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想要透過更成熟的排版提高可用性，又想節省時間與精力的網頁設計師與文件作者，

看本書就對了。只需要知道 HTML 4.0就能夠了解本書的內容，這雖然不是必要的要
求，但對 HTML的了解愈深入愈好，除此之外，幾乎不需其他基礎知識就能夠了解本書 
內容。

本書第四版完成於 2017年中，盡量反應出當時的 CSS，希望能夠詳細介紹所有瀏覽器
已廣泛支援，或是在本書出版後即將支援的功能。至於那些仍在開發中或是即將停止支

援的功能，則不會收錄在本書。

本書編排慣例

以下是本書使用的排版慣例（請一併閱讀下一節「語法慣例」中介紹的特別慣例：

斜體字（Italic）

表示新詞彙、網址、email位址或副檔名。中文以楷體表示。

定寬字（Constant width）

用來顯示整段的程式碼，以及文章段落中出現的變數、函式名稱、資料型別、環境

變數、敘述或關鍵字等程式元素。

定寬粗體字（Constant width bold）

顯示指令或其他必須由使用者親手輸入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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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與文件

階層樣式表（Cascading Style Sheet，CSS）是個強而有力的工具，能夠同時改變多份
文件呈現的樣貌，廣泛使用在網頁上的各個角落，甚至許多表面上不像網頁的環境也使

用了階層樣式表。例如以 Gecko為基礎的瀏覽器就利用 CSS設定瀏覽器本身呈現的色
彩，許多 RSS閱讀器能讓使用者將 CSS套用到摘要（feed）或摘要項目，即時通訊軟體
則利用 CSS為對話視窗的內容排版，一些 JavaScript框架，甚至連 JavaScript本身都能
夠看到 CSS的影子，CSS無所不在！

（網頁）排版簡史

CSS最初是在 1994年，網頁剛開始流行的時候提出，當時，使用者對瀏覽器擁有完
全的控制能力，例如 Mosaic的顯示設定允許使用者針對個別元素設定字型、大小與顏
色，文件作者完全沒有控制權，只能夠在文章的內容加上段落、標題等級、預先排版好

的文字等等的標記。要是使用者將所有的第一級標題設定為粉紅色的小字體，將所有的

第六級標題設定為紅色的大字體，得到的結果也只能說是自作自受。

在這樣的背景所誕生的 CSS，目標是提供一個簡單、宣告式的造型語言（styling 
language），給予作者彈性，更重要的是，讓作者擁有與使用者相當的造型能力。「階層
式」（cascade）的意思是這些樣式（style）可以依據特定的優先順序結合，儘管使用者
仍然擁有最終的決定權，階層式的設計能讓作者與使用者表達各自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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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工作快速的進行，1996 年完成了 CSS1，同時剛成立的 CSS 工作小組（CSS 
Working Group）也開始著手進行 CSS2，瀏覽器努力以能夠互相支援的方式實作
CSS1，雖然 CSS的各個部分獨立來看都十分簡單，結合起來卻能創造成出驚人的複雜
行為，這些早期實作中也產生了一些不幸的意外，不一致的方框模型（box model）就是
其中最惡名昭彰的例子。這些問題阻撓了 CSS的發展，所幸透過一些巧妙的建議，讓各
種瀏覽器產生一致的表現，在接下來的幾年，得力於整合度的提高以及用 CSS重新設計
的 Wired雜誌與 CSS Zen Garden等網站引人注目的表現，讓 CSS流行了起來。

但在這之前，CSS工作小組已經在 1998年初定案了 CSS2，並在定案之後立即開始著手
CSS3以及強化 CSS2解釋的 CSS2.1；在當時的氛圍，CSS3是建構為一系列（理論上）
互相獨立的模組，而非單一個龐大的規範，這個作法反應了在同時因為相同理由拆分為

多個模組的 XHTML規範進行。

將 CSS3模組化的理由是為了讓每個模組能夠有各自發展的步調，特別重要（或熱門）
的模組能夠隨著 W3C的程序持續演進，不會受到其他模組的拖累。實際上的情況也確
實是如此，在 2012年初有三個 CSS3模組（以及 CSS1與 CSS2.1）達到完全建議（full 
Recommendation） 階 段：CSS Color Level 3、CSS Namespaces 及 Selectors Level 3，
同時有七個模組達到建議候選（Candidate Recommendation）階段，另外有許多處於工
作草案（Working Draft）不同階段的模組。如果採用舊的作法，那麼 CSS color、CSS  
Namespace及 Selector就得等到其他所有模組完成，或是在納入完整規範之前先獨立抽
離，透過了模組化就不需要多作等待。

這種作法的缺點則是很難解釋「CSS3規範」（CSS3 specification），實際上並沒有這樣
的東西，也不可能出現這樣的東西，假使到了 2016年底，所有的 CSS模組都能夠到達
第三級（level 3，實際上並沒有做到），也已經開始選擇器第四級（Selectors Level 4）
的相關工作，這樣能夠說是已經有 CSS4了嗎？要是同時考慮所有的「CSS3」的功能
呢？或是還沒達到 Level 1要求的格線佈局（Grid Layout）？

因此，雖然只能夠透過模組名稱討論其中的功能，沒辦法將某個特定的標的稱為

「CSS3」，模組化在彈性上帶來的好處比起在語意帶來的麻煩要來得多（要是讀者
想要類似於以往單一規範的東西的話，可以參考 CSS工作小組每年發佈的「快照」
（Snapshot）文件）。

有了以上概略的認識，幾乎就可以開始了解 CSS 了，只是還必須先介紹一下標記
（mar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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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

「元素」（Element）是文件結構的基礎，HTML裡大多數常見的元素都很容易理解， 
像是 p、table、span、a及 div，文件中出現的元素都會在呈現時佔有一席之地。

置換與非置換元素

雖然 CSS是建立在元素之上，但元素的地位並不相同，例如影像與文章段落就是不同
類型的元素，span跟 div也並不相同。一般在 CSS裡會將元素區分為兩種型式：置換
（replaced）與非置換（nonreplaced）。

置換元素

「置換元素」（Replaced elements）是指元素的內容（content）會被置換成某些文章內容
外的東西的元素，在 HTML中一般人最熟悉的例子也許就是 img元素，img元素的內容
會被文件外部的影像檔案取代，實際上，從以下的例子可以看到 img並沒有包含任何的
內容：

<img src="howdy.gif" >

這段標記只有元素名稱與一個屬性，這個元素必須要指向某些外部內容才會有意義（範

例中是透過 src屬性指定影像）。要是指到可用的影像檔案，影像內容就會出現在文件
當中，要是影像檔案無法使用，結果可能是沒有顯示任何東西，或是顯示「找不到影

像」的標記。

同樣的道理，input也是置換元素，置換後的內容依據型別的不同可以是選擇鈕（radio 
button）、複選框（checkbox）或文件輸入框（text input box）。

非置換元素

HTML中大部分的元素都是「非置換元素」（nonreplaced elements），這表示使用者代

理（user agent，通常是指瀏覽器）會直接以元素本身產生元素的內容，呈現在某個方框
（box）當中，例如 <span>hi there</span>就是個非置換元素，使用者代理會顯示「hi 
there」文字，段落、標題、表格欄位、列表等幾乎所有的 HTML元素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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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顯示角色

除了置換與非置換元素之外，CSS使用了另外兩種基本的元素型別：區塊級（block-

level）與行內級（inline-level），雖然還有其他不同的顯示型別，但這兩種最為基本，也

是沒有特別指定時的預設值。對於曾經花了不少時間在 HTML標記及其在瀏覽器顯示
的結果的文件寫作者，都應該十分熟悉區塊與行內型別，圖 1-1是這種型別元素的顯示 
範例。

圖 1-1　HTML文件中的區塊與行內元素

區塊級元素

「區塊級元素」會產生一個（預設會）填滿父元素內容區塊且無法與其他元素並排的元

素方框（element box），也就會在元素方框的前後產生「斷行」（break），HTML最為人
熟知的區塊元素是 p與 div；置換元素雖然可以是區塊級元素，但通常都不是。

列表（list）元素是區塊級元素的特殊情況，除了與其他區塊元素有相同的行為之外，還
會產生隨附在元素方框的標記（marker）：無序列表會產生項目標記（bullet），有序列
表則會產生項目編號。除了會呈現標記之外，列表項目的其他行為都與一般的區塊元素

相同。

行內級元素

「行內級元素」（inline-level element）會在文字所在文字行產生元素方框，不會破壞該

行的流向（flow），HTML裡的 a元素是行內元素最好的例子。其他還有 strong與 em
等，這些元素不會在前後產生「斷行」，可以出現在其他元素的內容當中，不影響其他

元素的呈現。

要注意到雖然「區塊」與「行內」這兩個角色名稱與 HTML中的區塊級、行內級元素十
分相似，但兩者有個關鍵性的差異。在 HTML中，區塊級元素不能放置在行內級元素之
內，在 CSS則沒有限制不同顯示角色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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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透過以下 CSS的 display屬性了解其運作方式：

display

數值  [<display-outside> ‖ <display-inside>] | <display-listitem> |  
<display-internal> | <display-box> | <display-legacy> 

定義 下述

初始值  inline
適用  所有元素
計算結果  設定值
繼承  無
動態效果  無

<display-outside>

block | inline | run-in

<display-inside>

flow | flow-root | table | flex | grid | ruby 

<display-listitem>

 list-item && <display-outside>? && [ flow | flow-root ] ? 

<display-internal>

table-row-group | table-header-group | table-footer-group | table-row | 
table-cell | table-column-group | table-column | table-caption | ruby-base 
| ruby-text | ruby-base-container | ruby-text-container

<display-box>

contents | none 

<display-legacy>

inline-block | inline-list-item | inline-table | inline-flex | inline-grid 

可以注意到上述定義包含許多的數值，但先前只簡單介紹了其中的三種：block、inline
與 list-item。大多數數值會在本書的其他部分介紹，例如 grid與 inline-grid會在格線
佈局（grid layout）的獨立一章中說明，而表格（table）相關的數值會在 CSS表格佈局
（table layout）的該章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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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先將注意力集中在 block與 inline，考慮以下的標記：

<body>
<p>This is a paragraph with <em>an inline element</em> within it.</p>
</body>

其中包含了兩個區塊元素（body與 p）以及一個行內元素（em），依據 HTML規範，em
可以放在 p內，但 p不能放在 em之內。一般而言，HTML的元素階層會讓行內元素作為
區塊元素的子代，而不允許相反方向。

在 CSS就沒有這樣的限制，可以讓標記維持原樣，透過以下方式改變兩個元素的顯示角
色（display role）：

p {display: inline;}
em {display: block;}

這樣就能夠讓元素在行內方框中產生一個區塊方框，完全符合語法，不違反任何的 CSS
規範。但要是改變 HTML中元素的巢狀結構，就會發生問題：

<em><p>This is a paragraph improperly enclosed by an inline element.</p></em>

再怎麼透過 CSS改變顯示角色，這仍然是一段不合規範的 HTML。

雖然改變 HTML元素的顯示角色很有用，但是對 XML文件而言，這個作法更加重要，
XML文件本身大都沒有指定顯示角色，必須由文件作者自行定義，例如讀者可能會想
知道以下 XML的呈現方式：

<book>
 <maintitle>Cascading Style Sheets: The Definitive Guide</maintitle>
 <subtitle>Third Edition</subtitle>
 <author>Eric A. Meyer</author>
 <publisher>O'Reilly and Associates</publisher>
 <pubdate>November 2006</pubdate>
 <isbn type="print">978-0-596-52733-4</isbn>
</book>
<book>
 <maintitle>CSS Pocket Reference</maintitle>
 <subtitle>Third Edition</subtitle>
 <author>Eric A. Meyer</author>
 <publisher>O'Reilly and Associates</publisher>
 <pubdate>October 2007</pubdate>
 <isbn type="print">978-0-596-51505-8</isbn>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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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display的預設值是 inline，所有的內容預設都會以行內文字的方式顯示，如圖 1-2
所示，以這種方式顯示在使用上並沒有太大的好處。

圖 1-2　XML文件的預設顯示

可以利用 display定義出基本的佈局：

book, maintitle, subtitle, author, isbn {display: block;}
publisher, pubdate {display: inline;}

將七種元素設為區塊，另兩種設為行內，這表示每個區塊元素都會產生類似 HTML div
元素的效果，而兩個行內元素則會有類似 span的行為。

能夠改變顯示角色的能力讓 CSS在許多情況下都非常有用，以上述規則為基礎，再加上
一些其他樣式就能夠產生出更好的視覺效果，如圖 1-3。

圖 1-3　XML文件加上樣式後的呈現效果

在學習撰寫 CSS的細節之前，還必須先知道建立 CSS與文件關聯的方法，必須將兩
者連結在一起之後，CSS才有能力影響文件，接下來的介紹是以最為人熟悉的 HTML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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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 CSS與 HTML
先前提過 HTML文件具有繼承結構，因為很重要所以要再講一次，實際上這也是網頁老
問題的一部分：大多數人忘了文件本身應該具有與呈現結構不同的內部結構，當設計師

忙著建立看起來很酷的網頁時，會調整、修改文件，完全忽略網頁本身包含的資訊本身

也有其結構。

這個結構是 HTML與 CSS之間關係很自然的一部分，有了結構才能夠建立關係，為了
讓讀者能夠了解，接下來要逐項拆解以下的 HTML文件：

<html>
<head>
<title>Eric's World of Waffles</title>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sheet1.css" media="all">
<style type="text/css">
/* These are my styles! Yay! */
@import url(sheet2.css);
</style>
</head>
<body>
<h1>Waffles!</h1>
<p style="color: gray;">The most wonderful of all breakfast foods is
the waffle—a ridged and cratered slab of home-cooked, fluffy goodness
that makes every child's heart soar with joy. And they're so easy to make!
Just a simple waffle-maker and some batter, and you're ready for a morning
of aromatic ecstasy!
</p>
</body>
</html>

上述標記搭配上樣式後會呈現出圖 1-4的效果。

圖 1-4　一份簡單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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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就逐一介紹文件與 CSS不同的連結方式。

link標記
首先是使用 link標記：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sheet1.css" media="all">

link是個很少被注意，但是完全合法的標記，在很多年前就納入了 HTML規範，等待
著發揮自己的效用。HTML作者使用 link標記建立目前文件與另一份文件的關聯，CSS
透過 link標記將樣式表（stylesheet）連結到文件，在圖 1-5中，一份名為 sheet1.css樣

式表被連結到文件。

這些不屬於文件卻仍然能夠使用的樣式表被稱為「外部樣式表」（external stylesheet），

因為它們是 HTML文件外部的樣式表（多奇怪啊！）

要成功載入外部樣式表，link標記必須直接放在 head元素內，不能包含在其他元素當
中；瀏覽器會找尋並載入樣式表，使用其中定義的樣式呈現 HTML文件，產生如圖 1-5
的效果，圖 1-5同時也呈現了使用 @import宣告載入外部的 sheet2.css。引入（import）
必須放在包含 @import命令的樣式表的最開始的位置，除此之外沒有任何的限制。

圖 1-5　文件套用外部樣式表示意圖



10 | 第一章

外部樣式表到底長什麼樣子呢？它是一長串的規則，就像前一節在 HTML文件範例中看
到的樣子，只是對於外部樣式表，這些樣式規則是單獨存放在個別的檔案。要記得的是

外部樣式表裡不能含有任何 HTML等標記，只能夠出現樣式規則，以下是外部樣式表的
內容：

h1 {color: red;}
h2 {color: maroon; background: white;}
h3 {color: white; background: black;
 font: medium Helvetica;}

就這樣，既沒有 HTML標記，也沒有任何的註解說明，只有單純的樣式宣告。通常會儲
存為純文字檔，並使用 .css作為副檔名，如 sheet1.css。

外部樣式表完全不能包含任何文件標記，只能包含 CSS規則與 CSS註

解，本章稍後會介紹 CSS規則與 CSS註解，要是外部樣式表中包含任何

標記，可能會造成瀏覽器忽略部分甚至是所有的規則。

副檔名並非必要，只是某些較老舊的瀏覽器，即使在 link標記中正確的指定 type值為
text/css，仍然只會將有 .css副檔名的檔案視為樣式表。實際上，某些網頁伺服器只會

將有 .css副檔名的檔案以 text/css的方式傳輸，這類的伺服器問題通常能夠透過調整伺
服器設定檔而修正。

屬性（attribute）

link標記的其他部分，也就是屬性與數值十分簡單，rel表示「關係」（relation），以目
前的例子來說關係就是 stylesheet，而 type屬性值總是設為 text/css，表示使用 link標
記載入的資料類型。如此一來，就能夠讓瀏覽器知道樣式表是 CSS樣式表，這也決定了
瀏覽器對載入的資料的處理方式。實際上，未來可能會使用其他類型的資料，所以明確

的宣告使用的語言非常重要。

接著會看到 href屬性，屬性數值是樣式表的 URL，URL可以依據使用上的需要選擇絕
對路徑或相對路徑。範例中使用的是相對 URL，使用像 http://meyerweb.com/sheet1.css也

一樣容易。

最後是 media屬性，這個屬性值是一個以上的媒體描述子（media descriptor），媒體描

述子代表了特定的媒體類型以及該媒體的特性，媒體描述子之間以逗號區隔。例如，以

下方式可以指定針對螢幕（screen）與投影機（projection）媒體使用的樣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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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visual-sheet.css"
   media="screen, projection">

媒體描述子可以十分複雜，在之後的章節會有更詳細的說明，目前就繼續使用範例中的

基本類型就好。

要注意的是一份文件可以連結多個樣式表，這種情況下，一開始顯示文件時只會使用正

確將 rel設定為 stylesheet的 link標記。因此，要是想要連結 basic.css與 splash.css兩

個樣式表，就會像這樣：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basic.css">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splash.css">

這會讓瀏覽器載入兩個樣式表，結合其中的規則，並將規則套用到整份文件，例如：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basic.css">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splash.css">

<p class="a1">This paragraph will be gray only if styles from the
stylesheet 'basic.css' are applied.</p>
<p class="b1">This paragraph will be gray only if styles from the
stylesheet 'splash.css' are applied.</p>

範例標記中唯一缺少的屬性是 title，這個屬性並不常用，但未來可能會很重要，使用
錯誤可能會造成不可預期的結果，下一節會探討其原因。

替代樣式表（alternate stylesheet）

你也可以定義替代樣式表（alternate stylesheet），作法是將 rel屬性設為 alternate 
stylesheet，如此一來，就只有在使用者選擇採用時，才會使用替代樣式表的樣式呈現
文件。

在瀏覽器具有替代樣式表功能時，會使用 link元素的 title屬性值產生替代樣式表的列
表，所以對於以下的標記：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sheet1.css" title="Default">
<link rel="alternate 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bigtext.css" title="Big Text">
<link rel="alternate 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zany.css" title="Crazy co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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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可以選擇自己想用的樣式，瀏覽器就會從原先標記為「Default」的樣式表切換到
使用者選擇的樣式表，圖 1-6示範了選擇機制呈現的方式之一（實際上也是 CSS復興早
期採用的作法）。

圖 1-6　提供替代樣式表選擇功能的瀏覽器

在 2016年末期，Firefox等大多數以 Gecko為基礎的瀏覽器及 Opera都

提供了替代樣式表的功能，在 Internet Explorer家族的瀏覽器能夠透過

JavaScript實現，但缺少原生的支援。WebKit家族則完全不支援替代瀏

覽器，相較於圖 1-6中顯示的古老瀏覽器，這種情況令人十分驚訝。

也可以將幾個替代樣式表設為相同的 title值，將多個替代樣式表視為一組，透過這樣
的方式就能夠讓使用者針對螢幕與列印選擇不同的呈現方式：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sheet1.css" title="Default" media="screen">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print-sheet1.css" title="Default" media="print">
<link rel="alternate 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bigtext.css" title="Big Text" media="screen">
<link rel="alternate 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print-bigtext.css" title="Big Text" media="print">

如果使用者從替代樣式表選單中選取「Big Text」，那麼在螢幕（screen）媒體會使用
bigtext.css，print-bigtext.css則會用於印刷（print）媒體，sheet1.css與 print-sheet1.css則

不會用在任何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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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會這樣？如果 rel值是 stylesheet的 link元素指定了 title屬性，就會將該樣式
表指定為「優先樣式表」（preferred stylesheet），表示該樣式表比替代樣式表有更高的優

先權，會在最初顯示文件時使用；一旦使用者選擇其他的替代樣式表，就不再使用優先

樣式表了。

此外，如果同時指定多個優先樣式表，只會採用其中一個樣式表，會忽略其他的樣式

表，例如以下的程式範例：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sheet1.css" title="Default Layout">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sheet2.css" title="Default Text Sizes">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sheet3.css" title="Default Colors">

因為三個 link元素都設定了 title屬性，全部都是優先樣式表，但實際上只會採用其中
一個樣式表，另兩個會完全被忽略。由於 HTML沒有提供決定該忽略哪個優先樣式表，
又該採用哪個優先樣式表的規則，這種情況也就沒有辦法判斷會採用哪一個樣式表。

沒有指定 title屬性的樣式表則稱為「永續樣式表」（persistent stylesheet），必定會在顯

示文件時使用，通常這也是作者預期的結果。

style元素
style是引進樣式表的另一種方式，樣式表會直接出現在文件裡：

<style type="text/css">...</style>

style一定要搭配 type屬性一同使用，如果是 CSS規則，那麼正確的值跟 link元素一
樣是 "text/css"。

style元素都應該和上面的例子一樣，用 <style type="text/css">開頭，接著是一個以
上的樣式規則，最後則是 </style>標記結尾，style元素也可以搭配 media屬性，功能
與先前介紹連結樣式表時的效果完全相同。

在 style的起始與結束標記之間的樣式表被稱為「文件樣式表」（document stylesheet）

或「內嵌樣式表」（embedded stylesheet，因為這種樣式表直接內嵌在文件當中），其中

可以包含多個會套用到文件的樣式規則，但也可以透過 @import指令（directive）包含多
個指向外部樣式表的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