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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識通用元件庫中的圖像元件
Fireworks 的主要功能是設計網頁上需要的各種圖像，Fireworks 可以同時處理點陣影

像及繪製向量圖像，還擁有元件化的概念來設計網頁需求的按鈕、動畫…等物件，

也提供最佳化。

Fireworks 的通用元件庫中已提

供了多項 2D 物件的圖像元件，

點選功能表視窗→通用元件庫，

滑鼠左鍵快點二下 2D 物件資料

夾可以展開資料夾，將圖像元

件直接拖曳到畫布上即可使用， 

如下圖所示。

2. 新增圖像元件
點選功能表視窗→文件庫，在文件庫面板視窗

右下方點選新增元件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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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轉換成元件的對話方塊視窗，輸入要新增的元件名稱（例如：花朵），類型選擇

圖像再按確定鈕。

出現轉換成元件的對話方塊視窗，輸入要新增的元件名稱（例如：花朵），類型選擇

圖像再按確定鈕。

點選文件視窗左上角的頁面 1，自文件庫視窗將花朵元件拖曳到畫布上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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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轉換成圖像元件
除了前面所介紹新增元件的方法之外，我們還可以在畫布上先畫好圖形，例如下圖

所示的圓形按鈕圖，再選擇文字功能表修改→元件→轉換成元件。

出現轉換成元件對話方塊視窗，輸入元件名稱（例如：圓鈕），點選類型為圖像再按

確定鈕，即可將這個圖形新增為這份文件檔案的元件。

接下來自文件庫視窗將圓鈕元件拖曳到畫布上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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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轉換成元件的對話方塊視窗中勾選了儲存至通用元件庫按確定鈕，那麼這個

圖像元件將存放在通用元件庫中。

接著畫面上會出現另存新檔的對話方塊視窗，儲存的位置顯示在自訂元件的資料

夾，輸入檔案名稱（例如：圓鈕 .graphic.png）按存檔鈕，表示儲存至通用元件庫

的元件是獨立儲存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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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元件庫是適用於每一個文件檔案中的，在任

何檔案開啟通用元件庫面板，滑鼠左鍵連按二下

自訂元件資料夾，就可以看到圓鈕元件，就可以

將這個元件拖曳到畫布上使用了。

4.  認識通用元件庫中的動畫元件
Fireworks 的通用元件庫中也提供了多個動畫元件，點選文字功能表視窗→通用元件

庫，滑鼠左鍵連按二下動畫資料夾可以展開資料夾，將動畫元件直接拖曳到畫布上

即可使用，如下圖所示將載入器 02 拖曳到畫布中，接著會出現詢問是否要自動增

加新的狀態的對話方塊，按確定鈕即可將動畫拖入目前檔案來使用。

點選文字功能表視窗→狀態，在狀態面板中可以看到目前的動畫已使用了多個狀

態，點選視窗下方狀態列的播放 / 停止鈕即可播放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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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標工具點選畫布空白處，也就是不選取任何物件，在屬性面板中設定畫布顏

色為透明無色，點選符合畫布鈕可以將畫布的大小設定成與動畫元件的尺寸一樣，

接著在最佳化面板選擇 GIF 動畫的格式，色版為透明無色，再設定透明度類型為

Alpha 透明度。



4-8

除了選擇檔案→匯出可以匯出動畫圖檔之外，還可以選擇檔案→影像預覽顯示如下

圖的影像預覽視窗，視窗左邊可以設定最佳化圖檔格式，視窗右下方可以點選播放

/ 停止鈕再一次檢視動畫，所有設定確認無誤之後再按匯出鈕，以目前的設定匯出

動畫圖檔。

選擇匯出存檔的位置，輸入檔案名稱（例如：載入器動畫），匯出選項選擇只有影像，

頁面選項選擇目前頁面，不能勾選僅限目前狀態，不勾選包含不含分割的區域，按

存檔鈕即可匯出動畫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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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認識影像動畫概念及製作技巧
影像動畫的呈現是因不同的時間點顯示不同內容的影像，當顯示在瀏覽器時就會反

複地逐圖進行呈現，看起來就是個動畫了。

設計影像動畫時一定會使用 2 個面板來搭配設計：一個是圖層面板，一個是狀態 

面板。

後續將在實例操作中逐步引導學習影像動畫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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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運用狀態自訂動畫

01 開新檔案新增文件，設定寬度 800 像素、高度 500 像素、畫布顏色白色按 

確定鈕。這個實例操作將練習運用狀態功能自訂動畫影像。

02 參考下圖所示，使用箭形工具畫出箭頭圖形，點選編輯→重製複製成 4 個箭頭

圖形，再利用對齊面板，選擇相對於物件再點選垂直置中對齊鈕，輸入間距為 0 再

點選水平均分間距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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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在圖層面板點選圖層 1 往下拖曳到新增點陣圖影像鈕可以複製出圖層 2，點選

上方圖層 2 選取圖層 2 的所有圖形，改變圖形的填色，如下圖所示。

04 圖層 1 淺色圖形是希望一直保持顯示的，因此在圖層 1 按滑鼠右鍵選擇共享圖

層至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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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接著開啟狀態面板，在狀態 1 上按滑鼠右鍵選擇分散至狀態，結果圖層 2 中的

4 個圖形會分散在 4 個狀態中，也就是一個狀態顯示一個圖形。

06 在狀態面板同時選取 4 個狀態，接著在面板右

邊數字上連按二下滑鼠左鍵，就可以同時設定每個

狀態延遲的時間，例如 25/100 秒，如右圖所示。

07 按一下視窗下方狀態列上的播放 / 停止鈕可以測試預覽動畫的結果，匯出前必

須設定好最佳化影像圖檔格式，在最佳化面板必須選擇 GIF 動畫，色版選擇透明 

無色，選擇 Alpha 透明度類型，在屬性面板的畫布顏色選擇透明無色，再按一下 

符合畫布鈕調整為版面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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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點選文字功能表檔案→影像預覽，結果如下圖所示，可以點選視窗右下方的 

播放 / 停止鈕再次預覽動畫，在視窗左邊還可以再次調整匯出影像圖檔的格式，必

須選擇 GIF 動畫匯出的圖才會動，最後按下匯出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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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選擇儲存的位置，輸入檔案名稱（例如：箭頭動畫），匯出只有影像，頁面選

擇目前頁面，僅限目前狀態及包含不分割的區域都不要勾選再按存檔鈕。

2. 運用選取範圍自訂動畫

01 開新檔案新增文件，設

定寬度 800 像素、高度 80 像 

素、畫布顏色白色按確定鈕。

這個實例操作將練習運用選取

範圍自訂動畫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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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使用矩形工具在畫布上畫一個矩形，參考下圖所示，在屬性面板設定寬度 800

像素、高度 80 像素、X 座標 0、Y 座標 0，填色選擇摺疊狀漸層填色。

03 先在圖層面板新增圖層，在新增的圖層 2 中使用文字工具輸入文字如下圖所

示，在屬性面板設定好文字的字體、大小及顏色，還可以增加濾鏡→ Photoshop 

即時效果，選擇筆觸效果參考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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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我們打算設計標題文字自左至右移入

再移出，而背景部份並沒有任何改變，因

此在圖層面板圖層 1 按滑鼠右鍵選擇共享

圖層至狀態，表示不論顯示到那一個狀態，

圖層 1 都會共享顯示。

05 必須先將準備製作動畫的文字物件轉換成元件，因此點選文字物件再點選文字

功能表修改→元件→轉換成元件。

06 輸入元件名稱（例如：Fireworks_word），點選類型為圖像再按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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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接下來在屬性面板設定文字元件的 X 座標為 800 像素，再選擇文字功能表修改

→動畫→動畫選取範圍。

08 出現動畫對話方塊視窗，設定狀態為 9、移動 1034 像素、方向 180 度，表示

將使用 9 個狀態向 180 度方向移動 1034 像素，按確定鈕，接著畫面上會出現詢問

是否要自動增加新的狀態的視窗，按確定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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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顯示狀態面板，設定狀態 5 與狀態 9 的延遲時間為 300，表示 300/100 秒也

就是停留 3 秒再前進，按一下視窗下方狀態列的播放 / 停止鈕預覽影像動畫。

10 點選文字功能表檔案→影像預覽準備匯出工作，點選視窗右下方的播放 / 停止

鈕可以再次預覽確認動畫，在視窗左邊還可以調整匯出影像圖檔的格式，必須選擇

GIF 動畫匯出的圖才會動，最後按下匯出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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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選擇儲存的位置，輸入檔案名稱（例如：標題文字動畫），匯出只有影像，頁

面選擇目前頁面，僅限目前狀態及包含不分割的區域都不要勾選再按存檔鈕。

1. 運用狀態設計影像互動效果

01 開新檔案新增文件，設定寬度 700 像素、高度 300 像素、畫布顏色白色按 

確定鈕。這個延伸學習將學習運用狀態設計影像互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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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選擇檔案→匯入，選擇範例光碟 CH4 → photo 資料夾中的所有檔案，參考下

圖所示，在圖層面板安排所有的大圖放在大圖的資料夾圖層，安排所有的小圖放在

小圖的資料夾圖層，讓六角形蜂窩巢狀的大圖在最上方並且物件名稱輸入為 0，其

餘的圖片依順序輸入 1、2、3、4，並且讓小圖的順序對應到大圖的順序也輸入 1、 

2、3、4。選取所有的大圖，顯示對齊面板選擇相對於畫布，再點選對齊左邊鈕及

對齊上邊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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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選取所有的小圖，顯示對齊面板選擇相對於畫布，再點選對齊右邊鈕及垂直置

中分散對齊鈕（留意小圖與大圖的順序必須對應）。

04 在圖層面板點選小圖圖層再拖曳到面板下方的新增點陣圖影像鈕，就可以再複

製出一個相同內容的圖層，將上方複製出來的圖層名稱改為小圖 _ 暗，點選這個圖

層名稱也就選取了這個圖層內的所有影像，點選文字功能表命令→創造性→轉換為

深褐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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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點選大圖最上方名稱 0 的影像，點選文字功能表命令→創造性→轉換為深褐 

色調，也轉換為深褐色調。

06 建議關閉小圖 _ 暗圖層的眼睛暫時隱藏起來，接下來選取所有的小圖，在屬性

面板點選增加濾鏡→ Photoshop 即時效果。

07 勾選筆觸，設大小為 5、位置為內部、顏色選擇紅色按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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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顯示狀態面板，在狀態 1 按滑鼠右鍵選擇重製狀態。

09 對應到四張影像，所以設定重製的數量為

4，點選在目前狀態之後按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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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點選狀態 2，關閉小圖 _ 暗圖層中 1 的影像及大圖圖層中 0 的影像，顯示出第

一張影像小圖與大圖，如下圖所示。

11 點選狀態 3，關閉小圖 _ 暗圖層中 2 的影像及大圖圖層中 0 與 1 的影像，顯示

出第二張影像小圖與大圖，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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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點選狀態 4，關閉小圖 _ 暗圖層中 3 的影像及大圖圖層中 0、1 與 2 的影像，

顯示出第三張影像小圖與大圖，如下圖所示。

13 點選狀態 5，關閉小圖 _ 暗圖層中 4 的影像及大圖圖層中 0、1、2 與 3 的影 

像，顯示出第四張影像小圖與大圖，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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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使用分割工具分割出大圖的位置及每一張小圖的位置，如下圖所示。

15 點選第一張小圖的分割區塊，按住中央行為控制鈕往旁邊自己影像拖曳，出現

調換影像對話方塊視窗，選擇狀態 2 按確定鈕。

16 在上一個步驟的對話方塊視窗中如果點選其他選項鈕，則會出現下圖視窗，在

這個視窗中可以決定是否勾選預先載入影像及滑鼠滑出時復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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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點選第一張小圖的分割區塊，按住中央行為控制鈕往大圖影像拖曳，出現調換

影像對話方塊視窗，選擇狀態 2 按確定鈕，意思是當滑鼠滑入第一張小圖影像時，

除了小圖位置會顯示清楚的影像之外，左邊大圖的位置也會顯示狀態2安排的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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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點選第二張小圖的分割區塊，按住中央行為控制鈕往旁邊自己影像拖曳，出現

調換影像對話方塊視窗，選擇狀態 3 按確定鈕。再一次按住中央行為控制鈕往大圖

影像拖曳，出現調換影像對話方塊視窗，選擇狀態 3 按確定鈕。

19 點選第三張小圖的分割區塊，按住中央行為控制鈕往旁邊自己影像拖曳，出現

調換影像對話方塊視窗，選擇狀態 4 按確定鈕。再一次按住中央行為控制鈕往大圖

影像拖曳，出現調換影像對話方塊視窗，選擇狀態 4 按確定鈕。

20 點選第四張小圖的分割區塊，按住中央行為控制鈕往旁邊自己影像拖曳，出現

調換影像對話方塊視窗，選擇狀態 5 按確定鈕。再一次按住中央行為控制鈕往大圖

影像拖曳，出現調換影像對話方塊視窗，選擇狀態 5 按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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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準備匯出之前，在最佳化面板選擇匯出影

像的格式為 JPEG，品質 80。

22 按 F12 鍵將目前的設計傳送到瀏覽器預覽，一開始所有的影像呈現深褐色，如

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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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當滑鼠滑入小圖位置時，小圖影像呈現清晰紅邊彩色的影像，大圖位置也呈現

對應的影像，如下圖所示。

24 選擇文字功能表檔案→匯出，選擇要儲存的資料夾位置，輸入檔案名稱（例如：

photoShow），匯出選擇 HTML 和影像，HTML 選項選擇匯出 HTML 檔案，分割選項

選擇匯出分割，頁面選項選擇目前頁面，不能勾選僅限目前狀態，勾選包含不含分

割的區域及將影像放入子資料夾，再按存檔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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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開啟檔案總管，切換顯示剛剛匯出存檔的資料夾，可以看到匯出的是一個

HTML 檔案及一個 images 資料夾。

26 切換到 images 資料夾中可以看到匯出的影像如下，我們可以觀察到這種互動

影像的設計很方便、很簡單，但是卻發現相同的影像重複匯出，也就表示網頁的呈

現會重複地下載顯示相同的影像，這樣會讓網頁的顯示沒有效率。不過，Fireworks

還提供了另外一種方式來設計影像互動效果，可以改善目前重複匯出、重複下載顯

示的問題，請參考延伸學習 2 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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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連結外部圖檔設計影像互動效果

01 因為接下來設計的方法會連結外部影像圖檔，因此應該將相關的檔案先集中準

備好，例如範例光碟 CH4 →互動效果展示影像 2 資料夾，建議將這個資料夾拷貝到

桌面上。

02 可以開啟資料夾中的 photoShow.png 檔案來進行這一節的練習，也可以開啟上

一節延伸學習 1 的練習繼續這一節的學習，但開始操作之前，請確認圖層面板，只

留下大圖圖層的 5 個大圖影像，小圖 _ 暗圖層的 4 個小圖影像，及網頁圖層的 5 個

分割區塊，參考下圖所示。點選第一張小圖的分割區塊，按住中央行為控制鈕往旁

邊自己影像拖曳，出現調換影像對話方塊視窗，選擇其他選項按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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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點選影像檔案右邊的瀏覽檔案鈕，選擇 photo4s.jpg（影像對應的小圖檔案）。

04 仍然點選第一張小圖的分割區塊，按住中央行為控制鈕往左邊大圖影像拖曳，

出現調換影像對話方塊視窗，選擇其他選項按確定鈕，點選影像檔案右邊的瀏覽 

檔案鈕，選擇 photo4.jpg（影像對應的大圖檔案）。

05 點選第二張小圖的分割區塊，按住中央行為控制鈕往旁邊自己影像拖曳一次，

往左邊大圖影像拖曳一次，二次分別會出現調換影像對話方塊視窗，選擇其他選項

按確定鈕，再點選影像檔案右邊的瀏覽檔案鈕，分別選擇 photo2s.jpg 及 photo2.

jpg（影像對應的小圖檔案及大圖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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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點選第三張小圖的分割區塊，按住中央行為控制鈕往旁邊自己影像拖曳一次，

往左邊大圖影像拖曳一次，二次分別會出現調換影像對話方塊視窗，選擇其他選項

按確定鈕，再點選影像檔案右邊的瀏覽檔案鈕，分別選擇 photo3s.jpg 及 photo3.

jpg（影像對應的小圖檔案及大圖檔案）。

07 點選第四張小圖的分割區塊，按住中央行為控制鈕往旁邊自己影像拖曳一次，

往左邊大圖影像拖曳一次，二次分別會出現調換影像對話方塊視窗，選擇其他選項

按確定鈕，再點選影像檔案右邊的瀏覽檔案鈕，分別選擇 photo1s.jpg 及 photo1.

jpg（影像對應的小圖檔案及大圖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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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按 F12 鍵將目前的設計傳送到瀏覽器預覽，一開始所有的影像呈現深褐色，當

滑鼠滑入小圖影像時，小圖位置與大圖位置都會呈現對應的影像，如下圖所示。

09 選擇文字功能表檔案→匯出，選擇要儲存的資料夾位置（桌面上的互動效果展

示影像 2 資料夾），輸入檔案名稱（例如：photoShow），匯出選擇 HTML 和影像，

HTML 選項選擇匯出 HTML 檔案，分割選項選擇匯出分割，頁面選項選擇目前頁面，

不能勾選僅限目前狀態，勾選將影像放入子資料夾，再按存檔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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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開啟檔案總管，切換顯示剛剛匯出存檔的資料夾，可以看到匯出的是一個

HTML 檔案及一個 images 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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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切換到 images 資料夾中可以看到匯出的影像如下，只有深褐色的影像，沒有

重複的影像。

12 切換到 photo 資料夾才可以看到對應要顯示的影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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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按 F12 鍵將目前的設計傳送到瀏覽器預覽，一開始所有的影像呈現深褐色，當

滑鼠滑入小圖影像時，小圖位置與大圖位置都會呈現對應的影像，如下圖所示。

14 如果檢視網頁原始碼，結果如下圖所示，可以觀察到要顯示的影像是連結顯示

photo 資料夾中的影像圖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