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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函數是第一級要素，語法類似 Java，以 prototype繼承，還有（+" "）等於零。這就是
JavaScript，它或許是世上最兩極化與最被誤解的程式設計語言。它在 10天內開發出
來，有許多粗糙與未經修飾的毛邊。此後發生許多次要取代其網頁語言地位的嘗試，但

此語言與其生態系現仍十分活躍。JavaScript是最廣泛採用的語言—也是網站平台唯一
的語言。是什麼使得 JavaScript如此特別？為何一個趕工出來的語言獲得成功而其他語
言失敗了？

我相信 JavaScript（與網路）成功的原因在於它的全在性（omnipresence）— 實際上不
可能找到不具備某種 JavaScript解譯器的個人電腦—以及從混亂中受壓力得以自我改善
的能力。

JavaScript無視其他語言，將不同的人集合在一個平台上。任何有文字編輯器與瀏覽器
的人即可開發 JavaScript，許多人正是這麼做。它的表達性與有限的標準函式庫讓人們
可以對此語言進行實驗並探索它的極限。人們不只製作網頁與應用程式；他們還撰寫函

式庫與建構可反編譯成 JavaScript的程式設計語言。這些函式庫互相競爭，解決問題的
方式經常相左。JavaScript的生態系一團亂，但充滿生命力。

許多函式庫與語言已經被遺忘，但它們的基本概念—自身價值的證明與時間的考驗—

被語言所吸收。它們找到方法進入 JavaScript的函式庫與語法中，讓此語言變得更好。

之後有語言與技術設計用來取代 JavaScript，但卻成為刺激它的因素。每次出現要取代
JavaScript的語言或技術，瀏覽器廠商就會找到方法讓它更快、更強、更穩固。好的概
念再一次被吸收進新的版本中，而不好的概念則被拋棄。這些競爭性的技術並未取代

JavaScript，反而讓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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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JavaScript非常受歡迎，會這樣持續下去嗎？我不知道。我無法預測它五年或十年
後是否還受歡迎，但這不重要。對我而言，JavaScript永遠會是語言因缺陷反而存活，
且將不同背景的人們帶到同一個美好的程式設計語言世界的最好例子。

關於本書

這本書是由相當熟悉此語言的一群人所撰寫，每個人對其專長領域貢獻一章。各個作者

凸顯 JavaScript的不同面向，有些要撰寫過一堆程式、進行許多實驗，以及犯下很多錯
誤才會發現。在閱讀過程中會看到 JavaScript推手們對他們最喜歡的語言的愛意。

你還會學到更多的知識，我就是，但不要誤以為這是 JavaScript的入門書，因為內容不
只是這樣。有許多章節挑戰傳統智慧，並顯示出最可怕的特徵也可成為有用的工具。有

些作者展示 JavaScript也可以作為表現自我的工具及藝術形式，另一些則分享與數百名
參與者合作開發 JavaScript的智慧。有一些作者分享個人的故事，另一些則著眼未來。

章節間沒有共同的模式— 甚至有一章是純粹的嘲諷，故意的。我試著給所有作者自

由，以看看他們會拿出什麼來，結果非常可觀。他們寫出了一本可與 JavaScript相比擬
的書，每一章都反映出作者本身。

本書編排慣例

本書使用的字體慣例如下所示：

斜體字（Italic）
表示新名詞、URL、電子郵件位址、檔名、與副檔名。

定寬字（Constant width）
用於程式列表以及章節內變數或函式名稱、資料庫、資料型別、環境變數、陳述、

與關鍵字等程式元素。

TIP
提示或建議

NOTE
一般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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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Mixin之美
Angus Croll

開發者喜歡對不是問題的問題，建構過度複雜的解決方案。

— Thomas Fuchs

從有程式開始，程式碼以陳述形式撰寫，因此我們發明函數以讓程式碼可以重複使用。

但一陣子過後函數又太多了，因此我們又想辦法重複使用它們。開發者通常會花很多功

夫對 JavaScript使用「適當」的重複使用技術，但有時因為太用力想把事情做好，反而
忽略了在我們眼前美麗的事物。

類別性繼承

許多在學校學習 Java、C++、Objective-C與 Smalltalk的開發者遇到 JavaScript時以幾
近信仰的方式，認為以類別性（classical）繼承作為組織工具的必要性。然而人還是不
太擅長類別化，回頭從抽象超類別（superclass）開始推展到真實型別與行為並不自然
且很受限— 超類別必須在衍生前建構好，而越接近根的類別自然更為通用與抽象，且

在我們對其實體子類別有更深入的認識後更容易定義。還有，緊密耦合型別所需的先創

（priori）使得一種型別總是獨立於其他型別之外單獨定義，容易產生死板、易碎且通

常很可笑的模型（「按鈕是方形元件或是控制項？這樣吧，讓 Button繼承 Rectangle，讓
Rectangle繼承 Control...啊，不對 ...」）。如果沒有從一開始就搞對，我們的系統會永遠
被有缺陷的關係困擾著— 就算是偶然間因為好運或靈光乍現而罕見的搞對了，通常會

以對我們而言過度複雜的模型而非最佳結構來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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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性繼承適合已知與有深入認識的階層—將 FileStream宣告為 InputStream的子類別
沒有問題，但若主要的動機是為了重複使用函數（通常是這樣），類別性繼承很快的會

惡化成無意義的子類別迷宮、令人沮喪的冗余，以及無法管理的邏輯。

原型

主要的行為是否可客觀對應到「正確」的類別是有疑問的，確實，相對於類別性繼承圈

子，同樣有一群宣稱 JavaScript是原型化（prototypal）而非類別性語言且非常不適合使
用任何帶有類別一詞方法的 JavaScript擁護者。但何謂原型化，原型與類別有何不同？

在一般的程式設計詞彙中，原型是提供基本行為給其他物件的物件，之後其他物件可依

自身特性擴展基本行為。這種程序又稱為「差異性（differential）繼承」，與類別性繼承

不同處在於它無需明確定義型別（靜態或動態）或嘗試正規化定義另一型別。類別性繼

承是計畫中的重複使用，而真正的原型化繼承則是機會主義者。

一般來說，運用原型時，人通常會選擇不去分類而是利用其相似性。

— Antero Taivalsaari，Nokia研究中心

在 JavaScript中，每個物件都參考可以繼承其屬性的原型物件。JavaScript的原型是非
常好的重複使用設施：單一原型實例可用於定義無限多個相依實例的屬性。原型也可繼

承自其他原型，因此形成了原型鍊。

目前為止一切都好，但為仿效 Java，JavaScript將 prototype屬性綁在建構元上，因此多
層次物件繼承通常是透過鏈結建構元—原型二元組達成。JavaScript原型鍊的標準實作
出現在討論 JavaScript美學的書中實在是太醜陋了，總而言之，建構基底原型的新實例
以定義繼承者的初始屬性既不優雅也不直覺。替代方案— 手動從原型複製屬性然後透

過 constructor屬性修改，以偽造真正的原型化繼承—更不可取。

除了語意上很糟糕外，建構元— 原型鍊需要事先計畫，並產生出比真正的原型化關係

更接近傳統類別性語言的繼承：建構元表示型別（類別），每個型別被定義成一個（且

是唯一一個）超型別的子型別，所有的屬性均透過此型別鏈繼承。ES6的 class關鍵
字只是將現有的語意加以正規化。就算不管建構元— 原型鏈除了不雅與醜陋的語法特

質，傳統的 JavaScript很明顯的不如某些人所宣稱的原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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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試著支援較不僵硬、更為機會主義的原型，ES5規格引入了 Object.create。此方法允
許原型可直接指派給物件以將 JavaScript的原型從建構元（與分類）中解放出來，因此
在理論上，物件可以從其他任意物件取得行為且不受型別轉換的限制：

var circle = Object.create({
  area: function() {
    return Math.PI * this.radius * this.radius;
  },
  grow: function() {
    this.radius++;
  },
  shrink: function() {
    this.radius--;
  }
});

Object.create接受選擇性的第二個參數以代表要被擴充的物件。很不幸的，相較於接受
物件本身（以實字、變數或參數形式），此方法預期完整的 meta屬性定義：

var circle = Object.create({
  /*見上文*/
}, {
  radius: {
    writable:true, configurable:true, value: 7
  }
});

剩下的動作是在它建構後手動指派屬性給該實例，感覺上沒有人真的在程式中使用這個

笨拙的方式，就算有，Object.create此一語法只能讓物件繼承單一原型的屬性。在真實
的情境中，我們通常會想要取得多個原型物件的行為：舉例來說，一個人可以同時是員

工與經理。

Mixin
幸好，JavaScript提供可行的繼承鍊替代方案。相對於在更僵硬的結構化語言中的物
件，JavaScript的物件可以不管階層叫用任何函數屬性。換句話說，JavaScript的函數不
需要能繼承才可見—就此觀察，整個繼承階層的基礎如紙牌屋一般的傾倒。

函數重複使用的最基本方式是手動委任— 任何公開的函數可直接透過 call或 apply叫
用。這是很有威力且很容易被忽略的功能，然而除了一系列的 call或 apply命令之外，
這種委任是如此的方便，它的實際運作有時很矛盾的違反你的程式碼結構紀律— 呼叫

程序隨手可得，開發者在理論上完全無需組織他們的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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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in是很好的折衷：藉由鼓勵依據主題功能進行組織，它們提供了某種程度類別階層
的描述性，但還是維持輕量與彈性以避免深度鏈結、單一祖先模型因過早組織所帶來的

困境（與頭暈）。更棒的是，mixin只需最少的語法並與無鏈結 JavaScript原型運作的非
常好。

基礎

傳統上，mixin是定義一組原先由實體（人、圈、觀察者等）定義的函數的類別。但
mixin類別被認為是抽象的，本身不會被初始化—相對的，它們的函數會被實體類別複
製（或稱借用）以作為繼承行為而無需與行為提供方發生正規關係。

好，但這是 JavaScript，它本身沒有類別。這實際上是好事，因為它意味著我們可以用
物件（實例）代替，它更清楚與具有彈性：我們的 mixin可以是正規的物件、原型、函
數、隨便什麼都行，且 mixin程序透明與明顯。

使用案例

我接下來要討論幾個 mixin技術，但所有程式範例都指向同一個使用案例：建構圓形、
橢圓或矩形按鈕（無法直接使用傳統類別性繼承技術的一些東西）。以下是佈局圖示：

方框代表 mixin物件，圓框代表實際按鈕。

可點擊

圓形
矩形 
按鈕

矩形 
按鈕

矩形 
按鈕

橢圓

矩形



Mixin　5 

典型 mixin
大致看了一下到 Google搜尋「javascript mixin」結果前兩頁，我注意到大部份作者將
mixin物件定義成將函數組定義於原型中的完整建構元型別。這可以視為自然演進—
早期的 mixin是類別，而這是 JavaScript最接近類別的東西。以下是以該風格建構的 
圓形：

var Circle = function() {};
Circle.prototype = {
  area: function() {
    return Math.PI * this.radius * this.radius;
  },
  grow: function() {
    this.radius++;
  },
  shrink: function() {
    this.radius--;
  }
};

但在實務上，如此重量化的 mixin是不必要的，簡單的物件實字就夠了：

var circleFns = {
  area: function() {
    return Math.PI * this.radius * this.radius;
  },
  grow: function() {
    this.radius++;
  },
  shrink: function() {
    this.radius--;
  }
};

以下是另一個 mixin 定義按鈕行為（為示範的緣故，我將一些函數屬性的日誌功能 
簡化）：

var clickableFns = {
  hover: function() {
    console.log('hovering');
  },
  press: function() {
    console.log('button pressed');
  },
  release: function() {
    console.log('button rel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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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ire: function() {
    this.action.fire();
  }
};

extend函數
mixin物件要如何混入你的物件中？透過 extend函數（有時稱為 augmentation）。extend
通常只是拷貝（非複製）mixin的函數到接收方物件上。一個簡短的調查顯示此實作有
些小變化，舉例來說，Prototype.js架構省略掉 hasOwnProperty檢查（表示此 mixin並未
預期在它的原型鍊中有可列舉的屬性），而其他版本假設你只想要拷貝 mixin的原型物
件。下面這個版本既安全又有彈性：

function extend(destination, source) {
  for (var key in source) {
    if (source.hasOwnProperty(key)) {
      destination[key] = source[key];
    }
  }
  return destination;
}

接下來，用我們稍早建構的兩個 mixin來擴展基底原型，以製作 RoundButton.prototype：

var RoundButton = function(radius, label) {
  this.radius = radius;
  this.label = label;
};

extend(RoundButton.prototype, circleFns);
extend(RoundButton.prototype, clickableFns);

var roundButton = new RoundButton(3, 'send');
roundButton.grow();
roundButton.fire();

函數化 mixin
若由 mixin 定義的函數的目標只是為了使用其他物件，為何要建構作為普通物件的
mixin？將 mixin想作是程序而非物件不是更符合直覺嗎？以下將圓形與按鈕這兩個
mixin重寫為函數。我們使用背景語境（this）來表示 mixin的對象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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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withCircle = function() {
  this.area = function() {
    return Math.PI * this.radius * this.radius;
  };
  this.grow = function() {
    this.radius++;
  };
  this.shrink = function() {
    this.radius--;
  };
};

var withClickable = function() {
  this.hover = function() {
    console.log('hovering');
  };
  this.press = function() {
    console.log('button pressed');
  };
  this.release = function() {
    console.log('button released');
  };
  this.fire = function() {
    this.action.fire();
  };
}

下面是我們的 RoundButton建構元，我們將此 mixin套用到 RoundButton.protype上：

var RoundButton = function(radius, label, action) {
    this.radius = radius;
    this.label = label;
    this.action = action;
};

現在目標物件可以將它自身透過 Function.prototype.call注入函數化 mixin中，完全排
除掉中間人（extend函數）：

withCircle.call(RoundButton.prototype);
withClickable.call(RoundButton.prototype);

var button1 = new RoundButton(4, 'yes!', function() {return 'you said yes!'});
button1.fire(); //'you said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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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方式感覺對了。mixin是動詞而非名詞；輕量化的函數百貨商場。還有另一件事也
值得讚賞，程式設計風格自然又簡潔：this永遠指向函數組接收方而非我們不需要也絕
不會使用的抽象物件；此外，相較於傳統方法，我們無需保護不適當的拷貝繼承屬性，

且函數現在是被複製（clone）而非拷貝（copy）。

加上選項

函數化策略還能讓行為的混合透過 options參數實行參數化。下面的範例建構 withOval
這個帶有自訂放大縮小比例的 mixin：

var withOval = function(options) {
  this.area = function() {
    return Math.PI * this.longRadius * this.shortRadius;
  };
  this.ratio = function() {
    return this.longRadius/this.shortRadius;
  };
  this.grow = function() {
    this.shortRadius += (options.growBy/this.ratio());
    this.longRadius += options.growBy;
  };
  this.shrink = function() {
    this.shortRadius -= (options.shrinkBy/this.ratio());
    this.longRadius -= options.shrinkBy;
  };
}

var OvalButton = function(longRadius, shortRadius, label, action) {
  this.longRadius = longRadius;
  this.shortRadius = shortRadius;
  this.label = label;
  this.action = action;
};

withButton.call(OvalButton.prototype);
withOval.call(OvalButton.prototype, {growBy: 2, shrinkBy: 2});

var button2 = new OvalButton(3, 2, 'send', function() {return 'message sent'});
button2.area(); //18.84955592153876
button2.grow();
button2.area(); //52.35987755982988
button2.fire(); //'message 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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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快取

你或許會擔心這種方式，因為對每個呼叫重新定義同一個函數而產生額外的效能消耗，

但要記住當我們對原型套用函數化 mixin時，工作只需執行一次：於建構元定義時。
建立實例所需的工作不會受 mixin程序的影響，因為所有的行為都預先指派給共用的原
型。這是我們在 twitter.com網站上支援函數共用的方式，它不會產生可注意到的延遲。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執行類別性 mixin需要存取屬性，而事實上函數化 mixin在 Chrome
瀏覽器上的檢測結果顯示比傳統方式更快（雖然這是很明顯的變數）。

這表示還能夠更進一步的調校函數化 mixin。我們可以在 mixin外圍加上 closure，以快
取住初始定義執行的結果，其效能提升很顯著。現在函數化的 mixin可以在所有瀏覽器
上輕易的超越傳統 mixin。

以下是加上快取的 withRectangle：

var withRectangle = (function() {
  function area() {
    return this.length * this.width;
  }
  function grow() {
    this.length++, this.width++;
  }
  function shrink() {
    this.length--, this.width--;
  }
  return function() {
    this.area = area;
    this.grow = grow;
    this.shrink = shrink;
    return this;
  };
})();

var RectangularButton = function(length, width, label, action) {
  this.length = length;
  this.width = width;
  this.label = label;
  this.action = action;
}

withClickable.call(RectangularButton.prototype);
withRectangle.call(RectangularButton.prototype);

var button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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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RectangularButton(4, 2, 'delete', function() {return 'deleted'});
button3.area(); //8
button3.grow();
button3.area(); //15
button3.fire(); //'deleted'

advice
任何一種 mixin技術的危險之一，是 mixin函數會意外的覆寫對象物件恰好同名的屬
性。Twitter使用函數化 mixin的 Flight架構藉由在 mixin過程中暫時鎖定現有屬性（使
用 writable這個 meta屬性）來防止意外。

但有時相較於產生衝突錯誤，我們會想要擴大 mixin的對象物件上的對應方法。advice
透過在原始實作的前、後或周圍加上自訂程式來重新定義函數。Underscore 架構
（http://underscorejs.org/）實作出可達成 advice的基本函數包裝：

button.press = function() {
  mylib.appendClass('pressed');
};

//按下按鈕後減少陰影值（使用underscore）
button.pressWithShadow = _.wrap(button.press, function(fn) {
  fn();
  button.reduceShadow();
}

Flight 架構有更深入的作用：讓 advice物件本身成為可被混合進對象物件的函數化
mixin（http://bit.ly/advice_flight）以達成後續 mixin的 advice。

讓我們使用這個 advice模式來擴大我們的矩形按鈕動作的陰影行為。首先我們套用
advice模式，後面跟著兩個稍早使用過的 mixin：

withAdvice.call(RectangularButton.prototype);
withClickable.call(RectangularButton.prototype);
withRectangle.call(RectangularButton.prototype);

現在 withShadow會利用 advice：

var withShadow = function() {
  this.after('press', function() {
    console.log('shadow reduced');
  };
  this.after('release', function() {
    console.log('shadow re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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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Shadow.call(RectangularButton.prototype);
var button4 = new RectangularButton(5, 4);
button4.press(); //'button pressed' 'shadow reduced'
button4.release(); //'button released' 'shadow reset'

Flight架構以糖衣包裝這個程序。所有的 flight元件都有自動混入的 withAdvice，且還有
一個 defineComponent方法可同時接受多個 mixin。因此，若我們使用了 Flight，則可更
進一步的簡化此程序（在 Flight中，像是矩形大小的建構元屬性在該 mixin中被定義成
attr屬性）：

var RectangularButton =
  defineComponent(withClickable, withRectangle, withShadow);
var button5 = new RectangularButton(3, 2);
button5.press(); //'button pressed' 'shadow reduced'
button5.release(); //'button released' 'shadow reset'

使用 advice時我們可以在 mixin上定義函數，而不用猜測它們是否在對象物件上有被實
作，因此 mixin可獨立定義（或許由其他廠商）。相反的，advice讓我們可以擴大第三
方函式庫函數而不用東修西補。

總結

如果可能的話，順著紋路方向切。木紋會告訴你木材想要被切的方向。

如果反著紋路切，你只會增加自己的麻煩，像是你想要壞了這個切割。

— Charles Miller1

身為程式設計師，我們被鼓勵相信特定技術是不可或缺的。從 1990年代早期起，物件
導向程式設計正熱門，類別性繼承是其招牌。不難發現想要掌握一門新語言的開發者會

有將類別性繼承套用其上的壓力。

但同儕壓力不是好程式的助手，也不是什麼合理的邏輯。當你發現自己正在寫出

Circle.prototype.constructor = Circle這樣的程式時，必須自問是你利用模式還是模式
利用了你。最好的模式不會影響開發過程且不會干擾你發揮語言的威力。

1 全文見 Charles Miller 的部落格（http://bit.ly/cut_with_the_grain）。



12 　 第一章：Mixin之美

反覆於其他物件中定義同一個物件，類別性繼承產生了一系列的緊密耦合將整個階層綁

在一起成了相依大會。相較之下，mixin非常的敏捷且在你的程式碼中產生非常少的組
織性需求— mixin可視需要建構，只要找出一組共通的行為，所有的物件都可以存取
mixin的功能而無需顧慮在整體模型中所扮演的角色。mixin關係是隨意的：任一 mixin
組合可套用在任一物件上，物件可套用多個 mixin。至少它做到了原型化繼承所承諾的
機會主義式重複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