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薦序

我常製作網站，有時也會製作音樂。多年來，我發現某些音樂製作人有一種有趣的行為

模式—他們不喜歡學習任何音樂理論。他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音樂的理論會限制他們

的創造能力。我不知道這種行為的邏輯（其實我認為這是一種不專業的藉口），無法理

解知識或啟發是件壞事的原因。

唉！我在網頁設計的世界中，也看過同樣的邏輯。有些設計者不但不知道如何編寫標記

與 CSS，更是極力地逃避學習。同樣的，他們害怕某些事物會限制他們的知識（也同樣
的，我認為這是一種籍口）。

幸運的是，在前端（front-end）開發的領域中，這種態度比較沒那麼普遍。大部分的
網頁開發者都知道，永遠有許多可以學習的地方。但即使有些開發人員對 HTML和
CSS學富五車，談到文件物件模型時，他們的知識通常還是有不足的地方。這是可以
理解的，如果你正在使用 jQuery 等程式庫，就不需要瞭解 DOM 的內部工作方式。
JavaScript程式庫就是要將瀏覽器內部的 API抽象化，提供一個不一樣的、更好的 API
替代方案。

儘管如此，我認為仍然有許多前端開發人員會覺得他們應該知道引擎蓋下的動作原理。

當一位優秀的怪傑遇到一個想要使用的系統時，這是一種自然的舉動。現在請考慮

《DOM深入精要》，這可以搔到他們的癢處。

在《JavaScript: 優良部分》中，Douglas Crockford 提供一張地圖來讓我們瞭解
JavaScript內部工作原理。現在 Cody Lindley也提供了一張有關於文件物件模型的地
圖，透過這張地圖，你可以獲得足夠的知識，讓你在 DOM的道路與隧道中自由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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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你不會在每一個專案中都用到這些知識，你有可能會採用 jQuery等程式庫，但現在
它將成為你的選項之一。你不會因為你所知道的只有程式庫，才不得已地使用它們，而

是可以自行決定程式庫的使用時機，以及如何使用它們。這是一種大權在握的感覺，這

就是知識提供的優勢，這才是真正的深入精要。

—Jeremy Keith，clearleft.com的開創者與技術指導， 
《DOM Scripting: Web Design with JavaScript and the Document Object Model》的作者。



前言

本書不是詳細解說 DOM 指令碼或 JavaScript 的教材（http://javascriptenlightenment.

com/）。但是，在不使用程式庫／框架的情況下，它應該是最詳盡的 HTML DOM書
籍。這個主題的作者會這麼稀有不是沒有原因的，原因是許多殘存的瀏覽器彼此間有許

多差異，也因為它們缺乏 DOM規格的實作（或其中的某些規格），以致於大部分的技
術作者都對這個主題意興闌珊。

關於本書的目的（也就是瞭解這些概念），我想要撇開瀏覽器 API的亂象與瀏覽器之間
的差異來揭示現代 DOM。是的，我會迴避這些醜陋的部分來將焦點放在正確的地方，
畢竟我們有 jQuery等工具可處理瀏覽器不完美的部分，而且你一定要使用 jQuery等工
具來處理過時的瀏覽器。

雖然我不會提倡只使用 DOM指令碼這種原始的做法，但在本書之中，我會讓開發人員
瞭解，當他們在編寫 DOM時，DOM程式庫並不是必要的。本書也適合負責編寫單一
環境 JavaScript程式的幸運開發者（亦即，單一瀏覽器、行動瀏覽器，或透過 PhoneGap
等工具將 HTML+CSS+JavaScript轉成原始程式）。你在本書中學到的，可能只是製作一
個在理想情況下不會用到的 DOM程式庫，例如，某些只布署在 WebKit行動瀏覽器的
輕量 DOM指令碼。

誰應當閱讀這本書

當我撰寫這本書時，特別想到兩種開發人員。我會假設這兩種人員都已經具備

JavaScript、HTML與 CSS的中階或進階知識。第一種開發人員有能力掌控 JavaScript
或 jQuery，但還沒有花時間瞭解 jQuery等程式庫的目的與價值。藉由本書的知識，這
種開發者可以完全瞭解編寫 DOM的 jQuery所提供的價值。而且除了這些價值之外，
還可以知道 jQuery如何提取 DOM、jQuery何時可以填補不足之處，以及為何它可以做
到。第二種開發者的工作是編寫 HTML文件指令碼，他們只針對現代瀏覽器編寫程式，
這些程式也有可能會被轉為本機程式，移植到各種 OS與各種設備（例如 PhoneGap），
並且需要避免額外的程式庫負擔（即，大小，或大小與易用程度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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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目的、利益和限制

在閱讀本書之前，請先確定你已經瞭解下列的技術目的、門檻與限制：

• 請記得，本書的內容與程式都是以現代瀏覽器來編寫（IE 9+、Firefox 最新版、
Chrome最新版、Safari最新版，Opera最新版）。我只想納入可在現代瀏覽器上執行
的概念與程式，如果我不小心偏離這個目標的話，將會特別提醒讀者。我會避免在

本書中納入專屬於某種瀏覽器或只可以在少數現代瀏覽器中實作的事物。

• 我不想在本書中，將焦點武斷地放在某個特定的 DOM、CSS，或 HTML規格。應付
諸多規範，並且充分瞭解瀏覽器的歷史與瀏覽器是否正確地實作規範是項很大的工程

（而且依我的看法，沒有什麼價值）。我以非常主觀的方式，在內容中平衡地採用一

些規格：文件物件模型（DOM）第 3級核心規範（bit.ly/WYzEve）、DOM4（http://bit.

ly/11sRdVh）、文件物件模型 HTML（http://bit.ly/UJFt0Z）、元素遍歷規範（http://bit.

ly/11oCO12）、選擇器 API級別 2（http://bit.ly/UJFwd8）、DOM解析和序列化（http://

bit.ly/WjG8Hq）、HTML 5參考（http://bit.ly/VsJ5l3）、HTML 5–A詞彙與相關的 API，
可用於 HTML與 XHTML（http://bit.ly/12ff3Zi），HTML Living Standard（http://bit.ly/

XsT8YJ），“HTML: The Living Standard”，開發人員版本（http://developers.whatwg.

org/）與 DOM Living Standard（http://dom.spec.whatwg.org/）。本書的內容會依據社群

關注的焦點，不會任意地談論某個特定的規格。

• 我精心地加入許多不是專屬於 DOM的主題，在這本書中加入這些主題的目的，是
為了協助讀者適當地瞭解 DOM與 CSS和 JavaScript的關係。

• 我會故意忽略任何與 XML和 XHTML相關的細節。

• 為了減少書籍的頁數，我會刻意排除表單與表格 API，但是以後我可能會添加這些
部分。

版權聲明

《DOM深入精要》HTML版本（http://domenlightenment.com/）是遵循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 Derivative Works 3.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

by-nc-nd/3.0/）版權聲明頁面發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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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有異於其他程式設計書籍

在開始閱讀之前，你必須先瞭解本書採用的各種樣式。請勿跳過本節，因為它包含重要

的資訊，可協助你理解這些獨特的風格。

深入精要系列（也包括《jQuery深入精要》與《JavaScript深入精要》）的風格偏好小

型、獨立、可立即執行的程式碼，而不是冗長的解釋與整體式的程式。我最喜歡的作者

之一：C.S. Lewis說過，在人類通訊的方式中，文字是最低等的方式。我完全同意這種
說法，並採用它，將它當成本書的基礎風格。我覺得要表達技術資訊，最好的方式是盡

可能地減少文字，並且使用適量的可執行程式，以及表達概念的註解。本書的風格試著

呈現明確的概念，盡可能地使用少量文字，並且使用真正的程式來支援。因此，當你第

一次理解這些概念時，應該先執行並檢視程式，先在心中建立心理模型之後，再以它為

基礎來閱讀解釋概念的文字。此外，這些書的格式會盡可能有系統地將概念分解成最小

單位，並且在每個獨立的內容中逐一檢視。總而言之，本書不是一本使用冗長的解釋或

深入討論廣泛主題的書籍，請記得這一點。或許你可以將這本書視為一本食譜，但這本

書比你所看過的更加精簡。

字體慣例

在範例程式中，粗體代表與我們所討論的概念有關的程式。所有支援粗體字的其他程式

碼都是以一般字體表示。註解以斜體來表示。請參考以下範例：

Live code（http://jsfiddle.net/user/domenlightenment/fiddles/）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body>
<script>

//這是特定程式碼的註解
var foo = 'calling out this part of the code';
</script>
</body>
</html>

jsFiddle
本書大部分的範例程式都可在 jsFiddle 網頁上找到（http://jsfiddle.net/），你可以在那

裡修改並執行程式。我們已經設定 jsFiddle 範例，讓它可使用 Firebug lite-dev 外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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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節點

3.1　 HTML*Element物件概述
HTML 文件中的每一個元素都有獨特的性質，因此，每一個元素都有一個獨特的
JavaScript建構式（http://bit.ly/UJFt0Z），可將元素初始化為 DOM樹中的節點物件。例
如，<a>元素會在 HTMLAnchorElement()建構式建立為一個 DOM節點。我將在下列程式
中驗證錨點元素是由 HTMLAnchorElement()建立的。

Live code（http://jsfiddle.net/domenlightenment/TgcNu）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body>

<a></a>

<script>
/*從 DOM抓取 <a>元素節點，並詢問建構它的建構式名稱 */
console.log(document.querySelector('a').constructor);
// log函式 HTMLAnchorElement() { [native code] }

</script>
</body>
</html>

在上述的範例程式中，我試著說明 DOM中的每一個元素都是由一個獨特的 JavaScript
介面／建構式建立的。下列清單可以讓你瞭解用來建構 HTML元素的介面／建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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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HtmlElement   HTMLParagraphElement

HTMLHeadElement   HTMLHeadingElement

HTMLLinkElement   HTMLQuoteElement

HTMLTitleElement   HTMLPreElement

HTMLMetaElement   HTMLBRElement

HTMLBaseElement   HTMLBaseFontElement

HTMLIsIndexElement   HTMLFontElement

HTMLStyleElement   HTMLHRElement

HTMLBodyElement   HTMLModElement

HTMLFormElement   HTMLAnchorElement

HTMLSelectElement   HTMLImageElement

HTMLOptGroupElement   HTMLObjectElement

HTMLOptionElement   HTMLParamElement

HTMLInputElement   HTMLAppletElement

HTMLTextAreaElement   HTMLMapElement

HTMLButtonElement   HTMLAreaElement

HTMLLabelElement   HTMLScriptElement

HTMLFieldSetElement   HTMLTableElement

HTMLLegendElement   HTMLTableCaptionElement

HTMLUListElement   HTMLTableColElement

HTMLOListElement   HTMLTableSectionElement

HTMLDListElement   HTMLTableRowElement

HTMLDirectoryElement   HTMLTableCellElement

HTMLMenuElement   HTMLFrameSetElement

HTMLLIElement    HTMLFrameElement

HTMLDivElement    HTMLIFrameElement

完整的清單位於 http://bit.ly/YIV4RR。請記住，在上述清單中的每一個 HTML*Element都會
從 HTMLElement、Element、Node與 Object繼承屬性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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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HTML*Element物件的屬性與方法 
（包括繼承來的）

若要取得 HTML*Element節點的屬性及方法的詳細資訊，最佳做法是忽視規格，並且詢問
瀏覽器何者可用。請檢視下列程式建立的陣列，它詳述 HTML元素節點可用的屬性與 
方法。

Live code（http://jsfiddle.net/domenlightenment/vZUHw）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body>

<a href="#">Hi</a>

<script>

var anchor = document.querySelector('a');

//元素的屬性
console.log(Object.keys(anchor).sort());

//元素的屬性與繼承的屬性
var documentPropertiesIncludeInherited = [];
for(var p in document){
    documentPropertiesIncludeInherited.push(p);
}
console.log(documentPropertiesIncludeInherited.sort());

//只有元素繼承的屬性
var documentPropertiesOnlyInherited = [];
for(var p in document){
    if(!document.hasOwnProperty(p)){
        documentPropertiesOnlyInherited.push(p);
    }
}
console.log(documentPropertiesOnlyInherited.sort());

</script>
</body>
</html>

就算不看繼承的屬性，它也有許多屬性可供使用。以下列出值得在本章中提到的屬性與

方法（包括繼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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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Element()

• tagName

• children

• getAttribute()

• setAttribute()

• hasAttribute()

• removeAttribute()

• classList()

• dataset

• attributes

請參考 MDN文件的完整清單（http://mzl.la/YRmqp5），它包含大部分的 HTML元素可用
的屬性與方法。

3.3　 建立元素
當瀏覽器解譯 HTML文件時，Element會被初始化，其對應的 DOM也會根據文件的內
容被建立。事實上，你也可以在程式中以 createElement()建立 Element節點。在下列程
式中，我將建立一個 <textarea>元素節點，接著將節點注入正在執行的 DOM樹。

Live code（http://jsfiddle.net/domenlightenment/d3Yvv）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body>
<script>

var elementNode = document.createElement('textarea'); /* HTMLTextAreaElement()建構
                                                      <textarea> */
document.body.appendChild(elementNode);

console.log(document.querySelector('textarea')); //驗證它位於 DOM

</script>
</body>
</html>

被傳入 createElement()方法的值是一個字串，它的用途是指定要建立的元素類型（亦名
為 tagName（http://bit.ly/14DnO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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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傳入 createElement的值會在建立元素之前被改為小寫字串。

3.4　 取得元素的標籤名稱
我們可以使用 tagName屬性來存取元素的名稱。tagName屬性回傳的值與 nodeName回傳的
值一樣，這兩者都會回傳大寫的值，無論原始 HTML文件的大小寫為何。

下列程式將會取得 DOM中的 <a>元素的名稱。

Live cod（http://jsfiddle.net/domenlightenment/YJb3W）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body>

<a href="#">Hi</a>

<script>

console.log(document.querySelector('a').tagName); // log A

// nodeName屬性回傳同樣的值
console.log(document.querySelector('a').nodeName); // log A

</script>
</body>
</html>

3.5　 取得元素屬性與值的清單／集合
我們可以使用 attributes屬性（元素節點由 Node繼承而來）來取得目前被定義的元素，
Attr節點的集合（http://bit.ly/14DpTrC）。它回傳的清單是 NamedNodeMap（http://mzl.la/

WDbKr8）。在下列程式中，我將遞迴屬性集合，並顯示集合中的每一個 Attr節點物件。

Live code（http://jsfiddle.net/domenlightenment/9gVQf）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body>



44 | 第三章

<a href='#' title="title" data-foo="dataFoo" class="yes" style="margin:0;"
  foo="boo"></a>

<script>

var atts = document.querySelector('a').attributes;

for(var i=0; i< atts.length; i++){
    console.log(atts[i].nodeName +'='+ atts[i].nodeValue);
}

</script>
</body>
</html>

在存取 attributes屬性之後回傳的值清單是即時的，也就是說，它的內容可
能會隨時改變。

回傳的陣列繼承 NamedNodeMap，它提供了一些可操作陣列的方法，例如
getNamedItem()、setNamedItem()與 removeNamedItem()。當你在使用這些方
法來操作 attributes之前，應考慮使用 getAttribute()、setAttribute()、
hasAttribute()與 removeAttribute()。作者認為處理 Attr節點是很麻煩的
（http://bit.ly/14DpTrC）。使用 attributes的唯一好處在於它可以回傳一串即
時的屬性。

attributes屬性是一種類似陣列的集合，而且有一個唯讀的 length屬性。

attributes清單顯示布林屬性（例如 <option selected>foo</option>），但是當
然，它們沒有值，除非你自行提供（例如 <option selected="selected">foo</
option>）。

3.6　 取得、設定與移除元素的屬性值
要取得、設定與移除元素的屬性值（http://bit.ly/14vbs8d），最一致的方式是使用

getAttribute()、 setAttribute()與 removeAttribute()方法。我會在下列程式中展示每
一種元素屬性管理方法。

Live code（http://jsfiddle.net/domenlightenment/wp7rq）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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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 title="title" data-foo="dataFoo" style="margin:0;" class="yes"
  foo="boo" hidden="hidden">#link</a>

<script>

var atts = document.querySelector('a');

//移除屬性
atts.removeAttribute('href');
atts.removeAttribute ('title');
atts.removeAttribute ('style');
atts.removeAttribute ('data-foo');
atts.removeAttribute ('class');
atts.removeAttribute('foo'); //自訂屬性
atts.removeAttribute('hidden'); //布林屬性

//設定（真的重新設定）屬性
atts.setAttribute('href','#');
atts.setAttribute ('title','title');
atts.setAttribute ('style','margin:0;');
atts.setAttribute ('data-foo','dataFoo');
atts.setAttribute ('class','yes');
atts.setAttribute ('foo','boo');
atts.setAttribute ('hidden','hidden'); /* 布林屬性也需要傳送屬性來作為值 */

//取得屬性
console.log(atts.getAttribute ('href'));
console.log(atts.getAttribute ('title'));
console.log(atts.getAttribute ('style'));
console.log(atts.getAttribute ('data-foo'));
console.log(atts.getAttribute ('class'));
console.log(atts.getAttribute ('foo'));
console.log(atts.getAttribute ('hidden'));

</script>
</body>
</html>

請以 removeAttribute()來取代 setAttribute()將屬性值設為 null或 ''。

元素節點提供了一些元素屬性可作為物件屬性（即 document.body.id或
document.body.className）。作者建議避免使用這些屬性，並使用 remove、
set與 get屬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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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驗證元素是否有某個特定屬性
決定元素是否（即 true或 false）有某個屬性的最佳方式，是使用 hasAttribute()方法。
在下列程式中，我將驗證 <a>是否擁有 href、title、style、data-foo、class與 foo 
屬性。

Live code（http://jsfiddle.net/domenlightenment/hbCCE）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body>

<a href='#' title="title" data-foo="dataFoo" style="margin:0;" class="yes"
  goo></a>

<script>

var atts = document.querySelector('a');

console.log(
    atts.hasAttribute('href'),
    atts.hasAttribut('title'),
    atts.hasAttribute('style'),
    atts.hasAttribute('data-foo'),
    atts.hasAttribute('class'),
    atts.hasAttribute('goo') /*無論是否定義了一個值，它都是 true */

)

</script>
</body>
</html>

如果元素裡面有該屬性，即使那個屬性沒有值，這個方法都會回傳 true。例如，藉由
hasAttribute()，我們可以取得一個布林回應供布林屬性使用（http://bit.ly/VsPTPP）。在

下列的程式中，我將會測試核選方塊是否已被核選。

Live code（http://jsfiddle.net/domenlightenment/tb6Ja）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body>

<input type="checkbox" checked></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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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

var atts = document.querySelector('input');

console.log(atts.hasAttribute('checked')); // log true

</script>
</body>
</html>

3.8　 取得類別屬性值的清單
我們可以使用元素節點的 classList來存取一個類別屬性值的清單〔即 DOMTokenList
（http://bit.ly/VzGviA）〕，這個清單比 className屬性回傳的字串值（以空格分隔的）更
容易使用。在下列程式中，我將比較 classList與 className的用法。

Live code（http://jsfiddle.net/domenlightenment/DLJEA）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body>

<div class="big brown bear"></div>

<script>

var elm = document.querySelector('div');

console.log(elm.classList); /* big brown bear {0="big", 1="brown",
                            2="bear", length=3, ...} */
console.log(elm.className); // log 'big brown bear'

</script>
</body>
</html>

因為 classList是一種類似陣列的集合，它有一個唯讀的 length屬性。

classList是唯讀的，但是可以使用 add()、remove()、contains()與 toggle()
方法來修改。

IE 9不支援 classList。IE 10將會提供支援（http://bit.ly/12fn4xk）。目前有一
些 polyfill 可 供 使 用（ 例 如 https://github.com/eligrey/classList.js 或 https://gist.
github.com/138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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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將子值添加至類別屬性或移除
classList.add()與 classList.remove()方法可讓你輕鬆地編輯類別屬性的值。在下列程
式中，我將展示如何添加與移除類別值。

Live code（http://jsfiddle.net/domenlightenment/YVaUU）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body>
<div class="dog"></div>

<script>

var elm = document.querySelector('div');

elm.classList.add('cat');
elm.classList.remove('dog');
console.log(elm.className); // 'cat'

</script>
</body>
</html>

3.10　 切換類別屬性值
我們可以使用 classList.toggle()方法來切換類別屬性的子值（subvalue）。如果值不存
在，或是已被移除，這可讓我們添加一個值。在下列程式中，我會切換 'visible'值與
'grow'。也就是說，我會移除 'visible'類別屬性值並改成 'grow'。

Live code（http://jsfiddle.net/domenlightenment/uFp6J）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body>
<div class="visible"></div>

<script>

var elm = document.querySelector('div');

elm.classList.toggle('visible');
elm.classList.toggle('grow');
console.log(elm.className); // 'g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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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
</body>
</html>

3.11　 判斷類別屬性值是否有某特定值
你可以使用 classList.contains()方法來判定（即 true或 false）某個類別屬性值是否有
一個特定的子值。在下列程式中，我將測試 <div>類別屬性是否有一個 brown子值。

Live code（http://jsfiddle.net/domenlightenment/njyaP）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body>
<div class="big brown bear"></div>

<script>

var elm = document.querySelector('div');

console.log(elm.classList.contains('brown')); // log true

</script>
</body>
</html>

3.12　 取得與設定 data-*屬性
元素節點的 dataset屬性提供一個物件，裡面存有元素的所有屬性，其名稱以 data-*開
頭。因為它是一個 JavaScript物件，我們可以操作 dataset並且讓 DOM裡面的元素反映
這些改變。

Live code（http://jsfiddle.net/domenlightenment/ystgj）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body>

<div data-foo-foo="foo" data-bar-bar="bar"></div>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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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elm = document.querySelector('div');

//取得
console.log(elm.dataset.fooFoo); // log 'foo'
console.log(elm.dataset.barBar); // log 'bar'

//設定
elm.dataset.gooGoo = 'goo';
console.log(elm.dataset); /* log DOMStringMap {fooFoo="foo", barBar="bar",
                          gooGoo="goo"} */

//元素在 DOM裡的樣子
console.log(elm); /* log <div data-foo-foo="foo" data-bar-bar="bar"
                  data-goo-goo="goo"> */

</script>
</body>
</html>

dataset含有駝峰式大小寫的資料屬性版本。也就是說，data-foo-foo會被列
為 dataset DOM StringMap物件的 fooFoo屬性。它的連字號會被換成駝峰式大
小寫。

若要從 DOM移除 data-*屬性，只要對 dataset的屬性使用 delete運算子即
可（例如 delete dataset.fooFoo）。

IE 9不支援 dataset，有一個 polyfill可供你使用（http://bit.ly/YoKOKP）。

但是你只可以使用 getAttribute('data-foo')、removeAttribute('data-foo')、
setAttribute('data-foo')與 hasAttribute('data-foo')。

第四章

選擇元素節點

4.1　 選擇特定的元素節點
要取得單一元素節點，最常用的方法是：

• querySelector()

• getElementById()

我將在下列程式中使用這兩種方法，從 HTML文件中選擇一個元素節點。

Live code（http://jsfiddle.net/domenlightenment/b4Rch）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body>

<ul>
<li>Hello</li>
<li>big</li>
<li>bad</li>
<li id="last">world</li>
</ul>

<script>

console.log(document.querySelector('li').textContent); // log Hello
console.log(document.getElementById('last').textContent); // log world

</script>
</body>
</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