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章主要介紹 jQuery Mobile基本的應用。首先要先了解 jQuery Mobile是什麼，
以及為何我們需要 jQuery Mobile。 

為何我們需要 jQuery Mobile ? 

相信大家一定有個經驗，在行動裝置上瀏覽一般網頁時，因為需要不斷的拉遠、

拉近，也就是滑手機或平板而找尋我們所需要的資料。有沒有辦法讓使用者在行

動裝置瀏覽網頁時，能有最佳的使用者體驗呢? 有些網站上會有分電腦版和手機
版，jQuery Mobile主要就是讓使用者可以在 Dreamweaver做出行動版的網頁，看
起來像是 app一般的行動網頁。使用 jQuery Mobile可以做出在不同行動裝置上顯
示相同的結果，會自動依照解析度縮放行動頁面，不會因為為了要滿足各式各樣

不同螢幕大小的行動裝置，而設計出許多不同版本的 PHP 程式。僅需一個 PHP
程式檔，即可完成在各種不同大小的螢幕上可簡單操作的行動網頁，而是達到跨

平台，跨裝置的目的。同時可以讓使用者使用觸控的方式來瀏覽網頁，達到最佳

的使用者經驗。 

jQuery Mobile特色： 

 跨平台、跨裝置、跨瀏覽器。 

 為觸控裝置提供最佳化的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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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變更主題與自訂的設計。 

 會自動進行 Ajax 呼叫來載入動態的內容。 

 15-1 準備工作 

這章以店家美食地圖為例。先想一下，我們要利用 jQuery Mobile 所做出的行動頁

面，包含哪些頁面。首先，當我們打開此網頁，必須要有首頁，且首頁可以連結

到店家清單，包含許多美食資料。我們可以點選任一店家，觀看其店家的介紹，

包含圖片、電話、地址、而地址又可以自動導到 Google 地圖，甚至還可以撥打電

話，這樣就可以大致規劃出網站的架構出來了。 

  15-1-1  定義網站架構 

先來看看我們要利用 jQuery Mobile 做出什麼樣的行動頁面。 

首先我們要做出一個首頁畫面<下圖左>，而首頁畫面會有一個連結，可以進入到

店家選擇清單 。 

 

 

首頁畫面 
店家選擇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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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下方有一個“進入首頁”的超連結，點選後會進入店家選擇頁面<上圖右>。店

家選擇頁面會顯示許多店家名稱，下方有導覽列。導覽列上有兩個按鈕，分別是

“美食特搜”和“使用資訊”，且在此頁面上，“美食特搜”此按鈕會是顯示藍

色的狀態，代表現在是選取的狀態。此外當我們可以點選任一個店家，即可以進

入該店家的詳細介紹頁面。 

   

進入店家詳細介紹的頁面<上圖左>，可以發現有店家名稱、電話、地址…等資訊。

其中電話為超連結，在行動裝置上可以直接點按撥打。最後有一個連結“點我查

看地圖”，點下去“查看地圖”後，可以連接到 Google map。此外最下方同樣有

和上一頁一樣有的導覽列，但是因為是在店家詳細頁面上，導覽列上的按鈕，不

會有任何顏色，代表不是在“美食特搜”和“使用資訊”兩個頁面。 

如果我們在有導覽列的頁面，按下導覽列上的“使用資訊”，會進入使用資訊頁

面<上圖右>，此頁面會顯示此網頁的使用方法。 

雖然我們從這些頁面看起來，好像此行動網站會有許多頁面，但是當我們利用

jQuery Mobile 所建立的行動網頁，所有頁面都只會存在一個 PHP 程式檔裡。因此

在本章範例中，只會有一個 PHP 程式檔：index.php。在接下來的步驟中，讀者將

會慢慢了解，jQuery Mobile 是如何只利用一個 PHP 程式檔，做出不同的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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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我們在安裝 AppServ 時將網站主目錄設定在 C：\AppServ\www，那麼請在它

下面建立一個子目錄：foodmap，並將本書光碟目錄 Example\chap15\foodmap 下
的所有檔案及子目錄一起複製到 C：\AppServ\www\foodmap 下，並解除檔案的

唯讀屬性。我們將以 C：\AppServ\foodmap 做為“美食地圖”的網站主目錄。 

定義網站時的設定如下： 

Dreamweaver 中的網站定義設定畫面如下： 

 

 

 

網站 
網站名稱 美食地圖 

本機網站資料夾 C：\AppServ\www\foodmap\ 

伺服器 測試伺服器 C：/AppServ/www/foodmap/ 

進階設定 Web URL http：//localhost/food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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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2  準備資料庫內容 

想想看此美食地圖需要哪些資料表格呢?它需要儲存美食店家的資料，包括地址、

電話、名稱。除此之外也要放縮圖，所以有其縮圖的路徑。將這個資料庫和資料

表格都取名為：foodmap 

當您從本書光碟匯入 Example\chap15\ImportData \foodmap.SQL 的資料後，會看到

“foodmap”資料庫只有一個表格：“foodmap”。 

 

而“foodmap”表格內的欄位定義如下： 

 

“foodmap”表格裡已事先建好 10 筆美食店家記錄，方便讀者進行測試效果。 

 

foodmap 結構 

只有一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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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1  建立 jQuery Mobile 頁面 

 首先我們要新增 jQuey mobile 頁面，選定好我們要新增的頁面後，選「插入」

/「jQuery Mobile」/「頁面」 

 

 接著比較特別的部分是，使用 jQuery Mobile 頁面必須載入 jQuery Mobile 的

js 程式檔和 CSS 樣式檔，除此之外還必須加入 jQuery 的 js 檔。 

 

jQuery Mobile 
js 檔，CSS 及

jQuery js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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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jQuery Mobile 對話方塊上，連線類型：「區域」，css 類型：「組合」，

這樣設定表示這檔案都是在本機上，不需要額外抓取，並且不會獨立成為一

個個程式檔，會直接將程式碼 include 在本頁的程式碼中。 

 接著出現 jQuery Mobile 的對話方塊，請讀者設定 ID：「home」，頁首頁尾

「打勾」，接著按確定。此時再儲存整個頁面，而儲存完會出現“複製相關

檔案”的對話視窗，請點確定。此複製相關檔案，即是把 jQuery Mobile 的

js 檔、CSS 檔複製到本機上。 

  

 

 

建立完成後應如左圖。 

 

 

 完成後，我們把完完完到頁首，把頁首完成「美食地圖」，頁尾完成「完完

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接著將檔案儲存，此時按下即時按鈕，即可以看到目

前的行動頁面。 

 

即時畫面會顯示在此

區域，模擬在行動裝

置上會出現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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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讀者注意，當按下“即時”之後，下方的區域就會是 Dreamweaver 模擬出

來的行動網頁畫面。而在接下來的小節中，我們將只會截取 Dreamweaver
模擬出的行動畫面來表示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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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2  插入首頁圖片 

接著我們要在首頁中，插入首頁圖片。 

 請回到「設計模式」，並且將內容兩字選起來。選擇「插入」/「影像」，此

時會出現“選取影像原始檔”的對話方塊。請選取在 foodmap 資料夾下的

「home_pic.jpg」作為插入的影像，確認後，會出現“影像完籤輔助功能屬

性”，請點「確定」。 

 

 當插入完圖片之後，讀者一定會發現，圖片相當的大，則此時我們要修完圖

片的大小。請切換到「程式碼模式」，請修完<div data-role=“content”>後的

width=“322”, height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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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完後，回到設計模式，可以發現圖片向左對齊，此時我們必須將圖片置中，

將圖片選起，再選「格式」/「對齊」/「置中對齊」，這樣圖片就可以順利

置中了。 

 

 15-2-3  插入超連結 

此節中，我們將學習如何做出“進入首頁”的超連結。 

首先在首頁圖片旁，按“enter”到下一行，並在此行輸入，“進入首頁”，並將

此選起來，並在下面「屬性」/「連結」的地方，設定為“#page_list”，代表我們

欲前往的位置，請讀者注意，在此利用“#”，是用來設定內部連結，代表此連結

是連結到本行動網頁的其他頁面，而非外部網址。因此連結設定“#page_list”，

代表執行時點下此連結將會連到此行動網站的其他頁面，而此頁面 ID 叫做

“page_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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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為我們尚未新增“page_list”此頁面，因此目前在「即時」介面中，此連結

是沒有效果的。 

 15-2-4  固定頁尾位置 

比較以下兩張圖，讀者有發現差別了嗎?明明是同樣大小的頁面，為何一個頁尾會

固定在整個頁面下面，一個則是隨著頁面大小跟著完動呢? 通常在行動頁面上，

我們必須將頁尾固定在最下方，這樣不僅比較美觀，使用上也會比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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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切換到「程式碼」介面，在 data-role=“footer”後面加上 data-position=“fixed”，如

此一來，即能固定頁尾(footer)的位置了，不論行動裝置的螢幕多大，頁尾都能在

整個螢幕的最下方。 

 15-3 設計店家選擇顯示頁面按鈕 

在這節，我們將設計能顯示資料庫裡所有店家的資訊頁面，並且下方頁尾的位置

有導覽列，可以按下“使用資訊”和“美食特搜”按鈕在兩個頁面間切換。此外，

讀者也將學會，如何在 jQuery Mobile 頁面中，把資料庫所有資訊抓出來，並且設

定重複區域，同時讓店家名稱變成按鈕，可以前往店家詳細介紹的頁面。 

 15-3-1  設定導覽列 

 在設定導覽列之前，我們先到「程式碼」介面，把完完完到</body>的上

一列 

 

再利用上一節的方法,，另外再新建一個 jQuery Mobile 頁面，但要注意的

是，ID 請設為“page_list”，接著把頁首修完為“美食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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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好頁面之後，將頁尾修完成“美食特搜”和“使用資訊”，並兩者利用

enter 鍵分行，接著請將兩者選取起來，在下面「屬性」的地方，按「項目清

單」。 

 

 再來，選取“美食特搜”，在下方「屬性」設定超連結為“#page_list”，同

樣的選取“使用資訊”，在下方「屬性」設定超連結為“#page_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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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完超連結後，完完完到頁尾的部分，並且在下方完籤容器上，選擇

“ul”，將“美食特搜”和“使用資訊”，兩個連結項目選取起來。 

 

選取後，選擇「插入」/「版面物件」/「Div 完籤」，此時會出現「插

入 Div 完籤」此對話方塊，請選擇「確定」。 

 



15 
 

15-17 

jQuery Mobile 行動網站初體驗-美食地圖

此時當我們回到「程式碼」模式，可以發現，剛剛設定的項目清單連結，被包在

「Div 完籤」裡。 

 

 接下來，請在那包住項目清單連結的「Div 完籤」後加上 “data-role 

=“navbar”，使得此項目清單連結成為導覽列，並且同樣在 data-role = footer 
後加上 data-position = “fixed”固定頁尾。 

 

 在美食特搜的超連結後方，加上“data-icon="home"”，且在使用資訊的超連結

後方，加上“data-icon="info"”。使按鈕能有分別有 和 小圖示。 

 

此時請讀者去「即時」介面，看看成果。是不是清單項目連結，順利變成了導覽

列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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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讀者注意，jQuery Mobile，提供了許多按鈕的小圖示，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

行尋找還有哪些圖示可以使用喔。 

 15-3-2  設定按鈕效果 

在上一節中，我們已經完成導覽列的製作，接下來，我們希望當我們頁面是在“美

食特搜”，即 ID=page_list 時，下方導覽列美食特搜的按鈕，可以顯示啟動的狀

態。反之，當我們頁面在使用資訊時，下方導覽列使用資訊的按鈕，可以顯示啟

動的狀態。 

首些我們必須先建立另外兩個同樣需要導覽列的頁面，接著再依照需求，判定按

鈕是否需要加上效果。 

 首先我們先在上一節做好的導覽列頁面邊框上點一下，使之選取整個頁面。 

 點選邊框，選

取整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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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後，回到「程式碼」介面，按下複製，並在<\body>前貼上兩次，形成

兩個頁面，並且分別修完 ID 為“page_detail”和“page_info”。 

 

 因為美食特搜代表的是 page 的 id 是 page_list 的頁面，而使用資訊代表的

是 page 的 id 是 page_info 的頁面，所以我們只需要在此兩個頁面上的導覽

列按鈕上加上效果。請回到「程式碼」介面，在 id=“page_list”的頁面上的

美食特搜的超連結後方，加上“class="ui-btn-active"”，也同樣的在 id=
“ page_info ” 的 頁 面 上 的 使 用 資 訊 的 超 連 結 後 方 ， 加 上

“class="ui-btn-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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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回到「即時」介面，是否發現當我們頁面在 id = page_list 時，下方導

覽列在“美食特搜”的按鈕上，會是顯示藍色的效果，反之，若是頁面在 id 

= page_info 時，下方導覽列在使用資訊的按鈕上，會是顯示藍色的效果。 

 

 最後在“使用資訊”的頁面，

修完內容為：本網頁收錄了許

多美食的資料，歡迎參觀使用

本網頁。即也完成使用資訊頁

面的建立。 

 

 

 

 

 

 

 

id = page_list id = page_info 

修改頁面

文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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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3  設定清單檢視 

我們在顯示店家的頁面，必須能列出資料庫裡所有店家的資料，在這裡，我們將

學習如何利用清單檢視的方式，列出所有店家的名稱。 

 請讀者將插入點完到 id = page_list 的頁面內容上，選擇「插入」/「jQuery 

Mobile」/「清單檢視」。 

 

 接著在「jQuery Mobile 清單檢視」的對話方塊上，依照以下圖示，設定參數。 

 



 

15-22 

Dreamweaver 與 PHP+MySQL+jQuery Mobile 互動網站程式設計 

 插入後，請讀者建立資料集 rs_shop_list，「繫結」/「資料集」，參數請如

以下圖設定。 

 

 設定資料集後，到「程式碼」介面將“頁面”選起來，拖曳資料集的 name
去取代。  

 

 最後，在前方的連結設定中，在“href ="#"”中，"#"後加上"page"，再把資料

集的 id 拖曳過來加到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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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4  設定重複區域 

在完成上一節的內容後，若讀者利用「即時」介面看目前結果的話，會發現為什

麼只有一個商家名稱呢? 原因是因為，我們同樣的必須和前幾章一樣，將顯示多

筆資料的區域，設定為重複區域。如此所有店家的資料，才會全部透過清單檢視

而顯示出來。沒有設定重複區域的話，就只會顯示第一筆資料而已。 

 首先，我們將完完完到剛才拖曳過來的資料集 name 後，並且在下方完籤中，

選取「ul」完籤。 

 

 完籤選取後，利用「伺服器行為」/「重複區域」，並且設定“全部紀錄”。 

 

 最後，回到「即時」介面，會發現資料庫所有的店家名稱都列出來了。當我

們滑鼠完到任一個店家上，完完完到按鈕上方時，按鈕會變成小手，表示按

這按鈕，會進入它的超連結。但是因為我們尚未設計 page_detail 的頁面，因

此目前點下去將不會有任何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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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2  加入 Google 地圖網址 

我們想要在介紹店家的詳細頁面中，放置一個超連結，讓它可以連結到 Google 地
圖。當我們點開超連結時，可以選擇要用行動裝置的地圖“app”開啟，或是使用

瀏覽器開啟。 

 先請讀者切換到「設計」介面，

在地址那列最後按下 enter，新增

一行，並且在那一行輸入，“查

看地圖”。  

 

 

 

 

 

 

 輸入完後，選取「查看地圖」，

在下方「屬性」/「超連結」，

設定外部連結為 https：//www. 

google.com.tw/maps/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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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請切換到「程式碼」介面，找到“查看地圖”的超連結，拖曳資料集

rs_shop_detail 的 address 欄位到超連結後面。 

 

 

 最後，請切換到「即時」介面試試看，是不是點選地圖之後，就會自動連結

到地圖呢？並且店家位置就顯示在地圖上。 

 

 

 15-5 設定自動調整解析度 

由於行動裝置網頁，會由許多解析度不同的行動裝置所存取，因此我們希望可以

讓行動網頁，自動依照行動裝置的解析度，而調整縮放螢幕大小，達到跨裝置的

目的，所以我們需要透過加入 meta 值，來自動調整。 

請讀者切換到「程式碼」模式，在程式碼中間偏上的位置，找到“ <meta charset= 
"utf-8">”，並在它下面加入以下 HTML 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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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 name = "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device-width,initial-scale=1.0"> 

注意的是，width=device=device-width 代表依照使用者裝置的大小做調整，

initial-scale=1.0 代表縮放比例為 1(100%) 

15-6 設計行動電話連結

還記得在前幾節，我們在店家詳細介紹頁面，有把店家的電話從資料庫裡讀取出

來，接下來，我們希望所顯示的不僅只是一個電話號碼而已，而希望它是一個連

結，可以直接使用行動裝置來作撥打。

請讀者切換到“設計”介

面，並且到店家詳細介紹頁

面的地方，將從資料庫裡讀

取出來的電話欄位選起來。

選取後，在下方「屬性」/「連

結」的地方，輸入“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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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結設定完後，切換到「程式碼」介面，並從資料集 rs_shop_detail，拖曳電

話欄位到“tel：”後面。 

 

 最後，切換到「即時」介面，並且到任一個店家詳細頁面，會發現店家電話

號碼變成了連結。但讀者可以發現，如果我們在電腦上點選此電話連結，會

是沒有效果的，必須要在具有電話功能的行動裝置中，才會具有效果。 

 

 15-7 上傳網頁至免費空間 

行動網頁設計好了，但是行動網頁當然要在行動裝置在執行，如果只是在電腦上

執行，那就喪失使用 jQuery Mobile 製作行動網頁的意義了，因此在此節，我們將

教讀者們，如何將剛剛設計好的行動網頁放在免費空間上。我們範例使用的免費

網頁空間為 000webhost，網址：http://members.000webhost.com/login.php，請讀者

些此網頁上申請一個帳號。請讀者注意，在此章所介紹的上傳網頁的部分，在後

面附錄 C 有更詳細的介紹，在此，只是透過本次美食地圖的範例，快速教讀者如

何上傳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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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完帳號後，會發現剛剛申請的網域出現在 List of your domains 裡，此時

我們點選“Go to Cpanel”進入此 domain 設定。 

 

 

 接下來我們必須新增資料庫以及使用者，進入後，往下找到 Software/ 

Services，點選 mySQL(左下圖)，接著設定帳號密碼。 

 

當新增成功後，會顯示以下訊息，告訴你一些資料庫資訊，這些資訊相當重

要，我們必須修完我們的程式碼，讓程式可以連結到此資料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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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請讀者回到 panel 選擇“phpMyAdmin”，我們要開始建立資料庫。 

 

進入後，就會發現我們剛剛新增的資料庫，出現在這裡，接著點選“Enter 

phpMy/Admin”進入此資料庫。 

 

 

 此時就會進入到熟悉的 phpMyAdmin 頁面，此時我們要 import foodmap 資料

庫，選擇 foodmap.sql import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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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成功之後，就會發現我們的資料庫裡，多了 foodmap 資料庫。 

 

 資料庫新增完後，我們要透過 FTP 將我們的行動網頁整個上傳上去。請讀者

回到 000webhost，在 foodmap 網域下，找到 Files，選擇「view FTP Details」 

 

此時就可以看到，利用

FTP 上傳所需要的全部資

訊。 

 

 

 

 在上傳之前，請讀者打開 dbconn_foodmap.php，我們必須把裡面資料庫連線

的設定完成我們先前在此免費網頁空間上所設定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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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 FileZilla，在主機輸入： 「FTP host name」，接著輸入使用者名稱和

密碼。連線後，請讀者注意，要將網站的資料放在 public_html 目錄底下

才行。 

 如此即完成網頁上傳，此時請讀者在行動裝置內的瀏覽器上，輸入

foodmap.hostoi.com/foodmap/index.php 即可以看到上傳的網頁。請讀者注意

網址為：網域名稱/foodmap/index.php，其中網域名稱是讀者自己所申請到的

網域名稱，如筆者申請到的是 foodmap.hosto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