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製作基本版型

認識完基本 HTML及 CSS後，接下來我們來學習如

何製作基本版型吧！基本的網頁版型包含單欄式版

型、雙欄式版型，以及登入版型，這三個版面都是

最簡單的！現在就讓我們透過製作基礎版型熟練整

體網頁的架構，並從中學習 HTML元素與 CSS吧！

 Ê 單欄式版型

 Ê 單欄式響應式版面

 Ê 雙欄式版型

 Ê 登入版型

學習
概念

學習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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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欄式版面5-1

單欄式版型意味著只有一個欄位。此版型的架構相當簡單，其網頁的內容只需要

由上往下堆疊即可。在此範例中，僅有 nav元素的部分較為複雜，需透過較多的

css屬性設定。現在，就讓我們開始學習如何製作單欄式版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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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前置作業

01
step  新增專案資料夾 5-01，並於專案資料夾下新增 css與 images資料夾。

02
step  新增 index.html，放於專案資料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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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step  新增 style.css，放於專案資料夾的 css資料夾中。

04
step  複製光碟中 CH5/5-01/images資料夾下的所有圖片，放於專案資料夾的

images資料夾下。

05
step  開啟 index.html，套用 style.css。

[index.ht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title>範例 5-01</title>

    <link href="css/style.css"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ead>

<body>

</body>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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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
此處的 HTML架構是透過 Sublime Text與指令產生，其產生方式你可以至第一

章學習。

5-1-2  製作 wrapper區塊

01
step  開啟 index.html，於 body元素中新增一個 id為 wrapper的 div元素。

[index.html]

<body>

    <div id="wrapper">

    </div>

</body>

 TIP
wrapper用於設定網頁的整體寬度。

02
step  開啟 style.css，撰寫以下的樣式。

[style.css]

*{

    margin: 0px;

    padding: 0px; 

}

body{

    background-color: beige;

    font-family: Microsoft JhengHei;

}

#wrapper{

    margin: 0px auto;

    width: 1024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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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
• 「*」為通用選擇器，意思為選擇每個元素。而我們為了解決不同瀏覽器中

每個元素的 margin和 padding預設值不同的問題，因此我們透過通用選

擇器，將所有元素的margin（外距）與 padding（內距）皆設為 0px。

• font-family: Microsoft JhengHei用以設定文字字型為微軟正黑體。

• margin: 0px auto 用以設定元素於父元素中水平置中。在此，由於

wrapper為最外層包覆網頁的 div元素，而我們為了使 wrapper於視窗

中水平置中，因此我們設定 wrapper的上下外距設定為 0px，左右外距為

auto。

03
step  於 wrapper元素中新增 header元素、id為 content的 div元素以及 footer

元素。

[index.html]

<div id="wrapper">

    <header></header>

    <divid="content"></div>

    <footer></footer>

</div>

 TIP
• header元素內主要放置橫幅圖片與網頁導覽列。

• content內主要放置網頁的內容文字。

• footer元素內主要網頁版權聲明。

5-1-3  製作 header區塊

01
step  於 header元素中，新增一個 id為 logo的 div元素。

[index.html]

<header>

    <div id="logo">

    </div>

</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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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step  於 id為 logo的 div元素中，新增一個 img元素。

[index.html]

<header>

    <div id="logo">

      <img src="images/banner.jpg"/>

    </div>

</header>

 TIP
此處設定圖片是來自於 images資料夾下的 banner.jpg。

03
step  設定 id為 logo的 div元素的樣式。

[style.css]

#logo{

    height: 250px;

}

 TIP
在此，將 logo的高度設定為 250px，原因在於 banner.jpg此張圖片的高度

為 250px，我們如此設定較不會造成網頁跑版。

04
step  於 header元素中，新增 nav元素。

[index.html]

<header>

    <div id="logo">

      <img src="images/banner.jpg" />

    </div>

    <nav>

    </nav>

</header>

 TIP
在此我們使用 nav元素製作網頁導覽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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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step  設定 nav元素的樣式。

[style.css]

nav{

    background-color: #B63D32;

    text-align: center;

}

 TIP
• #B63D32 是酒紅色的顏色代碼。在此，我們設定 background-color: 

#B63D32，使得 nav元素的背景顏色為酒紅色。

• text-align屬性用於設定內容文字的對齊方式，在此我們設定 nav元素的內

容文字置中對齊。

06
step  於 nav元素內，新增 ul與 li元素，並在每個 li元素之中加入一個 a元素。

[index.html]

<nav>

    <ul>

      <li><a href="#">首頁 </a></li>

      <li><a href="#">最新消息 </a></li>

      <li><a href="#">合作店家 </a></li>

      <li><a href="#">關於我們 </a></li>

      <li><a href="#">聯絡我們 </a></li>

    </ul>

</nav>

07
step  設定 ul與 li元素的樣式。

[style.css]

ul{

    display: inline-block;

    margin: 0px;

}

li{

    list-style-type: none;

    float: left;

    text-align: cen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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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a{

    display: block;

    padding: 15px 20px;

    color: #FFFFFF;

    text-decoration: none;

}

li a:hover{

    color: #FFC90E;

}

 TIP
• display屬性用於設定元素的區框類型，最常被設定的值有 block 與

inline。設定為 block 的元素稱為「區塊元素」，而設定為 inline 的元素稱

為「行內元素」。inline-block與 inline 相似，但是卻可以設定元素的 width 

與 height 屬性。

• 由於 ul預設的 display屬性為 block，在此我們應該將 display屬性設定為

inline-block，如此才可以讓 ul元素於 nav元素中水平置中。

• list-style-type屬性用於設定項目清單的樣式。在此，我們設定項目清單的

樣式為無樣式（none）。

• hover用以設定滑鼠滑過連結時的效果，在這裡我們設定當滑鼠 li元素中的

a元素時，文字顏色變成 #FFC90E（黃色）。

08
step  按下儲存並於瀏覽器中開啟「index.html」，檢視 header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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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製作 content區塊

01
step  於 content中，新增一個 id為 content_in的 div元素。

[index.html]

<header>

  <div id="logo">

    <img src="images/banner.jpg" />

  </div>

  <nav>

    <li><a href="#">首頁 </a></li>

    <li><a href="#">最新消息 </a></li>

    <li><a href="#">合作店家 </a></li>

    <li><a href="#">關於我們 </a></li>

    <li><a href="#">聯絡我們 </a></li>

  </nav >

</header>

<div id="content">

    <div id="content_in">

    </div>

</div>

 TIP
content_in用於包覆 content中的內容文字。我們透過 content_in調整文字

內容與 content之間的間隙。

02
step  設定 content_in的樣式。

[style.css]

#content_in{

    padding: 30px 50px;

    text-align: center;

    background-color: #F4F4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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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
padding: 30px 50px用以設定上下內距為 30px，左右內距為 50px。透過

如此設定，可讓 content_in與 content_in中的元素或是內容文字之間具有間

隙。此外，padding的設定值並非絕對，所以使用者可依照自己的喜好，設

定 content_in的 padding值。

03
step  於 content_in中，新增 h1元素並輸入「歡迎光臨」。

[index.html]

<div id="content">

    <div id="content_in">

      <h1>歡迎光臨 </h1>

    </div>

</div>

04
step  設定 h1元素的樣式。

[style.css]

#content h1{

    color: #B63D32;

    margin-bottom: 10px;

}

 TIP
• color: #B63D32用於設定 h1元素的文字顏色為酒紅色。

• margin-bottom屬性用於設定元素的下外距。在此，我們將 h1元素的下

外距設定為 10px，用以使得 h1元素下方的元素與 h1元素之間有 10px的 

間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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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step  於 h1元素下方，新增四個 p元素。

[index.html]

<div id="content">

    <div id="content_in">

        <h1>歡迎光臨 </h1>

        <p></p>

        <p></p>

        <p></p>

        <p></p>

    </div>

</div>

06
step  設定 p元素的樣式。

[style.css]

#content_in p{

    font-size: 15px;

    margin-bottom: 20px;

}

 TIP
• font-size屬性用於設定文字的大小。

• margin-bottom屬性用於設定 p元素的下外距。

07
step  於各個 p元素內輸入內容文字。

[index.html]

<div id="content">

    <div id="content_in">

        <h1>歡迎光臨 </h1>

        <p>早餐、午餐⋯(以下省略 )</p>

        <p>是否常常⋯(以下省略 )</p>

        <p>行動點餐⋯(以下省略 )</p>

        <p>下雨天懶得出門⋯(以下省略 )</p>

    </div>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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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step  於 p元素下方，新增 a元素。

[index.html]

<div id="content">

    <div id="content_in">

        <h1>歡迎光臨 </h1>

        <p>早餐、午餐⋯(以下省略 )</p>

        <p>是否常常⋯(以下省略 )</p>

        <p>行動點餐⋯(以下省略 )</p>

        <p>下雨天懶得出門⋯(以下省略 )</p>

        <a href="#">了解更多 </a>

    </div>

</div>

09
step  設定 a元素的樣式。

[style.css]

#content_in a{

    display: block;

    width: 130px;

    height: 40px;

    line-height: 40px;

    margin: 0 auto;

    text-decoration: none;

    background-color: #B63D32;

    color: #FFFFFF;

}

 TIP
• 由於 a元素預設之 display為 inline，因此 a元素的高度與寬度都無法設

定。為了設定 a元素的高度與寬度，我們將 display設定為 block（區塊），

用以設定 a元素的寬度為 130px，高度為 40px。

• 此外，我們希望 a元素的內容文字於 a元素中垂直置中，因此我們將行高

（line-height）設定成與 a元素的高度（height）相同，即皆設定為 40px，

以達成內容文字於 a元素中垂直置中的效果。

• text-decoration 屬性用於設定文字的特效。在此，我們設定 text-

decoration為不顯示任何文字特效（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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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tep  按下儲存並於瀏覽器中開啟「index.html」，檢視 content區塊的製作。

5-1-5  製作 footer的區塊

01
step  於 footer元素中新增一個 p元素。

[index.html]

<footer>

    <p>Copyright © 2017 Itoeat All rights reserved.</p>

</footer>

02
step  設定 footer元素的樣式。

[style.css]

footer{

    background-color: #71552A;

    text-align: center;

}

footer p{

    font-size: 10px;

    color: #FFFFFF;

    padding: 10px 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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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
padding: 10px 0px用以設定上下內距為 10px，左右內距為 0px，透過如此

設定可讓 p元素與其內容文字之間的上下間距皆為 10px。

03
step  按下儲存並於瀏覽器中開啟「index.html」，檢視 footer元素的製作。

單欄式響應式版面5-2

在製作完單欄式版面後，我們也可以試著將單欄式版面修改成響應式的版面，因

此在本章節中，我們將教大家如何將 5-1所製作的固定單欄式版面修改成響應式

的版面。若你想先學習完固定式版面再學習響應式版面的話，你可以跳過此章

節，直接到 5-3節進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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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撰寫 Media Queries

01
step  首先，切換至 style.css，設定當螢幕視窗的最大寬度為 1024px時，

wrapper元素的寬度為 80%。

[style.css]

@media screen and ( max-width:  1024px) {

    #wrapper{

        width: 80%;

    }

}

02
step  接著，設定當螢幕視窗的最大寬度為 640px時，設定 li元素的 a元素上下

左右內距為 10px。

[style.css]

@media screen and ( max-width:  640px) {

    li a{

        padding: 10px;

    }

}

5-2-2  設定 Viewport

01
step  切換至 index.html，於 head元素中設定 Viewport。

[index.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title>範例 5-02</title>

    <link href="css/style.css"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0">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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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新增 img元素的樣式

01
step  切換至 style.css，將 logo內的 img元素的寬度設定為 100%。

[style.css]

#logo img{

    width: 100%;

}

 TIP
在此，我們將 img元素的寬度設定為 100%，使得圖片於不同行動裝置中，皆

能自動調整其寬度為視窗的大小。

5-2-4  修改原先撰寫的樣式

01
step  切換至 style.css檢視 logo的樣式。

02
step  接著刪除 logo的樣式。刪除後應與下圖相符。

 TIP
由於在前面我們將 img元素的寬度設定成 100%，因此 img元素會依據不同

行動裝置的視窗寬度等比例縮小 img元素的高度。在這種情況之下，圖片的

高度就不等於 logo的高度了！為了解決此問題，我們必須將 logo原先設定

的 height屬性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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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step  按下儲存並於瀏覽器中開啟
「index.html」。此時，你可以

拖曳網頁視窗大小，檢視網

頁是否會隨著視窗大小而有

所變動。

如果網頁沒有隨著視窗大小變動，

則會如圖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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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版面5-4

最後一章節，我們將要教大家製作「登入版面」。登入版面主要有兩個學習重

點。第一個是如何透過 position屬性，使得版面可放置於網頁正中間，第二個是

如何使用 form、input、checkbox與 button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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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前置作業

01
step  新增專案資料夾 5-04，並於專案資料夾下新增 css與 images資料夾。

02
step  新增 index.html，放於專案資料夾下。

03
step  新增 style.css，放於專案資料夾的 css資料夾中。

04
step  開啟 index.html，套用 style.css。

[index.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title>範例 5-04</title>

    <link href="css/style.css"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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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製作 wrapper區塊

01
step  開啟 index.html，於 body元素中新增一個 id為 wrapper的 div元素。

[index.html]

<body>

    <div id="wrapper">

    </div>

</body>

02
step  開啟 style.css，撰寫以下的樣式。

[style.css]

*{

    margin: 0px;

    padding: 0px; 

    box-sizing: border-box;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body{

    background-color: beige;

    font-family: Microsoft JhengHei;

}

#wrapper {

    width: 350px;

    height: 250px;

    border-radius: 3px;

    border: 1px solid #ccc

}

 TIP
• box-sizing: border-box用以設定元素的內距（padding）和邊框（border）

不會增加元素本身的寬度。在此，我們透過通用選擇器，我們將所有元素

設定為 box-sizing: border-box，使得所有元素的內距（padding）和邊框

（border）不會增加元素本身的寬度。此外，由於 box-sizing為較新的屬

性，因此在使用時，我們通常會為此屬性加上「-webkit-」與「-moz-」的

前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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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用以設定元素的內距（padding）和邊框（border）

不會增加元素本身的寬度。在此，我們透過通用選擇器，我們將所有元素

設定為 box-sizing: border-box，使得所有元素的內距（padding）和邊框

（border）不會增加元素本身的寬度。此外，由於 box-sizing為較新的屬

性，因此在使用時，我們通常會為此屬性加上「-webkit-」與「-moz-」的

前綴詞。

• border-radius: 3px用以設定圓角為 3px。

• border: 1px solid #ccc用以設定邊框寬度為 1px，邊框樣式為 solid（實

線），邊框顏色為 #ccc（灰色）。當然，你也可以透過 border-width:1px、

border-style:solid與 border-color:#ccc這三個 css，個別設定邊框樣式。

03
step  於 wrapper中，新增以下的元素。

[index.html]

<body>

    <div id="wrapper">

        <header></header>

        <div="content"></div>

    </div>

</body>

5-4-3  製作 header區塊

01
step  於 header元素中新增 p元素，並輸入「請登入」。

[index.html]

<div id="wrapper">

    <header>

      <p>請登入 </p>

    </header>

    <div="content"></div>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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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step  切換至 style.css檔案，加入 header元素的樣式。

[style.css]

header {

    background-color: #ECECEC;

    padding: 10px 15px; 

}

03
step  按下儲存並於瀏覽器中開啟「index.html」，檢視 header區塊的製作。

5-4-4  製作 content區塊

01
step  於 content中，新增一個 form元素。

[index.html]

<div id="wrapper">

    <header>

        <p>請登入 </p>

    </header>

    <div="content">

        <form>

        </form>

    </div>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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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step  設定 content的樣式。

[style.css]

#content {

    padding: 15px;

}

03
step  於 form元素中新增一個 class為 form-group的 div元素。

[index.html]

<div id="content">

    <form>

        <div class="form-group">

        </div>

    </form>

</div>

04
step  設定 form-group的樣式。

[style.css]

.form-group {

    margin-bottom: 15px; 

}

05
step  於 form-group中新增 input元素，並套用 form-control類別，以作為信箱

欄位。

[index.html]

<div id="content">

    <form>

        <div class="form-group">

        <input class="form-control" placeholder="E-mail" name="email" 

type="email">

        </div>

    </form>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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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
input元素可以設定的屬性有 placeholder、type等等。placeholder屬性用

以設定欄位的提示文字，而當使用者一旦於欄位中輸入資料時，欄位的提示文

字便會消失。而 type可以設定元素的類型，例如 : password（密碼）、email

（信箱）、button（按鈕）等等。

06
step  於下方再新增一個 class為 form-group的 div元素。

[index.html]

<div id="content">

    <form>

        <div class="form-group">

          <input class="form-control" placeholder="E-mail" name="email" 

type="email">

        </div>

        <div class="form-group">

        </div>

    </form>

</div>

07
step  於 form-group中新增 input元素，並套用 form-control類別，以作為密碼

欄位。

[index.html]

<div id="content">

    <form>

        <div class="form-group">

          <input class="form-control" placeholder="E-mail" name="email" 

type="email">

        </div>

        <div class="form-group">

          <input class="form-control" placeholder="Password" name="password" 

type="password">

        </div>

    </form>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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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step  設定 form-control的樣式。

[style.css]

input.form-control{

    display: block; 

    width: 100%; 

    height: 34px; 

    font-size: 14px; 

    color: #555555; 

    background-color: #FFFFFF; 

    border: 1px solid #CCCCCC; 

    border-radius: 4px;

    padding: 5px; 

}

 TIP
將 input.form-control設定為 padding: 5px，用以使得 class為 form-control

的 input元素與其內容文字的上下左右間隙為 5px。

09
step  於 form元素中，新增一個 class為 checkbox的 div元素。

[index.html]

<div id="content">

      <form>

        <div class="form-group">

            <input class="form-control" placeholder="E-mail" name="email" 

type="email">

        </div>

        <div class="form-group">

            <input class="form-control" placeholder="Password" name="password" 

type="password">

        </div>

        <div class="checkbox">

        </div>

    </form>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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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tep  於 class為 checkbox的 div元素中，加入一個 label元素。

[index.html]

<div class="checkbox">

    <label>

    </label>

</div>

11
step  於 label元素中，加入一個 input元素。

[index.html]

<div class="checkbox">

    <label>

        <input name="remember" type="checkbox">記住我

    </label>

</div>

 TIP
• 將 input元素的 type設定為 checkbox，就可以製作一個複選框。

• 將 input元素放於 label元素之中，是為了讓我們點擊 label元素的文字

時，元素會自動勾選 input元素。

12
step  按下儲存並於瀏覽器中開啟「index.html」檔案，檢視 content區塊的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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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tep  於「記住我」下方新增一個 class為 btn的 button元素。

[index.html]

<div class="checkbox">

    <label>

        <input name="remember" type="checkbox">記住我

    </label>

</div>

<button type="submit" class="btn">登入 </button>

14
step  設定 btn類別的樣式。

[style.css]

.btn{

     display: block

     width: 100%;

     color: #FFFFFF;

     background-color: #B63D32;

     padding: 10px; 

     text-decoration: none;

     border-radius: 3px;

     margin-top: 15px;

     text-align: center;

}

 TIP
• 為了使 button 與上面的 input 等寬，因此我們將 btn 設定成 display: 

block，讓 btn的寬度可設定為 100%。

• text-decoration: none用以設定取消文字特效。在此，我們會加入此設定

是因為預設的超連結會將文字特效設定成「有底線」。

• margin-top:15px用以設定上外距為 15px。

• text-align: center用以設定內容文字設定為水平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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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tep  按下儲存並於瀏覽器中開啟「index.html」，檢視 content區塊的製作。

5-4-5  將 div元素放置於網頁正中間

01
step  檢視 wrapper的樣式。

[style.css]

#wrapper{

    width: 350px;

    height: 250px;

    border-radius: 3px;

    border: 1px solid #ccc;

}

02
step  新增 position的相關屬性於 wrapper的樣式中。

[style.css]

#wrapper{

    width: 350px;

    height: 250px;

    border: #CCCCCCsolid 1px;

    border-radius: 3px;

    position: absolute;

    top: 50%;

    left: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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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
將 wrapper設定 position: absolute（絕對定位），會使得 wrapper相對於

它的父元素進行定位。設定 wrapper成絕對定位後，接著即可設置 wrapper

的 top與 left。在此我們將 top設定為 50%，表示我們將從 body元素的最

左上方開始定位，向下推移 50%的距離，而 left設定為 50%，表示我們將從

body元素的最左上方開始定位，向左推移 50%的距離。

03
step  按下儲存並於瀏覽器中開啟「index.html」，檢視網頁目前的製作。

 TIP
而從畫面中可以發現，儘管我們將 top與 left設定為 50%，但 wrapper仍

沒有位於網頁的中間。為解決此問題，我們應扣除 wrapper的高度與寬度的

一半，而扣除寬度與高度的方法，我們可以透過 margin-top與 margin-left 

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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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step  新增 margin-top與 margin-left屬性於 wrapper的樣式中。

[style.css]

#wrapper{

    width: 350px;

    height: 250px;

    border: #CCCCCC solid 1px;

    border-radius: 3px;

    position: absolute;

    top: 50%;

    left: 50%;

    margin-top: -125px;

    margin-left: -175px;

}

 TIP
由於 wrapper的高度為 250px，因此我們需透過 margin-top扣除 wrapper

高度的一半（125px），即設定 wrapper為 margin-top: -125px。同樣地，

wrapper的寬度為 350px，我們也需透過 margin-left扣除 wrapper寬度的一

半（175px），因此設定 wrapper為margin-left: -175px。

05
step  按下儲存並於瀏覽器中開啟「index.html」，檢視 wrapper是否有在網頁正

中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