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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與網路的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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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由許多網路組成的網路

Internet的應用程式：通訊和連接

全球資訊網的內部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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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是一個連接數千個學院、研究、政
府、及商業性機構網路的網路

Internet：網路組成的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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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科學家、工程師、教育家、學生、商業人
士、及其他人士各種服務．例如：

電子郵件 (傳送／接收郵件訊息)

遠端登入 (Telnet –存取其他電腦)

Internet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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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的服務

檔案傳輸 (FTP–存取資
料庫)

網路新聞群組 (Usenet–
線上的公開討論區)

WWW (多媒體文件的
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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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連線人口

今日，Internet連接幾乎全世界所有國家中的電
腦，但是Internet：

成長太快
太分散而不易計算的
沒有實體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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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核心的語言是TCP/IP…

傳輸控制協定/網際網路協定 (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

能進行跨平台通訊

Internet的通訊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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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的通訊協定

TCP通訊協定將訊息分解成封包
每一個封包中含有足夠的資訊，可以獨立地
在網路間旅行前往它的目的地
稱為路由器的主機系統會決定傳送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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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的通訊協定

IP代表封包中的位址
Internet中的每一台主機都有一個獨一的IP
位址 (IP Address)
每一個位址由四組號碼以點號分隔所組成，
典型的IP位址看起來像這樣：
123.23.16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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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位址

主機以網域名稱系統 (DNS，domain
name system)命名，將IP位址轉為字串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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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位址

頂層網域包括：
.edu - 教育網站

.com - 商業網站

.gov - 政府網站

.mil - 軍事網站

.net - 網路行政管理網站

.org - 非營利組織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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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位址

Internet位址包括：
username@hostname.sub.dom
username是使用者的信箱

hostname是電腦主機的名稱，接著的
是以點號做為分隔的網域名稱：
–主機名稱.副網域名稱.網域

–主機名稱.網域

–主機名稱.副網域名稱.副網域名稱.網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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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位址

president@whitehouse.gov

範例：

hazel_filbert@lane.k12.or.us

使用者president的郵件
是存放在政府網域的
whitehouse主機中

使用者hazel_filbert使
用的是美國奧勒岡
Lane郡K-12學區的伺
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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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連接
電腦都有自己的IP位址且是連接至LAN

不必撥號

檔案是儲存在自己的電腦

回應速度快

網路連線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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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連線的選擇

撥接式連線
藉由數據機建立暫時性的連線
透過數據機使用點對點通訊協定 (PPP，point-to-

point protocol) 取得全面性的撥號服務

寬頻連線
數位用戶迴路 (DSL，digital subscriber line) 比
ISDN更新、更快、又更便宜
DSL訊號可和聲音共享同一條電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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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連線的選擇

纜線數據機連線
利用傳送有線電視訊號的同軸電纜建立連線
速度比DSL快

衛星連線
透過電視衛星碟形接受器建立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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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連線的選擇

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廠商 (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地區性的ISP透過地區性電話線路提供連線
全國性的ISP提供全國性規模的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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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Internet的應用程式採用主從模式
(client/server model)

在主從模式中，客戶端程式要求資訊，伺服器
程式收到要求並由資料庫或文件中取得所需的
資料。

Internet的應用程式：
通訊和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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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伺服器 (email server) 就像是Internet上
主機的郵局

檔案伺服器 (file server) 在LAN上很常見，也運
用在Internet上分享程式、媒體檔案、和其他電
腦資料。

Internet的應用程式：
通訊和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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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傳輸協定 (FTP，File transfer protocol ) 可
讓使用者，從遠端伺服器下載檔案至他們的電
腦中和上傳檔案

檔案壓縮 (file compression) 可節省儲存空間，
並減少在網路上傳送的時間

Internet的應用程式：
通訊和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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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伺服器 (application server ) 存放應用
程式- PC的應用程式、資料庫、以及其他的應用
程式，以供客戶端使用

應用程式伺服器可能隸屬於應用程式服務提供
業者 (ASP，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 供
應和管理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服務公司

Web伺服器 (Web server) 儲存網頁，並將網頁
傳回客戶端

Internet的應用程式：
通訊和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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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是一種分散式的瀏覽和搜尋系統，在歐
洲粒子物理實驗室開發出來的

系統設計成能給予Internet文件獨一無二的位址

研發HTML程式語言以顯示和編譯文件

為了能由遠端檢視文件而建立了瀏覽器軟體

全球資訊網的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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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資訊網的內部

網頁是由文字和影像所組成
網站是網頁的集合
首頁是網站的主要入口
網頁瀏覽器，像是Netscape或是IE，可藉由點
選連結探索WWW

網站專用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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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資訊網的內部

超連結 (Hyperlink)
是具備按鈕功能般的
文字或是圖片，可讓
你連至其他網頁

連結通常畫有底線或是
以不同顏色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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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資訊網的內部

更多網站專用名詞：
連結讓你不用知道確切位置也可找到資訊
(可能會被移動)

上一頁和下一頁按鈕讓你可追蹤走過的路徑

書籤和我的最愛可記錄你喜愛的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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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典型的全球資源位址 (URL，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 http://www.prenhall.com.beek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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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網頁的通訊介面

分析網頁位址結構：

http:// www.vote-smart.org/

主機的位址

資源檔案目錄路徑

help/databa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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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網頁

HTML文件中包含說明
超媒體文件的格式、版
面設計、和邏輯結構的
代碼

超文字標示語言 (HTML，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HTML不是“所見即

所得”(WYSIW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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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網頁

以HTML代碼表現的文字 …

在螢幕上會顯示 …

<H1>Welcome to Computer Confluence</H1>
<b>Publishing on the We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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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範例1 –原始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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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範例1 (cont)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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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範例一–使用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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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範例二–原始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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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範例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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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範例二–使用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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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範例二–使用標籤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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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範例三–原始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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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範例三–原始碼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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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範例三–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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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網頁

其他選擇…

可將文件格式轉換成HTML代碼的程式
Microsoft Word, FileMaker

網頁製作軟體
HomePage, GoLive, Front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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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超文字到多媒體

表格
框架
表單
可供下載的聲音檔
案和影片

串流式聲音檔案和影片
即時廣播和影片
3D環境

典型的網站可能會包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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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超文字到多媒體

Plug-Ins外掛程式可為軟體增加新功能，範
例包括…

QuickTime
Shockwave/Flash
RealPlayer
Acro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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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HTML

動態HTML：
藉由允許程式在特定的情況下自動修改，增
強了HTML的程式能力

JavaScript：
是一種用來加強網頁的簡單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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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HTML

可延伸性標示語言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將會取代HTML的語言並提供更多額外
超強功能

VRML
Virtual Reality Modeling Language可建立

3D的虛擬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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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HTML

Java：
一種具全面性功能、跨平台的物件導向
程式語言

Java applets：
小的Java應用程式可自動下載至你的電
腦中，可在任何平台上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