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CHAPTER

網路相簿系統 

數位相機的功能不斷增加而價格卻相對降低，加上手機也附加拍照功能，使得大

部分人都可以隨時隨地拍下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再將照片放在網路上與朋友分享，已

是許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本章所建立的網路相簿系統可以產生不同的相簿分類，

使用者可將照片分門別類的整理在網頁上顯示，讓瀏覽者很快的找到要觀賞的相片。 

設計網路相簿系統最重要的部分是照片檔案的上傳。為顧及使用者上傳照片的數

量可能很多，本系統可以一次上傳十個檔案，而且照片分類時可以分頁顯示。 

學習重點 

 製作網路相簿首頁 

 建立網站名稱及副標題 

 製作分類顯示頁面 

 製作相簿詳細頁面 

 製作分類相簿管理頁面 

 製作管理相簿頁面 

 動態DropDownList控制項程式碼 

 製作相簿管理詳細頁面 

 上傳檔案程式 

 建立刪除照片區 

 製作新增相簿頁面 

 建立編輯相簿說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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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準備工作 
AJAX 網頁雖是最新的網頁技術，但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無法使用網址顯示特定的網頁。例

如希望以「http://album.e-happy.com.tw&photoID=123」的形式與朋友分享相片，這在 AJAX 

網頁較難達成。讀者已練習三個 AJAX 網站範例，本書接下來的四個網站範例都不使用 AJAX 

技術，讀者自行建立網站時，可視需要採用適當的網頁形態。 

數位相機的功能不斷增加而價格卻相對降低，加上手機也附加拍照功能，使得大部分人都可以

隨時隨地拍下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再將照片放在網路上與朋友分享，已是許多人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本章所建立的網路相簿系統可以產生不同的相簿分類，使用者可將照片分門別類的整理

在網頁上顯示，讓瀏覽者很快的找到要觀賞的相片。 

設計網路相簿系統最重要的部分是照片檔案的上傳。為顧及使用者上傳照片的數量可能很多，

本系統可以一次上傳十個檔案 (若要更多，讀者可自行修改)，而且照片分類時可以分頁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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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開啟網站 

為了方便網頁測試，本書採用「檔案系統」方式建立網站，同時為了讓安裝 IIS 者可以使用

網頁伺服器來執行，故將網站建於 <C:\Inetpub\wwwroot> 資料夾中。 

讀者若已執行過光碟片中的 <CopyExample.bat> 檔，則在 <C:\Inetpub\wwwroot> 資料夾中

已建立好 <album35> 資料夾，其中就是網路相簿的練習檔案。如果讀者尚未執行過光碟片中

的  <CopyExample.bat> 檔，請參考本書「光碟說明」部分複製本書所有練習檔案至

<C:\Inetpub\wwwroot> 資料夾中。 

參考 4.1.1 節開啟網站的操作：開啟 Visual Studio 2008 執行功能表 檔案 \ 開啟網站。在 

開啟網站 對話方塊中點選 檔案系統，選取 <C:\Inetpub\wwwroot\album35> 資料夾後按 開

啟 鈕。 

7.1.2 資料庫分析 

在  ASP.NET 3.5 開發的網站中，資料庫檔案預設儲存於  <App_Data> 資料夾。目前

<App_Data> 資料夾中已含有本章所使用的資料庫檔案 <netAlbum.mdf>，資料庫中包含四個

資料表： 

1. webConfiguration 資料表：本資料表儲存網站的基本資料，例如：網站名稱、網站製作

者等。欄位名稱以「web」做為前置字元，避免與保留字衝突而產生錯誤。原則上本資料

表只有一筆記錄。 

2. albumCategory 資料表：本資料表儲存相簿的分類名稱，以「ca_id」(分類編號) 欄位為

主索引，資料類型為「自動編號」，如此可以在建立新類別時自動產生而不會重複。 

3. albumMain 資料表：本資料表儲存相簿的主要內容，例如：相簿標題、建立時間等，是

以「album_id」(相簿編號) 欄位為主索引，資料類型為「自動編號」。要注意「album_date」

(相簿建立時間) 欄位，以「getdate()」函數做為預設值，使得建立新相簿時系統會自動

取得現在時間存入資料表中，不需使用者輸入。 

4. albumPhoto 資料表：本資料表儲存相簿中的相片資訊，例如：相片長度、寬度、檔案名

稱等，以「ap_id」(照片編號) 欄位為主索引，資料類型為「自動編號」。與「album_date」

欄位相同，「ap_date」欄位以「getdate()」函數做為預設值，讓系統自動取得現在時間

存入資料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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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新增查詢 

在首頁中，除了以分頁的方式顯示各相簿的簡單介紹外，還展示每個相簿的第一張照片及該相

簿的照片總數，做為瀏覽者是否要觀賞該相簿的參考。在資料表中沒有現成的欄位可達成此功

能，必需建立資料查詢來取得照片總數。 

在 Visual Studio 2008 中開啟

album35 網站，於 伺服器總管 中
<netAlbum.mdf> 資料庫的  檢視

表 按滑鼠右鍵，再點按快顯功能表

中 加入新的檢視表。 

在 加入資料表 對話方塊中按住 
[Ctrl] 鍵點選 albumMain 及 
albumPhoto 兩個資料表，按 加
入 鈕後再按 關閉 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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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選 alnumMain 資料表

「album_id」、「ca_id」、
「album_date」、「album_title」、
「album_desc」。 

核選 alnumPhoto 資料表

「album_id」欄位。 

修改 alnumPhoto 資料表

「album_id」欄位的別名為

「totalPhoto」。 

設定「album_date」欄位為「遞減」

排序。 

按工具列  群組依據 鈕。 

將 alnumPhoto 資料表

「album_id」欄位的群組依據改為

「Count」。 

設定完成，按工具列  鈕存檔。

 

輸入「defaultPage」做為檔名，按

確定 鈕。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ASP.NET 3.5 互動網站百寶箱─使用 VB 

7-6  

挑戰系列 

伺服器總管 中出現剛建立的

「defaultPage」檢視表，在其上按

滑鼠右鍵，於快顯功能表點按 顯示

結果，可執行此檢視表。 

最右邊一列即是每個相簿中的相片

數目。 

「totoalPhoto」欄位會計算每個「album_id」的資料數目，因為每一筆資料就是一張照片，即

統計每一個相簿中的相片數目。 

7.1.4 建立管理者帳號及加入管理者權限 

網站管理者可以透過登入機制進入管理頁面修改及刪除不適合的網站內容，所以管理頁面必須

具有管理權限的管理者才能登入管理系統。ASP.NET 3.5 為了安全因素，預設將登入者的資

料儲存於內建的 <ASPNETDB.MDF> 資料庫，這是 Sql Server 型態的資料庫，其中的重要

資料 (如：密碼) 都經過加密後才儲存，以確保資料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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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4.1.3 節的操作：選按功能表 網站 \ ASP.NET 組態 進入 ASP.NET 網站管理頁面，建

立「manager」角色及「admin」使用者，接著設定 <admin> 資料夾為「manager」角色才

能存取。參考  4.1.4 節的操作：在  ASP.NET 網站管理  視窗中將  admin 使用者加入 

manager 角色中，使 admin 可以具備管理功能。 

7.1.5 修改組態檔 

一、登入頁的定義 

如果瀏覽者未經登入的檢驗而欲開啟各個管理功能頁面時，必需將其導引到登入頁面，此功能

可在 <web.config> 檔中設定。本網站的登入頁面為 <albumLogin.aspx>，所以必須修改 

<web.config> 檔中的設定。 

參考  4.1.5 節的操作：開啟  <web.config> 檔在編輯頁面中，找到「<authentication 

mode="Forms" />」處，依下面的程式碼修改： 

  <authentication mode="Forms"> 

     <forms loginUrl="albumLogin.aspx"></forms> 

  /authentication> 

<web.config> 檔中的 <authentication> 區段是用來設定 ASP.NET 3.5 使用的安全性驗證模

式，loginUrl 屬性設定登入功能所在的網頁，此設定在本網站中所有網頁都有效。 

二、定義檔案上傳的命名空間 

在這個範例中會使用到「檔案上傳」及顯示圖形的功能，這兩項功能需使用「System.IO」及 

「System.Drawing」二個命名空間。在 <web.config> 中找到「<namespaces>」處，加入以

下的設定即可宣告這二個命名空間。 

<pages> 

    <namespaces> 

………………………………… 

       <add namespace="System.IO" /> 

       <add namespace="System.Drawing" /> 

    </namespaces>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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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動作一定要設定，否則無法正確執行檔案上傳及圖片顯示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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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製作網路相簿首頁 
使用者進入網路相簿時，首先看到分頁顯示的所有相簿簡介及每個相簿的第一張照片，接著可

選擇以類別來顯示相簿或對感興趣的相簿觀看詳細內容。 

首頁會以分頁方式同時展示所有相簿簡介及每個相簿的第一張照片，同時呈現每個相簿的照片

總數，做為瀏覽者是否要進入相簿詳細內容的參考。網頁右方欄位則顯示相簿分類及最新五個

相簿，瀏覽者只要選按即可開啟該分類或相簿。 

7.2.1 <album.aspx> 原始檔內容分析 

執行 Visual Studio 2008，於 <Album35> 網站中開啟 <album.aspx> 網頁，原始檔內容已

將網頁必要的圖形配置、分頁及「相簿管理」超連結設定完成。 

 

7.2.2 建立資料來源 

本網頁共需三個資料來源：儲存相簿分類為資料的是「albumCategory」資料表，顯示時以分

類編號「ca_id」排序顯示；最新相簿則要使用「albumMain」資料表，因為只要顯示五個最

新建立的相簿，所以需按照時間遞減排序後選出前五筆資料；而本網頁的主體為顯示所有相簿

的簡介，因為是以分頁形式呈現，無法用資料庫控制項達成，必需以程式撰寫資料連結。 

回到首頁連結

分類及最新相簿連結區 

相片資訊及分頁顯示按鈕區

相簿管理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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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相簿分類的資料來源 

參考 4.2.1 節「三、設定 SqlDataSource 控制項」的操作，在網頁最下方建立 SqlDataSource

控制項， 其中資料庫檔案為 <C:\Inetpub\wwwroot\album35\App_Data\netAlbum.mdf>。 

 

儲存連接字串時將連接字串名稱改為「albumConnectionString」。 

 

選取「albumCategory」資料表，按 ORDER BY 鈕後依「ca_id」(分類編號) 做遞增排序，

完成資料庫控制項的建立，此資料庫控制項是讓顯示相簿分類使用。 

二、建立顯示最新相簿資料來源 

參考 4.3.1 節的操作，在網頁最下方再建立另一個 SqlDataSource 控制項，在 選擇資料連

接 時點選「albumConnection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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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albumMain」，按 ORDER BY 鈕後依「album_date」(建立時間) 遞減排序。 

切換到 原始碼 視窗，依下圖手動加入「TOP 5」來篩選前五筆資料。完成此資料庫控制項的

建立，此資料庫控制項是讓顯示最新相簿使用。在 SQL 陳述式中「SELECT TOP n」是取出

資料表中前面 n 筆資料的參數。 

 

7.2.3 建立網站名稱及副標題 

通常使用者一進入網站，第一眼就會看到網站名稱及副標題，可見其重要性。當網站名稱及副

標題需要更改時，以往必需修改程式，幾乎每個網頁都要顯示網站名稱，所以幾乎每個網頁都

需修改。本系統將此兩者設計為動態，其資料儲存於「webConfigration」資料表中，且在管

理系統建置修改網站基本資料功能，管理者可輕易修改網站名稱及副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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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入顯示網站名稱及副標題的文字方塊 
由 工具箱 中拖曳 Label 控制項

到設計視窗最上方。在 屬性 視窗

中移除 Text 屬性值 (Label)，再設

定 ID 屬性值為「lblWebName」，
cssClass 屬性值為「webName」。

重複上述步驟，在原 Label 控制項下方加入另一個 Label 控制項，在 屬性 視窗中移除 Text 

屬性值，再設定 ID 屬性值為「lblWebDesc」，cssClass 屬性值為「webDesc」。 

二、加入相關程式碼 

安排好網站名稱及副標題顯示的位置之後，要由資料表中取出相關的資訊放置到這二個 Label

控制項上。這個地方必須開啟程式檔 <album.aspx.vb>，設定「Page_Load」事件讓這二個

值可以在開啟網頁時就顯示，其原始碼如下： 

5  Dim ads As New System.Web.UI.WebControls.SqlDataSource 

6  Dim conn As String = 
System.Web.Configuration.WebConfigurationManager.Connectio
nStrings("albumConnectionString").ConnectionString() 

7  Dim dv, dv1 As System.Data.DataView 

………………………………… 

27 Protected Sub Page_Load(ByVal sender As 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Me.Load 

28     ads.ConnectionString = conn 

29     ads.SelectCommand = "select * from webConfiguration" 

30     dv = ads.Select(New DataSourceSelectArguments) 

31     lblWebName.Text = dv.Item(0).Item("webName") 

32     lblwebDesc.Text = dv.Item(0).Item("webDesc") 

33     Page.Title = dv.Item(0).Item("webName") 

………………………………… 

37 End Sub 

5-6  定義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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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宣告資料集。 
28-30 選取「webConfiguration」資料表。 
31  網站名稱儲存於「webConfiguration」資料表的「webName」欄位，

「dv.Item(0).Item ("webName")」取出網站名稱後在 Label控制項：

「lblWebName」中顯示。 
32  「webConfiguration」資料表的「webDesc」欄位內儲存網站副標題，將其

取出顯示於 Label控制項：「lblwebDesc」處。 
33  「Page.Title」屬性內容會顯示於瀏覽器的標題中，此列程式是在瀏覽器標題

列顯示網站名稱。 

 

7.2.4 建立分類及最新相簿連結 

首頁右方有兩個區塊，一個顯示所有相簿分類，其資料存於「albumCategory」資料表，也就

是前面建立的 SqlDataSource1 控制項；一個顯示最新的五個相簿，其資料存於「albumMain」

資料表，也就是前面建立的 SqlDataSource2 控制項。使用者只要選按分類或相簿名稱，就

會開啟相關的網頁。 

一、製作相簿分類區域 
由 工具箱 中拖曳 DataList 控制

項到 相簿分類 的下方，開啟智慧

標籤，設定 資料來源 為 
SqlDataSource1 控制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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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DataList 控制項 的 
RepeatLayout 屬性為「Flow」。

這個設定動作很重要，如此一來

DataList1 在顯示時就不會以表格

來排列，而是以一般分行的段落。 

開啟 DataList1 的智慧標籤，點按

編輯樣版，刪除 「ItemTemplate」
樣版中所有內容。 

由 工具箱 中拖曳 HyperLink 控
制項到「ItemTemplate」樣版中，

開啟智慧標籤，點按 編輯

DataBinding。 

可繫結的屬性 點選「Text」。 

核選 欄位繫結。 

繫結至 點選「ca_name」。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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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繫結的屬性 點選

「NavigateUrl」。 

核選 自訂繫結。 

程式碼運算式 輸入

「"albumCategory.aspx?ca_id=" 
& Eval("ca_id")」。 

按 確定 鈕。 

切換到 原始碼 視窗，在 
HyperLink 控制項前後加入「<li>」
及「</li>」標籤。 

二、建立最新相簿的區域 

重複「一、製作相簿分類區域」的操作，在「最新相簿」的下方建立第二個 DataList 控制項，

與剛才的不同之處為資料來源是 SqlDataSource2 控制項，HyperLink 控制項的 Text 屬性

的資料欄位為 「album_title」，NavigateUrl 屬性繫結為「"albumDetail.aspx?album_id=" & 

Eval("album_id")」。 

此段操作建立的 DataList 控制項程式碼，以 DataList1 做為說明範例： 

24 <asp:DataList ID="DataList1" runat="server" DataKeyField="ca_id" 
DataSourceID="SqlDataSource1" RepeatLayout="Flow"> 

25     <ItemTemplate> 

26         <li> 

27             <asp:HyperLink ID="HyperLink1" runat="server" 
NavigateUrl='<%# "albumCategory.aspx?ca_id=" & Eval("ca_id") 
%>' Text='<%# Eval("ca_name") %>'></asp:HyperLink> 

28         </li> 

4

5

6

7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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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ItemTemplate> 

30 </asp:DataList> 

24  設定 DataList1 控制項的資料來源為「SqlDataSource1」。RepeatLayout 

屬性指定控制項顯示時的排列方式，只有兩種設定值：「Flow」表示直接按順序

排列，「Table」表示以表格方式排列。 
26、28 以條列方式顯示資料。在 <style.css> 樣式檔中已將 <li> 標籤的 

list-style-image 屬性設為「url(images/arrow.gif)」，會在瀏覽器

中顯示一個小箭號。(詳細程式碼自行參考 <style.css> 檔) 
27  建立 HyperLink 控制項，Text 屬性設定在瀏覽器中顯示的文字，此處為

「ca_name」欄位的內容；NavigateUrl 屬性為選按此控制項時會開啟的網頁，

此處為「albumCategory.aspx」，並將「ca_id」欄位的值做為參數傳送。 

7.2.5 建立主要相簿顯示區 

在頁面左方顯示相簿摘要內容是首頁中最主要的部分，每個相簿會展現相簿介紹及該相簿的第

一張照片，如果相簿介紹很長，限於篇幅，僅顯示前面部分文字。相簿的數量可能非常龐大，

故以時間排序做分頁顯示，一頁顯示五個相簿。 

這個主要顯示區有幾個重點，一是因為將使用 DataList 控制項 來佈置顯示區域，而 DataList

控制項預設並沒有分頁的功能，所以必須要利用程式碼來自行給予 DataList 資料來源，以達

到分頁的效果。再來是圖片顯示時因為可能是直式或橫式的照片，要根據長寬的不同給予圖片

不一樣的 CSS 設定。 

一、套用自訂樣式 
由 工具箱 中拖曳 DataList 控制

項到「分頁」區的上方，開啟智慧

標籤，選按 編輯樣版。 

筆者已將此區域的佈置預先存於 <albumLayout.htm> 檔中，可將其複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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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 <albumLayout.htm>，如左圖

選取最上方區塊內容，按 [Ctrl] + 
[C] 鍵複製。 

切換回 <album.aspx> 網頁，按 
[Ctrl] + [V] 鍵貼上複製內容，可見

到大致的版面配置。 

二、佈置顯示區域 

在「ItemTemplate」樣板中首先要建立的是顯示相簿標題的 Label 控制項。 

由 工具箱 中拖曳 Label 控制項

到「標題」文字的左方，同時刪除

「標題」文字。開啟 Label 控制項

智慧標籤，點按 編輯

DataB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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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繫結的屬性 點選「Text」，核選 
自訂繫結，於 程式碼運算式 輸入

「Eval("album_title")」，最後按 確
定 鈕。 

重複前面的步驟，再拖曳一個 Label 控制項置於「時間」文字的左方，同時刪除「時間」文

字。在 DataBinding 對話方塊中設定其 Text 屬性繫結到「album_date」欄位，另外將此 

Label 控制項 的 CssClass 屬性值設為「time」。 

接著建立顯示相片的 Image 控制項，相片的顯示以程式設定，此處只需放置一個 Image 控

制項即可。 

由 工具箱 中 標準 類別拖曳 
Image 控制項到「圖片」文字的左

方，同時刪除「圖片」文字。(注意：

不是 HTML 類別的 Image 標籤) 

接下來要顯示照片的說明欄位：拖曳一個 Label 控制項置於「說明」文字的左方，同時刪除

「說明」文字。在  DataBinding 對話方塊中設定其  Text 屬性繫結到「CleanStr 

(Eval("album_desc"),5)」的自訂程式碼，另外將此 Label 控制項 的 CssClass 屬性值設為

「postContent」。此處的「CleanStr」函式會擷取前面部分內容來顯示。 

顯示照片總數：拖曳一個 Label 控制項置於「照片總數：()||」的兩括號之間，在 DataBinding 

對話方塊中設定其 Text 屬性繫結到「Eval("totalPhoto")」的自訂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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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超連結： 

由 工具箱 中拖曳 HyperLink 控
制項到兩個「|」之間，開啟智慧標

籤，點按 編輯 DataBinding。 

可繫結的屬性 點選

「NavigateUrl」，核選 自訂繫結，

於 程式碼運算式 輸入

「"albumDetail.aspx?album_id=" 
& Eval("album_id")」，最後按 確定

鈕。 

在 屬性 視窗設定 HyperLink 控
制項的 Text 屬性為「詳細內容」。

相關分類超連結：重複上述操作，在第二個「|」右方再建立一個 HyperLink 控制項，Text 屬

性值設為「相關分類」，在  DataBinding 對話方塊中設定其  NavigateUrl 屬性繫結到

「"albumCategory.aspx?ca_id=" & Eval("ca_id")」的自訂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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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程式檔的製作 

<album.aspx> 網頁的程式都放置在 <album.aspx.vb> 程式檔中，在剛才 <album.aspx> 中

有許多相關的程式碼，分別說明如下： 

一、設定 DataList 控制項的分頁程式 

DataList 控制項如果要有分頁的效果，資料來源就必須自行建置，以下是 DataList 控制項設

定分頁的說明： 

27 Protected Sub Page_Load(ByVal sender As 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Me.Load 

………………………………… 

34     If Not IsPostBack Then 

35         DataListDataBind() 

36     End If 

37 End Sub 

38 

39 Sub DataListDataBind() 

40     ads.SelectCommand = "SELECT * FROM [defaultPage] ORDER BY 
[album_date] DESC" 

41     dv = ads.Select(New DataSourceSelectArguments) 

42     Dim objPage As New PagedDataSource 

43     objPage.DataSource = dv 

44     objPage.AllowPaging = True 

45     objPage.PageSize = 5 

46     Dim TolPage As Integer = objPage.PageCount 

47     Dim CurPage As Integer 

48     If (Request.QueryString("Page") <> Nothing) Then 

49         CurPage = CInt(Request.QueryString("Page")) 

50     Else 

51         CurPage = 1 

52     End If 

53     objPage.CurrentPageIndex = CurPage - 1 

54     lblCurPage.Text = "目前在第 " + CurPage.ToString() + " 頁" 

55     lblPageCount.Text = "共有 " & objPage.PageCount & " 頁" 

56     lnkFirst.NavigateUrl = Request.CurrentExecutionFilePath + 
"?Page=1" + "&PageSize=" + objPage.PageSize.To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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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lnkLast.NavigateUrl = Request.CurrentExecutionFilePath + 
"?Page=" + TolPage.ToString() + "&PageSize=" + 
objPage.PageSize.ToString 

58     If (Not objPage.IsFirstPage) Then 

59         lnkPrev.NavigateUrl = Request.CurrentExecutionFilePath + 
"?Page=" + Convert.ToString(CurPage - 1) + "&PageSize=" + 
objPage.PageSize.ToString 

60     Else 

61         lnkPrev.Visible = False 

62         lblPrev.Visible = False 

63         lnkFirst.Visible = False 

64         lblFirst.Visible = False 

65     End If 

66     If (Not objPage.IsLastPage) Then 

67         lnkNext.NavigateUrl = Request.CurrentExecutionFilePath + 
"?Page=" + Convert.ToString(CurPage + 1) + "&PageSize=" + 
objPage.PageSize.ToString 

68     Else 

69         lnkNext.Visible = False 

70         lblNext.Visible = False 

71         lnkLast.Visible = False 

72         lblPrev.Visible = False 

73     End If 

74     DataList3.DataSource = objPage 

75     DataList3.DataBind() 

76 End Sub 

34-36 若網頁第一次顯示(Not IsPostBack)，就連結資料庫顯示資料。這是預防網

頁上有一些控制項會自動 PostBack，若每次都重新顯示資料，將增加伺服器負

擔。 
39-76 自行撰寫的 DataList 控制項資料連結。由於相簿顯示要以分頁形式展現，

DataList 控制項沒有分頁功能，所以必需自行撰寫程式處理。 
40-41 設定資料來源為「defaultpage」檢視表且按相簿建立時間遞減排序。 
42  宣告「objPage」為一個 PagedDataSource 類別。PagedDataSource 類別

可以封裝一些屬性，允許資料來源控制項執行分頁的動作。 
43  指定「objPage」的資料來源為「dv」。 
44  設定「objPage」允許分頁 (AllowPaging)。 
45  設定「objPage」每頁的資料筆數為「5」。 
46  設定「TolPage」變數為資料分頁的總頁數 (objPage.Page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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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2 設定「CurPage」變數為目前所在頁數，這個變數主要來自 URL所帶的變數

「page」，取得的方法為「Request.QueryString(“page”)」，如果 URL

有這個變數時，「CurPage」就為「Request.QueryString(“page”)」的值，

如果沒有即表示目前在第一頁，「CurPage」就等於「1」。 
53  設定目前頁面的索引值 (objPage.CurrentPageIndex) 為「CurPage」變

數減「1」。 
54-55 這裡要設定 <album.aspx> 中下方顯示分頁狀態文字 lblCurPage 所要顯示

的文字。這個屬性的設定方式為「lblCurPage.Text」。 
  希望可以看到「目前在第 X 頁，共 X 頁」的資訊，所以就將目前頁數「CurPage」

及總頁數「TolPage」帶入字串中。ToString() 函數可以將這二個變數化為

字串屬性。 
56  這裡要設定 <album.aspx> 中下方顯示「第一頁」(lnkFirst) HyperLink

控制項的連結網址，這個屬性的設定方式為「lnkFirst.NavigateUrl」。 
  這個連結目的網址仍是目前的頁面，但是要帶的參數為「Page」，值為「1」，

所以可以使用「Request.CurrentExecutionFilePath」取得目前頁面網址，

並用「?」及「&」連接所要帶的參數與值。 
57  這裡要設定 <album.aspx> 中下方顯示「最末頁」(lnkLast) HyperLink

控制項的連結網址，這個屬性的設定方式為「lnkLast.NavigateUrl」。 
58-65 接著要設定 < album.aspx> 中下方顯示「上一頁」(lnkPrev) 及「下一頁」

(lnkNext)的 HyperLink控制項的連結網址。首先是「上一頁」(lnkPrev)，
這個屬性的設定方式為「lnkPrev.NavigateUrl」。 

  如果目前所在頁數不在第一頁(Not objPage.IsFirstPage)，就會顯示這個

連結，連結目的網址是目前的頁面，帶的參數為「Page」，值為目前頁數「CurPage」
減「1」，所以可以使用「Request.CurrentExecutionFilePath」取得目

前頁面網址，並用「?」及「&」連接所要帶的參數與值。 
  如果目前的頁面是第一頁，就不顯示「第一頁」(lnkFirst)及「上一頁」

(lnkPrev) 二個連結。 
66-73 接著是「下一頁」(lnkNext)，這個屬性的設定方式為

「lnkNext.NavigateUrl」。 
  如果目前所在頁數不在最後一頁(Not objPage.IsLastPage)，就會顯示這個

連結，連結目的網址是目前的頁面，帶的參數為「Page」，值為目前頁數「CurPage」
加「1」，所以可以使用「Request.CurrentExecutionFilePath」取得目

前頁面網址，並用「?」及「&」連接所要帶的參數與值。 
  如果目前的頁面是最後一頁，就不顯示「最末頁」(lnkLast)及「下一頁」

(lnkNext) 二個連結。 
74-75 將這個自訂的資料來源設定為 DataList3 控制項資料連結。 

二、設定判斷圖片長寬的程式碼 

在顯示圖片的區域中，因為圖片是直式或是橫式所擺放的樣子會不同，在 CSS 樣式表中設計

了二種樣式：「ls」(寬大於長，橫式照片)、「pt」(寬小於長，直式照片)。當顯示圖片的區域要

形成時就會執行這段程式來決定要用哪種樣式來顯示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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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ub DataList3_ItemCreated(ByVal sender As Object, ByVal e As 
DataListItemEventArgs) Handles DataList3.ItemCreated 

10     ads.ConnectionString = conn 

11     ads.SelectCommand = "select * from defaultpage order by 
album_date DESC" 

12     dv = ads.Select(New DataSourceSelectArguments) 

13     Dim PageIndex As Integer = (Request.QueryString("Page") - 1) 
* Request.QueryString("PageSize") + e.Item.ItemIndex 

14     Dim albumid As Integer = dv.Item(PageIndex).Item("album_id") 

15     ads.SelectCommand = "select * from albumPhoto WHERE album_id=" 
& albumid 

16     dv1 = ads.Select(New DataSourceSelectArguments) 

17     If Not (dv1.Item(0).Item("ap_picurl").ToString = "") Then 

18         CType(e.Item.FindControl("Image1"), 
System.Web.UI.WebControls.Image).ImageUrl = "~/photos/" & 
dv1.Item(0).Item("ap_picurl") 

19         If dv1.Item(0).Item("ap_width") > 
dv1.Item(0).Item("ap_height") Then 

20             CType(e.Item.FindControl("Image1"), 
System.Web.UI.WebControls.Image).CssClass = "ls" 

21         Else 

22             CType(e.Item.FindControl("Image1"), 
System.Web.UI.WebControls.Image).CssClass = "pt" 

23         End If 

24     End If 

25 End Sub 

10-12 設定資料來源為「defaultpage」檢視表且按相簿建立時間遞減排序。 
13  計算目前顯示的資料是資料表的第幾筆資料。「Page」是傳送過來的頁碼，

「PageSize」是傳送過來的每頁顯示資料筆數，「e.Item.ItemIndex」是目

前顯示的相簿為本頁第幾筆資料。 
14  取得「album_id」的值。 
15-16 由「album_id」的值取出「albumPhoto」資料表中相片資訊。 
18  將照片檔儲存於網站根目錄的 <photos> 資料夾中，此列程式取出照片顯示於 

Image1 控制項中。 
19-23 照片顯示格式以 Image1 控制項的 CssClass 屬性控制，若橫放就設定為

「ls」，若直立則設定為「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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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製作分類顯示頁面 
分類顯示頁面 <albumCategory.aspx> 與首頁 <album.aspx> 完全相同，讀者可自行練習操

作 ， 已 將 其 存 於 原 始 檔 中 。 程 式 檔  <albumCategory.aspx.vb> 也 與 首 頁 程 式 檔

<album.aspx.vb>大致相同，只是在選取資料時加入「 ca_id」做為篩選類別條件。

<albumCategory.aspx.vb> 程式碼與 <album.aspx.vb> 不同者： 

38 Sub DataListDataBind() 

39 ads.ConnectionString = conn 

40    ads.SelectCommand = "SELECT * FROM [defaultpage] WHERE ca_id =" 
&  Request.QueryString("ca_id") & " ORDER BY [album_date] 
DESC" 

        dv = ads.Select(New DataSourceSelectArguments) 

………………………………… 

56    lnkFirst.NavigateUrl = Request.CurrentExecutionFilePath + 
"?Page=1" +  "&ca_id=" + Request.QueryString("ca_id") 

57    lnkLast.NavigateUrl = Request.CurrentExecutionFilePath + 
"?Page=" +  TolPage.ToString() + "&ca_id=" + 
Request.QueryString("ca_id") 

40  在首頁中選按分類顯示的連結為「albumCategory.aspx?ca_id=" & 
Eval("ca_id")」，會將分類編號(ca_id)傳送過來，本列程式以此參數來篩

選所需要的類別資料：「(WHERE ca_id =" & Request.QueryString 
("ca_id"))」。 

56-57 按分頁鈕時，除傳送頁碼「Page」外，還要將首頁傳過來的分類編號「ca_id」
再傳送出去，以便 40 列程式可篩選需要的類別資料。 

在首頁中選按「分類顯示」即可開啟本網頁。 

 

按這兩處皆可顯示分類相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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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製作相簿詳細頁面 
相簿詳細頁面會顯示相簿的所有資訊，最重要的是將相簿中全部照片以縮圖方式列表，瀏覽者

只要選按要觀看的照片，該照片就會以特效方式展示全圖。 

7.4.1 建立資料來源 

在 Visual Studio 2008 中開啟 <albumDetail.aspx>，原始檔中已將網站資訊、分類相簿及最

新相簿等連結全部設定完成，分類相簿及最新相簿所需的資料庫控制項也設定好了。 

 

參考 4.3.1 節的操作，在網頁最下方建立一個 SqlDataSource 控制項 (「ID 」會自動設定為 

「SqlDataSource3」)，資料連線為「albumConnectionString」，資料表為「albumMain」，篩

選條件為「[album_id]= QueryString(“album_id”)」，此控制項做為顯示相簿內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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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建立一個 SqlDataSource 控制項 (SqlDataSource4)，資料表為「albumPhoto」，篩選條件

為「[album_id]= QueryString(“album_id”)」後再依照片上傳時間「ap_date」遞增排序，此控

制項做為顯示全部照片使用。 

 

7.4.2 建立內容顯示區 

內容顯示區展示相簿名稱、建立時間及相簿內容，連結的資料控制項是「SqlDataSource3」。 

由 工具箱 中拖曳 FormView 控
制項到顯示區，開啟智慧標籤，設

定 選擇資料來源 為
「SqlDataSource3」。 

開啟 <albumLayout.htm>，如左圖

選取第二個區塊內容，按 [Ctrl] + 
[C] 鍵複製。 



Chapter7 網路相簿系統 

7-27  

切換回 <albumDetail.aspx> 網
頁，開啟智慧標籤，選按 編輯樣版

後按 [Ctrl] + [V] 鍵在

「ItemTemplate」樣版中貼上複製

內容。 

由 工具箱 中拖曳 Label 控制項

到「標題」文字的左方，同時刪除

「標題」文字。開啟 Label 控制項

智慧標籤，點按 編輯

DataBinding。 

可繫結的屬性 點選「Text」，核選 
自訂繫結，於 程式碼運算式 輸入

「Eval("album_title")」，最後按 確
定 鈕。 

重複前面的步驟，再拖曳一個 Label 控制項置於「時間」文字的左方，同時刪除「時間」文

字。在 DataBinding 對話方塊中設定其 Text 屬性繫結到「album_date」欄位，另外將此 

Label 控制項的 CssClass 屬性設為「time」。 

接下來要顯示照片的說明欄位：拖曳一個 Label 控制項置於「說明」文字的左方，同時刪除

「說明」文字。在  DataBinding 對話方塊中設定其  Text 屬性繫結到「Clean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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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album_desc"),3)」的自訂程式碼，另外將此 Label 控制項的 CssClass 屬性設為

「postContent」。 

7.4.3 建立照片顯示區 

照片顯示區會將相簿中全部照片以縮圖方式顯示，每列三張，使用者選按照片後，會另開視窗

展示原始照片。 

由 工具箱 中拖曳 DataList 控制

項到 FormView 控制項的下方，開

啟智慧標籤，設定 資料來源 為 
SqlDataSource4 控制項。 

設定 DataList 控制項的 
RepeatDirection 屬性值為

「Horizontal」，RepeatColumns 
屬性值為「3」。 

如此可使 DataList 控制項顯示資料時呈水平排列，每列 3 筆資料，即每列會顯示 3 張相片。 

 

接著建立相片顯示控制項：開啟智慧標籤，選按 編輯樣版 後將「ItemTemplate」樣板的內容

全部清除。然後建立 Image 控制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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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temTemplate」樣板中拖入 Div 
標籤，設定 Class 屬性值為

「albumpic」，並清除自動產生的 
style 屬性值。 

由 工具箱 中拖曳 Image 控制項

到 Div 標籤中。 

切換到 原始碼 視窗，在 Image 控制項前後加入「<a href="photos/<%# Eval("ap_picurl") 

%>" rel="lightbox[dwAlbum]">」及「</a>」來加入顯示單張照片特效連結。 

 

建立照片特效的超連結：「href="photos/<%# Eval("ap_picurl") %>」表示照片來源位於

<photos> 資料夾中「ap_picurl」欄位內容的檔案名稱，「rel="lightbox[dwAlbum]"」指出要使

用 lightbox 特效。使用者只要在相片上按一下滑鼠左鍵，就會展示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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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系列 

 

7.4.4 檢視原始碼 

一、檢視程式檔的原始碼 

在製作首頁  <album.aspx> 時因為要顯示相簿第一張照片時要使用分頁顯示，所以在

<album.aspx.vb> 程式檔中的 DataList3_ItemCreated() 函數較為複雜。在這裡只要將相簿中

所有照片全部顯示出來即可，不需計算分頁時照片在資料表的位置。以下是 

<albumDetail.aspx.vb> 程式檔 DataList3_ItemCreated() 函數的部分程式碼： 

9   Sub DataList3_ItemCreated(ByVal sender As Object, ByVal e As 
DataListItemEventArgs) Handles DataList3.ItemCreated 

10  ads.ConnectionString = conn 

11       ads.SelectCommand = "select * from albumPhoto where 
album_id=" & Request.QueryString("album_id") & " order by 
ap_date" 

12      dv = ads.Select(New DataSourceSelectArguments) 

13      CType(e.Item.FindControl("Image1"), 
System.Web.UI.WebControls.Image).ImageUrl = "~/photos/" & 
dv.Item(e.Item.ItemIndex).Item("ap_picurl") 

………………………………… 

19  End Sub 

11  相簿的照片資料是儲存在「albumPhoto」資料表中，所以此處是根據分類編號

「album_id」由「albumPhoto」資料表取出照片資料，然後按上傳照片日期

排序顯示。 
13  「e.Item.ItemIndex」是目前 DataList控制項所顯示資料的索引數 (即顯

示第幾張照片)，此數字即是該照片在資料表中第幾筆資料，所以取出「dv.Item 
(e.Item.ItemIndex).Item("ap_picurl")」即是該照片的檔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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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覽相簿詳細頁面的效果 

儲存檔案，先開啟 <album.aspx> 再按下 [Ctrl] + [F5] 鍵來預覽作品。由首頁選按 詳細內容 

連結或 最新相簿 中的相簿名稱即可顯示詳細內容頁面。 

 

按這兩處皆可顯示詳細頁面 

點按此相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