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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章將利用前面兩章所設計的網頁版型，進一步學習按鈕元件的設計以及練習網

頁版型的分割匯出流程。

1. 設計簡單按鈕了解按鈕元件
在 CH1 章節設計的網頁版型我們設計了關於本網、最新消息…等導覽列按鈕文字，

在本章中將為導覽列設計呈現互動效果的按鈕元件，這一節先透過簡單圓角矩形的

造形來學習按鈕元件的建立與使用。

01 新增文件開啟一個新的

檔案，寬度設定 900 像素、

高度設計 500 像素、畫布顏

色白色按確定鈕。 

02 點選圓角矩形工具在畫布上繪製一個圓角矩形，點選文字功能表視窗→自動圖

形屬性，利用自動圖形屬性面板設定寬、高及圓角角度（例如：寬度 150 像素、高

度 60 像素、圓角角度為 15），參考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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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使用指標工具先點選圓角矩形，再點選文字功能表修改→元件→轉換成元件。

04 接著會出現轉換成元件的對話方塊視窗，輸入元件名稱（例如：簡單按鈕），

點選類型為按鈕，勾選啟動 9 分割縮放導引線再按確定鈕

05 轉成按鈕元件圓角矩形結果如下圖所示，在元件上方有半透明的矩形區塊，它

是匯出版型區塊分割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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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在按鈕元件上連按二下滑鼠左鍵進入按鈕內部，在圓角矩形上有 4 條引導引

線，稱為 9 分割縮放導引線，目的是控制形狀中可以放大縮小的範圍，在導引線交

集範圍中央的部份是未來按鈕可以被放大縮小的區域，也就是說導引線外圍四周的

區域是不會被放大縮小的，如果按鈕安排在畫布上時不會放大或縮小，那麼就不需

要 9 分割縮放導引線，可以在屬性面板取消勾選啟動項目，如下圖所示。

07 點選屬性面板的狀態選項，可以看到下拉式選單中有 5 種狀態，點選視窗→ 

狀態顯示狀態面板，在狀態面板可以看到按鈕元件的 4 種基本狀態，以下 4 個步

驟將設計按鈕的樣子，其中作用區域狀態負責設計按鈕感應滑鼠的區域，一般狀

態表示按鈕元件滑鼠未滑入未按下的樣子，參考下圖所示，就保持目前圓角矩形的 

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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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點選狀態面板的滑過，滑過狀態表示當滑鼠滑入按鈕時按鈕的樣子，點選屬

性面板中的複製一般圖像鈕可以將一般狀態中按鈕的樣子複製過來，結果如下圖 

所示。

09 點選圓角矩形改變填色的顏色，如下圖所示。

10 點選狀態面板的按下，按下狀態表示當滑鼠按下按鈕後的樣子，點選屬性面板

中的複製滑過圖像鈕可以將滑過狀態中按鈕的樣子複製過來，點選圓角矩形再改變

填色的顏色，結果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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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點選狀態面板的按下後滑過，按下後滑過狀態表示滑鼠按下按鈕後再滑入按鈕

上的樣子，點選屬性面板中的複製按下圖像鈕可以將按下狀態中按鈕的樣子複製過

來，點選圓角矩形再改變填色的顏色，結果如下圖所示。

12 點選文件視窗左上角的頁面 1 回到頁面的

畫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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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將畫布上的按鈕元件再複製一個放在右邊，點選右邊的按鈕，在屬性面板將 

寬度改成 220 像素放大按鈕的寬度，結果可以觀察到就算寬度變大也不會破壞圓角

的角度，結果請參考下圖所示。

14 點選文件視窗左上角的預覽鈕可以預覽按鈕設計的結果，當滑鼠滑入按鈕上時

會呈現如下圖的結果。

15 當滑鼠按下按鈕時會呈現如下圖右邊按鈕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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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當按下按鈕後再將滑鼠滑入按鈕上時會呈現如下圖的結果。

2. 了解網頁版型匯出的流程
當網頁版型設計好之後，基本上需要經過 4 個階段的設定流程來將版型圖檔匯出成

網頁檔及相關需要的影像圖檔，4 個工作階段為：分割版型、檔案最佳化、HTML 

設定及匯出，以下簡介 4 個階段負責的工作，後續將在實例操作 3、實例操作 4、

實例操作 5 逐步引導練習。

2-1  分割版型

點選工具面板中的

分割工具，將版型

中需要獨立成影像

檔的範圍拖曳畫出

分割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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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檔案最佳化設定

分割好區域準備匯出之前，必須先進行檔案

最佳化的設定，決定圖檔匯出的格式，點選

文字功能表視窗→最佳化顯示最佳化面板，

同時切換到預覽模式觀察圖像品質及視窗左

下方的預測匯出結果。

常用網頁圖檔格式特性整理如下表說明。

 特性     格式 GIF JPEG PNG 8 PNG 24 PNG 32

色彩格式 256 索引色 全彩 256 索引色 全彩 全彩

透明鏤空去背
可（但不能

半透明）
不可

可（但不能

半透明）
不可 可

動畫 可 不可 可 不可 不可

較適合儲存的

影像類型。

須透明鏤空去

背，色彩單純

或含有簡單線

條影像使用。

不須透明鏤空

去背且需要全

彩呈現的影

像，如人物或

風景等影像較

常使用。

與GIF格式雷 

同，須透明鏤

空去背，色彩

單純或含有簡

單線條影像 

使用。

與 JPEG 格式

雷同，不須透

明鏤空去背且

需要全彩呈現

的影像，如人

物或風景等影

像較常使用。

沒有限制，但

常用於透明鏤

空去背，尤其

是漸層半透明

呈現的設計。

2-3  HTML設定

匯出之前除了檔案最佳化設定之外，還有一項 HTML 設定，點選文字功能表檔案

→ HTML 設定。如果匯出時需要匯出 HTML 檔案，那麼在一般標籤頁面中可以設定

HTML 樣式文件類型、副檔名格式，並且可以設定好 HTML 檔案的背景影像及重複

狀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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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格標籤頁面中可以設定影像圖檔間距的設定方式，例如：使用巢狀表格來區隔

影像排版的方式，如下圖所示。

在文件描述標籤頁面中可以設定匯出影像檔案名稱的命名方式，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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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匯出成 HTML網頁檔及相關圖檔

處理好檔案最佳化設定及 HTML 設定之後，最後一個步驟就是匯出成相關檔案了，

建議在匯出之前記得將目前檔案儲存起來，點選文字功能表檔案→儲存檔案存成

Fireworks PNG (*.png) 的原始格式檔案，接著點選文字功能表檔案→匯出，準備將

版型匯出成相關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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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網頁版型分割的規則
網頁頁面上的版型圖案設計好之後必須進行分割的工作，目的是：

(1) 每一個按鈕必須成為一個獨立的圖檔。

(2) 版型中必須規劃出未來網頁的內容區域。

(3) 考慮到未來網頁內容的延伸性，所以必須分割出可以重複拼貼的部份當作背景。

(4) 不讓一個圖檔太大，因此進行適當的分割。

(5) 分割區域才能設計互動效果。

因此進行網頁版型分割時，可以依循以下步驟的考量來建立：

(1) 按鈕元件部份不再分割，也不要有任何重疊。

(2) 分割出未來網頁的內容區。

(3) 考量網頁內容垂直的延伸性，因此進行水平貫穿狀態的分割區。

(4) 考量網頁內容垂直的延伸性，分割出可以垂直重複當作背景的區域。

(5) 考量一個圖檔不要太大或是考量圖案的完整性而進行分割。

(6) 留意分割區域不會造成圖片的支離破碎，留意分割區域之間不要有細縫，也儘量

不要有重疊區域比較好。

1. 設計版型一的按鈕

01 開啟舊檔選擇 CH1 練習好的版型設計檔案（或者開啟範例光碟 CH1 資料夾中

的版型設計一第一階段完成檔 .png檔案），點選導覽列中第一個按鈕文字關於本網，

在文字上按滑鼠右鍵選擇轉換成元件，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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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出現轉換成元件對話方塊視窗，輸入元件名稱（例如：按鈕元件），類型選擇

按鈕再按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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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在圖層面板先取消二個導覽列下方綠色矩形的鎖定，使用指標工具拖曳選取二

個綠色矩形，再點選文字功能表編輯→複製，參考下圖所示。

04 在按鈕元件（關於本網的文字）上連按二下滑鼠左鍵進入按鈕元件，在狀態面

板點選滑過狀態，在點選屬性面板中的複製一般圖像鈕，參考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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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點選文字功能表編輯→貼上（或是點選主工具列上的貼上鈕），接著在圖層面

板中將二個矩形往下拖曳到關於本網的文字之下，點選工具面板的縮放工具，參考

下圖所示，將矩形寬度縮小。

06 參考下圖所示，將二個矩形分別設定填色為紅色、暗紅色。

07 這個版型的按鈕設計就不設計按下及

按下後滑過的按鈕樣子，點選文件視窗左

上方頁面 1，回到頁面 1 的畫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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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選取右邊 5 個輸入好的文字，這些只是文字所以按 Delete 鍵刪除。

09 將左邊設計好的第一個按鈕再複製出 5 個按鈕，自左至右緊鄰排列，分別點選

每一個按鈕元件，在屬性面板的文字項目中輸入按鈕上要呈現的文字，結果如下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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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點選文件視窗左上角的預覽鈕，就可以預覽檢視按鈕設計的結果，如下圖所

示，當滑鼠滑入按鈕時會呈現紅底的樣子，設計好以上工作後記得儲存檔案。

2. 設計版型二的按鈕

01 開啟舊檔選擇 CH2 練習好的版型設計檔案（或者開啟範例光碟 CH2 資料夾中

的版型設計二第一階段完成檔 .png 檔案），使用圓角矩形工具在 Logo 的右方拖曳畫

出一個圓角矩形，接著點選視窗→自動圖形屬性開啟自動圖形屬性面板，設定寬度

為 80 像素、高度為 28 像素，而左上及右下的圓角角度設定 14 像素，右上及左下

的圓角角度設定為 0 像素，在選擇填色的顏色及筆畫的顏色，結果如下圖所示。

02 點選設計好的圓角矩形，再點選文字功能表修改→元件→轉換成元件，如下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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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出現轉換成元件

對話方塊視窗，輸入元

件名稱（例如：按鈕元

件），類型選擇按鈕再

按確定鈕。

04 在按鈕元件上連按二下滑鼠左鍵進入按鈕元件，使用文字工具輸入按鈕文字，

在屬性面板中設定好字體、大小及顏色，參考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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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在狀態面板點選滑過狀態，在點選屬性面板中的複製一般圖像鈕，參考下圖設

定按鈕文字的顏色，點選圓角矩形增加濾鏡→陰影和光暈→陰影，調整陰影設定如

下圖所示。

06 建議在狀態面板點選一般狀態，選取圓角矩形及文字點選主工具列上的複製

鈕，接著在狀態面板點選按下狀態，再點選主工具列上的貼上鈕，參考下圖設定按

鈕文字的顏色，點選圓角矩形設定填色為漸層填色，再設定筆畫顏色如下圖所示。



3-20

07 建議在狀態面板點選滑過狀態，選取圓角矩形及文字點選主工具列上的複製

鈕，接著在狀態面板點選按下後滑過狀態，再點選主工具列上的貼上鈕，結果如下

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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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點選文件視窗左上方頁面 1，回到頁面 1 的畫布上，將設計好的按鈕元件複製

成 5 個，如下圖所示，同時選取 5 個按鈕，可以利用對齊面板選擇相對於物件再點

選垂直置中對齊鈕及水平置中分散對齊鈕。

09 分別點選按鈕元件，在屬性面板的文字選項輸入按鈕要呈現的文字，例如： 

關於我們、最新消息、購物中心、會員中心及聯絡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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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設計好版型按鈕之後，按 F12 鍵可以切換到瀏覽器預覽設計的結果，如下圖所

示，設計好以上工作後記得儲存檔案。

3. 以表格方式快速匯出版型一

01 開啟實例操作 1 設計好的版型檔案（或者開啟範例光碟 CH3 資料夾中的版型

設計一完成檔 .png 檔案），點選工具面板的分割工具，在按鈕導覽列的上方拖曳畫

出一個區塊，利用屬性面板可以設定調整分割區塊為寬 920 像素、高 200 像素、X

座標 0、Y 座標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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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使用分割工具在按鈕導覽列的下方再拖曳畫出一個區塊，利用屬性面板可以設

定調整分割區塊為寬 920 像素、高 20 像素、X 座標 0、Y 座標 235。

03 使用分割工具在最下方拖曳畫出一個區塊，利用屬性面板可以設定調整分割區

塊為寬 920 像素、高 50 像素、X 座標 0、Y 座標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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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使用指標工具在畫布外圍單點一下不選

取任何物件，點選文字功能表視窗→最佳化，

開啟最佳化面板，由於兩旁邊緣設計漸層半透

明的陰影，因此建議影像格式選擇 PNG32，

預防有局部影像的最佳化設定不同，建議選

取所有的分割區塊再將最佳化面板的格式選擇

PNG32。

05 點選文字功能表檔案→ HTML 設定，在一般標籤頁面中 HTML 樣式選擇

Dreamweaver XHTML，副檔名選擇 .html，如下圖所示。

06 點選表格標籤頁面，間距選擇巢狀表格，無間距，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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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點選文件描述標籤頁面，參考下圖所示設定分割檔案名稱，其中狀態名稱建議

選擇變換影像（滑過、按下、按下後滑過），如下圖所示。

08 點選文字功能表檔案→匯出，新增一個存放這個版型匯出檔案的資料夾（例 

如：layout01），檔案名稱輸入 layout01.html，匯出選擇 HTML 和影像，HTML 項目

選擇匯出 HTML 檔案，分割項目選擇匯出分割，頁面項目選擇目前頁面，勾選包含

不含分割的區域（因為按鈕導覽列的兩邊區域沒有分割，勾選這個項目可以讓兩邊

區域也會跟著匯出影像），勾選將影像放入子資料夾，按存檔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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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匯出後在檔案總管視窗中可以看到一個 layout01.html 的網頁檔案及一個

images 的資料夾，如下圖所示。

10 進入 images 資料夾中可以看到匯出的影像檔案，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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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果連按二下 layout01.html 的網頁檔案，結果會顯示在瀏覽器視窗中，如下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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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 CSS方式匯出版型一

01 這個實例操作將以 CSS 方式匯出版型一，使用指標工具點選最上方的分割區

塊，在屬性面板中的類型選擇背景影像，如下圖所示。

02 使用分割工具將按鈕導覽列最左邊的區域分割出來，在屬性面板中的類型選擇

背景影像，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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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使用分割工具將按鈕導覽列最右邊的區域分割出來，在屬性面板中的類型選擇

背景影像，如下圖所示。

04 點選按鈕導覽列下方的分割區塊，在屬性面板中的類型選擇背景影像，如下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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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點選最下方的分割區塊，在屬性面板中的類型選擇背景影像，如下圖所示。

06 點選文字功能表檔案→匯出，再新增一個存放這個版型匯出檔案的資料夾（例

如：layout01css），檔案名稱輸入 layout01css，匯出選擇 CSS 和影像 (.html)，頁面

項目選擇目前頁面，勾選將影像放入子資料夾，按存檔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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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匯出後在檔案總管視窗中可以看到一個 layout01css.html 的網頁檔案、

layout01css.css 的樣式表檔案及一個 images 的資料夾，如下圖所示。

08 如果連按二下 layout01css.html 的網頁檔案，結果會顯示在瀏覽器視窗中，如

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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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在瀏覽器視窗空白處按滑鼠右鍵選擇檢視網頁原始碼，結果如下圖所示，可以

觀察到網頁內容是以 Div 方框的方式來排版。

10 如果是在 Chrome 瀏覽器檢視原始碼，在上一個步驟原始碼第 6 行 layout01css.

css 的檔案名稱上按滑鼠右鍵選擇在新分頁中開啟連結，結果如下圖所示，排版的樣

式是以 CSS 樣式規則來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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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由上述的步驟中可以檢視到按鈕元件只有匯出狀態 1 的樣子，因此回到頁面 1

的畫布上，使用指標工具同時選取 5 個按鈕元件，接著在按鈕上按一下滑鼠右鍵選

擇匯出選取的分割。

12 選擇文字功能表檔案→匯出，選擇 layout01css → images 資料夾，匯出項目選

擇只有影像，勾選只有選取的分割，按存檔鈕（參考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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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結果在檔案總管視窗進入 images 資料夾，可以看到匯出的影像檔案，如下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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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配合使用 CSS方式匯出版型二

01 開啟實例操作 2 設計好的版型檔案（或者開啟範例光碟 CH3 資料夾中的版型

設計二完成檔 .png 檔案），建議另存新檔為 layout02.png 再依以下引導練習匯出影

像圖檔。

02 在圖層面板除了按鈕區圖層之外，關閉其他圖層的眼睛隱藏圖層，並且設定畫

布的背景底色為透明，自左至右分別點選按鈕元件，在屬性面板中輸入按鈕元件的

名稱，例如：btn1、btn2、btn3、btn4、btn5，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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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同時選取 5 個按鈕元件，在最佳化面板

選擇影像圖檔的格式為 PNG32。

04 接著選擇文字功能表檔案→ HTML 設定，點選文件描述標籤頁面，設定分割檔

案名稱為「分割」，狀態名稱為變換影像（滑過、按下、按下後滑過），其餘項目選

擇無按確定鈕（參考下圖所示）。

05 接下來在按鈕上按一下滑鼠右鍵選擇匯出選取的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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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選擇匯出存檔的資料夾（建議新增一個資料夾，命名為：layout2），檔案名稱

不重要，匯出項目選擇只有影像，分割項目選擇匯出分割，勾選只有選取的分割按

存檔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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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結果在檔案總管視窗進入 layout02 資料夾，可以看到匯出的按鈕影像檔案，如

下圖所示。

08 接下來開啟圖層面板 top 區的眼睛，讓圖層顯示出來，使用分割工具在版型左

上方拖曳畫出一個分割區塊，左右兩邊分割的位置請留意到影像重覆的範圍，參考

下圖所示，例如：寬度 32 像素、高度 20 像素、X 座標 27、Y 座標 0，在屬性面板

上輸入分割區塊的名稱為 header_top，緊接著在分割區塊上方按一下滑鼠右鍵選擇

匯出選取的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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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選擇匯出存檔的資料夾（例如：layout2），檔案名稱為分割名稱不改變，匯出

項目選擇只有影像，分割項目選擇匯出分割，勾選只有選取的分割按存檔鈕。

10 接下來關閉圖層面板 top 區的眼睛，再讓其他圖層顯示出來，參考下圖所示，

使用分割工具在版型左上方拖曳畫出一個分割區塊，左右兩邊分割的位置請留意

到影像重覆的範圍，例如：寬度 255 像素、高度 350 像素、X 座標 80、Y 座標 0， 

在屬性面板上輸入分割區塊的名稱為 wrapper_container，緊接著在分割區塊上方按

一下滑鼠右鍵選擇匯出選取的分割，依步驟 09 的設定匯出影像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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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圖層面板關閉 header 區的眼睛，讓 header 區圖層隱藏出來，使用分割工具

在版型上方拖曳畫出一個分割區塊，參考下圖所示，例如：寬度 1300 像素、高度

350 像素、Y 座標 0，在屬性面板上輸入分割區塊的名稱為 header_bg，緊接著在 

對齊面板先點選相對於畫布，再點選水平置中對齊鈕。

12 在圖層面板關閉 bg 圖層的眼睛讓 bg 圖層隱藏起來，接著在分割區塊上按一下

滑鼠右鍵選擇匯出選取的分割，依步驟 09 的設定匯出影像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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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接著使用分割工具在版型中央拖曳畫出一個分割區塊，參考下圖所示，例如：

寬度 1300 像素、高度 20 像素、Y 座標 378 左右，在屬性面板上輸入分割區塊的名

稱為 wrapper_bg，緊接著在對齊面板先點選相對於畫布，再點選水平置中對齊鈕。

14 緊接著在分割區塊上按一下滑鼠右鍵，選擇匯出選取的分割，依步驟 09 的設

定匯出影像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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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點選畫布上方的 Logo 物件，選擇文字功能表編輯→複製。

16 新增文件開啟一個新

的檔案，預設的寬度及高度

與複製的物件一樣、畫布顏

色點選透明按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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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點選文字功能表編輯→貼上，緊接著在最佳化面板中選擇影像格式為 PNG32。

18 選擇文字功能表檔案→匯出，選擇匯出存檔的資料夾（例如：layout2），檔案

名稱輸入 logo，匯出項目選擇只有影像按存檔鈕。設計到這裡已經將所有網頁需要

的影像匯出存檔了，後續延伸學習中將會介紹在 Dreamweaver 運用匯出的影像圖檔

編排網頁的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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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實例操作中我們學習了三個版型分割匯出的方式，但總是要到 Dreamweaver

軟體將網頁版型排版完成才能確定分割匯出的影像檔案可以有效使用，因此這一章

的延伸學習就來將已匯出的版型進行排版。

1. 版型一 Dreamweaver的表格排版

01 開啟 Dreamweaver 軟體，開啟舊檔選擇實例操作 1 分割匯出的 layout01.html

檔案（或者開啟範例光碟 CH3 → layout01 資料夾中的 layout01.html 檔案），結果

如下圖所示。

02 傳送到 Chrome 瀏覽器預覽，結果如下圖所示，雖說網頁似乎已成型，但是內

容區的影像圖檔是插入的，無法再輸入文字或其他物件，並且整個版型靠左對齊而

非置中，因此需要再調整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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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傳送到 IE 瀏覽器預覽，結果如下圖所示，除了上一個步驟提到的問題之外，按

鈕區還多了邊框以至於排版錯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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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顯示 CSS 樣式面板，Fireworks 軟體已產生一個

CSS 樣式規則 td img，這個 CSS 樣式規則實際上並不

需要，因此點選這個規則再點選刪除 CSS 規則鈕。

05 接著點選新增 CSS 規則鈕，選取器類型選擇類別，選取器名稱輸入

centerTable，規則定義可以選擇 ( 僅此文件 ) 也可選擇 ( 新增樣式表檔 )，這個練習

我們就選擇 ( 僅此文件 ) 按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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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點選方框分類，Width 寬度設定 920 px，Margin 框外的邊界設定 Right 右邊及

Left 左邊皆為 auto 自動分配，按確定鈕。

07 點選視窗左下方標籤狀態列 <table>，在屬性面板右邊的類別選項選擇

centerTable。



3-48

08 上一個步驟雖然已將表格套用置中排版的類別樣式，但如果切換到瀏覽器預

覽時會發現表格仍然不會置中對齊，這是因為這個表格還有一個優先權更高的行內 

樣式設定表格為 inline-table，這個設定會讓表格成為行內元素而不會置中對齊了，

因此顯示程式碼視窗，選取 87 行 <table> 標籤內的 style=”display: inline-table;”

按 Delete 鍵刪除。

09 按 F12 鍵傳送到 Chrome 瀏覽器預覽，結果如下圖所示，整個版型可以置中對

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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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點選上方 header 區域的影像，按 Delete 鍵刪除。

11 點選標籤狀態列游標所在的 <td>，屬性面板點選 CSS 分類，目標規則選擇 

新增行內樣式，再點選編輯規則鈕。

12 點選背景分類，點選瀏覽鈕選擇 images 資料夾中的 layout01_r1_c1.png 按 

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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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點選方框分類，Width 寬度設定 920 px、Height 高度設定 200 px 按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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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 CSS 樣式面板，點選新增 CSS 規則鈕，選取器類型選擇複合，選取器名稱

輸入 .centerTable img 按確定鈕。

15 點選邊框分類，Style 選擇 none，Width 與 Color 可以選也可以不選按確定鈕。

16 將結果切換到 IE 瀏覽器預覽，可以發現按鈕的邊框已取消，所以版型也不會錯

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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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先點選中央白色大圖，再點選標籤狀態列上的 <tr> 再按 Delete 鍵刪除整列。

18 點選按鈕下方的白色影像，按 Delete 鍵刪除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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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點選標籤狀態列游標所在的 <td>，屬性面板點選 CSS 分類，目標規則選擇 

新增行內樣式，再點選編輯規則鈕。

20 點選背景分類，點選瀏覽鈕選擇 images 資料夾中的 layout01_r3_c1.png 按 

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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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點選方框分類，設定 Width 寬度設定 880 px（920-40=880），Padding 框內間

距輸入 20 px 按確定鈕。

22 按 F12 鍵將結果切換到瀏覽器預覽，可以看到內容區已調整完成可以輸入文 

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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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點選下方 footer 區域的影像，按 Delete 鍵刪除。

24 點選標籤狀態列游標所在的 <td>，屬性面板點選 CSS 分類，目標規則選擇 

新增行內樣式，再點選編輯規則鈕。

25 點選背景分類，點選瀏覽鈕選擇 images 資料夾中的 layout01_r5_c1.png 按 

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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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點選方框分類，設定 Width 寬度設定 900 px、Height 高度設定 30 px，Padding

框內間距輸入 10 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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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點選區塊分類，設定 Letter-spacing 字元間距設定 1 px、Text-align 內容文字的

對齊設定 center 置中。

28 點選字型分類，Font-family 字體選擇字體清單，Font-size 字體大小設定 12 

px、Color 顏色選擇白色按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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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按 F12 鍵將結果切換到瀏覽器預覽，調整後的版型如下圖所示。

2. 版型二 Dreamweaver的 CSS樣式排版
這是版型二排版好的結果：

規劃版型區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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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版型二 Dreamweaver 的 CSS 樣式排版  

這是版型二排版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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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版型區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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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開 啟 Dreamweaver 軟 體， 開 新 檔 案 新 增 空 白 HTML 文 件， 儲 存 檔 案 為

layout02.html，在視覺設計中先輸入 header_top、nav、container、footer，如下圖

所示。

02 選取 header_top 文字，點選插入 Div 標籤鈕，設定 ID 名稱為 header_top 按 

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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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同上一個步驟，選取 nav 文字，點選插入 Div 標籤鈕，設定 ID 名稱為 nav；選

取 container 文字，點選插入 Div 標籤鈕，設定 ID 名稱為 container；選取 footer 文

字，點選插入 Div 標籤鈕，設定 ID 名稱為 footer，最後選取全部的文字，在屬性面

板 HTML 分類中的格式選擇無，取消段落 <p> 標籤。

處理好以上步驟後，建議檢視程式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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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參考下圖所示，選取前三個 Div 區塊，再點選插入 Div 標籤鈕，設定 ID 名稱為

header 按確定鈕。

05 參考下圖所示，點選左下方標籤狀態列的 <div#header>，再點選插入 Div 

標籤鈕，設定 ID 名稱為 wrapper_container 按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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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參考下圖所示，點選左下方標籤狀態列的 <div#wrapper_container>，再點選

插入 Div 標籤鈕，設定 ID 名稱為 wrapper 按確定鈕。

處理好以上步驟後，建議檢視程式碼如下。

07 在 CSS 樣式面板點選新增 CSS 規則鈕，選取器類型選擇複合，選取器名稱輸

入 * 按確定鈕，點選方框分類，Padding 與 Margin 皆設定為 0 取消全部物件的預設

距離按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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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點選標籤狀態列上的 <div id="wrapper">。

09 在 CSS 樣式面板點選新增 CSS 規則鈕，選取器類型出現 ID，選取器名稱

出 現 #wrapper 按 確 定 鈕， 點 選 背 景 分 類，Background-image 選 擇 wrapper_

bg.png，Background-repeat 選 擇 repeat-y，Background-position(X) 選 擇 center，

Background-position(Y) 選擇 top，按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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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點選標籤狀態列上的 <div#wrapper_container>。

11 在 CSS 樣式面板點選新增 CSS 規則鈕，選取器類型出現複合，選取器名稱出

現 #wrapper #wrapper_container 按確定鈕，點選背景分類，Background-image 選

擇 wrapper_container.png，Background-repeat 選擇 repeat-x，按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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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點選標籤狀態列上的 <div#header>。

13 在 CSS 樣式面板點選新增 CSS 規則鈕，選取器類型出現複合，選取器名稱出

現 #wrapper #wrapper_container #header 按確定鈕，點選背景分類，Background-

image 選 擇 wrapper_bg.png，Background-repeat 選 擇 no-repeat，Background-

position(X) 選擇 center，Background-position(Y) 選擇 top，按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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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點選標籤狀態列上的 <div#header_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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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 CSS 樣式面板點選新增 CSS 規則鈕，選取器類型出現複合，選取器名稱出

現 #wrapper #wrapper_container #header #header_top 按確定鈕，點選背景分

類，Background-image 選 擇 header_top.png，Background-repeat 選 擇 repeat-x，

Background-position(X) 選擇 center，Background-position(Y) 選擇 top，點選方框分

類，Height 高度設定 20 px，按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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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點選標籤狀態列上的 <div#nav>。

17 在 CSS 樣式面板點選新增 CSS 規則鈕，選取器類型出現複合，選取器名稱出

現 #wrapper #wrapper_container #header #nav 按確定鈕，點選方框分類，Width

寬度設定 900 px，Height 高度設定 180 px，Margin 的 Right 與 Left 設定為 auto，

按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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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點選標籤狀態列上的 <div#container>。

19 在 CSS 樣式面板點選新增 CSS 規則鈕，選取器類型出現複合，選取器名稱

出現 #wrapper #wrapper_container #header #container 按確定鈕，點選方框分

類，Width 寬度設定 860 px，Height 高度設定 160 px，Padding 四周全部一樣設定 

20 px，Margin 的 Right 與 Left 設定為 auto，按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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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container 區的內容不一定有多少，因此高度不應該固定，因此顯示程式碼視

窗，將 #container 區的高度改成最小高度 min-height: 160px;，如下圖所示。

21 在 CSS 樣式面板點選新增 CSS 規則鈕，選取器類型選擇標籤，選取器名稱選

擇 body 按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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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點選背景分類，Background-color 點選色塊再點選背景外圍深棕色區域，按 

確定鈕。

23 點選標籤狀態列上的 <div#footer>，在 CSS 樣式面板點選新增 CSS 規則鈕，

選取器類型出現 ID，選取器名稱出現 #footer 按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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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點選字型分類，Font-family 選擇字體清單，Font-size 選擇 12 px，Color 顏色選

擇白色。

25 點選區塊分類，Letter-spacing 設定 1 px，Text-align 選擇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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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點選方框分類，Width 寬度設定 860 px，Padding 四周全部一樣設定 20 px，

Margin 的 Right 與 Left 設定為 auto，按確定鈕。

27 按 F12 鍵將結果切換到瀏覽器預覽，調整後的版型如下圖所示。

28 在 #nav 區域內輸入 Logo 設定為標題 1，並且設定 ID 名稱為 logo，輸入

btn1、btn2、btn3、btn4、btn5，選取這 5 行文字設定為項目清單，並且將 <ul>

標籤設定 ID 名稱為 menu，這 6 行文字皆設定連結暫時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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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游標停在 Logo 文字上，在 CSS 樣式面板點選新增 CSS 規則鈕，選取器類型出

現複合，選取器名稱出現 #logo 按確定鈕，點選背景分類，Background-image 選擇

logo.png，點選方框分類，Width 寬度設定 215 px，Height 高度設定 92 px，Float

浮動設定 left，Margin 的 Top 設定 20 px、Left 設定 20 px，按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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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在 CSS 樣式面板點選新增 CSS 規則鈕，選取器類型出現複合，選取器名稱選擇

#logo a 按確定鈕，點選區塊分類，Text-indent 首行縮排輸入 -9999 pixels，讓連結

區塊內的文字往左推出區塊，Display 選擇 block，讓本來不是區塊類型的 <a> 標

籤成為區塊類型，點選方框分類，Width 寬度設定 100%，Height 高度設定 100%，

按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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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游標停在項目清單上，在 CSS 樣式面板點選新增 CSS 規則鈕，選取器類型出

現複合，選取器名稱選擇 #menu 按確定鈕，點選方框分類，Float 浮動選擇 right，

Margin 的 Top 設定 10 px、Right 設定 20 px，按確定鈕。

32 游標停在項目清單上，在 CSS 樣式面板點選新增 CSS 規則鈕，選取器類型

出現複合，選取器名稱選擇 #menu li 按確定鈕，點選方框分類，Width 寬度設定 

88 px、Height 高度設定 36 px，Float 浮動選擇 left，Margin 的 Right 設定 10 px，

點選清單分類，List-style-type 項目清單符號選擇 none，按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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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在 CSS 樣式面板點選新增 CSS 規則鈕，選取器類型出現複合，選取器名稱選

擇 #menulia 按確定鈕，點選區塊分類，Text-indent 輸入 -9999 pixels，Display 選擇

block，點選方框分類，Width 寬度設定 100%、Height 高度設定 100%，按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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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 CSS 樣式面板點選新增 CSS 規則鈕，選取器類型出現複合，選取器名稱選

擇 #btn1 按確定鈕，點選背景分類，Background-image 選擇 btn1.png 按確定鈕。

35 顯示程式碼視窗，修改每一個按鈕的 CSS 樣式規則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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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按 F12 鍵將結果切換到瀏覽器預覽，調整後的版型結果如下圖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