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SP.NET 網頁的基本組成 
在深入探討 ASP.NET 可以提供的時髦功能以前，我們必須先來看一下它背後的機制。

儘管我們不需要了解這個背後機制的每樣事情也能執行它的神奇功能，但是了解得愈

多將愈有幫助。  

我們將涵蓋以下的主題：  

 甚麼 .NET Framework，它的作用是甚麼？  

 甚麼是 ASP.NET、它是做甚麼的、它跟 .NET Framework 的關係是甚麼？  

 Common Language Runtime 的角色。 

 ASP.NET 的核心觀念。 

 ASP.NET 的一些範例與 .NET Framework 的實際運作。 

由於本章大部分是理論性的，因此，我也將介紹一些範例，以示範 ASP.NET 的效率

與強大的功能。  

因此，首先，我們先來思考它背後的一個大主題  -- .NET Framework。  

什麼是.NET？ 
.NET 是一個總括性的專門術語，包括了微軟的核心策略、計畫與未來的願景。在這

個策略中的核心是 .NET Framework，用來提供所有其它技術的基礎。Framework 本身

包含了很多的元件，當然，ASP.NET 就是其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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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的設計是用來幫助程式設計師解決所面臨的許多基本問題的，而這些問題裡面

有很多是超過本書的範圍以外。這麼說吧！ .NET 所關切的是在建立大型、可信賴的

應用程式中所牽涉到的困難的工作。同時，它也模糊了撰寫本機電腦應用程式與 Web

應用程式之間的界線。尤其，它移除了跟使用傳統簡單的程式設計架構有關的頭痛問

題  – 也就是說，您不需要在一個功能強大的語言中撰寫複雜的程式碼以獲得某些令

人印象深刻的功能。  

在本節，我們打算把這個神秘的實體切割成一個片段一個片段、簡短地看一下它的主

要功能，並且思考每個部分的功能。  

由於本書的目的是讓您可以撰寫 ASP.NET Web 應用程式，所以我們不

打算處理 Framework 的每個部分。在很多情況下，我們只需要知道哪

些元素對我們有幫助，以及如何使用它們。有些元素提供了重要的功

能，而這些則是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的。以這種方式，我們希望您不

僅可以對 ASP.NET 有簡單的認識，同時也可以體會到它如何融入

到.NET Framework 的一個整體當中。 

我們可以將 .NET Framework 的討論分成一些特定的主題：  

 「媒介語言」（Intermediate Language）– 所有我們所撰寫的程式碼在執行

以前都會先編譯成一種更抽象、經過整理的形式。不論您使用的是哪一種 .NET

語言，從它所建立的、整理過的程式碼都是由 MSIL -- .NET 的一般語言  -- 所

定義。  

 Common Language Runtime（CLR） – 這是負責執行 MSIL 程式碼的一種複

雜的系統，負責跟 Windows 與 IIS 交談的所有瑣碎的工作。  

 .NET Framework 類別庫  – 這些程式碼函式庫包含了很多有用的功能，可以

讓我們輕易地加入到應用程式中，讓複雜的工作變得更直觀、簡單。  

 .NET 語言  – 一些遵守特定結構要求的程式語言（由 Common Language 

Specification 所定義）。因此，可以被編譯為 MSIL。您可以使用其中的任何

語言  -- C#、或 VB .NET -- 來開發應用程式，並且讓應用程式由多種語言所

構成。  

 ASP.NET –.NET Framework 將本身顯露到 Web 的方法，使用 IIS 來管理簡單

的網頁程式碼，讓它們可以被編譯成完整的 .NET 程式。然後，用 .NET 程式來

產生傳送到瀏覽器的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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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服務  – 儘管不是 .NET 嚴格的一部分，但 Web 服務的確是由 .NET 所啟

用。它們是一些可以透過 Web 存取的元件，而且可以被用來做任何事情，包

括：新聞標題、天氣預報、股票交易、病毒防護、作業系統更新…等。  

在深入這些細節以前，我們先來看一些基本的程式碼觀念與技術的專門術語。  

從您的程式碼到機器碼 
電腦是以二進位的「位元」（bit）來了解事情的  – 由 0 與 1 所組成的順序，以代表

指令與資料  – 因此，我們使用「數位」（Digital）來描述每一件跟電腦有關的事物。

這些二進位的指令稱為「機器碼」（Machine Code）。顯然地，對大部分的人來講，

如果要記得這些 0 與 1 的順序以便在螢幕上顯示出  “Good Morning” 是很困難的，因

此，我們使用了程式語言來當做一個抽象層。透過這個抽象層，我們一方面可以使用

人類可以看懂的指令，一方面又讓它可以提供「位元流」（bitstream）的功能。  

一旦我們使用人類可以閱讀的語言撰寫一些程式碼以後，我們可以把它轉換為機器

碼，而這個過程就稱為「編譯」（Compilation）。在編譯的過程中，有一部分的工作

是將本機電腦的環境資訊寫入到編譯後的程式碼中，這樣一來，它就可以更有效地使

用所有的機器資源。  

多年以來，我們有兩種編譯的型態可以選擇：  

 事前編譯 – 把程式碼事先編譯好，然後再使用它們。這樣一來，等於程式碼已

經準備好，並且等待著在硬體上面執行。這種程式碼可以以非常快的速度執行，

因為編譯器可以花時間來思考整組的程式碼，並且做最佳化以取得本機系統上

的指令集。然而，由於是在一台特定的機器上編譯，所以程式碼不是在該台機

器上使用，就是必須設定好另外一台具有相同的系統與資源的機器。 

 直譯  – 這類的程式碼是在我們決定要執行它們的時候進行編譯。不過，由於

必須等待編譯器來直譯程式碼、而且無法對整個程式碼做最佳化處理，因此，

效能上會比較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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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媒介語言 
當我們撰寫要在 .NET Framework 上面執行的一個程式時  – 也許是使用 VB .NET、或

C# – 我們必須先進行編譯。然而，基於「可攜性」（Portability）的理由，.NET 的編

譯器不會把它編譯成一般的機器碼，而是編譯成一種特殊的格式，稱為「MSIL」（MS 

Intermediate Language，媒介語言）。由於 MSIL 的結構並不是像原始程式碼一樣地容

易閱讀，所以有一部分的最佳化可以在這個過程中來做。  

當我們執行這個 MSIL 時，它們會被傳送到 CLR -- .NET Framework 的礎石。正如

同 .NET Framework 是微軟的 .NET 願景的核心，CLR 則是 Framework 的核心。它主要

的工作是執行任何提供給它的程式碼，並且處理所有 Windows 與 IIS 的複雜工作，以

讓工作可以適當地進行。CLR 使用了另外一種編譯器  – JIT (Just-In-Time) 編譯器  – 

來將 MSIL 編譯成真正的機器碼，並且將機器特定的最佳化處理放到程式中，因此，

它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在特定的機器上面執行。  

MSIL 是 .NET 著名的「一般語言」（Common Language），而它的設

計可以讓我們擁有兩個世界的好處：事前編譯的程式碼結構上最佳化

的好處，以及直譯的程式碼在可攜性上的好處。  

最重要的是，MSIL 本身跟機器無關。因此，我們可以在任何有安裝 CLR 的機器上面

執行。在本質上，一旦撰寫好一些 .NET 程式碼並且編譯以後，我們可以把它們複製

到任何有安裝 CLR 的機器上、並且在上面執行。  

雖然 CLR 目前只能以跟 Windows 相容（9x、NT、2000 與 XP 的版本）

的形式存在，但其它作業系統的版本在往後會陸續出現。 

MSIL 也可以使用一種相容的結構，從任何人類可以閱讀的語言來產生。VB .NET、

C#與 JScript .NET…等都是  “.NET 相容”（ .NET-Compliant）的語言，換言之，它們

都遵守 CLS（Common Language Specification，一般語言規格），以保證可以完全被

編譯成 MSIL。因此，我們可以使用這些、以及其它相容的語言，在應用程式中  “互

通”（Interchangeably）– 只要一組檔案被編譯成 MSIL，它們的效率就跟使用單一一

種語言來撰寫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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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處可見的物件 
為了掌握 .NET 運作的原理，您起碼必須對「物件」（Object）有基本的了解。您在 .NET 

Framework 中會遇到的所有東西都是實作成軟體物件，而事實上， .NET 也可以被描

述成一個「物件導向」（Object-Oriented）的環境。但物件到底是甚麼？  

「物件」是一個自我包含的功能單元  – 幾乎就等於是一個迷你型的程式。它可以以

一種簡單、定義良好的方式讓我們來存取與管理物件的部分。藉由定義用來完成特定

工作的物件「類別」（Class，在類別定義中），我們可以定義存取與管理物件的一般

化的方法。因此，我們只需要為特定工作來定義類別，而不需要單獨定義每個物件，

也因此簡化了所需要撰寫的程式碼。  

例如：讓我們來思考一個出版公司的例子  – 公司中有很多不同的工作，如：經理、

編輯、校對、排版…等。一旦建立好一個編輯要做的基本工作以後（編輯章節、把

要重寫的章節傳給作者…等），我們也許不需要知道他們如何做這些工作的細節。

您可以簡單地說：“Dan，請編輯第二章”，並且讓編輯自己去完成這些工作。您也

可以說：“Dan，第二章編輯好了嗎？”，並且期待編輯回應 /告訴您該章節的狀態。  

這就是物件在本質上讓我們這些程式設計師活得更輕鬆的方法  – 在這個例子中，有

一個叫做 Editor 的類別，並且從這個 Editor 類別來建立一個叫做 Dan 的物件。我們可

以指示物件做編輯、檢查章節、回覆給作者…等的動作。同時，也可以詢問它的狀態，

例如：是否它的 EditComplete 資訊被設定為 True（或者是 False）。我們不需要知道

Dan 是如何做到這些工作的  – 只需要知道一些指示它、詢問它的資訊的特定方法。   

這種程式設計型態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  – 我們不需要擔心每個物件如何完成它的工

作，因此，在建立大型、複雜的應用程式時就會容易很多。我們只要使用一種簡單、

定義良好的方法，把這些特定工作的物件兜在一起即可！  

.NET 基礎類別 
.NET Framework 的重要功能之一，同時也是用來讓我們避免撰寫很多無聊的程式碼

的是它的「基礎類別庫」（Base Class Library）。它包含了很多已經寫好的程式碼可

以讓您包含在應用程式中，以簡化大部分各種類型的工作。  

基礎類別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功能，例如：您也許預期可以使用它們來顯示文字，但如果

是進行一些更複雜的圖形運作、或 ASP.NET 網頁上的一個動畫時，那會如何？這些功能

都是包含在 System.Drawing「命名空間」（Namespace）底下的一群基礎類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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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空間」是 .NET 用來將功能類似的類別群組起來的方法（事實

上，命名空間不是 .NET 專有的，您也可以在其它語言中發現）。從我

們稍早的企業分析來看，它相當於部分群組。例如：直接跟產生書籍

內容有關的工作（編輯、作者代理、專案經理…等）可以被歸類到一

個命名空間 Editorial 中；類似地，牽涉到排版與印刷的工作（封面設

計、插圖）…等，則可以歸類到 Production 命名空間中。  

為了使用在一個命名空間中的類別，首先，您需要「匯入」（Import）命名空間。只

要在 ASP.NET 網頁的最上方加上一個指令，就可以將這些類別匯入網頁中。例如：

假設想要使用 System.Drawing 命名空間中的類別，我們可以：  

<%@ Import Namespace=System.Drawing %> 

以上的程式碼會指示 Framework 套用一組特定的設定到網頁上：就這個例子來講，就

是匯入 System.Drawing 命名空間中的類別，以便網頁中來使用。  

.NET 有各式各樣的類別，從產生圖形的、到簡化資料存取的都有。在

本章稍後，我們將以實際的例子來看一些重要的命名空間。在執行它

們以後，您可以嘗試著移除它們、並且看看產生甚麼樣的錯誤訊息！ 

您可以在使用類別時在每個類別名稱前面參照它們所屬的命名空間，以作為它們的唯

一性的識別。但 .NET 為何要這樣做？難道不能一次就匯入所有的命名空間嗎？當然

可以，但是只匯入所需的命名空間可以減少應用程式的大小。您在應用程式中所匯入

的命名空間愈多，則程式的大小就會愈大，愈難以了解、維護與使用。事實上，一般

的做法是匯入預設的類別。在許多程式語言中，匯入類別的觀念是一個標準的特色 /

功能，例如：Java。  

類別瀏覽器 

那麼，我要如何知道有哪些 .NET 事先定義好的類別呢？ .NET Framework 有一個稱為

「類別瀏覽器」（Class Browser）的工具可以讓您獲得這類的資訊。它是一個 ASP.NET

應用程式，並且會列出所有 Framework 的主要類別。這個工具是 .NET Framework SDK

的「範例與快速入門教學課程」的一部分。如果您已經安裝好 .NET Framework SDK，

則可以在以下的位置找到它：  

http://localhost/quickstart/aspplus/samples/classbrowser/vb/classbrowse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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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安裝了 .NET Framework Redistributable，則您不會有「類別瀏覽器」。不過，

還是可以在線上瀏覽「類別瀏覽器」，URL 是：  

http://www.gotdotnet.com/quickstart/aspplus/samples/classbrowser/vb/classbrowser.
aspx 

當然，這將會列出該網站的 Web 伺服器上的 System 類別（System 命名空間底下的一

組標準的基礎類別）。您將無法瀏覽其它任何額外的命名空間  – 如：自訂的、或

Add-Ins（增益）的命名空間  – 或設定瀏覽器應用程式。不用說，您應該會發現它涵

蓋了大部分的需求，而它的確是一個非常方便的工具。  

因此，我們才會分成三個小節來介紹 .NET Framework：MSIL、CLR 與 .NET 語言基礎

類別。但 ASP.NET 如何進入到這個模組、以及扮演何種角色呢？  

ASP.NET 如何運作？ 
我們可以把 ASP.NET 網頁想成是一個一般的 HTML 網頁，但是裡面有些區段被標

示出來，以用來做特定的考量。當 .NET 安裝了以後，本機的 IIS Web 伺服器會自動

設定，以找出所有副檔名為 .aspx 的檔案、並使用 ASP.NET 模組（一個名為

aspnet_isapi.dll 的檔案）來處理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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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技術性來講，這個模組剖析了 ASPX 檔案的內容  – 它把檔案分解成單獨的指令，

以建立整個程式碼結構。做完這個動作以後，它安排這些指令到一個事前定義好的類

別定義中  – 不需要在一起，也不需要依照我們撰寫的順序。然後，該類別被定義為

一個特殊的 ASP.NET 的 Page 物件。這個物件的工作之一就是產生一個 HTML 資料流

以傳回 IIS，然後從 IIS 傳回到用戶端。  

在討論本書的內容時，我們將陸續更細節地來討論這個過程的各個面

相–尤其是，在第十與十四章將探討 Page 物件，並且討論它可以為我

們做的一些特殊的事情。 

不過，從現在開始，我們將集中討論如何讓網頁可以立即執行起來。因此，第一個階

段是讓 Web 伺服器把您的網頁當成一個 ASPX 網頁來處理。  

將 ASP.NET 檔案儲存成一個副檔名為 ASPX 的檔案 
在第一章，我們對 ASPX .NET 網頁做了一個定義，那就是一個副檔名是 .aspx、而且

裡面包含了一些程式碼的檔案。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只有副檔名為 .aspx 的檔案可以

被送到 ASP.NET 來進行處理。  

盡管在 .htm 檔案裡面使用一個<script>標註也是可以的，但裡面的任何東西都無法像

ASP.NET 程式碼那樣來直譯。相反地，它將傳送到瀏覽器去執行  -- 這是不可能運

作的，因為瀏覽器只能處理 HTML 與用戶端的 Script 程式碼。如果您嚐試在這些標

註之間包含任何的 ASP.NET 程式碼，則這些程式碼將不會執行，而且網頁看起來也

不會是您預期的那樣。  

知道使用 .aspx 來識別一個 ASP.NET 網頁以後，接下來，我們需要思考如何識別網頁

中特定區段的程式碼。  

插入 ASP.NET 程式碼到網頁中 
當我們放置任何伺服器端的程式碼（不僅僅只有 ASP.NET 程式碼）到網頁的原始檔

案裡面時，我們需要一些標籤讓伺服器可以知道它是伺服器端的程式碼、而不是

HTML 內容，這樣一來，才能讓伺服器做正確的處理。有三種方式可以將 ASP.NET

程式碼放置到 HTML 中：script 標註、Inline 程式碼區段、伺服器控制項。Inline 程式

碼區段（<% %>界定字元）對於那些曾經使用過 ASP 的人來講應該是熟悉的，因為

這是您將 ASP 程式碼放到網頁上的方法。不過，您需要做一些改變。對於之前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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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過 ASP 的人來講，那就更好了！因為使用 script 標註與伺服器控制項的方法是加

入 ASP.NET 程式碼比較好的方法。  

<script>標註 

把 ASP.NET 程式碼與 HTML 區別開來的最好方法是使用<script>標註，然後再加上

runat=“server”的屬性設定。這表示：處理程式碼的是 Web 伺服器。  

在預設的情況下，<script>標註中的 Srirpt 程式碼是要在用戶端執行

的，因此，如果您撰寫的是伺服器端的 Script 程式碼，則一定要記得

指定 runat 屬性。 

ASP.NET 本身不是一個語言，而是一種建立動態網頁的技術。它允許我們註明程式碼

所使用的語言。ASP.NET 預設的語言是 VB .NET – 要定義一個使用 VB .NET 的網

頁，您可以在網頁的最上方加入一個 Page 指令，如下所示：  

<%@ Page language="VB" %> 

要定義一些程式碼，我們可以像以下這樣做：  

<script language="VB" runat="server"> 
... Visual Basic.NET declarations go here ... 
</script> 

由於我們已經指定 VB .NET 來當做我們所選擇的語言，在以上這個例子中的 language 屬

性就不重要了、而且可以省略。然而，它可以讓我們對所使用的語言做分類，因此，還

是把它保留起來好了！ 

要定義一個使用其它語言的網頁  – 如：C# – 您可以像以下這樣來做：  

<%@ Page language="C#" %> 
 
<script language="C#" runat="server"> 
... C# declarations go here ... 
</script> 

在這兩個程式碼片段中，所有包含在 <script>元素裡面的程式碼都必須有指定

language。儘管在應用程式中的許多部份您可以使用不同的語言，但是卻不能在同一

個網頁上混合使用多種語言。  

 

 



第二章 

2-10 

儘管我們可以在 ASPX 網頁中的任何一個地方放置伺服器端的<script>區段，但裡面

所包含的任何程式碼都必須是  “宣告式”（Declarations）的；也就是說，我們宣告了

稍後會使用到的程式碼區段，但是它們必須等到其它的程式碼被引發以後才會執行。 

類別定義就是一種宣告式程式碼的類型 – 它不是我們立刻要 CLR 執

行的程式碼。相反地，我們只是說：“嗨！這裡有一些稍後要執行的程

式碼”。我們將在第九章再來詳細討論這部分的細節。 

因此，您可能會問：我們要如何引發第一次的程式碼執行？解決方案就是使用以下的

結構：  

<script language="VB" runat="server"> 
  sub Page_Load(source As Object, e As EventArgs) 
... Visual Basic.NET code goes here ... 
  end sub 
</script> 

我們不會說明這個格式的細節  – 您只要知道，當網頁載入時，sub Page_Load（）這

個宣告區段中的程式碼就會自動被引發、執行。任何要在網頁一開始就執行的程式碼

都可以直接放到這裡面。  

實例演練 – 插入伺服器端（ASP.NET）程式碼 

在這個範例中，我們只關切如何插入程式碼、而不是 ASP.NET 程式碼如何運作，因

此，這些程式碼實在沒有甚麼。我們只是要示範網頁如何被所放置的 ASP.NET 程式

碼所影響。  

1.  使用您偏愛的文字編輯器，建立一個新的文件、並且輸入以下的程式碼：   

<html> 
  <head> 
     <title>Inserting ASP.NET code Example</title> 
  </head> 
  <body> 
    Line1: First HTML Line<br /> 
    Line2: Second HTML Line<br /> 
    Line3: Third HTML Line<br /> 
  </body> 
</html> 

2.  將這個 message.aspx 儲存到測試目錄中。如果您已經遵照了第一章所描述的

步驟，則它將是在 C:\BegASPNET\ch02\目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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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啟瀏覽器，並且輸入 http://[電腦名稱]/BegASPNET/Ch02/message.aspx，您

將看到（譯註：在這裡，“[電腦名稱] ” 的部分可以用 127.0.0.1 來取代）以下

的畫面：  

 

4.  回到 message.aspx 網頁，並且加入以下的程式碼：  

<script language="VB" runat="server"> 
Sub Page_Load() 
 Response.Write ("First ASP.NET Line<br />") 
 Response.Write ("Second ASP.NET Line<br />") 
 Response.Write ("Third ASP.NET Line<br />") 
End Sub 
</script> 
 
<html> 
  <head> 
    <title>Inserting ASP.NET code Example</TITLE> 
  </head> 
  <body> 
    Line1: First HTML Line<br /> 
    Line2: Second HTML Line<br /> 
    Line3: Third HTML Line<br /> 
  </body> 
</html> 

5.  把這個檔案另存新檔為 message2.aspx，並且在瀏覽器中檢視，URL 是：

http://[本機電腦]/BegASPNET/Ch02/message2.aspx。您應該會看到一個類似的

結果，但這一次，我們會看到以上所加入的 ASP.NET 程式碼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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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現在，把<script>標註之間的程式碼剪下來（包括<script>與</script>標註），

並且貼到以下的位置：  

<html> 
<head> 
<title>Inserting ASP.NET code Example</title> 
</head> 
<body> 
Line1: First HTML Line<br /> 
Line2: Second HTML Line<br /> 
Line3: Third HTML Line<br /> 
<script language="VB" runat="server"> 
Sub Page_Load() 
Response.Write ("First ASP.NET Line<br />") 
Response.Write ("Second ASP.NET Line<br />") 
Response.Write ("Third ASP.NET Line<br />")   
End Sub 
</script> 
</body> 
</html> 

7.  把這個檔案儲存為 message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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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瀏覽器中呼叫 message3.aspx，結果如下：  

 

程式碼如何運作？ 

第一件要注意的事情是：儘管這是 ASP.NET 程式碼，但我們並沒有真的建立動態網

頁。我們所示範的只是 ASP.NET 程式碼與 HTML 的執行順序。第二件要注意的事情

是；這三個範例都是使用 .aspx 副檔名  – 儘管第一個網頁（message.aspx）裡面只包

含 HTML 內容  – 因此，對 Web 伺服器來講，這三個網頁都是 ASP.NET 網頁。從這

些例子可以看出，對純粹的 HTML 網頁、或 ASP.NET 網頁而言，HTML 內容被看待

的方式是相同的。  

第一個網頁中的程式碼只是顯示幾行 HTML 內容與純文字：  

<html> 
<head> 
<title>Inserting ASP.NET code Example</TITLE> 
</head> 
<body> 
Line1: First HTML Line<br /> 
Line2: Second HTML Line<br /> 
Line3: Third HTML Line<br /> 
</body> 
</html> 

當瀏覽器剖析這些程式碼以後，它會依序顯示出來  – 正如您所預期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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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個網頁（message2.aspx）中，我們結合了一些 HTML 內容、純文字、與少數

的伺服器端 Script 程式碼。由於指定了 runat="server"，所以以下的 Scirpt 程式碼（有

加網底的部分）應該在伺服器上– 在網頁被傳送到瀏覽器以前  -- 被處理：  

<script language="VB" runat="server"> 
Sub Page_Load() 
 Response.Write ("First ASP.NET Line<br/>") 
 Response.Write ("Second ASP.NET Line<br/>") 
 Response.Write ("Third ASP.NET Line<br/>") 
End Sub 
</script> 
<html> 
<head> 
<title>Inserting ASP.NET code Example</TITLE> 
</head> 
<body> 
Line1: First HTML Line<br/> 
Line2: Second HTML Line<br/> 
Line3: Third HTML Line<br/> 
</body> 
</html> 

ASP.NET 程式碼被放到一個名為 Page_Load（）的副程式中。每當 ASP.NET 載入一

個網頁，它會先執行包含在 Page_Load（）副程式中的程式碼。因此，如果這裡的程

式碼有產生要傳送到瀏覽器的文字，則這些文字將會放在檔案中 HTML 部分最前面

的地方  – 儘管這些程式碼實際上可能是在 HTML 內容之後。  

請注意！<script>區段中的任何程式碼都應該放到一個副程式中，否

則它將無法運作。 

ASP.NET 程式碼使用了一個 Response.Write 敘述以顯示有 ASP.NET 文字的三行，而

這三行都是在 HTML 行之前。關於 Response.Write，我們將在第三章來談。  

在最後一個範例中，我們把 ASP.NET 程式碼移動到 HTML 行的後面：  

<body> 
Line1: First HTML Line<br /> 
Line2: Second HTML Line<br /> 
Line3: Third HTML Line<br /> 
<script language="VB" runat="server"> 
Sub Page_Load() 
Response.Write ("First ASP.NET Line<br />") 
Response.Write ("Second ASP.NET Line<br />") 
Response.Write ("Third ASP.NET Line<br />")   
End Sub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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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瀏覽器仍會先顯示 ASP.NET 的那三行。  

理由是：在瀏覽檔案時，Web 伺服器會先去看看是否有<script runat="server">標註。

如果有，它會先執行裡面的 Script 程式碼。由於 ASP.NET 程式碼是在 Page_Load（）

副程式中  – 這個副程式總是在網頁載入時執行  – 所以 ASP.NET 的輸出總是第一個

出現，即使<script>標註不是在網頁的最上方。也就是說，Web 伺服器對於<script>標

註與其它網頁元素的相對位置是沒有感覺的。  

在這裡有個重要課題需要學習，那就是：如果您把 ASP.NET 程式碼放到<script>標註

的 Page_Load（）副程式中，則它總是在 HTML 內容之前被處理。  

Inline 的程式碼區段（<% %>界定字元）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如何使用 ASP.NET 來輸出文字到瀏覽器中。不幸的是，

ASP.NET 的任何輸出都會出現在其餘的 HTML 之前，這對於想要將 ASP.NET 程式

碼插入到網頁其它地方是一個困擾。因此，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如何混合 ASP.NET

與 HTML 輸出的一些方法。  

事實上，直接將程式碼混入到網頁裡面是可能的。如果指定一個「轉換程式碼區段」

（Render Code Block，也稱為 Inline 程式碼區段），則在執行時，它就會被當作是網

頁轉換過程的一部分。我們可以撰寫像以下這樣的轉換程式碼區段：  

<% 
Response.Write ("Hello!") 
%> 
 
<html> 
  <body> 
    Line1: First HTML Line<br /> 
    <% Response.Write ("First ASP.NET Line<br />") %> 
    Line2: Second HTML Line<br /> 
    <% Response.Write ("Second ASP.NET Line<br />") %> 
    Line3: Third HTML Line<br /> 
    <% Response.Write ("Third ASP.NET Line<br />") %> 
  </body> 
</html> 
 
<% 
Response.Write ("Goodby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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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如下所示：  

 

因此，您可以在任何地方撰寫這樣的程式碼，不論它是在 HTML 的<head>標註、或

<body>標註中；或者，甚至於是在網頁結束的地方。  

伺服器控制項 

不過，儘管這省下了一些鍵盤輸入的動作，但是卻會造成難以管理的程式碼。因此，

我們鼓勵您盡可能地找出其它的辦法，而且我們也將在下一章討論一種特定、功能非

常強大的方法，那就是使用「伺服器控制項」（Server Control）。把 ASP.NET 程式

碼從 HTML 隔離出來不僅可以讓程式碼更容易閱讀，同時也意味著：您可以更容易

在其它網頁中重複使用這些程式碼。  

正如我們將在本書稍後的章節中所討論到的，您甚至於可以進一步地

將程式碼與 HTML 區段分成不同的檔案。 

我們的建議是：把 ASP.NET 程式碼放到接近檔案最上方的一個宣告式的區段中，也

就是在第一個<html>出現之前的地方：  

<script language="VB" runat="server"> 
... ASP.NET code here ... 
</script> 
 
<html> 
... HTML code here ... 
</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