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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的基礎

• 「WWW」(Word Wide Web)全球資訊網是1989年
歐洲高能粒子協會由Tim Berners Lee領導的小組所
開發的網路服務系統，能夠在網路上傳送圖片、
文字、影像、聲音等多媒體資料。

• WWW屬於一種主從架構的系統，在從端需要使用
瀏覽程式向主端的Web伺服器提出瀏覽的請求，
然後才能載入網頁內容，網頁是一份超媒體文
件，擁有很多「超連結」(Hyperlink)，只需按一下
就可以進入一個多媒體的天空，這是WWW以所以
令人著迷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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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的基礎

常見的名詞常見的名詞常見的名詞常見的名詞 說明

首頁 英文名稱為 HomePage，指的是連接Web伺服器後下載的第一頁文

件、網頁，或稱為Web畫面或 HTML文件

HTML 全名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屬於一種文件編排的語言，在瀏

覽程式看到的網頁內容就是使用此語言所製作

URLs 全名 Uniform Resource Locations，這是WWW的萬用資源定位器，

可以連結網站和其它 Internet的資源，其格式為【http://www.hinet.net】

以「://」符號分隔，符號前為通訊協定，後為伺服器的網域名稱

HTTP 全名 Hypertext Transport Protocol為WWW使用的標準通訊協定，Web

伺服器的資料傳送都是透過這個通訊協定進行交換

超文件 英文名稱 Hypertext，為一種文件閱讀方式，透過超連結的導引，可

以在閱讀文件內容時，隨時檢視相關資料

超媒體 英文名稱 Hypermedia基本上和超文件非常相似，唯原來文字的超連

結改為圖片、聲音或影像動畫等多媒體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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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編輯工具-FrontPage

• FrontPage屬於微軟Office家族的網頁編輯工具，
可以如同文書編輯軟體一般編輯網頁內容，如下
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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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Page--特點1

• 完全整合Office使用環境，擁有和Office各應用程
式相同的使用介面，不但擁有相似的操作介面，
還可以直接匯入Office其它應用程式的文件內容。

• 不需要Web伺服器的支援，直接在硬碟的資料夾
建立網站，並且執行網頁預覽。

• 提供網站架構的編輯功能建立網站的導覽架構，
FrontPage可以依照建立的導覽架構，自動維護連
結列的導覽按鈕。

• FrontPage提供多樣化的佈景主題和好用的共用邊
框，不但可以建立個人化的佈景主題，而且可以
快速建立一致化的網站內容。

• 導入樣式功能的CSS技術，可以建立設計者專屬
的樣式庫，快速建立所需的網頁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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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Page --特點2

• 強大的動態HTML編輯功能，能夠在客戶端輕鬆
建立動態網頁內容。

• 提供類似Word的圖文框功能，不用撰寫CSS樣式
碼，就能夠精確建立圖片、文字等網頁元素的絕
對位置編排。

• 如果Web伺服器支援FrontPage伺服器擴充
（FrontPage Server Extensions），在FrontPage就
可以直接插入FrontPage的Web元件，輕鬆增強網
頁的功能。

• FrontPage不只是網頁編輯工具，強大的網站管理
功能，提供多種網站管理資訊和網站統計等相關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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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weaver

• Dreamweaver是Macromedia公司的產品，這是一套
功能足以和FrontPage相抗衡的網頁編輯工具，而且
是得過很多大獎的網頁編輯工具，提供視覺化的編
輯環境、圖層編排的功能、完全支援Flash和CSS，
並且提供行為指令的JavaScript程式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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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編輯工具-PhotoImpact

• 友立公司的Ulead PhotoImpact是一套功能強大的
影像處理工具，提供「百寶箱」影像特效圖庫和
濾鏡，就算沒有任何影像處理的基礎，一樣可以
在簡單的幾個步驟完成專業的影像效果。

• PhotoImpact特別針對

網頁製作提供元件、背景

和按鈕設計師，可以輕鬆

建立網頁所需的橫幅廣告

圖片、背景、項目符號、

按鈕、JavaScript按鈕

和水平線等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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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編輯工具-PhotoShop

• PhotoShop是Adobe公司開發的影像處理工
具，這是一套相當著名的點陣圖繒製和影
像編輯工具，PhotoShop也一樣擁有Web圖
片元件，可以快速建立網頁所需的圖片。

• PhotoShop提供的強大濾鏡特效，不論是黑
白或平平無奇的圖片，都可以套用濾鏡特
效，讓它起死回生，轉換成粉臘筆畫、水
彩風格等特效，馬上成為網頁上眾人注目
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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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編輯工具-PaintShop Pro

• PaintShop Pro是Jasc Software公司的產品，這是在
共享軟體界十分著名的影像處理工具，PaintShop
Pro提供各種工具建立、編輯和進行圖片的影像處
理，擁有人性化的使用介面，支援多圖層的圖片
編輯，不論是新手或專業人士，都可以輕鬆使用
PaintShop Pro製作精美的圖片。

• PaintShop Pro提供
Jasc Animation Shop

可以建立網頁的動畫圖片，
配合PaintShop Pro建立
和編輯的圖片，就可以建立
擁有轉場和特效的動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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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編輯工具-Ulead GIF Animator

• 網頁最常使用的動態圖片是GIF動畫圖檔，這是一
種和卡通影片相同原理的動畫圖片，友立資訊的
Ulead GIF Animator是一套附在PhotoImpact的GIF
動畫工具。

• Ulead GIF Animator

提供眾多現成的圖層動畫
，可以輕鬆建立捲動文字
、橫幅廣告、色彩和轉場
效果等動畫，再加上視訊
特效的圖片轉場動畫，
建立GIF動畫根本只是
舉手之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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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編輯工具-Ulead Cool 3D

• Ulead Cool 3D是友立公司開發的3D動畫工具，可
以輕鬆製作3D動態效果的橫幅廣告圖片，只需輸
入文字內容，然後套用「百寶箱」的外掛特效，
就可以建立斜角、火焰和爆破等特效。

• Ulead Cool 3D提供主畫格
的時間軸，可以控制動畫播
放建立複雜的3D動畫效果，
Cool 3D建立的3D動畫不
但可以輸出成JPEG或
GIF格式圖檔的3D標題
文字，還可以輸出成GIF

動畫，讓Cool 3D成為一套
實用的網頁3D動畫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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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編輯工具-Macromedia Flash

• Macromedia公司的Flash是一套向量圖的電影動畫
工具，使用時間軸控制動畫播放，只需安排場景
和角色元件，就可以自己當導演，製作電影效果
的動畫。

• Flash製作的動畫檔案
十分小，非常適合網頁
使用，雖然Flash動畫
檔並不是標準的網頁檔
案，但是目前新版的
瀏覽程式都支援
Shockwave Plug-in，
可以直接在瀏覽程式
播放Flash製作的動畫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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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編輯工具-Anfy Team

• Anfy Team是一個Java Applet的特效工具，
只需一步步設定精靈步驟，就可以在網頁
插入40種千奇百怪的Java Applets特效，輕
鬆建立網頁的動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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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建立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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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網站的目的

• 不同的網站架設目的將產生不同的規劃方式，而
規劃方式會影響後續的介面設計，以及如何傳達
網站的資訊，所以確認網站目的是架構網站最重
要的工作，一些網站常見的目的，如下所示：
– 公司網頁：宣揚公司形象，已經成為一種宣傳行銷模
式。

– 銷售商品：線上購物在國外已經成為龐大的消費市
場，網路商店將是實體店面的另一種選擇。

– 交友娛樂：各式線上交友和連線遊戲網台已經成為網
路上的熱門去處。

– 各類資訊：提供各類資訊，資訊種類五花八門，包羅
萬象，想的到的大部分都可以在網路上找的到。

– 個人網頁：秀自己既可炫一下，又可推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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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收集和整理

• 在確認網站的目的後，就可以開始收集建
立網站所需的資料，因為並不是任何東西
都可以放上網站，最好的方法是儘量依照
網站目的收集資料，然後進行資料的整理
和篩選。

• 例如：公司網站需要收集公司歷史、部門
架構、員工資料、產品目錄、促銷活動、
銷售管道和聯絡方式等資料，以便建立的
網站擁有充實和完整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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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架構的規劃

• 網站的目的將影響網站架構的規劃，從目的出發
我們可以開始規劃網站架構的主題，然後使用樹
狀架構，由收集的資料決定網站主題和所需的階
層數，例如：公司網站可以分為公司簡介、部門
介紹、產品介紹、促銷活動等網站內容的主題，
然後依照主題繒製網站架構圖。

• 在繪製網站架構圖時，需要額外考慮網站內部的
導覽方式，如果網站擁有很多層，需要慎重思考
瀏覽的順序和如何連結網頁，例如：部門介紹是
位在公司簡介下，還是獨立成一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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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內容的設計

• 在繪製好網站架構圖後，可以依照收集的資料設
計網頁內容，我們需要依據主題收集的內容，決
定各主題網頁的呈現方式，也就是版面配置的草
圖，這個部分涉及網頁技術、網頁視覺、圖片處
理和介面設計，設計者必須整合這些技術完成網
頁內容的設計。

• 早期只能使用HTML標籤撰寫原始碼，現在好用
的網頁編輯和圖片處理工具，能夠輕鬆設計網頁
的版面、處理圖片和使用現成的網頁技術完成網
頁內容的設計。

• 最後在設計好網站的內容後，一定要記得啟動瀏
覽程式進行網頁內容的預覽，以便檢查網站導覽
路徑是否和規劃的流程相同，網頁版面內容編排
是否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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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送到Web伺服器

• 在設計好網站內容且測試無誤後，就可以
將網站發送到Web伺服器，正式的和網友們
見面，此時需要考慮Web伺服器的種類，因
為FrontPage建構的網站，某些Web元件需
要伺服器的支援才能夠正確的顯示。

• 發送Web的方式可以使用網頁編輯工具提供
的預設功能，例如：FrontPage的【發佈網
站】指令、IE的Web發佈精靈或直接使用
FTP工具上傳網頁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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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的更新與維護

• 在將網站發送到Web伺服器後，網站的架設並不
是大功告成！網站內容的更新和後續的維護工作
才剛剛開始。

• 因為網站是一種新興和即時的媒體，需要提供最
新的訊息，而且在公司逐漸成長後，網站的內容
也會同步的增加，所以架構網站不是一次的工
作，而是一個持續的工作，因此網站架構的擴充
性也是重要的規劃依據，否則就會發現架個網站
並不困難，事後的更新維護工作可要人命。

• 同樣的如果是一個多人維護網站，就需要額外考
量網頁維護的工作分配和工作進度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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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網站

• 線性網站如同PowerPoint軟體的精靈或簡報
投影片，使用一張接著一張的線性方式瀏
覽網頁內容，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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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狀網站

• 樹狀網站的網頁是採用流程圖方式分層排
列，逐層往下連結，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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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線性網站

• 非線性網站可以結合上述兩種網站架構，
既可以由上而下的樹狀連結，在每一層也
可以使用線性方式連結，如下圖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