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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網頁設計流程
網頁設計流程大致上可以分成如下圖的四個階段，以下就為您做說明。

1-1-1 蒐集資料與規劃網站架構

蒐集資料與規劃網站架構是網頁設計的首要步驟，除了釐清網站所要傳遞的

內容，最重要的是確立網站的主題與目標族群，然後將網站的內容規劃成階

層式架構，也就是規劃出組成網站的網頁 (裡面可能包括文字、圖形、聲音
與視訊 )，並根據主題與目標族群決定網頁的呈現方式，下列幾個問題值得您
深思：

 網站的建置是為了銷售產品或服務？塑造並宣傳企業形象？還是方便業務

聯繫？抑或個人興趣分享？若網站本身具有商業目的，那麼您還需要進一

步瞭解其行業背景，包括產品類型、企業文化、品牌理念、競爭對手等。

 網站的建置與經營需要投入多少時間與資源？您打算如何行銷網站？有哪

些管道及相關的費用？

 網站的獲利模式為何？例如銷售產品或服務、廣告收益、手續費或其它。

 網站將提供哪些資源或服務給哪些對象？若是個人的話，那麼其統計資料

為何？包括年齡層分佈、男性與女性的比例、教育程度、職業、婚姻狀

況、居住地區、上網的頻率與時數、使用哪些裝置上網等；若是公司的

話，那麼其統計資料為何？包括公司的規模、營業項目與預算。

關於這些對象，他們有哪些共同的特徵或需求？比方說，彩妝網站的使用

者可能鎖定為時尚愛美的女性，所以其首頁往往呈現出豔麗的視覺效果，

好緊緊抓住使用者的目光，而入口網站或購物網站的使用者比較廣泛，所

以其首頁通常涵蓋了琳瑯滿目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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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上是否已經有相同類型的網站？如何讓自己的網站比這些網站更吸引

目標族群？因為人們往往只記得第一名的網站，卻分不清楚第二名之後的

網站，所以定位清楚且內容專業將是網站勝出的關鍵，光是一味的模仿，

只會讓網站流於平庸化。

1-1-2 網頁製作與測試

在這個階段中，您要著手製作階段一所規劃的網頁，常見的網頁編輯軟體分成

兩種類型，其一是純文字編輯軟體，例如 Notepad++、UltraEdit，其二是所視
即所得網頁編輯軟體，例如 Dreamweaver，而且必要時可能要搭配 Photoshop、
Illustrator、CorelDRAW等影像處理軟體來設計網頁背景、標題圖片、按鈕、動
畫等。待網頁製作完畢後，還要測試各個元件能否運作。

對於想學習 HTML的人來說，純文字編輯軟體是較佳的選擇，因為它可以讓
使用者專注於 HTML語法，不像所視即所得網頁編輯軟體會產生多餘的或特
有的 HTML元素，造成初學者的困擾；相反的，對於不想學習 HTML只想快
速編輯網頁的人來說，所視即所得網頁編輯軟體是較佳的選擇，因為它隔絕了

使用者與 HTML語法，即便不具備程式設計基礎，一樣能夠設計出圖文並茂
的網頁。

彩妝網站的首頁往
往呈現出豔麗的視
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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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網站上傳與推廣

辛苦製作的網站當然要上傳到網際網路讓大家欣賞，此時，您得先替網站在網

際網路找個家，也就是申請網頁空間，常見的方式如下：

 租用專線 (或 ADSL、光世代 )：若您的預算充足，可以向 Seednet、
So-net、HiNet等 ISP租用專線，將電腦架設成Web伺服器，維持 24小時
運作不打烊。

 租用網頁空間或虛擬主機：ISP通常會提供網頁空間或虛擬主機出租業務，
這種業務的價格較低，適合預算少的人，詳細的出租價格、申請程序、上

傳方式、網頁空間大小、傳輸速率等事項，可以到 ISP的網站查詢。

 申請免費網頁空間：事實上，就算您沒有預算，還是可以申請免費網頁空

間，目前提供免費網頁空間的網站有 Google Sites、TACONET (章魚網 ) 
等，而多數 ISP亦會提供其用戶免費網頁空間。

  雖然免費網頁空間相當吸引人，但它可能有下列幾項缺點，若您的網頁非
常重要，建議您還是編列預算去租用網頁空間或虛擬主機：

 有時可能會因為使用人數太多，導致傳輸速率遲緩。

 網頁空間大小會受到限制。

 網頁可能會被要求放上廣告。

 無法保證提供免費網頁空間的網站不會當機、關閉或倒站。

 服務或功能較少，例如不支援 PHP、ASP、CGI等動態網頁技術。

 網頁空間通常只是一個資料夾，不能設定個人網域。

在將網頁上傳到網際網路後，還要將它公諸於世，其中最快速的方式就是到

Google、Bing等搜尋引擎進行登錄，同時您還可以向「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TWNIC) (http://rs.twnic.net.tw/) 申請泛用型英文網域名稱 (.tw)、泛用型中文網
域名稱 (.中文 .tw)、頂層中文網域名稱 (.台灣 )或屬性型英文網域名稱 (.com.
tw、.org.tw、.net.tw、.idv.tw、.game.tw、.ebiz.tw、.club.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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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網站更新與維護

您的責任可不是將網站上傳到網際網路就結束了，既然建置了這個網站，就必

須負起更新與維護的責任。您可以利用本書所教授的技巧定期更新網頁，然後

透過網頁空間提供者所提供的介面或 FTP軟體 (例如WS_FTP、CuteFTP)，將
更新後的網頁上傳到網際網路並檢查網站的運作是否正常。

Google提供的網站
登錄服務

TWNIC提供的網域
名稱註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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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搜尋引擎優化 (SEO)

搜尋引擎優化 (SEO，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的構想起源於多數網站的新
瀏覽者大都來自搜尋引擎，而且搜尋引擎的使用者往往只會留意搜尋結果中排

名前面的幾個網站，因此，網站的擁有者不僅要到各大搜尋引擎進行登錄，還

要設法提高網站在搜尋結果中的排名，因為排名愈前面，就愈有機會被使用者

瀏覽。

至於如何提高排名，除了購買關鍵字廣告，另一種常見的方式就是利用搜尋引

擎的搜尋規則來調整網站架構，即所謂的搜尋引擎優化，這種方式的效果取決

於搜尋引擎所採用的搜尋演算法，而搜尋引擎為了提升搜尋的準確度及避免

人為操縱排名，有時會變更搜尋演算法，使得 SEO成為一項愈來愈複雜的任
務，也正因如此，有不少網路行銷公司會推出網站 SEO服務，代客調整網站
架構，增加網站被搜尋引擎找到的機率，進而提升網站曝光度及流量。

除了委託網路行銷公司進行 SEO，事實上，我們也可以在製作網頁時留心下圖
的幾個地方，亦有助於 SEO。

e

e

d

d

b

b

c

c

a

a

令網頁的關鍵字成為網址的一部分

令網頁的關鍵字顯示在標題列或索引標籤

令網頁的關鍵字出現在標題或超連結

令網頁的關鍵字出現在內容

適當的為圖片或影片指定替代顯示文字，
以利圖片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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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行動版網頁 V.S. PC版網頁
雖然行動裝置的瀏覽器大多能夠順利讀取並顯示傳統的 PC版網頁，但受限於
螢幕較小，使用者往往得透過頻繁的拉近、拉遠、捲動來閱讀網頁的資訊，

相當不便。為此，有愈來愈多網站推出「行動版」，以根據使用者的上網裝置

自動切換成 PC版網頁或行動版網頁，舉例來說，左下圖是 Yahoo!奇摩的 PC
版網站 (https://tw.yahoo.com/)，而右下圖是 Yahoo!奇摩的行動版網站 (https://
tw.mobi.yahoo.com/)，加以瀏覽後，我們發現，對於 Yahoo!奇摩這種資訊瀏覽
類型的網站來說，其行動版除了著重執行效能，資訊的分類與動線的設計更加

重要，才能帶給行動裝置的使用者直覺流暢的操作經驗。

行動版網頁和 PC版網頁比較明顯的差異如下：

 行動裝置的螢幕尺寸較小、解析度較低，可以任意切換成水平顯示或垂直

顯示，而且是以觸控操作為主，不再是傳統的滑鼠或鍵盤。

 行動裝置的執行速度較慢、上網頻寬較小，若網頁包含容量過大的圖片或

影片，可能無法顯示。

 行動版瀏覽器並不支援 PC版網頁普遍使用的 Flash動畫，但是相對的，行
動版瀏覽器對於 HTML5和 CSS3的支援程度則比 PC版瀏覽器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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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行動版網頁設計原則
行動版網頁設計流程其實和第 1-1節所介紹的 PC版網頁設計流程幾乎相同，
所使用的技術也差不多，不外乎是 HTML、CSS、JavaScript或 PHP、JSP、
ASP/ASP.NET、CGI等伺服器端 Scripts，但由於行動裝置具有螢幕較小、解
析度較低、執行速度較慢、上網頻寬較小、觸控操作、不支援 Flash動畫等特
質，因此，在設計行動版網頁時，請留意下列幾個原則：

 確認行動版網頁的內容，例如這是要針對某個主題、品牌或產品打造全新

的行動版網頁嗎？還是要取材自傳統的 PC版網頁，然後增設一個行動版
網頁？這兩種情況的設計方向不同，必須先考慮清楚。

 確認主題、品牌或產品的形象，例如左下圖的MAZDA汽車 PC版網站所
塑造的是一種都會雅痞的形象，而右下圖的MAZDA汽車行動版網站所塑
造的也是同一種形象，只是行動版網站的內容比較簡明扼要，方便行動使

用者瀏覽。

 行動版網頁的階層架構不要太多層，舉例來說，PC版網頁通常會包含首
頁、分類首頁、各個分類的內容網頁等三層式架構，而行動版網頁則建議

改成首頁、各個內容網頁等兩層式架構，以免使用者迷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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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簡明扼要的原則，行動版網頁要列出重點，檔案愈小愈好，並盡量減

少使用動畫、影片、大圖檔或 JavaScript程式碼，以免使用者不耐久候，
或 JavaScript程式碼超過執行時間限制而被強制關閉。

 iOS作業系統從一開始就不支援 Flash動畫，而 Android 4.1之後的作業系
統亦不支援 Flash動畫，因此，行動版網頁最好不要使用 Flash動畫。

 建議改用 CSS3來設定背景、漸層、透明度、框線、陰影、變形、色彩、
文字尺寸、文字樣式等效果。

 行動版網頁上的按鈕要醒目容易觸碰，最好還有視覺回饋，在使用者一觸

碰按鈕時就產生色彩變化，讓使用者知道已經成功點擊按鈕，而且在載入

網頁時可以加上說明或圖案，讓使用者知道網頁正在載入，才不會重複觸

碰按鈕。

 行動版網頁上的文字尺寸要比 PC版網頁大，以提高可讀性，而且不同的
作業系統或機型可能有不同的顯示結果，必須實際在行動裝置上做測試。

 建議採用直式的摺疊目錄來呈現數個主題，下面是一個例子，主題的內容

一開始是隱藏起來的，待使用者觸碰該主題時，才會將內容顯示出來。



16-5

回應式網頁設計 (RWD)16

 建議採用單欄設計，比較容易閱讀，下面是一個例子。

 由於行動裝置通常沒有鍵盤，輸入方式不如 PC來得方便，因此，在需要
使用者輸入資料的情況下，請妥善運用表單，並設定表單欄位的 type屬
性，例如下面的「輸入姓名：」欄位是單行文字方塊 (type="text")，而「輸
入密碼：」欄位是密碼欄位 (type="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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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回應式網頁設計的技巧
在前兩節的討論中，行動版網頁和 PC版網頁是不同版本的網頁，設計人員必
須分別針對 PC和行動裝置設計專用的網頁，然後根據使用者的上網裝置自動
切換，例如 Yahoo!奇摩的 PC版網站為 https://tw.yahoo.com/，而 Yahoo!奇摩
的行動版網站為 https://tw.mobi.yahoo.com/，兩者的內容與網址均不相同。然隨
著上網裝置日趨多元化，若要針對各個裝置量身訂做專用的網頁，恐怕不太容

易，最好是設計單一版本的網頁，令它同時適用於 PC、平板電腦、智慧型手
機等裝置，而「回應式網頁設計」正是因應此種需求所發展出來。

回應式網頁設計 (RWD，Responsive Web Design) 指的是一種網頁設計方式，目
標是根據使用者的瀏覽器環境 (例如螢幕的寬度、長度、解析度、長寬比或行
動裝置的方向等 )，自動調整網頁的版面配置，以提供最佳的顯示結果，換句
話說，只要設計單一版本的網頁，就能完整顯示在 PC、平板電腦、智慧型手
機等裝置，使用者無需透過頻繁的拉近、拉遠、捲動來閱讀網頁的資訊。

以W3C官方網站為例，它會根據瀏覽器的寬度彈性配置網頁的版面，當瀏覽
器的寬度夠大時，它會顯示如下圖 (一 )的三欄版面，隨著瀏覽器的寬度縮
小，網頁的版面會自動按比例縮小，如下圖 (二 )，最後甚至變成單欄版面，
如下圖 (三 )，這就是回應式網頁設計的基本精神，不僅網頁的內容只有一種 
(One Web)，網頁的網址也只有一個 (One URL)。

圖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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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式網頁設計通常是透過 CSS來達成，主要的技巧如下：

 媒體查詢 (Media Query)：CSS3新增的媒體查詢功能可以讓網頁設計人員
針對不同的媒體類型量身訂做不同的樣式表，以下面的敘述為例，第 01 ~ 
03行是指定在預設的情況下 (例如桌上型電腦或筆記型電腦 )，就令版面
包含三個欄位，第 05 ~ 07行是指定當瀏覽器的寬度介於 600 ~ 979像素時 
(例如平板電腦 )，就令版面包含兩個欄位，而第 09 ~ 11行是指定當瀏覽
器的寬度小於等於 599像素時 (例如手機 )，就令版面包含一個欄位。

01:@media screen{

02:  div {columns:3}

03:}

04:

05:@media screen and (min-width:600px) and (max-width:979px){

06:  div {columns:2}

07:} 

08:

09:@media screen and (max-width:599px){

10:  div {columns:1}

11:}

當瀏覽器的寬
度縮小時，網
頁的版面會自
動按比例縮小

當瀏覽器的寬度
小於指定的範圍
時，網頁的版面
會自動變成單欄

圖 (二 ) 圖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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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比例縮放的元素：在指定圖片或物件等元素的大小時，請依照其父元

素的大小比例做縮放，而不要指定絕對大小，例如下面的敘述是透過

width="100%" 指定圖片的寬度為區塊的 100%，當螢幕的大小改變時，元
素的大小也會自動按比例縮放，以同時適用於 PC和行動裝置。

<div>

  <img src="piece1.jpg" width="100%">

  <p>「喬巴」－夢想成為能治百病的神醫。</p>

</div>

 流動版面 (Liguid Layout)：根據瀏覽器的大小彈性配置網頁的版面，以下
面的敘述為例，第 01行是指定在預設的情況下 (例如桌上型電腦 )，就
套用 pc.css樣式表，第 02行是指定當瀏覽器的寬度介於 600 ~ 979像素時 
(例如平板電腦 )，就套用 tab.css樣式表，第 03行是指定當瀏覽器的寬度
小於等於 599像素時 (例如手機 )，就套用 phone.css樣式表。

01:<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pc.css" media="screen">

02:<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tab.css" media="screen and (min-width:600px) 

    and (max-width:979px)">

03:<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phone.css" media="screen and (max-width:599px)">

ba

a  當螢幕較大時，圖片會按比例放大 (此為 PC的瀏覽結果 )

b  當螢幕較小時，圖片會按比例縮小 (此為行動裝置的瀏覽結果 )



16-9

回應式網頁設計 (RWD)16

16-4 回應式網頁設計的實例
在本節中，我們將透過下面的例子為您示範回應式網頁設計，圖 (一 )為大尺
寸，瀏覽器寬度在 980px以上，版面會完整顯示，圖 (二 )為中尺寸，瀏覽器
寬度在 600 ~ 979px，版面會按比例縮小，圖 (三 )為小尺寸，瀏覽器寬度在
599px以內，版面會變成單欄。

圖 (一 )

圖 (二 ) 圖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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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1 設定 viewport

在說明何謂 viewport之前，我們先來討論裝置的螢幕寬度，通常「螢幕尺寸」
指的是螢幕的對角線長度，「螢幕寬度」指的是螢幕的水平長度或水平像素數

目，對網頁設計來說，水平像素數目是比較好用的，因為它就是水平方向的解

析度，不過，相同尺寸的螢幕可能有不同的解析度，而且解析度有愈來愈高的

趨勢，所以在進行網頁設計時，就不能只考慮到螢幕解析度，還必須兼顧螢幕

尺寸。

至於 viewport指的是螢幕解析度，iOS和 Android 3.X以上版本內建的瀏覽器
將 viewport的寬度預設為 980像素，而桌上型電腦的 viewport則是設定為瀏覽
器畫面。當我們將 viewport設定為裝置的螢幕解析度時，解析度的大小將會影
響所顯示的範圍，例如圖 (一 )、圖 (二 )是分別在 iPad Air和 iPad Mini顯示相
同照片的結果，由於 iPad Air的解析度 (1536×2048) 是 iPad Mini (768×1024) 
的兩倍，因此，iPad Air能夠顯示較大的範圍。

為了讓相同項目的內容在不同尺寸和不同解析度的螢幕上看起來差不多，於是

衍生出 density (密度 ) 的概念，舉例來說，iPad Mini的 PPI (Pixels Per Inch) 為
163，表示每英吋有 163個像素，將它的 density設定成 1做為基準，那麼 iPad 
Air的 PPI為 326，表示 density為 326÷163=2。

圖 (一 ) 圖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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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只要根據 density來設定 viewport，也就是將螢幕解析度除以 density，
就可以在不同尺寸和不同解析度的螢幕上顯示相同項目的內容，以下表為

例，iPad Air和 iPad Mini的尺寸為 9.7吋、7.9吋，解析度為 1536×2048、
768×1024，density為 2、1，得到兩者的 viewport均為 768×1024，此時，在
iPad Air和 iPad Mini顯示相同照片的結果將如圖 (三 )、圖 (四 )，顯示範圍是
差不多的。

以下列出一些行動裝置的螢幕規格供您參考。

裝置 螢幕尺寸 螢幕解析度 PPI density viewport

iPhone 3.5吋 320×480 163 1 320×480

iPhone 4 3.5吋 640×960 326 2 320×480

iPhone 5 4吋 640×1136 326 2 320×568

iPhone 6 4.7吋 750×1334 326 2 375×667

iPhone 6 Plus 5.5吋 1080×1920 401 2.5 414×736

iPad Air 9.7吋 1536×2048 326 2 768×1024

iPad Mini 7.9吋 768×1024 163 1 768×1024

圖 (三 ) 圖 (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