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Works 與 設計師

◎ 設計版型
◎ 切割版型
◎ 上傳切割圖片

◎ 提供直覺式版型編輯
◎ 提供語法編輯
◎ 圖層式架構



設計版型

設計師在設計版型的時
候，必須要考慮到切割成
圖片的適用性。



設計版型 – 拆散圖層



設計版型 – 透明圖

MeWorks 支援
PNG-24 透明圖，
效果比 GIF 來的
好！



切割版型

當版型分離出來之
後，就是要構想一個
版型在網頁上的呈現
與切割方式。



切割版型



上傳切割圖片

上傳圖片功能在管理後台
的第二個功能選項中！



上傳切割圖片

點選「管理設計用圖
檔」，將已經切割好
的圖片上傳。



上傳切割圖片

可以單筆上傳！

或是多筆上傳！



上傳切割圖片

上傳完畢的每一張圖片
都有自己的網址，用滑
鼠按下右鍵 內容即可
得知。



上傳切割圖片

這就是此圖片的
絕對位址。



編輯版型 – HTML 

利用網頁編輯工具，將
分割出來的版型，編寫
成網頁格式(HTML)。



編輯版型 – HTML 

將網頁語法中的圖片
位址改為剛剛查詢到
的「絕對位址」。



編輯版型 – 認識 MeWorks 標籤 [重要！]

• :)mhtml
必要的標籤，如果沒有加入此標籤將無法正常運作

• :)mwmenuvertical
將下拉式選單設定為垂直

• :)mwmenuX
選單標籤，「X」為 0~9

• :)mwmenuhome
專為內頁設計的「回首頁標籤」

• <span id=mbig></span> 
• <span id=mbig1></span>



編輯版型 – :)mhtml

建議此標籤加在版型的開頭
處。這樣設計出來的版型才
可以正常運作，這是
MeWorks 必要標籤。



編輯版型 – :)mhtml 特別說明

:)mhtml 放置的地方會影響整個網站的編排！

所以，當您的版面為置中的網站，:)mhtml 標籤就要
放在「第一個 <table> 之中的第一個 <td> 內」，整
個線上編輯的文字與圖片才會一起置中。



編輯版型 – :)mwmenuvertical

建議此標籤加在
版型的開頭處。



編輯版型 – :)mwmenuvertical

這就是垂直彈出式選單的效
果。如果沒有加上此標籤，
預設為「水平彈出」。



編輯版型 – :)mwmenuX 與 :)mwmenuhome

此為 :)mwmenuhome
所產生。



編輯版型 – :)mwmenuX 與 :)mwmenuhome

此為 :)mwmenu1
～ :)mwmenu5 所產生。
mwmenu 最多可以到 9。



編輯版型 – :)mwmenuX 與 :)mwmenuhome

版型的選單。如此為
子版型，建議要
加 :)mwmenuhome
，即回首頁的選單。



編輯版型 – mbig 內容區塊

此區塊即為 mbig ，在版型的
此欄位內加入
<span id=mbig></span>，即
可將使用者所要放入的內容塞
入此區。



編輯版型 – mbig 內容區塊

此區塊即為 mbig ，在版型
的此欄位內加入
<span id=mbig></span>。

此區塊即為 mbig1 ，在版型
的此欄位內加入
<span id=mbig1></span>。



編輯版型 – mbig 內容區塊

以相簿為例，
紅框區塊就是
mbig。

藍框部分就是
mbig1。



編輯版型 – 上傳原始碼

上傳 HTML 原始碼在第三
個功能選項裡。



編輯版型 – 上傳原始碼

編輯語法在第三個功能選
項的最下方。



編輯版型 – 上傳原始碼

把編輯好的 HTML 原始
碼，貼上 MeWorks 即
可。



線上編輯

完成 HTML 上傳後，即
可線上編排文字、圖片、
連結，甚至插入 Flash。
要注意的是插入圖片的大
小，要選擇「原始」才會
有透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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