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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響應式網頁設計以單單一套解決方案，在手機、桌機和介於其間的各種裝置上看起來

都稱頭。它能響應使用者的螢幕尺寸，不費吹灰之力，為當下與未來的裝置帶來最佳

經驗。

本書涵蓋響應式網頁設計所有精要面向，不僅如此，還應用最新、最實用的 HTML5
和 CSS3技巧拓展響應式設計的方法論，讓設計前所未有地精實，維護也更簡便。本
書也會說明坊間撰寫與遞交程式碼、影像與檔案的典範實務。

你能搞懂 HTML和 CSS，你就能打造響應式網頁設計。

本書涵蓋範圍

第一章：響應式網頁設計的要點，先大致介紹撰寫響應式網頁設計的關鍵要素。

第二章：媒體查詢——支援不同視區，關於 CSS媒體查詢，你需要知道的一切都
寫在這裡：媒體查詢能做到什麼、語法，還有幾種實際運用的作法。

第三章：流動版型與響應式圖片，比例版型和響應式圖片的程式碼要怎麼寫，實際

做給你看，還帶你徹底探索 Flexbox版型。

第四章：用 HTML5 作響應式網頁設計，涵蓋 HTML5所有語意元素、文字層級的
語意，不忘要讓使用者取用便利。本章也談到如何用 HTML5把視訊和音訊插入網頁
中。

第五章：CSS3——選擇器、排字學、色彩模式和新功能，確實掌握 CSS的無限
可能：選擇器、HSLA和 RGBA色彩、網頁排字學、相對於視區的單位，族繁不及 
備載。

第六章：用 CSS3 做出讓人驚呆的美感，涵蓋 CSS濾鏡、框陰影、線性與輻射漸
層、多重背景，以及要怎麼針對高解析度裝置鎖定背景圖片。

第七章：採用 SVG，不用管解析度，在文件內使用 SVG或用作背景圖片所需要知
道的一切，本章都有說明，此外還有如何用 JavaScript跟 SVG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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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漸變、變形與動畫，探索如何用 CSS製作互動和動畫，CSS就動起來了。

第九章：用 HTML5 和 CSS3 征服表單，網頁表單向來難纏，然而，比起過去，最新

的 HTML5和 CSS3各項功能讓表單容易對付得多。

第十章：朝響應式網頁設計邁進，本章探討著手響應式網頁設計之前最要緊的幾件

事，也提供幾則上戰場前的金玉良言，助你解開響應式任務。

你需要為本書準備
• 文字編輯器

• 長青瀏覽器

• 愛聽冷笑話的癖好

本書寫給誰

你還在為行動裝置和較大的瀏覽器寫兩個網站嗎？也或許你已經首次實裝「RWD」
（即響應式網頁設計的英文縮寫），卻還在東拼西湊，苦苦掙扎？果真被我說中的

話，網站要更上層樓所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寫在《HTML5 與 CSS3 響應式網頁設

計，第二版》裡面了。

你得具備一點 HTML和 CSS的知識才跟得上，不過關於響應式設計和製作優質網站
的知識靠本書就可以了。

慣例

本書用幾種文字樣式區分不同種類的資訊，以下列舉這些樣式的例子並說明用意。

行文遇到程式碼的字詞、資料庫表格名、資料夾名、檔案名、副檔名、路徑名、範例

URL、使用者輸入的內容和 Twitter使用者名稱，以下列方式表示：「把這段程式碼加
進 <head>裡面，簡簡單單就把先前的問題修復了。」

程式碼區塊設定如下：

img {
    max-width: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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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術語和重要字詞以粗體表示。螢幕上（例如在選單或對話框裡）看到的字詞會這樣

出現：「不必想太多，挑一條網址然後點擊開始測試。」

警告和重要提醒會出現在這樣的框框裡。

訣竅和撇步會以這樣的形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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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響應式網頁設計的要點

才沒幾年前，那時只要用固度寬度打造網站，就可以期待所有終端使用者得到的經驗

會相去不遠。固定寬度（慣例是約莫 960px寬）對筆記型電腦的螢幕而言不會太寬，
對配備大解析度螢幕的使用者來說，反正兩側邊界還綽綽有餘。

可是 2007年蘋果的 iPhone橫空出世，手機瀏覽經驗首次讓人覺得驚艷，世人上網互
動的方式從此改變。

本書第一版提到：

2010年七月到 2011年七月，全球行動瀏覽器使用率從 2.86%升到 7.02%。

2015 年中，同一個統計系統（gs.statcounter.com）的報告指出數字已經來到

33.47%，北美的行動數據是 25.86%。

不管拿什麼標準衡量，行動裝置的用量都是一再攀升，而量尺另一端的 27和 30吋的
顯示器如今也變得普及。最小和最大的螢幕瀏覽網路時的差異巨大得前所未見。

瀏覽器和裝置的地景每天都在拓展，謝天謝地，解決方案是有的。用 HTML5 和
CSS3打造的響應式網頁設計，能讓網站「恰到好處」地跨多種裝置與螢幕。網站的
版型和功能都能隨環境（螢幕尺寸、輸入類型、裝置 /瀏覽器的功能）相應地改變。

還沒完，HTML5和 CSS3打造的響應式網頁設計不需要以伺服器為基礎（後端）的
解決方案，也能實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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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開始

不論你是響應式網頁設計、HTML5或 CSS3的新手或達人都無妨，我希望本章能達
成以下兩個目的之一。

如果你已經在響應式網頁設計中使用 HTML5和 CSS3，請將本章當成迅速而基本的
溫故知新。反之如果你是新手，就當本章是你的「新訓」，先熟悉各項要點，接著我

們的起跑線就在同一頁上了。

你或許在想為什麼其他九章是如此安排，本章結束的時候應該就能明白了。

以下是第一章會談到的內容：

• 定義響應式網頁設計

• 如何設定瀏覽器的支援層級

• 簡單探討工具和文字編輯器

• 我們的第一則響應式範例：一個簡單的 HTML5頁面

• 視區 meta標籤的重要性

• 怎麼讓圖片縮放到容器的大小

• 撰寫 CSS3媒體查詢以建立設計的分斷點

• 我們的基礎範例有哪些缺點

• 為什麼說我們的旅程才剛開始

定義響應式網頁設計

「響應式網頁設計」是 Ethan Marcotte於 2010年新鑄的術語。那篇影響深遠的文章刊 
在 A List Apart（http://www.alistapart.com/articles/responsive-web-design/），

文中他把三種既存的技術（彈性網格版型、彈性圖片 /媒體及媒體查詢）合而為一種
統一的作法，取名響應式網頁設計。

一句話講完響應式網頁設計

用最切合瀏覽用視區與裝置的格式呈現網頁內容，就是響應式網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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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式設計起步之初，從「桌上型」、固定寬度的設計著手是典型的作法。接著重排

（reflow）或移除內容，設計才能符合較小的螢幕。然而流程會演化，現在大家都知
道反過來做順得多，從設計到內容和開發都從較小螢幕開始一路向上做。

「撩下去」之前，有幾個主題我想先談清楚再繼續，那就是瀏覽器支援與文字編輯器

/工具。

設定瀏覽器支援層級

響應式網頁人氣高又隨處可見，要讓客戶和買家接受，比以前容易得多。大部分人對

於響應式網頁設計都略有概念，只要一套程式碼就能通吃所有裝置，這想法提出來會

讓人難以抗拒。

啟動響應式設計專案時每每要考慮一個問題，那就是瀏覽器支不支援。瀏覽器和裝置

變化多端，想要支援各種瀏覽器與裝置的組合，有時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可能會受限

於時間或是金錢，多半兩者都可能有問題。

典型的狀況是，瀏覽器越舊就需要越多工本和程式碼，才能贖回功能，或在美感上跟

現代瀏覽器匹敵。正因如此，將使用者經驗分層，只為功能較強的瀏覽器提供強化的

視覺特效與功能，讓程式碼庫精簡些因而快些，會比較有效率。

本書先前的版本費了一些時間談如何支援非常舊、只有桌面版的瀏覽器，本版不會這

樣做。

我寫下這段的 2015年中，Internet Explorer 6、7和 8已經都沒人用了，就連 IE 9在全
球瀏覽器市場也只佔 2.45%弱（IE 10只佔 1.94%，倒是 IE 11來勢看漲到 11.68%）。
如果你別無他法，不得不替 Internet Explorer 8和以下的版本開發網站，我滿心同
情，但不好意思我得直說：本書你用得上的篇幅恐怕寥寥無幾。

至於其他所有人，你該向客戶 /金主說明，為什麼幫行將就木的瀏覽器作開發恐怕是
個錯誤，反之，優先將開發時間與資源投入現代瀏覽器和平台，從各面向來說都非常

有「財商」。

不過說到底，只有你自己的統計數據才真的重要。我們打造的網站在每一款常見的瀏

覽器上應該至少都要能跑得起來，除非是特殊狀況。每個網站專案都該決定除了基本

的功能之外，要鼓足全力幫哪些平台強化瀏覽經驗，而在哪些平台你可以放棄視覺 /
功能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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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會發現，實務上，從最單純的「基本層次」經驗著手再強化（這招叫漸進強化）

會比從反方向—先打造終極經驗再試圖提供功能較遜的平台退返機制（這招叫平順降

級）—更容易解決問題。

為什麼提前知道這些事情很重要？舉個例子說明。想想看，如果你倒楣到家，你的

網站有 25%的訪客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9（比方說），你就不得不考慮這支瀏覽器
支援哪些功能並為其量身訂做解決方案。如果你有大批使用者用較舊的手機平台如

Android 2造訪，你也得操同樣的心。至於怎麼樣算「基礎」經驗就依專案而定了。

手邊若沒有合適的資料，我會套一個簡單又粗略的邏輯來決定我應否花時間開發某個

特定平台 /瀏覽器的版本：如果開發並支援瀏覽器 X多過該瀏覽器使用者創造的收益
/好處，那就不要針對瀏覽器 X開發解決方案。

你能不能「搞定」較舊的平台 /版本通常不是問題，應不應該這樣做，才是問題所在。

如果你還不熟悉各平台和瀏覽器版本支援哪些功能，可以到 http://caniuse.com這

個網站做進一步了解。本書會陸續介紹各種功能，而這個網站提供了精簡的介面，讓

你對哪支瀏覽器支援哪些功能有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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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工具和文字編輯器的簡短提醒

用哪套文字編輯器或整合開發環境系統打造響應式網頁設計都一樣，所以，如果最簡

單最陽春的文字編輯器能讓你有效率地撰寫 HTML、CSS和 JavaScript，那就絕對沒
問題；同樣地，要把響應式網頁設計發佈出去也未必要用哪款工具。實際上你只需要

能用來撰寫 HTML、CSS和 JavaScript的東西，你偏好 Sublime Text、Vim、Coda、
Visual Studio或 Notepad都不打緊。選擇用起來效果最好的，就是它了。

話說回來，請留意，做網站的諸多手工、曠日廢時的差事，現在都有工具（常常是免

費的）能替你完成，這類工具比以前多得多。舉例來說，CSS處理器（Sass、LESS、
Stylus、PostCSS）能幫忙管理程式碼、變數、色彩操作和算術。像 PostCSS等工具
甚至能自動處理 CSS供應商前綴這種讓人不願面對、做了也沒人會感激的工作。
此外，「舉報可疑用法」（linting）和語法檢核工具能按照你採用的標準檢查你寫的
HTML、JavaScript和 CSS程式碼，消除許多浪費時間的打字或語法錯誤。

新工具日新月異也越來越完善，所以雖然本書內容會帶到一些切合題旨又好處多多的

工具名字，別忘了更好的工具也許只有咫尺之遙。所以，我們在範例中會緊扣以標準

為基礎的 HTML和 CSS，至於你，什麼工具能又快又穩地生產前端程式碼，你就該
用。

第一個響應式範例

我在第一段承諾了：到本章結尾，你會知道打造完備響應式網頁所需的一切。到目前

為止我只是繞著手頭的議題打轉，現在該來身體力行了。

程式碼範例

請上 books.gotop.com.tw/download/ACL045700下載本書所有的程

式碼範例。要提醒你的是，個別範例都是在章節推進的過程中從無到

有，不過你下載的程式碼是範例的最終版本。舉例來說，如果你下載

第二章：媒體查詢——支援不同視區的程式碼範例，範例是該章尾

聲時的模樣，各步驟的狀態只在本文中提供。

基本的 HTML檔案
我們從簡單的 HTML5結構開始。現階段請先不用擔心每一行的作用（尤其 <head>

的內容到第四章：用 HTML5 作響應式網頁設計才會談到）。



HTML5與 CSS3響應式網頁設計 第二版

[ 6 ]

目前只要專注在 <body>標籤裡面的元素就可以了。我很確定那裡寫的東西你都不陌

生：幾個 div、一張商標圖形、一張圖片（看起來很好吃的司康）、一兩個段落的文字
及一份項目清單。

以下是刪節版的程式碼。簡潔起見，我把文字段落從底下的程式碼中移除，因為我們

只需專注於結構。不過，你應該要知道這是一份食譜，描述如何做司康；把司康想成

英式蛋糕就八九不離十了。

如果你想看到完整的 HTML檔，請從 rwd.education網站下載。

<!doctype html>
<html class="no-js"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Our first responsive web page with HTML5 and CSS3</
title>
        <meta name="description" content="A basic responsive web page 
– an example from Chapter 1">
        <link rel="stylesheet" href="css/styles.css">
    </head>
    <body>
        <div class="Header">
            <a href="/" class="LogoWrapper"><img src="img/SOC-Logo.
png" alt="Scone O'Clock logo" /></a>
            <p class="Strap">Scones: the most resplendent of snacks</
p>
        </div>
        <div class="IntroWrapper">
            <p class="IntroText">Occasionally maligned and 
misunderstood; the scone is a quintessentially British classic.</p>
            <div class="MoneyShot">
                <img class="MoneyShotImg" src="img/scones.jpg" 
alt="Incredible scones" />
                <p class="ImageCaption">Incredible scones, picture 
from Wikipedia</p>
            </div>
        </div>
        <p>Recipe and serving suggestions follow.</p>
        <div class="Ingredients">
            <h3 class="SubHeader">Ingredients</h3>
            <ul>

            </ul>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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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class="HowToMake">
            <h3 class="SubHeader">Method</h3>
            <ol class="MethodWrapper">

            </ol>
        </div>
    </body>
</html>

在預設值下，網頁是彈性的。如果你開啟範例頁面，就算在這個時間點上、程式碼原

封不動（媒體查詢尚未登場），重設瀏覽器視窗的大小，你會看到文字如其所需地重

排了。

那在不同裝置上又會怎樣？沒有 CSS也不要緊，在 iPhone上會產生這樣的畫面：

如你所見，渲染的頁面跟 iPhone上的「正常」網頁沒兩樣。這是因為 iOS預設是以
980px寬來渲染網頁，把網頁縮進視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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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器的可視區域，行話叫視區。視區通常不會跟裝置的螢幕尺寸相等，使用者能縮

放瀏覽器視窗的狀況下更是如此。

那麼，現在開始，我們談到網頁的可發揮空間時，大致都會用這個比較精準的術語。

前面的問題，只要把這行程式碼加進 <head>就能改進。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這個視區的 meta標籤會告訴瀏覽器如何渲染網頁，它不在標準中（但實質上是合

乎標準的）。在這個範例中，視區的 meta標籤等於是在說「令內容以裝置的寬度渲

染」。說真的，直接套用讓你看這一行的效果比較容易懂：

棒！現在文字渲染、排版都比較接近「原生」的尺寸了。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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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媒體查詢——支援不同視區當中，我們會談到 meta標籤以及許多設定和

配置（以及達成相同功能但符合標準的的版本）。

搞定圖片

有道是一圖勝千言，我們的範例網頁寫了這麼多司康大小事，卻連一張司康美圖都沒

有，所以我們要在靠近網頁上緣處加進一張司康的圖片，一張類似「英雄」的圖片促

使使用者進一步瀏覽這個網頁。

噢！這張精緻的大圖（2000px寬）迫使網頁渲染得稍嫌走樣。得調整一下。固然可
以用 CSS替影像加入一條固定寬度的規則，但這裡的問題是我們想要圖片隨不同的
螢幕尺寸縮放。

舉例來說，範例中的 iPhone是 320px寬，那麼替圖片設定 320px的寬度就好，可是
一旦使用者旋轉螢幕該怎麼辦？ 320px寬的視區現在變成 480px寬了。所幸，僅要一
行 CSS就能完成會隨容器餘裕寬度而縮放的彈性圖片，十分簡單。

現在，我要建立 css/styles.css的 CSS檔並將 HTML網頁的標頭連結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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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加入這三行程式碼。通常我還會設定其他幾樣預設，後續章節會再討論，就當前

的目標來說，檔案開頭像這樣就可以了：

img {
    max-width: 100%;
}

好，頁面刷新，我們看到的網頁已經比較接近心裡預期的樣子了。

這行 max-width規則所做的，就只是指定所有圖片都應該要盡量逼近其寬度的 100%
（亦即應該延展到其尺寸的 100%，但絕不超過）。安置圖片的元素（譬如盛裝圖片的
body或 div）比圖片的真正寬度要窄，圖片會逕自放大到撐滿可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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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width: 100% 不就好了？

要讓圖片彈性縮放，廣獲使用的 width 屬性也做得到，例如 width: 

100%，只是效果不同。採用 width屬性，圖片就會顯示到指定寬度，
它本來的尺寸沒有影响。在我們的範例中商標（也是圖片）就會被拉

長，才能百分之百填滿容器。要是容器遠比圖片寬（我們的商標就遇

到這個狀況）就會導致圖片尺寸被拉扯過頭。

超優。一切都擺得恰如預想。不論視區大小，水平方向都不會有元素溢出頁面。

然而，在比較大的視區上端詳頁面，基本的樣式就走樣了，文字跟圖片都被拉長。看

一下約 1400px寬的範例頁面：

慘！其實大約 600px寬左右就開始走樣了。到這個階段，如果能重新安排幾件事情會
很有幫助。也許重新調整圖片的尺寸，定位偏一側。或是調整部分文字的字級還有元

素的背景顏色。

所幸，運用 CSS媒體查詢就能達成這所有功能，而且是易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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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媒體查詢

如前所述，目前的版型從 600px寬開始有被拉長的感覺。就用 CSS3媒體查詢，依據
螢幕寬度來調整版型吧。媒體查詢讓我們能根據多項條件（例如螢幕寬度和高度），

套用特定的 CSS規則。

不要把分斷點設定為人氣裝置的寬度

我們用「分斷點」這個術語，定義響應式設計會顯著改變的那一點。

人們剛開始廣泛採用媒體查詢時，針對當時流行的裝置選擇設計的

分斷點十分常見。那時不外乎是以 iPhone（320px x 480px）和 iPad
（768px x 1024px）定義了那些「分斷點」。

這種作法在當時糟糕，現在更慘。問題在於，那樣做無異於對特定的

螢幕尺寸提供一款設計，但我們要的是響應式設計—不管用來顯示的

螢幕尺寸為何都無所謂，而不是只在特定尺寸下看起來最棒就好。

所以，請讓內容和設計自己決定切合的分斷點在哪裡；你起初的版型

也許從 500px寬開始看起來不對勁，也許從 800px寬開始。何時需要
分斷點，應該由你自己的專案設計來決定。

第二章：媒體查詢——支援不同視區會涵蓋 CSS媒體查詢從頭到腳的完整內容，
該章標題就叫媒體查詢，是不是創意十足呢？

總之，目前我們只需致力把基本範例凹出一個形狀，只要專注媒體查詢的一種類型即

可：「最小寬度」的媒體查詢。在這類型媒體查詢之內的 CSS規則，只有當視區比定
義的最小寬度要寬的的時候才會被套用，而確切的最小寬度可以用不同的長度單位加

以指定，包括百分比、em、rem和 px。CSS中最小寬度媒體查詢的寫法就像這樣：

@media screen and (min-width: 50em) {
    /* 樣式 */
}

@media指令告訴瀏覽器「媒體查詢開始囉」，而 screen這部份（在這個狀況下技術

上是不需要宣告「screen」的，不過我們留待下一章再詳細探討）則告訴瀏覽器「這
些規則應套用於所有螢幕類型」，而 and (min-width: 50em)告訴瀏覽器「規則限定

於所有尺寸大於 50em的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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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最早寫下這段文字的人是 Bryan Rieger（http://www.slideshare.

net/bryanrieger/rethinking-the-mobile-web-by-yiibu）：

「不支援媒體查詢其實是第一種媒體查詢。」

他寫這段話的用意是，在媒體查詢區段之外，我們寫下的第一批規則

應該要是我們的「基礎」規則，繼而在以此為基礎上為運算能力更強

的裝置作強化。

目前只要了解到，這套作法重申了最小螢幕先行的心態，隨設計所需再一層層把細節

疊加上去。

替較大的螢幕微調範例

前文提過，我們的設計從大約 600px/37.5rem寬處開始走樣。

那麼就讓我們用一個簡單的範例告訴你，怎麼在不同的視區尺寸上以不同的方式排

版，以求融會貫通。

幾乎所有瀏覽器的預設字級都是 16px，所以只要把 px值除以 16，就
可以輕鬆把寬度轉換成 rem了。在第二章：媒體查詢——支援不同

視區中我們會討論這麼做的理由。

首先，我們阻止那張「英雄」主視覺變得太大，並讓它偏右，那麼介紹文字就可以放

在左邊。

再來，我們讓文字的主要部分，即描述如何製作司康的「方法」放在左下，帶著一個

小框圈起來的區段細說材料，放在右側。

把這些指定好的規則打包放進媒體查詢，沒費多少力氣就達成所有這些變動了。添加

切合的樣式後，以下是頁面呈現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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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較小的螢幕上看起來差不多，不過視區一旦超過 50rem以上就會調整成新的版型。

以下是添加進去的版型樣式：

@media screen and (min-width: 50rem) {
    .IntroWrapper {
        display: table;
        table-layout: fixed;
        width: 100%;
    }

    .MoneyShot,
    .IntroText {
        display: table-cell;
        width: 50%;
        vertical-align: middle;
        text-align: center;
    }

    .IntroText {
        padding: .5rem;
        font-size: 2.5rem;
        text-align: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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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gredients {
        font-size: .9rem;
        float: right;
        padding: 1rem;
        margin: 0 0 .5rem 1rem;
        border-radius: 3px;
        background-color: #ffffdf;
        border: 2px solid #e8cfa9;
    }

    .Ingredients h3 {
        margin: 0;
    }
}

還不賴吧？只要區區幾行程式碼，一個響應視區尺寸、按需要提供更討喜版型的頁面

就這麼打造出來了。再添加幾個樣式，元素看起來還會更順眼。都加上去之後，我們

這基本的響應式網頁在 iPhone上看起來就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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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度大於 50rem的時候則是像這樣：

同為這些追加的視覺點綴不會讓你更理解響應式設計的變化，所以在此省略，不過

如果你想看這部份的程式碼，請到 http://rwd.education或 https://github.com/

benfrain/rwd下載本章的程式碼。

這是非常基礎的範例，從無到有打造出響應式網頁設計最精華的方法已統統包含在裡

面了。

再回顧一次我們提過的關鍵事項。從「基本」的樣式開始，也就是在所有裝置上都能運

作的樣式。接著，隨視區尺寸和 /或裝置處理能力提昇，一步一步鋪上強化的設計。

CSS媒體查詢（第三級）的完整規格請參見： 
http://www.w3.org/TR/css3-mediaqueries/

CSS媒體查詢（第四級）的工作中草稿請參見： 
http://dev.w3.org/csswg/mediaqueries-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