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大多數網頁設計書籍充斥著最新技術與範例，讓讀者能夠立即上手使

用，這些書裡經常充滿大量說明文字，說明每個 HTML標籤的適用情
境以及每個 CSS屬性的作用，大多也會包含一個或多個各種型式的範
例專案，讓讀者能夠按部就班的結合程式碼範例。

這本不是這種類型的書，這是介紹在持續變化、持續演進的環境中設

計網頁的哲學性的書。

你可以在市面上買到成千上萬的技術性書籍，也有千百篇技術相關的

文章可讀，其中有許多傑出的作品，但可惜的是這些著作在書店書架

上的壽命大多只有數個月的時間。

技術、瀏覽器、工具⋯會持續不斷的改變，為了跟上這些風潮，我也

花了不少時間，而且常常覺得自己漫無目的的漂流在一望無際的技

術汪洋中，建立網站有太多的選擇與方法，在隨著浪潮各處漂流的時

候，會將目光聚焦在一個東西，讓自己知道所在的位置以及週遭發生

的事物：漸進增強（progressive enhancement）的哲學。

這個哲學是適應式的網頁設計方法，能讓我確立自己的立足之地，妥

善的安排各樣新技術、技巧與思維；此外，這種哲學也讓我所建立的

網站更為強固，用更少的力氣就能夠接觸到更多的使用者。它幫助筆

者成為更好的網頁設計師，相信同樣也能夠幫助各位讀者。



「那些在網頁上貼上『本網頁在 X
瀏覽器上有最佳效果』標籤的人
仍然懷念著過去美好的日子，那
時候還很少有機會讀到由其他電
腦、文字處理器或網路建立的文
件。」

— Tim Berners Lee



Web上唯一不變的就是變，一直出現新的設計潮流、新的熱門語言、
框架或工具，嶄新的瀏覽設備或是為「Web」添加新的意義。

要理解一個持續變化的產業十分困難，這讓我很頭痛，相信所有曾經

從事網頁工作的人也都有類似的感受。

筆者從事 Web工作二十多年了，看到同樣的循環一再的出現，Java 
applet、Shockwave、Flash、Prototype、jQuery、960gs、Bootstrap、
Angular、React等等，技術來來去去，只有 Web依然存在；螢幕從小
變大又變小，只有Web依然存在，建立有圍牆的花園又為了「app」商
店拆掉圍牆，接著又建立更多的圍牆，只有Web依然存在。

Web依然存在，因為它不限定螢幕尺寸；Web依然存在，因為它不限
定設備；Web不需要安裝；Web天生就有恢復力與無限的可塑性；
Web能夠到達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接觸任何人。

CHAPTER 1
為使用者經驗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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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聰明，手機傻瓜
在 2012年初期，我的公司開始與一個新客戶合作，他們當時面臨了行
動 app的安全性問題，他們有許多的原生 app，全都採用相同的慣例透
過 web service認證使用者。他們非常重視安全性，但這樣的架構也成
為部署新安全功能的瓶頸，要推出新的安全功能（例如像是「你的第

一個學校的名字是什麼？」之類的安全性問題），必須經過以下極為冗

長、痛苦的程序：

1. 實作新的安全功能。

2. 將新功能以 web service的方式提供使用。

3. 更新所有的 app採用新的 web service（可能還包含使用者介面的變
動等等）。

4. 將新 app送交審核。

5. 希望使用者都會下載新版的 app。

客戶希望我們重新構思整個認證流程，能夠從 app（在 iPhone、iPad與
Android各有不同的 app）啟動Web式的流程，再回報使用者是否成功
的登入系統。這種方式能讓 app與認證流程間成為鬆散耦合（loosely 
couple），表示新的安全功能夠立即的推出，讓使用者能從原生 app內
部透過網頁認證讓所有參與其中的人都得到好處。

儘管專案的目標是為特定三個平台上的行動 app提供認證，我們所建
立的網頁並沒有限定使用特定的技術或螢幕尺寸，反而以所有的介面

元件與螢幕為目標，使用響應式（responsive）的版型（layout），從極
小的螢幕一路適用到大型螢幕，而且全部採取非侵入性（unobtrusive）
的方式實作 HTML5與 JavaScript。我們想要使用最新最酷炫的功能
（例如原生的表單驗證）同時又保有較小的檔案大小，並且確保網頁

在缺少 HTML5或 JavaScript時仍然能夠運作正常。

專案結束後幾個月，客戶又找我們討論第二個專案：他們想將認證流

程擴展到「m-dot」使用者（透過行動網頁的使用者），他們提供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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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將近 1,400個 User Agent字串的清單，列出過去兩天內使用登入畫
面的存取記錄，要我們評估有沒有辦法處理。我們剖析清單內容之後 1

產生了一份較能夠處理的清單，列出用於測試的設備與設備類型，其

中的 25種設備就涵蓋了 1,400個設備中的百分之九十七，剩下的百分
之三只是使用設備中的長尾，能夠安心的假設修正這百分之九十七設

備的問題也很可能會修正剩下的百分之三設備所會遇到的問題，也就

是說，剩下的問題我們打算等到問題出現才作修正。

這 1,400個新設備其中包含了一些十分古老的瀏覽器（例如 BlackBerry 
4以及 Openwave），這個專案的預算只有之前支援三個平台專案的三分
之一。

各位先想想這些數據代表的意義。

令人意外的是：滿足所有的要求之後，不論從實際請款的工時或完成

時間來看，都只有原先預估的一半；由於提前完成對我們有很大的

好處（能夠展現我們的能力），而且也讓接洽的客戶代表在主管面前

露臉，因為他幫公司節省了可觀的專案預算（這在企業領域可是十分 
少見）。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成果與我們除蟲的能力或開發速度無關，我們只是

忠實的遵循漸進增強的哲學罷了。

漸進增強是種接受Web所有特質的網站設計哲學，與設備或瀏覽器無
關，也跟使用的 HTML或 CSS版本無關。採用漸進增強代表精心製作
提供給使用者的體驗，讓使用者存取內容時不會有技術的限制。

這聽起來很神奇，而這麼神奇的事一定得花上不少功夫對吧？實際上

並不會，一旦知道漸進增強的運作方式，更重要的是了解漸進增強有

效的原因，就會知道實際上十分簡單。就像我們常說的，漸進增強就

只是有效果。

1 藉助我建立的一小段命令稿：http://perma.cc/4EAE-Y9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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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3 年 Southwest Interactive Festival 的 South 的 演 說 中，Web 
Standards Project 的 Steve Champion 使 用 漸 進 增 強（progressive 

enhancement）來描述他對網站設計方式新的願景：從內容開始向外建

構，一旦了解漸進增強的一切，就很難用其他方式思考專案，漸進增

強就是合理。而且，在Web建立之後花了將近十年的時間才提出這種
設計網站的方式，更不用說被廣為接受需要的時間了 2。

記得Web年紀小
起初有文字 3：列模式瀏覽器（line mode browser）4，畫面一片漆黑，

接著顯現綠色文字（圖 1.1）。你知道的，就是電影上那些駭客用的 
程式。

圖 1-1　2013年重建的列模式瀏覽器

2 這方面我們仍在努力，這也是撰寫本書的原因。

3 好吧，技術上來說，一開始有個稱為 WorldWideWeb（之後改名為 Nexus）的
圖形介面瀏覽器，但只能在 NeXT 作業系統上使用，而且從來沒有移植到其他
平台。

4 我的一些朋友與同事在 2013 年再次回到 CERN，使用現代網頁技術重新建
立列模式瀏覽器，他們留下了相關的資訊，讀者可以試試看：http://perma.
cc/2UYR-HV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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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模式瀏覽支援基本的排版，如縮排、置中之類，但也就只有這樣。

不過這並不重要，在 1990年，Web還只是初生的嬰兒，主要用途就是
發佈與讀取以文字為主的內容，所以不需要太重視美觀。

我開始接觸網路是五年後的事了，那時候的情況已經有些不同。美

國國家超級計算應用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Supercomputing 
Application）的 Mosaic瀏覽器已經將圖形世界帶入Web兩年之久，而
Netscape公司的 Navigator瀏覽器也已面市一年了 5。

但筆者在 1995年的Web經驗還不是圖形化，當時我就讀於佛羅里達州
薩拉索塔（Sarasota）的 New College，必須先撥號進入學校主機才能
夠使用網際網路，所有的一切都透過命令列完成，我看到的第一個網

站（sony.com）是赤裸裸的黑與白（圖 1.2）。

圖 1.2　這是我對第一次使用 Lynx連上 sony.com所能做到最好的模擬：一片全

黑的畫面上加上一些沒有任何意義的白色文字

5 微軟公司的 Internet Explorer 才剛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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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覺得這網頁根本是個屁！很快地就不高興的切斷數據機

（modem）的連線。

各位知道嗎？我還真說對了：這樣的體驗真的是個屁！這個網站的目

的是發布 Sony的產品與歌手的資訊，卻「完全」沒有任何內容，也就
是完全喪失了原先的目的。

怎麼會這樣？嗯，設計 sony.com網站那個版本的人使用的是影像而不
是真正的頁面內容，所有的內容都呈現在 JPEG與 GIF之中，而在組
成頁面內容的時候又沒有留下含有內容資訊的 alt文字。這種做法在

1990年中期達到高峰，但無法享受內容的使用者就完全被放棄掉了。

當時的我猶豫的踏出Web的第一步，卻因為使用的工具過於老舊而無
法存取網站的內容。感覺就像是遊樂園中較矮的孩子，因為是同伴中

唯一一個身高不夠而無法搭乘遊樂設施，只好假裝自己對瘋狂搖滾樂

（Tilt-a-Whirl）沒有興趣。

和孩提時的身高一樣，筆者也沒辦法控制使用的瀏覽器，既不能直接

從網路下載也不能從店家買份 Netscape安裝。當時學校的主機還不支
援點對點協定（Point-to-Point Protocl，PPP），只能從命令列透過 Lynx
瀏覽網路。

這段經歷影響了我對 web的看法，一路以來引領著身為網頁設計師的
決策。我總會想起那段體驗以及缺少可存取性的 Web（特別是 sony.
com）所造成的影響，爛透了，我絕不願意讓其他人有相同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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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與體驗
在 Web還很年輕的年代，用來建構體驗的技術演進得很快，HTML
還不像現在一樣的標準化，微軟與網景兩家公司輪流加入新的元素

與行為，像一場無止盡的競賽。也有如 Java applet6、RealMedia、
Shockwave、Flash等許多專屬的技術，不僅使得頁面建構的程序更加
複雜，也使得使用者在使用時增加了許多額外的要求。

在業界採用了工程上從容退化（graceful degradation）的概念，確保

系統能夠在缺少或無法存取部分元件時，仍然能夠以降低服務等級的

方式持續運作；換句話說，這是種避免發生災難的哲學。在 Web實務
上，這代表開發人員假設較舊的瀏覽器或是缺乏必要外掛程式（plug-
in）的使用者會獲得較差的體驗，但大都很少花時間測試這些情境，於
是對使用者立起許多的標誌：

本網頁建議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本網頁在 Netscape有最佳效果。

本網站必須使用 Flash。

達不到要求的人滾開！

從容退化哲學相當於提供最新、最好的瀏覽器全套的體驗，同時提供

刪減功能後的版本給那些使用老舊、較差瀏覽器的可憐蟲。

由於開發人員不喜歡直接在瀏覽器上測試，於是透過在伺服器端讀取

User Agent字串，強制設置路障（圖 1.3）7。開發人員會自我安慰，

認為只要在遇到錯誤前先阻止使用者，就能夠避免提供不良的體驗。

6 各位有用過 Java applet 讓內容看起來像是隨著水波浮動嗎？真的超酷的！

7 當然有部分的開發人員處理得很好，許多 User Agent sniffing（這是正式的名
稱）做得很差，會產生偽陽性反應，這主要是因為 User Agent 字串變化所造成
的。Nicolas Zakas 為此寫了篇很好的年表：http://perma.cc/BR7M-JE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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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沒有任何體驗真的比不太完美的體驗來得好嗎？我不這麼認為。

圖 1.3　路障頁範例，引用自 Kodak 

學自最尖端的經驗

之 前 我 曾 為 WikiHow 寫 了 個 Chrome app8， 作 為 Chrome app 以
及 Chrome Web Store 的展示範例，客戶希望能夠有最炫的 CSS3 動
畫、transition、web fonts、WebSQL資料庫、支援離線操作以及其他
「HTML5」特有的功能與花樣。由於目標平台只是單一個特定的瀏覽
器，我同意採取單一頁面應用（single-page app）的做法，應用程式提
供了從容退化（禁止非 WebKit架構的瀏覽器使用），但沒有採用漸進
增強。

8 http://perma.cc/5KE9-GK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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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拉到一年後，客戶又回來要求加上 Firefox以及 Internet Explorer
（IE）9+的支援，天啊！

由於原先的應用是針對WebKit製作，新的要求有不小的挑戰性，除
了必須實作額外的實驗性 CSS功能，還必須處理各瀏覽器間 DOM
（document object model）以及 JavaScript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應用程式介面）的差異，其中最大的問題在於 Firefox與 IE
並不支援WebSQL。

各位知道的，在這一年間，由於承受了（主要來自 Mozilla與微軟）很
大的反對，WebSQL被W3C（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負責監督
大多數網頁標準的組織）給廢除了，Firefox與 IE不論是現在與未來都
不會提供支援，IndexedDB是取代 WebSQL的新技術，但當時還沒有
任何瀏覽器提供實作，最後只能在 localStorage上開發包覆程式，

提供類似 WebSQL的行為，所幸這能夠避免重寫大部分的 app，也意
外的提高了程式的執行速度。

新的相容功能專案的總成本大約是前一次專案的百分之四十，由於無

法重來，所以無法完全確定，但依經驗如果原來的專案能夠採用漸進

增強的作法，需要的成本應該不到百分之四十。此外，app還會比現在
還好，即使沒有 JavaScript也能夠正常運作。

依據我與其他設計師討論的經驗，40%的估計十分正確但可能還太
低了。在多年後一次 Google Map的討論，該團隊最初建立 Maps時
（使用了各種的 Ajax技巧）並沒有考慮到可存取性，而且必須要有
JavaScript才能夠使用。根據傳聞（我早忘了是誰說的了）翻新 Maps
所花的成本大約是一開始就採取漸進增強的兩倍，對於傳聞當然需要

持保留的態度，但仍然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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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比較這個故事跟之前提到的案例，在增加百分之四十的預算額

外支援兩個瀏覽器，與百分之十五的預算支援 1,400個瀏覽器相比，我
很確定自己的選擇，漸進增強在一開始的確需要考慮較多的條件，但

這些額外的時間會隨著練習而減少，而且這種哲學會隨著時間得到巨

大的回報，接觸更多使用者、更少負擔以及更不會頭痛。

在用更少的費用（與更少的頭痛）觸及更多瀏覽器、設備與（終端）

使用者上，漸進增強徹底的勝過從容退化，這是怎麼做到的？

首先，漸進增強體認到體驗具有連續的特性。

無法取悅所有人
要對存取網站的每個人都提供所有細節極近完美（pixel-perfect）、完全
相同的體驗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需要考慮的因素太多太多了。

從技術面來看，需要考慮螢幕尺寸、顯示密度、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中央處理單元）速度、RAM（random-access memory，隨機存取
記憶體）數量、配備的感應器、可使用的功能、互動方式⋯還有⋯作業

系統、作業系統版本、瀏覽器、瀏覽器版本、外掛、外掛版本、網路速

度、網路延遲、網路擁塞、防火牆、代理伺服器、路由器還有其他數十

種沒辦法脫口而出的技術問題需要考慮。

這還沒有算到使用者與產品互動的體驗。

從人的方面必須考慮讀寫能力、閱讀能力、對特定領域的理解程度、

學習障礙或閱讀障礙等認知缺陷、注意力缺損問題、環境上對注意力

的影響、視覺缺陷、聽覺缺陷、運動障礙、對使用的設備操作方式的

了解狀況、對一般網頁操作熟練的程度以及其他數十種「人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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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不相同，每個來到網站的使用者也有各自特殊的需求，如視

障之類的需要會隨著時間增加且持續不變；而手腕骨折之類的則只是

暫時性的需要，還有一些則需要單純與環境以及當時所使用的設備以

及設備的技術功能與限制有關。

要為每一個人以及包含所有要素的情境建立一體適用的體驗是不可能

的事，如果時間與預算沒有任何限制，也許還有機會達成，但有多少

人有機會在沒有任何限制的環境工作 9？設計一體通用的體驗是種傲

慢，認為自己知道所有使用者的情境以及最適合使用者的東西，實際

上，你所知道的比所認為的還要少得多。

而且，Tim Berners Lee爵士（發明World Wide Web的那個人）對Web
的願景是具有可攜性，能夠達到任何地方 10，難道這只是他的想像？

支援過去，優化未來
中學時代，我所有的文件都是在Word for MS-DOS完成，這是在特定
功能上十分傑出的軟體：讓使用者能夠專心寫作 11，雖然沒有那一大堆

的文字格式化按鈕，仍能夠泰然自若地完成需要完成的工作。

二十多年後，幾乎沒辦法讀取當年Word所建立的 DOC檔案，Word應
用程式很早就不再支援讀取與編譯古老版本的 DOC格式了。

這並不是說我在中學時代寫的東西到今天還值得一看（我很確定不是

這樣），我只是數百萬個用Word for DOS寫作的人之一，這些內容絕
大多數都遺失在歷史的洪流當中，格式的演化使得新版的Wod無法讀
取舊檔案。

9 如果讀者有幸在這樣的環境工作的話，貴單位徵人的時候請千萬記得通知我。

10 讀者可以在以下網址讀到原始的提案：http://perma.cc/H8HW-DACS。
11 筆者目前用來寫作的軟體 iA Writer 在很多方面都讓人想起 Word for MS-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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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還只是一個軟體，在軟體業甚至是Web經常都可以看到這類「重大
變更」。Angular這個十分熱門的 JavaScript框架，在 1.0到 2.0版間的
改變之大，開發人員幾乎需要將應用程式全部重寫才能夠享受到新功

能的好處。

這對檔案管理人員是很大的挑戰，即使能夠取得原始建立文件的程式，

他們還得維護一套能夠執行軟體的環境（同樣是十分困難的挑戰）。

Tim Berners Lee爵士構想World Wide Web時就想要避免這樣的問題，
他希望 Web上的文件能夠很穩固且不會過時，所以他為 Web的標準
語言 HTML寫下了指導原則，也就是 HTML 2.0的規則上是這麼說
的 12：

為了調和各版本 HTML間的實驗性與通透性，安裝的 HTML
使用者代理透過將 HTML 2.0的超集合縮小為 HTML 2.0的方
式提供支援：以開始標籤與結束標籤構成的標記語言，所有

未定義的通用識別符在符記化（tokenization）時不會對應到
任何東西，未定義的屬性（attribute）也作相同的處理，應該
忽略未知屬性的整個屬性規範（也就是未知屬性的名稱及數

值）。

也就是說，瀏覽器被要求要忽略無法理解的內容，這稱為容錯（另一

個從工程領域引用的名詞），而容錯是 HTML語言以及 CSS設計的 
中心 13。

這兩個語言都設計為「正向相容」（forward compatible），表示現在寫
的所有東西明天、明年乃至十年後依然能夠使用，這些語言設計會隨

著時間演變，藉由忽略無法理解的部分，瀏覽器給予語言成長與調整

的空間，不會遇到無法讀取內容與樣式的情形，也沒有造成瀏覽器崩

潰的風險。

12 http://perma.cc/H8HW-DACS
13 http://perma.cc/MW47-P9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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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錯讓使用者能夠用 Lynx瀏覽以 HTML5完成的網站，也能夠讓開
發人員在當試 CSS3的功能時不需要擔心對 Internet Explorer 6造成影
響。了解容錯是認識漸進增強的關鍵，容錯是漸進增強有用的原因，

能夠確保網站送出的所有內容都能夠被所有人使用與存取。

保持神志清明

想要為數以萬計的設備與瀏覽器組合提供相同的使用者體驗只是徒

勞，特別是考慮到眾多影響使用者與互動方式的人為因素，挑選正

確的戰場十分重要，Web開發者 Brad Frost很巧妙的將這種方式稱為
「支援與優化」：

除非想在可預見的未來裡自己躲在房間裡，否則沒有辦法讓

網站對所有的瀏覽器最佳化，筆者真正要求的是多作考慮。

各位並不需要用相同的方式對待 iOS與 Android上的瀏覽器，
也沒有人建議提供市面上最尖端的智慧型手機蹩腳的 WAP
網站；只是多多體貼想要與網站互動的使用者，提供他們能

夠達到功能的使用者體驗。這需要在支援條件中刪去較舒

適的假設，還需要處理許多不同的使用案例（use case），但
的確有辦法在支援次要平台的同時仍然對最先進的平台最佳

化 14。

依照這種做法，開發人員能夠盡可能的擴大內容觸及的範圍，不會受

到特定技術或功能的限制。這的確能夠輕鬆的做到，只需要專注在內

容，一層一層的逐步建立使用者體驗，瀏覽器與設備自然能夠呈現能

力相符的使用者體驗。

漸進增強並不在於瀏覽器、設備或技術，而是透過提供使用者不受技

術限制的內容，建構出呈現給使用者的體驗。漸進增強並沒有要求提

供所有使用者相同的體驗，也沒有限制開發人員一定要使用最新最酷

的技術，只是要求開發人員信守網站的目的，尊重網站的使用者，藉

由巧妙的運用各種技術，逐層的建構出驚人的使用者體驗。

14 http://perma.cc/D9ZP-H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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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器、設備與技術來來去去，結合漸進增強與開發人員創新的欲

望，建立出絕佳的產品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事。只要開發人員做出聰

明的選擇，不要著眼於吸引人的新技術與設備，反而忽略了網站的目

的與使用者的需要。

做得更少，服務更多
有許多人認為漸進增強只是在浪費時間，特別是在建立無 JavaScript體
驗上頭更是如此，例如以下這段從 Tim Kadlec部落格文章〈Crippling 
the Web〉15引用的讀者迴響：

雖然一切看起來都很美好，但不夠實際，必須要分析成本效

益，帶來下一個使用者／訪客需要付出多少成本，更重要的

是能帶來多少收益？這種太過理想的作法，如果在建立網站

時必須考慮「每一個使用者」，會留下過多的缺陷（broke），
這也是服裝只提供小、中、大以及特大四種尺寸的原因。由

於大多數人無法負擔訂製的套裝，更不要說是整個衣櫥裡的

衣服了，所以只能接受現實，購買固定的尺寸。你提出的方

式只適用於能夠看到收益的人。

Tim的回應一針見血：

我認為「支援」與「最佳化」並不相同，這並不是說你得購

買市面上所有的設備，一一測試確保在各個設備上都有相同

的外觀與行為，不需要對這些不同的設備與情境都做最佳化

（這正是需要成本效益分析的時候）。但一般來說，要對所

有的設備都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援並不會太花時間。

漸進增強能讓開發人員在這個目標上有很好的表現，有時只

是很簡單的「符合標準」，排除較老舊的瀏覽器與設備，讓

這些設備不會因為執行較先進的 JavaScript功能而有所窒礙；
兩種情境的體驗並不相同，但只要透過漸進增強確保標記內

容完整，不需要依賴 JavaScript，至少能夠提供使用者堪用的
東西。

15 http://perma.cc/AR56-T6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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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人員沒辦法測試所有的情境、所有的瀏覽器與所有的設備，即使

有人願意出錢，時間也不夠。何況根本不會有人願意出錢，開發人員

必須平衡理想的目標與實際上擁有的資源。

這正是漸進增強十分有用的原因，能夠為所有的使用者提供相同的基

準體驗，接著想辦法提升測試標的中的設備與瀏覽器的體驗。

這種做法額外的好處是，當新設備上市時，幾乎不需要任何成本就能

夠提供支援，以下的例子就是個證明：TechCrunch在 2013年重新設計
時並沒有優先考慮在微型螢幕的體驗，但允許微型螢幕存取，結果是

網站在智慧型手錶上（圖 1.4）也跟手機或桌上型螢幕一樣，有不錯的
外觀與表現。

漸進增強天生就能適應未來 16。

圖 1.4　TechCrunch在 Android穿戴設
備上的呈現效果

16 http://perma.cc/EG2P-DL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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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存取
Tim爵士對Web的願景是內容一旦建立就能夠在任何地方存取，散佈
在全球各地但彼此相關的「超媒體」（hypermedia）17能夠通過連結彼

此相連，每個人都能夠透過具備 HTML讀取能力的設備取得內容，完
全不需要付出任何費用。

歸根究底，Tim爵士的願景在於可存取性（accessibility）。

對大多數的開發人員而言，網站可存取性是事後才會考慮的問題，在

「以使用者為中心」上大家都能夠講得很漂亮，但卻常常只是把可存

取性當作「螢幕報讀機」（screen reader）的同義詞。

雖然有視覺障礙的人經常使用螢幕報讀機吸收內容，但也可能會使

用點字觸覺回饋裝置或點字印表機，或是使用鍵盤以及具有聲音提

示的觸控螢幕，甚至也能夠使用相機搭配 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與 text-to-speech讓他們能夠「閱讀」內容；視覺障礙的
確佔了人口數很大比率（特別是老年人，而每個人都會老），但這只是

「可存取性」問題的一部分罷了。

每個人都能夠從設計師考慮可存取性中得到好處，每個人都有特殊的

需求，「可存取性」在於認知每個人都有獨特需求的事實，並採取對應

的措施。

人們透過許多不同的方式取用內容以及與系統互動，與開發人員自身

的使用方式有相同處也有些方式有很大的差異。以通用存取設計表示

對網站使用者的操作方式與所在環境不採取特定觀點的假設（個人、

主管或使用者），讓使用者對取得內容的方式有絕對的決定權。

互動元件（連結、按鈕等等）的尺寸與彼此間的距離對於讓介面忠實

呈現開發人員的意圖也十分重要，各位有過因為慣用手受傷，必須以 

17 Tim 爵士使用超媒體是因為他知道 web 除了文字之外還需要包含其他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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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慣用手操作滑鼠的經驗嗎？這種經驗十分令人沮喪，特別是連結很

小或是按鈕十分接近的時候更是明顯。視覺設計也會影響可存取性。

文字與背景間的顏色對比也十分重要，確保讀者在各種光線環境都能

夠讀取內容。某些網站在戶外陽光下的手機，或是為了節省最後的電

力調降亮度時幾乎無法閱讀。顏色的挑選也是可存取性的考量。

網站與介面上的文字會直接影響使用者對網站目的、提供的產品以及

產品重要性等資訊理解的難易程度，也會影響使用者對自我、體驗

以及貴公司的認知。服務條款就是很好的例子：因為用字艱澀難以閱

讀，幾乎沒有人會讀 18，用字遣詞會影響可存取性。

網頁的大小與其使用的資源，會直接影響網頁下載的時間以及用戶取

得網頁的成本，有時甚至會影響是否能夠取得內容；有一次 YouTube
的「自動播放」功能 19，讓我無意間透過手機漫遊看了 30分鐘的高解
析度影片，花了 30美元，使用的頻寬與效能也是可存取性要素。

雖然我還可以繼續寫下去，但相信你都已經抓到重點了。

對作者而言，可存取性基本上是讓使用者有相同的機會存取網站的內

容，同時體認到每個人都有其獨特的需要：生理限制、頻寬限制、

設備限制；這些限制使得不同的使用者對相同的頁面需要有不同的 
體驗。

從手機載入網頁時，視覺上會受到螢幕解析度的限制（特別是使用的

瀏覽器鼓勵使用縮放時更是如此），而且因為手指操作的精確度比滑鼠

來得低，也就限制了對連結與按鈕的操控能力；因此在觸控螢幕上可

能需要提供不同的體驗，但仍然能夠完成使用者來到網頁希望達成的

目的，使用者需要有所體驗，更重要的是要得到適當的體驗。

18 Medium 的服務條款是個例外，寫得真是太好了！參看 http://perma.cc/EDS6-
5VZC。

19 http://perma.cc/C85G-S7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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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使用者體驗不需要完全一致，對不同人可以是不同的體驗，很多

時候會讓開發人員傷透腦筋，接受這個事實後就能夠用較少的力氣讓

網站接觸到更多的人。

使用者體驗可以也應該以連續的方式呈現，漸進增強擁抱這種連續的

體驗。

分層思考
我很喜歡用 M&M的花生巧克力（圖 1.5）類比漸進增強，每個 M&M
花生巧克力的中心是個，呃，花生。花生本身含有豐富的蛋白質與油

脂，是每個人都能享用的食物（當然不能對花生過敏），同樣的，網站

的內容也應該要能夠不需任何美化就能讓所有人享用。

圖 1.5　從花生到 M&M花生巧克力的糖果連續體

在花生外面塗上濃厚的巧克力就成了讓人嘴饞的甜點，像是花生，但

更好吃；同樣的，透過 CSS適當組織排列的內容通常會更容易理解，
讀起來也更為有趣。

在堅果仁的巧克力外頭再加上一層糖衣將會讓甜點的口感再次提昇，

同樣的，你可以在既有美麗的設計外再加上 JavaScript提供的互動，讓
使用者能夠輕易的在內容間移動或是用獨一無二又饒富趣味的方式讓

內容更為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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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類比當然太過簡化漸進增強，但能夠讓各位對其運作方式有所概

念，一層層加上的技術能夠建立不同的體驗，每一次都同樣的合乎邏

輯（與美味），而核心仍然是同樣的堅果：良好的內容。

漸進增強要求開發人員從所有人都能夠存取的共同核心體驗開始，再

逐步改善。Benjamin Hoh很精準地描述這樣的設計過程 20：

〔漸進增強〕讓設計對所有適當的情境抱持開放，而不是從

一個「完整」的體驗開始，再對不同的情境折衷。

體驗經常是從內容開始，明確、撰寫良好而且適當組織的內容能提供

網頁專案穩固的基礎，確保內容的存取不會有任何限制也同樣重要，

這表示內容必須能夠透過 HTTP存取 21。

為了增加內容的意義與表達能力就必須使用標記（markup），每個標記
元素都有特定的目的，某些會提高字詞或句子的重要性，某些能夠標

明特定段落內容在介面上扮演的角色；還有一些則是能夠將多個元素

結合成文件裡的段落。標記能賦予內容更多的意義。

視覺設計是建立頁面階層架構的方式，對比、重複、相近與對齊能引

導使用者快速輕易的在內容中瀏覽，也有助於再次強調品牌以及在僅

有的螢幕範圍內提供適當的閱讀體驗。

設計師可以使用互動設計減少介面間的不協調，隱藏不需要的內容、

根據使用者的輸入提供即時的回饋，或是讓使用者能夠在同一個頁面

完成更多操作，不需要一再更新頁面；能夠提高使用者的產出，適當

的使用這些作法甚至能夠讓網站用起來很有趣。

20 http://perma.cc/MZK5-5AL9
21 網頁開發者 Tantek Celik 這麼說：「curl 不到的東西就不存在網路上。」，參看

http://perma.cc/6Y8C-AZ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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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層層加疊的層次，每一次都能夠讓體驗更為豐富，但卻不是使用

者所獲得的唯一體驗。事實上，這些只是從最基本的體驗到最豐富的

體驗間（圖 1.6）可以明確標示的階段，使用者實際的體驗可能在圖中
線段上的多個位置變動，這不會有任何問題，只要在開發時謹記漸進

增強，就能夠讓所有的使用者獲得適當的對待。

依照漸進增強哲學所建立的網站可以讓任何人透過任何設備、搭配任

何瀏覽器使用，使用 Lynx之類文字模式瀏覽器的使用者獲得的體驗並
不需要與使用最新版 Chrome的使用者相同，關鍵在於所有的使用者
都能夠獲得正面的體驗而不是完全沒有體驗，儘管少了許多美麗的裝

飾，仍然能夠存取網站的內容。

漸進增強在很多方面都像是網站設計的禪：持續控制能夠控制的部

分，直到必須放開控制，任其自由。

瀏覽器功能

使
用
者
體
驗

加強後基準線

圖 1.6　漸進增強：使用者體驗能夠依情況許可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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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哲學
漸進增強是種哲學，能從時間、成本與觸及率上得到巨大的回報。能

提醒各位接受網頁本質的「網絡」，幫助各位用最適當的方式，到達使

用者所在的地方。

這一切都從接受體驗的連續性開始，接下來的章節會介紹使用的工

具，以及如何將漸進增強的哲學結合到原本的網頁設計流程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