. 開啟目標文件之後，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從「資料合併」面板選單中選擇「建立合併文件」，或是按一下「建立合併文件」按鈕 。

從「資料合併」面板選單中選擇「轉存為 PDF」。

2. 在「記錄」索引標籤中，針對「要合併的記錄」選取「所有記錄」，合併資料來源檔案中的所有記錄，選取「單一記錄」合併特定記錄，或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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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合併的記錄範圍。

3. 針對「文件每頁記錄」，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擇「單一記錄」，讓每一筆記錄開始於下一頁的頂端。

選擇「多重記錄」，在每頁中建立一筆以上記錄(例如，列印郵寄標籤)。

如果資料欄位出現在具有多重頁面之文件的文件頁面上，或是如果資料欄位出現在多重主版頁面上，您會無法合併多重記錄。

4. 選取「使用文件建立時產生溢排文字報告」，自動開啟在將資料合併至 InDesign 文件時所建立之追蹤溢排狀況的文件(請參閱溢排文字報告。)

5. 選取「遺失影像時發出警告」，於一或多個影像無法使用時顯示遺失連結警告。

6. 如果選取了「記錄」索引標籤中的「多重記錄」，請按一下「多重記錄版面」索引標籤，然後指定下列選項:

在「邊界」中輸入數值，指定邊界參考線與頁面各邊緣間的距離。

在「記錄版面」中，選取「列優先」或「欄優先」，接著指定欄與列間的間距。

7. 如果選取了「多重記錄」，請選取「預視多重記錄版面」，檢視在「合併記錄」對話框中所進行的變更。您可以按一下「頁面」按鈕瀏覽記錄。

8. 按一下「選項」索引標籤，然後指定置入方式選項(請參閱內容置入選項。)

9. 當您完成時，按一下「確定」。

10. 如果要直接轉存為 PDF，請指定 PDF 選項，然後按一下「轉存」。 接著指定檔名和位置，然後按一下「儲存」(請參閱 Adobe PDF 選項。)

如果資料來源檔案指向任何未支援的檔案格式或無法使用的影像，您可能需要校正資料來源檔案來指向支援的檔案、校正指向任何遺失檔案的路徑，
或是將檔案移至正確的檔案夾，讓 InDesign 能夠找到與置入檔案。

合併多重記錄的限制

您可以選擇「多重記錄」，在每頁中建立一筆以上記錄。例如，在列印郵寄標籤時，可能會想要在每頁列印一個以上的標籤。合併出版物上的記錄顯
示方式主要取決於版面選項。以下清單列出使用「多重記錄」選項時可能遇到的限制:

如果資料欄位出現在具有多重頁面之文件的文件頁面上，或是如果資料欄位出現在多重主版頁面上，您會無法合併多重記錄。

「資料合併」只允許一個固定大小的預留位置。

刪除合併出版物中的記錄，不會使其餘記錄重排至空白的預留位置。

合併成 PDF 檔案

合併至 PDF 檔時，所有選項都跟您建立 InDesign 文件時一樣。產生的 PDF 檔案會利用 PDF XObject 來儲存頁面的靜態部分，使 PDF 大小變小，使
用上變得有效率。

更新資料欄位

在合併文件與位於主版頁面上的資料預留位置後，您可變更合併文件的版面，而仍然能夠更新資料來源之資料欄位的值。使用「更新資料欄位」，在
保留文件版面的同時更新資料欄位。此選項只可在其資料預留位置出現於主版頁面的合併文件中使用。

1. 進行對資料來源檔案的變更，接著儲存和關閉資料來源檔案。

2. 在合併文件中，選擇「更新資料欄位」。

記錄檔中出現由更新資料欄位所做的變更。

此選項在您編輯或新增資料來源檔案中的記錄時最好用。如果您加入預留位置欄位、新增欄位至資料來源，或是變更「建立合併文件」對話框中的
設定，請使用「建立合併文件」選項來產生新的合併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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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比例符合影像

影像符合框架

框架符合影像

保留框架和影像大小

等比例填滿框架

置中於框架

連結影像

移除空白欄位的空白行

每份文件的記錄限制

每份文件的頁數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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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排文字報告

如果選取了「建立合併文件」對話框中的「產生溢排文字報告」選項，以及如果一或多個欄位在資料合併後包含了溢排文字，便會出現「溢排文字報
告」。

這個報告會在顯示每一個溢排實例的編號清單中，顯示文字出現的頁碼、溢排文字的字元/字數統計，以及溢排文字片段。

如果報告在您建立合併文件時出現，請使用報告修正這種溢排的情況。例如，您可能想要增加文字框大小、減少字體大小，或是編輯文字。

內容置入選項

「內容置入選項」對話框中包含下列選項:

保留影像的外觀比例，但縮放影像以符合框架大小 (預設)。

縮放影像，讓其外觀比例符合框架之外觀比例。

保留影像大小，但調整框架大小來配合影像。

將影像以原始大小置入框架，對齊框架的左上角。影像如果大於框架，將會被裁切。

讓影像的高或寬填滿框架，而讓其他部分被裁切。

將影像的中心對齊框架的中心。

建立至原始影像檔案的連結或檔案路徑。如果未選取此選項，所有影像資料會內嵌於 InDesign 文件中。

移除針對空白欄位插入的段落切換符號。這對具有選擇性住址欄位的寄件特別有用。這個選項會忽略彈性換行。如果有任何字
元 (包括空格) 出現在此行，則此行不會被刪除。

為各合併文件指定記錄數目上限。到達此臨界值時，會建立新的文件。這個文件會具有能夠容納剩下被合併記錄的足夠頁數 (最
多至每個記錄的限制)。只有在已選取「單一記錄」時，才能使用這個選項。

為各文件指定頁數的上限。在到達臨界值時，會建立具有能夠容納剩下被合併記錄之足夠頁數的新文件 (最多至每頁的限制)。只
有在合併時，從「文件每頁面記錄」選單中選取「多重記錄」，才能使用這個選項。

增強資料合併

您可將 QR 碼整合至合併文件中。下列是可以透過「資料合併」工作流程加入的各種類型 QR 碼欄位:

純文字

網頁超連結

文字訊息

電子郵件

名片

若要產生 QR 碼，則做為「資料來源」的 .txt 或 .csv 檔案中的資料項目必須為下列格式:

純文字: 在 QR 碼欄中照原樣輸入文字。
網頁超連結: URL:<url> (例如「URL:http://www.google.com」)
文字訊息: SMSTO:<電話號碼>:<訊息> (例如:「SMSTO:9818143551: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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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 MATMSG:\nTo:<電子郵件地址> (例如「MATMSG:\nTO:johndoe@adobe.com\nSUB:Hi;\nBODY:;;」)
名片: BEGIN:VCARD\nVERSION:2.1\nN:Smith;John\nFN:John Smith\nORG:Adobe
Systems\nTITLE:Engineer\nTEL;CELL:+919876543210\nTEL;WORK;VOICE:123456789\nADR;WORK:;;Street
ABC;Seattle;Washington;98101;US\nEMAIL;WORK;INTERNET:abc@adobe.com\nURL:www.adobe.com\nEND:VCARD

但資料項目可混合電子郵件、SMS、超連結或純文字類型。以上述格式輸入 .csv 和 .txt 檔案中，並在欄名上加上 # 符號。 若要產生 QR 碼，請依照
這些指示進行:

1. 選取「視窗 > 公用程式 > 資料合併」。

2. 在彈出式選單中，選取「選取資料來源」。

3. 選取包含 QR 欄位資訊的資料檔案。按一下「開啟」。

4. 選取文件中的預留位置。

5. 按一下「建立合併文件」圖示，以建立合併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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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工具

建立可存取的 PDF 文件 (PDF，2.6 MB)
文章  (201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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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內容

表單工作流程
新增表單欄位
指定跳位順序

表單工作流程

您可以在 InDesign 中設計格式，然後直接轉存為 PDF。InDesign 現在支援表格欄位和其他表格動作。按鈕與表單庫 (「視窗� > 互動式 > 按鈕與表
單」) 提供表單項目，供您用來設計互動式表單。

使用 InDesign，您可以在 InDesign 內建立簡單的表單，完全不需要在發行後以 Acrobat 處理 PDF 文件。您可以在文件頁面內新增簡單的表單元素。
支援如文字欄位、選項按鈕、核取方塊或簽章等常見欄位類型。您也可以新增以電子郵件送出表單或列印表單的動作。

除了基本設計之外，您也可以使用 InDesign 中的創意功能，讓您的表單呈現設計師的專業風格。

將純色筆畫或填色新增至 PDF 表單欄位。
新增按鈕、核取方塊及選項按鈕的自訂 On、Off 及 Hover 狀態。
指定文字輸入欄位的字體大小。

例如，若要收集信用卡資訊，您可以使用信用卡圖示做為選項按鈕，並針對選取的狀態使用不同的影像。

對於進階表單工作流程，您可以轉存基本表單，然後在 Adobe Acrobat 中繼續編輯。

新增表單欄位

使用「按鈕與表單」面板可將表單欄位新增至版面。新增互動式表單欄位的程序與新增按鈕相同，因此您不需要學習新程序。您可以建立可在 Adobe
Reader 或 Adobe Acrobat 中使用的表單。使用 InDesign，您可以建立一些一般無法使用 Acrobat 建立的表單。

「按鈕與表單」面板

1. 在要置入表單欄位的位置中置入框架。
2. 開啟「按鈕與表單」面板 (「視窗 > 互動式 > 按鈕與表單」)。
3. 選取框架，並且從「類型」清單中選擇表單元素類型。或者，以滑鼠右鍵按一下框架，並選擇「互動式 > 轉換為 [...]」
4. 輸入表單欄位的名稱。若要建立選項按鈕群組，所有的個別按鈕都必須具有相同的名稱。
5. 選擇事件，並新增與其相關聯的動作。已新增「清除表單」、「列印表單」和「送出表單」這類的動作。在「送出表單」動作中，將 URL 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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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mailto:xyz@example.com"。
6. 對於選項按鈕、核取方塊或按鈕：針對不同的狀態來設定外觀屬性。InDesign 會針對不同狀態新增預設圖形，但是您也可以新增自己的圖形。
7. 指定 PDF 選項：

描述 - 輸入的值顯示為工具提示，並且用於建立可存取的表單
按鈕值 - 此值對應於 Acrobat 中的轉存值，而且也可以用來在可存取表單中識別群組中的選項按鈕。

指定跳位順序

若要建立使用便利且可存取的表單，必須指派可使用的跳位順序。使用者不需要使用指標裝置，就能夠在表單欄位之間切換。按下 Tab 鍵會將焦點移
至下一個邏輯欄位。

有兩種方法，可在標記的 PDF 中指定跳位順序：

使用「文章」面板 (「視窗 > 文章」) 指定自訂的跳位順序
選擇「物件 > 互動 > 設定跳位順序」。

使用「文章」來指定跳位順序

使用「文章」面板指定跳位順序

1. 開啟「文章」面板 (「視窗 > 文章」)。

2. 將表單欄位拖曳到「文章」面板。

3. 在文章面板中，拖曳以按照所需的順序重新排列欄位。

若要讓螢幕助讀程式使用指定的順序，請從「文章」面板選單中，啟用「用於標記式 PDF 中的讀取順序」。轉存 PDF 時，記得啟用「建立標記式
PDF」選項。

使用「結構」來指定跳位順序

1. 選擇「物件 > 互動 > 設定跳位順序」。
2. 按一下「上移」或「下移」，依所需的跳位順序來排列項目。

當轉存為互動 PDF 時，請在「PDF 轉存」對話框中啟動「使用跳位順序的結構」。

另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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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簡介
建立文章，並在其中新增內容
將文件中的所有頁面項目新增至文章
管理文章
包含要轉存的文章

文章簡介

文章提供簡單的方法來建立頁面項目之間的關係。這些關係可用來定義要轉存為 EPUB、HTML 或協助工具 PDF 的內容，以及定義內容的順序。您可
以從版面中現有頁面項目的組合來建立文章，包括影像、圖形或文字。建立文章之後，就可以新增、移除或重新排序頁面項目。您可以透過將一或多
個頁面項目拖移到「文章」面板中的文章，以手動建立文章。

您也可以將大量內容加入文章中。支援將選取的內容新增到選取的文章，或將整個文件內容新增到文章。

XML 結構面板提供另一個機制來決定內容轉存為 ePub、HTML 及協助工具 PDF 轉存工作流程時的順序。「文章」面板設計得較簡單且方便
使用，即使沒有 XML 技術的人員也能夠快速上手。不過，使用 XML 結構面板的功能尚未移除；現在它是轉存程序期間與「文章」面板一起使用的選
項。請參閱建構文件用於 XML。

建立文章，並在其中新增內容

1. 選擇「視窗 > 文章」以開啟「文章」面板。

2. 選取要新增至文章的頁面項目。

若要建立空白文章，請不要在版面中選取頁面項目。

3.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從「文章」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文章」。

按一下「文章」面板底部的「建立新文章」 。

將內文或頁面元素拖移到「文章」面板中。

4. 在「新增文章」對話框中，輸入文章的名稱。

5. 選取「轉存時包含」，將文章新增至 EPUB/HTML 轉存輸出。

將文件中的所有頁面項目新增至文章

若要將所有頁面項目新增至文章，請執行下列作業：

1. 選擇「視窗 > 文章」以開啟「文章」面板。

2. 選取要新增項目的文章。如果您不選取文章，便會建立新文章。

3. 按住 Command (Mac OS) 或 Ctrl (Windows)，然後按一下「文章」面板中的 。

4. 如果開啟「新增文章」對話框，請輸入文章的名稱。

5. 選取「轉存時包含」，將文章新增至 EPUB/HTML 轉存。

如果您已選取文章，請從文章面板選單中選擇「新增文件內容至所選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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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文章

您可使用「文章」面板來管理文章。您可以將頁面元素拖移到「文章」面板，以便將它們新增至文章。拖移「文章」面板中的項目可變更順序，或將
它們從某個文章移到另一個文章中。

「文章」面板彈出式選單也提供管理內容的選項。

包含要轉存的文章

您可以建立文章，並選取轉存至 EPUB 或 HTML 時要包含哪些文章。依預設，會選取轉存所有文章。

若要在轉存時包含文章，請在「文章」面板中選取文章，然後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選取文章旁邊的核取方塊。

從「文章」面板彈出式選單中選擇「文章選項」，然後選取「轉存時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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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結構至 PDF
標記如何影響重複使用和存取功能
了解和最佳化重排
標記頁面項目
標示圖形以搭配螢幕閱讀程式軟體使用
將頁面項目組合至文章元素

新增結構至 PDF
在「轉存 Adobe PDF」對話框「一般」區域中的「建立標籤化 PDF」選項已選取時轉存 Adobe PDF，轉存的頁面會自動新增一組結構標記，該標記
可描述內容及辨識頁面項目 (例如標題、內文和數字)。如果要在轉存前，新增額外的標記或微調現有的標記，您可以使用 InDesign 中的「標記」面
板。「結構」窗格 (「檢視 > 結構 > 顯示結構」) 可反映變更。

您可在轉存前新增標記至 InDesign 文件，改善 Adobe PDF 文件的存取功能和重複使用。如果 PDF 文件不包含標記，使用者讀取或重排時，Adobe
Reader 或 Acrobat 可能會嘗試自動標記文件，但結果也許會不如預期。 如果無法在轉存的 PDF 檔案中得到想要的結果，可使用 Acrobat 6.0
Professional 和更新版本中的工具來編輯標記後 PDF 文件的結構。 如需更多進階工具，請使用 Acrobat 9 Professional。

套用標記至文件以進行 PDF 轉存時，標記無法控制哪些內容會轉存為 PDF，XML 轉存時也是如此。但是，標記提供了 Acrobat 更多關於文件結構內
容的詳細資訊。

使用標記的好處

在轉存為 PDF 前將標記套用至文件，可讓您執行下列作業：

將 InDesign 段落樣式名稱對應至 Acrobat 已標記的 Adobe PDF 段落樣式中，建立可重排的 PDF 檔案，以便在手持裝置和其他媒體上檢視

可以標記並隱藏列印瑕疵、文字和影像，這樣在 Acrobat 中重排時就不會顯示出來。 例如，若標記某頁面項目為「瑕疵」，當在手持裝置、較小
的顯示器或放大的螢幕上重排標記的 Adobe PDF 文件內容時，該頁面項目將不會顯示出來。

為圖形加上說明替代文字，就能透過螢幕閱讀程式為視力不佳者大聲朗讀文字。

以可讀字母取代圖形字母 (例如首字放大的裝飾用字母)。

為整組文章提供標題，或將內文和數字組合到文章中。

排序內文和數字，建立讀取順序。

辨識表格、設定清單和目錄的格式。辨識哪些內容區塊屬於不同的內文。

含有文字格式資訊，例如字元的 Unicode 值、單字間距，以及彈性和硬性連字號。

標記如何影響重複使用和存取功能

Adobe PDF 文件的內容可為其他用途重複使用。例如，您可能建立了一個含文字、表格和影像的 PDF 檔案報告，然後再利用多種格式散佈出去：在
標準尺寸螢幕上列印或讀取、在手持裝置上檢視、由螢幕閱讀程式讀出聲音，或透過網頁瀏覽器直接存取 HTML 頁面。文件的基礎邏輯結構影響您是
否能夠輕鬆並確實地重複使用內容。

如果要確認 Adobe PDF 文件可重複使用並確實存取，必須在文件中加入標記。加入標記可為文件新增基礎組織結構或邏輯樹狀結構。 邏輯樹狀結構
也就是文件內容的組織，例如標題頁、章節、區段和次區段。 不需變更 PDF 文件的外觀，即可指示精確的讀取順序並改善導覽，特別是針對較大型、
較複雜的文件。

對於無法看見和無法解碼文件視覺外觀的人而言，可使用邏輯樹狀結構的支援技術可靠地存取文件內容。大部分的輔助性技術會根據此結構，以替代
格式 (例如聲音) 傳達內容和影像的意義。在未標記的文件中則不存在這類結構，Acrobat 必須以偏好設定中的讀取順序選項為基礎來推斷結構。這種
方法較不可靠，時常導致頁面項目讀取順序錯誤或是根本無法讀取。

在 Acrobat 6.0 和更新版本中，標記顯示於「標記」索引標籤中，並依據標記元素的關聯定義組成巢狀。 在 Acrobat Standard 中無法編輯標記。如果
您的工作需要直接處理標記，請升級為 Acrobat 9 Professional。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crobat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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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bat 9「標籤」索引標籤上的邏輯樹狀結構

備註： 用於 Adobe PDF 檔案中的標記可與 HTML 和 XML 檔案中的標記進行比較。如果要進一步了解基本的標記概念，請參閱書店、圖書館或網際
網路任何可用的參考資料和參考書籍。

了解和最佳化重排

您可以重排 PDF 文件，使它可在手持裝置、較小的顯示器或標準螢幕上放大讀取，而不需水平捲動逐行讀取。

重排 Adobe PDF 文件時，有些內容可帶入重排的文件中，有些則不行。大多數的情況下，僅有可讀的文字可重排入重排文件中。 可讀文字包含文
章、段落、表格、影像和設定格式的清單。無法重排的文字則包含表單、注釋、數位簽名欄位和頁面瑕疵，例如頁碼、頁首和頁尾。 同時包含可讀文
字與表單或數位簽名欄位的頁面無法重排。 垂直文字重排時會變為水平。

身為作者，您可新增標記將 PDF 文件最佳化，以方便重排。標記可確保文字區塊的重排，以及內容會依適當的順序排列，讓讀者可讀取跨越不同頁面
和欄的內文，而不會被其他內文中斷排文。讀取順序由樹狀結構定義，您可在「結構」窗格中變更。

標題和欄 (上) 以邏輯讀取順序重排 (下)

標記頁面項目

您可以自動或手動標記文字框和圖形。標記頁面項目之後，您可以使用「結構」窗格，在階層架構中將元素拖移至新位置以變更頁面的順序。如果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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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了「結構」窗格中的元素順序，則這些變更也將會傳遞至 Adobe PDF 檔案。將 PDF 檔案由 Acrobat 儲存為 HTML 或 XML 檔案時，元素的順序將
相當有用。將 InDesign 文件轉存為 Dreamweaver (XHTML) 或 Digital Editions (EPUB) 格式時，此順序也相當有用。

自動標記頁面項目
選擇「新增未標記項目」指令時，InDesign 會新增標記至「標記」面板，並將「內文和數字」標記套用至特定的未標記頁面項目。「內文」標記會套
用至任何未標記的文字框架，而「數字」標記則套用至任何未標記的圖形。接著您可手動將其他標記套用至文字區段。但是，自動標記頁面項目並不
保證能以相同方式在轉存的 PDF 檔案中將項目結構化。

1. 選擇「視窗 > 公用程式 > 標記」以顯示「標記」面板。
2. 選擇「檢視 > 結構 > 顯示結構」，將「結構」窗格顯示於「文件」視窗的左邊。
3. 從「結構」窗格選單中選擇「新增未標記項目」。

「結構」窗格和「標記」面板中的標記

手動標記頁面項目
1. 選擇「視窗 > 公用程式 > 標記」以顯示「標記」面板。
2. 選擇「檢視 > 結構 > 顯示結構」，將「結構」窗格顯示於「文件」視窗的左邊。
3. 從「結構」窗格選單中選擇「新增未標記項目」。
4. 選取文件中的頁面項目。
5. 選取「標記」面板中的標記。請注意下列針對特定讀入標記的建議用法：
人工標記 在「重排」檢視 (僅顯示標記項目) 中檢視轉存的 PDF 檔案時，「瑕疵」標記可讓您隱藏頁面項目，例如頁碼或不重要的物件；請參
閱 Adobe Acrobat 說明文件。此功能在手持裝置上或在其他 PDF 讀取器中檢視 PDF 檔案時特別有用。

儲存格 用於表格儲存格。

剪影 用於置入圖形。選擇「新增未標記項目」時，會將「剪影」標記套用至所有置於文件中的未標記圖形。

段落標記 (P、H、H1–H6) 在「重排」檢視中檢視時，這些標記對轉存的 PDF 文字沒有影響。但是，在將 PDF 檔案轉存為 HTML 格式時，某
些情況下它們是相當有用的。

內文 用於內文。選擇「新增未標記項目」時，會將「內文」標記套用至所有未標記的文字框架。例如，假設您的 InDesign 文件已格式化為三種
段落樣式：標題 1、標題 2 和內文。首先，分別將這些段落樣式對應至 H1、H2 和 P 標記。接下來，請轉存為 PDF。最後，在 Arobat 中將
PDF 文件轉存為 HTML 或 XML 時，標記為 H1、H2 和 P 的段落會適當地顯示於網頁瀏覽器中 (例如 H1 會以大型粗體字母顯示)。如需有關將
PDF 文件轉存為 HTML 或 XML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Adobe Acrobat 文件。

標示圖形以搭配螢幕閱讀程式軟體使用

如果想利用螢幕閱讀程式來描述文件中闡明重要概念的圖形元素，您必須提供描述。除非新增替換文字至標記屬性中，否則螢幕閱讀程式無法辨識或
讀取剪影和多媒體。

Alt 文字屬性能讓您建立可讀取的替換文字來替代檢視插圖。ActualText 類似於 Alt 文字，也可替代影像顯示。ActualText 屬性可讓您取代單字的其中
一部分影像，例如使用花式影像做為首字放大時。在此範例中，ActualText 屬性可允許將首字放大字母讀取成單字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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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存為 Adobe PDF 時，Alt 文字和 Actual Text 屬性值會儲存在 PDF 檔案中，並可於 Acrobat 6.0 和更新版本中檢視。 將 PDF 檔案由 Acrobat 儲存
為 HTML 或 XML 檔案時，即可使用替代文字資訊。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dobe Acrobat 說明文件。

1. 如有必要，請選擇「檢視 > 結構 > 顯示結構」以顯示「結構」窗格，然後選擇「視窗 > 公用程式> 標記」以顯示「標記」面板。
2. 從「結構」窗格選單中選擇「新增未標記項目」。
3. 如果要確認影像已標記為「剪影」，請選擇影像，然後選擇「標記」面板中的「剪影」。
4. 請在「結構」窗格中選取「剪影」元素，然後從「結構」窗格選單中選擇「新增屬性」。
5. 在「名稱」中，輸入 Alt 或 ActualText (此功能有區分大小寫)。
6. 在「數值」中，輸入要替代影像顯示的文字。

將頁面項目組合至文章元素

使用「結構」窗格，將頁面項目依邏輯組合至「文章」元素。例如，如果內文跨越多個頁面，您可建立一個將這些內文包含在單一群組中的傘狀元
素。這些傘狀元素稱之為結構化元素。 您亦可為您的組合文章命名。
備註： 不過您無法標記已組合的頁面項目。
如果要組合頁面項目，請從「結構」窗格選單中選取「新增元素」，然後在「標記」面板中選取「文章」元素，接著在「結構」窗格中將頁面元
素拖移至其下方。

如果要為已組合的項目命名，請在「結構」窗格的「文章」元素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擇「新增屬性」。在「名稱」中，輸入標題。 在「數值」
中，輸入想要使用的文章名稱。

更多說明主題

法律注意事項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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