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使用 Bootstrap
開發響應式網站

科技的發展使得大家習慣使用網路搜尋資料，而公

司便可透過網路被搜尋注目。在此範例中，我們以

甜點網站為主題，分別製作「首頁」、「關於我們」、

「產品項目」與「產品細節」四種版面，讓大家能

透過一個明確的主題，清楚了解網站的製作流程與

Bootstrap響應式框架的使用方式。

 Ê 網站開發流程

 Ê Bootstrap響應式框架的應用

學習
概念

學習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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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項目7-3

在此章節中，我們將要學習如何製作甜點的「產品項目」頁面。在此頁面中，

我們希望製作三欄一列的版型，因此我們運用 Bootstrap 網格系統中的類別 

「col-lg」，透過自動分配欄位數量的方式設計出三欄的版面配置，並在這些區塊中

各自放入產品的圖片、名稱、內容與連結按鈕。接下來，就讓我們開始實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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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前置作業

01
step  在專案資料夾「ch07」中新增 product.html。

02
step  新增 product.css，放於 css資料夾中。

03
step  建立 HTML基本架構，建立後如下圖所示。

[product.ht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 Required meta tags -->

        <meta charset="utf-8">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 

shrink-to-fit=no">

        <!-- Bootstrap C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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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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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產品介紹 </title> 
    </head>

    <body>

        <!-- Optional JavaScript -->

        <!-- jQuery first, then Popper.js, then Bootstrap JS -->

        <script src="js/jquery-3.3.1.js"></script> 

        <script src="js/bootstrap.js"></script> 

    </body>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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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
此處的 HTML架構是依據 Bootstrap網站提供的 HTML文件架構，進行修改而

成的。粗體的部分，是我們修改的部分。

7-3-2  設定 body元素的樣式

01
step  切換至 product.css，將 body內的文字都設定為「微軟正黑體」。

body {

    font-family: Microsoft JhengHei;

}

7-3-3  製作網頁導覽列及 banner

01
step  由於此步驟在 7-2已教學過，故此部分不再說明如何製作，讀者可以至

7-2閱讀相關內容，記得要切換至 product.css撰寫 banner的樣式，設定

後的 HTML應與下圖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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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step  儲存後，在瀏覽器中開啟文件。

7-3-4  製作 banner下方區塊

01
step  於 banner下新增一個 div 元素，並套用 container以及 my-3類別。

[product.html]

<div id="banner"></div>

<div class="container my-3"></div>

02
step  於 container中新增一個套用「row」、「no-gutters」類別的 div元素，並

在 div元素中新增一個 h3元素輸入「產品介紹」，並使用 small 元素製作

副標題輸入「Product」。

[product.html]

<div class="container my-3">

    <div class="row no-gutters"> 

        <h3>| 產品介紹 <small>Product</small></h3>

    </div>

</div>  

03
step  將 h3元素套用 title類別與 my-3類別。

[product.html]

<div class="container my-3">

    <div class="row no-gutters"> 

        <h3 class="title my-3">| 產品介紹 <small>Product</small></h3>

    </div>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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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
• title類別為我們自行創建的類別。

• 套用 my-3類別同時設定頂部與底部的外距（margin），讀者可以回 6-3-1

複習相關的間距類別內容。

04
step  切換至 product.css撰寫類別 title的樣式。

[product.css]

.title {

    color: #FA8072;

    font-weight: bold;

}

05
step  儲存後，在瀏覽器中開啟文件。

06
step  於下方再新增一個 class 為 row 的 div 元素。

[product.html]

<div class="container my-3">

    <div class="row no-gutters"> 

        <h3 class="title my-3">| 產品介紹 <small>Product</small></h3>

    </div>

    <div class="row">

    </div>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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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step  於 class為 row的 div元素中，新增三個 div 元素，並套用 col-lg以及

mb-3 類別。

[product.html]

<div class="container my-3">

    <div class="row no-gutters"> 

        <h3 class="title my-3">| 產品介紹 <small>Product</small></h3>

    </div>

    <div class="row">

        <div class="col-lg mb-3">

        </div>

        <div class="col-lg mb-3">

        </div>

        <div class="col-lg mb-3">

        </div>

    </div>

</div>  

 TIP
• 我們將三個 div元素套用 col-lg類別，當解析度≥ 992px時，Bootstrap的

網格系統會自動幫我們分配欄位數量，相當於將這三個元素設定了 col-lg-4

類別，所以當解析度≥ 992px時，會形成三欄式的版面。詳細網格系統的

運用讀者可以回到 6-2-1複習相關內容。

•  套用mb-3類別設定底部外距（margin）。

08
step  在 class為 col-lg的第一個 div元素中加入一個 card元件，並將 img元素

內的圖片路徑修改為「images/cake01.jpg」。

[product.html]

<div class="container my-3">

    <div class="row no-gutters"> 

        <h3 class="title my-3">| 產品介紹 <small>Product</small></h3>

    </div>

    <div class="row">

        <div class="col-lg mb-3">

            <div class="card">

                <img class="card-img-top" src="images/cake01.jpg" alt="Card 

image 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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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class="card-body">

                    <h5 class="card-title">Card title</h5>

                    <p class="card-text">Some quick example text to build on 

the card title and make up the bulk of the card's content.</p>

                    <a href="#" class="btn btn-primary">Go somewhere</a>

                </div>

            </div>

        </div>

        <div class="col-lg mb-3">

        </div>

        <div class="col-lg mb-3">

        </div>

    </div>

</div>  

 TIP
讀者可以至 6-1-4複習如何設定 card元件。在這裡我們把類別為 card的 div

元素移除預設寬度（style="width: 18rem;"），讓 card會依我們所設定的版面

配置佈滿該區塊（也就是 col-lg的元素區塊）。

09
step  儲存後，在瀏覽器中開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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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tep  修改 card 元件內 h5元素、p元素及 a 元素內容，並將 a 元素超連結至

detail.html。

[product.html]

<div class="container my-3">

    <div class="row no-gutters"> 

        <h3 class="title my-3">| 產品介紹 <small>Product</small></h3>

    </div>

    <div class="row">

        <div class="col-lg mb-3">

            <div class="card">

                <img class="card-img-top" src="images/cake01.jpg" alt="Card 

image cap">

                <div class="card-body">

                    <h5 class="card-title">鄉村檸檬乳酪塔 </h5>

                    <p class="card-text">採用紐西蘭小鄉村濃郁的乳酪香味，搭配

清涼檸檬口感是鄉村中最具影響力的一道甜點。</p>

                    <a href="detail.html" class="btn btn-primary">我要訂購 </a>

                </div>

            </div>

        </div>

        <div class="col-lg mb-3">

        </div>

        <div class="col-lg mb-3">

        </div>

    </div>

</div>  

11
step  於 h5元素中套用 text-danger類別。

[product.html]

<div class="container my-3">

    <div class="row no-gutters"> 

        <h3 class="title my-3">| 產品介紹 <small>Product</small></h3>

    </div>

    <div class="row">

        <div class="col-lg mb-3">

            <div class="card">

                <img class="card-img-top" src="images/cake01.jpg" alt="Card 

image cap">

                <div class="card-body">

                    <h5 class="card-title text-danger">鄉村檸檬乳酪塔 </h5>

                    <p class="card-text">採用紐西蘭小鄉村濃郁的乳酪香味，搭配

清涼檸檬口感是鄉村中最具影響力的一道甜點。</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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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ref="detail.html" class="btn btn-primary">我要訂購 </a>

                </div>

            </div>

        </div>

        <div class="col-lg mb-3">

        </div>

        <div class="col-lg mb-3">

        </div>

    </div>

</div>  

 TIP
我們套用 text-danger類別將文字顏色設定為紅色。

12
step  將 a 元素中 btn-primary 類別更改為 btn-outline-primary 類別，並新增

float-right類別。

[product.html]

<div class="container my-3">

    <div class="row no-gutters"> 

        <h3 class="title my-3">| 產品介紹 <small>Product</small></h3>

    </div>

    <div class="row">

        <div class="col-lg mb-3">

            <div class="card">

                <img class="card-img-top" src="images/cake01.jpg" alt="Card 

image cap">

                <div class="card-body">

                    <h5 class="card-title text-danger">鄉村檸檬乳酪塔 </h5>

                    <p class="card-text">採用紐西蘭小鄉村濃郁的乳酪香味，搭配

清涼檸檬口感是鄉村中最具影響力的一道甜點。</p>

                    <a href="detail.html" class="btn btn-outline-primary 

float-right">我要訂購 </a>

                </div>

            </div>

        </div>

        <div class="col-lg mb-3">

        </div>

        <div class="col-lg mb-3">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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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div>  

 TIP
• 我們套用 float-right類別將按鈕設定靠右浮動。

• btn 類別是 Bootstrap 為按鈕設計的基本樣式類別。

• 原本 card元件預設按鈕顏色為 btn-primary類別，「btn-*」為 Bootstrap

所設計的按鈕顏色類別，顏色主題包含 primary（藍色）、secondary 

（灰色）、success（綠色）、danger（紅色）、warning（橙色）、info（藍

綠）、light（淺色）、dark（深色）以及 link（超連結）。在這裡我們改套用

為 btn-outline-primary類別，「btn-outline-*」是按鈕外框顏色類別，除了

沒有 link，其他顏色主題與按鈕顏色類別相同，以下分別為按鈕顏色及按鈕

外框顏色樣式範例圖。

13
step  儲存後，在瀏覽器中開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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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tep  將下方兩個套用 col-lg類別的 div元素同前面製作步驟分別新增 card元

件，完成後的程式碼如下。

<div class="container my-3">

    <div class="row no-gutters"> 

        <h3 class="title my-3">| 產品介紹 <small>Product</small></h3>

    </div>

    <div class="row">

        <div class="col-lg mb-3">

            <div class="card">

                <img class="card-img-top" src="images/cake01.jpg" alt="Card 

image cap">

                <div class="card-body">

                    <h5 class="card-title text-danger">鄉村檸檬乳酪塔 </h5>

                    <p class="card-text">採用紐西蘭小鄉村濃郁的乳酪香味，搭配

清涼檸檬口感是鄉村中最具影響力的一道甜點。</p>

                    <a href="detail.html" class="btn btn-outline-primary 

float-right">我要訂購 </a>

                </div>

            </div>

        </div>

        <div class="col-lg mb-3">

            <div class="card">

                <img class="card-img-top" src="images/cake02.jpg" alt="Card 

image cap">

                <div class="card-body">

                    <h5 class="card-title text-danger">精緻手工巧克蛋糕 </h5>

                    <p class="card-text">本店採用歐洲低筋麵粉純手工製作，搭配

瑞士金典巧克力碎片，每一口都能被巧克力滋潤，令人著迷且充滿想像的奇幻空間。</p>

                    <a href="detail.html" class="btn btn-outline-primary 

float-right">我要訂購 </a>

                </div>

            </div>

        </div>

        <div class="col-lg mb-3">

            <div class="card">

                <img class="card-img-top" src="images/cake03.jpg" alt="Card 

image cap">

                <div class="card-body">

                    <h5 class="card-title text-danger">限量莓果乳酪蛋糕 </h5>

                    <p class="card-text">自製微酸香甜的草莓醬點綴了藍莓，雙層

華麗的享受與令人驚豔的口感絕對讓你幸福美滿。</p>

                    <a href="detail.html" class="btn btn-outline-primary 

float-right">我要訂購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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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div>

        </div>

    </div>

</div>  

15
step  儲存後，在瀏覽器中開啟文件。

7-3-5  製作 footer區

01
step  由於此步驟 7-2已教學過，故此部分不再說明如何製作 footer，讀者可以

翻閱至 7-2學習相關內容。

<footer class="text-center bg-dark text-white py-2">

    ©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footer>

02
step  儲存後，在瀏覽器中開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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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step  拖曳視窗，確認縮小後的版面配置變化。  

產品細節7-4

本章節將要學習如何製作甜點「產品細節」內容頁。在此頁面中，我們運用

Bootstrap 網格系統中的類別「col-lg」，透過自動分配欄位數量的方式將版面分

成兩欄，左側欄用來放置產品的圖片，而右側欄則放置產品的訂購表單。現在

就讓我們開始學習要如何製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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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前置作業

01
step  在專案資料夾「ch07」中，新增 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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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step  新增 detail.css，放於 css資料夾中。

03
step  建立 HTML基本架構，建立後如下圖所示。

[product.ht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 Required meta tags -->

      <meta charset="utf-8">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 

shrink-to-fit=no">

      <!-- Bootstrap C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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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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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產品細節 </title> 
  </head>

  <body>

      <!-- Optional JavaScript -->

      <!-- jQuery first, then Popper.js, then Bootstrap JS -->

      <script src="js/jquery-3.3.1.js"></script> 

      <script src="js/bootstrap.js"></script> 

  </body>

</html>

 TIP
此處的 HTML架構是依據 Bootstrap網站提供的 HTML文件架構，進行修改而

成的。粗體的部分，是我們修改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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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設定 body元素的樣式

01
step  切換至 detail.css，將 body內的文字都設定為「微軟正黑體」。

body {

    font-family: Microsoft JhengHei;

}

7-4-3  製作網頁導覽列及 banner

01
step  由於此步驟 7-2已教學過，故此部分不再說明如何製作 nav及 banner，讀

者可以翻閱至 7-2 學習相關內容，設定後的 html應與下圖相符。

02
step  存檔後，確認是否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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