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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樣式表（Cascading Style Sheets）簡稱 CSS，CSS 賦予了我們
自由掌控網頁的頁面設計以及佈局的能力，藉由 CSS 我們可以改

變網頁中文字的樣式，例如加上引人注目的標題、首字下沉效果、或是

邊框，但這些都只是一些剛起步的小技巧而已，也可以精確地移動圖片

的位置、使用滿版橫幅效果、並且用動態的滾動效果突顯出網頁中的超

連結，甚至讓頁面上的元素有淡入淡出的效果、任意在頁面上移動或是

在使用者的滑鼠移到某個按鈕時漸漸地改變按鈕的顏色。

能完成這些事情的工具肯定很複雜的，對吧？事實恰好相反！ CSS 背後
最主要的概念就是簡化設計網頁頁面的程序，而你將會在接下來的幾頁

學習到最基本的 CSS 概念。

何謂 CSS？
CSS 是一種樣式表語言，藉由它來讓以 HTML 為根基的網頁變得好看
些，當然理想狀況是利用 CSS 讓網頁變得好看許多。在讀完本書之後，
你將會學習如何讓網頁變得亮眼、功能性佳並且易於使用。

將 HTML 視為只有內容的基本架構，而 CSS 扮演著設計師的角色，將
沒有裝飾過的 HTML 基本架構改造成擁有華麗效果的頁面，例如華麗的
字體、有圓角的邊框或是亮紅色的背景。

但在開始學習 CSS 之前，必須先瞭解何謂 HTML。

xiiixiii 前言

何謂 CSS何謂 CSS？



前提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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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預設你已經稍微瞭解 HTML 相關的知識，大概已經寫過一兩個網站
（或是至少一兩個頁面），並且瞭解用來組成 HTML（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超文本標記式語言）的基本標籤，像是 <html>、<p>、<h1>、

<table>。HTML 對於 CSS 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所以你必須知道如
何利用基本的 HTML 來建立一個網頁頁面。

如果你曾經使用 HTML 建立網頁頁面，但是技術生疏了，那以下章節供
你重新溫習。

小技巧  如果正準備開始學習 HTML，那我建議你查閱下列數個免費的線上學習
資源：HTML Dog（www.htmldog.com/guides/htmlbeginner）和 W3Schools（www.
w3schools.com/html）。如果偏好紙本的資源，那可能會需要買本 HTML5: The 
Missing Manual或是 Head First HTML and CSS（均為 O'Reilly）。

HTML：基本架構
HTML（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超文本標記式語言）使用稱為標
籤（tag）的指令來定義網頁頁面的各種部分。舉例來說，下列的 HTML
程式碼用來建立一個基本的網頁頁面：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Hey, I am the title of this web page</title>

  </head>

  <body>

    <p>Hey, I am a paragraph on this web page.</p>

  </body>

</html>

這可能沒什麼新奇的，但是這個範例使用了一個網頁頁面所需要的所有

基本元素。注意程式碼的最開頭處會有稱為 doctype 宣告的指令，緊接
著是 <html>，包含角括號、一個 head、一個 body 以及 body 包含的一些
真正的頁面內容，最後以 </html>作為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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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類型

所有的網頁頁面都以 doctype 作為開頭，這一行程式碼定義了用來撰
寫這個頁面的 HTML 種類，有兩種文件類型已經行之有年：HTML 
4.01 以及 XHTML 1.0，而這幾種文件類型都有兩種風格：strict 以及
transitional。舉例來說，HTML 4.01 transitional 文件類型的定義看起
來像是下列的指令（其他文件類型也是相似的指令）：

<!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HTML 4.01 Transitional//EN" 

"http://www.w3.org/TR/html4/loose.dtd">
[page-xv]

注意 如果想要看到所有種類的文件類型，請參閱 www.webstandards.org/learn/
reference/templates。

如果觀察這個單元的範例 HTML 頁面，將會發現其中都使用較為簡潔的
文件類型定義：

<!doctype html>

這是 HTML5 文件類型，HTML5 較為容易使用，跟它的數代前身相較之
下，定義方式也簡化了許多。這本書使用 HTML5 文件類型，它被所有
的知名瀏覽器所支援（即使是老舊的 Internet Explorer 6），所以沒有任
何原因阻止我們使用簡便的 HTML5 文件類型。

注意 只因為 HTML 文件類型被一些較老舊的瀏覽器支援，但並不代表這些瀏覽
器支援所有的 HTML5 標籤或是特點。舉例來說，Internet Explorer 8 以前的瀏覽
器無法辨識新的 HTML5 標籤，如果在這些版本中要使用 CSS 裝飾 HTML5 標籤，
必須要使用一些 JavaScript 的技術，在第 12 頁將會學習到如何讓舊的瀏覽器也能
辨識新的標籤。

但是，關於文件類型最重要的事情是記得千萬不要省略它，如果沒有文

件類型，頁面將會因為使用者瀏覽器的差異而有不同的顯現結果，因為

瀏覽器在沒有文件類型作為基準的情況之下，會以不同的方式呈現 CSS
樣式。

每一種文件類型皆以不同的標準要求 HTML 形式。舉例來說，一個斷行
標籤在 HTML 4.01 文件類型中如下所示：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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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 XHTML 類型中，卻如下呈現：

<br />

這就不得不提到 HTML5 另外一個優勢：以上兩種格式它都接受。

HTML標籤如何運作
在頁面 XIV 裡基本的 HTML 範例中，如同所有網頁頁面中的 HTML 程
式碼，大部分的指令成雙成對存在，其中包含了文字或是其他指令。以

角括號包覆住的這些標籤是瀏覽器用來顯示頁面的指南，標籤（tag）即
是超文本標籤式語言中的標籤（markup）部分。

每一對標籤的起始（開頭）部分告知瀏覽器這個指令開始了，而結尾標

籤用來告知瀏覽器這個指令結束了。結尾或是關閉標籤必定會在第一個

角括號之後（<）緊接著一個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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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網頁中，你將會經常發現其中至少存在以下四種元素：

• 網頁的第一行是 DOCTYPE 宣告，這在上一章已經討論過了。

• 網頁的開頭處以 <html>標籤開頭，結尾處以 </html>標籤結尾，這

個標籤告知瀏覽器此文件所撰寫的內容是以 HTML 為格式，而非其
他種語言。頁面中所有的內容（包含其他的標籤）都存在於起始以及

結尾 <html>標籤之中。

如果將網頁想像成一棵樹，<html>就是樹根，從主要樹幹分枝出來

的兩個分支為網頁中的兩個主要部分：head 以及 body。

• 網頁的 head 部分包含了該頁面的標題，此一部分也可能包含其他使
用者沒有看見的資訊，例如搜尋引擎使用的頁面描述。而你必須使用

起始和結尾 <head>標籤包覆 head 部分。

除此之外，head 部分也可能包含了瀏覽器用來格式化該頁面的
HTML 資訊。接下來你將會看到，<head>部分可以包含 CSS 程式碼
（就是在本書所學習到的語言）或是一個連結指向外部的檔案，其中

包含了 CSS 的相關資訊。

• body 部分，由前後 <body>標籤所包覆，其中包含了出現在瀏覽器視

窗之中的所有內容，包含標題、文字、圖片等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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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ody>標籤之中，你通常會發現數種標籤：

• <p>（開頭段落標籤）用來告知瀏覽器一個段落開始，而以 </p>（關

閉段落標籤）標籤表示一個段落的結尾。

• <strong>標籤標注該文字為重要的，當用 <strong>標籤以及對應的

</strong>包覆一些文字，可以得到粗體字的效果，例如，<strong> 

Warning!</strong>這段 HTML 段落告知瀏覽器必須強調 Warning!
這個單字。

• <a>標籤，或稱為錨點標籤，被用來在網頁中建立一個超連結，當使
用者點擊時，這個超連結（或稱為連結）會將使用者帶到網路中的

任意位置，藉由在 <a>標籤中指名網址來告知瀏覽器這個標籤指向

哪個網路。舉例來說，使用 <a href="http://www.missingmanuals.

com">Click here!</a>。

瀏覽器將會知道當使用者點擊了 Click here! 字樣時，必須前往
Missing Manual 網 站， 標 籤 中 的 href部 分 稱 為 屬性， 而 URL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或稱為網址）則為值。在此範例中，
http://www.missingmanuals.com就是 href屬性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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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5：更多的標籤
HTML5（當前 HTML 版本）已經存在數年了，有時候可能會聽到一些
關於 HTML5 中除了標籤之外的特點，例如本地端儲存（local storage，
一種將資料從網頁儲存在使用者電腦上的技術）、地理位置資訊（一種得

知使用者地理位置的技術）、使用 WebGL 在網頁上繪製圖形。狹義上來
說，這些技術並不是 HTML 的一部分，但它們是隨著 HTML5 一起到來
的瀏覽器新功能。

在本書中，HTML5 這個名詞不僅代表 HTML5 檔案類型，同樣也代表了
由 HTML5 標準所引進的新標籤，HTML5 跟之前的版本並沒有非常大
的差異，因為 HTML5 在設計時就為了確保不因為新的標準出現而使原
先的網頁環境被汰換。大多數基本的 HTML 都跟原先存在的一樣沒有改
變，而 HTML5 為了根據當前網頁設計師撰寫網頁的方式，增加了一些
新的元素支援。舉例來說，在 HTML5 中，<header>標籤包含了你經常

會在頁面上方發現的內容，例如商標或是網頁導覽列；而新的 <nav>標

籤中包含了用來導覽網頁的連結，<footer>標籤則是為了頁面底部的內

容而存在的，例如法律聲明、聯絡資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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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HTML5 增加了能插入影片和音檔到頁面的標籤，新的表單標
籤增加了一些像是拖曳功能、彈出式日期選單和瀏覽器內建表單驗證的

功能（用來確保使用者填入的資訊是正確的），你將會在整本書中（尤其

是下一章）看到 HTML5 不停地出現。

撰寫 CSS的軟體
你只需要一些基本的文字編輯器（例如記事本）就可以撰寫由 HTML 和
CSS 組成的網頁了，但在撰寫了數百行 HTML 和 CSS 之後，可能會想
要嘗試一些更適用於撰寫網頁的軟體。這個章節列出了一些常用的軟體，

其中有些是免費的而有些需要付費使用。

注意 事實上，有數百種工具能幫助你建立網頁，所以下列的清單並不是完整的

列表，可將它視為當今的 CSS 愛好者熱愛的軟體清單。

免費軟體

有數個免費的軟體能編輯網頁以及樣式表，如果仍然在使用記事本，試

著用用看它們吧。以下是個簡短的列表供你參考：

• Brackets（Windows、Mac、Linux：ht tp: / /bracke ts . io /）， 由

Adobe 主導的免費開源文字編輯器，其中包含了許多處理 HTML 和
CSS 的工具，是一套特別提供給網頁設計師與開發者的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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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om（Windows、Mac、Linux：https://atom.io/），另一套免費的
開源文字編輯器，由 GitHub（熱門的程式碼分享合作平台）的成員
所建立，跟 Brackets 一樣專門為了網頁開發者而設計。

• jEdit（Windows、Mac、Linux：http://jedit.org）， 以 Java 撰 寫 的
免費文字編輯器，幾乎可以在所有電腦中使用，並且包含了許多只有

在商業版文字編輯器中有的功能（例如突顯 CSS 語法）。

• Notepad++（Windows：http://notepad-plus.sourceforge.net），許多人 
效忠於這個快速的文字編輯器，它甚至有內建的功能用來編輯

HTML 和 CSS，例如突顯語法（將標籤以及特殊關鍵字的文字顏色
更改，讓網頁的 HTML 和 CSS 元素容易被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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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軟體

商業版的網頁開發軟體的範圍從便宜的文字編輯器到功能完整的網頁建

構工具都有：

• EditPlus（Windows：www.editplus.com）是個不算昂貴的（$35）
的文字編輯器，它包含了突顯語法、FTP、自動補齊、和其他省時的
工具。

• skEdit（Mac：www.skedit.com）是個不算昂貴的（$30）的網頁編
輯器，包含了 FTP/SFTP、程式碼提示和其他有用的特點。

• Coda2（Mac：www.panic.com/coda）是個完整功能的網頁開發工
具組（$99），其中包含了文字編輯器、頁面預覽、FTP/SFTP、和圖
性化 CSS 建立工具。

• Sublime Text（Mac、Windows、Linux：www.sublimetext.com）是
個許多網頁開發者熱愛的功能強大的文字編輯器（$70），可以在許
多網頁設計公司中發現它被使用。

• D r e a m w e a v e r（M a c、W i n d o w s：w w w. a d o b e . c o m / p ro d u c t s /
dreamweaver）是個視覺化網頁編輯器（每個月 $19.99），它會將頁
面在瀏覽器中顯現的樣子呈現給妳。這個軟體同樣包含了威力強大的

文字編輯器以及絕佳的 CSS 撰寫和管理工具，可以在 Dreamweaver 
CSS: The Missong Manual 找到使用這套威力強大的工具的細節 
指南。

注意 本章節討論到的不同種類的軟體都是能編輯 HTML 和 CSS 的工具，你只需
要學習其中一種用來開發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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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書

World Wide Web 非常易於使用，即使連年邁的長輩都可以每天使用網
路，不幸的是，網頁內部如何運作的規則並不是那麼容易理解，電腦科

學家和其他技術相關人員所撰寫的官方文件不是那麼吸引人，並不是撰

寫給普羅大眾看的，只要前往 www.w3.org/TR/css3-transforms 就可以體
驗看看這些枯燥乏味的技術類文件。

xix 前言

關於本書



剛開始學習 CSS 的人往往不知道從何開始，而甚至連經驗豐富的網頁開
發者都有可能被 CSS 細節所困。這本書的用意是當作 CSS 的使用手冊，
在本書中，可以找到詳細的教學教導你如何利用 CSS 建立亮眼的網頁。

《CSS: The Missing Manual》被設計來幫助任何技術背景的讀者，但若
是想從中學習到最多知識，你應當瞭解一些基本的 HTML 或甚至 CSS。
如果之前從未撰寫過網頁，那先從 27 頁的教學開始閱讀，本書中大部分
的內容都是為了有些許經驗的開發者而寫的，如果是網頁開發的新手，

名為“跟上進度（Up to Speed）”的部分提供了入門的資訊，能瞭解本
章所敘述的內容；如果是進階的網頁開發者，則將注意力集中在名為“程

設高級班（Power Users' Clinic）”的部分，其中提供了更多技術性的技
巧以及提示，或是對於熟練的電腦使用者所使用的熱鍵。

大綱

《CSS: The Missing Manual》分為五個部分，開頭的四個部分都包含了
數個章節，而最後一個部分為附錄。

• 第一部分為基本的 CSS，教導你如何建立樣式表以及關鍵的 CSS 概
念（例如繼承、選擇器和層狀架構）。你將會學習到配合 CSS 時最
佳的 HTML 撰寫習慣，並且有一些教學加強主要概念和體驗 CSS 的
強大之處。

• 第二部分為套用 CSS，能將 CSS 應用在現實的網頁設計中，你將學
習到最重要的 CSS 屬性，並且如何應用它們來套用文字格式、建立
有用的導引工具以及使用圖片來加強網頁，也會學習到如何使用 CSS
建立簡單的動畫。這個部分也會提供一些建議，能知道如何建立吸引

人的表格和表單。

• 第三部分為 CSS 頁面版型，用意為幫助你在學習 CSS 中最容易讓人
混淆卻是威力十足的部分：控制網頁的排版，學習如何建立常見的設

計（像是兩欄或三欄式的排版）；也會學習到 float 和 position 這兩
個 CSS 用來控制頁面排版的常見技術；和如何建立一個適應於桌上
型電腦、平板電腦和手機上的頁面，以及如何使用最新威力強大的

flexbox 排版方式。

• 第四部分是進階 CSS，其中提供了專業的提示來增強 CSS 功力，並
且介紹了 Sass 這款威力強大的樣式表處理工具。

• 第五部分為附錄，包含了兩組資源：CSS 屬性參照表將每個 CSS 屬
性統整為容易吸收的小單元，能快速的學習實用的 CSS 屬性，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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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以前從未見過，或是加強你原有的印象。第二部分的附錄則包含

了建立和使用 CSS 會用到的工具以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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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知識

你必須先有一些基礎的背景來使用這本書（或是使用電腦），並對於下列

的名詞感到熟悉才對：

• 點擊。本書將會需要你用滑鼠或是觸控板做到下列三件事：點擊表
示使用游標在螢幕的某處（並且完全不拖曳）按壓並且鬆開滑鼠的主

要按鍵（或是筆記型電腦的觸控板）；右鍵點擊則是用滑鼠右鍵進行

相同的動作（如果在 Mac 電腦上無法使用右鍵，在點擊時同時按下
Control 鍵來使用右鍵）。

雙擊表示快速的點擊兩次，同樣的不需要移動游標，而拖曳則表示

在按下滑鼠按鍵的同時移動游標。

當需要 Ctrl- 點擊（或是在 Mac 電腦上的 Command- 點擊）時，表
示在按下 Ctrl 或是 Command 按鍵的同時點擊。

• 選單。選單是螢幕或是視窗最上方的文字列：檔案、編輯等等選項，
點擊其中之一將會造成一個視窗向下拖曳而出，上方是一連串的指

令。本書假設你已經知道如何開啟程式、上網和下載檔案，你該知道

如何使用開始選單（Windows）或是 Dock 或 Apple menu（Mac），
以及控制台（Windows）或系統管理工具（Mac OS X）。

• 鍵盤熱鍵。每次為了使用滑鼠而將手從鍵盤離開時，都有可能是一
種浪費時間並且打斷做事節奏的行為，這就是為什麼經驗老道的電

腦使用者經常使用鍵盤按鍵組合技來取代滑鼠點擊選單。當看到像

是 Ctrl+S（Command-S）（用來儲存當前檔案的變更）的熱鍵，表
示要按住 Ctrl 或是 Command 鍵，並且在按鍵被壓下的時候按下字
母 S，接著鬆開兩者。

關於→這些→箭頭

在本書中，以及完全指南系列的書籍中，找到類似以下的句子：“打開

System → Library → Fonts 資料夾”，這是告知你要開啟三個巢狀目錄
的縮寫用法。完整情況如下：“在硬碟裡，找到一個稱為 System 的資料
夾，打開它，並且在 System 資料夾中找到一個名為 Library 的資料夾，

xxi 前言

基礎知識



再次雙擊滑鼠打開它，在這個資料夾中仍有另一個稱為 Fonts 的資料夾，
再次地打開它”。

同樣的，這種類型的箭頭縮寫也適用於選單的指令選取，如同圖 P-1 
所示。

WW圖 P-1
在本書中，箭頭符

號幫助我們簡化

選單的教學。舉

例 來 說，View → 
Developer → View 
Source 比完整說
明整個流程（從

View選單中選擇
Developer，再從
出現的子選單中選

擇 View Source）
來的精簡許多。

關於線上資源
[page-xxi]

作為 Missing Manual 系列書籍的擁有者，你不只可以獲得一本書，還可
以在線上找到實作練習的範例檔案，以及一些小技巧、文章甚至是一兩

部影片。也可以聯絡教學手冊系列的團隊，讓我們知道你對於這本書的

想法（好的或壞的），前往 www.missingmanuals.com 或是查看以下部分
的解釋。

現場範例

本書撰寫的用意為能快速並且專業的處理網路上的內容，那書中大半部

分的內容存在於網路上也是一件預期內的事情了。

在閱讀本書的章節時，可能會發現一些現場範例：提供從 https://github.
com/sawmac/css_mm_4e 可以下載的一些素材（像是圖片或是網頁半成
品），詳盡的指導你建立自己的網頁。儘管只是閱讀這些教學，就可以學

習到許多知識，但是如果親手跟著這些教學操作一次，更可以發現這些

教學能體會到專業的網頁設計師是如何建立網頁的。

xxii CSS : THE MISSING MANUAL

關於線上資源



HTML和 CSS

第一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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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沒有 HTML 的存在，CSS 無法辦到任何事情，HTML 代表的是
網頁的內容以及架構層面，雖然本身可呈現的樣子不怎麼吸引人，

但是網頁本身不能缺少 HTML 的存在。為了最大化 CSS 學習成效，先
瞭解如何使用 HTML 撰寫出一個穩定而建構完整的網頁基礎是很必須
的。本章會介紹 CSS 的基本概念，並且教導你如何寫出容易搭配 CSS 的
HTML 頁面。

好消息是當在網頁中使用 CSS 時，HTML 確實變得更容易撰寫了，因為
不需要嘗試在 HTML 中修改網頁的樣式，那並不是它原本存在的目的。
相反的，CSS 幾乎提供了你所需要的圖形化設計功能，而 HTML 將會因
為跟 CSS 的搭配，需要撰寫的相關程式碼因此減少。還有，它們也可以
更快的下載，這將讓網站使用者感到更愉悅（圖 1-1）。

HTML：現今與過去
HTML 提供了網際網路上每個頁面的基礎，當加上 CSS 時，HTML 變得
更加的簡單，因為不需要使用 HTML 標籤（像是過時的 <font>標籤）

來控制頁面呈現的樣子。這屬於 CSS 的管轄範圍，但是在開始學習 CSS
之前，先瞭解 HTML 的過去（及現今）的發展是有益的。

第1章

3



HTML的過去：任何好看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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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群科學家發明了網際網路來分享技術性的文件，沒有人會想到其中

會牽扯到設計師，科學家所需要的功能就只是讓 HTML 呈現易於閱讀的
結構化資訊。舉例來說，<h1>標籤表示了重要的標題，而 <h2>標籤表示

了稍微小一些的標題，通常也就是 <h1>標籤的子標題，而 <ol>（序列清

單，order list）則用來建立有序列的清單列表，例如“不要購買水母的
十大原因”。

WW圖 1-1
CSS驅動的網頁設
計讓 HTML的撰寫
變得更加輕鬆，這

兩幅設計照片看似

相同，但上方的頁

面是由 CSS所設計
的，而下方只使用

了 HTML，上方的
HTML檔案僅僅有
4k的大小，而下方
的頁面卻佔了將近

四倍的大小：14k。
純 HTML的頁面需
要更多的程式碼來

達到相同的效果：

213 行的 HTML 程
式碼對比上 71 行
的 CSS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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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除了科學家之外的人們開始使用 HTML，他們想要網頁看起來好
看些，所以網頁設計師開始使用標籤來控制網頁的外觀，而非資訊架構。

舉例來說，嘗試在任何想要縮排的文字上使用 <blockquote>標籤（用途

為標注從其他來源節錄的語句）；或是在有特定文字需要放大時，無論其

是否為一種標題，都使用 <h1>標籤來達成目的。

甚至有一些更細緻的使用方式出現，設計師學習到如何用 <table>標籤

來建立文字欄位，並且精準的放置圖片和文字到頁面上。不幸的是，

<table>標籤的本意是使用來顯示表格式的資料（搜尋結果、火車排班

表等等），但設計師開始將 <table>標籤使用在不尋常的情形中，例如使

用巢狀的表格只為了讓頁面看起來更加華麗。

[page-5]

同時，瀏覽器製造商為了讓頁面呈現效果較好，引進了新的標籤和屬性。

舉例來說，<font>標籤能指定文字的顏色、字型以及七種不同的大小

（如果有耐心計算的話，Microsoft Word 等級的文字編輯軟體隨便都能
提供一百多種的字型大小供選擇）。

最後，當設計師沒有辦法達到他們的需求時，常常使用圖片來代替。舉

例來說，他們為了精準的字型大小需求和排版，製造大型的圖片並將其

裁切成小型的圖片塞回頁面上的表格中，以達到心中想要的設計。

雖然所有的技巧（有創意的使用標籤、使用以設計為目的而存在的標籤、

或是過度的使用圖片）都能掌控頁面上的設計，但是他們同時也增加了

許多 HTML 程式碼。而越多程式碼代表網頁會更難被建立，並且更難在
使用者的瀏覽器中被下載。

現今的 HTML：與 CSS的搭配

不管網頁內容是什麼（可能為計算釣魚季節的頁面、通往離你最近的

IKEA 的道路指引、或是小孩的生日派對照片等等），都會因為網頁的設
計不同而會讓整個頁面看起來像是專案的企業級網站或只是隨手建立的

網頁。好的設計加強了網站想要傳達的訊息，同時幫助使用者找到他們

需要的資訊，並且決定了世界上的任何人對網站的印象，這就是為什麼

網頁設計師會使用上一節所提供的方式無所不用其極的讓 HTML 頁面變
得好看點。但有了 CSS 的加入，HTML 可以將設計的責任轉交於它，專
心的負責自己最擅長的工作：結構化內容。

使用 HTML 控制文字的呈現方式以及網頁元素是種過時的行為，如果
<h1>標籤字型過大或是清單的間距沒有達到預期，別擔心，在往後使用

5第一章：HTML 和 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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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 對它們做細微的調整。相反的，將 HTML 視為一種結構化網頁上內
容的方式，將 HTML 用在內容面向的統整，而 CSS 則負責掌控它們應
該呈現的外觀。

撰寫易搭配 CSS的 HTML
如果初學網頁設計，可能需要一些提示，降低踩中 HTML 陷阱的可能性
（以及避開一些過時的 HTML技巧）。若是已經有一些網頁設計的經驗，
仍然可能有一些不良的習慣需要被糾正，本章剩餘的部分將會提供你一

些撰寫 HTML 的良好習慣，並且能在學習 CSS 時收穫更多。

結構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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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以邏輯層面分隔並區分文字的扮演的角色，賦予了文字不同的意
義。舉例來說，<h1>標籤是頁面內容中首要的介紹，其他標題能把內容

區分成較不重要但是相關的單元。如同本書，一個網頁需要一個邏輯層

面的架構，本書中每個章節都有一個標題（如同 <h1>）和數個單元（如

同 <h2>），其中又包含了數個子單元，試著想像若是所有的內容都集結

成一大篇極長的段落，那會多麼難以閱讀。

注意 對於 HTML 的教學部分，參考 www.w3schools.com/html/html_intro.asp，而
在 Mozilla Developer network（https://developer.mozilla.org/en-US/docs/Web/HTML/ 
Element）中可找到詳細的 HTML 標籤列表。

HTML 除了標題之外也提供了許多用來修飾不同內容意義的標籤（不管
如何，HTML 中的 M 代表的是修飾【markup】），其中最常見的就是代
表段落的 <p>標籤以及代表非序列清單的 <ul>標籤。也有一些較不常見

的標籤是為了特殊的內容而存在的，例如代表縮寫的 <abbr>和代表程式

碼的 <code>。

想要撰寫易搭配 CSS 的 HTML 時，要盡量使用跟內容意義相符合的標
籤，而非根據外觀的呈現（圖 1-2）。舉例來說，在導引列的一群連結
並不真的是標題，也不是一段文字，最像是非序列清單中的選項，所以

<ul>就成為了好選擇。如果嘗試以下列句子來反駁：“但是在非序列清

單中的元件都是以垂直排列的，導引列所需要呈現的效果是水平排列的

連結”，別擔心，有了 CSS 之後就可以將垂直排列的連結修飾成水平導
引列，第 9 章將會說明如何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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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圖 1-2
舊式和新式的差異。在

CSS出現之前，設計師
必須使用 <font>標籤和

其他 HTML程式碼達成特
定的視覺效果（上方）；

你可以使用大量減少的

HTML 程式碼以及 CSS
來達成相同效果（通常

效果更佳）（下方）。而

CSS 的出現讓 HTML 的
撰寫可以遵循邏輯上的內

容結構。

留意更多種 HTML標籤

HTML 五花八門的標籤並無法涵蓋撰寫網頁時所有的需求，<code>標籤

是修飾程式碼的良好選擇，但是平常我們會發現 <recipe>標籤會更適

合，不幸的並沒有這種標籤存在。還好 HTML 提供了數個“結構化”標
籤能易於整理內容，藉由提供一種容器，能使用 CSS 樣式於不同頁面的
元素，其中的兩種標籤為 <div>和 <span>，它們幾乎在 HTML 剛出現時
就存在了。而 HTML5 提供了更多種類的標籤，能以特定的功能整理內
容，例如 <footer>標籤能將法律提醒、聯絡資訊或是相關資源等等的補

充訊息統整起來。

瞭解 <DIV>和 <SPAN>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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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和 <span>跟網路存在的時間差不多長了，以前它們通常被用於統

整和區分其他標籤不適用的內容，可以把它們想像成用來裝填內容的空

7第一章：HTML 和 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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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船。div 是一個區塊（block），表示它的前後都會分行，而 span 是種
行內（inline）元素，是段落文字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 div 和 span 沒
有繼承其他視覺效果，所以可以使用 CSS 讓它們呈現想要它們呈現的樣
子。<div>（區隔 division）標籤代表任何區塊內容，像是一個段落或是
標題，但更常用於區分其他種類的元素，所以可以將一個標題、一些段

落和一個清單裝在同一個 <div>區塊中。<div>標籤是一種將頁面切割成

子區域的好方式，像是一個頁面可以切割成一個橫幅、頁腳、側邊欄等

等，配合 CSS 可以定位每個區塊並且建立複雜的排版（第三部分所涵蓋
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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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上進度

單純的 HTML較易於被搜尋引擎找到
一旦 HTML頁面不用負責外觀，單純只用來
結構化文件的內容，而 CSS作為修飾頁面的
工具時，可以發現撰寫精簡的 HTML有額外
的好處。其中之一是可以大幅提供搜尋引擎

（例如 Google、Yahoo和 Bing）對網頁的
位階，這是因為當搜尋引擎利用爬蟲走訪網

路、為網頁中的內容建立索引時，會探訪每

個頁面中所有的 HTML來尋找真正的內容，
舊式的 HTML撰寫方式使用了特殊的標籤
（例如 <font>）以及許多設計用途的表格會

阻礙搜尋引擎的工作。事實上有些搜尋引擎

只會閱讀每個頁面上固定的字數，當為了設

計而使用 HTML時，可能會造成搜尋引擎無
法找到真正重要的內容甚至無法為頁面定義

搜尋結果排行。

相反的，簡單的建構式 HTML易於在搜尋引
擎建立索引，利用 <h1>標籤表示頁面中重要

的部分（而非只是讓文字放大加粗）是個好

策略，因為搜尋引擎可以在為此頁面建立索

引時將這部分的內容加重計分。

而 CSS能掌控內容在頁面上的位置。舉例
來說，雖然可能想要網頁上方有一個華麗的

導引列、一個新聞註冊表單和“聯絡我們＂

按鈕，你仍可以將頁面最重要的內容放在

HTML上方，讓 CSS掌控瀏覽器視窗中每個
元素出現的位置。

可以在 https://static.googleusercontent.com/
media/www.google.com/en//webmasters/docs/
search-engine-optimization-starter-guide.pdf 找
到 Google對於搜尋引擎友善的頁面所給予
的建議以及相關的工具包。

<span>標籤則是用於行內元素：存在於段落或是標題之中的單字或是片

段。將它視為其他行內元素就可以了，像是 <a>標籤（在文字上添加連

結）或是 <strong>（用來強調段落中的單字），可以利用 <span>標籤來

包覆公司的名稱， 然後使用 CSS 來改變它的字型、顏色等等來加強視覺
效果。底下為這個範例的程式碼實作部分，其中使用了 id和 class屬性

來添加 CSS 樣式到特定的部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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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footer">

  <p>Copyright 2015, <span class="bizName">SuperCo.com</span></p>

  <p>Call customer service at 555-555-5501 for more information.</p>

</div>

這個簡短的範例並不能展現出這個標籤所有的威力，它們經常性的使用

在高度依賴 CSS 的網頁中。在本書中可以學習到如何使用 <span>結合

CSS，發揮創意並且完整控制頁面的外觀。

HTML5新加入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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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標籤通用於許多場景，但因為如此，它就只是一個用來區分頁面

的區塊級別（block-level）元素罷了。而 HTML5 其中之一的目標為提
供更語意化的標籤，讓網頁設計師有更多的選擇，HTML 更加的語意化
代表著其中的內容更精準的被描述以及呈現。如同我在本章節所提到的，

在頁面的首要內容區塊使用 <h1>（第一級別標題），而 <code>標籤則用

來釐清其包覆的內容為程式碼的一種。

HTML5 包含了許多不同的標籤，其命名都反映了包覆的內容，也可以被
用在 <div>標籤之內。例如，<article>標籤用來區別頁面中的一個包含

了完整、獨立區域的區塊（例如部落格文章、線上雜誌文章或僅僅是頁

面上主要的文字區塊），同樣的，<header>標籤表示了一個頁首或是橫

幅：頁面上方的區塊，通常包含了商標、全站導覽、頁面標題以及標籤

列等等元素。

注意 如果想要學習更多新的 HTML標籤，參考 HTML5 Doctor（http://html5doctor.
com）和 www.w3schools.com/html/html5_intro.asp，或是買一本 HTML5 Pocket 
Reference（O'Reilly）來瞧瞧。

許多 HTML5 標籤都是以擴充通用的 <div>標籤為目標設計的，這裡有

一些其他的 HTML5 標籤經常被使用於結構化頁面上的內容：

• <section>標籤包含了一群相似的內容，像是一本書中的章節。舉例
來說，可以將首頁的內容分為三個部分（section）：頁面介紹、聯絡
資訊以及最新消息。

• <aside>所包含的資訊為周遭內容的相關資訊，像是紙本雜誌的側邊
欄就是 <aside>標籤的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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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ter>標籤包含了你經常放在頁面頁尾的資訊，像是版權宣告、
法律資訊以及一些網頁導覽連結等等。一個頁面並不受限於一個

<footer>區域，也可以將此標籤放在 <article>標籤中，其中包含

了像是補充筆記、參考來源、引用來源等等的資訊。

• <nav>元素用來包含主要的導引列。

• <figure>標籤用來表示圖片，可以將 <img>標籤放在其中，或是其他

新的 HTML5 標籤，像是 <figcaption>標籤（用來顯示 <figure>中照

片或是圖檔的說明）。

小技巧  瞭解該使用哪個 HTML5 標籤是需要點技巧的，這些文字該放在

<article>中還是 <section>呢？可以在 HTML5doctor.com 中下載一個實用的表
格（http://html5doctor.com/downloads/h5d-sectioning-flowchart.pdf），幫助你瞭
解 HTML5 新的區塊相關元素。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 HTML5 元素存在，其中一部分用來提供了比 <div>

標籤更多的意義，本書會同時使用 <div>標籤以及新的 HTML5 標籤來
幫助組織網頁內容。HTML5 的缺點就是 Internet Explorer 8 以前的版本
無法辨識新的標籤，除非你動點手腳（參考第 12 頁的提示區塊）。

[page-10]

除了能讓自己覺得有跟上最新的網頁設計潮流外，HTML5 標籤提供了關
於頁面內容更多的提示，並且有可能增加網站的搜尋引擎階級。舉例來

說，使用 <article>標籤來裝載網頁中的主要內容可以有強調的效果，

同時也比老舊的 <div>標籤來的更有敘述性（也就是語意化）。即使如

此，許多網頁設計師仍然習慣在可以使用 HTML5 標籤的情況下繼續使
用 <div>標籤，所以也可以選擇繼續使用 <div>標籤，而不是 HTML5
新提供的區塊相關元素。

除此之外，即使有了 HTML5 標籤，有時你仍然必須用 <div>標籤統整

其他 HTML 標籤，像是移動一群元素到特定的位置、給予一群元素統一
的背景顏色或是添加邊框以及陰影效果。

別忘了排版

雖然你現在使用 <h1>標籤來區分頁面中的主要標題，用 <p>標籤來添加

文字段落，總有一天你會想要將網頁內容統整成一個令人舒適的排版。

在第 3 章學會 CSS 排版時你就可以如願以償了，所以現在不必為了排版
而捨棄掉心中理想的排版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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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將網頁排版想像成一種充滿藝術的箱子排列方式（圖 1-3），不管如
何，兩欄式的設計包含了兩欄垂直的文字，也就只是兩個長方形的箱子

排在一起而已。一個包含了商標、標籤列、搜尋欄以及頁面導覽的頁首

就只是一個極寬長方形，橫跨於瀏覽器視窗的上方。也就是說，如果嘗

試想像頁面內容的整理以及排版，可以試著想成一群盒子上下、左右疊

放在其他箱子之間。

[page-11]

WW圖 1-3
基本的兩欄式排

版，其中包含了一

個橫幅（上方）、

一欄主要內容（中

間、左方）、一個

側邊欄（中間、右

方）和頁尾（下

方），它們就是組

成此頁面排版的主

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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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法

讓 IE8認得 HTML5
HTML5能有許多 HTML標籤可以使用，從
精準描述內容的標籤（例如 <nav>標籤）到

提供更多功能的標籤（例如 <video>標籤用

來嵌入影片，<audio>標籤用來嵌入音效及

音樂）都有。

不幸的是，Internet Explorer 8以前的版本無
法辨識新的標籤，而 CSS也無法作用於其
上。所以囉，如果想在 IE8瀏覽器上瀏覽使
用了 HTML5的頁面，那這本書不是為你所
寫的，呃…也不全然如此，仍然有些方式可

以讓舊的瀏覽器配備一些先進的裝備，讓它

們可以理解附加於 HTML5標籤上的 CSS。

只要將下列程式碼放置於關閉的 </head>標

籤之前就可以了：

<!--[if lt IE 9]>
<script src="//html5shiv.googlecode.
com/
svn/trunk/html5.js"></script>
<![endif]-->

這個小技巧稱為“Internet Explorer 條件
判斷註解＂（簡稱 IECC），能鑲嵌一小段
JavaScript只作用於 IE9版本之前的瀏覽器。
換句話說，只有 IE6、7和 8能執行這段程式
碼，其他瀏覽器（包括新版的 IE）都會忽略
它，這段程式碼讓早期版本的 IE載入一小段
JavaScript程式，強迫瀏覽器辨認 HTML5標
籤並且將 CSS作用於對應的標籤上。

這行程式碼只會影響瀏覽器呈現 HTML5標
籤的方式，並不會讓瀏覽器“理解＂HTML5
標籤。舉例來說，IE8之前的版本仍然不
瞭解 <video>標籤的作用，也無法播放

HTML5影片（即使添加了該段 JavaScript程
式碼）。

如果納悶為什麼還要注意 IE8，查看第 13頁
的欄位。

在 HTML 中，你使用了 <div>標籤（或 HTML5 結構式標籤，像是
<footer>、<header>、<article>、<aside>）建立了一些箱子（或稱為

結構式單元），將頁面上橫幅的相關標籤包覆在一個 div 中，一欄側邊
欄的 HTML 在另一個 div 等等，如果熱愛 HTML5，可能使用了像是圖
1-3 的設計，以 <header> 標籤代表上方的橫幅，<article>標籤代表主

要文字內容，<aside>或是 <section>代表側邊欄，而 <footer>標籤代

表頁尾。換句話說，如果你計劃將一群 HTML 標籤一起放在頁面的某
處，則需要將這些標籤包覆在結構性元素中，例如 <div>、<article>、

<section>或 <aside>。

你將在第三部分學到，CSS 提供了威力強大的排版工具，可以將 HTML
放置在瀏覽器視窗的任意位置，較新的技術像是 flexbox（第 15 章）能
有更多自由結構化 HTML。當然，將相關的內容包覆在 <div>之類（或

是 HTML5 的結構標籤）的容器標籤中一直會是個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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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我應該要注意 IE8嗎？
我知道 Internet Explorer 6 經常是網頁
設計師頭痛的原因，所以哪個版本的

Internet Explorer是我應該掛念於心上的
呢？

如果是網頁設計師，電腦中大概是最新版的

Internet Explorer、Firefox、Safari、Chrome
和 Opera，但是你不能要求使用者也升級他
們的瀏覽器，可能他們並不知道如何這麼做、

或是他們的電腦過度老舊。

幸好，這個星球上幾乎沒有人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6和 7，雖然他們仍然在中國、印
度、和委內瑞拉的部分地區使用（參考 www.
modern.ie/en-us/ie6countdown），你也可在像
是科學博物館某處電腦歷史區找到它們的 
存在。

但是，在本書撰寫時，Internet Explorer 8
仍然在世界各處被使用著，它不會是最熱

門的瀏覽器，但（根據來源的不同）仍然

被世界上 2%至 19%的網路使用者使用。
在下列兩個網站可以找到瀏覽器使用量：

NetmarketShare（www.netmarketshare.com/
browser-market-share.aspx）和 GlobalStats 
StatCounter（http://gs.statcounter.com）。

但是，即使是你網站的目標客群所在位置的

地理統計，都無法完全反映出網站使用者的

行為。如果網站以專業的網頁設計師為目標，

會驚訝的發現有時 Internet Explorer 8的使
用者都不會來用網站，但是如果網站是以中

國的用戶為目標，大概會需要處理 IE 8（甚
至是 IE 6和 7）。查看網頁流量來自哪個瀏覽
器最好的方式是查看網頁伺服器的紀錄檔或

是 使 用 Google Analytics（www.google.com/
analytics），能追蹤使用者的瀏覽器（以及其
他許多事情）。

Microsoft 表示他們會從 2016 年 1 月開始停止對 Internet Explorer 8 的支
援，在那時，Internet Explorer 的愛好者會有更大的意願升級他們電腦中
的瀏覽器或是替換成別家廠商的（例如 Chrome 或 Firefox）。IE8 最大的
問題是不支援 HTML5，表示不能使用 CSS 直接處理相對應的標籤，如
果真的擔心 Internet Explorer 8 的支援程度，那可以不要使用 HTML5 的
標籤，繼續使用 <div>標籤，或是使用第 12 頁所提供的 JavaScript 解決 
方式。

該忘記的 HTML

CSS 能撰寫更精簡的 HTML，因此許多老舊的 HTML 標籤該被捨棄（如
果仍在使用）。<font>標籤是最明顯的一個範例，它的一個用途是為文

字添加顏色、大小和字體，但並沒辦法讓頁面結構更容易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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