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OBE® MUSE®
建置您的第一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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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教學課程中，您將會熟悉 Adobe Muse 工作區，並瞭解如何在不用撰寫任何程式碼的情況下建置一個功能健全的網站。使用 Adobe Muse 建置您
第一個網站的第 1 部份內包含協助您開始使用 Muse 的指示。您將學習如何使用主版頁面、Widget、置入影像，以及連結。您在研究此教學課程時，
可隨時檢閱 Katie's Cafe 即時網站以查看完成的網站將具有的外觀。

回到頂端

安裝軟體及設定樣本專案
1. 下載並安裝最新版的 Adobe Muse CC。
2. 下載樣本檔案 (ZIP，78MB)。
3. 將 ZIP 檔案解壓縮，並將名為 Katies Café Building v3 的檔案夾儲存到您的桌面。
4. 啟動 Muse。「歡迎」畫面即會出現。請選擇「檔案 > 新增網站」。
5. 選擇「Adobe Muse CC > 偏好設定」。 在「一般」區段中，為工作區選擇所要的顏色主題，然後按一下「確定」(見圖 1)。

圖 1. 按一下灰色色票之一，以設定 Adobe Muse 的顏色主題。

「新增網站」對話方塊即會出現。您將會使用此介面來編輯套用於整個網站的設定。
6. 將欄數設定為 9。 在「邊界」區段中，於欄位沒有連結的狀況下，將頂端和底部邊界設定為 0。將左和右邊界設定為 4。在「間隔」區段中，將
頂端和底部間隔設定為 0。將「頁面寬度」設定為 960，「最小高度」設定為 872 (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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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更新「新增網站」對話方塊中的欄數。

註解： 使用「解析度」選單在「標準」和「高 DPI (2 倍)」選項之間作選擇。此設定讓您定義在發佈或轉存 Muse 網站時的資源輸出品質。如需詳細
資訊，請參閱建立高解析度網站。

在此教學課程中，您將學習如何在 Muse 中製作您的第一個桌上型電腦網站。請保持「初始版面」選單設定為「桌上型電腦」，這是預設值。請注
意，如果您要為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建置具有替代版面的網站，您可使用此選單選擇您要先設計的版面。
預設值會啟用名為「黏性頁尾」的選項。它能使頁尾繼續在所要的位置上，即使瀏覽器視窗大幅超過網頁設計大小；例如使用 Apple Cinema 顯示器
時 (見圖 3)。

圖 3. 「黏性頁尾」選項預設為啟用。

啟用「黏性頁尾」選項時，無論訪客桌上型電腦監視器的解析度與尺寸為何，頁尾內容都會與瀏覽器視窗的底部保持齊平 (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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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啟用「黏性頁尾」的縮小顯示即時網站 (左圖)，相較於沒有啟用「黏性頁尾」的網站 (右圖)。

對於此樣本網站專案以及在大多數情況下，您都需要在「新增網站」對話方塊中保持啟用「黏性頁尾」選項。
註解：katiesCafe 樣本檔案檔案夾包含一個樣本專案的已完成版本，名為 katiescafe-final.muse。如果需要，您可以在將您的專案版本儲存為
katiesCafe.muse 之後按兩下 .muse 檔案的最終版本來將其開啟。Adobe Muse 讓您可以一次開啟多個網站專案，所以可檢閱 katiescafe-final 檔案，
並在您執行這些指示時將它作為參考使用。
在下一節，您將開始為網站新增頁面。
7. 按一下「確定」儲存您的更改，並關閉「新增網站」對話方塊。
8. 選擇「檔案 > 儲存網站」。在「另存 Adobe Muse 檔案為」對話方塊中，輸入網站的名稱：katiesCafe.muse。導覽至您要儲存此樣本專案的位
置 (例如您桌上型電腦中的 katiesCafe 檔案夾)，然後按一下「儲存」。

回到頂端

建置網站地圖
網站地圖是以網站階層形式存在之頁面的結構式清單。您可以建立位於相同層級的頁面 (無子頁面)，也可以建立包含不同頁面層的網站地圖。(例如，
一個較大的網站可能會有一個「About」頁面，而這個頁面又包含兩個子頁面，分別叫做「Our Mission」和「Our Staff」。) Muse 可讓您輕鬆建立頁
面以及以您喜歡的任何順序進行重新排列，而您永遠不必擔心連結損壞。不過，花點時間來組織新網站的內容、定義所需要的頁面以及決定如何展示
網站資訊還是很重要的。在實際的專案中，完成不同的網站區段，並選擇頁面順序是預先規劃階段的一部分。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網站地圖。
在關閉「新增網站」對話方塊之後，系統會自動將您重新導向至 Muse 中的「規劃」視圖。依照預設，所有新網站都包含一個網頁 (名為「首頁」)，
且該網頁連結至一個主版頁面 (名為「A-主版」)。您可以根據需要為這兩個頁面重新命名。
為了產生一致的體驗，您需要將例如頁首、頁尾及網站導覽等重複的網站項目放在主版頁面上。利用此方法，您將只需要在建構網站設計時將唯一內
容新增至各頁面即可。
此樣本專案是一個較小型的網站，包括「Home」在內一共有 5 個頁面。請依照下列步驟來新增頁面：
當您按一下頁面縮圖下方的加號 (+) 圖示時，即會建立一個子層級頁面，可以展開包含與特定主題相關之頁面的部分。
現在，網站地圖總共有 5 個頁面，分別為「Home」、「food」、「events」、「about」以及「visit」(見圖 5)。
1. 將滑鼠游標置於「首頁」縮圖之上，然後按一下「首頁」右側的加號 (+) 圖示，來在與第一個頁面相同的層級上建立另一個頁面。按一下新頁面
下方的標籤欄位，並將其命名為：food。
2. 按一下「food」頁面縮圖右側的加號 (+) 圖示來建立另一個新頁面。按一下標籤並將此頁面重新命名為：events。按一下「events」頁面縮圖右
側的加號 (+) 圖示來建立一個新頁面。將這個新頁面命名為：about。再次重複此操作在與「首頁」相同的層級上建立一個新頁面，並將其命名
為：visit。

圖 5. 在網站地圖中總共建立 5 個頁面。

註解： 此樣本網站在同一層級上包含 5 個頁面。但是，您可視需求建立子層級頁面，以組織頁面。子層級頁面經常用於建立網站的不同區段。如果您
建立了一個以上的主版頁面，可以在「規劃」模式中的頁面縮圖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或按住 Control 的同時按一下)，將它們連結到特定的主版頁面。在
建立新網站時，各頁面會自動連結至「A-主版」主版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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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模式提供工具以架構網站並建置網站地圖。如果您要變更網站的組織，可拖移網站地圖內的頁面縮圖，以調整頁面的排列。
3. 將游標懸停在「Gallery」頁面縮圖上， 然後按一下其下方的加號 (+)。按一下新的子頁面欄位，並將它命名為：Gallery-fullscreen (見圖 6)。

圖 6. 將新的子層級頁面新增到「Gallery」區段的網站地圖中。

進行完這些變更之後，網站地圖即告完成。
請注意在「規劃」視圖介面的頂部有三個版面按鈕，分別用於「桌上型電腦」、「平板電腦」以及「手機」版面。在此樣本專案中，您只會建立要將
網站傳遞至電腦畫面的桌上型電腦設計。「平板電腦」與「手機」版面的名稱旁都有一個加號 (+)，表示它們尚未建立 (見圖 7)。

圖 7. 版面按鈕可讓您建立三個替代版面，以及在它們之間切換。

當您擁有多個版面之後，除了按一下版面按鈕來跳到不同網站版面之外，您也可以使用鍵盤捷徑在網站規劃之間切換：
按下 Command+7 (Mac) 或 Ctrl+7 (Windows) 可跳至「桌上型電腦」網站地圖。
按下 Command+8 (Mac) 或 Ctrl+8 (Windows) 可跳至「平板電腦」網站地圖，或者
按下 Command+9 (Mac) 或 Ctrl+9 (Windows) 可跳至「手機」網站地圖。
這些鍵盤捷徑只在包含至少兩個「桌上型電腦」、「平板電腦」及/或「手機」版面的網站專案中才處於作用中狀態。
您將按照本文的其餘部份，繼續建立「桌上型電腦」版面。若要進一步學習為平板電腦和行動裝置設計網站，請閱讀在 Muse 建立行動版面設計。
您在下一個章節將學習如何編輯「A-主版」頁面，以新增包括頁尾內容的共用網站元素。

回到頂端

編輯「A-主版」頁面
新增會在網站中所有連結頁面上顯示的圖稿，開始設計網站的第一個主版頁面。
您可將 Muse 當作設計工具使用，它會在幕後產生符合業界標準的 HTML、JavaScript，和 CSS 以建立網頁。當您選擇要套用樣式 (例如，圓邊角和
漸層填色顏色)，Muse 不會建立向量形狀或像素格線。發佈的 .muse 專案是功能齊全的網站。您將從更新主版頁面的背景顏色開始。

1. 在「規劃」模式中，按兩下「A-主版」頁面縮圖下方的欄位，並將主版頁面重新命名為：Footer。然後按兩下「A-主版」頁面縮圖，在「設計」
模式中將其開啟。主版頁面會在它自己的索引標籤中沿工作區頂部開啟 (見圖 8)。

4

圖 8. 「A-主版」頁面已經準備就緒，可以在「設計」模式中編輯。

選取指示器位於「控制」面板的左上角。當未選取其他項目時，選取指示器會顯示「頁面」一詞，表示只選取了頁面本身。如果您選取頁面上的物
件，例如矩形，則會顯示「矩形」一詞。
您在工作時，請注意觀察選取指示器，以確認您選取了想要編輯的元素。如果選取了其他頁面元素，您可以隨時按一下頁面任一側的灰色區域來重新
選取整個頁面。
選取頁面時，您可以使用「控制」面板中的選單來更新填色顏色與線條設定。依據預設，頁面填色設定為沒有顏色，頁面線條設定為 0。對於這項設
計，請保留預設設定。
2. 按一下「瀏覽器填色」連結，為在頁面區域之外顯示的瀏覽器視窗設定背景顏色或影像。
3. 對於此頁面設計，請在欄位中輸入十六進位值：#F5F1EE，將瀏覽器填色顏色設定為特定顏色 (見圖 9)。

圖 9. 在「瀏覽器填色」選單中更新色票。

4. 按一下「瀏覽器填色」選單外部的任何位置，將其關閉。

回到頂端

在「色票」面板中設定調色盤，並重新命名色票
為了稍後能輕易將相同顏色套用到網站的其他元素，您可新增和重新命名色票。如此可讓您變更已命名的色票，以更新網站中使用該顏色的所有實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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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啟「色票」面板 (「視窗 > 色票」)。
2. 選擇「檔案 > 置入」。瀏覽以選取範例檔案檔案夾內名為 color-palette.png 的檔案。在頁面任何位置按一下將影像置入。
3.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色票」面板，並選擇「刪除所有未使用的項目」(見圖 10)

圖 10. 選取刪除網站內所有未使用顏色的選項。

重新命名顏色
現在會顯示在網站設計中主要使用的顏色，連同一般 50% 灰色、白色，和黑色色票。接下來您將重新命名顏色。
1. 按兩下最右側的棕色色卡色票。「色票選項」對話方塊會開啟，以顯示顏色的屬性。除了為色票指定不同的顏色值，您可以更新「色票選項」，
為色票顏色指定具有描述性的名稱。
2. 取消選取「以顏色數值命名」核取方塊，並在「色票名稱」欄位中輸入新名稱：深棕色 (見圖 11).

圖 11. 為色票顏色指定具有描述性的名稱。

3. 按一下「確定」，關閉「色票選項」對話方塊。
4. 重複步驟 1 至 3，從右邊開始重新命名第二個色票。將它命名為：米白色。
5. 從右到左，重新命名剩餘的兩個顏色：淺棕色和棕色。
6. 選取置入的影像 (color-palette.png)，然後按下 Delete/Backspace 將其刪除。
接下來，您將要建立會顯示在所有頁面上的頁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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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使用設定為 100% 寬度的元素
設定為 100% 寬度的項目將會為瀏覽器水平填色，無論訪客的瀏覽器視窗調整為多寬。如果您將頁面元素設定為也與瀏覽器視窗的頂部和底部邊緣對
齊，填入實色的物件或並排顯示的資源也會展開，以符合可用空間。
1. 使用「矩形」工具，在頁面底部附近繪製一個寬度與頁面寬度相同，高度約為 250 像素的矩形。
2. 在選取矩形的狀態下，使用「填色」選單將矩形的填色顏色設定為深棕色，並將其線條寬度設定為 0。您可看到何時選取矩形，因為具有控制點
的藍色邊界方框會出現在其邊緣周圍，而且位於左上角的選取指示器會顯示「矩形」一詞 (見圖 12)。

圖 12. 拖移矩形側邊上的控制點以重新調整其大小。

3. 使用「選取」工具將矩形移動到定位。您應會短暫看到紅色邊框強調顯示瀏覽器視窗的左邊、底部和右邊。此紅色邊框表示矩形設定為顯示
100% 寬度。
註解： 或者，您也可以開啟「變形」面板 (「視窗 > 變形」)，然後按一下 100% 寬度按鈕。

4. 如果您要檢視沒有參考線覆蓋層的網站設計，請選擇「檢視 > 隱藏參考線」。您也可以使用「控制」面板內的「檢視選項」選單，以隱藏或顯
示參考線。

回到頂端

使用「狀態按鈕」和「置入 Photoshop」 按鈕
「狀態按鈕」是您可以從「Widget 程式庫」中拖放的頁面元素。它們提供便利的容器以建立滑鼠指向效果按鈕。使用「狀態按鈕」的一項優點是：其
中的所有元素將依據訪客的互動而同時變更狀態。新增文字框、影像、矩形、置入圖形，和 Photoshop 按鈕，以建立適合網站設計的自訂按鈕。
「狀態按鈕」含有一個灰色點，以及以「填充文字」一詞作為預留位置內容的文字框。雖然每一元素皆具有自己的狀態，當您將滑鼠移至「狀態按
鈕」或按一下「狀態按鈕」時，它們會一起反應。如果您手動建立含有不同元素的按鈕，依據訪客放置游標的位置，只有文字或只有灰色點會回應訪
客的滑鼠動作。
1. 開啟「Widget 程式庫」(「視窗 >Widget 程式庫」)。 按一下「按鈕」類別來將其展開。
2. 選取「狀態按鈕」Widget，並將其拖移到頁面上。
3. 按一下「預視」以預覽頁面。使用您的游標來指向，然後按一下預設按鈕。
1. 按一下「設計」以繼續編輯頁面。
2. 選取預留位置文字左邊的灰色點，然後按 Delete/Backspace 將它刪除。
3. 選擇「檔案 > 置入 Photoshop」按鈕，然後瀏覽以選擇「資源」檔案夾內名為 banner.psd 的檔案。保留顯示的「Photoshop 讀入選項」對話方
塊內的所有預設設定，然後按一下「確定」(見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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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對話方塊顯示 Photoshop 檔案內的圖層，而「狀態」選單讓您選擇按鈕的每一狀態將顯示哪一個圖層。

7. 在「狀態按鈕」內按一下，以置入 Photoshop 檔案。
8. 在仍然選取所置入繪圖的狀況下，以滑鼠右鍵按一下並選擇「排列 > 移至最後」(見圖 14)。

圖 14. 重新排列要在文字框後面顯示的 Photoshop 橫幅影像。

9. 以「文字」工具選取「填充文字」預留位置文字，然後輸入：「DOWNLOAD MENU」。
10. 在已選取文字的狀態下，將「控制」面板或「文字」面板內的文字顏色更新為米白色。使用「字體」選單選擇第一個選項：「新增網頁字體」。
在出現的介面中，搜尋並選擇「Open Sans Condensed Bold」，將文字格式化。

註解： Open Sans Condensed Bold 是一套網頁字體，可從「字體」選單中選擇「新增網頁字體」進行下載。若要瞭解有關使用網頁字體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Muse 中的印刷樣式：使用網頁字體、適合網頁的字體以及系統字體」。

11. 將字體大小設定為 15，然後選擇置中對齊。將字距調整設定為 0， 行距設定為 24 像素。保留預設的連結樣式。在「段落層級標記」選單中，
選擇「子標題 (h2)」以提升網站的搜尋引擎最佳化 (見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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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以「文字」面板中的選項更新格式化樣式。

查看「狀態」面板，確定文字框的全部四種狀態均相同。這就是此設計的外觀。但是，必要時可為不同狀態更新文字顏色。
12. 使用「選取」工具拖移文字框的側邊控制點使它變寬，讓文字不會繞排。水平拖移文字框，直到它在「狀態按鈕」內置中。文字框在「狀態按
鈕」內置中時，會短暫顯示深藍色的垂直參考線。
13. 按 Escape 一次，選取整個「狀態按鈕」。
14. 開啟「狀態」面板 (「視窗 > 狀態」)，查看四種狀態的外觀：「正常」、「滑鼠指向效果」、「滑鼠按下」及「作用中」。已選取「正常」狀
態。此面板讓您編輯按鈕圖形依據訪客游標動作而定的各種顯示方式。
15. 用「填色」選單將「狀態按鈕」的填色顏色設定為「無」。
16. 重複步驟 14 至 15，將所有狀態的填色顏色設定為「無」。
17. 使用「選取」工具將「狀態按鈕」置於接近棕色矩形頂端之處，並對齊參考線使它在頁面上垂直置中 (見圖 16)。

圖 16. 將自訂的「狀態按鈕」在頁尾區域的頂端置中。

回到頂端

設定矩形的「線條」選項以建立線條
若要新增一些視覺細節，您可以建立線條然後予以複製。
1. 使用「矩形」工具，在「狀態按鈕」左邊繪製寬約 377 像素、高 15 像素的矩形。在您繪製矩形時，工具提示會顯示其尺寸。
2. 設定填色顏色為「無」，線條顏色為米白。
3. 按一下「控制」面板中的「線條」一詞，以開啟「線條選項」。
4. 保留預設的對齊設定：「線條對齊中央」。按一下「連結」圖示，允許矩形各邊具有不同的線條寬度。將底部、左邊和右邊線條寬度設定為 0，
只有頂端具有線條寬度 1 (見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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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更新線條選項設定，僅顯示矩形頂端上的一條線條。

5. 按一下頁面的其他任何位置，以關閉「線條選項」對話方塊。
6. 使用「選取」工具放置矩形，使它位於「狀態按鈕」的左邊，而且頂端邊緣水平置中。
7. 按住 Option/Alt 鍵並拖移矩形，加以複製。將它置於「狀態按鈕」的右邊 (見圖 18)。

圖 18. 水平對齊兩個矩形以及「狀態按鈕」。

繼續閱讀此教學課程。您在下一章將學習如何使用「選單」WidgetWidget 可讓您快速將進階功能新增至頁面，而不必撰寫任何程式碼。您將會學習如
何編輯 Widget 的行為與外觀，來自訂它們在網站設計中的顯示方式。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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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使用「選單」Widget
建立與套用段落樣式
新增「Font Awesome 品牌圖示」至頁面
新增可下載的檔案連結
新增外部網站連結
建立電子郵件連結
使用參考線來定義頁面的頁首與頁尾區域
將頁面元素設定為頁尾項目
將錨點新增到頁面頂端

在第 1 章「用 Muse 建置您的第一個網站」中，您已建立了新網站、使用「規劃」模式以建立網站頁面，然後在「設計」模式中編輯主版頁面，以便
將頁面元素新增到頁尾。您在此部份中，將學習如何新增及自訂 Widget。 首先您將新增稱為「選單」的一種 Widget，以幫助訪客導覽至網站的各頁
面。您也會學習可在 Adobe Muse 中新增的不同連結類型。

回到頂端

使用「選單」Widget
主版頁面的頁尾通常含有網站導覽，所以下一步即是將此加入。
1. 選擇「視窗 > Widgets 程式庫」來開啟「Widget 程式庫」。
2. 在「Widget 程式庫」中，按一下「選單」區段來將其展開。選取「水平 Widget」，並將其從面板拖移至「A-主版」頁面的頁尾區域 (見圖
19)。

圖 19.將「水平」Widget 拖移至頁面上後，期會以預設樣式顯示。

當您從「Widget 程式庫」拖移 Widget 時顯示的黑色面板，稱為「選項」面板。在面板以外之處按一下將其關閉。當您想要再次存取它時，可按一下
藍色箭頭按鈕。
選單自動顯示您已建立的頁面名稱，且順序同網站地圖中顯示的順序。頁面的名稱均已自動連結至各頁面，且會動態更新。如果您稍後在「規劃」模
式中重新命名或移動頁面，「選單」Widget 會更新，而且選單連結會繼續按照預期運作。
雖然每一種 Widget 提供不同功能，在操作 Widget 時所使用的許多概念則毫無二致。從「Widget 程式庫」找到要用的 Widget，然後將它拖移到頁面
11

上。每一個 Widget 均包含依階層式結構排列的 Widget 元素。選取 Widget 之後，即可繼續按下去展開其子元素。在您選取子元素時，左上角的「選
取指示器」會顯示目前所選取元素的名稱。
例如，當您首次按下 Widget 時，即會選取 Widget 本身。如果您再按一下，則可以選取子元素，例如容器，接著再按一下可選取容器內的文字框。要
逐一返回您所選取的子元素，請按 Escape 鍵。您也可以在 Widget 區域以外位置按一下以取消選取。
選取整個 Widget 時，可以移動其位置。您可以拖移它的變形控制點，以縮放或變更整個 Widget 的尺寸。您可以設定填色及線條顏色，並可套用樣式
以控制整個 Widget 的外觀。
3. 使用「選取」工具將「選單」Widget 置於「狀態按鈕」下方，並垂直置中。

設定與自訂 Widget
若要設定 Widget，請更新「選項」面板中的設定。「選項」面板是一個環境面板，讓您套用變更以更新整個 Widget 專屬的設定，或選取的 Widget 子
元素。某些 Widget 的選項比較多。「選項」面板讓您控制 Widget 的運作方式，以及其內容顯示方式。
選取容器元素，例如選單項目時，您可設定「填色」及「線條」選項，以設定 Widget 的樣式。選取文字標籤時，可使用「文字」面板或「控制」面板
內的文字選項設定文字樣式。有些時候，您也會編輯 Widget 中的文字標籤 ― 不過除非您在「選單」Widget 中設定使用「手動選單類型」，否則頁面
名稱均將依網站地圖的頁面自動設定。
1. 按一下「選單」Widget，會看到「選取指示器」顯示「選單」一詞。按一下藍色箭頭按鈕存取「選項」面板 (見圖 20)。

圖 20. 開啟「選項」面板以設定 Widget 的設定值。

請確定已設定下列預設選項，如圖 22 所示：
選單類型：頂層頁面
方向：水平
一併編輯：啟用
項目大小：大小一致
顯示左圖示：停用
顯示標籤：啟用
顯示右圖示：僅子選單
組件定位：水平；置中對齊

「選項」選單的設定可讓您設定選單的運作方式。
接下來，您將學習如何編輯選單中的按鈕外觀，以及如何控制文字格式以符合網站的設計。
2. 按一下頁面的其他任何位置，以關閉「選項」選單。

瞭解按鈕狀態
1. 選擇「檔案 > 在瀏覽器中預視網站」來預視網站，並測試「選單」Widget。
2. 查看頁面第一次載入時，選單中的按鈕 (此狀態稱為「正常」狀態)。將游標懸停於按鈕上，檢查顯示的「滑鼠指向效果」狀態。當您按一下按鈕
時，會載入相應的頁面，按鈕則以較深的灰色顯示，此為預設的「作用中」狀態。「作用中」狀態代表當訪客瀏覽網站時選取的頁面。
註解：如果您按住滑鼠按鈕，會有一種額外的狀態：「滑鼠按下」，這在訪客按下按鈕時會顯示自訂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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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按鈕狀態
接下來，您將看到如何編輯按鈕的狀態。
1. 關閉瀏覽器並返回 Adobe Muse。
2. 按一下 Widget 以選取整個選單。再按一下「food」按鈕，選取「food」選單項目 (見圖 23)。若您不小心按了第三次，而使「選取指示器」顯示
「標籤」一詞，則請按一次 Escape 鍵，返回階層的上一層，使指示器顯示「選單項目」一詞。
註解： 若您不小心按了第三次，而使「選取指示器」顯示「標籤」一詞，則請按一次 Escape 鍵，返回階層的上一層，使「選取指示器」再次顯示
「選單項目」一詞。

由於「選項」面板中已啟用「一併編輯」選項，因此對選單項目外觀所做的任何變更，均會套用於此「選單」Widget 中的所有其餘按鈕。如此可使編
輯更為快速。除非您需要為每一個按鈕套用不同樣式，否則請維持啟用的「一併編輯」選項。
灰色按鈕定義每一狀態的外觀 (見圖 21)。
3. 選取「狀態」面板索引標籤或選擇「視窗 > 狀態」，開啟「狀態」面板。

圖 21. 使用「狀態」面板選擇不同狀態，並編輯其外觀。

4. 在「狀態」面板中，按一下清單中每一個項目：「正常」、「滑鼠指向效果」、「滑鼠按下」及「作用中」狀態。請注意，當您按下面板中的各
個狀態時，頁面上的「選單」Widget 亦會更新顯示該狀態的外觀。
5. 按一下「正常」狀態。在選取「HOME」選單項目的狀態下，使用「填色」選單將填色顏色設定為「無」。當您為「HOME」按鈕設定填色顏色
時，所有選單項目均會更新其「正常」狀態；這是因為啟用了「一併編輯」選項。
6. 按一下「狀態」面板內的「滑鼠指向效果」狀態，並將填色顏色設定為「無」。重複此程序兩次，將「滑鼠按下」及「作用中」狀態的填色顏色
設定為「無」。這將移除背景填色顏色，建立透明的按鈕。
之後當您自行設計網站時，可嘗試設定整個 Widget 的填色顏色，再為選單項目設定不同的填色顏色。您也可以將背景影像新增到填色選單項目。
接下來您將以類似的編輯程序更新按鈕標籤的外觀。

編輯「選單」Widget 的標籤
按照這些步驟，更新在每一選單項目中顯示頁面名稱的文字標籤格式。
若要瞭解有關使用網頁字體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Muse 中的印刷樣式：使用網頁字體、適合網頁的字體以及系統字體。
1. 在選取「HOME」選單項目的狀態下，再次按一下按鈕以選取按鈕內的文字。「標籤」一詞會顯示於「選取指示器」內。
2. 在「狀態」面板中，確認已選取「正常」狀態。
3. 按一下「文字」面板索引標籤或選擇「視窗 > 文字」，開啟「文字」面板。
4. 在「控制」面板或「文字」面板內以「文字」選單更新文字。將顏色設定為米白。在「字體」選單中選擇第一個選項：「新增網頁字體」。在出
現的介面中，搜尋並選取「Open Sans」網頁字體以新增它。然後從字體清單中選擇它以便套用。
5. 將字體大小設定為 12，然後使用置中對齊。將字距調整設定為 1， 行距設定為 120% (見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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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在「文字」選單中設定選項，以更新選單標籤的外觀。

回到頂端

建立與套用段落樣式
1. 按一下「段落樣式」面板的索引標籤或選擇「視窗 > 段落樣式」，開啟「段落樣式」面板。
2. 按一下面板底部的「新增樣式」按鈕 (頁面圖示) 以儲存這一組字體樣式，日後可將它們輕易套用至其他文字元素。
3. 連按兩下您剛在「段落樣式」面板中建立的新樣式；此樣式已設為預設名稱「段落樣式」。將其重新命名為「選單頁尾」(見圖 23)。

圖 23. 按一下「新增樣式」(頁面圖示) 以新增段落樣式，然後連按兩下新的樣式，並在「樣式名稱」欄位中輸入描述性名稱。

註解： 在「段落樣式」面板以滑鼠右鍵按一下 (或按住 Control 的同時按一下) 其中一個樣式名稱，則會顯示可進行複製、刪除或解除連結樣式的選
單。您也可從選單中選擇「樣式選項」，而非按兩下樣式名稱，以存取「段落樣式選項」。

請注意，「樣式選項」視窗的功能包括將樣式套用到特定的 HTML 標記。
若您查看「狀態」面板，會發現「正常」、「滑鼠指向效果」、「滑鼠按下」及「作用中」等所有狀態的選單項目標籤均使用相同的字體格式。
1. 按一下「預視」可看到設計於瀏覽器中的呈現效果。Muse 使用 Webkit 的一個版本來顯示頁面，許多現代的網頁瀏覽器也是選用此技術。當您
與選單互動時，您會注意到按鈕僅會顯示其標籤 (選單項目容器為透明)。同時也請注意，您將游標移至選單按鈕上，或按一下按鈕時，標籤均不
會改變。
2. 測試選單後，按一下「設計」繼續編輯「A-主版」頁面。

回到頂端

新增「Font Awesome 品牌圖示」至頁面
不需新增要花較長時間載入，而且建立和編輯較費時的置入影像，您可以在頁面上拖放「Font Awesome 」元素。這些元素類似於網頁字體。您可新
增包含許多通用圖示的字體元素。若要更新它們，請以您為文字框設定樣式的相同方式，使用「控制」面板或「文字」面板內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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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瀏覽器中，造訪 Adobe Muse Add-On 程式庫內的 Font Awesome Widget。
2. 按一下「下載」按鈕，將壓縮的「Font Awesome」擴充功能 (副檔名為 .mulib) 下載到您的桌面。不要展開下載的檔案。
3. 開啟「程式庫面板」(「視窗 > 程式庫」)。
4. 按一下「讀入」按鈕，然後瀏覽以選取您在步驟 2 中下載的 .mulib 檔案。
5. 「FontAwesome (圖示) 程式庫」項目會列於「程式庫」面板中 (見圖 24)。

圖 24. 讀入「程式庫」項目且列於面板中之後，即已準備就緒供您使用。

6. 按一下箭頭，以展開 FontAwesome 圖示的檔案夾。
7. 將「品牌圖示」項目拖移到頁尾區域內的頁面上。
8. 按一下藍色箭頭按鈕開啟「選項」面板，並從選單中選擇「Facebook 」選項。
圖示載入到「設計」視圖中時，您可以看到進度列顯示。這個現象是因為圖示存放於不同伺服器上，正如同網頁字體一樣。
9. 在「控制」面板中，將填色顏色設定為棕色。在「文字」面板中，將字體顏色設定為米白 (見圖 25)。

圖 25. 藉由設定填色和文字顏色，更新 Facebook 圖示的外觀。

10. 重複步驟 7 至 9，為 Google+、Tumblr，和 Twitter 建立總計 4 個圖示。使用「選取」工具將它們水平對齊 (見圖 26)。

圖 26. 將一組內包含的四個社交網路圖示對齊為一列，並使用智慧型參考線以取得平均間隔。

11. 選取全部的社交網路圖示，然後選擇「物件 > 群組」，將它們組成群組。在頁面上拖移群組，直到它在「下載選單」按鈕及「選單」Widget 下
方垂直置中。

回到頂端

新增可下載的檔案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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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餐廳在線上以 PDF 格式張貼他們的菜單，讓訪客可以將複本儲存到桌上型電腦，或予以列印。
1. 選取「狀態按鈕」Widget。
2. 使用「控制」面板中的「超連結」選單，以選擇選單最底部「檔案」區段中的項目：「連結至檔案」。在出現的「讀入」對話方塊中，瀏覽以選
取範例檔案夾內名為 Katie's Cafe Menu.pdf 的檔案。按一下「開啟」以選取 (見圖 27)。

圖 27. 瀏覽以選取菜單的 PDF 版。

當您使用「連結至檔案」功能時，檔案會在網站發佈時上傳，或在轉存網站時包含在網站檔案夾中。最好的作法是：將網站的所有檔案拷貝到網站的
本機檔案夾內。
若您查看「資源」面板，會發現 KatiesCafeMenu.pdf 檔案現已列為網站資源之一。
依據您使用的瀏覽器，有些瀏覽器會在瀏覽器視窗內顯示 PDF，有些則只會將 PDF 檔下載至您的桌面。
3. 選擇「檔案 > 在瀏覽器中預視網頁」。
4. 按一下「Download Menu」連結，查看如何顯示連結的 PDF 檔案。

回到頂端

新增外部網站連結
您可將絕對連結新增到您網站之外的其他網頁上。按照這些步驟，將外部連結新增到每一個社交網路圖示。
1. 選取 Facebook 圖示，然後在「超連結」選單欄位中輸入 (或拷貝/貼上) Katie's Cafe Facebook 頁面的連
結：http://www.facebook.com/KatiesCafeSF
2. 選取 Google+ 圖示，然後在 Google+ 上輸入 Katie's Cafe 頁面連結：https://plus.google.com/u/1/117800212967830061444/posts
3. 選取 Tumblr 圖示，然後在 Tumblr 上輸入 Katie's Cafe 部落格連結：http://katiessf.tumblr.com
4. 選取 Twitter 圖示，然後在 Twitter 上輸入 Katie's Cafe 頁面連結：http://twitter.com/katiescafesf
5. 再按一下 Facebook 圖示將其選取。按一下「控制」面板中藍色畫底線的「Hyperlinks」一詞。在顯示的對話方塊中，選取選項：「在新視窗或
標籤中開啟連結」。也要在「工具提示」欄位中輸入工具提示 (見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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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啟用「在新視窗或標籤中開啟連結」的核取方塊。

6. 重複步驟 5 來設定 Google+、Tumblr 和 Twitter 連結，以便在新的瀏覽器視窗中開啟。輸入每一連結的工具提示 (當訪客將游標置於社交圖示按
鈕之上時會出現)。
這是一般網頁設計的習慣，亦即前往同一網站其他網頁的連結，將在同一瀏覽器視窗中開啟 (Adobe Muse 預設如此運作)，前往其他外部網站網頁的
連結，通常會在新瀏覽器視窗或新索引標籤中開啟。

回到頂端

建立電子郵件連結
此樣本網站使用「簡單聯絡方式表單」Widget，以允許訪客傳送訊息。稍後在本文中，您將學習如何將聯絡表單新增至「聯絡」頁面。
若有需要，您可以新增電子郵件連結 (亦即，按下連結時，訪客的電子郵件用戶端會開啟並顯示新訊息，其中的「收件者」欄位會顯示電子郵件地
址)。
請在「超連結」選單中輸入電子郵件地址，並在地址前面加上「mailto:」，例如：
mailto:email@address.com
有時候，「超連結」選單中的連結清單在較大的網站中會變得很長。若要尋找特定頁面、錨點連結、連結的檔案，或外部 URL，您可在「連結」選單
欄位中輸入連結的頭幾個字母，查看相符項目顯示，就能快速篩選清單。

回到頂端

使用參考線來定義頁面的頁首與頁尾區域
您在設計個別頁面時，它們的高度經常依據新增到每一頁面的內容而有所不同。Muse 讓您可以設定區域，使每個頁面無論高度為何，其頁首內容顯示
於頂部位置，而其頁尾內容直接顯示在頁面內容下方。
請依照下列步驟來顯示參考線及設定頁面區域：
1. 若要顯示頁首與頁尾參考線，請選擇「檢視 > 顯示頁首與頁尾」。或者，您也可以使用「控制」面板中的「檢視」選單來啟用「頁首與頁尾」
參考線。顯示時，會在「頁首及頁尾」項目旁邊顯示核取方塊 (見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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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確認「頁首與頁尾」參考線已顯示。

如果您有所偏好，也可以在工作區的左側，也就是瀏覽器視窗區域之外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在顯示的選單中選擇「顯示頁首與頁尾」選項。
若要重新放置頁首與頁尾參考線，也必須顯示「尺規」，以便您能將參考線設定為特定的像素位置。
五條藍色的水平參考線會橫跨頁面寬度。從最上方開始，這五條參考線分別用來定義頁面頂部、頁首的底部、頁尾的頂端、網頁的底部以及瀏覽器視
窗的底部。當您拖移參考線來定義這些區域時，會有工具提示說明每條參考線，並顯示其目前的位置。您可以增加頁面的放大比例，放大後可精確放
置參考線。
註解： 瀏覽器視窗參考線底部用於設定向訪客顯示的畫面最低部份。根據設計而定，如果您要瀏覽器填入在每一頁面內容下方顯示的內容，您可以設
定填色顏色或背景影像以填入瀏覽器，並在瀏覽器參考線底部上方的頁面底部位置設定參考線。

在此樣本專案中，不會在頁面內容下方顯示瀏覽器的填色。
2. 將「頁面底部」參考線與「瀏覽器底部」參考線拖移到頁面底部的相同位置，於頁尾矩形的下方，緊靠著頁尾矩形，如圖 30 所示。

圖 30.當「頁面底部」與「瀏覽器底部」參考線位於相同位置時，瀏覽器填色內容不會在頁面底部下方顯示。

三條上方參考線為頁首、頁尾，和獨特頁面內容中顯示的內容定義區域；此中間區域會展開以符合新增至各頁面上之元素高度。
進行完這些變更之後，頁尾區段即告完成。
3. 拖移「頁尾」參考線，直到它稍微高於頁尾矩形的頂部，約 620px。
4. 將「頁面頂端」參考線留在最上方 (在 Y: 0 px 的位置)。也將「頁首」參考線向上拖移至 0px。
18

回到頂端

將頁面元素設定為頁尾項目
務必要將頁尾區域內的元素設定為頁尾項目。如此能確保頁尾永遠顯示在每一頁面上獨特頁面內容的下方。請依照下列步驟操作：
1. 使用「選取」工具以選取「頁尾」頁面上的全部內容。您可以按一下並拖移頁尾內的項目，或選擇「編輯 > 全選」。
2.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項目，並確保出現的選單中已勾選「頁尾項目」選項。或者，也可以確認「控制」面板內的「頁尾」核取方塊已啟用 (見圖
31)。

圖 31. 確認選取的頁尾元素已設定為頁尾項目。

回到頂端

將錨點新增到頁面頂端
「頁尾」主版頁面內容顯示於網站內所有其他頁面上。它是新增錨點的好位置，可讓訪客跳回較長頁面的頂端。
1. 按一下「控制」面板內的「錨點」按鈕，以便將錨點載入「置入噴槍」內。
2. 命名錨點為「頂端」，並將它置於頁面的最頂端 (見圖 32)。

圖 32. 建立名為「頂端」的錨點，並將它移動到頁面區域的頂端。

繼續閱讀「建置您的第一個網站」第 3 章，您在其中將學習階層式主版頁面，以及如何將主版頁面套用到個別頁面上。您也會看到如何建立可重複使
用的網站資源，並將它們儲存在「程式庫」面板中。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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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使用階層式主版頁面
建立「Interior」主版頁面的頁首
建立「Landing」主版頁面的頁首
在設計中將主版頁面套用至頁面
在矩形中填滿背景影像
設定文字內容的格式和樣式
使用群組元素設計裝飾性頁面分隔符號
建立可重複使用的程式庫項目
使用頁面格線參考線來對齊頁面元素
製作同一文字框內不同文字行的樣式
填入「Home」頁面的其餘資訊

在「用 Adobe Muse 建置您的第一個網站」第 2 章，您已使用「選單」Widget 建立新的主版頁面和新增網站導覽。您學會了如何展開 Widget 的子元
素以選取，並利用「狀態」面板編輯狀態與標籤外觀。您也探索了如何使用段落樣式來新增文字內容及其樣式，並使用「Muse 程式庫」檔案予以查
看，藉由快速載入頁面圖示來新增 Font Awesome 程式庫。在本節中，您將瞭解如何建立您自己的程式庫項目，並在頁面上重複使用這些項目。

回到頂端

使用階層式主版頁面
按一下「規劃」連結，或按一下標記為 katiesCafe 的索引標籤即可返回「規劃」模式。
請注意，網站中的所有頁面縮圖現在都顯示您已新增至已連結「頁尾」主版頁面的設計元素 (見圖 33)。

圖 33. 「頁尾」主版頁面設計顯示在「規劃」模式中的所有已連結頁面縮圖上。

在設計網站時，您對主版頁面所做的變更會自動更新連結的頁面。主版頁面可讓您輕鬆更新或維護網站。更新一個主版頁面即可變更網站的外觀。
您可以將主版頁面套用至其他主版頁面。一個主版頁面可包含不同主版頁面中顯示的共用元素 (例如之前幾節所述的頁尾)，隨後您可建立繼承該主版
頁面中所有元素的其他主版頁面，再加上網站區段所特有的任何元素。
您也可以選擇「編輯 > 就地貼上」，在主版頁面之間移動複製的元素。
當您將滑鼠游標停留在頁面或主版頁面名稱上時，工具提示會針對該頁面或主版頁面顯示所套用主版的階層。
請依照下列步驟，建立繼承「頁尾」主版頁面內容的新主版頁面：
1. 在「規劃」模式中，將滑鼠游標置於「頁尾」頁面縮圖之上，然後按一下右側的加號 (+) 來建立新主版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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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頁尾」右側會出現新的主版頁面，名為「B-主版」。重新命名主版頁面：Landing。
3. 在「頁尾複製」主版頁面縮圖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從環境選單中選擇「主版 > 頁尾」。請注意，這會在縮圖下方顯示 [頁尾] 標籤，指出
「Landing」主版頁面正在繼承「頁尾」主版頁面的內容 (見圖 34)。

圖 34. 設定「Landing」主版頁面來繼承「頁尾」主版頁面的內容。

一個重要的區別是，「Landing」主版頁面實際並不包含「頁尾」主版頁面元素，您並不是只複製了「頁尾 (A-主版)」頁面。而是將「頁尾」主版頁面
套用至「Landing」主版頁面，這表示任何您新增至「頁尾」主版頁面的新內容也將自動顯示在「Landing」主版頁面上。如果需要編輯頁尾內容，請
按兩下「頁尾」主版頁面縮圖直接開啟它。
將設計元素新增至「Landing」和「Interior」主版頁面後，會將主版頁面套用至網站地圖中的頁面。在此設計中，「Home」頁面會使用「Landing」
主版頁面，且網站的其他所有頁面則套用「Interior」主版頁面。
若將游標移至「Landing」或「Interior」主版頁面縮圖上方，會出現說明「已套用主版頁面: 頁尾」的工具提示。
在此網站範例中，主版頁面階層只有一層。不過，您可以建立主版頁面鏈，其中一個主版頁面會繼承某個主版頁面的所有內容，這些內容可套用至第
三個主版頁面，從而加深數層繼承層級的結構。劃分設計元素類似於建立符號。針對一個網站的不同區段製作個別的主版頁面是最佳的作法。
4. 將滑鼠游標置於「Landing」主版頁面縮圖之上，然後按一下右側的加號 (+) 來建立第三個主版頁面。將其重新命名為「Interior」。
5. 按一下「頁尾」主版頁面縮圖，並將縮圖拖移至新的「Interior」主版頁面縮圖。請注意，隨著您將「頁尾」主版頁面縮圖拖放到「Interior」頁
面縮圖上，「Interior」頁面縮圖下方的藍色文字會從 [無主版] 更新為 [頁尾]。

回到頂端

建立「Interior」主版頁面的頁首
「Interior」主版頁面將定義大部分網站頁面的外觀。
1. 按兩下「Interior」主版頁面縮圖，在「設計」模式中開啟它。
2. 畫出一個約 90 像素高，佔滿瀏覽器視窗頂端區域的矩形。拖移側邊控制點，直到設定為顯示 100% 寬度。將矩形頂端對齊頁面頂端。
3. 將矩形的填色顏色設為「棕色」，並將線條寬度設為 0。
4. 返回「規劃」模式並按兩下「頁尾」主版頁面縮圖，在「設計」模式中開啟它。選取整個「選單」Widget 並複製它。
5. 返回「Interior」主版頁面並貼上選單 Widget。使用「選取」工具，向上將其拖移至棕色頁首的右側。
6. 按兩次「HOME」按鈕以選取選單項目。使用「控制」面板中的「文字」面板或「文字」選單來套用下列設定：
網頁字體：Open Sans Condensed Bold
字體大小：20
顏色：淺棕色
對齊方式：靠左
字距調整：0
行距：24px
段後間距：24
段落階層標記：子標題 (h2)
請注意，這會更新所有選單項目，使用相同的格式設定。
7. 在「段落樣式」面板中，建立新段落樣式並命名為：子標題。
8. 在「狀態」面板中，選取「滑鼠指向效果」狀態。將「滑鼠指向效果」、「滑鼠按下」和「作用中」狀態的文字顏色設為「棕色」(見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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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將其餘的選單項目狀態設為使用「棕色」文字顏色。

僅剩下一個項目可新增至「Interior」主版頁面的頁首。
此時即在「Interior」主版頁面中完成頂層網站導覽。
1. 選擇「檔案 > 置入」(或使用 Mac 的 Command+D 或 Windows 的 Control+D) 來開啟「讀入」對話方塊。瀏覽以選取範例檔案檔案夾內名為
logo-interior.png 的檔案，然後按一下「確定」。
2. 按一下頁首的左側，在頁面上放置標誌影像。使用「選取」工具重新放置圖形，使其垂直置中於棕色矩形中，以便置於「選單」Widget 中央。
3. 按一下「預視」可在 Muse 中看到主版頁面的呈現效果 (見圖 36)。

圖 36. 完成的頁首會顯示在「Interior」主版頁面中。

4. 按一下「設計」繼續編輯主版頁面。

回到頂端

建立「Landing」主版頁面的頁首
您接著將填入「Landing」主版頁面來定義「Home」頁面的頁首。此頁首會非常類似，但不含棕色矩形。
此時也會在「Interior」主版頁面中完成頂層網站導覽。
1. 在「設計」模式中，於「Interior」頁面上複製「選單」Widget。
2. 在「設計」模式中開啟「Landing」主版頁面，然後選擇「編輯 > 就地貼上」。
3. 在選取選單的情況下，按住 Shift 鍵同時按向下鍵四次，以便將選單從頁面頂端向下移至約 40 像素的位置。
4. 選擇「檔案 > 置入」，然後瀏覽以選取樣本檔案檔案夾中名為 logo-landing.png 的檔案，再按一下「確定」。
5. 按一下頁首的左側，在頁面上放置透明的標誌影像。使用「選取」工具和智慧型參考線，將圖形置於「選單」Widget 中央。

回到頂端

在設計中將主版頁面套用至頁面
如有需要，您可以在每個頁面縮圖上按一下滑鼠右鍵，再選擇要套用到每個頁面的主版頁面名稱。但拖放主版頁面通常是較快的作法：
按一下「Interior」主版頁面縮圖，並將縮圖拖移至網站地圖中的所有剩餘頁面。請注意，套用每個主版頁面時會更新縮圖設計。
1. 按一下「Landing」主版頁面縮圖，並將縮圖拖移至「首頁」頁面縮圖加以套用。「首頁」頁面縮圖下方的藍色文字會從 [無主版] 更新為
[L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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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在矩形中填滿背景影像
1. 在「規劃」模式中，按兩下「首頁」頁面縮圖以在「設計」模式中將其開啟。
請注意，您無法在頁面上選取頁首和頁尾元素。它們位於主版頁面 (「Landing」和「頁尾」)，並只能在那些頁面上編輯。
2. 繪製橫跨頁面頂端，且設定顯示 100% 寬度的矩形。
3. 使用「填色」選單來按一下「影像」區段旁的檔案夾圖示。在顯示的「讀入」對話方塊中，瀏覽以選取樣本檔案檔案夾中名為 img-saladdarker.png 的檔案，然後按一下「開啟」(見圖 37)。

圖 37. 設定矩形的背景填滿影像。

4. 將「符合」選單設為「縮放以填滿」，再按一下「位置」區段中的右上角位置，在頁面上對齊影像的右上角。
5. 按一下頁面的其他任何位置，以關閉「填色」選單。
6. 使用「選取」工具來拖移控制點，並視需要調整矩形大小。使用智慧型參考線將圖形置中，並將影像的上邊緣對齊瀏覽器視窗的頂端。

回到頂端

設定文字內容的格式和樣式
接下來您將新增部分文字框和設定段落樣式，以控制文字的外觀。
網頁字體：Open Sans Condensed Bold
字體大小：50
字體顏色：棕色
對齊方式：置中
字距調整：1
行距：48px
段落階層標記：標題 (h1)
網頁字體：Gentium Book Basic Bold Italic
字體大小：16
字體顏色：淺棕色
對齊方式：靠左
字距調整：1
行距：24px
段落階層標記：子標題 (h3)
1. 使用「文字」工具來繪製文字框，該文字框置於頁首區域中建立的矩形下方中央。
2. 輸入文字：WELCOME TO KATIE’S CAFÉ. 使用「文字」面板，或「控制」面板的「文字」選單來設定下列屬性：
3. 建立新段落樣式並命名為：heading
4. 在標題和類型下方建立第二個文字框：A small family-owned chain of cafés in San Francisco.
5. 設定下列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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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立新段落樣式並命名為：Subhead serif
子標題文字通常會靠左對齊。但對首頁上此特殊的執行個體，您會將其對齊中央。
7. 在仍選取文字的情況下，將對齊方式設為置中。
請注意，「段落樣式」面板現在會在段落樣式的名稱旁顯示加號 (+)。這表示目前選取的文字已套用段落樣式，但樣式中至少有一個屬性已變
更。
8. 將游標懸停在段落樣式的名稱上方，隨即會出現顯示文字設定的工具提示。行下方會列出與原始樣式的屬性不同的任何屬性。在此情況中，行下
方的項目會顯示：對齊: 置中 (見圖 38)。

圖 38. 加號表示文字使用不同的格式設定，且工具提示會指定選取的文字與段落樣式之間的差異。

回到頂端

使用群組元素設計裝飾性頁面分隔符號
在兩個文字框下方，您會新增一個裝飾性頁面分隔符號。
不需要為此裝飾性文字框設定段落階層標記。
1. 選擇「檢視 > 顯示參考線」來顯示參考線。
2. 使用「矩形」工具繪製寬 445 像素和高 20 像素的矩形。放置矩形使其跨越頁面左半部 (對齊 9 個欄頁面格線的左側)，從而延伸至頁面的中央。
3. 將矩形的填色顏色設為「無」。將線條顏色設定為「淺棕色」。在「線條選項」中，取消欄位連結。利用您為頁尾設計建立線條的相同方式，將
頂端線條的寬度設為 2，並將其他所有線條的寬度設為 0。
4. 按下 Option/Alt，並使用「選取」工具來水平拖移矩形的複本，使複本對齊第一個矩形，並使其尾端對齊頁面格線的右側。
5. 使用「文字」工具，在頁面中央於兩個矩形之間建立一個小型文字欄位。
6. 在 Muse 外部，開啟「字元檢視器」來插入特殊字元。搜尋詞彙：White Four Pointed Star，然後插入項目兩次以建立兩顆星。
7. 在「文字」面板中套用下列設定：
網頁字體：Gentium Book Basic
字體大小：24
顏色：淺棕色
對齊：置中
字距調整：3
行距：24px
8. 選取兩個矩形和文字框，並選擇「物件 > 群組」。

回到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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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可重複使用的程式庫項目
1. 選擇「視窗 > 程式庫」來開啟「程式庫」面板。
2. 按一下「程式庫」面板右下角的檔案夾圖示來建立新檔案夾。
3. 按一下新檔案夾中的欄位並命名為：頁面設計。
4. 選取在上一節中建立的群組。按一下「新增所選項目」按鈕 (翻頁圖示)，將元素的群組新增至檔案夾。重新命名程式庫項目：頁面分隔符號 (見
圖 39)。

圖 39. 在「程式庫」面板的檔案夾內建立和命名新項目。

請注意，「程式庫」會顯示群組的預覽來協助您識別元素。
在本文的後續章節中，您會按一下「程式庫」面板的「頁面設計」檔案夾來展開它，然後將頁面分隔符號的複本拖移至頁面。

回到頂端

使用頁面格線參考線來對齊頁面元素
您接下來將繪製三個矩形，使用頁面上的欄格線來對齊它們，然後在這些矩形中填滿背景影像。
1. 使用「矩形」工具，繪製約 304 x 304 像素的矩形。
2. 使用「選取」工具，將矩形的左側對齊頁面的左側。
3. 按住 Option/Alt，並將矩形的複本拖移至頁面中央，並在其間留下一個小空格。Option/Alt-拖移中央矩形並放置第二個複本，使其與頁面右側對
齊。
4. 再次選取左側的第一個矩形。使用「填色」選單，使用名為 img-coffee.jpg 的檔案設定背景影像。將「符合」選單設定為「縮放以填滿」，然後
按一下「位置」區段中的中央點。在「填色」選單以外之處按一下將其關閉。
5. 重複步驟 4，並使用相同的設定來設定中間矩形和右側矩形的背景填滿。除了使用 img-baking.jpg 設定中間矩形的填滿外，另外設定使用 imgdinner.jpg 影像填滿右側矩形 (見圖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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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 使用頁面參考線對齊三個填滿的矩形。

回到頂端

製作同一文字框內不同文字行的樣式
以下有三個填滿的矩形，您將建立三種樣式的文字框。
1. 繪製拉長文字框，使其在頁面左側對齊的矩形下方，跨越相同的前三欄。輸入下列文字，按 Return/Enter 鍵在文字的第一行及文字的剩餘部分
之間換行：
The finest coffee & tea
We serve only premium roast coffe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offer fresh coffee for each customer. We also offer a selection of loose leaf
teas, everything from exotic flavors to the classics.
2. 使用「選取」工具，只選取第一句。在文字上按一下滑鼠右鍵，再選擇「變更大小寫 > 大寫」來突顯文字框的首字。
3. 開啟「段落樣式」面板並套用子標題樣式。
4. 選取文字框中剩餘文字。使用「文字」面板來套用下列設定：
字體：Gentium Book Basic
字體大小：16
顏色：棕色
對齊方式：靠左
字距調整：0
行距：24px
段後間距：24
段落階層標記：預設值 (p)
5. 您會經常重複使用此樣式，因此請建立下列名稱的新段落樣式：本文。
6. 建立第二個文字框，使其跨越中央矩形下方的三個中央頁面格線欄。輸入下列文字：
Delicious home baking
Based on Katie’s original award-winning recipes, we serve a full menu of baked goods. These items are made fresh each morning to ensure
you are getting the best quality possible.
7. 將首字的大小寫變為大寫。套用子標題和本文段落樣式。
8. 在右側矩形下方建立第三個文字框。如同對其他兩個文字框所做的一樣，在輸入後製作文字的樣式：
Fresh & healthy meals
With an extensive breakfast, lunch, and dinner menu, we do more than your typical café. All our meals are made to order and contain only
the freshest ingredients.
9. 使用「文字」工具在另三個文字欄位下方建立一個新文字欄位，使其跨越頁面左側的前 4 欄。輸入：
Introducing our seasonal cupc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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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 limited time, you can get one of our Maple Walnut Cupcakes. Based on the same ingredients that make all our cupcakes taste so
good, plus the rich and decadent flavors of maple and walnut, you won’t want to pass these up.
Katie Ricks
10. 將首字的大小寫設為大寫並套用段落樣式：子標題。
11. 選取中央的兩個句子並套用本文段落樣式。
12. 選取名稱 Katie Ricks。使用「文字」面板來套用下列設定：
網頁字體：La Belle Aurore
字體大小：42
顏色：棕色
對齊方式：靠右
字距調整：0
行距：24px
段後間距：6
此字體格式設定會產生簽名的錯覺。
13. 使用「選取」工具選取整個文字框。在「填色」選單中，將填色顏色設為白色，並將不透明度滑桿設為 77。

回到頂端

填入「Home」頁面的其餘資訊
依照下列步驟，將內容新增至「Home」頁面底部。
接下來您將複製先前建立的部分元素來重新利用它們。
OUR STORY
Katie's Café is a small family-owned chain of cafés i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SA. The original Katie's location in Noe Valley opened it's doors
in the summer 2006 after founder Katie Ricks decided to spread her love of delicious baked goods and quality coffee to the neighborhood she
resided in.
Katie's in Noe expanded its menu to include full meals in addition to baked goods in 2007. Soon afterward in spring 2008 Katie's opened a new
location in Laurel Heights just north of the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A third location in Cole Valley opened in winter 2011.
Every item served at Katie's Café is created from Katie's own recipes, painstakingly crafted through years of baking for friends and family.
最後，您會沿著底部再增加一組填滿的矩形和文字框。

AWARDS
Katie's Café has won several awards in the annual San Francisco Times Best of SF competition, most notably Café of the Year in 2010.
Katie's was also recently featured in an episode of No Fear: The Culinary Travels of Andrew Bourdin; Andrew pronounced her Abomination Unto
the Lord Cake "a life-changing experience that has ruined me for all other cakes."
您接下來將建立填滿的矩形。
1. 繪製橫跨三個文字框下方頁面，且設定顯示 100% 寬度的矩形。
2. 使用「填色」選單，以名為 img-cupcakes.jpg 的背景影像填滿矩形。將「符合」選單設為「縮放以填滿」，再按一下「位置」區段中的左上角
位置，在頁面上對齊影像的左上角。
3. 按一下頁面的其他任何位置，以關閉「填色」選單。
4. 使用「選取」工具來拖移控制點，並視需要調整矩形大小。矩形必須置中、以 100% 顯示，並在距離頁面頂端約 1214 像素的位置對齊矩形的上
邊緣。
5. 在矩形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選擇「排列 > 移至最後」。頂端目前應出現內含您稍早建立之簽名的文字框，且其半透明背景可透視紙杯蛋糕影
像。
1. 向上捲動並選取頁首文字框：WELCOME TO KATIE’S CAFÉ.
2. 按下 Option/Alt，並將它向下拖移到填滿紙杯蛋糕的矩形下方。使用「文字」工具輸入頁首，並將文字取代為：關於 KATIE’S CAFÉ。
3. 開啟「程式庫」面板。展開「頁面設計」檔案夾，並將「頁面分隔符號」的複本拖移至文字框下方的頁面。在頁面上置中兩個元素。
4. 繪製大約寬 450 像素 x 高 300 像素的矩形。使用名為 img-cookie.jpg 的背景影像填滿矩形。將背景設定為「縮放以填滿」，然後按一下置中
「位置」點。
5. 將矩形對齊頁面的左側。
6. 朝向餅乾矩形右側繪製文字框，大約寬 450 像素。輸入或貼上下列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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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子標題樣式套用到首字，並將本文樣式套用到文字框的剩餘部分。
2. 將文字框的右邊緣對齊頁面參考線的右側。
1. 向下捲動，並在餅乾矩形下方繪製文字框，大約寬 450 像素。輸入或貼上下列文字：
1. 將子標題樣式套用到首字，並將本文樣式套用到文字框的剩餘部分。
2. 將文字框的左邊緣對齊頁面參考線的左側。
1. 繪製大約寬 450 像素的矩形。
2. 將矩形的填色顏色和線條設為「無」。將背景填滿設為使用 img-breakfast.jpg 影像，將「符合」設為「縮放以填滿」，並將位置設為上方靠
左。
3. 沿頁面參考線右側 (「Our Story」文字框下方) 對齊矩形。
4. 開啟「程式庫」面板並展開「FontAwesome 檔案夾」。將「方向」圖示項目拖移至頁面的右下部分，頁尾參考線的正上方，並與頁面右側對
齊。
5. 按一下藍色箭頭按鈕開啟「選項」選單。從選單中選取「圓形向上鍵」選項。將文字顏色設定為「棕色」(見圖 41)。

圖 41. 設定 Font Awesome 圖示，並製作圖示的樣式使其符合網站的設計。

6. 在選取「向上鍵」圖示的情況下，使用「超連結」選單以選取名為「頂端」的錨點連結 (見圖 42)。

圖 42. 設定連結以指向您在主版頁面中建立的錨點 (名為「頂端」)。

7. 選擇「檔案 > 在瀏覽器中預視網頁」。向下捲動頁面來查看頁面內容。按一下「向上鍵」圖示，然後查看如何跳回頁面的頂端。
8. 按一下「設計」繼續編輯「Home」頁面。如有需要，請選擇「檢視 > 隱藏參考線」，在頁面上隱藏參考線。
在本教學課程的下一章 (第 4 章)，您將瞭解如何套用捲動效果來控制動作，以及在首頁上建立互動效果。您也會瞭解如何建立手動式「選
單」Widget，為「選單」頁面建立子導覽。然後會在新增第二個「隱藏」選單 (以訪客形式呈現) 向下捲動頁面之前，將錨點套用到頁面並將選單項目
連結至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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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套用捲動效果至瀏覽器填色和背景填色
建立「選單」頁面
設定手動「選單」Widget
使用錨點標記區域和作用中狀態
將錨點連結新增至選單項目
將五個區段新增至「選單」頁面
放置文字內容以填入每個區段的選單內容
在「選單」頁面上將捲動效果新增至區段頁首
使用捲動效果將「固定的」選單新增至頁首

在「用 Muse 建置您的第一個網站」第 3 章，您已使用「水平選單」Widget 新增和編輯主版頁面，以新增網站導覽。您學會了如何利用「狀態」面板
設定選單項目與標籤的外觀樣式。您也可以學習如何使用「程式庫」項目，及建立可在頁面上施放的重複使用元素。

回到頂端

套用捲動效果至瀏覽器填色和背景填色
您可以在 Muse 中套用許多類型的捲動效果，包括動作、不透明度、幻燈片和 Edge Animate 捲動效果。您可以使用「捲動效果」面板來套用捲動效
果，也可以使用「填色」選單的「捲動」索引標籤來控制動作。
1. 向上捲動，再選取與頁面頂端對齊的大矩形。
2. 選取「視窗 > 捲動效果」。在「捲動效果」面板上，輸入下列設定 (見圖 43)。
啟用「動作」核取方塊
保留「初始動作」區段中兩個欄位的設定為 0
將關鍵位置 (中央欄位) 設定為 0px
在「最終動作」區段中啟用「向上」方向，並將其設定為「0.5」
維持水平方向的設定 0

圖 43. 將捲動效果動作設定套用至頁面頁首中的矩形。

這些設定指出一旦頁面捲動超過關鍵位置 (0 像素，頁面最上方)，矩形應該向上捲動，且速度為其他頁面的捲動速度的 0.5 倍。
啟用「動作」核取方塊
啟用「初始動作」區段中的「向上」方向，並將其設定為 0.5
維持水平方向的設定 0
將關鍵位置 (中央欄位) 設定為 1114px
在「最終動作」區段中啟用「向上」方向，並將其設定為「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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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水平方向的設定 0
3. 選擇「檔案 > 在瀏覽器中預視網頁」。向下捲動頁面，您會注意到頁首中頂端矩形的移動速度是其餘頁面元素速度的一半。
4. 返回 Muse 並向下捲動，選取填滿杯子蛋糕影像的大矩形。
5. 開啟「捲動效果」面板 (「視窗 > 捲動效果」)，再輸入下列資訊 (見圖 44)。

圖 44. 套用「捲動效果」，隨頁面捲動來控制矩形的動作。

6. 再次選擇「檔案 > 在瀏覽器中預視網頁」。向下捲動頁面，您會注意到向上捲動的兩個 100% 寬矩形的速度，是其餘頁面元素速度的一半。
7. 返回 Muse。按一下「X」，在「設計」模式中關閉「首頁」頁面索引標籤。

回到頂端

建立「選單」頁面
選單頁面配備一系列適用於早餐、午餐、晚餐、甜點，以及飲料的項目。若要瀏覽頁面，訪客可使用包含可跳至每個區段錨點連結的選單列。
1. 在「設計」模式中開啟「選單」頁面。顯示參考線來協助您設計頁面的版面。
2. 使用「文字」工具，繪製置於頁首區域下方中央的文字框。
3. 輸入文字：FRESH LOCAL INGREDIENTS & INNOVATIVE RECIPES
4. 套用段落樣式：標題。
5. 使用「選取」工具調整文字框大小，使文字框跨越整個頁面。在樣本網站中，& 符號後面的文字會換行到第二行。
6. 從「程式庫」面板拖移「頁面分隔符號」的複本，再將其置於文字下方中央。

回到頂端

設定手動「選單」Widget
設計「頁尾」主版頁面時，已新增連結至網站中所有頁面的「選單」Widget。接下來，您會新增連結至相同頁面之不同區段的手動「選單」Widget。
選單類型：手動
方向：水平
一併編輯：啟用
項目大小：間距一致
顯示左圖示：停用
顯示標籤：啟用
顯示右圖示：僅子選單
組件定位：水平、置中
1. 在「Widgets 程式庫」中，展開「選單」區段，並將「水平選單」Widget 拖移至頁面。
2. 使用「選取」工具來調整整個選單的寬度，使選單跨越格線參考線的 5 個中央欄。
3. 按一下藍色箭頭按鈕開啟「選項」面板。套用下列設定 (見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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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在「選項」面板中將「選單類型」設定為「手動」。

4. 在「選項」面板以外之處按一下將其關閉，選單隨即會更新為包含下列標籤的單一選單項目：[名稱]
5. 按兩下選單項目，按一下選取整個「選單」Widget，再按一下可選取選單項目。使用「文字」工具選取預留位置標籤和類型：BREAKFAST。
6. 切換至「選取」工具，並將游標懸停在選單項目。按一下「BREAKFAST」選單項目右方出現的加號 (+)，以建立新的選單項目。使用「文字」
工具重新命名新按鈕：LUNCH。
7. 重複步驟 6 再增加總計三個選單項目，並重新命名為：「DINNER」、「DESSERT」和「DRINKS」。
8. 選取其中一個選單項目，開啟「狀態」面板。選取「正常」狀態，並將選單項目的填色顏色設定為「無」。接下來，按一下每個剩餘的「滑鼠指
向效果」、「滑鼠按下」和「作用中」狀態，並將其填色顏色設定為「無」。
9. 選取「正常」狀態，並將線條顏色設定為「淺棕色」。在「線條」選項中，取消連結四個欄位，將右側線條設定為「2」，並將其餘所有欄位設
定為「0」。這會在每一個選單項目之間建立分隔符號。
10. 在「選項」面板中，取消選取選項：「一併編輯」。選取「BEVERAGE」選單項目和「正常」狀態，然後將線條顏色設定為「無」。為「作用
中」狀態重複此步驟。接下來重新啟用「一併編輯」選項。
11. 再選取一次「正常」狀態。套用子標題段落樣式。 使用「文字」面板，進行下列其餘的文字格式變更：
字體：Open Sans
大小：16
對齊方式：置中
段後間距：0
子標題樣式旁現在會顯示加號 (+)，指出樣式已變更。您可以視需要建立新的段落樣式，但維持原來的樣式也沒問題。
12. 「滑鼠指向效果」和「滑鼠按下」狀態會自動更新。重複步驟 9，將相同的格式設定套用至「作用中」狀態。
13. 使用「選取」工具對齊選單，讓選單在距離頁面分隔符號下方約 52 像素處垂直置中。
選單此時沒有任何連結。必須設定「手動選單」Widget 來使用您所要的連結，因為它們不會從「規劃」模式繼承頁面連結。

回到頂端

使用錨點標記區域和作用中狀態
「選單」頁面總計將包含五個內含餐點和飲料項目的不同區段，並且以 100% 寬度大矩形區隔。因此，必須向下捲動才能顯示頁面的整個內容。這是
使用錨點標記和捲動效果的一個重要動作。如果頁面長度不夠，以致於無法讓訪客向下捲動，則這兩個網站功能將無法運作。
想像一下，當您加入錨點標記時，就像是在頁面上貼標記。當訪客按下該錨點的連結時，連結會向下捲動到標記的位置。
您將從建立五個錨點著手進行，名稱分別是：「breakfast」、「lunch」、「dinner」、「dessert」和「drinks」，分別對應於五個頁面區域的每一
個。請依照下列步驟操作：
1. 在「控制」面板中按一下「錨點」按鈕，以載入「錨點」工具 (見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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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按一下「錨點」按鈕以載入第一個錨點的「置入噴槍」。

2. 按一下頁面左上方的鄰近處 (頁面分隔符號正下方) 來放置錨點。
3. 在顯示的「重新命名錨點」對話方塊中，輸入錨點名稱：breakfast。使用「選取」工具，將其移至離頁面頂端約 303 像素的位置 (見圖 47)。

圖 47. 為頁面頂端附近的「breakfast」菜單命名錨點。

4. 重複這些步驟。此時按一下「錨點」按鈕四次，然後按一下頁面，將命名的錨點置於頁面下方的以下位置：
lunch：1255px
dinner：1731px
dessert：2798px
drinks：3200px
如有需要，您可以使用「變形」面板來選取每一個錨點，並設定其 Y 值。
註解： 第一個錨點和第一個連結內容實例 (手動「選單」Widget) 之間的間距量將會設定「作用中區域」，造成每個區域中的作用中狀態產生變化。
例如，如果第一個錨點位於選單上方 100 像素處，則當訪客向下捲動頁面時，會先將每個區域之選單項目的作用中狀態更新 100 像素，然後再顯示選
單。

接下來您會將選單項目連結至錨點標記以建立導覽，讓訪客可在頁面向下跳動來閱讀每個選單。

回到頂端

將錨點連結新增至選單項目
1. 按一下「BREAKFAST」選單項目兩次加以選取。「選取指示器」會顯示「Menu item」(選單項目) 一詞。
2. 在「選單」頁面中，使用「超連結」選單來選取「breakfast」錨點標記 (見圖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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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將「BREAKFAST」按鈕的連結設定為「breakfast」錨點標記。

3. 重複步驟 2，將錨點新增至剩餘的四個選單項目。
4. 選擇「檔案 > 在瀏覽器中預視網頁」來測試選單，並查看選單如何向下跳至頁面的每一個區段。向上捲以按一下每個按鈕。
以手動方式向上捲回有點麻煩，因此您稍後將新增「Back to Top」按鈕及隱藏的選單，該選單包含可讓第二個「選單」Widget 維持在頁首區域的捲
動效果。
5. 返回 Muse 以繼續編輯「選單」頁面。

回到頂端

將五個區段新增至「選單」頁面
此頁面使用與「Home」頁面類似的設計，包含設定為 100% 寬度，具有捲動效果和文字框樣式的矩形。
現在已完成區段標題。您可以視需要按一下「預視」，測試如何在造訪每一個區段後，按一下「Back to Top」箭頭按鈕向上跳回。
1. 拖移出矩形，使該矩形跨越整個瀏覽器視窗的寬度，約位於「選單」Widget 下方 52 像素位置。
2. 將填色和線條顏色設定為「無」。設定矩形的背景影像來使用名為 img-breakfast.jpg 的檔案。將影像設定為「縮放以填滿」，並將其位置設為
中央偏左點。
3. 拖移矩形的控制點直到兩側的邊緣對齊，並且顯示為 100% 寬度，以調整矩形的大小。將矩形的高度設定為 267 像素。
4. 建立文字框並輸入：BREAKFAST。
5. 在「程式庫」面板中，展開 FontAwesome 圖示檔案夾，並將「方向」圖示拖移至頁面。使用「選項」面板來選取「圓形向上鍵」圖示。將文字
顏色設定為「淺棕色」。
6. 剪下「圓形向上鍵」圖示，然後使用「文字」工具，在「BREAKFAST」文字框中 B 的正前方按一下。在「BREAKFAST」文字框內部貼上
「圓形向上鍵」圖示。
7. 將「圓形向上鍵」圖示的連結設定為「選單」頁面上的頂端錨點連結。
8. 選取「BREAKFAST」文字並套用標題樣式。接下來編輯字體屬性，方法是將字體顏色設為「米白色」，並將對齊方式設為「靠左」。
9. 將「BREAKFAST」文字框置於離頂端 (Y) 600 像素，及離頁面 (X) 左側 4 像素的位置。您可以使用變形面板或工具提示來協助您放置。
10. 選取「BREAKFAST」文字框，按住 Shift 鍵，然後選取填入早餐影像的矩形。放開 Shift 鍵，然後按住 Option/Alt 鍵，將頁面上兩個元素的複
本向下拖移，並維持新組合對齊中央。此複本將成為「lunch」區段。
11. 將「Lunch」組放置在離頁面頂端 1205 像素處。使用「文字」工具選取 BREAKFAST 文字並輸入 LUNCH。使用「填色」選單，設定背景影像
來使用 img-lunch.jpg 檔案。保留「縮放以填滿」設定，並將位置設定為中央偏右。
12. 重複步驟 10 和 11 以複製「Lunch」區段。將「dinner」組放置在離頁面頂端 1977 像素處。重新命名文字框「DINNER」。將背景影像設定為
使用 img-dinner.jpg。使用相同的「符合」和「位置」設定。
13. 重複步驟 10 和 11 以建立「dessert」區段。設定甜點矩形填色以使用 img-dessert.jpg 背景影像，將其位置設定為中央偏左。將文字框更新為
「DESSERT」，並將甜點矩形的上邊緣置於 Y 值 2748。
14. 複製甜點組以製作「drinks」區段。輸入文字框，將其重新命名為「DRINKS」。使用左上位置，將矩形的背景影像設定為 img-drinks.jpg。將飲
料矩形的上邊緣設定為 Y 值 3446。

34

回到頂端

放置文字內容以填入每個區段的選單內容
接下來會在區段之間的空間內新增兩個文字框，為每個類別顯示對應的餐點選項。
The Spike $9
Breakfast burrito with egg, black beans, guacamole, onion, cilantro, chipotle tomato salsa, and your
choice of potato, chicken, or beef
The Dazzler $7
Hash browns with scrambled eggs and locally sourced bacon
The Nessie $8
Two hearty buttermilk pancakes with your choice of chocolate chips or blueberries
1. 選擇「檔案 > 置入」，再瀏覽以選取名為 breakfast1.txt 的文字檔 (位於 Assets 檔案夾的 menu 子檔案夾)。按一下「開啟」以關閉「讀入」對
話方塊。
2. 按一下「Breakfast」頁首下方的頁面，放置包含下列內容的文字檔：
3. 選取每一個項目名稱 (包含價格)，並套用子標題 serif 段落樣式。接下來，選取每個項目下方的項目說明，再套用本文段落樣式。
4. 將文字框的左側對齊頁面的左側。調整文字框大小，使其在「Breakfast」與「Lunch」頁首之間垂直置中。展開文字框寬度以跨越前四欄。
5. 重複步驟 1 – 4 以放置名為 breakfast2.txt 的文字檔。製作文字樣式，並將文字框對齊頁面右側，跨越最後四欄放置。
6. 繼續此程序來填入每一個選單區段，放置 lunch1.txt 和 lunch2.txt 內容並設計這兩個文字框的樣式，然後重複這些步驟，將兩個包含餐點選項的
文字框新增至「dinner」、「dessert」和「drinks」區段。
7. 儲存網站和預視頁面。至此似已完成，但您將在下一節套用一些捲動效果，最後加以編修。

回到頂端

在「選單」頁面上將捲動效果新增至區段頁首
這部分與您在「Home」頁面上加入的捲動效果極為類似。請注意，當您為 100% 寬度矩形加入背景影像時，可在「填色」選單中選取不同的位置來改
變對齊方式。另請注意，每一個矩形只有 267 像素高，但背景來源影像的高度超過 1,300 像素，並且設定為「縮放以填滿」。這些設定將影響在瀏覽
器中檢視時，捲動效果的顯示方式。
1. 在「Breakfast」區段中選取矩形。開啟「捲動效果」面板 (「視窗 > 捲動效果」)，選取「動作」核取方塊，再輸入下列屬性來控制填色內容的
移動 (見圖 49)。
在「初始動作」區段中，將「向上」方向設為以速率 0.5x 捲動
維持水平方向的設定 0x。
將關鍵位置設為 440px (您也可以拖移頁面上的 T 控制點來執行此設定)
在「最終動作」區段中，將「向上」方向設為以速率 0.5x 捲動
維持水平方向的設定 0x。

圖 49. 啟用「動作」核取方塊並套用捲動效果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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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取「Lunch」矩形。在「捲動效果」面板中，將關鍵位置設為 1205px。將「初始動作」和「最終動作」區段的「向上」方向設定為 0.5x。維
持水平方向設定 0x。
3. 重複步驟 2，將捲動效果套用至「Dinner」矩形。使用相同的設定，但將其關鍵位置設定為 1977px。
4. 繼續再重複這項作業兩次。將「Dessert」矩形設為使用關鍵位置 2748px。將「Drinks」矩形設為使用關鍵位置 3446。
5. 選擇「檔案 > 在瀏覽器中預視網頁」來查看作用中的捲動效果。按一下「Dessert」選單項目，並觀察當頁面向下跳至「Dessert」區段時，矩
形頁首如何移動。按一下「向上箭頭」圖示可向上跳回頂端。
完成測試後，關閉瀏覽器並回到 Adobe Muse。

回到頂端

使用捲動效果將「固定的」選單新增至頁首
「選單」頁面幾近完成，但瀏覽效果仍未完善。若在頁面的每個區段上方加入「選單」Widget 則會更容易導覽，因為您可以輕鬆跳至每個區段，而不
必先完全回到頂端。您可以運用這項技巧，讓「選單」Widget 向上捲動，然後「停留」在頁面頂端。
淡化位置 1：0% 下為 5px
關鍵位置：0% 下為 252px
淡化位置 2：100% 下為 252px
1. 選取頁面頂端的「選單」Widget。
2. 按住 Option/Alt 鍵，同時朝頁首方向將其複本向上拖移。拖移時，確定使用出現的智慧型參考線，讓複本垂直持續對齊原件及頁面中央。
3. 將複本頁首放在棕色頁首矩形的正下方，即 Y 位置的 92 像素處。
4. 開啟「捲動效果」面板。按一下「不透明度」索引標籤 (左側的第二個索引標籤) 來查看捲動效果的不透明度設定。
5. 啟用「不透明度」核取方塊並套用下列設定 (見圖 50)。

圖 50. 進行設定來控制「選單」Widget 的透明度。

註解： 您也可以設定「淡化位置 1」、「關鍵位置」和「淡化位置 2」值，方法是啟用捲動效果，然後拖移選單上方出現的 T 控制點的對應部分。

進行上述設定後，即表示在訪客從頁面頂端向下捲動到 252 像素前，選單將維持完全透明 (0% 不透明)。當其出現時，第一個 (可見)「選單」Widget
也會移至相同的位置。
為了在原始的選單向上捲動並消失，然後顯示複本選單之間平順的切換，您需要新增實色矩形，該矩形的填色顏色必須與頁面背景相同。如此一來，
矩形 (繪製在複本選單上方) 也可以使用捲動效果，之後即可在顯示的選單過粗 (因為選單彼此疊層顯示) 時防止其移動。
6. 在棕色頁首正下方繪製矩形。使用「變形」面板來套用下列值 (見圖 51)：
高度：45 像素
寬度：1160 像素
X：-100 像素
Y：87 像素
設定以 100% 寬度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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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設定涵蓋複本選單的矩形，顯示 100% 寬度。

1. 在「捲動效果」面板的「不透明度」索引標籤中，輸入下列值：
淡化位置 1：0% 下為 5px
關鍵位置：0% 下為 252px
淡化位置 2：100% 下為 252px
上述設定可確保隱藏複本選單上方的矩形，直到原始選單捲動到其上方，從而平順切換為止。
2. 選擇「檔案 > 在瀏覽器中預視網頁」以向下捲動頁面。緩慢捲動並觀察第一個選單如何向上捲動，且當原始選單從檢視中捲去時，會立即出現
複本 (透明) 選單。「捲動效果」也會控制複本選單的動作，可在您繼續向下捲動頁面時讓選單維持不動。
在「用 Adobe Muse 建置您的第一個網站」的下一章，您將學習如何調整及裁剪放置的影像檔案大小，並在格線欄上對齊這些影像檔案。您也會加入
「全螢幕幻燈片展示」Widget，並設定它來顯示影像圖庫。接下來將學習如何將 HTML 內嵌至部落格頁面，藉此納入第三方網站內容。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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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格式化「Gallery」頁面頂端的文字
使用「置入噴槍」以放置多個已調整大小的影像
裁切置入的影像
套用連結至文字框，並定義預設的連結樣式
新增並設定「全螢幕幻燈片展示」Widget。
格式化「部落格」頁面頂端的文字
使用嵌入式 HTML 在 Muse 網站顯示部落格

在「用 Muse 建置您的第一個網站」第 4 章中，您新增了捲動效果，為首頁建立互動式動作效果。您也建置「選單」頁面，並建立連結到頁面上不同
錨點的手動選單。在第 5 章中，您將瞭解如何在 Muse 工作區內調整置入的影像大小, 並裁切它們，以進行編輯。您也將探索使用嵌入式 HTML，將
Tumblr 部落格新增到「部落格」頁面。

回到頂端

格式化「Gallery」頁面頂端的文字
「Gallery」頁面包含一系列以頁面參考線對齊的影像。
1. 在「設計」模式中開啟「Gallery」頁面。
2. 如果尚未顯示參考線，請選擇「檢視 > 顯示參考線」。
3. 建立文字框，然後輸入：GALLERY。套用頁首段落樣式。
4. 建立對齊頁面左邊的第二個文字框。輸入：
Ever since Katie’s Café first opened its doors in 2006 we have been dedicated to sourcing fresh local
ingredients and providing the quality finished product to our customers. Founder, Katie Ricks,
然後套用本文段落樣式。
5. 建立對齊頁面右邊的第三個文字框。輸入：
is passionate about food and customer service. This passion is what inspires every menu item and we are
proud of the classics, as well as the new items that we serve.
再次套用本文段落樣式。
6. 使用「選取」工具以選取左和右段落，然後選擇「物件 > 群組」。
7. 從「程式庫」面板拖移「頁面分隔符號」的一份複本。
8. 使用「選取」工具將三個元素 (頁首文字、兩個文字欄構成的群組，以及頁面分隔符號圖形) 置中，以便在頁面上將它們垂直對齊 (見圖 52)。

圖 52.將文字框和頁面分隔符號置於頁首內容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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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頂端

使用「置入噴槍」以放置多個已調整大小的影像
1. 選擇「檔案 > 置入」，然後瀏覽以選擇「資源」檔案夾內名為 gallery-1.jpg、gallery-2.jpg、gallery-3.jpg，和 gallery-9.jpg 的檔案。按一下
「開啟」選擇它們，然後關閉「讀入」對話方塊。
請注意，「置入噴槍」顯示數字 4，表示已載入 4 個影像。
2. 按一下並拖移在頁面左邊的游標。工具提示會暫時顯示百分比，讓您知道要置入的第一個影像比例。請在影像約縮小至約 16% 時放開滑鼠按
鈕，使影像尺寸為 330 像素寬、220 像素高。
3. 重複步驟 2，以相同比例置入其他三個影像。
現在還不用擔心對齊。首先，您會在 Muse 中編輯影像。

回到頂端

裁切置入的影像
其次，您將逐一裁切這四個影像，使它們都成為正方形 (220 x 220 像素)。
1. 使用「裁切」工具，選取 gallery-1.jpg 影像。
2. 在中央按一下，顯示黑色圓圈圖示。影像周圍的邊框變為藍色，並出現手掌張開游標。將影像框內的影像向左拖移，直到杯墊的左側被切除，並
顯示於半不透明區域內。
3. 使用裁切工具再次按一下影像。中央的圓圈圖示消失，影像框周圍的邊框變為橙色。將右邊中央控制點朝中間拖移，將影像寬度重新調整為 220
像素 (見圖 53)。 您可查看「變形」面板以檢查尺寸。

圖 53. 使用「裁切」工具裁切所置入影像的側邊。

4. 重複步驟 1-2，裁切 gallery-2.jpg、gallery-3.jpg 和 gallery-9.jpg 影像，使它們的寬度都是 220 像素。
5. 使用「選取」工具將四個影像沿著頁面寬度對齊 (見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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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在頁面參考線建立的欄中對齊四個已裁切的影像框。

「Gallery」頁面的其餘部份包括已調整大小的影像和文字框。
1. 置入名為 gallery-4.jpg 的影像，然後按住並拖移它以 38% 置入。 使用「裁切」工具裁切左邊緣，然後減少影像框寬度，直到尺寸變成 464 x
512 像素。使用「選取」工具將左邊緣和頁面的左邊對齊。
2. 將名為 gallery-5.jpg 的影像置入到您剛剛裁切的較大影像的右邊。按住並拖移它到大約 24%。 使用先前相同的技巧，將影像滑動到影像框內並
置中。這一次請將底部控制點向上拖移，而將右側控制點朝向中央拖移，將它裁切為 264 x 246 像素。將右邊緣和頁面參考線的右邊對齊，而且
將底部邊緣和 gallery-4.jpg 影像的底部對齊。
3. 置入 gallery-6.jpg，然後按住並拖移它到 50%。這個影像會橫跨整個頁面。將影像在影像框內置中，然後將它裁切至 953 x 516 像素。在頁面
上將它垂直對齊。
4. 置入 gallery-7.jpg，然後在頁面左邊按住並拖移它至 23%。將它裁切至 464 x 342 像素，並將它和頁面左邊對齊。
5. 置入 gallery-8.jpg，然後在頁面右邊按住並拖移它至 23%。將它裁切至 464 x 310 像素，並將它和頁面右邊對齊。 使用「選取」工具和智慧型
參考線以確保影像全部對齊頁面參考線，並互相對齊 (見圖 55)。

圖 55. 在頁面上以馬賽克模式排列已裁切的收藏館影像。

在杯子蛋糕的影像 (gallery-5.jpg) 上方有一個空白位置。您將以文字框填滿它。

回到頂端

套用連結至文字框，並定義預設的連結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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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將新增能讓訪客檢視全螢幕幻燈片展示的按鈕。
1. 在杯子蛋糕的影像上方繪製文字框。將它的大小調整為 464 x 242 像素，並將它和頁面右邊對齊。將文字框的填色顏色設為「淺棕色」。
2. 輸入：VIEW GALLERY FULLSCREEN
3. 套用標題段落樣式。然後將顏色設定為「米白色」，並將對齊設定為「左」。文字將繞排為兩行。
4. 選取文字框時，使用「超連結」選單將連結套用至「Gallery」全螢幕頁面 (見圖 56)。

圖 56. 將文字框設定為連結，以連結顯示收藏館幻燈片展示的頁面。

5. 按一下「超連結」選單左邊的超連結文字，以查看可用的選項。在顯示的對話方塊中，請注意文字設定為使用預設的連結樣式。
6. 按一下「編輯連結樣式」按鈕，開啟「網站屬性」對話方塊的「版面」標籤。
7. 使用此介面以指定文字連結在網站上如何顯示。對於此網站專案，連結狀態設定為繼承套用至文字的任何粗體或斜體樣式，但是在任何狀態下都
不會加上底線。為每一狀態設定文字顏色：
正常：淺棕色
懸停：棕色
已造訪：淺棕色
作用中：棕色
註解： 使用「解析度」選單在「標準」和「高 DPI (2 倍)」的輸出之間作選擇 – 以設定從網站所發佈或轉存的影像品質。高 DPI 設定要求您以兩倍尺
寸置入影像，但是能在 Retina 顯示器和其他高解析度螢幕上提供最佳顯示。

8. 按一下「確定」，關閉「網站屬性」對話方塊。
9. 儲存網站，並關閉「設計」視圖中的「Gallery」頁面。

回到頂端

新增並設定「全螢幕幻燈片展示」Widget。
「Gallery」全螢幕頁面包含當訪客從「Gallery」頁面按一下連結時，會載入的「全螢幕幻燈片展示」Widget。
請注意，Widget 會立即展開以填滿頁面寬度的 100%。
新主體：等比例填滿框架
新縮圖：等比例填滿框架
切換效果：淡化
轉變速度：0.5 秒
自動播放啟用，設定在 3 秒後開始播放
繼續播放：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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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一次：停用
隨機排列：停用
啟用撥動：啟用
版面
影像預視燈箱：停用
自由格式縮圖：停用
全螢幕：啟用
組件
第一個：停用
下一個：啟用
上一個：啟用
最後一個：停用
註解：啟用
計數器：停用
關閉按鈕：停用
縮圖：停用
編輯
編輯時顯示影像預視燈箱組件：啟用
一併編輯：啟用
1. 在「設計」視圖中開啟「Gallery」全螢幕頁面。
2. 必要時請選擇「檢視 > 隱藏參考線」。
3. 開啟「Widget 程式庫」並展開「幻燈片展示」區段。將「全螢幕幻燈片展示」拖移到頁面。
4. 選取幻燈片展示時，將上邊緣沿著頁首下邊緣置入，使得瀏覽器的背景填色不會顯示出來。在這項設計中，幻燈片展示不會顯示「關閉」按鈕
— 訪客只要按一下頂端選單內的連結，就能跳到新頁面並離開幻燈片展示。
5. 按一下藍色箭頭按鈕開啟「選項」面板，並套用下列設定 (見圖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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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於「選項」面板更新幻燈片展示的設定。

6. 按一下「新增影像」檔案夾。在出現的「讀入」對話方塊中，選取下列檔案：gallery-1.jpg、gallery-2.jpg、gallery-3.jpg、gallery4.jpg、gallery-5.jpg、gallery-6.jpg、gallery-7.jpg，和 gallery-8.jpg。按一下「開啟」來讀入 8 個影像檔案，並關閉「讀入」對話方塊。
7. 按一下頁面的其他任何位置，以關閉「選項」面板。
8. 按一下「預視」以檢視進行中的幻燈片展示。按一下「下一個」或「上一個」按鈕時，就會顯示新增的 8 個影像。此外，如果您等待 3 秒，自
動播放功能就會開始播放幻燈片展示，而且會繼續重複播放。請注意，預設的幻燈片展示影像已自動移除。
9. 按一下「設計」，繼續編輯「全螢幕幻燈片展示」Widget。
10. 選取「上一個」箭頭按鈕，將它置入頁面的中央左側。將「下一個」箭頭按鈕拖移到頁面的中央右側，和「上一個」按鈕水平對齊。然後將「註
解」視窗向下拖移到底部，使它置中，並距離底部邊緣大約 40 像素。
註解： 如果您難以看到整個頁面，請將「縮放等級」設定為 75%，以便能在「設計」模式中檢視整個幻燈片展示。

1. 將「下一個」和「上一個」按鈕的填色顏色都設為「淺棕色」。
2. 使用「文字」工具選取「下一個」和「上一個」按鈕內的箭頭。套用子標題樣式，然後將對齊設定為中央，行距為 100%，「段後間距」為 0，
顏色為「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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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讓「註解」的填色顏色為「白色」，但是將不透明度降為 77。 選取預留位置文字註解，並套用子標題樣式。然後將「段後間距」設定為 0。
4. 在顯示咖啡杯時，第一個註解會顯示預留位置文字。再次按一下註解以選取當中的文字。以下列文字取代預留位置註解文字：
Latté with fresh-ground espresso topped with premium chocolate shavings
5. 按一下「下一個」按鈕，查看有檸檬汁和一碗檸檬的下一張幻燈片。以下列文字取代註解文字：
The Pink Lady with fresh-squeezed lemonade and a dash of cranberry juice
6. 使用對應的說明以更新其餘註解：
Chocolate-Cinnamon Swizzle Sticks available for every hot beverage
Marshmallow Crisp Bars and Puffed Wheat Bars made fresh every morning
Seasonal Maple Walnut Cupcakes
Tart yet sweet Lemon Meringue Pie with fresh lemon juice and lemon zest
Katie's Café relies on the freshest organic ingredients purchased daily
Grilled Cheese with Rye Bread accompanies our home-made Gazpacho soup
7. 選擇「檔案 > 在瀏覽器中預視網站」以查看完成的幻燈片展示。觀看它自動播放，或在每一幻燈片上顯示描述性的註解時，使用導覽按鈕跳到
下一個和上一個影像 (見圖 59)。

圖 59. 「全螢幕幻燈片展示」Widget 顯示到瀏覽器視窗的邊緣。

18. 按一下「Gallery」選單項目以造訪「Gallery」頁面。請記得在訪客想要回到網站的其他部份時，永遠要為訪客提供離開「全螢幕幻燈片展
示」Widget 的方法。將滑鼠指向下列連結：VIEW GALLERY FULLSCREEN，查看「懸停」和「滑鼠按下」會如何依據預設的連結樣式設定而
變更顏色。
19. 回到 Adobe Muse，並在「設計」模式中關閉「Gallery」全螢幕頁面。

回到頂端

格式化「部落格」頁面頂端的文字
「部落格」頁面會在嵌入式 Tumblr 部落格頁面上方顯示描述性的頁首。
1. 在「設計」模式中開啟「部落格」頁面。
2. 如果尚未顯示參考線，請選擇「檢視 > 顯示參考線」。
3. 建立文字框，然後輸入：KATIE’S BLOG。套用頁首段落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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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程式庫」面板拖移「頁面分隔符號」的一份複本。
5. 使用「選取」工具將兩個元素在頁面上垂直置中 (見圖 60)。

圖 60. 將頁面標題和頁面分隔符號在頁首下方的頁面上置中。

回到頂端

使用嵌入式 HTML 在 Muse 網站顯示部落格
嵌入式 HTML 是指第三方網站產生的原始碼，例如：Google Maps、YouTube、SoundCloud、Flickr，或 Picasa。您可以在這些網站建立帳戶並登
入，然後從其網站拷貝嵌入原始碼，並將其新增至您的網站。
將嵌入式 HTML 貼入頁面時，就好像在網站頁面放入一個視窗，並在視窗內顯示第三方網站的內容。
嵌入式 HTML 是輕鬆快速地新增複雜資訊 (如地圖、天氣預報、股價等) 及豐富媒體 (如數位視訊、幻燈片展示、音效檔案等) 的絕佳方式。
若要將部落格新增到「部落格」頁面，您必須複製 Tumblr.com 產生的原始碼。免費的線上服務讓您登入並張貼可公開存取的部落格文章。部落格簡單
實用，不熟悉電腦操作的人也能夠輕鬆更新自己的網站。大多數的部落格網站均提供線上介面，可使用任何瀏覽器登入帳戶並張貼新文章，不需要任
何 HTML 知識或額外軟體。
註解： 訪客不需要 Tumblr 帳戶就能檢視頁面上的嵌入部落格。您需要帳戶在設計網站，以及登入以新增部落格文章時產生程式碼。

1. 您不需要建立 Tumblr 帳戶亦可隨堂操作。請拷貝以下程式碼 (Tumblr 網站建立免費部落格後所產生的程式碼)：
<iframe src="http://katiessf.tumblr.com/" width="916" height="3500" marginwidth="0" marginheight="0" frameborder="no" scrolling="no"
style="border:0px;"></iframe>

2. 在「規劃」模式中，按兩下「部落格」頁面縮圖，以在「設計」模式中開啟頁面。
3. 按一下空白「部落格」頁面的中央，然後選取「物件 > 插入 HTML」。在出現的「編輯 HTML」視窗欄位內按一下，將內容貼上。按一下「確
定」，關閉「編輯 HTML」視窗。
嵌入 HTML 程式碼後，會在 Katie's Cafe Tumblr 帳戶部落格文章周圍看到具有控制點的藍色邊界方框。
4. 使用「選取」工具拖移控制點，將部落格內容在頁面上置中。所選物件垂直置中時，會顯示深藍色的對齊參考線 (見圖 61)。

圖 61. 置入 Tumblr 部落格，使它在「部落格」頁面上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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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在 Muse 頁面嵌入 HTML 所需的步驟。若您要編輯其 HTML 原始碼，可在嵌入的 HTML 元素按一下滑鼠右鍵，從顯示的環境選單選擇「編輯
HTML」。如此將開啟「編輯 HTML」視窗，讓您存取先前貼上的原始碼 (見圖 62)。

圖 62. 若要存取和編輯內嵌的原始碼，請開啟「編輯 HTML」視窗。

6. 選擇「檔案 > 在瀏覽器中預視網頁」，以新的瀏覽器視窗查看「部落格」頁面的顯示結果。
請注意當您向下捲動瀏覽部落格文章清單時，棕色頁首會顯示於部落格頁面內容的上方。發生此行為的原因是頁首位於「Interior」主版頁面內，而主
版頁面內容預設會顯示在前。
請注意，您已探索如何新增內嵌的 HTML 以顯示 Tumblr 部落格，請繼續第 6 章，學習如何將互動式 Google 地圖新增到「聯絡」頁面。將「聯絡表
單」Widget 新增到「聯絡」頁面之後，您會看到如何新增「網址列圖示」，以及發佈試用版網站。

Creative Commons 條款未涵蓋 Twitter™ 與 Facebook 文章。
法律說明 | 線上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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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使用嵌入式 HTML 顯示 Google 地圖
新增和設定簡單聯絡表單 Widget
設定整個「簡單聯絡表單」Widget 的設定
設定個別表單元素的設定
設計「聯絡」表單欄位的外觀樣式
設計「送出」按鈕的外觀樣式
測試表單並擷取送出的訊息
為「Contact」頁面列出的地址設計樣式
使用內建的拼字檢查及更新字典
在「網站屬性」面板中新增網址列圖示
建立免費試用版發佈網站

在「用 Muse 建置您的第一個網站」的第 5 章，您會學習如何連結至錨點標記，以便跳至冗長頁面的區段。您也可以建立「全螢幕幻燈片展
示」Widget 及設計其樣式。在下一個部分，您將學習如何使用嵌入式 HTML 新增互動式 Google 地圖。接下來將使用「聯絡表單」Widget 來建置
「聯絡」頁面。最後，您將新增網址列圖示來套用最終編修，然後發佈完成的試用版網站。

回到頂端

使用嵌入式 HTML 顯示 Google 地圖
Google 地圖是免費的服務，您只需在登入帳戶後提供一個地址 (或多個地址)，再按一下「建立地圖」按鈕即可。輸入標題和說明，然後按一下「嵌
入」按鈕。複製「貼上 HTML 以嵌入您的網站」標籤欄位提供的 HTML 程式碼。
1. 在「規劃」模式中，按兩下「聯絡」頁面縮圖以在「設計」模式中將其開啟。
2. 複製以下由 Google 地圖網站產生的原始碼：
<iframe width="100%" height="400" frameborder="0" scrolling="no" marginheight="0" marginwidth="0" src="http://maps.google.com/maps/ms?
ie=UTF8&amp;hl=en&amp;msa=0&amp;msid=218302982680021663941.00049fcd9cf93276f540e&amp;ll=37.7737,122.43782&amp;spn=0.067844,0.098877&amp;z=12&amp;output=embed">
</iframe>

您可以建立通往一或多個地址的自訂地圖。在此範例中，地圖顯示舊金山當地的三個 Katie’s Café 據點的指標。
3. 將原始碼貼到「聯絡」頁面頂端附近。使用「選取」工具，在頁面中央放置嵌入式 HTML，讓地圖的頂端部分顯示在頁首區域下方 (見圖 63)。

圖 63. 貼上 Google 地圖嵌入原始碼，並將其置於頁首下方的頁面上。

4. 使用「文字」工具在嵌入的地圖下方拖移建立一個文字框，然後輸入 Contact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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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標題樣式套用至文字框。
6. 在頁面標題下方建立另一個文字框。拷貝以下文字並將其貼到文字框內：
While each of our bakeries embodies the unique attributes of its neighborhood, they are all bound together by Katie's impeccable attention to
detail, commitment to service, and, above all, enjoyment of good food.
7. 套用本文樣式，並將文字框對齊頁面的左側。
8. Option/Alt-拖移文字框的複本，並將其對齊頁面的右側。選取文字，並以下列內容取代前者：attention to detail, commitment to service, and,
above all, enjoyment of good food。
9. 使用「選取」工具選取左段落和右段落，並選擇「物件 > 群組」。
10. 從「程式庫」面板拖移「頁面分隔符號」的複本。
11. 使用「選取」工具置中三個元素 (頁首文字、兩個文字欄群組，及頁面分隔符號圖形)，在頁面上垂直對齊這些元素。
12. 選擇「檔案 > 在瀏覽器中預視網頁」，以查看進行中的「聯絡」頁面在瀏覽器中的顯示結果(見圖 64)。

圖 64. 完成的「聯絡」頁面包括一個功能齊全的 Google 地圖。

嵌入的 HTML Google 地圖是互動式的。按一下箭頭平移地圖，再按一下加號 (+) 和減號 (-) 按鈕進行縮放。
13. 關閉瀏覽器，再返回 Muse 以繼續編輯頁面。

幻燈片展示也可以直接加入頁面，但是在本範例中，您將在「標籤面板」Widget 的內容區域中，嵌套一個「縮圖幻燈片展示」Widget。請依照下列步
驟操作：
1. 在「設計」視圖編輯「about」頁面時，按一下「Gallery」索引標籤即可看到內容區域容器，下方並顯示其預留位置內容。
2. 選取預留位置內容 (內容區域內的影像框及文字框)，並將其刪除。
3. 開啟「Widget 程式庫」並展開「幻燈片展示」區段。從清單中選取「縮圖幻燈片展示」Widget，並拖移一份複本至頁面 (見圖 59)。

回到頂端

新增和設定簡單聯絡表單 Widget
接下來您會將聯絡表單新增至「聯絡」頁面，讓訪客使用網站輕鬆傳送訊息。
1. 繼續在「設計」模式中編輯「聯絡」頁面。
2. 在「Widget 程式庫」中展開「表單」區段。選取「簡單聯絡表單」Widget，並將其拖移至「聯絡」頁面右側的頁面分隔符號下方 (見圖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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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將「簡單聯絡表單」拖移到頁面。

3. 使用「選取」工具將表單置於頁面的右側。

回到頂端

設定整個「簡單聯絡表單」Widget 的設定
更新「聯絡表單」Widget 的設定來控制其運作方式。
正常
送出中
送出成功
送出錯誤
1. 在選取整個表單的情況下，「選取指示器」會顯示「表單」字樣，並指出表單目前正在顯示其「正常」狀態。
2. 「正常」連結是一個含四種可能狀態的選單，就像選單項目或按鈕 (見圖 66)：

圖 66. 「狀態」選單顯示整個表單的狀態。

當表單以各種狀態顯示時，如果您想要調整表單，可以從此選單或「狀態」面板中選取對應的狀態名稱。
例如，如果您選取「送出錯誤」狀態，則會看到表單更新為顯示錯誤訊息。在選取「送出錯誤」狀態的情況下，您可以調整錯誤訊息的外觀。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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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變更文字內容，或者將錯誤文字顏色從紅色切換為藍色。
3. 當仍在「正常」狀態下選取整個表單時，按一下藍色箭頭存取「選項」選單。在「傳送電子郵件至」欄位中，輸入您的電子郵件地址。其他設定
均維持預設 (見圖 67)。

圖 67. 「選項」選單會顯示整個聯絡表單的設定。

請花一些時間熟悉可用的選項
註解： 如果您想將送出的表單轉寄至多個電子郵件地址，則可以在「傳送電子郵件至」欄位中輸入地址 (以分號區隔)。

在「傳送之後」選單中，您可以選擇兩個選項：
停留在目前頁面 (預設行為)
選擇送出表單之後所顯示的不同頁面 (或連結的檔案)
網站範例僅使用三個預設的表單欄位，但請注意，您可以在「選項」面板中啟用它們以新增其他欄位。
其他的標準欄位清單包括：
手機號碼
住家電話號碼
住家地址
BC CAPTCHA
公司
公司電話號碼
公司地址
網站
如果您想要新增其中一個欄位，只需選取核取方塊。
您也可以使用「單行文字」和「多行文字」選項來新增自訂的欄位。
按一下您要新增之自訂欄位旁邊的加號 (+) 按鈕，然後在「設計」視圖中輸入標籤，以為您正要新增至表單的表單欄位元素提供說明。

回到頂端

設定個別表單元素的設定
當您選取表單元素時，「選取指示器」會顯示元素的名稱，例如「標籤」、「文字輸入」或「送出」。請經常查看「選取指示器」，瞭解目前在表單
中選取的巢狀元素為何。
1. 按一下整個表單來選取該表單，接著重新按一下「名稱」欄位。「選取指示器」會先顯示「表單」，然後是「表單欄位」。
2. 當您選取「表單欄位」、「標籤」或「文字輸入」表單元素，並按一下藍色箭頭按鈕以存取「選項」選單時，顯示的選項會提供與該元素特別相
關的設定。針對此網站，請確定啟用「必填項目」和「空白時顯示提示文字」選項，並且停用「標籤」和「訊息文字」選項 (見圖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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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選項」選單顯示所選表單元素的相關內容選項集。

註解： 「必填項目」意味當訪客嘗試送出表單而未在欄位中輸入內容時，將顯示錯誤訊息且不會送出表單。

3. 重複步驟 2，以設定「名稱」欄位的相同方式設定「電子郵件」表單欄位。
4. 更新「訊息」表單欄位。此時必須啟用的唯一選項是「空白時顯示提示文字」。
完成這些變更之後，不會再於每個欄位上方顯示文字標籤。

回到頂端

設計「聯絡」表單欄位的外觀樣式
在選取表單元素和特定狀態的情況下，您可以使用「填色」面板或「控制」面板來調整其外觀。
表單欄位的狀態如下：
空白
非空白
滑鼠指向效果
焦點
錯誤
1. 選取「名稱」表單欄位，再按一下「選取指示器」附近的「狀態」選單 (見圖 69)。

圖 69. 存取每個表單元素可用的狀態清單。

2. 再按一下欄位可選取「文字輸入」(這稱為欄位類型)。在選取「空白」狀態的情況下，將欄位的填色顏色設為「無」、將線條顏色設為「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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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並將線條寬度設為「1」。
3. 再按一下「名稱」欄位內部以選取文字。使用「文字」工具，以 NAME 取代預設的「輸入名稱」文字。
4. 套用子標題 serif 段落樣式，然後將字體重設回「Gentium Book Basic」，並將「左側縮排」值設為 7。
5. 重複步驟 2-4，為「電子郵件」和「訊息」表單欄位設計「空白」狀態的樣式。
6. 再次選取「名稱」欄位。此時選擇「非空白」狀態。將欄位的填色顏色設為白色，您會注意到其他狀態會自動更新。
7. 重複步驟 6，為「電子郵件」和「訊息」表單欄位設計「非空白」狀態的樣式。
8. 將「電子郵件」欄位文字更新為「EMAIL」，並將訊息文字更新為：HOW CAN WE HELP YOU?

回到頂端

設計「送出」按鈕的外觀樣式
接下來，您將為「送出」按鈕設定填色和文字格式選項。
正常
滑鼠指向效果
滑鼠按下
送出中
在此範例中，「送出」按鈕的所有狀態會顯示白色文字，但請注意，您可以在選擇「送出」按鈕以套用不同的樣式時，選擇不同的狀態。
「聯絡表單」Widget 現在已完成。
1. 選取「送出」按鈕，並在「狀態」選單中選擇「正常」狀態。「送出」按鈕的狀態會在選取「送出」按鈕時顯示。「送出」按鈕的狀態如下：
2. 在選取「正常」狀態的情況下，將按鈕的填色顏色設定為「淺棕色」。
3. 選取「滑鼠指向效果」狀態，並將填色顏色設定為「棕色」。請注意，其他所有狀態都會自動更新。
4. 再次為「送出」按鈕選擇「正常」狀態。使用「文字」工具選取文字，並將文字更新為：SEND MESSAGE。您可以視需要調整按鈕寬度的大
小。
5. 套用子標題樣式，然後將「對齊方式」設定為「置中」，將「段後間距」設定為「0」，並將「顏色」設定為「白色」。請注意，會針對文字將
其他所有狀態更新為使用相同的格式。

回到頂端

測試表單並擷取送出的訊息
設定表單及設計其樣式後，請務必儲存網站。稍後當您發佈網站時，您就可以在瀏覽器中測試表單來檢查其是否正確運作。
1. 造訪含聯絡表單的頁面，並在實際上線網站上與其互動。嘗試送出表單，而未在必填欄位中輸入內容。測試表單的運作方式，並密切注意其顯示
錯誤訊息的方式。
2. 當您判斷出表單如預期般運作及顯示時，請嘗試送出含測試訊息的表單。檢查您的電子郵件帳戶，確認已在收件匣中收到訊息。

回到頂端

為「Contact」頁面列出的地址設計樣式
依照下列步驟，將三個 Katie’s Café 地址新增到聯絡表單的左側。
1. 使用「文字」工具，在頁面右側繪出文字框。複製並貼上 (或輸入) 下列內容：
KATIE'S CAFE NOE VALLEY
123 ELIZABETH STREET
Monday - Friday
Saturday - Sunday

06:00 - 22:00
07:00 - 22:00

2. 選取頂端前兩行並套用子標題樣式。接下來，將「大小」設定為「16」，並將「段後間距」設定為「0」。
3. 選取剩餘的文字 (日和小時) 並套用本文樣式。
4. Option/Alt-向下拖移段落的複本。以下列文字取代文字內容：
KATIE'S CAFE COLE VALLEY
301 CARMEL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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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 Friday
Saturday - Sunday

07:00 - 22:00
09:00 - 22:00

5. 複製第二個文字框以建立第三個地址。以下列文字取代文字內容：
KATIE'S CAFE LAUREL HIEGHTS
800 SPRUCE STREET
Monday - Friday
Saturday - Sunday

05:00 - 22:00
07:00 - 22:00

6. 使用「選取」工具，沿頁面左側對齊全部三個文字框，然後放置這些文字框，使每個文字框之間有相同的空間量 (大約 30 個像素)。

回到頂端

使用內建的拼字檢查及更新字典
Adobe Muse 內含「拼字檢查」，能夠輕鬆找到並解決文字框中的拼字錯誤。「拼字檢查」平時即保持啟用。它會在所有無法於字典中找到的文字下
顯示紅色底線。例如，第三個文字框中拼錯的文字 HIEGHTS 會劃上底線 (見圖 70)。

圖 70. 拼錯的文字均會劃上紅色底線。

1. 若要修正錯字，請使用「文字」工具選取文字 (按兩下選取文字)，然後按一下滑鼠右鍵來查看出現的建議字詞清單。
2. 若建議的字詞中有一個正確的文字，請按向下鍵或按一下要使用的建議字詞，然後按一下 Return/Enter 套用。若您誤選了錯誤的字詞，可以還
原變更 (「編輯 > 還原」)，然後選擇其他建議字詞，或使用「文字」工具編輯字詞。在此情況中，選擇對應的拼字：HEIGHTS (高度)。
若標記為錯字的字詞僅使用一次 (例如人名或地名)，且您確定拼字無誤，則無需修正。在「設計」模式中看到的紅色底線並不會顯示於預視、發佈或
轉存的網站中。
使用如公司名稱或地址等常用字詞時，可將該字詞加入「拼字檢查」字典，即不會再將其標記為錯字。
請使用「文字」工具以滑鼠右鍵按一下要加入字典的字詞，然後從顯示的環境選單選擇「新增至字典」選項。
您可以為整個網站或個別文字框設定要使用的語言 (而此亦設定「拼字檢查」所使用的字典語言)。
若要設定整個網站的「拼字檢查」字典，請選擇「檔案 > 網站屬性」。按一下「內容」索引標籤，在「語言」選單選擇要使用的語言，然後按一下
「確定」(見圖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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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在「網站屬性」對話方塊中設定整個網站的語言。

有時網站專案需要以多個語言提供文字。若是如此，則可在「網站屬性」中設定預設語言 (最常用者)，然後為顯示不同語言的特定文字框設定「拼字
檢查」語言。
若要設定個別文字框的「拼字檢查」字典，請使用「選取」工具選取文字框。以滑鼠右鍵按一下並從顯示的環境選單中選擇「語言 > (選擇要使用的語
言)」(見圖 72)。

圖 72. 在環境選單中設定所選文字框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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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網站中的所有頁面都已設計完成。在本教學課程剩下的部分，您將瞭解如何對網站做最後編修，以及發佈免費的試用版網站。

回到頂端

在「網站屬性」面板中新增網址列圖示
網址列圖示是個小巧的正方形影像，您可以自行建立、將其新增至網站及上傳至個人化的書籤和 URL。網址列圖示一般是顯示在瀏覽器的網址列。當
頁面加入書籤時，若干瀏覽器也會在頁面名稱旁顯示它，或顯示在包含載入網頁的索引標籤內。使用任何影像編輯程式，例如 Photoshop 或
Illustrator，來建立正方形 (比例一致) 影像檔，作為網址列圖示檔案使用。
請依照下列步驟，將網址列圖示新增至網站：
1. 選擇「檔案 > 網站屬性」。隨即會顯示「網站屬性」面板。
2. 在「版面」標籤中，按一下「網址列圖示」區段右方的檔案夾圖示。使用出現的「選擇網址列圖示影像」對話方塊瀏覽樣本檔案檔案夾，選取名
為 favicon.png 的檔案 (見圖 73)。

圖 73. 在「網站屬性」中設定 favicon.png 檔案。

3. 按一下「開啟」選取該檔案，然後關閉「選擇網址列圖示影像」對話方塊。接下來，按一下「確定」，關閉「網站屬性」對話方塊。
4. 選擇「檔案 > 在瀏覽器中預視網站」。在瀏覽器視窗頂端，可看到網址列圖示顯示在網址列中。如果網站已載入索引標籤中，您可能也會看到
網址列圖示顯示在索引標籤上。您可將頁面加入書籤，看看圖示如何在書籤清單的頁面名稱旁顯示。
現在網站已完成，下一步是將網站上傳至提供的 Adobe 主控伺服器。

回到頂端

建立免費試用版發佈網站
完成網站設計後，下一步是發佈網站。第一次啟動 Muse 時，您需輸入 Adobe ID 登入。使用相同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來發佈您的所有 Muse 網站。
1. 按一下「控制」面板頂端的「發佈」連結。隨即會出現可讓您輸入網站名稱及選擇暫時 URL 的「發佈」面板 (見圖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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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輸入您想用於試用版網站的網站名稱和 URL。

2. 按一下「確定」，開始發佈程序。
可能需要幾分鐘，才能將檔案上傳至遠端伺服器。網站完成上傳後，網站首頁會在新的瀏覽器視窗中顯示。
3. 按一下網站導覽頂層的連結，以觀看頁面並與 Widget 互動。檢閱所有頁面，確保元素都如預期般顯示。記下需要修正的問題。
4. 完成後，關閉瀏覽器並回到 Muse。
更新後的「發佈」面板會顯示「確定」按鈕和「管理」連結，當您準備將網站推送上線時 (此動作包括啟動付費代管計畫、設定自訂的網域名稱以存取
網站，以及加入使用者)，您可按下此按鈕和連結。
已發佈的網站會使用和下列網址相似的 URL。您將使用此網址在瀏覽器中存取頁面，並與其他人分享線上網站：
http://my-new-website.businesscatalyst.com
發佈試用版網站後，在網址列中複製 URL，並將連結傳送給您的客戶，讓客戶檢閱網站的線上版本。客戶可檢閱設計、在瀏覽器中測試互動式功能，
及核淮頁面的作業樣本。
當您的客戶或同事檢閱試用版網站後，他們可能會要求變更。
如果您要更新現有的試用版網站，您可以開啟 .muse 檔，繼續編輯頁面。完成更新後，再按一次「發佈」。
此時，若要使用新變更覆寫現有的試用版網站，請選擇「上傳: > 僅修改的檔案」。
如果選擇更新新內容，請一律造訪更新的即時網站，並複查您所做的變更是否依預期運作和顯示。
若要瞭解有關發佈試用版網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發佈網站。

此後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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