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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團隊中不同技術專長的人要能彼此配合，必須建立在良好的溝通品質之上。

因企劃、設計、程式這三個領域的工作是息息相關，唯有良好的溝通與協調才

能順利完成一項專案，且溝通的品質也間接的影響到最終成品的優劣。下列將

以網站專案的製作流程，以及相關人員該負責的工作項目進行說明。

� 網頁專案流程

專案3.1
專案經理 Project Manager（PM）。負責與客戶洽談網頁的相關事宜，待專案成

立後負責控管團隊的專案進度與排除客戶疑問，是設計師與客戶間完美的溝通

橋樑，也是統籌整個專案與進度的角色。

在著手一個新的網站專案時，最常碰到的狀況是客戶不知道該如何規劃和撰寫

網站的內容，此時可建議客戶重新思考下列幾個問題：

1. 網站的目標客戶是誰？

2. 您的客戶是如何認知您的產品和服務？

3. 網站希望達到的目標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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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企劃

網站在建置過程中需注意的地方非常多，若客戶一開始的需求不夠明確，就很

容易在製作過程中產生不斷修改的問題，在不斷修改的過程中則會造成溝通成

本、製作成本以及時間成本的相對提高。

 �工作項目

1. 網站規劃與報價確認：逐條確認網站規劃書與報價等內容，網站規劃書

必須載明製作規格與工作範疇等項目內容。

2. 雙方簽約：由乙方（公司）準備裝訂完成的合約書（一式兩份）與用印，

連同第一期款發票寄出。甲方（客戶）收到合約後用印後寄回，並支付

第一期款項。

企劃3.2
企劃 Planner。從專案經理中了解客戶的需求與期許後，著手構思網站目標、分

析現況、歸納方向以及判斷各種可行性，並與各部門進行相關議題討論，直到

擬訂策略、實施方案、追蹤成效與評估成果後，使整理出一份網站規劃書。

 �工作項目

1. 了解客戶需求：分析與理解客戶提出初步的網站設計需求、網站架構表、

功能需求及相關網站風格參考。

2. 提供文件：依據分析整理與討論後的結果製成網站規劃書以及報價單等

內容。網站規劃書應盡可能涵蓋各方面，其網站規劃包含的內容如下：

一、建置網站前的市場分析。

二、建置網站目的及功能定位。

三、網站技術解決方案。

四、網站內容規劃。

五、整體視覺設計。

六、網站維護與網站內容更新。

七、網站發佈前測試與調整修正。

八、網站優化與網站發佈推廣。

九、網站建置工作日程表。

十、網站建置費用明細。

以上為網站規劃書中應呈現的主要項目，根據不同的需求和建置目的，再對項

目進行增減。在建置網站之初，一定要進行細膩與詳細的規劃，盡可能避免各

種不確定因素的發生，才能如期完成專案與滿足客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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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響應式與傳統網站的流程差異

因響應式網頁所造成的設計思維轉變，讓視覺設計師與前端工程師無法再像傳

統設計思維，執著於固定的網頁佈局、框線、文字與圖像等設定，而是應該考

量如何讓各種內容賦予彈性，使內容能依載具尺寸而自動調整，同時也須在不

同載具的瀏覽動線與版面安排上多加著墨。

在網站初期的規劃中，視覺設計師與前端工程師之間對於響應式網頁的概念須

達到一致，且在溝通過程中提出自己領域的見解，從中找出設計與程式處理上

的最佳解決方案。

響應式與傳統網站的流程差異4.2
早期的網頁設計只需製作單一固定尺寸即可，與現今響應式規範相比之下顯得

較單純。傳統與響應式兩種網站在製作流程上的差異如下圖：

 � 傳統與響應式網站的製作流程差異

手機優先

手機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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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網格系統的佈局說明

網格系統的佈局說明9.3

9.3.1  規則說明

Bootstrap的網格系統在使用上就像堆積木一樣，但須遵守使用規範才能順利

完成網頁的佈局。網格系統是透過 row（列）和 column（欄）來建立內容的 

佈局，網格系統在使用上需注意的事項如下：

 � 佈局結構

1. 若內容要採用固定寬度時則使用 .container類別，若要滿版寬度時則

使用 .container-fluid類別。

2. row 類別必須放在 .container（固定寬度）或 .container-fluid（滿版寬度）

容器中。

3. 在每個 row（行）水平群組內確保底下有 column（欄）可以順利排成

一行。row 本身的屬性樣式，具有負值的外距屬性（margin），藉此消除 

container 與 container-fluid 兩類別屬性中的內距（padding）屬性，使內

容能準確貼齊邊緣。

4. flexbox：在沒有設置欄位數時，也能自動以相同寬度進行佈局。如使用了

四個 .col-sm類別但未給予欄位數時，頁面也會自動將寬度設為 25%。

5. 每個 row 中所允許的 column（欄），加總數值最大為 12，若超過 12 時

則額外的 column（欄）會自動換到新的一行。

6. 每個 column（欄）之間都有間隙，可透過 .no-gutters類別來移除填

充的內距（padding）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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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共有五個網格級別，極小（無）、小（sm）、中（md）、大（lg）、極大 

（xl），此級別是針對市面常見的載具尺寸進行規劃。如以 .col-md-*類

別進行佈局時，不僅僅是影響中螢幕載具的樣式，也會影響大螢幕載具

的樣式（若未套用 .col-lg-*與 .col-xl-*類別時）。

9.3.2  網格斷點

網格的使用規則為｛.col-斷點 -欄位數｝，斷點部分 Bootstrap 提供了五種

尺寸規格編號，較小手機（none）、手機（sm）、平板（md）、較小電腦（lg）

以及較大電腦（xl）；欄數部分為 1 ∼ 12。透過下表，可瞭解 Bootstrap 4 的網

格系統是如何橫跨多種載具。

較小手機

<576px

手機

≥576px

平板

≥768px

電腦小型

顯示器

≥992px

電腦大型顯示

器 ≥1200px

最大容

器寬度
無 540px 720像素 960像素 1140px

類別 .col-* .col-sm-* .col-md-* .col-lg-* .col-xl-*

列數 12

間隙 30px（每列 15像素）

9.3.3  自動佈局

在佈局中，除了在斷點類別中必須加入固定欄數外，Bootstrap 4 還提供數種方

式來調整欄寬，使在網格佈局時更有彈性，說明如下：

（1）可自動的平均分配欄寬

早期在使用 Bootstrap 3時，規定每個 col必須要有斷點編號與欄位數。後來

Bootstrap 4 使用了 CSS Flexbox 技術重新定義版面配置，在不輸入數字的狀況

下，還能依據所建立的｛.col-斷點｝數量來自動平均分配欄寬。範例中，建

立了 3個 col-sm 類別（未填寫欄位數），此時欄寬會自動分為 3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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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概述11.1
透過第 10章的練習，已了解到如何使用 Bootstrap 的網格系統進行佈局，以及

輔助類別後。此章節將以完成佈局後的網頁進行練習，使各位讀者可認識與使

用更多的 CSS 類別來美化網頁。

在章節範例的規劃上，第 11章節至第 13章節為延續性的內容，藉由此三個章

節，幫助各位讀者完整的認識與學習 Bootstrap框架與其內容的使用，以順利

製作出響應式網頁。章節說明如下：

1. 第 11章：在網頁中加入 Bootstrap 的 CSS 類別來美化頁面。

2. 第 12章：加入 Components（元件）來豐富網頁內容。

3. 第 13章：加入 JavaScript 來提高網頁的互動性。

在本章節練習範例中，已將畫面分為六個區塊進行設計與講解，區塊分別有  

1. 頁首 / 廣告、2. 遊戲介紹、3. 場景介紹、4. 魔王攻擊招式、5. 改善建議與

聯絡資訊以及 6. 頁腳，從中介紹其他 CSS 類別的使用。

 �學習重點

 � Typography（文字排版）、Button（按鈕）、Images（圖片）、Table（表 

格）、Utilities（輔助類別）、Form（表單）的使用。

 �練習與成果檔案

 � HTML練習檔案：ch11 / Practice / index.html

 � CSS練習檔案：ch11 / Practice / css / style.css

 � 成果檔案：ch11 / Final / index.html

 � 教學影片：ch11 / video.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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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載入檔案

載入檔案11.2
在 <head>∼ </head> 標籤中定義相關屬性內容與載入相關文件，說明如下：

 � HTML

(01) <!doctype html>
(02) <html>
(03) <head>
(04)     <meta charset="utf-8">
(05)     <title>齊天大聖亂遊記 -官方網站 </title>
(06)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
     scale=1>
(07)     <!-- css文件載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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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link rel="stylesheet" href="./css/bootstrap.min.css">
(09)     <link rel="stylesheet" href="./css/style.css">
(10) </head>
(11) <body>
(12)     網頁內容
(13) </body>
(14) </html>

 �解說

05：將網頁標題改為「齊天大聖亂遊記 -官方網站」。

06：設定網頁在載具上的縮放基準。

08：載入 Bootstrap 的 CSS 樣式文件。

09：載入自己所撰寫的 CSS 樣式文件。

廣告11.3

11.3.1  輔助類別

此節會針對 HTML 中的特定標籤進行修改，改用 Bootstrap 所提供的輔助類別

來完成頁面調整與美化的製作，此區塊所使用的輔助類別與解說如下：

1. 圖片具有響應式效果。

 � HTML

(12) <!--頁首 /開始 -->
(13) <header>
(14)     <img src="images/Banner.jpg" alt="banner" class="img-fluid">
(15) </header>
(16) <!--頁首 /結束 -->

 �解說

14：在 <img> 標籤內除了連結 images 資料夾的 Banner.jpg 圖片與 alt 屬性

值為 banner外，加入 img-fluid類別，使圖片尺寸可依據父容器的寬度自

動縮放以達到彈性圖片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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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概述14.1
投票與排行榜是網路上常見的宣傳手法之一，藉由投票的競賽方式吸引民眾參

與，如 17App就是透過贈送直播主活動禮物，並在活動日期內與其他主播進行

排名比拼，最終以獲得對應排名的禮物；有的則是作品投票加排行榜、或者是

透過遊戲來記錄玩家的分數，無論是何種活動或比賽內容，此類型的網站在頁

面內容部分基本上會有 1.活動辦法 /基本介紹、2.名次排行、3.作品投票或相

關連結三種內容。

本章以遊戲活動網站為例，網站結構分為 1.遊戲封面與連結、2.關卡介紹、 

3.排行榜與 4.活動規則四種區塊內容。

 �學習重點

 � 網格佈局。

 � CSS：Typography（文字排版）、Utilities（輔助類別）。

 � 元件：Card（卡片）。

 � 其他：Font Awesome字型、CSS 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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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載入文件

 �練習與成果檔案

 � HTML練習檔案：ch14 / Practice / index.html

 � CSS練習檔案：ch14 / Practice / css / style.css

 � 成果檔案：ch14 / Final / index.html

載入文件14.2
在 <head>∼ </head> 標籤中定義相關屬性內容與載入相關文件，說明如下：

 � HTML

(01) <!DOCTYPE html>
(02) <html lang="en">
(03) <head>
(04)     <meta charset="UTF-8">
(05)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
     scale=1.0">
(06)     <meta http-equiv="X-UA-Compatible" content="ie=edge">
(07)     <title>婚禮遊戲 </title>
(08)     <!-- css文件載入 -->
(09)     <link rel="stylesheet" href="./css/bootstrap.min.css">
(10)     <link href="https://use.fontawesome.com/releases/v5.0.6/css/all.
     css" rel="stylesheet">
(11)     <link rel="stylesheet" href="./css/style.css">
(12) </head>
(13) <body>
(14)     網頁內容
(15) </body>
(16) </html>

 �解說

05：設定網頁在載具上的縮放基準。

07：將網頁標題改為「婚禮遊戲」。

09：載入 Bootstrap 的 CSS 樣式文件。

10：載入 Font awesome 所提供的 CSS CDN文件。

11：載入自己所撰寫的 CSS 樣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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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概述15.1
近年來電子商務已成為銳不可擋的趨勢，且在科技的迅速發展下，目前網路上

已有很多新興平台可協助賣家輕鬆建置出專屬的購物網站，並具有會員註冊與

管理、商品上 /下架、線上刷卡、銷售報表、電子報與優惠卷等功能，不過需

每年（半月）付給平台一定的費用。

由於這類型平台不斷的冒出，加上建置購物網站的門檻不再像以前那麼困難，

使得以往在大型電子商務網站（如 pchome、yahoo或 ebay等）的賣家紛紛自

行建構專屬的購物網站。

從第 15章開始，範例會以「岡南塑膠發泡有限公司」為例，建置出完整的企業

型購物網站。

需要建置的頁面如下：

1. 企業：首頁、關於岡南、人力資源、連絡我們。

2. 購物：登入與註冊、商品商城、商品介紹、購物車、結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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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載入檔案

 �學習重點

 � 網格佈局。

 � CSS：Typography（文字排版）、Utilities（輔助類別）。。

 � 元件：NavBar（導覽列）、Card（卡片）、Button（按鈕）、Form（表單）。

 � 互動：Carousel（輪播）。

 � 其他：Google Map 地圖、Google 中文字型。

 �練習與成果檔案

 � HTML練習檔案：company website / Practice / index.html

 � CSS練習檔案：company website / Practice / css / style.css

 � 成果檔案：company website / Final / index.html

載入檔案15.2
在 <head>∼ </head> 標籤中定義相關屬性內容與載入相關文件，說明如下：

 � HTML

(01) <!DOCTYPE html>
(02) <html lang="en">
(03) <head>
(04)     <meta charset="UTF-8">
(05)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
      scale=1.0">
(06)     <meta http-equiv="X-UA-Compatible" content="ie=edge">
(07)     <title>岡南塑膠發泡有限公司 </title>
(08)     <link rel="shortcut icon" type="image/png" href="./images/logo.
      png"/>
(09)     <!-- CSS文件載入 -->
(10)     <link rel="stylesheet" href="./css/bootstrap.min.css">
(11)     <link href="https://use.fontawesome.com/releases/v5.0.6/css/
      all.css" rel="stylesheet">
(12)     <link rel="stylesheet" href="./css/style.css">

基峰-NANCY-ACU076300.indb			3 2018/8/8			下午	04:00:58



Chapter 24  │活動報名版型

24-2

實作概述24.1
近年來，無論是個人或企業均會為預購、課程報名或講習等活動而建置網頁，

以方便宣傳與推廣。本範例將以網路課程報名為規畫方向，並以「個人 LINE貼

圖創作設計班」為例，網站結構分為 1.廣告、2.創作流程、3.課程資訊與報

名課程、4.頁腳四種區塊內容。

 �  學習重點

 �  網格佈局。

 �  CSS：Typography（文字排版）、Utilities（輔助類別）。

 �  元件：Card（卡片）、Form（表單）、Button（按鈕）。

 �  其他：@media queries。

 �  練習與成果檔案

 � HTML練習檔案：ch24 / Practice / index.html

 � CSS練習檔案：ch24 / Practice / css / style.css

 � 成果檔案：ch24 / Final / 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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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概述25.1
在企業網站或電子商務網站中都很常見到部落格頁面，主要是常更新部落格文

章會有利於 SEO 的排名，也有人會直接以部落格形態作為主網頁版型，如記錄

美食或旅遊等內容。因此，此章節範例以部落格版型為規劃方向，並以「旅遊

日記」為例。

在頁面的建置上會以兩欄式佈局為主，本範例會製作「文章首頁」與「文章內 

頁」兩頁面，讓各位讀者了解部落格版型最基本的兩個頁面要如何建置。

 �  學習重點

 �  網格佈局。

 �  CSS：Typography（文字排版）、Utilities（輔助類別）。

 �  元件：Card（卡片）、NavBar（導覽列）、Breadcrumb（麵包屑）、Button

（按鈕）。

 �  其他：Font Awesome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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