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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圖解可以學會觀念、範例可以學會設計！

掌握程式設計技巧，就會加速學習的一大步! 

「速學對策」系列的宗旨是針對學習程式語言時所面臨的學習困境，提供詳細的說

明、步驟圖、相關的圖表與流程，甚至是教學影片與延伸試題，最後更以專題製作

方式讓設計者進入更實務和專業的領域！無論自學或是進修，都是最好的選擇。

學習架構的安排

本書將利用一個個簡單的範例詳細說明 ASP.NET 4.0 各種指令及控制項的使用方

法，讓您在實際的操作中，學習程式設計的思考流程，打下紮實的基礎。

 ◆基礎程式篇

想要快速進入 ASP.NET 4.0 的殿堂嗎？本篇首先介紹如何部署 ASP.NET 4.0 的

開發環境，快速帶領您建立第一個程式後，在以下的章節中會循序介紹 變數、資

料型別及運算式、流程控制、陣列、方法 及 類別與物件，讓您能由清楚的觀念

出發，學習程式與語法的建置，熟悉撰寫與除錯的方式，打下深厚的基礎。

 ◆控制項入門篇

控制項是網頁的基本元素，每一個控制項具有其特定的功能。透過控制項的使

用，網頁設計者可以不必再撰寫複雜 HTML 原始碼或程式碼，只要以拖拉的方式

建立控制項，再簡單的設定其屬性，就能完成功能強大的網頁。

這裡將由 基本控制項 開始，進而介紹日曆、表單驗証及檔案上傳等 進階控制項

。接著將利用 表格式資料庫控制項 達到互動網頁的效果，並藉由 自訂格式資料

庫控制項的方式擴展網頁上使用資料庫的功能。

ListView 控制項 是全新資料控制項，應用的範圍不容小看。這裡將專章介紹它

的使用方式，並搭配其他的控制項進行資料的編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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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技巧篇

本篇中將更深度的討論許多網頁程式開發時所會觸及的重點，包括了 登入控制

項、AJAX控制項與統一網頁介面。

開發社群或是會員制的網站中，設定使用者可以進入某些頁面、執行某些功能是

十分重要的動作，利用登入控制項可以快速為網站加入這些功能，並能輕易克服

安全性的問題。

AJAX 是很流行的技術，對於瀏覽器與伺服器之間的交互動作是以非同步的方式

進行處理，不僅減低伺服器的負擔，也強化了使用者界面的操作。利用 AJAX 控

制項能夠在原有頁面上加入 AJAX 的機制，升級頁面的操作功能。

主版頁面可以將網頁架構與網頁內容分開設計，讓網站中的頁面能有一致性的呈

現。搭配 TreeView 控制項與 SiteMap 資料的應用，整網站在瀏覽上更有系統。

 ◆網站實戰篇

在本篇中以 新聞公告系統、網路部落格、雲端檔案系統 三個網站作品引導讀者

挑戰互動網站的開發。在進行前會先進行網站程式的分析，再說明每個程式的思

考方向及應用的功能後，再進行實作與說明。對於提升讀者在網頁程式開發的能

力上有很明顯的效果。

學習配套的提供

本書在光碟中除了提供每個章節所會操作到的範例程式之外，並會提供相關章節的

延伸練習，讓讀者能在每個學習的段落，利用不同的思考方向增進自己的實力。另

外針對 VS2010 Studio 在操作上的新功能以及第四篇中三個網站作品的製作，作者

將以教學影片的方式進行分享。

本書雖然以 C# 語法來進行所有範例的說明，但是在本書光碟中仍為所有的範例，以
及網站作品、延伸練習也都加入了對應 VB 語法的作品以供參考，對於想要精通不同
程式語言的讀者來說，是十分受用的資料！

當然，也歡迎在我們官方網站 http://www.e-happy.com.tw 的討論區中針對書上的內
容與我們進一步的交流，讓我們一起分享，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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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資源說明

SUPPORTING MEASURE

為了確保您使用本書學習 ASP.NET 4.0 的完整效果，並能快速練習或觀看範例效

果，本書在光碟中提供了許多相關的學習配套供讀者練習與參考：

光碟內容

1. 範例程式：本書範例的完整檔案都放置在每個章節的資料夾中，並提供對應的
VB 程式檔以供參考。

2. VS2010 全新功能教學影片：針對 VS2010 Studio 在操作上的新功能，作者將以
教學影片的方式進行分享。

3. 網站實戰教學影片：第 13、14、15 章的網站實戰篇的作品製作教學影片，作者
將在影片中詳細說明開發流程與程式內容。

4. 延伸練習：針對各章節後的延伸練習題目提供參考答案，並提供對應的 VB 程式
檔以供參考。

注意事項

本光碟內容是提供給讀者自我練習以及學校補教機構於教學時練習之用，版權分屬

於文淵閣工作室與提供原始程式檔案的各公司所有，請勿複製本光碟做其他用途。

學習資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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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檔案系統
本章將建立一個實用的雲端檔案系統，所有功能都在一個網頁中完成。使用者申請

為會員成功後，系統就會在伺服器中以會員帳號建立資料夾，做為該會員的儲存空

間，會員對空間的目錄及檔案做上傳、下載、修改、刪除等操作管理。

檔案服務提供檔案及資料夾建立、複製、刪除、搬移以及開啟的功能，它是屬於 IO 
(Input/Output) 的一種，在程式開發的過程中，經常需要利用檔案服務系統，以存取
磁碟中的檔案及資料夾。

15 CHAPTER

 █ 網站事前準備

 █ 建立示範帳號及權限

 █ 資料夾處理－ DirectoryInfo 類別

 █ 檔案處理－ FileInfo 類別

 █ 登入頁面

 █ 建立新會員頁面

 █ 雲端檔案系統主頁面

 █ 顯示檔案資料區

 █ 上層及下層目錄

 █ 更名及刪除

 █ 建立目錄

 █ 建立目錄

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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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網站事前準備
讀者可能聽過「資料庫是互動網站的必備條件」這句話，如果不懂資料庫就不可能

寫出互動網站，真是如此嗎？不同於一般網路硬碟將檔案結構儲存於資料庫中，本

範例未使用資料庫，直接讀取伺服器中的檔案資訊顯示於網頁中，這樣可以大幅簡

化網頁的複雜度。再強調一次：要使用何種技術建立網站，需視實際需要而定，不

要自我設限。

本章將建立一個實用的雲端檔案系統，所有功能都在一個網頁中完成。使用者申請

為會員成功後，系統就會在伺服器中以會員帳號建立資料夾，做為該會員的儲存空

間，會員對該空間的目錄及檔案可做上傳、下載、修改、刪除等操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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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5.1.1 開啟網站

為了方便網頁測試，本書採用「檔案系統」方式建立網站，將網站建於 <C:\
ASPNET4\> 資料夾中。

將附書光碟中 <ch15/原始檔 /cloudhard> 資料夾全部複製到 <C:\ASPNET4\> 資料
夾內，於 Visual Web Developer 中開啟 <C:\ASPNET4\cloudhard> 網站。

開啟網站的操作：

1

2

3

1 開啟 Visual Web Developer 
2010 Express，執行功能表
檔案 \ 開啟網站。在開啟網
站對話方塊中點選檔案系統。

2 選取 <C:\ASPNET4\
cloudhard> 資料夾。

3 按開啟鈕。

15.1.2 建立示範帳號及權限

每一位使用者必須加入會員才能使用本系統，在登入頁面有一個「加入會員」的連

結，可為使用者建立帳號。ASP.NET 為了安全因素，預設將登入者的資料儲存於內
建的 <ASPNETDB.MDF> 資料庫，其中的重要資料 (如：密碼 ) 都經過加密後才儲
存，以確保資料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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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 修改組態檔

如果瀏覽者未經登入的檢驗而欲使用者的雲端檔案網頁時，必須將其導引到登入頁

面。本網站的登入頁面為 <cloudLogin.aspx>，必須修改 <web.config> 檔中的設定。

開啟 <web.config> 檔在編輯頁面中，找到「<authentication mode="Forms" />」處，
依下面的程式碼修改：

  <authentication mode="Forms">
     <forms loginUrl="cloudLogin.aspx"></forms>
  </authentication>

<web.config> 檔中的 <authentication> 區段是用來設定 ASP.NET 使用的安全性驗
證模式， loginUrl 證模式， loginUrl 證模式， 屬性設定登入功能所在的網頁。

為了測試，可先建立一個 admin 帳號：參考 10.1.1 節的操作，使用網站管理工具
啟用本網站的角色功能、建立 manager 角色、再建立一個帳號為「admin」、密碼
為「&^%$#@1」的使用者。

本範例將檔案放置於 <file> 資料夾中，所以必須設定 <file> 資料夾為 manager 角色
才能存取：參考 10.1.2 節及 10.1.3 節加入資料夾存取規則，設定只有 manager 角
色可以存取 <file> 資料夾，並將 admin 使用者加入 manager 角色中。

執行完網站管理工具後，系統會在 <App_Data> 資料夾中產生 <ASPNETDB.MDF> 
及 <aspnetdb_log.ldf> 資料庫檔案，所有關於網站安全性的資料都會儲存在此資料
庫中。

另外，建立 admin 使用者後，需在 <file> 資料夾中建立 <admin> 資料夾來儲存
admin 使用者的目錄及檔案。原始檔中已在 <file> 資料夾中建立 <admin> 資料夾，
並在 <admin> 資料夾中放置 <document>、<image> 兩個目錄及 <scene1.jpg>、
<scene2.jpg> 兩個檔案。<document> 是空資料夾，<image> 中有 <photo1.jpg> 
及 <photo2.jpg> 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