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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登入

Step 1. 在网页右上方点选『登入/加入会员』。

Step 2. 输入账号、密码，按下 后即可成功登入
会员。

如何管理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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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密码

Step 1. 点选忘记密码链接。

Step 2. 输入账号及电子信箱后，按下 系统将会寄
送密码通知信至您的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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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基本数据

Step 1. 请先登入会员。

Step 2. 点选右上角的『控制台』里面的基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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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进入『基本数据修改』画面，进行密码及基本
数据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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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制作3步骤 完成刊物转制-

做书三步骤

Step 1. 开始做书_基本设定

Step 2. 上传档案做成电子书

Step 3.完成并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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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开始做书_基本设定

1.登入成功后，点选「控制台」内的「我的刊物」。

２ .选择要新增的书籍版本，然后点选下方「我要做书」。

8



3.在基本设定中，填写必填字段(*)。
必填字段有：书籍名称、书籍介绍、刊物分类、作
者及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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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上传的格式［单页格式］或［跨页格式］。

Step 2. 上传档案做成电子书

上传完成，点选 ，浏览电子书。

点选「选择档案」，选择要上传的档案，选择完毕
后点选右侧的「开始上传」按钮，将档案上传。

*建议上传PDF文件格式
*跨页格式仅限图片格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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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浏览

书
选 储 将 书进

开 书浏览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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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点选「页面管理」，即可前往页面管理进行多媒体
设定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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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书本内放置
多媒体对象

在我的刊物内，点选基本功能下的「页面管理」，可进入页
面管理。

进入页面管理后，在要编辑多媒体设定的该页上，点选

「多媒体设定」。

多媒体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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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选要新增的对象，页面中间会出现感应区块，

拖拉感应区块进行编辑。

对象左侧的编辑区块，点选「上传档

案」，跳出多媒体上传页面窗口，将

多媒体档案上传。

上传完成后，回到此页面进行多媒体

对象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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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定是否显示多媒体物左方之对象卷标，取消核
取即可隐藏对象卷标；

2. 设定多媒体区块之颜色；

3. 设定多媒体区块颜色之透明度，若不显示颜色，
则将透明度调至 0 即可；

4. 设定多媒猖区块之图层；

4.1 将多媒体图层下移一层；

4.2 将多媒体图层上移一层；

4.3 将多媒体图层移至最上层；

4.4 将多媒体图层移至最下层；

5. 设定多媒体区块内显示之文字；

6. 选择删除对象，即可将多媒体区块删除；

基本属性
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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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上下页按钮：可以上下页按钮选择页面做多媒体数

据之编辑。

II . 连结－多媒体功能

III . 影片－多媒体功能

IV. 图片－多媒体功能

V. 声音－多媒体功能

VI. 地图－多媒体功能

VII.文字－多媒体功能

VIII.储存：将编辑数据进行储存。

IX. 全部删除：按下「全部删除」按钮，即会将所设定

之多媒体对象全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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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多媒体功能

功能说明：
1.新增：点选「链接」多媒体功能，即可出现多媒体编区块。
2.编辑：
可使用三种方式，『链结网址』、『书本跳页』、『内嵌网页
』来编辑多媒体对象链接。
 『链结网址』：输入网址以建立超链接，可选择点选此对

象后，要使用另开窗口或是原窗口方式呈现。
 『书本跳页』：输入书本页数，即可建立书本跳页之功能
 『内嵌网页』：输入网址以建立超链接， 以内嵌在电子书

上方的形式呈现。长宽可自行调整。
左上方之基本属性，请参考基本属性功能说明。
3. 删除：按下删除对象，即可将该多媒体区块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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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说明：
1. 新增：点选「影片」多媒体功能，即可出现多媒体

编区块。
2. 编辑：
可使用二种方式，『弹跳影片』、『内嵌影片』来编辑
多媒体对象影片。
 『弹跳影片』：设定弹跳影片的宽高尺寸，并可选

择欲使用已上传之档案或是 youtube 之影片等做
为档案之来源。

 『内嵌影片』：于设定好尺寸之对象方块内嵌入多
媒体影片。并可选择欲使用已上传之档案或是
youtube 之影片做为档案之来源。

左上方之基本属性，请参考基本属性功能说明。
3. 删除：按下删除对象，即可将该多媒体区块删除。

影片－多媒体功能

贴心小提醒！
编辑完成记得点选储存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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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多媒体功能

功能说明：

1. 新增：点选「图片」多媒体功能，即可出现多媒体
编区块。

2. 编辑：

可使用二种方式，『弹跳图片』、『内嵌图片』来编
辑多媒体对象图片。

 『弹跳图片』：本功能为供用户可放置缩小之图 片，
但按下后可显示原尺寸之图片大小。

 『内嵌图片』：于设定好尺寸之对象方块内嵌入图
片。

左上方之基本属性，请基本属性功能说明。

3. 删除：按下删除对象，即可将该多媒体区块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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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多媒体功能

功能说明：

1. 新增：点选「声音」多媒体功能，即可出现多媒体编
区块。

2. 编辑：

可选择二种方式，『点击播放』、『自动播放』来编辑
多媒体对象声音。

 『点击播放』：选择已上传之 mp3 档案，点击即可
播放声音档

 『自动播放』：选择已上传之 mp3 档案，电子书于
自动翻页状态时，翻至放置此对象页面，即自动播放
此声音档。

左上方之基本属性， 请参考基本属性功能说明。

3. 删除：按下删除对象，即可将该多媒体区块删除。

贴心小提醒！
编辑完成记得点选储存唷！

20



地图－多媒体功能

功能说明：

1. 新增：点选「地图」多媒体功能，即可出现多媒体编
区块。

2. 编辑：

可使用二种方式，『Google地图』、『高德地图』来编
辑多媒体对象地图。

 『Google地图』：于下方文本框内输入地址。

 『高阁地图』：于下方文本框内输入地址。（针对大
陆地区使用）

左上方之基本属性，请参考基本属性功能说明。

3. 删除：按下删除对象，即可将该多媒体区块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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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说明：

1. 新增：点选「文字」多媒体功能，即可出现多媒体
编区块。

2. 编辑：

可使用二种方式，『弹跳文字』、『内嵌文字』来编
辑多媒体对象文字。

 点选「编辑文字」，编辑多媒体区块内之文字内容。

左上方之基本属性，请基本属性功能说明。

3. 删除：按下删除对象，即可将该多媒体区块删除。

文字－多媒体功能

贴心小提醒！
编辑完成记得点选储存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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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页面管理，需点选「发布更新」按钮，数据才

回写入数据库内。别人才能看到您所制作的多媒体

功能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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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选「预览此刊物」，画面另开电子书观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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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分析设定

※ 如要使Google分析功能可正常使用，请务必填
写下图红框中的六项字段。

后台_网站相关设定>网站相关设定

 「Google账号」、「Google密码」两项字段，
请填写申请之账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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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 取得「Google分析序号」

 初次使用需先进行注册申请，点选右方「注册」
按钮。

申请步骤

 前往Google Analytics，并登入Google账号
网址：https://www.google.com/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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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写平台相关信息，填写完毕点选下方「取得追
踪编号」。（可参考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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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出成功即取得「Google分析序号」。
*请复制此ID贴于后台。

「追踪编号」为「Google分析序号」

后台_网站相关设定>网站相关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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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 取得「Google分析配置文件
ID」

 返回至「管理」页面，点选进入「检视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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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检视编号」为「Google分析配置文件ID」

 此页面即有「Google分析配置文件ID」。
*请复制此ID贴于后台。

后台_网站相关设定>网站相关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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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 取得「Google Oauth P12密钥」＆
「Google 服务帐户 电子邮件地址」

 前往申请Google Analytics API
网址：https://console.developers.google.com

 若无项目请先建立一个项目
(Project >建立项目) EX.专案名称:My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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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该项目下选取 其他热门API→Analytics API
（如下方红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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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Analytics API 后，请点选 启用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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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Google Developers Console中，选取「凭证」
 于窗口中，点选「建立凭证」，选择 「服务账户密

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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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服务账户字段，选择「Computer Engine 
default service account」，下方的＂密钥类型＂
需选择「P12」，选择完毕后点选「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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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将会 自动产生密钥，并下载至本机端。请
注意内容，此密钥若遗失，必须重新申请

*将档案上传于后台

后台_网站相关设定>网站相关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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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选画面右边的「管理服务账户」进入页面

 将画面中的电子邮件地址复制起来
*贴于 后台&Google 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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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贴于Google Analytics

 前往Google Analytics
网址：

https://www.google.com/analytics/
 进入该分析的网站资料下管理页面

选择 「使用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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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下方填入取得的电子邮件账号，并请确认权限
(检视及分析)

新增完毕后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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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贴于后台

后台_网站相关设定>网站相关设定

贴心小提醒！
设定完成记得点选送出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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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搜寻设定

 前往Google全站搜寻
网址：http://www.google.com/cse/

 点选右侧「建立自定义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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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要搜寻的平台网址、选择语言、搜索引擎的名称，
完成后点选「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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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选右侧「取得程序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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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该下所图红框所示之ID码。
 贴于后台

后台_网站相关设定>网站相关设定
贴心小提醒！

设定完成记得点选送出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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