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讀 xi

導讀

網路樣式表語言之最新版 CSS3的重點並非製作新特效，而是利用卓越

的新方法來完成你已經熟悉的美麗網頁設計效果，這些方法比我們過去

十年來使用的技巧都更有效率，也更具彈性。

目前瀏覽器在逐漸加入 CSS3支援度，網頁設計師也在研究如何善用

它，因此 CSS3依然在改變和進化當中。在本書中你將會看到，CSS3

可以製作一些美麗又酷炫的出色特效，不過如果這些特效對於現今真實

世界的網站來說並不實用的話，又有何意義呢？所以在這本書中，我

會將焦點放在可以真正改善你的網站，也可以馬上運用在工作上的新穎

CSS技巧。

這本書不是 CSS3的百科全書或參考指南，它不會教你每一個 CSS 2.1

之後推出的新屬性、選取器和屬性值，而是透過一系列實用且創新的習

作案件，介紹最熱門、最實用，且支援度最高的 CSS3。每個章節（第

一章之後）都會引導你製作一個或多個運用了 CSS3新技巧的習作案件，

來做出一個完成的網頁或頁面區域。你可以將這些練習運用到你自己的

案件上，或以它們為靈感，透過完全不同的創意方式來運用你所學到的

新屬性、選取器和屬性值。

在某個程度上來說，CSS3不僅是製作網頁的新方法，也是新的思考模

式。舉例來說，網頁設計在這麼多年來，從未有使用影像來當作邊框的

選項，因此現在要想像如何使用新的 border-image屬性可能不太容易。

因此，除了我們在習作當中的單一用途之外，我也收錄了一系列如何運

用 CSS3屬性、選取器和屬性值的點子。我期望提供你許多靈感，讓你

可以將所學運用到自己的案件中，同時也提供你技術上的知識，確保你

可以有自信且有效率地使用 CS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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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xii

誰應該閱讀本書？

本書是針對所有已經使用過 CSS，但希望網站與技術都能更上層樓的

人。我假設你已經懂得 HTML和 CSS的語法與詞彙解釋，但你不必是

CSS專家，當然也不需要對 CSS3的新功能有任何經驗。如果你是剛剛

開始使用 CSS，或者已經使用 CSS多年來製作網頁，本書都能教導你

一些強大的新技巧，提升你的 CSS技能。

練習檔

每個章節中都至少有一項習作，讓你有機會一步一步在實際的頁面上執

行正在學習中的技巧。你可以到 www.stunningcss3.com網站下載這些

練習檔，然後跟著每個習作的步驟一起練習。每個習作中我都提供了原

始的檔案和完成的檔案，在較長的習作中我也提供了中間幾個步驟的檔

案，所以你可以定時檢查一下自己的進度，確認自己是否都做了正確的

變更。

在編輯這些練習檔時，你可以使用任何喜歡的原始碼編輯器，在製

作 CSS時，並沒有非用不可的特定工具。我個人習慣使用 Adobe 

Dreamweaver，但都會在原始碼模式之下手動編輯 CSS。如果你也使用

Dreamweaver或類似的軟體，我也會建議你使用手動的方式編輯 CSS。

雖然我們花了很多心力檢查本書中的原始碼，但可能還是會出現少數錯

誤。請透過本書網站的 email表格將錯誤回報給我，我會在網站上註明

此錯誤，並在必要時更新練習檔。

連結

每個章節都包含了一些我認為有用的相關資源、文章、教學、工具和範

例的連結。當然了，點按網上的連結會比輸入書上的 URL來得容易的

多，所以我在 www.stunningcss3.com網站上，也提供了每個章節的連

結之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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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xiii

CSS3是一個變化快速的主題，所以在某些情形下，我會在新資源出現

時更新這些連結清單。每次書中提到一些會持續更新的資源時，我都會

提到這一點，並引導你前往本書網站查閱最新的資訊。

瀏覽器

本書的練習檔都在最新版的各大瀏覽器中測試過。在撰文之際，這些瀏

覽器版本為 Chrome 6、Firefox 3.6、Internet Explorer 8、Opera 10.6和

Safari 5。這些練習檔也在 Internet Explorer 9和 Firefox 4的 beta版上測

試過，但是等這兩個瀏覽器最後完工並釋出時，其行為仍有可能與書中

描述的不同。

練習檔也在舊版但依然被大量使用的瀏覽器版本中測試過（例如 Internet 

Explorer 7和 6）。在大部分情況下，在同一個瀏覽器的較新版本中可以

運作的 CSS3效果，在較舊版本中也會運作；即使不支援，頁面也依然

能運作正常，不僅完全可用，而且外觀也正常。在介紹每個技巧時，我

都會介紹解決方法或替代方案給不支援的瀏覽器。

關於哪一個瀏覽器支援哪一個技巧的資訊，我在每一章介紹每個屬性或

選取器時都會提供一個表格，列出瀏覽器支援度的資訊。每個瀏覽器會

標示「有」、「部分」或「無」。「有」代表該瀏覽器支援所有的語

法和行為，它可能會有極小bug或不一致的表現，但是整體來說是相容

的。「部分」則代表該瀏覽器只支援一部份的語法和行為，但是可能有

較大的bug或較明顯的不一致問題。

有些 CSS3屬性只有在使用製造商專屬前綴屬性時（你會在第一章學到）

才能運作。我在瀏覽器支援表格中也註明了哪些瀏覽器必須使用哪些前

綴版本的屬性。

當某個瀏覽器才剛開始支援該屬性，而且有些用戶可能還在使用不支援

的該瀏覽器舊版本時，我就會在表格中提供版本的資訊，標明最先開始

支援該屬性或選取器的版本。如果瀏覽器在過去幾版中已經都支援了該

NOTE：偶爾在值得特

別留意的情況下，我也

會在瀏覽器支援表格中

標示哪一個瀏覽器的版

本最早支援某屬性或選

取器，例如IE 4就已經

開始支援@font-face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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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用文字來美

化影像和連結
幾乎所有網頁都會包含一些連結和圖片。這些連結可能會連到除

了網頁之外的數種不同類型的文件，例如 PDF或影音檔；影像也

可能有不同種類，例如相片、插畫和圖表。要在不使用 CSS3的

情況下，依據影像和連結的類型來進行樣式化是可以做到的，但

是需要投入較多時間、工作，原始碼也會變長。CSS3的新選取

器讓你用更獨特、流暢的方式找出每一個影像或連結類型，再一

次提升了你的製作網頁習慣和網頁表現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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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第 4章	 利用文字來美化影像和連結

原始頁面

我們要用來當作起點的，是第三章的完成頁面（圖 4.1）。它包含了很

多不同類型的檔案連結，但是目前這些連結的樣式都相同。如果不同

檔案類型的連結能夠顯示不同樣式的話會很理想，可以給使用者視覺上

的提醒，知道他們正要開啟的是什麼類型的文件。這個頁面也包含了

數張影像，大部分都是相片，但是其中一張是地圖縮圖。同樣的，如

果可以將相片和其他影像區隔開來會很好，但現在所有的影像都是使用

相同的樣式。

圖 4.1 所有的連結都是相

同的樣式，影像也是。

你將學到

我們將使用 CSS3選取器來依照連結類型加入圖示，並讓相片樣式看起來與其他類型的影像不同：

�� 屬性值結尾（$）屬性選取器

�� 屬性值當中（*）屬性選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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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屬性選取器？

我們可以使用「屬性選取器（attribute selectors）」為連結和影像加入按

照類型做區分的樣式。屬性選取器很強大且實用的原因是，它們不需要

在 HTML裡使用 ID或 class，就能讓你找出的特定元素。屬性選取器會

依據元素上某個屬性的存在或屬性值來找出該元素。

舉例來說，選取器 img[alt]是由類型選取器 img加上屬性選取器

[alt]組合而成的。所有的屬性選取器都是由方形括弧來指派，但是在

括弧裡的東西則依據你要找出的東西來決定。img[alt]選取器會找出所

有含有 alt屬性的 img元素。在測試網頁時，你可以讓所有 alt的影像

都出現鮮綠色的外框，這樣就能一目了然，知道哪些影像沒有外框，需

要加入 alt屬性。

img[alt] {
 border: 3px solid #0C0;
}
<img src=”photos/poe.jpg” width=”320” height=”241”  
¬ alt=”My cat Poe”>
<img src=”photos/dog.jpg” width=”320” height=”240”>

圖 4.2 貓影像的 img元
素中有 alt屬性，所以它
出現了綠色外框。狗的影

像便沒有 alt屬性。

N O T E ：屬性選取器

並非只能和類型選取

器一起使用。你可以

和 任 何 簡 單 選 取 器

一 起 使 用 。 舉 例 來

說，.warning[title]
是一個類別選取器和屬

性選取器的結合。你也

可以獨自使用它，像

[title]這樣的選取器
會選擇每一個有title
屬性的元素。

什麼是屬性選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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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第 4章	 利用文字來美化影像和連結

img[alt]選取器是最簡單的屬性選取器類型範例，可以只找出某個屬性

的存在，不管它的值為何。這是在 CSS 2.1規範裡的四個屬性選取器之

一（如表 4.1）。

表 4.1 CSS 2.1 屬性選取器

屬性選取器 功能

[attr] 找出有attr屬性的元素，無論其屬性值為何

[attr=val] 找出有attr屬性的元素，屬性值必須為val

[attr~=val] 找出有attr屬性的元素，其屬性值是以空格分開的單字
清單，其中一個字必須是val

[attr|=val] 找出有attr屬性的元素，其屬性值必須是val，或者以
val開頭，後面馬上接著一個連字號（hyphen）

W3C稱這些 CSS 2.1屬性選取器為「屬性存在與屬性值選取器」

（attribute presence and value selectors）。

CSS3 推出了三個新的屬性選取器，對於你想找出的東西可以提供更多

細微的控制。

表 4.2 CSS3 屬性選取器

屬性選取器 功能

[attr^=val] 找出有attr屬性的元素，其屬性值開頭為val

[attr$=val] 找出有attr屬性的元素，其屬性值結尾為val

[attr*=val] 找出有attr屬性的元素，其屬性值當中包含了val

W3C稱這些 CSS3 屬性選取器為「子字串比對屬性選取器」（substring 

matching attribute selectors）。

要了解屬性選取器，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透過實際範例，所以讓我們將它

加入頁面中，看看它們的作用，了解它們有什麼實際的用途。

TIP：如果你在寫一個

複雜選取器的時候開始

覺得有點混淆，可以

將它輸入SelectORacle

（ h t t p : / / g a l l e r y .

t h e o p a l g ro u p . c o m /

selectoracle），就可以

譯成白話英文（或西班

牙文），告訴你該選取

器會找出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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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動態加入的圖示來標明檔案類型

首先，到 www.stunningcss3.com下載本章練習檔，然後在你選擇的原

始碼編輯軟體中開啟 selectors_start.html。這和第三章的頁面是相同的，

所以你也可以使用第三章的完成頁面來當作這裡的起點。

在這個頁面上有一些可下載的文件連結，檔案類型有：

不符合

如果有一個屬性選取器可以找出所有「不符合」特定屬性值條件的元素，

將會很方便。舉例來說，你可以用它來寫一條規則：「找出沒有將 type
屬性設為 submit的所有 input元素」，便可以找出所有非送出按鈕的
input元素，並加以樣式化。

不幸的是，並沒有這種屬性選取器存在，不過有個方法可以模擬這樣的

行為，那就是使用 :not selector，這是 CSS3的一個新的擬類別。它

會找出不符合你要的條件的元素，所以 input:not([type=submit])選
取器會告訴瀏覽器去「找出所有 type屬性並非設為 submit的 input元
素」。:not選取器受到所有主要瀏覽器的支援，除了 IE 8和舊版以外。

更多資訊請參考 http://kilianvalkhof.com/2008/css-xhtml/the-css3-not-

selector。

如果你使用 JavaScript framwork，它可能會包括這一類的「不符合」屬

性選取器。範例請見 http://api.jquery.com/attribute-not-equal-selector的

jQuery和 http://mootools.net/docs/core/Utilities/Selectors的 MooTools。

�� PDF

�� DOC

�� MOV

�� JPG

在某些地方我已經在連結文字後面加上了括弧，告訴訪客這是什麼類型

的檔案，例如「Map of trip locations (PDF)」。我希望先告知訪客，點按

某些連結可能會啟動額外的程式，例如 Acrobat Reader，或者會被要求

儲存檔案。不過我只是個凡人，有時候我可能會忘記在每個連結後面加

用動態加入的圖示來標明檔案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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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擬類別來

提升效率
在上一章中，我們學到了如何使用屬性選取器來找出個別的連結
和影像，而不需增加 ID 或 class 到 HTML 裡。在這個章節中你會
學到更多選取器，可以幫助你維持原始碼乾淨簡潔，同時也可以
避免額外使用 JavaScript 或 Flash。我們會用這些選取器在對話
泡泡和文章網頁上增加更多視覺上的效果，最後再透過一些 CSS
控制的動畫和轉換效果來提升優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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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第 5章	 使用擬類別來提升效率

不透過 ID 或 class 也能找出	
特定元素
和屬性選取器一樣，擬類別和擬元素可以用來選取 HTML 裡的特定元
素 ，而不需要指派 ID 或 class 到這些元素上，可以幫助維持原始碼的
簡潔 。擬類別和擬元素可以找到非獨立存在的元素，或者獨立存在但有
一個特殊性質因此無法用其他簡單選取器來定位的 HTML 片段。舉例來
說 ，你可以使用 :first-line 擬元素來將段落第一行格式化，即使第一
行並沒有被 HTML 標籤包圍起來。在這種狀況下，有些擬類別和擬元
素甚至比屬性選取器來得強大，因為它們可允許你抓出一開始就沒有 ID
或 class 的元素。

擬類別和擬元素對於 CSS3 來說並不是一個新的或特別的概念，不過
CSS3 加入了一些個別的擬類別，允許更加精確控制要定位文件的哪些
部分。很多這些新的選取器都是結構性擬類別。

你將會學到：

為對話泡泡和文章上的相片製作交錯間隔的樣式，還要製作一個目次來標示出文章的目前區域。我們
要使用下列的 CSS3 來進行：

�� 使用 :nth-child() 擬類別來選取相間的元素

�� 使用 :nth-of-type() 擬類別來選取某種類型中相間的元素

�� 使用 :last-child 擬類別將清單的最後一項元素樣式化

�� 使用 :target 擬類別將一個含有片段指標（fragment identifier）的目標 URL 樣式化

�� 逐漸轉換某個屬性值而非突然改變

�� 製作動畫來控制更複雜的視覺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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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不透過 ID 或 class 也能找出特定元素

新的結構性擬類別

CSS3 推出了「結構性擬類別」的觀念 ，依據該元素的特殊特性來抓出
文件樹狀結構中的元素，例如相對位置。舉例來說，:first-child 擬
類別會找出母元素底下的第一個子元素。這個子元素是文件樹狀結構中
的獨立 HTML 元素 ，但是其特殊之處是它是第一個，而且正是這個特殊
處讓我們能夠當作選取的依據，而不需要另外加入 class 或 ID。

所有的結構性擬元素都是依據文件樹狀結構來運作的，也稱為文件物
件模型（DOM），所以讓我們來稍微複習一下。文件樹狀結構是 HTML
頁的層級結構 ，由元素 、屬性和文字構成，每一項都稱為一個 node。
因為元素都是巢狀層疊（nested）其他元素底下（圖 5.1），所以它包
括了許多層 。收在另一個元素底下的元素稱為這些外部元素的子元素

（child），和其他更下層的元素合稱為後代（descendants）。外部元素稱
為父元素（parent，上面一層）或者祖代（ancestors，兩層以上）。在同
一層的元素 ，也就是擁有相同父元素的 ，稱為手足元素（siblings）。一

擬類別和擬元素的區別在哪裡？

要記得兩者區別最簡單的方法是這個：擬類別會找出原本可以加入 class
的 HTML 元素，而擬元素找出的東西則完全不是 HTML 元素。

CSS 的 擬 元 素 有 四 種：::first-line、::first-letter、::before
和 ::after。這些都是其他 HTML 元素的片段，而非獨立的元素。它們
不是文件結構的一部分，所以要找到它們唯一的方法是透過擬元素選取
器。

在語法方面，在 CSS3 中的擬類別是以一個冒號作為開頭，擬元素是兩
個冒號。（以前兩者都是單冒號，而且這個語法依然有效。）每一個選
取器只能有一個擬元素，而且必須放在最後（例如 #article p::first-
line），但擬類別則沒有這層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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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第 5章	 使用擬類別來提升效率

個元素可以同時擁有所有的角色，就像是你可以是某人的孩子，也可以
某人的父母一樣。這些名詞都是相對於其他元素的關係位置。

div

h1 pp

em lili

img

li

ul

div

html

body

了解這些名詞之後，便能夠看出所有可以在這些元素之間建立的關係。
表 5.1 顯示了結構性擬類別。

表 5.1 

擬類別 描述
:root 選取文件的根。在HTML中，這永遠是html元素
:nth-child() 依據父元素下的子元素前後位置排名進行選取
:nth-last-child() 和:nth-last-child()相同，但位置排名是從最後一個子元

素往回數，而非從第一個子元素向下數
:nth-of-type() 依據父元素下的子元素前後位置排名進行選取，但只有某種

類型的子元素才算數（例如p、img等等）
:nth-last-of-type() 和:nth-of-type()相同，但是從最後一個子元素往回數，而

非從第一個子元素向下數
:first-child 選取父元素下的第一個子元素。（在圖5.1中，h1元素是第一

個子元素）
:last-child 選取父元素下的最後一個子元素。（在圖5.1中，img元素是

最後一個子元素）
:first-of-type 選取父元素下第一個同類型的手足元素。（在圖5.1中，第一

個p元素就會被:first-of-type所選取）
:last-of-type 選取父元素下最後一個同類型的手足元素。
:only-child 選取父元素下只有一個元素的該元素。（在圖5.1中，ul元素

是唯一的子元素）
:only-of-type 選取父元素下唯一此種類型的子元素
:empty 選取底下沒有任何子元素或文字的元素

圖 5.1	 此為文件樹狀結構
的範例，顯示了祖代、後
代、父元素、子元素和手
足元素。

CH05.indd   170 2011/9/9   下午4:14



171

除了 :first-child 擬類別之外（這是 CSS 2.1 的一部分），所有其他的
結構性擬類別都是 CSS3 的新功能 。它們提供了一整組精確選取元素的
方式。

回到對話泡泡：相間的顏色

我們可以利用 :nth-child() 的擬類別 ，讓第二章的回應網頁中的對話
泡泡交替出現不同的背景色，而且不需要 class 或 JavaScript 就可以做
到這點。

:nth-child()如何運作

在這些結構擬類別當中 ，最具威力又最實用的莫過於 :nth-child()。我
剛剛提過它會依據父元素下的子元素前後位置排名來選取元素，換句話
說，它會依據前面有幾個手足元素來選擇一個元素。

將 你 要 選 擇 的 元 素 位 置 排 名 寫 在 選 取 器 的 括 弧 裡， 例 如 li:nth-

child(5)。這個選取器就會找出清單中的第五個 li 元素。括弧內（選取
器的引數，argument）除了數字以外 ，也可以使用關鍵字 odd（單數）
或 even（雙數）來選取一列元素中間的交替元素，例如第二、第四、
第六等等。不過 :nth-child() 最能發揮威力之處，是可以在引數中使
用方程式 ，以便製作更複雜的交替模式 ，或甚至一次便能選取一整組連
續的子元素 。這個方程式的語法是 an+b；a 是你選定的循環大小，n 是
從 0 開始的計數器，b 則是你選定的偏移值。範例如下：

li:nth-child(3n+1)

因為 n 從 0 開始然後每一次循環就加 1，這個選取器便會找出：

(3 × 0) + 1 = 1 = 第1個清單項目
(3 × 1) + 1 = 4 =第4個清單項目
(3 × 2) + 1 = 7 =第7個清單項目
(3 × 3) + 1 = 10 =第10個清單項目

以此類推！

當然你也可以在第一、第四、第七和第十個清單項目上加入 class，但
是這很花時間、很容易忘記 、會增加檔案大小，而且最重要的是很難維

不透過 ID 或 class 也能找出特定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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