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淺出 JavaScript 程式設計》所獲得的讚譽

『警告：千萬別讀《深入淺出 JavaScript 程式設計》除非你想要以有趣和雋永的方式來學
習 JavaScript 程式設計的基礎知識。可能會有一個額外的副作用，相較於閱讀典型的技術
書籍，你可能會回憶起更多關於 JavaScript 的內容。』

 — Jesse Palmer，Gannett Digital，資深軟體開發工程師 

『如果每個小學和中學生都能夠學習 Elisabeth 和 Eric 的《Head First HTML and CSS》，
而且如果《深入淺出 JavaScript 程式設計》與《Head First HTML5 Programming》能夠
成為高中數學和科學課程的一部分，那麼我們的國家將遠永不會失去競爭優勢。』

 — Michael Murphy，The History Tree，資深系統顧問

『Head First 系列採用了現代的學習理論（包括建構論）的元素，讓讀者能夠快速掌握所
要學習的知識。作者以本書證明了，即使是專家級的內容，也可以用快速有效的方式來學

習。毫無疑問地，這是一本正經的 JavaScript 書籍，然而閱讀起來卻相當有趣！』

 — Frank Moore，Web 開發設計師

『想找一本讓你維持興趣（以及讓你開心）但是又能讓你學到一些重要程式設計技巧的書？

來看《深入淺出 JavaScript 程式設計》就對了！』

 — Tim Williams，軟體創業者

『無論你的程式設計技能到了何種層次，你都應該為你的書庫添購這本書！』

 — Chris Fuselier，工程顧問 

『Robson 與 Freeman 又做到了！《深入淺出 JavaScript 程式設計》如同深入淺出系列的
其他書籍，趣味中蘊含著知識，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以及有用的專題，讓程式人員—即

使是像我這樣的非專業人員—得以對現代的 JavaScript 程式設計發展出堅實的基礎，並
藉以解決實際的問題。』

 — Russell Alleen-Willems，DiachronicDesign.com，數位考古學家

『Freeman 與 Robson 繼續運用創新的教學方法，以基本的原則表達複雜的概念。』

 — Mark Arana, 華特迪士尼影業集團，策略與革新，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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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新章節  1

初試身手

1  JavaScript 快速導覽

快來吧，勿失良機！我們現

在就要來弄清楚 JavaScript，你

將會撰寫一些程式碼、執行它以及看

著它與你的瀏覽器互動！你馬上就能

夠具備撰寫程式的能力。

J a v a S c r i p t  會為你帶來超強的能力。身為  w e b  真正的程式語

言， JavaScr ipt  允許你替網頁（web page）加上行為。你不再需要使用枯燥

乏味的靜態頁面（stat ic  page）—有了  JavaScr ipt，你將能夠去接觸你的使

用者、回應有趣的事件、從  w e b  抓取資料以便使用在你的頁面上、在你的

網頁上繪製圖形，以及做許多其他的事情。一旦瞭解  JavaScr ipt  之後，你將

能夠針對使用者的需要，替網頁建立全新的行為。

同樣重要的是， J a v a S c r i p t  不僅是最流行的程式語言之一，也是所有現代 

（以及最古老）瀏覽器都支援的程式語言； JavaScr ipt  的分支甚至可以被嵌

入瀏覽器之外的許多環境中。稍後將會詳細介紹；現在，就讓我們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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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章

JavaScript 的運作原理

JavaScript 的運作原理

所以讓我們來瞭解 JavaScript 這個 HTML 和 CSS 善於計算的

表親。JavaScript 讓你得以在網頁中建立行為。需要在使用

者單擊你的 "On Sale for the next 30 seconds!"（接下來 30 

秒開始拍賣！）按鈕時做出回應嗎？需要即時檢查使用者

的表單輸入嗎？需要從 Twitter 擷取推文並顯示它們嗎？那

麼玩遊戲呢？此時 JavaScript 可以派上用場。JavaScript 為

你提供了將程式加入頁面的方法，這樣你就可以進行計算、

回應、繪圖、通訊、警示、修改、更新、變化等工作，讓

使用者得以進行動態的操作，這就是 JavaScript 的行為。

你已經知道我們可以使用 CSS 

或 Cascading Style Sheets（疊

層樣式表）來告訴 HTML 如何

呈現頁面的顏色、字體、邊框、

邊距以及佈局。CSS 可以為頁

面提供樣式，而且可以跟頁面

的結構分離。

你已經知道我們可以使用 

HTML 或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超文字標記語

言）根據頁面的結構，像

是段落、標題和章節，來

指定它們的所有內容。

HTML CSS

JS

如果你已經習慣在你的網頁中建立結構（structure）、內容（content）、
佈局（layout）以及樣式（style），是不是也該為它加上一點行為
（behavior）呢？現在，網頁不再需要呆坐在那裡。令人滿意的網頁應
該是動態並具互動性的，而且應該以新的方式來與使用者合作。這就是 
JavaScript 可以派上用場的地方。讓我們先來看看 JavaScript 如何融入網
頁的生態系統：

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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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 快速導覽

CSS

你打算如何撰寫  JavaScript 程式？

你可以像往常那樣，使

用 HTML 的內容和 CSS 的

樣式來建立你的頁面。你

還可以在你的頁面中引用 

JavaScript。如你所見，就

像 HTML 和 CSS，你可以把

這一切全都放到一個檔案，

或是把 JavaScript 放到獨立

的檔案，並在你的頁面加

以引用。

撰寫

<html>
<head>
<title>Icecream</title>
<script>
 var x = 49;
</script>
<body>
<h1>Icecream Flavors</h1>
<h2><em>49 flavors</em></h2>
<p>All your favorite  
flavors!</p>
</body>
</html>

1

瀏覽器只要遇到頁面中的

程式碼便會著手執行，而且

會在頁面有效期間繼續執

行。不同於 JavaScript 的早

期版本，今日的 JavaScript 

已是一個巨頭，採用先進

的編譯技術，以近乎原生

程式語言的速度來執行你

的程式碼。

3

執行

你可以像往常那樣，將瀏覽

器指向你的頁面。當劉覽器

看到程式碼，它會立即著手

解析它，以便執行它。請注

意，就像 HTML 和 CSS，若

瀏覽器在程式碼中發現錯

誤，它將會盡其所能地繼

續執行下去，並讀取更多的 

JavaScript、HTML 和  CSS。

它最不想做的事，就是無法

讓使用者看到頁面。

瀏覽器

2

載入

html

head

title script

body

h1 ph2

em

瀏覽器

JavaScript 是程式設計界相當獨特的語言。使用典型的程式語言，
你必須經歷撰寫、編譯、連結和佈署等步驟。但 JavaScript 更加流
暢且靈活。使用 JavaScript 你只需要把 JavaScript 寫到你的頁面，
然後將它載入瀏覽器。接著，瀏覽器就會欣然地執行你的程式。讓

我們更進一步來看看這是如何運作的：

供日後參考：瀏覽器還會為你的 HTML 頁面建立可供 JavaScript 使用的物件模
型（object model）。把這件事放進你的大腦，我們稍後會再回來 ...

一會兒我們將探討最
佳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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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章

將 JavaScript 加入你的頁面

如何把  JavaScript 加入你的頁面？
重要的事先做。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把 JavaScript 加入頁面，那麼 
JavaScript 就沒什麼搞頭了。所以，該怎麼做呢？當然是使用 <script> 
元素！

讓我們使用 <script> 元素來替一個枯燥、普通的網頁加上一些動態的
行為。現在，不要過於擔心要將什麼擺進 <script> 元素的細節—你的
目標現在只是讓一些 JavaScript 程式碼運作。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只是一個普通的頁面</title>

    <script>

      setTimeout(wakeUpUser, 5000);

      function wakeUpUser() {

         alert("你打算永遠盯著這個無聊的頁面嗎？");

      }

    </script>

  </head>

  <body>

 <h1>只是一個普通的標題</h1>

       <p>這裡沒有什麼內容可以閱讀。我只是 JavaScript 書籍中必須擺在範例裡的一個段落。

我正在尋找某些能夠讓我的生活過得更精彩的東西。</p>

  </body>

</html>

這裡是標準的 HTML5 doctype（文件類型）

以及 <html> 和 <head> 元素。

這個頁面還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普通的 <body>。

啊，但是我們已經將 script 元素加入
頁面的 <head> 裡了。

而且我們已經在其中撰寫了一些 
JavaScript 程式碼。

同樣的，不要過於擔心這段程式碼在做什麼。然
而，我們敢打賭，你將會想要看一下程式碼，看
看自己是否可以想出每一個部分可能在做什麼。

接著將此頁面的程式碼，鍵入到一個名為 behavior.
html 的檔案。你可以把該檔案拖曳到瀏覽器（或使用 
File > Open 選單項目）的方式來載入它。它有什麼作
用？提示，你將需要等待五秒的時間才會發現結果。

小小試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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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聽說 JavaScript 是一個有點弱的語言，是嗎？

答：早期，JavaScript 確實不怎麼樣，但自那以後，它
對 web 的重要性日益增長，結果有許多資源（包括企業
中一些優秀人才的腦力）進入，提升了 JavaScript 的性
能。但是，你知道嗎？甚至在 JavaScript 變得超級快之
前，它始終是一個輝煌的語言。如你將看到的，我們將

會用它做一些非常強大的事情。

問：JavaScript 與 Java 有關嗎？

答：只有名稱。JavaScript 創建於 Java 如日中天的那
個年代，會這麼做是因為 JavaScript 的發明者想利用 
Java 的知名度。儘管這兩種語言均從 C 之類的程式語言
借用了一些語法，但除此之外，它們完全不同。

問：JavaScript 是建立動態網頁的最佳方式嗎？ Flash 之
類的解決方案如何呢？

答：曾經有那麼一段時間 Flash 是許多人建立互動及動
態網頁的首選，但是業界的方向卻是強烈支持 HTML5 
和 JavaScript。隨著 HTML5 的出現，JavaScript 成為了 
Web 的標準命令稿語言。有許多資源投入讓 JavaScript 
變得更快、更有效率，並且建立了可用於擴充瀏覽器功

能的 JavaScript APIs。

問：我的朋友可以在 Photoshop 裡使用 JavaScript，或
者至少他是這麼說的。有可能嗎？

答：是的，JavaScript 正擺脫瀏覽器而成為一個通用
的命令稿語言，可用於許多應用程式，包括圖形工具程

式、音樂應用程式，甚至是伺服端程式設計。你在學習 
JavaScript 方面所做的投資，在未來可應用在網頁以外
的地方，是相當值得的。

問：你說，其他的語言都是採用編譯的方式。這到底是
什麼意思，為何 JavaScript 不是這樣？

答：使用 C、C++ 或 Java 之類傳統的程式語言，執行
之前需要先編譯程式碼。編譯程式碼可以為程式碼產生

機器的有效表達方式，這通常可以優化執行時期的性能。

命令稿語言通常採用直譯的方式，這意味著，當瀏覽器

取得 JavaScript 程式碼，它會逐列予以執行。命令稿語
言比較不重視執行時期的性能，而將重心擺在原型設計、

互動撰碼及靈活性等工作上。這是 JavaScript 早期的情
況，並且是，多年來，JavaScript 的性能表現不太好的
原因所在。然而，還存在一個中間的情況；直譯式語

言也可以進行動態編譯，這也是瀏覽器製造商現在使用 
JavaScript 的方式。事實上，現在使用 JavaScript，你既
可以獲得命令稿語言的便利性，又可以享受編譯式語言

的性能。順便說一下，本書將會使用直譯（interpret）、
求值（evaluate）及執行（execute）等詞彙來描述這件事。
它們在不同語境下的含意略有不同，但是就我們的目的

而言，它們基本上都意味著相同的事情。

放鬆一下。在你成長到有能力之前，我們並不指望你可以讀懂 JavaScript。事實上，我
們現在只是想讓你感覺一下 JavaScript 的樣子。

然而，你還不能完全放鬆，因為我們需要你的大腦動起來。還記得上一頁的程式碼？讓

我們將它再看一遍，感覺一下它能夠做什麼：

      setTimeout(wakeUpUser, 5000);

      function wakeUpUser() {

         alert("你打算永遠盯著這個無聊的頁面嗎");

      }

    

也許這是一個計算五秒時間的方法？提示：

1000 毫秒 = 1 秒。

顯然這是以訊息提醒使用者的方法。

建立可重用 
程式碼的方 
法就是稱它為 
wakeUpUser ？

Fun 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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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簡史

JavaScript，你已經走過一段很長的路…

JavaScript 1.0 JavaScript 1.3
Netscape 已經是前一個世代的事情了，
但它是第一個真正的瀏覽器公司。早

在 1990 年代中期瀏覽器就已經進入
競爭激烈的局面，特別是與 Microsoft 
之間，所以將令人興奮的新功能加入

瀏覽器便成為了優先事項。

為 了 實 現 這 個 目 標，Netscape 想
要建立一個命令稿語言，讓任何人

都可以將命令稿加到自己的頁面

裡。於是馬上開發出了符合需要的

語言 LiveScript。現在若你說未曾
聽過 LiveScript，那是因為當時 Sun 
Microsystems 推出了 Java，結果他們
的股票大漲。所以，何不搭順風車將 
LiveScript 更名為 JavaScript ？畢竟，
誰會在乎，它們之間是否真的有任何

關係？對吧？ 

至於 Microsoft 呢？他們在 Netscape 
之後也創建了自己的命令稿語言，取

名為 Jscript，它與 JavaScript 相當類
似。於是展開了瀏覽器大戰。

1996 年至 2000 年期間，JavaScript
有大幅的成長。事實上，Netscape 
將 JavaScript 提 交 給 ECMA 以
便 進 行 標 準 化， 於 是 誕 生 了 
ECMAScript。沒聽過 ECMAScript？ 
沒關係，你現在不是聽過了；你

只需要知道 ECMAScript可做為所
有 JavaScript 實作（在瀏覽器之中
或之外）的標準語言定義。

此期間，使用 JavaScript 的開發者
不斷掙扎，而成為瀏覽器大戰的受

害者（這都是因為瀏覽器之間存在

著差異），不過 JavaScript 的使用
變得普及起來了。儘管 JavaScript 
與 Jscript 之間的細微差異仍舊困
擾著開發者，但是隨著時間的推

移，這兩種語言看起來越來像了。

JavaScript 仍然未超越其做為一個
業餘語言的名聲，但此情況很快

就會改變 ...

最後，JavaScript 的時代來臨
了，並獲得專業開發者的重視！

雖然你可能會說，這都是由

於存在一個穩固的標準，像是 
ECMAScript 5，現在所有現代
的瀏覽器都會實現它，但是一

直等到 Google 於 2005 年發佈 
Google Maps，向世人展示使用 
JavaScript 建立動態網頁可以
完成什麼事情後，JavaScript 才
真正成為專業人士注目的焦點。

這些令人注目的新發展，促使

許多最優秀的程式語言人力著

眼於改善 JavaScript 的直譯器，
以便大幅提升其執行性能。儘

管 JavaScript 匆匆誕生於這個
世界，今日它已從一個早期僅

有些許變化的語言，成長為一

個強大而富有表現力的語言。

JavaScript 1.8.5

1995 2000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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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撰寫  JavaScr ipt  
程式有多容易

var price = 28.99;

var discount = 10;

var total =  
      price - (price * (discount / 100));

if (total > 25) {

   freeShipping();

}

var count = 10;

while (count > 0) {

   juggle();

   count = count - 1;

}

var dog = {name: "Rover", weight: 35};

if (dog.weight > 30) {

    alert("WOOF WOOF");

} else {

    alert("woof woof");

}

var circleRadius = 20;

var circleArea = 

   Math.PI * (circleRadius * circleRadius);

儘管你還不瞭解 JavaScript，但是我們相信要猜出 JavaScript 程

式碼在做什麼並不難。檢視下面程式碼的每一列，看看你是否

能夠猜出它在做什麼。把你的答案寫在下面。我們已經替你完

成了第一列以做為示範。如果你卡住了，答案就在下一頁。

建立一個名為 price 變數，並把 28.99 賦值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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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練習解答

看看撰寫  JavaScr ipt  
程式有多容易

var price = 28.99;

var discount = 10;

var total =  
      price - (price * (discount / 100));

if (total > 25) {

   freeShipping();

}

var count = 10;

while (count > 0) {

   juggle();

   count = count - 1;

}

var dog = {name: "Rover", weight: 35}; 

if (dog.weight > 30) {

    alert("WOOF WOOF");

} else {

    alert("woof woof");

}

var circleRadius = 20;

var circleArea = 

   Math.PI * (circleRadius * circleRadius);

儘管你還不瞭解 JavaScript，但是我們相信要猜出 JavaScript 

程式碼在做什麼並不難。檢視下面程式碼的每一列，看看你是

否能夠猜出它做什麼。把你的答案寫在下面。我們已經替你完

成了第一列以做為示範。如果你卡住了，答案就在這裡。

建立一個名為 price 的變數，並把 28.99 賦值給它。

建立一個名為 discount 的變數，並把 10 賦值給它。

考慮折扣，計算新的價格，並把結果賦值給名為 

total 的變數。

拿變數 total 的值與 25 做比較。若大於 25...

... 則呼叫 freeShipping 函式做一些事情。

結束 if 述句

建立一個名為 count 的變數，並把 10 賦值給它。

只要 count 變數的值大於 0...

... 就呼叫 juggle() 函式做一些事情，並且 ...

... 每次都在事後把 count 的值減 1。

結束 while 迴圈

以 name（名稱）與 weight（重量）為屬性來建立一

個 dog 變數。

若 dog 的重量大於 30...

... 發出 "WOOF WOOF" 訊息到瀏覽器的網頁

否則 ...

... 發出 "woof woof" 訊息到瀏覽器的網頁

結束 if/else 述句

建立一個名為 circleRadius 的變數，並把 20 賦值給它。

建立一個名為 circleArea 的變數 ...

... 並把此運算式的結果賦值給它

（1256.6370614359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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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薪資通
常也會因而
水漲船高！

你看，如果你想要的不

只是建立靜態網頁，那麼你在 

JavaScript 方面必須有些本

事。

這是真的。

儘管使用 HTML 和 CSS，你可以建立一些非常好看的頁面。然而，一旦瞭解 
JavaScript 後，你才真的有辦法擴大你所能建立的頁面類型。事實上，正因如此，
你才有可能真的開始將你的頁面視為應用程式（或甚至是經驗！），而不僅僅

是單純的頁面。

現在，你可能會說：『當然，我知道這一點。你以為我為什麼要閱讀這本書？』嗯，

我其實是想要利用這個機會談談 JavaScript 的學習。如果你已經有程式語言或
命令稿語言的經驗，那麼對於未來的學習之路，你心裡應該有數。然而，若到

今天為止，你幾乎都在使用 HTML 和 CSS，那麼你應該要知道，關於程式語言
的學習，有本質上的不同。

使用 HTML 和 CSS，你所做的主要是宣告的工作—比如說，你會宣告，像
是，某些文字是一個段落，或者 "sale" class 中所有元素應該以紅色呈現。使用 
JavaScript，你可以為頁面添加行為能力，以及進行該行為時，你需要描述的運
算。你需要能夠描述，像是「計算所有正確答案的總數以求得使用者的分數」

或是「做這個動作十次」或是「若使用單擊（click）按鈕則播放 you-have-won
（你贏了）的聲音」或甚至是「去取得我的最新推文，把它放在此頁面上」。

要完成這些事情，你需要使用與 HTML 和 CSS 完全不同的語言。讓我們接著
看下去⋯

JavaScript 快速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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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述句

使用 HTML，我們需要標記文字，以便建立結構，像是「我需要一個名為 Mocha Cafe Latte（摩卡咖啡拿鐵）的大標題；做為一個飲料的標題。以及標題之後需要一段文字」

如何建立述句？
建立 HTML 的時候，你通常會標記文字，為它提供結構；為此，你需要在
文字中加入元素、屬性及相對應的值：

<h1 class="drink">Mocha Caffe Latte</h1>

<p>Espresso, steamed milk and chocolate syrup, 
just the way you like it.</p>

CSS 有一些不同。使用 CSS 時，你需要撰寫一組規則，這些規則會選出頁
面中的元素，然後為這些元素指定一套風格：

h1.drink {

    color: brown;

}

p {

    font-family: sans-serif;

}

使用 JavaScript 時，你需要撰寫述句（statement）。每條述句代表整個運算
的一小部分，所有述句合併可讓頁面具備行為能力：

var age = 25;

var name = "Owen";

if (age > 14) {

    alert("Sorry this page is for kids only!");

} else {

    alert("Welcome " + name + "!");

}

一組述句。

使用 CSS 時，我們需要撰寫使用選擇器

（像是 h1.drink 和 p）的規則，以便確定 

HTML 的哪些部分應該使用格式。

每條述句負責一小部分的工作，像是宣告一些
變數來儲存我們的值。

或是做判斷，像是：使用者的年齡是否大於 14 ？

如果是的話，提醒使用者這個
頁面是給年紀較小的人看的。

否則，我們會對使用者（的名字）送出歡迎詞，
像是："Welcome Owen!"（但由於 Owen 的年紀
是 25 歲，所以我們不會這麼做。）

... 而且讓所有的段落皆使用 
sans-serif 字型

此處，我們建立了一個變數用於儲存 25 這個年齡，

我們還需要一個變數用於儲存 "Owen" 這個名字。

確保所有的飲料標題皆呈現

棕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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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與值
你可能已經注意到了，JavaScript 述句通常會涉及變數。變數用於
儲存我們的值。是什麼樣的值呢？這裡有幾個例子：

var winners = 2;

var name = "Duke";

var isEligible = false;

這列述句宣告了一個名為 

winners 的變數，並把 2 

這個數值指定給它。

這列述句會把一個字符串（a 

string of characters）指定給名

為 name 的變數。我們會把字符

串簡稱為字串（strings）。

這列述句會把 false 這個值
指定給名為 isEligible 的變
數。我們會把 true/false 值
稱為布林值（booleans）。

winners

2

name

“D
uk

e”

isEligible

fal
se

losers

沒有值？！我現在要

做什麼？！我覺得好

丟臉。

變數還可以保存數值、字串及布林值以外的其他值，我們很快就會

看到這些值，但不論變數中包含什麼值，所有變數的建立方式都是

一樣的。讓我們稍微仔細來看一下如何宣告一個變數：

我們說選隨意地，是因為，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建立一個沒有初始

值的變數，並於稍後將一個值指定給它。欲建立一個沒有初始值的

變數，只需要省略賦值的部分，就像這樣：

宣告一個變數時，

我們總是會以 var 

關鍵字開頭。

var winners = 2;

無一例外！即使，當你省略 var 

時，JavaScript 並不會抱怨。稍

後我們將會告訴你為什麼 ...

接著我們會給變數

起一個名字。

我們可以，隨意地，通過附加上一個等號與值，
來把一個值指定給變數。

var losers;

通過省略等號與值，

你可以宣告供稍後使

用的變數。

英文唸成 "boo-lee-ans"。

注意我們並不會替布林值

加上引號。

我們總是會以分號來結束一列
賦值述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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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 關鍵字

避開關鍵字！
你知道變數都會有一個名稱，而且你知道變數都會有一個值。

你還知道一些事情：變數可以保存數值、字串以及布林值。

但你要如何稱呼你的變數？任何名稱都可以嗎？不是，但建立變數名稱的規則很簡單：要

建立有效的變數名稱，只要按照下面這兩條規則：

1

2

變數名稱的開頭可以是一個字母、一個底線或是一個錢號。

之後，可以使用多個字母、數字、底線或錢號，只要你喜歡。

噢，還有一件事；我們真的不想使用任何內建的關鍵字，像是 var 或 function 或 false，
來混淆 JavaScript，所以設定你自己的變數名稱時應該避免使用它們。本書之後將會提到一
些關鍵字並說明它們的意義，下面列出一份關鍵字清單，供讀者參考：

問：關鍵字是什麼？

答： 關 鍵 字（keyword） 就 是 
JavaScript 中的保留字（reserved 
word）。JavaScript 將這些保留字
納為己用，若你在變數的名稱中使

用保留字，將會讓你和瀏覽器產生

混淆。

問：如果變數名稱中包含關鍵字呢？
例如，我可以使用 ifOnly（也就是說，
變數名稱中包含 if 關鍵字）這個變
數名稱嗎？

答：當然可以，只是不可以跟關鍵
字完全一樣。但程式碼的明確性，

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一般來說，你

不會想要使用 elze 之類變數名稱，
因為這可能會與 else 相混淆。

問：JavaScript 會區分大小嗎？換
句話說，變數名稱 myvariable 與 
MyVariable 是一回事嗎？

答：若你習慣於 HTML 標記，你
可能已經習慣大小寫不分的語言了； 
畢 竟， 瀏 覽 器 會 將 <head> 與 
<HEAD> 視為相同的東西。然而，
在 JavaScript 中，變數、關鍵字、
函式名稱以及幾乎所有一切都是大

小寫有別的。所以使用 JavaScript 
時，對大小寫的使用需要多加注意。

break
case
catch
class
const
continue
debugger
default

delete
do
else
enum
export
extends
false
finally

for
function
if
implements
import
in
instanceof
interface

let
new
package
private
protected
public
return
static

super
switch
this
throw
true
try
typeof
var

void
while
with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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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列述句皆以分號做結束。 
x = x + 1;

 � 單列註解以兩個斜線符號開頭。註解僅用

於提醒你或其他開發者與程式碼有關的事

情。它們是不會被執行的。 
// 我是一個註解

 � 空白符號無關緊要（幾乎任何地方皆如此）。 
x     =     2233;

 � 為字串加上引號（雙引號或單引號都可

以，只要前後一致就行了）。 

"You rule!" 
'And so do you!'

 � 不要對 true 和 false 等布林值使用引號。 
rockin = true;

 � 宣告變數的時候不一定要賦值: 
var width;

 � 不同於 HTML 標記，JavaScript 是大
小寫有別的。所以變數 counter 與變數 
Counter 是兩回事。 

有趣的語法

在變數名稱的選擇上，你可以有很多彈性，所以這裡有一些網路村的慣例，可以讓命名變得更容易。

選用有意義的名稱。

_m、$、r 和 foo 之類的變數名稱對你來說可能有意義，但是在網路村卻會讓人皺眉頭。因為時間一久你可能會忘記它們，而且使用 angle、currentPressure 和 passedExam 之類的名稱，你的程式碼將會更具可讀性。

建立多單字的變數名稱時，可以採用「駝峰式大小寫」（camel case）。
有些時候，你將不得不決定一個變數的命名方式，例如，你要如何表示 "a two-headed dragon with fire"（一條會噴火的雙頭龍）？此時，只需要使用駝峰式大小寫；也就是，每個單字的第一個字母大寫（第一個單字除外）：twoHeadedDragonWithFire。駝峰式大小寫易於形成，並被廣泛使用在網路村，可以提供足夠的彈性，讓你能夠按照自己的需要來建立特定的變數名稱。還有其他方案，但這是較常用的一個（甚至被 JavaScript 以外的語言所採用）。

不要建立以 _ 和 $ 開頭的變數名稱，除非你有很好的理由。

以 $ 開頭的變數名稱通常保留給 JavaScript 程式庫使用，儘管有些作者會為各種慣例使用以 _ 開頭的變數名稱，我們建議你不要這麼做，除非你有非常好的理由（如果你這樣做了，你就會知道）。

要謹慎。

為變數命名時要謹慎；本書稍後還會再介紹幾個技巧，現在你已經知道的技巧包括命名要明確、避免關鍵字，以及宣告變數時，總是使用 var。

如何避免命名錯誤的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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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練習

底下所列示的 JavaScript 程式碼中具
有一些錯誤。你的工作就是扮演瀏覽

器並找出程式碼裡的錯誤。完成此工

作後，可以翻到本章結尾處，看看是

否有遺漏。

// 笑話測試

var joke = "JavaScript 走進一間酒吧....';

var toldJoke = "false";

var $punchline = 

  "最好小心那些分號"

var %entage = 20;

var result

if (toldJoke == true) {

    Alert($punchline);

} else 

    alert(joke);

}

\\ 電影之夜

var zip code = 98104;

var joe'sFavoriteMovie = 禁忌星球;

var movieTicket$    =    9;

if (movieTicket$ >= 9) { 

    alert("太多了！"); 

} else {

    alert("我們要去看 " + joe'sFavoriteMovie);

}

A

B

冥想時間 — 扮演瀏覽器

現在還不需要擔心此處的 JavaScript 在
做什麼；你只需要專心尋找變數和語法
中的錯誤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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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自己

var total = price - (price * (discount / 100));

這是一列 JavaScript 述句，它會把一個運算式的

求值結果賦值給 total 變數。

而這一整個是運算式。
此處是我們的 
total 變數。 而這是賦值

運算符。

在 JavaScript 中，要真實地表達自己，你需要表達式（expression）
或稱運算式。表達式（也就是，運算式）可用於求值。

這個運算式會計算價格

減去折扣的結果，而折

扣是價格的某個百分比。

所以若價格是 10，而折

扣是 20，那麼求值結果

為 8。
若你曾經上過數學課、結算過帳目或是報過稅，我們相信此類數值運

算式沒有稀奇的地方。

事實上，有些運算式的求值結果為字串：

"Dear " + "Reader" + ","

"super" + "cali" + youKnowTheRest

phoneNumber.substring(0,3)

還有一些運算式的求值結果為 true 或 false，這就是所謂的布林運
算式。看看下面所列示的運算式，如何求得 true 或 false 值：

age < 14

cost >= 3.99

animal == "bear"

運算式的求值結果也可能是其他的資料型別；本書之後將會予以說

明。現在，你只需要知道這些運算式的結果可能是數字、字串或布

林值。讓我們繼續下去吧！

這會將字串連接在一起，這些字串會形成一個

新的字串 "Dear Reader,"。

此處也一樣，只不過這裡多了一個包含字串

的變數。求值結果為 "supercalifragilisticexpial

idocious"。*

這是運算式的求值結果為字串的另一個例子。我們之後將會

探討這究竟是如何運作的，現在你只需要知道，這會傳回美

國電話號碼字串的區域碼。

* 當然，這是假設 youKnowTheRest 變數的值為 "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

若年齡小於 14，求值結果為 true（真），否則為 false（假）。

我們可以使用這個運算式來測試某個人是否為孩子。

若價錢是 3.99 或更高，則求值結果為 true，否則為 false。
當結果為 false 時，可以去購買特價品了！

當 animal 中包含 "bear"字串時，求值結果為 true。
若是這樣，要小心了！

我們使用 * 進行乘法

運算，使用 / 進行除

法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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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式練習

(9 / 5) * temp + 32

color == "orange"

name + ", " + "you've won!"

yourLevel > 5

(level * points) + bonus

color != "orange"

1000 + "108"

若 temp 是 10，結果為何？  __________

若 color 的值為 "pink"，此運算式的求值結果為 true 
或 false？   __________  
若值為 "orange" 呢？  __________

若 name 的值為"Martha"，此運算式的求值結果為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 yourLevel 為 2，則求值結果為？   ________
若 yourLevel 為 5，則求值結果為？   ________

若 yourLevel 為 7，則求值結果為？   ________

若 level 為 5、points 為 30,000、bonus 為 3300，則
求值結果為？   ________

若 color 的值為"pink"，則此運算式的結果為 true 或 
false？   __________

拿出你的鉛筆，試著回答下列各運算式的問題，並寫下你的答案。是的，把你的答案寫下來⋯忘了

你媽媽耳提面命「要愛惜書本」的教誨，把你的答案塗寫在書上！不要忘了核對本章結尾所提供的

答案。

小錦囊
你有注意到 = 運算符用於賦值操
作，而 == 運算符用於相等性測

試嗎？也就是說，我們使用一個等號來
對變數賦值。我們使用兩個等號來測試
兩個值是否相等。張冠李戴是這兩個運
算符最常見的撰碼錯誤。

你知道攝氏溫度對華氏溫度的轉換公式嗎？

這在測試第一個值是否

大於第二個值。你還可

以使用 >= 來測試第一

個值是否大於或等於第

二個值。

!= 運算符用於測試兩個值

是否不相等。

加分題！

有幾個可能的答案？只有一個是正

確的。你要選擇哪一個？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這是一個布林運算式。其中
的 == 運算符用於測試兩個
值是否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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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scoops > 0) {

   document.write("Another scoop!");

   scoops = scoops - 1;

}

反覆進行一些事情
有許多事情需要你反復進行：

泡沫、沖洗、重複⋯

上蠟、下蠟⋯

吃碗裡的糖果，直到一個不剩。

當然，在程式碼中，你經常需要反復進行一些事情，而 JavaScript 
提供了一些方法，讓你得以在迴圈（像是 while、for、for in 和 
forEach）中反復執行程式碼。最後，我們將會介紹所有這些迴圈方法，
但是現在讓我們把重點擺在 while。

我們剛剛才談過，求值結果為布林值的運算式，像是  scoops > 0，
此類運算式為 while 述句的關鍵元素。下面是一個例子：

while (juggling) {

    keepBallsInAir(); 

}

我們將 while 述句所使用的布林運算
式，稱為條件測試（conditional test）
或簡稱為條件式（conditional）。

while 述句的開頭為 

while 關鍵字。
若條件式的求值結果為 true，

則會執行程式碼區塊（block）

中的一切。

程式碼區塊是什麼？就是一對

大括號（也就是 { }）中的一切。

如果我們的條件式的求值結果為 true，那

麼在我們執行程式碼區塊後，我們會回

到開頭，再對運算式求值一次。若條件式

的求值結果為 false，代表我們的工作已

完成。

就像我們所說的，泡沫、沖洗、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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