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這本書涵蓋 JavaScript 語言，以及由 web 瀏覽器所實作的 JavaScript API。本書是為有程式

設計經驗、想學習 JavaScript 的讀者或是已經在用 JavaScript，想更進一步提升理解程度，

真正精通 JavaScript 與 web 平台的讀者而寫。詳盡描述 JavaScript 語言與平台是我寫作此

書的目的，結果就是這本又大又詳細的書。我希望它會獎勵花費時間仔細閱讀的人，閱讀

的時間成本將以更高的程式設計生產力作為回報。 

這本書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涵蓋 JavaScript 語言本身，第二部包含客戶端 JavaScript：由 

HTML5 與相關標準所定義的 JavaScript API，以及由各家網頁瀏覽器所實作的 JavaScript 

API 。第三部由 JavaScript 核心語言的參考章節所組成，第四部是客戶端 JavaScript 的參考

資料。第 1章中包含了第一部與第二部各章的概述（請看第 1.1 節）。 

本書第六版包含 ECMAScript 5（核心語言的最新版本），以及 HTML5（網頁平台的最新

版本）。你可以在第一部中找到許多關於 ECMAScript 5 的資料，HTML5 的新素材主要位

於第二部的最後，但你在其他章節中也會看到一些。此版中全新的章節包括：第 11 章，

JavaScript 子集與擴充、第 12 章，伺服端 JavaScript、第 19 章，jQuery 程式庫，以及第

22章 HTML5 API。 

前面幾版的讀者可能會注意到我在此版中完全改寫了許多章節。第一部的核心，涵蓋物

件、陣列、函式的章節全都更新了，讓本書更符合現今的程式設計風格與最佳實務。第二

部的幾個關鍵章節，像是涵蓋文件、事件的章節同樣也完全改寫過，包含最新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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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 的基礎型別是物件（object）。物件是合成值（composite value）：它聚集多個

值（基型值或其他物件），讓你可以透過名稱儲存並取回這些值。物件是特性

（properties）的無序群集，每個特性都有名稱與值。物件名稱是字串，所以我們也可說物

件將字串對映至（map to）值。這種字串對值（string-to-value）的映射（mapping）有多種

名稱：你或許已經聽過這種基本資料結構，它可能叫做「hash」（雜湊）、「hashtable」

（雜湊表）、「dictionary」（字典）或「associative array」（關聯式陣列）。然而物件不僅

是單純的 string-to-value 映射，除了維護其自有的特性集合外，JavaScript 物件也能繼承其

他物件的特性，這些其他物件，就稱為它的「原型」（prototype）。物件的方法通常就是

繼承而來的特性（簡稱「繼承特性」），這種「原型繼承」（prototypal inheritance）是 

JavaScript 的關鍵特色。 

JavaScript 物件是動態的（dynamic），通常可以加入或刪除特性，但是它們也可用來模擬

靜態型別（statically typed）語言的靜態（static）物件或「structs」（結構）。它們也可

（藉由忽略 string-to-value 映射中 value 的部分）用來代表一組字串。 

JavaScript 中，任何不是字串、數字、true、false、null 或 undefined 的值都是物件，而

雖然字串、數字與  booleans 並非物件，它們的行為表現就像是不可變物件（ immutable 

objects，參見 3.6 節）。 

回想在 3.7 節提過，物件是可變的（mutable），而且我們是透過參考（by reference）來操

作它，而非值（by value）。如果變數 x 參考一個物件，執行程式碼 var y = x;，那麼變數 

y 就持有對同一物件的參考，而非該物件的複製品（copy of that object），任何透過變數 y 

對物件做的修改，藉由變數 x 也看得到。 

最常進行的物件操作有：創建物件，設定、查用（query）、刪除、測試與列舉它們的特

性。這些基礎操作在本章開頭幾節會詳加描述，隨後的章節涵蓋更進階的主題，大部分都

屬於 ECMAScript 5。 

特性（property）具有名稱與值，特性名稱可以是任何字串，包括空字串，但是沒有物件可

以擁有兩個同名的特性。特性值可以是任何 JavaScript 值，或是（在 ECMAScript 5 中）它

可是 getter（取值器）或 setter（設值器）函式（或兩者皆是）。 

第六章 

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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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在 6.6 節學到 getter 與 setter 函式。除了名稱與值之外，每個特性還有一些與其關聯

的值，我們稱之為特性屬性（property attributes）： 

 writable（可寫）屬性指明該特性的值能夠設定與否。 

 enumerable（可列舉）屬性指明該特性名稱是否可被 for/in 迴圈回傳。 

 configurable（可配置）屬性指明該特性是否可被刪除，以及它的屬性能夠更動與否。 

在 ECMAScript 5 出現之前，你的程式碼創建的所有物件特性都是 writable、enumerable，

以及 configurable。在 ECMAScript 5 中，你能夠配置特性的屬性，6.7 節會解釋怎麼做到

此點。 

除了特性之外，每個物件也有三個關聯的物件屬性（object attributes）： 

 物件的 prototype 是個參考，它指涉至另一個物件，有些特性是從該物件繼承而來。 

 物件的 class 是個字串，用以區分該物件的種類。 

 物件的 extensible（可擴充）旗標（falg）指明（在 ECMAScript 5 中）是否可在該物

件上加入新特性。 

我們會在 6.1.3 與 6.2.2 節中學到更多關於原型與原型繼承的細節，6.8 節會詳細說明上面

三個屬性。 

最後，我們還需要知道三個（更廣泛的） JavaScript 物件種類，以及兩種特性類型： 

 Native（原生）物件是由 ECMAScript 規格所定義的物件或物件類別。例如，陣列、

函式、日期與正規運算式都是 native 物件。 

 Host（宿主）物件是由內嵌 JavaScript 直譯器的宿主（host）環境（例如 web 瀏覽

器）所定義的物件。在客戶端 JavaScript 用來表示網頁結構的 HTMLElement 物件就

是一種 host 物件。Host 物件也可以是 native 物件，例如當 host 環境定義的方法只是

普通的 JavaScript Function 物件之時。 

 User-defined（使用者定義的）物件是 JavaScript 程式碼執行時所創建的任何物件。 

 Own（自有）特性是在物件上直接定義的特性。 

 Inherited（繼承）特性是由物件的原型物件所定義的特性。 

6.1  創建物件 
物件可用物件字面值、new 關鍵字，以及（ECMAScript 5 中的）Object.create() 函式來創

建。接下來的各子節將一一說明這些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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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物件字面值 
創建物件最簡單的方式是在  JavaScript 程式碼中使用物件字面值。物件字面值（object 

literal）是一串逗號分隔的（冒號區隔）「名稱:值 對組」（name:value pairs），並使用大

括號（curly braces）圍住。特性名稱是 JavaScript 識別字或字串字面值（空字串也行）；

特性值是任何  JavaScript 運算式，該運算式的值（可能是基型值或物件值）就是特性的

值。這裡有些例子： 

var empty = {};  // 沒有特性的物件     
var point = { x:0, y:0 };  // 兩個特性 
var point2 = { x:point.x, y:point.y+1 }; // 更為複雜的值 
var book = { 
    "main title": "JavaScript",  // 包含空格的特性名稱， 
    'sub-title': "The Definitive Guide",  // 或是包含連字號（hyphens），這類名稱使用字串字面值 
    "for": "all audiences",  // for 是個保留字，所以要加上引號 
    author: {  // 這個特性的值本身是個物件。 
        firstname: "David",  // 請注意這些 
        surname: "Flanagan"  // 特性名稱都沒加上引號。 
    } 
}; 

在 ECMAScript 5 中（連同某些 ECMAScript 3 實作），不加引號的保留字也可用為特性名

稱，但一般來說在  ECMAScript 3 中，作為特性名稱的保留字一定要加上引號。在 

ECMAScript 5 中，物件字面值中最後一個特性後面接的逗號會被忽略，在多數 

ECMAScript 3 實作中，這種逗號也會被忽略，但 IE 將之視為錯誤。 

物件字面值是運算式，它每次被估算時都會創建、初始化一個新的個別物件，每個特性的

值在每次估算字面值時，也會被估算，這表示，如果出現在函式中的迴圈主體，而函式重

複被呼叫，單一物件字面值也會創建許多新物件，其中每個物件的特性值可能彼此不同。 

6.1.2  使用 new 創建物件 
new 運算子創建並初始化新物件。new 關鍵字後面必須接著函式調用，透過這種方式調用的

函式稱為建構式（constructor），用來初始化新創物件。核心 JavaScript 內建了 native 型

別用的建構式，例如： 

var o = new Object();   // 創建空物件，等同於 {}。 
var a = new Array();   // 創建空陣列，等同於 []。 
var d = new Date();   // 創建代表目前時間的 Date 物件 
var r = new RegExp("js");  // 創建用來範式比對的 RegExp 物件。 

除了這些內建的建構式之外，定義自己的建構式來初始化新創物件也很常見，第 9 章會教

你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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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原型 
在我們說明第三種物件創建方式之前，我們必須先停下來解釋何謂原型（prototypes）。每

個 JavaScript 物件都有第二個 JavaScript 物件（或 null，但這很少見）與之關聯，這第二

個物件稱為原型，第一個物件就從這個原型繼承特性。 

所有用物件字面值創建的物件都有同一個原型物件，在  JavaScript 程式碼中，我們用 

Object.prototype 來參考這個原型物件。透過 new 關鍵字與建構式調用所產生的物件，其

原型為建構函式（constructor function）的 prototype 特性值，因此藉由 new Object() 創建

的物件繼承自 Object.prototype，跟用 {} 創建的物件相同。同樣地，使用 new Array() 創

建的物件，把  Array.prototype 當作其原型；而用  new Date() 創建的物件，其原型為 

Date.prototype。 

Object.prototype 是少數沒有原型的物件：它沒有繼承任何特性。其他原型物件則是具有

原型的正常物件。所有內建的建構式（以及大多數使用者定義的建構式）都有個繼承自 

Object.prototype 的原型。舉例來說，Date.prototype 從 Object.prototype 繼承特性，所

以使用 new Date() 創建的 Date 物件，同時繼承了 Date.prototype 與 Object.prototype 兩

者的特性，這些串成一系列的原型物件就稱為原型鏈（prototype chain）。 

特性繼承的運作方式會在 6.2.2 節中說明。我們會在 6.8.1 節中學到如何查用物件的特性。

第 9 章會更詳細地說明原型與建構式之間的關係：它會說明如何定義新的物件「類別」

（classes）：如何撰寫建構函式並設定其  prototype 特性為要給建構式創建的「實體」

（instances）使用的原型物件。 

6.1.4  Object.create() 
ECMAScript 5 定義了一個方法，Object.create()，它可以新創一個物件，並用第一個引數

作為該物件的原型。Object.create() 也可接受第二個非必須的引數，用以描述新物件的特

性，這第二個引數會在 6.7 節中說明。 

Object.create() 是個靜態（static）函式，不是在個別物件上調用的方法，要使用它，只需

把想要作為原型的物件傳給它就行了： 

var o1 = Object.create({x:1, y:2});  // o1 繼承了特性 x 與 y。 

你可以傳 null 給它，創建一個沒有原型的新物件，但若你這樣做，這個新創的物件什麼都

不會繼承，甚至連 toString() 這類基本方法也沒有（這也代表這個新創物件不能當作 + 運

算子的運算元）： 

var o2 = Object.create(null);  // o2 不會繼承任何特性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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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創建一個普通的空物件（就像  {} 或  new Object() 回傳的一樣），傳入 

Object.prototype： 

var o3 = Object.create(Object.prototype);  // o3 就像 {} 或 new Object()。 

使用任意原型創建新物件的能力（換個說法：為任何物件創建「繼承者」（heir）的能

力），非常強大，我們可在 ECMAScript 3 中用範例 6-11 內這類函式來模擬這個能力： 

範例 6-1  創建一個繼承自某個原型的物件 

// inherit() 回傳一個新創物件，該物件從原型物件 p 那繼承了特性。 
// 它會先試著用 ECMAScript 5 函式 Object.create()，如果     
// 有定義的話，不然就使用較舊的技巧。 
function inherit(p) { 
    if (p == null) throw TypeError();  // p 必須是個非 null 物件 
    if (Object.create)   // 如果 Object.create() 有定義... 
        return Object.create(p);  // 那就直接用它。 
    var t = typeof p;    // 不然就做更多型別檢查 
    if (t !== "object" && t !== "function") throw TypeError(); 
    function f() {};    // 定義一個建構函式空殼。 
    f.prototype = p;    // 將 prototype 特性設為 p。 
    return new f();    // 使用 f() 創建一個 p 的「繼承者」。 
} 

在看過第 9 章對建構式的說明後，你會更理解 inherit() 中程式碼的意義。就目前而言，

你就先接受這個函式會回傳一個繼承了引數物件的新物件。請注意 inherit() 不能完全取

代 Object.create()：它不允許創建原型是 null 的物件，它也不像 Object.create() 能夠接

受額外的第二個引數，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會在這章與第  9 章的幾個範例中使用 

inherit()。 

當你想要防止你不能控制的程式庫函式不經意地（但並非惡意）修改某個物件之時，

inherit() 函式就能派上用場：你不用直接把那個物件傳給程式庫函式，你可以傳給它該物

件的繼承者，如果那個函式讀取繼承者的特性，它就能讀到繼承而來的值，然而如果該函

式設定某個特性，這只會影響到繼承者，而非原本的物件： 

var o = { x: "don't change this value" }; 
library_function(inherit(o)); // 防止對 o 的意外修改 

要理解這為什麼行得通，你需要知道如何查用與設定 JavaScript 特性，這也是下一節的主

題。 

                                                                            
1  一般認為，Douglas Crockford 是第一位提倡透過函式用這種方式創建物件的人。請看

http://javascript.crockford.com/prototyp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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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查用與設定特性 
要獲取特性的值，就使用 4.4 節所描述的點（.）或中括號（square bracket，[]）運算子，

左手邊應該是個值為物件的運算式。如果使用點運算子，那麼右邊一定要是用來命名特性

的簡單識別字。如果使用中括號，中括號裡的值一定要是估算值為特性名稱字串的運算

式： 

var author = book.author;   // 取得 book 的 "author" 特性。 
var name = author.surname   // 取得 author 的 "surname" 特性。 
var title = book["main title"]  // 取得 book 的 "main title" 特性。 

要創建或設定特性，就使用跟查用時相同的點或中括號，但它們要放在指定運算式的左手

邊： 

book.edition = 6;    // 為 book 創建一個 "edition" 特性。 
book["main title"] = "ECMAScript";  // 設定 "main title" 特性。 

在 ECMAScript 3 中，緊接在點運算子之後的識別字不能是保留字：例如，你不能寫 o.for 

或 o.class，因為 for 是個語言關鍵字，而 class 也保留作為未來之用。如果物件中有特性

名為保留字，你一定要用中括號才能存取它們：o["for"] 與 o["class"]。ECMAScript 5 放

寬了這項限制（某些 ECMAScript 3 實作也是），允許保留字跟在點之後。 

使用中括號之時，我們曾說過中括號內的運算式估算值必須要是字串。更精確的說法是：

該運算式的估算值必須要是字串，或是能轉成字串的值，舉例來說，在第 7 章中我們就會

知道在中括號內使用數字也很常見。 

6.2.1  物件作為關聯式陣列 
如同前面解釋過的，下面的 JavaScript 運算式有相同的值： 

object.property 
object["property"] 

第一種語法，使用點與識別字，看起來就像在 C 或 Java 中存取結構（struct）或物件的靜

態資料欄（static field）。第二種語法，使用中括號與字串，看起來就像陣列存取，但是陣

列的索引是字串而非數字，這種陣列稱為關聯式陣列（associative array，或稱 hash 或 map 

或 dictionary）。JavaScript 物件是關連式陣列，而這一節會解釋為什麼這點很重要。 

在 C、C++、Java，以及類似的強型別（strongly typed）語言中，物件只能有固定數目的特

性，而且這些特性的名稱一定要事先定義才行，既然  JavaScript 是不拘型別（ loosely 

typed）的語言，上述規則就不適用：程式可在任何物件中創建任意數目的特性。然而，當

你用 . 運算子來存取物件的特性時，特性的名稱是用識別字表示。識別字必須逐字被鍵入 

JavaScript 程式中，它們不是資料型別，所以程式無法操縱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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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方面，當你用 [] 陣列記號來存取物件的特性，特性的名稱是用字串表示，字串是 

JavaScript 的資料型別，所以程式執行時，它們可以被操作或創建，因此，你可用 

JavaScript 寫出下列程式碼： 

var addr = "";     
for(i = 0; i < 4; i++)  
    addr += customer["address" + i] + '\n'; 

這段程式碼讀取並串接 customer 物件的 address0、address1、address2 與 address3 特性。 

這簡短的範例告訴我們，使用陣列記號配合字串運算式，我們可以彈性地存取物件的特

性。上面的程式碼可以用點記號來改寫，但有某些例子只有陣列記號才能夠做到。舉例來

說，假設你正在寫的程式透過網路資源來計算使用者股市投資目前的價值，這個程式可讓

使用者輸入她所擁有的股票名稱，以及擁有的股份有多少，你可能會用一個名為 portfolio 

的物件來保存這些資訊，每支股票在這個物件中都有對應的特性，特性的名稱就是股票的

名稱，而特性值代表她所擁有的股份數量。所以，假設使用者持有 50 股的 IBM 股票，

portfolio.ibm 特性的值就會是 50。 

這個程式某部分可能有個函式用來新增一支股票至投資組合（portfolio）中： 

function addstock(portfolio, stockname, shares) { 
    portfolio[stockname] = shares; 
} 

既然使用者是在執行期（runtime）輸入股票名稱的，你無法事先預知特性名稱是什麼，因

為你在寫程式時並不知道特性名稱，你也沒辦法使用 . 運算子來存取 portfolio 物件的特

性。然而，你可以用 [] 運算子，因為它使用字串值（字串值是動態的，在執行期時可以改

變）而非識別字（識別字是靜態的，必須寫死在程式中）來指定特性。 

第 5 章介紹了 for/in 迴圈（我們不久就會在 6.5 節中再次見到它），這個 JavaScript 述句

要與關聯式陣列並用，才能顯現出它的好處，這裡就教你如何用它來計算投資組合的總

值： 

function getvalue(portfolio) { 
    var total = 0.0; 
    for(stock in portfolio) {  // 對投資組合中的每支股票： 
        var shares = portfolio[stock];  // 取得股份數量 
        var price = getquote(stock);  // 查詢股價 
        total += shares * price;  // 將這支股票的價值加至總值 
    } 
    return total;  // 回傳總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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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繼承 
JavaScript 物件有一組「自有特性」（own properties），同時它們也從原型物件繼承了一

組特性。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更深入地探討特性存取（property access）。這節的例

子會用到範例 6-1 中的 inherit() 函式，用以創建繼承自特定原型的物件。 

假設你要查用物件 o 的特性 x，如果 o 沒有名為 x 的自有特性，那麼就在 o 的原型物件中

查看是否有特性 x，如果該原型物件也沒有這個名稱的自有特性，但是本身具有原型，就

會繼續往這個原型中去尋找，這個程序持續至找到名為 x 的特性為止，或是直到搜尋到一

個原型為 null 的物件為止。如你所見，物件的 prototype 屬性創建了一條鏈或者鏈結串列

來記錄特性繼承自那些物件： 

var o = {}  // o 從 Object.prototype 繼承了物件方法 
o.x = 1;  // 並有一個自有特性 x。 
var p = inherit(o);  // p 繼承特性自 o 與 Object.prototype 
p.y = 2;  // 並有個自有特性 y。 
var q = inherit(p);  // q 繼承特性自 p、o 與 Object.prototype 
q.z = 3;  // 並有個自有特性 z。 
var s = q.toString();  // toString 是從 Object.prototype 繼承而來 
q.x + q.y  // => 3：x 與 y 繼承自 o 與 p 

假設你要指定值給物件 o 的特性 x，如果 o 已經有一個名為 x 的自有（非繼承）特性，那

麼這個指定就單純改變這個既存特性的值，不然的話，這個指定會在 o 上新創一個名為 x 

的特性，如果 o 之前曾繼承特性 x，那麼這個繼承特性（inherited property）會被新創的同

名自有特性所掩蔽。 

特性的指定會檢視原型鏈（prototype chain）來判斷這個指定是否可行。舉例來說，如果 o 

繼承了一個名為 x 的唯讀特性，那麼這個指定就不會被允許（特性何時可以設定的細節在 

6.2.3 節）。然而，如果該指定被允許的話，它只會在原本的物件上新建或設定特性，永遠

不會修改到原型鏈中的物件。繼承只在查用特性時發生，而不在設定特性時發生，這是 

JavaScript 的關鍵特色之一，因為它讓我們可以選擇性地覆寫（override）繼承特性： 

var unitcircle = { r:1 };  // 要繼承的物件 
var c = inherit(unitcircle);  // c 繼承特性 r 
c.x = 1; c.y = 1;  // c 定義兩個自有特性 
c.r = 2;  // c 覆寫它繼承的特性 
unitcircle.r;  // => 1：沒有影響到原型物件 

「特性指定要不是失敗，就是創建或設定原本物件的特性」這個規則有個例外：如果 o 繼承

特性 x，而這個特性是具有 setter 方法的 accessor（存取器）特性（參見 6.6 節），那麼就

會呼叫那個 setter 方法，而非在 o 上新創一個特性 x。然而，請注意被呼叫的 setter 方法會

作用在物件 o 上，而不是定義那個特性的原型物件，所以如果 setter 方法定義任何特性，

它會在 o 上定義，一樣不會修改到原型鏈上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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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特性存取錯誤 
特性存取運算式（Property access expressions）不一定總是回傳值或設定值。這節介紹查用

或設定特性時，可能發生的錯誤。 

查用不存在的特性並不會產生錯誤，如果不論 o 的自有特性或是繼承特性中都沒有特性 

x，那麼特性存取運算式 o.x 的估算值會是 undefined。請回想我們的 book 物件有個「sub-

title」特性，但沒有「subtitle」特性： 

book.subtitle; // => undefined：特性不存在 property doesn't exist 

然而，嘗試查用不存在的物件之特性，會產生錯誤，null 與 undefined 值沒有特性，查用

這些值的特性，就會發生錯誤。接續前面的例子： 

// 產生 TypeError 例外。undefined 沒有 length 特性 
var len = book.subtitle.length; 

除非你非常確定  book 與  book.subtitle 是（或者行為像）物件，你不應寫出運算式 

book.subtitle.length，因為它可能擲出例外，有兩個方式可以防止這種例外發生： 

// 較為冗長但明確的技巧 
var len = undefined; 
if (book) { 
    if (book.subtitle) len = book.subtitle.length;     
} 
 
// 簡潔慣用的技巧，取得的內容會是 subtitle length 或 undefined 
var len = book && book.subtitle && book.subtitle.length; 

要理解為何這個慣用的運算式能夠防止 TypeError 例外，你可以複習 4.10.1 節中關於 && 運

算子短路（short-circuiting）行為的說明。 

當然，嘗試在 null 與 undefined 上設定特性也會導致 TypeError，在其他值上設定特性也

不一定都會成功：某些特性是唯讀的，不能設定，而某些物件不允許新增新特性。有趣的

是，這些注定失敗的嘗試通常都會無聲無息的失敗： 

// 內建的建構式之 prototype 特性是唯讀的。 
Object.prototype = 0;  // 指定無聲地失敗，不會產生訊息，Object.prototype 不變 

這個歷史造成的 JavaScript 怪癖在 ECMAScript 5 strict 模式中會受到限制，在 strict 模式

中，任何特性設定動作失敗時，都會擲出 TypeError 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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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特性的指定何時成功與何時失敗的規則雖然直觀，但很難簡潔表示。嘗試設定 o 物件

的 p 特性，會在下列情形失敗： 

 o 的自有特性 p 是唯讀的：我們無法設定唯讀特性（有個例外，參見 defineProperty() 

方法：允許設定 configurable 唯讀特性）。 

 o 有個唯讀的繼承特性 p：我們無法使用同名的自有特性掩蔽（hide）唯讀的繼承特

性。 

 o 沒有自有特性 p；o 並沒有繼承具有 setter 方法的特性 p，而且 o 的 extensible 屬性

（參見 6.8.3 節）為 false：如果 o 中沒有 p，而且沒有 setter 方法可呼叫，那麼 p 就

得被加入 o，但是如果 o 是不可擴充的（not extensible），我們就不能為它定義新特

性。 

6.3  刪除特性 
delete 運算子（4.13.3 節）從物件中移除特性，它的單一運算元應該是個特性存取運算

式。特別需要注意的是，delete 並非作用在值之上，而是作用在特性本身： 

delete book.author;   // book 物件現在沒有 author 特性。 
delete book["main title"];  // 現在它也沒有 "main title" 了。 

delete 運算子只會刪除自有（own）特性，不會刪除繼承（inherited）特性（要刪除繼承特

性，你必須到定義該特性的原型物件上去刪除，這樣做會影響到所有繼承這個原型的物

件）。 

如果刪除成功或是刪除動作沒有效果（例如刪除一個不存在的特性），那麼 delete 運算式

的估算值為 true，當（無意義地）用在非特性存取運算式的運算式之上，delete 也會估算

為 true： 

o = {x:1};   // o 有自有特性 x及繼承特性 toString 
delete o.x;   // 刪除 x，回傳 true 
delete o.x;   // 什麼都不做（x 不存在），回傳 true 
delete o.toString;  // 什麼都不做（toString 不是自有特性），回傳 true 
delete 1;   // 沒有意義，但也是估算為 true 

delete 不會移除 configurable 屬性為 false （代表不可配置，nonconfigurable）的特性，不

過它會移除不可擴充（nonextensible）物件的可配置（configurable）特性。內建物件的某

些特性是 nonconfigurable，藉由變數宣告或函式定義創建的全域物件特性也是。在 strict 

模式中，嘗試刪除一個  nonconfigurable 特性會造成  TypeError；非  strict 模式（以及 

ECMAScript 3）中，delete 在這種情形下僅會估算為 false： 

delete Object.prototype;  // 不能刪除；特性為 non-configurable 
var x = 1;    // 宣告一個全域變數 
delete this.x;   // 無法刪除此特性 
function f() {}   // 宣告一個全域函式 
delete this.f;   // 同樣也無法刪除這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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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  strict 模式下刪除全域物件的  configurable 特性，你可以省略對全域物件的參考

（reference），在 delete 之後僅用特性名稱： 

this.x = 1;  // 創建一個 configurable 全域特性（不用 var） 
delete x;  // 將之刪除 

然而在  strict 模式中，如果運算元是像  x 這種未經資格修飾的（unqualified）識別字，

delete 會產生 SyntaxError，你必須要用明確的特性存取才行： 

delete x;  // stric 模式中是 SyntaxError 
delete this.x;  // 這就可行了 

6.4  測試特性 
JavaScript 物件可被想成是特性的集合，而我們時常需要測試某個特性是否在集合內：檢查

某個物件是否具有指定名稱的特性。要進行這種測試，你可用 in 運算子、hasOwnProperty() 

與 propertyIsEnumerable() 方法，或單純地查用該特性。 

in 運算子預期它的左邊是特性名稱（字串），右邊是物件，如果該物件擁有指定名稱的自

有或繼承特性，運算子就回傳 true： 

var o = { x: 1 } 
"x" in o;   // true： o 有個自有特性 "x"     
"y" in o;   // false： o 沒有特性 "y" 
"toString" in o;  // true： o 繼承了 toString 特性 

物件的 hasOwnProperty() 方法測試該物件是否有指定名稱的自有（own）特性，如果是繼

承特性，它會回傳 false： 

var o = { x: 1 } 
o.hasOwnProperty("x");  // true： o 有自有特性 x 
o.hasOwnProperty("y");  // false： o 沒有特性 y 
o.hasOwnProperty("toString");  // false： toString 是繼承特性 

propertyIsEnumerable() 是更加完善的 hasOwnProperty() 的測試，它只會在指定名稱的特

性為自有特性，而且 enumerable 屬性為 true 時，才會回傳 true。某些內見特性是不可列舉

的（not enumerable）。除非你使用之後會提到的 ECMAScript 5 方法來將特性設為不可列舉

（nonenumerable），不然普通 JavaScript程式碼創建的特性都是可列舉的（enumerable）： 

var o = inherit({ y: 2 }); 
o.x = 1; 
o.propertyIsEnumerable("x");  // true： o 有個自有的可列舉特性 x 
o.propertyIsEnumerable("y");  // false： y 是繼承而來的，並非自有 
Object.prototype.propertyIsEnumerable("toString");  // false：不是可列舉的 

通常只需在查用特性時，使用 !== 來確定其值並非 undefined就足夠了，不必用到 in運算子： 

var o = { x: 1 } 
o.x !== undefined;  // true： o 有特性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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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y !== undefined;   // false： o 沒有特性 y 
o.toString !== undefined;  // true： o 繼承了 toString 特性 

有一件事只有 in 運算子才作得到，上述簡單的特性存取技巧無法達成。in 可以分辨「不存

在的特性」與「存在但被設為 undefined 的特性」，考慮下列程式碼： 

var o = { x: undefined }  // 特性被明確地設為 undefined 
o.x !== undefined   // false：特性存在，但值為 undefined 
o.y !== undefined   // false：特性本身就不存在 
"x" in o    // true：特性存在 
"y" in o    // false：特性不存在 
delete o.x;    // 刪除特性 x 
"x" in o    // false：它已不復存 

請注意上面的程式碼使用 !== 運算子而非 !=。!== 及 === 能夠辨別 undefined 與 null，有

些時候，你並不想要區分它們： 

// 如果 o 有值不為 null 或 undefined 的特性 x，將其值加倍。 
if (o.x != null) o.x *= 2; 
 
// 如果 o 有個值不能轉為 fale 的特性 x，將它加倍。 
// 如果 x 是 undefined、null、false、""、0 或 NaN，就不要動它。 
if (o.x) o.x *= 2; 

6.5  列舉特性 
除了測試個別特性存在與否，我們有時會想要逐一查看（iterate through）物件的特性，或

是獲取物件的特性清單，這通常透過 for/in 迴圈來達成，不過 ECMAScript 5 提供了兩個

容易上手的替代選擇。 

for/in 迴圈涵蓋於 5.5.4 節，對指定物件的每一個可列舉特性（自有或繼承），它都會執

行一次迴圈主體，將特性的名稱指定給迴圈變數。物件繼承的內建方法都不可列舉，但是

你的程式碼加至物件的特性都是可列舉的（除非你用下面會說到的函式之一將之設為不可

列舉）。舉例來說： 

var o = {x:1, y:2, z:3};   // 三個可列舉的自有特性     
o.propertyIsEnumerable("toString")  // => false： 不可列舉 
for(p in o)     // 對每個特性都執行迴圈 
    console.log(p);    // 印出 x、y 與 z，不會印出 toString 

某些工具程式庫會新增方法（或特性）至 Object.prototype 中，所以這些方法或特性會被

繼承，每個物件都可使用。然而在 ECMAScript 5 之前，我們沒有辦法讓這些新增的方法

變成不可列舉的，所以它們會被 for/in 迴圈所列舉。為了防止這個情形發生，你可以過濾 

for/in 回傳的特性，有兩種方式： 

for(p in o) { 
    if (!o.hasOwnProperty(p)) continue; // 跳過繼承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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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p in o) { 
    if (typeof o[p] === "function") continue;  // 跳過方法     
} 

範例  6-2 定義了幾個工具函式，使用  for/in 迴圈以有利的方式操作物件特性，尤其是 

extend() 函式，常會在 JavaScript 工具程式庫中看到2。 

範例 6-2  列舉特性的物件工具函式 

/* 
 * 複製 p 的可列舉特性至 o，並回傳 o。 
 * 如果 o 與 p 有同名的特性，o 的特性會被覆蓋（overwritten）。     
 * 這個函式不處理 getters 與 setters，也不複製屬性（attributes）。 
 */ 
function extend(o, p) { 
    for(prop in p) {     // 對 p 中所有的特性。 
        o[prop] = p[prop];    // 將特性加至 o。 
    } 
    return o; 
} 
/* 
 * 複製 p 的可列舉特性至 o，並回傳 o。 
 * 如果 o 與 p 有同名的特性，o 的特性維持不變。 
 * 這個函式不處理 getters 與 setters，也不複製屬性。 
 */ 
function merge(o, p) { 
    for(prop in p) {     // 對 p 中所有的特性。 
        if (o.hasOwnProperty[prop]) continue;  // 除了 o 原有的特性之外。 
        o[prop] = p[prop];    // 將特性加至 o。 
    } 
    return o; 
} 
/* 
 * 移除 o 的特性，除了 p 中同名的特性之外。 
 * 回傳 o。 
 */ 
function restrict(o, p) { 
    for(prop in o) {     // For all props in o 
        if (!(prop in p)) delete o[prop];  // 如果不在 p 中就刪除 
    } 
    return o; 
} 
/* 
 * 刪除 o 中每一個與 p 中特性同名的特性。 
 * 回傳 o。 
 */ 
function subtract(o, p) { 

 

                                                                            
2  這裡的 extend() 實作是正確的，但無法抵銷 Internet Explorer 中知名的臭蟲。我們會在範例 8-3 中看見較為穩健
的 extend()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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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prop in p) {  // 對 p 中所有的特性 
        delete o[prop];  // 從 o 中刪除（刪除一個 
 // 不存在的特性是無害的） 
    } 
    return o; 
} 
/* 
 * 回傳一個新物件，它持有 o 與 p 兩者的特性。 
 * 如果 o 與 p 有同名特性，就用 p 的特性值。 
 */ 
function union(o,p) { return extend(extend({},o), p); } 
/* 
 * 回傳一個新物件，只有同時也出現在 p 中的 o 特性才會放到這個物件中。 
 * 這有點類似 o 與 p 的交集（intersection）， 
 * 但是 p 的特性值會被捨棄 
 */ 
function intersection(o,p) { return restrict(extend({}, o), p); } 
/* 
 * 回傳一個陣列，內有 o 所有的可列舉自有特性名稱 
 */ 
function keys(o) { 
    if (typeof o !== "object") throw TypeError();  // 引數一定要是物件 
    var result = [];  // 要回傳的陣列 
    for(var prop in o) {  // 對所有可列舉特性 
        if (o.hasOwnProperty(prop))  // 如果它也是自有特性 
            result.push(prop);  // 將之加入陣列。 
    } 
    return result;  // 回傳陣列。     
} 

除了  for/in 迴圈之外，ECMAScript 5 還定義了兩個列舉特性名稱用的函式。第一個是 

Object.keys()，它回傳物件的可列舉自有特性名稱陣列，它的運作方式就像範例 6-2 中的 

keys() 工具函式。 

第 二 個  ECMAScript 5 特 性 列 舉 函 式 為  Object.getOwnPropertyNames()， 它 類 似 

Object.keys()，只是它回傳指定物件全部的自有特性，不僅是可列舉特性，在 

ECMAScript 3 中沒辦法寫出這個函式，因為 ECMAScript 3 並沒有提供方式來獲取物件的

不可列舉特性。 

6.6  特性 Getters 與 Setters 
我們曾說過，一個物件特性是由一個名稱、一個值，以及一組屬性（attributes）所構成，

在 ECMAScript 53中，那個值可用一個或兩個方法取代，稱之為 getter（取值器）與 setter 

 

 

                                                                            
3  以及幾個主要瀏覽器（IE 除外）最近的 ECMAScript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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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值器）。由 getter 與 setter 所定義的特性有時稱為 accessor（存取器）特性，用以區分

它們與具有簡單值的資料特性（data properties）。 

當程式查用 accessor 特性的值之時，JavaScript 會調用 getter 方法（不傳入引數），這個方

法的回傳值就成為該特性存取運算式的值。當程式要設定  accessor 特性的值之時，

JavaScript 會調用 setter 方法，傳入指定運算式右手邊的值，某種意義上這個方法負責「設

定」（setting）該特性的值，setter 方法的回傳值會被忽略。 

Accessor 特性不同於資料特性，它沒有 writable 屬性。如果一個特性同時擁有 getter 與 

setter 方法，它就是個可讀/可寫的特性；如果它只有 getter 方法，它就是唯讀特性；而如

果它只有 setter 方法，它就是個只能寫入的特性（這對資料特性來說是不可能的），嘗試

讀取它會產生估算值 undefined。 

定義 accessor 特性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使用物件字面值擴充語法： 

var o = { 
     // 一個普通的資料特性     
     data_prop: value, 
 
     // 一個 accessor 特性定義為一對函式 
     get accessor_prop() { /* 這裡是函式主體 */ }, 
     set accessor_prop(value) { /* 這裡是函式主體 */ } 
}; 

Accessor 特性定義為一個或兩個函式，函式名稱與特性名稱相同，並用 get 及/或 set 取代 

function 關鍵字。請注意，不需要用冒號來區隔特性名稱與存取該特性的函式，但函式主

體之後還是需要逗號以區隔下一個方法或資料特性。舉例說明，下面的物件表示  2D 

Cartesian 座標系（直角座標系）上的一點，它有用來表示 X 與 Y 座標的普通資料特性，

也有代表該點極座標（polar coordinates）的 accessor 特性： 

var p = { 
     // x 與 y 是一般的可讀寫資料特性。 
     x: 1.0, 
     y: 1.0, 
     // r 是具有 getter 與 setter 的可讀寫 accessor 特性。 
     // 別忘了在 accessor 方法之後放上逗號。 
     get r() { return Math.sqrt(this.x*this.x + this.y*this.y); }, 
     set r(newvalue) { 
       var oldvalue = Math.sqrt(this.x*this.x + this.y*this.y); 
       var ratio = newvalue/oldvalue; 
       this.x *= ratio; 
       this.y *= rati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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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ta 是只有 getter 的唯讀 accessor 特性。 
       get theta() { return Math.atan2(this.y, this.x); } 
     }; 

請注意上面 getter 與 setter 中使用關鍵字 this 的方式。JavaScript 把這些函式當作含有它

們定義的物件之方法來調用，這代表在函式主體中，this 參考至點物件，因此 r 特性的 

getter 方法可用 this.x 與 this.y 參考 x 與 y 特性。方法（methods）與 this 關鍵字會在 

8.2.2 節中做更詳細的說明。 

Accessor 特性可以被繼承，就如同資料特性，所以你可用上面定義的物件 p 作為其他點的

原型。你可以給新的物件它們自己的 x 與 y 特性，它們則會繼承 r 與 theta 特性： 

var q = inherit(p);  // 創建一個繼承 getter 與 setter 的新物件 
q.x = 1; q.y = 1;  // 創建 q 自己的資料特性 
console.log(q.r);  // 並使用繼承而來的 accessor 特性 
console.log(q.theta); 

上面的程式碼使用 accessor 特性來定義為單一組資料提供兩種表現方式（Cartesian 座標與

極座標）的 API。其他會用到 accessor 特性的地方包括：特性寫入的完整性檢查（sanity 

checking）與在每次特性讀取時回傳不同值： 

// 這個物件產生嚴格遞增（strictly increasing）的序號（serial numbers） 
var serialnum = { 
    // 這個資料特性存有下一個序號。 
    // 特性名稱中的 $ 暗示這是個私有（private）特性。 
    $n: 0, 
 
    // 回傳目前的值，並遞增之 
    get next() { return this.$n++; }, 
 
    //設定新值給 n，但只在它比目前值大時才這樣做 
    set next(n) { 
        if (n >= this.$n) this.$n = n; 
        else throw "serial number can only be set to a larger value"; 
    } 
}; 

最後，還有一個範例展示如何使用 getter 方法來實作具有「神奇」（magical）行為的特

性： 

// 這個物件有個會回傳隨機數字（random numbers）的 accessor 特性。 
// 例如，運算式 "random.octet" 每次被估算時就會產生 
// 一個介於 0 與 255之間的隨機數字。 
var random = { 
    get octet() { return Math.floor(Math.random()*256); }, 
    get uint16() { return Math.floor(Math.random()*65536); }, 
    get int16() { return Math.floor(Math.random()*65536)-32768; } 
}; 

這節只展示了用物件字面值創建新物件時如何定義 accessor 特性，下一節會說明如何把 

accessor 特性加入至已經存在的物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