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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Web Design Trends

網⾴設計趨勢



可⽤性設計

❖ 2018年，設計的⼤⽅向將繼續趨於⽤⼾體驗，這在整個設
計中佔有相當⼤的權重，⽽如果你的設計在實⽤性上尚不
⾜的話，

❖ 再炫再酷也不會引來更多⼈的興趣。如果不能專注地做好
⽤⼾體驗設計，那麼在 2018年你是無法持久地吸引⽤⼾
的。

❖ 你的網站必須加載得更快，也必須更容易使⽤。

❖ 加載速度每延遲⼀秒，就意味著有 27 % 的銷量流失。



網⾴設計新趨勢
❖ 響應式網⾴設計RWD, Responsive Web Design

❖ ⼤背景(全幅背景) Full-width Background

❖ ⼀⾴式網⾴One-page Web Design

❖ 固定式選單Fixed Menu

❖ 扁平化設計Flat Design

❖ 微動畫Micro Animation

❖ SVG網⾴圖⽚向量格式

❖ 磚牆式設計

❖ ⾴尾區塊Big Footer



響應式網⾴設計 RWD
❖ Responsive Web Design

❖ 響應式網⾴設計能讓網⾴在任何螢幕尺⼨，表現出最適
合的比例⼤⼩，是現今網⾴設計最重要的指標。

❖ 響應式網⾴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 RWD)，可使
網站在多種瀏覽裝置(桌電、筆電、平板電腦、⾏動電話)
上閱讀和瀏覽。

❖ RWD網⾴可讓同⼀個網⾴畫⾯隨著螢幕或瀏覽器寬度變
化，當你⽤桌電看到⼀個網⾴想傳給正在⽤⼿機上網的
朋友時，不會因裝置尺⼨不同⽽無法正常閱讀。 



❖ 愛⽴信⽇前發佈最新版《⾏動趨勢報告》，預估在 
2020 年前，全球智慧型⼿機⽤⼾將達 61 億，全球將
有 70% ⼈⼜使⽤智慧型⼿機，⽽⾏動寬頻網路將覆
蓋全球 90% 的⼈⼜，整體連網裝置上看 260 億個。



預估在 2020 年年前，全球智慧型⼿手機⽤用⼾戶將達 61 億，其中 80% 新增⽤用⼾戶將來來⾃自亞太地區、中東及非洲等市場。





❖ 響應式設計，進入任何裝置，版⾯⾃動切換，將網站內容完美呈現



IBM官網 http://www.ibm.com/ 國家發展委員會-政府網站營運交流平台 
http://www.webguide.nat.gov.tw/ 

http://www.ibm.com/
http://www.webguide.nat.gov.tw/


❖ 國家發展委員會-政府網站營運交流平台 
http://www.webguide.nat.gov.tw/

❖ 響應式電⼦商務網站設計的範例

❖ https://nuts.com

❖ http://attika-shop.ch/de/page/start

❖ http://hiutdenim.co.uk

http://www.webguide.nat.gov.tw/
https://nuts.com
http://attika-shop.ch/de/page/start
http://hiutdenim.co.uk


⼤背景(全幅背景) Full-width Background

❖ 隨著螢幕尺⼨越來越⼤以及⾏動裝置盛⾏，可隨螢幕縮
放圖⽚尺⼨的全幅背景網⾴設計開始流⾏起來。

❖ 全幅背景相較於傳統固定寬度的banner情境圖，更能突
顯氣勢磅薄的企業形象。近來在html5影⽚格式的⽀援
下，還可以採⽤全幅影⽚。



http://maaemo.no

https://www.jhu.edu/

http://www.detaoma.com

http://maaemo.no
https://www.jhu.edu/
http://www.detaoma.com


⼀⾴式網⾴ One-page Web Design
❖ 平板電腦及⾏動裝置改變了⼈們瀏覽網⾴的⽅式。

❖ 過去在使⽤桌上型電腦常常希望網⾴不要有捲軸，⽽平板電腦
反⽽開始習慣⼿滑螢幕來瀏覽網⾴，⼀⾴式網⾴就成了設計主
流。

❖ 「單欄式網⾴設計」也是⼀⾴式網⾴的呈現特點，單欄式網⾴
設計近似於瀏覽PPT的概念，讓user⼀次專注於了解⼀件事情，
不會分⼼去看左右不相⼲的⽂章。

❖ 過去⼀個⾴⾯塞滿⼀堆資訊的網⾴設計已經不再流⾏，在資訊
海量的時代，簡單的區塊式設計才能讓客⼾專⼼理解你想傳達
的訊息。



http://scrooser.com/de/home/
畫面簡單舒服，完全把產品的特色表現出來!

http://www.chunan.gov.tw/chunan/main.php
傳統多欄位網頁

http://scrooser.com/de/home/
http://www.chunan.gov.tw/chunan/main.php


❖ ⾃然的往下滾動，配⾊、圖案、內容都搭配得很有巧思 
http://www.soleilnoir.net/believein/#/start

❖ ⾸⾴ㄧ⾴式，加上ㄧ些⼩動畫輔助 
http://thermomug.com/

❖ 加上Html5動畫和特效點綴 
http://www.panasonic-healthcare.com

❖ ⼤背景加上ㄧ些線條運⽤ 
http://shimabalife.jp

❖ 加入視差效果呈現 
http://www.theeddynyc.com/

❖ 利⽤⼤背景呈現畫⾯，比例配置舒服！ 
http://www.flyjetedge.com

❖ http://www.bagigia.com

http://www.soleilnoir.net/believein/#/start
http://thermomug.com/
http://www.panasonic-healthcare.com
http://shimabalife.jp
http://www.theeddynyc.com/
http://www.flyjetedge.com
http://www.bagigia.com


固定式選單 Fixed Menu
❖ 固定式的主選單也是近來流⾏的趨勢之⼀，尤其是功能
性選單，⼤多會設計成固定式選單。

❖ 當網⾴逐漸趨向⼀⾴式的版型設計後，由於網⾴捲到下
⽅後就找不到主選單，這個時候就會將主選單改為固定
式的做法。在網⾴下⽅加上「回到⾴頂」(Back to top)的
固定式按鈕，也是常⾒的解決⽅案。



 

http://www.syoung.com/

http://g2geogeske.com/

http://www.detaoma.com

http://tw.longchamp.com/en
http://www.syoung.com/
http://g2geogeske.com/
http://www.detaoma.com


扁平化設計 Flat Design
❖ 扁平化設計流⾏⼀段時間了，最早從微軟Windows8問世
開始，後來連Apple iOS7也開始採⽤扁平化設計，以別
過去講求擬真⽴體感的設計。有趣的是，這次微軟難得
站在流⾏設計的前端。







❖ 扁平化的設計已經流⾏的好幾年，許多品牌識別設計也
紛紛⾛向扁平化，最有名的例⼦莫過於星巴克了。

❖ 提到星巴克的識別⾊，想必⼤家⼀定都聯想到綠⾊，但
其實在過去的logo表現上，僅有外圍⼀圈的綠⾊，然⽽識
別象徵的海妖女神卻是⿊⾊，於是就在這次的logo演變，
星巴克決定僅使⽤顧客⼼中代表星巴克的綠⾊，來呈現
logo的全新風貌。設計扁平化的過程，就是遵守著Less is 
More的概念，只保留最重要的元素。



扁平化設計的核⼼心在於簡潔化。識別扁平化設計使 logo更更簡化，只保留留必要元素，星巴克與微軟都是良好的logo演化範例例。

未來來的網站設計，也將由扁平化設計繼續帶領網⾴頁設計的趨勢，原因在於它不僅讓網⾴頁程式輕量量
化，提升網站速度，同時也為使⽤用者帶來來更更便便利利的使⽤用與清晰的視覺觀感。



1.掌握重點的排版
❖ 對齊置中、顏⾊對比、簡約留⽩，這些都是讓使⽤者能
更容易抓到重點的元素，透過「⼀⾴式網⾴」的設計概
念，把每個網⾴當作⼀張PPT簡報，⽽使⽤者就是您的聽
眾，如何在這個⾴⾯，讓使⽤者清楚「我該專注於什麼
事情」，這種區塊式的設計，能幫助使⽤者專⼼且簡易
的明⽩您想表達的。





2.容易理解的icon圖標
❖ 透過扁平化的icon能讓您的畫⾯更耐看也更容易理解，甚
至不需要⽂字也能讓使⽤者完全明⽩您想表達的！適量
的加入圖標icon絕對能讓您的網站有畫龍點睛之效。

❖ 透過圖標icon來輔助您的⽂字，不僅讓使⽤者更容易明
⽩，也更貼切，天氣報告即是使⽤圖標效益⼤於⽂字說
明的最佳範例。





微動畫 Micro Animation
❖ 過去Flash時代常⾒企業網站充滿了⾶天鑽地的動畫，這
麼多年⼤家也看膩了，取⽽代之的是簡單、不影響閱讀
的微動畫，⾸⾴輪播圖(Slider)是常⾒的做法。另外，⽤
CSS3製作的⾊彩漸變按鈕、主選單特效，都讓企業網站
有畫龍點睛的效果。



微動畫 Micro Animation
❖ 使⽤微動畫的好處，包括了：

更直覺的介⾯

互動、介⾯變化的前因後果更清楚

吸引讀者的注意、製造資訊架構

暗⽰元件的「可操作性」

在觸控裝置上取代「hover」（ 滑鼠飄過的 ) 效果

給予讀者正向回饋

營造品牌印象



 

http://humaan.com

https://daneden.github.io/animate.css/

https://tympanus.net/Development/PageLoadingEffects/index11.html

https://speckyboy.com/css-animation/

http://www.apple.com/
http://humaan.com
https://daneden.github.io/animate.css/
https://tympanus.net/Development/PageLoadingEffects/index11.html
https://speckyboy.com/css-animation/


SVG網⾴圖⽚向量格式
❖ ⼀般桌電、筆電的螢幕解析度為72dpi，⼿機⾏動裝置的
解析度則是⾼達96dpi，因此有些jpg或png的icon在電腦
看起來很正常，但到了⼿機版卻是糊的，採⽤SVG格式
的向量圖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由於SVG向量格式可以
隨意放⼤縮⼩，因此在RWD網⾴設計也經常採⽤SVG圖
檔來取代其他圖⽚格式。



磚牆式設計

❖ 磚牆式設計經常⽤在呈現許多資訊流的⾴⾯，例如⽤圖
⽚呈現⼀整個照⽚牆。磚牆式設計由於可橫排/直排切
換，因此也很常⾒於RWD響應式網⾴設計中。



http://thenextweb.com

http://thenextweb.com


⾴尾區塊Big Footer
❖ Big Footer近來出現在政府網站檢核表內，適合⽤來呈現
企業網站架構或相關連結，對於SEO也有很好的幫助。



http://www.adidas.com/

http://www.adidas.com/


❖ 國內外政府 

❖ http://www.whitehouse.gov/ 

❖ http://www.president.gov.tw/ 

❖ http://www.state.gov/ 

❖ http://www.mofa.gov.tw/Official/Home/Index 

❖ 國內⼤學網站 

❖ http://www.ntu.edu.tw

❖ http://www.nccu.edu.tw/ 

❖ http://www.yuntech.edu.tw/ 

❖ http://www.ntust.edu.tw/home.php 

❖ http://www.tut.edu.tw/bin/home.php 

❖ https://www.cycu.edu.tw

❖ https://www.pccu.edu.tw

❖ 國外⼤學網站 

❖ http://www.yale.edu/ 

❖ http://www.risd.edu/ 

❖ http://www.saic.edu/index.html 

❖ http://www.artic.edu/ 

❖ http://www.ucla.edu/ 

❖ http://www.mica.edu/ 

http://www.whitehouse.gov/
http://www.president.gov.tw/
http://www.state.gov/
http://www.mofa.gov.tw/Official/Home/Index
http://www.ntu.edu.tw
http://www.nccu.edu.tw/
http://www.yuntech.edu.tw/
http://www.ntust.edu.tw/home.php
http://www.tut.edu.tw/bin/home.php
https://www.cycu.edu.tw
https://www.pccu.edu.tw
http://www.yale.edu/
http://www.risd.edu
http://www.saic.edu/index.html
http://www.artic.edu
http://www.ucla.edu/
http://www.mica.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