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視覺設計師 
從事網頁設計工作 
所需學習與具備的能力

｜王曉今｜編制



網頁設計工作應徵需求

➤  電腦及行動裝置網頁視覺創意設計 

1. 對網頁設計有熱忱有創意，具備視覺美感及相關經歷2年以上 

2. 熟悉Photoshop、Illustrator、Dreamweaver軟體 

3. 熟悉HTML、CSS等網頁語法，具備JavaScript、jQuery相關經驗
尤佳 

➤ 網頁設計 

➤ 合成商品開發及製作 

➤ 商品圖框設計 

➤ 網站電子報及文宣設計 

➤ 產品攝影 

➤ EDM、活動頁設計、CSS編寫、頁面維護、素材Banner製作



➤ 基本上前端工作可約略分為三大部份： 

1. 設計 

➤ 設計就是從白紙開始，在白紙畫上網頁所應該呈現的樣貌。 

➤ 這個階段網站還只是不會動的一張圖。 

➤ 有些公司用illustrator、photoshop，有些公司用 sketch ，只是工具的不同而已，本
質是一樣的 

2. 切版 

➤ 切版就是根據步驟一的設計，用 html & css 做出與設計稿相符的網站頁面。 

3. 套版 

➤ 這邊指的套版是將步驟二所做好的網站，加上 js ，讓之可以有與畫面相對應的功能，

➤ 包含簡單的頁面跳轉與 call api 等等, 讓他成為一個真正可以動的網站 

➤ 同一個職稱，不同公司所負責的業務也不盡相同 

                             設計                    切版             套版 

能力需求               設計能力               html, css           js 

工具需求          sketch/ps/以拉       html/sass/less   jquery/angular/react...etc 

                         網頁設計師                    前端工程師 



https://www.lynda.com/Web-Foundations-tutorials/Front-end-design/
158666/158685-4.html 

Watching: Front-end design

https://www.lynda.com/Web-Foundations-tutorials/Front-end-design/158666/158685-4.html
https://www.lynda.com/Web-Foundations-tutorials/Front-end-design/158666/158685-4.html
https://www.lynda.com/Web-Foundations-tutorials/Front-end-design/158666/158685-4.html


設計與前端的差別

設計的⼯工作流程

1. 打開 PhotoShop / Sketch 從⼀一張空⽩白的圖層開始做出⼀一個網站。

2. 切版 

(⽤用 PhotoShop / Sketch 切出需要的 icon) 以及 Layout (⽤用 HTML 

+ CSS 做出網站)

3. 會碰到 JS 的互動時，我能找套件就先幫忙做好，不⾏行行就放著給後端

4. 丟給後端套程式。



設計與前端的差別

前端的工作流程 
1. 收到視覺給的設計稿(通常是 PSD 存成的 JPG 圖片檔)，跟視覺討論⼀一下
了了解動線。

2. 開始切版(⽤用 PHOTOSHOP 切出需要的 ICON，可由視覺提供，也可能
⾃自⼰己要會⼀一點 PHOTOSHOP) 以及 LAYOUT (⽤用 HTML + CSS 做出網站)

3. 開始做出 JAVASCRIPT 互動，不管是⽤用套件還是⾃自⼰己刻。

4. 跟後端配合串串資料，將後端提供的資料(通常是 API) 接到網⾴頁上，使其能
順利利呈現資料。

(「看得到」意指瀏覽網⾴頁時看到的樣⼦子，包含網⾴頁長相 (HTML + CSS)，⽤用
滑鼠或鍵盤點選的互動 (JAVASCRIPT)，我們通常也可稱之為 
PROTOTYPE )



前端與設計的工作流程差異 

➤ 前端不產視覺 。

➤ 前端跟設計都要會 HTML + CSS 做出靜態網⾴頁 (除非你是純視
覺設計)

➤ 前端要比設計懂 JS，不只會套會⽤用，還要會寫，厲害⼀一點的
⼈人還會⾃自⼰己寫 PLUGIN

➤ 前端要懂⼀一些後端的東⻄西，包含如何互丟、接資料，簡單來來說
就是要懂得如何處理理 CLIENT 端 & SERVER 端的訊息



前端設計師
➤ 前端工程師必備的條件： 

 ‧CSS&HTML（必備且越強越好） 

 ‧Javascript or jQuery（必備且越強越好） 

➤ 以下為加分項目： 

 ‧ RWD Design 

 ‧ CSS Framework （例如Bootstrap, ） 

 ‧ JavaScript MV* framework （如Angularjs） 

 ‧ MVC架構概念 

 ‧ 界面設計概念 

 ‧ 開源軟體整合（Wordpress，Drupal，Joomla） 

 ‧ Git（版本控制工具） 

 ‧ Grunt、Gulp（前端開發自動化工具） 

 ‧ CSS processor（如sass，less，stylus） 

 ‧ Template engine（如haml，jade，twig）



前端設計師
➤ 線上資源 

• Codecademy，CSS&HTML簡介快速入⾨門 
• shayhowe，CSS&HTML完整由淺入深說明 
• learnlayout，基礎版型入⾨門 
• codecademy，基礎jS入⾨門 
• gitbook 之 javascript，基礎jS入⾨門，簡單易易懂 
• Google，RWD體驗／教學 
• tutsplus，不定期更更新教學，書簽必備 
• smashingmagazine，國外著名網⾴頁設計和前端⼯工程師線上雜誌，每
⽇日閱讀吸收最新資訊 

➤ http://kimix.name/如何成為前端⼯工程師/

http://www.codecademy.com/en/tracks/web
http://learn.shayhowe.com/html-css/
http://learnlayout.com/
http://www.codecademy.com/en/tracks/javascript
http://gitbookio.github.io/javascript/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web/fundamentals/layouts/rwd-patterns/
http://webdesign.tutsplus.com/
http://www.smashingmagazine.com/
http://kimix.name/%E5%A6%82%E4%BD%95%E6%88%90%E7%82%BA%E5%89%8D%E7%AB%AF%E5%B7%A5%E7%A8%8B%E5%B8%AB/


網頁前端設計師的等級表

⼀一顆星：

1. 網⾴頁佈局為TABLE+CSS，僅以⾴頁⾯面排版順利利為考量量，沒有考慮程式套
版邏輯，且沒有下注解供程式設計師參參考。

2. CSS都寫在HTML的局部元素裡⾯面。

3. 過度依賴網⾴頁編輯軟體，導致對於HTML語法⼀一知半解。

4. Javascript是什什麼？能吃嗎？

5. 不曉得圖片格式的差異異與使⽤用時機(jpg、gif、png)。

6. 相容瀏覽器僅符合單⼀一瀏覽器。



網頁前端設計師的等級表

⼆二顆星

1. 網⾴頁佈局為TABLE+CSS，TABLE的數量量也便便得較少，且有和程式設計
師合作經驗。

2. CSS寫在HTML裡的head的style標籤裡⾯面。

3. 對於HTML已有⼀一定的認知，並了了解H1、2、3標題、ul li序列列等等的實
際運⽤用。

4. 了了解Javascript是網⾴頁腳本的⼀一種，且會⽤用網⾴頁編輯器的內建程式碼來來
做圖片變換與上網查詢⼩小程式(線上流量量、跑⾺馬燈、禁右鍵)後，將功能
程式碼貼到⾃自⼰己的網⾴頁裡。

5. 了了解什什麼時候該使⽤用gif、png等透明背景的圖片，且會⽤用圖片處理理軟體
來來將圖片⼤大⼩小壓到最低但畫⾯面仍不失真。

6. 可相容⼤大部分的瀏覽器，但不曉得該如何針對各瀏覽器來來做細微的調整。



網頁前端設計師的等級表

三顆星

1. 網⾴頁佈局為DIV+CSS，但對於清除浮動、DIV定位、某些特定瀏覽器
的常⾒見見BUG仍處於似懂非懂的理理解狀狀態。

2. 了了解該如何由外部匯入CSS來來修改，⽽而不是寫在HTML裡⾯面。但對於
該如何優化縮減⾃自⼰己的CSS數量量仍還在逐步學習的階段。

3. 在HTML上已有相當的⽔水平，可藉由CSS來來讓HTML元素擁有更更多變
化。

4. 已些微看得懂Javascript碼，了了解基本的dom操作。

5. 因了了解css 的background的語法操作，故在切圖時，了了解哪些圖片可
使⽤用重覆背景來來呈現畫⾯面。

6. 會使⽤用css hack來來解決特定瀏覽器的bug，且逐步學習該如何排版才
能夠避免寫過多的css hack。



網頁前端設計師的等級表

四顆星

1. 網⾴頁佈局為DIV+CSS，對於BOX概念念、清除浮動、各瀏覽器常⾒見見bug
等等擁有相當的⽔水準。

2. 了了解該如何將css優化，在其排列列與註解的整理理上已相當成熟。並⾄至
少懂得⼀一個以上的css framework的概念念(960 Grid、Blueprint)。

3. 了了解該如何使⽤用最少的HTML+CSS碼來來達成畫⾯面的需求。

4. ⾄至少懂得⼀一個以上的Javascript framework的概念念，並達成前端動態
操作的網⾴頁需求。 (yui、jquery)。

5. 了了解Css sprites的概念念，降低Http圖片請求數量量。

6. 除了了常⾒見見IE與Firefox瀏覽器外，對於其他台灣市佔率偏低的瀏覽器也
可相容(google、safari、opera)，且開始逐步學習



網頁前端設計師的等級表
➤ 五顆星

1. 網⾴頁佈局為DIV+CSS，擁有⾃自⾝身經驗培養出來來的framework概
念念流程，以增進其開發效率。

2. CSS架構語義完善，(X)HTML+CSS可通過W3C標準。

3. 了了解該如何架構⾃自⼰己的HTML，才可在SEO網⾴頁排名更更加優
化。

4. 可降低Javascript數量量，並視專案開發撰寫相關代碼。



網頁設計相關工作整理

➤ UX 設計師（使用者經驗設計師） 

➤ UI 設計師（使用者介面設計師） 

➤ 視覺設計師（圖像設計師） 

➤ 互動設計師（動態設計師） 

➤ https://www.inside.com.tw/2015/10/07/ui-ux-who-does-what-a-
designers-guide-to-the-tech-industry 

➤ https://www.inside.com.tw/2013/04/03/ryan-singer-on-what-ui-really-
is 

➤ https://blog.akanelee.me/posts/464560-ui-and-ux-of-absurd-talk/ 

https://www.inside.com.tw/2015/10/07/ui-ux-who-does-what-a-designers-guide-to-the-tech-industry
https://www.inside.com.tw/2015/10/07/ui-ux-who-does-what-a-designers-guide-to-the-tech-industry
https://www.inside.com.tw/2013/04/03/ryan-singer-on-what-ui-really-is
https://www.inside.com.tw/2013/04/03/ryan-singer-on-what-ui-really-is
https://blog.akanelee.me/posts/464560-ui-and-ux-of-absurd-talk/


UI、UX 差很多！比起動手設計，UX 設計師更擅長規劃好體驗

網⾴頁設計產業需要瞭解的相關職稱

面對現實吧 PM 們，辦公室所有人都討厭你！

UI/UX 設計師的⼯工作範圍

UI & UX 差別是什麼，看圖⼤整理

http://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5/06/02/ui-ux/
http://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5/03/27/product-manager/
http://blog.akanelee.me/posts/317035-ui-ux-designer-scope
http://www.apple.com/tw


線框圖(WIREFRAME) 
視覺稿(MOCKUP)

原型（雛形製作）(PROTOTYPE)



什什麼是 Wireframe ? 
初學者的 Prototype 

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方法2－Wireframe, Mockup and 
Prototype

線框圖(Wireframe) 跟樣張(Mockup)跟原型(Prototype)有
什什麼不同？

https://blog.akanelee.me/posts/159788-what-is-wireframe/
https://blog.akanelee.me/posts/276909-beginners-of-prototype/
http://www.apple.com/tw
http://www.apple.com/tw
https://www.ez2o.com/Blog/Post/Web-Design-Wireframe-Mockup-Prototype
https://www.ez2o.com/Blog/Post/Web-Design-Wireframe-Mockup-Prototype


A Practical Look At Using Wireframes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gr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o__CzluHLAhWKmZQKHZIBAucQjhwIBQ&url=https%3A%2F%2Fstudio.uxpin.com%2Fblog%2Fpractical-look-using-wireframes%2F&psig=AFQjCNFyVhr_zhhTEAnM4PZFxGMXnGRL9w&ust=1459178703596847






Wirify – The web as wireframes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gr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kz8uvluHLAhVFFpQKHclADgcQjhwIBQ&url=https%3A%2F%2Fwww.wirify.com%2F&psig=AFQjCNFnlXjNK7ZwWO9Gi4g-Ur3M45rnHQ&ust=1459178694446683


在建⽴⼀個新網站前，⾸先創建⼀個網站地圖 

並創建網站結構和新網站的內容流程的概述

Website Prototype — Redesigning DUB Website

http://april3rd.com/hcid521/?p=118


其次是網站內容的內容分析，以下是針對⾸⾴內容的分析



Note：Prototype 製作軟體

幾款好⽤用的原型設計⼯工具(prototype) 

http://blog.akanelee.me/posts/260806-noteprototype-software
http://www.apple.com/tw
http://inspiregate.com/internet/other/181-several-useful-prototype-design-tools-prototype.html


使⽤Axure軟件繪製網站的線框，繪製線框過程需要較長的時間，因為學
習類似Axure新的軟體需要⼀些時間。 

但類似Axure等prototype軟體有現成的物件庫和⼩物件可供使⽤，可完成
線框的互動和⼩動畫。



針對導覽列進⾏操作圖⽰與動態呈現⽰範



針對登入與註冊畫⾯進⾏操作圖⽰與動態呈現⽰範



針對⽇曆畫⾯進⾏操作圖⽰與動態呈現⽰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