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本書的讚譽

『假如你一直在考慮購買有關跨瀏覽器且跨供應商之行動網站開發的書籍，現在，不必再尋

尋覓覓了，《深入淺出行動網站開發》就是你的最佳選擇。這本書係由二位聰明絕頂的作

者所撰寫，他們對行動網站開發具有豐富的經驗，並且潛心鑽研過多種行動平台，必然能

夠縮短及平緩你所需面對的學習曲線。這本書流暢地引領你從入門知識深入到進階主題，

提供你創造精采行動網站開發成果所需的必要資訊。』    

— Andrea Trasatti，DeviceAtlas 專案的領導人以及無線裝置功能資訊 WURFL資料
   庫的共同創建者

『《深入淺出行動網站開發》針對現今群雄激戰的行動網站開發世界提供了絕佳的實務介紹，

讓我們明白應該及如何面對它未來的發展。這本書成功地提供所有讀者隨即可用的實務技

術，並且賦予較有經驗之開發者豐富的開發基礎與資源。』

— Stephen Hay，Web 設計者，開發者，講師，Mobilism 研討會的共同創始人，
    Zero Interface 的創始人暨主持人

『《深入淺出行動網站開發》針對既複雜又令人興奮的主題做了很棒的介紹，透過實際動手

做，這本書提供你絕佳的機會與挑戰，幫助你探索下一世代的 Web 設計。』

— Stephanie 與 Bryan Reiger，yiibu.com的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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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響應性 Web 設計

行動 Web 入門

搭上行動浪潮  2  

怪事發生在去 Pub 的路上  4  

如果行動電話網頁瀏覽器有那麼讚的話⋯  5  

行動  Web 有什麼不一樣嗎？  6  

響應性  Web 設計  10

不同地方的不同 CSS 12 

CSS 媒體查詢  13 

Splendid Walrus 網站的當前結構  15 

分析當前的 CSS 16 

需要改變什麼？  17 

識別需要改變的 CSS 18 

建立行動網站特定的 CSS 19 

固定寬度的配置有什麼錯？  26 

非固定會好一點嗎？  27 

採用非固定式做法  28 

繼續你的非固定轉換  29 

Context 切換  31 

這張圖有錯嗎？  32 

非固定圖像  33 

記得要有響應性  36 

具響應性的網站﹗  40 

響應性設計也是一種心態  41

嘿，照過來﹗準備好進入行動網站開發的世界嗎？行動網站

開發是一種非常令人振奮的生活方式，刺激又令人著迷，並且充滿驚奇，

然而，當中也充滿神秘與困惑。行動技術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演進，並且

有許多東西需要了解與探討﹗撐著點，在這段探索之旅的開端，我們會讓

你知道如何運用響應性 Web 設計（Respons ive  Web Des ign）的方式建立網

站，之後，你就能夠奠基於所學到的We b技術去改造網站，讓它在成千上

萬的行動裝置上發光發熱。 

styles.css

index.htmlindex.html

styles.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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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動裝置優先的響應性Web設計

良好的響應性

真是一個漂亮的行動網站，但美麗只是表面的，實際上完

全不是那麼回事。它看起來可能像行動網站，但其實只是一個披著行動

網站外衣的桌面網站。如果我們想要賦予它行動網站的真正內涵，必須

從行動裝置優先的網站開發開始。我們會從解構當前網站開始，從它的行

動外皮中找出隱藏在裡頭的桌面骨頭，好好清理一番，並且以逐步提升

（progress ive enhancement）的方式，從桌面視圖的基礎內容開始，重新

整建我們的行動網站。完成時，你的頁面將能夠適用於各種尺寸的螢幕。

非常小的螢幕

( 功能型手機 )

小螢幕

( 智慧型手機 )

中螢幕

( 平板電腦 )

較大螢幕

( 桌面環境和電視 )

根
據
螢
幕
尺
寸
與
客
戶
端
特
徵
而
定
的
逐
步
提
升
。

就在你以為要開香檳慶祝時⋯  44 

真的有問題嗎？我們怎麼知道？  45 

當事情運作得不是那麼順暢時要怎麼辦  47 

別讓它的外觀欺騙了你，那可是個大頁面  48 

HAR 包含重要資訊  49

找出拖垮頁面速度的原因  51 

Google Maps JavaScript  從哪兒來？  53

行動裝置看似友善，實則不然  55 

行動裝置優先的 Responsive Web Design 56 

逐步提升係蝦咪？  57 

固定浮動的內容  60 

行動裝置優先的媒體查詢  61 

驚訝吧﹗頁面無法在 IE 上運作  62 

src 屬性只能有一個值  68 

把鏡頭拉近  72 

縮放的權利？  73 

使用 JavaScript 把地圖增加回去  74 

使用 JavaScript 建造擬媒體查詢  76 

為 On Tap Now 頁面添加 JavaScript  77 

這些小組件不具響應性  79 

把 i f rame 屬性改成 CSS 對等物  80 

從 JavaScript 移除屬性  81 

地圖重疊又出現了  83 

內容是你的嚮導  84 

分段點來相挺  87

HFMW_fm.indd   11 2012/7/3   下午 09:44:41



xii

目錄

3 面對不甚完美的環境 

獨立的行動網站

單一、具響應性的Web是一個美麗的理想…在當中，每個網站只
有一個配置（ layout）規範它的一切，並且是行動裝置優先的，嗯⋯真是太棒

了，然而，考慮到現實層面的不完美時，會發生什麼事呢？像是舊有的系統，

較古老的裝置或者用戶的預算限制等？萬一，有些時候，代替將對桌面和行

動裝置的支援混合成單一解決方案，你必須將兩者區分開來，那樣會如何呢？

在這一章裡，我們會仔細檢視一下行動裝置探查，支援老舊手機，以及建構

獨立的行動網站的相關細節。

Creature  Comforts 有代理人  92 

代理人如何取得及分享需要的資訊？  93 

將行動裝置用戶送到行動裝置最佳化網站  96 

偵測行動裝置用戶  97 

探察用戶代理  98 

用戶代理：撒旦之子  101 

坦白說︰大多數主要網站都有獨立存在的行動網站  104 

當你真正想要做的是（重）導向  105 

指令稿窺探  106 

指令稿如何運作？  107 

產生行動網頁模擬  108 

盤根錯節  110 

並非所有手機都是智慧型手機⋯  113 

御繁為簡︰ XHTML-MP 114 

我們為什麼會想要使用那種舊玩意兒？  115 

XHTML-MP 讓你免除麻煩  116 

話說回來，捲動真是遜斃了  119

最後一顆變化球  119 

accesskey 的運作  123 

出了什麼差錯？  124 

修正錯誤  125 

考量行動裝置的 CSS 127 

嗯⋯漏掉什麼事！  132 

按鈕外觀大有問題﹗  133 

圓滿成功﹗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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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該支援什麼裝置？

決定支援誰

界定支援 
範圍

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測試每個行動裝置，你必須限制你能夠支援的範

圍，但是要如何決定呢？萬一人們使用的是你無法測試的裝置呢？或者有沒有

可能針對你聽都沒聽過的裝置建造你的網頁呢？在這一章裡，我們會混合專案

需求與用戶的使用習慣，幫助我們釐清要支援什麼裝置，以及對那些不支援的

裝置要採取什麼措施。

如何界定支援範圍？  138 

稍微離開鍵盤一下下  139 

你不支援  vs .  你無法支援  140 

詢問關於專案的問題  142 

你的行動魔粉的成分  144 

你的工具箱與資料櫃  145 

如何知道我的用戶具有正確的材料？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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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組處理

裝置資料庫與分類

限制支援的裝置會衍生出一些問題，我們如何查明用戶行動瀏覽

器的相關資訊，以便在交付內容之前先釐清它們是否符合標準？如何避免只

針對最低限度的共通因素建造（跛腳的）內容？以及如何將所有這些材料組

織好，而不致於讓我們陷入瘋狂？在這一章裡，我們會探討行動裝置的能力

（c a p a b i l i t y）範圍，學習如何利用裝置資料庫（d e v i c e  d a ta b a s e）釐清這件

事，最後，發掘出如何把它們分群成不同的裝置分類（d ev i ce  c l a ss）的辦法，

好讓我們保持思路清晰。

為抓狂學生服務的恐慌按鈕  152 

行動裝置資料來源來相挺  154 

遇見 WURFL 155 

WURFL 和它的能力  156 

WURFL ︰聰明的 API 程式碼  159 

我們也能夠建造探索頁面  160 

探索頁面︰設定我們的環境  161 

迅速改善我們的探索頁面  168 

發揮裝置能力的作用  170

使用 WURFL 幫忙區分內容  170 

初始化裝置並將資訊準備好  172 

這玩意兒是行動裝置嗎？  172 

用 WURFL 讓頁面聰明一點  176 

恐慌按鈕︰僅限手機  177 

裝置類別  181 

擴展 AcedIt! 事業有利潤部分﹗  182 

帶著有行動色彩的眼鏡評估主頁面  183 

將需求分組成多種行動風味  184

完成我們的裝置類別  185 

熟悉比對函數  191 

switch 陳述式是怎麼回事？  192 

使用比對函數測試能力  193 

填補裝置類別測試的間隙  200 

我們需要更大的安全網  211 

小洞不補，大洞叫苦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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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artanator
使用框架建造行動網站應用程式

「我們要 App﹗」，大約就在一、二年前，這個震耳欲聾的呼喊聲通常
代表一件事︰針對你想要支援的每個平台進行原生程式碼（n at i ve  co d e）

的開發和部署。然而，原生程式碼可不是唯一的解法。這些日子以來，針

對行動瀏覽器所產生的、奠基於  We b  的  A p p  開始受到許多人的認同  — 

尤其現在，新潮時髦的  HTML5 和它的死黨們，CSS3 與  JavaScript，都已經

來參一腳了。讓我們快速涉略一下行動  We b  A p p  的世界，使用行動框架
（mobi le  f ramework）—  設計來幫助你快速完成工作的程式碼工具，趕快

來試試吧﹗

嗯…很棒，給你拍

拍手，但是你能夠讓

它感覺起來比較像…

嗯…原生 App 嗎？

HTML5⋯APP⋯這些字是什麼意思啊？  219 

「傳統」網站的一般行為  220 

「類 APP」網站的一般行為  221 

Tartanator 階段一的主要計劃  224 

為什麼使用行動 Web 應用程式框架？  225 

Tartanator 的選擇︰ jQuery Mobile  226 

用 jQuery Mobile 建造基本頁面  228 

標記頁面的其餘部分  229 

HTML5 的 data-* 屬性  231 

用 jQuery Mobile 連結多個頁面  234 

改善清單  241 

增加其他的格子呢  243 

過濾及組織清單  244 

增加頁腳工具列  249 

讓工具列時髦些  250 

完成結構  251 

建構產生格子呢的表單  253 

把格子呢圖樣轉換到表單  255

建造 HTML5 表單  256 

增加基本欄位  257 

清單裡的清單讓使用者們添加顏色  258 

color-s ize 成分對︰顏色選擇欄位  259 

color-s ize 欄位對︰尺寸欄位  260 

連結表單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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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超級行動 Web App

真實世界的行動網站應用程式

行動 Web 就像班上的天才小孩，你知道的，有點兒迷人，能
夠做一些讓人驚訝的事情，同時，也是神祕、無法預期的麻煩製造

者。我們試著透過謹慎豎立限制及建立界線，努力保持它那活潑生動

的創造力與天份，但現在，讓我們好好運用運用行動Web的一些自然

稟賦。我們能夠使用逐步提升（progress ive  enhancement）的方式，

為較古老的瀏覽器美化介面，並且透過周密安排的離線模式，將不穩

定的連線狀況從負擔轉變成特色。另外，我們還能夠透過地理定位

（ge o l o cat i o n）的機制，發揮行動性（m o b i l i t y）的良好本質。讓我

們建立一支超級的行動Web App吧﹗

看起來不錯⋯  268 

真實世界裡的行動 App 270 

準備，設定，提升﹗  274 

產生更好的表單  275 

管理顏色和尺寸清單的小組件  276 

刨根究底  277 

所以，前端提升就是這樣⋯  278

⋯現在針對後端  280  

generate .php 的兩邊  281 

最後﹗  282 

離線是重要的  284 

建立 cache manifest 的基礎工作  285 

開發工具來相挺  286 

提供 manifest 作為正確的 content- type 287 

勝利 ( 終究 ) 屬於我們  297 

地理定位的運作方式  298

如何詢問 W3C 兼容的瀏覽器它們位在哪裡  299 

從 Find Events 頁面開始︰基礎線  301 

整合地理定位  303 

什麼也沒找到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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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artan Hunt：採取原生解法

使用 PhoneGap 建造混合型行動網站應用程式

有時候，你必須採取原生（n a t i v e）解法，可能是因為你需要存取某種行動

瀏覽器裡頭尚未提供的東西，或者，你的客戶也許就是得在  App Store  裡有一

支  A p p。我們期待燦爛的未來早些來到，屆時，我們就能夠在瀏覽器裡存取

想要的一切，而且，行動  Web App 也能夠擁有原生應用程式所特有的閃耀魅

力。到那時，我們可以選擇採取混合開發模式  —  繼續使用  Web  標準撰寫我

們的程式碼，並且使用程式庫來橋接我們的程式碼與行動裝置原生能力之間

的空隙，嗯⋯難不成是奠基於 Web 技術的跨平台原生應用程式？不是那種蹩

腳的妥協啦，呃？

混合型

App 橋接

機會再次敲門  314 

混合型 App 如何運作？  317 

用 PhoneGap 橋接 Web 與原生技術的間隙  318 

熟悉 PhoneGap Build 321 

App 將如何運作？  322 

記錄找到的格子呢  323 

Tartan Hunt 專案剖析  324 

下載你的應用程式  328 

選擇你的冒險  329 

誰看見什麼？儲存找到的格子呢  334 

檢查瀏覽器支援什麼  339 

使用函式顯示哪些格子呢被找到  340 

toggle 與 toggleClass 方法  341 

你找到格子呢，呃？證明給我看看﹗  344 

讓 PhoneGap 拍照片  345

PhoneGap 幾乎準備好它的特寫  347 

現在，我們準備好使用 mediaCapture  API 348 

我們將如何處理成功的情況？  349 

看起來總是跟真實生活有點不同  350 

有點匿名  351 

最後一件事﹗  353 

搞定﹗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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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洞悉混亂

如何在未來有良好的使用性

響應性  W e b  設計、裝置探察、行動  W e b  A p p、 
PhoneGap 等等…該使用哪一個？有一拖拉庫的方法可以開發
行動網站，往往，專案會涉及多種技術的結合，並且沒有單一的正確

答案。但是不要擔心，關鍵在於學著適應潮流，不預設立場，擁抱不

確定性。採取一種對未來友善（ future-fr iendly）的心態，並且利用風

潮的力量，有信心地以彈性的態度，準備好適應未來的改變。

現在呢？  358 

驅逐我們的集體控制幻想  361 

未來友善宣言  362 

如果你不能對抗未來，那就對未來友善  364 

今天 App，明天網頁  365 

漫長的旅程︰這裡有一些路標  366 

混合運用行動化的一些優點  369 

放眼未來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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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你的 Web 伺服器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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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六大主題（我們未涵蓋的）

開始動手

本書遺珠

建立你的 Web 伺服器環境

是不是有一種闕漏些什麼的感覺？我們瞭解你的感

受...就在你以為功德圓滿時，還有更多事情等著你呢！我們不得
不留下一些額外細節請你自己去探索，也就是一些實在無法塞進本

書的知識，但因為這樣，至少，本書的篇幅不至於大到你必須拖

著底部裝有輪子的大行李箱才能夠扛著它到處跑。那麼，請花點時

間，瞄一下你可能會錯過哪些寶貴的資訊。

沒有「網站」就不成「行動網站」，毫無疑問地，假如你想要進

行行動網站開發的話，必須用到  We b  伺服器，那樣可不只得完成本書的練

習而已，你還需要用某個地方來存放你的網站材料，不論你使用的是第三方

的商業主機代管服務（web host ing  serv ice），企業級的資料中心，或者你

自己的電腦。在這個附錄裡，我們會帶領你一步步地在你的電腦上完成本

地  Web 伺服器的建立，並且使用免費的開源碼軟體讓 PHP 運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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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檔案系統的相關工作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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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 Android SDK 404 

取得適當的工具  405 

建立新的虛擬裝置  408 

找到正確的 PATH 413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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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察裝置

建立開發環境

安裝 WURFL

安裝 Android SDK 與工具

解密裝置探察（device detection）的第一步就是做一點外
勤工作，任何犀利的偵探都知道要收集線索並且詢問證人。首先，我們需

要找出整個運作機制的首腦︰WURFL PHP API。然後，我們會沿著複雜的肌

理追蹤下去︰在單一  XML 資料檔裡存在著數千台裝置的能力（ c a p a b i l i t y）

資訊。然而，這需要極大的耐心，才能夠從上述兩個步驟中拼湊出整個來龍

去脈，所以我們會做一點組態調整，並且做一些詳細說明。

要成為測試原生  Android App 的大師，需要非常瞭解整個執
行環境。你必須能夠將你的電腦變成一個良好的小生態系，在當中，你能

夠驅策你的  A n d r o i d  A p p  馳騁於真實裝置或虛擬裝置之間。為了管理好你

的  Android  App，我們會告訴你如何下載  Android 軟體開發工具（SDK），如

何安裝一些平台工具，如何建立一些虛擬裝置，以及如何安裝和解除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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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本書

序
真不敢相信，他們竟然在

行動網站開發的書籍裡放

進這些玩意兒！

在本節中，我們要回答一個頗為棘手的問題：『為什麼

把這樣的內容放進這本行動網站開發的書裡？』

這本書適合你嗎？

這本書適合任何買

得起的人，送禮自

用兩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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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本書

1

2

3

誰適合閱讀這本書？

誰或許應該遠離這本書？

如果下列問題的答案全都是「肯定」的：

如果你對下列任何一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

那麼，這本書就是為你量身打造的。

那麼，這本書就不適合你。

 [ 行銷部門註解：亂亂講，這本書
適合任何有信用卡或現金的人。不
過，說實在話，現金比較好！ ]

你之前有 Web 設計或開發的經驗嗎？

你想要學習、瞭解、記住及運用重要的行動網站

開發概念，好讓你的行動網頁更具互動性與吸引

力嗎？

喜歡香豔刺激的晚宴耳語，勝過枯燥乏味的學術演

講嗎？

1

2

3

你是個徹頭徹尾的 Web 開發新手？

你已經在開發行動 Web App，並且正在尋找一本行
動網站開發的參考書？

你害怕嘗試不同的事物？寧可接受牙根管治療，

也不願意聽聽多種建造網站的可能方法？認為把

把海象主題的酒吧扯進來的技術性書籍是不夠認

真嚴肅的？

假如你已經有一些撰寫指令稿
的經驗，肯定是有幫助的。我
們不是在處理什麼發射火箭
的高科技，所以當你看到一些
JavaScript 程式碼片段時，千
萬不需要慌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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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我
這是一段學習體驗，而不是一本參考書，所有阻礙學習的東西，都已經被刻意排除掉。第一次閱讀時，你

必須從頭開始，因為本書對讀者的知識背景做了一些假設。

我們預期你知道 HTML與 CSS。

如果你不曉得 HTML 和 CSS，在閱讀本書之前，請先找一本《Head Firs t  HTML with CSS & XHTML》
看看。我們會針對一些較誨澀的 CSS 選擇器（selector）與 HTML 元素做解說，但不要期望在這裡學到所
有的相關基礎知識。

我們期望你不害怕 Web指令稿撰碼。

我們不要求你是一位世界級的 JavaScript 專家，或者使用 PHP 做過什麼驚天動地的電腦科學專案，但是
你將在這整本書裡看到許多使用這兩種語言的範例。如果連 for 迴圈都會讓你神經緊張的話 ( 或者你不知
道我們在說什麼的話 )，或許可以考慮先找一本《深入淺出 PHP & MySQL》或《深入淺出 JavaScript》
來看看，然後再回來這裡。

我們期望你知道如何繼續往下鑽研。

請恕我們直言，行動網站是個大主題，而且要充分掌握它勢必牽涉到擴展你現有的網站開發技術。關於

Web，有太多事情必須瞭解，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不勝負荷的，不管是 JavaScript 語法的細節，或者瀏覽
器支援 HTML5元素屬性的相關規格都是。不要對自己太苛求，良好的Web開發工具組對你是很有幫助的，
適時使用 Google 搜尋需要知道的 Web 主題也是不可少的活動，關於這一點，我們相信你早已在露天拍賣
及 PChome 購物上練就了一身好本領。

我們期望你超越這本書。

浩瀚美麗的行動網站世界就在不遠處，希望我們能夠在你展開探索旅程之初推你一把，但是，保持不斷向

前的動力還是得看你自己。在學習新事物時，能夠做的最棒的事情就是加入線上行動網站開發社群，閱讀

部落格，加入通訊論壇，以及參加相關的技術研討活動。

不要略過任何活動。

習題與活動並非附加的裝飾品，而是本書核心內容的一部分，有些可以幫助記憶，有些可以幫助理解，還

有一些可以幫助應用。所以，請不要略過這些習題。它們會提供你的大腦一個機會，在不同情境當中回顧

一下學過的觀念和術語。

重複是刻意且必要的。

我們冀望 Head Firs t 系列能夠讓你真正學到東西，希望你讀完本書之後，能夠記住所讀過的內容，大部分
參考用書並不是以此為目標。本書的重點放在學習，所以，某些重要內容會一再出現，加深你的印象。

「動動腦」習題沒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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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動動腦」習題沒有一定的答案，某些則讓你自行判斷你的答案是否正確，以

及何時正確。在一些「動動腦」習題中，我們會給你提示，指引你正確的方向。

軟體需求
要撰寫行動網站開發程式碼，你需要文字編輯器、瀏覽器、Web 伺服器 ( 能夠安裝
在你的本地端個人電腦上 ) 以及本書的範例程式碼。

針對 Windows，我們建議的文字編輯器是 PSPad、TextPad 或 EditPlus( 但必要的
話，也可以使用 Notepad)。針對 Mac，我們推薦的文字編輯器是 TextWrangler（或
者它的好兄弟 BBEdit）。我們也喜歡 Coda，一項更為 Web 聚焦的工具。

如果你使用的是 Linux 系統，它已經內建多種文字編輯器，而且我們相信你應該不
需要我們多說些什麼。  

如果你即將從事 Web 開發，你需要 Web 伺服器。你必須參考附錄二並且遵循當中
的指示，安裝具有 PHP 支援的 Web 伺服器。我們建議你現在就先做，真的，現在
就動手。

針對第 5 章，你需要安裝  WURFL（Wireless  Universal  Resource FiLe）API 與
相關資料，而針對第 8 章，你需要 Android SDK 和一些相關工具，你猜對了：也
有附錄專門針對這些工作做說明。

你也需要瀏覽器，而且你必須盡可能用最多的瀏覽器進行測試。你

手邊包含各種瀏覽器的行動裝置越多越好（別慌；假如沒有硬體的

話，還有許多模擬器可供利用）。  

針對在桌面環境上進行開發和測試，我們強烈建議 Google 的
Chrome 瀏覽器，包含各種適用於 Mac，Windows 和 Linux 的版
本。另外，值得花點時間學習如何使用 Chrome Dev Tools 裡的
JavaScript 主控台，這也是你需要自行完成的功課。

最後，你需要取得本書範例的程式碼與資源，請參考：

http: / /hf-mw.com。

hf-mw.com 為本書所有章節準備了

起始程式碼，到那兒去，盡情下載吧。

各章節的範例程式
碼和資源皆可從

http://hf-mw.com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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