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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碟內含教學影片
1. 主題： TreeView 控制項於網站巡覽之運用
內容：與範例 10-1 、範例 10-2 、範例 10-3 、範例 10-4 、範例 10-5 相關
2. 主題： SiteMapPath 與 Menu 控制項之運用
內容：與範例 10-8 、範例 10-10 相關

ASP.NET 4.5 完美入門 ─ 使用 C#

何謂網站巡覽（Web Site Navigation）？就是網站提供的網頁路徑指引，
目的是要讓使用者可以清楚知道目前位於網站的哪一層、哪個位置，讓使用者
不會迷失在網站的大森林中，增加網站的親和力與再次造訪率。

10-1 ASP.NET 網站巡覽控制項簡介
ASP.NET 網站巡覽功能是由以下三個控制項及巡覧設定所構成：
 TreeView 控制項
 Menu 控制項
 SiteMapPath 控制項
 SiteMapDataSource 及 .sitemap 設定
三個控制項負責呈現網站巡覽結構，SiteMapDataSource 及.sitemap 檔負責
網站巡覧資料及設定。
表 10-1

網站巡覽控制項

項目

TreeView 控制項

Menu 控制項

SiteMapPath 控制項

圖示

圖形
範例

說明

階層性的樹狀檢視

階層性的選單

階層性的網站路徑

若要建立以上網站巡覽結構，最快的方式是套用 .sitemap 檔，它是用 XML
描述的階層式架構，如 Company.sitemap：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siteMap xmlns="http://schemas.microsoft.com/AspNet/SiteMap-File-1.0" >
<siteMapNode url="Default.aspx" title="總公司"
<siteMapNode url="B.aspx" title="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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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總公司">
description="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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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MapNode url="C.aspx" title="人事課"

description="人事課" />

<siteMapNode url="D.aspx" title="總務課"

description="總務課" />

</siteMapNode>
<siteMapNode url="E.aspx" title="業務部"

description="業務部">

<siteMapNode url="F.aspx" title="亞洲業務單位"

description="亞洲業務單位" />

<siteMapNode url="G.aspx" title="歐洲業務單位"

description="歐洲業務單位" />

</siteMapNode>
</siteMapNode>
</siteMap>

.sitemap 檔 資 料 結 構 是 XML 形 式 ， 若 內 容 格 式 設 定 不 合 法 ， 或 不 同
siteMapNode 節點 url 所指定網頁名稱重複，會造成巡覽控制項無法正常顯
示，執行時會產生錯誤。故當巡覽控制項有錯誤時，記得先檢查 .sitemap 檔
資料結構是否正確。

ASP.NET 網站巡覽架構
在網站巡覽架構圖的左半部，是各層之間的溝通方式，如巡覽控制項是透
過 DataSource 控制項來讀取網站巡覽的結構；而圖的右半部則為各層實際相對
應的控制項或檔案，例如 Navigation 控制項內建就包含 TreeView、Menu 與
SiteMapPath 控制項。

圖 10-1

ASP.NET 網站巡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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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網站巡覽檔案以非 .sitemap 副檔名儲存，則會有安全性的問題，因為
系統預設會自動保護 .sitemap 類型檔案而不被使用者下載。若有特殊需求必
須以其他副檔名表示，可將任何副檔名不是 .sitemap 的自訂網站導覽資料檔
置於 App_Data 資料夾中。

10-2 建立網站巡覽地圖路徑
若要讓 TreeView、Menu 及 SiteMapPath 巡覽控制項發揮作用，首先須建
立網站階層式的結構檔，裡面存放了從根節點到子節點的資料，包含 url 網頁路
徑名稱、title 及描述說明。
而圖 10-1 中可看到網站巡覽結構檔有兩種：SiteMap 檔（預設）、自
訂的 XML 檔。二者的差異，在於 XML 檔可使用自訂的節點名稱，而 SiteMap
檔得依照系統所訂定的預設名稱。

若您原本專案早已有自訂的 XML 檔，可直接拿來套用，不必遷就 SiteMap
格式。

10-2-1 建立 SiteMap 檔
ASP.NET 網站巡覽路徑預設是 Sitemap 檔，其內容為 XML 型式：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siteMap xmlns="http://schemas.microsoft.com/AspNet/SiteMap-File-1.0" >
<siteMapNode url=""

title=""

description="">

<siteMapNode url=""

title=""

description="" />

<siteMapNode url=""

title=""

description="" />

</siteMapNode>
</site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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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在 url、title 及 description 欄位中填入相關的資料，就算完成 SiteMap
檔的建立，預設名稱是 Web.sitemap。

範例 10-1

建立 SiteMap 格式的網站巡覽結構檔

在此說明如何建立 SiteMap 檔，以供巡覽控制項呈現網站階層式結構，請
參考 Web.sitemap 檔案：
加入網站導覽檔
在網站加入一個網站導覽檔，使用預設名稱 Web.sitemap。

圖 10-2

加入網站導覽檔案

加入階層式節點的相關資料
加入網站階層式結構描述的節點資料，包括 url、title 及 description 欄位：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siteMap xmlns="http://schemas.microsoft.com/AspNet/SiteMap-File-1.0" >
<siteMapNode url="Default.aspx" title="電腦產品總覽"
<siteMapNode url="CPU.aspx" title="CPU 處理器"

description="電腦產品">

description="CPU" >

<siteMapNode url="INTEL.aspx" title="INTEL 處理器" description="INTEL" />
<siteMapNode url="AMD.aspx" title="AMD 處理器" description="AMD" />
</siteMapNode>
<siteMapNode url="MainBorad.aspx" title="主機板" description="主機板" >
<siteMapNode url="ASUS.aspx" title="華碩主機板" description="華碩" />
<siteMapNode url="GIGAByte.aspx" title="技嘉主機板" description="技嘉" />

10-5

ASP.NET 4.5 完美入門 ─ 使用 C#

<siteMapNode url="MSI.aspx" title="微星主機板" description="微星" />
</siteMapNode>
<siteMapNode url="HDD.aspx" title="硬碟" description="硬碟" >
<siteMapNode url="Seagate.aspx" title="Seagate 硬碟" description="Seagate" />
<siteMapNode url="Maxtor.aspx" title="Maxtor 硬碟" description="Maxtor" />
</siteMapNode>
</siteMapNode>
</siteMap>

若將 Web.sitemap 檔透過 TreeView 控制項顯示，執行畫面如表 10-1 的
TreeView 圖形範例。
SiteMapNode 屬性
下表是 <siteMapNode / > 屬性說明。只需先瞭解前三個屬性用法即可，後
面屬性待需要用到時再回來查詢。
表 10-2

SiteMapNode 屬性

屬性
url

url 是由路徑及網頁名稱所組成，表示巡覽節點的實際網頁路徑，
並且 url 在 siteMap 檔之中不可重複，必須是唯一的。

title

表示節點的顯示名稱。

description

表示節點的描述說明。

ChildN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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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從關聯的 SiteMapProvider 提供者，取得或設定目前 SiteMapNode 物件的所有子節點。

HasChildNodes

指出目前 SiteMapNode 是否有任何子節點。

Item

根據指定的索引鍵，取得或設定 Attributes 集合的自訂屬性或資
源字串。

Key

表示網站導覽節點的查閱索引鍵。

NextSibling

取 得 與 目 前 節 點 在 相 同 階 層 式 層 級 的 下 一 個 SiteMapNode 節
點，相對於 ParentNode 屬性（如果有的話）。

ParentNode

取得或設定目前節點之父代的 SiteMapNode 物件。

PreviousSibling

取得與目前節點在相同層級的上一個 SiteMapNode 節點，相對於
ParentNode 物件（如果有的話）。

Provider

取得用來追蹤 SiteMapNode 物件的 SiteMapProvider 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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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ReadOnly

指出網站導覽節點是否可以修改。

ResourceKey

取得或設定用來當地語系化 SiteMapNode 的資源索引鍵。

Roles
RootNode

取得或設定安全性調整期間所使用、與 SiteMapNode 物件關聯的
角色集合。
取得網站導覽提供者階層架構中根提供者的根節點。如果提供者
階層架構不存在， RootNode 屬性會取得目前提供者的根節點。

10-2-2 建立自訂 XML 的網站巡覽
若您有自己的想法，不想受限於系統預設的 .sitemap 檔格式，可自行定義
XML 檔供網站巡覽控制項使用。

範例 10-2

建立自訂 XML 格式的網站巡覽結構檔

在此說明如何建立自訂 XML 格式的網站巡覽結構檔：
加入 XML 類型檔案
加入一個「Computer.xml 的」XML 檔案。

圖 10-3

加入 XML 檔案

10-7

ASP.NET 4.5 完美入門 ─ 使用 C#

加入相關階層式結構及節點
在 Computer.xml 加入階層式結構及節點資料：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Root url="Default.aspx" name="電腦產品總覽"

describe="電腦產品">

<Parent url="CPU.aspx" name="CPU 處理器" describe="CPU" >
<Child url="INTEL.aspx" name="INTEL 處理器" describe="INTEL" />
<Child url="AMD.aspx" name="AMD 處理器" describe="AMD" />
</Parent>
<Parent url="MainBorad.aspx" name="主機板" describe="主機板" >
<Child url="ASUS.aspx" name="華碩主機板" describe="華碩" />
<Child url="GIGAByte.aspx" name="技嘉主機板" describe="技嘉" />
<Child url="MSI.aspx" name="微星主機板" describe="微星" />
</Parent>
<Parent url="HDD.aspx" name="硬碟" describe="硬碟" >
<Child url="Seagate.aspx" name="Seagate 硬碟" describe="Seagate" />
<Child url="Maxtor.aspx" name="Maxtor 硬碟" describe="Maxtor" />
</Parent>
</Root>

如此便完成自訂 XML 檔，可供網站巡覽控制項使用。而與.sitemap 檔相較，
您一定發現某些關鍵字不同，如 SiteMap 檔使用 url、title 與 description；但
XML 使用 url、name 與 describe，其實這名稱隨你定，只是後續使用時，必須
做對應設定，系統才會正確運作。
以上只是最初步的網站巡覽結構檔建置，後續必須透過如 TreeView 等巡覽
控制項及 DataSource 的輔助，才能將網站階層式的巡覽結構表現出來。

10-3 TreeView 控制項
若要通曉 TreeView 控制項的運用，就要瞭解節點的專門用語，下圖中最上
層為根節點（Root Node），再下一層稱為父節點（Parent Node），父節點之
下又有好幾個節點，稱為子節點（Child Node），而子節點下面若不再含有任
何節點的話，則稱為葉節點（Leaf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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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eView 節點類型

TreeView 控制項的宣告語法如下：
<form id="form1" runat="server">
<asp:TreeView ID="TreeView1" runat="server">
</asp:TreeView>
</form>

雖然 TreeView 控制項只是樹狀的外觀，但建立方式有非常多種，實務上，
不同的情況也需要使用不同的建構方式。

10-3-1 建立 TreeView 控制項
建立 TreeView 控制項及其節點有四種方式：
TreeView 使用 SiteMapDataSource 繫結至 SiteMap 檔。
TreeView 使用 XmlDataSource 繫結至 XML 檔。
使用 TreeView 節點編輯器建立 TreeView 控制項。
以程式動態建立 TreeView。
前兩個方式是將 10-2 小節所建立 SiteMap 檔及 XML 加以繫結引用，後面
兩個方式，一個用節點編輯器，另一個是用程式化方式建立，但因為程式化方
式又可分為好幾種，再加上本書為入門書，故動態程式的建構法稍難而不予列
入，若您有興趣的話，可參考「聖殿祭司的 ASP.NET 4.0 專家技術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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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0-3

TreeView 使用 SiteMapDataSource 繫結至 SiteMap 檔

在 10-2-1 小節所建立的 Web.sitemap 檔案，現在是使用它的時候了，請參
考 TreeView.aspx 程式：
建立 TreeView 及 SiteMapDataSource 控制項
拖曳建立 TreeView 及 SiteMapDataSource 控制項。
指定 TreeView 控制項的 DataSource 資料來源
在 TreeView 控制項的【選擇資料來源】為 SiteMapDataSource 控制項，
SiteMapDataSource 控制項就會自動抓取 Web.sitemap 的內容。

圖 10-5

範例 10-4

指定 TreeView 資料來源

TreeView 繫結至 XML 檔

在此說明 TreeView 使用 XmlDataSource 繫結到自訂的「Computer.xml」
檔，請參考 TreeViewXML.aspx 程式：
建立 TreeView 及 XmlDataSource 控制項
拖曳建立 TreeView 及 XmlDataSource 控制項。
設定 XmlDataSource 控制項的資料來源
在 XmlDataSource 智慧標籤的【設定資料來源】指定 XML 資料檔案名
稱為「Computer.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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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 XmlDataSource 的資料來源 Computer.xml

指定 TreeView 控制項資料來源
目前 TreeView 只顯示節點，而未顯示實際名稱，這是因為沒有設定相關欄
位的對應，但執行正常。若要顯示實際名稱的話，可進行 Step 4 的設定。
以 TreeView Databinding 編輯器設定 XML 節點對應欄位
在 TreeView 的【編輯 TreeNode 資料繫結】，將 Root、Parent 與 Child 三
個節點【加入】到下方選取的資料繫結。設定 Root、Parent 與 Child 節點
的 對 應 關 係 ： NavigateUrlFieldurl 、 TextFieldname 、 ValueField
describe TreeView，即可產生實際名稱。

圖 10-7

設定 TreeView 節點對應 XML 資料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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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0-5

使用 TreeView 節點編輯器建立 TreeView 控制項

如 果 不 想 費 心 力 建 立 SiteMap 或 XML 檔 ， 只 想 建 立 簡 單 且 固 定 的
TreeView，可使用 TreeView 節點編輯，請參考 TreeViewNodeEditor.aspx 程式：
建立 TreeView 控制項
拖曳建立 TreeView 控制項，點選【編輯節點】。
以 TreeView 節點輯器建立節點
以前面電腦產品的節點資料為範本，在編輯器左上角按下加入根節點的按
鈕，輸入節點相關資訊：NavigateUrlDefault.aspx，Text電腦產品總
覽，Value電腦產品。在根節點之下再建立三層父節點：CPU 處理器、
主機板、硬碟，而各個父節點再建立相關子節點，子節點相關資訊輸入的
方式，亦仿照父節點的方式建立。

圖 10-8

以 TreeView 節點編輯器建立節點

在 TreeView 加上連接線
若想讓 TreeView 各節點之間有連接線的話，將智慧標籤中的【顯示線條】
打勾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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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TreeView 控制項屬性
以下為 TreeView 控制項屬性的分類說明。
外觀屬性
表 10-3

TreeView 控制項外觀屬性
外觀屬性

說明

CollapseImageToolTip

取得或設定為可摺疊節點指示器顯示之影像的工具
提示。

CollapseImageUrl

取得或設定可摺疊節點指示器之自訂影像的 URL 。

ExpandImageToolTip

取得或設定為可展開節點指示器顯示之影像的工具
提示。

ExpandImageUrl

取得或設定可展開節點指示器之自訂影像的 URL 。

ImageSet

取得或設定要用於 TreeView 控制項的影像群組。

LineImagesFolder

取得或設定資料夾的路徑，該資料夾包含用於將子節
點連接至父節點的線條影像。

NodeIndent

取得或設定 TreeView 控制項之子節點的縮排量（以
像素為單位）。
取得或設定值，指出節點空間不足時節點中的文字是

NodeWrap

否換行。

NoExpandImageUrl

取得或設定無法展開節點指示器之自訂影像的 URL 。

ShowExpandCollapse

取得或設定值，指出是否顯示展開節點指示器。
取得或設定值，指出是否顯示將子節點連接至父節點

ShowLines

的線條。

行為屬性
表 10-4

TreeView 控制項行為屬性
行為屬性

說明

EnableClientScript

指出 TreeView 控制項是否呈現用戶端指令碼，以處
理展開和摺疊事件。

ExpandDepth

取得或設定第一次顯示 TreeView 控制項時展開的層
級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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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屬性

說明
取得或設定繫結至 TreeView 控制項之樹狀層級的最

MaxDataBindDepth

大數目。

PopulateNodesFromClient

取得或設定值，指出是否視用戶端的需要填入節點
資料。
取得或設定值，指出哪些節點型別會在 TreeView 控

ShowCheckBoxes

制項中顯示核取方塊。

其他屬性
表 10-5

TreeView 控制項其他屬性

其他屬性

說明

Nodes

取得 TreeNode 物件的集合，表示 TreeView 控制項中的根節點。

PathSeparator

取得或設定字元，用於分隔 ValuePath 屬性指定的節點值。
取得或設定目標視窗或框架，在其中顯示與節點關聯的 Web 網頁

Target

內容。

樣式屬性
TreeView 控制項的樣式屬性分為下表七大類。
表 10-6

TreeView 控制項樣式屬性
樣式屬性

10-14

說明

HoverNodeStyle

取得 TreeNodeStyle 物件的參考，這個物件可讓您設定當
滑鼠指標移至節點上時的節點外觀。

LeafNodeStyle

取得 TreeNodeStyle 物件的參考，這個物件可讓您設定分
葉節點的外觀。

LevelStyles

取得 Style 物件的集合，表示位於樹狀結構中個別層級處的
節點樣式。

NodeStyle

取得 TreeNodeStyle 物件的參考，這個物件可讓您設定
TreeView 控制項中節點的預設外觀。

ParentNodeStyle

取得 TreeNodeStyle 物件的參考，這個物件可讓您設定
TreeView 控制項中父節點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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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式屬性

說明

RootNodeStyle

取得 TreeNodeStyle 物件的參考，這個物件可讓您設定
TreeView 控制項中根節點的外觀。

SelectedNodeStyle

取得 TreeNodeStyle 物件，其控制 TreeView 控制項中已選
取節點的外觀。

10-3-3 TreeView 控制項方法與事件
本小節將介紹 TreeView 控制項的方法與事件。
TreeView 控制項方法
下表為 TreeView 控制項支援的方法。
表 10-7

TreeView 控制項方法
方法

說明

CollapseAll

關閉樹狀結構中的所有節點。

ExpandAll

開啟樹狀結構中的所有節點。

FindNode

尋找 TreeView 控制項中位於指定路徑處的 TreeNode 物件。

Focus

設定控制項的輸入焦點。

HasControls

判斷伺服器控制項是否包含任何子控制項。

TreeView 控制項方法在本章許多範例都會使用到，在此不另行舉例說明，
可自行參考範例中用法。
TreeView 控制項事件
下表為 TreeView 控制項支援的事件說明。
表 10-8

TreeView 控制項事件
事件

說明

TreeNodeCheckChanged

在 Postback 回伺服器時，若 TreeView 節點的 CheckBox
狀態改變所引發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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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說明

SelectedNodeChanged

當在 TreeView 控制項中選取節點時就會發生。

TreeNodeExpanded

TreeView 控制項中展開節點時所引發的事件。

TreeNodeCollapsed

TreeView 控制項中摺疊節點時所引發的事件。

TreeNodePopulate

當 PopulateOnDemand 屬 性 設 定 為 true 的 節 點 在
TreeView 控制項中展開時發生。

TreeNodeDataBound

當資料項目繫結至 TreeView 控制項中的節點時發生。

以下舉幾個範例，說明這些事件與方法該如何應用。

範例 10-6

檢查 TreeView 控制項被勾選之節點

本範例會檢查 TreeView 中，哪些 TreeNode 節點的 CheckBox 被勾選，並
列出被勾選的產品名稱，請參考 TreeViewChecked.aspx 程式：
01

...略

02

//TreeView 控制項的 CheckBox 狀態改變時所引發的事件

03 protected void tvProduct_TreeNodeCheckChanged(object sender, TreeNodeEventArgs e)
04

{

05

txtMsg.Text = "<ul>您選擇的電腦產品有：";

06

//檢查 Node 節點是否被勾選

07

foreach (TreeNode nodeChecked in tvProduct.CheckedNodes)

08

{

09

txtMsg.Text += "<li>" + nodeChecked.Text + "</li>";

10

}

11
12

txtMsg.Text += "</ul>";
}

程式說明
當勾選節點的 CheckBox 後，按下【檢查已勾選項目】按鈕，照理說事件
程式是寫在引發事件的控制項，也就是 Button 按鈕的事件處理中；但在這並沒
有這樣做，它是寫在 TreeNodeCheckChanged 事件中，每當有 PostBack 回貼到
伺服器時，只要 CheckBox 狀態有所改變，就會引發 TreeNodeCheckChanged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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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 TreeView 被勾選之節點

TreeView 控制項的 TreeNode 節點摺疊與展開事件

在 此 說 明 TreeView 控 制 項 節 點 摺 疊 （ TreeNodeCollapsed ） 與 展 開
（TreeNodeExpanded）事件的應用，請參考 TreeViewExpanded.aspx 程式：
01

...略

02

//摺疊 TreeNode 節點

03

protected void tvProduct_TreeNodeCollapsed(object sender, TreeNodeEventArgs e)

04

{

05

if (e.Node.Expanded == false)

06

{

07

WebMessageBox.MessageBox.Show("Hi...您摺疊了" + e.Node.Text + "節點！");

08
09

}
}

10
11

//展開 TreeNode 節點

12

protected void tvProduct_TreeNodeExpanded(object sender, TreeNodeEventArgs e)

13

{

14

if (IsPostBack)

15

{

16

if (e.Node.Expanded==true)

17

{

18

WebMessageBox.MessageBox.Show("Hi...您展開了" + e.Node.Text + "節點！");

19

}

20
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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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說明
當 TreeView 節點摺疊或展開時，都會被系統捕捉到，並提示訊息。

圖 10-10

TreeView 節點摺疊與展開事件應用

10-4 SiteMapPath 控制項
SiteMapPath 是以「橫條路徑」顯示目前所在的網頁位置。宣告語法為：
<form id="form1" runat="server">
<asp:SiteMapPath ID="SiteMapPath1" runat="server">
</asp:SiteMapPath>
</form>

而 SiteMapPath 能有效顯示網站深度階層位置，例如在微軟 MSDN Library
網站查詢資料時，其深度甚至可多達 8 或 9 層以上，若沒有類似 SiteMapPath
控制項來指引使用者目前所在位置，將會非常容易迷失在深度階層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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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網站之 SiteMapPath 深度路徑指引

且 SiteMapPath 相較於 TreeView 或 Menu 控制項，十分節省版面空間，只
需小小的一塊位置便能夠有效指引。故在設計網站時，若覺得 TreeView 控制項
太佔空間的話，可視情況使用 SiteMapPath 控制項，或者兩者一起搭配，網站
巡覽效果會更佳。

10-4-1 建立 SiteMapPath 控制項
SiteMapPath 可說是三種巡覽控制項中最容易使用的一個。

範例 10-8

建立基本的 SiteMapPath 控制項

建 立 基 本 的 SiteMapPath 控 制
項，簡單來說只有三個步驟，請參考
INTEL.aspx 程式：

圖 10-12

SiteMapPath 顯示的網頁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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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Web.sitemap 檔案
SiteMapPath 控 制 項 會 使 用 到 Web.sitemap 檔 ， 所 以 須 事 先 定 義
Web.sitemap（本章第一個範例已曾定義）。
加入 Web.sitemap 中節點所定義的網頁
Web.sitemap 中定義了 <siteMapNode url="INTEL.aspx"…> 節點，故請加
入相對應的「INTEL.aspx」Web Form。
加入 SiteMapPath 控制項
從工具箱中拖曳一個 SiteMapPath 到 INTEL.aspx 網頁，SiteMapPath 控制
項就會直接呈現路徑。
程式說明
其他所有節點，也是仿照步驟 2 及 3，重複製作即可。
而 Web Form 的命名是根據節點中 url 定義的名稱，非隨意命名，若胡
亂加入未曾定義的網頁名稱，這個網頁就得不到 SiteMapPath 控制項的
服務。

10-4-2 SiteMapPath 控制項屬性
本小節將介紹 SiteMapPath 控制項的幾個常用屬性。
路徑分隔符號屬性（PathSeparator）
PathSeparator 屬性用於設定節點之間的路徑分隔符號，預設為「>」符號，
但也可改為「：」或「→」，只要修改 PathSeparator 屬性即可。
表 10-9

自訂 PathSeparator 分隔符號

自訂 PathSeparator 為：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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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Behind 語法為：
SiteMapPath1.PathSeparator = "→";

或在標籤中宣告：
<asp:SiteMapPath ID="SiteMapPath1" ParentLevelsDisplayed="-1"

PathSeparator="→"

runat="server">
</asp:SiteMapPath>

路徑方向屬性（PathDirection）
預設 SiteMapPath 顯示路徑是從左到右：根節點父節點子節點，若要
將路徑反過來顯示：子節點父節點根節點，可設定 PathDirection 屬性。
表 10-10

PathDirection 路徑方向屬性

PathDirection 屬性為 RootToCurrent

根節點父節點子節點

PathDirection 屬性為 CurrentToRoot

子節點父節點根節點

Code-Behind 語法為：
SiteMapPath1.PathDirection = PathDirection.CurrentToRoot;

或在標籤裡宣告：
<asp:SiteMapPath ID="SiteMapPath1" ParentLevelsDisplayed="-1"

PathSeparator="→"

PathDirection="CurrentToRoot" runat="server">
</asp:SiteMapPath>

路徑父階層顯示屬性（ParentLevelsDisplayed）
假設網頁階層深達 10 層，但你可能不想讓 SiteMapPath 顯示出所有路徑，
只想顯示最後幾層，這時可設定 ParentLevelsDisplayed 屬性，將顯示的階層數
控制在一定數目。比如假設現在正好在第 10 層節點的網頁，若只想顯示這個節
點及它上面兩階的父節點，就可設定 ParentLevelsDisplayed=2，它就會顯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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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節點路徑（2 個父節點 + 1 個目前節點），而預設 ParentLevelsDisplayed 屬性
值為 -1，表示顯示全部路徑。
以本章專案的 Web.sitemap 檔而言，它只有二個父節點（Root 及 Parent 節
點）及一個子節點，故將 ParentLevelsDisplayed 屬性設定為 1，則它只會顯示
出 Intel.aspx 及上一階父節點路徑。
Code-Behind 語法為：
SiteMapPath1.ParentLevelsDisplayed = 1;

或在標籤裡宣告：
<asp:SiteMapPath ID="SiteMapPath1" runat="server" ParentLevelsDisplayed="1">
</asp:SiteMapPath>

圖 10-13

ParentLevelsDisplayed 顯示一個父階層

路徑提示文字（ShowToolTips）
若想在 SiteMapPath 節點顯示提示文字的話，可將 ShowToolTips 屬性設為
True，並設定 ToolTip 文字訊息，當滑鼠移動到該路徑節點，就會顯示提示文字。
Code-Behind 語法為：
SiteMapPath1.ToolTip = "64 位元電腦最搶手";

或在標籤中宣告：
<asp:SiteMapPath ID="SiteMapPath1" runat="server" ParentLevelsDisplayed="-1"
ToolTip="64 位元四核心最搶手">
</asp:SiteMap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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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提示文字

10-4-3 SiteMapPath 控制項事件
SiteMapPath 控制項主要有：ItemCreated、ItemDataBound 兩個事件，
其作用是依據您所在的網路節點建立或繫結後，進行一些事件處理。
表 10-11

SiteMapPath 控制項事件

事件

說明
SiteMapPath 建立 SiteMapNodeItemType 節點項目時所引發的
事件。

ItemCreated

在 SiteMapPath 將 SiteMapNodeItemType 節點項目繫結資料之

ItemDataBound

範例 10-9

後所引發

SiteMapPath 控制項的 ItemCreated 事件應用

在 SiteMapPath 控制項的 ItemCreated 事件加入一些訊息，例如使用者巡覽
到不同網頁時，就會出現不同的促銷訊息，請參考 INTEL.aspx 程式：
01

…略

02

//ItemCreated 事件

03 protected void SiteMapPath1_ItemCreated(object sender, SiteMapNodeItemEventArgs e)
04

{

05

if (e.Item.ItemType.ToString() == SiteMapNodeItemType.Current.ToString())

06

{

07

switch (e.Item.SiteMapNode.Description)

08

{

09
10
11
12

case "INTEL":
txtMsg.Text = "買" + e.Item.SiteMapNode.Title + "就可進行國外旅遊抽獎";
break;
case "A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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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xtMsg.Text = e.Item.SiteMapNode.Title + "正在進行降價 25%大促銷";

14

break;

15

}

16
17

}
}

程式說明
透過 SiteMapNode 節點建立時，可以判斷目前在 INTEL.aspx 網頁路徑，
或者是 AMD.aspx 網頁路徑，而給予不同的促銷訊息。

圖 10-15

針對不同網頁路徑顯示不同促銷訊息

10-5 Menu 控制項
Menu 控制項就是階層性功能表選單。說明如下：
Menu 通常是透過 SiteMapDataSource 資料來源控制項，將 Web.sitemap
中的網站巡覽資料繫結到 Menu 控制項。
允許透過程式存取 Menu 物件模型，動態建立功能表、填入功能表項
目、設定屬性等。
可透過主題、使用者定義影像、樣式和使用者定義樣板自訂外觀。
當使用者按下 Menu 功能表項目時，Menu 控制項會巡覽至 NavigateUrl 屬
性連結的網頁，若無設定 NavigateUrl 屬性，則僅回傳至伺服器處理。且預設連
結的頁面會與 Menu 控制項顯示在相同的視窗或框架（Frame）中，若要將連結
的內容顯示在不同的視窗或框架中，請使用 Menu 控制項的 Target 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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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u 的 Target 屬性會影響控制項中的每個功能表項目，若要為個別的功能
表項目指定視窗或框架，請直接設定 MenuItem 物件的 Target 屬性。

範例 10-10

建立 Menu 控制項功能表選單

在此說明如何建立 Menu 功能表選單，請參考 Menu.aspx 程式：

圖 10-16

Menu 控制項執行畫面

建立 Menu 及 SiteMapDataSource 控制項
拖曳 Menu 及 SiteMapDataSource 控制項，預設 SiteMapDataSource 控制
項會讀取 Web.sitemap 檔的網站階層性資料。
指定 Menu 控制項資料來源
指定 Menu 資料來源為 SiteMapDataSource 控制項，即完成。

10-5-1 Menu 控制項的靜態與動態顯示模式
Menu 控制項的顯示模式分兩種：靜態（static）與動態（dynamic）。靜態
功能表選單，是選單階層執行時就顯示所有的選單項目；而動態功能表選單，
是待滑鼠必須移動到選單項目上，其下一層的選單才會展開。
靜態功能表選單是由 StaticDisplayLevel 屬性所設定的層級數目所決定（預
設是 1），而動態功能表選單則是由 MaximumDynamicDisplayLevels 屬性（預
10-25

ASP.NET 4.5 完美入門 ─ 使用 C#

1.

ASP.NET 內建哪三種巡覽控制項？

2.

ASP.NET 網站巡覽結構檔的預設名稱為何？

3.

(1) Web.config

(2) Web.sitemap

(3) WebSite. sitemap

(4) app.config

請練習在預設的網站巡覽結構檔中，定義一個根節點為「大學」，裡面包含
三個父節點：商學院、理學院及文學院，而商學院包含資管系、國貿系、企
管系，理學院包含物理系、化學系、機械系，文學院含中文系、歷史系、哲
學系。

4.

接續上一題，請建立各系所的網頁，例如：資管系為 MIS.aspx，並設定網
站巡覽結構檔中的節點對應。

5.

請將上面自行定義的網站巡覽結構檔，以 TreeView 控制項顯示出來。

6.

請將上面自行定義的網站巡覽結構檔，以 Menu 控制項顯示出來。

7.

除了使用 sitemap 網站巡覽結構檔，若想使用自訂巡覽結構檔，則應使用哪
種型式的檔案來描述網站結構？

8.

9.

(1) Txt

(2) DataSource

(3) XML

(4) JPG

欲顯示系統預設的網站巡覽結構檔，則應使用哪種資料來源控制項來讀取？
(1) SqlDataSource

(2) AccessDataSource

(3) XmlDataSource

(4) SiteMapDataSource

若欲使 SiteMpaPath 控制項顯示路徑提示文字，應設定哪個屬性？
(1) ToolTips

(2) ShowToolTips

(3) DisplayToolTips

(4) SetToolTips

10. 如欲以程式動態置換 MenuItem 項目的文字，應在哪個事件中撰寫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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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temCreated

(2) ItemDataBound

(3) MenuItemClick

(4) MenuItemDataBo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