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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指南

此手冊介紹了如何操作「  離線編輯軟體」輕鬆操作1.2.3。

豐富與多元的版面模組，自由選擇，輕鬆改變版面分割，使照片呈現想要的部

份；背景圖像，物件與遮罩豐富，絕對呈現自己的創意。

會員將可無限次的使用此軟體提供的版型。有任何新鮮訊息將透過電子郵件通

知會員。

任何意見與建議，歡迎聯繫我們：

生產財出版有限公司

E-mail：service@macis.com.tw

http://www.macis.com.tw

R  離線編輯軟體介紹

 是一套個人化輕鬆又容易操作跨平台的「離線出版編輯軟體」！

不管是Windows或Mac平台，皆可輕鬆下載簡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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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您的數位照片分門別類的整編，由Macis選單中選擇個人喜愛的新作品類

型，豐富與多元的版面模組，自由選擇，輕鬆使用滑鼠拖拉置放於頁面，隨即

能改變版面分割樣式，絕對呈現自己的創意。

挑選適合的背景圖像豐富您的版面；物件與遮罩均能自由、簡單、活潑運用，

善用滑鼠拖拉讓您馬上看到個人創意設計編排的畫面。當自己的主編，輕鬆又

容易。

創建作品

步驟1 >>> Download
●   輕鬆下載免費 離線編輯軟體

步驟2 >>> Create

  選擇您想創建的產品

●  拖放您的數位照片到編輯界面的圖片區，多種創意模組供選擇，搭配選用背

景，相框和遮罩。清清鬆鬆創作編輯自己來！

 步驟3 >>> Order

●   點擊'購物車'按鈕，依循步驟操作⋯⋯成品完成，它就是如此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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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 R  帳號

新會員請先註冊成為  會員，只需填寫正確的登入帳號與密碼即可成

為會員；「  離線出版編輯軟體」是跨平台軟體，不論PC或MAC用戶

都可使用。當您按下購物車選擇需要的份數與配送地點即完成訂購程序。

訂單確認

當您的檔案上傳完成後，我們的自動系統將會在24小時之內寄發由「

客服專區」所寄送出的《 會員認證信》。 

隱私和保密

您的隱私對我們非常重要，我們充分的條款都可以從網站上取得處理問題的程

序。我們把您的任何信息發送給我們以極大的關懷和工作，您發送給我們的存

儲只為目的生產的成品。您的工作和個人信息不會用於任何其他目的，或傳遞

給任何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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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權利與義務

再次提醒，請遵守相關法規及網際網路的國際慣例，絕不做任何非法目的或以

任何非法方式傷害本公司，並不得利用本服務從事侵害他人權益或違法之行

為：請確認您對所有照片、文字均擁有所有權。不得公布或傳送任何誹謗、侮

辱、具威脅性、攻擊性、不雅、猥褻、不實、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或其他

不法之文字、圖片或任何形式的檔案，亦不得侵害他人名譽、隱私權、營業秘

密、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其他智慧財產權及其他權利，及其他  

有正當理由認為不適當之行為。 

尊重智慧財產權是所有人的應盡義務，如有違反，除您依法應負的法律責任

外，本公司並得撤銷您的會員資格及永久禁止您使用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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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電腦硬體需求

Download for
 

〇 Windows 7，Windows XP，或Windows Vista

〇 硬體記憶體至少須768MB/2GBHz的處理器

〇 至少2GB以上的硬盤空間

〇 建議至少16位元彩色和1024x768螢幕解析度

〇 寬頻網路

PC Download for
〇 Mac OS X 10.4.5或更高版本

〇 硬體記憶體至少須1GBHz的處理器

〇 至少2GB以上的硬盤空間

〇 建議至少16位元彩色和1024x768螢幕解析度

〇 寬頻網路

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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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下載及安裝

3-1 下載及安裝PC

請先到官方網站:

http://www.macis.com.tw/download.php?a=10

下載編輯軟體，填寫基本資料即可免費下載編輯軟體

step1     請填寫您的姓名、電子郵件 A ，

 下載應用程式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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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下載及安裝

step2  安裝  編輯軟體

step3  首次開啟 編輯軟體執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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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下載及安裝

3-2 下載及安裝MAC

請先到官方網站:

http://www.macis.com.tw/download.php?a=10 

下載編輯軟體，填寫基本資料即可免費下載編輯軟體

step1     請填寫您的姓名、電子郵件 A ，

 下載應用程式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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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下載及安裝

step2  安裝 編輯軟體

 ● 將編輯軟體拖曳到電腦的應用程式 C

 ● 將軟體替身放置於Dock列 D

step3  首次開啟 編輯軟體執行畫面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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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下載及安裝

3-3 啟動及下載版型

step1  開啟 編輯軟體，軟體會自動更新下載

 ● 電腦容量與頻寬會影響下載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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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勾選所需的產品類型進行更新 A   / 安裝 B

3.0 下載及安裝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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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操作界面介紹

A

B C

D

E

F

G



編書軟體操作手冊   13  

4.0 操作界面介紹

A

B C

D

E

F

G
A   主選單 : 主選單面板

B   圖片面板 : 顯示縮圖圖片

        >  可以添加圖片，只需點擊"增加圖片"按鈕。瀏覽到您的

圖片目錄，插入圖片即可。

C   頁面預覽 : 顯示每一頁的縮圖

       >  要進入某一頁面，只需點擊縮圖，所選頁面會顯示在編輯區。

D   工具欄 : 基本常用的功能。

E   編輯區 : 在此處進行版面編排

       > 紅線為裁切線，藍線為出血線。

F   樣式資料庫 : 頁面樣式/遮罩/ 背景/物件庫存放處

G     編輯工具 : 可處理圖片和文字框。多種工具針對圖片、圖框、

文字、文件、色彩...等等，均可在此面板進行精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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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快速製作書籍

          步驟，輕鬆完成作品

step1  開啟編輯軟體，建立新作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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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選擇要製作的產品類型，點擊"下一步"按鈕。
 

5.0 快速製作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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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欄是對產品類型的詳細描述，您可以根據需要來選擇產品，

●  點擊"下一步"按鈕。

5.0 快速製作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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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您想製作的尺寸與裝訂方式，點擊"下一步"按鈕。

5.0 快速製作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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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快速製作書籍

step3   匯入圖片。點擊"增加檔案"按鈕 A ，選擇圖片的資料夾，點擊"

選取"按鈕 B ，圖片即被添加到圖片欄中。
 ●  本軟體支援的圖片格式有*.JPG、*.JPEG、*.TIF和*.PNG。

A

B

5.0 快速製作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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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建立作品後，利用右邊箭頭       顯示新增資料夾選項，方便檔案
管理。點擊       新增資料夾輸入作品名稱，選取"建立" 按鈕。

5.0 快速製作書籍

C
D

C

 D

5.0 快速製作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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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快速製作書籍

step5   點擊工具欄上的"自動製作"圖標  ，選擇自動製作的方式 
1.圖片大小 2.圖片順序。

 ●  自動製作：自動將圖片匯入圖框。此方法快速簡便，您也可以

在此基準上根據需要進行版面調整，也可手動將圖片拖拉至圖

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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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快速製作書籍

step6    雙擊文字框 E  輸入文字。

 如有需要您也可以自己加入文字編輯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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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快速製作書籍

step7   儲存檔案。點擊工具欄的"儲存"圖標 或選單【檔案】下"儲存"命
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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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快速製作書籍

step8   訂購，此時需要連接網絡。

 ●  點擊工具欄的"訂購"圖標 或者選單【檔案】下"訂購"。

 ●  預檢 G  是為了確保您的相冊能夠正確被生產財製作。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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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快速製作書籍

step9   確認訂購。需勾選"我已經閱讀過免責聲明並接受條款和條件"。

step10  登入會員資料依序完成，確認訂購上傳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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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編輯功能介紹

A  檔案：對整個文件進行操作

B  編輯：編輯操作指令

C  插入：在頁面中插入圖框/形狀/文字框

D  頁面：對頁面進行的操作

E  查看：界面外觀設置

F  幫助： 建議初學者可以開啟小幫手幫助引導

6-1 主選單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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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編輯功能介紹

6-2 圖片欄功能介紹

增加圖片到圖片欄中

清空圖片欄的所有圖片

進行分類與排序方

便圖片管理

表示已經使用過的次數

正常顯示表示圖片尚未使用

拖動划塊可改變圖片

顯示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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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編輯功能介紹

回復/重複上一個動作/儲存 新增圖片/  文字框 自動製作 更改產品

縮小/放大 訂購上一頁/下一頁/預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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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素材資料庫介紹

應用各頁面樣式時，直接把樣式拖入編輯頁面內即可。

類別：將所有物件分類管理減少尋找樣式的時間

●  頁面樣式：頁面中圖片的張數及排列的版式。

6.0 編輯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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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罩： 圖片外形的特殊效果。黑色表示圖片被完全顯示的部分，白色

表使圖片被完全遮住的部分。

●  背景： 頁面中的背景。
●  物件庫： 圖形、圖框、圖框組合等。

6.0 編輯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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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預覽下載更新素材

step1     點擊'建立新作品'按鈕 A

6.0 編輯功能介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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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點擊'檢查更新' B ，勾選所需素材
 ●  若下載全部素材需花費較長的時間

6.0 編輯功能介紹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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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預覽素材圖樣請至官方網站:
 http://www.macis.com.tw/clipart_list.php?a=99

6.0 編輯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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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點擊縮圖 C   可放大預覽，  D   為檔案編號請記下編號回到
MACIS軟體下載即可。

 ●  已下載完成的素材在任一產品都會出現無須重複下載。

6.0 編輯功能介紹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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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編輯區功能介紹

編輯區的功能是針對圖片、文字、圖

形的進行參數設定。選定的按鍵背景

呈現藍色。

● 形狀、邊框、陰影的設定

6.0 編輯功能介紹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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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設定圖片的形狀、透明度等

B   設定圖片外框的尺寸、顏色等

C   設定圖片的陰影

6.0 編輯功能介紹

添加形狀包括正方形，圓形和多邊形 添加圓角，顏色和透明度

添加圓角，顏色和透明度

添加陰影，模糊陰影，並改變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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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顏色、光暈的設定

6.0 編輯功能介紹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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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設定圖片的方向

 E  設定圖片的模式、亮度、對比度

 F  設定圖片的光暈

6.0 編輯功能介紹

正常與旋轉90度和上下翻轉效果

正常與黑白模式和對比度調整

正常與加上圖片光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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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尺寸、偏移距離等的設定

6.0 編輯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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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面背景設定

● 字體、顏色、字級、文字位置。

6.0 編輯功能介紹



6.0 編輯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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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方向、對齊功能。

● 字間、字元縮放、段落、基線。



6.0 編輯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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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框線大小、顏色。

● 不透明、寬度、歪斜，隨心所欲在軟體裡自由編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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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手動入圖

對於多張圖片推薦您用自動製作的方法；對於單張圖片建議手動加入。

step1    在圖片欄中選要加入的圖片，此刻游標會變成手的形狀。

7.0 圖片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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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拖拉圖片至圖框內，此時圖框會出現藍框。

7.0 圖片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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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圖片編輯

7-2 自動入圖

對於多張圖片推薦您用自動製作的方法；對於單張圖片建議手動加入。

step1  點擊工具欄上的"自動製作"圖標  。

step2  選擇圖片自動製作方式：圖片大小/圖片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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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完成，可稍加調整圖片位置

7.0 圖片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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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調整圖片大小、位置、旋轉

圖片大小是由圖片上8個藍色控制點 A  控制的，拖拉控制點修改圖片大小。

圖片位置是由移動符號 B  控制，可上下左右移動調整。

圖片旋轉可以調整圖片上綠色控制點 C

● 選定要旋轉圖片在編輯欄中 的'角度'輸入數值。 D

7.0 圖片編輯

D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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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裁切圖片

step1     雙擊想裁切的圖片，出現"裁切圖片"對話框。

step2  按住游標拖拉可移動裁切區域 A 。控制裁切區域 B

7.0 圖片編輯

A

B



 48  編書軟體操作手冊

step1  插入文字：
 ● 點選選單【插入】下的"文字框"指令或

 ● 點擊工具欄中的"新增文字框"圖標

8.0 文字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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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雙擊文本框進行文字編輯，最後調整文字框的位置即可。
 ●  修改文字須先將文字反白使背景呈現藍色。 

8.0 文字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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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文字大小設定

由於螢幕尺寸設定的關係，螢幕閱讀字體大小(簡報字體大小)與印刷字體最佳

化大小不同，若不注意很容易將印刷字體設定成簡報字體的大小。通常最佳化

印刷字體大小會比簡報字體小很多。

那要如何作呢？

1.   建議你多使用頁面樣式的文字設定樣本，因為這些都是經過印刷測試，屬於

最佳閱讀字體大小的設定

2. 你也可根據以下的建議，自行設定文字大小：

8.0 文字編輯

● 大標題建議使用26∼30號字：

● 中標題建議使用16∼20號字：

 ● 引文建議使用12∼15號字：

● 內文建議使用9~11號字：

● 圖說建議 使用8~10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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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文字行距設定

行距大小的設定，關係著閱讀舒適度的順暢度。

那要如何設定適當的行距呢？

1.  建議你多使用頁面樣式的文字設定樣本，因為這些都是經過印刷測試，屬於

最佳閱讀的行距設定。

2.  你也可根據以下建議的規則，自行設定文字行距由下圖可清楚看出行距設定

的數值大於1.4，整個閱讀的舒適度提升不少，反之則整個文字物件全部擠

在一起，閱讀很吃力。

8.0 文字編輯



8.0 文字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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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文字自由變化

跳脫文字的框架，編輯新功能增加框線的功能之外，角度的多元變化更能突顯

作品的個人風格。在新功能的使用上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呢？

1.文字可自由調整框線的粗細與顏色，要特別注意框線不要蓋過字體本身，否

   則容易影響文字的閱讀性和辨識度。

● 文字色彩與框線調整適中，閱讀性和辨識度高：

● 文字色彩與框線調整失衡，影響閱讀性和辨識度：



8.0 文字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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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透明、寬度、歪斜，隨心所欲在軟體裡自由編輯文字。

3.文字本身無法製作陰影，可自行利用堆疊的方式創造有個性的陰影效果。

   可先製作兩個一模一樣的文字框，調整其中一個文字框的透明度和傾斜角度

   ，置於後方即可創造個性化的陰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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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定某一物件或某幾個物件

時，點擊滑鼠右鍵會出現下

文對話框。利用此對話框您可

以迅速的將物件進行對齊、排

列、符合等操作。

對齊

以多張圖片為例，按住Shift鍵

選取二張以上的圖片，點擊滑

鼠右鍵會出現下文對話框，選

擇"對齊"出現對齊的選項，依

照需要選擇即可。

9.0 對齊、排列、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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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當多個物件重疊的時候，您希

望調整物件的前後順序。選擇

需要調整的對象，按滑鼠右鍵

會出現下文對話框，選擇"排

列"出現排列的選項，依照需

要選擇即可。

符合

主要用來調整圖片在頁面中的

大小和在圖框的大小。

9.0 對齊、排列、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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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創建頁面

初階版面套裝運用＿簡易入門快速套裝運用

直接套用設計好的版模交叉運用或使用預設版面執行自動編排，快速又安全。

參考線上教學影片：5分鐘完成作品

http://www.macis.com.tw/movie_main.php?id=26

進階版面套裝運用＿完全創新頁面應用

適用創建新頁面，然後複製創建的頁面運用達到作品內容視覺應用的一制化。

10 頁面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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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網格設定
 ●  網格單位(大)10mm，子網格4(網格極小單位為2.5mm)

10 頁面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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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設定天地左右安全邊距
 ●  重要元素離裁切紅線，至少須一個大網格(4極小網格=10mm)

10 頁面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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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運用參考線作欄段分割

為什麼須作版面分割呢？

根據應用面大小作方格式的分割，為了就是方便元素的 置放與快速定位，以建

立作品的風格性。參考線可直接使用預設值或自定皆可

10 頁面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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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插入頁面

當頁數不夠或您想自己編排頁

面時，可以參考以下步驟：

點擊選單【頁面】下的"插入

"，新增的空白跨頁會產生在

目前編輯頁面前。

10 頁面應用

增加或減少頁數會影響封面大小(書背)，所以需要重新檢查封面的圖片大小與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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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複製頁面

點擊選單【頁面】下的"複製

"，會產生一個與目前編輯頁

相同的頁面。

10-4 增加頁面

點擊選單【頁面】下的"增加"，

新增的頁面會出現在封底。

10 頁面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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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重新排列頁面

如果您要重新排列頁面的順序，點擊選單【頁面】下"重新排列頁面"，就可以

按照您想要的頁面順序進行排列。

10 頁面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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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頁面應用

排到首頁

向上移動

向下移動

排到末頁



11.產品尺寸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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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若不小心做錯尺寸，不用再含淚重新製作啦！升級版本能將作品輕鬆轉換

成不同尺寸，不管大變小、直式變橫式，都能輕鬆變換！讓您一次編輯，多款

運用！選定版型，可任意放大縮小尺寸。

step1   點擊【更改產品】圖示，視窗出現後請選擇其中一個產品作為轉
換後尺寸。



11.產品尺寸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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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您的作品被更新至所選擇的產品，請在訂購前檢查所有版面。
  ●  轉換尺寸後頁面樣式與照片位置會錯亂，將原有版型拖拉入編輯

區即可，照片的部分也要記得微調喔！



 66  編書軟體操作手冊

您可以在"頁面預覽"區域中查看到頁面的縮圖，在"編輯區"中查看到頁面的具

體細節。

還可以把每個頁面存成圖片格式，方便觀看成品的效果。

step1   點擊選單【檔案】下"建立樣稿"，畫面會自動出現正在檢查作品
的視窗。

12 建立樣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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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預檢結果。

  ●  出現錯誤訊息需點選檢視頁面 A  進行修正。

        ●  表示問題的所在頁面 B ，建議解決 C  的方法

12 建立樣稿

C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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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樣稿輸出屬性設定。

  ●  輸出格式 D  有JPEG、TIFF2種格式。

  ●  輸出頁面 E  可全選或指定頁面

      ●  選取儲存路徑 F

step4   樣稿結果。
  ●   "建立樣稿"所產生的圖片僅供預覽，圖片上會出現macis的浮水

印，其效果不宜用於輸出。

12 建立樣稿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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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點選產品類型D月曆 A

13 桌曆製作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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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桌曆製作

step2  匯入圖片資料夾 B ，至少匯入16張圖片以上 C

B

C

增加檔案 移除圖片 旋轉圖片 圖片分類排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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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桌曆製作

step3  設定起始月份/星期/語言
  ●  月份數量固定為14個月，不可變動

step4  進入下一步可預覽編輯頁面，為桌曆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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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   編輯封面與封底內容 D ，其餘畫面系統會自動AUTORUN。

  ●  提醒：記得修改封面文字標題與作者名稱 E

13 桌曆製作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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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6  設定月曆樣式  F
  ●  只需設定其中一個月份，其餘會自動變更

  ●  建議直接套用桌曆頁面樣式即可間

13 桌曆製作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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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7   標記重要日期，例：結婚紀念日 / 重要約會 / 友人生日 / 國定假
日...等等

  ● 建議直接套用文字樣式將內容修正即可。

13 桌曆製作



最有個人特色的圖樣、最喜歡的照片、最具特殊意義的文字...

利用一個簡單的步驟，創造出一眼就能看出的個人風格！不再有挑選衣服的困

擾，輕鬆穿出你的美學生活，你的時尚由你自己量身訂做！

14-1 噴墨印刷特色：無法印白色

           ● 若圖案中有白色，印刷後白色處會呈現布色。

14 T恤印刷特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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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T黑T



噴墨印刷特色：鏤空

     ●             圖形不鏤空部分，請另行添加1％黃色。

     ● 印製高反差、復古風格圖片，於       白色T恤呈現效果較佳。

14 T恤印刷特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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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T紅T A

B

A

B



噴墨印刷特色：布料顏色

      ● 因布色關係，圖案顏色會有些許不同。 

      ● 相同人像印於T恤上，白T較為白皙，紅T較顯紅潤。 

14 T恤印刷特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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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T 紅T



14 T恤印刷特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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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膠膜印刷特色

           ● 適合印製人像。

           ● 僅能沿圖案最外緣「手工修剪」，無法鏤空裁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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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點擊選單【檔案】下"訂購"或點擊購物車。

step2    您可能會收到下圖的提醒訊息，這只是一項預防措施，只需點擊
'繼續'來處理您的訂單。也可以點擊'取消'並調整頁面，使用畫質

更好的圖片來替換完成後重新開始訂購流程。

15 訂購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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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訂購流程

step3      勾選接受條款和條件的方塊，然後點擊'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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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登入會員資料。

  ● 有多國語言提供選擇 A

  ● 初次訂購者需申請新帳戶填寫個人資料 B 。

15 訂購流程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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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  確認產品訂單明細、數量 C 、貨運地址。

15 訂購流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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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6  線上  刷卡或ATM 轉帳。
 ●  銀行：台灣土地銀行南屯分行

   戶名：生產財出版有限公司 / 銀行代碼：005

   帳號：161001000661

 ●  有折價卷代碼請在 D  輸入，並且點擊'設置'確定。付款畫面
將更正成最新的折扣價格，確認無誤後點擊'確認訂單'。

15 訂購流程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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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7  輸入信用卡卡號、完成訂購。

15 訂購流程



step1   進入Macis 一本書一個夢官網，點擊右上方【訂單追蹤】選項。

step2    登入會員資料。

16 分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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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分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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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我的帳戶記錄所有訂單相關資訊，點選先前訂單。

●  目前訂單              ●  先前訂單             ●  變更密碼              ●  變更偏好設定



16 分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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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進入訂單後，點選想要分享的作品。



16 分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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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 【錯誤示範】：舊版本的作品無法預覽，也不能進行分享的動作。

                   ●  呈現網址而不是預覽頁面   



step5 【正確示範】：使用3.1.2版本製作，可進行瀏覽與分享動作。
                   ●  工具列可選擇瀏覽模式、自動播放，可調整翻頁音效等等..   

16 分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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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分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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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6  點選【現在分享】就能成功把作品分享給大家喔！
                   ●  可選擇分享至社群網站、 電子郵件

                   ●  可使用密碼保護，擁有密碼的朋友才能查看你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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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根據產品屬性風格、規格、裝訂方式、價格作選擇，選擇產品

時請核對產品代碼，以確保選擇的產品無誤。

精裝：精緻保存效果好

平裝：經濟實惠兼顧環保

17 裝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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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裝訂方式

精裝線圈：線圈裝訂便於翻頁

平裝線圈：線圈裝訂便於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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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馬釘：適合少量頁數裝訂

17 裝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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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冊的作品，不論是送給朋友當禮物或是自己保存使用，這本作品將具有你  

自己最樸實的特色。硬殼包裝，安全保護您的作品，也方便收藏。

18 包裝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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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寄送方式與送達時間
待您付款確認後的3至5個工作日，您的訂製商品將會寄達您指定之地址，過程

中Macis保留1至2天的誤差。單次訂購或消費總金額未滿NT$2,000元，酌收50

元的物流處理費。金、澎地區酌收運費NT$120元，單次訂購總金額NT$3,000

元以上免運費，限台灣本島。國際地區以郵局航空掛號寄出，運費以實際國際

寄送金額收費，另行報價後收取。寄達天數請參照郵局公佈天數為準。

18 包裝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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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常見問題

檢查樣稿結果出現黃色驚嘆號  
●  編輯者可對頁面進行修正或忽略，即使忽略此訊息，產品亦可進行印刷。

檢查樣稿結果出現紅色驚嘆號  
●  編輯者需針對有問題頁面進行修正否則產品將無法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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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常見問題

下表列出常見的問題及相關解決方法

屬性圖示 出現的問題 解決方法

  編輯區形狀框

形狀框位置位於裁切線上，生產過程將會被

裁切。

>> 建議檢查是否有重要圖形會被裁切亦可
忽略。

空的頁面

此頁面為空白，您應該加入一些圖片或者刪

除此頁。

>> 確定要留白可忽略此消息。

空的圖框

此圖片框空白將不會被印刷。

建議您添加圖片到圖片框或刪除此圖片框。

低解析圖片

圖片不能以最佳品質印刷。

>> 修正此問題請縮小圖片框尺寸或重新置
入高解析圖片。

  

遺失圖片

圖片在您的電腦中已被更改路徑或遺失。

>> 修正此問題您必須重新在圖庫資料夾內
放入這張圖片或更換圖片亦可刪除此圖片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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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常見問題

下表列出常見的問題及相關解決方法

屬性圖示 出現的問題 解決方法

空的文字框

文字框內容空白將不被印刷。

>> 建議您添加一些文字到文字框內或刪除
此文字框。

文字超出文字框

文字框不能被印刷，因為文字內容過多超出

文字框範圍。

>> 建議您調整文字框大小或修正文字級數。

無效字體

您的電腦未安裝此種字型。

>> 請將字型更換成你電腦裡已安裝的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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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常見問題

19-1 圖像素材挑選

別被螢幕的亮麗視覺給騙了？分辨螢幕影像與印刷品質

螢幕色彩RGB表現1677萬顏色，紙品印刷只能呈現26萬，圖像素材慣有的偏

色、對焦、雜訊缺陷，在電腦螢幕乍看下並不明顯，印刷品圖像素材要求較嚴

謹。其次，螢幕解析度只要72dpi就可讓影像看起來漂亮清晰，平面印刷則需

要高解析度圖像，太低的解析度會造成相片看起來粗糙、模糊或出現馬賽克等

現象。建議您的數位相機設定千萬畫素以上，且盡量避免在低光源下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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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常見問題

●   圖片素材挑選小技巧
一堆照片作比對，挑出最好的出來，將同類型、條件一致的圖片放一起作比對

挑選。

A  戶外圖片一起比對挑選 

B  室內與夜景圖片一起比對挑選

C  五彩繽紛的圖片一起比對挑選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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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常見問題

●   圖片因室內色溫造成偏色
室內黃光、藍光造成太黃或太藍等圖片色偏，請更換圖片或作圖片校正，以利

印刷品質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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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常見問題

●   避免圖片亮部太亮或太暗
圖片太亮請更換圖片或作圖片校正，以利印刷品質提升

如何避免？可螢幕比對已經印刷過驗過的原稿，或比對網站樣品比對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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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常見問題

●   注意圖片是否出現嚴重雜訊
圖片雜訊太多請更換圖片，以利印刷品質提升，請注意這類圖片乍看好像沒問

體，實際放大查看時，才發現原來圖片有很多雜點，請參考範例示範。

如何避免？可螢幕比對印刷驗證過的原稿，或比對網站樣品圖片，拍照時注意

相機有無減少雜訊的設定，且盡量在光線充足情況下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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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常見問題

●   圖片飽和度足夠否？
圖片色彩的飽和度不足，請更換圖片或作圖片校正，以利印刷品質提升。

如何避免？可螢幕比對印刷驗證過的原稿，或比對網站樣品圖片，拍照時注意

曝光值的正確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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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常見問題

●   圖片解析度/粒子很粗糙、模糊不清或馬賽克等現象
圖片解析度不足，建議更換圖片或作圖片校正調整，以利印刷品質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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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常見問題

●   圖片對焦不準
圖片對焦不準、晃動、模糊不清，請更換圖片，以提升作品內容品質。

請注意這類圖片乍看沒問題，實際放大查看時，才發現原來圖片有晃動或焦距

不準，請參考範例示範。

如何避免？可螢幕比對印刷驗證過的原稿，或比對網站樣品圖片，拍照時請開

相機的防手震設定，減少晃動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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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常見問題

19-2 編輯區形狀框

形狀框位置位於裁切線(紅線) A  上，裁切線以外的物件生產過程將會被裁切。
●  檢查是否有重要圖形位在裁切線上，其餘較不重要的圖形即可忽略此訊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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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常見問題

19-3 空的頁面

空白頁面，您應該加入一些圖片或者刪除此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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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常見問題

19-4 空的圖框

圖片框內未入圖。建議您添加圖片到圖片框或刪除此圖片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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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常見問題

19-5 低解析圖片

圖片解析度不足。

●  修正此問題請縮小圖片框尺寸或重新置入高解析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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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常見問題

19-6 遺失圖片

圖片在您的電腦中已被更改路徑或遺失。

●  重新在圖庫資料夾內放入這張圖片或更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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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常見問題

19-7 空的文字框

添加一些文字到文字框內或刪除此文字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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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常見問題

19-8 文字超出文字框

文字內容過多超出文字框範圍，文字框左下方會出現  的圖樣。
●  請調整文字框大小或修正文字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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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常見問題

19-9 無效字體

系統會在一開始跳出警告視窗提醒您電腦未安裝此種字型。

●  請將字型更換成你電腦裡已安裝的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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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常見問題

19-10 裁切範圍與出血

紅線為裁切線，藍線為出血線，製作滿版圖片時圖片的邊緣要達到藍線上。紅

色裁切線表示產品將以紅線為邊界，紅線以外邊緣將被裁切。為了避免裁切誤

差帶來的白邊，要確保圖片邊緣到達藍線上。

何謂裁切線?
裝訂尺寸，裁切線以外的範圍將被裁切。

何謂出血線?
為了避免裁切誤差產生的白邊，因此再製作稿件時邊緣的物件需超出裁切範圍3mm。

紅色裁切線

藍色出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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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常見問題

正確： 編排內容在紅色框線內，

圖像則延伸至出血線

錯誤： 文字超出紅色框線，會被

裁切

錯誤： 圖片未出血，裁切後會出

現白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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