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膽地以不同方式揮灑設計創意



時值 CorelDRAW 推出 30 週年，我們
決定隆重慶祝這個重要時刻！藉由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19 的發

行，我們推出了新的 Windows 版本，

和功能強大、適用於 macOS 的全新專
業套件，以及可讓您隨時隨地建立圖

形的全新 CorelDRAW.app™，而大幅
擴展了產品的適用層面。

揮灑創意：全新的高品質範本和非破
壞性特效，讓您挑戰偉大設計的極
限。

全盤掌控：兼具智慧與速度，讓工作
更得心應手。更加全面地控制物件、
圖層和頁面，受益無窮。

設計師終於有真正的專業級圖形設計
工具，能在其選擇的平台上與之輝
映。

我們迫不及待地想與您分享我們的最

新版本。CorelDRAW 應用程式反映使
用者偏愛的 Mac 元素，包括原生的外
觀和質感，可靠且能激發創造力。

採用 Windows 的專業圖形設計人員也
將享有量身打造的獨特環境，以及全
新的創作選項。這兩個版本的套件同
步推出的新功能，包括非破壞性特
效、強大的新式物件管理、完美像素
工作流程精確度、加速等眾多功能。

且秉持我們一貫的理念，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19 支援最新的 

Windows 10 進階功能。

兩 個 套 件 皆 隨 附 的 全 新 

CorelDRAW.app，使圖形設計工作流
程更臻全面。

無論是處理圖形、版面配置、繪圖、
編輯相片、使用數位資料還是列印專

案，設計師都可選擇 CorelDRAW 產生
高品質的結果，進而：

提高效率：增強效能、提高自訂能
力、精簡化瀏覽介面，而造就卓越的
生產力。

隆重介紹 



全新平台，更多選項

Windows。Mac。Web。任何位置。

別讓想像力受限於桌上型電腦

有了 CorelDRAW.app，就能將靈光乍現的巧思創意化為絕佳

設計。這款 Web 應用程式是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19 的新成員，讓您隨時隨地都可以存取作品，方便您揮灑

創意。只要登入 CorelDRAW.app，就可以從二合一或其他行
動裝置向客戶展示概念，或即使不在現場，依然可以從遠端
創作。

Ÿ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for Mac 提供原生的 macOS 應用
程式，讓您有特殊的設計體驗。

針對 Windows 10 進行最佳化
Ÿ 在「觸控」工作區中使用觸控方式或繪圖筆迅速進行調整。

Ÿ 使用相容於 Windows 即時繪圖筆的平板電腦 (例如 

Microsoft Surface)，快速有效地完成創作。

Ÿ 支援滾輪裝置，例如 Microsoft Surface Dial。

專為 Mac 提供的全新設計
Ÿ 利用觸控列的功能，省下寶貴時間。這種多點觸控顯示不僅
可以快速存取作業系統層級的控制項，也能快速存取 
CorelDRAW 專屬功能，例如版面配置設定、文字控制項等
等。

Ÿ 支援 macOS Mojave 夜間模式，這種深色色盤適用於所有
視窗、檢視、功能表和控制項。

Mark Anthony J. Guzman



運用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隨時隨地從事設計。

這款卓越的圖形設計軟體提供您所有必要的專業向量繪圖、版面、相片編輯和
設計工具，讓您隨時隨地都能以更快速、更聰明的方式工作。

繪圖與插畫

使用 CorelDRAW® 強大的向量繪圖工具，將
基本線條和形狀轉變為複雜的藝術作品。使用
各種多功能形狀和繪圖工具畫建立曲線。業界

首創的 AI 式 LiveSketch™ 工具，讓您一開始
就能使用手繪向量曲線靈活創作。 

頁面配置

提供所有必要工具，讓您建立小冊子等多頁文
件的版面配置。您可以為文字或圖形保留位
置，或使用「預留位置文字」工具編排頁面，

並隨時查看文字外觀。

編輯相片

PHOTO-PAINT 強大的圖層式相片編輯功能，
可讓您修飾相片及增強效果。調整色彩和色

調、消除瑕疵、校正透視等等。使用 

AfterShot™ HDR，從 RAW 影像建立令人驚嘆
的高動態範圍相片。

印刷排版 

一整套印刷排版工具，讓您排出精美版面。為
文字新增效果 (例如區塊陰影和輪廓圖)、讓
文字大小符合路徑或讓文字圍繞物件排列。享
用連音符號、裝飾、小型大寫、花飾變體等各

種 OpenType 印刷排版功能。

Mikhail Buzin



透過全方位的專業繪圖工具套件，大膽表達自我風格。

色彩、填色、透明度

使用色票即可輕鬆將色彩套用於填色或外
框，或者根據色彩協調產生顏色。變更物件
的透明度，或以花紋、漸層、網狀填色等功
能將物件填滿。

樣式與樣式集

「物樣件式」泊塢視窗 (Windows) 和「物件樣

式」檢查工具 (Mac) 讓樣式和樣式集的管理
工作變得輕鬆無比，可對多個物件套用一致
的格式、製作重複的版本，並且能快速一致
地對整份文件進行格式化。

方便的點陣圖轉向量圖描圖工具

將點陣圖影像轉換成向量，節省寶貴時間。

內建的 Corel® PowerTRACE® 引擎，可將最
消耗系統資源的點陣圖影像轉換成高品質的
向量物件。

字型管理

直覺式 Corel Font Manager™ 可讓您整理並
管 理 字 型 檔 案 庫 ， 不 需 安 裝 也 能 在 

CorelDRAW 和 Corel PHOTO-PAINT® 中使
用最喜愛的字型。利用網路儲存功能更快
速地使用字型。

大膽地以不同方式揮灑設計創意

Mikhail Buzin

Zaky Mu�hi Said Ramadhen



發行
數位與列印

無論技能水準或背景，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使用者每

一次發行和輸出，都必須是完美無缺的絕佳成果。

相容於 100 多種圖形、發佈功能和影像檔案格式，能與任何

類型的專案資產輕鬆搭配使用。可採用多種檔案格式發佈，

包括 AI、PSD、PDF、JPG、PNG、SVG、DWG、DXF、EPS、TIFF 等
等。

利用網頁圖形工具和預設集，開發炫目的網頁內容。使用

「發佈至 WordPress」功能，將各種影像格式直接上傳到 

WordPress 網站。

CorelDRAW 可讓您輕鬆準備要列印的文件。您可以利用功能
強大的色彩管理引擎，在印刷前控制不同媒體之間的色彩一
致性，並確保色彩準確無誤。

Roy Monster



產品內容

直覺式向量繪圖和頁面配置應用程式，可滿足現今忙碌的專業
繪圖人士之需求

專業影像編輯應用程式，可讓您迅速且輕鬆地修飾相片及增強
效果。

獨立的字型管理應用程式可您讓尋找、管理和預覧本機儲存或
網路中的字型

公用程式內建於 CorelDRAW，可讓您將點陣圖快速、準確地轉
換成可編輯的向量圖

此相片編輯器可讓您建立 HDR 影像，並可輕鬆修正及修飾您

的 RAW 或 JPEG 相片

BenVista 

PhotoZoom Pro 4 您可以透過此外掛程式匯出和放大 Corel PHOTO-PAINT 數位影
像

免權利金的優質內容

出門在外，只要登入 Web 應用程式，即使沒有電腦也能隨
時隨地存取作品。

自動化支援

Ÿ JavaScript (JS)：Windows 和 macOS 支援整合式 

API，可讓開發人員將作業自動化並擴充功能

Ÿ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Tools for Applications 

(VSTA)*：此工具組包含 .NET Framework 的強大功
能，讓您能建立省時的巨集，以自動化作業並擴充程式
功能

Ÿ Microsoft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 (VBA)*：整合式

開發環境具備 64 位元支援，並可協助您將作業自動化
而精簡工作流程

* 隨附於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19 for Windows
需要網際網路連線才能存取其中部分的軟體元件、線上功能以及內容。 

Ÿ 7,000 張剪輯圖片和數位影像

Ÿ 150 款設計範本

Ÿ 1,000 張高解析度圖庫相片

Ÿ 600 種漸層、向量與點陣圖填色

Ÿ 專業角度解析、使用提示和教學影片

Ÿ 1,000 種 TrueType 和 OpenType 字型



專業創意工作者—
插畫家、設計師、藝術家

舉凡廣告業、印刷業等行業的專業
創意工作者，在建立和編輯圖形、
處理文字以及潤飾相片上往往投注
大量時間。這類使用者經常需要經
手印刷排版與網頁設計專案；例如
商標、多頁小冊子等等。有些工作
如插畫家和藝術家則須搭配運用經
典藝術手法、歷史悠久的技巧，以
及最先進的向量繪圖技術。

適用對象有哪些？

產業：商標設計、網頁設計與繪圖。

地點：巴西庫里奇巴 São Francisco

公司：Bartowski Graphic Design & Web

Maycon Bartowski

Ÿ 色彩樣式與色彩協調

Ÿ 創意向量工具：對稱、Pointillizer™、特殊效
果工具

Ÿ 專為發揮 Mac 與 Windows 極致效能而設
計 

專業創意工作者最常用的工具：
Ÿ 在同一個應用程式中完成圖形設計與頁面配
置

Ÿ 曲線工具

CorelDRAW 一直是我的
工作良伴，我所有的專

案都是用它完成的。工作流程
非常順暢，且應用程式內的細
部功能讓我的創作與眾不
同。」

「

「



適用對象有哪些？
繪圖和製作專業人士—看板設
計師、網頁設計師

他們會將這些內容做為專案的創作
起點，但需花大把時間重新製作並
調整內容。設計優化和輸出準備工

作至關重要。無論是產生新作品，

還是使用客戶所提供的創意資產，
繪圖和製作專業人士都可能要耗費
大量時間在設計優化和輸出準備工
作上。最終的專案可能會以大型印
表機、雕刻機器、玻璃或塑料裁剪
機、絹印機或數位印花直噴機 

(DTG) 來建立。

公司：Diaz Sign Art

地點：美國伊利諾州龐蒂克市

產業：招牌店與設計業

CorelDRAW 大師

Joe Diaz

繪圖和製作專業人士可能必須以各種
格式應用客戶所提供的內容。

此類使用者投身於各行各業之中，包
括招牌製作、網版印刷、刻印，以及

印刷和 Web 圖形設計。他們經常建立
插畫、掃描標誌、相片、剪輯圖片影
像和字型等創作資產，並將其進行各
種不同的應用與結合。

圖像製作專業人士
最常用的工具：

Ÿ 印前模組

Ÿ 曲線和造形工具

Ÿ PowerTRACE

Ÿ 色彩管理

Ÿ PDF/X 輸出

CorelDRAW 的靈活彈性對我們這一行確
實有很大的幫助。我們有為數眾多的專

業工具可以選擇，因此能夠為客戶建立各種
不同的專案，並順利完成。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為我贏得了視覺問

題專家的美譽，能夠針對各種行銷需求提供
一站式服務。」

「



非專業
使用者

小型企業主和知識工作者

企業公司和中小型企業常需要自行製作行銷和通訊文宣。這
些非專業使用者的繪圖設計能力多為自學，主要是運用於修
改現有的作品、修飾相片，以及製作廣告、傳單及其他行銷
文宣。

中大型企業的商務使用者則嘗試製作專業且圖形設計效果豐

富的專案，從銷售簡報到 Web 繪圖等等，範圍廣泛。這些
使用者會花費相當長的時間重新處理現有的專案，並修飾相
片，以便用於行銷和通訊文宣。 

非專業使用者的常用工具：

Ÿ 專業設計範本

Ÿ 應用程式內學習工具：提示與教學課程

Ÿ 高品質內容：字型、相片、剪輯圖片

Ÿ 檔案支援：已可送交列印輸出中心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19 範本集合中的樣本
範本可讓您輕鬆展開設計



我可以使用 CorelDRAW 盡
情創作，毫不受限！」 
Pavel Dex

「



多樣化選擇
購買選項

一次付清後，您就能永久享有此軟體版本的
授權，無需再支付其他費用。購買盒裝軟體、
下載版本或產品的大量授權版本，您即可存
取特定軟體版本的完整功能。

無論您選擇訂閱以便控制年度預算，還是選

擇完整擁有軟體，Corel 均提供不將您綁定於
單一授權的選擇。

此選項提供價格低廉且靈活的年費方案，您
可在不需要使用軟體時停止付款。購買訂閱
後，軟體將持續保持在最新狀態，且將獲得
最新作業系統更新、裝置和技術的支援。若
您想繼續使用軟體，請善用自動續訂選項。

訂閱

永久授權

升級保護
利用這個更簡單且經濟實惠的方案，您既能節
省升級版本的費用，又能持續使用最新版的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尚未加入升級專

案嗎？在購買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19 時或 30 天以內添購升級保護，即可保證
以最低價格取得未來發行的版本，並確保您使

用最新版的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只要
支付超低價年費，您就能在最新版應用程式推
出的時獲得授權，還可以獲得對最新作業系統
更新、裝置和技術的支援。只要您具備有效帳
戶，就能享有這些權益。即使您決定停用升級
保護專案，也能繼續使用您的最新版本。

Zaky Mu�hi Said Ramadhen



大型組織授權

除此之外，CorelDRAW.app 也大幅提升了團隊共同參與圖形

設計的操作彈性。選用的 CorelDRAW.app Enterprise 授權可

讓您透過 Microsoft SharePoint 存取 CorelDRAW (CDR) 檔案，

如使用 G Suite 公司帳戶設定則可透過 Google 雲端硬碟存

取。無須任何安裝，CorelDRAW.app Enterprise 即可讓公司

中的所有使用者透過單一登入使用其公司 Microsoft Office 

365 或 G Suite 使用者帳戶，在網頁瀏覽器中存取、檢閱甚至
建立設計。

為提供更高的彈性，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Enterprise 授
權還包含豐富的多語言軟體部署功能，即使您的工作站未連
接網際網路也能使用。此功能不但能讓您從單一安裝點滿足
組織各個員工的繪圖需求，還能將您的部署成本降到最低。

此外，由於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Enterprise 授權包含 

CorelSure 軟體維護方案，可確保組織內的使用者可隨時存取

和使用最新版本的軟體 — 在 Windows 和 Mac 上均可使用。

掌控貴組織的軟體授權，對於企業的成功營運至關重要。

Corel 為較大型的商業、政府及學術領域組織提供極大的授權
彈性，為您的獨特需求提供實際解決方案。其中包括網路部
署、虛擬環境支援，以及因應員工調動的授權可攜能力。

Oswaldo Rosales



功能特點

Zaky Mu�hi Said Ramadhen



全盤掌握

物件泊塢視窗/
物件檢查工具

新的「物件」泊塢視窗 (Windows)「/ 物件」

檢查工具 (macOS) 可讓您直接管控文件結
構並加快存取其元件的速度，讓工作更快速
有效率地。物件縮圖會即時反映變更或效
果，而新的檢視模式可讓您選擇要將焦點放
在設計的哪個部分。

類型與頁面配置

充分運用進階 OpenType 支援功能，包括文體

集和連音符號。在 CorelDRAW 中直接製作傳

單、小冊子和文件等，最多可達 999 頁，包括
主圖層和雙數/單數頁版面配置。

完美像素網頁圖形

一系列的新功能，讓您能夠充滿自信地為網頁
建立每個細節均完美無瑕的出色影像。增強型
像素貼齊功能可自動根據物件屬性將物件定位
在像素格點上，以確保能產生清晰的結果。新

的頁面對齊預設值和精確像素讀出有助於輸出
清晰的圖形邊緣。

Francisco Marcos

新功能！

新功能！



非破壞性特效

「屬性」泊塢視窗中有新的「特性」標籤，
可讓您輕鬆地對向量物件和影像新增、修改
及實驗點陣圖特性，且完全不需要改變原
圖。此標籤會顯示所有已套用的特性清單，
您只需要按幾下即可快速調整。

存取設計資產

使用設計資產時，重新設計的 UI 可讓您迅速找

出所需的資產。您可以下載新套件、新增專屬

資料庫及執行其他作業 — 全都在套件內完成。此

外，新的 CONNECT™ 內容泊塢視窗可讓您在此
單一位置瀏覽影像以及存取更多圖形。

範本工作流程

重新設計的範本工作流程可協助您提高生產
力。您可以下載新範本、新增專屬資料庫、輕
鬆隨意地移轉集合—全都在套件內完成。您可依
類別、最近使用的範本，或標示為最愛項目的
範本來顯示範本，在彈指間找出特定範本。

鮮活靈感

CorelDRAW 2019 提供超過 150 個範本，其中有 

90 個是新範本，可協助任何使用者創作出專業
結果。您可以迅速建立小冊子、海報、卡片、
社交媒體影像及其他作品，無須從頭開始設
計。且由於範本十分易於自訂，您將可輕鬆產
生具有理想外觀的設計。

灑創意

Carl Louie Garcia

新功能！

新功能！

新功能！

新功能！



提高產能
PDF/X-4 支援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19 提供更多符合 

ISO 標準的 PDF/X 匯出選項。全新的 PDF/X4 

支援，可確保您能夠輕鬆輸出相容於各類列印
裝置的檔案。此外，您無須再使用任何其他工
具即可完成文件，然後送交列印輸出中心處
理。

尋找與取代泊塢視窗/檢查工具

新的「尋找與取代」泊塢視窗可讓您輕易找出
繪圖元件並變更其屬性。新的選項可讓您選取
物件，並將其屬性作為搜尋依據。您也可以同
時取代多個物件屬性，例如色彩、填色和輪
廓。

效能

即便是短暫的延遲時間也會影響到您的創
作，因此我們努力將此版本設計成當前最
快速的套件版本。全面的效能提升可確保
您的工作效率更勝以往 — 無論是啟動應用

程式、處理文字、調整 UI 元素大小等
等，都是如此。

簡化的選項

設定偏好設定的介面已重新設計，可讓您更快

速輕鬆地自訂設計環境。UI 經重新設計，可
盡量縮短搜尋控制項所耗費的時間，並確保能
夠明確顯示變更影響的是整個套件、作用中的
應用程式，還是目前的文件。

合併列印

強化的「合併列印」功能現推出煥然一
新的 UI 和精簡的工作流程，讓您更輕鬆

地結合繪圖與可變文字片段，以產生數

個不同的設計複本。您可以迅速產生個
人化大宗郵件、特定目標的行銷文件、
商務名片等項目。

D.E.Byrd

新功能！

新功能！



隨著靈感隨時創作

CORELDRAW.APP
這款功能強大的 W e b  應用程式是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19 的新成

員，可讓您將絕妙構想立即轉化為理想設

計。CorelDRAW.app 可讓您隨時隨地存取
自己的作品。無須任何安裝，只要在任何

瀏覽器登入 CorelDRAW.app，就可以從行

動裝置向客戶展示概念，或者即使電腦不
在手邊，還是可以遠端創作。您可以在電

腦上展開設計，然後在 Web 應用程式中加

以檢視及新增更多內容。當您在電腦上重

新開啟文件時，您在 Web 應用程式中新增

的任何內容都會儲存在新的可編輯圖層

上。  CorelDRAW Graphic Suite 2019 讓您
不論是在家、工作或是外出，都能以比以
往更容易存取的方式從事您熱愛的創作

CORELDRAW.APP 
ENTERPRISE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Enterprise 授權的

選用附加元件可讓您透過 M i c r o s o f t 

SharePoint 或公司 Google 雲端硬碟存取 

CorelDRAW (CDR) 檔案。無須任何安裝或 IT 維

護，CorelDRAW.app Enterprise 即可讓公司中
的所有使用者透過單一登入使用其公司 

Microsoft Office 365 或 G Suite 使用者帳戶，

在網頁瀏覽器中存取、檢閱甚至建立設計。 

新功能！

新功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eX8wVKPmzA&list=PL-p6SFZL0YeAS8wjEo9uCYNmDkhRtxhe2&index=5


其他產品無法提供的功能

LIVESKETCH

LiveSketch 工具採用人工智慧技術，讓使用者得以採用全新的方法實現向量
設計。此工具結合了快速描繪與靈活的筆觸調整控制項，讓您以手繪向量曲
線獲取設計概念。直覺式設定可讓您輕鬆微調 CorelDRAW，以配合您的繪圖步
調。

色彩協調與樣式

您可以將文件的色彩樣式群組為一組色彩協調，可讓您快速且輕鬆地產生含
有不同色彩結構的反覆設計。色彩協調的運作原理是將兩種或多種色彩樣式
結合為以色相為基礎的關係。因此，只需一個步驟，即可一併修改色彩、改
變作品色彩構圖。

Joe Diaz



COREL FONT MANAGER
當系統中的字型數量過多時，Corel Font 

Manager 就是您的解決方案。這項獨立的
字型管理應用程式，可作為您全面控管印
刷排版工作流程的有效工具。此外，此工
具也可整合於 CorelDRAW 與 Corel PHOTO-

PAINT，讓您無論使用何種應用程式，都能
輕 鬆 管 理 字 體 和 字 型 集 合 。

網狀填色工具

CorelDRAW 可讓您使用網狀填色填入物件，建
立獨特的效果。「網狀填色」工具可建立任何
方向的色彩平滑轉換，而無須建立漸變或輪廓
圖，此外也可讓您套用透明度以呈現下層物
件。您可以指定格點的交叉點，以及格點中的
欄數和列數。

POWERTRACE
此公用程式內嵌於 CorelDRAW 中，可協助您快
速精確地將點陣圖轉換成可編輯、可縮放的向
量影像，對於以現有作品為基礎的設計工作尤
其實用。PowerTRACE 會產生色盤，讓您立即編
輯、合併或刪除原始作品所使用的特定色彩。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使
用者的常用功能

Pavel Dex



專業的相片編輯效能

歪斜轉正工具

當相片中有些不平衡時，可能會破壞相片的完

美性。端賴 Corel PHOTO-PAINT 中的「歪斜轉
正」工具，您將可輕鬆地補救這些相片。它可
讓您以互動方式修正歪斜的影像、旋轉濾鏡、
遮罩和物件，並依照您對齊的裁切線來裁切相
片。

修復仿製工具

「修復仿製」工具可透過使用樣本材質繪圖和套
用符合修圖區域色彩的方式，將影像中的雜點
和瑕疵有條理地移除。只要按幾下滑鼠，即可
順利修復瑕疵或刮痕，使其與相片背景融為一
體。

透視校正

「透視校正」工具可讓您輕鬆以互動方式調
整相片中各個物件的透視點，獲得您想要
的呈現效果。您只需在影像視窗中移動四
個邊角點，即可獲得您心中想要的透視畫
面。

Corel PHOTO-PAINT 提供多種全方位的專業影像編輯功能。其濾鏡十分多樣化，且套用時

不具破壞性，因此任何透過濾鏡顯示於螢幕的編輯內容，基本上只是影像上套用的像素

圖。「剪輯遮罩」功能可讓您無須變更群組內的個別物件，即可調整物件群組的屬性。

「通過合併模式」可讓您在將濾鏡或效果套用至物件群組時能夠全面加以控制。

SMART CARVER

Smart Carver® 可讓您輕鬆移除相片中不需
要的區域，同時調整相片的外觀比例。您
可以標記您要保留或移除的影像區域，而
精準訂出該區域。調整外觀比例時，預設
項目可確保您在垂直或水平縮小或放大相
片背景時，相片不會因此變形。

Nanda Dixit



ENZORE

觀看導覽並動
手試試看



CORELDRAW FOR MAC 工作區

觀看導覽 

3. 工具箱：「工具箱」固定在工作區左
側，包含用來建立、填色和修改向量、文字
與影像物件的工具。依預設，會顯示某些工
具，而其他工具則分組於彈出式功能表中。

2. 屬性列：關聯式功屬性列位於工具列正
下方，會顯示與作用中工具相關的常用指
令。屬性列的內容會隨作用中工具而變更。

1. 工具列：靠近工作區頂端的一列，其中
包含數個按鈕，可快速存取用來設定縮放層
級、選擇檢視模式、使用物件及其他操作的
常用功能表指令。

1

2

3

4

5

6

彈出式功能表是用來顯示相關的工具集。
「工具箱」還包含可讓您選取色彩及填色
的色彩控制區域。

4. 功能表列：功能表列位於工作區的最上
方，包含依類別為指令分組的下拉式功能
表的區域。

5. 檢查工具：這是一個視窗，其與對話方
塊顯示相同類型的控制項，例如指令按
鈕、選項與清單方塊。和大多數對話方塊
不同的是，您可以在處理文件時讓檢查工

具保持開啟，以便輕易存取指令，試驗不

CorelDRAW 2019 for Mac 以全新方式在 

macOS 上從事設計。此軟體是針對 Apple 
使用者的需求而開發的，可讓您享有專為 
M a c  環境而設計的獨特設計體驗。

CorelDRAW 具備親和的使用介面、直覺式
工具和學習材料，讓您第一次使用就上
手。在開始使用之前，我們先簡單介紹一
下 CorelDRAW for Mac 工作區。

檢查工具有許多種類。「屬性」檢查工具

是最常用的檢查工具之一，會顯示物件相
依格式化選項和屬性，讓您可從單一位置
修改物件設定。

在處理複雜專案時，您可以藉由使用「物
件」檢查工具快速尋找圖層和物件。

同的效果。

「變形」檢查工具可讓您試驗變形效果而
不影響原始物件。它可讓您精確變形物
件，並將變形套用至自動建立的再製物
件。若要瞭解各種不同檢查工具的概念，

藝術作品：Ludmila Zoldakova

新功能！

6. 色盤：包含色彩樣本的可泊塢列。

請按一下「視窗」功能表 >「檢查工
具」。



如果「物件」泊塢視窗/檢查工具未開啟，請按

一下「視窗」功能表 >「泊塢視窗/檢查工具」

>「物件」。

1. 從「歡迎畫面」開啟「甜美插圖」探索檔案 

(「開始使用」一節)。

2. 在「物件」泊塢視窗/檢查工具中，您可以展

開「圖層 1」。

4.在選取「甜甜圈」後，按一下色盤上的色彩
樣本以變更其色彩。

3.以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OS) 最上方 2 個物件
的群組、按一下「重新命名」，然後將其命名
為「甜甜圈」。

請留意「物件」泊塢視窗/檢查工具中的「甜甜
圈」圖示，在您選擇新色彩時的更新情形。

「物件」泊塢視窗/檢查工具的內容會進行篩
選，並且僅顯示符合搜尋條件的項目。

5.在泊塢視窗頂端的「搜尋」方塊中，鍵入
「甜甜圈」。

6.在「物件」泊塢視窗/檢查工具中，選取黃色
矩形，並將其拖曳到物件堆疊中的「特殊效果
形狀」上方。

請留意特殊效果在物件堆疊中的位置變更時，
其外觀有何變化。

管理設計元素、圖層和頁面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19 已全面重
新設計使用和管理設計元素、圖層和頁面
的 方 式 。 新 的 「 物 件 」 泊 塢 視 窗 

(Windows)/「物件」檢查工具 (macOS) 具
有直覺式介面，可讓您輕鬆找出設計的部
分。檢視模式的範圍可讓您變更「物件」
泊塢視窗/檢查工具所顯示的內容。如此，
您即可將焦點放在當前在工作區中最重要
的部分，無論是整份文件、作用中的頁
面，或只是設計中的頁面清單。

新功能！

動手試試看！



為網頁建立完美像素圖形

3. 在屬性列上，從「頁面大小」清單方塊中選擇「排行榜廣告」。

請留意屬性列上「物件大小」方塊中的值有何變化。

1. 按一下「檔案」功能表 >「開新檔案」。

6. 複製矩形、按住 Ctr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OS)，然後將其水平移
動，使矩形不會重疊。

8. 在繪圖頁面外部按一下以取消選取物件。

5. 在屬性列上的「物件大小」方塊中，鍵入 67.3 和 20.5。

設計若預計要用於網頁，像素層級的精確度就十分重要。考量到這一點，

CorelDRAW 2019 提供了全新功能，可協助您確保每次匯出的任何圖形都能有符
合預期的清晰邊緣。

2. 在「建立新的文件」對話方塊中，從「預設」清單方塊中選擇「網頁」。

請務必使用像素作為測量單位。選擇網頁作為預設值時，像素會自動設為測量單

位，且檢視模式會設為「像素」。設計若預計要用於網頁或社交媒體，此預設值
將有助於您在匯出之前找出問題。

4. 按一下「矩形」 工具，然後在繪圖頁面上繪製矩形。

7. 選取第一個矩形、按一下滑鼠右鍵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OS)，然後按一下「與像素格線對齊」。

10. 在「輸出為網頁」對話方塊中儲存影像。

11. 開啟影像，並比較兩個物件的邊緣清晰度。

9. 按一下「檔案」功能表  >「輸出為/至」>「網頁」。

Agus Riyanto

動手試試看！ 新功能！



套用非破壞性
新點陣圖效果

1. 開啟樣本檔案 NDE sample.cdr，然後按一下設計。

設計已套用四項效果，但仍處於隱藏狀態。

2. 選擇「視窗」功能表 >「泊塢視窗/檢查工具」>「屬性」，

然後按一下新的「FX」標籤。

3. 按一下「顯示/隱藏」 圖示，以顯示套用的效果。

您可以藉由顯示或隱藏不同的效果，來達到各種外觀。

4. 按一下效果旁的「編輯」 圖示，以顯示該效果的相關
設定。

5. 修改效果的設定。

您對效果的控制項所做的任何調整，都會即時反映在設計
中。

6. 顯示所有效果。

7. 按一下效果，並將其拖曳到

效果堆疊中的新位置上。
您可以藉由重新排列清單中的效果達到不同的外觀。

動手試試看！

藝術作品：Elena Blagodarova

CorelDRAW 2019 可讓您在向量圖形和點陣圖上使用點陣圖效
果，而完全不會影響來源影像或物件。在設計中使用點陣圖或
在處理向量繪圖時，這個新的工作流程將可讓您不受限地進行

實驗。您可以在「屬性」泊塢視窗/檢查工具中的「FX」標籤上

重新排列效果，或將效果切換為開啟或關閉，以取得不同的外
觀，進而開拓全新的創作可能性。 

新功能！



4. 在「選擇內容來源」清單方塊中，選擇
「我的最愛」。

5. 在「搜尋範本」方塊中，鍵入您新增的
標籤。

範本縮圖的檢視會進行篩選，而僅顯示標
示為「我的最愛」的範本。

6. 範本縮圖的檢視會進行篩選，而僅顯示
具有該標籤的範本。

7. 在「選擇內容來源」清單方塊中選擇
「新增」，然後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按一下「取得更多」，以存取可下載的範
本套件和其他設計資產。

按一下「建立別名」，為儲存於電腦或網
路其他位置上的範本建立捷徑。

使用色彩樣式

3. 在「物件」泊塢視窗/檢查工具中，按一下甜

甜圈 (2  個物件的群組)，按住 C t r l  鍵 

(Windows) 或 Command 鍵 (macOS)，然後按

一下粉紅色甜筒 (2 個物件的群組)。

6 . 在 「 建 立 色 彩 樣 式 」 對 話 方 塊 中 ，
按一下「確定」。

已建立三個色彩協調。

「色彩樣式」泊塢視窗/檢查工具可讓您輕鬆檢
視、排列和編輯色彩樣式。您也可在此處建立
色彩協調，以及使用協調規則來尋找輔助色
彩。

如果「物件」泊塢視窗/檢查工具未開啟，請按
一下「視窗」功能表 >「泊塢視窗」/「檢查工
具」>「物件」。

4.  按一下「色彩樣式」泊塢視窗/檢查工具標
籤加以開啟。

1. 在「歡迎畫面」中，開啟「甜美插圖」探索
檔案。

2. 按一下「視窗」功能表 >「泊塢視窗」/「檢
查工具」>「色彩樣式」。

如果「歡迎畫面」未開啟，請按一下「說明」
功能表 >「歡迎」。

5. 將選取的物件群組拖曳到「色彩樣式」泊塢
視窗/檢查工具的色彩協調區段。

7.  選取包含粉紅色變化的協調。

「協調編輯器」隨即開啟。

1. 按一下「檔案」功能表 >「從範本開新
檔案」。

3.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OS) 另一個縮圖，
再按一下「屬性」，然後在「標籤」區域
中新增一個標籤。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19 有各式各樣

針對不同場合、產業和應用程式而設計的
專業範本。由於範本全都十分易於自訂，
您將可輕鬆產生具有理想外觀的設計。強

化的工作流程可確保您能夠輕鬆使用及管
理範本。

2. 在「從範本開新檔案」對話方塊中，以

滑鼠右鍵按一下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一下 (macOS) 縮圖，然後按一下
「我的最愛」。

輕鬆管理
範本

當您編輯協調時，可以透過保留色彩樣式之間
的關係來同時編輯色彩樣式，或是修改協調內
的個別色彩樣式。

8. 拖曳將「協調編輯器」中的選取器環，並留
意設計中的色彩有何變化。

動手試試看！

新功能！



1. 按一下「檔案」功能表 >「開新檔案」。

2. 在「頁數」方塊中鍵入 2，然後按一下「確
定」。

3. 按一下頁面 1 的標籤。

4. 在「物件」泊塢視窗/檢查工具中按一下「選項」
按鈕，然後選擇「圖層」>「新增主圖層 (單數頁)」。

如果「物件」泊塢視窗/檢查工具未開啟，請按一下「視窗」功能表 >「泊塢視窗」/「檢
查工具」>「物件」。

利用主圖層輕鬆地針對多頁文件建立特定頁面的設
計。

8. 在「物件」泊塢視窗/檢查工具中按一下「選項」按鈕，然後按一下「圖層」>「新增主
圖層 (雙數頁)」。

9. 在頁面右上角新增形狀，然後按一下色盤中的不同色彩樣本。

所有新頁面都會自動套用適當的主圖層和頁碼。

5. 在頁面左上角新增形狀，然後按一下色盤中的色彩樣本。

6. 按一下「版面配置」功能表 >「插入頁碼」>「在全部單數頁上」。

7. 按一下頁面 2 的標籤。

10. 按一下「版面配置」功能表 >「插入頁碼」>「在全部雙數頁上」。

在頁面標籤左側，按一下 「新增頁面」按鈕。

建立多頁版面配置

動手試試看！

Oswaldo Rosales



動手試試看！ 1.在工具箱中，按一下「LiveSketch」工 具
。

Ÿ 在屬性列上的「曲線平滑化」方塊中輸入設定

值。

4. 若要重新調整現有曲線，請按一下屬性列上
的「包含曲線」按鈕，並設定加入繪圖之現有曲
線的距離，作為「與曲線的距離」方塊中的新輸
入筆觸，然後再描繪現有筆觸並進行修改。

5. 若要檢視筆觸預覽，請按一下屬性列上的
「預覽模式」     。

2. 在屬性列上，執行下列任一項操作：

值愈大，曲線愈平滑。

3. 在文件視窗中繪圖。

Ÿ 在調整筆觸之前，請先在「計時器」方塊中設
定延遲。

預設為延遲 1 秒。

最小延遲為 0 毫秒；最大延遲為 5 秒。
設定更長的延遲時間，使您有更充裕的時間操
控線條。

Ÿ 按一下屬性列上的「建立單一曲線」 按
鈕，將輸入筆觸轉換成單一連續線條。
為了獲得最佳效果，請設定較長的延遲時間。

CorelDRAW 只會處理在指定的延遲時間範圍

內的筆觸。

使用向量曲線繪圖

在使用繪圖筆或支援觸控功能的裝置時，

具 AI 功能的 LiveSketch 將是您著手執行專

案的絕佳工具。無論您是具有良好繪圖技

巧的專業使用者或是初學者，CorelDRAW 
都可以調整您的筆觸，並協助您將構思迅
速化為具體的圖像。



系統需求

Ÿ 支援 64 位元的 Intel 多核心處理器，

4 個邏輯核心或以上

Ÿ macOS 10.14、10.13 或 10.12 (含最新版本)

Ÿ 2 GB 的 RAM (建議使用 8 GB RAM 或以上)

Ÿ 1280 x 800 螢幕解析度 (建議使用 1920 x 1080)

Ÿ 需要網際網路連線才能安裝並認證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並存取其中的軟體組件、線上功能以及內容。如需更多相關

資訊，請造訪 。www.coreldraw.com

Ÿ 供應用程式檔案使用的 4 GB 硬碟空間 (建議使用固態硬碟)

Ÿ 滑鼠或手寫板Ÿ 全螢幕解析度 1280 x 720 (96 dpi)

Ÿ 需要網際網路連線才能安裝並認證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並存取其中的軟體組件、線上功能以及 內容。如需更多
相關資訊，請造訪 。www.coreldraw.com

Ÿ 2.5 GB 的硬碟空間

Ÿ Windows 10*、8.1 或 Windows 7 (32 位元或 64 位元版

本)，需安裝最新更新和 Service Pack

Ÿ Intel Core i3/5/7 或 AMD Athlon 64

Ÿ 2 GB 的 RAM

Ÿ 多點觸控螢幕、滑鼠或手寫板

Ÿ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11 或更高版本

Ÿ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7

Ÿ 選用的 CD 光碟機 (用於安裝盒裝產品)

從 CD 執行安裝需要下載最多 800 MB 的內容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19 支援 Windows 10、1803 版、1809 版及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19 生命週期中新推出的更新版本。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eX8wVKPmzA&list=PL-p6SFZL0YeAS8wjEo9uCYNmDkhRtxhe2&index=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eX8wVKPmzA&list=PL-p6SFZL0YeAS8wjEo9uCYNmDkhRtxhe2&index=5


關於 COREL

如需更多相關資訊，請造訪 。www.corel.com

C o r e l  是 全 球 頂 尖 的 軟 體 公 司 之 一 ， 提 供 業 界 最 受 推 崇 且 知 名 品 牌 的 產 品 ， 包 括 

CorelDRAW®、Parallels®、MindManager®、ClearSlide®、Pinnacle™ 和 WinZip®。在我們的整體產品組合中，Corel 的產

品可為現今的知識工作者提供助其達到更高創造性、生產力和成就的必要工具。

Corel 以「現況」提供資訊，不負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擔保責任或條件，包括但不限於適銷性品質、滿意

度、適銷性或適合某特定用途的擔保責任，或者由法律條文、法律、商業用途、交易或其他原因而產生的
擔保責任。關於提供或使用本資訊或結果的所有風險均由閣下承擔。在任何情況下，對於閣下或任何他人
或實體所致的任何間接、偶發、特殊、衍生性損壞，包括但不限於，收益或利潤損失、資料遺失或損壞，
或其他商業或經濟損失，即使 COREL 事先收到可能發生該等損壞之告知，或可預見該等損壞，COREL 概

不負責。對於任何第三方所提之索賠，COREL 亦不負責。COREL 對您所償付的最高賠償責任總額，不會

超過您購買產品所支付的金額。某些州/國家 (地區) 不允許排除或限制偶發或衍生損害賠償的責任，若
屬此情況則不受上述限制。

Corel、 Corel 標誌、Corel 氣球標誌、CorelDRAW、 CorelDRAW 氣

球標誌、CorelDRAW.app、 AfterShot、CONNECT、Corel PHOTO-

PAINT、Font Manager、LiveSketch、Pointillizer、PowerTRACE 和 Smart 

Carver 均為 Corel Corporation 和 (或) 其子公司在加拿大、美國及 
(或) 
其他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其他所有提及之商標或註冊商標均為其各
自擁有者的財產。

專利：www.corel.com/patent

版有權所© 2019 Corel Corporation.

所有商標或註冊商標均為其各自擁有者的財產。

產品規格、價格、包裝、技術支援與資訊（以下簡稱「規格」）僅適用
於零售英文版。
其他所有版本（包括其他語言版本）之規格可能有所不同。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19 檢閱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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