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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本手冊適用 WeiCG字幕系統、WeiCG高清字幕系統（WEI 

CG HD）和硬碟播出（WEICGPlay&CG） 等系列系統中

正在開發中。在不同的硬體系統環境中，可能又些具體的

功能不一樣，我們會標示出來以示區別的。 

2． 由於本軟體（WeiCG字幕系統）不斷升級，很多新功能來

不及寫入操作手冊中，請用戶閱讀最新光碟上的電子版手

冊、升級說明、或是登錄偉全科技有限公司的網站

www.weichan.com.tw 下載最新電子版本手冊。 

3． 本手冊的著作權、修改權和解釋權歸偉全科技有限公司所

有，未經許可，不得複製、修改和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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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WEICG系列軟體均是在 Windows VC++軟體平臺上研究開發出

來的，主要包括：WeiCG字幕系統、WEICG硬碟播放系統（WEICG 

Play&CG）、多路左捲插入系統（WEICG TopFly）等，根據不同的

硬體環境，可構成如下幾種系統： 

 

表 1.1 偉全科技有限公司系統構成 

 

字幕機系列 非線性及其他系統 

WeiCG（複合）     TopMotion板卡 

CG1000A  板卡 

Magi CG  板卡 

WeiCG+DPS Velocity 

WeiCG（複合+YUV） TopMotion板卡 

CG1000A  板卡 

Magi CG  板卡 

WeiCG+DPS VelocityQ 

WeiCG（複合+YUV分量+SDI數位） 

TopMotion板卡 

CG1000A  板卡 

Magi CG  板卡 

WeiCG+Matrox LE/LX/DTV 

 
WeiCG+Pinncle Edition Pro 

 
WeiCG+DvStorm2/X100/Pro One 

 
WeiCG+X100/Pro One/DC2000 

 
WeiCG+Premiere 6.5/6.0 

其他類別： 



（1）WeiCG+硬碟播出系統 

 

（2）WeiCG+多通道插播器 

 

（3）WeiCG+台標左捲系統 

 

1．1 産品構成 

1.   WeiCG 字幕系統 

WeiCG 字幕系統是基於 TopMotion/CG1000A/MagiCG 等廣播

級系列字幕板卡而研發出來的。其作業系統可以是 Win2000、Win XP

或者是 WinMe。它提供了 SDI 數位、YUV 分量、複合/YC 信號介面

的輸入和輸出，在電腦的選配問題上，其主板和顯卡沒有特殊的要

求，一般 P4 就可以了，系統記憶體要求在 512M 以上，CPU 要求在

2.4G 以上即可。 

 

2.   WeiCG 字幕系統+硬碟播放系統 

該系統是通過二塊板卡聯合而成的系統，一塊是硬碟播出系統，

另一塊是 WeiCG字幕系統，其作業系統推薦使用 Win2000,對電腦的

要求比較高，系統記憶體要求在 1G 以上，CPU 要求在 2.6G 以上，

素材硬碟要求是高速 SCSI。 

3．  WeiCG 字幕系統+非線性輯系統 

    該系統是不需要字幕板卡的，它只是內嵌或外掛在不同的非

線性系統中，可適用於 Win2000、WinXP、WinME 等作業系統，



由於是雙系統（非線性+字幕）的運行，所以建議用戶在電腦的

配製上要採取高標準，以保證各系統的完美運行。 

 

1．2 WeiCG的使用特點： 

1. 統一簡單的操作介面：無論什麽版本的 WEICG 字幕系

統，除了在輸出質量上、功能上、即時性方面有所區

別以外，其他的操作都是相通的。只要您熟悉一款

WEICG 軟體系統，您就可以操作全線 WEICG 産品了，

WeiCG軟體系統使用起來非常人性話，大多是依靠圖示

按鍵來表達的，簡單易學。 

2. 標準化操作： 

介面、功能表、按鍵、對話方塊和快速鍵的設置完全符合

Windows 操作規範。用戶即使不看說明書也能使用其大部

分功能。 

3. 豐富的資料庫管理 

提供可由用戶自定義的“字幕模式庫”、“動畫摸板

庫”、“左捲模式庫”、“動態素材庫”、“軌迹特技庫”

等多種管理機制，幫助用戶擺脫複雜的 Windows 文件管理

系統 

4. 簡單的安裝和配製 

對於安裝字幕系統而言，您只需要安裝好硬體板卡後，安

裝好對應的驅動程式（在光碟中提供了各驅動程式）後，



再運行 Setup.exe 安裝字幕系統就可以了。 

對於安裝適合於非線性系統的字幕而言，請先安裝好對應

的非線性系統，再安裝字幕系統，要注意的是，安裝字幕

的時候，請選擇對應的“插件”目錄安裝。否則可能在非

線性中找不到“WeiCG字幕”。 

 

1．3 WeiCG的技術特點： 

1．採用全新的 OpenGL/DrixictX 圖形加速語言編程，支援 

Win98/Win2000/WinX 作業系統。 

2. 無限層即時字幕螢幕預演，多層字幕軌迹分別定義。  

3. WEICG字幕時序播出概念，時間長度、圖元次序、層次即時

可調。  

4. 開放式劃像方式的設計，使用戶自設定動畫軌迹和特技動畫 

使創意達到無限。  

5．模板，模式化功能表化設計，使中西方字幕文化銜接得天衣

無縫。  

6．多彩的特效字幕、設計獨特、精美絕倫。  

7．支援 TGA/BMP/JPG/PNG/AVI/DPT/DPS/TCG 等文件格式 

的輸入/輸出。  

8．支援動畫字幕、旁白/對白、上捲、左捲、背景直通字幕、

股票播出、挂角廣告、三 D動畫等  

9．256級半透明處理 



10. 支援 TopMotion/CG1000/MagiCG 系列字幕板卡。 

11．支援 DVSTORM1/2、Edition PRO 5.5、DV500、X100、

Matrox LE/LX/DTV 等非線性系統的內嵌或外掛。 

12．支援 Premiere 6.5/PRO 1.5 非線性編輯系統的內嵌字幕輸

入。 

13．支援 Premiere 6.5/PRO 1.5 中，預演窗口上的即時旁白編

輯效時；即時動畫字幕、左捲、上捲等顯示。 

14．純軟體支援多視窗設計，動畫字幕、左捲、上捲、時鐘、Logo

可以同屏存在。 

15．WEICG首創的“實物劃像”方式的設計 

16．WEIG首創的“粒子動畫”效果的應用 

17．WEICG首創的在“上捲、左捲”中個調動畫圖元播出 

18．WEICG首創的純軟體“獨立 Logo”設計，無需硬體支援可實

現“Logo1、2/時鐘”和任何字幕文件共存。 

 

 

 

 

 

 

 

第二章 系 統 安 裝 



2．1 Wei CG 字幕系統的安裝過程 

    （1）安裝電腦，連接鍵盤、滑鼠、CRT, 打開機箱 

    （2）選定一個空 PCI 槽，按插字幕機板卡 

    （3）上好螺絲，關上打開機箱， 

    （4）將加密鎖接到電腦的 USB 介面上 

    （5）連接好字幕機的輸入/輸出信號線和視頻監視器 

    （6）連接電源，開機。 

    （7）將 Wei CG 光碟放於電腦光碟機之中。 

    （8）執行光碟中的 Setup.exe，並選擇對應的字幕板卡來安裝

（以下以 CG1000A 板卡爲例） 

    （9）例如：如果您安裝的是”複合字幕板卡”，您可選擇： 

         “WEICG for CG1000A 複合級別”的選項 

 

           

     

（10）依提示，選擇安裝的目錄路徑。例如： 



          “C:\Program files\WEICG\” 

           

    （11）安裝程式自動安裝加密鎖驅動，安裝完畢後，選擇重啓動

電腦即可。 

2．2 Wei CG 內嵌於 DPS Vlocity 非線性的安裝過程 

2．3 Wei CG 內嵌於 Matrox Le/Lx/DTV 非線性的安裝過程 

2．4 Wei CG 內嵌於 Premiere 6.5/pro 1.5 非線性的安裝過程 

2．5 Wei CG 內嵌於 Pinnacle Edition Pro 非線性的安裝過程 

2．6 Wei CG 外掛於任何非線性的安裝過程 

2．7 Wei CG TTF 字形檔的安裝方法 

一般在我們的光碟中，包含有 Windows 標準字形檔，並存放在 

TTF_FONT 目錄中，您可以直接拷貝這些 *.ttf 文件到

“C:\windows\fonts”目錄下,即完成了字形檔的安裝。 

 

 

 

 

 

 

 

 

第三章 用 戶 界 面 



Wei CG 字幕系統的用戶介面（圖 3.1）分成 7個區域：（1）“功

能表區”（2）“圖元工具創建區”（3）“工程項目影片區”（4）

“字幕屬性編輯區”（5）“類比視窗預示區”（6）“劃入/劃出動

畫編輯區”（7）“Logo/時鐘控制區”。下面分別進行描述。 

 
圖：3.1  用戶介面 

 

 

3.1 “功能表區域” 

功能表欄中有“開檔”、“編輯”、“項目”、“軟體設置”、

“硬體設置”、“幫助”。 

 

3．11“開檔”----- 對當前工程項目的管理等，如：開啟、保

存等，在“開檔”功能表中，您還可以將當前工程文



件導出爲“avi”、“tga序列文件”等。 

 

3．12“編輯” -----對類比窗口中的圖元進行一系列編輯操

作。 

 

 



3．13“項目”----- 選擇將要做的字幕類型。 

 

 

3．14“軟體設置” ----- 對各系統卻省參數的再定義。 

 

 

3．15“硬體設置” ----- 對“字幕板卡”/“非線性板卡”的

硬體參數設置。 

 

3．16“幫助”    ------ 系統版本的提示等。 

 

3．2“圖元創建工具區” 

   該區域主要完成對各圖元（如：字、園、矩形、



線、多邊型、五角星）的創建、對各圖元的大小、位置進行編輯和對

各圖元的軌迹進行編輯 

 

3．3“工程項目編輯區” 

    將用戶選擇的各工程項目以“影片”的形式顯示出

來，對每個“影片”您可以作“刪除”、“插入”、“拷貝”

等操作。在每個“影片”中，您還可以定義該影片的全屏

“劃入/劃出”方式。點擊該影片的右鍵，您也可以對該影

片定義“定時播出”的時間和“迴圈次數” 

 

3．4“字幕屬性編輯區” 

  該區域主要負責定義“圖元”的顔色屬性。 

您可以選擇“模板”項來定義各“圖元”約定摸

板效果；您可以在“屬性”項中，對每個“圖元”

分別定義其“字色”、“字邊”、“陰影”、“輪

廓”等效果；您還可以在“素材”項中直接調用已

有的“圖片文件”（如:tga、bmp、jpg、png、avi、

tcg）等；同時，您還可以在“文本”項中做“文本

文字”的“錄入”、“導入/導出”等工作。 

 

 

3．5“類比窗口預示區” 

 



該區域的主要職

責是：在電腦 CRT

上，類比顯示各“圖

元”的“靜態效果”

和“播出效果”。 

該區域的大小和

電視機大小相同（NTSC:720*486）,黃色的區域爲電視機的“安全

框”，在“安全框”以內的圖元，可以較安全地顯示到不同品牌的電

視機上。 

 

3．6“劃入/劃出動畫編輯區” 

 

     該區域的主要職責是：定義各圖元的“劃入特技”、“停留特

技”、“劃出特技”等效果。每個圖元您都可以定義這三類效果特

技，對於某些特技，您還可以定義該“特技”的一些屬性（如：快慢、

粒子多少、特技方向、實物運動的選擇）等 

 

 

 

 

3．7“Logo/時鐘控制區” 



 

該區域的主要職責是：獨立定義 logo、logo1、logo2 和時鐘的

顯與否。對於每個 logo，您可以定義爲三 D動畫（TCG），也可以定

義爲靜止的圖片（TGA、BMP、JPG 等） 

 

 

 

 

 

 

 

 

第四章 快速入門 



4．1 啓動和退出 

     WeiCG 系統安裝完畢以後，在操作平臺的“開始”功能表中自

動增加一個程式組“Wei CG”。 

4.1.1 啓動 

     依次點擊“開始”、“程式”、“Wei CG”啓動圖示，此時即

可進入 WeiCG字幕軟體的功能表： 

 

 
圖：3.1 WeiCG系統介面 

 

4.1.2 退出 

     方法一：點擊系統軟體中“開檔”下拉功能表，在該功能表中

選擇“退出”，如果對視窗內容有修改過，系統會提

示存檔，否則自動退出。 



 
圖：3.2 系統退出（方法 1） 

 

     方法二：點擊系統軟體中右上角的“退出”按鈕“”，如果對

視窗內容有修改過，系統會提示存檔，否則自動退出。 

 

 圖：3.2 系統退出（方法 2） 

 

4.2 文本的輸入方法： 

 

    方法一（直接輸入法）：進入 Wei CG 之後，點擊文本輸入按鈕

“文本工具”按鍵，之後點擊“類比視窗”後一位置，即可輸入中/

英文字串了。 

   

 

圖：3.3 直接點擊螢幕輸入文本方法 

    方法二（拉框輸入法）：將滑鼠拖拉到螢幕的預示視窗，再拖拉



一個矩形以決定要輸入字的大小，再輸入對應大小的文

字即可。 

 

圖：3.4 拉框輸入文本法 

 

    方法三（多行文本輸入法）：（1）先在螢幕右方的“文本”輸入

框中將文字輸入好，如：“中央電視臺/電視劇製作中心”（2）再按

下滑鼠的“左鍵”，並拖拉滑鼠，將該二行文字拖黑。（3）左鍵點擊

該黑文本，不放鬆滑鼠左鍵，並拖拉到“類比螢幕”視窗區，此時系

統會將該二行文本作爲一個“圖元”來進行圖文編輯。 

 
圖：3.5 多行文本輸入法 

 

 4.3 字體的選擇： 

     當某串字輸入完成後，您可以依據具體情況選擇好一個已安裝

好的 TTF 字體，字體在選擇過程中會類比出各字體的效果來，

要注意的是，要定義“中/英文”混排的字串時，您可以先對該

字串定義一個“中文字體”，然後再重復進入“選擇字體區



域”，再選擇一次“英文”字體就可以了，“字型大小”的選

擇在字體的右邊，數位越大，字就越大（卻省大小爲 48 號字）。

請參看下圖字體類比顯示。 

 

 

 

圖：3.6 字體選擇介面 

 

4.4 字色的選擇 

     步驟一：進入 Wei CG 主功能表

後，依次點擊主功能表右邊

的“屬性” ->“字色”->

“單色”選項，並在顔色區

域中點擊一喜好的顔色



（如：紅色），此時你會看到一個小的“配色預示框”在發

生變化。  

步驟二：拖拉該區域的顔色到要定義的圖元上，或雙擊該“配

色預示框”區域中的顔色，系統自動將該選定的“字

色”賦給了先選定的圖元。 

4.5 邊色和邊寬的選擇 

步驟 一：依次點擊主功能表右

邊的“屬性”－>“邊

色”->“單色”選項，並

在顔色區域中點擊一喜

好的顔色（白色），此時

你會看到一個小的顔色

預示框在變化。 

 

步驟二：拖拉該區域的顔色到要定義的圖元上，或雙擊該區域

的顔色，系統自動將該選定的“邊色”賦給了先選定

的圖元。 

步驟三：在“邊屬性”對話方塊中，您可以看到有許多種加邊

的模式，用滑鼠選中其

中的一種如：第一種全

加邊。 

步驟四：增加它的“邊寬”數位（如：4），您可以就可以看到



類比視窗的字邊發生了變化。 

 

4.6 劃入/劃出運動軌迹的定義 

有了字色和邊色，再將字幕的“IN/OUT”方式定義好，就可以播

出字幕了。 

進入主介面的正下方，進入“動畫”->“IN”的選項，此時您能

看到有三個狀態可選，“IN”、“跑光”、“OUT”。它們分別代表

的意思是： 

“IN”是指定義該字幕從螢幕外劃入到螢幕內的運動軌

迹，如：淡入螢幕、硬切進來、運動劃入等等； 

“跑光”是指當該字幕劃入到螢幕中之後，再賦上一定的

特技效果，比如：閃光、掃光、旋變色、球體變

化等。 

“OUT”是指當字幕在螢幕停頓好以後，再依一定的運動

方式劃出螢幕，比如：淡出螢幕、硬切出去、運

動劃出等等； 

 

步驟一：定義字幕“IN”特技效果 

（1） 選擇“IN”，並在衆多的劃入方式中挑選一種劃像

方式。 

 



（2） 按下滑鼠的左鍵不放，拖拉該“IN”方式給指定的

圖元（或用滑鼠雙擊該“IN”方式）就可完成對選

定圖元的“IN ”定義了。 

步驟二：定義字幕“跑光”特技效果 

 

 

（1） 在“動畫”選項中，選擇“跑光”方式 

（2） 在衆多的“跑光”方式中挑選一種“右上斜向右

掃白光”。 

（3） 按下滑鼠的左鍵不放，拖拉該“跑光”效果給指

定的圖元（或用滑鼠雙擊該“跑光”方式）就可

完成對字幕的“跑光”特技定義。 

步驟三：定義字幕“OUT”特技效果 

 

 

（1） 選擇“OUT”，並在衆多的劃入方式中挑選一種劃像

方式。 

（2） 按下滑鼠的左鍵不放，拖拉該“OUT”方式給指定的

圖元（或用滑鼠雙擊該“OUT”方式）就可完成對字

幕的“OUT”特技定義。 



4．7 字幕的預示和播出 

      當字幕的劃像方式（運動軌迹）定義完畢後，您就可以點擊螢

幕上的“預示按  鈕”，在電腦 CRT 螢幕上預

看下字幕播出的效果。 

        當您感到預示效果滿意的時，您可以直接選擇“播

出”按鈕，將字幕資訊播出到電視機上。 

 

 

第五章 動畫字幕 

 

 

 

 

 

 

 

 

 

 

 

 

 



 

 

 

 

第六章 左 飛 字 幕 

 

6．1 創建一個簡單的左捲字幕 

  （以下以字幕板卡的製作過程爲例） 

   6.1.1 進入左捲專案工程 

    在 WeiCG 字幕的

功能表部，選擇：“專

案” ->“左捲” ,此

時，在類比窗口的下

方，就新創建了一個黃

色的“左捲”視窗區

域，以後的左捲效果，

都不會超出該區域（在黃色的視窗外的內容會被剪切掉）。 

  

   6.1.2 選擇“文本輸入”欄目 

     用滑鼠選擇“文字”按鈕，右邊的區域會出

現一個文本編輯區域。（觀看左圖） 

   6.1.3 讀取事先輸入好的一個文字檔案 



     用滑鼠選擇文本“打開”按鈕，指定文件的路徑，將打好的文

件讀到編輯區域。 

 

 

   6.1.4 滑鼠點擊“創建所有文本爲圖元”的按鈕 

  點擊如圖所示的按鈕，您會在類比視

窗上看到一個卻省的“左捲字幕”效

果。 

 

 

 

   6.1.5 選中左捲區域中的左捲圖元，並定義一“字體”、“字型

大小” 

       

    滑鼠點擊該串字幕，出現一個矩形

編輯框（如上圖），此時，您就可以對

該字串的字幕效果進行調整了。 

    如圖選擇好字體、字型大小（卻省

爲宋體、20 號字） 

 

   6.1.6 滑鼠點擊“播放輸出”按鈕，並選擇“播出”鍵 



  在功能表中選擇“播放輸出”按鈕，點擊之，會出

現 一個播出對話方塊，在該對話方塊中選擇“播出”

鍵， 即可在電視機（監視器）上，觀看到左捲播出效果。 

 

 

6．2 如何輸入左捲字幕的文本 

     有二種辦法在左捲工程中輸入 TXT 文本文字。 

方法一：“直接輸入法” 

（1）點擊文本“T”按鈕  

（2）再用滑鼠點擊“左捲圖元”的黃色區域中任意一

點，此時，您就可以輸入左捲文本了。 

方法二：“讀取文字檔案法” 

 

 

（1）點擊文本“打開”按鈕，並選擇一事先錄入好的

一個文字檔案。 

            （2）點擊文本“所有文本創建圖元”按鈕，將選中的

所有文本，依卻省參數，在“左捲圖元”的黃色

區域，就創建了一個“左捲”字幕。 

 



6．3 如何定義左捲字幕的“字色”、“邊色”等 

     “左捲字幕”的“字色”、“邊色”、“大小”、“字體”、

“字間距”等參數的定義，和“動畫字幕”中描述的定義方式是一樣

的。您可以利用“標準字模”來定義“左捲”效果，您也可以自定義

其不同的風格。要注意的是，左捲中的“字間距”也是通過“+”、

“-”符號來調整的。 

6．4 如何定義左捲字幕的高度 

     左捲字幕的高度定義分二部分，一是“黃色左捲區域”內的高

度，二是整個“黃色左捲區域”在螢幕上的高度。 

    （1）對於左捲字幕“黃色左捲區域”內的高度，您可以直接拖

拉左捲圖元來觀看其位置。 

 
                  圖 6.1 黃色左捲區域 

（2）對於整個“黃色左捲區域”在螢幕上的高度的調整，您可

以先用滑鼠點擊該“黃色左捲區域”的黃邊框，在按下

“Shift”鍵，再用滑鼠拖拉該區域，就可以連同字幕一起

整體移動，來變化其高度了。 

 

6．5 如何定義左捲字幕的底板 

    （1）用滑鼠點擊黃色的邊框，以便選中該“左捲的黃色區域”

如下圖所示。 



 

     

（2）在“屬性”->“底板”中，選擇一半透明的顔色，並雙擊

“調色區域”中的顔色（或拖拉該顔色直接賦予黃色的左

捲區域），即可將該顔色賦予“左捲”作“底板色”了。 

 

 

       如果您想用某個圖像作底圖，操作一樣，只是在選擇單色的

時候，先選擇“素材”，從其中選擇一合適的“圖像”，並

拖拉該圖像賦予“黃色的左捲區域”，此時，您會看到帶圖

像底圖的左捲效果了。 



 

 

6．6 如何應用“左捲”的摸板 

  （1）卻省的 Wei CG系統已經安

裝了數個左捲的模式，您可以點擊

“應用”來調用預存的效果。該效

果包括了“字體”、“字色”、“字間”、“底板”、“速度”、“高

度”、“迴圈次數”等參數。 

  （2）一當定義好一個左捲效果後，您可以點擊“新建”按鈕，保

存好模式，以便以後調用。 

（3）對於過時的模式，您可以點擊“刪除”按鈕，從模式庫中將

該模式刪除。 

（4）要觀看更多的“左捲模式”時，可點擊模式視窗最左邊的向

下箭頭按鈕。 

 



6．7 如何定義“左捲”迴圈次數 

 

 

圖 6.6 頁屬性 

          在“專案影片流”中，選中對應的“左捲影片”，再點擊滑

鼠的右鍵，並選擇“頁屬性”一欄，點擊該欄，會出現如上

圖的“頁屬性”對話方塊，選擇好“播放次數”，在最後的

字幕“播出”對話方塊中選擇“自動播出”，即可看到迴圈

左捲的效果。 

6．8 如何定義定時“左捲” 

  

同上，選擇好頁屬性後，點擊

“定時”按鈕，並調整好要播出

的時間，選擇“確定”即可。其

中“C”按鈕表示取當前時間

的意思。 

 

 



6．9 如何製作帶徽標的左捲 

          
圖 6.8徽標圖像的效果演示 

 

    我們經常看到某條左捲的首和尾，都帶有個“Logo”，製作這樣

的效果很容易，請點擊“微標”按鈕，並選擇一個對應的“Logo

圖像”，該圖像可以是靜止的（如：TGA、BMP、JPG 等），也

可以是一個動畫素材（如：TCG 等）,一當選擇好“微標圖像”

文件後，您會在左捲區域中觀看到該“微標圖像”的效果。 

 

6．10 如何製作多個“左捲”+“上飛”  

       

 

 



 

在“左捲”  介面

中，點擊“上跑馬”

按鈕，此時您會看到

字串是以向上的條帶

狀出現的，選擇好該

“黃色區域”，按下

“Shift”鍵，就可以

方便地移動整體位置，將”黃色區域”複製(Ctrl+C)後，貼

到(Ctrl+V)視窗中任一位置，貼上的是新的字幕但是”黃色

區域”並未跟著複製，此時再將”舊的黃色區域”拉到新的

字幕範圍，你會看到新的”黃色區域”早已經產生出來，再

將新的”黃色區域”點擊”左跑馬”，此時您又創建了個

“左捲字幕”，依此，您可 

 

 

 

 

 

 

 

 



 

 

 

 

以繼續製作

多 個 “ 左

捲”如下圖： 

 

 

 

 

第七章 上捲字幕 

7．1 創建一個簡單的上捲字幕 

（以下以字幕板卡的製作過程爲例） 

  7.1.1 進入“上捲”專案工程 



 

 

在 WeiCG 字幕的功能表部，選擇：“項目”->“上捲”,

此時，在類比窗口的中央，就新創建了一個黃色的“上

捲”視窗區域，以後的上捲效果，都不會超出該區域（在

黃色的視窗外的內容會被剪切掉）。 

7.1.2 選擇“文本輸入”欄目 

用滑鼠選擇“文字”按鈕，右邊的區域會出現一個文本編

輯區域。（觀看上圖） 

    7.1.3 讀取預先輸入好的一個文字檔案 

用滑鼠選擇文本“打開”按鈕，指定文件的路徑，將打好

的文件讀到編輯區域。（觀看上圖） 

7.1.4 創建所有文本爲上捲圖元 



 

 

 

7.1.5定義圖元的“字體”和“字型大小”等  

                                

 

    滑鼠點擊該串字幕，出現一個矩形編輯框（如上圖），此

時，您就可以對該字串的字幕效果進行調整了。 

    如圖選擇好字體、字型大小（卻省爲標楷體、24號字） 

 



 

 

 

7.1.6 將所有圖元距中擺放 

 

 

      （1）先點擊“上捲圖元”黃色區域 

      （2）同時按下“Ctrl+M”鍵，將所有上捲圖元依該區域

的位置居中。 

7.1.7 滑鼠點擊“播放輸出”按鈕，並選擇“播出”鍵 

在功能表中選擇“播放輸出”按鈕，點擊

之，會出現一個播出對話方塊，在該對話

方塊中選擇“播出”鍵， 即可在電視機

（監視器）    

上，觀看到“上捲”的播出效果。 



7．2 如何輸入“上捲”的文本 

有二種辦法在左捲工程中輸入 TXT 文本文字。 

方法一：“直接輸入法” 

（1）點擊文本“T”按鈕  

（2）再用滑鼠點擊“上捲圖元”的黃色區域中任意一

點，此時，您就可以輸入“上捲”文本了。 

方法二：“讀取文本法” 

 

 

（1）點擊文本“打開”按鈕，並選擇一事先錄入好的

一個上捲文字檔案。 

             （2）點擊文本“創建所有圖元”按鈕，將選中的所有 

文本，並依卻省參數，在“上捲圖元”的黃色區 

域，就創建一個一個“上捲”字幕。 

 

7．3 如何定義“上捲”的“字色”、“邊色”等 

“上捲字幕”的“字色”、“邊色”、“大小”、“字體”、“字

間距”等參數的定義，同“動畫字幕”中描述的定義方式是一

樣的。您可以利用“標準字模”來定義“上捲”字幕的效果，

您也可以自定義其不同的風格。要注意的是，“上捲”中各圖



元的“字間距”也是通過“+”、“-”符號來調整的。 

7．4 如何定義“上捲”的“終止頁”停留在螢幕上 

      “上捲”字幕效果最後輸

出有二種效 

果，其一是“終止頁”滾出螢

幕， 

其二是“終止頁”停留在螢幕上。     

對於第二種效果，您可以先選擇“尾屏停”的按鈕，再確定最後

一行字幕停留在螢幕上的位置，就可以了，在這裏，我們是用百分比

“%”來表示位置的高底，百分比數越少，表示越靠近螢幕的底部。 

7．5 如何定義“上捲”的底板 

     如果是要求半透明效果的“上捲”，則： 

 



 

    （1）選擇好“上捲圖元”的黃色視窗。 

    （2）在字幕“屬性”會出現“底板”按鈕，選擇“底板”-> 

“單色”，並在其中調整好一個半透明顔色。 

 

(調半透明顏色則先點擊”透明”按

鈕，可利用視窗底下的一個透明度參數

視窗<A:>調整想要的透明參數值，或是

將滑鼠移到透明參數視窗上面的黑白

漸層裡的框，此時會出現滴管工具的標

示，點取想要的透明度，選擇好之後，

再回到”單色”按鈕，點擊想要的顏

色) 

（3） 點擊兩下該“調色區域”中的顔色或拖拉該顔色賦給“上

捲圖元”的黃色視窗上。即可以看到帶半透明效果的上捲。    

如果是要求帶底圖的“上捲”效果，則： 

    （1）選擇好“上捲圖元”的黃色視窗。 

    （2）在字幕的“素材”選項中，挑選好底圖圖像。 

    （3）雙擊該圖像或拖拉該顔色賦給“上捲圖元” 

的黃色視窗上。即可以看到帶底圖的一個上捲。 



 

 

 

 

 

7．6 如何創建一個變型“上捲”的效果 



     

您可以在上捲專案中的“型狀”按鈕上，選擇一變形上捲模

式即可即時播放看到變形效果。 

 

 

 

 

 

7．7 如何定義“上捲”的定時播放和迴圈次數 



     

 

在“項目”欄中，選中對應的“上捲”影片。再到”工程項目

編輯區域”點擊滑鼠的右鍵，並選擇“頁屬性”一欄，點擊該

欄，會出現如上圖的“頁屬性”對話方塊，選擇好“播放次數”

和定時播放的時間，在最後的字幕“播出”對話方塊中，選擇

“自動播出”，即可看到定時迴圈播放上捲的效果。 

7．8 如何製作帶“動畫圖元”的“上捲” 

     同“左捲圖元”一樣，“上捲圖元中”你也可以加上許多“動

畫圖元”，如:閃光、火球等粒子效果，應用的辦法是在“素材”

中，選擇“動畫素材”一欄，挑選好一“動畫素材”後，你可

以雙擊該素材，此時，該“動畫素材”就依原大小追加到上捲

頁中了，這時候，你可以調整其大小和位置，最後播出即可。 

 

 

 



7．9 如何製作多個“上捲”+“左捲” 

 

 

 

（1） 先建立一個“上捲圖元”，並製作好其內容，你也可

以改變該“上捲圖元”視窗的“底線”，將下部留給

“左捲圖元”用。 

（2）  在“類比視窗摸擬區域”中，再點擊一“空白影           

片”，以改變“上捲”的狀態爲“字幕”後，最後回到該“上  

捲圖元”的影片流中。 

（3） 在功能表欄的“項目”上，選擇“左捲”專案，此時

你會看到螢幕的下方，又建立了一個“左捲圖元”，

追加些字串到該左捲中（製作過程同 7.1） 

（4） 播放之，此時您會在螢幕上看到二個專案（上捲+左捲）

的效果 



 

第八章 旁白（旁白）字幕 

 

8．1 如何製作一個簡單的旁白 

     （以下以字幕板卡的播出爲例子） 

    第一步：在功能表區域的“項目”選項

中選擇“旁白”一欄，此時，

在類比窗口底部，就會創建一

個“旁白圖元”。 

    第二步：在“文本”編輯區域，讀入一個    

已經錄入好的“*.txt”文字檔案，

（如：“大花轎.txt”） 

第三步：點擊“將所有文本創建圖元”的按

鈕，則在“旁白圖元”中，你會看到第一

句的旁白依卻省的參數值反映到該黃色

區域中。 

第四步：選擇“字幕播出”按鈕，即可將當

前“旁白”播出。要注意的是，早播

出過程中，按“Enter”鍵表示播出一

行旁白，按“空白”鍵表示清除螢幕上

的旁白。你可以連續按“Enter”鍵播

出，也可以“Enter”和“空白”鍵交替播出。 



 

8．2 如何製作“旁白”的底圖 

在旁白功能中有時候要求在字幕的底版上加上一些特殊的圖片

以達到另類的效果，這樣的功能，在本系統中也是很容易做到的，具

體方法是： 

（1） 用滑鼠，選中準備好了的“旁白圖元”的黃色外筐。 

 

（2） 在“素材”欄目中，選擇一合適的圖片，並雙擊該圖片，

使得該圖片輸入到“旁白圖元”中，如圖所示。 

 

（3） 點擊“旁白”欄目功能表中的“設旁白底”按鈕，並調整

其底圖的大小就可以了。 

 

 

 



 

8．3 “旁白”中如何加“人物介紹” 

        “人物介紹”就是在播出“旁白”時，通常在螢幕的“左上

方”或螢幕的“右上方”再顯示出說話人的“名字/職

務”等。一般“人物介紹”我們是先定義，再即時根據電

視畫面的“人物旁白”按特定的按鍵“F1-F8”，來選擇 

“人物資訊”的輸出。 

第一步：滑鼠點擊“旁白”中的“F1”按鍵 

 

第二步：在“旁白圖元”的黃色矩形框外，編輯一 o 個

“人 

物介紹”圖元。 

 

          第三步：編輯好一個“人物介紹”後（如上圖），再點擊 



“F1”鍵，表示結束對“F1”按鈕的字幕編輯狀

態。 

          第四步：在“旁白”播出的時候，無論在什麽時間裏，你

只要按下“F1”按鈕，就將我們

上面編輯的“人物介紹”輸出出

去了。 

 

8．4 如何改變“旁白”圖元的大小和高低 

選中“旁白圖元”的黃色外框，並按下“Shift”鍵，同時用滑

鼠拖拉該黃色外框，你會看到整個“旁白圖元”一起在移動位

置，這樣你就可以調整好旁白的高低了。 

編輯“旁白圖元”的黃色外框的大小，你就可以直接看到“旁

白圖元”顯示的有效區域了。 

8．5 如何將“旁白”居中、居左、居右 

（1） 上下左右都居中的方法：選中“旁白圖元”的黃色外框，

按下鍵盤“Ctrl+M” 

（2） 左對齊：選擇一唱次文本，按下“Ctrl+L” 

（3） 右對齊：選擇一唱次文本，按下“Ctrl+R” 

 

8．6 修改“旁白”文本的幾種方法 

 

(1) 螢幕編輯法：也就是利用“PgUp”、“PgDn”按鍵翻



頁，找到要編輯的那一句文本行，再點擊“文本編輯”

按鈕“T”鍵後，點要修改的文本行，就可以進行即時編

輯了。 

 

(2) 表格編輯法：點擊功能表上的“時間表”按鈕，會彈出

一個對話方塊來，再找到要編輯的文本行後，點擊該文

本行，就可以對該句旁白的“入點、出點時間”和“文

本內容”直接編輯了。 

 

 

 

 

 

 

 

 

8．7 “旁白”模式的創建和應用 

      一當設置好一個“旁白模式”之後，你可以選擇摸板“創建”

按鈕，將當前的“旁白模式”儲存起來，以作下今後使用。 

       使用方法是，初始建立一個“旁白圖元”之後，選擇“應

用”，系統則將你選擇的一個“旁白模式”所有屬性附給了新

建的“旁白圖元”。 



 

第九章 台標/角標/時鐘的設定 

第十章 股票播出 

第十一章 卡拉 OK字幕 

第十二章 挂角氣象 

 

 

 

 

 

 

 

 

 

 

 

 

 

 

附錄一：字幕編輯的“快速鍵” 

（1） 只針對當前圖元的位置操作，參照物件爲螢幕安全窗或父圖元

(適合於：字幕、上捲、旁白、左捲) 



Shift + L  左對齊 

Shift + R  右對齊 

Shift + T  頂對齊 

Shift + B  底對齊 

Shift + M  水平居中 

Shift + I  垂直居中 

（2）複製當前圖元的屬性給其他圖元的操作 

Ctrl +  J   複製當前圖元的屬性應用於以下圖元. 

               注意：該功能在“上捲”和“旁白”中特別有用。 

  Ctrl +  Y   複製當前圖元的垂直行間隔應用於以下各圖元。 

        注意：該功能在“上捲”中特別有用。 

Ctrl +  L   當前以下的各圖元參照本圖元“左對齊”。 

Ctrl +  R   當前以下的各圖元參照本圖元“右對齊”。 

Ctrl +  T   當前以下圖元參照本圖元的頂對齊。 

（在“上捲”中無效） 

Ctrl +  B   當前以下圖元參照本圖元的底對齊 

(在“上捲”中無效) 

 

 

（3） 如果是“集合圖元”（多行圖元）----適合於“字幕”、“上

捲”、“左捲”、“旁白”等“多行圖元”編輯 

Ctrl + I    文本的兩端對齊 



Ctrl + H    等分行間距 

（4） 用 Tab 可對各“圖元”進行輪流選擇輪流的切換 

（5） Ctrl+滑鼠選  = 將多個圖元，選定爲一個“集合圖元” 

（6） 用滑鼠移動“上捲”“左捲”、“旁白”等“集合圖元”時 

可+Shift 鍵來移動“集合圖元”裏的所有的“圖元”,                  

否則只能移動“集合圖元”的“視窗方框”位置。 

（7） 在創建/修改“直線”或使用圖元“旋轉”功能時，按下 Shift 

鍵，有粘合（鎖定）作用。 

（8） 在“類比窗口”裏，可利用“上、下、左、右鍵頭”來移動當

前圖元  

（9） 當選中圖元後，按下“Escape” 鍵，則表示放棄選擇當前“圖

元”。  

（10）當進行“文本輸入”時，按下“Escape” 或“Enter” 鍵  表

示“文本輸入”結束。 

（11）選中一“文本圖元”時，可用鍵盤的“+”、“-”按鍵來微調

該“文本圖元”的字間距，“+”表示增加字間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