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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 
對開發者來講，在處理 XML 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之一就是如何將 XML 內容

轉換成另外一種比較合適的格式。要在 ASP.NET 使用這個功能，首先我們需

要瞭解何時、以及為何要進行轉換。一旦做了決定以後，就必須了解轉換的

語法，以及如何在 .NET 這個 Managed 環境中來執行轉換。 

在本章結束時，我們將涵蓋討論以下的主題：  

 甚麼是 XSLT？  

 XSLT 文件的結構。 

 套用 XSLT 樣式表到 XML 文件上。 

 控制文件的輸出。 

 針對展示的目的來進行轉換。 

 針對 B2B 來進行轉換。 

我們將學習如何利用前一章所談到的 XPath 技術在 ASP.NET 中有效率地進行

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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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XSLT？ 
「XSLT」（Extensible Stylesheet Language Transformation）是一種宣告式的

程式語言，而它最早的前身是「XSL」（Extensible Stylesheet Language）。

XSLT 1.0 在 1999 年 11 月成為 W3C 的一個 Recommendation，而更詳細的資

訊可以在 http://www.w3.org/TR/xslt 找到。我們將在本章使用 1.0 的版本，因

為它被 .NET Framework 所支援  – 儘管在本書撰寫的同時，還有另外一個版

本在 Working Draft 的階段。 

轉換 XML 文件 
XSLT 是一種用來指示 XSLT 處理器如何將 XML 文件中的資訊轉換另外一種

我們所需要的格式的語言，而另外一種格式可能是 XML 文件（如：WML）、

HTML 文件、純文字。請注意！不同的 XSLT 引擎將對標準做不同程度的堅

持 /支援，但是在本章，我們的注意力將集中在 .NET 的行為上。 

從 XML 到 XML 

在很多情況下，我們會需要將一個 XML 文件轉換成另外一種方言的 XML 文

件。例如：請思考以下的文件片段：  

<Item> 
  <ID>ITM-1001</ID> 
  <LineOfProduct>1</LineOfProduct> 
  <ListPrice>123.45</ListPrice> 
  <QTY>1</QTY> 
  <Description>Gadget XYZ</Description> 
</Item> 

我們也許比較偏愛將這些資訊以另外一種形式表示，也許我們已經發展出的

某個元件是以以下的形式來處理資料的：  

<item id="ITM-1001" productLine="1"> 
  <quantity>1</quantity> 
  <list-price>123.45</list-price> 
  <description>Gadget XYZ</description>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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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第一個文件片段是以元素來標示資訊，而且不使用「屬性」

（Attribute）。同時，兩個文件的節點名稱也不相同，如：<QTY>與<quantity>。
而且不要忘了！XML 會將大小寫視為不同，所以<Description>跟<description>
是兩個不同的元素。 

那麼，要如何將一個文件格式轉換成另外一個呢？首先，我們可以將 XML 載

入到一個 XmlDocument 物件中，瀏覽每個節點，然後產生第二個 XmlDocument
物件。這個方式是可以運作的，但如果我們同時又要在轉換後的文件中作修

改呢？這就會變成是一個重大的挑戰，而且必須修改程式碼以產生另外一個

文件。同時，以程式設計的方式來轉換時，程式碼需要重新編譯才行。 

比較好的方法是使用 XSLT 樣式表。簡單來講，這個語言就是專門設計來做

這件事情的。其次，它可以讓您輕易地套用樣版以進行特定的轉換，並且新

增、更新、刪除它的一部分以建立新的轉換。最後，即使您所參照的 XSLT
樣式表已經改變，也不需要重新編譯與部署程式碼。 

從 XML 到 HTML 

在 ASP.NET 應用程式中，您常常會遇到需要將 XML 資料轉換成 HTML 以顯

示在使用者面前的情況。一個對稱的 XML 文件通常跟一個表格的格式很接

近，如以下的 XML 結構：  

<items> 
  <item id="ITM-1001" productLine="1"> 
    <quantity>1</quantity>  
     <list-price>123.45</list-price>        
     <description>Gadget XYZ</description> 
  </item> 
  <item id="ITM-1002" productLine="1"> 
    <quantity>3</quantity>  
     <list-price>4.00</list-price>        
     <description>XYZ Accessory</description> 
  </item> 
  <item id="ITM-1003" productLine="2"> 
    <quantity>1</quantity>  
     <list-price>15.00</list-price>        
     <description>Gizmo Part</description> 
  </item> 
  <item id="ITM-1004" productLine="3"> 
    <quantity>1</qua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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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price>44.00</list-price>        
     <description>Widget X</description> 
  </item>     
</items> 

而將這些資料顯示在使用者面前時可能就像以下這樣：  

 

也就是說，上述 XML 文件中的資料必須包含在一個 HTML 的<table>標註中。

藉由 XSLT 的使用，我們可以將任何的 XML 結構轉換成 HTML。 

從 XML 到純文字 

我們也許會需要產生純文字。通常會需要這樣做的原因是：有些舊的應用程

式只能使用長度固定、或以逗號區隔的文字文件。因此，前述的 XML 文件中

的<items>元素以及它的所有子元素就必須被轉換成類似以下這樣：  

ITM-1001,  1,  1,  123.45,  Gadget ZYZ 
ITM-1002,  1,  3,  4.00,    XYZ Accessory 
ITM-1003,  2,  1,  15.00,  Gizmo Part 
ITM-1004,  3,  1,  44.00,  Widget X 

XSLT 樣式表的結構 
瞭解了 XSLT 樣式表可以用來做甚麼以後，下一步是真正地來看一個樣式表

本身的結構。XSLT 樣式表這個主題根本就足夠寫成一整本書，因此，本章的

目的只是介紹一些足夠讓您在 ASP.NET 應用程式中使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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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LT 是宣告式的、Rule-Based 的語言 
跟「程序式語言」（Procedural Language，執行順序是循序的）不同的是，XSLT
是一種宣告式的、以規則為基礎的語言。至於執行的順序，則是由 XSLT 處

理器來確認。簡單來講，我們只要把規則描述出來（規則的順序則是任意的），

然後處理器就會剖析、套用這些規則，最後產生另外一個輸出文件。 

XSLT 是 XML 

一個 XSLT 樣式表就是一個 XML 文件，所有的樣式規則都是包含在 XML 元

素中，而這些 XML 元素則是屬於 XSLT 命名空間。 

<stylesheet>文件元素 

樣式表的文件、或 Root 元素是<stylesheet>。跟 XML 宣告節點一樣，它包含

了一個 version 屬性，而這個屬性的值是  “1.0”。一般來講，xsl 前綴是用來參

照 XSLT 命名空間（http://www.w3.org/1999/XSL/Transform）的，因此，宣告

看起來就像以下這樣：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xsl:stylesheet version="1.0"  
     xmlns:xsl="http://www.w3.org/1999/XSL/Transform" > 
 
</xsl:stylesheet> 

然而，為了保持標準的 XML 規則，使用 xsl 前綴只是建議的做法。事實上，

當我們使用 Visual Studio .NET 來建立一個 XSLT 檔案時，它會將 XSLT 命名

空間當作預設宣告。 

在 VS.NET 中建立一個樣式表 

啟動 Visual Studio .NET、並且執行「檔案 /新增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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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類」方框中選擇「一般」圖示，並且在「樣版」方框中選擇「XSLT 檔

案」，按下「開啟」鈕。這將會建立一個樣式表，它只包含了開始的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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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之前所提到的，Visual Studio .NET 宣告了 http://www.w3.org/1999/XSL/
Tranform 來當做它預設的命名空間。儘管 Visual Studio .NET 這個預設的動

作不會造成甚麼問題，但我們在本章中打算使用 xsl 前綴字串。因此，把程式

碼改成像以下這樣：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xsl:stylesheet version="1.0"  
                xmlns:xsl="http://www.w3.org/1999/XSL/Transform" > 
</xsl:stylesheet> 

執行「檔案 /另存 XSLTFile1.xslt 為」，然後會出現一個儲存檔案的對話方塊。

將檔案命名為 transform-one.xslt。 

指定輸出型態 
之前提到過，轉換後的結果可能是 XML、HTML、純文字…等。在預設的情

況下，輸出是 HTML。我們可以在  <stylesheet>底下宣告一個<output>元素，

將<output>元素的 method 方法設定為適當的值來指定輸出型態。例如：以下

是將輸出型態指定為 XML：  

<xsl:output method="xml" /> 

請 注 意 ！ 這 個 元 素 是 <stylesheet> 元 素 的 子 元 素  – 稱 為  “ 最 上 層 ”
（Top-Level）元素。所謂  “最上層” 元素指的就是<stylesheet>的直接子元素。 

<output>元素的其它屬性控制了是否要省略輸出文件中的 XML 宣告、版本、

編碼…等的行為。 

定義樣版規則 
「樣版規則」（Template Rule）是一些用來描述 XSLT 處理器應該如何根據

特定條件來轉換節點的元素。我們可以建立名為<template>的最上層元素來宣

告樣版規則，並且在它的 match 屬性中設定適當的 XPath 運算來選擇要套用

規則的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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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節點的樣版規則 

在 XSLT 樣式表中，最好是宣告一個針對來源文件的 Root 節點的樣版規則。

甚至於，如果您沒有提供這樣一個樣版，有些 XSLT 處理還不能執行呢！以

下是針對 Root 節點的一個樣版的語法：  

<xsl:template match="/"> 
  <!-- Template rules go here -->   
</xsl:template> 

請注意 match 屬性中的 XPath 運算：它跟我們在前一章所看到的一樣，用來

識別 Root 節點。“ / ”字元本身也是絕對位置路徑的開始點。有關 XPath 更進

一步的資訊，請回頭參考第四章。 

不要忘了<template>是一個最上層的元素，這表示它必須是<stylesheet>的直接

子元素。在一個樣式表中，我們可以定義任意數量的<template>元素。任意兩

個<template>元素的區別主要是在它的 match 屬性的 XPath 運算上。不過，有

時候兩個<template>元素可能 match 屬性也是相同的，但 mode 屬性不同（請

參考  “加強樣版規則” 一節）。 

指定其它節點的樣版規則 

在 match 屬性中的 XPath 運算代表的是來源的 XML 文件中有哪些節點是要被

轉換的。讓我們使用以下的 XML 文件來說明（這個文件在前面一章已經看過）：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custom-error code="0" message="OK" ?> 
<!--Shopping Cart Example--> 
<shopping-cart> 
  <header> 
    <customer id="P4LLC" billingId="001" shippingId="001" > 
      <contact>Toshia Palermo</contact> 
    </customer> 
    <order-type>Regular</order-type>     
  </header> 
  <items> 
    <item id="ITM-1001" productLine="1"> 
      <quantity>1</quantity>  
      <list-price>123.45</list-price>        
      <description>Gadget XYZ</description>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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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 id="ITM-1002" productLine="1"> 
      <quantity>3</quantity>  
      <list-price>4.00</list-price>        
      <description>XYZ Accessory</description> 
    </item> 
    <item id="ITM-1003" productLine="2"> 
      <quantity>1</quantity>  
      <list-price>15.00</list-price>        
      <description>Gizmo Part</description> 
    </item> 
    <item id="ITM-1004" productLine="3"> 
      <quantity>1</quantity>  
      <list-price>44.00</list-price>        
      <description>Widget X</description> 
    </item>     
  </items> 
</shopping-cart> 

這個檔案  -- shopping-cart.xml – 將被用來當做本章範例的來源 XML 文件。

跟第四章不同的是，基於簡單化的理由，我們把<shopping-cart>元素的命名空

間部分移除掉了。以下是一些 XPath 運算，以及他們對 shopping-cart.xml 文

件所產生的效果：  

match 屬性中的 XPath 運算  描述  

match="/shopping-cart" 對應到<shopping-cart>元素  – 來源 XML 文

件中的「文件」（Document）元素。要記得

的是，在一個 Well-Formed 的 XML 文件中，

只會有一個文件元素。 

match="//item" 對應來源 XML 文件中任何的<item>元素。 

match="/*/items//@*" 對應到<items>元素底下任何的屬性節點。 

match="quantity" 對應到 Context Node 的任何的<quantity>子
元素。 

一旦可以識別節點以後，<template>元素中所描述的規則就會套用到這些節點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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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值：使用<value-of> 

要存取來自於 XML 文件中的值，我們可以使用<value-of>元素。它有一個 select
屬性，可以用來指定一個 XPath 運算，以表示我們想存取的是哪些節點的值，

如下所示： 

<xsl:template match="item"> 
  <div> 
    Item=<xsl:value-of select="@id" />, 
    Quantity=<xsl:value-of select="quantity" /> 
  </div>   
</xsl:template> 

在以上的範例中，樣版規則是要套用到 Context Node 底下任何的<item>元素。

然後，每個<item>元素依序都會成為樣版中 XPath 運算的 Context Node。第一

個<xsl:value-of>元素有一個 select 屬性，而它所包含的 XPath 用來找出<item>
元素的 id 屬性。第二個<xsl:value-of>元素的 select 屬性提供了相對位置路徑

（使用簡易 /寫的語法）來取得<quantity>子元素的值。這些值都被放置到一個

HTML 的<div>元素中。 

在稍早我們提到過，樣版規則的順序是不重要的。那麼，XSLT 處理器要如何

取得這個樣版規則呢？答案是：它會從 Root 節點的樣版規則開始執行。由此

出發，我們可以明確地套用樣版到其它想要轉換的節點上。 

套用樣版：使用<apply-templates> 
<apply-templates>元素被用來套用其它樣版。如果要套用前面一個範例中的樣

版，我們可以在 Root 節點的樣版上使用<apply-templates>這個元素，如下所示： 

<xsl:template match="/"> 
  <html> 
    <head> 
      <title>Transformation Example</title> 
    </head> 
    <body> 
      <xsl:apply-templates select="//item" /> 
    </body> 
  </html> 
</xsl: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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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我們將其它樣版規則的  “呼叫 ” 包裝在 HTML 標示中，即把

<apply-templates>元素包含在<body>標註裡面。select 屬性表示 XML 文件中

所有的<item>元素應該被任何對應的樣版所處理。如果省略 select 屬性，則剖

析器將套用樣版到 Context Node 的所有子節點中。 

這個呼叫的結果類似於 XmlNode 物件（或它其它的子物件，如：XmlDocument）
的 SelectNodes 方法所產生的結果。XSLT 處理器在記憶體中建立了一個節點

組，並且尋找每個節點所要套用的樣版。在我們的範例中，會產生由四個元

素所組成的節點組，其出現的順序跟來源 XML 文件中相同。然後，XSLT 處

理器就去尋找適當的樣版，例如以下這個：  

<xsl:template match="item"> 
  <div> 
    Item=<xsl:value-of select="@id" />,  
    Quantity=<xsl:value-of select="quantity" /> 
  </div>     
</xsl:template> 

對文件中第一個<item>來講，將會產生以下的輸出結果：  

<div>Item=ITM-1001, Quantity=1</div> 

然後，處理器移動到節點組中的下一個節點。在本例中，它也是由相同的樣

版規則來處理…餘此類推。最後的輸出結果如下：  

<div>Item=ITM-1001, Quantity=1</div> 
<div>Item=ITM-1002, Quantity=3</div> 
<div>Item=ITM-1003, Quantity=1</div> 
<div>Item=ITM-1004, Quantity=1</div> 

如果我們把所有的樣版放到一個名為 transform-one.xslt 的樣式表中，則它整

個看起來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xsl:stylesheet version="1.0"  
              xmlns:xsl="http://www.w3.org/1999/XSL/Transform" > 
   
  <xsl:template match="/">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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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 
        <title>Transformation Example</title> 
      </head> 
      <body> 
        <xsl:apply-templates select="//item" /> 
      </body> 
    </html> 
  </xsl:template> 
  <xsl:template match="item"> 
    <div> 
    Name=<xsl:value-of select="@id" />,  
    Quantity=<xsl:value-of select="quantity" /> 
    </div>     
  </xsl:template> 
   
</xsl:stylesheet>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省略了來源 XML 文件中的所有其它的節點。我們只需要

定義那些需要被處理的節點的樣版。 

將 XSLT 樣式表套用到 XML 文件 
要將一個 XSLT 樣式表套用到 XML 文件有兩種方法。我們可以在 XML 文件

中參照樣式表、或者使用程式的方式來套用。第一種是靜態的方法，第二種

則比較動態。 

靜態的套用 

要靜態地連結 XSLT 樣式表與 XML 文件，我們可以在來源 XML 文件開始的

地方加入 <?xml-stylesheet?>處理指令。例如：假設 transform-one.xslt 與

shopping-cart.xml 檔案是在相同的目錄中，則可以在 shopping-cart.xml 中加入

以下的一行：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xml-stylesheet type="text/xsl" href="transform-one.xslt" ?> 
<?custom-error code="0" message="OK" ?> 
<!--Shopping Cart Example--> 
<shopping-cart> 
  . 
  . 
  . 
</shopping-c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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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屬性指定了我們想要套用的是一個 XSLT 樣式表。當然，如果要套用的

是一個 CSS 樣式表，則應該將 type 屬性設定為  “text/css”。href 屬性提供了

該樣式表的位置。如果在 Web 瀏覽器中開啟這個 XML 文件，則結果如下：  

 

如果檢視這個網頁的原始檔，我們看到的是 XML 檔案，而不是顯示以上結果

的 XSLT 輸出。要檢視 XSLT 輸出，您可以到微軟的網站上面去下載一個

Plug-In，URL 是：http://msdn.microsoft.com/msdn-files/027/000/543/iexmltls.exe。 

動態的套用 

為了示範如何使用程式來套用樣式表，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新的 Web 應用程

式。啟動 Visual Studio .NET，執行「檔案/新增/專案」。建立一個新的 Visual C# 
ASP.NET Web 應用程式，並且命名為 Trans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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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將會建立一個應用程式，並且顯示 WebForm1.aspx 網頁。在「方案總管」

中，將 WebForm1.aspx 檔案重新命名為 TransformXML.aspx：  

將 shopping-cart.xml 與 transform-one.xslt 檔案複製到 Transforms 目錄中。 

檢視 Code-Behind 網頁，並且做以下的修改：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Web; 
using System.Web.SessionState; 
using System.Web.UI; 
using System.Web.UI.WebControls; 
using System.Web.UI.HtmlControls; 
using System.Xml.XPath; 
using System.Xml.Xsl; 
namespace Wrox.ASPNET.Transforms 
{ 
  /// <summary> 
  /// Summary description for TransformXML 
  /// </summary> 
  public class TransformXML : System.Web.UI.Page 
  { 
    private void Page_Load(object sender, System.EventArgs e) 
    { 
      // Put user code to initialize the page here 
    } 
     
    [ Web Form Designer generated code ] 
  } 
} 

我們所做的事情是，將 System.Xml.XPath 與 System.Xml.Xsl 命名空間包含進

來，並且改變命名空間與類別的名稱。 

回到 TransformXML.aspx 視窗，並且看看 HTML 程式碼。請注意！由於以上

所做的改變，所以 Page 處理指令已經改變了：  

<%@ Page language="c#" Codebehind="TransformXML.aspx.cs" 
    AutoEventWireup="false" Inherits="Wrox.ASPNET.Transforms.Transform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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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掉這個畫面中所有其它的標示，只留下以上這兩行。 

使用 XslTransform 

找到 Page_Load 事件程序，並且輸入以下的程式碼：  

private void Page_Load(object sender, System.EventArgs e) 
{ 
  try  
  {   
    // Instantiate and Load the XPathDocument 
    XPathDocument _SourceXml =  
      new XPathDocument( Server.MapPath("shopping-cart.xml") ); 
 
    // Instantiate and load the XslTransform object 
    XslTransform _Transform = new XslTransform();       
    _Transform.Load( Server.MapPath("transform-one.xslt")) ; 
 
    // Send result of transformation to Response.Output stream 
    _Transform.Transform( _SourceXml, null, Response.Output ); 
  }  
  catch (Exception handledException)  
  { 
    Response.Write(handledException.Message); 
  } 
} 

首先，將 XML 文件載入成一個 XpathDocument 物件。這個物件類似於

XmlDocument，但非常適合做 XSLT 處理（因為有經過最佳化）。接著，將

transform-one.xslt 樣式表載入到一個 XslTransform 物件中。XslTransform 實作

了 .NET XSLT 處理引擎，而處理引擎會在我們呼叫它的 Transfrom 方法時引

發 /執行。在以上的範例中，我們將使用 Overloaded 的 Transform 方法。

Transform 方法將根據來源 XML 文件、樣式表的參數（不需要，所以我們提

供 Null），然後產生轉換結果。我們的結果將直接是 HTTP Response Stream。 

按下 F5 鍵，以編譯並且執行專案。在表面上來看，輸出的結果跟靜態地套用

樣式表是相同的。然而，這一次當我們檢視原始檔時，所看到的是 XSLT 處

理器的輸出、而非 XML 的原始內容。這是因為轉換的動作是發生在伺服器

上，而不是在瀏覽器中。由於是在伺服器上面套用樣式表，因此，我們可以

確信它可以被更多的瀏覽器所檢視，因為有很多瀏覽器並沒有內建 XSLT 的

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