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面設計前傳：ASP.NET 

伺服器控制項的基本使用概念 
 

 ASP.NET伺服器控制項的類型 

 使用建議事項 

 瀏覽器功能所影響的層面 

 如何將伺服器控制項加至 ASP.NET網頁 

 以程式控制方式將伺服器控制項加至 ASP.NET網頁 

 於設計階段設定伺服器控制項的屬性 

 以程式控制方式設定伺服器控制項的屬性 

 以程式控制方式設定 HTML伺服器控制項的屬性 

 伺服器控制項與樣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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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NET 伺服器控制項是 ASP.NET 網頁最基本且重要的元素，它是特別針

對 ASP.NET 網頁所設計，與一般的 Windows 應用程式控制項並不相同。透

過這些伺服器控制項，我們可以輕易構築出高度互動性與親和力的網頁介

面。本章的重點不是要一一介紹各個伺服器控制項，而在於闡述 ASP.NET

伺服器控制項的一些基本使用概念，畢竟有了這些基礎觀念之後，爾後學習

各個伺服器控制項時，才會更容易融入。 

4-1 ASP.NET 伺服器控制項的類型 

根據本身的特性、用途與開發方式，ASP.NET 伺服器控制項可以區分成下

列四種類型：（您可以在同一個 ASP.NET 網頁上使用各種類型的控制項） 

 HTML伺服器控制項 

 HTML 伺服器控制項也就是公開至伺服器的 HTML 項目，如此一來您

便能替它們撰寫程式以便完成伺服器端的各項處理作業。HTML 伺服器

控制項的物件模型與它們所呈現的 HTML 元件之間有十分密切的對應

關係。 

 HTML 伺服器控制項是內含屬性的 HTML 項目，這些屬性使得它們能

夠在伺服器上使用並進行程式設計。在預設狀態下，ASP.NET 網頁上

的 HTML 項目不可以被伺服器使用，它們被視為是傳遞至瀏覽器的不

透明文字。然而，如果將 HTML 項目轉換為 HTML 伺服器控制項，便

可將它們公開為可在伺服器上撰寫程式來加以處理的項目。 

 HTML 伺服器控制項的物件模型與相對應之 HTML 項目的物件模型有

非常密切的關係。比方說，HTML 屬性（Attribute）會以屬性（Property）

的形式呈現在 HTML 伺服器控制項中。 

 網頁上任何的 HTML 項目都可以轉換為 HTML 伺服器控制項。轉換的

方法非常簡單，而且也只涉及一些屬性。最簡單的轉換方法，就是加入

屬性設定 runat="server"，如此即可將 HTML 項目轉換為 HTML 伺服

器控制項。此舉會在剖析期間告知 ASP.NET 網頁架構，要求它應該建

立控制項的執行個體以便用於伺服器端處理。如果您希望在程式碼中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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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項當作成員來存去，亦應該設定控制項的 ID 屬性，以便讓它擁有

一個唯一名稱並且能夠使用此名稱來存取它。 

 ASP.NET 已替最常於網頁上使用的 HTML 項目提供預先定義的 HTML

伺服器控制項，包括：表單、HTML <INPUT> 項目（文字方塊、核取

方塊、提交按鈕…等等）、清單方塊（<SELECT>）、表格、影像..等

等。這些預先定義的 HTML 伺服器控制項會共用通用控制項的基本屬

性，此外，每個控制項通常也會擁有自己的一套屬性與事件。 

 以下所列者是 HTML 伺服器控制項的功能與特性： 

 它的物件模型允許您使用您所熟悉的物件導向技術來開發伺服器

端的程式。每個伺服器控制項都會呈現其屬性，以便讓您透過伺服

器程式碼的程式控制方式來處理控制項的 HTML 屬性。 

 您可以使用在用戶端架構表單中撰寫事件處理常式的手法來替各

個事件撰寫事件處理常式，唯一的不同，是事件會在伺服器端處理。 

 能夠處理用戶端指令碼（Script）中的事件。 

 自動維護控制項的狀態。如果網頁往返於伺服器，則使用者輸入至

HTML 伺服器控制項中的資料會在網頁被傳回瀏覽器時被自動維

護。 

 能夠與驗證控制項搭配使用，因此可以輕易驗證使用者是否已將正

確的資料輸入至控制項中。 

 可以資料繫結至控制項的一或多個屬性。 

 如果 ASP.NET 網頁顯示於支援樣式表（CSS）的瀏覽器中，則支

援使用 CSS 樣式。 

 傳遞自訂屬性。您可以將所需的任何屬性加至 HTML 伺服器控制項

中，而且 ASP.NET 會讀取它們並在不變更任何功能的情況下加以

轉譯。此舉使得我們能夠將瀏覽器特定的屬性加至您的控制項中。 

 圖表 4-1 列出各個 HTML 伺服器控制項並簡述其用途，請自行參考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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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用途 控制項 說明 

表單 HtmlForm 定義一個 HTML 表單。表單內之控制項的資料

值會在提交表單時傳送至伺服器。 

顯示與編輯文字 HtmlInputText 此控制項會在執行階段顯示出可由使用者編

輯或以程式控制方式修改的文字。 

 HtmlTextArea 顯示大量文字資料。主要用於輸入與顯示多列

文字。 

 HtmlButton 建立一個按鈕來執行某一項作業。此控制項可

內含任何的 HTML，因此非常有彈性。其缺點

是，不見得與所有的瀏覽器相容。 

 HtmlInputButton 建立一個按鈕來執行某一項作業。所有瀏覽器

都支援此按鈕。 

 HtmlInputImage 建立一個圖形按鈕來執行某一項作業。圖形按

鈕的功能與按鈕相同，但是它是顯示一個圖片

而並非文字。 

清單選取介面 HtmlSelect 顯示文字與圖形項目（圖示）以便讓使用者從

中選取的清單。  

圖形顯示 HtmlImage 此控制項用來顯示圖片。 

資訊儲存 HtmlInputHidden 儲存表單的狀態資訊，每次往返伺服器時所需

使用的資訊。 

導覽 HtmlAnchor 建立一個對應至 HTML 標記項目 <a> 的伺服

器控制項並允許您連結至其他網頁。 

少量項目的選取

介面 

 

HtmlInputCheckbox 建立一個核取方塊。CheckBox 控制項內含標

籤。 

 HtmlInputRadioButton 建立一個選項鈕。  

表格管理 

 

 

HtmlTable 建立表格。 

 HtmlTableRow 在表格中建立列。 

 HtmlTableCell 在表格列中建立儲存格。 

檔案傳輸 HtmlInputFile 讓使用者指定要上傳至伺服器的檔案（伺服器

必須允許上傳）。  

其他功能 HtmlGenericControl 替轉換為控制項的任何 HTML 項目建立一個

基本的物件模型（屬性、方法、與事件）。 

圖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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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伺服器控制項 

 Web 伺服器控制項擁有比 HTML 伺服器控制項更多的內建功能，它們

不只提供文字方塊與按鈕等表單類型的控制項，還提供諸如

GridView、ListView、Calendar…等特殊用途且功能強大的控制項。

Web 伺服器控制項比 HTML 伺服器控制項更抽象，因為它們的物件模

型不需要反映 HTML 語法。事實上 Web 伺服器控制項在使用與開發

上，與傳統表單的控制項更加接近，因此能夠快速上手。 

 Web 伺服器控制項的設計重點與 HTML 伺服器控制項有所不同。它們

並不是一一對應至 HTML 伺服器控制項，而是定義為抽象的控制項，

而且由控制項所呈現的 HTML 與您程式設計的模型完全不同。比方說，

CheckBoxList 伺服器控制項可以在表格中呈現，或是呈現為其他

HTML 的內嵌文字。 

 Web 伺服器控制項除了擁有 HTML 伺服器控制項的所有功能外（除了

一對一對應至 HTML 項目），它還提供下列功能： 

 功能完善的物件模型可提供型別安全程式設計功能。 

 自動瀏覽器偵測。控制項可偵測瀏覽器功能，並替基本與功能完善

（HTML 4.0）的瀏覽器建立正確輸出。 

 允許您使用樣板替某些控制項定義獨特的外觀。 

 允許您替某些控制項指定某一個控制項事件是否會立即將網頁提

交（傳送）至伺服器，亦或是將其快取然後在網頁提交時才引發。 

 支援使用佈景主題（Theme）來替網站中的伺服器控制項定義一致

性的外觀。 

 能夠將事件從巢狀控制項（例如：DataList 伺服器控制項中的按鈕）

傳送到容器控制項，也就是所謂的「反昇事件」（Bubble Event）。 

 切換至「原始檔」檢視後，您會發現 Web 伺服器控制項會以下列格式

顯示於網頁中： 

<asp:button attributes runat="server" ID="Butt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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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其中的屬性並不是您過去所熟悉之 HTML 項目的屬性，而是

Web 伺服器控制項的屬性。雖然如此，當 ASP.NET 網頁執行時，會使

用正確的 HTML 將 Web 伺服器控制項呈現於網頁上，這並非僅僅取決

於瀏覽器的類型，還會根據您替控制項所做的設定。舉例來說，TextBox

伺服器控制項會根據其屬性轉譯為 <INPUT> 標記或 <TEXTAREA> 標

記。說穿了，您可盡情去使用 Web 伺服器控制項來開發您的 ASP.NET

網頁，至於這些網頁要如何呈現於使用者的瀏覽器中則由 ASP.NET 幫

您負責處理。 

 圖表 4-2 列出各個 Web 伺服器控制項並簡述其用途，請自行參考之。 
 
 
 

  在本書的說明中，除非特別說明，否則當我們提到“伺服器控制

項”一詞時，指的就是 Web伺服器控制項。 
 
 
 
 

功能類型 

伺服器控制項 說明 

顯示文字 

Label 能夠在網頁上顯示文字，但是使用者無法編輯該文字。 

Literal 能夠在網頁上顯示文字，但是不會在文字前後加上任何 HTML 標記。 

顯示與編輯文字 

TextBox 會在執行階段顯示出可由使用者編輯或以程式控制方式修改的文字。 

清單選取介面 

DropDownList 允許使用者從下拉式清單中選取項目。 

ListBox 允許使用者從清單中單選或多重選取項目。 

顯示圖片 

Image 能夠將圖片顯示在網頁上。 

AdRotator 能夠依特定或隨機順序將各個圖片顯示出來而製造出一種廣告效果。 

少量項目的選取介面 

CheckBox 建立一個核取方塊。 

CheckBoxList 建立一個核取方塊群組，適合用來建立多選介面。 

RadioButton 建立一個選項鈕。 

RadioButtonList 建立一個選項鈕群組。由於使用者同一時間僅能選取選項鈕群組中的

一個選項鈕，因此我們經常使用選項鈕群組來製作單選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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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類型 

伺服器控制項 說明 

日期的顯示與選取 

Calendar 建立一個圖形化介面的月曆來讓使用者選取日期，功能非常強大喔。 

命令 

（請注意，這些伺服器控制項會使得網頁被傳送至 Web 伺服器來處理。） 

Button 建立一個按鈕來執行某一項作業。 

LinkButton 建立一個連結按鈕來執行某一項作業。連結按鈕的功能與按鈕相同，

但是其外觀類似一個文字超連結。 

ImageButton 建立一個圖形按鈕來執行某一項作業。圖形按鈕的功能與按鈕相同，

但是它是顯示一個圖片而並非文字。 

巡覽 

HyperLink 建立文字超連結或圖片超連結。 

ImageMap 建立一個影像地圖。所謂的「影像地圖」（Image Map）就是同一張

圖片可以包含多個超連結，如此一來，當探訪者使用滑鼠按一下圖片

的不同區域時便可以連結至不同的目的地。 

Menu 建立靜態與動態功能表。 

SiteMapPath 建立網站導覽路徑。 

TreeView 建立一個樹狀結構來呈現資料。 

表格管理 

Table 建立一個表格。 

TableCell 在表格列中建立儲存格。 

TableRow 在表格中建立列。 

將控制項歸納為同一組 

CheckBoxList 建立核取方塊的集合。 

Panel 在網頁上建立一個沒有框線的區域來內含其他伺服器控制項，亦即作

為其他伺服器控制項的容器控制項。 

RadioButtonList 建立一個選項鈕群組。由於使用者同一時間僅能選取選項鈕群組中的

一個選項鈕，因此我們經常使用選項鈕群組來製作單選介面。 

繫結至資料來源 

LinqDataSource LinqDataSource 控制項透過 ASP.NET 資料來源控制項架構將 LINQ
功能揭露給 Web 開發人員使用。您可以使用宣告式標記來建立一個

LinqDataSource 控制項，以便連結至一個資料庫或記憶體中的集合物

件（例如：一個陣列或泛型集合物件）。在宣告式標記中，我們可以

指定要如何顯示、篩選、排序與分組資料。如果資料來源是一個 SQL
資料庫資料表，您還可以設定 LinqDataSource 控制項以便決掉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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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類型 

伺服器控制項 說明 

去新增、修改與刪除資料，重要的是，您並不需要撰寫 SQL 指令就能

完成這些操作。此外，LinqDataSource 類別還提供一個事件模型來讓

您自訂顯示與更新的運作行為。 

ObjectDataSource 使您能夠繫結至一個商業物件或其他類別，並建立出需要仰賴多階層

物件來管理資料的 Web 應用程式。支援進階的排序與分頁模式。 

SqlDataSource 使您能夠繫結至 Microsoft SQL Server、OLE DB、ODBC 或 Oracle 資
料庫。當繫結至 SQL Server 資料庫時，還支援完善的快取功能。當資

料以一個 DataSet 物件傳回時，還支援排序、篩選與分頁功能。 

AccessDataSource 使您能夠繫結至 Microsoft Access 資料庫。當資料以一個 DataSet 物件

傳回時，還支援排序、篩選與分頁功能。 

XmlDataSource 使您能夠繫結至一個 XML 檔案，它通常與具備階層功能的伺服器控

制項（例如：TreeView 或 Menu）搭配使用。它支援使用 XPath 運算

式來進行篩選，而且允許您將 XSLT 轉換套用至資料。XmlDataSource
允許您藉由儲存已變更的整份 XML 文件來修改資料。 

SiteMapDataSource 與 ASP.NET 網站導覽功能搭配使用。 

資料存取介面 

Repeater 利用一組您所指定的 HTML 項目與控制項去顯示資料來源的資訊，並

讓資料集中的每一筆資料記錄皆顯示在 HTML 項目與控制項中一次。 

DataList 與 Repeater 控制項類似，透過大量使用樣板來完成高彈性且複雜的格

式化與配置。您可以使用 DataList 伺服器控制項來檢視、編輯、與刪

除資料。 

GridView 您可以使用 GridView 伺服器控制項來檢視、排序、編輯、與刪除資

料記錄。 

DetailsView 每一次可以從資料來源顯示出單一筆資料列，它經常與 GridView 伺

服器控制項合併使用來製作出一對多介面。 

FormView 每一次可以從資料來源顯示出單一筆資料列，您可以充分自訂其樣

板，製作出更彈性的版面配置來顯示資料。它經常與 GridView 伺服

器控制項合併使用來製作出一對多介面。 

ListView ListView 伺服器控制項是 ASP.NET 3.5 所全新推出的伺服器控制項，

能夠以您所自訂的樣板與樣式來顯示資料。ListView 伺服器控制項能

夠以一筆接著一筆的方式來顯示資料，此特點與 DataList 和 Repeater
伺服器控制項非常類似，然而 ListView 伺服器控制項功能更勝於

DataList 和 Repeater 伺服器控制項的地方是，它可以分頁與排序資

料，並允許使用者新增、修改、與刪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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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類型 

伺服器控制項 說明 

預留位置 

PlaceHolder 它可以讓您將空的容器控制項置入網頁中，以便於執行階段動態將子

控制項加入其中。 

XML 讀取 XML 並將它寫入控制項所在的 ASP.NET 網頁。 

其他 

BulletedList 建立一個項目清單。 

FileUpload 顯示一個文字方塊與一個「瀏覽」按鈕，以便讓使用者選取檔案來上

傳至 Web 伺服器。 

HiddenField 代表一個隱藏欄位，用來儲存一個未顯示出來的資料值。 

Localize 在網頁上保留一個位置以便用於顯示當地語系化的靜態文字。 

MultiView與 View MultiView 與 View 伺服器控制項可當做其他控制項與標記的容器，並

提供方法讓您輕鬆地將資訊以替代檢視呈現。 

Substitution 指定輸出快取網頁上免於快取的區段。Substitution 控制項的內容將以

動態內容來加以替換。 

Wizard 提供一個步進式介面來蒐集多個步驟中的相關資料。 

圖表 4-2 

 驗證控制項 

 由於每次傳送網頁就必須往返於伺服器，如果資料有誤將導致資源浪費

且效率低落。基於此原因，ASP.NET 提供一組資料檢驗功能強大的驗

證控制項來讓您檢測使用者所輸入的資料，如果資料無法通過檢驗，網

頁將不會被傳送至伺服器，如此一來便可避免無謂的伺服器往返。 

 圖表 4-3 列出各個驗證控制項並簡述其用途，請自行參考之。（本書會

於第六章詳細就紹如何使用驗證控制項） 

驗證類型 控制項 說明 

務必輸入資料 RequiredFieldValidator 確保使用者務必於特定的控制項中輸入

資料。 

資料值比較 CompareValidator 使用比較運算子（小於、等於、大於…
等等）將使用者所輸入的資料與另外一

個控制項中資料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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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類型 控制項 說明 

範圍檢查 RangeValidator 檢查使用者所輸入的資料是否介於所指

定的範圍中。 

樣式比對 RegularExpressionValidator 檢查輸入項目是否符合規則運算式

（Regular Expression）定義的模式比對。

此種類型的驗證可讓您檢查需要採用特

定格式的文字資料，例如：身份證字號、

電子郵件地址、電話號碼、與郵遞區號…
等等。 

使用者定義 CustomValidator 使用您自己撰寫的驗證邏輯（亦即程式

碼）來檢查使用者所輸入的資料。 

無 ValidationSummary 以摘要形式顯示網頁上所有驗證控制項

的錯誤訊息。 

圖表 4-3 

 使用者控制項 

 使用者控制項的開發方式與一般的 ASP.NET 網頁完全相同，只不過它

是以控制項的方式來使用。說穿了，如果您在 ASP.NET 網頁上所設計

的某項介面會經常且重複的使用，為避免每次都要重新設計的麻煩，便

可將它製作成使用者控制項，如此一來便可重複使用於其他網頁中。 

4-2 使用建議 

如前節所述，ASP.NET 伺服器控制項可以區分成好幾種類型，不僅如此，

我們還可以在網頁上混合使用各種控制項。然而問題在於，某些不同類型的

控制項卻擁有相同的功能用途，因此我們必須思考，到底在何種狀況下該使

用哪一種控制項才是最恰當的。 

於下列狀況下，非常適合使用 HTML 伺服器控制項： 

 如果您較偏愛或習慣使用類似 HTML 的物件模型，則非常適合使用

HTML 伺服器控制項。 

 如果您希望替現有的 HTML 網頁快速加入 ASP.NET 功能，則應該使用

HTML 伺服器控制項。由於 HTML 伺服器控制項可以精確地對應到

HTML 項目，因此所有的 HTML 設計環境都支援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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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控制項會與用戶端指令碼互動，則應該使用 HTML 伺服器控制項。 

然而於下列狀況下，則應該使用 Web 伺服器控制項： 

 如果您較偏愛或習慣使用類似 Visual Basic 的程式設計模型（尤其是類

似表單的視覺化開發方式），則非常適合使用 Web 伺服器控制項。 

 您所撰寫的 ASP.NET 網頁可能會在 HTML 3.2 與 HTML 4.0 兩種瀏覽

器中使用。 

 當您所需要的功能只有 Web 伺服器控制項能完成時，當然就必須使用

Web 伺服器控制項。比方說，如果您想替網頁加入月曆或廣告圖片變換

功能，亦或是需要完善的介面來存取資料庫資料，則使用 Web 控制項

將是最方便的。 

 您所建立的應用程式擁有巢狀控制項，並且希望能夠捕捉容器層級的事

件。尤其是當您需要使用樣板來自訂版面，並於其中加入控制項來完成

複雜的處理作業時，Web 伺服器控制項絕對是當仁不讓。 

不可否認的，Web 伺服器控制項比 HTML 伺服器控制項擁有更多的功能與

更完善的物件模型。如果您希望所開發之 ASP.NET 網頁的所有處理都發生

在伺服器上，Web 伺服器控制項將是最佳選擇。  

Web 伺服器控制項的設計目標就是要提供一種簡易且快速的方法來替網頁

注入各項功能。此外，如果您所設計的應用程式不管使用者使用哪一種瀏覽

器皆以相同方式運作的話，亦非常適用使用 Web 伺服器控制項。 

歸納起來，在以下各個項目上，Web 伺服器控制項皆比 HTML 伺服器控制

項來得優異：  

 Web 伺服器控制項特有的型別物件模型不僅享有較簡潔且便利的程式

設計方式，偵錯能力亦達專業級水準，足以應付各種複雜的開發作業。 

 它們會自動替舊版（HTML 3.2）與新版（HTML 4.0）瀏覽器產生正確

的 HTML。 

 它們可用來建置較複雜的伺服器控制項。  

至於 Web 伺服器控制項的缺點，則是您比較沒有辦法直接控制一個伺服器

控制項要如何在傳送至瀏覽器的網頁上呈現。舉例來說，您無法在設計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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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HTML 屬性（Attribute）加至控制項，取而代之的是，HTML 項目與其

屬性會根據您程式設計控制項的方式自動建立。 

當然，HTML 伺服器控制項也不是一無是處。比方說，如果您需要同時在用

戶端與伺服器端透過程式碼來處理控制項，HTML 伺服器控制項就顯得非常

好用，因為控制項在兩者的執行階段環境中是一致的。此舉使得我們更容易

去撰寫控制項的用戶端指令碼。 

當一個 ASP.NET 網頁在伺服器上處理時，會使用來自基礎 HTML 項目的資

訊去建立各個 HTML 伺服器控制項的執行個體。控制項類別可以識別的屬

性（Attribute）會變成屬性（Property）。無法識別的屬性則會被略過，因

此它們會以當初在網頁上建立的外觀顯示於瀏覽器中（伺服器程式碼可透過

Attributes 集合去存取無法識別的屬性，但是無法識別的屬性不能變成控制

項屬性）。 

事實上，HTML 伺服器控制項提供了一種簡易的方法來將現有的 HTML 或

ASP 網頁轉換為 ASP.NET 網頁。您可以將網頁上個別的 HTML 項目轉換為

HTML 伺服器控制項以便快速地將 ASP.NET 功能加入網頁，而不影響到網

頁的其他部份。 

說實在話，HTML 伺服器控制的缺點不外乎是下列各項： 

 所有的資料值都是字串，因此不具備型別安全（Type Safety）。 

 雖然能夠支援各種瀏覽器，不過您必須使用延伸樣式自行撰寫程式。因

為它們無法自動偵測瀏覽器的樣式功能。  

4-3 瀏覽器功能所影響的層面 

不同廠商的瀏覽器以及相同廠商瀏覽器的不同版本皆會支援不同的功能。

ASP.NET 伺服器控制項會自動判斷請求 .aspx 網頁之瀏覽器的層級，並產生

適合該瀏覽器的 HTML。然而，某些控制項功能無法在舊的瀏覽器上進行轉

譯（Render），因此最好是儘可能在各種瀏覽器上檢視與測試網頁的輸出，

確認網頁能夠依照您的預期於所有瀏覽器上顯示並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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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ASP.NET 如何自動偵測瀏覽器類型 

在預設狀態下，ASP.NET 網頁架構會藉由讀取從瀏覽器傳遞給伺服器的使

用者代理資訊去判斷瀏覽器的功能，您可以使用 HttpRequest 物件的

UserAgent 屬性來取得此項資訊。網頁會將使用者代理資訊對應至組態檔

（.config）與瀏覽器定義檔（.browser）中的資訊。大家必須瞭解，.NET 

Framework 2.0 已經將組態檔的 browserCaps 區段廢止，然而基於向後相容

性的考量，如果是在應用程式層級進行設定，該組態區段中的設定還是有效

的 ， 只 不 過 它 將 與 位 在 機 器 層 級 %SystemRoot%\Microsoft.NET\ 

Framework\versionNumber\CONFIG\Browsers 資料夾以及任何既存之應

用程式層級 App_Browser 資料夾內之瀏覽器檔案（.browser）中的資訊合

併起來。 

當網頁發現目前的使用者代理資訊與列示於檔案中的使用者代理相符合

時，它會讀取對應的瀏覽器功能，比方說，瀏覽器是否支援指令碼、樣式、

框架…等等。根據這些功能，網頁上的控制項會使用合適的標記（例如：

XHTML、HTML 3.2…等等）來轉譯。如果 ASP.NET 是轉譯 HTML，它可

以決定要轉譯最近（亦即 CSS 樣式表相容的）或早期（非 CSS 樣式表相容

的）版本的 HTML 項目。對於舊版的瀏覽器而言，ASP.NET 會使用標記（例

如：font 標記）來轉譯格式化資訊，而不會使用 CSS 樣式。 

4-3.2 覆寫瀏覽器類型偵測 

如果您要自行控制網頁如何被轉譯，而不要仰賴瀏覽器自動偵測，請設定網

頁的 ClientTarget 屬性。您可以在網頁的 @ Page 指示詞中以宣告方式設定

此屬性，或是透過程式碼來設定。 

ClientTarget 屬性的值其實是您要轉譯網頁之瀏覽器類型的別名。比方說，

要強制使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6.0 來轉譯網頁，您可以使用別名

uplevel。請注意，所使用的別名務必已定義於組態檔的 clientTarget 區段

中，ASP.NET 已事先定義了部分別名，包括：ie5（代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5.0）、ie4（代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4.0）、uplevel（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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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4.0 或之後的版本）與 downlevel（代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4.0 之前的版本）。 

藉由指定別名 downlevel，您可以強制以 HTML 3.2 的相容項目來轉譯網頁，

而不管到底是什麼瀏覽器請求此網頁。類似地，藉由指定別名 uplevel，您

可以強制使用 CSS 樣式來轉譯網頁，即使請求網頁者是較舊版本的瀏覽器。 

您可以在 Machine.config 或 Web.config 中定義額外的別名，如此即可建立

自訂的瀏覽器定義。 

以下面的寫法而言，表示在組態檔 Web.config 中定義一個 ie302 別名，如此

一來，您就可以將 ClientTarget 屬性設定成 ie302，並特別針對 Internet 

Explorer 3.02 來自訂網頁： 

<configuration> 

 <system.web> 

  <clientTarget> 

   <add alias="ie302"  

    useragent="Mozilla/2.0 (compatible; MSIE 3.02; Windows NT 3.5)" /> 

  </clientTarget> 

 </system.web> 

</configuration> 

4-3.3 關於 AJAX 功能 

ASP.NET 3.5 的 AJAX 功能與最新的瀏覽器相容，並且會以這些瀏覽器的預

設安全性設定來執行，不過它們需要瀏覽器能夠執行用戶端指令碼。您可以

使 用 HttpBrowserCapabilities 物 件 的 屬 性 來 判 斷 瀏 覽 器 是 否 支 援

ECMAScript（JScript 與 JavaScript）。 

4-3.4 用戶端指令碼 

ASP.NET 伺服器控制項的某些功能要視是否能夠執行用戶端指令碼而定。

如果瀏覽器能夠執行指令碼，就會自動產生用戶端指令碼，並將其當作網頁

的一部份傳送。不過即使如此，可能還是會有使用者關閉其瀏覽器的指令碼

執行功能，導致無法使用控制項的完整功能。 



 
 

 4-15 

4-3.5 使用早期版本的瀏覽器 

瀏覽器功能所影響的另外一個層面就是新版與舊版瀏覽器在功能上的差

異。基本上，瀏覽器與用戶端裝置可以分成新版與舊版兩個不同群組，而這

將定義瀏覽器或用戶端裝置提供的基本支援類型，而且也通常會決定從 Web

伺服器載入網頁的展示與行為模式。  

被歸類為 uplevel 的瀏覽器至少支援下列功能： 

 ECMAScript（JScript 與 JavaScript）1.2 版。 

 HTML 4.0 版。 

 Microsoft 文件物件模型（MSDOM）。 

 樣式表（CSS）。 

被歸類為 downlevel 的瀏覽器與用戶端裝置則只會支援 HTML 3.2 版。  

由於功能上的差異，以下所列的各個伺服器控制項屬性將會在新版與舊版的

瀏覽器中以不同方式轉譯（Render）： 

 AccessKey 

 AccessKey 屬性能夠替伺服器控制項設定快速鍵。但是請注意，

AccessKey 屬性無法在任何舊版的瀏覽器中作用。事實上此屬性要能夠

作用，不僅必須是 HTML 4.0，瀏覽器還必須是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4.0 或之後的版本。 

 BackColor 

 BackColor 屬性用來設定伺服器控制項的背景色。然而於舊版瀏覽器

中，只有某些控制項的 BackColor 屬性會有作用，這些控制項包括：

Table、Panel、GridView、Calendar 與 ValidationSummary。此外，

如果配置於一個表格中，CheckBoxList、RadioButtonList 與 DataList

的 BackColor 屬性也會有作用。 

 一般來說，在 HTML 3.2 中，只有轉譯為 <table> 標記的控制項才能夠

輸出背景色彩，然而於 HTML 4.0 中，幾乎所有控制項都可這樣做。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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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在 <span> 標記中轉譯的控制項而言，BackColor 屬性能夠在 Internet 

Explorer 5.0 或之後的版本中作用，但在 Internet Explorer 4 中則無法順

利運作。 

 BorderColor 

 BorderColor 屬 性 用 來 設 定 伺 服 器 控 制 項 的 框 線 顏 色 。 雖 然

BorderColor 屬性於舊版的瀏覽器中會有作用，但只限於與 BackColor

屬性一樣的表格架構控制項。它會輸出為 bordercolor 屬性，然而這並

不是 HTML 3.2 標準的一部份。有些瀏覽器支援這個屬性，包括 Internet 

Explorer 3.0 與更新版本，但不是所有的瀏覽器都支援。 

 BorderStyle 

 BorderStyle 屬性用來設定伺服器控制項的框線樣式。然而令人遺憾的

是，BorderStyle 屬性無法在任何舊版的瀏覽器中作用。在 HTML 3.2

中並沒有對等用法。 

 BorderWidth 

 BorderWidth 屬性用來設定伺服器控制項的框線寬度。BorderWidth

屬性只在轉譯為 <table>（Table、Panel、GridView 與 Calendar）或 

<img> （Image、AdRotator）的控制項中有作用。您必須以像素為單

位，BorderWidth 屬性在舊版瀏覽器中才會有作用，否則它會被轉譯為

border=1 或 border=0。此外，如果將 GridLines 設定為 None 以外的

值，BorderWidth 屬性就只能在表格架構的控制項中作用。這是因為在

HTML 3.2 中如果不使用格線就無法指定框線。 

 對於轉譯為  <span> 標記的控制項而言，BorderWidth 屬性能夠在

Internet Explorer 5 或之後的版本中作用，但在 Internet Explorer 4 中則

不行。 

 CssClass 

 CssClass 屬性用來設定伺服器控制項的樣式表。不論是哪一種瀏覽器，

CssClass 屬性固定會被轉譯為類別屬性。大部分新版的瀏覽器都能夠辨

識類別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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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abled 

 Enabled 屬性係用來決定伺服器控制項是否要處於作用狀態，亦即決定

加諸其身的操作是否要引發其事件與函式。在 Internet Explorer 4.0 或之

後的版本中，如果將 Enabled 屬性設定為 false 會使用 disabled=true

屬性使控制項顯示成無法使用且無法輸入。 

 Font-Bold、Font-Italic、Font-Strikeout與類似的屬性 

 在 uplevel 瀏覽器中，這些屬性會被轉譯為 style 屬性，在 downlevel 瀏

覽器中，澤會被轉譯為獨立的標記（例如：b 與 i）。 

 Font-Size  

 於舊版瀏覽器中，所有控制項的 Font-Size 屬性都會有作用，但前提是

必須使用具名的字型大小（Small、Smaller…等等）。 

 Font-Overline 

 Font-Overline 屬性於所有舊版瀏覽器中都不會有作用。 

 ForeColor 

 ForeColor 屬性用來設定伺服器控制項的前景色（通常是文字的顏色）。

於舊版瀏覽器中，Image、AdRotator、HyperLink 與 LinkButton 以外

之所有控制項的 ForeColor 屬性都會有作用。ForeColor 屬性在舊版瀏

覽器中會轉譯為 <font> 標記。 

 Height 

 Height 屬性用來設定伺服器控制項的高度。於舊版瀏覽器中，Label、

驗證控制項、HyperLink 或 LinkButton 控制項的 Height 屬性將不會有

作用。此外，配置被設定為 Flow 的 CheckBoxList、RadioButtonList

與 DataList 之控制項的 Height 屬性也不會有作用。只有像素和百分比

度量才會有作用。對於表格架構的控制項來說，這並不是標準的

HTML，因此只能在較新版的瀏覽器中作用。 

 TabIndex 

 TabIndex 屬性用來設定伺服器控制項的遞移順序。TabIndex 屬性無

法在任何舊版瀏覽器中作用。事實上此屬性要能夠作用，不僅必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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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4.0，瀏覽器還必須是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4.0 或之後的

版本。 

 ToolTip 

 ToolTip 屬性用來設定伺服器控制項的工具提示文字。ToolTip 屬性無

法在任何舊版瀏覽器中作用。 

 Width 

 Width 屬性用來設定伺服器控制項的寬度。於舊版瀏覽器中，Label、

驗證控制項、HyperLink 或 LinkButton 控制項的 Width 屬性將不會有

作用。此外，配置被設定為 Flow 的 CheckBoxList、RadioButtonList

與 DataList 之控制項的 Width 屬性也不會有作用。只有像素和百分比

度量才會有作用。 

4-4 如何將伺服器控制項加至 ASP.NET 網頁 

欲將伺服器控制項加至 ASP.NET 網頁上非常簡單，您可以使用拖放方式，

亦或是直接鍵入程式碼。 

當我們使用網頁編輯器開發 ASP.NET 網頁時，要將伺服器控制項加至

ASP.NET 網頁上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直接從工具箱中拖放。您也可以使用滑

鼠連按兩下工具箱中的某一個控制項，此舉也會使得它被加至網頁中。請大

家注意，不論網頁編輯器是處於設計檢視或原始檔檢視，都可以採用此種操

作方式。 

如果您想要使用 ASP.NET 語法，而以自行撰寫程式碼的方式來將伺服器控

制項加至 ASP.NET 網頁中，請依下列步驟進行： 

1. 切換至「原始檔」檢視。 

2. 將代表控制項的項目鍵入 .aspx 檔案中。正確的語法將視您加入的伺服

器控制項而定，但一般來說必須遵循下列原則： 

 控制項必須內含屬性 runat="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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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伺服器控制項是複雜控制項的一部份且將重複（例如位於

Repeater、DataList 與 GridView 伺服器控制項中），否則必須設

定控制項的 ID 屬性。 

 請注意，由於我們要透過 ID 屬性來唯一識別控制項，因此同一

ASP.NET 網頁中各個伺服器控制項之 ID 屬性的設定值絕對不可以

重複。 

 利用一個參考 asp 命名空間的 XML 標記來宣告伺服器控制項。 

 伺服器控制項宣告必須正確地關閉。您可以指定一個明確的結尾標

記，亦或是如果控制項沒有子項目，則可以指定自我結尾標記。唯

一的例外是不能內含子項目的 HTML 輸入控制項，例如：

HtmlInputText、HtmlImage 與 HtmlButton 等輸入控制項。 

 伺服器控制項屬性被宣告為屬性 (Attribute)。 

以下的程式碼示範如何宣告 Web 伺服器控制項： 

<!-- Label 伺服器控制項 --> 

<asp:label id="MyTitle" runat="Server">章立民研究室</asp:label> 

 

<!-- Textbox 伺服器控制項 --> 

<asp:textbox id="txtName" runat="Server"></asp:textbox> 

 

<!-- Textbox 伺服器控制項，使用自我結尾標記 --> 

<asp:textbox id="txtAddress" runat="Server" /> 

 

<!-- DropDownList 伺服器控制項，內含子項目 --> 

<asp:DropDownList id="DropDownAuthor" runat="server"> 

  <asp:ListItem Value="0">章立民</asp:ListItem> 

  <asp:ListItem Value="1">洪志豪</asp:ListItem> 

  <asp:ListItem Value="2">周時恕</asp:ListItem> 

  <asp:ListItem Value="3">洪雯卿</asp:ListItem> 

</asp:DropDownList> 

 

<!-- AdRotator 伺服器控制項 --> 

<asp:adrotator AdvertisementFile="ads.xml" BorderColor="black"  

  BorderWidth=1 runat="server"></asp:adrot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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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網頁編輯器無法正確轉譯伺服器控制項，它會類似圖表 4-4
所示顯示錯誤訊息，此通常表示控制項的 ASP.NET語法不正確。 

 

圖表 4-4 
 

 
 

4-5 以程式控制方式將伺服器控制項加至 ASP.NET 網頁 

身為開發人員的您相信都會有這樣的經驗，那就是需要在執行階段動態將控

制項加至網頁中，亦即於執行階段動態建立控制項（我們稱此種控制項為動

態控制項）。比方說，您可能需要動態加入一個表格來顯示出從資料庫傳回

的資料列。值得注意的是，要能夠以程式控制方式動態將控制項加至網頁

中，您必須先備妥欲新加入之控制項的容器（Container）。 

要能夠以程式碼將控制項加入至網頁，新的控制項必須有容器。比方說，對

表格列而言，其容器就是表格。如果沒有明確的控制項可作為容器，建議使

用 Placeholder 或 Panel 伺服器控制項作為容器。如果您要建立靜態文字，

可以將 Literal 或 Label 伺服器控制項加至容器中。 

於執行階段動態建立控制項時，控制項的某些資訊會儲存在與網頁一起轉譯

的檢視狀態中。然而當網頁被傳送回伺服器時，非動態建立的控制項（亦即

原先定義於網頁上的控制項）會於網頁的 Init 事件中被執行個體化，而且在

動態控制項被建立（通常於網頁的 Load 事件處理常式中）之前會先行載入

檢視狀態資訊。事實上，在動態控制項被重新建立之前，檢視狀態會暫時無

法與網頁的控制項保持同步。在網頁的 Load 事件執行之後、控制項事件處

理方法被呼叫之前，剩餘的檢視狀態資訊會載入至動態建立的控制項中。 

在多數的情況下，此種檢視狀態處理模型都能夠正常運作。我們通常會將動

態控制項加至容器之控制項集合的尾端，如此一來，替動態建立之控制項所

儲存的檢視狀態資訊，便成為容器之檢視狀態結構尾端的額外資訊，而且網

頁可以在控制項建立之前將其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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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必須提醒大家，動態控制項的檢視狀態資訊在兩種情況下可能會發

生問題。第一種情況就是您在既存的控制項之間插入動態控制項。第二種情

況則是如果您動態插入控制項，然後在往返期間重新插入持有不同資料的相

同控制項。  

如果您在既存的控制項之間插入動態控制項，動態控制項的檢視狀態資訊就

會插入檢視狀態結構的對應位置。當傳送網頁與載入檢視狀態時，動態控制

項還不存在，因此，檢視狀態中的額外資訊不會對應到正確的控制項。結果

通常是發生轉換無效的錯誤。 

如果您在每次往返期間都重新插入控制項，則每次產生動態控制項時，都會

從之前那一組控制項的檢視狀態取得屬性值。在許多情況中，您可以藉由將

容器控制項的 Control.EnableViewState 屬性設定為 False 來避免這個問

題。如此一來，就不會儲存動態控制項的資訊，控制項的後續版本也不會發

生衝突。 

要以程式控制方式動態將控制項加至 ASP.NET 網頁，您的程式碼必須依序

執行下列處理： 

3. 建立控制項的執行個體並設定其屬性。 

4. 將控制項加至網頁上既存之容器的 Controls 集合中。 

 

圖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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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範例   示範如何動態加入伺服器控制項 

圖表 4-5 是網頁範例 CH4_DemoForm001.aspx 的執行畫面，它示範如何於執

行階段動態加入伺服器控制項至 ASP.NET 網頁中，其使用技巧如下所示： 

 於設計階段時先於網頁中加入一個 PlaceHolder伺服器控制項以便以它

作為容器 

 如圖表 4-5 所示，一開始會在網頁上加入 3 個按鈕。欲完成此處理，必

須於網頁的 Load 事件處理常式中撰寫下列程式碼： 

Protected Sub Page_Load(ByVal sender As 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_ 

  Handles Me.Load 

  ' 動態建立 3 個按鈕。 

  Dim btnClick As Button = New Button() 

  btnClick.Text = "第一個按鈕" 

  PlaceHolder1.Controls.Add(btnClick) 

  btnClick = New Button() 

  btnClick.Text = "第二個按鈕" 

  PlaceHolder1.Controls.Add(btnClick) 

  btnClick = New Button() 

  btnClick.Text = "第三個按鈕" 

  PlaceHolder1.Controls.Add(btnClick) 

End Sub 

 如圖表 4-6 所示，當您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某個數目字之後，會自動加入

該 數 目 的 按 鈕 。 欲 完 成 此 項 作 業 ， 必 須 於 下 拉 式 清 單 的

SelectedIndexChanged 事件處理常式中撰寫下列程式碼： 

Protected Sub DropDownList1_SelectedIndexChanged(ByVal sender As Object, _ 

  ByVal e As EventArgs) Handles DropDownList1.SelectedIndexChanged 

  Dim i, numButtons As Integer 

 

  ' 取得使用者所選取的選項以便決定要動態建立多少個按鈕。 

  numButtons = CInt(DropDownList1.SelectedItem.Text) 

  For i = 1 To numButtons 

            ' 加入一個 HTML <br /> 標記。 

      Dim spacer As LiteralControl = New LiteralControl("<br />") 

      PlaceHolder1.Controls.Add(spacer) 

 

      Dim myButton As Button = New 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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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設定按鈕的 Text 與 ID 屬性。 

      myButton.Text = "按鈕 " & i 

      myButton.ID = "myButton " & i 

      PlaceHolder1.Controls.Add(myButton) 

  Next 

End Sub 

 

圖表 4-6 

 別忘了將下拉式清單（亦即 DropDrownList 伺服器控制項）的

AutoPostBack 屬性設定成 True。 

4-6 於設計階段設定伺服器控制項的屬性 

藉由設定控制項的屬性，可以決定其外觀與行為模式，以便使其依您所希望

的方式來運作。本節將先討論如何於設計階段設定控制項的屬性，至於如何

在執行階段設定控制項的屬性，則留待後兩節說明。 

欲於網頁編輯器中設定控制項的屬性，可以採用下列兩種方法： 

 於「設計」檢視中選取控制項，接著於「屬性」視窗中找到所需的屬性

並設定其值。 

 如果您想要使用 ASP.NET 語法以自行編寫程式碼的方式來設定控制項

的屬性，請切換至「原始檔」檢視中，然後直接修改控制項的屬性設定

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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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以程式控制方式設定伺服器控制項的屬性 

在許多情況下，我們皆需要在執行階段機動設定伺服器控制項的屬性，以便

適時變更其外觀與行為模式來符合當時的情境。欲完成此項作業，必須以程

式控制方式來設定屬性。 

伺服器控制項的屬性屬於強型別（Strongly Typed），所以要使用什麼技術

來設定屬性端視您所設定之屬性型別而定。比方說，設定寬度等單位屬性就

與設定顏色屬性不同。在此我們將說明如何去設定不同型別的屬性。 

4-7.1 動態使用常數值設定屬性 

如果伺服器控制項屬性的資料型別是基本型別（String、Boolean、或數字型

別），則您只需將所要設定的資料值指派給屬性即可。 

網頁範例   示範使用常數值動態設定屬性 

我們在網頁範例CH4_DemoForm002.aspx的Load事件處理常式中撰寫下列

程式碼，以便示範使用常數值動態設定屬性： 

Protected Sub Page_Load(ByVal sender As 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_ 

  Handles Me.Load 

  ' 設定 Label 伺服器控制項的 Text 屬性。 

  Label1.Text = "請輸入姓名：" 

 

  ' 宣告一個 String 變數並指派其值。 

  Dim varName As String = "章立民研究室" 

 

  ' 將數目字 20 指派給 TextBox 伺服器控制項的 MaxLength 屬性。 

  TextBox1.MaxLength = 20 

 

  ' 將變數 varName 指派給 TextBox 伺服器控制項的 Text 屬性。 

  TextBox1.Text = varName 

End Sub 

您可以自行比較網頁範例CH4_DemoForm002.aspx在設計階段與執行階段

的外觀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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