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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力
推
薦

簡介：
1. 藉由經營 25 年的設計公司總監淺談管理完完全 
  全與理論做結合，不輪於空泛的論調，並將用最 
  真實最直接的方式告訴您管理是什麼。
2. 將公司管理方式與歷程完全公開不藏於私，除了 
  讓您一窺設計公司的管理，且將在大陸經營所遇 
  到的挫折與成功案例分享您知。

目錄：
1. 設計主題地圖 (導論 )
  你我都身處在設計大業中
2. 導航設定 (歐普歷程 ) 
3. 座標定位 (歐普管理 )
   歐普形象
   歐普制度
   歐普經營
   歐普不作
   歐普空間
   歐普人

書名：設計不用管我們講道
理：設計管理隨行手札 (第二版)   

4. 歐普最愛 (客戶 ) 
5. 規劃路線
   工作流程
   設計工程 
6. 大眾運輸
   歐普講堂
   交流分享
   實習機制
   大眾路線
7. 向西走

作者：王炳南  
書號：0816301 
ISBN：9789572195659
適用課程：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商業設計
系、生活產品設計系、科技商品設計系、流
行設計系、創意設計等科系教二年級設計管
理課程之授課老師。
出版日期：2014/10
定價：520 頁數：304 印刷：彩色
教學配件：投影片

簡介：
1. 全書共 15 章，其內容包含色彩體系、色彩的 
  配色與意象、色彩的應用、軟體中的色彩設定， 
  以及印刷色彩等不同領域。
2. 全書並收錄 45 個 QR code 連結，透過行動載 
  具網路連線即可觀看該各種色彩相關的有趣影 
  片，補充書本內容。
3. 版面編排加入網路「超文本」概念，內文中大 
  量加入相關名詞解釋與延伸閱讀資料，方便讀 
  者即時查找相關資料。
4. 全彩印刷並收錄大幅拉頁，獨家提出 24 種色 
  彩配色之心理感覺，利用統計方法，歸納一般 
  大眾對於色彩與配色的心理感知，提供設計工 
  作者最有效率的配色依據。
5. 收錄「美度係數」計算公式，詳細說明美度係 
  數的觀念以及計算方法。

書名：現代色彩學－色彩
理論、感知與應用 (第三版 ) 

作者：戴孟宗  
書號：0811404  
ISBN：9789572198148
適用課程：大學、科大色彩學與色彩計畫相
關課程之任課老師。
出版日期：2015/4
定價：480 頁數：272 印刷：彩色
教學配件：投影片、配色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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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1 彩虹現象的解析
1-1 彩虹的成因
1-2 彩虹形成的條件
1-3 光線的折射
1-4 色光的形成
1-5 彩虹的位置
1-6 彩虹的歷史
1-7 彩虹色彩應用

2 視覺過程
2-1 光源與光譜
2-2 色物體
2-3 觀測者

3 色彩特性
3-1 色彩的出現
3-2 色彩的學習
3-3 商用色彩
3-4 色彩認知
3-5 顏色的比較
3-6 顏色的評估
3-7 色彩的感覺方法
3-8 觀測色彩判斷的因素
3-9 可見光譜與色光的吸
收和反射

4 色彩三要素
4-1 色彩三屬性
4-2 色相
4-3 明度
4-4 彩度

5 色彩系統
5-1 色彩的系統化
5-2 伊登色相環
5-3 曼塞爾色彩系統
5-4 奧斯華德色彩系統
5-5 日本 PCCS 色彩系統
5-6 自然色彩系統 NCS
5-7 RGB 色彩系統
5-8 sRGB 色彩系統
5-9 CMYK 色彩系統
5-10 RGB 與 CMYK 色彩的
設定
5-11 Pantone 色票
5-12 索引色
5-13 HSV 色彩系統
5-14 HSL 色彩系統
5-15 CIE 色彩系統
5-16 CIE XYZ 色彩系統

6 色彩的混合
6-1 顏料的混色
6-2 彩色顏料
6-3 色光的混色
6-4 色光加色法
6-5 中性混合
6-6 顏料減色法
6-7 印刷原理
6-8 條件等色與絕對等色
6-9 互補色

7 對比與感覺
7-1 對比現象

7-2 色彩的同化現象
7-3 色滲現象
7-4 明度對比
7-5 彩度對比
7-6 補色對比
7-7 面積對比
7-8 色彩殘像
7-9 色彩的錯覺
7-10 溫度感覺
7-11 距離感覺
7-12 色彩的面積感
7-13 色彩的形狀感
7-14 重量感覺

8 色彩形容詞與配色感知
強度
8-1 色彩的應用
8-2 色彩意象的歸納
8-3 色彩形容詞與配色感
知強度問卷調查
8-4 綜合研究結論分析

9 配色方法
9-1 色彩意象
9-2 色彩的通用設計
9-3 配色原則
9-4 平衡與調和
9-5 主從關係
9-6 律動感覺
9-7 配色方法
9-8 功能配色
9-9 叫色實驗
9-10 色彩的視覺作用
9-11 美度係數

10 色彩與運動休閒
10-1 奧林匹克運動會
10-2 色彩與運動心理
10-3 桌球
10-4 網球 
10-5 足球 
10-6 排球
10-7 籃球
10-8 棒球
10-9 高爾夫球
10-10 射箭
10-11 撞球
10-12 滑雪服裝與水上救
生衣

11 彩妝
11-1 黃金比例
11-2 三庭五眼
11-3 利用色彩達到完美臉
型
11-4 底妝與修容

12 數位色彩
12-1 畫素
12-2 色彩深度
12-3 色域與階調
12-4 數位影像的擷取

13 作業系統與應用程式
13-1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
13-2 螢幕影像擷取
13-3 Mac 的螢幕色彩

13-4 Mac 的螢幕擷取
13-5 Office 軟體的色彩
應用
13-6 色彩相關應用程式

14 影像與設計軟體
14-1 影像處理軟體
14-2 常見的影像調整的
項目
14-3 影像處理軟體的色
彩系統與設定
14-4 排版軟體的色彩設
定
14-5 多媒體影像軟體的
色彩設定

15 印刷色彩
15-1 印刷產品
15-2 印刷階調、解析度
與色彩
15-3 傳統印刷原理
15-4 CMYK 彩色印刷
15-5 RGB 與 CMYK 的轉換
15-6 雙色調印刷
15-7 特別色與上光
15-8 字體與色彩
15-9 印刷色彩品質
15-10 印刷品色彩品質的
檢測

專有名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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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新
改
版

新
書
主
打

簡介：
以往中文設計美學書籍，多是翻譯西洋文
獻，重複包浩斯的理論，本書是第一本囊括
美感開發方法和美感規律的創新著作，也是
首部兼顧中外設計美學操作的專論。
作者累積十餘年對東西方美學設計的研究與
應用，從美感開發、知識向度、美學體系、
傳統美學、到現代與後現代美學、當代設計
美學，以深入淺出的行文舉例，帶領讀者一
探設計美學風華。

簡介：
1. 析剖當今最新美學趨勢及藝術研究法， 
  符合教學考試需求。
2. 以美學史方式編寫，觀點脈絡完整。
3. 年代表介紹美學演進，一目了然。
4. 主攻西方視覺美學發展，適時比較東方 
  美術，深入簡明。
5. 各章後附討論題目，方便教學。
6. 附錄藝術家電影和三大藝術展介紹，延 
  伸學習。

書名：設計美學 (第二版 )   

書名：藝術與美學導論

作者：楊裕富  
書號：0811101 
ISBN：9789572198216
適用課程：科大或技術學院多媒體設計系、
產品設計系教授設計美學、美學課程之老師。
出版日期：2015/5
定價：480 頁數：288 印刷：彩色
教學配件：投影片

作者：郭廣賢  
書號：08184 
ISBN：9789572196366
適用課程：大專院校之藝術概論、美學等課程。
出版日期：2015/5
定價：330 頁數：272 印刷：單色
教學配件：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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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Chapter1 認識美學從美感開始
1-1 美感的認識與開發
1-2 設計美感的認識與開發
1-3 美感與設計美感開發的方法

Chapter2 美學體系
2-1 將美學當作知識
2-2 美學從定義出發？
2-3 美學知識的三向度
2-4 功能論的美學體系
2-5 文化論的美學體系

Chapter3 中華傳統美學的發展
3-1 中華文化與東方文化
3-2 中華美學發展分論

Chapter4 我國設計美學精華
4-1 位序主從
4-2 陰陽調和
4-3 氣韻生動
4-4 布局成勢
4-5 文化符碼：意義與象徵符號

Chapter5 西方設計美學精華：數
值系列與意義系列
5-1 數值比例
5-2 幾何比例：對稱、對比、平衡
5-3 幾何構圖：構圖術
5-4時間系列：韻律、漸層、和諧、
調性
5-5 文化符碼：柱式與神話（守護
神）

Chapter 6 西方傳統美學的發展
6-1 古典時期美學
6-2 中世紀美學
6-3 文藝復興美學
6-4 啟蒙運動美學

Chapter7 現代與後現代美學
7-1 現代美學之時代背景
7-2 現代主義美學評析
7-3 後現代美學的時代背景
7-4 後現代主義美學評析
7-5 邁向文化主義美學

Chapter8 當代設計美學精華：操
作對象與操作規則
8-1 現代設計美學的操作對象

8-2 現代設計美學的操作守則
8-3 後現代設計美學的操作對象
8-4 後現代設計美學的操作守則

Chapter9 臺灣設計美學：彌補歷
史與事實的差距
9-1 被誤解的臺灣
9-2 誰是海盜，誰來墾拓
9-3 思想與實質的社經轉變
9-4 社會情境導出審美取向：審美
品味的轉變
9-5 臺灣設計美學風味

目錄：
第一部分 藝術理論發展史的回
顧～古希臘到巴洛克時期
第一章、古希臘時期的藝術理論
第二章、羅馬之美學與藝術理論
第三章、中世紀藝術理論與美學
之開展
第四章、文藝復興藝術理論
第五章、巴洛克藝術理論

第二部分  議題式導向的藝術解
析～十九世紀初的發展
第六章、藝術定義之整理：由古
典到現代不同觀點之回顧
第七章、藝術起源的討論：五大
起源說與二十世紀的新概念
第八章、藝術本質論：十九世紀
以降重要名家觀點簡介
第九章、將藝術視為一個有機的
整體結構
第十章、十九世紀藝術作品研究
的新發展：藝術史研究方法

第三部分  藝術與社會～二十世
紀藝術研究之新趨勢
第十一章、藝術社會學與其發展
簡介

第十二章、藝術社會學課題之一：
藝術、工業與技術的探討
第十三章、藝術社會學課題之二：
現代主義的興起
第十四章、藝術社會學課題之三：
戰後法蘭克福學派、現象學之反思
第十五章、藝術社會學課題之四：
實質論戰
第十六章、藝術社會學課題之五：
後現代理論
第十七章、藝術社會學之六：藝術、
大眾文化、新興科技與經濟課題
第十八章、結論：藝術理論之開端
與結束，「藝術」有趣的大哉問

附錄一　藝術家電影參考表
附錄一　世界三大當代藝術展介紹
附錄三　西洋藝術美學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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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本書對設計相關領域內容、形式、設計、功
能、技巧、方法等基礎觀念做詳盡的說明。　　
作者將文化產業、建築、工業設計、視覺設
計、流行、電子商品、多媒體等設計專業資
料，整理歸納出一有系統化且合乎設計初學
者易懂的文詞。　　
書中蒐集不下 600 張的圖片輔文，提供最新
的設計成果與生活型態模式給讀者參考，不
至於與現實的科技社會時代脫節。
每篇之後附重點整理，可讓教師引用為作
業、考題或問題討論。

書名：設計概論－新設計
理念的思考與解析 (第三版 )   

作者：林崇宏  
書號：0809202 
ISBN：9789572183717
適用課程：設計系「設計概論」、「基礎設計」、
「設計基礎」課程使用。
出版日期：2012/2
定價：450 頁數：224 印刷：彩色
教學配件：投影片

簡介：
1. 國內第一本，針對水墨特殊技法進行歸納整 
  理的專書！
2. 水墨畫家─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院院長李振明 
   教授─強力推薦！
3. 美術史學者─成功大學歷史系蕭瓊瑞教授─ 
  肯定好評！
4. 集結七十種水墨特殊技法說明，並搭配大尺 
  寸示範圖例！
5. 收錄臺灣水墨歷史沿革之說明與作品賞析， 
  全面掌握臺灣當代水墨的脈絡與特色！

書名：臺灣當代水墨特
殊技法  

作者：王源東、莊連東、陳建發、葉宗和  
書號：08127 
ISBN：9789572189160
適用課程：研究所、大學、科大之美術系、
書畫系、視覺藝術、視覺傳達系等科系水墨
相關課程之教師。
出版日期：2013/5
定價：560 頁數：352 印刷：彩色
教學配件：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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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第一篇　設計理念篇
一、導論 
二、設計原理 
三、新設計概念觀 
四、設計素養
 
第二篇　近代設計史論
一、設計史總論 
二、近代工業設計運動
的國家 
三、工業設計運動之父
──包浩斯  
四、現代設計史論 
五、二十一世紀的設計
趨勢探討
 
第三篇　設計實踐篇
一、文化創意 
二、視覺設計 
三、工業設計 
四、數位資訊設計 
五、公共空間設計
 

目錄：
作者簡歷
推薦序
導讀
論述
　　當代水墨畫的特質
　　臺灣當代水墨畫的
時代意義
　　特殊技法在水墨畫
創作中的重要性

技法
　卷 1
　　skill01 隔紙
　　skill02 水洗
　　skill03 白繪
　　skill04 絕離
　　skill05 蠟繪
　　skill06 蠟漬
　　skill07 油痕
　　skill08 平摺
　卷 2
　　skill01 漂白
　　skill02 灑鹽
　　skill03 迷離

第四篇　設計美學篇
一、美學的設計 
二、色彩與設計 
三、綠色設計
（Green design） 
四、通用設計 
五、流行與文化 
六、設計流程
 
第五篇　結論
一、設計概論之精義 
二、二十一世紀的科技趨勢 
三、未來設計思維發展 
四、設計概論的後續學習 

參考書目
中文書籍 
西文書籍 
西文期刊 
翻譯書籍 

　　skill04 水滲
　　skill05 撞墨
　　skill06 殘影
　　skill07 流墨
　　skill08 水痕
　卷 3
　　skill01 拓印
　　skill02 揉紙
　　skill03 擦印
　　skill04 複刻
　　skill05 刮刻
　　skill06 疊墨
　　skill07 碎墨
　　skill08 形版
　　skill09 水拓
　卷 4
　　skill01 烙痕
　　skill02 紙漿
　　skill03 補土
　　skill04 墨漿
　　skill05 厚彩
　　skill06 黏著
　　skill07 漆疊
　　skill08 複貼
　賞析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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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設計

書號 書名
作者 /
譯者

價格
頁
數

本版
日期

教學資源

工業設計類／設計理論

0809202
設計概論－新設計理念的思考與
解析 (第三版 )

林崇宏 450 224 2012/2

0807902
設計基礎原理：造形與構成的創
意思考 (第三版 )

林崇宏 520 296 2014/2

0322572
造形原理－藝術‧設計的基礎
(精裝本 )( 第三版 )

林品章 420 344 2009/4

08081
工業設計論：產品美學設計與創
新方法的探討

林崇宏 500 348 2012/8

工業設計類／設計史

0520001
工業設計思潮－設計思潮與產品
造型系列 (第二版 )

林銘煌 590 336 2013/1

工業設計類／表現技法

0527101 設計創意表現技法 (第二版 ) 陳遠修 490 200 2010/7 無

0500803 創意表現技法 (第四版 )
陸定邦、
楊彩玲

360 168 2012/7

0359372
設計速繪表現技法(精裝本)(第
三版 )

張栢祥 580 152 2008/10

081127 圓與產品透視 (精裝本 ) 陳遠修 600 208 2011/3

0812101 透視設計表現技法 呂豪文 500 264 2013/10 無

工業設計類／互動設計

0807301
互動設計
INTERACTION DESIGN:BEYOND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JENNY 
PREECE/
陳建雄

725 584 2009/1

工業設計類／設計軟體

08086007
CATIA 與產品造型設計２－曲面
造型 (附習作光碟片 )

張悟非 580 392 2007/9 無

08087007
CATIA 與產品造型設計３－想像
設計、自由造型、草圖匯入 (附
習作光碟片 )

張悟非 520 320 2007/9 無

各
類
出
版
品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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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號 書名
作者 /
譯者

價格
頁
數

本版
日期

教學資源

08088007
CATIA 與產品造型設計４－即時
彩現與照片真實彩現 (附習作光
碟片 )

張悟非 420 256 2007/10 無

08089007
CATIA 與產品造型設計５－功能
性模具元件 (附習作光碟片 )

張悟非 520 344 2007/10 無

08090007
產品數位造形理論與實務 Pro / 
ENGINEER( 附動態影音教學光
碟 )

吳正仲 550 504 2009/11 無

10396 SolidWorks 攻略白皮書 陳俊興 380 400 2010/9 無

工業設計類／產品設計

08090007 呂豪文產品設計 呂豪文 1000 204 2009/11 無

  商業設計

商業設計類／設計理論

0809202
設計概論－新設計理念的思考與
解析 (第三版 )

林崇宏 450 224 2012/2

0807902
設計基礎原理：造形與構成的創
意思考 (第三版 )

林崇宏 520 296 2014/2

0322572
造形原理－藝術‧設計的基礎
(精裝本 )( 第三版 )

林品章 420 344 2009/4

08081
工業設計論：產品美學設計與創
新方法的探討

林崇宏 500 348 2012/8

080557
造形原理－造形與構成設計案例
解析 (精裝本 )

林崇宏 500 256 2009/6

08132
創意．生活．設計－閱讀新心美
學

鄭月秀等 400 264 2013/7

08111 設計美學 楊裕富 350 224 2010/12

0349402 視覺傳達設計概論 (第三版 )
陳俊宏、
楊東民

320 208 2014/3

0816301
設計不用管我們講道理：設計管
理隨行手札 (第二版 )

王炳南 520 304 2014/10



全華圖書設計類出版品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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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號 書名
作者 /
譯者

價格
頁
數

本版
日期

教學資源

商業設計類／設計史

0381101
藝術概論－藝術新理論 (第二
版 )

林群英 420 248 2008/8

0532001
臺灣近代視覺傳達設計的變遷－
臺灣本土設計史研究 (第二版 )

林品章 500 288 2008/8 無

商業設計類／設計繪畫

0510102 設計繪畫 (第三版 ) 蔡明勳 380 136 2007/9

商業設計類／設計攝影

05907037
數位攝影－數位影像教學 (第四
版 )( 附範例光碟 )

趙樹人 520 336 2012/3

0474203 攝影實務 鄒春祥 446 292 2014/6
教冊、

商業設計類／表現技法

0527101 設計創意表現技法 (第二版 ) 陳遠修 490 200 2010/7 無

0500803 創意表現技法 (第四版 )
陸定邦、
楊彩玲

360 168 2012/7

0359372
設計速繪表現技法(精裝本)(第
三版 )

張栢祥 580 152 2008/10

081127 圓與產品透視 (精裝本 ) 陳遠修 600 208 2011/3

0812101 透視設計表現技法 呂豪文 500 264 2013/10 無

商業設計類／色彩學

0583502 色彩原論 (第三版 ) 林昆範 430 216 2013/11

0811401
現代色彩學－色彩理論、感知與
應用 (第二版 )

戴孟宗 450 272 2013/3

05869
數位色彩管理
REAL WORLD COLOR MANAGEMENT, 
2E

BRUCE 
FRASER /
管倖生、
洪伯松、
蔡政旻

650 528 2006/10 無

各
類
出
版
品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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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號 書名
作者 /
譯者

價格
頁
數

本版
日期

教學資源

05926 數位色彩之設計與應用
楊清田、
魏碩廷

450 280 2007/4

0523302
基礎色彩再現工程 (中譯修訂二
版 )

陳鴻興、
陳君彥

360 304 2010/1 無

商業設計類／設計方法

0566202 設計研究方法 (第三版 ) 管倖生 500 336 2010/12

商業設計類／企業識別

0584801
企業、品牌、識別、形象－符號
思維與設計方法 (第二版 )

王桂沰 550 168 2014/4

08128 世界商標演進 1400+ 蔡啟清 420 288 2012/4

08150 癮標誌－品牌設計案例剖析 蔡啟清 450 304 2013/5 無

商業設計類／包裝設計

04897 包裝解碼．設計加值 楊勝雄 420 192 2011/4
教冊、

 多媒體設計

多媒體設計類／動漫設計

08095007
漫畫創作技法基礎 (附教學光
碟 )

林昆範 350 264 2009/9 無

08156007
動畫的創意與實踐 (附教學光
碟 )

林倩妏 520 304 2014/5 無

08135007
數位漫畫插畫創作技法寶典 (附
範例光碟 )

張重金 500 200 2014/8 無

 藝術 /其他

藝術類／其他

08127 臺灣當代水墨特殊技法

王源東、
莊連東、
陳建發、
葉宗和

560 352 2013/5

08184 藝術與美學導論 郭廣賢 330 272 2014/12



您還在尋找3D印表機嗎 ?



Wacom師生揪團鬥陣行 好康逗相報

產品

編號
型 號 產 品 名 稱 產品尺寸

價 格

(含 稅)
備 註

*A PTK-650/K1 Intuos 5 6x9 教育組合包 十人版 6*9 $90,000 元
學生團購三年保

固，贈福袋。

*B CTL-480/S3-CX Intuos Pen 4x6 教育組合包 十人版 (New) 4*6 $22,000 元
學生團購三年保

固，贈福袋。

C CTL-480/S2 Intuos Pen 創意板 4*6 $2,800 元

送 AECS 2012

學生版軟體，送

完為止。

D CTH-480/S2 Intuos Pen & Touch Small 創意板 4*6 $3,900 元

送 AECS 2012

學生版軟體，送

完為止。

E DTH-A1300H Cintiq Hybrid 13HD 32GB 平板 (Android) 13 吋 $43,900 元

送 AECS 2012

學生版軟體，送

完為止。

(AECS 2012 學生版軟體內含： ○1 3ds Max ○2 Maya ○3 Softimage ○4 MotionBuilder ○5 Mudbox ○6 Sketchbook designer)

【福袋】 內含：

○1 師生團購專屬三年保固優惠 ○2 繪圖板專屬保護套(市價$399) ○3 繪圖板專屬魔布(市價$199)

○4價值聯成 Wacom 數位學習卡(市價$39,600) ○5 日本第一動漫繪圖軟體 ComicStudio Debut 入門版 (市價$3,499)

訂購日期： 年 月 日

訂

購

人

姓 名
□學生

□老師

電 話

或手機

客戶名稱

（學 校）

單 位

（科系班級）

收

件

人

□資料同訂購人 姓 名
電 話

或手機

送達地址

□□□

縣 鄉鎮 路 段 巷 弄 號 樓

市 市區 街 室

備 註

產品

編號
數 量 價 格

產品

編號
數 量 價 格

產品

編號
數 量 價 格

傳真訂購說明：

1.填妥訂購單後請傳真至軟體部，並在傳真完畢後，請電洽軟體部人員確

認是否傳真成功。2.傳真訂購單並不代表本公司已接受您的訂單，在本公

司相關的負責人員尚未與您完成訂單確認前，此筆交易尚未成立。

訂 購 單

訂購洽詢&傳真專線

軟體部：陳小姐、周小姐

電話：(02)2262-5666 分機 130、132

傳真：(02)2262-0483

請

沿

虛

線

剪

下



教育機構授權概覽

適用於教育機構的 Adobe Creative Cloud 
Creative Cloud 讓您的學生、教育工作者和員工能夠存取全球頂尖
的設計、網路、視訊和攝影等創意應用程式。全部都可以在桌面
運作，還可順暢地進行分享和協作。Creative Cloud 提供所有基本
工具，協助學生全力發揮他們的創造潛能。

您是自行購買的教育工作者或學生嗎？
深入了解適用於個人的 Creative Cloud：adobe.com/go/cc_for_students_tw*

* 請參閱學生與教師版資格指南： tudent-eligibility-guide.html

中小學和高等教育機構可透過 Adobe 教育機構企業授權合約享
有更多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優惠。
www.adobe.com/go/eea_tw

尋找符合您需求的授權選項：

小型工作群組和 
部門

教室和實驗室 整個教育機構

適用於教育機構的 Creative Cloud 

指定姓名的使用者授權
• 授權適用於每位使用者的機構
電腦

• 包括完整的 Creative Cloud 應
用程式組合或單一應用程式 

選項
• 隨附線上服務

適用於教育機構的 Creative Cloud 

裝置授權
• 授權適用於每部電腦，而非每
位使用者

• 包括完整的 Creative Cloud 應
用程式組合或單一應用程式 

選項
• 未隨附線上服務

適用於企業的 Creative Cloud

企業授權
• 有彈性的授權部署選擇
• 包括完整的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組合
• 可選擇加入精選的線上服務

在 Adobe.com 或透過 Adobe 價
值獎勵授權計劃 (VIP) 提供。

透過 Adobe 價值獎勵授權計劃 

(VIP) 提供。
可以透過自訂的企業授權合約 

(ETLA) 採購。

透過電話、Adobe.com 或 Adobe 

授權教育版經銷商購買。
透過 Adobe 授權教育版經銷商
購買。

如需詳細資訊，請聯絡您的 

Adobe 銷售代表。

 

歡迎洽詢全華軟體部：
陳景嵐主任(02)2262-5666分機130、手機0958-008961
周瑋筑採購(02)2262-5666分機132



† 需要網際網路連線。同步功能需要個別下載及同意附加條款。Adobe 線上服務 (包括 Adobe Creative Cloud 服務 ) 的服務對象僅限 
13 歲 (含 ) 以上的使用者，而且需要同意附加條款和 Adobe 的線上隱私權政策。應用程式和線上服務不會於所有國家 /地區提供，
也不會提供所有語言，使用者可能需要註冊後方可使用，而且如果有變更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您可能需要支付其他費用或會費。
‡ 指定姓名的使用者授權還包括 Adobe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的 Single Edition，以及 Adobe Scout CC、Gaming SDK、ExtendScript Toolkit CC、
Story CC Plus、Edge Inspect、Edge Web Fonts、Typekit 和 PhoneGap Build。
Adobe, the Adobe logo, Acrobat, Adobe Audition, Adobe Muse, Adobe Premiere, After Effects, Behance, Creative Cloud, the Creative 
Cloud logo, Dreamweaver, Encore, Fireworks, Flash, Flash Builder, Illustrator, InCopy, InDesign, Lightroom, PhoneGap, PhoneGap Build, 
Photoshop, Prelude, SpeedGrade, and Typekit are eithe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All other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 2014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91088407   4/14 

主要功能 適用於企業的 
Creative Cloud†

適用於教育機
構、指定姓名的
使用者授權的 

Creative Cloud‡

適用於教育 
機構、裝置 
授權的  

Creative Cloud
†

Adobe Photoshop CC 編輯及合成影像、使用 3D 工具、編輯視訊及執行
進階影像分析 • • •

Adobe Illustrator CC 建立以向量為基礎的圖像，以供列印、網頁、視訊
和行動裝置使用 • • •

Adobe InDesign CC 針對紙本印刷及數位出版設計專業版面 • • •
Adobe Bridge CC 在一個集中位置瀏覽、組織和搜尋相片和設計檔案 • • •

Adobe Extension Manager CC 安裝及管理 Creative Cloud 中眾多創意應用程式的
擴充功能 • • •

Adobe InCopy CC 搭配使用 InDesign 作為專業寫作和編輯解決計劃 • • •
Adobe Acrobat XI Pro 建立、保護、簽署、協作及列印 PDF 文件 • • •
Adobe Dreamweaver CC 設計、開發、維護符合標準的網站和應用程式 • • •
Adobe Flash Professional CC 在各種不同的平台和裝置上建立豐富的互動內容 • • •
Adobe Flash Builder Premium 
Edition

使用單一程式碼庫，為 iOS、Android 和 BlackBerry 
建立絕佳的應用程式 • • •

Adobe Fireworks 快速構建網站和應用程式模板，並最佳化網頁圖形 • • •
Adobe Premiere Pro CC 使用高效能、領先業界的工具來編輯視訊 • • •
Adobe After Effects CC 建立業界標準的動態圖形和視覺效果 • • •

Adobe Audition CC 建立、編輯和增強音效，以供廣播、視訊和 
影片使用 • • •

Adobe SpeedGrade CC 在視訊素材中操作光線和色彩 • • •
Adobe Prelude CC 簡化從幾乎任何視訊格式讀入和記錄視訊的作業 • • •
Adobe Encore 製作 DVD、藍光光碟和 Web DVD • • •

Adobe Media Encoder CC 針對幾乎任何視訊或裝置格式將視訊和音效的編碼
程序自動化 • •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5 使用數位攝影專用的管理、編輯和輸出建立工具 • • •
Adobe Muse CC 不需撰寫程式碼，即可設計及發佈 HTML 網站 • • •
Adobe Edge Tools & Services 
(Edge Animate CC、Edge 
Code CC 和 Edge Reflow CC)

使用動畫工具讓網站的外觀和效能最佳化 • •

Behance 展示及探索創意作品 自訂網路 (選用
項目 ) ProSite

Digital Publishing Suite 的 
Single Edition 建立、發佈和最佳化內容導向的行動裝置應用程式   •

雲端儲存空間 將檔案儲存在雲端中 (限制依每個授權而定 ) 可自訂 100GB/20GB

協作工具 與組織內外的同事協作，維持檔案的私密性或隨意
分享 • •

Adobe 專家服務 取得部署、工作流程、操作協助，以及全天候技術
支援 選用項目 •

設
計
工
具

網
頁
工
具

視
訊
和
音
效
工
具

其
他
工
具
與
服
務

適用於教育機構的 Creative Cloud
隨時存取最新的 Adobe 創意應用程式。*

Adobe 
香港銅鑼灣希慎道 33號
利園大廈 4102室 
www.adobe.com

教育機構授權概覽

適用於教育機構的 Adobe Creative Cloud 
Creative Cloud 讓您的學生、教育工作者和員工能夠存取全球頂尖
的設計、網路、視訊和攝影等創意應用程式。全部都可以在桌面
運作，還可順暢地進行分享和協作。Creative Cloud 提供所有基本
工具，協助學生全力發揮他們的創造潛能。

您是自行購買的教育工作者或學生嗎？
深入了解適用於個人的 Creative Cloud：adobe.com/go/cc_for_students_tw*

* 請參閱學生與教師版資格指南： tudent-eligibility-guide.html

中小學和高等教育機構可透過 Adobe 教育機構企業授權合約享
有更多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優惠。
www.adobe.com/go/eea_tw

尋找符合您需求的授權選項：

小型工作群組和 
部門

教室和實驗室 整個教育機構

適用於教育機構的 Creative Cloud 

指定姓名的使用者授權
• 授權適用於每位使用者的機構
電腦

• 包括完整的 Creative Cloud 應
用程式組合或單一應用程式 

選項
• 隨附線上服務

適用於教育機構的 Creative Cloud 

裝置授權
• 授權適用於每部電腦，而非每
位使用者

• 包括完整的 Creative Cloud 應
用程式組合或單一應用程式 

選項
• 未隨附線上服務

適用於企業的 Creative Cloud

企業授權
• 有彈性的授權部署選擇
• 包括完整的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式組合
• 可選擇加入精選的線上服務

在 Adobe.com 或透過 Adobe 價
值獎勵授權計劃 (VIP) 提供。

透過 Adobe 價值獎勵授權計劃 

(VIP) 提供。
可以透過自訂的企業授權合約 

(ETLA) 採購。

透過電話、Adobe.com 或 Adobe 

授權教育版經銷商購買。
透過 Adobe 授權教育版經銷商
購買。

如需詳細資訊，請聯絡您的 

Adobe 銷售代表。

 

歡迎洽詢全華軟體部：
陳景嵐主任(02)2262-5666分機130、手機0958-008961
周瑋筑採購(02)2262-5666分機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