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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路徑的表示方法

、
CSS3

在 HTML 中連結一個網頁、檔案或是資源，都必須了解網路上路徑的
表示方法，以確保資源連接正確。

、
JavaScript

網頁元素中有許多設定值必須標示其他檔案位置，例如超連結元素要設定連結的網
頁或檔案，圖片元素要設定圖檔位置。在 HTML 元素中設定路徑有二種方式，一種

與
jQuery

是絕對路徑，另一種是相對路徑。

絕對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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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路徑通常要設定的網頁或是檔案位在網路上，只要直接指定網址即可。因為這
個位置不會因為目前的頁面位置的改變而受到影響，所以稱為絕對路徑。
例如要指定圖片元素的檔案為網路上的圖片，其格式為：
<img src = "http:// 網址 / 檔案名稱 ">

相對路徑
相對路徑通常要設定的網頁或是檔案都在本地，與目前的網頁有相對的關係，以下
就以不同的狀況來說明：
1. 同層資料夾：若連結的網頁與檔案是位於相同資料夾，在指定位置時只要直接填
入檔案名稱即可。例如設定的圖片元素的圖檔在同層資料夾，其格式為：
<img src = " 檔案名稱 ">

如右圖中 <A.html> 與 <A.jpg> 在同一層
資料夾之中，所以在 <A.html> 中要加入
<A.jpg> 圖片的語法為：
<img src="A.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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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層資料夾：若連結的網頁與檔案是位於上層資料夾，在指定位置時在檔名前要
加入「../」。例如設定的圖片元素的圖檔在上層資料夾，其格式為：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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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rc = "../ 檔案名稱 ">

如下圖中 <A.jpg> 在 <B.html> 的上一層資料夾之中，所以在 <B.html> 中要加
入 <A.jpg> 圖片的語法為：
<img src="../A.jpg">

若連結的資料夾是上層再上層，其路徑即為：「../../」，以此類推。例如在下
圖中 <A.jpg> 在 <C.html> 的上上一層資料夾之中，所以在 <C.html> 中要加入
<A.jpg> 圖片的語法為：
<img src="../../A.jpg">

A.html

../

A.jpg

../../
B.html
B.jpg
C.html

3. 下層資料夾：若連結的網頁與檔案是位於下層資料夾，在指定位置時在檔名前要
加入下層資料夾名稱。例如設定的圖片元素的圖檔在下層資料夾中，其格式為：
<img src = " 資料夾名稱 / 檔案名稱 ">

如右圖中 <B.jpg> 在 <A.html> 的下一層
<images> 資料夾之中，所以在 <A.html>

A.html

中要加入 <B.jpg> 圖片的語法為：
<img src="images/B.jpg">

images

B.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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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ML5

3.2

超連結

、
CSS3

超連結是 HTML 中很重要的一個元素，藉由超連結能夠將不同的網站
連繫在一起，也能連結到不同的網站，甚至是不同的資源。

、
JavaScript

3.2.1 認識超連結
超連結要使用 <a> 元素設定，可以在網頁的文字或是圖片上加上連結設定，當瀏覽

與
jQuery

者點選這個連結之後可以被導引到另外一個位置，如網頁、檔案、電子郵件、FTP
... 等。語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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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 連結資源位置 " target=" 連結開啟方式 "> 顯示文字或圖片 </a>

<a> 元素中常用的屬性如下：
屬性

說明
設定連結資源的位置，常用的有：
1. 網址：網路網址或網頁，必須加上通訊協定「http://」，例如「http://
www.e-happy.com.tw」。
2. 頁內：連結同頁中使用「id」屬性命名的元素位置，連結時使用「#id」
即可將頁面捲動到該「id」為名的元素位置。

href

3. 站內網頁：連結站內網頁，設定的方式是該頁面與目前頁面的相對路徑，
例如 「/ch01/ex.htm」。
4. 檔案：網路的檔案路徑或是站內的檔案的相對路徑，例如「http://www.
e-happy.com.tw/download/ex.zip」。
5. 電子郵件：必須加上通訊協定「mailto:」，例如「mailto:service@e-happy.
com.tw」。
6. FTP：必須加上通訊協定「ftp://」，例如「ftp://ftp.e-happy.com.tw」。
連結資源後開啟的方式，設定格式有：
1. target = "_blank"：開啟在新瀏覽器視窗中。

target

2. target = "_parent"：開啟在目前視窗，若有框架會在上一層框架中開啟。
3. target = "_self"：開啟在目前視窗或框架中，是預設值。
4. target = "_top"：開啟在目前視窗中，若有框架會在移除框架以整頁顯示。
5. target = " 視窗名稱 "：開啟在指定名稱的視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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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常見的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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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頁上使用超連結，能將不同的資源快速的串連起來。一般常見的超連結的使用

03

方式，是連結外部網站、電子郵件、內部網頁以下內部或外部的檔案，相當的實用。
以在下的範例中，主頁會佈置 4 個超連結，分別連往外部網站、電子郵件，以及一
個在 <ex> 資料夾中的內部網頁與檔案，主頁面如下：
程式碼：3-01.htm
...
<h2> 認識我們 </h2>
<ul>

<li><a href="http://www.e-happy.com.tw" target="_blank"> 文淵閣
工作室 </a></li>

<li><a href="mailto:service@e-happy.com.tw" target="_blank">
公司服務信箱 </a></li>

<li><a href="ex/page.htm" target="_self"> 公司介紹 </a></li>
<li><a href="ex/file.zip"> 檔案下載 </a></li>
</ul>
...

內部網頁的內容中有一個返回主頁的超連結，內容如下：
程式碼：ex/page.htm
...
<h2> 認識我們 </h2>
<p> 感謝您對文淵閣工作室的熱愛，展迎第二個十年，也請您和我們在快快樂樂的氣氛中
共同成長。謝謝大家！ </p>

<a href="../3-01.htm" target="_self"> 回上一頁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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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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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結果
站內網頁

、
CSS3
、
JavaScript
與
jQuery

網址

電子郵件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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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結果看來：在程式碼中使用各種不同的超連結來進行設定，其中網址的超連結會
另開新頁來顯示指定網頁；電子郵件超連結會使用系統註冊的電子郵件軟體，準備
寄信；站內網頁使用相對路徑來設定超連結，並在目標頁同樣設定返回超連結；檔
案超連結會開啟另存新檔對話方塊，準備儲存下載檔案。

3.2.3 頁內超連結
頁內超連結的原理
在 HTML 中可以在元素中使用 id 識別碼屬性來標示特別的內容，因為 id 識別碼屬性
在頁面中有索引的特性，所以同一頁的 HTML 元素中用過的 id 識別碼只能出現一次，
不能重複。所以在元素設定 id 識別碼，彷彿就是在同一頁面中加入書籤，使用者也
就能利用這個書籤找到特定的位置。

頁內超連結的設定方式
例如，要在 <h2> 元素加入 id 識別碼屬性「ch01」方式如下：
<h2 id="ch01">Ch01</h2>

如此一來，同頁中其他的元素就不能再設定以「ch01」來設定 id 識別碼屬性。也因
為這個特性，當超連結使用「#id 識別碼」當作連結目標時，整個頁面就會捲動到該
元素所在的頁面位置。例如，要設定連結到 id 識別碼屬性為「ch01」方式如下：
<a href="#ch01"> 前往 Ch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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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ML5

4.1

表格

、
CSS3

在網頁中可以使用表格，利用欄列的佈置的狀態，將資訊整理的更清
楚，更有條理。

、
JavaScript

4.1.1 基礎的表格結構
在 HTML 中是利用 <table> 元素來建構表格的內容，下圖可清楚了解組成表格的元

與
jQuery

素及重要屬性有哪些：
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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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tr>

<th>
height

<td>

<td>
border

cellpadding

cellspacing

4.1.2 加入表格：<table>
<table> 是建構表格的主要元素，並語法格式如下：
<table width=" 表格寬度 " height=" 表格高度 " border=" 框線寬度 "
cellspacing=" 儲存格間距 " cellpadding=" 儲存格內距 " >
<tr>
<th> 表頭標題 </th>...
</tr>
<tr>
<td> 儲存格內容 </td>...
</tr>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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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ML5

21.6

圖片輪播效果元件

、
CSS3

Bootstrap 的圖片輪播效果元件能在網頁上加入多圖輪播的效果，是
目前很受歡迎的元件。

、
JavaScript

21.6.1 圖片輪播效果元件的結構
圖片輪播效果要設定在 <div class="carousel slide"> 元素中，並在元素中要設定 id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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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及「data-ride="carousel"」自訂屬性才會自動輪播。其中有三個主要區域：
1. 導引連結區：由 <ol class="carousel-indicators"><li> 組合而成，顯示時會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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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數量在下方顯示方塊供使用者點選。
2. 圖 片 顯 示 區： 由 <div class="carousel-inner"> 元 素 包 含 所 有 圖 片， 每 一 張
圖 片 是 由 <div class="carousel-item"> 元 素 包 含 著 <img> 圖 片 元 素 與 <div
class="carousel-caption"> 元素的圖說文字。
3. 前後切換連結：由 <a class="carousel-control-prev"> 向前切換連結與 <a class=
"carousel-control-next" 向後切換連結組成。
圖片輪播元件區
導引連結區
導引項目

<div class="carousel slide">
<ol class="carousel-indicators">
<li data-slide-to="0">

...

圖片顯示區
圖片項目區

<div class="carousel-inner">
<div class="carousel-item">

圖片檔案

<img>

圖片說明

<div class="carousel-ca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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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切換連結

<a class="carousel-control-prev">

向後切換連結

<a class="carousel-control-next">

21.6.2 圖片輪播效果元件的使用
1. <div class="carousel slide"> 元素可形成圖片輪播元件區，請設定區塊 id 屬性供
2. <ol class="carousel-indicators"> 元素中利用 <li> 形成導引連結，要設定「datatarget=" 區塊 id"」指定要使用的圖片輪播元件區。依圖片的數量設定「dataslide-to=" 流水號 "」，其中流水號要由 0 算起，若是第一項請加入 .active 類別。
3. <div class="carousel-inner"> 元素中利用 <div class="carousel-item"> 元素加入

Bootstrap JS

圖片輪播元件程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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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件

要顯示的圖片與說明，若是第一項請加入 .active 類別。
4. 最後加入二個 <a> 連結，設定 .carousel-control-prev 類別為向前切換連結，設
定 .carousel-control-next 類別為向後切換連結。

21.6.3 圖片輪播效果元件的實作範例
以下將實作圖片輪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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