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子書-閱讀的新趨勢

電子書(e-book)指的是以電子與數位化方式
替代傳統紙本圖書的方案

電子書並不是新東西，10年前就有了…
優點：減少紙張運用、攜帶輕便、儲存及
重製簡易、可與多媒體結合….

聲明：紙本圖書還是有其重要性及無可取
代的，但著重比例上可能會開始降低

小結：營造優質的閱讀環境及推動閱讀教
育才是我們的目標



目前電子書的形態

其實只要能夠呈現出書本內容的都可稱之
為電子書

在這邊簡單的將電子書區分為三種類型
1. 實體電子書
2. 以電腦作為平台(特殊規格)
3. 以電腦作為平台(網頁方式呈現)
4. 智慧型手機平台(我們接觸的機會較少)



1.實體電子書

在此以Amazon Kindle介紹



2.以電腦作為平台(特殊規格)

目前一般的電腦上就可以播放觀賞
所謂的特殊規格-需要安裝特定的播放軟體
才可以觀賞

範例



3.以電腦作為平台(網頁方式呈現)

簡單的說起來，就是一個網頁，只是多加
了翻頁的動畫

不需要安裝特定軟體，直接以瀏覽器就可
以播放

範例



4.智慧型手機平台

中華電信 Hami書城
對我們國小來說….問涂老大….
以下省略



製作SimMAGICeBook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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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背景：E世代的來臨，網路在生活中已是不可或缺
的一部份。電子書不但節省了紙張的浪費，完全
符合現今所提倡的綠化環保觀念，透過影音與教
學互動方式，能讓學習的成效達到 佳化，閱讀
起來也較輕鬆有趣。隨著科技的進步，互動式影
音教學已經成為教學趨勢。

 目的：針對電子書的功能來呈現電子書的製作方
向，廣泛應用於製作電子書時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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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類：(五選一製作) 

文字
◦ 陽春版
◦ 進階版
◦ 專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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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陽春版

進階版

專業版

聲音

動畫

影片



文字

陽春版：死板板的文字，沒有任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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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內文：



文字

進階版：有點變化

2017/11/16 11

標題：
 顏色改變【Ex:黑→紅】

 字型改變【Ex:新細明體→海報體】

 加上粗體 or 底線 or 斜體

內文：
 顏色改變《Ex:黑→紫》

 字型改變《Ex:新細明體→少
女體》

 加上粗體 or 底線 or 斜體



文字

專業版：除了加上進階版還加上一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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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在標題文字旁邊加上一些花紋

內文：
 在內文前面加上項目符號



文字

專業版：加上使用軟體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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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在標題文字中找一些可以讓文

字間連接的地方

 製做成3D的效果

內文：
 在內文文字中的第一、

二個字可以讓文字間
連接的地方

 Powerpoint中的文字
藝術師樣式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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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春版：死板板的圖片，沒有任何變化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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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版：調整色彩、亮度、加上邊框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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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版：使用軟體製作



聲音
可利用文字MP3，將電子書中的內文轉
換成聲音放置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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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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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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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類：(一頁不要超過兩個) 

 附件圖影定位

 動態播放（橫向or直向平移循環）

 輔助彈跳視窗

 遮罩貼紙

 塗抹物件（刮刮樂）

 超連結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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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圖影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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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播放（橫向or直向平移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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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彈跳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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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罩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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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抹物件（刮刮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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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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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瑪星 SimMAGIC eBook 電子
書



市面上電子書
目前市面上電子書軟體樣式繁多，所以
挑選幾項電子書軟體來做介紹:
一.DeskTop Author
二.CyberArticle 電子書製作軟體
三.FlipAlbumVista Pro



一‧DeskTop Author

 DeskTop Author防止文字被攫取的特殊功能，是非常好
的電子書製作軟體。

 缺點：(1)在聲音動畫等效果上面不佳，如果純粹做文字
圖片書合籍的話，很適用、(2)不支持大量文字輸入，必
須一段一段的貼。



二‧CyberArticle

 CyberArticle電子書製作軟體把網頁裏面的所有元素保存
在一個單一檔裏面(*.book)，保持您的磁片清潔。
CyberArticle電子書製作軟體可以把保存的網頁導出成
CHM檔。

 缺點：(1)bug稍多，無論是儲存網頁或是閱讀網頁，程式
會自己中斷、(2)網頁存取速度慢，在Firefox下保存網頁
經常不完整。



三‧FlipAlbum Vista Pro

 FlipAlbum 擁有的書型結構，動態頁面使它非常容易使用-
只需點擊頁面就可以翻到下一頁。提供給使用者多張圖
片全面的層次控制功能以及頁面註釋功能！

 缺點：沒有機碼確認保護，只有密碼保護（不認電腦機
碼，有密碼就能開啟）無法達成一機一個序號，防止拷
貝盜版的問題！



市面上電子書的比較

優點 缺點

SimMAGIC eBook  可做為電子書閱覽器
 介面簡單清楚、並提供人性

化的互動式工具列，
 具有整合文字、圖像、聲音、

動畫、影片等多媒體元件的
功能

上傳檔案不可超過100MB，否則
傳不上去

DeskTop Author 防止文字被攫取的特殊功能  在聲音動畫等效果上面不
佳

 不支持大量文字輸入，必
須一段一段的貼

CyberArticle  把網頁裏面的所有元素保存在
一個單一檔裏面(*.book)

 可以把保存的網頁導出成CHM
檔

 bug稍多，無論是儲存網頁
或是閱讀網頁，程式會自
己中斷

 網頁存取速度慢，在
Firefox下保存網頁經常不
完整

FlipAlbum Vista Pro 擁有的書型結構，動態頁面使它非
常容易使用-只需點擊頁面就可以
翻到下一頁。

沒有機碼確認保護



SimMAGIC eBook 電子書製作工
具

• SimMAGIC eBooK以電子與數位化方式替代傳統
紙本圖書。

• 結合互動式設計，提供模擬實際測驗及內建學習紀
錄分析。

• 可做為電子書閱覽器，更可成為幫助學習的互動媒
體平台。

• 介面簡單清楚、並提供人性化的互動式工具列，與
多樣化的內容編輯功能，可快速上手同時滿足各式
電子書與刊物的製作需求。

• 具有整合文字、圖像、聲音、動畫、影片等多媒體
元件的功能。



SimMAGIC eBook 特色



電子書互動式閱讀功能



電子書模擬互動式操作



匯出介面可支援之行動載具



匯出介面可支援之行動載具



SimMAGIC eBook製作四步驟



電子書應用



電子書作品展示

http://www.simmagic.com.tw/CustomerPerformance/eBooks.aspx



Q&A



SimMAGIC eBook電子書製作工具



SimMAGIC eBook製作四步驟



電子書互動式閱讀功能



電子書模擬互動式操作



匯出介面可支援之行動載具



電子書應用



電子書作品範例

http://www.simmagic.com.tw/CustomerPerformance/eB
ooks.aspx



學生電子書作品展示

http://www.simmagic.com.tw/CustomerPerformance/eB
ooks.aspx



現階段學生電子書作品

http://www.hamaebook.com/Upload/eBook/reader/eBook-
Plus.html?BaseUrl=aHR0cDovL3d3dy5oYW1hZWJvb2suY29tL3VwbG9hZC9FY
m9vay83MDUyL2VCb29rLw==



InDesign電子書製作



1-1認識操作環境



1-1認識操作環境

 lnDesign 各部功能相關說明
A：功能表清單
功能表清單是提供InDesign 指令的地方，當
需要執行指令時，你需要到檔案、編輯、
版面、文字、註解、物件、表格、檢視、
視窗、輔助說明等10 大指令選單中點選單
其中一個指令項目，在出現的下拉指令選
單中選取所需的指令即可，
如果指令為淺灰色的話，代表該指令在目
前的狀態下不能執行。



1-1認識操作環境
B：控制條板
控制條板是應該常駐版面的控制板，它
會隨選取物件的不同而產生不同的控制
選項。
請執行【視窗→控制】指令，或是切換
鍵盤上的Commmand-Option-6 鍵
（Macintosh）或是Ctrl-Alt-6 按鍵
（Windows），就可以快速的切換控制
條板。



1-1認識操作環境
C：視窗標題列
每一個開啟的InDesign 文件都會有一個排
版視窗，排版視窗上方中間的是這個繪
圖視窗的標題列（Title Bar），它表示這
個檔案的名稱和顯示比例。如果檔案尚
未被存檔過，則名稱欄將以〝無標題檔
案〞加上連續的數字當作檔案的名稱。
此外如果拖拉標題列可以移動排版視窗。



1-1認識操作環境
D：尺標
在視窗中有兩把尺標，分別是水平尺標
與垂直尺標，它們可方便你在製作作品
時協助度量頁面，幫助你能更準確的製
作出所須的作品。
執行【檢視→顯示尺標】指令、【檢視
→隱藏尺標】指令，或是切換鍵盤上的
Commmand-R 鍵（Macintosh）或是Ctrl-
R 按鍵（Windows），就可以快速的顯
示及隱藏尺標了。



1-1認識操作環境
E：完稿頁面
在視窗中心的四方框，有一層薄薄陰影
的部分就是排版頁面。
F ：黏貼板
視窗中在完稿頁面之外的部分，你可以
依英文直譯稱呼其為黏貼板（Paste 
Board），我們也可以將圖像或文字放在
黏貼板的範圍內，並可以將其存檔，但
黏貼板上的物件不會被列印出來。



1-1認識操作環境
Ｇ：控制板
InDesign 中有高達36 塊的各式控制板，
分別做不同用途的控制。全都放在顯示
方式指令選單中，可以在需要的時候再
呼叫它們。我們可以視我們的需要決定
顯示或隱藏這些控制板，它們可以放置
於螢幕的任何位置。



1-1認識操作環境
Ｇ：控制板
InDesign 中有高達36 塊的各式控制板，
分別做不同用途的控制。全都放在顯示
方式指令選單中，可以在需要的時候再
呼叫它們。我們可以視我們的需要決定
顯示或隱藏這些控制板，它們可以放置
於螢幕的任何位置。



1-1認識操作環境
Ｈ：工具箱
執行【視窗→工具】指令，就可以快速的顯示或
隱藏工具箱。單響要選取的工具按鈕，即可選用
該樣工具。如果工具按鈕左上方有一個三角形
符號，則代表該工具還有彈出式的工具，壓住
三角形符號就會出現工具組。如果按住Option 
鍵（Macintosh）或是Alt 鍵（Windows），並單
響工具組中的工具，則可以快速的切換不同的工
具。工具箱的底部有三組的控制面板，填色色
彩控制讓你決定要為物件內部填色或者是沿著
路徑填色。填色色彩控制用來選擇要為物件內部
或沿著路徑填上實色、漸層或無色。 後一行
的影像視窗顯示控制，則是讓你決定視窗的顯
示模式。



1-1認識操作環境
Ｉ：顯示結構控制板
控制輸出成eBook 的PDF 檔案。
Ｊ：檢視比例欄
版面視窗左下方的畫面比例顯示欄，會
顯示畫面的顯示比例，你可以直接在這
個欄位中輸入數值以改變畫面的顯示比
例。比例大小從 小的5％到 大的4000
％不等。



1-1認識操作環境
Ｈ：切換頁面欄
在比例顯示欄旁邊的頁面切換欄，按（）
按鈕可以切換到第一頁、按（）按鈕可
以到上一頁、按（）按鈕可以在彈出的
頁面顯示中快速的切換不同的頁面、按
（）按鈕可以切換到 後一頁上、按
（）按鈕可以到下一頁。
L：捲軸
捲動頁面用。



1-1認識操作環境
Ｍ：視窗控制
若要關掉繪圖視窗，則單響繪圖視窗左
上方的關閉鈕（）即可，拖拉右下角落
的視窗大小控制鈕，則可以用手動的方
式來變更繪圖視窗的大小。單響繪圖視
窗右上方的 大化控制鈕（），則可以
將繪圖視窗 大化，再按一次則可讓視
窗恢復到原來的大小。至於 小化的按
鈕（），單響它你可以隨時將繪圖視窗
小化，以便你處理其他的檔案。



1-2使用工具箱
請執行【視窗→工具】指令，你就可以
開啟或關閉工具箱，CS3 預設的工具箱
是全新的直式單列式排列，你可以單響
工具箱左上角的（）符號將工具箱轉換
成回橫式單行式排列或是傳統的兩欄式
排列。



1-2使用工具箱



1-2使用工具箱
 lnDesign 各部功能相關說明

 用來選取物件，是 經常使用到的工具之
一；可利用拖拉範圍或是單響的方式來選
取物件。也可以當做移動工具使用。

 直接選取工具可以用來選取節點或是路徑
線段，也可以用它來編輯貝茲曲線的指向
把手或是選取群組中的物件。



1-2使用工具箱

 在圖形框中裁切圖形。

 鋼筆工具是繪製貝茲曲線的重要工具，在頁面
直接單響可以放置直線節點，單響並拖拉可以
放置含有控制把手的曲線節點。

 同屬貝茲曲線編輯工具之一，單響路徑線段的
話，便可以在路徑中上插入一個新的節點。



1-2使用工具箱

 使用刪除錨點工具單響節點，可以將不要的節點
移除掉。

 用來將平滑節點轉換成轉角點，或是將轉角點轉
換回平滑節點，通常與其他的三件貝茲曲線工具
搭配使用。

 以文字工具拖拉可以畫出文字框，可以鍵入一串
由左至右的水平文字。此外這個工具也可以用來
選取文字或表格。



1-2使用工具箱

 拖拉可以畫出垂直文字框，垂直文字工具可以鍵
入直排的文字，非常適合在必須使用中文文字的
場合。

 使用時必須與路徑搭配，這項工具可以使鍵入的
文字沿著路徑而排列。

 垂直路徑文字工具可以沿著路徑鍵入垂直的文字。



1-2使用工具箱

 鉛筆工具讓你可以自由地描繪貝茲曲線，就像拿
著鉛筆畫圖一樣，你可以不斷的修改不滿意的線
條。

 可將原本銳利的路徑修飾平滑，其設定的內容與
鉛筆工具大體上是相同的。

 擦除工具可以將你畫錯的路徑擦掉，同樣的搭配
鉛筆工具一起使用。



1-2使用工具箱

 拖拉滑鼠，即可畫出任意的直線，想要畫
出水平或是垂直的線段，按住Shift 鍵即可。

 矩形框架工具可以快速畫出各式的矩形與
正方形圖像框；拖拉滑鼠即可畫出任意矩
形，之後便可置入圖像了！

 可任意畫出橢圓形圖像框。若按住Shift 鍵，
再拖拉滑鼠即可畫出正圓形圖像框。



1-2使用工具箱

 用來繪製各式各樣的多邊形與星形圖像框，直
接雙響工具箱中的工具圖示，則會顯示對話框，
以設定多邊形。

 矩形工具用來畫出各式的矩形與正方形框；拖
拉滑鼠即可畫出任意矩形。按住Shift 鍵則可以
畫出正方形框。

 可任意畫出橢圓形。若按住Shift 鍵，再拖拉滑
鼠即可畫出正圓形框。



1-2使用工具箱

 用來繪製各式各樣的多邊形與星形，直接雙響工具箱
中的工具圖示，則會顯示對話框，以設定多邊形。

 拖拉可以畫出水平柵格文字框，雙響工具箱中的工具
圖示，會顯示柵格文框的設定對話框，你可以在這裡
預先設定文框屬性。

 拖拉可以畫出垂直柵格文字框，同樣的雙響工具箱中
的工具圖示，會顯示柵格文框的設定對話框。



1-2使用工具箱

 用來畫出具有連結性質的色塊，用以製作具有多
媒體特性的PDF 檔案。

 使用剪刀工具單響路徑線段或節點，可將線段剪
開，並且在剪開的地方加上一個節點。

 可以用來旋轉物件。單響要設定為物件旋轉中心
的點，便可用拖拉的方式繞著旋轉中心旋轉物件。



6-1文字工具組
 InDesign 提供了文字工具、垂直文字工
具、路徑文字工具與垂直路徑文字工具
等4 種文字工具來協助我們將文字輸入



1-2使用工具箱

 縮放工具能夠改變物件的大小，操作方式和旋轉
工具幾乎是一樣的。雙響工具箱中的工具圖示，
則會顯示縮放對話框。

 它可以將物件傾斜變形也是變形工具之一。雙響
工具箱中的工具圖示，則會顯示傾斜對話框。

 選取漸層填色物件，使用漸層工具拖拉，可以改
變漸層的方向、漸層開始顏色及結束顏色的位置。



1-2使用工具箱

 用來搭配漸層羽化效果使用，使用類似漸層工
具拖拉的方法製作物件局部的透明效果。

 使用任意變形工具可以同時對物件進行移動、
縮放、旋轉和傾斜變形，是一件複合的變形
工具。

 用在註解設定時，選取或是編輯註解時使用。



1-2使用工具箱

 單響物件，可以拷貝該物件的屬性到其他的物件
中，包含像是填色特性、字元、段落屬性等。

 在兩點之間拖拉，或分別單響兩個點，均可以測
量兩點之間的距離，與資訊控制板搭配使用。

 可以捲動排版頁面，雙響工具箱圖示，可以調整
繪圖頁面的顯示比例到符合繪圖視窗的比例。



1-2使用工具箱

縮放顯示工具協助我們檢視頁面的顯示
比例。雙響工具箱圖示，可以調整顯示
比例到100。



1-3認識控制板
 InDesign 中有高達34 塊的各式控制板，
分別做不同用途的控制。我們將這些控
制板區分成文字類控制板、編輯類控
制板、檢視類控制板與互動類控制板4 
大類，這些不同用途的控制板浮動在工
作台之上，你可以視情況將所需的控
制板隨時呼叫到舞台上使用



1-3認識控制板



1-3認識控制板



1-3認識控制板



1-3認識控制板



1-3認識控制板



1-3認識控制板



1-3認識控制板



1-3認識控制板



1-3認識控制板



1-3認識控制板



1-3認識控制板



1-3認識控制板



1-3認識控制板



1-3認識控制板



1-3認識控制板



1-3認識控制板



1-3認識控制板



1-3認識控制板



1-4控制板使用方法
面對複雜而眾多的控制板，可以視需要
決定顯示或隱藏這些控制板，它們可以
放置於螢幕的任何位置。分割或結合
這些控制面板。一般而言控制板的使用
不外開啟、移動、關閉、改變大小、
使用控制板指令等，如圖就是控制板
的幾個主要控制按鈕。



1-4控制板使用方法



1-5檢視文件顯示比例
在螢幕上的文件檢視比例放大 大是

4000，縮到 小則是5。



1-5檢視文件顯示比例



1-5檢視文件顯示比例



1-5檢視文件顯示比例



1-5檢視文件顯示比例
執行【視窗→物件與版面→導覽器】指
令叫出導覽器控制板



1-6頁面的捲動
以直接捲動頁面來移動畫面，除了利用
捲軸來移動畫面外，也可以利用手形工
具（）和導覽器控制板來移動畫面



1-7疊印預視
執行【檢視→疊印預視】指令，就可以
切換是否要以疊印預視模式檢視圖形



1-8視窗顯示模式



Lesson 1-9視窗顯示效能

 當圖形置入InDesign 之後，我們可以設定影像的顯示解析
度與文字的顯示效能，以改變影像檢視時的清晰度。

 執行【檢視→顯示效能→快速顯示】指令（1 ）可以只將
點陣影像或向量圖形繪製為灰色方框。當您想要快速逐
頁檢視具有許多影像或透明度效果的跨頁時，請使用此
選項。

 執行【檢視→顯示效能→一般】指令（2 ），這是 常被
使用的檢視模式，你可以用低解析度的影像適當的顯示
點陣影像或是向量圖形。

 執行【檢視→顯示效能→高品質】指令（3 ），如此會以
高解析度繪製點陣影像或向量圖形，如此可以提供 高
的顯示品質，但效能 慢。

 如果要改變個別物件的顯示品質的話，請執行【物件→
顯示效能→......】指令（4）即可。



1-9視窗顯示效能



1-9視窗顯示效能
快速顯示



1-9視窗顯示效能
一般顯示



1-9視窗顯示效能
高品質顯示



6-2鍵入文字
鍵入、拷貝或是讀入文字
在文字框中見到一個閃爍的記號，我們
將其稱之為插入點。並且如果你將滑鼠
移到文字框之內的話，你會發現原本
箭頭游標變成形狀的文字游標。



6-3鍵入特殊文字字元
使用指令鍵鍵入特殊字元
執行[文字插入特殊字元 ……]



6-3鍵入特殊文字字元
使用字符控制板
執行[文字文字與表格字符]



6-3鍵入特殊文字字元
鍵入隱形字元
執行[文字隱形字元]



6-4貼入文字
 當要置入InDesign 的文字是在其他軟體中
的時候（例如像是網頁或是WORD 中的
一段文字），如果只要擷取其中一段的話，
就可以先在其他軟體中，將文字選取，並
加以拷貝，跟著來到InDesign 中，把游標
插入要貼近文字的地方，執行【編輯→貼
上】的指令，就可以把文字貼進文字框中
了，如果沒有指定文字貼入的位置的話，
則InDesign 也會自行建立一個文字框以放
置這些文字。



6-4貼入文字



6-5讀入文字
 InDesign可以讀入的格式有



6-5讀入文字
 讀入純文字檔
 在InDesign 中執行【檔案→置入】指令，從〝置
入〞對話框中選取欲置入的純文字檔案，這裡請
勾選〝顯示讀入選項〞，至於〝取代項目勾選與
否則視選取文字框的內容而決定。



6-5讀入文字



6-5讀入文字
讀入word檔案
在InDesign 中執行【檔案→讀入】的指令，
從置入對話框中選取欲置入的DOC 檔案
格式檔案，勾選〝顯示讀入選項〞



6-5讀入文字
在＂讀入選項＂對話框中根據自已的需
求選擇是否要讀入word檔中除了文字
以外的各項設定，像是表格、圖像、文
字樣式等。



6-5讀入文字



6-5讀入文字
檔案讀入結果



6-5讀入文字
改變文字走向
當需要使用直排文字時，你可以使用垂
直文字工具（）來置入文字，或者是
在水平文字置入後想要改變文字走向的
話，先選取文字框，接著再執行【物件
→文字框選項】指令，就可以將文字轉
換成直排了。



6-5讀入文字



6-5讀入文字
 沿路徑排文
 沿著各種規則與不規則的路徑輸入文字，設計
出有變化的創意文字，它不像文字框只能直直
的排列文字，而可以隨著路徑線段的起伏變化。



6-5讀入文字
 改變文字走向
 效果：在選單中選取五種路徑文字的變形效果
 翻轉：將路徑文字鐘射翻轉
 對齊：選取四種路徑文字與路徑的對齊方法。
 至路徑：當文字路徑邊框得有相當的寬度時才能見到效
果，設定路徑文字對齊路徑

 邊框的頂部、置中、底端。
 間距：設定路徑文字間距



6-5讀入文字
 改變路徑上文字的位置
 使用選取工具在文字路徑上單響，接著在路
徑上會顯示路徑文字編輯記號，將滑鼠移至
插入記號上，並拖拉移動路徑至你需要的位
置，即可移動路徑上文字的位置。



6-6文字框的填色
文字框填色



6-6文字框的填色
漸層色
如果要填入漸層色的話請叫出漸層控制
板，並調整漸層。



6-6文字框的填色
文字框邊框填色

如果要填入漸層色的話請以漸層控制板
調整漸層即可完成邊框漸層填色了



6-6文字框的填色
文字框文字填色



6-6文字框的填色
如果要填入漸層色的話請以漸層控制板
調整漸層即可對文字漸層填色了



6-6文字框的填色
文字框文字外框填色



6-7文字與文字框
在使用InDesign 的過程中大多數文字與
文字框之間的屬性關係，可以使用文字
框選項對話框來修改的，要叫出〝文
字框選項〞對話框的話，可以使用物
件工具先選取文字框物件執行【物件→
文字框選項】指令



6-7文字與文字框



6-7文字與文字框



6-7文字與文字框
欄：文字框的分欄設定
數量：在欄數欄位中輸入數字，設定分
欄數目，也可在控制板中，直接設定分
欄數目。

欄間距：設定文字框中欄與欄之間的距
離

寬度：InDesign 是目前唯一可以強制設
定欄位寬度的軟體，你可以在寬度欄位
中，設定文字框中欄位的寬度。



6-7文字與文字框
 固定欄寬：這個選項通常與〝寬度〞的設定搭
配使用，如果未勾選，當我們改變文字框大小
時，文字的寬度會隨著文字框大小等比例的
改變大小。如果勾選，當改變文字框的大小，
文字框中的分欄數目將會隨之增減，但欄位寬
度則不會改變。

 內縮間距：用來設定文字框與文字間的距離，
你可以分別在上、下、左、右四個欄位中分別
設定間距，一般而言如果文字框不填色的話
可以不考慮這個地方，不過如果文字框的底
色或邊框是有填色的話，設定文字框內距會得
到比較好的視覺效果。



6-7文字與文字框
 垂直齊行：設定文字與文字框的對齊方式。
 對齊：在彈出選單中選取右/上、置中、
左/下與齊行四種文字與文字框對齊方式

 段落間距限制：在欄位中輸入段落間距的
大距離。

 忽略繞圖排文：勾選選項，則可以忽略文
字繞排的設定，我們將在其他章節中專
文介紹。

 首行基線：首行基線位置，他可以用來設
定文字首行的文字基線位置。



6-7文字與文字框
偏移量：提供首行基線的對齊方法，你
可以在選單中選取預設的首行基線位置。

 小值：輸入首行基線的 小偏移距離。
基線格點：用來設定文字框內的基線格
點，這裡與版面的基線格點是不相同的
喔！

使用自訂基線：格點勾選選項以啟動文
字框內的基線格點。



6-7文字與文字框
開始：設定文字框內的基線格點的開始
位置。

相對於：設定文字框內基線格點的開始
位置參考基準。

增量間格：設定文字框內基線格點的間
格距離。

顏色：設定文字框內的基線格點的顏色。



6-8鍵結文字
當讀入很多文字時，單獨一個文字框是
裝不下所以內容，這時要透過文字鏈接。



6-8鍵結文字

選用工具箱中的選取工具或直接選取工
具，單響文字框上的文字溢排( )符號，
此時游標會變成手工排文( )符號，接著
再將滑鼠移到目前的文字框上，游標會
變成連結( )符號。



6-8鍵結文字
單響空白的文字框，放開滑鼠後，原來
溢排的文字就會出現在新的文字框中。



6-8鍵結文字
讓著以相同的方法就可將所有文字置入
剩下的文字框中



6-8鍵結文字
當要見到整篇文章在幾個文字框中的排
列時，執行【檢視→顯示串連文字】
指令，就可在文字框間見到箭頭的記號，
這代表文字的置入文字框的前後次序，
可以將其稱為文字流



6-8鍵結文字
文字鍊接須知
文字框的結構



6-8鍵結文字
輸入、輸出標示的意義



6-8鍵結文字
文字流鏈接需知
與QuarkXpress 不同，InDesign 可以將
兩個已經具有文字內容，且原本不屬於
同一文字流之中的文本框，連結到同一
文字流中。



6-8鍵結文字
與PageMaker 不一樣，即使在文字還沒讀
入InDesign 以前，只要有空白的文字框還
是可以進行鏈結的。並且在讀入文字以後
會自動將文字納入空白的文字框中



6-8鍵結文字
鏈接文字到色塊或圖像框中



6-8鍵結文字
就算沒有先準備文字框，只要單響輸出
或輸入標示，將文字設定鏈結狀態，跟
著利用滑鼠單響或拖拉出一個矩形的
範圍來，也可建立鏈結文字框。



6-8鍵結文字
想要解除文字框間的鏈接狀態時，選用
選取工具或是直接選取工具，單響文字
框上輸出或輸入標示，游標會變成手
動排文（ ）符號，將游標移到要切除
鏈接的文字框上，游標變成中斷連結
（ ）符號，單響要解除鏈接的文字框，
此時原本文字框間的鏈接就被切斷。

你也可以雙響文字框上的輸出或是輸入
標示完成相同的目的。



6-8鍵結文字



6-9排文方法

準備排文的檔案



6-9排文方法
手動排文是 常使用的方法



6-9排文方法
單響第二、三欄置入文字



6-9排文方法
 半自動排文方法
 半自動排文的意思就是說你不需要每次都要去單
響輸出標示的文字溢排符號（），而是在每次
將文字排入一個文字框之後，還是保持在半自動
排文的狀態



6-9排文方法
自動排文方法
自動排文當然就是要比半自動排文更加
便利一些的文字鏈結排法



6-9排文方法
全自動排文方法
此法是 厲害的排文法，用法與自動排
文的方法類似，不過這種排文方法可自
動增加頁數，然後一口氣將所有的文字
排完



6-10文字編輯器
 InDesign提供了文章編輯器，讓使用者
可以一口氣看到所有的文字內容，方便
在執行校稿或是其他文字編輯工作。

 [編輯在內文編輯器中編輯]可開啟文
章編輯視窗

 [編輯在版面中編輯]回到原本版面狀
態。



6-10文字編輯器



6-10文字編輯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