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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圖文、超連結、
音效與影片

你必須非常努力，才能看來毫不費力。

學習目標
HTML(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是一種
用於建立網頁的標準語言，透過標籤 (Tag) 與
想要在網頁上呈現的文件內容來組成。本章
將介紹如何在網頁建立網頁段落、圖片、項
目清單與超連結元件，同時也介紹如何在網
頁中建立支援影音視訊撥放的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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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HTML5 網頁文件結構

2.1.1 HTML 語法
標準的 HTML 文件是由標籤(Tag)以及欲顯示在網頁上的文件內容所組成，包
含了文字、圖片、影像、聲音等元件。在 HTML 文件中有各種不同的標籤，運用
這些不同的標籤來定義出文字、圖片、影像、聲音等元件，以及各元件在網頁中出
現的位置、順序、形式及關係。所以，HTML 語法是以標籤的方式來告知瀏覽器
如何直釋和顯示文件的各種變化效果。在 HTML 文件中，有些標籤規定必須是「成
對標籤」，也就是以『<起始標籤>』開始，並且以『</結束標籤>』做結束；有些
標籤允許單一標籤出現於所要顯示的文件內容前面或後面。標籤寫法有如下兩種：
寫法 1：成對標籤
<起始標籤 屬性名稱 1="屬性值 1"

屬性名稱 2="屬性值 2" ...>內容</結束標籤>

寫法 2：非成對標籤
 <標籤名稱 屬性名稱 1="屬性值 1" 屬性名稱 2="屬性值 2" ... />內容
 內容<標籤名稱 屬性名稱 1="屬性值 1" 屬性名稱 2="屬性值 2" ... />

HTML 標籤撰寫時要注意的地方如下說明：
1. 標籤名稱大小寫沒有限制，可依自己的習慣撰寫。本書建議標籤與屬性名稱
皆採用英文小寫設定。
2. 非成對標籤的「/」符號也可以省略不寫，例如在網頁上要進行換行，皆可以
使用 <br> 或 <br /> 來設定。
3. 標籤內的屬性可以設定該標籤要執行的動作或相關資訊。例如：<img>標籤
用來呈現圖片，該標籤透過 src 屬性來指定要顯示的圖片，如下寫法即是透
過<img>標籤在網頁上顯示 logo.png 圖片。
<img src="logo.png" />
4. 指定屬性值時不一定要使用雙引號將屬性值頭尾括住，如下兩種寫法皆可正
常執行：
<img src="logo.png" /> 和 <img src=logo.p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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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建議屬性值頭尾最好使用雙引號括住，以免屬性值的字串中含有空白，
而導致不可預期的錯誤。另外，屬性值也可以使用單引號來括住，如下寫法：
<img src='logo.png' />

2.1.2 HTML5 網頁文件結構
一份完整 HTML5 文件是以<html>標籤開始，用來告知瀏覽器這份文件是 HTML
格式，最後使用</html>標籤告知瀏覽器此處是 HTML5 文件的結束點。<html> ~
</html>之間包含兩個主要的部份：一是 HTML5 文件的頭部 (Head) ，稱為「標題設
定區」，放置一些有關該文件的識別資料，前後使用 <head> ~ </head>標籤框住；另
一部份為網頁文件內容的主體 (Body) ，稱為「HTML 網頁本文區」，是呈現給瀏覽
者觀看的網頁文件內容，前後使用<body> ~ </body>標籤框住。如下為 HTML5 網頁
文件的基本結構：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
<title>HTML5 網頁文件</title>
</head>
<body>
第一份 HTML5 網頁文件
</body>
</html>

1. 文件最開頭撰寫 <!DOCTYPE html> ，表示此份為 HTML5 的網頁文件。
2. <html>~</html>：網頁文件是由此標籤括住的。若要宣告 HTML5 文件使用
中文語系，寫法如下所示：
<html lang="zh">
3. <head>~</head>：此處用來設定這份文件的相關訊息，如關鍵字、內容概述、
文件編碼、文件語系或文件類型等等，還能在此處引用或撰寫 JavaScript 或
CSS 樣式。若要在文件中指定 utf-8 編碼，則可在此標籤中加入<meta>標籤，
寫法如下所示：
<meta charset="utf-8" />
4. <body>~</body>：網頁欲顯示的內容皆置於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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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meta>文件資訊
由於網際網路範圍涵蓋全球，因此在顯示文字上面臨到英文，中文、法文、日
文…等等多語系問題，在 HTML5 文件中藉由<meta>標籤來設定所屬的語系，此
時瀏覽器就能按照用戶端的需求來顯示該語系的網頁內容。<meta>標籤也能用來
將該份文件的相關資訊變成 meta 資訊，例如可加入一些關鍵字被伺服器截取出來
做為索引，如此便可讓搜索引擎找到開發人員所設計的網頁。<meta>標籤常用的
設定方式如下所示：
1. 指定網頁的編碼為 utf-8，寫法如下所示：
<meta charset="utf-8" />
2. 宣告 viewport，其功能是指定該網頁支援行動網頁瀏覽器的比例來顯示網頁
的尺寸，若網頁要同時支援桌機和行動裝置的瀏覽器，一定要加入如下敘述：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initial-scale=1.0">
3. 指定網頁每兩秒重新載入一次：
<meta http-equiv="refresh" content="2">
4. 指定網頁三秒後連結到大才全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官網(http://www.
dtc-tech.com.tw)，寫法如下：
<meta http-equiv="refresh" content="3; url=http://www.dtc-tech.com.tw">
5. 指定網頁的網站描述為「電腦圖書,健保系統,教育訓練」，以便提供給搜尋
引擎檢索時使用。寫法如下所示：
<meta name="description" content="電腦圖書,健保系統,教育訓練" />

2.2

段落設定

2.2.1 文字段落編排
網頁中的文字內容最常見的就是段落設定或是文字編排，下表是常用的段落設
定標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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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此標籤可用來做文字的編排(採用預先格式化)；編排方式空格、跳

<pre>

行都能按照自己的設定顯示，也就是說網頁上顯示的文字排列和
在編輯 HTML 文件的版面一模一樣。

<br>

換行標籤。

<p>

段落標籤。

<h1>~<h6>

標題標籤，其中 <h1> 字體最大、<h6> 字體最小。

<hr>

水平線標籤。

<blockquote>

縮排標籤。
區域元素標籤，此標籤的前後會自動換行。此標籤常配合 CSS 來

<div>

設定區域內容的一致性外觀。關於 CSS 請參閱 5~8 章。
行內元素標籤，此標籤的前後不會換行。此標籤常配合 CSS 來設

<span>

定單一設定區域內容的外觀。關於 CSS 請參閱 5~8 章。

<!--註解-->
Ex 01

在 HTML 文件中加入註解說明，註解不會顯示在瀏覽器的畫面上。

使用<h3>標籤設定詩名；使用<pre>標籤編排詩的內容，最後使用<hr>標
籤顯示水平線進行分隔。其寫法如下所示：

FileName：html01.html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
<title>唐代詩人作品</title>
</head>
<body>
<h3>《望廬山瀑布》</h3>
<p>作者: 李白</p>
<pre>
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
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pre>

被<pre>括住的內容會依
照文件內容的格式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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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
</body>
</html>
為節省篇幅，後面章節簡例將不再列出<html>、<head>或<body>的標籤，僅列
出主要呈現的標籤或程式，完成程式碼可參考書附光碟。
Ex 02

使用<h2>標籤設定詩名；使用<blockquote>標籤縮排詩的內容，同時再使
用<br>換行。其寫法如下所示：

FileName：html02.html
<h2>《望廬山瀑布》</h2>
<p>年代: 唐 作者: 李白</p>
<blockquote>
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br /> 使 用 <blockquote> 進 行 縮
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排，同時使用<br>進行換行
</blockquote>
<hr />
執行結果如下圖所示：

2.2.2 顯示特殊符號
若要在網頁上顯示©、®、<、>...等特殊符號，可以使用控制碼來設定，控制碼
的字首要加上「&」符號，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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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碼

結果

半形空白

&divide;

÷

&lt;

<

&plusmn;

±

&gt;

>

&copy;

©

&quot;

"

&reg;

®

&times;

×

&amp;

&

Ex 01

練習使用上面控制碼設計如下 HTML 標籤的教學網頁。其寫法如下所示：

FileName：html03.html

呈現<符號

<h2>HTML5 標籤</h2>
<p>文字欄位應用</p> 呈現>符號
<blockquote>
&lt;input&gt;可用來在表單中產生文字欄位，語法如下：<br />
&lt;input type=&quot;text&quot;&gt;
</blockquote>
呈現"符號
<hr />
<p>Copyright 2017&copy; DTC Informatio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請勿
任意連結、轉載</p>
呈現©符號

執行結果如右圖所示：

2.2.3 編號項目符號
HTML5 提供<ul>、<ol>標籤用來定義編號、項目清單。清單中的每一個項目
則是使用<li>定義，使用條列的方式在網頁進行編排，讓網頁的項目看起來更有
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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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l> 可用來定義編號清單，其語法如下所示：
<ol start="起始編號" type="編號模式">
<li>項目一</li>
<li>項目一</li>
.........
</ol>
 type="1"：編號使用阿拉伯數字顯示，如 1、2... (預設值) 。
 type="i"：編號使用小寫羅馬數字顯示，如 i、ii...。
 type="I"：編號使用大寫羅馬數字顯示，如Ⅰ、Ⅱ... 。
 type="a"：編號使用小寫英文字顯示，如 a、b...。
 type="A"：編號使用大寫英文字顯示，如 A、B... 。
 start 屬性可指定編號的起始值。
2. <ul> 可用來定義項目符號清單，其語法如下所示：
<ul type="符號模式">
<li>項目一</li>
<li>項目一</li>
.........
</ul>
 不指定 type 屬性：符號使用● 項目符號顯示 (預設值) 。
 type="circle"：符號使用○ 項目符號顯示。
 type="square"：符號使用▓ 項目符號顯示。
若想要使用其他的項目符號，像是圖示項目符號，可以搭配第六章 CSS 說明。
Ex 01

使用編號與項目符號清單來條列產品項目。其寫法如下所示：

FileName：html04.html
<h3>大才全圖書</h3>
<ol type="I">
<li>跟著實務學習 ASP.NET MVC-第一次寫 MVC 就上手</li>
<li>跟著實務學習跨平台網站-第一次寫 Bootstrap 就上手</li>
<li>跟著實務學習 Android 開發-第一次寫 App 就上手</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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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
<hr />
<h3>大才全 App</h3>
<ul type="square">
<li >健保無限加</li>
<li>智慧交通行事曆</li>
</ul>
<hr />
執行結果如圖所示：

2.2.4 文字格式
HTML5 的文字格式可指定粗體、斜體、加底線、上下標...等。常用的文字格
式的標籤如下表說明：
標籤

說明

<b>、<strong>

文字以粗體顯示。

<i>、<em>

文字以斜體顯示。

<u>、<ins>

文字下面加上底線。

<s>、<del>

文字加上刪除線。

<sup>

文字以上標字顯示。常用在數學公式，例如：7X7+4X2+3X=8

<sub>

文字以下標字顯示。常用在化學分子式，例如：2H2+O2=2H2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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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超連結

當使用者瀏覽網頁時，移動滑鼠到網頁某些文字或圖片上，游標會立即變成
手指圖示

，即表示該處有「超連結」功能，當在有超連結的地方按一下滑鼠左

鍵，即馬上連結到這個「超連結」所指定的位置去瀏覽，這些位置包括：連結到某
個網站、下載某個檔案、ftp...等各種網際網路上的服務。
因此在設計網頁時，適當的運用「超連結」功能可讓網站無限延伸；反之，若
沒有「超連結」功能，則網站內容將僅止於自行製作的部份，而無法充份運用網路
上的眾多資源，以增加網站本身內容的廣度與深度。
<a href="連結資源" target="連結方式">網頁顯示的文字或圖片</a>
<a>標籤常用屬性說明如下表所示：
<a>標籤屬性

說明
href 可指定連結資源的位置，常用位置如下：
網址：網路上的網址或網頁，
例如：http://www.dtc-tech.com.tw/about.html。
站內網頁：連結到目前網站內的網頁，
例如：/admin/login.html。
 頁內：連結到同一網頁中指定的 id 位置，例如連結到

href

id="mvc" 的位置，其寫法為「<a href="#mvc">...</a>」。
電子郵件：連結指定通訊協定為「mailto :」，
例如：mailto:dtcbook@outlook.com。
檔案：可指定網路的檔案位置或站內檔的相對路徑，例如：
http://www.dtc-tech.com.tw/sample.zip。
ftp：連結指定通訊協定為「ftp://」，
例如：ftp://ftp.dtc-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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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連結資源要顯示在那個框架或視窗中。常用屬性值如下：
target="_self"：連結的網頁顯示在目前的框架中。 (預設值)
target="_blank"：連結的網頁顯示新的視窗中。

target

target="_top"：連結的網頁顯示整個視窗。
target="_parent"：連結的網頁顯示在上一層的框架中。
target="視窗名稱"：連結的網頁顯示在指定名稱的視窗中。

若要連結到網站內其他資料夾的網頁，請使用相對路徑，說明如下：
1. 若 目 前 網 頁 與 manager 資 料 夾 同 層 ， 若 要 連 結 manager 資 料 夾 下 的
login.html，其寫法為 <a href="manager/login.html">。
2. 使用「../」來表示上一層資料夾，「../../」就表示上上層資料夾。使用「
<a href="../Home/index.html">」表示連結目前網頁的上一層資料夾中的
Home 子資料夾下的 index.html 網頁。
Ex 01

使用項目清單來列表可聯絡的網站或電子信箱，使用編號清單建立可連
結到 id 位置。其寫法如下所示：

FileName：html05.html
超連結到 DTC 官網
<h3>大才全網路資源</h3>
<ul>
<li><a href="http://www.dtc-tech.com.tw">官網</a></li>
<li><a href="http://www.facebook.com.tw/DTCBook">粉專</a></li>
<li><a href="mailto:dtcbook@outlook.com">讀者信箱</a></li>
</ul>
開啟郵件軟體寄信

<h3>跟著實務學習 ASP.NET MVC-第一次寫 MVC 就上手</h3>
跳到同頁 id 為 ch01 的位置
<ol>
<li><a href="#ch01">ASP.NET MVC 安裝與介紹</a></li>
<li><a href="#ch02">ASP.NET MVC CRUD 初體驗</a></li>
<li><a href="#ch03">Controller 控制器的應用</a></li>
<li><a href="#ch04">View 檢視的應用</a></li>
<li><a href="#ch05">Model(一)-LINQ 與 Entity Framework </a></li>
</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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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略...
<h4 id="ch01">第一章 ASP.NET MVC 安裝與介紹</h4>
<p>本章首先讓初學者了解 .NET 平台、......</p>
<p><a href="#top">回頂端</a></p><hr />
<h4 id="ch02">第二章 ASP.NET MVC CRUD 初體驗</h4>
<p>新增、修改、刪除、查詢是 Web 應用程式常見的功...</p>
<p><a href="#top">回頂端</a></p><hr />
<h4 id="ch03">第三章 Controller 控制器的應用</h4>
<p>ASP.NET MVC 是將 URL 對應至稱為「控制器」...</p>
<p><a href="#top">回頂端</a></p><hr />
...略...
回最上面
...略...
當在左下圖書籍的目錄中按下超連結即會跳到同頁指定 id 的位置。需注意的是，
若指定連結的 id 識別名稱不存在，則按下該超連結即會捲動到網頁最頂端，因
此本例透過這個特性，在每一段章節介紹的最後面都加上「<a href="#top">回
頂端</a>」的超連結，因為本例沒有在網頁的標籤中指定 id="top"，所以按下右
下圖的「回頂端」超連結即會捲動到網頁的最頂端。

2.4

圖片、音效與影片

設計網頁時若能適時插入圖片、音樂、影像，或是將某些文字敘述改以圖片來
表示，將使得該網頁一目瞭然且更加生動吸引人。因此在網頁中學習插入圖片、音
效與影片將是必備的技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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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圖片格式
圖片的存檔格式相當多種，但是在網頁中使用的圖片格式常見的有下列三種：
1. GIF：此種圖檔格式採用「非失真」 (Lossless) 壓縮法來壓縮圖形資料，非失
真的壓縮法讓解壓縮後的圖形和未壓縮的圖片一樣，此種壓縮方式適合在線
條分明的圖片上，例如按鈕、小圖示按鈕…等等，並且同一個 GIF 圖檔中可
以儲存多張圖片，因此可用來製作簡單的動畫圖檔，不過 GIF 圖檔只能儲存
256 色以內之圖形，因此不適合用來儲存照片、顏色較多的實物圖片，此外，
GIF 圖檔可以儲存圖形背景色的資訊，尤其適合在網頁圖形上，此圖檔附檔
名為*.gif。
2. JPEG：此種圖檔格式採用「失真」(Loss) 壓縮法來壓縮圖形資料，由於使用
「失真」壓縮法來壓縮，因此可以大幅降低圖檔檔案大小，但並不適合用來
儲存線條分明的圖片，比較適合用在照片之類的圖形，可以儲存全彩圖檔(每
一點 24 bit) 或者灰階圖檔，此圖檔附檔名為*.jpg。
3. PNG：此種圖檔格式可用來製作背景透明圖，也可以儲存成全彩的圖檔，再
加上檔案小，是目前網頁使用影像圖檔的主流，圖檔附檔名為*.png

2.4.2 圖片的使用
在網頁中若要顯示圖片，可使用<img>標籤來達成，其語法如下所示：
<img src="圖檔路徑" width="寬度" height="高度">
<img>標籤常用屬性說明如下表所示：
<img>標籤屬性
src

說明
設定圖檔路徑。
設定圖片與周圍之間的文字和圖片的對齊方式，常用屬性值如

align

下說明：
 left：圖片左靠 (預設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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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圖片右靠。
 center：圖片置中。
 bottom：文字對齊圖片下緣 (預設值) 。
 top：文字對齊圖片上緣。
 middle：圖片垂直置中對齊文字。
width

設定圖片寬度。預設為單位為像素(pixels)。

height

設定圖片高度。預設為單位為像素(pixels)。
設定圖片外框；若圖片有指定超連結功能，則該圖片四周會出

border

現外框，若不想顯示外框，可將 border="0 "。
設定圖片的說明文字，當圖片無法顯示時會出現，最常發生的

alt

情況即是指定的圖檔路徑不存在所致。

Ex 01

網頁中顯示 images 資料夾下的兩張圖檔，同時指定寬度 180px 高 120px，
最後透過 alt 屬性指定該圖片的說明。其寫法如下所示：

FileName：html06.html
<h2>圖片示範</h2>
<img src="images/1.jpg" width="180" height="120" alt="鹽山貓頭鷹" />
<hr />
<img src="images/gotop.jpg" width="180" height="120" alt="碁峰資訊" />
執行結果如下圖：

1.jpg

指定的圖檔不存在
時則顯示 alt 屬性
的說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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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圖片區域與說明
新版的 HTML5 提供<figure>標籤可用來定義圖片區域，提供<figcaption>標籤
來定義圖片的說明文字區域，其語法如下所示：
<figure>
<img src="圖檔路徑"...>
<figcaption>說明文字</figcaption>
</figure>
Ex 01

使用<figure>定義 1.jpg 與 2.jpg 圖片區域，使用<figcaption>定義圖片說明
文字。其寫法如下所示：

FileName：html07.html
<figure>
<img src="images/1.JPG" />
<figcaption>鹽山貓頭鷹</figcaption>
</figure>
<figure>
<img src="images/2.JPG" />
<figcaption>招財貓</figcaption>
</figure>

定義圖片區域
與說明文字

執行結果會有兩個圖片區域，如下圖所示：

圖片區域
圖片說明文字

<figure>與<figcaption>標籤看不出圖片區域的效果，欲解決此問題，可配合 CSS
來定義標籤的排版與美化的效果，至於 CSS 章節則可參考第 5~8 章詳細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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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02

延續上例，使用 CSS 調整<figure>標籤的外觀。其寫法如下所示：

FileName：html08.html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
<title></title>
<style>
CSS 撰寫在<style>標籤內
figure{
定義<figure>標籤的外觀如下：
border-color:#0094ff;
框線藍色
1.
border-style:solid;
框線為 solid 實線樣式
2.
border-width:2px;
框線寬度 2px
3.
padding:10px;
內距 10px
4.
width:180px;
圖片區域寬度 180px
5.
text-align:center;
6. 圖片區域內容(含圖文)置中
float:left;
7. 圖片區域靠左浮動
}
</style>
</head>
<body>
<figure>
<img src="images/1.JPG" />
<figcaption>鹽山貓頭鷹</figcaption>
</figure>
<figure>
<img src="images/2.JPG" />
<figcaption>招財貓</figcaption>
</figure>
</body>
</html>
經過 CSS 調整後，<figure>圖片外觀更具設計感，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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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音效的使用
HTML5 提供<audio>標籤可用來在網頁中顯示音效控制列，該控制列可用來
控制音效的播放、停止、音效大小或音效進度。<audio>內的<source>標籤可用來
指定欲播放的音效檔，其中可使用<source>標籤定義多個音效檔，此時會由上而下
尋找目前網站擁有的音效檔資源，若找不到會顯示<source>下的提示訊息，其語法
如下所示：
<audio>
<source src="mp3 檔案路徑" type="audio/mpeg" />
<source src="wav 檔案路徑" type="audio/wav" />
<source src="ogg 檔案路徑" type="audio/ogg" />
瀏覽器不支援音效檔所顯示的訊息
</audio>
<source>常用的屬性只有 src 和 type，至於<audio>常用的屬性如下表說明：
屬性

說明

autoplay

自動播放音效。撰寫時直接指定屬性名稱，不需要設定屬性值。

controls

顯示音效控制器。撰寫時直接指定屬性名稱，不需要設定屬性值。

loop

重複播放音效。撰寫時直接指定屬性名稱，不需要設定屬性值。

muted

指定播放音效時先保持靜音。撰寫時直接指定屬性名稱，不需要設
定屬性值。
是否預先載入音效檔，屬性值如下：
none：不預先載入。

preload

metadata：瀏覽器載入音效的 metadata(音效資訊)，如播放進度、
音效長度...等等。
auto：由瀏覽器決定是否要預先載入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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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常用的音訊格式有 MP3(.mp3)、Wav(.wav)和 Ogg(.ogg)，這些音效檔在
各大瀏覽器的支援程度如下表所示：
瀏覽器/音訊格式

MP3

Wav

Ogg

Chrome

Yes

Yes

No

Firefox

No

Yes

Yes

IE 9

Yes

No

No

Opera

No

No

Yes

Safari

Yes

No

Yes

2.4.5 影片的使用
HTML5 提供<video>標籤可用來在網頁中播放影片，<video>可以對整個影片
進行播放的控制。<video>內的<source>標籤可用來指定欲播放的影片檔，其中可
使用<source>標籤定義多個媒體檔資源，此時會由上而下尋找目前網站擁有的媒
體檔，若找不到會顯示<source>上的提示訊息，其語法如下所示：
<video width="影片高度" height="影片寬度">
<source src="mp4 檔案路徑" type="video/mp4" />
<source src="webm 檔案路徑" type="video/webm" />
<source src="ogg 檔案路徑" type="video/ogg" />
瀏覽器不支援影片檔所顯示的訊息
</video>
<source>常用的屬性只有 src 和 type，至於<video>常用的屬性如下表說明：
屬性
autoplay

自動播放影片。撰寫時直接指定屬性名稱，不需要設定屬性值。

controls

顯示影片控制器。撰寫時直接指定屬性名稱，不需要設定屬性值。

loop

重複播放影片。撰寫時直接指定屬性名稱，不需要設定屬性值。

m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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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預先載入影片檔，屬性值如下：
none：不預先載入。
preload

metadata：瀏覽器載入影片的 metadata(影片資訊)，如播放進度、
影片長度...等等。
auto：由瀏覽器決定是否要預先載入影片。。

網頁常用的影片格式有 MP4(.mp4)、Webm(.webm)和 Ogg(.ogv)，這些影片檔
在各大瀏覽器的支援程度如下表所示：

Ex 01

瀏覽器/音訊格式

MP4

Webm

Ogg

Chrome

Yes

Yes

Yes

Firefox

Yes

Yes

Yes

IE 9

Yes

No

No

Opera

Yes

Yes

Yes

Safari

Yes

No

No

在網頁中播放 video 資料夾下的 mvc.mp4 檔，並指定自動播放，同時顯
示控制播放、暫停和音量的影片控制器。其寫法如下所示：

FileName：html09.html
<video width="800" height="600" autoplay controls>
<source src="video/mvc.mp4" type="video/mp4" />
瀏覽器不支援播放 MP4
</video>
執行結果如下圖所示：

播放 mvc.mp4
影片

影片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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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YouTube 網路影片的使用
網頁中播放整個影片檔若是檔案太大，將會讓用戶等待很久，比較好的作法
可將影片上傳到 YouTube，接著在網頁中使用<iframe>標籤嵌人 YouTube 影片即
可。其語法如下所示：
<iframe width="寬度" height="高度"
src="https://www.youtube.com/embed/YouTube 影片 ID"
frameborder="0"
allow="autoplay; encrypted-media"
allowfullscreen>
</iframe>
上面語法的 src 屬性指定嵌人 YouTube 影片網址，網址最後必須指定 YouTube
影片 ID，影片 ID 其實就是當使用者連上 YouTube 觀看影片時，網址最後面的 v
參數值就是影片 ID 了。例如下圖
「ASP.NET MVC 待辦事項 CRUD(一)」
的 YouTube
影片網址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hwVSzJZoHk」，其影片 ID 即是
「GhwVSzJZoHk」。

Ex 01

在網頁中嵌入「「ASP.NET MVC 待辦事項 CRUD(一)」的 YouTube 影
片，該影片 ID 為「GhwVSzJZoHk」。其寫法如下所示：

2-20

Chapter 2

網頁圖文、超連結、音效與影片

FileName：html10.html
<iframe width="560" height="315"
src="https://www.youtube.com/embed/GhwVSzJZoHk"
frameborder="0"
allow="autoplay; encrypted-media"
allowfullscreen>
</iframe>
執行結果如右圖所示：

嵌入 YouTube
網路影片

2.5

語意標籤

以往都是使用<div>標籤來定義網頁中的區域，在新版的 HTML5 提供語意標籤，
讓開發人員可以使用更直覺更易懂的標籤來定義網頁中的區域，讓整份網頁文件結
構更容易解讀，進而改善網站在搜尋引擎搜尋的排名與準確度。下表是常用的語意
標籤說明：
屬性

說明

header

定義網頁首頁，可放置 banner、網站名稱或巡覽列...等。

footer

定義網頁首尾，可放置作者資訊或網站版權宣告...等。

nav

定義網頁巡覽列，可放置站內連結和網路連結資源...等。

aside

定義網頁文件側邊欄，可放置廣告、巡覽列或搜尋...等。

article

定義網頁中可單獨閱讀的區域，就好像報章雜誌或是論壇文章的內容。

section

定義網頁中不同章節的區域，通常會放置內容的標題或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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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語意標籤可對應右表的網頁
文件結構，讓整份網頁更容易容讀，瞭
解網頁各區域的意義與功能。

Ex 01

使用 HTML5 新增的語意標
籤建立一份旅行相簿網頁。

FileName：html11.html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
<title>旅行相簿</title>
</head>
<body>
<header>
<h1>我的旅行相簿</h1>
<nav>
<ul>
<li><a href="#">鹽山貓頭鷹</a></li>
<li><a href="#">招財貓</a></li>
<li><a href="#">小股小天使</a></li>
</ul>
</nav>
</header>
<article>
<section>
<h3>鹽山貓頭鷹</h3>
<p>20 公尺的鹽山，多了貓頭鷹跟大家打個招呼，在這裡合照留
念找到一些遍地似雪，有如置身日本雪國的場景，好美好美。</p>
<img src="images/1.jpg" />
</section>
</article>
<aside>
<h3>美食推薦</h3>
<ul>
<li><a href="#">台南牛肉湯</a></li>
<li><a href="#">浮水魚羹</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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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aside>
<footer>
<h4>國產 008 版權所有</h4>
</footer>
</body>
</html>
執行結果如右圖所示：

由執行結果看來語意標籤是用
來定義網頁文件結構，讓文件中的
區域容易識別意義與功能，若要美
化或排版就必須依靠表格或 CSS，
在下一章即介紹使用表格進行網頁
排版；進一步在 5~8 章介紹使用 CSS
進行網頁排版。

2.6

習題

1. 下列關於 HTML 語法下列何者有誤？
(1) 標準的 HTML 文件是由標籤(Tag)以及顯示在網頁上的文件內容所組成
(2) 在 HTML 文件中，有些標籤必須以『<起始標籤>』開始，並且以
『</結束標籤>』作結束
(3) 非成對標籤的「/」符號也可以不能省略
(4) 標籤名稱大小寫沒有差別
2. HTML5 網頁文件結構，用來放置有關該文件的識別資料頭部標籤為何？
(1) <html>~</html>

(2) <head>~</head>

(3) <body>~</body>

(4) <!DOCTYPE html>

3. 想要指定指定網頁的編碼為 utf-8，其<meta>標籤設定方式為何？
(1) <meta charset="utf-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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