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始使用您的



開始使用您的Silhouette Portrait

連接您的Silhouette Portrait®

Silhouette Portrait®
桌上型割字機

A/C變壓器和電
源線

USB線

1

1 

檢視內含物品

Silhouette Portrait®附帶的物品如下所示。開機前，請檢視附帶物品是否齊全。若您缺少下
表中的物品，请聯絡support@silhouetteamerica.com.

將SilhouettePortrait®取出盒子，按下圖所示取下三條膠帶和泡棉。運輸過程中，我們使
用這些膠帶和泡棉以固定Silhouette的移動零件。

取出膠帶和發泡膠

8x12寸切割墊
自動切割刀

Bluetooth®
移除工具

8 in x 12 in
(20.3 cm x 30.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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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Silhouette Studio®軟體
安裝
1.  訪問silhouetteamerica.com。
2.  在螢幕上方點擊藍色的「更新軟體」按鈕。
3. 在「Silhouette Studio」下點擊下載連結。請根據您的作業系統（Windows或MAC）選取正
確的軟體。

WINDOWS使用者：按照螢幕上的提示繼續安裝流程。若安裝視窗沒有自動出現，請在我的電腦
內找到下載項目並雙擊setup.exe程式以運行。若出現「找到新硬體」對話方塊，請按照推薦
的指令為您的系統安裝Silhouette驅動程式。

MAC使用者：將Silhouette Studio®應用程式圖示拖放到應用資料夾以安裝Silhouette 
Studio®。

連接Silhouette Portrait®

安裝好SilhouetteStudio®軟體後，請將SilhouettePortrait®接入電源。然後使用提供的USB
線將Silhouette連接到您的电脑，如圖所示。

按下電源按鈕以開機。若您的電腦上出現「找到新硬體」對話方塊，請按照推薦的指令為您的
系統安裝Silhouette驅動程式。

打開Silhouette Studio®軟體
在桌面或您電腦的開始選單內找到Silhouette Studio®圖示（Mac®電腦則在應用
程式資料夾內）。雙擊圖示以運行應用程式。

Silhouette Studio®啟動後，您會在螢幕上看到12寸x12寸的空白頁面。

如果您想要修改頁面尺寸或方向，您可以在螢幕右側的選項內找到頁面設定。

以後要訪問頁面設定選項，請點擊螢幕右上方選項工具列內的設計頁面設定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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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索引標籤
右上角有四個索引標籤：

設計
此設計區域是您創建項目的工作區。此區域包括工具
列、白色的設計頁面和灰色的保留區域。當您位於庫
中，Silhouette Design Store內，或者傳送功能表
中時，您可以設計索引標籤以回到設計頁面。

商店
當您接入網際網路時，商店索引標籤會帶您來到
Silhouette Design Store，您可以在這裡瀏覽和購
買設計。

庫
您可以從庫索引標籤中存取您儲存的設計。您可以
新增資料夾和子資料夾，藉此隨意排序和組織您
的設計。設計可以儲存在您的電腦中，或者儲存在
Silhouette Cloud中。

傳送
傳送索引標籤允許您調整您的設計的裁切設定，並將
它們傳送到您的Silhouette。此功能表的工作方式與
其他程式中的傳送到列印功能表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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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區域總覽
1.文件工具
2.快速存取工具列
3.繪圖工具
4.文件索引標籤
5.保留區域（灰色）
6.使用中裁切區域
7.導覽索引標籤
8.Silhouette Studio®工具
9.面板
10.偏好與主題

裁切/繪圖區域
您的工作區內兩個不同的區域：白色的設計頁面或裁切區域，以及灰色的保留區域。圖像和設計可
以放在灰色的保留區域，也可以放在裁切區域，但是只有在使用中裁切區域（白色頁面上的紅色方
塊之內）的設計或圖像才會被傳送到您的Silhouette。灰色區域可以用於放置您的額外工作。

文件索引標籤
您的文件索引標籤位於工作區的上方。在您打開新文件時，若您已有打開的文件，則程式會打開新
的索引標籤。白色加亮的文件索引標籤顯示了您在工作區內打開的文件。其他打開的文件則以灰色
的索引標籤顯示。

文件索引標籤可以讓您方便的來回切換多個文件，讓您一眼就可以知道目前打開的是什麼項目。當
您儲存檔案時，文件索引標籤會自動更新為檔案名稱。

設計索引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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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
Silhouette Studio®設計圖示會打開自己的面板。當您
點擊設計圖示時，螢幕的右側會打開面板。您打開的第一
個面板將在最上方。若面板位於預設位置，則隨第一個
面板之後打開的面板將取代目前打開的面板。若您將面
板從預設位置移開，您就可以打開新面板，新面板會貼
齊到預設位置。使用此方法，您可以隨意打開任意數量
的面板，並且可以將它們移動到設計畫面的任何地方。

摺疊  面板
點擊面板左側的箭頭，就可以摺疊面板。您可以摺疊，
移動和重新整理面板，按照自己的想法設定您的畫面。

當您關閉面板時，下方的面板會跳上來，填充它的位置。

自黏面板
面板是有黏性的，這表示它們會貼齊到設計區域的頂部，
或者相互貼齊。但是，面板是沒必要粘貼在一起的。您
可以在您的畫面上隨意移動成組的面板或單個面板。依
項目的不同，您可能想打開許多面板，使用各種工具進
行調整，或者您可能只想一次打開一個面板。

容納多個圖示的面板 
有些面板上只有一個圖示，如PixScan™或偏移。其他面
板上則有一組相關的圖示。在面板上，您可以透過分開
的索引標籤使用這些圖示。例如，變換換面板上有對齊
圖示、縮放圖示、旋轉圖示、移動圖示和傾斜圖示（如
果您擁有設計師版本的話）。

面板模式
您可以在偏好面板內自訂面板模式。在預設情況下，您
可以選擇面板打開的方式。

 f 單面板模式：一次只打開一個面板。如果您打開了一個面板，再點擊其他圖示，則新面

板會取代舊面板打開。

 f 靈活面板模式：預設。與單面板模式類似，靈活面板模式似乎不允許您立即打開多個面板。

但是，如果您將面板從預設位置移開，當您點擊其他面板圖示時，舊面板仍然保持打開。

如果您將面板留在預設位置並點擊其他圖示，則新面板會取代舊面板打開。

 f 多面板模式：所有的新面板都會打開，不論您已經打開了多少個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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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文字

若要使用您電腦上的字型以裁切字母或字組，請在螢幕左側的工具列上選擇文字工
具。選中文字工具後，點擊頁面上任意處以開始鍵入。

使用文字工具在頁面上點擊後，閃爍的游標會出現。請開始鍵入您選擇的字母、字組或詞語。

在您鍵入或編輯文字的時候，螢幕右側會出現文字選項面板。在此面板中，您可以變更字型、
文字大小、粗細、對齊、字元間距和行距。調整字型、大小、粗細等之前，請使用滑鼠選取您
的文字。

若要結束輸入文字，請在頁面外任意處點擊一下。這會結束文字編輯模式，並取消選擇文字。
若您需要變更文字，請使用選擇工具（在左側工具列中）雙擊頁面上的文字。

要移動文字，請點擊並將文字拖曳到新位置。

要調整文字大小，請選擇文字後點擊並拖曳其中一個控點。

要旋轉文字，請選擇文字，然後點擊並拖曳對象上方顯示的綠色圓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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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簡單圖形

Silhouette Studio®擁有內建功能，可以繪製簡單的圖形，如圓形、方形、矩形、直線、多邊
形和手繪藝術線條。您可以在SilhouetteStudio®視窗左側的工具列內找到這些工具。

直線
 要繪製直線，請選擇左側工具列上的直線工具。您可以點擊並拖曳滑鼠以繪製一條直  
         線，還可以點擊一下作為直線的起點，再點擊一下作為直線的終點。 

繪製直線時按住SHIFT鍵則會創建水平線、垂直線或45°線。

矩形/方形
 要繪製矩形，請選擇左側工具列上的矩形工具。您可以點擊並拖曳滑鼠以繪製一個矩
         形，還可以點擊一下設定矩形的一個頂點，再點擊一下設定矩形的對角頂點。

繪製矩形時按住SHIFT鍵則會創建方形。
按住ALT鍵（Mac®上請用OPTION鍵）可以從中心繪製矩形，而不是從一個頂點。
按住SHIFT + ALT鍵（Mac®上為SHIFT + OPTION鍵）可以您的初始點擊位置為中心繪製方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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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索引標籤
Silhouette Design Store擁有上千款設計供您使用Silhouette裁切，從簡單的裁切圖形到複
雜的樣式和設計無所不有。大部分圖形僅售99¢。通常，我們也會每週發布一個免費圖形。

若要訪問Silhouette Design Store，請點擊軟體右上角的商店索引標籤。

出現的首頁上會顯示本週的免費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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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新設計作品

Silhouette Design Store和其他網頁一樣，您可以點擊各種連結以瀏覽新發布的設計，熱門
設計等。主頁上會顯示您可能感興趣的熱門設計和新設計。

現在，您可以點擊主頁上的「本週的新設計」按鈕或者搜尋「免費設計」選項卡以嘗試下載一
個新設計。

點擊搜尋結果裡的設計以檢視此設計的詳細資訊。
點擊「添加到購物車」按鈕以將此免費設計加入您的購物車。

找到視窗右上角的購物車圖示，點擊此圖示以檢視您的購物車。您購物車內的金額總計
應該為$0.00。

點擊「結算」按鈕以繼續。此時，下載前，系統會要求您登入。創建一個新帳號只需要幾秒
鐘。點擊登入頁面上的免費註冊連結以創建新帳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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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一個新帳號

我們提供幾種不同的帳號型別。在熟悉了Silhouette Design Store以後，您可能想要購買訂
閱服務，這樣每個月就可以下載大量的設計作品。
 

若要創建免費帳號並按下載內容付費，請選擇「免費註冊」選項。

系統會要求您提供您的名稱、電郵地址和密碼以創建帳號。請鍵入您的資訊並點擊「註冊」按
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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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好帳號後，您需要再次進入您的購物車，再一次嘗試結算。每次下載設計作品時，
系統都會要求驗證您的密碼。

請鍵入您的密碼以授權下載。

使用您的試用訂閱卡

如果您的Silhouette附帶了一張試用訂閱卡，請使用這張卡，您可以使用它從Silhouette 
Design Store上購買設計作品。在silhouetteamerica.com/setup註冊好您的機器後，您會收到
一封內含推廣碼的郵件，您可以使用這個推廣碼享受一個月的Silhouette Design Store基礎訂
閱。請按照郵件內的說明激活您的試用訂閱，開始享受Silhouette Design Stor的繽紛內容。

你可以在搜尋欄下方，右上角的介面上檢視您的可用訂閱積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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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

瀏覽設計作品

點擊「庫」按鈕以檢視您電腦上的Silhouette設計作品。Silhouette Studio®為您提供了50個
免費的設計作品，讓您輕鬆上手。將您的Portrait連接到您的電腦並打開它，獲取您的50個免
費設計作品。

點擊庫中左側面板上的「顯示所有設計作品」捷徑，檢視軟體提供的全部50個設計作品。

點擊「庫」資料夾旁邊的圖示以展開資料夾並查看其中的內容。此資料夾內最初會有50
個免費的設計作品。

使用「圖示查看」按鈕和「列表查看」按鈕以變更右側面板內設計作品的 視
圖。在列表查看模式下，您可以按名稱、設計型別、藝術家名稱和下載 日期排
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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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設計作品

您可以在「我的收藏」裡為新設計創建新的資料夾，方便地整理您的設計作品。

 
選中「我的收藏」資料夾後，點擊「我的收藏」視窗上方工具列內的「新建資料夾」按鈕，然
後為您的新建資料夾鍵入名稱。

再次選擇「我的收藏」資料夾以展示這50個您已經擁有的設計作品。

將右側面板內的任意設計作品拖曳到左側資料夾面板內的新建資料夾中。每個資料夾旁括號內
的數字表示資料夾中包含的圖形數量。

13

Silhouette Cloud

Silhouette Cloud與SilhouetteStudio®相互協作，讓您的設計可以在多個裝置上保持同步。
您最多可以用5個裝置與您的Cloud賬號同步。如果您沒有使用多個裝置，Silhouette Cloud可
以方便的備份您的設計作品，從此無需恢復。

在SilhouetteCloud裡，儲存Silhouette Design Store下載內容的空間是無限制的。對於自訂
內容，空間限制為1GB。Club Silhouette會員可享受5GB的自訂內容儲存空間。

若要同步您的檔案，請將它們拖曳到收藏資料夾內的雲圖示中。軟體會彈出以提示您使用您的
Silhouette賬號登入Cloud。登入後，您的Cloud就會開始同步您的設計。

您的Cloud Library會在您的收藏內保留自己的資料夾。您可以將作品儲存在您的本機使用者
資料夾內，或者儲存在以您的Silhouette賬號電郵命名的Cloud Library內。儲存在本機使用
者資料夾內的檔案僅限該裝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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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設計作品

在「我的收藏」視窗上方，您會發現一個搜尋方塊。點擊文字方塊，輸入關鍵字以搜尋您的圖
片收藏。搜尋結果會顯示在我的收藏的右側面板中。

如果您想要檢視用於搜尋圖形的關鍵詞和描述，請右擊（Mac®上請用Control單擊）並選擇「顯
示屬性」。在「我的收藏」下方會顯示選中圖形的詳細資訊。從Silhouette Design Store下載

的圖形會包含幾個關鍵字和一個描述或說明。

使用「我的收藏」中的設計作品

在「我的收藏」中的資料夾內，找到您想要裁切的設計作品。雙擊設計作品，將其導入軟體的
頁面中。

這樣會自動關閉「我的收藏」，若要重新打開「我的收藏」，只需再次點擊左側工具列上的「
我的收藏」按鈕。
 
若要關閉「我的收藏」但不要插入設計作品，請點擊「我的收藏」工作區右上角的「關閉」按

鈕。

搜尋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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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切您的設計

準備切割墊

移除切割墊上的離型紙。

按照SilhouetteStudio®中圖像所示，將您
的紙張或其他媒介放在切割墊上。

如果您沒有在螢幕上看到文件下面的切割墊圖片，請在視窗右上角的選項工具列內點擊
頁面設定按鈕。

將螢幕上的圖像放在切割墊上您想要裁切的位置。請確保將您的設計放在頁面上的紅色
邊界內。

準備Silhouette進行切割

按下電源按鈕打開Silhouette Portrait®，等待機器啟動。若要將切割墊送入Silhouette，請打開上
蓋，將切割墊的左邊對準機器左側的藍色對齊標記，將切割墊壓在白色壓輪上，然後在載入介面上
點擊「載入切割墊」按鈕。

調整卡槽 白色壓輪

Bluetooth®

負荷

卸下

功率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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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刀

不同型別的切割刀有不同的調整方法。其他切割刀的調整方法請見包裝內附說明。一般情況下，刀
尖設定越高，刀片露出的部分就越多，裁切的材質就越厚。若要裁切不同材質，請參考Silhouette 
Studio®推薦的切割刀設定。

自動切割刀可按照軟體的裁切設定自動調整。若要手動調整自動切割刀，請將刀尖插入切割刀調整
卡槽，如圖所示。上下移動，將自動切割刀輕輕按入調整卡槽，直至紅色的指示線指向想要的設
定。

若要將工具放入想要的刀座，
請把工具座卡榫輕輕向外拉以解鎖。
將工具放在工具座上推到底，
把工具座卡榫往內推以固定工具。
請確保工具已完全放入工具座。

切割刀設定

1

4–6

7–10

2–3

材料

薄材料如膠膜，以及光滑的轉印材料

較厚的材料，如網紋卡片紙和樣板紙

厚材料，如帆布

中等厚度的材料如紙張、厚紙板和植絨的轉印材料

指示線

調整卡槽

自動切割刀

刀片鋒利。 小心處理外殼，不要觸摸刀片本身。

 解鎖

鎖定桿

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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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索引標籤

傳送索引標籤與過去的裁切設定很類似，但是它是按動作劃分的。傳送索引標籤旨在簡化裁切過程，
讓裁切變得更簡單。

在傳送索引標籤內，您可以選擇四個動作：簡單，直線，填充和分層。 

每個動作讓您可以調整具體的裁切設定。裁切非常簡單，您只需要在簡單面板內選擇材質，選擇動
作，選擇裁刀，然後再點擊「傳送」。

傳送畫面有兩部分：右邊欄面板以及左側的設計畫面。右側的面板包括動作索引標籤和動作選項。
當您進入傳送索引標籤時，您設計中的裁切線會變粗、變寬，這樣您就可以準確的看出Silhouette
會裁出什麼。 

若您想要調整您的設計，您必須點擊設計索引標籤以回到設計畫面。在傳送索引標籤內，您可以移
動您的設計，但是不能對設計進行其他調整。

動作選項

動作面板上的第一個選項是簡單索引標籤。在這裡，您可以選擇材質類型，想要讓Silhouette執行
的動作，使用的裁刀，想要裁切，蝕刻，划刻，浮雕或點刻的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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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案例中，您選擇了「卡片紙，純色」。若這裡沒有您正在使用的材質，請點擊螢幕底部的新增
材質類型按鈕。您可以為材質命名，並定義裁切設定。

如需更多進階設定，您可以使用直線面板、填充面板或分層面板。使用直線面板或填充面板，您可
以按照圖像的直線色彩或填充色彩，為Silhouette分配任務。如果您的設計擁有多個層，您可以使
用分層面板以選擇要裁切的層。 

在傳送面板底部，有一個像畢業帽的圖示。如果您想要知道在裁切前必須要做的所有事情，請點擊
它以查看簡要的教學步驟。裁切前，您一定要完成以下步驟：

 f 在材質部分選擇一個材質。

 f 使用動作索引標籤，調整到想要的裁切設定。

 f 將裁刀或工具插入您的機器，並按照動作面板上建議的設定調整它。

 f 載入您的材質（若材質帶背板），或者將材質放在裁切墊上載入。

當您準備好以後，請點擊傳送。這會將您的裁切工作傳送到您的Port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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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tooth®

Silhouette Portrait®與Bluetooth®相容，可以使用無線通訊。Silhouette Portrait® Bluetooth®
版包含預先安裝的Bluetooth®配接器。而其他Portrait版本，Bluetooth®功能已啟用，但是您需要
安裝一個Bluetooth®配接器。Bluetooth®在機器底部的隔室內，可以使用普通螺絲刀打開。 

若要連接您已開啟Bluetooth®的Portrait 2，請確保您已按下Portrait上的Bluetooth®按鈕，開啟
Bluetooth®。Bluetooth®按鈕旁邊的LED燈應該亮起藍色。 

在Silhouette Studio®中，前往傳送索引標籤。點擊面板底部的Bluetooth®圖示並選擇「新增
Bluetooth®機器」。幾秒鐘後，傳送索引標籤上Portrait的狀態將顯示為準備就緒，安裝就完成
了。Bluetooth®按鈕旁邊的LED燈應該亮起紫色。 

Bluetooth®已關閉
（或沒有Bluetooth®配接器）

Bluetooth®已打
開，但未連接

Bluetooth®已打
開，已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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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獲取更多資訊

完整的使用者手冊
若要檢視Silhouette Studio®內完整、帶插圖的使用者手冊，請點擊「幫助」-> 「使用者手
冊」。

網站
若要了解具體功能以及如何使用SilhouettePortrait®裁切不同材料的流程說明，請訪
問
www.silhouetteamerica.com的教學課程部分。

部落格
關於新項目的創意想法，請訪問我們的官方部落格：blog.silhouetteamerica.com。許多部落
格文章上都有進階使用Silhouette產品和軟體的步驟說明。

電子報
在www.silhouetteamerica.com上註冊以獲取Silhouette電子報，通過電郵接收產品更新與特
別優惠。

客戶服務
如果您有更多疑問，請隨時連絡客戶服務：

Silhouette America, Inc.
support@silhouetteamerica.com
https://www.silhouetteamerica.com/cont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