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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與傳統網站開發的差異

早期的網頁設計只需適應一個規格，在製作的流程上與現今的響應式網頁流程相

比之下顯得較單純。傳統與響應式兩者網頁在製作流程上的差異如下：

½ 傳統與響應式網站的製作流程差異

在開發響應式網站時，若不同載具（手機、平板、電腦）的網頁交給不同的人

進行開發，不只頁面設計上耗時，程式部分也很難銜接，且此流程也變成與傳

統的開發流程相同，只差別於製作的網站尺寸不同。因此，流程前半段必須規

劃各個 Media Queries斷點再進行網站的規劃設計，接續在開始程式的撰寫，

後續則根據不同斷點進行反覆的檢視、調整。

補充說明

版面配置不限於上述的 3種尺寸，根據不同的情況可能需要製作 4~5種

以上的版型，或更小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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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手設計各載具版面時，需先根據與客戶討論後的需求結果，粗略地進行各

種載具的網頁框架規劃（Wireframe）。Wireframe是一種低保真度的設計原型，

在去除所有視覺設計細節之下，進行頁面結構、功能、內容規劃。藉此輔助檢

視整個介面流程和架構，以及與客戶溝通設計想法。

 ½ 網頁框架規劃（Wireframe）

補充說明

網頁框架規劃（Wireframe）：運用文字線條和方塊把每個區域所要呈現的

內容表示出來，儘可能地減少視覺設計元素，把重心放在檢閱使用經驗、

介面流程、階層上，有時候為了在視覺上更清楚區隔不同區域，也可以加

上灰階色塊輔助。



網頁設計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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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1. 響應式網頁 

 ¬ 7.2. 全幅背景

 ¬ 7.3. 單頁式網頁

 ¬ 7.4. 固定式選單 

 ¬ 7.5. 扁平化設計 

 ¬ 7.6. 微動畫

 ¬ 7.7. 磚牆式設計

 ¬ 7.8. 隱藏式選單

 ¬ 7.9. 超級大的字型

 ¬ 7.10. 幽靈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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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因行動裝置盛行，大大改變了整個網頁設計的技術，同時也影響了設計

風格。設計趨勢每年都在改變，出於各種原因，有的設計趨勢在演進中逐漸消

失，有的則在大家的熟練運用過程中漸入佳境，甚至逐步褪變成為主流。如今

這幾年好比響應式網頁設計、全幅背景、捲動式與微動畫等幾種網頁模式成了

主流設計。

2016年的網站設計趨勢，也將持續專注於響應式網頁的體驗優化，同時包含了

操作的便利性、網站瀏覽速度、強化易讀性。

7.1 響應式網頁設計 

響應式網頁設計，是一種網頁設計的技術工法，可使網站在多種載具上閱讀和

瀏覽。響應式網頁可讓同一個網頁畫面隨著不同載具的尺寸調整網頁的瀏覽方

式，同一筆圖文資料在電腦上為橫式排列，當瀏覽器寬度縮減到手機尺寸時，

則顯示為直式排列，此結果不會因裝置尺寸不同而無法正常閱讀。

 � http://www.ib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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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全幅背景

隨著螢幕尺寸越來越大以及行動載具盛行，可隨螢幕縮放圖片尺寸的全幅背景

網頁設計開始流行起來。全幅背景相較於傳統固定寬度的 banner情境圖，更能

突顯氣勢磅薄的形象。

在 html5新增的標籤中含有影片（Video）標籤，藉此除了圖片之外還可以採用

全幅影片做設計。

 � http://mountain.quechua.com/lookbook-spring-summer-14

 ½ 背景以全幅的 HTML 5影片方式作呈現

 � http://moderngreenhome.com/

 ½ 背景以全幅的圖片方式作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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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單頁式網頁

單頁式網頁也可稱為「滾動式網頁」。行動載具改變了人們瀏

覽網頁的方式。過去在使用桌上型電腦常常會希望網頁不要

有捲軸，到了平板電腦反而開始習慣手滑螢幕來瀏覽網頁，

這個時候單頁式網頁就成了設計主流。

單頁式網頁設計近似於瀏覽投影片的概念，讓訪客一次專注於

了解一件事情，不會分心去看左右不相干的文章。過去一個

頁面塞滿一堆資訊的網頁設計已經不再流行，在資訊海量的

時代，簡單的區塊式設計才能讓訪客專心理解想傳達的訊息。

單一網頁愈來愈長已是很普遍的做法，尤其是在行動載具普

及的時代，首頁通常不置連結，改將所有內容放在單一頁

面，讓低頭族「滑上癮」。因為比起在一堆連結中跳轉，必須

不斷重新等待新的頁面載入，資訊通通放在單頁的形式更容

易瀏覽。而且不再只是首頁「變長」，其實「about」或描述

產品的網頁，都能採取捲到底的方式，如蘋果 iPhone 6 的呈

現，就是符合長網頁的趨勢，把所有規格與功能全部放在單

一網頁內，並且增添了一些精緻的動畫元素，抓住訪客捲動

全程的注意力。

 � http://www.apple.com/iphone/



網站實作－ 
產品推廣網頁

 ¬ 14.1. 套入連結

 ¬ 14.2. 網格佈局

 ¬ 14.3. 頁面設計

 ¬ 14.4. CSS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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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CSS套用

一般而言，網頁的 CSS樣式都獨立出一份文件檔，並不會直接在主體的網頁中

寫入 CSS內容，藉此讓主體的網頁更簡潔俐落外，也當若有多個網頁套用同一

份 CSS時，在多個網頁的修改與維護上也相對便利。

因此，此範例部分筆者已事先建立好一份 CSS文件，再來就讓我們建立 CSS

檔案的連結後，開始為每個 <div>標籤指定樣式。

14.4.1. 第一層

Step 01  在 <head></head>之間新增一段語法，以連結 CSS資料夾中的

「style.css」檔案。

<link href="css/style.css" rel="stylesheet">

Step 02  在第一層的 <div class="col-lg-12 col-md-12 col-sm-12 col-xs-12">

標籤中，加入名稱為「imgBanner」的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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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2. 第二層

第二層中，共有四個類別容器，由上而下，依序在 class 類別中，加入

「imgStep1」∼「imgStep4」。使四張圖片可以各自套用自己的 CSS類別。

<div class="col-lg-3 col-md-3 col-sm-6 col-xs-6 imgStep1">

 <img src="images/img_step1.jpg" alt="葉弟弟LINE貼圖-步驟1" class="img-responsive" >

</div>

<div class="col-lg-3 col-md-3 col-sm-6 col-xs-6 imgStep2">

 <img src="images/img_step2.jpg" alt="葉弟弟LINE貼圖-步驟2" class="img-responsive" >

</div>

<div class="col-lg-3 col-md-3 col-sm-6 col-xs-6 imgStep3">

 <img src="images/img_step3.jpg" alt="葉弟弟LINE貼圖-步驟3" class="img-responsive" >

</div>

<div class="col-lg-3 col-md-3 col-sm-6 col-xs-6 imgStep4">

 <img src="images/img_step4.jpg" alt="葉弟弟LINE貼圖-步驟4" class="img-responsive" >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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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½ 瀏覽結果

14.4.3. 第三層 -左邊

Step 01  首先，在 <div class="row">中，加入名稱為「conDiv」的類別。

<div class="row conDiv">

Step 02  在第一個容器的 class類別中，加入名稱為「text」的類別。

<div class="col-lg-6 col-md-6 col-sm-6 col-xs-12 text">

  <p>開課日期：2016/01/01</p>

  <p>上課時間：09：00~17：00</p>

  <p>報名截止：2015/12/25</p>

  <p>就業方向：美編設計、平面設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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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03  在包覆的 LINE貼圖圖片的容器中，加入名稱為「imgLine」的類別。

<div class="col-lg-6 col-sm-6 col-sm-6 col-xs-6 imgLine">

   <img src="images/love.png" alt="Line貼圖-葉弟弟"/>

</div>

Step 04  同樣的，在包覆 LINE 貼圖下載按鈕的容器中，加入名稱為

「imgLineText」的類別。

<div class="col-lg-6 col-sm-6 col-sm-6 col-xs-6 imgLineText">

 <h3><strong>貼圖名稱：葉弟弟</strong></h3>

 <a href="http://line.me/R/shop/detail/1216480" target="_blank">

 <button type="button" class="btn btn-success btn-lg">貼圖下載</button>

 </a>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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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½ 瀏覽結果

14.4.4. 第三層 -右邊

Step 01  在第一個容器的 class類別中，加入名稱為「text」的類別。

Step 02  在包覆表單的容器中，加入名稱為「formBorder」的類別。

<div class="col-lg-6 col-md-6 col-sm-6 col-xs-12 text">

 <div class="col-lg-12 col-md-12 col-sm-12 col-xs-12 formBorder">

  <form role="form ">

   <div class="form-group">

    <label for="exampleInputName">姓名</label>

    <input type="姓名" class="form-control" id="exampleInpu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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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holder="輸入姓名">

   </div>

.....

<div>

 ½ 瀏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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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 第四層

Step 01  在 <div class="col-lg-12 col-md-12 col-sm-12 col-xs-12">，加入名

稱為「imgFooter」的類別。

<div class="col-lg-12 col-md-12 col-sm-12 col-xs-12 imgFooter">

Step 02  範例操作完畢。此時可利用 ch16.3章節所介紹到的 RWD檢視方式

進行效果檢驗。如之前所設定，版型切換的寬度值為 768px。

 � 完整範例：光碟 > example > ch14 > index_Final.html

 ½ 瀏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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