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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網域」就是將網際網路上面的網站

，依照屬性給予一個英文簡稱，也就是我

們所稱呼的〝網域名稱〞進行分類。

網際網路依照屬性類別，大致區分出八類

網域。 

IP與domain所指的意涵是相同的，不同的

是，一個利用數字表示；一個使用符號表

示，但其實指的都是網站存放資源的位置

「通訊協定」，指的是標準和規則。

「伺服器名稱」，指的是提供網路服務的

主機名稱。

「申請者所申請的名稱」，即是申請網域

時所設定的對應帳號，也就是申請者所申

請的名稱。

「網域名稱」，指的是網域類別。

「國家代碼」指的是國別。

「網址」是由五個層面所組成，分別是「

通訊協定」、「伺服器名稱」、「申請者

所申請的名稱」、「網域類別名稱」以及

「國家代碼」，每一層都會由一個「.」

作為區隔。

請依照學習情況在適當選項中打勾

第七課第七課

                                                                                                                                                    

1.瀏覽器的歷史。

2.常見的瀏覽器。

3.瀏覽器基本功能。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認識瀏覽器的奇妙世界吧！

    各位小朋友，在上個單元中我們學會使用網域名稱來搜尋資料，

而在「瀏覽器的歷史」單元裡面，我們將開始認識悠遊網路世界最重

要的工具-「瀏覽器」。本單元我們會學到：

6-3 一個蘿蔔一個坑第六課 認識辨識網域的網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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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進入瀏覽器的時光隧道

尋找知識的好幫手﹒﹒﹒﹒﹒﹒﹒﹒﹒﹒﹒﹒﹒﹒﹒﹒﹒﹒

什麼是瀏覽器？﹒﹒﹒﹒﹒﹒﹒﹒﹒﹒﹒﹒﹒﹒﹒﹒﹒﹒﹒

   小朋友，在之前的單元中，我們了解網路的基本概念和對生活的便利

性。不管在什麼地方，只要有網際網路，我們就可以得到來自世界各地的

訊息。想一想，有了網路之後，生活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我們透過網際網路搜尋很多資訊，究竟是用什麼樣的工具，讓我們能

夠進入網際網路的世界呢？答案就是「瀏覽器」。那麼，什麼是瀏覽器呢

？

圖7-1常見的瀏覽器

圖7-2瀏覽器的功用

   瀏覽器是一種用來顯示網頁伺服器裡的檔案文件工具，換句話說，它

是ㄧ種可以讓使用者與這些文件互動的軟體。透過它能夠讓人們觀看到網

際網路上的文字、影像等資訊。所以只要有瀏覽器，就能輕易地使用網際

網路，迅速且方便地瀏覽各種資訊。

..............................................................

..............................................................

..............................................................

..............................................................

..............................................................

..............................................................

..............................................................

..............................................................

..............................................................

..............................................................

   你曾經利用過網際網路做什麼樣的事情呢？試著把

它寫下來。

第七課 走入瀏覽器-瀏覽器的操作 第七課 走入瀏覽器-瀏覽器的操作7-1 進入瀏覽器的時光隧道 7-1 進入瀏覽器的時光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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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器的歷史﹒﹒﹒﹒﹒﹒﹒﹒﹒﹒﹒﹒﹒﹒﹒﹒﹒﹒﹒﹒ 認識瀏覽器的大家庭﹒﹒﹒﹒﹒﹒﹒﹒﹒﹒﹒﹒﹒﹒﹒﹒﹒

   在認識什麼是瀏覽器之後，讓我們進入時光隧道，回到1980年代，一

起看看全世界第一個瀏覽器是怎麼被發明的吧！

   從1984年第一個瀏覽器誕生到現在，瀏覽器發展的相當迅速，也根據

使用者的需求不斷增加新的功能與版本。目前全球可供使用的網路瀏覽器

有幾十種，依照排版引擎、用戶界面或系統平台來劃分。我們可以依照自

己的需求以及搜尋資料功能性來選擇自己適用的瀏覽器。

      以下將介紹國內最具代表性的四種瀏覽器：                                  

���

1.Firefox

     Firefox是教育部目前推廣的自由軟體中的瀏覽器軟體。它是一款符合

網路制訂標準的瀏覽器。Firefox最大的特色是使用者可以自己設定工具

列按鈕，也可以安裝擴充套件來增加新功能或佈景主題、還可以整合瀏覽

器介面等功能。

   蒂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生於英國倫敦，是網頁瀏覽器

與全球資訊網的發明者。他在1980年於歐洲核子物理實驗室工作時，提倡

建立一個具有讓科學家之間能夠分享和更新他們研究結果的功能工具，同

時他也在1984年以後，以實際的發明行動證實這樣想法的可行性，因此產

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網頁瀏覽器（World Wide Web）和第一個網頁伺服器（

httpd）。他相當開心地把這樣的發明介紹給他的同事。從那時起，瀏覽

器的發展就和網路的發展聯繫在一起了。

7-1 進入瀏覽器的時光隧道 7-1 進入瀏覽器的時光隧道第七課 走入瀏覽器-瀏覽器的操作 第七課 走入瀏覽器-瀏覽器的操作

圖7-3 World Wide Web 是全球第一個網頁瀏覽器

圖7-4 各種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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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nternet Explorer

    Windows Internet Explorer，原稱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 

簡稱MSIE（ 一般稱作Internet Explorer，簡稱IE），是微軟公司推出的

一款網頁瀏覽器。目前Internet Explorer是使用最廣泛的網頁瀏覽器，

在2009年3月19日發佈了8.0版。

3.Safari

    Safari是蘋果公司開發的瀏覽器，特色是能以超快的速度呈現網頁

，並以一目瞭然的方式呈現網站。其中最特別的地方是Safari能運作於

iPhone、iPodtouch、Mac與PC上。

    Safari4版本，最特別的功能為Top Sites，這個功能會追蹤使用者瀏

覽的網站，並依序排列出最喜愛的網站，能夠在在單一頁面中呈現多達 

24 個縮圖。使用者甚至可以將喜愛的網站釘在畫面中的特定位置來顯示

。這樣一來，只要我們每次打開 Top Sites 時，就能夠知道要在哪裡找

到喜歡的網站。

    Internet Explorer8.0 版本，除了保留瀏覽器的基本功能外，還增加

三大功能，分別是加速器、網頁快訊、視覺化搜尋，提供更多人性化、個

人化、隱私保護的特性。

7-1 進入瀏覽器的時光隧道 7-1 進入瀏覽器的時光隧道第七課 走入瀏覽器-瀏覽器的操作 第七課 走入瀏覽器-瀏覽器的操作

圖7-6 Internet Explorer 8.0的瀏覽器畫面

圖7-7 Internet Explorer 8.0的三大功能特色

圖7-8 Safari的瀏覽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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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oogle

    Google瀏覽器（Google Chrome）是一個由Google公司開發的網頁瀏覽

器。Google的產生，是以ㄧ種開放大家撰寫與修改瀏覽器程式的方式而發

展出來的，具有網路上面分享與合作的特性。Google瀏覽器的特色是穩定

性、速度和安全性高，而且使用者介面簡單。CNET旗下的Download.com網

站，曾經進行一項網路評比活動，其中Google獲得瀏覽器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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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你曾經使用過這四種瀏覽器嗎？請寫出你所認識的

瀏覽器名稱。

瀏覽器快速上手﹒﹒﹒﹒﹒﹒﹒﹒﹒﹒﹒﹒﹒﹒﹒﹒﹒﹒﹒

   認識了常見的幾種瀏覽器後，接著我們將一起學習瀏覽器的基本功能

。依照我們在之前的單元所學習的，啟動瀏覽器以後，我們可以看到主畫

面最上方有一排圖案：

（1）工具列：提供使用者快速啟動瀏覽器功能的按鈕。

（2）網址列：使用者可在此輸入網址，直接進入想要觀看的網站。

   在先前的單元中，我們學會了如何利用網址列找到自己想去的網站。

而瀏覽器的工具列中又包含了幾種常用到功能，將在以下一一介紹：

「上ㄧ頁」觀看瀏覽過的前一個網頁。

                                                             

「下ㄧ頁」觀看瀏覽過的下一頁網頁。

                                                                   

「停止」停止傳送資料。

                                                                      

「重新整理」重新載入網頁的資料。

                                                                

「首頁」回到剛進入瀏覽器所設定的第一個畫面。

                                                                 

「搜尋」連線到預設的搜尋站台。

                                                                      

「書籤」將想紀錄的網頁紀錄下來，以便下次能快速開               

啟這些網站。

7-1 進入瀏覽器的時光隧道 7-1 進入瀏覽器的時光隧道第七課 走入瀏覽器-瀏覽器的操作 第七課 走入瀏覽器-瀏覽器的操作

圖7-9 Google的瀏覽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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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請你動動手，試著操作瀏覽器到你想去的網

站。並記錄下來你用了哪幾個功能？做了什麼事情？

瀏覽器是一種用來顯示網頁伺服器或檔

案系統內的文件，並讓使用者與這些文

件互動的一種軟體。它能夠用來顯示在

網際網路內的文字、影像及其他資訊。

人們使用瀏覽器，就能透過網際網路迅

速及輕易地瀏覽各種資訊。

蒂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 

在1984年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個網頁瀏覽

器（WorldWideWeb）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全世界目前所通

用的瀏覽器已經發展到幾十種了。

認識了Firefox、Internet Explorer、

Safari和Google四種最具特色的瀏覽器

，我們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選擇適合的

瀏覽器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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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進入瀏覽器的時光隧道 7-1 進入瀏覽器的時光隧道第七課 走入瀏覽器-瀏覽器的操作 第七課 走入瀏覽器-瀏覽器的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