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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安裝 

請將由網站下載之 ShineCue.zip 解壓縮，或將取得之安裝光碟放入光碟機 

您可看到資料內容如下 

 

請快點兩下 Setup 或者 Setup.exe 開始進行安裝。 

第一次安裝時，會自動安裝相關需要軟體 

1. 安裝 Silverlight(自動安裝) 

 

點選立即安裝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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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閱讀 ShineCue 使用者安裝前須知 

 

閱讀後沒有問題請點選『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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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填入由網站取得之序號，若您的軟體來源是安裝光碟，光碟內亦有提供 

 

填入序號後點『確定』 

4. ShineCue軟體環境需要.NET Framework 3.5，如果您的電腦沒有安裝，

會自動為您安裝(如果沒有出現安裝畫面表示您的電腦已經安裝過.NET 

Framework 3.5，請跳過本項目)。 

 

點選接受進行安裝 

安裝過程需要一點時間，視電腦環境需要５～１０分鐘不等，請耐心等

候，安裝完成後將自動進行下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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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ShineCue 

 

點選下一步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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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本畫面即代表安裝完成。 

註：如果您使用的是 Windows 7 or Vista 作業系統，安裝時請對 Setup 這個檔

案點選滑鼠右鍵，選擇『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 

 

否則您可能會出現以下畫面而無法順利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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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軟體操作介紹 

軟體主畫面 

安裝完成後，請快點兩下桌面上的 來開啟 ShineCue 

軟體主畫面。 

 

(為了完整呈現 ShineCue 的所有工具，建議電腦解析度設定 1024x768 以

上) 

主畫面的功能依次為 

1. 觀看電子書-可直接叫出電腦中的ＳＤ檔案進行編輯或者觀看。 

2. 製作電子書-不選擇範本，直接由書籍基本資料開始進行設定編輯。 

3. 選擇範本-挑選軟體內已經建立好的範本開始進行編輯，本手冊將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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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範本』開始進行相關功能介紹。 

4. 最近編輯的電子書-在此可以看到最近編輯的電子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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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電子書 

點選『選擇範本』 

1. 選擇頁面大小 

2. 選擇版型 

 

 

 

 

選定版型後即進入編輯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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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紹 

A 書本設定編輯區： 

 

1.檔案 

(1)儲存專案，儲存編輯中的電子書之專案檔（.SD 格式）

以利日後於『本機』可隨時叫出電子書進行編輯。 

(2)匯出所有檔案，將編輯中電子書的所有素材檔案，連同

SD 檔案一併匯出，供使用者攜帶到『異機』繼續編輯。 

提醒：編輯的過程中建議定時存檔，以保護編輯資料。 

2.工具 

2.1 設定工作目錄，即電子書匯出成書時所輸出的位置。 

2.2 設定背景音樂並決定是否套用到所有頁面都進行播放(支援格式

wav,wma,mp3)。 

2.3 設定自動播放時預設的翻頁間隔時間(需要不同間隔時間的頁面可另

外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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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說明 

軟體版次與授權說明 

4.設定 

可回到書籍基本資料填寫書名、作者、大綱、簡介等欄位，相關資料將於電子書

上傳時自動帶出，不需重複填寫。 

提醒：如果已經開始編輯書本內容，記得不要再由 設定＞電子書範本去點選範

本，否則已編輯的內容將會被清空。 

5.編輯 

回到編輯主畫面 

6.預覽 

預覽正在編輯的電子書 

7.匯出成書 

將編輯完成的電子書匯出到儲存路徑，預設為工作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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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頁面新增匯入編輯區 

1.最上方的 4 個按鈕 分別為『新增頁面』、『上移』、『下移』、『刪

除頁面』 等功能 

2.於 B 區各頁面上按滑鼠右鍵，可以叫出更多的功能 

 ：針對每個頁面可以

設定是否要播放背景音樂 

 ：選擇自定的圖片替

換為背景圖 

 ：除了背景音樂外，

每個頁面可以透過錄音或者加入聲音檔的

方式來加入聲音，每個頁面最多可放置一個

聲音檔，支援格式 wav,wma,wmv,mp3 

已放置過聲音檔的頁面會有提示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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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一次選擇大量的圖片作為頁面背景插入 

 

(1)選擇要插入之圖片的位置 

(2)挑選圖片 

(3)將挑選的圖片加入到選定區 

(4)調整順序後，點選『確定』即可批次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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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neCue 可以將您既有的簡報檔案(ppt,pptx)直接

插入電子書作為內頁 

選擇簡報插圖後 

挑選所要匯入的簡報檔，點選『開啟舊檔』或『開啟』後，就會開始匯入。 

 

提醒：匯入後簡報將轉為圖片格式，原有的動畫或特效無法保留 

 ：與簡報插圖相同，ShineCue 亦可直接插入 PDF 檔

案到電子書中。 

匯入時有兩種模式可供選擇  

單頁匯入效果 

 

雙頁匯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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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若欲匯入的 PDF 檔案內容為直式，建議使用雙頁匯入；若是橫式，建議

使用單頁匯入。 

：可以一次選擇大量的音樂檔案作為頁面音樂插入 

 

(1)選擇要插入之聲音檔案的位置 

(2)挑選聲音檔 

(3)將挑選的聲音檔加入到選定區 

(4)調整順序後，點選『確定』即可批次插入聲音檔 

 ：設定該頁面於自動播放時的翻頁時間間隔 

 ：刪除該頁面的背景圖片 

 ：刪除該頁面的頁面音樂 

 ：刪除該頁面 

 ：複製該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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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上所複製的頁面 

C：單頁內容編輯區 

1.頁面音樂區 

 

 

 ：與 功能相同，可替您編輯中的頁面加上

聲音檔，每個頁面最多可放置一個聲音檔，支援格式 wav,wma,wmv,mp3 

 ：如果您的電腦有安裝麥克風，亦可

以使用本工具直接進行錄音來製作有聲書 

 ：開始錄音 

 ：試聽已錄製好的聲音檔 

 ：停止錄音 

 ：可以將已錄製好的聲音檔匯出為 mp3 格式 

 

2.內容編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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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幫滑鼠拖曳的範圍設定觸控效果 

 

 觸控效果可設定 

 跳轉頁面：點選後跳到指定的頁面(例如:可用以製作電子目錄) 

 檔案連結：點選後呼叫並開啟所附加的檔案 

 網址：點選後超連結到指定網頁 

 ：將指定圖片以元件的方式匯入到頁面中，匯入後可調整大小及

位置，支援格式 jpg、gif、png、bmp。每個頁面可匯入多張圖片 

於圖片上按滑鼠右鍵，可設定圖片的大小與圖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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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指定影片以元件的方式匯入到頁面中，匯入後可調整大小及

位置，支援格式 avi、mpg、wmv、flv，每個頁面可匯入多個影片。請注意：

您所置入的影片檔案大小對匯出成書及瀏覽的效率影響甚鉅，建議先將影片

編輯成短片後再使用本軟體編輯。 

於邊緣按滑鼠右鍵，可設定圖層關係。 

 ：將動畫檔元件的方式匯入到頁面中，匯入後可調整大小及位置，

支援 swf 格式，每個頁面最多可放置一個動畫檔案。 

於邊緣按滑鼠右鍵，可設定圖層關係或加入 flash 設定檔。 

 ：文字方塊編輯(請注意:由於匯出成書後需

要使用瀏覽器來閱覽，因此利用本文字功能輸入之字體匯出成書後僅支援瀏

覽器可支援之字型，如:IE 目前支援微軟正黑體、標楷體、新細明體、細明

體，建議您可應用其他軟體，如 PowerPoint、PhotoCap 先將文字輸入後

存檔，再批次匯入本軟體中，即不受此限。) 

 ：建立文字方塊，使用滑鼠拉出範圍後於方塊內快點兩下，即

可編輯內容。 

 ：設定方塊內文字的顏色、字體大小

與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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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設定前需先將文字內容選取反白。 

 ：手繪線條區，可利用本工具繪出曲線、直線、直線箭頭、

矩形、橢圓等。 

 ：元件清除工具 

 ：清除所選擇的元件 

 ：清除頁面中所有元件 

 ：線條控制工具，可控制包含觸控效果外框、文字

外框、與手繪線條內容之顏色、粗細(無線條)與樣式。 

三、匯出成書 

電子書編輯完成後，點選 即可將內容打包成書。建議在匯出前

先做幾件事情 

1. 點選 ，到書籍基本資料的地方，將這本書的書名、作者、

大綱、簡介等欄位再確認一次。 

2. 再存檔一次，『儲存專案』與『匯出所有檔案』(儲存原始檔)都執行一遍。 

完成後即可開始準備匯出。點選 功能，確定儲存路徑與檔案名

稱後即可開始匯出。請注意:匯出成書過程所需的時間長短與您所使用的多

媒體檔案總和大小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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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此畫面代表電子書匯出成功，匯出後在您設定的儲存路徑(預設為 C：

MyWork 會產生三個檔案 

 

分別為 

 exe 格式電子書(可攜式執行檔，點兩下即可瀏覽成書。注意：點

選前請務必先關閉其他瀏覽器視窗) 

 zip 格式電子書(此為上傳網站專用之壓縮檔，您也可解壓縮後，再

點選 index.htm 這個檔案，也可以瀏覽書本) 

 變更 IE 安全性設定.exe(變更 IE設定以利電子書執行－若您發現在

IE 瀏覽器中無法正常瀏覽書本，您可以先點選此檔案，可自動幫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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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IE 環境設定好) 

四、 閱讀電子書 

 閱讀前準備： 

執行工具 .exe後，點選 ，

將 Internet Explorer（IE）瀏覽器調整到最適合電子書的環境。 

 開始閱讀： 

您可以  1.直接執行匯出生成的 .exe，可攜式檔案點兩下即可成

書，執行前請關閉所有瀏覽器視窗。 

也可以 ２.將上傳用壓縮檔 .zip 解壓縮後，點選 index.htm 這個

檔案，也可以瀏覽書本。 

 障礙排除： 

在打開書本時如果無法正常顯示書本內容，您可以先確認 

1.電子書網頁是否有被快顯封鎖軟體所阻擋，  

如果有出現這樣的提示，請於提示訊息上按滑鼠右鍵後選擇允許快顯，或使

用 .exe 來調整 ie 設定。 

2.如果開啟時出現 Silverlight 安裝提示，

請點『按一下立即安裝』依照指示安裝

Silverlight。安裝完成後重新整理頁面或

重新執行電子書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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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書閱讀畫面介紹 

當電子書順利開啟後，頁面中另有許多方便的功能可供使用

 

 上一頁：或使用滑鼠點選書本左側也可以翻到上一頁 

 跳頁：輸入頁碼後按 Enter 跳到指定頁面 

 下一頁：或使用滑鼠點選書本右側也可以翻到下一頁 

 放大/縮小：可以自由放大或縮小畫面，縮放比例為 50％～300％ 

 100％：將畫面比例恢復為 100％ 

 掌形工具：可以自由調整畫面位置，配合縮放按鈕可看細部 

 選擇工具：針對於書本中新增的元件(線條、文字)選擇並移動位置 

 封面：翻到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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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翻到目錄頁(第二頁) 

 封底：翻到封底 

 單頁：以單頁模式呈現電子書 

 雙頁：以雙頁模式呈現電子書 

 自動翻頁：自動翻頁功能開關(預設為開啟) 

 播放：開始自動翻頁並播放頁面音樂（頁面音樂預設為自動播放） 

 停止：停止自動翻頁與頁面音樂 

 音量：調整頁面音量（包含影片與頁面音樂之音量） 

 背景音量：調整背景音樂的音量 

 畫筆工具箱：在電子書的頁面中使用螢光筆或者其他線條工具，可以教

學或報告時使用 

 
1. 選擇顏色 

2. 調整線條寬度 

3. 選擇線條樣式 

4. 選擇效果 

 文字方塊：可直接在畫面上輸入文字 

 刪除選取物件：將所選取到的元件刪除 

 頁面選單：快速瀏覽所有頁面的縮圖，點選縮圖後直接跳到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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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書籤：增加您正在觀看頁面的書籤，點選書籤後直接跳到該頁 

 切換頁面比例：提供三種畫面呈現的比例可供選擇 

 列印：可勾選您要的頁面來進行列印輸出 

其他關於網站的註冊與電子書上傳請見 ShineCue 教學手冊 Book 2。 

本軟體手冊下載處：http://ebook.cy.edu.tw “最新消息”公告中 

祝您使用愉快！ 

 

ShineCue 軟體與網站諮詢窗口： 

電話：05-2715325#11  

電子郵件：skele@mail.cy.edu.tw 陳宗儀老師. 

http://ebook.cy.edu.tw/
mailto:skele@mail.cy.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