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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登入

Step 1.在網頁右上方點選『登入/加入會員』。

Step 2. 輸入帳號、密碼，按下 即可成功登入會員。

管理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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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密碼

Step 1. 點選忘記密碼連結。

Step 2. 輸入帳號及電子信箱後，按下 系統將會寄
送密碼通知信至您的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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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基本資料

Step 1. 請先登入會員。

Step 2. 點選右上角的『控制台』裡面的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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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進入『基本資料修改』修改密碼及基本資料。



－快速製作3步驟 完成刊物轉製－

做書三步驟

Step 1. 開始做書_基本設定

Step 2. 上傳檔案做成電子書

Step 3.完成並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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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開始做書_基本設定

1.登入成功後，點選「控制台」內的「我的刊物」。

2.選擇要新增的書籍版本，然後點選下方「我要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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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基本設定中，填寫必填欄位(*)。
必填欄位有：書籍名稱、書籍介紹、刊物分類、

作者及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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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要上傳的格式［單頁格式］或［跨頁格式］。

Step 2. 上傳檔案做成電子書

上傳完成，點選 ，瀏覽電子書。

點選「選擇檔案」，選擇要上傳的檔案，選擇
完畢後點選右側的「開始上傳」按鈕，將檔案
上傳。

＊建議上傳PDF檔案格式
＊跨頁格式僅限圖片格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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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完成並瀏覽

電子書製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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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點選「頁面管理」，即可前往頁面管理
進行多媒體設定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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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書本內放
置多媒體物件

在我的刊物內，點選基本功能下的「頁面管理」，可
進入頁面管理。

進入頁面管理後，在要編輯多媒體設定的該頁上，

點選「多媒體設定」。

多媒體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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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要新增的物件，頁面中間會出現感應區塊，拖

拉感應區塊進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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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新增感應區

II. 文字－多媒體功能

III. 圖片－多媒體功能

IV. 影片－多媒體功能

V. 聲音－多媒體功能

VI. 地圖－多媒體功能

VII.連結－多媒體功能

VIII.購物車－多媒體功能

頁面管理
多媒體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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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頁按鈕：可以上下頁按鈕
選擇頁面做多媒體數據之編輯。



1. 將多媒體圖層移至最下層

2. 複製多媒體物件

3. 多媒體感應區其他設定

4. 選擇刪除物件，即可將多

媒體區塊刪除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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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設定-基本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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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多媒體區塊顏色之透明度，若
不顯示顏色，則將透明度調至 0 即可

設定多媒體區塊之顏色

設定是否顯示多媒體物左方之物件
標籤，取消顯示即可隱藏物件標籤



1. 功能說明：
新增：點選「文字」多媒體功能，即可出現多媒體編
區塊。
2. 編輯：
可使用二種方式，『內嵌文字』、『彈跳文字』來編
輯多媒體物件文字。

可使用二種方式，『內嵌文字』、『彈跳
文字』來編輯多媒體物件文字。

基本屬性，請基本屬性功能說明。

多媒體設定-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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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說明：
新增：點選「圖片」多媒體功能，即可出現多媒體編
區塊。
2. 編輯：
 『內嵌圖片』：於設定好尺寸之物件方塊內嵌入

圖片。
 『彈出圖片』：本功能為供使用者放置縮小之圖

片，但按下後可顯示原尺寸之圖片大小。

可使用二種方式，『內嵌圖片』、『彈出圖
片』來編輯多媒體物件圖片。

基本屬性，請基本屬性功能說明。

選擇檔案

多媒體設定-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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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說明：
新增：點選「影片」多媒體功能，即可出現多媒體編
區塊。

選擇影片來源

可使用二種方式，『彈出影片』、『內嵌
影片』來編輯多媒體物件影片。

可以選擇播放方式

多媒體設定-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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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輯：

可使用二種方式，『彈出影片』、『內嵌影

片』來編輯多媒體物件影片。

 『彈出影片』：設定彈出影片的寬高及

尺寸，並可選擇欲使用已上傳之檔案或

是 youtube 之影片等做為檔案之來源。

 『內嵌影片』：於設定好尺寸之物件方

塊內嵌入多媒體影片。並可選擇欲使用

已上傳之檔案或是 youtube 之影片做為

檔案之來源。

基本屬性，請基本屬性功能說明。

多媒體設定-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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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1. 新增：點選「聲音」多媒體功能，即可出現多媒

體編區塊。
編輯：
1. 可選擇二種方式，『點擊播放』、『自動播放』

來編輯多媒體物件聲音。
 『點擊播放』：選擇已上傳之 mp3 檔案，點擊

即可播放聲音檔
 『自動播放』：選擇已上傳之 mp3 檔案，電子

書於自動翻頁狀態時，翻至放置此物件頁面，即
自動播放此聲音檔。

可選擇二種方式，『點擊播放』、『自動播
放』來編輯多媒體物件聲音。

基本屬性，請基本屬性功能說明。

多媒體設定-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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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說明：
新增：點選「地圖」多媒體功能，即可出現多媒體編
區塊。
2. 編輯：
可使用二種方式，『Google地圖』、『高德地圖』
來編輯多媒體物件地圖。
 『Google地圖』：於下方文字方塊內輸入地址。
 『高德地圖』：於下方文字方塊內輸入地址。

（針對大陸地區使用）

可使用二種方式，
『Google地圖』、
『高德地圖』來編
輯多媒體物件地圖。

基本屬性，請基本屬性功能說明。

多媒體設定-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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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說明：

新增：點選「連結」多媒體功能，

即可出現多媒體編區塊。

可使用三種方式，『書頁跳頁』、『外部連
結』、『彈跳網頁』來編輯多媒體物件連結。

基本屬性，請基本屬性功能說明。

多媒體設定-連結

23



2. 編輯：
可使用三種方式，『書頁跳頁』、『外部連結』、
『彈跳網頁』來編輯多媒體物件連結。
 『書頁跳頁』：輸入書本頁數，即可建立書頁跳

頁之功能
 『外部連結』：輸入網址以建立超連結，可選擇

點選此物件後，要使用另開視窗或是原視窗方式
呈現。

 『彈跳網頁』：輸入網址以建立超連結，以彈跳
在電子書上方的形式呈現。長寬可自行調整。

可使用三種方式，『書頁跳頁』、『外部連
結』、『彈跳網頁』來編輯多媒體物件連結。

多媒體設定-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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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說明：

新增：點選「購物車」多媒體功能，即可出現多媒體編區塊。

基本屬性，請基本屬性功能說明。

多媒體設定-購物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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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行選擇是否增加導覽圖片，
之後瀏覽頁面點選後即會附加
圖片。



回到頁面管理，需點選「發佈更新」按鈕，
別人才能看到您所製作的多媒體功能唷！

發佈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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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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