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1 Pages 頁面之間的切換移轉技巧 

8-2 網頁之間的資料參數傳遞 

8-3 網頁間的資料共用與 ASP.NET 狀態管理 

 

 

 

 

 

 

 

 

 

 

 

 



8-2

 

 

在實務的網頁設計中，網頁常會由 A 頁面切換導向 B 頁面，而這中間涉及

了許多層面的技巧與議題，例如：網頁導向切換的方式、資料參數的傳遞、網

頁間的資料共用與狀態管理，算是十分基礎而重要的技術，本章將逐一解說這

幾個相關的技術。 

 
A.aspx 

來源網頁
B.aspx 

目標網頁 

 Page 導向切換技巧

涉及議題

 資料參數的傳遞 

 ASP.NET 狀態管理 

 

圖 8-1 網頁切換與狀態管理 

 8-1 Pages 頁面之間的切換移轉技巧 

由於一個 Web 網站中常包含多個 Page 頁面，使用者進行網頁瀏覽時，常會

由 A 頁面導向（Redirect）到 B 頁面，而 B 頁面又可能會切換到 C 頁面，對於

這類網頁間的切換移轉技術主要分為兩大類： Client 端的頁面切換類型，

Server 端的頁面切換類型，說明如下： 

 Client 端的頁面切換類型 

 Client 端的網頁切換移轉技術，完全是在 Client 端進行，不必提交回伺服

器處理，直接在前端就能進行網頁的切換移轉，常見的程式指令有：

Location.href、 Window.navigate()、 Window.open()與 
<a href=""></a>四種。 

 Server 端的頁面切換類型 

 Server 端的網頁切換移轉技術，是依賴後端伺服器的指令來處理，通常由

ASP.NET 控制項所引發，進而將 Request 提交回伺服端，再由伺服端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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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網頁切換移轉的指令，常見的程式指令有： Response.Redirect()、
Server.Transfer()與 跨網頁公佈（Cross-Page Posting）三種。 

以上兩大類的頁面切換技巧，有時是純 Client 端技巧就可以搞定，有的用純

Server 端技巧就可以完成的，但許多時候也會同時混用 Client 端與 Server 端兩種

類型，端視情況而選擇最適合的方式，不必執著拘泥那種方式，能夠善用並融

合二者的優點便是最佳，後續是二者的詳細解說。 

 

頁面切換技巧

Client 端 

Server 端 

 Location.href 

 Window.navigate() 

  Window.open() 

  <a href=""></a> 

  Response.Redirect() 

  Server.Transfer() 

 跨網頁公佈 

 

圖 8-2 Page 頁面切換技巧 

8-1-1 Client 端的頁面切換類型 

Client 端常見的網頁切換移轉技術有下表四種。 

表 8-1 Client 端的網頁切換指令 

類型 使用方式 

location.href lcation.href="http://www.sina.com.tw" 

window.navigate() window.navigate("http://www.pchome.com.tw") 

window.open() window.open("http://tw.Yahoo.com") 

<a href="">…</a> <a href="http://www.microsoft.com">微軟網站</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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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種網頁切換指令，前三個只要在 HTML element 的 onclick 事件中，

將指令套用進去即可，最後一種則是屬於 HTML 的 Tag 宣告方式。此外網頁在

切換時，若有資料參數需要傳遞至新的網頁，可以在網址的後面以問號附加字

串，以此達到傳遞參數的目的。 

 範例 8-1 Client 端的網頁切換程式技巧 

在 此 示 範 表 8-1 的 四 種 Client 端 網 頁 切 換 程 式 技 巧 ， 請 參 考

ClientNavigate.aspx 程式，步驟如下： 

 建立 Client 端 HTML Button 按鈕 

從工具箱拖曳三個 HTML 的 Button 按鈕控制項，設定其 ID 與 Value 兩個

屬性。使用 HTML 型態的 Button，目的是為了證明它們屬於純 Client 端的

網頁切換導向功能。 

 

圖 8-3 拖曳建立 HTML 的 Button 按鈕 

 設定 onclick 事件執行網頁切換移轉 

在 HTML 中的 Button 按鈕加入 onclick 網頁導向設定： 

<input id="btnLocation" onclick="location.href='http://www.sina.com.tw'" 

   type="button" value="location.href" /> 

<input id="btnNavigate" onclick="window.navigate('http://www.pchome.com.tw')" 

   type="button" value="window.navigate" /> 

<input id="btnOpen" onclick="window.open('http://tw.yahoo.com')" type="button" 

   value="window.op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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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做 Client 端的網頁切換時，移轉的程式指令多半是由 Hyperlink 超
連結或 Button按鈕的 click事件觸發執行，也就是當使用者點選時，才去
執行移轉的指令動作，而 click事件是在 Button按鈕的 onclick屬性中設定。 

 設定<a href=""> <a>的網頁導向超連結 

最後一個技巧是透過<a></a>在 HTML element中設定網頁導向超連結，只
要在 href屬性指定 Url網址即可： 

<a href="http://www.microsoft.com">微軟網站</a> 

 

圖 8-4 設定 Client 端網頁切換導向網址 

完成後請執行 ClientNavigate.aspx程式，當點選任一 Button時，畫面即會導
向到另一個目標網址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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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 Client 端網頁的頁面切換 

8-1-2 Server 端的頁面切換類型 

所謂的 Server端頁面切換，就是透過 ASP.NET程式碼來進行網頁切換導向
的一種方式。通常是由使用者點選伺服端控制項後，然後由 Server 端產生網頁
切換移轉的指令，常見的有下表三種方式。 

表 8-2 ASP.NET 伺服端的網頁切換指令 

類型 使用方式 

Response.Redirect() Response.Redirect("http://www.google.com") 

Server.Transfer() Server.Transfer("Login.aspx ") 

跨網頁公佈 透過 PreviousPage物件存取來源網頁之控制項與資料。 

以上三種方式，Redirect()與 Transfer()方法是在 ASP.NET 1.0就內建的，第
三種跨網頁公佈是在 ASP.NET 2.0才有的，而 Redirect()與 Transfer()是最常被使
用與拿來比較的，下表是二者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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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Redirect 與 Transfer 方法之比較 

類型

比較 
Response.Redirect() Server.Transfer() 

導向網站限制 
可以導向任何網頁，不限同一個

網站。 
限制來源網頁與目標網頁必須屬

於同一個網站。 

目標網頁類型 
目標網頁類型可為.htm、asp、
jsp、aspx等任何的網頁類型。

目標網頁類型必須是 .aspx 類

型，不可為.asp或.asmx網頁。 

資料參數之傳遞 透過QueryString傳遞資料參數。
除透過 QueryString 傳遞資料參
數外，還可以讀取 Form 表單集
合中的值。 

Url網址列 
在導向目標網頁後，Url網址為目
標網頁之網址。 

在導向目標網頁後，Url仍維持來
源網頁之網址不變。 

瀏覽記錄更新 
會更新瀏覽器記錄（History），
按下瀏覽器上一頁／下一頁或

Refresh按鈕時，功能正常。 

不會更新瀏覽器記錄（History），
按下瀏覽器上一頁／下一頁或

Refresh 按鈕時，有可能會造成
不可預期之結果。 

 範例 8-2 以 Redirect 及 Transfer 方法設計 Server 網頁導向 

雖然 Redirect 及 Transfer 方法在深入層面有所差異，但是就粗淺的網頁導向

功 能 上 是 差 不 多 的 ， 本 範 例 簡 單 示 範 這 兩 種 網 頁 導 向 ， 請 參 考

ServerNavigate.aspx 程式，步驟如下： 

 

圖 8-6 Server 端的網頁導向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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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控制項及版面配置 

建立兩個 Button 控制項，一個給 Response.Redirect()使用，另一個給

Server.Transfer()。 

 建立伺服端網頁導向之程式 

雙擊兩個 Button，在各自的 Click 事件中，分別建立 Response.Redirect()
及 Server.Transfer() 導向程式： 

01 //以 Response.Redirect()方法進行網頁切換導向 

02 protected void btnRedirect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03 { 

04     Response.Redirect("http://www.microsoft.com"); 

05 } 

06  

07 //以 Server.Transfer()方法進行網頁切換導向 

08 protected void btnTransfer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09 { 

10     Server.Transfer("TargetPage.aspx"); 

11 } 

 建立目標網頁程式 

加入 TargetPage.aspx 目標網頁及程式： 

01 using System; 

02  

03 public partial class TargetPage : System.Web.UI.Page 

04 { 

05     static string sourceUrl = "";   //來源網頁 

06  

07     protected void Page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08     { 

09         if (!IsPostBack) 

10         { 

11             //讀取並保存來源網頁 Url 

12             sourceUrl = Request.RawUrl.ToString(); 

13         } 

14     } 

15  

16     //回上一頁 

17     protected void btnBack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18     { 

Transfer 方法

Redirect 方法 

保留來源網頁 Url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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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導向回到上一頁之來源網頁 

20         Response.Redirect(sourceUrl); 

21     } 

22 } 

程式說明 

原本 TargetPage.aspx 目標網頁不需寫任何程式就可以正常執行，但因為目

標網頁常會有「回到上一頁」按鈕功能，所以順道指出如何撰寫回到上一頁的

功能。 

 範例 8-3 以跨網頁公佈執行 Server 端網頁導向與資料讀取 

本範例說明跨網頁公佈技術的運用，在此以來源網頁 CrossPageSource.aspx
及目標網頁 CrossPageTarget.aspx 兩支程式進行解說，步驟如下： 

 

圖 8-7 跨網頁公佈執行畫面 

 加入來源及目標網頁 

加入 CrossPageSource.aspx 及 CrossPageTarget.aspx 程式，前者為來源網

頁，後者是目標網頁，在使用者輸入姓名，按下 Button 按鈕後，會導向另

一個網頁將使用者姓名顯示出來。 

 指定跨網頁公佈目標網頁 

來源網頁 CrossPageSource.aspx 最重要的部分，是 Button 按鈕的

「PostBackUrl」屬性要指向目標網頁 CrossPageTarget.aspx，指定二者導

向的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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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8 指定跨網頁公佈之目標網頁 

 在目標網頁中讀取來源網頁控制項 

在 CrossPageTarget.aspx 的 Page_Load 事件中加入下列程式： 

01 protected void Page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02 { 

03     if (PreviousPage != null && PreviousPage.IsCrossPagePostBack) 

04     { 

05         TextBox txtUsername = (TextBox)PreviousPage.FindControl("txtUserName"); 

06         txtMsg.Text = "您輸入的名字是：" + txtUsername.Text; 

07     } 

08 } 

程式說明 

 跨網頁公佈在使用 PreviousPage 之前，必須先判斷其是否為 null 值，以

及用 IsCrossPagePostBack 屬性判斷是否為跨網頁公佈。 

 由於來源網頁中的控制項預設是被保護的，也就是在另一個網頁不能直

接存取控制項，必須透過 PreviousPage 的 FindControl()方法存取來源網頁

的〝控制項〞，請看清楚是〝控制項〞，而非以往單單只是參數，意思

是該控制項的所有屬性都能夠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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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ousPage 是 Page 型別，只有在來源網頁和目標網頁屬於相同的 
ASP.NET 應用程式中，目標網頁的 PreviousPage 屬性會包含來源網頁的參
考；如果網頁不是跨網頁公佈的目標，或是網頁在不同的應用程式中，就不會

初始化 PreviousPage屬性，也就是不能使用 PreviousPage來存取任何資訊。 

 8-2 網頁之間的資料參數傳遞 

網頁在做導向切換時，不僅僅是將網頁由來源網頁導向目標網頁，有時會

需要從來源網頁傳遞參數資料至目標網頁，爾後目標網頁再讀取參數資料，據

以進行後續之處理，故本小節將講述網頁之間資料參數的傳遞技術。 

雖然網頁導向切換技術粗分為 Client 端與 Server 端兩大類，但實際上又可

再細分成很多種型式，再加上資料參數傳遞的技巧也很多，二者綜合運用的變

化形就相當多，但為求以簡御繁，以一法而應萬變，故本小節要介紹的參數傳

遞技巧是「查詢字串（QueryString）」，因查詢字串的方式，幾乎可以應用在

所有類型的網頁導向技術。 

那什麼又是查詢字串？它是在來源網頁進行導向時，在目標 Url 網址列的末

端，以〝？〞問號附加參數的一種型式，例如從來源網頁 source.aspx 要傳遞參

數到目標網頁 target.aspx，若以查詢字串傳遞「Name="聖殿祭司"」參數，可用

下表各種網頁導向之傳遞參數語法。 

表 8-4 查詢字串之傳遞參數語法 

source.aspx 傳送參數 target.aspx 接收讀取參數 

Location.href＝"http://localhost/PageRedirect/ 
source.aspx?Name=聖殿祭司" 

Window.navigate("http://localhost/PageRedirect/ 
source.aspx?Name=聖殿祭司") 

Window.open("http://localhost/PageRedirect/ 
source.aspx?Name=聖殿祭司") 

Response.Redirect("http://localhost/PageRedirect/ 
source.aspx?Name=聖殿祭司") 

Server.Transfer("source.aspx?Name=聖殿祭司"); 

TextBox.Text=Request. 
QueryString["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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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對查詢字串之傳遞參數語法進行補充說明： 

 由上表可看到，若要傳遞任何的參數資料，只需在原來的 Url 後面加上問

號，接著設定參數名稱及其內容值即可。 

 若有多個參數欄位要傳遞時，其傳送格式又該如何寫呢？只要在參數與

參數之間用「&」符號做區隔與連接，系統就會知道是有多個查詢字串變

數，如"source.aspx?Name=聖殿祭司&Gender=男"。 

 接收讀取參數則使用相同 Request.QueryString["Name"]語法即可。 

 當然網頁間資料傳遞的技術並不限於這幾種方式，而讀取接收的方式至

少就有四種以上，但為了不增加初學讀者的記憶負擔，所以讀取接收只

列出一種最通用的方式。 

如果網頁中資料是由使用者輸入，在傳送給目標網頁做進一步資料處理

前，記得使用 Server.HtmlEncode()方法將字串進行 HTML 編碼，一方面是為防

止某些符號在傳送後，無法被 Client 端正確解讀，另一方面還可以防止駭客或

有人心利用這個漏洞夾帶指令碼攻擊程式。 

 範例 8-4 以查詢字串進行來源網頁與目標網頁之資料參數傳送 

在此說明來源網頁與目標網頁進行網頁導向切換時，如何以查詢字串進行

使用者基本資料參數的傳送，並在目標網頁中將使用者資料參數讀取顯示，請

參考 source.aspx 及 target.aspx 程式，步驟如下： 

 

圖 8-9 網頁導向的資料參數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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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控制項及版面配置 

建立來源網頁 source.aspx的TextBox控制項，做為使用者基本資料之輸入。 

 建立網頁導向及資料參數傳遞程式 

在 source.aspx【確定】按鈕的 Click 事件中，加入資料參數傳遞程式： 

01 //進行網頁導向切換，及使用者資料傳遞 

02 protected void btnSubmit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03 { 

04     string name = "Name=" + Server.HtmlEncode(txtName.Text); 

05     string tel = "Tel=" + Server.HtmlEncode(txtTel.Text); 

06     string city = "City=" + Server.HtmlEncode(dwnCity.SelectedItem.Text); 

07     string param = name + "&" + tel + "&" + city; 

08     //使用 Redirect方法 

09     Response.Redirect("target.aspx?"+param); 

10     //使用 Transfer方法 

11     //Server.Transfer("target.aspx?" + param); 

12 } 

 目標網頁讀取並顯示資料參數 

01 在 target的 Page_Load事件中建立讀取及顯示資料參數的程式碼： 

02 protected void Page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03 { 

04     //讀取來源網頁傳送之資料參數 

05     string Name = Request.QueryString["Name"]; 

06     string Tel = Request.QueryString["Tel"]; 

07     string City = Request.QueryString["City"]; 

08     //顯示資料 

09     Response.Write(string.Format("您的基本資料如下：<BR/>姓名：{0}<BR/>電話：{1}<BR/>  

      居住縣市：{2}", Name, Tel, City)); 

10 } 

程式說明 

 完成後請執行 source.aspx 程式，輸入基本資料後，按下【確定】按鈕，

在 target.aspx 程式會將傳遞的資料顯示出來。同時請注意 target.aspx 的

Url 網址列如下，這就是 HtmlEncode 編碼後的格式： 

「http://localhost:21484/PageRedirect/target.aspx?Name=%e8%81%96%e6%ae%bf%e

7%a5%ad%e5%8f%b8&Tel=0800-000-123&City=%e5%8f%b0%e5%8c%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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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伺服端還有跨網頁公佈的方式，它不需要使用查詢字串這種帶參數

的方式，而是直接用 PreviousPage 物件存取來源網頁資料，可回頭參考

範例 8-3。 

 8-3 網頁間的資料共用與 ASP.NET 狀態管理 

網頁在導向切換時，可能會有資料參數需要傳遞，在某種層面上它是共享

（Share）資料的一種形式；然而若以〝資料共用〞一事來看，不僅僅網頁導向

切換時會有共用分享資料之需求，即便是沒有任何的網頁導向切換情況下，一

樣會有資料共用的需求，例如整個網站中所有的網頁會需要存取相同的一份資

料，而不需要每個網頁中都重複建立相同資料，這時就有正規的資料共用與保

存技術。 

對於這種網頁資料的共用與保存技術，ASP.NET 正式的術語稱之為「狀態

管理（State Management）」，ASP.NET 狀態管理除了瞭解如何保存網頁資料外，

還須清楚不同情況下，選擇對應的狀態管理機制，可分為下表 Client 端及 Server
端兩大類。 

表 8-5 伺服端及用戶端狀態管理技術分類 

伺服器端狀態管理 用戶端狀態管理 

 Application State 
Application 狀態資訊可供網站中所有的
網頁使用者共同使用。 

 Cookies 
是一個 text文字檔，裡面會儲存一些資訊。 

 Session State 
Session 狀態資訊只能由同一個使用者
在特定期間內使用。 

 ViewState 
只能保留同一個網頁 Page 的資訊，一旦做
網頁切換，狀態資訊就會失去。 

 Profile 
Profile 設定檔狀態資料僅供個別使用者
使用與存取。 

 Hidden Fields 
資訊儲存在 HiddenField 控制項中，並以標
準 HTML隱藏欄位呈現。 

 Database 
有時亦可透過資料庫來保留網頁的資訊

狀態。 

 QueryString 
一般是兩個網頁在傳遞資料時，附加在 Url
網址列尾端的字串，傳給另一個網頁做處理。 



8-15 

 

 

伺服器端狀態管理 用戶端狀態管理 

備註： 
若使用伺服器端狀態管理的技術，則所

有資訊及資料是保留在伺服器，所以是

消耗伺服器的資源，如記憶體、處理器

運算等伺服器端資源，所以不可無限制

濫用，以免影響系統效能。 

備註： 
若使用用戶端狀態管理的技術，則使用的是

使用者電腦端的資源，所以伺服器負擔較

輕，故即使面對成千上萬的使用者，一樣輕

鬆應付自如，相對的延展性較佳，但也有安

全性等限制存在。 

為什麼 Web 需要狀態管理？ 

若您第一次聽過「狀態管理」這個名詞，心中一定會有疑問：「為什麼 Web
需要狀態管理？」因為以前寫 Windows Form 視窗應用程式從來不需理會這些東

西，也沒聽過什麼「狀態管理」機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以 HTTP 技術為基

礎的 Web Form 網頁本身是無狀態（Stateless）的，意思是 Web 伺服器不會刻意

去保留任何的連線或使用者資訊，所以才稱為無狀態，以下是無狀態的一些特

性說明： 

 當使用者發出請求（Request）給 Web 伺服器時，Web 網頁的服務會被建

立並回應（Response）給使用者，當回應完成後，這些網頁資源隨即被摧

毀，且沒有任何的資訊狀態被保留下來。 

 當使用者再次發出請求給 Web 伺服器時，即使呼叫相同的網頁，也無法

再次使用上次所建立的資源，因上一次建立的網頁資源早已被摧毀捨

棄，所以 Web 網頁的服務只能「重新建立」，並回應給使用者，當回應

完成後，這些網頁資源依然隨即被摧毀，如此反覆循環。 

 當 Web 伺服器收到一連串的使用者網頁請求時，Web 伺服器並不會去記

錄每個網頁請求是哪個使用者或網路節點所發出，因為沒有任何資訊被

保留，所以稱為無狀態。 

 因為無狀態的關係，所以 Web 伺服器無法感應或偵測到使用者的瀏覽器

是否還在動作。 

由於上述 HTTP 網頁無狀態的緣故，網頁系統預設不會對使用者狀態或資

料進行保留。但有趣的是，真實世界的 Web 應用，偏偏對於狀態卻有很多、很

大的需求，例如：使用者登入資訊、商品購物車資訊、目前上線人數、網頁資

料的共用，都需要保留著過程中的狀態資料。故為了克服先天上的無狀態弱點

與障礙，幾乎所有伺服端的網頁技術，如 ASP.NET、ASP、JSP、PHP 都有狀態



8-16

 

 

管理技術，以便可以透過狀態管理機制來保存網頁資料，而先前介紹的查詢字

串（QueryString）就是 Client 端狀態管理機制的一種。 

最後，為什麼以 Windows Form 視窗為主的應用程式不需要額外的狀態管理

機制？那是因為它本身就是具備狀態（Stateful）的應用程式，它會自行管理狀

態資料，不需程式設計師介入。但 ASP.NET 的網頁應用程式，程式設計師就必

須隨時視需要，採用不同的狀態管理技術保存網頁資料，以便下次可以將資料

再行取出運用或分析，以下介紹四種較為常用的狀態管理技術： 

 Application 應用程式狀態管理（Server 端） 

 Session 工作階段狀態管理（Server 端） 

 View State 檢視狀態管理（Client 端） 

 Cookie 狀態管理（Client 端） 

表 8-6 四種常用狀態管理技術之特性比較 

狀態管理

技術 
共用情形 儲存方式 備註 

Application 
全 體 共 用

一份，會互

相影響。 

存在 Server端記憶體中。宣告語法為
Application["索引"]=資料。 

可被同一網站所有

程式共同存取。 

Session 
每 人 獨 立

一份，彼此

不影響。 

存在 Server端記憶體中。宣告語法為
Session["索引"]=資料 

Session 會以瀏覽
器視窗為作用範圍。 

ViewState 

每 人 獨 立

一份，彼此

不影響。 

以隱藏欄位附加在 HTML碼中。語法
為 ViewState["索引"]=資料。 

網 頁 導 向 切 換

Page，會導致 View 
State 檢視狀態資料
喪失 

Cookie 

每 人 獨 立

一份，彼此

不影響。 

以 Cookie 檔形式儲存在 Internet 暫
存 目 錄 中 。 宣 告 語 法 為

Response.Cookies["Name"].Value=
資料。 

Cookie 安全性低，
不適合儲存敏感性

資料。同時瀏覽器也

有可能阻擋 Coo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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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Application 應用程式狀態管理 

Application State 中文稱為「應用程式狀態」，它是屬於 Server 端的狀態管

理機制，其最大特色是其儲存的狀態資料屬於全域的（Global），因此同一網站

中的所有.aspx 或 C#程式皆可存取，更確切的說，是 IIS 目錄下的單一虛擬目錄

及其子目錄的程式都可以存取。 

Application應用程式狀態本身是屬於 HttpApplicationState 類別的執行個體。 

Application 應用程式狀態是一種 Key/Value（索引鍵/值）的配對，並儲存在

字典（Dictionary）之中，其語法宣告如下： 

Application["索引鍵名稱"]="字串資料"; 

或 

Application["索引鍵名稱"]=數值資料; 

或 

Application["索引鍵名稱"]=DataSet物件; 

對於 Application 應用程式狀態的索引鍵/值的說明如下： 

 索引鍵（key）名稱是賦予這個 Application 應用程式狀態獨特的名稱，目

的是在多個 Application 中做識別用的，透過索引鍵便能夠讀取儲存在

Application 應用程式狀態中的資料值。 

 對於儲存的資料型態指定，字串資料需要加上雙引號，而數值資料或物

件就不必。 

 Application 所能儲存的資料不僅止於字串與數值兩種，幾乎常用的類型

資料型別或物件都可以儲存在 Application 之中，如 DataSet、DataTable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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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存在 Application 的狀態資料，無論其原始的型別為何，一律是以 Object
型態儲存，因此當資料從 Application 讀取出來時，有時必須進行明確型

別的指定與轉換，才能夠使用。 

 Application應用程式狀態資料的儲存是佔用 Server端記憶體，使用的CPU
運算也是 Server 端的，因此在使用上必須小心謹慎，愛惜伺服端的資源，

別把它當成免費吃到飽，肆無忌憚地濫用，才不致於將伺服器效能拖垮。 

若要以生活化的例子描述 Application 應用程式狀態管理，在此舉一例，例

如火車站大廳常有提供大螢幕電視（比喻 Application）供人觀看，是所有人都

可以看得到，大家共用相同的資源，一旦電視機轉台、電視音量調大聲，所有

人看到的都是同樣的。而 Application 正是這樣的特性，由大家共用相同一份狀

態資料，且一定會影響他人的，意即當任何一個使用者修改了 Application 狀態

內容的值，所有使用者都會受到影響，所有人讀到的資料都會是修改過後的值，

所以必須注意其影響範圍。 

 範例 8-5 使用 Application 儲存網站全域資料 

本範例以 Application 儲存網站的全域資料，並於個別網頁 Page 中讀取顯示

Application 所儲存的狀態資料，請參考 Global.asax 及 ApplicationState.aspx 程

式，步驟如下： 

 

圖 8-10 讀取 Application 應用程式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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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 Global.asax 全域應用程式類別 

在專案中加入一個 Global.asax 全域應用程式類別（Global Application 
Class）。 

 

圖 8-11 加入全域應用程式類別 

在 Global 之中可設定整個 Web 專案層級的事件程式，故可在其中設定

Application 狀態值，供整個專案程式讀取使用 Application 狀態資料。 

 設定 Application 應用程式狀態 

在Global.asax中的Application_Start及 Session_Start事件中建立下列程式： 

<%@ Application Language="C#" %> 

<script RunAt="server"> 

    void Application_Start(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應用程式啟動時執行的程式碼 

        Application["Blog"] = "DotNet 開發聖殿"; 

        Application["Administrator"] = "聖殿祭司"; 

        Application["Tel"] = "0800-000-123"; 

        Application["Counter"]=0;   //網站造訪計數器 

    } 

     

    void Session_Start(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設定 Application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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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客人數+1 

        Application.Lock(); //鎖定 Application 

        Application["Counter"] = (int)Application["Counter"] + 1; 

        Application.UnLock();   //解除鎖定 

    } 

 ....        

</script> 

程式說明 

 Application_Start事件程式是用來設定 Application狀態值。 

 Session_Start事件程式則是利用 Application["Counter"]來計算網站訪客計
數器的一個技巧。 

 Application狀態不必然只能在 Global.asax中設定，亦可在.aspx網頁程式
設定。 

 Application的 Lock與 UnLock方法是限制同一時間只能有一人存取的鎖
定方式，以避免多人欲同時修改 Application狀態值。 

 於 Page 頁面中讀取 Application 應用程式狀態值 

Application狀態值一旦設定後，網站中所有的.aspx與 C#程式皆可存取到
Application 狀態值，例如以 ApplicationState.aspx 程式讀取 Application 狀
態資料： 

01 protected void Page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02 { 

03     Response.Write("Blog名稱：" + Application["Blog"] + "<BR/>"); 

04     Response.Write("管理者：" + Application["Administrator"] + "<BR/>"); 

05     Response.Write("Tel：" + Application["Tel"] + "<BR/>"); 

06     Response.Write("目前訪客人數為：" + Application["Counter"] + "<BR/>"); 

07 } 

Application狀態使用時機 

至於什麼時候使用 Application 來保留狀態資料是比較恰當的？如果一份資
料是和全體使用者或應用程式有關，且資料不會因人而異，所有人都共用相同

的狀態資料內容，這時就可以考慮使用 Application 來保存狀態資料，比如說公

計數器加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