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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點滴的雜記 ― CSS 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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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什麼是 CSS ?

6.2 新增 CSS 樣式

6.3 套用及管理 CSS 樣式

6.4 連結與匯出 CSS 

6.5 利用 CSS3 加強網頁視覺效果

6.6 製作秘技與重點叮嚀

6.7 延伸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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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什麼是 C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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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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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CSS 樣式表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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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套用在大量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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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網站頁面都會自動跟著改變。

6.1.2 CSS 樣式表的類別

內部樣式表

內部樣式表是將 CSS 語法直接寫在 HTML 文件的 <styl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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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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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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選擇在 僅此文件 中定義 規則，如此新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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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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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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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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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選擇在 新增樣式表檔 中定義 規則，如此新增的 CSS 樣式便會內建在 HTML 文件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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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外部樣式表檔使用 <link> 標籤連結指定的 <*.css> 樣式檔，不但包含多個樣式還可套用於目前網頁中

行內樣式

使用 屬性 面板的 新增行內樣式，並不會將設定新增到 CSS 樣式表中，而是直接加在選

取標籤的 Style 屬性裡，而效果也只限於已定義的區段。 

cc 新增行內樣式後，在 程式碼 檢視狀態下 <p> 標籤內直接指定 style 屬性，標籤內的文字即調整成指定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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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新增 CSS 樣式
在新增 CSS 樣式的操作技巧中，將透過 類別、ID、標籤 與 複合 四種選取器類型進行認

識，並學習將 CSS 設定值，套用到網頁元件的各式分類上：如標題、段落、邊框...等。

參考範例完成結果

本書範例 \ 各章完成檔 \ ch06\ blog-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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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標籤選取器 - 定義內定標籤樣式

標籤 選取器是針對 HTML 內定的標籤定義格式，只能選取清單中的標籤名稱調整其樣

式，而無法新增名稱。一般常用標籤有：<body>、<p>、<h1>、<h2>...等。

請進入「蘭嶼微旅行」範例網站開啟 <blog-01.htm> 檔案，以下利用表格整理了本節

欲更改的標籤樣式。

h2 (標題 2)

h1 (標題 1)

p (段落)

樣式名稱 分類 設定內容

h1 (標題 1)

字型
Font-family：微軟正黑體,新細明體、Font-size：24 px、Line-
height：75 px、Color：#FFF。

背景
Background-image：<h1banner1.png>、Background-repeat：
no-repeat。

方框
Padding 取消核選全部一樣、Padding \ Left：115 px、Margin 
取消核選全部一樣、Margin \ Bottom：5 px。

h2 (標題 1)

字型 Line-height：100%、Color：#F60。

方框 Padding 取消核選全部一樣、Padding \ Left：5 px。

邊框

Style 取消核選全部一樣、Style \ left：Solid、Width 取消核選
全部一樣、Width \ left：5 px、Color 取消核選全部一樣、Color 
\ left：#F30。

p (段落)

字型 Font-family：微軟正黑體,新細明體、Line-height：200%。

方框

Padding 取消核選全部一樣、Padding \ R ight：15 px、
Padding \ Left：15 px、Margin 取消核選全部一樣、Margin \ 
Top：0 px、Margin \ Bottom：5 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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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認識頁框

在過去使用頁框來製作網頁，因為能將不同的頁面組合在同一個頁面上，除了能便利

網頁製作者的分工，嵌入的頁面能各自作業，對許多人來說十分方便。但也因為這樣

的原因，容易造成整個頁面的設計風格不能統一，隨著瀏覽習慣的不同，使用頁框來

製作的網頁可以說是越來越少。

9.1.1 頁框網站的結構

所謂「頁框」就是將瀏覽器視窗分割為多個區域，可獨立顯示網頁文件，而不受瀏覽

器視窗其餘部分所顯示的文件影響。目前最常見的頁框使用方式就是：將頁面切成不

同的頁框，其中一個頁框用來顯示包含導覽控制項的連結，而另一個頁框用來顯示包

含內容的文件。

而「頁框組」也是一個網頁檔案，但是它檔案本身並未包含要在瀏覽器中顯示的 HTML 

內容，而它的功能是用來定義一組頁框的版面和屬性，包括頁框的數目、頁框的大小

和位置，以及在每個頁框中最初所顯示頁面的網址。簡單來說，頁框組網頁就是來記

錄頁面上頁框分割的方式、大小，每個頁框內要放置的頁面等內容，以便瀏覽器配置

頁面的顯示。

上頁框

主頁框 頁框組

左頁框

cc 台灣咁仔店 (www.taiwan123.com.tw)：使用左及上巢狀頁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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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常見的頁框型式

以下是 Dreamweaver 中預設可使用的頁框型式；如果運用得宜，不但能豐富網站上內

容，對網站也有加分的效果！

頁框 說明 頁框 說明

左頁框：以固定大小的

左頁框垂直分割頁框組

右及下巢狀頁框：含固

定大小的右頁框和下巢

狀頁框的頁框組

右頁框：以固定大小的

右頁框垂直分割頁框組

上及下頁框：含固定大

小的上和下頁框的頁框

組

上頁框：以固定大小的

上頁框水平分割頁框組

左及上巢狀頁框：含固

定大小的左頁框和上巢

狀頁框的頁框組

下頁框：以固定大小的

下頁框水平分割頁框組

右及上巢狀頁框：含固

定大小的右頁框和上巢

狀頁框的頁框組

下及左巢狀頁框：含固

定大小的下頁框和左巢

狀頁框的頁框組

上及左巢狀頁框：含固

定大小的上頁框和左巢

狀頁框的頁框組

下及右巢狀頁框：含固

定大小的下頁框和右巢

狀頁框的頁框組

上及右巢狀頁框：含固

定大小的上頁框和右巢

狀頁框的頁框組

左及下巢狀頁框：含固

定大小的左頁框和下巢

狀頁框的頁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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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頁框網站的製作

接下來我們要帶您實際製作一個頁框網站。回到範例，我們將製作一個「心動光影」

單元，在頁面上方是相片原圖，而下方是一排相片的縮圖，瀏覽者可以在下方點選要

欣賞的相片縮圖後，即可在上方看到完整的相片。

photo01.htm~photo12.htm

photoalbum.htm

bottomframe.htm

cc 頁框組網頁是由不同的單獨網頁組合而成

cc 當選按下方相片縮圖時，可以在上方顯示完整相片

參考範例完成結果

本書範例 \ 各章完成檔 \ ch09 \ photoalbum \ photoalbu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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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分割頁框與設定大小

在進行頁框網站的製作前，必須依照網站欲呈現的結果，進行頁框分割。為了讓操作

更加順手，以下我們先針對網頁的呈現，佈置一個頁框區域架構圖。原則上，上頁框 

mainFrame 為單張影像的瀏覽頁面；而下頁框 bottomFrame 則為橫向捲軸式的影像縮

圖清單。

mainFrame，相對高度

bottomFrame，高 120 像素

cc 範例頁框區域架構圖

STEP 
01

 進入「蘭嶼微旅行」範例網站後新增一個空白網頁，選按功能表列 插入 \ HTML \ 

頁框 \ 下方 標籤將頁框一分為二。

STEP 
02

 於 頁框標籤輔助功能屬性 對話方塊中為下方的頁框區域設定標題，請保持預設值

「bottomFrame」後按 確定 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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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行動裝置的流行，使用智慧型手機或是平板電腦來瀏覽網站的人數越來越多，甚至已經超

越傳統使用電腦螢幕上網的人口。製作行動裝置網頁，已經成為所有網頁設計師的新挑戰。

16.1 行動裝置網頁的需求

16.2 媒體查詢

16.3 流變格線版面

16.4 jQuery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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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行動裝置網頁的需求

過去的網頁設計師在規劃版型時，一般只要注意到桌上型電腦與筆記型電腦的螢幕尺

寸即可，頂多加上對於全版填滿或置中的概念。隨著行動裝置的流行，使用智慧型手

機或是平板電腦來瀏覽網站的人數越來越多，甚至已經超越傳統使用電腦螢幕上網的

人口了。所以製作行動裝置網頁，已經成為所有網頁設計師的新挑戰。

16.1.1 行動裝置網頁製作的困難

實務上在製作行動裝置網頁時，您會遇到什麼困難呢？其實網頁設計師在面對這個課

題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讓一個網站可以完美的在不同的螢幕尺寸上完整呈現。這個

想法並不是將一個網頁強制放大縮小就可以唬嚨過去，請您想像用智慧型手機去觀看

一個 1024 X 768 桌上型電腦螢幕尺寸的網頁，那可是一件多痛苦的事呢！

過去在解決這個問題時，許多人會特別為不同的螢幕尺寸製作個別的網頁，不過光是

浩大的工程就足以讓大部份的人望之卻步，更別說現在的螢幕尺寸多如過江之鯽，若

要一次搞定更是不可能的任務。

16.1.2 Dreamweaver 行動裝置網頁的解決方案

很幸運的，Dreamweaver 提供了數個工具來解決行動裝置網頁的製作問題，包含了 媒

體查詢、流變格線版面 以及 jQuery Mobile，結合最新的技術，能讓使用者製作同一個

頁面就能完美呈現適合的結果在不同的螢幕尺寸上，實在是太棒了！

cc Dreamweaver 能讓製作的網頁同時符合不同裝置的螢幕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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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3 在不同的螢幕預覽網頁

在製作行動裝置網頁的過程中，使用不同的螢幕尺寸來進行成品的預覽，是許多網頁

設計師的夢靨，除了操作過程麻煩，網頁在經過調整後的重新預覽又必須重複一次。

設定編輯區尺寸

在 Dreamweaver 中可以模擬螢幕尺寸設定編輯區的大小，如此即可在製作的同時得知

網頁最後的狀態，對於行動裝置網頁的製作幫助很大！您可以按下 文件工具列 的  多

螢幕 鈕，在清單的上方會顯示許多不同的尺寸，選按後即可將編輯區調整為相同的尺

寸。如果想要自訂大小，可以選按清單中 編輯大小 進行設定。在編輯區的下方也提供

了行動裝置、平板電腦及桌面三個預設尺寸，直接選按也能調整編輯區到指定尺寸。

行動裝置大小 
(480 X 800)

螢幕尺寸選單平板電腦大小 
(768 X 1024)

桌面大小 
(1000)

     

cc Dreamweaver 的編輯區可以直接調整為設定的螢幕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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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螢幕預覽

在 Dreamweaver 中提供了 多螢幕預覽 的功能，可以一次預覽網頁在智慧型手機、平

板電腦及桌上型電腦上的狀態，實在是太方便了！請由 檔案 \ 多螢幕預覽，或是按下 

文件工具列 的  多螢幕  \ 多螢幕預覽 進入畫面。

3

2

5

1

4

6

1  預覽網址列：除了顯示網址外，還
可以利用 上一頁、下一頁、重整 與 
回到首頁 鈕執行相關功能。

2  媒體查詢：設定媒體查詢功能，詳
細的使用方式將在之後說明。

3  檢視區大小：設定多螢幕預覽每個
檢視區的大小。

4  手機 檢視區。
5  平板電腦 檢視區。
6  桌面 檢視區。

利用 檢視區大小 鈕可以設定每個檢視區想要使用的尺寸，您

可以根據需求設定每個檢區域的寬度與高度。如果想要恢復為

預設的尺寸，只要選按 重設為預設值 鈕即可。

Dreamweaver 的多螢幕預覽，使用的是與 Chrome、Safari 瀏覽器相同的 Webkit 的處

理引擎，在每個檢視區裡都是真實的網頁，所以您可以使用滑鼠在每個區域的網頁中

實際操作，並利用上方的預覽網址列來執行頁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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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媒體查詢

面對不同行動裝置能夠正確顯示網頁內容的挑戰，Dreamweaver 提出的第一個工具是

基於 CSS3 技術所推出的新助手：媒體查詢。

16.2.1 什麼是媒體查詢？

媒體查詢 是 CSS3 提出的新觀念，它能根據瀏覽器的視窗寬度不同，讓網頁套用不同的 

CSS 設定檔。因此您可以根據不同的瀏覽器寬度設計個別的 CSS 樣式檔，讓製作的網

頁在不同的螢幕都能有最好的顯示效果。雖然媒體查詢並未獲得所有瀏覽器的支援，

但可喜的是所有行動裝置都可以完美執行。所以任何 iOS 或 Android 的手機或平板電

腦都可以正確的顯示媒體查詢的網頁。

16.2.2 加入媒體查詢

我們已經為範例網站中的 <index.htm> 設計了可以符合三種不同的行動裝置網頁的 

CSS 樣式檔：<mobile.css>、<tablet.css>、<desktop.css>，以下將要在網頁中加入

媒體查詢的功能，讓瀏覽器可以依據不同的螢幕寬度套用不同的 CSS 樣式檔。

參考範例完成結果

本書範例 \ 各章練習檔 \ ch16 \ 完成檔 \ example1 \ 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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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weaver CS6網頁製作比你想的簡單

為頁面加入媒體查詢

請複製附書光碟 <本書範例 \ 各章練習檔 \ ch16 \ 原始檔 \ example1> 資料夾至 <C:\ 

practice> 下，並進入 Dreamweaver  定義網站「媒體查詢測試」，並將 本機網站資

料夾 設定為剛才放置範例檔的資料夾。在 檔案 面板中，<index.htm> 為網頁檔，

<mobile.css>、<tablet.css>、<desktop.css> 是為了三種不同的行動裝置網頁的 CSS 

樣式檔。

STEP 
01

 請開啟 <index.htm> 後選按 插入 \ 媒體查詢 進入設定的對話方塊。

STEP 
02

 在 媒體查詢 對話方塊中，首先要設定媒體查詢的語法要加入的地方。若只有目前

的頁面使用到媒體查詢的功能，請選按 此文件。若要整個網站都能套用，請選按 

整個網站的媒體本詢檔案 後的指定 鈕，即可設定一個單獨的 CSS 樣式檔來儲存這

些設定。這裡請設定 建立新檔案：「style.css」，最後按 OK 鈕。

STEP 
03

 部分裝置可能不會報告其實際寬度。若要強制裝置報告其實際寬度，請核選 強制

裝置報告實際寬度。

    

STEP 
04

 媒體查詢是利用偵測螢幕的寬度為網頁指定不同 CSS 檔案，在這個步驟中我們要

設定手機、平板電腦及桌面 3 個不同的螢幕尺寸範圍，並指定使用不同的 CSS 檔

案。請按 + 鈕新增媒體查詢設定，並依下方表格設定屬性，最後按 確定 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