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obe Illustrator 教學工作坊
[初階]
第一堂：2020年10月14日 (星期三) 
簡單介紹平面設計中的概念和參考方法
介紹不同類型素材的運用，以及網絡素材的

搜尋

逸夫書院資訊科技資源規劃及設施管理委員會主辦

資訊科技分享小組（2020/21年度上學期）

iMovie 教學工作坊 (Mac OS版)

[初階]
2020年10月8日（星期四）
 快速工作流程、導入影片及素材
 各介面及按鈕之應用
 基本剪接技巧及過場
 基本視像及聲音特效
 基本影片輸出處理

備註︰
 適合任何程度者
 參加者請準備已安裝 iMovie 的 MacBook上課

（iMovie可於Mac App Store下載）

https://bit.ly/2Zxi4He

Adobe Illustrator 教學工作坊

[初階]
第一堂：2020年10月14日 (星期三)  
內容：基本操作一
 軟件介面及操作概念
 基礎工具及相應的輔助功能

（如：選取工具、鋼筆工具、剪裁遮色片功能等）

第二堂：2020年10月21日 (星期三)   
內容：基本操作二
 其他常用基礎工具及相應的輔助功能

（對齊、分離模式、影像描圖等）

[進階]
第一堂：2020年10月28日 (星期三)   
內容：繪圖及平面設計一
 進階操作（文字封套，紋理加入，字體設計）
 個人化的製作/繪圖技巧

第二堂：2020年11月4日 (星期三) 
內容：繪圖及平面設計二
 其他進階操作（按例子示範，歡迎同學提出）
 平面設計概念和參考方法
 網絡搜尋及運用不同類型素材

備註︰
 [初階] 適合任何程度者
 [進階] 適合略懂軟件者
 本課程使用Adobe Illustrator CC 或以上的版本。參加者請

留意軟件版本的下載和更新。如使用的版本較舊，在軟
件操作上可能會和課程示範有所出入。並請準備已安
裝Adobe Illustrator CC 或以上的版本的電腦上課。(Adobe 
Illustrator CC 或以上的試用版可於網上下載）

https://bit.ly/2GYWaq7

介面及工具, 試用不同效果
作品展示
建立檔案及基本操作設定﹑版面與檢視設定
第二堂：2017年10月25日(星期三) 
內容：修圖
介紹光暗/對比/色彩平衡元素﹑筆刷與色彩設定
人像修圖: 美肌/去眼圈/瘦面等
其他修圖: 去水印/擴大背景/遮暇
第三堂：2017年10月31日(星期二)
內容：修圖
第二堂及第三堂內容相同

[進階] 報讀者需略讀Photoshop
第一堂：2017年11月2日(星期四) 
內容：設計入門
選材/字型等竅門
去背景/特效等常用設計功能
不同印出版/印刷品要求: 像素/色版/解像度
第二堂：2017年11月3日(星期五) 
內容：設計入門
特殊文字效果及各種特效
試行設計不同設計品

參加同學必須携帶已安裝Photoshop的電腦出席
(Photoshop試用版可於網上下載)

Adobe Photoshop 教學工作坊

[初階]
第一堂：2020年10月9日 (星期五)
內容：Photoshop入門簡介
 介紹界面
 各工具及視窗用途
 創立新文件、文件設定
 縮放、旋轉及裁剪圖像
 常用鍵盤快捷鍵

第二堂：2020年10月16日 (星期五)
內容：編輯相片
 調整曝光、對比、色階等
 使用內置濾鏡及特效
 更改圖層設定
 簡易人物去背
 人像修容及去除瑕疵
 遮蓋指定區域（打格／模糊化）

第三堂：2020年10月23日 (星期五)   
內容：平面設計入門 (一)
 使用標尺輔助（印刷品注意事項）
 將人物添加到其他圖像技巧
 講解文字設計
 示範設計Facebook個人頭像

第四堂：2020年10月30日 (星期五) 
內容：平面設計入門 (二)
 講解畫筆功能
 人手草稿的應用
 示範設計海報

[進階]
第一堂：2020年11月6日 (星期五) 
內容：進階平面設計
 圖層遮色片
 仿製印章工具
 合併圖像

第二堂：2020年11月13日 (星期五) 
內容：進階功能
 製作景深效果
 製作多頁設計
 自行設計作品

備註︰
 [初階] 適合任何程度者
 [進階] 適合略懂軟件者
 本課程僅使用 Photoshop CC 2018 版本。參加者請準備

已安裝 Photoshop CC 2018 或較新版本的電腦
上課。（Photoshop CC 2018 試用版可於網上下載）

https://bit.ly/32pvjvG

查 詢：陳小姐（電郵︰eugenechan@cuhk.edu.hk／電話︰3943 8597）

時 間：晚上7時至9時 (Adobe Photoshop 教學工作坊進階班︰晚上7時至9時30分)
名 額：每堂20名
費 用：每堂 $50

（逸夫書院學生可於完成該課堂時獲全數退回費用，其他人士將不獲退款）
地 點：Zoom (連結將於開課前3天或之前以電郵通知參加者）
教學語言：廣東話講解，輔以英文資料

報名日期：[第一階段] 2020年9月16日 (三) – 10月5日(一)
(此階段只接受逸夫書院學生及教職員報名）；
[第二階段}] 2020年9月30日 (三) – 10月5日(一)

（此階段接受所有中大學生及教職員報名）
報 名方法︰網上遞交申請表，並於3個工作天以內將入數記錄電郵至

陳小姐 (eugenechan@cuhk.edu.hk)

Adobe Premiere Pro 教學工作坊

[初階]
第一堂：2020年10月13日 (星期二)
 認識影片構成及基本理論
 Premiere 快速工作流程、導入影片及素材
 各介面及按鈕之應用、認識子母圖層
 基本剪接技巧及過場、基本影片輸出處理

[進階]
第一堂：2020年10月20日 (星期二) 
 進階影像處理、基本影片及音效特效
 色彩調整、認識關鍵幀及其運用
 進階圖層應用、穩定及修正晃動影片

第二堂：2020年10月27日 (星期二)   
 製作字幕及特效動畫、進階影片特效及處理
 調整圖層的應用、進階影片調色
 影片速度及節奏調整

備註︰
 [初階] 適合任何程度者
 [進階] 適合略懂軟件者
 參加者請準備已安裝 Adobe Premiere Pro 的電腦上課

(Adobe Premiere Pro 試用版可於網上下載）

https://bit.ly/32sF1gY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shown in Chinese, which is the teaching language of IT Sharing Sessions. For English version of the poster, please contact Ms. Eugene CHAN at 3943 8597.)

10月5日(一) 下午5時30分

截止報名

報名連結︰
報名連結︰ 報名連結︰

報名連結︰

https://bit.ly/2Zxi4He
https://bit.ly/2GYWaq7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3A%2F%2Fadobe-photoshop.en.softonic.com%2F&psig=AOvVaw1qq7lIORFgiBT-h56wr69K&ust=1600144982656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IQjRxqFwoTCJCwy-Pq5-sCFQAAAAAdAAAAABAH
https://bit.ly/32pvjvG
https://bit.ly/32sF1gY
https://sites.google.com/site/455001lueshuhui/s-h-e-de-re-dai-yu-lin/mei-mei-de-yun-nan-feng-jing-ren-wen-gen-zi-ran-dou-mei-mei-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