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我知道你迫不及待想學習所有 HTML5 美妙且振奮人心的開發技術，例如：web 表單、
canvas 與本機存儲。但我也知道在你進行高階開發之前，必須先紮下穩固的基礎。因
此，讓我們先來好好瞭解什麼是 HTML5 吧！

HTML5 是什麼？
HTML5 是由全球資訊網協會（W3C）開發的規格（見 http://dev.w3.org/html5/spec/）。
在本書編寫期間，HTML5 規格仍然處於官方工作草案（Working Draft）階段，也就是
說它在成為建議版（Recommendation）之前，有可能還會經過多次的改版。在成為建議
版後，有一個正式審核階段，最終才會成為這種標記語言的一個特定版本。

同時，獨立於 W3C 的單位—Web 超文字應用技術工作小組（WHATWG）也參與了 
HTML 規格的發展（見 http://whatwg.org/html）。ix

請留意我未曾提過任何版本號碼，因為 WHATWG 近來已改變政策，完全移除了版本
號碼。目前 WHATWG 以“活的標準（living standard）＂來定義 HTML（見 http://blog.
whatwg.org/html-is-the-new-html5）。這種新的開發模式，意味著從今以後 HTML 將以它
的演化狀態來定義，而不是一個描述“某段＂時間有某些功能的特定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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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 前言

所支援的功能，而非瀏覽器版本

對我們設計者與開發者而言，這有什麼意義？如此一來，我們將會專注於實作各別的功

能，而不是完成所有規格：以後不再是：“這是一個 HTML5 網站＂，而是：“這個網站
支援 web sockets 與地理定位功能＂。

然而，某些業界人士認為設計者與開發者需要一個可供參考且穩定的規格來讓他們有效

率的驗證與維護網站，此外，有一個描述“目前真正具備的功能＂的穩定版本，可以讓

書籍作者與教師充分掌握教學內容。

雙方各持己見的結果，終究只是成為另一個茶餘飯後的辯論話題罷了。我們要強調的重

點是：現在有兩種開發模式，並告訴你在規格演進的過程中一項有趣的策略變革。

5 還在

即使 WHATWG 認為“HTML＂是一個活文檔因而不需要使用任何版本號碼，本書依然
採用“HTML5＂這個名詞。為什麼？因為在你每天開發過程當中，最重要的任務是瞭解
功能的特性並且將它實作出來。

既然錦囊妙計系列的目的是提供隨時可用的訣竅，我們就必須宣示本書支援 HTML5。
一般來說，當今最新的瀏覽器在某種程度上都已經支援 HTML5 了。但一如 HTML5 的
前身，目前沒有 100% 支援 HTML5 的瀏覽器，我們唯有繼續期待這一天的到來。

深入 JavaScript

一如你將在本書中所見，即使 HTML5 有許多令人振奮的新功能，它也涉及—更甚以
往—大量的 web 技術，其中有許多技術必須依賴大量的 JavaScript API 在網頁上顯示。

為了讓你充分瞭解 HTML5 與這些相關技術提供的功能，我們不會避而不談 
JavaScript，在討論某些 HTML5 API 的進階功能時，本書甚至會以偏重 JavaScript 的角
度來探討。x

如果你不熟悉 JavaScript 或對它感到恐懼的話，現在是複習這項技能的最佳時機—如果
你認真看待 HTML5 的話，確實應該要熟悉某些 JavaScript 的功能。

重要的是，在本書編著、修訂與出版的過程中，許多我們所提到的 API 仍然在持續發展
當中，其中某些 API 比較完整，因此會比較穩定，而其他 API 仍然會頻繁的變動。因此
在你採用 HTML5 技術編寫網頁時，應該對這種情況了然於胸。

preface.indd   8 2013/5/22   下午 02:48:59



前言 | ix 

本書的內容

儘管我們不會列出 HTML5 的所有功能，以及瀏覽器對它們提供的支援，但根據各訣
竅，本書將會對各種元素提供技術支援與實作（關於如何找出目前瀏覽器所支援的規

格，請見訣竅 2.3：瞭解瀏覽器支援的 HTML5）。

我們也會探討當瀏覽器沒有充分支援某功能時應該如何實作，以及你是否採取這種做法

的原因。透過這種方式，你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要為自己、客戶或顧客提供某種特定功能。

這也是我們能夠為親愛的讀者—您—創造的價值。HTML5 不是必然的選擇，你不需要
透過嵌入內容或 web socket 來使用新的結構元素，反之亦然。你甚至不需要使用新結構
元素來組成一個合法的 HTML5 文件—只要使用文件類型定義即可。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文件類型定義”的話，請先從訣竅 1.1“指定 

DOCTYPE”開始你的旅程。

你只要擇你所需即可，其餘的暫時擱下無妨。你也可以對其餘的部分進行試驗，或許可

從中找到一些有助於自己或專案的實作方法。xi

我們的產業很像 HTML，將會不斷的變化，而且可能永遠如此。

身為優秀的 web 設計者與開發者，我們必須掌握最新的變遷與發展，增長我們的技能，
並且持續教育客戶與雇員：新技術帶來的好處，以及應付出的代價。

既然這真的是很好的理由，讓我們開始來編寫一些 HTML5 吧！

讀者

本書可說是為了任何想學習 HTML5 的讀者而著，特別是為了原本就在使用 XHTML 或 
HTML4，想要轉而使用新技術的 web 開發者而設計。

本書所有章節均適合想要使用 HTML5 的某些 JavaScript API 的開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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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所假設的前提

你不是只想要一本概要介紹 HTML5 規格的書籍，而是期望能順利完成工作。在本書的
每一篇訣竅中，「解決方案」會針對該問題給你快速且簡要的答案，「討論」則列出更詳

細的內容。

你可以從頭開始，毫無遺漏的逐一閱讀所有章節，但偶有一兩個例外—該章的訣竅有相

互依賴的關係。雖然如此，「錦囊妙計」系列的目的是為了協助你解決特定的問題，在

本書中，是與 HTML5 相關的問題，只要打開書本，或在平板電腦上打開電子書，找出
可供你使用的訣竅即可。

此外，我們認為地理定位將與 HTML5 密不可分。即使大家都知道 W3C 地理定位工作
草案與 HTML5 規格是兩碼子事，但人們依舊會在部落格、教程，甚至書中不斷的將地
理定位與 HTML5 相提並論。既然它是如此強大、適用性強的 API，我們認為應該將它
納入這本 HTML5 書籍之中（見第 8章）。如果這種做法讓你感到困惑的話，只要將地理
定位與其他技術當成“HTML5 的朋友＂即可。然而，如果你需要可遵循的超技術層面，
並期望從中獲得實用知識的話，或許本書不適合你。xii

本書編排慣例

本書使用的字體慣例如下所示：

斜體字（Italic）

用於新的專有名詞、網址、Email 地址、檔案名稱和副檔名。

定寬字（Constant width）

用來表示程式列表，也用在文章段落中表示程式元素，例如變數或函式名稱、資料

庫、資料類型、環境變數、陳述式，以及關鍵字。

定寬粗體字（Constant width bold）

用來顯示命令，或其他應該由使用者逐字輸入的文字。

定寬斜體字（Constant width italic）

用來顯示應由使用者提供的值、或由背景內容決定的值。

  這個圖示代表提示、建議，或一般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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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進階標記與技術

Christina Huggins Ramey

2.0 簡介
身為一位 web 開發者，你應該很渴望可以在網站上實作 HTML5 的新功能，但是 
HTML5 是一項還在建構中的技術，而且瀏覽器支援的功能仍處於零散的狀態。

看到下列問題，你渴望創造 HTML5 尖端網站的雄心壯志可能會瞬間冷卻：

 y 我該如何遷就尚未支援各種 HTML5 元素的瀏覽器？ [Page-31]

 y 要編寫符合標準、相容各種瀏覽器的 HTML5 網站，最佳做法為何？

在本章，你將學到如何測試瀏覽器所支援的 HTML5 功能，以及如何針對尚未支援的功
能採取最新調適技術。你也會學到如何快速上手 HTML5 Boilerplate 範本，它包含所有 
HTML5 技術的最新技巧、方法與實作，並知道如何驗證你的 HTML5 文件，甚至如何
預先編寫將來可升級為 HTML5 的 XHTML／ HTML4 文件。

本章的技巧將會給你信心，讓你在瀏覽器技術尚未跟上腳步的情況下，寫出整合現代 
HTML5 web 技術的網頁。

2.1 加入更適當的語義

問題

你想要正確地標記內容。

02.indd   35 2013/5/21   下午 02:23:51



36 | 第二章

解決方案

以符合語義的方式來套用標記。[Page-32]

語義標記（Semantic markup）的目的是描述它所包含的內容，而不是用來顯示內容的
外觀。也就是說你應以 p 來編寫段落，以標題元素來編寫標題等等。

討論

語義標記，有時稱為純舊式語義 HTML（Plain Old Semantic HTML，POSH），可避免你
使用顯示元素—如 font 或 table—來進行設計（見 http://microformats.org/wiki/posh）。

POSH 的重點在於內容。如果你有一段文字，請使用 p，一個標題？請用 h1，重點是使
用最符合內容的元素。

你應該要熟悉 HTML5 的改變，讓你的程式碼既符合語義又合法。HTML5 重新定義某
些元素，如 b 與 i（見訣竅 1.9 與 1.10），並完全移除其他元素，如 frame、frmaeset 與 
noframes。它也移除了其他顯示用的元素與屬性，如表 2-1 所示。

表 2-1 HTML5 捨棄的顯示功能

元素 屬性

basefont align

big background

center bgcolor

font border

plaintext cellpadding

s cellspacing

strike height

tt nowrap

u valign

width

參考

關於語義標記樣式的設計提示，請參考 Christopher Schmitt 著的 CSS Cookbook
（O'Reilly）；亦可拜訪：http://www.w3.org/TR/html5/obsolete.html 以查看過時元素和屬
性的完整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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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挑選標記風格

問題

你想要知道該使用哪一種編程語法風格。[Page-33]

解決方案

HTML5 的重大改變之一是引入了更寬鬆的語法。拜簡化的 DOCTYPE 之賜（見訣竅 
1.1），所有編程風格都是合法的。HTML 與 XHTML 都是受歡迎的一員。其他的變化為：

 y 大寫的標籤名稱

 y 可選用的屬性引用句

 y 可選用的屬性值

 y 可選用的關閉（closed）空元素

因此，如果你想要自在的編寫程式，而不想擔心太多關於大小寫、引號或屬性值之類的

事情，儘可做你想做的，你的語法都是有效的。

值得一提的是合法的語法不等於良好的語法，許多開發者仍然鼓吹使用某些提升程式碼

清晰度的“最佳做法＂，這些最佳做法包含下列建議：

 y 以小寫來編寫標籤名稱。大寫比小寫還難以閱讀，以大小寫來區別程式碼與內容是
沒必要的：任何像樣的文字編輯器都會以顏色來標識你的 HTML 文件，讓你輕易的
找出你的標籤。

 y 將所有屬性值括在引號中。或許你有某些需要用到引號的情形（例如，如果有超過
一個值時），使用這種一致的做法可以免除編碼錯誤並形成一致的外觀。

 y 關閉所有元素內容。知道 div 結束的地方可以讓程式碼更易於理解，這種做法可以
增加清晰度並且讓你的程式碼更易於維護。

討論

不論你要使用哪一種編碼風格，關鍵在於維持一致性：堅持使用嚴格的語法可以協助你

更快速的識別標記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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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的語法最主要的優點是可以讓你的開發團隊更容易標準化。標準化的慣例可以節省

好幾個小時的開發時間，特別是在開發時團隊成員沒有聚集在一起的大型專案。

話雖如此，HTML5 沒有所謂正確或錯誤的風格，只要你遵循自己的標準，以一致的程
式碼進行開發並且有效率的排除錯誤即可。

參考

更進一步的風格建議，請參閱 http://www.fredzlinkz.com/webcitymaster/html5-syntax-
style-recommendations。[Page-34]

2.3 瞭解瀏覽器支援的 HTML5

問題

你想要知道某種瀏覽器或特定的版本是否支援某種 HTML5 功能。

解決方案

在編著此書時，HTML5 規格仍然在持續發展中。在規格完成之前，瀏覽器只會實作部
分的規格，因此現代瀏覽器的支援並非 100% 完成（也不可能如此）。

如本書各章所述，目前瀏覽器已支援了相當大比例的 HTML5 規格，並且可以讓
你立即使用。關於各種瀏覽器提供的 HTML5 規格細項，請參考 http://caniuse.
com/#cats=HTML5。HTML5 與 CSS3 的視覺化展示可參考 http://html5readiness.com，
如圖 2-1 所示。

討論

一般而言，所有當今最新的瀏覽器都提供了某種程度的 HTML5 支援。

你並不是非得使用 HTML5 不可，你不需要使用嵌入式內容或 web sockets 來使用新結
構元素，反之亦然。你甚至不需要使用新結構元素來產生合法的 HTML5 文件，只要使
用文件類型定義即可（見訣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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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要挑選想要的功能，其他的就暫且擱下。或者，如果你想提升自己的能力或找出對

專案有幫助的做法，可以針對其他部分進行試驗。

參考

參考瀏覽器支援的 HTML5 與 CSS3 的視覺化展示：http://html5readiness.com。

圖 2-1 現代瀏覽器原生 HTML5 音訊支援的視覺化展示

2.4 讓 Internet Explorer 識別 HTML5 元素

問題

Internet Explorer 無法將 CSS 套用至無法識別的元素，而且很不幸地，Internet Explorer
（IE9 之前）無法識別大部分的 HTML5 元素；也就是說，由於 Internet Explorer 不會顯
示任何這些新元素的 CSS，我們很難實作 HTML5。[Page-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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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

Sjoerd Visscher 提供了一種聰明的解決辦法（見 http://intertwingly.net/blog/2008/01/22/
Best-Standards-Support#c1201006277），它是一種填充碼（shim）技術，可讓你使用 
HTML5 的元素名稱來建立 DOM 元素。一旦你建立了這些元素，Internet Explorer 就可
以對它們套用 CSS。

例如，假設你想要建立下列的正文頁首，其中包含一個瀏覽元素：[Page-36]

<header>
    <h1>Riddles of the Sphinx</h1>
    <nav>
        <ul>
            <li><a href="index.html">Home</a></li>
            <li><a href="/about/">About</a></li>
            <li><a href="/blog/">Blog</a></li>
            <li><a href="/contact/">Contact Me</a></li>
        </ul>
    </nav>
</header>

接著對這些元素套用樣式：

header {
    width: 600px;
    height: 25px;
    background-color: #ccffff;
    border: 2px solid #66cc99;
padding: 10px;
}

nav {
    width: 100%;
    float: left;
    list-style: none;
}

nav li {
    float: left;
    padding-right: 7px;
}

當我們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8 或以下版本來瀏覽這個頁面時（如圖 2-2 所示），CSS 並
未被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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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 Internet Explorer 識別這些元素，只要將下列 script 加至 HTML 文件的 head（確
保你將它們加至文件的 head，因為你必須在顯示頁面之前先宣告這些元素）：

<script>
    document.createElement("header");
    document.createElement("nav");
    document.createElement("footer");
</script>

圖 2-2 基本清單呈現

接著宣告這個頁面使用的三個 HTML5 元素—header、nav，與 footer—作為 DOM 元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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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當我們在 Internet Explorer 檢視這個頁面時（如圖 2-3 所示），瀏覽器即可看見這
些元素並且套用 CSS。[Page- 37]

圖 2-3 Internet Explorer 已識別出元素

討論

這是一種實用的技巧，但是如果要為網頁上的所有 HTML5 元素建立 DOM 元素可能相
當費力，特別是在需要大量使用其中許多元素的時候。

Web 開發者 Remy Sharp 已建立了一個可以啟用所有 HTML5 元素的 script。每當你想
在網頁上使用 HTML5 時，比起每次都要手動編寫 script，將這個 script 整合到你的網
頁是更方便的做法。你可以從 http://remysharp.com/2009/01/07/html5-enabling-script/ 下
載這份 script 並且將它整合到 HTML 的 head，或是由 Google 程式碼儲存庫連結這份 
script：[Page- 38]

<!--[if lt IE 9]>
    <script src="http://html5shim.googlecode.com/svn/trunk/html5.js"></script>
<![endif]-->

如果你以這種條件表達式來包裝程式碼，它只會在瀏覽器是 Internet Explorer 8 或以下
時呼叫這份 script（IE9 已廣泛的支援 HTML5 元素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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