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rcSoft最終用戶軟體使用授權書 

請詳細閱讀本軟體授權使用書。當您開始使用本軟體時，即表示您已詳細閱讀本軟體授權使用合約

書內容並同意遵守本授權書內載之各項約定事項。如您不同意以下條約，則請勿使用本軟體。如果

您是透過未附帶本授權書印刷版本的光碟取得軟體，且沒有機會閱讀授權書內容，您可在以下條件

下得到軟體的原價退款：（1）未使用軟體，並且（2）在購買後的三十天（或商家規定的時間）

內，向購買商家歸還該軟體並同時出具付款收據證明。 

 

1. 使用授權：本授權書授權您在單機上使用本軟體，其中包括了在安裝光碟中的軟體及隨硬體設

備搭售的軟體。使用者只可以在一台電腦或硬體設備上"使用"本軟體。軟體在以下情況下可以被認

定為已 "使用"：已被下載、複製、加載至電腦隨機記憶體中﹔已安裝至電腦硬碟或其他儲存設備

中，或是已安裝在其他硬體設備中。 

 

2. 使用限制：任何情形下被授權使用者不得就本軟體有出租、複製、重製、銷售、拆解、還原工

程、翻譯、改編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取得原始碼或將本軟體用於本約內載規定使用授權以外之任何用

途，以及企圖（1）毀壞、躲避、回避、刪除、撤銷或使用其他方法規避軟體的程式保護機制（包

括用來限制或控制軟體功能的所有機制）﹔或（2）從軟體中篡取原始碼、設計思想、基本演算法

或軟體框架等資訊。但您可以將使用該軟體的所有權限轉讓給他人，前提是：（a）您還將 (i) 本

合約，以及 (ii) 序號、本軟體和與安裝光碟、搭售硬體設備等的所有軟體及硬體，(iii) 包括所

有副本、更新版和先前版本轉讓給他人﹔（b）您不能留下任何副本，包括電腦和其他設備上儲存

的備份和副本﹔以及（c）接收方接受本合約的條約和條件。儘管有前述內容，您還是不能轉讓本

軟體的教學、預先發行或非轉售副本。若需要在兩位以上使用者的電腦工作站或區域網路終端機上

使用本軟體時，則必需再取得ArcSoft之使用授權特別許可。 

 

3. 版權所有：本軟體、安裝光碟或隨機器搭售之軟體均受美國著作權法、相關國際條約以及其他

適用的國家法律保護。該軟體應被視同其他版權所有物品（如書與音樂唱片）。本授權書規定不得

對軟體進行出租與租借，且嚴禁對軟體中附帶書面資料進行複製。 

 

4. 所有權：本軟體涉及的名稱、所有權、所有的知識產權、軟體中任何附帶文件，以及前述所有

資料或相關樣本內容均為ArcSoft與（或）第三方許可人的專屬財產，且歸其所有。您同意嚴格遵

守版權法及其他適用法規。您認可該軟體含有ArcSoft與（或）第三方許可人的有價商業機密和保

密資訊。 

 

5. 免責聲明：本軟體是在"原樣"的基礎上提供給您的。該軟體不具備任何類型（明示或默示）的

保證，包括但是不限於適銷性與用於特定用途的適用性的默示保證以及不侵犯知識著作權的保證，

且 ArcSoft不承擔未在此明示的所有責任。而對於本軟體的品質與性能，則由您風險自擔。如該軟

體產品被損壞，應由您本人，而不是ArcSoft或其授權的供貨商來承擔相關服務、修理或校正的全

部費用。在一些不允許對默示保證免責的國家或地區，上述免責條約不適用於你。本保證賦予您特

定的合法權利，以及其他因地而異的權利。以上列舉了您的全部索賠權利和ArcSoft的全部義務。 

 

6. 連帶損失免責：您同意ArcSoft或其代理商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對任何預期利潤損失、數據遺

失、使用損失、業務中斷，以及其他間接、附帶、特殊、懲罰或因使用或無法使用本軟體而導致的

連帶損失負責，這裏包括在理論上需要擔責（違反授權書、侵權行為（包括疏忽行為）及其他）以

及在 ArcSoft已被告知可能性出現該類損失的情況下，ArcSoft 在任何時候均不對超過已支付的軟

體使用費的損失負責。以上限制條約在您所在地適用法律的最大範圍內生效。 

 

7. 出口規則：沒有美國或相應政府的許可，您不得出口或轉口包含本軟體的產品。 

 



 

 

 

8. 美國版權限制條款：如果您是美國政府所屬的機構或單位，則依照適用法 DFAR的 227.7202以

及 12.212(b)FAR的12.212(b)部分，本軟體及其相關文件將被分別認為是"商業電腦軟體"與"商業

電腦軟體文件"。美國政府對該軟體與（或）相關文件的使用、修改、再生產、發行、演示、展示

或公開行為均應受本合約條約的監督，不在該合約允許範圍內的行為應明令禁止。未包括在上述條

約範圍之內的任何技術資料，依照適用法 DFAR的 227.7015(a)部分的規定，被認為是"商業化技術

資料"﹔對此類技術資料的使用、修改、再生產、發行、演示、展示或公開的行為均應受DFAR 

227.7015(b) 部分的相應條約的監督。 

 

9. 合約終止：本合約將在您安裝該軟體後自動生效，但將在以下情況下被提早終止：(i) 您未遵

守該合約的規定﹔或 (ii)歸還、銷毀、刪除您擁有的所有軟體副本。ArcSoft的權利與您的義務

在該合約終止後繼續存在。 

 

10. 高風險行為：本軟體不具容錯性，不適合在要求具備故障保護措施的危險環境下使用，更不適

用於任何可能因軟體失效而直接造成死亡、個人傷害，以及嚴重身體或財產損失的環境（總稱為"

高風險行為"）。ArcSoft不為任何高風險行為承擔明示或默示保證。 

 

11. 節制法規與仲裁：無論是否與相關法律相違，本合約只受加利福尼亞州及其他適用且完全可以

在加利福尼亞州執行的美國法律的節制，並按照這些法規進行解釋。雙方同意本合約不受《聯合國

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限制。訴訟或所有強製執行的申請均應向位於聖塔克萊拉郡的聯邦或州

立法院提出，且訴訟各方均應不可撤銷地服從該法庭的最終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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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需求 - 
 
• Windows 98SE/ME/2000/XP（建議使用Windows 2000/XP）  
• Pentium III 800 MHz或以上（建議使用Pentium 4 1.6 GHz或以上） 
• 500 MB可用磁碟空間（安裝程式）  
• 4 GB以上的可用磁碟空間（用於視訊擷取與編輯操作）  
• 128 MB RAM（建議使用512 MB DDR RAM）  
• 16 位彩色顯示器，1024 x 768解析度  
• 支援DirectX 9  
• 建議使用Windows Media Player 9  
• 建議使用7200 RPM硬碟磁碟機  
 
註：擷取1小時DV視訊需要13 GB的磁碟儲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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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 - 

歡迎使用ArcSoft Showbiz DVD 2.1！您準備好了嗎？想學習如何擷取、編輯視訊與燒錄DVD光
碟嗎？我們將在這裡為您介紹本程式的三個主要使用步驟，讓您學會在家製作與分享影片！ 

另外，您還可以檢視程式中的“說明”檔案了解更多資訊 － 該檔案詳細說明了程式中每個按
鈕與命令功能的使用方法。提醒您，使用手冊只是依照軟體的使用步驟介紹視訊的擷取、編輯
與製作過程，並不會說明程式的每一個命令和功能。因此您在製作過程可開啟“說明”檔案，
以取得更詳細的功能說明。 

請選取操作：（亦可使用每個頁面上的瀏覽連接進行預覽檢視） 

• 擷取視訊  
• 編輯/組合視訊片段  
• 燒錄DVD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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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擷取視訊 - 

製作影片的第一步驟是將攝影機（或其他視訊設備）中拍攝的視訊片段傳送至電腦中。這項操
作十分簡單，相信您一定能在我們的指導下快速掌握要領！在以下的例子中，我們將示範如何
從數位攝影機（DV）中獲取視訊。 

1. 將攝影機與電腦連接，並開啟電源開關。 
2. 加入程式，並在“啟動精靈”中選取“擷取/編輯視訊”選項。  
3. 進入下一視窗，並選取螢幕左上角的“擷取”選項。  

進入“擷取”模組之後，您可以使用各種播放控制鈕瀏覽攝影機中的視訊片段： 
 

使用播放控制鈕可以調整視訊片段至任意位置，並從這裡開始錄製視訊。設定好所有參數後，
請點選預覽視窗下方的紅色“錄影”鈕。您可以在這裡為擷取的檔案設定儲存時的檔案格式： 
 

 

• 選取檔名與儲存路徑。  
• 設定儲存的檔案類型。如果您想將目前的視訊片段製作成DVD影片，請選取“DVD 
(MPEG-2)”的檔案格式類型。  

• 您可以輸入視訊的擷取時間（可選）。如果您需要在很長的影片中擷取一小段視訊片
段，此選項會十分地實用。  

• 接下來，您可以將擷取的檔案儲存至相簿。那麼以後您就能很方便地對儲存在相簿內的
檔案進行編輯操作。請在“編輯”部分了解“相簿”使用的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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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組合視訊片段 - 

在製作視訊的過程中，您完全可以即興自由地發揮，並根據需要自行控制每個創作步驟。因
此，我們很難在製作說明中詳細說明所有的功能命令；但我們將介紹關於視訊片段製作的幾個
基本步驟。編輯/組合視訊片段是程式中最主要的核心模組，您可以在這裡製作屬於自己、具有
專業品味的個性化影片。還有，不要忘了使用程式內建的“說明”檔案，這裡詳細的按鈕與選
項說明將可提供您很大的幫助。 

概述 

您可以在 “剪輯板”的模板上加入各種素材（現有的視訊、影像與音效檔案），製作出滿意的
視訊作品。“剪輯板”是影片製作的基本模板，它還能以“時間軸”的模式顯示。無論是剪輯
板，還是時間軸，都只是相同視訊片段的不同檢視方式。您可以在剪輯板上加入靜態圖片、視
訊與場景轉場特效﹔而在時間軸模式下，您還可以加入音效、文字以及各種特效。  

如下圖所示，您不僅可以加入圖片、視訊片段與背景音樂等素材，還可以在每個元件之間加入
轉場特效（例如，在兩個不同的視訊檔案之間加入淡入淡出的轉場特效），以及其他特效等。
另外，您也可以加入滾動文字作為開始標題或結束標語。完成後，這段視訊就可作為組成章節
被加入至到DVD影片。 

 
“剪輯板”顯示靜態圖片、視訊片段與轉場特效。 

 
“時間軸”顯示靜態圖片、視訊片段與轉場特效、文字、音效及其他特效。 

如果您僅使用小型視訊片段與靜態圖片進行基本的影片製作，則可以選取“剪輯板”﹔但如果
還想加入其他音效、特效與文字等素材，您需要使用“時間軸”模式。俗話說，熟能生巧！請
使用程式內建的樣本素材練習“時間軸”及其相關選項的運用，相信您很快就能輕鬆掌握！ 

您的影片最終完成後，所有加入的素材將被合成為獨立的視訊檔案。而且，您還能在影片的播
放過程中看到自己加入的每個片段或每張影像 ── 很有趣，也很有成就感，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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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螢幕的最上方看到各種選項：媒體檔案、文字、轉場特效、特效與匯出（該選項將在您
開始影片的製作之後出現）。 
 

您使用的所有素材都來自“相簿”。因此，在接下去介紹其他功能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來講講
“相簿”的功能與使用方法。 
 

相簿 
 

如果想在剪輯板/時間軸中加入素材，首先要建立一個相簿。相簿用來儲存檔案的捷徑，掌握相
簿的使用要領（簡單易學的相簿用法），能為軟體的使用打下堅實的基礎。其實相簿中儲存內
容與電腦桌面或工具列的捷徑類似，這些圖示並不是真正的程式執行檔，只是一些方便連結的
捷徑而已。概括的說，相簿儲存的是連接至個人圖片、音樂與視訊檔案的捷徑。程式中也內建
了數個範本相簿。 
 

 

您可以自行建立多個相簿，並根據儲存的內容為其命名。例如，您可以建立一個相簿儲存度假
時期的相片，再建立另一個相簿放置家庭生活的相片。您可以隨心所欲的建立相簿，不過在建
立之前，您需要弄清楚相簿儲存圖片、音樂或視訊檔案的路徑。 

怎樣建立新相簿： 

1. 首先進入“媒體檔案”欄，並從相簿下拉選項中選取“<新相簿>”選項。 
 

2. 輸入新相簿的名稱。您只需將滑鼠移至名稱欄，並點選輸入新名稱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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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加入媒體”的圖示，透過瀏覽檔案並加入至相簿。您可以在相簿中加入靜態圖
片、視訊片段與音效等檔案。 
 

4. 如需要再加入其他檔案至相簿中，點選“加入”按鈕即可。 
 

 

相簿建立完成後，您就可以將相簿中的素材加入至剪輯板/時間軸。提醒您，相簿中的縮圖只是
連接至來源檔案的捷徑。一旦來源檔案被刪除、移動或重新命名，相簿中對應的檔案就會失
效，令您無法將其正常加入至專案中。另外您還可以根據需要建立多個相簿，並對相簿中的媒
體內容進行分類編組，以方便影片的製作。 

加入素材至剪輯板 

一旦相簿建立完畢，您就可以加入相簿中的素材至剪輯板內，並開始影片的編組與製作了。首
先我們來看看下方的空白剪輯板： 

 

您會發現剪輯板由多個方塊組成，其中大方塊
用以加入靜態圖片與視訊，而小方塊則用於插
入轉場特效。這裡的“轉場特效”指每個視訊
畫面或每張圖片之間的變換效果。完成影片的
組合之後，剪輯板上的所有素材將合成至一個
獨立的視訊檔案。請檢視下圖了解怎樣加入靜
態圖片或視訊片段至剪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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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按照上圖所示的方法（先選取要加入的縮圖，然後點選“加入”箭頭），也可以直接拖
放素材至剪輯板的對應位置。 

點選“轉場特效”欄，選取需要的轉場特效並加入至圖片/視訊檔案間。提示：如果您希望快速
地加入轉場特效，則可以在剪輯板上點選滑鼠右鍵並選取“全部套用任意轉場特效”選項。這
樣，程式將在剪輯板的對應位置自動加入轉場特效。 

下圖是加入了各種素材後的剪輯板： 

 

切記，大方塊用以放置靜態圖片/視訊片段，而中間的彩色小方塊則用於插入轉場特效。 

儲存您的作品！ 

在製作過程中，建議您隨時儲存每一步有效的操作。這樣，就算電腦當機或發生其他意外，您
還能重新找回完整無缺的專案作品。請開啟程式視窗上方的“檔案”功能表並選取“存檔”選
項，輸入專案名稱並選取儲存路徑﹔這樣，您就可以將剪輯板/時間軸中的作品以一個完整的專
案檔案儲存至系統中，更方便於日後的存取與編輯操作。 

預覽您的影片

很不錯！透過一番努力，剪輯板上已出現一
部完整的影片作品。以上操作雖然簡單普
通，但每個步驟都是至關重要、缺一不可
的。即使不是專業的影片製作高手，您也可
以在摸索與練習後逐漸掌握影片製作的要
領，最後製作出具有一定專業水準的作品。
千萬不要小看自己的潛力，說不定您會成為
像“史帝芬史帝柏格”那樣充滿導演才能，
或如“卓別林大師”一般頗具想象天賦哦！
好了，讓我們先來看看您製作的影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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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器”提供標準的播放控制鈕，您可以在這裡觀看整部影片或影片的某個片段。如果要觀
看整部影片，按下“整部影片”按鈕 ── 很簡單，對嗎？接著您只需輕輕按下“播放”按
鈕，即可在預覽視窗觀看到剪輯板中所有素材組合而成的影片效果。換言之，如果您只是想檢
視整部影片中的某個特定片段，則按下“目前片段”按鈕並在剪輯板中選取對應的縮圖即可﹔
這樣，您就可以在按下“播放”按鈕之後在視窗中觀看該片段的放映效果了。 

好了，自己製作的影片看起來如何？不大滿意？── 沒關係，影片的製作才剛剛開始 ── 您
還可以對影片進行更多編輯操作，如重新組合與編輯素材、加入特效等。或者，您也可以暫時
擱下影片的製作，出去拍攝更多更酷更炫的視訊片段或相片以豐富影片的素材。在接下來的部
分中，我們將介紹如何在剪輯板中重新組合素材，編輯影像與視訊片段等（請使用時間軸在影
片中加入音效、文字與特效等素材）。 

修改素材 
 
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在談論加入素材的方法。但作為影片的導演，自由編排素材並製作出更
卓越的個性化影片才是製片的真正樂趣所在！剪輯板的檢視方式清楚說明了素材的先後順序，
各種素材也區分得較為明顯，因此比較適合素材的組合操作﹔而時間軸的檢視方式較為複雜，
不適合用來組合素材。 

重新組合圖片&視訊 
基本上，您只要點選拖放剪輯板上的縮圖至新位置，就可以對影片進行重新組合。試試看，這
個操作再簡單不過了！ 

變更轉場特效 
相較於組合影像與視訊操作，變更轉場特效的方法會有所不同。當您將新的轉場特效拖放至一
個已存在轉場特效的位置時，舊轉場特效只是被新的轉場替換掉了，但卻不會影響其他轉場特
效的排列順序。完成轉場特效的修改操作之後，請不要忘了儲存您的專案！ 

編輯靜態圖片 － 持續時間、顏色等 
您也許已經注意到了，影片預覽時每張靜態影像將根據在剪輯板上設定的持續時間進行播放。
可見，您可以在程式中自由控制每張影像的播放時間。這一設定操作十分簡單，您只需點選剪
輯板上的影像，然後在預覽區域的左方修改影像的持續時間即可： 

 

您可以為每張影像設定不同的持續時
間，這裡的時間設定可以精確到小
時、分、秒。另外，您還可以設定影
像播放的畫格速度。 

如要為所有的影像設定相同的持續時
間，您可以在剛剛修改完畢的縮圖上
點選滑鼠右鍵，並在彈出的功能表中
選取“把該持續時間套用於此後所有
同類片段”選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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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圖所示，這裡有很多關於亮度、對比度等參數的滾動軸。這樣，您就可以一邊透過播放器
檢視影像的修改效果，一邊隨意拖動滾動軸來修改影像的參數。如果您對修改效果不甚滿意，
還可以點選“還原”按鈕取消所有修改操作（一般情況下，滾動條將返回至預設的中間位
置）。 

這裡還提供影像的“移動&縮放”選項。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介紹“移動&縮放”功能，首先
我們還是來看看幻燈片的製作方法。 

編輯/剪輯視訊片段 

剪輯板上的視訊片段被點選取
後，將出現與影像編輯類似的
視訊編輯選項。除了一般的顏
色編輯選項之外，您還可以自
行調整視訊的播放速度與音
量。 

 

有時相較於影片的其他音效來說，視訊片段內附的聲音音量過大。在這種情況下，您只需將音
量滾動軸向左拖動，並降低音量至理想效果。如需要無聲效果，則可以選定“靜音”核選方
塊。 

您也可以透過調整視訊播放速度的方式，來達到製作趣味影片的效果。例如，您可以快速播放
一段家庭成員在房間裏隨意走動的影片，會出現很強烈的喜劇效果哦﹔或者您也可以慢速播放
影片，以製作出好萊塢影片中常見的慢動作或科幻效果。很棒吧！ 

如視訊片段過長或需要剪掉某些片段，您可以隨時對視訊片段進行剪輯。您可以使用播放器預
覽視窗下方的兩個標記（綠色與粉紅色）來剪輯。這兩個標記主要用於設定視訊播放的開始/結
束的時間點，直接拖放標記即可完成剪輯操作。或者您也可以將計時器拖放至特定位置，並點
選對應的“剪輯”按鈕（綠色或粉紅色剪刀標記）進行剪輯。不要忘了，要隨時儲存您的專案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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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音效設定 

在影片的播放過程中，您還可以
調整影片整體音效與兩個音軌的
音量。 

時間軸&進階編輯 

來看看您到底掌握了多少影片製作的知識 ── 現在，您已學會如何在剪輯板上加入靜態圖
片、視訊片段與轉場特效，學會了透過組合剪輯板上的素材來製作影片，還學會編輯靜態圖片
與剪輯視訊片段的方法。接下來，我們將學習如何在影片中加入音效、特效與文字效果。那我
們需要暫時離開直覺易懂的剪輯板模式，切換至較為複雜的時間軸模式。 

 

如您所知，時間軸不但具有與剪輯板相同的顯示資訊，還具有許多特別的功能。時間軸看起來
可能會有些複雜難懂；但只要您了解時間軸的基本排列規律，就能逐步弄清相關顯示內容。時
間軸由“文字軌道”、“影片軌道”、“音軌1”與“音軌2”這幾個獨立的軌道組成。文字
位置用於加入文字效果；影片軌道用於加入靜態圖片、視訊片段與轉場特效（影片軌道還含有
一個顯示視訊內附音效檔案的軌道）；而兩個音軌則用於加入音效檔案。時間軸中設有兩個音
軌，以用於加入多個音效檔案。這樣，您就可以在影片中加入合適的音效，並配上背景解說或
聲音特效等。 

加入音效 
在時間軸中加入音效的方式與在剪輯板中加入靜態圖片、視訊與轉場特效相同。您只要在相簿
中找到並雙按對應的音效檔案，即可將其加入至音軌。而且，您還可以在音軌1與音軌2之間
任意移動音效檔案，以改變其放置的音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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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輯音效 
如您覺得加入的歌曲過長，只想保留其中的獨唱或和聲部分，則可用與視訊剪輯相同的方式來
剪輯歌曲片段。而且，您還可以透過在時間軸中拖放檔案的邊緣部分來變更片段的開始/結束點
（您可以在視訊軌中進行相同操作）。 

 

加入文字效果 
您可以在影片中加入滾動的文字效果，並自行設定文字的各種效果參數。請點選進入“文字”
欄進行操作。 

您可以根據需要選取文字的風格（“簡單”或“夢幻”）。請點選中意的風格種類並將其拖放
至時間軸，然後在彈出的新視窗中輸入文字資訊與設定字型等參數即可。 

 

加入與修改文字效果的操作十分簡單，您只需在文字方塊內雙按滑鼠並輸入新文字即可。您可
以在文字方塊右方選取中意的風格替換原來的文字效果，可以選取另外加入一行文字，更可以
加入具有不同風格或字型的多行文字；透過滾動軸複選方塊和對應按鈕，您可以橫向或縱向地
移動、定位文字。如果您對經過這些處理後的文字滿意，則可以點選“確定”按鈕。另外，您
還可以在時間軸的文字上加入各種特效，為不同文字的切換賦予平滑或有趣的轉場特效。下圖
是已加入文字效果的時間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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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又想修改文字及相關效果？ ── 很簡單，您只要在時間軸上點選需要修改的元件，然後
在對應區域調整選項內容（如文字播放時間或其他特效屬性等）即可。例如，如果您點選的是
動感特效，則可以修改文字運動方向等參數效果。對了，切記儲存您的專案哦！ 

加入特效 
接下來，您可以進入“特效”欄為視訊軌上的影像或視訊加入奇特與有趣的特效，並拖放對應
的邊緣線設定特效的持續時間。而且需要注意，一個特效一次只能加入至視訊軌的單個元件；
如果您想在兩個元件上加入同個特效，則只能重複操作來完成加入。提醒您，含有特效的元件
在剪輯板模式下將帶有“星形”圖示。 

 

影片匯出 

現在您的影片製作已達到較為專業的程度了嗎？ ── 即使答案是否定的，您也無需擔憂 ── 
因為，要成為傑出的製片人可不是一蹴可及的事情。您需要多練習與揣摩、不斷提高自身水
準，才有可能達到滿意的效果。這樣，您需要熟悉程式各種工具的使用方法，摸索出編輯與排
列素材的訣竅與技巧，掌握影片製作的要領。在“匯出”影片之前，我們建議您再次儲存並在
播放器中預覽您的專案，以確保編輯效果。 好了，是時候展示一下您的成果了 ── 趕快點選
“匯出”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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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假設您已製作出一段影片，並準備將其匯出至DVD播放的格式。那麼，請在下拉選項中
選取“DVD檔案”選項（您可以在這裡選取自己需要的檔案格式，並修改各種參數設定）。這
次我們將使用程式預設的參數設定，請您在確保將影片以DVD (MPEG-2)的格式儲存至磁碟後
點選“開始”按鈕。此時程式會開啟“另存新檔”的視窗。 

 

首先為影片輸入檔名，並設定檔案儲存的路徑。請注意：請選取名為“新增至相簿”的核選方
塊，並選好儲存目前檔案的相簿。這一步操作十分重要 ── 因為這是影片匯出至DVD的必要
步驟。 

上述操作完成之後，程式即會自動匯出並儲存您的影片。一般來說，影片的匯出需要一段時
間，您大可以在這段時間裏放鬆一下。匯出完畢後，您就可以在建立部分將該片段加入至DVD
或VCD專案。   

難以掌控制作過程？ 

也許，ShowBiz這個程式看起來是有些複雜 ── 程式為使用者保留了較大的創作空間，您可能
會因此覺得無從下手。所以，我們提供使用手冊，其目的就在於幫助用戶了解程式的使用方法
與把握影片創作的方向。即使掌握了這些基本要領，作品創作的拓展空間仍然很大。請盡量用
樣本素材來製作範例影片，並盡可能在程式的每個角落點選滑鼠的左/右鍵以檢視每個可用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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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另外，我們還建議您在程式使用的過程中開啟“說明”檔案，以方便查詢各種按鈕與命令
的用法與功能。 

請在程式的初學階段嘗試簡單的影片製作。您可以把幾張相片與一兩段視訊片段組合起來，並
加入轉場特效來美化它們。在沒有熟練掌握剪輯板的使用之前，請您不要輕易嘗試更難的操作 
── 我們建議您在較為成熟的條件下再進一步使用時間軸模式。 

該模組為程式的核心部分，主要提供影片素材的設計與編輯功能。不過，如您只需要將目前現
有的視訊片段合成至一部完整的DVD影片，則可以跳過該模組的操作。但是，我們建議您多
學習一點程式的使用，這對影片的整體製作十分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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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錄DVD光碟 - 
 

程式的“製作”模組提供真正的DVD（或VCD）製作。該模組的操作方法十分簡單。如您已
在 “編輯”模組建立了自訂的影片片段，則可以在這裡將其作為組成章節加入至您的DVD影
片。您可以在下方選取需要的操作： 

1. 選取需要加入至影片的視訊片段（可以作為獨立章節加入）。  
2. 為較長的視訊片段建立多個開始點（子功能表）。  
3. 設計影片功能表（您可以擁有多個具有自己風格的功能表螢幕）。  
4. 建立相片幻燈片。  
5. 將影片燒錄成光碟。  
 

加入章節至影片 

在前文的“編輯”部分（我們建議您先了解該部分），應該對“相簿”功能的操作方法有所了
解。該功能在製作DVD（或VCD）影片時也十分有用，因此您對相簿的掌握程度也會直接影
響到DVD（VCD）的製作過程。加入好影片的素材之後，您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安排影片功能
表。首先，先學習如何加入素材： 

1. 選取含有所需加入的視訊片段的相簿。 
 

 

2. 雙按需要加入的視訊片段後，該片段將作為新章節在功能表中出現。不要忘了，您可以
自訂功能表的外觀，如設定章節按鈕的選單版面等（稍後說明）。現在，請加入每個用
於影片製作的視訊片段（您可以從多個相簿中選取加入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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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片頭 

片頭是DVD播放器放映影片時首先出現的內容。一旦片頭播放完畢，影片功能表將顯示。如
果要為影片加入片頭，從相簿選取需要的視訊並拖放至“片頭”方塊中即可。完成後，方塊中
會顯示片頭視訊的縮圖。 
 

 

設計功能表 
 
素材加入完成後，您可以接著對功能表的外觀與風格進行自訂操作，如背景、標題、章節按鈕
選單版面與文字的變更等。另外為了保證鮮明的色彩對比與清晰的文字效果，我們建議您在設
好功能表背景後再進行文字的修改操作（請根據背景色調來選取文字顏色）。 

排版章節按鈕 
進入“自訂主題”欄，在“選單版面”區域選取並雙按中意的功能表排版方式。這樣，功能表
中的章節按鈕即會根據選定的方式進行排列，或者您也可以直接拖放來排列章節按鈕的位置。
如果功能表需要多頁顯示，瀏覽按鈕即會自動在功能表上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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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新背景 
點選進入“主題”欄，您將看到各式各樣的功能表背景集。其中，“動畫功能表”相簿提供多
種動態視訊背景。 

 

當然，您也可以使用個人相片（或
視訊）作為功能表的背景素材。如
要進行該項操作，點選預覽區域的
“變更背景”選項，然後從系統中
瀏覽選取需要使用的檔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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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章節按鈕 
除了具有靜態呈現之外，章節按鈕也可播放相關的視訊檔案。如您需要動態播放的效果，選取
“媒體檔案”欄中的“動畫縮圖”選項，並根據需要設定視訊播放的循環時間（以秒計算）即
可。點選“預覽動畫”可以預覽視訊的播放效果。由於系統配置和視訊播放時間的不同，動態
章節按鈕設定的處理時間也將不同。 

 

加入音效至功能表 
拖放音效檔案至預覽區域下的“背景音樂”方塊，可為功能表加入動聽的音樂播放效果（您可
以在每張功能表頁加入不同的音軌）。 

 

更新章節按鈕相框 
需要的話，每個章節按鈕還可以擁有獨特的相框效果。要執行該項操作，請返回至“自訂主
題”欄，選定需要更新的章節按鈕並雙按欲使用的相框效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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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長視訊片段分段/建立子功能表 
您可以為過長的視訊片段分段。如果要進行此項操作，請： 
 
1. 選取要進行分段操作的視訊片段。  
2. 點選選取“設定章節”欄。 
3. 使用播放控制鈕/滾動軸設定分段點
的位置。 

4. 點選“設定章節”按鈕，則視訊片段
的對應位置將插入分段點。 

5. 該功能還可以用於剪輯整個影片。您
可以首先設定影片的開始點，點選
“左括號”圖示；然後設定結束點並
點選“右括號”圖示即可完成影片的
剪輯操作。 

 

“子功能表”對於視訊檔案的編排也有較大的作用。這樣，您可以透過設定不同分段點得到多
個新章節。您也可以點選主預覽區域下方的“建立子功能表”（此時您應處在“媒體檔案”
欄）來建立子功能表。當出現同主題影片含有多種內容視訊片段的情況時，子功能表功能將十
分適用。例如，您的“假期”DVD影片可分為多個不同時期不同地點拍攝的場景（春遊、夏令
營等），則需要使用子功能表功能。 

自訂功能表文字 
雙按出現在功能表區域的文字進行編輯。您可進入“文字”欄修改各種文字選項，如字型、字
型大小、風格、對齊方式與顏色等。更令人驚喜的是，您還可以為文字加上陰影效果。請先選
定“陰影”選項，然後在預覽視窗的直接拖放陰影來決定陰影的位置，並使用兩個滾動軸來調
整陰影的效果（模糊度與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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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幻燈片 
 

您可以建立相片幻燈片，並作為獨立章節來加入至影片。我們先來看看如何建立幻燈片： 

1. 點選“媒體檔案”欄的“建立幻燈片”選項。 

 
 
2. 開啟目標相片所在的相簿或資料夾。 
3. 按住“Ctrl”鍵並單按要加入的相片（這樣可以一次選取多張相片）。 
4. 點選“添加”選項（點選“全部添加”可一次加入目前目錄下的所有相片）。 
5. 拖放已加入的相片，將它們按播放的次序排列。 
6. 如有相片需要旋轉編輯，請選中目標相片並點選“旋轉”鈕。 
7. 點選“設定縮略圖”按鈕，即可用目前相片作為幻燈片功能表上的章節按鈕縮圖。 
8. 點選“下一步”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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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要為幻燈片加入音效檔案，則請點選“選取檔案”鈕並選取對應的目標音軌。 
10. 請在“步調”部分設定每張幻燈片的放映時間。如要幻燈片根據音效的持續時間播放，
則選取“使幻燈片與音效檔案同步”選項即可。 

11. 轉場特效（或特效）用於美化每張幻燈片間的變換效果。請從程式提供的選項中選出欲
使用的轉場特效（選取“隨機”可使程式自動且任意加入轉場特效）。 

12. 移動&縮放：這是一個較為有趣的選項，您可以使用該功能在每張相片上套用獨特的滾
動與縮放效果。首先讓我們來看看該功能的運用方法： 

 

 
 
“移動&縮放”功能由兩個不同的視窗提供：“縮放自”與“縮放到”視窗。一旦設定
完畢，幻燈片即會根據設定的縮放焦點來進行播放。例如，您可在“縮放自”視窗將目
標聚焦於相片上的某個物體，再在“縮放到”視窗把縮放目標擴大到整張相片。（您可
以透過拖放視窗來移動位置；拖放視窗上的調整點來變更大小；拖動四角上的旋轉錨來
旋轉視窗。）這樣，“移動&縮放”的播放即會呈現由聚焦物體向整張相片推動放大的
效果。註：DVD影片的實際放映效果將比“移動&縮放預覽”提供的觀看效果更為平滑
流暢。 

13. 幻燈片的各種設定完畢，您可以點選“完成”按鈕。這樣，程式將自動製成幻燈片並將
其加入至影片。 

燒錄影片至光碟 

當一切就緒，請點選“製作”選項。您可以在這裡使用虛擬的遙控器預覽製成後的影片效果。
該遙控器與標準DVD播放器中遙控器的操作方式相同，您可以依據需要使用控制鈕來瀏覽功
能表與觀看影片放映。如製作VCD光碟，則可點選相關數字按鈕檢視對應的章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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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已對影片效果滿意並決定燒錄成光碟，請點選“開始”按鈕。不過，要注意會有彈出式視
窗詢問是否儲存專案。這樣在選項設定完畢後，程式將自動開始編譯影片並將其燒錄至光碟。 

 
1. 首先選取影片的電視標準。如您身處美國，則請選取“NTSC”格式﹔而大部分歐洲國
家則使用“PAL”格式。 

2. 接下來，請選取影片儲存的路徑。您可以從下拉選項選取DVD燒錄機（如要在本地儲
存影片，您也可以直接選取電腦磁碟）。 

3. 請在“光碟名稱”區域輸入影片名稱。 
4. 最後，請根據影片儲存位置來選取燒錄速度（如影片直接儲存至本地，則請選取對應儲
存目錄）。 

5. 如一切就緒，請點選“確定”按鈕。 

現在您已完成所有必要步驟，程式即會自動完成接下來的所有工作。您的作品將被製成DVD
（或VCD）格式的影片，並燒錄成光碟（或儲存至磁碟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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