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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展開某些工具，以顯示下面的隱藏工具。工具圖示右下角的小三角形表示這個工具下面有隱藏工具。若要查看工具的名

稱，請將指標置於工具上方。 

檢視隱藏工具
❖ 在可見工具上按住滑鼠按鈕。

檢視工具選項
❖ 按兩下工具。

移動工具面板
❖ 拖移其標題列。

工具箱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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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預設工具
* 鍵盤快速鍵顯示在括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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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工具選取工具

選取選取  (V)  (V)

直接選取直接選取  (A)  (A)
群組選取 

魔術棒魔術棒  (Y)  (Y)

套索套索  (Q)  (Q)

工作區域工作區域 (Shift + O)

繪圖工具繪圖工具

鋼筆鋼筆  (P)  (P)
增加錨點  (Shift+)
刪除錨點  (-)
轉換錨點 

線段區段線段區段  (\)  (\)
弧形 
螺旋 
矩形格線 
放射網格 

矩形矩形  (M)  (M)
圓角矩形 
橢圓形  (L)
多邊形 
星形

反光 

鉛筆鉛筆  (N)  (N)
平滑 
路徑橡皮擦 

文字工具文字工具

文字文字  (T)
區域文字

路徑文字 
垂直文字 
垂直區域文字

直式路徑文字

上色工具上色工具

繪圖筆刷繪圖筆刷  (B)

點滴筆刷工具點滴筆刷工具 (Shift+B)

網格網格  (U)

漸層漸層  (G)

檢色滴管檢色滴管  (I)
測量 

即時上色油漆即時上色油漆桶  (K)

即時上色選取即時上色選取 (Shift+L)

改變外框工具改變外框工具

旋轉旋轉  (R)
鏡射  (O)

縮放縮放  (S)
傾斜

改變外框 

彎曲彎曲  (Shift-R)
扭轉 

縮攏

膨脹

扇形化 

結晶化

皺摺

任意變形任意變形  (E)

漸變漸變  (W)

符號工具符號工具

符號噴灑器符號噴灑器(Shift +S)
符號偏移器

符號壓縮器 

符號縮放器

符號旋轉器 

符號著色器

符號濾色器

符號樣式設定器

圖表工具圖表工具

長條圖長條圖  (J)
堆疊長條圖

橫條圖

堆疊橫條圖

折線圖

區域圖

散佈圖 

圓形圖

雷達圖

切片及裁剪工具切片及裁剪工具

切片切片 (Shift+K)
切片選取範圍 

橡皮擦橡皮擦

剪刀  (C)
美工刀

移動及縮放工具移動及縮放工具

手形手形  (H)
頁面

放大鏡放大鏡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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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工具面板
❖ 選擇「視窗 > 工具」。

將隱藏工具拖移到獨立面板
❖ 將指標拖移經過隱藏工具面板尾端的箭頭，然後放開滑鼠按鈕。

關閉個別工具面板
❖ 按一下面板標題列上的關閉按鈕。工具就會回到「工具」面板中。

選取工具
❖ 請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 按一下「工具」面板中的工具。如果工具右下角有一個小三角形，請按住滑鼠按鈕以檢視隱藏工具，然後按一下所要選取

的工具。

• 按住 Alt 鍵 (Windows) 或 Option 鍵 (Mac OS)，然後按一下工具以循環切換並選取隱藏工具。

• 按下工具的鍵盤快捷鍵，鍵盤快捷鍵就會顯示在工具提示中。例如，您可以按 V 鍵選取「移動」工具。

如果要隱藏工具提示，請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一般」 (Windows)，或是「Illustrator > 偏好設定 > 一般」 (Mac 

OS)，並取消選取「顯示工具提示」。

選取隱藏工具

A. 工具面板  B. 作用中工具  C. 包含隱藏工具的可拖移面板  D. 隱藏工具三角形  E. 工具名稱和快速鍵  

變更工具指標
大部分工具的滑鼠指標都與工具圖示相符。每一種指標都有不同的快速連結點，做為效果或動作的起點。大部分工具都可以切

換到精確指標，以十字線出現於快速連結點中央，在處理細部圖稿時提供更高精確度。

❖ 選擇「編輯 > 偏好設定 > 一般」 (Windows)，或是「Illustrator > 偏好設定 > 一般」 (Mac OS)，然後選取「使用精確

指標」。或者按下鍵盤上的 Caps Lock 鍵。

工具收藏館

Illustrator 提供許多可讓您建立與處理圖稿的工具。這些收藏館提供了每種工具的快速視覺概觀。

A B

D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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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工具收藏館
Illustrator 提供下列選取工具：

另請參閱 

第 418 頁「選取的按鍵」

繪製工具收藏館
Illustrator 提供下列繪製工具：

「選取」工具 (V) 選取整個物
件。

「直接選取」工具 (A) 選取物件
內的節點或路徑區段。

「群組選取」工具選取群組內的

物件和群組。

「魔術棒」工具 (Y) 選取具有相
似屬性的物件。

「套索」工具 (Q) 選取物件中
的多個節點或路徑區段。

「工作區域」工具會建立不同的

工作區域，以進行列印或轉存。

「筆型」工具 (P) 繪製直線和曲
線來建立物件。

「增加錨點」工具 (+) 在路徑上
新增錨點。 

「刪除錨點」工具 (-) 刪除路徑
上的錨點。

「轉換錨點」工具 (Shift+C) 將
平滑控制點轉換為轉角控制點，

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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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工具收藏館
Illustrator 提供下列文字工具：

「線段區段」工具 (\) 繪製個別
的直線區段。

「弧形」工具繪製個別的凹面或

凸面曲線區段。

「螺旋」工具繪製順時針和逆時

針方向的螺旋形。

「矩形格線」工具繪製矩形格

線。

「放射網格」工具繪製圓形圖格

線。

「矩形」工具 (M) 會繪製正方
形和矩形。

「圓角矩形」工具使用圓角來繪

製正方形和矩形。

「橢圓形」工具 (L) 繪製圓形和
橢圓形。

「多邊形」工具繪製規則且多邊

的形狀。

「星形」工具繪製星形。 「反光」工具建立透鏡反光或類

似日光反光的效果。

「鉛筆」工具 (N) 繪製並編輯
手繪線條。

「平滑」工具會使貝茲路徑更平

滑。

「路徑橡皮擦」工具會從物件擦

除路徑和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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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色工具收藏館
Illustrator 提供下列上色工具：

「文字」工具 (T) 建立個別的文
字和文字容器來輸入並編輯文

字。 

「區域文字」工具將封閉路徑變

更為文字容器，您可以在其中

輸入並編輯文字。

「路徑文字」工具將路徑變更為

文字路徑，您可以在路徑上輸

入並編輯文字。

「垂直文字」工具建立垂直文字

及文字容器，您可以在上面輸

入並編輯垂直文字。

「垂直區域文字」工具將封閉路

徑變更為垂直文字容器，您可

以在其中輸入並編輯文字。

「垂直路徑文字」工具將路徑變

更為垂直文字路徑，您可以在

路徑上輸入並編輯文字。

「繪圖筆刷」工具 (B) 可繪製
手繪和沾水筆線段，以及路徑

上的線條圖及圖樣。

「網格」工具 (U) 可建立並編
輯網格和網格封套。

「漸層」工具 (G) 可調整物件
內之漸層的起始點、結束點及

角度，或是將漸層套用至物

件。

「檢色滴管」工具 (I) 可從物件
取樣，並套用色彩、文字和外

觀屬性，包括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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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外框工具收藏館
Illustrator 提供下列可改變物件外框的工具：

「即時上色油漆桶」工具 (K) 
可以用目前的上色屬性，為

「即時上色」群組的面和邊緣

進行上色。

「即時上色」 (Shift-L) 工具可
以選取「即時上色」群組的面

和邊緣。

「測量」工具可以測量兩點之

間的距離。

「點滴筆刷」工具 (Shift-B) 所
繪製的路徑會自動展開並合併

那些共用相同顏色且在堆疊順

序中相鄰的沾水筆筆刷路徑。

「旋轉」工具 (R) 可圍著一個固
定點旋轉物件。

「鏡射」工具 (O) 可沿著一條
固定軸翻轉物件。

「縮放」工具 (S) 可圍著一個固
定點調整物件的尺寸。

「傾斜」工具可圍著一個固定點

偏斜物件。

「改變外框」工具，可在整體路

徑細節保持完整情況下，調整

選取的錨點。

「任意變形」工具 (E) 可縮放、
旋轉或偏斜選取範圍。

「漸變」工具 (W) 可為多個物
件建立一系列具有漸變色彩和

形狀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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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工具收藏館
符號工具讓您可以建立與修改符號範例組。您可以使用「符號噴灑器」工具來建立符號組，然後使用其他的符號工具來變更組

合中範例的濃度、顏色、位置、大小、旋轉度透明度與樣式。

「彎曲」工具 (Shift+R) 可移動
游標來塑造物件 (就像捏黏土一
樣 )。

「扭轉」工具，可使物件內產生

旋轉扭曲效果。

「縮攏」工具，可將控制點移向

游標來緊縮物件。

「膨脹」工具，可將控制點移離

游標來膨脹物件。

「扇形化」工具，可為物件外框

增加許多任意的彎曲細部。

「晶體化」工具，可為物件外框

增加許多尖銳的細部。

「皺摺」工具，可為物件外框增

加皺摺狀的細部。

「符號噴灑器」工具 (Shift+S) 
在畫板上置入多個符號範例作

為符號組。

「符號偏移器」工具移動符號範

例。

「符號壓縮器」工具會移動符號

範例，拉近或接遠。

「符號縮放器」工具調整符號範

例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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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工具收藏館
Illustrator 提供九種圖表工具，每一種都可以建立不同類型的圖表。圖表類型的選擇是依照您要表達何種資訊來決定。 

「符號旋轉器」工具旋轉符號範

例。

「符號著色器」工具為符號範例

上色。

「符號濾色器」工具套用不透明

度於符號範例。

「符號樣式設定器」工具將選取

的樣式套用至符號範例。

「長條圖」工具 (J) 建立使用垂
直欄來比較數值的圖表。

「堆疊長條圖」工具可以建立類

似長條圖的圖表，但不是一排

排地比較，而是往上堆疊地比

較。這種圖表類型適合用來作

部份與全體的比較。

「橫條圖」工具建立類似長條圖

的圖表，但長條的位置是水平

而非垂直。

「堆疊橫條圖」工具建立類似長

條圖的圖表，但重疊的位置是

水平而非垂直。

「折線圖」工具建立使用點來代

表一組或多組數值，然後用不

同線條結合每一組中的點之圖

表。這類圖表常用來顯示一或

多個物件在一段時間後的趨勢。

「區域圖」工具建立類似折線圖

的圖表，但強調總數量的變化。

「散佈圖」工具建立以成對座標

組的形式，沿著 x 和 y 軸繪製資
料點之圖表。在識別資料中的

圖樣或趨勢時，散佈圖非常有

用。散佈圖也可指出其中的變

數是否會彼此影響。

「圓形圖」工具建立分成數個部

份，代表比較的資料數據間的

百分比相對之圓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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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片及剪下工具收藏館
Illustrator 提供下列工具，供切割及裁剪物件：

移動和縮放工具收藏館
Illustrator 提供下列工具，在畫板中移動及控制畫板檢視：

「雷達圖」工具建立比較某些時

間點上的或是某些特殊類別裡

的數值，然後用圓形格式顯示

出來之圖表。這種類型又叫蛛

網圖。

「切片」工具將圖稿切成不同的

網頁影像。

「切片選取範圍」工具 (Shift-
K) 可以選取網頁切片。

「橡皮擦」工具 (Shift-E) 可以
擦除任何拖移過的物件區域。

「剪刀」工具 (C) 在指定點裁剪
路徑。

「美工刀」工具可裁剪物件和路

徑。

10 
20 
30 
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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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和範本

關於新增文件描述檔
「文件」是您創作圖稿的空間。在 Illustrator 中，您可以建立預定進行多種不同類型輸出的文件。如需有關建立 Illustrator 文

件以進行視訊製作的詳細資訊，請到 www.adobe.com/go/learn_ai_video_tw 參閱加強視訊製作 PDF。

您根據預定的輸出選擇新增文件描述檔，以開始新文件。每個描述檔都包含大小、色彩模式、單位、方向、透明度和解析度的

預設值。根據預設，全部都會使用一個工作區域。例如，「視訊和影片文件」描述檔使用像素而不使用點，且可以選擇專屬裝

置的裁切區域 (例如 NTSC DV 寬螢幕 )，完全依照所需的尺寸來建立文件，還能夠設有視訊安全區域參考線以協助您展示設

計，達到最理想的檢視效果。

若計劃以高階印表機輸出檔案 (例如傳送到輸出中心 )，請指定「列印」描述檔，以確保圖稿及圖稿上套用的任何效果都設

定為適當的解析度。

您可以選擇下列描述檔：

列印文件 使用預設 Letter 大小的工作區域，並有各種不同預設列印大小可供選擇。若計劃將檔案傳送至輸出中心，以高階印表

機輸出，請使用這個描述檔。

網頁文件 提供為輸出至網頁最佳化的預設選項。

行動電話與裝置文件 建立預設供特定行動裝置使用的小檔案。您可以從「大小」選單中選擇裝置。按一下 Device Central 以

開啟 Adobe Device Central，並在指定的裝置介面中檢視文件配置。

視訊和影片文件 提供數種視訊與影片的預設特定裁切區域大小 (請注意，在這個描述檔中，「工作區域」選項會變更為「裁切

大小」 )。Illustrator 只能建立方形像素檔，以確保大小能在視訊應用程式中正確解譯，Illustrator 會調整「寬度」和「高

度」值。例如，如果選擇 NTSC DV 標準，Illustrator 會使用 654 x 480 像素大小，在視訊應用程式中則會轉換成 740 x 480 

像素。

基本 CMYK 文件 使用預設 Letter 大小的工作區域，並有各種不同大小可供選擇。若計劃將文件傳送至多種類型的媒體，請使

用此描述檔。如果其中一種媒體類型是輸出中心，就要手動將「點陣效果」設定提升到「高」。

基本 RGB 文件 使用預設的 800 x 600 大小工作區域，並有其他各種列印、視訊和網頁大小可供選擇。若計劃將文件傳送至輸

出中心，或使用高階印表機輸出，請勿使用這個選項。請將這個描述檔用在將輸出至中階印表機、網頁或多種媒體類型的文

件。 

如需有關設定新文件的視訊，請參閱 www.adobe.com/go/vid0031_tw。

「手形」工具 (H) 在插圖視窗
之內移動 Illustrator 畫板。

「列印並排」工具可調整頁面格

點，以控制圖稿在列印的頁面

上出現的位置。

「放大鏡」工具 (Z) 在插圖視窗
中提高或降低放大檢視比例。

http://www.adobe.com/go/learn_ai_video_tw
http://www.adobe.com/go/vid0031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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