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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旅人日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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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 樣式表的全名為 Cascading Style Sheet，它可以定義 HTML 標籤，依表列的語法將

許多文字、圖片、表格、圖層、表單...等設計加以格式化。

在 HTML 語法中，常會使用一些關於顏色、文字大小、框線粗細...等類型的標籤，而 

CSS 的主要功能就是希望在一開始製作網頁時就將這些設定值建置好，不需要反覆寫入

同樣的標籤，即可將整個網頁套用設定好的 CSS 格式。

有了 CSS 的協助，不但讓網頁大大的減肥，對於網頁、網站的維護更方便，讓您在最快

速的時間內更新網站相關格式與設計。

快速規格網頁樣式

可以將某些常使用的文字屬性定義為一個樣式，而且設定的選項遠比文字的 屬性 面板還

多，例如字距、行距、段距、縮排定位...等，讓版面格式更加豐富、美觀。

所有定義完畢的樣式，並不限於套用在某一個網頁中，可以將它匯出成單一檔案，讓多個

網頁，甚至整個網站使用，如此一來不但可以快速統一整個網站的格式，而且當格式有所

修改時，只要在 CSS 樣式表中重新定義，整個網站的頁面都會自動跟著改變。

內部樣式表

內部樣式表是將 CSS 語法直接寫在 HTML 文件的 <sty le>...</sty le> 標籤內 (置於 

<head>...</head> 檔頭內)，僅供該網頁使用，其他網頁要使用時需透過 移動 CSS 規則 

功能將樣式表檔匯出給其他網頁使用 (此功能將於 6-4-2 節說明)。

6-1
Chapter

CSS 在 Dreamweaver 使用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果能充份運用 CSS 

特性，不但網頁的版面佈置更加靈活，內容呈現也更能趨於完美。

什麼是 CSS ?

快速套用在大量網頁

6-1-1 CSS 樣式表的特色

6-1-2 CSS 樣式表的類別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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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樣式是將 CSS 語法直接寫在目前
HTML 網頁文件的 <style>...</style> 標
籤內。

內部樣式表的建置，是在 CSS 樣式 面板新增一 CSS 樣式時，於開啟的 新增 CSS 規則 

對話方塊中選按 規則定義：僅此文件，這樣一來所新增的 CSS 樣式便會內建在 HTML 

文件內部。

開啟已套用內部樣式表的 HTML 文件， 在程式碼檢視狀態下可以查看相關特性。

外部樣式表

一個外部樣式表檔可包含多個樣式，在 HTML 文件使用 <link> 標籤 (置於 <head>...</

head> 檔頭內) 指名要連結的樣式檔 ( 以 *.css 為副檔名的文字檔)，即可於目前的網頁中

自由使用外部樣式表檔內的樣式。

外部樣式表檔的建置，是在 CSS 樣式 面板新增一 CSS 樣式時，於開啟的 新增 CSS 規

則 對話方塊中選按 規則定義：新增樣式表檔，這樣一來所新增的 CSS 樣式便會成為

HTML 文件外部樣式表檔。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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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樣式表檔是使用 <l ink> 標籤連結指
定的 <*.css> 樣式檔，不但可包含多個樣
式，還可套用於目前網頁中。

開啟已連結外部樣式表檔的 HTML 文件，在程式碼檢視狀態下可以查看相關特性。

程式碼指定

直接使用 HTML 標籤的 style 屬性設定，只於定義的區段有效。 

1  於開啟的檔案中選按 分割 鈕顯示程式碼
和設計檢視。

2  於 <p> 標籤內直接指定 style 屬性 (文字
色彩為「#F00」紅色)。

3  該標籤內的文字即調整成指定的格式。2 3

1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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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的應用

範本的建立

設定可編輯區域

範本的套用

整理網站中將套用範本的檔案

由範本新增網頁

範本的管理

讓文件從範本中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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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製作範本

使用範本最大好處就是能節省相同版面的配置時間，而且在網頁更新時也只要更新一次就

完成了，相當快速方便。

範本製作的方法有二種：一是將原本已經設計好的網頁轉存成範本；另外則是開啟一個新

的範本，再加入所需要的網頁元素。兩種的呈現結果相似，在這個章節中將以轉存範本的

方法來說明。

 在設計上整個版式除了上方是頁首的主題影像與連結圖示外，中間的主要內容是二欄式的排

版，其中右方是固定的單元，而左方就是要放置之前所製作頁面單元的地方。

 在範本檔中已經設定了主要的 CSS 樣式規定，並已經連結到 CSS 設定檔： <style.css>。

 上方的主導覽列的圖示已經連結到各個單元的頁面了。

1

1

2
3

2

3

12-1
Chapter

製作大量且重覆性高的網頁，可歸納版面中固定不變與變動的區域，以範本

的方式製作，不但可以統一整個網站的風格，而且運用範本進行套用時，還

可以加快整個製作網頁的速度。

範本的建立

檢視範本檔的原始網頁

在 Dreamweaver 中請進入「映象東京」範例網站，開啟 <tokyolayout.htm> 檔案，這個

檔案是整個網站版型風格的範本檔，請先檢視它的內容：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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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檔案名稱會轉為 <tokyolayout.dwt>。

 請開啟 檔案 面板，本機檔案 內已新增了一個新資料夾：<Templates> ，此資料夾儲存了新增
的範本檔。

 於 插入 面板切換至 常用 項目，選按 
範本 左側  鈕 \ 製作範本，開啟對話

方塊。

 維持 另存新檔：「tokyolayout」預設
名稱，輸入 描述：「映象東京範本」

後按 儲存 鈕。

 按 是 鈕更新頁面上的連結。

1

1

2

3

4

4

5

5

3

2

新增範本檔

進入網頁的編輯畫面進行如下操作：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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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請選按功能表列 視窗 \ 資源 開啟 
資源 面板，於  範本 類別下會看見
新增的範本已經納入面板中。

6

原本網站根目錄下的 <tokyolayout.htm> 檔案則並未有任何改變，因為在此只是利用這個

現成網頁轉存成範本。

6

新增範本檔時的注意事項

1. 也可選按功能表列 檔案 \ 另存成範本 將網頁檔轉存成範本。

2. 若是於 網站 面板中未發現 <Templates> 資料夾，請按一下面板上的    重新整理 鈕
即可看見。

3. 網站中的資料夾請避免與 <Templates> 同名，以免建立範本時產生混淆。

注意

新增與編輯範本的方法 

1. 選按 資源 面板的  範本 鈕，於面板右下角按  
新增範本 鈕，可立即新增一新範本，只要再為新範
本重新命名即可完成新增動作。

2. 在該範本項目上連按二下滑鼠左鍵，或選取該範本項
目後於面板右下角按  編輯範本 鈕，就能開啟這個
新的範本來編輯。

提示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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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設定可編輯區域

在完成範本的建立後，接下來要設定在範本檔中設定頁面中可編輯區域，這個設定即是宣

告除了這個區域中的內容可以變更外，其他都固定。那麼在大量套用時，所有單元的內容

都是放置在可編輯區域中，其他的樣式與內容都將一致。

1. 請依下述步驟操作建立一個可編輯區：

 請將範本檔中左方區塊內的所有內容反白選取起來。

 於 插入 面板切換至 常用 項目，選按 範本 左側  鈕 \ 可編輯區域 開啟對話方塊。

 輸入「EditRegion1」後按 確定 鈕。

1

1

3

2
3

2

2. 完成後可以看到在選取區的外圍一塊淺綠色區塊，左上角則有該編輯區的名稱，請選

按 Ctrl + S 鍵儲存此範本，完成範本的編輯。

12-5

整
合
篇

專
業
版
型
導
入 - 

範
本
的
應
用

12

DWCS5.indb   5 2011/5/25   下午 06:20:35



 2010 年 4 月，蘋果公司執行長 Steve Jobs 在「Thoughts on Flash」一文中以不夠開放、沒有
完整的網路體驗及穩定性、安全與效能三點理由，抨擊 Flash 在瀏覽器上的應用，並推崇使用新
一代的 HTML5。

16-1-1 現在的網頁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隨著網路的普及，現代人依賴網頁提供資訊的程度越來越嚴重，有八成以上的人一天使用

瀏覽器的時間遠勝過其他的軟體。人們在網頁中閱讀、分享、娛樂與工作，網頁能提供的

內容也越來越多樣與複雜。

但是您知道嗎？現在網頁語法的標準，原來是不能提供那麼多功能的！於是程式設計師只

能自行研發許多瀏覽器的外掛程式，或是要求瀏覽器加入特有的標籤來新增某些功能。這

樣的結果就造成了在網頁上使用某些功能就必須加裝外掛程式，甚至要選擇某些特定的瀏

覽器。所以你沒有裝 Flash 的播放程式就沒有辦法在網頁上看 Flash 動畫、玩 Flash 遊

戲，沒有使用 IE 就沒有辦法在網頁上 ATM 匯款，都是這個原因。

也因為如此，網頁中存在許多特殊的標籤，瀏覽器也安裝上許多不知名的外掛程式，不僅

拖慢了網頁瀏覽的速度，系統也必須付出更高的代價，更可怕的是在不知不覺當中提高了

安全的疑慮。

16-1
Chapter

HTML5 是新一代網頁的標準，希望能夠減少瀏覽器對於的外掛程式需求並

可促進更豐富的網路應用服務產生。未來的網頁會是什麼模樣？在 HTML5 

的藍圖上似乎已經有了一個較為明顯的雛型。

用 HTML5 編織網頁的未來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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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 HTML5 的出現

於是有越來越多人開始正視這個問題，想要創造出新一代的 HTML 標準，希望能夠減少

瀏覽器對於的外掛程式需求並可促進更豐富的網路應用服務產生。只要瀏覽器支援這個標

準，即可不用經由外掛程式完成要求的內容，這就是 HTML5 誕生的原因了。

不過很可惜的，HTML5 的標準還並未完全擬定，許多功能目前也尚未實現。但這不代表

學習 HTML5 是完全沒有價值，對於 HTML5 的學習可以掌握未來網頁發展的動向。目前

也有越來越多的瀏覽器開始支援 HTML5 的部份功能，這個標準的到來是可以期待的。

16-1-3 HTML5 的新增功能

那 HTML5 到底新增或改善了什麼？雖然 HTML5 的標準沒有完全確定，但是以下的功能

是正在執行，甚至已經實作在許多瀏覽器當中：

1. 新的標籤元素：以過去用來標示網頁基本結構的標籤來說，新增了許多標籤元素讓瀏

覽器更容易辨識，方便搜尋引擎以及特殊的程式來處理。例如 <header>、<nav>、

<article>、<aside> 及 <foot>，很容易就可字義上判別該區域的內容。

2. 表單功能的提升：對於表單標籤增加並強化功能，並力求在行動裝置上有更好的使用

表現。如輸入自動完成、表單欄位驗證，都是增進使用者操作方便的好工具。

3. 影訊視訊的支援：在 HTML5 中不再使用 <object>、<embed> 這些原有不好記的標

籤，而是使用 <video>、<audio> 這些作用一目瞭然的標籤名稱，只要音樂及影片格式

符合標準，就可以直接使用對應的標籤進行播放，不用再擔心瀏覽器是有安裝相關的

外掛程式。

4. 新的繪圖標籤：HTML5 提供了新的繪圖標籤如 Canvas，除了可以在網頁上進行繪圖

動作外，還能藉由 Javascript 進行播放控制，完成動畫的製作。3D 的繪圖也不是難事

了，如 WebGL 就能實現這個想法。

5. 其他：如 Web Socket 的使用、離頁瀏覽、網頁保存、多執行緒操作等，都是 HTML5 

準備提供的功能。

未來的網頁會是什麼模樣？在 HTML5 的藍圖上似乎已經有了一個較為明顯的雛型，您怎

能錯過或是逃避這個趨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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