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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期課號當期課號 2290 Course Number 2290
授課教師授課教師 吳祥維 Instructor WU,HSIANG WEI
中文課名中文課名 網頁設計 Course Name WebPage Design
開課單位開課單位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四日)一A Department  
修習別修習別 必修 Required/Elective Required
學分數學分數 2 Credits 2

課程目標課程目標

本課程將介紹如何建構網際網路的網
頁，透過相關觀念的介紹，技術解說
與實務操作，讓學生有能力自行建立
網站，本課程的內容包含網頁規劃、
網頁設計與學習如何美化網頁內容..
等等。

Objectives

The course will introduce how to build
web pages on the Internet.Trough the
related conceptual and technical
explanations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to create student's self-ability on
setting up a website. The content of
this course includes web plan、web
design and learning the skill of
beautifying the website page, etc.

教材教材

正確學會 Dreamweaver CS5 的 16
堂課 

作者：施威銘研究室著

Teaching
Materials

正確學會 Dreamweaver CS5 的 16
堂課 

作者：施威銘研究室著

成績評量方式成績評量方式

1.期中考試：35%
2.期末考試：35% 
3.作業：20%
4.上課表現(包含出席率)：10%

Grading
1.Midterm exam：35%
2.Final exam：35%
2.Assignments：20%
4.Attendence：10%

教師網頁教師網頁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Ch01 網站基本概念與 Dreamweaver
環境介紹
Ch02 實作第一個網頁
Ch03 利用 CSS 與 Div 標籤建立網頁
版型
Ch04 綜合應用各項功能完成第一個
網站並上傳
Ch05 利用表格、條列項目與 CSS
編排易於閱讀的文字頁面
Ch06 繞圖排文、插入影片與推文按
鈕的應用
Ch07 運用網頁範本製作版型相同的
網頁
Ch08 運用 AP Div 與 Flash 動畫編排
活動網頁
Ch09 製作與發送活動電子報
Ch10 製作相片展示版面
Ch11 善用 Spry 效果及組件製作動態
網頁
Ch12 利用 Spry 結合表格製作動態資
料網頁

Syllabus

Ch01 Web site describes the basic
concepts and Dreamweaver
Environment
Ch02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rst page
Ch03 Div Tags using CSS and
create web pages type version
Ch04 Completion of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the
function and upload a website
Ch05 Using tables, bar line item and
the text easy to read CSS page
layout
Ch06 Row of text wrapping, insert the
video and push the button of
application of the text
Ch07 The use of the same type of
page template production version of
the page
Ch08 Flash animation using AP Div
and page layout activity
Ch09 Production and transmission
activities, newsletter
Ch10 Production photos show layout
Ch11 Spry effects and use of
components to create dynamic web
pages
Ch12 Combining form used to create
dynamic Spry data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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