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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跨裝置網頁設計

1-1 網頁設計流程
網頁設計流程大致上可以分成如下圖的四個階段，以下就為您做說明。

1-1-1 蒐集資料與規劃網站架構
蒐集資料與規劃網站架構是網頁設計的首要步驟，除了釐清網站所要傳遞的

內容，最重要的是確立網站的主題與目標族群，然後將網站的內容規劃成階

層式架構，也就是規劃出組成網站的網頁 (裡面可能包括文字、圖形、聲音
與視訊 )，並根據主題與目標族群決定網頁的呈現方式，下列幾個問題值得您 
深思：

�� 網站的建置是為了銷售產品或服務？塑造並宣傳企業形象？還是方便業務

聯繫？抑或個人興趣分享？若網站本身具有商業目的，那麼您還需要進一

步瞭解其行業背景，包括產品類型、企業文化、品牌理念、競爭對手等。

�� 網站的建置與經營需要投入多少時間與資源？您打算如何行銷網站？有哪

些管道及相關的費用？

�� 網站的獲利模式為何？例如銷售產品或服務、廣告收益、手續費或其它。

�� 網站將提供哪些資源或服務給哪些對象？若是個人的話，那麼其統計資料

為何？包括年齡層分佈、男性與女性的比例、教育程度、職業、婚姻狀

況、居住地區、上網的頻率與時數、使用哪些裝置上網等；若是公司的

話，那麼其統計資料為何？包括公司的規模、營業項目與預算。

關於這些對象，他們有哪些共同的特徵或需求？比方說，彩妝網站的使用

者可能鎖定為時尚愛美的女性，所以其首頁往往呈現出豔麗的視覺效果，

好緊緊抓住使用者的目光，而入口網站或購物網站的使用者比較廣泛，所

以其首頁通常涵蓋了琳瑯滿目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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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上是否已經有相同類型的網站？如何讓自己的網站比這些網站更吸引

目標族群？因為人們往往只記得第一名的網站，卻分不清楚第二名之後的

網站，所以定位清楚且內容專業將是網站勝出的關鍵，光是一味的模仿，

只會讓網站流於平庸化。

1-1-2 網頁製作與測試
在這個階段中，您要著手製作階段一所規劃的網頁，常見的網頁編輯軟體分成

兩種類型，其一是純文字編輯軟體，例如記事本、Notepad++，其二是所視即
所得網頁編輯軟體，例如 Dreamweaver，而且必要時可能要搭配 Photoshop、
Illustrator、CorelDRAW等影像處理軟體來設計網頁背景、標題圖片、按鈕、動
畫等。待網頁製作完畢後，還要測試各個元件能否運作。

對於想學習 HTML的人來說，純文字編輯軟體是較佳的選擇，因為它可以讓
使用者專注於 HTML語法，不像所視即所得網頁編輯軟體會產生多餘的或特
有的 HTML元素，造成初學者的困擾；相反的，對於不想學習 HTML只想快
速編輯網頁的人來說，所視即所得網頁編輯軟體是較佳的選擇，因為它隔絕了

使用者與 HTML語法，即便不具備程式設計基礎，一樣能夠設計出圖文並茂
的網頁。

彩妝網站的首頁往
往呈現出豔麗的視
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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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行動版網頁 V.S. 行動應用程式 (App)
我們在第 15章介紹過行動版網頁和 PC版網頁的差異，同時也介紹了行動版
網頁的設計原則。基本上，行動版網頁和 PC版網頁都是透過瀏覽器執行，操
作經驗較為類似，而行動應用程式 (mobile application) 指的是 App，也就是在
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上執行的微型應用程式，通常具有單手觸

控、容易操作等特點。根據不同的開發方式，行動應用程式又可以分為 Native 
App、Web App、Hybrid App等類型。

19-1-1 Native App (原生應用程式 )
Native App指的是根據不同的平台，使用官方建議的程式語言來撰寫程式，
然後使用官方提供的 SDK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將程式編譯成可安裝
與可執行的應用程式，例如 iOS、Android平台官方建議的程式語言分別為
Objective-C和 Java，而 SDK分別為 iOS SDK和 Android SDK。

由於 Native App可以結合行動裝置的照相機、錄音、GPS、觸控、加速器、感
測器、無線通訊、聯絡人、簡訊、撥號等功能，再加上開發人員無窮盡的創

意，使得 Native App的應用廣泛，無論是小遊戲、照相、攝影、即時通訊、導
航、在地服務、電子書、音樂 /影片播放、影像處理、電子郵件、行事曆等各
式用途，都有許多 Native App可以選擇，下面是幾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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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使用者從 App Store、Google Play、Windows Store等軟體商店下載的 App
大多屬於 Native App，其優點包括：

�� 執行效能較佳。

�� 支援離線操作。

�� 能夠使用行動裝置的照相機、GPS、觸控、加速器、感測器等功能。

�� 能夠存取行動裝置的聯絡人、簡訊、電子郵件等資訊。

不過，Native App的開發門檻較高，一來是不同的行動裝置有不同的平台，二
來是不同的平台支援不同的程式語言、SDK與整合開發環境，例如 Android
平台通常使用 Java和 Android Studio環境，iOS平台通常使用 Objective-C和
Xcode環境，而Windows Phone平台通常使用 C# 和 Visual Studio環境，若要開
發適用於各個平台的 Native App，就要撰寫數種版本。

19-1-2 Web App (Web應用程式 )
由於原本一些需要 Native App才做得出來的效果，現在也能使用 HTML5與
CSS3來完成，加上行動瀏覽器對於 HTML5與 CSS3的支援程度愈來愈好，開
始有人使用 HTML5與 CSS3開發行動應用程式，我們將這類透過瀏覽器執行
的行動應用程式稱為Web App，例如 Google+、Google地圖就是屬於Web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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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App的開發門檻與部署成本較低，同時具有跨平台的特性，只要開發一個
版本，就可以在多數平台上執行。雖然有這些優點，Web App的數量卻遠不及
Native App，主要的問題如下：

�� 無法使用行動裝置的照相機、GPS、觸控、加速器、感測器等功能。

�� 行動瀏覽器不好操作，尤其是要透過虛擬鍵盤輸入網址或資料，不太方便。

�� HTML5雖然支援離線操作，但多數Web App仍要在連線狀態下執行。

19-1-3 Hybrid App (混合型應用程式 )
Hybrid App是使用 HTML5、CSS3、JavaScript等技術開發Web App，然後透
過諸如 PhoneGap、Appcelerator Titanium、Sencha Touch等包裝框架 (wrapper 
framework)，將Web App包裝成像 Native App一樣可以離線操作的行動應用程
式，然後透過軟體商店進行下載與安裝，而不再需要透過瀏覽器執行。

Hybrid App結合了 Native App和Web App的優點，包括：

�� 開發門檻與部署成本較低，因為和 Java、Objective-C等程式語言比起來，
HTML5、CSS3、JavaScript顯得容易學習多了。

�� 具有跨平台的特性，因為是以Web App為基礎。

�� 執行效能較佳、支援離線操作、能夠使用行動裝置的功能、操作方式與

Native App相同，因為被包裝成 Native App。

TIP
PhoneGap是 Adobe公司推出的跨平台行動開發解決方案，一個免費的開放原

始碼包裝框架，可以將使用 HTML5、CSS3、JavaScript等技術開發的行動網

站或Web App包裝成像 Native App一樣安裝在行動裝置上、無需透過瀏覽器執

行的 Hybrid App，而且能夠在 Android、iOS、Windows Phone等多種平台上執

行。網頁設計人員還可以透過 PhoneGap提供的 API與外掛程式 (plugin) 使用

行動裝置的照相機、錄音、GPS、觸控、加速器、感測器等功能。我們會在第

19-3節示範如何透過PhoneGap Build雲端服務將行動網站轉換成Hybrid App。

何謂 Phone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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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行動網站實例
在本章中，我們會示範如何透過 PhoneGap Build雲端服務將使用 HTML5、
CSS3、JavaScript等技術開發的行動網站，轉換成像 Native App一樣安裝在行
動裝置上、無需透過瀏覽器執行的 Hybrid App。在示範轉換步驟之前，我們要
先開發一個行動網站，然後將相關的檔案上傳到Web伺服器，並透過瀏覽器
執行，瀏覽結果如以下各圖。

(圖 1.1)

(圖 1)

(圖 1.3) (圖 1.2.1) (圖 1.2.2)

(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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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頁包含頁首、內容和頁尾，內容的部分有一張圖片和「故事介紹」、「角

色介紹」、「航海王官方網站」等三個按鈕，如圖 1。

�� 當點取「故事介紹」時，會以對話方塊的形式顯示航海王的故事介紹，如

圖 1.1，若要返回首頁，可以點取左上角的關閉按鈕。

�� 當點取「角色介紹」時，會以另一個內部頁面顯示航海王的角色介紹，

如圖 1.2。若要顯示上一個角色，可以點取導覽列的「上一個」按鈕，如
圖 1.2.1；若要顯示下一個角色，可以點取導覽列的「下一個」按鈕，如圖
1.2.2；若要返回首頁，可以點取「回首頁」按鈕。

�� 當點取「航海王官方網站」時，會連結到外部網站 http://www.ttv.com.tw/
drama/2005/cartoon/onepeace/01-story.htm，如圖 1.3。

19-2-1 設計行動網站介面
這個行動網站是由下列幾個檔案所組成。

檔案名稱 說明

index.html
這個主檔案包含「首頁」、「故事介紹」、「角色介紹」等三個頁面，瀏覽

結果如圖 1、圖 1.1、圖 1.2。

piece.jpg  這張圖片放在「首頁」頁面。

piece1.jpg  這張圖片放在「角色介紹」頁面。

piece2.jpg  這張圖片放在「角色介紹」頁面。

piece3.jpg  這張圖片放在「角色介紹」頁面。

首先，我們可以擬定 <index.html> 的頁面結構如下，共包含「首頁」、「故事介
紹」、「角色介紹」等三個頁面，id分別為 "home"、"story"、"role"。



19-7

將行動網站轉換成 App

<body>  

  <div data-role="page" id="home">

    <div data-role="header" data-position="fixed">

    </div>

    <div data-role="content"> 

    </div>

    <div data-role="footer" data-position="fixed">

    </div>

  </div>

  <div data-role="page" id="story">

    <div data-role="header">

    </div>

    <div data-role="content">

    </div>

  </div>

  <div data-role="page" id="role">

    <div data-role="header"> 

    </div>

    <div data-role="content">

    </div>

    <div data-role="footer" data-position="fixed">

    </div>

  </div>

</body>                   

接著，我們可以一一填入各個頁面的內容如下。

<body>

  <div data-role="page" id="home">

    <div data-role="header" data-position="fixed">

      <h1>航海王 </h1>

    </div>

    <div data-role="content">

      <img src="piece.jpg" width="100%"> 

      <a href="#story" data-rel="dialog" data-role="button" data-icon="arrow-r">故事介紹 </a>

      <a href="#role" data-role="button" data-icon="arrow-r">角色介紹 </a>

      <a href="http://www.ttv.com.tw/drama/2005/cartoon/onepeace/01-story.htm" 

         data-rel="external" data-role="button" data-icon="arrow-r">航海王官方網站 </a>

a

d

c

b

e

a   「首頁」頁面  

b   「故事介紹」頁面

c   「角色介紹」頁面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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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div data-role="footer" data-position="fixed">

      <h4>&copy;快樂影視 </h4>

    </div>

  </div>

  <div data-role="page" id="story">

    <div data-role="header">

      <h1>故事介紹 </h1>

    </div>

    <div data-role="content">

      <p>海賊王黃金．羅傑遺留下一個被稱為 ONEPIECE的神秘寶藏，

      而主角「魯夫」找了海盜剋星「索隆」、女賊「娜美」、

      可愛馴鹿「喬巴」等幾位夥伴要一起尋找傳說中的寶藏。</p>

    </div>

  </div>

  <div data-role="page" id="role">

    <div data-role="header">

      <h1>人物介紹 </h1> 

    </div>

    <div data-role="content">

      <img id="roleimg" src="piece1.jpg" width="100%">

      <p id="rolemsg">「喬巴」－夢想成為能治百病的神醫。</p>

    </div>

    <div data-role="footer" data-position="fixed">

      <div data-role="navbar">

        <ul>

          <li><a href="#home" class="ui-btn-active ui-state-persist">回首頁 </a></li>

          <li><a href="javascript:prev();">上一個 </a></li>

          <li><a href="javascript:next();">下一個 </a></li>

        </ul>

      </div>

    </div>

  </div>

</body>

g
h

i

 d  指定以對話方塊的形式顯示 "story" 頁面的故事介紹

 e  指定以另一個內部頁面顯示 "role" 頁面的角色介紹

 f  指定連結到外部網站

 g   在頁尾放入一個導覽列，裡面有「回首頁」、「上一
個」、「下一個」三個項目

 h   指定點取超連結時就呼叫 prev() 函式

 i  指定點取超連結時就呼叫 next() 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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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加入 JavaScript程式碼
記得我們在前一節設計行動網站介面的最後有呼叫 prev() 和 next() 兩個
JavaScript函式嗎？前者的用途是顯示下一個角色的圖片和說明，而後者的用
途是顯示上一個角色的圖片和說明，因此，我們只要在這個行動網站的 <head> 
元素裡面加入如下的 <script> 元素 (標示為藍字的部分 )，就大功告成了。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我的 jQuery Mobile程式 </title>

    <link rel="stylesheet" href="http://code.jquery.com/mobile/1.4.5/jquery.mobile-1.4.5.min.css" />

    <script src="http://code.jquery.com/jquery-2.2.3.min.js"></script>

    <script src="http://code.jquery.com/mobile/1.4.5/jquery.mobile-1.4.5.min.js"></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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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ipt>

      var i = 0;   //變數 i用來記錄圖片陣列和說明陣列的索引

      var img = new Array("piece1.jpg", "piece2.jpg", "piece3.jpg");

      var msg = new Array("「喬巴」－夢想成為能治百病的神醫。", 

        "「索隆」－夢想成為世界第一的劍士。", 

        "「佛朗基」－傳說中的船匠湯姆的弟子，打造了千陽號。"); 

      function prev(){

        i--;     //將索引遞減 1

        if (i < 0) {i = 2;}  //若 i小於陣列的最小索引，就重設為最大索引

        $("#roleimg").attr("src", img[i]);

        $("#rolemsg").text(msg[i]);

      }

      function next(){

        i++;     //將索引遞增 1

        if (i > 2) {i = 0;}  //若 i大於陣列的最大索引，就重設為最小索引

        $("#roleimg").attr("src", img[i]);

        $("#rolemsg").text(msg[i]);

      }

    </script>

  </head>

<\Ch19\index.html> (下頁續 1/2)

a
b

 a  呼叫 jQuery提供的 attr() 方法將 id屬性為 
"roleimg" 之元素的 src屬性指定為 img[i] 的
圖片

 b  呼叫 jQuery提供的 text() 方法將 id屬性為 
"rolemsg" 之元素的文字指定為 msg[i] 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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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dy>

    <div data-role="page" id="home">

      <div data-role="header" data-position="fixed"><h1>航海王 </h1></div>

      <div data-role="content">

        <img src="piece.jpg" width="100%"> 

        <a href="#story" data-rel="dialog" data-role="button" data-icon="arrow-r">故事介紹 </a>

        <a href="#role" data-role="button" data-icon="arrow-r">角色介紹 </a>

        <a href="http://www.ttv.com.tw/drama/2005/cartoon/onepeace/01-story.htm" 

           data-rel="external" data-role="button" data-icon="arrow-r">航海王官方網站 </a>

      </div>

      <div data-role="footer" data-position="fixed"><h4>&copy;快樂影視 </h4></div>

    </div>

    <div data-role="page" id="story">

      <div data-role="header"><h1>故事介紹 </h1></div>

      <div data-role="content">

        <p>海賊王黃金．羅傑遺留下一個被稱為 ONEPIECE的神秘寶藏，

        而主角「魯夫」找了海盜剋星「索隆」、女賊「娜美」、

        可愛馴鹿「喬巴」等幾位夥伴要一起尋找傳說中的寶藏。</p>

      </div>

    </div>

    <div data-role="page" id="role">

      <div data-role="header"><h1>人物介紹 </h1></div>

      <div data-role="content">

        <img id="roleimg" src="piece1.jpg" width="100%">

        <p id="rolemsg">「喬巴」－夢想成為能治百病的神醫。</p>

      </div>

      <div data-role="footer" data-position="fixed">

        <div data-role="navbar">

          <ul>

            <li><a href="#home" class="ui-btn-active ui-state-persist">回首頁 </a></li>

            <li><a href="javascript:prev();">上一個 </a></li>

            <li><a href="javascript:next();">下一個 </a></li>

          </ul>

        </div>

      </div>

    </div>

  </body>

</html>

<\Ch19\index.html >(接上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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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透過 PhoneGap Build將行動網站轉換成 App
和 Native App比起來，行動網站的開發門檻與部署成本雖然較低，但它必須透
過瀏覽器執行，而且無法存取行動裝置的功能。為了讓行動網站也能像 Native 
App一樣擁有較佳的執行效能、支援離線操作、能夠使用行動裝置的功能，
我們可以透過類似 PhoneGap、Appcelerator Titanium、Sencha Touch等包裝框架 
(wrapper framework)，將行動網站轉換成 Hybrid App。

19-3-1 PhoneGap Build簡介
PhoneGap是 Adobe公司推出的跨平台行動開發解決方案，一個免費的開放原
始碼包裝框架，可以將使用 HTML5、CSS3、JavaScript等技術開發的行動網站
或Web App包裝成像 Native App一樣安裝在行動裝置上、無需透過瀏覽器執
行的 Hybrid App，而且能夠在 Android、iOS、Windows Phone等多種平台上執
行。網頁設計人員還可以透過 PhoneGap提供的 API與外掛程式 (plugin) 使用行
動裝置的照相機、錄音、GPS、觸控、加速器、感測器等功能。

事實上，PhoneGap原是 Nitobi Software公司所開發，之後被 Adobe公司併購，
然後捐贈給非營利的 Apache軟體基金會，並啟動一項名稱為 Apache Cordova
的專案，繼續以開放原始碼的方式維護 PhoneGap。

至於 PhoneGap Build則是奠基於 PhoneGap的雲端服務工具，使用者只要將撰寫
好的網頁原始檔案和下一節所要介紹的組態檔案 config.xml壓縮為一個 ZIP檔，
然後上傳到 PhoneGap Build雲端伺服器進行建置，就可以產生跨平台的App。

PhoneGap Build預設會產生安裝到 Android和Windows Phone平台的 App，副檔
名為 .apk和 .xap。若要產生發佈到 Google Play的 App，那麼還要上傳私人金鑰
檔到 PhoneGap Build；若要產生安裝到 iOS平台的 App，那麼還要替 App加上
憑證，也就必須先付費註冊成為 iOS的開發者會員 (一年約 3200元 )。

在接下來的小節中，我們將示範如何透過 PhoneGap Build將行動網站建置為
Android平台的 App，之所以使用 PhoneGap Build，而不使用 PhoneGap，主要
的原因是前者不像後者需要先針對不同平台安裝對應的 SDK。此外，由於在建
置 iOS平台的 App之前，需要先付費註冊成為 iOS的開發者會員，因此，我們
僅以免費的 Android平台來做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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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撰寫組態檔案 config.xml
在開始使用 PhoneGap Build之前，我們除了要備妥行動網站的原始檔案 (包
括至少一個起始檔案 index.html和相關檔案，例如圖檔、網頁、CSS樣式表、
JavaScript程式碼或其它資源 )，還要撰寫一個組態檔案 config.xml，用來將組
態設定告知 PhoneGap Build，最後再將原始檔案和 config.xml壓縮為一個 ZIP
檔，而且 config.xml必須放在和 index.html同一層，才不會載入失敗。

下面是一個樣板，藍字標示的部分請根據實際情況做填寫。有關 config.xml完
整的說明，可以參考 http://docs.build.phonegap.com/en_US/index.ht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widget xmlns = "http://www.w3.org/ns/widgets"

        xmlns:gap = "http://phonegap.com/ns/1.0"

        id        = "piece"

        versionCode="10" 

        version   = "1.0.0">

    <!-- versionCode is optional and Android only -->

    <name>piece</name>

    <description>

        航海王尋寶之旅

    </description>

    <author href="http://www.arts.idv.tw/~jeanchen" email="jeanchen@hotmail.com">

        Jean Chen

    </author>

    <preference name="phonegap-version" value="3.5.0" />

  </widget>

<\Ch20\config.xml>

 a   id屬性是 App的識別字，為了適用於不同平台，建議採用反向網域名稱格式 
(reverse-domain name style)，例如 com.yourcompany.yourapp。

 b  versionCode (optional) 屬性是對應 Android平台的 versionCode屬性，詳細的資訊可
以參考 Android文件。

 c  version屬性是 App的版本，建議採用「主版本 .副版本 .補充版本」格式，預設值為 1.0.0。

 d   <name> 標籤用來設定 App的名稱。

 e   <description> 標籤用來設定 App的描述。

 f  <author> 標籤用來設定 App的作者資訊，包括作者的網址、電子郵件地址和名稱。

 g <preference> 標籤用來設定參數，此處是設定 PhoneGap的版本。

a
b
c

d
e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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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

(        ) 1. 下列何者指的是根據不同的平台，使用官方建議的程式語言和 SDK
所建立的行動應用程式 (App)？

A. Native App         
B. Web App
C. Hybrid App     
D. 行動版網頁

(        ) 2.  下列何者無法存取行動裝置的照相機功能？

A. Native App 
B. Web App
C. Hybrid App 
D. 行動版網頁

(        ) 3. 下列何者可以將行動網站轉換成 Hybrid App？

A. Word 
B. Skype
C. Xcode 
D. PhoneGap

(        ) 4. 在 PhoneGap Build的組態檔案 config.xml中，下列哪個標籤可以用來
設定 PhoneGap的版本？

A. <version> 
B. <preference>
C. <icon> 
D. <name>

(        ) 5. 在 PhoneGap Build的組態檔案 config.xml中，下列哪個標籤可以用來
設定 App專屬的圖示？

A. <version> 
B. <preference>
C. <icon> 
D. <n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