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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關於表格

表格能讓所有的版面看起來更井然有序，當然在網頁亦同。它可以輸入一般資料、分

類列表，也是目前網頁進行版面配置最主要的結構。善用表格，會讓網頁更顯專業、

更引人入勝。先於 Dreamweaver 開啟一新檔案，在正式進入「潮玩香港」範例網站相

關網頁製作前，先對表格與相關環境面板有所認識與了解。

5.1.1 認識表格組成元素與插入表格

認識表格

表格是由一列或多列所構成；而每一列則是由一個或多個儲存格構成，由下方的圖示

可清楚了解組成表格的元素有哪些：

表

格

高

度

欄：垂直方向的資料，
此圖例中有三欄。

標題儲存格 (th)：存放
欄位標題資料，文字格
式會自動套用粗體、置
中對齊。

內距：儲存格內容和儲
存格邊界之間的距離。

邊框：劃分欄列資料欄位的線條。

邊框顏色：此圖例為灰色。

儲存格 (td)：輸入文字
與存放資料的地方。

列 (tr)：水平方向的資
料，此圖例中有四列。

儲存格背景顏色：
此圖例為白色。

背景顏色： 
此圖例為粉橘色。

間距：相鄰儲存格間的距離。

插入表格的基本方法

STEP 
01

 於 插入 \ 常用 面板選按  表格 鈕，開啟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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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02

 於 表格 對話方塊指定表格的各個屬性，其屬性說明如下：

表格寬度：決定表格
需要的寬度，可選擇
以像素或瀏覽器視窗
寬度的百分比為單位。

儲存格內距：決定儲存
格邊框和其內容之間的
距離，以像素為單位。

 摘要：提供表格說明。
此內容會寫入程式碼中，
但不會在瀏覽器顯示。

 註解：提供顯示在表格
外的表格標題，或是簡
介的文句。

 頁首：無、靠左對齊、
靠上對齊、兩者皆有 四
選項，可決定讓表格的
哪些儲存格成為標題儲
存格，一旦成為標題儲
存格，其內屬性會設定
為粗體、置中。

欄：決定表格的欄數。列：決定表格的列數。

 儲存格間距：決定相
鄰表格儲存格之間的
距離，以像素為單位。

 邊框粗細：決定表格邊框
的寬度，以像素為單位。

STEP 
03

 設定好相關屬性後，按 確定 鈕即會於編輯區中產生一表格物件。

cc 最後再填入資料就可以完成基本的表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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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表格的二種檢視模式 

此節將說明 Dreamweaver 中擁有的二種表格檢視模式，分別為：標準模式 與 展開表

格模式。

表格的標準檢視模式

標準模式 是預設的編輯模式，也是最接近在瀏覽器中預覽的樣子。

表格的展開檢視模式

於表格上方按一下滑鼠右鍵，選按 表格 \ 展開表格模式，即可切換至 展開表格模式。

展開表格模式 中，表格的框線和間距會變的特別粗、特別寬，與實際於瀏覽器中所看

到的不一樣，目的是要方便選取到較細小的儲存格與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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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調整完再按上方的 結束 (藍字)，切換回 標準模式 即可。

5.1.3 表格的視覺輔助工具 

在 Dreamweaver 中新增表格後，能使用 表格寬度 檢視的功能，直接得知表格目前寬度

的數字或比例。

確定核選功能表列 檢視 \ 視覺輔助 \ 表格寬度 功能，這樣在表格內任意按一下，或調整

儲存格欄寬時，會於下方以綠色線條與數字標示欄位寬度，讓表格編輯更快、更容易。

於欄位下方三角符號處按一下滑鼠左鍵，可進行 選取欄、清除欄寬度、在左邊插入

欄、在右邊插入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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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關於絕對定位圖層

絕對定位圖層可以讓您用重疊並自由擺放的方式來配置網頁內容，包含文字、影像或

任何可放在 HTML 文件中的內容。

7.1.1 什麼是絕對定位圖層？

在 Dreamweaver 中，絕對定位圖層外觀為矩形中空的方框，不但大小可以任意繪製，

像是文字、影像與表格等網頁元件也都能輕易加入，完全不受傳統網頁編輯排版時的

位置限制；而其中最重要的觀念即是：絕對定位圖層可獨立於整個網頁平面上，彼此

任意重疊而不受網頁束縛。

cc 絕對定位圖層為方框區域，可插入文字、影像與表格等網頁物件。

7.1.2 新增絕對定位圖層

要新增絕對定位圖層之前，必須先利用 Div 標籤建立範圍，接著透過 CSS 設計工具 面

板新增 CSS 樣式後，於 版面 分類中設定絕對定位即可產生一個新的圖層。

STEP 
01

 將插入點移到要新增絕對定位圖層的編輯區中 (用空白網頁檔也可練習)，於 插入 \ 

常用 面板選按 Div 鈕，開啟對話方塊設定 插入：在插入點上，命名 ID，然後按 確

定 鈕。

1
2

3

5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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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02

 在編輯區中即產生一個虛線框範圍，接著於 CSS 設計工具 面板的 來源 窗格建立、

附加或在頁面中定義 CSS 檔案。

1
3

4

2

STEP 
03

 在 標籤選取器 選按 <div picDiv> 標籤後，於 CSS 設計工具 面板先選按 CSS 來

源，再於 選取器 窗格選按  新增選取器 鈕，出現選取器名稱後按 Enter 鍵。接

著於 版面 分類中設定 position：absolute (絕對位址)。

1

2

3

4

6
5

7.1.3 手動調整絕對定位圖層的大小及位置

STEP 
01

 絕對定位圖層大小及位置的調整，可以直接利用滑鼠進行。如果要調整大小，最

方便的是在選取圖層後，拖曳控制點來進行大小調整。(如果沒出現控點請於圖層

邊框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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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02

 如果要調整絕對定位圖層的位置，可以在選取圖層之後，拖曳區域左上方的控制

點到適當位置即可。

1

2

7.1.4 絕對定位圖層的屬性設定

絕對定位圖層除了可以手動拖曳大小及位置外，還可以在選取時，於右側 CSS 設計工

具 面板的 屬性 窗格，或編輯區下方的 屬性 面板，透過數值設定位置、寬高及 Z 軸 (亦

稱為堆疊順序)... 等屬性值。針對 屬性 面板，以下簡單標示各個項目設定的內容：

1

2 3 4

7

5

6

1  絕對定位圖層的 ID 不能重複。

2  絕對定位圖層的位置。

3  絕對定位圖層的寬度及高度。

4  絕對定位圖層的 Z 軸 (堆疊順序)。

5  絕對定位圖層的背景影像。

6  絕對定位圖層的背景顏色。

7  絕對定位圖層的顯示屬性：

  ．default (預設)：不指定顯示屬性。

  ．inherit (繼承)：使用上一層顯示的屬性。

  ．visible (顯示)：顯示絕對定位圖層內容。

  ．hidden (隱藏)：隱藏絕對定位圖層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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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連結區與絕對定位圖層的建置

想讓瀏覽網站的朋友更確切知道文章中所描述的景點位置嗎？想要簡單表現出此趟旅

行的路線嗎？以地圖的方式整理、歸納出所經過的景點以及回憶，是個既方便又令人

印象深刻的設計。

「玩樂地圖」單元如果僅以一整張靜態的影像做為說明，表現上會顯得有些呆板，在 

7.2 與 7.3 節中，我們將直接於地圖影像上，利用連結區、圖層與加入行為指令的方

式，讓地圖更加活潑。

所以這一節的操作重點，主要先建立地圖的連結區，接著再透過絕對定位圖層的建

立，佈置整個地圖、景點的圖片與名稱。

cc 在地圖左側，透過連結區與絕對定位圖層的佈置，展示出景點圖片及名稱。

參考範例完成結果

本書範例 \ 各章完成檔 \ ch07 \ ma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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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範本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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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範例完成結果

本書範例 \ 各章完成檔 \ ch10 \ hktravel-layout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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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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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要製作為範本的版型

在 Dreamweaver 中請進入「潮玩香港」範例網站，開啟 <hktravel-layout01.htm> 與 

<hktravel-layout02> 檔案，這二個檔案是整個網站事先做好的版型檔，請先檢視它的

內容，等一下會將這二個版型檔轉換為範本：

     

cc <hktravel-layout02htm> 版型2：二欄式的樣

版，上圖框選出來的範圍是主要內容顯示區域，

在範本中需設定為 可編輯區域。而右側區域有 

精選照片 與 香港旅遊頻道影片 二個單元 (影片

要待第 11 章上傳到網站伺服器中才會呈現)，這

二個單元的內容是固定的，所以不設為 可編輯

區域。

cc <hktravel-layout01.htm> 版型1：一欄式的樣

版，上圖框選出來的範圍是主要內容顯示區域，

在範本中需設定為 可編輯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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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版型製作為範本

STEP 
01

 於 <hktravel-layout01.htm>，首先將這個一欄式的版型檔製作成範本：在 插

入 \ 範本 面板中選按    製作範本 鈕開啟對話方塊。確認 另存新檔 的名稱為：

「hktravel-layout01」後按 儲存 鈕，再按 是 鈕更新頁面上的連結。

1

2

3

4

STEP 
02

 此時檔案名稱會轉換為 <hktravel-layout01.dwt>，於 檔案 面板可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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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 
03

 於 資源 面板，  範本 類別下會看見新增的範本已經納入面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