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作 交流 完成



歡迎使⽤我們有史以來最快速、

聰明、整合度最⾼的圖形處理套

件

三年前，CorelDRAW 引入 LiveSketch™，帶來

業界⾸創的 AI 向量繪圖體驗，並奠下了歷史的

⾥程碑。如今，我們更將 AI 技術整合⾄數個主

要的應⽤程式，助您拓展設計能⼒並加速⼯作流

程。JPEG 斑點移除、增加取樣效果、點陣圖轉

向量圖描繪以及搶眼奪⽬的藝術樣式，全都能透

過機器學習演算法達到最佳效果。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以創新為著

眼點，從概念構思到成果產出，都能讓專業圖形

設計⼯作流程更加流暢。

包在我們⾝上：透過專為重要⽣產⼒設計的⼯

具，讓您更有效率地管理⼯作流程。與客⼾和重

要相關⼈⼠合作執⾏重要設計專案，達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進⽽獲得出⾊成果。

無論您慣⽤ Windows 或是 Mac 平台，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都針對⽣產

⼒、效能和協同作業訂下新的標準。體驗運⽤⼈

⼯智慧 (AI) 預測搜尋結果的設計⼯具，並將構思

化為現實。使⽤ CorelDRAW.app™ 就能與同事

和客⼾即時進⾏協同作業。此外，善⽤應⽤程式

提升的效能，您就能盡情揮灑創意。

串聯您的創造⼒：透過向量插圖、版⾯、相片編

輯和印刷樣式⼯具應⽤程式，以數位形式盡情揮

灑您的創意，再將成果列印出來。運⽤獨特功能

簡化複雜⼯作流程，並激發令⼈驚嘆的設計靈

感，讓您將構思轉化成藝術作品。

盡情展現⾃我：使⽤專為 Windows、macOS 

或網⾴原⽣打造的強⼤圖形⼯具，掌控您的設計

體驗。可⾃訂的⼯作空間及靈活的功能，讓您處

理⼯作時游刃有餘。以您喜愛的⽅式，隨時隨地

設計。

隆重介紹 

注意：協同合作功能僅限訂閱或購買額外服務的永久授權客⼾使⽤。



Not curved

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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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Ÿ 功能⿑全的 CorelDRAW.app， 讓您在靈光乍現時，將巧思創意化為絕佳設計。

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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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隨地跨平台創作

別讓想像⼒受限於桌上型電腦

針對 進⾏最佳化Windows 10 

Ÿ 使 Windows 即 Microsoft Surface)，⽤相容於 時繪圖筆的平板電腦 (例如 

快速有效地完成創作。  

Ÿ ⽀援滾輪裝置，例如 Microsoft Surface Dial。  

Ÿ 在「觸控」⼯作區使⽤觸控⽅式或繪圖筆快速進⾏調整。

專 Mac 提為 供的全新設計
Ÿ 提供原⽣ Mac 應⽤程式，打造獨特的設計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for Mac 

體驗。

Ÿ 利 MacBook Pro 的 Touch Bar 功⽤  能節省寶貴時間。可以快速存取作業系統層

級的控制項，也能快速存取 屬功能，例如版⾯設定、文字控制項等CorelDRAW 專

等。

Ÿ 善 macOS Catalina 的 iPad 做⽤ 「並⾏」功能，並使⽤ 為第⼆個顯⽰器，⼤幅提

升設計體驗。

Ÿ ⽀ macOS「深援 ⾊模式」，這種深⾊⾊盤適⽤於所有視窗、檢視畫⾯、選單和

控制項。

Windows。Mac。Web。任何位置。



滿懷熱誠地創作。有⽬的地設計。

提供您需要的各種向量繪圖、版⾯、相片編輯和印刷⼯具，協助您在幾乎任何裝置上建立並完

成重要的設計專案。

繪圖與插畫

使⽤ CorelDRAW 強⼤的向量繪圖⼯

具，將線條、形狀和曲線轉變為複雜

的藝術作品和 精美的設計。

⾴⾯版⾯

提供所有必要⼯具，讓您建立⼩冊⼦等多

⾴文件的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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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 Corel PHOTO-PAINT 強⼤的圖層式相

片編輯功能修飾相片及增強效果，或是使⽤ 

AfterSho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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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效果 (例如區塊陰影和輪廓圖)、讓文字

⼤⼩符合路徑，以及讓文字圍繞物件排列。

運⽤連⾳符號、裝飾、⼩型⼤寫、花飾變體

等各種 OpenType 印刷功能。



透過全⽅位的專業繪圖⼯具套件，

⼤膽表達⾃我風格。

專業印刷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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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CorelDRAW 強⼤的⾊彩管理引擎，您可以

輕鬆列印出完美的檔案內容。

協同合作
隨時與客⼾和同事交流，創作前所未有的完美設計。與評

論者分享您的概念，並邀請他們直接透過CorelDRAW.app 

在您的 CorelDRAW 檔案檢視、註記並留下評論。

網⾴圖形⼯具
利⽤網⾴圖形⼯具和預設集，開發炫⽬的網⾴內容。藉由

多種精確⾄像素的⼯具，確保您匯出⾄網⾴的圖形邊緣清

晰可⾒。

串聯您的創造⼒

注意：協同合作功能僅限訂閱或購買額外服務的永久授權客⼾使⽤。

Firman Hatibu



產品內容

直覺式向量繪圖和⾴⾯版⾯應⽤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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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輕鬆尋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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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權利⾦內容和內建學習內容

出⾨在外，只要登入 Web 應⽤程式就能隨時隨地存

取作品，或是讓客⼾與商業合作夥伴存取設計檔案

以便檢閱和註記

⾃動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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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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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隨附於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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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度解析、產品提⽰和訓練影片

Ÿ 7,000 張剪輯圖片、數位影像以及⾞體包膜範本

Ÿ 超過 1,000 組 TrueType 及 OpenType 字型

Ÿ 超過 600 種漸層、向量與點陣圖填⾊

Ÿ 150 種專業設計範本

Ÿ 1,000 張⾼解析度數位相片



適⽤對象有哪些？
無論您是圖形專家、第⼀次使⽤的新⼿，或者是設計職⼈，功能多樣的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都

能滿⾜所有的創意需求。無論是製造、⼯程、招牌製作、⾏銷或其他產業，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都廣

受全球各⾏各業的⼈⼠喜愛。

服飾與織品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提供時尚界專

家製作和輸出設計所需的⼀切⼯具，因此廣

受網版印刷、刺繡、服飾直接印製及服飾專

業繪圖⼈⼠歡迎。 

藍圖、貼圖與圖解

CorelDRAW 是⼯程、製造和建築業的⾦字

招牌，提供建立詳細產品資訊和零件插圖、

圖表、圖解和其他精細視覺效果的專屬精準

⼯具。 

品牌與⾏銷

透過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您可以

創作出⾊的品牌形象資產、引⼈入勝的銷售

⼯具等等，適合廣告和印刷業的創意專業⼈

⼠，以及⾃⾏製作⾏銷文宣的⼩型企業。

招牌與⼤尺⼨印刷

借助功能強⼤的⾊彩管理引擎及出⾊的印

前⼯具，看板設計師及印刷師就能透過 

CorelDRAW 創造各種輸出類型的作品。 

插圖及藝術作品
插畫家和藝術家能將經典藝術⼿法與 

CorelDRAW 最先進的向量繪圖技術結合，

創造出精美細膩的藝術品。

提供顧客選擇的權利

無論您是為了便於管理企業年度預算⽽選擇訂閱，

還是偏好直接購買軟體，Corel 均提供選擇，讓您

不必綁定於單⼀授權。



為團隊與⼤型組織精⼼打造
如果團隊中有多位設計師、相關⼈⼠和審核⼈員，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是最⼀埋想的設計平台。不論團隊成員是在 Windows、Mac 或同時在兩個平台上操

作，IT 部⾨都能輕鬆提供軟體部署及虛擬化⽀援服務，並且透過 CorelDRAW.app 簡化

全程的實作流程，⽽且不佔空間。此外，彈性的授權⽅案可讓使⽤者選擇訂閱或永久購

買軟體，不論是政府或是學術機構等各種規模的組織都能輕鬆控制預算。

全新的協同合作⼯作流程能簡化作品的

檢閱、意⾒回饋和核准程序，提升效

率。設計師可以使⽤動態文字共同編輯

功能來掌控特定屬性 (例如字型、⼤

⼩、⾊彩和文字元素位置)，創作者在導

入最終版本時也無須犧牲設計的完整

性。進⾏檢閱流程時，相關⼈⼠可以從 

CorelDRAW.app 使⽤各種備論和註記

⼯具，讓所有⼈都能參與其中。

由於為 Microsoft Office 365 和 

G Suite 帳⼾提供單⼀登入 (SSO) 的⽀

援，因此團隊成員可以透過 

SharePoint 和 Google 雲端硬碟等平

台來管理設計檔案，輕鬆掌握每⼀個動

作。透過雲端架構版本及存取權控制，

確保整個設計⽣命週期的⼯作流程安

全。⾄於核准階段，由於無須經歷繁雜

的電⼦郵件核准、開會和聽取⼀堆意⾒

回饋，⽣產⼒也因此⼤為提升！

注意：協同合作功能僅限訂閱或購買額外服務的永久授權客⼾使⽤。



功能特點



您可以透過全新的「備註」泊塢視窗 

(Windows)/「備註」偵測器 (macOS) 進⾏協

同合作，像是檢視、回覆和解決意⾒回饋，以

及新增您的註記和備註。這代表著您無須在 

PDF 或影像檔案上標記，替您省下時間和螢幕

空間。

當您在 Windows 或 Mac 使⽤ CorelDRAW 

2020 檢閱繪圖時，可以使⽤ G Suite 或 

Microsoft Office 365 帳⼾登入以提供完成

驗證的備註。或者，您可以⽤訪客的⾝分登

入，並將意⾒回饋與您選擇的使⽤者名稱連

結起來。

流暢進⾏檢閱、意⾒回饋和協同合作

CorelDRAW 2020 和 CorelDRAW.app 的全新

註解⼯具讓團隊更加合作無間，相關⼈⼠也能

共同參與。您可以新增備註圖⽰，或使⽤箭

頭、矩形、橢圓形、直線和⾃由線條在檔案上

標記，然後新增備註以區分各個標記。

觀看影片

準備進入檢閱或核准流程時，您可以透過 

CorelDRAW 2020 將 CorelDRAW (CDR) 檔案上傳

⾄ Corel Cloud，並透過網站連結分享給客⼾。接

著，客⼾與其他創作者可以透過 CorelDRAW.app 

存取分享的檔案，並在檢閱週期新增備註和建議。 

透過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設計師能夠以絕佳的⽅式與同事和客⼾聯繫，並進⾏協同合作。

使⽤ CorelDRAW.app 與重要相關⼈⼠即時分享設計並獲得意⾒回饋。把握機會，盡情發揮！讓您輕鬆與

所有⼈在同⼀⾴上協同合作！

注意：協同合作功能僅限訂閱或購買額外服務的永久授權客⼾使⽤。

全新功能！

觀看影片

全新功能！

全新功能！

全新功能！                「備註」泊塢視窗/

偵測器

Joseph Diaz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5A0hGDDFtI&list=PL-p6SFZL0YeCaQFRhbxatRs2I_pFp7fY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5A0hGDDFtI&list=PL-p6SFZL0YeCaQFRhbxatRs2I_pFp7fY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8_HXPyn49Y&list=PL-p6SFZL0YeDdOx1yI-hCDsZnKzUJvLnq


強⼤的機器學習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將 AI 技術的圖形設計提升⾄嶄新層次。縱觀整個圖形⼯作流程，

我們運⽤⼈⼯智慧為您帶來令⼈驚豔的設計體驗，並節省寶貴的時間。專案即⽤的描圖效果、⾼品質

增加取樣的相片、精美清晰的影像，以及令⼈驚豔的藝術樣式，這些都將化為現實，助您創作出搶眼

奪⽬的成品。別誤會！使⽤ AI 的技術並不是噱頭。我們的團隊運⽤機器學習，為您提供⼒求完美的

成效。

Corel PowerTRACE
Corel PowerTRACE 具備全新的 AI 輔助功能，能

提供前所未有的點陣圖轉向量圖描圖效果。善⽤

先進的影像最佳化功能，助您改善點陣圖的描圖

品質。

藝術樣式 FX

全新藝術樣式特效會運⽤ AI 來修改影像或物

件，不僅能創作樣式化版本，還能保留原本的

內容。您可以根據藝術家的技巧或藝術類型，

從範圍廣泛的預設項⽬中進⾏挑選。

增加取樣及班點移除

全新 AI 技術的增加取樣選項能夠放⼤影像⽽

不會損及細節，並提供增強的點陣圖描圖。機

器學習模型能夠保存放⼤檔案的清晰邊緣、銳

利度與精細的細節。透過全新、進階的機器學

習技術，使⽤者無須進⾏繁瑣的⼿動編輯作

業，即可透過此技術從老舊的影像中取得更多

細節、消除 JPEG 壓縮失真的問題並復原⾊彩

細節。

點陣圖效果濾鏡
CorelDRAW 2020 配備 AI 技術，可讓您套⽤

點陣圖效果做為濾鏡。您可以⾃由移動或操控

濾鏡，將點陣圖效果精準放置在您的設計中。

您也可以在 Corel PHOTO-PAINT 套⽤點陣圖

效果做為濾鏡。

觀看影片

觀看影片

增強功能！ 全新功能！

全新功能！

全新功能！

Stephan Swanepoe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G-_R80gYWw&list=PL-p6SFZL0YeCaQFRhbxatRs2I_pFp7fY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59NV_hY8qg&list=PL-p6SFZL0YeDdOx1yI-hCDsZnKzUJvLnq


先進的印刷樣式
圖形設計不僅需要有精美的視覺效果，還需要有簡潔有⼒、資訊豐富及具有說服⼒的文字，才

能與觀眾建立聯繫。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在核⼼⼯具引入了最新技術和增強功

能，讓您更輕鬆地以充滿藝術感的印刷樣式傳遞故事。

清單
CorelDRAW 2020 現在可於段落文字中⽀援可

⾃訂的多層項⽬符號及編號清單。由於項⽬符

號及編號清單都⽀援⼦階層，因此您可以輕鬆

在繪圖和版⾯中清楚傳遞資訊。

⽀援可變字型*
善⽤ OpenType 可變字型的彈性，讓您以互

動⽅式微調字型外觀。每⼀個可變字型檔案

都能變化為不同的字型，因此可⼤幅降低檔

案⼤⼩。

* Windows 版本僅⽀援 Windows 10

133.97

9.90

282.00

133.97

496.30

觀看影片

全新功能！

增強功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zRFBxJVoQo&list=PL-p6SFZL0YeCaQFRhbxatRs2I_pFp7fYp


我就不拐彎抹⾓了！設計師當然很熱愛他們的⼯作，但是俗話說得好，時間就是⾦錢。因此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提供效能加速⽽且反應更靈敏的應⽤程式套件，

讓您的⼯作變得更有效率，並達到更理想的成果。

啟動時間

使⽤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時，

您⾸先會發現啟動速度更快。在 macOS 和 

Windows 上，您會發現不論是開啟、關閉、

儲存、列印和輸出的速都有所提升，

連最複雜的文件也不例外。

macOS 上的 CorelDRAW 2020 效能⼤幅提

升，讓您可以有效運⽤系統的 GPU，打造更

快速的使⽤者體驗。您會發現縮放、平移和

捲動更加迅速，即使在最複雜的設計上也能

流暢進⾏操作。

重⼤效能提升

互動式文字

透過 CorelDRAW 2020，您可以在使⽤樣式

或標明段落文字時，更加流暢地使⽤互動式

文字。透過 macOS 使⽤文字框時，流暢感也

明顯提升許多。

增強功能！增強功能！

增強功能！

Marcelo Fabián Ardiles



採納使⽤者建議的增強功能
我們⼗分重視 CorelDRAW 的使⽤者。無論是您的要求、需求和意⾒回饋，對我們推出的更新內容都舉

⾜輕重。我們努⼒改善您喜愛的⼯具，或是研究出新⽅法，以協助您達成想要的成果。這份簡易清單列

出最新版本中採納使⽤者建議的增強功能。

Corel PHOTO-PAINT 

的非破壞性效果

全新的「特效」泊塢視窗讓您可以輕鬆套

⽤、修改和試⽤特效，⽽不會改變來源物

件。您可以新增各種特效、重新排列清單中

的效果或將效果切換為開啟或關閉，藉以達

到不同的外觀。

⽀援 PDF

我們新增了提醒功能，協助您精確識別問

題並進⾏疑難排解，讓您在輸出 PDF 檔案

前可以輕鬆微調。全新設定能幫助您裁切

繪圖⾴⾯以外的內容，讓您減少 PDF 檔案

的⼤⼩。

遮罩

Corel PHOTO-PAINT 全新的「智慧型選取遮

罩」⼯具會使⽤演算法，透過尋找邊緣智慧地

擴展選取區域來選取影像區域。此外，我們增

強了「遮罩變形」⼯具的效能，因此現在可以

將變形套⽤在遮罩的像素中。

尋找與取代

經過重新設計的「尋找與取代」泊塢視窗 

(Windows)/「尋找與取代」偵測器 

(macOS)，搜尋範圍更寬廣，讓您不必在相

同檔案中重覆尋找。您還能同時尋找並取代

外框或填⾊的⾊彩 (包括網狀填⾊)，節省寶

貴時間。

增強功能！全新功能！

增強功能！
增強功能！

Rogelio Hernández García



動⼿試試看



描繪點陣圖 

1.  按⼀下 以存取範例檔案，然後在 這裡

CorelDRAW 2020 中開啟 Design1.cdr。

2.  在檔案中複製貼上點陣圖，接著將複製的影

像移到⼀側。

3.  選取其中⼀個點陣圖。

4. 按⼀下「點陣圖」功能表 >「外框描繪」>

「剪輯圖片」。

現在比較此輸出結果與使⽤全新 PowerTrace 

增強功能的描繪結果。

5.  調整⼀下，接著按⼀下「確定」。

動⼿試試看！

7.  按⼀下「點陣圖」功能表 >「外框描繪」

>「剪輯圖片」。

8. 按⼀下「調整」標籤，接著試著使⽤控制

項。注意下列各項功能如何影響預覽視窗中的

描繪輸出結果：

6.  選取其他點陣圖。 ! 啟⽤「移除 JPEG 痕跡」核取⽅塊，即可減少 

JPEG 壓縮痕跡並回復影像的細節。
! 啟⽤「插圖」選項以降低模糊和銳利化效

果。
! 啟⽤「逼真寫實」選項，此選項適⽤於使⽤

相機拍攝的影像。

左：標準剪輯圖片描繪結果；

10.  比較第⼀個描繪結果與使⽤全新「逼真寫

實」描繪選項建立的第⼆個結果。 

9.  為使此案例獲得最佳結果，請啟⽤「逼真

寫實」選項，然後按⼀下「確定」。

右：使用全新「逼真寫實」選項的剪輯圖片描繪結果

www.coreldraw.com/coreldraw2020giats


套⽤藝術樣式

1.  按⼀下 以存取範例檔案，然後在 CorelDRAW 2020 中開啟 Design2.cdr。這裡

4.  在「藝術樣式」對話⽅塊中，從「樣式」清單⽅塊中選擇「輕柔粉蠟筆」，接著

調整「強度」滑桿，並按⼀下「確定」。

2.  選取物件群組 (三個盆栽和⼀根蠟燭)。

3.  按⼀下「效果」功能表 >「創造性」>「藝術樣式」。

動⼿試試看！

左：原始； 
共有多種「藝術樣式」效果可供選擇。範例如下 

(由左⾄右)：「後印象派」、「⽇落」、「⽊塊」、「⽊刻畫」、「黃褐

⾊」、「顆粒狀」。 

 右：套⽤「輕柔粉蠟筆」效果

www.coreldraw.com/coreldraw2020giats


套⽤內部陰影

1.  按⼀下 以存取範例檔案，然後在 CorelDRAW 2020 這裡

中開啟 Design3.cdr。

動⼿試試看！

選取的封閉曲線物件 套⽤⾄所有封閉曲線物件的內部陰影 (皆具偏移)。

套⽤⾄設計右上⾓封閉曲線物件的內部陰影。

6.  針對設計左上⾓和中間的封閉曲線物

件，重複步驟 3 ⾄ 5。

若要建立無偏移的內部陰影，請在拖曳時將

箭頭留在形狀的內部，或在屬性列上將⽔平

和垂直位置設定為「0」。將終點控點拖得

越靠近邊緣，內部陰影就越⼩。

在此範例中，中間物件會使⽤陰影⽻化值 

4。您可以試著使⽤屬性列上「陰影偏移」

⽅塊的值，以獲得多種結果。

3.  在⼯具箱中，按⼀下「陰影」⼯具 ，

然後按⼀下屬性列上的「內部陰影」

⼯具 。

在此範例中，我們從設計右上⾓的物件開始

操作。

4.  在屬性列上的「陰影⽻化」⽅塊中鍵入

「10」。

5.  從物件中⼼拖曳內部陰影，直到其⼤⼩

符合您的要求。將終點控點拖得越靠近邊

緣，內部陰影就越⼩。

2.  選取範例檔案中的其中⼀個封閉曲線物件。

www.coreldraw.com/coreldraw2020giats


套⽤「⽻化」效果 使⽤可變字型進⾏設計

1.  按⼀下 以存取範例檔案，然後在 這裡

CorelDRAW 2020 中開啟 Design4.cdr。

2.  選取其中⼀個雲朵物件。

3.  按⼀下「效果」功能表 >「殘影」

>「⽻化」。

4.  在「寬度」⽅塊中鍵入「45」。

! 線形 — 可從⽻化區域的開始到結束位置，

平均地增加邊緣透明度。

5.  試著使⽤邊緣選項：

! 曲線 — 可在⽻化邊緣的開始位置⼩幅增加

透明度，中間位置較⼤幅增加透明度，結

束位置則⼩幅增加透明度

4.  在繪圖中打字，接著選取文字。

3.  在屬性列上，從「字型清單」⽅塊中選擇

「Bahnschrift」(Windows 10) 或

「Skia」(macOS)。

1.  在 CorelDRAW 中，開啟新檔案。

2.  在⼯具箱中，按⼀下「文字」⼯具 。

可變字型會標⽰圖⽰ 。

5.  按⼀下屬性列上的「可變字型」按鈕 ，

並移動「寬度」和「粗細」滑桿來調整字型外觀。

提⽰：製作喜愛的字型樣式後，您可以將其儲存為樣式以供⽇後使⽤。使⽤「選取」⼯具 ，

⽤滑鼠右鍵按⼀下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鍵並按⼀下 (macOS) 文字物件。接著選擇

「物件樣式」>「新增樣式⾃」>「字元」，接著在「新樣式名稱」⽅塊中鍵入名稱。

動⼿試試看！

您可以使⽤「⽻化」效果柔化向量物件的邊緣。

數個 Bahnschrift 可變字型。

針對此可變字型，上⽅滑桿可調整字型寬度，⽽下⽅

滑桿可調整字型粗細。可調整屬性的數量由字型設計

師⽽定。

www.coreldraw.com/coreldraw2020giats


Tomasz  Mroziński



系統需求

Ÿ macOS Catalina (10.15)、10.14 或 10.13 (含最新版本)

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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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 64 位元的 Intel 多核⼼處理器 

(4 個邏輯核⼼或以上)

Ÿ ⽀援 OpenCL 1.2 的顯⽰卡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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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援區分⼤⼩寫的檔案系統

Ÿ 滑鼠或繪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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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Ÿ ⽀援 OpenCL 1.2 的顯⽰卡 (建議)

Ÿ Microsoft.NET Framework 4.7.2

Ÿ 全螢幕解析度 1280 x 720 (96 dpi)

Ÿ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11 或更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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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Ÿ 4 GB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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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安裝最新更新和 Service Pack

Ÿ 多點觸控螢幕、滑鼠或繪圖板

Ÿ Intel Core i3/5/7/9 或 AMD Ryzen 3/5/7/9/Threadripper，EPYC

Ÿ 4 GB 硬碟空間

Ÿ DVD 光碟機 (⽤於安裝盒裝產品)；

從 DVD 執⾏安裝需要下載最多 800 MB 的內容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援 Windows 10、1903 版、1909 版及可能於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命週期中新推出的更新版本。可變字型僅⽀援 

Windows 10。

**採⽤ AI (⼈⼯智慧) 的功能需使⽤ 64 位元的應⽤程式。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32 

位元應⽤程式不⽀援 AI 功能。



關於 Corel
Corel 產品讓全球各地數百萬相連的知識⼯作者更快完成⼯作。我們提供⼀些業界最知名的軟體品牌，無論是個⼈或團隊都能創

作、合作並交付令⼈印象深刻的成果。我們堅持提供多樣的創新應⽤程式產品組合 (包括 
® ® ® ® ®CorelDRAW 、ClearSlide 、MindManager 、Parallels  和 WinZip )，藉此啟發使⽤者靈感，協助他們達成⽬標，

⽽這正是我們賴以成功的要素。

有關 Corel 的詳細資訊，請造訪 。www.corel.com

版權所有 © 2020 Corel Corporation.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檢閱者⼿冊

專利：www.corel.com/patent

Corel、Corel 標誌、Corel 氣球標誌、CorelDRAW、CorelDRAW 氣球標誌、CorelDRAW.app、AfterShot、Corel 

PHOTO-PAINT、Font Manager、LiveSketch、MindManager、Pointillizer、PowerTrace、Smart Carver 及 

WinZip 均為 Corel Corporation 和/或其⼦公司在加拿⼤、美國及/或其他國家/地區的商標或註冊商標。ClearSlide 為 

ClearSlide Inc. 在加拿⼤、美國及/或其他國家/地區的商標或註冊商標。Parallels 為 Parallels International GmbH 在

加拿⼤、美國及/或其他國家/地區的商標或註冊商標。Apple Pencil、iPad、Mac 和 macOS 為 Apple Inc 的商標。其

他所有提及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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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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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同意最⼤責任額為，不超過閣下購買材料所⽀付的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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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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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隨地跨平台創作

提供您需要的各種向量繪圖

⼀整套印刷排版⼯具，讓您排出精美版⾯。

新增效果 (例如區塊陰影和輪廓圖)、讓文字

⼤⼩符合路徑，以及讓文字圍繞物件排列。

運⽤連⾳符號、裝飾、⼩型⼤寫、花飾變體

等各種 OpenType 印刷功能。

媒體聯絡⼈ : 

media@cor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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