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下數紙™ - 入門指南 

 
本指南將說明在下載「智能下數紙」到個人電腦後，怎樣運用「智能下數紙」由

開始至完成放碼工序的操作步驟。一般來說，用戶可使用滑鼠之左鍵執行指令或

使用滑鼠右鍵查看可使用之選項。建議用戶先熟習以下一般使用模式，再嘗試更

深入之操作指令。 
 

一般使用 
 
第一步 開啟新檔 

 
成功登入「智能下數紙」後，「開啟」對話框會自動彈出，請選擇款式

類別，然後按「開啟」鍵，「智能下數紙」便會自動產生所需款式圖樣。

如想選用「智能下數紙」提供的原始範本或其它款式範本，可關閉對話

框，選擇適合的範本開啟新檔。 
第二步 輸入尺碼設定 

 
選擇適合的範本後，「智能下數紙」會自動彈出「尺碼設定」對話框，

一般情況下，「智能下數紙」已經預設了 XS，S，M，L 及 XL 五種基

本尺碼。如想編輯，請按下主選單的「工具」，並從拉下選單選取「尺

碼設定」。透過以下三個方法設定尺碼資料： 
1. 利用總計、間距及最大和最小值選項設定數字尺碼，並按下 

； 

2. 編輯預調常用的英文字母碼數如 S、M 和 L 等，並按下 

 ； 

3. 利用  及  自訂尺碼資料。 

完成後，請選取此生產訂單的辦單尺碼，並按  離開。 

第三步 輸入一般資料 
 
為方便管理，請按以下步驟輸入生產訂單之一般資料： 
1. 按下「一般資料」分頁； 
2. 輸入此生產訂單之相關資料，如日期、合約編號、生產編號、款式

編號、客戶備考編號及客戶名稱等； 
3. 設定全部幅片之編織資料以作計算下數之用，如毛料、組織、字碼



 
 

   

及平方、衫身收花、領位收花、全長拉力等。假若前幅、後幅及袖

之編織方法不同，請劃上  

並輸入各幅片之相關編織資料。若編織間色成品，請劃上 

之方格。 

(注意: 若要選取所需之常用詞匯，可從「工具列」的  中選取，

使用者亦可對詞匯中的詞語進行編輯，匯出及匯入，方便日後使用) 
第四步 輸入下欄資料 

 
完成輸入一般資料後，在「下欄」分頁中輸入衫腳、袖咀、領貼、胸貼

及衫袋之資料。由於衫腳、袖咀及領貼三個群組是大部份服裝必備的，

故預設為啟用。但胸貼 (注意 : 只適合開胸款式使用)和衫袋則多為附

加選項，所以若果編織成品是有胸貼或衫袋的，請劃上相對應之方格。

第五步 
 

輸入尺寸標籤資料 
 
按下 ｢下數｣ 分頁，然後在分頁的｢尺寸標籤｣表格內輸入各尺寸資料。

 
第六步 編輯幅片下數          

 
1. 按下 ｢下數｣ 分頁； 
2. 先把滑鼠移到要修改下數的線上，待該線轉為紅色後按一下滑鼠右

鍵 

3. 在選單上選取  並按滑鼠左鍵一下以確定； 

4. 在 ｢修改下數紙｣ 的方塊中修改下數，紅色線段為已進入修改模式

之組織排列。 
 

修改下數的選項面板之功能概述如下:- 
 

選項 功用 

所選線段的基本支針織轉資料。 

 
所選線段的基本支針織轉資料。套用新修

改的轉數及支數。 

 

所選線段之收針或加針的組織排列，如 2 -

9 - 3 即每兩轉收九針織三轉或如 2 + 3 + 



 
 

   

或 

 

24 即每二轉加三針織二十四轉。 

 

若所選線段的組織排列為曲線(即如 2 - 9 - 

3)，那麼在這些組織排列旁會有一個下拉

選單顯示。使用者可選擇要留取三支針作

邊或是無邊。 

 

要先織多少轉才進行收針或加針。 

 
在 列旁會有一會下拉選單顯

示。使用者可按其需要選擇合適的標記處

理方式。 

   

 

或 

  

當所選線段為該幅片的起針線段，選項面

板上會顯示出開針數目欄位，而在其旁邊

會有一個下拉選單顯示，使用者可選取適

當之開針方式，如雙數、單數、面包、底

包及斜角針。 

如所選線段並非起針線，選項面板上則會

顯示出收針數目欄位，讓使用者可按需要

自行輸入收針之數目。此功能在編織起針

線或直線均不適用，多用於編織水平線段

時，如領底平位或領闊。 

 若想固定正修改的線段之組織排列，(即如

2 - 9 - 3 在 

放碼時固定不變)可劃上並列於其組織排

列右旁的 方格，即表示在放碼時此

組織排列固定不變。 

 
或 

 

若正修改之線段為該幅片之領底平位、領

闊或曲線，而同時選項面板上的收針數目

欄位並不是零，那麼在其旁邊會有一個下

拉選單顯示。下拉選單中之選項會根據所

選之部位而有所不同。 

 

如所選線段的組織排列為曲線，選單中之



 
 

   

或 

 

選項會是間紗和套針等；如線段為領闊，

選項則會是中間 2 支扭叉等；而若果線段

為領底平位，則會是收 1 支假領、收 2 支

假領、中抽 1 支假領和中 2 支對扭等。 

 套用新修改的支針織轉資料。 

 所選線段之上一組線段。 

 所選線段之下一組線段。 

 
或 

 
或 

 

從現修改的幅片轉到該幅片。 

 可容許以半轉作為單位。 

 可容許以一轉作為單位。 

 可容許以一支作為單位。 

 採用坑條組織獨有之方式收邊。除非所選

幅片之組織在「一般資料」分頁中選定為

坑條，否則此選項預設為停用。 

 採用先急後慢的織法修改所選線段成弧度

較大的曲線。 

 當修改完所選線段之收針或加針的組織排

列後並按下「使用新下數」，此選項會啟

動及被選取，即系統會根據使用者所輸入

之下數方法編織此線段。相反，如要選用

系統自行計算的下數編織方法，請不劃取

此方格。(注意：此選項只會在修改完所選

線段之收針或加針的組織排列後並按下

「使用新下數」才會啟動。) 

 修改所選線段成曲線。 

 若該編織成品為間色，當修改之線段為該

幅片之夾位開始，請劃上此方格，以便在

進行間色編輯時辨認夾位之位置。 

 
或 

將 所 選 線 段 由 加 針 的 組 織 排 列 ( 即 如

2+3+24) 轉為減針的組織排列。 



 
 

   

 將 所 選 線 段 由 減 針 的 組 織 排 列 ( 即 如

2-3-24) 轉為加針的組織排列。 

 於放碼時此段組織排列之支數固定不變。

 於放碼時此段組織排列之轉數固定不變。

 顯示所選線段的下數文字 (見下圖中間之

方格)。 

 
若要於線段前加上文字，請鍵入文字於最

底之方格內;若想在線段後加上文字，請鍵

入文字於最後之方格內。 

 若正修改之線段為袖的袖尾部份，「智能

下數紙」便會於此視窗之右下角顯示此指

令。用戶可利用此功能來設定袖尾左右不

平衡之款式。如馬鞍膊。 

 

請 劃 上 此 方 格  ，  然 後

和   便會進

入啟用模式中， 首先以滑鼠左鍵選取 ｢前

夾下數｣ 按鈕，再輸入前夾線段之下數，

然後再以滑鼠左鍵選取 ｢後夾下數｣按

鈕，輸入後夾線段之下數。 

 
若正修改之線段為袖的袖尾部份，「智能

下數紙」便會於此視窗之右下角顯示此指

令。劃上此方格後，「智能下數紙」便會

自動複製此段套針形式跟前後幅一樣。 

 
 

 

 



 
 

   

第七步 輸入每打重量 
 
為方便使用者計算用毛比例及成本，請按以下步驟輸入各尺碼之每打重

量： 
1. 按下「下數」分頁； 
2. 在辦單尺碼 (通常為 M 碼) 分頁左下角 

 欄位按滑鼠左鍵； 

3. 在彈出的「每打重量」表格中，選取重量單位及輸入各幅片的每打

重量； 
4. 於放碼時， ｢智能下數紙｣ 便能自動計算其它尺碼之重量。 

第八步 輸入間色資料 
 
若編織成品為間色，請依以下步驟輸入間色資料 (注意: 若不是間色的

成品，請跳至第九步)。使用者於「一般資料」分頁所輸入的毛料資料，

「智能下數紙」會自動把資料填入「間色設定」對話框中的 

一欄。而毛料在此對話框中會以英文字母，如 A、B、C、D 為毛料之

代號。 
1. 按下 ｢下數｣ 分頁； 

2. 在各幅片之 ｢修改下數紙｣ 模式下，以滑鼠左鍵劃上  

以指示電腦夾位開始之位置，以便在間色時用作對夾之用； 
3. 按主選單之「間色」，並從「間色設定」對話框中設定間色資料； (注

意: 用戶亦可於 「一般資料」分頁輸入 4-6 之資料)； 

4. 選取對話框上中的  欄位按滑鼠左鍵一下； 

5. 在彈出的「毛料設定」對話方塊中輸入各毛料之支數或混毛成份；

6. 若要編輯或修改毛料之顏色，請在欲修改之毛料的「顏色」一格中

以滑鼠左鍵按一下； 

7. 在彈出的「色彩」對話框中選取適當的顏色，並按下  ；

8. 若要自訂顏色，請按下  選擇合適之

顏色，再按  ，然後按  ；

9. 設定間色之排列及循環方式 (請參考 4.2 間色 一節)； 

10. 完成後，請按下對話框右上角 。  

11.  



 
 

   

第九步 放碼 
 
當完成以上各步驟後，可根據以下步驟進行放碼工序： 
 
1. 按下「尺寸表」分頁； 
2. 選取模式群組內之數值模式，並於表格上直接鍵入各個尺碼的數

值； 

3. 完成輸入尺寸數值後，按下  按鈕「智能下數紙」便會

利用人工智能技術把從下數師父處學到的「慣常手勢」運用到放碼

工序上，計算出所有碼數之應有尺寸，從而大大減省下數師父用在

計算繁複放碼工序上的時間。 
第十步 輸入用毛比例及計算價錢 

 
「智能下數紙」會根據已輸入之資料自動計算各戶碼之用毛比例及重

量： 
 
1. 按下「尺寸表」分頁，在分頁左下角  欄位按滑鼠

左鍵 
2. 輸入各尺碼之數量(打) 、毛價、其它成本、利潤比率及用毛損

耗，再選取 重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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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始操作 

 

建議先瞭解「智能下數紙」的基本操作，以便可全面運用「智能下數紙」的 

各項功能。下列主題為主選單及工具列的概覽，可幫助掌握「智能下數紙」系 

統的運作，著手工作時可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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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開啟對話框之使用 
 

 
 
用戶登入後，開啟對話框隨即顯示。使用者只需按不同需要，選取款式類別，完

成後，按下視窗底部的  ，「智能下數紙」便能自動產生適當範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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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尺碼設定框之使用 
 

 

 

選取款式類別後，「智能下數紙」便會顯示「尺碼設定」對話視窗，以供設定欲

制訂的尺碼。除了可利用  及  自訂尺碼資料外，亦可利用簡單的選項設

定數字尺碼，或預調常用的英文字母碼數如 S、M 和 L 等，按下  按

鈕後左方的「將新增的尺碼」表格會顯示出剛加入/編輯的尺碼。此外，用戶亦 

能透過使用「智能下數紙」更有彈性地按個別需要去設定辦單的標準尺碼 (注

意：辦單尺碼旁會有 * 作記號)。待完成所有之設定後，按下  按鈕儲

存所作更改，或  按鈕返回「智能下數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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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主選單之使用 

 
主選單設下拉選單，含有不同功能選項，能幫助使用者在「智能下數紙」中作出

不同的系統設定。下表概述了主選單的各個選項，(個別功能的詳盡說明可參閱

3.主選單功能詳解一節)。 
 

標題 選項  快速鍵 

檔案 匯出認證 將公司的存取認證匯出至磁碟上，這樣便能

在其它電腦使用到「智能下數紙」存取資料。

  匯入認證 將公司的存取認證從磁碟匯入至另一電腦終

端。 

 匯入尺寸標籤次

序 

將已儲存之 ｢尺寸標籤｣ 檔案套用於現正處

理的檔案。 

 匯入下欄及備註 將已儲存之 ｢下欄及備註｣ 檔案套用於現正

處理的檔案。 

 匯出尺寸標籤次

序 

將合適的尺寸標籤次序匯出，以便日後處理

其他檔案時可以使用預設之尺寸標籤次序。 

 匯出下欄及備註 將合適的下欄及備註匯出，以便日後處理其

他檔案時可以使用預設之下欄及備註。 

 匯入前後幅袖 分別將前幅、後幅及袖以點陣圖形式儲存或

匯出至硬盤。 

 匯出下數紙 將編織規格表匯出，這樣便能直接在 ｢修改

下數紙｣ 之模式之下加入註釋。 

 修改下數紙 讀取已儲存之 ｢修改下數紙｣ 模式檔案以作

修改。 

  存作範本 將合適的編織規格表儲存為範本，下次使用

時只需重開範本便可，不用再次重覆輸入相

同之編織規格表。 

  新檔 開啟新檔案。可選取原始範本或其它適合的

範本作為新檔案。 

  讀取 讀取已儲存的檔案。 

  儲存 儲存編織規格表檔案到電腦硬盤。 

 另存新檔 儲存新的編織規格表至電腦硬盤。 

  列印 列印編織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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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印至檔案 以點陣圖形式儲存編織規格表，以便日後可

再用其它軟件加入註釋及圖案。 

 列印掛毛紙 開啟以點陣圖形式儲存前幅、後幅及袖的檔

案。 

  結束 離開「智能下數紙」程式。  

編輯 剪下 剪下所選部份。 

  複製 複製所選部份。 

  貼上 貼上預先剪下或複製的所選部份。 

檢視 顯示轉數支數 於 ｢下數｣分頁中顯示各幅片之轉數及支數。

 獨立間色分頁 若間色指示過長，劃上此選項，打印時系統

會為每個尺碼打印獨立之間色分頁及間色彩

圈。 

 顯示袖 於 ｢下數｣ 分頁中顯示袖之幅片。 

 顯示各尺碼外形 於 ｢下數｣ 分頁中同時顯示各尺碼之外形比

例作為放碼參考之用。 

系統管理員 用戶公司資料 輸入公司資料以作登記。 

  系統設定 設定「智能下數紙」軟件的參數。 

  用戶名稱及密碼 建立、更改及管理用戶資料、用戶識別碼及

密碼。 

工具 取消離線執照 取消已下載的離線執照。 

  下載離線執照 下載離線執照，即可離線使用「智能下數

紙」。(注意 ：下載離線執照後只可利用已安

裝離線執照的電腦使用 「智能下數紙」。) 

  尺碼設定 設定尺碼。如新增或減少尺碼、設定預調尺

碼及標準尺碼等。 

 計算混毛成份 計算混毛時各種毛料之百份比。 

 檔案上鎖 要把編織規格表檔案儲存成唯讀格式，以便

發放給其它公司之使用者讀取，請劃上此方

格。(注意 : 檔案上鎖後，其它公司之使用者

只能讀取該檔案之資料，但該檔案之擁有者

(公司)則仍有修改之權力。) 

 檔案上鎖 要把編織規格表檔案儲存成唯讀格式，以便

發放給其它公司之使用者讀取，請劃上此方

格。(注意 : 檔案上鎖後，其它公司之使用者

只能讀取該檔案之資料，但該檔案之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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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則仍有修改之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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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工具列之使用 

工具列設有一系列的按鈕，只要輕按滑鼠一下，便可執行如剪下、複製及貼上等

各項功能。 

 

按鈕 快速鍵 

 開啟新檔案。可選取原始範本或其它適合的範本作為新檔案。 

 讀取已儲存的檔案。 

 儲存編織規格表檔案到電腦硬盤。 

 列印編織規格表。 

 剪下所選部份。 

 複製所選部份。 

 貼上已剪下或複製的所選部份。 

 顯示常用之詞匯。 

 顯示間色成品之橫條間線用毛方式、效果及夾位位置。 

 復原上次動作。 

 重做上次動作。 

 顯示各幅片的尺寸。預設啟動。 

 顯示各幅片的下數詳細資料，如幅片名稱、衫腳、衫身及領花

等組織的完整織轉資料。 

 把各幅片紙樣設定為「修改」模式。預設啟動。 

 把各幅片紙樣設定為「移動」模式。 

 放大幅片紙樣。 

 縮小幅片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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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瞭解分頁 

2.1. 「一般資料」分頁 
「一般資料」應是使用「智能下數紙」時到達的第一站。可在本部份輸入這張生

產訂單的相關資料。本部份各欄目及需輸入的相關資料如下： 
 

欄目名稱 所需資料 

 
生產訂單的簽訂日期。 

 

生產訂單相對應之合約編號。 

 
生產訂單的編號。 

生產訂單相對應之款式編號。 

 
供客戶備考該生產訂單的編號。 

 
生產訂單的客戶姓名。 

 

生產訂單的簡述。 

 
生產訂單的製作人。 

 

織機針數。 

 

量度單位，如厘米或英吋。 

 

整件毛衫所用之毛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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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幅、後幅及袖的編織方法不同，請

劃上此方格。 

 幅片所使用之毛料。* 

 

拉下選單內幅片所使用之織針編織組

織。* 

 幅片衫身有橫條間線效果。* 

 幅片衫身面線圈張力。* 

 幅片衫身底線圈張力。* 

 以布片的每平方厘米或平方寸及其總支

數計算布片每一線圈之長度。* 

 
量度平方時所織之布片的支數及轉數。*

 
量度平方時所織之布片的落機重量。* 

以每平方厘米或平方寸縱行線圈和橫列

線圈數目作為計算的針步密度。* 

 

幅片衫身部份移圈加針數目。* 

 

幅片領位部份移圈加針數目。* 

 
以衫身之縱拉至最盡的長度及其總轉

數，作為檢定成品結構鬆緊之用。* 

*全部幅面、後幅及袖三個群組內的選項相同 
 

2.1.1. 新增一般資料 

如要新增一般資料，按下「一般資料」分頁。輸入生產訂單之所需資料，如日期、

合約編號、生產編號及客戶姓名等，並設定全部幅片之編織資料以作計算下數之

用，如質料、組織、字碼及平方等。假若前幅、後幅及袖之編織方法不同，請劃

上  並輸入各幅片之相關編織資料。完成後按下主

選單檔案之儲存選項或工具列上之  儲存。 

2.1.2. 修改一般資料  

如要修改一般資料，按下「一般資料」分頁。輸入/修改有關資料，完成後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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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選單檔案之儲存選項或工具列上之  儲存。 

2.1.3. 刪除一般資料 

如要刪除一般資料，按下「一般資料」分頁。選取要刪除之欄目資料並按下鍵盤

的 ｢Delete｣ 按鈕，完成後按下主選單檔案之儲存選項或工具列上之  儲

存。 

2.2. 「下欄」分頁 
 

可在 「下欄」 分頁內輸入衫腳、袖咀、領貼、胸貼及衫袋等的相關資料，如質

料、轉數及組織等。由於衫腳、袖咀及領貼三個群組可以說是大部份服裝必備的，

所以預設為啟用。但胸貼和衫袋則多為附加選項，所以若果編織成品是開胸款式

或有衫袋的，請劃上相對應之方格。 

 

群組 標題 說明 

衫腳* 
 

所使用之毛料。 

 

 

所使用之起針方式。 

 

 

拉下選單內所使用之織針編織組

織。 

  

 

總共所需要編織之轉數。 

  

 

腳過衫身之方法。 

   衫腳的高度。 

  在某一單位內(如一厘米或一英

吋)之面線圈張力。 

 在某一單位內(如一厘米或一英

吋)之底線圈張力。 

  以布片的每平方厘米或平方寸及

其總支數計算布片每一線圈之長

度。 

 

 
量度平方時所織之布片的支數及

轉數。 



使用者手冊                                 
 

 
智能下數紙  

11

 

 
量度平方時所織之布片的落機重

量。 

領貼** 

 

所使用之毛料。 

   織機針數。 

  

 

所需之款式，如單或雙。 

 
 

拉下選單內所使用之織針編織組

織。 

  此款式只用後領貼。*** 

 
 

前幅之織法，如分邊織或中抽空

左右齊織。**** 

 

 
所需編織之數量。**** 

  在某一單位內(如一厘米或一英

吋)之面線圈張力。 

 在某一單位內(如一厘米或一英

吋)之底線圈張力。 

  

 

以每平方厘米縱行線圈和橫列線

圈數目作為計算的針步密度。 

衫袋  所使用之毛料。 

  織機針數。 

 

 
所需之衫袋款式，如明袋或暗袋。

 

 
袋貼之編織組織。 

  

 

袋貼所需之高度。 

  

 

袋身之編織組織。 

 在某一單位內(如一厘米或一英

吋)之面線圈張力。 

  在某一單位內(如一厘米或一英

吋)之底線圈張力。 



使用者手冊                                 
 

 
智能下數紙  
12

   以每平方厘米縱行線圈和橫列線

圈數目作為計算的針步密度。 

*衫腳群組內的各選項跟袖咀群組的相同 

**領貼群組內的各選項跟胸貼群組的相同 

***此選項只適用於領貼群組 

****此選項只適用於胸貼群組 

 

2.2.1. 新增下欄資料 

如要新增下欄資料，按下「下欄」分頁。輸入衫腳、袖咀及領貼之所需資料。由

於衫腳、袖咀及領貼三個群組是大部份服裝必備的，故預設為啟用。但胸貼和衫

袋則多為附加選項，所以若果編織成品是有胸貼或衫袋的，請劃上  或 

 方格並輸入所需資料。完成後按下主選單檔案之儲存選項或工具列上

之  儲存。 
 

2.2.2. 修改下欄資料 

如要修改下欄資料，按下「下欄」分頁。輸入/修改有關資料，完成後按下主選

單檔案之儲存選項或工具列上之  儲存。如要輸入/修改胸貼或衫袋之資

料，請先確定  或  已劃上。 

2.2.3. 刪除下欄資料 

如要刪除下欄資料，按下「下欄」分頁。選取要刪除之欄目資料並按下鍵盤的      
｢Delete｣ 按鈕，完成後按下主選單檔案之儲存選項或工具列上之  儲

存。如要刪除胸貼或衫袋內之欄目資料，請先確定  或  已劃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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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下數」分頁 
在「下數」分頁中可輕易地使用滑鼠繪製出服裝成品各幅片紙樣及尺寸資料，如

前幅、後幅及袖等。為方便日常使用，分頁左上方｢尺寸標籤｣表格已列出較為常

用的尺寸標籤(圖一)，如胸闊、身長、夾闊及袖口闊等。而且更可利用 ｢匯出/

匯入尺寸標籤次序｣功能來增加輸入各尺碼之尺寸的速度。 另外，使用者只需於

分頁左下方｢毛料每打重量｣表格(圖四)輸入各幅片的每打重量，「智能下數紙」

便能自動計算及顯示全件總重。而分頁右方的面板亦顯示了前幅、後幅及袖三個

最基本的幅片紙樣。「智能下數紙」為了能更清楚顯示尺寸及織轉資料，只要使

用者按下工具列的  按鈕，幅片紙樣的織轉資料便會顯示在幅片中間 (圖

三)，左上角左列之數目為轉數(即 14, 66, 20, 150)，右列數目為支數(即 240, 240, 

240, 314)。而於左角為間色排列之資料。當按下  則會把各部位的尺寸

資料利用尺寸顯示線 (圖二) 表示在旁邊，如圖三。另外，「智能下數紙」在幅

片面板之頂部和底部加入了多個備註欄位(如前幅備註、下欄備註及袖備註等)，

以方便下數師父記錄特別之指示或事項。 

 

 

 

 

 

 

 

 

 

 
 

 

 

 

 

 

 

 

(圖二： 尺寸顯示線)

(圖四： 每打重量表格) 

 
(圖三： 幅片紙樣) 

 
(圖一： 尺寸標籤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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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幅片紙樣 

在分頁右方的面板上顯示了三個幅片紙樣。一般情況下，它們分別是左方的後

幅，中間的前幅及右方的袖 (注意：由於各幅片的紙樣及尺寸資料均可移動，所

以如想確定各紙樣為哪一幅片，可按下工具列的  按鈕查看) 。 

 

如要修改幅片紙樣的形狀，可透過新增 / 刪除交點、修改下數或拖拉幅片紙樣

的交點和線三個方法來完成。由於大部份的幅片紙樣都是左右對稱，所以只要修

改幅片紙樣的左右其中一方，「智能下數紙」便會運用左右對稱功能自動修改另

外一方，務求令使用者在編輯時更得心應手及快捷方便。但由於幅片多數只會是

左右對稱，甚少會有上下對稱的情況出現，所以「智能下數紙」會自動對左右拖

拉移動作出修改，(若要處理袖尾不平衡之款式，如馬鞍膊，請參考 2.3.1 修改下

數 一節)。 

 

如想保持幅片的形狀，但要修改尺寸數值，可直接編輯「尺寸標籤表格」中之尺

寸資料。在完成標籤及尺寸數值的設定後，當選取(用滑鼠使其轉為紅色)幅片的

任何一個尺寸顯示線時，在「尺寸標籤表格」中相對尺寸標籤的行列便會自動被

選取，讓使用者清楚知道究竟現正顯示及編輯的是那一個尺寸標籤。所以，只要

用滑鼠在幅片上選取要修改尺寸資料的尺寸標籤，然後修改那一被選取的表格行

列之尺寸數值便可。 

 

當完成繪畫幅片形狀後，可開始透過新增橫(直)向尺寸、用作橫(直)向尺寸或新

增橫(直)向方程式對幅片進行標籤及尺寸數值的設定，如設定某橫距離為胸闊和

某直距離為身長等。 

 

除了可修改幅片紙樣的形狀及進行標籤及尺寸數值的設定，亦可透過使用「智能

下數紙」輕易地把下欄物件，如衫袋及標記等，加到各幅片之上並進行編輯。 

 編輯幅片形狀 

 新增交點 

要藉著增加新交點來更改幅片紙樣的形狀，可在幅片左右兩邊的線上

新增單一個交點或多個交點來繪畫出不同的形狀。另外，為了令使用

者更容易熟習操控新增交點這項功能，系統現時只容許在幅片左方的

線上新增交點。(如在新增交點時想取消或放棄指令，可參考 2.3.1 取

消新增交點一節)。(注意：由於系統是不容許在任何交點上再新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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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所以此項功能只適用於幅片紙樣的線上) 
 

♦ 新增單一交點 
首先把滑鼠移到要新增交點的線上，待該線轉為紅色後按滑鼠右鍵

一下，這時滑鼠右下方會出現一選單，在選單上選取「新增交點」

並按滑鼠左鍵一下以確定。接著，該紅線會跟隨著滑鼠在不同位置

而變成不同形狀。當滑鼠移到一個合適的位置時，按一下滑鼠左鍵

以確定位置，這樣便可把幅片紙樣更改到需要的形狀。(如在新增

交點時想取消或放棄指令，可參考 2.3.1 取消新增交點一節)。 

 

♦ 新增多個交點 
要新增多個交點到幅片紙樣的線上，先把滑鼠移到要新增交點的線

上，待該線轉為紅色後按滑鼠右鍵一下，這時滑鼠右下方會出現一

選單，在選單上選取「新增多個交點」並按滑鼠左鍵一下以確定。

接著，該紅線會跟隨著滑鼠在不同位置而變成不同形狀。當滑鼠移

到一個合適的位置時，按一下滑鼠左鍵以確定位置，然後把滑鼠移

到下一個合適的位置再按滑鼠左鍵，重覆以上動作直至「智能下數

紙」繪畫出需要的幅片形狀，按下滑鼠右鍵，這時滑鼠右下方會出

現一選單，在選單上選取「終止指令」並按滑鼠左鍵一下以確定完

成，這樣便能輕鬆地繪製出幅片紙樣。(如在新增交點時想取消或

放棄指令，可參考 2.3.1 取消新增交點一節)。 

 

♦ 取消新增交點 
若果在新增交點時 (不論是一點或多點) 想取消或放棄，只要按下

鍵盤上的 Esc 按鈕或按下滑鼠右鍵並選取「終止指令」，這樣「智

能下數紙」便會把上一點作為新增交點指令的最後一點並進行連

線。所以當正在新增單一個交點並按下 ｢Esc｣ 按鈕或按下滑鼠右

鍵並選取「終止指令」，系統便會復原到原本的幅片形狀。 

 

 刪除交點 

除了可新增交點來更改幅片紙樣的形狀外，亦可透過刪除交點來完

成。首先把滑鼠移到要刪除的交點上，待該點轉為紅色後按滑鼠右鍵

一下，這時滑鼠右下方會出現一選單，在選單上選取「刪除交點」並

按滑鼠左鍵一下以確定。 
 

 修改下數 

要透過「修改下數」來更改幅片紙樣的形狀，先把滑鼠移到要修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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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線上，待該線轉為紅色後按一下滑鼠右鍵，這時滑鼠右下方會出

現一選單，在選單上選取  並按滑鼠左鍵一下以確定。接

著，以該幅片命名之視窗會彈出，如前幅，在這新跳出視窗的左方會

顯示該幅片，紅色線及為已進入修改模式之組織排列。 而在右方有

「智能下數紙」為了更方便使用者修改這段下數而設計的選項面板之

功用概述如下： 

 

選項 功用 

 
套用新修改的轉數及支數。 

 所選線段的基本支針織轉資料。 

 

或 

 

所選線段之收針或加針的組織排列，如 2 - 9 - 3 即每兩

轉收九針織三轉或如 2 + 3 + 24 即每二轉加三針織二

十四轉。由於在編織的過程中經常會出現不規則形狀的

線段(即在同一段線內出現多於一種的收或加針組織排

列，如曲線)，所以「智能下數紙」在選項面板上使用

五行列由下以上地表示這段曲線。使用者可以根據需要

修改這些組織排列的資料從而達到更改幅片紙樣形狀

的目的。 

 

若所選線段的組織排列為曲線(即如 2 - 9 - 3)，並非直

或橫線( 0 - 0 - 0)，那麼在這些組織排列旁會有一個下拉

選單顯示。使用者可選擇要留取三支針作邊或是無邊。

 

要先織多少轉才進行收針或加針。 

 
在 列旁會有一下拉選單顯示。使用者可按其

需要選擇合適的標記處理方式。 

   

 

或 

  

當所選線段為該幅片的最底之線時(即起針線)，選項面

板上會顯示出開針數目欄位，使用者可按個人需要自行

修改。而在其旁邊會有一個下拉選單顯示，使用者可選

取適當之開針方式，如雙數、單數、面包、底包及斜角

針。如所選線段並非起針線，選項面板上則會顯示出收

針數目欄位，讓使用者可按需要自行輸入收針之數目。

此功能在編織起針線或直線均不適用，多用於編織水平

線段時，如領底平位或領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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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想固定正修改的線段之組織排列，(即如 2 - 9 - 3 在

放碼時固定不變)可劃上並列於其組織排列右旁的

方格，即表示在放碼時此組織排列固定不變。

 
或 

 

或 

 

若正修改之線段為該幅片之領底平位、領闊或曲線，而

同時選項面板上的收針數目欄位並不是零，那麼在其旁

邊會有一個下拉選單顯示。下拉選單中之選項會根據所

選之部位而有所不同。如所選線段的組織排列為曲線，

選單中之選項會是間紗和套針等；如線段為領闊，選項

則會是中間 2 支扭叉等；而若果線段為領底平位，則會

是收 1 支假領、收 2 支假領、中抽 1 支假領和中 2 支對

扭等。 

 套用新修改的支針織轉資料。 

 所選線段之上一組線段。 

 所選線段之下一組線段。 

 
或 

 
或 

 

從現修改的幅片轉到該幅片。 

 可容許以半轉作為單位。 

 可容許以一轉作為單位。 

 可容許以一支作為單位。 

 採用坑條組織獨有之方式收邊。除非所選幅片之組織在

「一般資料」分頁中選定為坑條，否則此選項預設為停

用。 

 採用先急後慢的織法修改所選線段成弧度較大的曲線。

 當修改完所選線段之收針或加針的組織排列後並按下

「使用新下數」，此選項會啟動及被選取，即系統會根

據使用者所輸入之下數方法編織此線段。相反，如要選

用系統自行計算的下數編織方法，請不劃取此方格。(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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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此選項只會在修改完所選線段之收針或加針的組織

排列後並按下「使用新下數」才會啟動。 

 修改所選線段成曲線。 

 若該編織成品為間色，當修改之線段為該幅片之夾位開

始，請劃上此方格，以便在進行間色編輯時辨認夾位之

位置。 

 
或 

 

將所選線段由加針的組織排列(即如 2+3+24) 轉為減

針的組織排列。 

將所選線段由減針的組織排列(即如 2-3-24) 轉為加針

的組織排列。 

 於放碼時此段組織排列之支數固定不變。 

 於放碼時此段組織排列之轉數固定不變。 

 顯示所選線段的下數文字。(見下圖中間之方格) 

 
若要於線段前加上文字，請鍵入文字於最底之方格內，

若想在線段後加上文字，請鍵入文字於最後之方格內。

 若正修改之線段為袖的袖尾部份，「智能下數紙」便會

於此視窗之右下角顯示此指令。用戶可利用此功能來設

定袖尾左右不平衡之款式。如馬鞍膊。 

 

請劃上此方格 ， 然後 和

  便會進入啟用模式中， 首先以滑鼠左

鍵選取 ｢前夾下數｣ 按鈕，再輸入前夾線段之下數，然

後再以滑鼠左鍵選取 ｢後夾下數｣按鈕，輸入後夾線段

之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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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正修改之線段為袖的袖尾部份，「智能下數紙」便會

於此視窗之右下角顯示此指令。劃上此方格後，「智能

下數紙」便會自動複製此段套針形式跟前後幅一樣。 

 拖拉幅片紙樣的交點和線 

透過滑鼠移動各幅片紙樣的交點和線而更改其形狀。只要將滑鼠移到

要更改的交點或線，看見其轉為紅色表示可對這交點或線進行拖放移

動。在拖放移動這交點或線的同時，其所屬的幅片紙樣亦會隨著這交

點或線的移動而改變。假若有其它已標籤的部位跟隨改變，「智能下

數紙」便會自動更新該部位在表格中及幅片面板上相對應的資料。(注

意：由於各幅片最左下角的一點為基本點，所以這點是強性地設定為

不可拖拉移動的) 

 

 標籤幅片各部位 
當完成繪製/更改幅片形狀後，可繼續對幅片的各個不同部位設定標籤，

例如胸闊、肩闊、身長及袖口闊等，並為正修改的尺碼各部位設定尺寸數

值，例如設定幅片中某橫距離為胸闊和某直距離為身長等。可透過新增橫

尺寸、新增直尺寸、用作橫向尺寸、用作直向尺寸、新增橫方程式及新增

直方程式的功能去設定各個標籤和尺寸數值。(注意：由於系統只容許交

點與交點之間進行標籤及尺寸設定，所以此項功能只適用於幅片紙樣的交

點上) 

 

 新增橫向尺寸 

要利用「新增橫向尺寸」功能對幅片紙樣各部位作標籤及尺寸設定，

先把滑鼠移到要進行設定的交點上，待該點轉為紅色後按滑鼠右鍵一

下，這時滑鼠右下方會出現一選單，在選單上選取  並

按滑鼠左鍵一下以確定。接著，一條新增的線會連接著該紅點和滑鼠

指標，而該線更會因應滑鼠在不同的位置而增長或縮短及指向不同的

方位。當滑鼠移到另一個合適的交點時 (注意: 請緊記這功能只可用

在交點之上) 按一下滑鼠左鍵以確定，然後再在彈出的「請輸入尺寸

標籤」對話盒中按下拉式選單選取已定名的尺寸標籤或重新輸入一個

新的尺寸標籤，並輸入其尺寸數值，然後在  上按一下確定，這

時「智能下數紙」會利用尺寸顯示線把剛輸入的尺寸數值顯示在該段

點與點之間的距離。如果剛設定的尺寸標籤是從對話盒中的下拉式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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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中選取，那麼在左方表格中的該個尺寸標籤的尺寸數值也會同時被

更新。但若果是自行重新輸入的，那麼「智能下數紙」便會在左方表

格中的最後一行加入這個新的標籤及其數值。 

 新增直向尺寸 

要利用「新增直向尺寸」功能對幅片紙樣各部位作標籤及尺寸設定，

先把滑鼠移到要進行設定的交點上，待該點轉為紅色後按滑鼠右鍵一

下，這時滑鼠右下方會出現一選單，在選單上選取  並

按滑鼠左鍵一下以確定。接著，一條新增的線會連接著該紅點和滑鼠

指標，而該線更會因應滑鼠在不同的位置而增長或縮短及指向不同的

方位。當滑鼠移到另一個合適的交點時 (注意: 請緊記這功能只可用

在交點之上) 按一下滑鼠左鍵以確定，然後再在彈出的「請輸入尺寸

標籤」對話盒中按下拉式選單選取已定名的尺寸標籤或重新輸入一個

新的尺寸標籤，並輸入其尺寸數值，然後在  上按一下確定，這

時「智能下數紙」會利用尺寸顯示線把剛輸入的尺寸數值顯示在該段

點與點之間的距離。如果剛設定的尺寸標籤是從對話盒中的下拉式選

單中選取，那麼在左方表格中的該個尺寸標籤的尺寸數值也會同時被

更新。但若果是自行重新輸入的，那麼「智能下數紙」便會在左方表

格中的最後一行加入這個新的標籤及其數值。 

 用作橫向尺寸 

「智能下數紙」為了令使用者在繪畫幅片紙樣時更方便，提供了「用

作橫向尺寸」和「用作直向尺寸」的功能。當完成設定幅片某部位的

標籤後，可利用「用作橫向尺寸」功能把這標籤的尺寸資料作為參考

指數套用到其它的幅片部位上，這樣它們便會共享著相同的尺寸資

料。 

先把滑鼠移到要用作橫向尺寸的尺寸顯示線，待其轉為紅色編輯模式

後，按滑鼠右鍵選取  選項。接著，移動滑鼠到要共用

這橫尺寸的線之其中一端，並按滑鼠左鍵確定為起點。然後，移動滑

鼠到該線之另一端，並按滑鼠左鍵確定為終點，以後只要這群共享著

相同尺寸資料的部位其中一個有任何資料更改，其它連繫著的也會自

動被更新。 

 用作直向尺寸 

「智能下數紙」為了令使用者在繪畫幅片紙樣時更方便，提供了「用

作橫向尺寸」和「用作直向尺寸」的功能。當完成設定幅片某部位的



使用者手冊                                 
 

 
智能下數紙  

21

標籤後，可利用「用作直向尺寸」功能把這標籤的尺寸資料作為參考

指數套用到其它的幅片部位上，這樣它們便會共享著相同的尺寸資

料。 
先把滑鼠移到要用作橫向尺寸的尺寸顯示線，待其轉為紅色編輯模式

後，按滑鼠右鍵選取  選項。接著，移動滑鼠到要共用

這橫尺寸的線之其中一端，並按滑鼠左鍵確定為起點。然後，移動滑

鼠到該線之另一端，並按滑鼠左鍵確定為終點，以後只要這群共享著

相同尺寸資料的部位其中一個有任何資料更改，其它連繫著的也會自

動被更新。 

 新增橫向方程式 

要利用「新增橫向方程式」功能對幅片紙樣各部位作標籤及尺寸設

定，先把滑鼠移到要進行設定的交點上，待該點轉為紅色後按滑鼠右

鍵 一 下 ， 這 時 滑 鼠 右 下 方 會 出 現 一 選 單 ， 在 選 單 上 選 取 

 並按滑鼠左鍵一下以確定。接著，一條新增的線會

連接著該紅點和滑鼠指標，而該線更會因應滑鼠在不同的位置而增長

或縮短及指向不同的方位。當滑鼠移到另一個合適的交點時 (注意: 

請緊記這功能只可用在交點之上) 按一下滑鼠左鍵以確定，然後再在

彈出的「方程式設定」視窗中輸入尺寸標籤名稱(即方程式名稱)及要

設定之方程式並按下  按鈕。這時「智能下數紙」會利用尺

寸顯示線把剛輸入的尺寸數值顯示在該段點與點之間的距離。另外，

若經 「智能下數紙」 查證算式為正確無誤，系統便會加入新設定的

方程式到「方程式」分頁表格中，並以剛輸入的尺寸標籤命名。 

 新增直向方程式 

要利用「新增直向方程式」功能對幅片紙樣各部位作標籤及尺寸設

定，先把滑鼠移到要進行設定的交點上，待該點轉為紅色後按滑鼠右

鍵 一 下 ， 這 時 滑 鼠 右 下 方 會 出 現 一 選 單 ， 在 選 單 上 選 取 

 並按滑鼠左鍵一下以確定。接著，一條新增的線會

連接著該紅點和滑鼠指標，而該線更會因應滑鼠在不同的位置而增長

或縮短及指向不同的方位。當滑鼠移到另一個合適的交點時(注意: 

請緊記這功能只可用在交點之上) 按一下滑鼠左鍵以確定，然後再在

彈出的「方程式設定」視窗中輸入尺寸標籤名稱(即方程式名稱)及要

設定之方程式並按下  按鈕。這時「智能下數紙」會利用尺

寸顯示線把剛輸入的尺寸數值顯示在該段點與點之間的距離。另外，

若經 「智能下數紙」查證算式為正確無誤，系統便會加入新設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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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式到「方程式」分頁表格中，並以剛輸入的尺寸標籤命名。 

 刪除尺寸 

不論是透過「新增橫(直)尺寸」或「新增橫(直)向方程式」的方法去

設定幅片某部位的標籤及尺寸數值，也可利用「刪除尺寸」功能去把

它們清除。使用滑鼠選取(使其轉為紅色)要刪除尺寸之部位的尺寸顯

示線，然後按一下滑鼠的右鍵，這時滑鼠右下方會出現一選單，然後

在選單上選取「刪除尺寸」並按滑鼠左鍵一下以確定。(注意：「刪除

尺寸」功能會把這已標籤的部位及所有與其有關鏈的連繫一併刪除。

如只是要刪除幅片某部位之尺寸連繫，請參考 2.3.1 刪除尺寸連繫一

節。) 

 刪除尺寸連繫 

不論是透過「用作橫向尺寸」或「用作直向尺寸」的方法去把某已標

籤部位的尺寸資料套用到其它幅片作為尺寸連繫，也可利用「刪除尺

寸連繫」功能保留這已標籤的部位同時把所有與其有關鏈的連繫一併

刪除。使用滑鼠選取(使其轉為紅色)這個部位的尺寸顯示線，然後按

一下滑鼠的右鍵，這時滑鼠右下方會出現一選單，然後在選單上選取

「刪除尺寸連繫」並按滑鼠左鍵一下以確定。(注意：「刪除尺寸連繫」

功能只會把所有與這已標籤的部位有關鏈的連繫刪除，但並不會把這

已標籤的部位刪除。如要把已標籤的部位及所有與其有關鏈的連繫一

併刪除，請參考 2.3.1 刪除尺寸一節。) 

 重新標籤幅片部位 

如要重新設定某個已標籤的部份，可按照一般程序再設定這部位的標

籤，系統便會自動以新的標籤取代原有之標籤。(詳情請參閱 2.3.1 標

籤幅片各部位一節)。 

 編輯下欄物件 

「智能下數紙」提供了新增下欄物件的功能，如「新增袋位」及「新增扭

叉標記」等。 

注意：如要新增袋位或新增鏡影袋位，請確定在  「下欄」分頁中的 

 方格已劃上。 

 衫袋 
♦ 新增袋位 

如要新增袋位，按下「下數」分頁。把滑鼠移到要新增袋位的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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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空白地方上，並按下右鍵。這時滑鼠右下方會出現一選單，在選

單上選取  並按滑鼠左鍵以確定。注意：如要新

增袋位，請確定在「下欄」分頁中的  方格已劃上。 
   
♦ 移動袋位 

如要移動袋位，按下「下數」分頁。把滑鼠移到要移動之袋位的下

方(如袋款為明袋)或上方(如袋款為暗袋)的小方格，待其轉為紅

色，然後便可按下滑鼠左鍵並把袋位拖拉到適當位置。 

 

♦ 刪除袋位 
如要刪除袋位，按下「下數」分頁。把滑鼠移到要刪除之袋位的下

方(如袋款為明袋)或上方(如袋款為暗袋)的小方格，待其轉為紅

色，然後按下滑鼠右鍵。這時滑鼠右下方會出現一選單，在選單上

選取「刪除交點」並按下滑鼠左鍵以確定。 

 

♦ 新增鏡影袋位 
如要新增鏡影袋位，按下「下數」分頁。把滑鼠移到要新增鏡影袋

位的幅片之空白地方上，並按下右鍵。這時滑鼠右下方會出現一選

單，在選單上選取  並按滑鼠左鍵以確定。由於

「智能下數紙」在設計鏡影袋位時使用了左右對稱功能，所以當新

增其中一邊的袋位時，另一邊會自動地加上。 

(注意：如要新增鏡影袋位，請確定在「下欄」分頁中的  方

格已劃上)。 

 

♦ 移動鏡影袋位 
如要移動鏡影袋位，按下「下數」分頁。把滑鼠移到要移動之袋位

的下方(如袋款為明袋)或上方(如袋款為暗袋)的小方格，待其轉為

紅色，然後便可按下滑鼠左鍵並把袋位拖拉到適當位置。由於「智

能下數紙」在設計鏡影袋位時使用了左右對稱功能，所以當移動其

中一邊的袋位時，另一邊會自動作出相對應的位置調整。 

 

♦ 刪除鏡影袋位 
如要刪除鏡影袋位，按下「下數」分頁。把滑鼠移到要刪除之鏡影

袋位的下方(如袋款為明袋)或上方(如袋款為暗袋)的小方格，待其

轉為紅色，然後按下滑鼠右鍵。這時滑鼠右下方會出現一選單，在

選單上選取「刪除交點」並按下滑鼠左鍵以確定。由於「智能下數

紙」在設計鏡影袋位時使用了左右對稱功能，所以當刪除其中一邊

的袋位時，另一邊也會自動地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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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叉標記 
 

♦ 新增扭叉標記 
如要新增扭叉標記，按下「下數」分頁。把滑鼠移到要新增扭叉標

記的幅片之空白地方上，並按下右鍵。這時滑鼠右下方會出現一選

單，在選單上選取  並按滑鼠左鍵以確定。 

 

♦ 移動扭叉標記 
如要移動扭叉標記，按下「下數」分頁。把滑鼠移到要移動之扭叉

標記，待其轉為紅色，然後便可按下滑鼠左鍵並把扭叉標記拖拉到

適當位置。 

 

♦ 刪除扭叉標記 
如要刪除扭叉標記，按下「下數」分頁。把滑鼠移到要刪除之扭叉

標記，待其轉為紅色，然後按下滑鼠右鍵。這時滑鼠右下方會出現

一選單，在選單上選取「刪除交點」並按下滑鼠左鍵以確定。 

 

♦ 新增鏡影扭叉標記 
如要新增鏡影扭叉標記，按下「下數」分頁。把滑鼠移到要新增鏡

影扭叉標記的幅片之空白地方上，並按下右鍵。這時滑鼠右下方會

出現一選單，在選單上選取  並按滑鼠左鍵以確

定。由於「智能下數紙」在設計鏡影扭叉標記時使用了左右對稱功

能，所以當新增其中一邊的扭叉標記時，另一邊會自動地加上。 

 

♦ 移動鏡影扭叉標記 
如要移動鏡影扭叉標記，按下「下數」分頁。把滑鼠移到要移動之

扭叉標記，待其轉為紅色，然後便可按下滑鼠左鍵並把扭叉標記拖

拉到適當位置。由於「智能下數紙」在設計鏡影扭叉標記時使用了

左右對稱功能，所以當移動其中一邊的扭叉標記時，另一邊會自動

作出相對應的位置調整。 

 

♦ 刪除鏡影扭叉標記 
如要刪除鏡影扭叉標記，按下「下數」分頁。把滑鼠移到要刪除之

鏡影扭叉標記，待其轉為紅色，然後按下滑鼠右鍵。這時滑鼠右下

方會出現一選單，在選單上選取「刪除交點」並按下滑鼠左鍵以確

定。由於「智能下數紙」在設計鏡影扭叉標記時使用了左右對稱功

能，所以當刪除其中一邊的扭叉標記時，另一邊也會自動地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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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吼 / 抽空一支標記 
♦ 新增挑吼/抽空一支標記 

如要新增挑吼/抽空一支標記，可重覆新增扭叉標記之步驟，然後

把滑鼠移到要新增挑吼/抽空一支標記，待其轉為紅色，然後按下

滑鼠右鍵。這時滑鼠右下角會出現一選單，在選單上選取「轉為挑

吼/轉為抽空一支」並按下滑鼠左鍵以確定。 

 

♦ 移動挑吼/抽空一支標記 
如要移動挑吼/抽空一支標記，按下「下數」分頁。把滑鼠移到要

移動之挑吼/抽空一支標記，待其轉為紅色，然後便可按下滑鼠左

鍵並把挑吼/抽空一支標記拖拉到適當位置。 

 

♦ 刪除挑吼/抽空一支標記 
如要刪除扭叉標記，按下「下數」分頁。把滑鼠移到要刪除之挑吼

/抽空一支標記，待其轉為紅色，然後按下滑鼠右鍵。這時滑鼠右

下方會出現一選單，在選單上選取「刪除交點」並按下滑鼠左鍵以

確定。 

 

2.3.2. 尺寸標籤表格 

尺寸標籤表格(即分頁左上方的表格)已列出較為常用的尺寸標籤，如胸闊、身

長、夾闊及袖口闊等，而在表格最右方的欄位(尺碼欄位)則顯示了在不同尺碼上

(如 S, M, L 等)各個標籤的尺寸資料，如圖  即現時此欄位及分頁右方所

有幅片紙樣顯示及修改的均為中碼 M 的資料。可透過按動尺碼欄位兩側的按鈕

改變右方正顯示及修改的幅片尺碼，即紅色圓圈所示處。 
 
「智能下數紙」 會自動檢測有互相抵觸之尺寸設定，並會彈出信息方塊說明有

抵觸之尺寸標籤名稱及其修正辦法。 

 新增尺寸標籤 
如想新增一個新的尺寸標籤，在尺寸標籤表格中的最後一行上按滑鼠左鍵

一下，然後分別在尺寸標籤和尺碼欄位輸入標籤的名稱(如袖底位置)及尺

寸資料(如 45)，最後按下鍵盤的輸入鍵便完成。(如要變更系統的量度單

位請參閱 2.5.2 變更量度單位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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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尺寸標籤 
如想編輯任何一個尺寸標籤，在尺寸標籤表格中選取要編輯的行列，按滑

鼠左鍵一下，然後更改尺寸標籤或/和尺碼欄位之資料，最後按下鍵盤的

輸入鍵便完成。(如要變更系統的量度單位請參閱 2.5.2 變更量度單位一

節)。 

 

 刪除尺寸標籤 
如想刪除任何一個尺寸標籤，在尺寸標籤表格中選取要刪除的行列，按滑

鼠右鍵一下，然後在「刪除尺寸標籤」按鈕上按滑鼠左鍵確定，「智能下

數紙」便會刪除該尺寸標籤。 

 

 編輯尺寸標籤之掛列次序 

如想編輯尺寸標籤之排列次序，在尺寸標籤表格中選取要編輯的行列,按

滑鼠左鍵然後拖曳此行列至合適之位置。另外，用戶亦可使用 ｢匯出/匯

入尺寸標籤｣ 功能來增加此程序之速度。 (請參閱 3.1.2 匯入尺寸標籤次

序及匯出尺寸標籤次序 一節。) 

 

 轉換尺寸標籤為方程式 

如想轉換任何一個尺寸標籤為方程式，在尺寸標籤表格中選取要刪除的行

列，按滑鼠右鍵一下，然後在「轉換尺寸標籤為方程式」按鈕上按滑鼠左

鍵確定，「智能下數紙」便會自動將該尺寸標籤改為方程式。 

 

2.3.3. 每打重量表格 

若想開啟每打重量表格欄，可在分頁左下的  欄位上

按滑鼠左鍵一下，表格隨即自動顯示。此時便可輸入或編輯該尺碼各幅片之每打

重量 (通常為辦單尺碼，M 碼) ，「智能下數紙」即能計算出該尺碼的每打全件

總重量 (注意: 如已於一般資料及下欄分頁中輸入各衫片的落機重量，毛料支數

或線圈長度，「智能下數紙」便能自動計算衫片織完後之重量)。於放碼時「智

能下數紙」便能自動計算其它尺碼之重量。 

 輸入每打重量 
如想輸入重量，可直接於表格上鍵入各幅片的每打重量「智能下數紙」便

可計算出該分頁之尺碼的每打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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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重量單位 
用毛的重量單位為千克及磅，使用者可在分頁左下方的  

作為系統單位。完成選擇後，「智能下數紙」便會把表格內所有資料換為

所選擇的重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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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方程式」分頁 

可利用「方程式」分頁設定不同的數學計算程式，以方便日常計算幅片尺寸。分

頁左方的表格(算式表格)顯示了所有已設定的算式，包括那些在「下數」分頁中

透過「新增橫(直)向方程式」功能而增加的算式。 

如要新增/修改方程式，請分別在算式表格的最後一行或要修改的方程式行列上

快按滑鼠左鍵二下。接著，在「方程式設定」對話視窗中輸入所需資料。「方程

式設定」視窗中有以下各項標題： 

標題 說明 

 

方程式之名稱，如袖口全闊。 

 

方程式之運算詳情，如袖口闊 * 2。 

 

利用在運算元群組中的「可用的變數」及「函

數/常數」兩個下拉式選單可輕易地把常用的

運算元加進到要設定的方程式中。  

1. 可用的變數：  

Ω  從下拉式選單中可選擇可供使用

之變數放在方程式中。而 這些可

用的變數是使用者在「下數」分

頁中設定的尺寸標籤。  

2. 函數/常數：  

Ω  這個下拉式選單提供一般數學計

算上的函數或常數，如 sin，cos，

log 及 sqrt(即平方根)等。  

 查核所設定的算式是否正確有效。 

 儲存方程式並關閉「方程式設定」視窗。 

 取消設定方程式並關閉「方程式設定」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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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可利用鍵盤輸入算式外，如數字及加減乘

除符號等，亦可利用「方程式設定」視窗中的

數字鍵盤輸入方程式。 

2.4.1. 新增方程式 

如要新增方程式，按下「方程式」分頁。在算式表格中的最後一行快按滑鼠左鍵

二下，並在彈出的「方程式設定」視窗中輸入尺寸標籤名稱(即方程式名稱)及要

設定之方程式，然後按下  按鈕。若經「智能下數紙」查證算式為正確

無誤，系統便會加入新設定的方程式，並以剛輸入的尺寸標籤命名。 

 

2.4.2. 修改方程式 

如要修改方程式，按下「方程式」分頁。在算式表格中要編輯的方程式行列上快

按滑鼠左鍵二下，並在彈出的「方程式設定」視窗中編輯要修改之方程式，然後

按下  按鈕。若經「智能下數紙」查證算式為正確無誤，系統便會更新

所選之方程式。 

 

2.4.3. 刪除方程式 

如要刪除方程式，按下「方程式」分頁。在算式表格中要刪除的方程式行列上按

滑鼠右鍵一下，並在  按鈕上按一下滑鼠左鍵以確定，「智能下數

紙」便會刪除該方程式。 

 

2.4.4. 轉換方程式為尺寸標 

如想轉換任何一個方程式為尺寸標籤，按下「方程式」分頁。在算式表格中要刪

除的方程式行列上按滑鼠右鍵一下，並在 ｢轉方程式為尺寸標籤｣ 按鈕上按一

下滑鼠左鍵以確定，「智能下數紙」便會自動將該方程式改為尺寸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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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尺寸表」分頁 
當完成編輯幅片下數後，「智能下數紙」會自動把使用者在「下數」分頁所輸入

的尺碼資料填入到這「尺寸表」分頁中，如在「下數」分頁中輸入多過一個尺碼

資料，好像辦單尺碼 M 和大一碼的 L，「智能下數紙」也會一併在這裡顯示出來。 

 

另外，如尺寸設定尚未完成時 (即交點尚未有 ｢橫向) 或 ｢直向｣ 尺寸固定其他

位置)，系統將先進行放碼程序。 當此情況出現時，而用戶以滑鼠左鍵按下 ｢尺

寸表｣ 分頁準備放碼，系統會自動檢測尺寸設定是否已經完成，否則，便會彈出

信息方塊說明尚未完成之部份及其修正方法。 

 

2.5.1. 數值輸入模式 

選取左上角「模式」群組內的數值模式選項，然後便可直接在尺寸表格上鍵入各

個尺碼的尺寸標籤之數值。數值輸入為預設模式。 

2.5.2. 變更量度單位 

除了可選用厘米作為量度單位外，亦可在分頁左方的「單位」群組內改選用英吋

作為系統的量度單位。完成選擇後，「智能下數紙」便會把系統內所有的資料轉

換為所選擇的量度單位。 

2.5.3. 尺碼設定 

如要對尺碼進行設定，請於左上角  欄位上按左鍵一下，「智能下數紙」

便會顯示「尺碼設定」對話視窗，以供設定欲制訂的尺碼。(請參閱開始操作內

的尺碼對話框之使用 一節。) 

 

2.5.4. 放碼 

當完成輸入各個尺碼的尺寸標籤的數值後，只要按一按  按鈕，「智能

下數紙」便會利用人工智能技術把從下數師父處學到的「慣常手勢」運用到放碼

工序上，計算出所有碼數各個尺寸標籤的尺寸，從而大大減省下數師父用在計算

繁複放碼工序上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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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用毛比例表格 

 輸入毛料資料 

選取左下角  欄位，「智能下數紙」便會自動彈出｢用毛

比例及計算價錢」表格。 (「智能下數紙」 會自動把 ｢下數」分頁內每

打重量表格中的資料填入此表中) 。 使用者可輸入各尺碼之數量(打)，其

它成本，毛價，利潤比率及用毛損耗。然後選取重量單位，「智能下數紙」

便會計算出每打之報價。若所編織間色或混毛之製成品，「智能下數紙」

更能自動計算各毛料之用量比例，使用者不需經過拆毛此繁瑣程序便能估

計各毛料之用毛比例，減省了不少計算的時間，同時亦避免人手計算之錯

誤，令報價程序快而準，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變更重量單位 

除可選用千克作為重量單位，亦可於｢用毛比例」表格中的重量單位選取

單中選擇以磅為重量單位。完成選擇後，「智能下數紙」便會把系統內的

資料轉換為所選擇之重量單位。 

 

 重量計算 

用毛比例及價錢會因各尺碼之尺寸有所變動而隨之改變。因此，若使用者

對各尺碼之任何尺寸進行修改後，請選取左下角  按鈕， 

「智能下數紙」便能因應用戶所作出之修改而從新計算出各項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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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選單功能詳解 

3.1. 檔案 
3.1.1. 認證 

首次登記時，「智能下數紙」即自動在電腦建立及儲存獨一無異的存取認證。此

存取認證保障資料的機密，免受未獲授權人士盜取資料。如欲在其它電腦（如從

屬電腦或家用筆記型電腦）存取該等資料，必須先在該電腦安裝有關的存取認證。 

如欲將公司獨一無異的存取認證安裝至另一電腦內，首先需要將認證從「原有」

電腦匯出，再匯入至擬安裝認證的電腦內。 

 匯入認證 

將公司的認證匯出至另一部電腦前，必先在該電腦安裝「智能下數紙」軟

件。完成安裝後，按下桌面上的「智能下數紙」圖像，登記頁會隨即顯示。

請勿按下「登記」按鈕。繼續按下主選單的「檔案」，從拉下選單選取「匯

入認證」。「智能下數紙」會詢問匯入認證的來源。如使用磁碟儲存匯入認

證，資料來源即為 A 磁碟盤。然而，如使用其它媒體儲存認證，則需確

定有關來源方可繼續。來源一經妥善確認後，「智能下數紙」便會從該來

源匯入存取認證。匯入完成後，「智能下數紙」會顯示「認證已被匯入」

訊息，該電腦便可用來使用「智能下數紙」。 

注意：為免資料遭未獲授權使用，建議將含有存取認證的磁碟存於安全保

密的地方，最好在成功將認證匯入所選電腦後把認證自磁碟刪除。 

 匯出認證 

欲匯出公司存取認證，請從主選單按下「檔案」，再從拉下選單選取「匯

出認證」。「智能下數紙」會要求使用者將磁碟放入 A:\ 磁碟機內，以匯出

及儲存存取認證。如欲在其它媒介／磁碟機儲存認證，請按下  

按鈕，「智能下數紙」便會返回視窗檔案儲存對話框，以供選擇儲存模式。

匯出存取認證並儲存到所選媒介後，「智能下數紙」便會發出「認證已被

匯出」的訊息。 

注意：為保安理由，只有獲授「系統管理員功能」的用戶方可匯出公司存

取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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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尺寸標籤次序 

於 ｢下數｣ 及 ｢尺寸表｣ 分表中的尺寸標籤表格已預設一些較常用的尺寸標

籤，如胸闊，身長等， 「智能下數紙」更提供了 ｢匯入/匯出尺寸標籤次序｣功

能，令整個輸入尺寸之過程更方便。 

 匯入尺寸標籤次序 

如要匯入預設的尺寸標籤次序時，請先按下主菜單內的 ｢檔案｣，再從拉

下選單選取 ｢匯入尺寸標籤次序｣ ，｢智能下數紙｣ 會詢問檔案的來源。

當選取適合之檔案後，按下  按鈕或按  返回 ｢修改

下數紙｣。｢智能下數紙｣ 便會將剛匯入之尺寸標籤次序套用於正在使用之

檔案中。 
 

 匯出尺寸標籤次序 

如要匯出尺寸標籤次序，請從主選單按下 ｢檔案｣，再從拉下選單選取 ｢

匯出尺寸標籤｣，再輸入欲建立名稱及其路徑，最後按下  。如匯

出至另一部電腦，「智能下數紙」會要求使用者將磁碟放入 A:\磁碟機內，

以匯出預設的尺寸標籤次序 
 

3.1.3. 匯出前後幅袖 

當完成編織規格表後，如想於幅片上進行花樣設計或註釋編輯，可利用此功能以

列印掛毛紙(Bitmap)形式分別匯出前幅、後幅及袖。欲分別匯出前幅、後幅及袖

三個檔案到電腦硬盤或其它電腦，請從主選單按下 ｢檔案｣，再從拉下選單選取 ｢

匯出前後幅袖｣，再輸入欲建立名稱及其路徑，最後按下  。如匯出至另

一部電腦，「智能下數紙」會要求使用者將磁碟放入 A:\磁碟機內。以匯出及儲

存存取前幅、後幅及袖三個檔案。 (此檔案亦可以其它軟件加入註釋或圖案，請

參考 3.1.7 列印至檔案一節) 

3.1.4. 匯出下數紙 

當完成編織規格表後，如想直接在下數紙上加入註釋，可利用此功能將下數紙儲

存為 ｢修改下數紙｣ 模式之檔案到電腦硬盤或其它電腦。請先按下主菜單之 ｢

檔案｣ 再從拉下選單選取 ｢匯出下數紙｣，再選取所需之頁數，然後，按下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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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按鈕。「智能下數紙」會自動彈出 ｢修改下數紙｣ 對話方塊，使用者可直接

於下數紙上加上註釋或進行任何修改。( 於 ｢修改下數紙｣ 對話框中 ｢主菜單｣ 

之詳細功能，請參考下一節 3.1.5 修改下數紙。) 

3.1.5. 修改下數紙 

 讀取 ｢修改下數紙｣檔案 

如想讀取已儲存之 ｢修改下數紙｣ 檔案，請先按下主菜單內的 ｢檔案｣，

再從拉下選單選取 ｢修改下數紙｣，｢智能下數紙｣ 會詢問檔案的來源。當

選取適合之檔案後，按下  按鈕或按  返回 ｢修改下

數紙｣。如使用者已在 ｢修改下數紙｣ 對話框內，請先按下主選單中  

按鈕，「智能下數紙」會詢問檔案的來源。當選取適合之檔案後，按下 
 按鈕開啟或按  返回 「智能下數紙」對話框。 

 

 儲存 ｢修改下數紙｣ 檔案 

如欲儲存正修改之檔案，請先按下主選單中  按鈕，「智能下數紙」

會要求輸入欲建立名稱及其路徑，完成輸入後按下 按鈕儲存，

或  按鈕返回「修改下數紙」。 

 列印 ｢修改下數紙｣ 檔案 

如欲列印檔案，請先按下主選單內  按鈕，然後於 ｢列印｣ 對話框

中選取合適之列印模式後，按下  列印或按下  返

回「智能下數紙」對話框。 

 儲存 ｢修改下數紙｣ 檔案為點陣圖模式 

如欲儲存正修改之檔案為點陣圖模式，請先按下主選單內  

按鈕，然後，輸入欲建立檔案之名稱及其路徑，再按下  儲存

檔案或按下  返回 「智能下數紙」對話方塊中。 

 加入註釋 

如欲加入註釋，請按下 ｢修改下數紙｣ 對話框中的主選單內之   
或  選取欲修改之頁碼。  ( 注意: ｢修改下數紙｣ 己預設 ｢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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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頁內幅片之範圍為可修改之區域。) 如下圖示。 

 

 

 

 

 

 

 

 

 

 

 

使用者可在此頁加入註釋或刪除資料。此外，使用者亦可利用  

功能輸入註釋 。(詳情請參考 4.1 詞匯一節。) 

 放大/縮小字體 

如欲放大/縮小 ｢修改下數紙｣ 檔案內之字體 ，｢修改下數紙｣ 己預設 ｢

下數｣ 分頁內幅片之範圍為可修改之區域。請按一下主選單內之  

或  按鈕，｢修改下數紙｣ 便會自動放大/縮小整頁之字體。 
 

3.1.6. 存作範本 

欲儲存正編輯之幅片資料作範本，請在完成幅片資料輸入後按下主選單的「檔

案」，再從拉下選單選取「存作範本」。「智能下數紙」會要求輸入欲建立範本

的檔案名稱及其路徑。完成輸入後按下  按鈕儲存，或  按

鈕返回「修改下數紙」。 

3.1.7. 列印至檔案 

當完成編織規格表後，如想再用其它軟件加入註釋或圖案，可按下主菜單的 ｢

檔案｣ ，再從拉下主選單選取 ｢列印至檔案｣，輸入欲建立檔案之名稱及其路徑，

再按下 ，然後選取所須之尺碼及輸入解像度(一般解像度為 300dpi)，最後

按下  ，檔案便會儲存至指之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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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Microsoft Word 編輯點陣圖檔案 

1. 按下主菜單的 「檔案」，再從拉下選單選取「版面設定」 

2. 設定合適的邊界、紙張大小及方向 

 (建議設定 : 邊界上、下、左、右為 1.5cm 或 0.5 吋) 

 (紙張大小為 A4) 

 (方向為橫向) 

3. 按下「確定」 

4. 按下主菜單的「檢視」選取「整頁模式」 

5. 再按下「檢視」主菜單，選取「顯示比例」中的「整頁」，然後按下「確

定」 

6. 再按下「檢視」主菜單，選取「頁首/頁尾」 

(視窗上將會顯示出一個「頁首/頁尾」的對話盒，用戶暫時不可關閉這

對話盒直至項目 12) 

7. 按下主菜單的 「插入」，再從拉下選單選取「圖片」，選取「從檔案」 

8. 輸入上述已儲存的點陣圖(Bitmap)的檔案名稱及其路徑，按下「插入」，

檔案便會顯示出來 

9. 在圖片內按下滑鼠左鍵一次，把滑鼠移至圖片的右下角，按實左鍵拖

曳圖片即可調較圖片大小 

10. 調較圖片大小後，將滑鼠移至圖片內按下左鍵兩次，圖片格式對話盒

便會自動出現 

11. 選取「配置」，選擇「文字在前」，再按 「確定」 

12. 完成以上 1-11 項的程序後，用戶便可按「關閉」關閉「頁首/頁尾」的

對話盒 

13. 之後，用戶可原用 Microsoft Word 一般處理文字、圖片及表欄應用方法

加上註釋 

 於兩個點陣圖(Bitmap)檔案加上註釋或圖案 

A. 完成以上 1-13 項的程序，用戶可到已完成加入註釋的下數紙底部 
B. 按下主菜單的 「插入」再從拉下選單選取「分隔設定」 
C. 然後選擇 「分節符號類型」的「自下頁起」，並按下「確定」 
D. 此時用戶須要再一次按下「檢視」主菜單選取「頁首/頁尾」 
E. 「頁首/頁尾」的對話盒會再一次顯示於視窗上，按一下對話盒上「同

前」的功能鍵 
 
 
 
 
 

F. 如新增頁上的檔案與上一頁相同，可按下滑鼠左鍵一次，再按

「DELETE」 
(如不是相同，可跳過項目 F，直接到項目 G) 

G. 用戶便可從覆上述 7-13 項的程序加入新文件 
 

「同前」功能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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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如要在兩個或以上點陣圖(Bitmap)檔案及加上註釋或圖案，可先
重覆程序Ａ－Ｇ 

 

3.1.8. 列印掛毛紙 

使用者如欲列印掛毛紙(即分別匯出之前幅、後幅及袖三個檔案)作設計之用，可

按下主菜單的 ｢檔案｣，再從拉下選單選取 ，選取須要列印之點陣

圖檔案，再按下 ｢開啟｣，「智能下數紙」會自動彈出 ｢開啟｣對話框，使用者可

按其需要選擇列印掛毛紙/手織圖紙以及黑白/彩色模式列印，另外亦可自訂每吋

支數及每吋行數，最後按下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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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統管理員 

3.2.1. 用戶公司資料 

 新登記用戶公司資料 

若是新登記用戶要輸入用戶公司資料，請在主選單按下「系統管理員」，

並從拉下選單選取「用戶公司資料」，「智能下數紙」便會顯示「智能下數

紙 - 登記」對話視窗。輸入所需資料，如公司名稱、通訊地址、電話號

碼、聯絡人及電郵等，最後按  按鈕儲存，或  按鈕返

回「智能下數紙」。 

 已登記用戶公司資料 

若是已登記用戶要修改公司資料，請在主選單按下「系統管理員」，並從

拉下選單選取「用戶公司資料」，「智能下數紙」便會顯示「智能下數紙 - 

登記」對話視窗。先按下視窗底部的  按鈕後作出有關更改，最

後按  按鈕儲存所作更改，或  按鈕返回「智能下數紙」。 

 

3.2.2. 用戶及密碼 

「智能下數紙」是多功能多用戶的多端軟件。登記使用「智能下數紙」的用戶會

獲發預設的用戶資料，如用戶識別碼、密碼及用戶等級。登記「智能下數紙」後，

在確認電郵中獲發首個用戶資料。有了多個用戶資料，作為「系統管理員」可將

其它的用戶識別碼／密碼分配給機構內的其它用戶，以共享有關服務。 

就管理及監控而言，首個用戶資料會自動定為「特級」用戶。「特級」用戶可享

用「智能下數紙」提供的所有功能及服務。 

 新增用戶資料 

如需預設用戶識別碼／密碼等用戶資料，請到 www.aspcreation.com 聯絡

客戶服務組以新增用戶資料至「智能下數紙」帳戶。新增用戶資料後，便

可建立新的用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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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建用戶資料 

要創建用戶資料，請在主選單按下「系統管理員」，並從拉下選單選取「用

戶及密碼」，「智能下數紙」便會顯示「智能下數紙 - 系統管理員」列表。

按下列表底部的  按鈕建立／修改用戶識別碼、密碼及用戶等級

等。 

 編輯用戶資料 

要編輯用戶識別碼、密碼及用戶等級，請在主選單按下「系統管理員」，

並從拉下選單選取「用戶及密碼」，「智能下數紙」便會顯示「智能下數紙 

- 系統管理員」列表。繼續選取欲編輯的用戶，再按下列表底部的 

 按鈕。「智能下數紙」將顯示所選用戶資料列表。 作出有關更

改，並按  按鈕儲存所作更改，或  按鈕返回「智能下

數紙 - 系統管理員」列表。 

 上鎖 / 開鎖 

透過「智能下數紙」的用戶管理，「系統管理員」可鎖上／開啟指定用戶

的存取權。欲銷上／開啟用戶的存取權，請在主選單按下「系統管理員」，

並從拉下選單選取「用戶及密碼」，「智能下數紙」便會顯示「智能下數紙 

- 系統管理員」列表。繼續選取欲鎖上／開啟的用戶資料，再按列表底部

的  或  按鈕（視情況而定）。 

 

3.2.3. 用戶組管理 

用戶可利用「智能下數紙」將公司的授權用戶分類為不同用戶等級（1 至 5），

以區分用戶的功能及存取權利。「智能下數紙」用戶可應用的不同功能包括系統

管理員、大量郵寄及系統設定等，而存取權利則包括讀取、新增、修改、提交、

刪除及打印等。 

「智能下數紙」僅預設一個用戶等級予所有用戶—第一等級，用戶可享用最高級

別的存取權。在此等級，所有用戶均可使用「智能下數紙」的所有功能。 

 新增用戶等級 

要新增用戶等級，請在主選單按下「系統管理員」，並從拉下選單選取「用

戶及密碼」，「智能下數紙」便會顯示「智能下數紙 - 系統管理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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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用戶組管理」，並按底部的  按鈕 。「智能下數紙」便會

發出訊息確認已新增用戶等級。按下  按鈕 ，再劃上有關方格，

設定欲賦予此等級用戶的存取權及可用功能。填妥選擇後，按下  

按鈕 ，「智能下數紙」便會發出訊息確認已更新「用戶組管理」列表。 

 

 編輯用戶等級 

要編輯用戶等級，請在主選單按下「系統管理員」，並從拉下選單選取「用

戶及密碼」，「智能下數紙」便會顯示「智能下數紙 - 系統管理員」列表。

選取「用戶組管理」，並從底部的拉下選單選取欲編輯的用戶組，按下 

 按鈕 並作出有關更改。更改完成後，按下  按鈕，「智

能下數紙」便會發出訊息確認已更新「用戶組管理」列表。 

 

 刪除用戶等級 

要刪除用戶等級，請在主選單按下「系統管理員」，並從拉下選單選取「用

戶及密碼」，「智能下數紙」便會顯示「智能下數紙 - 系統管理員」列表。

從底部的拉下選單繼續選取欲刪除的用戶組，再按下 。「智能下

數紙」會發出訊息確認是否刪除所選用戶等級，按  按鈕確認或 

 返回「用戶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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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工具 

3.3.1. 離線執照 

離線執行「智能下數紙」功能可大大節省互聯網連接費用。欲離線執行「智能下

數紙」功能，公司須先下載「離線執照」。 

 下載離線執照 

欲下載離線執照，請按下主選單的「工具」，並從拉下選單選取「下載離

線執照」，「智能下數紙」便會顯示「下載離線執照」對話視窗，以供設定

欲下載離線執照的有效期限。有效期限由一(1)至七(7)天不等。選妥有效

期限後，按下  按鈕，離線執照便會儲存於電腦上。 

(注意：下載離線執照後，只可利用已安裝離線執照的電腦（非其它）使

用「智能下數紙」。) 

 

 取消已下載離線執照 

欲取消已下載離線執照，按下主選單的「工具」，並從拉下選單選取「取

消離線執照」。「智能下數紙」會發出訊息確認已正式取消離線執照。按下 

 按鈕返回「智能下數紙」。 

 

3.3.2. 尺碼設定 

如要對尺碼進行設定，請先按下主選單的 ｢工具｣，並從拉下選單選取 ｢尺碼設

定｣ ， ｢智能下數紙｣ 便會顯示 ｢尺碼設定｣ 對話框，使用者可於此對話框內對

尺碼進行設定。(此功能之詳情請參考 2.5.3 尺碼設定一節)。 

3.3.3. 計算混毛成份 

如編織混毛成品時，可利用此工具計算出各毛料之成份。請按下主選單的 ｢工具

｣ ，並從拉下選單選取 ｢計算混毛成份｣， ｢智能下數紙｣ 便會顯示 ｢計算混毛

成份｣ 對話框 ，然後鍵入混毛種類 (如用 2 條雙股 48 支羊毛類，請鍵入  2  條  

 2  股   48  Nm)，當完成輸入後， ｢智能下數紙｣ 便即時自動計算各種毛料

所佔之百份比，減省了用戶不少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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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用戶更可以此功能計算混毛衫片之各毛料比例。 (詳情請參考 4.2.2 編輯

毛料重量比例 一節。) 

 

3.3.4. 檔案上鎖 

檔案上鎖功能可令該檔案之擁有者(公司)享有檔案之修改權力。 

 開啟檔案上鎖功能 

欲把編織規格表檔案儲成唯讀格式，請按下主菜單中的 ｢工具｣，並從拉

下選單選取 ｢檔案上鎖｣，｢檔案上鎖｣ 旁便會顯示剔號。此時，便可發放

檔案給其它使用者讀取。 

 取消檔案上鎖功能 

如欲取消檔案上鎖功能，按下主選單 ｢工具｣，並從拉下選單選取已劃上

剔號的  功能。 

 

3.3.5. 修改下數紙用語 

 
欲修改下數分頁中的下數，用戶除可利用 ｢修改下數紙｣ 外 (請參閱 3.1.5 修改

下數紙) 更可利用此功能以提高修改下數紙用語之速度。  

 修改下數紙用語 

欲修改下數紙用語，請按下主菜單中的 ｢工具｣，並從拉下選單選取 ｢修

改下數紙用語｣， 新視窗便會隨即顯示。此時，便可以滑鼠選取視窗內左

上角之各分頁來進行修改，包括 ｢收針用語｣，｢收領用語｣及｢後整標記用

語｣三大類別。 
 
首先， 以滑鼠左鍵選取所需之分頁，然後將滑鼠左鍵移至欲修改之用語

旁的 ｢用戶自定用語｣ 欄內，再鍵入自定之用語。 (注 : 用戶指令 1 及 
2 均預設為給予用戶自訂下數之用語。) 最後，按下 ｢確定｣ 按鈕儲存所

作更改或按下 ｢取消｣ 返回 ｢智能下數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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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設修改下數紙用語 

如欲重新設定修改下數內所有用語(即變回系統內預設之用語)，請按下主

菜單中的 ｢工具｣，並從拉下選單選取 ｢修改下數紙用語｣， 新視窗便會

隨即顯示。 然後按下 ｢重設｣ 按鈕以確定或按下 ｢取消｣ 返回 ｢智能下

數紙｣。 

 匯入修改下數紙用語 

請按下主菜單中的 ｢工具｣，並從拉下選單選取 ｢修改下數紙用語｣， 新

視窗便會隨即顯示。首先按下  按鈕，「智能下數紙」會詢

問欲匯入之檔案名稱及其路徑，再按下  即可，完成編輯過程後

按下  以確定。 

 匯出修改下數紙用語 

請按下主菜單中的 ｢工具｣，並從拉下選單選取 ｢修改下數紙用語｣， 新

視窗便會隨即顯示。，首先按下 ｢匯出｣ 按鈕，輸入欲建立檔案名稱及其

路徑，再按下 按鈕，完成編輯過程後按下  以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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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具列功能詳解 

4.1. 詞匯 

「智能下數紙」提供了在毛衫製作過程中常用之詞匯，使用者可因應需要自行加

減、匯出及匯入常用的文字檔案，大大減省了輸入中文詞匯時所需之時間。 

4.1.1. 選取詞匯 

如要在「智能下數紙」中加入中文詞匯，請從工具列中按下 ｢詞匯｣，在 ｢詞匯｣

之對話框中按下 ，再按下合適的詞匯便可。 

4.1.2. 新增詞匯 

首先按下工具列上的 ｢詞匯｣，再從 ｢詞匯｣ 對話方塊中選取左下角的  

按鈕， ｢編輯詞匯｣ 對話方塊便會隨即彈出，使用者首先需選取欲增加詞匯之群

組(如欲在毛料中加入棉麻，便需按下 毛料)，再按下  按鈕，「智

能下數紙」會要求鍵入所需增加之詞匯，完成後按下 ，「智能下數紙」

便會返回｢編輯詞匯｣對話框。完成編輯過程後按下  以確定修改

或  按鈕以取消剛作出之修改，「智能下數紙」便會返回 ｢詞匯｣ 對

話方塊。 

4.1.3. 刪除詞匯 

首先按下工具列上的 ｢詞匯｣，再從 ｢詞匯｣ 對話方塊中選取左下角的  

按鈕，｢編輯詞匯｣ 對話方塊便會隨即彈出，使用者首先需選取欲刪除之詞匯群

組(如欲在毛料中刪除羊毛，便需按下 毛料)，再按下  按鈕，「智

能下數紙」便會返回｢編輯詞匯｣對話框。完成編輯過程後按下 以

確定修改或 按鈕以取消剛作出之修改，「智能下數紙」便會返回 ｢

詞匯｣ 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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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新增群組 

首先按下工具列上的 ｢詞匯｣，再從 ｢詞匯｣ 對話方塊中選取左下角的  

按鈕，｢編輯詞匯｣ 對話方塊便會隨即彈出，然後按下  按鈕，「智

能下數紙」會要求鍵入所需增加之群組名稱，完成後按下 ，「智能下

數紙」便會返回｢編輯詞匯｣對話框。完成編輯過程後按下  以確

定修改或 按鈕以取消剛作出之修改，「智能下數紙」便會返回 ｢

詞匯｣ 對話方塊。 

4.1.5. 刪除群組 

首先按下工具列上的 ｢詞匯｣，再從 ｢詞匯｣ 對話方塊中選取左下角的

按鈕， ｢編輯詞匯｣ 對話方塊便會隨即彈出，首先選取欲刪除之群組，再按下

，「智能下數紙」便會詢問是否要刪除群組，請按下  

以確定或按下  按鈕，「智能下數紙」便會返回 ｢編輯詞匯｣ 對話框。

完成編輯過程後按下 以確定修改或  按鈕以取消

剛作出之修改，「智能下數紙」便會返回 ｢詞匯｣ 對話方塊。 

4.1.6. 匯出詞匯及群組 

首先按下工具列上的 ｢詞匯｣，再從 ｢詞匯｣ 對話方塊中選取左下角的

按鈕， ｢編輯詞匯｣ 對話方塊便會隨即彈出，首先選取欲匯出之詞匯或群組，輸

入欲建立檔案名稱及其路徑，最後按下  按鈕。「智能下數紙」便會

返回 ｢編輯詞匯｣ 對話框。完成編輯過程後按下  以確定修改或 

 按鈕以取消剛作出之修改，「智能下數紙」便會返回 ｢詞匯｣ 對

話方塊。 

4.1.7. 匯入詞匯及群組 

首先按下工具列上的 ｢詞匯｣，再從 ｢詞匯｣ 對話方塊中選取左下角的

按鈕，｢編輯詞匯｣對話方塊便會隨即彈出，首先按下  按鈕，「智

能下數紙」會詢問欲匯入之檔案名稱及其路徑，再按下  即可，此時 ｢

匯入｣ 對話框會隨即彈出，如要融合於現有詞匯，請按 ｢融合現有詞匯｣ 按鈕，

如需要取代現有詞匯，請先選取欲取代之詞匯，然後再按下 ，先

選取欲匯入之檔案，按下 ，最後選取 ｢遮蓋現有詞匯｣。「智能下數紙」

便會返回 ｢編輯詞匯｣ 對話框。完成編輯過程後按下 以確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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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按鈕以取消剛作出之修改，「智能下數紙」便會返回 ｢詞匯｣ 

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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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間色 

4.2.1. 編輯毛料名稱 

 新增毛料名稱 

如要新增毛料名稱，請先從工具列中按下  按鈕，再按 ｢毛料｣，｢

毛料設定｣ 對話方塊便會自動彈出，使用者可於毛料名稱一欄鍵入毛料名

稱，如用戶在 ｢一般資料｣ 分頁的毛料一欄中已輸入其名稱，「智能下數

紙」會自動覆製到此處，用戶無需再次輸入。新增完成後可按下 ｢毛料設

定｣ 對話框中右上角的  按鈕回到 ｢間色設定｣ 對話方塊中。 

 

 修改毛料名稱 

如要修改毛料名稱，請先從工具列中按下  按鈕，再按 ｢毛料｣，｢

毛料設定｣ 對話方塊便會自動彈出，使用者可於毛料名稱一欄修改有關之

資料。完成後按下 ｢主菜單｣ 之儲存選項或工具列上之  儲存。 

 

 刪除毛料名稱 

如要刪除毛料名稱，請先從工具列中按下  按鈕，再按 ｢毛料｣ ，

｢毛料設定｣ 對話方塊便會自動彈出，使用者可於毛料名稱一欄選取欲刪

除之有關資料，完成後按下 ｢主菜單｣ 之儲存選項或工具列上之  

儲存。 

 

4.2.2. 編輯毛料重量比例 

 新增毛料重量比例 

如要新增毛料重量比例(如 A 毛料為 2 條 2/48 支 100%羊毛，而 B 毛料為

3 條 2/48 支 100%羊毛，則 A：B 的重量比例為 2：3)。請先從工具列中

按下  按鈕，再按 ｢毛料｣，｢毛料設定｣ 對話方塊便會自動彈出，

首先用滑鼠左鍵按 ｢毛料支數｣一欄， ｢計算用毛成份｣ 對話方塊便會自

動顯示。例如輸入 A 毛料，則需劃上左上角的 ｢新毛料｣ ，然後鍵入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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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 48 ，再選取 Nm 公支紗線。 完成後按下  

 按鈕或按  回到 ｢毛料設定｣ 對話方塊。  

 

 計算混毛成份 

如用戶所生產之毛衫為混毛之間色成品，「智能下數紙」會自動計算各

毛料之用毛比例。此功能即可省卻用戶不少時間，亦提昇了其準確程度。 

 

例如 :  A 毛料為 1 條 2/48 支 100%羊毛 (藍毛) 

 B 毛料為 1 條 2/48 支 100%羊毛 (紅毛) 

 C 毛料為 1 條 85Td Lycra 

 

毛衫所用的間色混毛組合則為: 
 
 D 毛料為 2 條 A 毛料 + 1 條 C 毛料 
 E 毛料為 2 條 B 毛料 + 1 條 C 毛料 
 

首先，只需跟隨上一節新增毛料重量比例之步驟輸入 A、B、C 毛料的

毛料支數資料。然後輸入 D 及 E 毛料資料。首先用滑鼠左鍵按 ｢毛料

支數｣ 一欄，｢計算用毛成份｣ 對話方塊便會自動顯示。以滑鼠左鍵劃

上 ｢使用已設定毛料｣，然後輸入 (例如 D 毛料，選擇 2 條，再選擇 A

毛料)，之後，輸入 1 條，選取 C 毛料。) 完成後按下  按

鈕或按  回到 ｢毛料設定｣ 對話方塊。 
 

 修改毛料重量比例 

如要修改毛料重量比例，請先從工具列中按下  按鈕，再按 ｢毛料

｣，｢毛料設定｣ 對話方塊便會自動彈出，使用者可於 ｢毛料支數｣ 對話方

塊中修改有關資料。完成後按下 ｢主菜單｣ 之儲存選項或工具列上之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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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毛料重量比例 

如要刪除毛料重量比例，請先從工具列中按下  按鈕，再按 ｢毛料

｣，｢毛料設定｣ 對話方塊便會自動彈出，使用者可於 ｢毛料支數｣ 對話方

塊中選取欲刪除之有關資料，完成後按下 ｢主菜單｣ 之儲存選項或工具列

上之 。 

 

4.2.3. 編輯毛料顏色 

 新增毛料顏色 

如要新增毛料顏色，請先從工具列中按下  按鈕，再按 ｢毛料｣，｢

毛料設定｣ 對話方塊便會自動彈出，使用者可按下欲新增毛料顏色方格，

「智能下數紙」 彈出一個 ｢色彩｣ 對話框，用戶可在預設之 ｢基本色彩｣ 

內按下所需之顏色或於 ｢自訂色彩｣ 內選取已自訂之顏色。完成後按下 

 按鈕確定。 

 

 修改毛料顏色 

如需修改毛料顏色請先從工具列中按下  按鈕，再按 ｢毛料｣，｢

毛料設定｣ 對話方塊便會自動彈出，使用者可於毛料顏色一欄選取欲修改

之顏色方格，再從彈出的｢色彩｣  對話框中選取新的顏色，再按下 

 按鈕確定。 
 

4.2.4. 編輯自訂顏色 

 新增自訂顏色 

使用者除可選取預設之一般顏色外，亦可自訂個人所需之顏色，請先從工

具列中按下  按鈕，再按 ｢毛料｣，｢毛料設定｣ 對話方塊便會自動

彈出，使用者可以滑鼠左鍵先按下  ｢自訂色彩｣  內之方格，再按下 

 按鈕，然後按滑鼠左鍵移動右上角顏色方

塊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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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亦可以鍵入三原色及色彩光明度之號碼以調較出所需之顏色，此時用

戶可在 ｢Color Solid｣     

 

 

 

 

 

 

 

 

 

 

 

方塊中預覽到自訂之顏色，完成後按下  ， 

「智能下數紙」會自動加入新增之顏色於選取之｢自訂色彩｣ 方格中。

完成後，按下  按鈕確定。(如欲以新增之自訂顏色為其中一

種毛料之顏色，請參考 4.2.3 新增毛料顏色一節。) 

 

 修改自訂顏色 

如欲修改自訂顏色，請先從工具列中按下  按鈕，再按 ｢毛料｣，｢

毛料設定｣ 對話方塊便會自動彈出，使用者可選取 ｢自訂色彩｣ 內欲修

改之顏色，再按下   按鈕以選取新的顏

色，然後按下  按鈕確定。完成後按下 ｢

主菜單｣ 之儲存選項或工具列上之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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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編輯間色組織排列 

 新增間色組織排列 

完成毛料名稱，重量比例及顏色之設定後，便可對間色進行設定。請先從

工具列中按下  按鈕，再按 ｢毛料｣，｢毛料設定｣ 對話方塊便會自

動彈出，先選定前幅與後幅之間色是否相同，若前後幅之間色是相同，請

劃上於｢間色設定｣對話方塊左上角之方格，使用者只需於前幅欄內輸入間

色設定，「智能下數紙」便會自動更改後幅之間色設定。 

 

首先，請於｢色｣欄中鍵入所需毛料（注意：此欄已預設以Ａ，Ｂ，Ｃ……

為毛料名稱代表，以方便使用），再按下鍵盤內 ｢Enter｣ ，然後再於 ｢轉

｣ 一欄鍵入其轉數，直至完成整個幅片之間色設定。(注意 : 當使用者輸

入設定時，相對應之顏色幅片排列亦會作出改動，使用者更能即時預覽間

色效果，方便快捷; 而顏色幅片中之黑色橫間為夾位之開始，令用戶可即

時知曉前後幅袖各幅片之間色是否間對接。) 然後再選取所需進行間色之

部份，如欲編輯衫身之間色組織排列，請劃上 ，如欲編輯衫腳部

份，則劃上  。 

 修改間色組織排列 

如要修改間色組織排列，請先從工具列中按下  按鈕，再按 ｢毛料

｣，｢毛料設定｣ 對話方塊便會自動彈出，修改有關資料。完成後按下 ｢

主菜單｣ 之儲存選項或工具列上之  儲存。 

 刪除間色組織排列 

如要刪除間色組織排列，請先從工具列中按下  按鈕，再按 ｢毛料

｣，｢毛料設定｣ 對話方塊便會自動彈出，選取欲刪除之有關資料。完成後

按下 ｢主菜單｣ 之儲存選項或工具列上之  儲存。 

 

4.2.6. 編輯間色循環 

 新增間色循環 

如欲新增間色循環，請先從工具列中按下  按鈕，再按下欲編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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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片右邊的  按鈕，｢設定循環｣ 對話框會隨即彈出，然後鍵入

間色循環是從那一行開始及完結，再輸入循環次數，最後按下  

按鈕。 

 

 修改間色循環 

如欲修改間色循環，請先從工具列中按下  按鈕，再按下欲修改之

間色循環，然後從新輸入間色循環之新資料，完成後按下  。用

戶亦可按下 ｢上一循環｣ 修改上一個間色循環或按下 ｢下一循環｣ 修改

下一個間色循環。完成後按下  ｢主菜單｣  之儲存選項或工具列上之 

 儲存。 

 

 刪除間色循環 

如欲刪除間色循環，請先從工具列中按下  按鈕，再按下欲刪除之

幅片右邊的  按鈕，｢設定循環｣ 對話框會隨即彈出，使用者可

按  以確定其刪除指令即可。如欲刪除上一個或下一個循環，可

先按 ｢上一循環｣ 或 ｢下一循環｣ ，然後再按下  按鈕。完成後

按下 ｢主菜單｣ 之儲存選項或工具列上之  儲存。 

 

4.2.7. 檢查夾位間色 

袖與前後幅片之夾位間色是否相對(所謂夾間)是編織間色成品中重要的一環。 

 設定夾位位置 

如要設定夾位位置，請先按下 ｢下數｣ 分頁，把滑鼠移至夾位之線段，      

待線轉為紅色後按滑鼠右鍵，然後從選單中選取 並按下滑

鼠左鍵以確定。 ｢修改下數｣ 對話框會自動彈出，當確定修改之線段為後

幅片之夾位開始，請劃上  之方格，以便間色時辨別夾位之

位置。 

 檢查夾位間色 

完成間色設定後，便可檢查尺碼之夾位間色是否對接。請先從 ｢下數｣ 分

頁中的  選取所需檢查之尺碼 (如需檢查 S 碼，請以滑鼠左鍵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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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下數｣ 分頁中顯示該尺碼時，再從 ｢工具列｣ 中按下

按鈕， ｢間色設定｣ 對話框便會自動彈出與 ｢下數｣ 分頁相對應之尺碼， 

於 ｢間色設定｣ 對話方塊中各顏色幅片均會出現一黑色橫間      ，此為

夾位之開始，使用者可即時知曉前後幅袖之幅片間色是否對接，使用者可

修改間色組織排列或間色循環 (詳情請參考 4.2.5 編輯間色組織排列及

4.2.5 編輯間色循環一節)以達至所需的間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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