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vaScript概觀

我在 1996 年寫了第一本 JavaScript 的書，那是一個 DHTML、ECMAScript、行動開
發、Node.js都尚未問世的年代，光是實作表單驗證以及彈出警告視窗就是一件大工
程。為了完成那本書，我們必須努力挖掘相關的資料。在撰寫第二版 JavaScript 錦囊妙

計時，卻遇到了截然不同的狀況，JavaScript的資料居然多到無法塞進一本書裡。

本書的重點在於涵蓋 JavaScript的各個應用領域：從瀏覽器至伺服器，從行動裝置至雲
端，從簡單的函式庫至複雜的模組系統，從基本的動畫至豐富的資料視覺化。感謝框架

讓整個應用程式可以放進一個 HTML頁面裡，更重要的是，MEAN不再是一個形容討
厭的人的單字了。（註：MEAN是用於搭建動態網頁的四個自由及開放原始碼軟體的第
一個字母。）

Ajax仍然持續地廣泛應用，但現在已經有真正的雙向溝通了。我們可以連接到 Twitter
和 Dropbox，建立 Android應用程式，直接在瀏覽器中閱讀 ePub的檔案。函式庫以及模
組處理掉那些複雜乏味的工作，使我們可以專注於打造應用程式。在十多年前，找到符

合需求的函式庫並非易事，而現在，各式各樣的函式庫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

儘管 JavaScript的變化是如此快速，它的基本物件依然存在。例如：String、Number、
Array、Function，以及最基本的敘述：

var someVar = 'Hello， World?';

然而，現在的情況已經與 1996 年那時不可同日而語，JavaScript 持續地成長，從
ECMAScript 5，到現在的 ECMAScript 6，甚至於 ECMAScript 7的增訂。似乎每個月都
有新的版本。

來自於標準組織以及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眾多 API使得 JavaScript更為豐富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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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比現在更讓 JavaScript開發者興奮的時刻了。然而，它也因此變得更難以招架，而

這正是本書的目的：幫助讀者在浩瀚的 JavaScript世界中找到一個立足點。

本書讀者

本書涵蓋 JavaScript各個領域的應用，因此這裡有個前提：這不是一本給 JavaScript初
學者的書。在市面上不乏很多優良的入門書籍，因此我們將本書定位為更進階的教材。

假如你有過 JavaScript的開發經驗，或者有接觸過 Node或 Ajax開發，那麼這本書將會
很適合你。有些主題可能相當具有挑戰性，但卻非常值得一讀。

本書架構

JavaScript就像一張大的文氏圖，有眾多的交集。因此本書將會分成鬆散的 18個章節，
每一個章節都會與其他相關的章節相互參照。

本書分成兩個部分 JavaScript 經典與 JavaScript 傾巢而出。

第一部分是 JavaScript 的基礎，它包含了 String、Number、Boolean、Array、Function
以及 Object。感謝 ECMAScript 5 / 6使得這些物件擁有更多的操作。除此之外，在進入
更進階的應用之前，我們必須了解 Ajax的使用、與 JSON一同工作、函式庫的建立與
使用，以及整合受歡迎的 jQuery函式庫至應用程式等等。我們也需要了解在瀏覽器環境
之中如何工作，它仍然是大部分 JavaScript開發的工作環境，並且建立測試案例甚至於
保證應用程式的可及性。

接著是視訊音訊以及 Canvas與 SVG，它們全都被現代的瀏覽器所支援，因此對於這些
多媒體元素有基本的了解也是必須的。

第二部分是更進階的議題。它包含了定義於 ECMAScript 6 的物件、伺服器端的
JavaScript（Node）、前後端的框架，以及模組化的 JavaScript。它也包含了行動裝置上
應用程式的開發、視覺性資料、伺服器上的圖形化工具、前後端的雙向溝通，以及眾多

的 API、函式庫、模組。

這部分有時候讀起來會有些混亂，但是當你嘗試過本書中的範例之後，你將會對

JavaScript是如何把它們整合在一起有更深入的體會。

各章節的概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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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JavaScript經典
本書的第一部分將專注於 JavaScript傳統的使用範例，並且會對於新舊版本之間的不同
處加以闡述：

第 1章，不簡單的 JavaScript建造區塊

本章涵蓋了許多使用者熟悉的物件：String、Number、Boolean、RegExp、Math與
Date。這裡不但說明基本的用法，也涵蓋了來自 ECMAScript 5 / 6的擴充。

第 2章，JavaScript陣列

在 JavaScript中，陣列是如此簡單且必要的物件，但它也受到大幅度的變動。本章
不只介紹基本的陣列使用方式，而且還涵蓋了新的功能。

第 3章，函式：JavaScript的建造區塊

函式為 JavaScript基本的建造區塊。本章涵蓋了一些進階的函式使用方法，除此
之外，我們還會看到三種基本的函式建構型別，以及非常有用的立即執行函式

（IIFE，Immediately Invoked Function Expression）。

第 4章，可塑的 JavaScript物件

JavaScript物件在改變的幅度上不亞於陣列。可塑性對於物件是如此的重要，也因此
這成為本章的標題。本章的大部分著重在物件的可塑性，此外也會比較函數式編程

以及物件導向編程。

第 5章，JavaScript與存取使用者介面

在 JavaScript中，你不能忽略 DOM的存在。DOM知道網頁的全部（Shadow DOM
是個例外，本書於第 14章會提到）。由於函式庫的幫助使得現在 DOM的處理變得
更加簡單。即使大部分的人都使用 jQuery來操作 DOM，了解 jQuery底層與其他相
關的函式庫如何運作依然很重要。

第 6章，初步測試與可及性

不論 JavaScript如何進展，我們仍必須遵循最佳實作規範，例如保持程式碼的簡
潔、測試程式，以及保證可及性。現在有新的工具使得這些任務變得更加簡單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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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建立與使用 JavaScript函式庫

本章會告訴你函式庫建造的基本步驟，包括最小化、寄宿函式庫至 GitHub或 CDN
上、使用外部函式庫（jQuery與 Underscore），以及轉換函式庫至 jQuery外掛。這
裡也會討論 jQuery，以及其他只專注在單一任務上的函式庫。一旦學會了基本的函
式庫建造，就可以更進一步模組化我們的程式碼（模組化涵蓋於第 12章）。

第 8章，簡化的前後端溝通與資料

在使用最新的溝通技術之前（例如，WebSocket），你必須對 Ajax、JSON與 XML
有足夠的了解。在深入第 14章進階的前後端溝通技術之前，了解本章所涵蓋的技術
是必要的。

第 9章，建立豐富的多媒體及互動式的網頁效果

本章介紹了 Canvas元件、2D圖形、SVG，音訊以及視訊元件。它也提及了如何結
合多種媒體型別（例如整合 SVG與 Canvas）以及如何在視訊播放中作出改變。資
料視覺化、圖形化工具，以及伺服端圖形會於第 16章介紹。

第二部分，JavaScript傾巢而出
第二部分的標題之所以為傾巢而出，是因為 JavaScript 的開發者從來沒想過現在的
JavaScript可以辦得到的事。這裡所涵蓋的技術不一定是最新的，但大部分都是尖端技
術。此一部分也包含了 JavaScript最複雜的使用方式，例如進階的前後端溝通、資料視
覺化、OAuth，以及行動應用開發：

第 10章，新的 ECMAScript標準物件

ECMAScript 6定義了許多新的物件。在這本書的編寫過程中，常常會出現新的定義
物件，我會盡可能將它們納入於本章中（JavaScript持續在改變，有時候會因為改變
太快而來不及跟上）。其中我最喜愛的產生器函式（Function generators）與迭代器
（iterators）也會在本章中介紹。

第 11章，Node：在伺服器端的 JavaScript

本章會以較快的步調介紹 Node.js。這裡回答了使用者使用 Node經常提問的問題。
如何使 Node伺服器持續運行。如何使 Node與 Apache在同一台伺服器上運行。當
應用程式改變時，你如何使 Node自動重啟，或者因為某些理由而停機。此外，這裡
也探討了如何使用 Node模組，以及如何建立可獨立運行的 Node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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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章，模組化與管理 JavaScript

本章涵蓋了與 JavaScript模組化相關的議題。它使用了第 7章中的程式碼再利用元
件，並且結合了新的工具及方法用來建立、發佈與使用模組。本章也會介紹不同模

組化的方法（AMD與 CommonJS）、如何建立 Node模組，以及模組與 RequireJS、
Bower、Browserify及任務管理者 Grunt之間的關聯。

第 13章，有趣的 API

API是程式員的契約。它是進入瀏覽器內部運作的介面，也可以藉由它從遠端伺服
器請求服務或資料。圖形、資料與行動應用程式也有專屬的 API，在第 16至 18章
中會分別介紹。本章介紹三種不同種類的 API：建立在 REST原則上的遠端 API、
瀏覽器新的W3C API，以及在本地端運作的遠端 API。

第 14章，JavaScript框架

有些複雜的 JavaScript元件也屬於一種框架，無論它們是在伺服器端（ExpressJS）
或者是在用戶端（AngularJS、Backbone或 Ember）。有些框架對於某些特定的問
題提供了解決策略，例如 OAuth用來處理授權的問題。深入地探討 OAuth框架有
其必要，這是因為它在服務授權上的應用越來越廣泛。OAuth也應用於第 13章的
Twitter API上，以及第 17章的 Dropbox Datastores。

原作者旁白：我想要在這本書中展示至少一種受到廣泛使用的用戶端 MV*框架，可
是卻無法決定使用哪一種框架。它們彼此之間差異太大以致於不論展示哪一種框架

都無法對使用其他框架的使用者有幫助。這也是為什麼我決定解構 ToDoMVC應用
程式，並且深入地了解如何使用三種受歡迎的框架去實作它（Angular、Ember.js、
Backbone）。希望我使用這些框架的程序也能應用於其他框架上。

本章對 OAuth框架也做了深入的探討，因為它應用於資料與服務的授權上逐漸增
加，而許多我們感興趣的 API也都採用它。Twitter API採用了 OAuth，並且涵蓋於
第 13章。Dropbox Datastores也是，涵蓋於第 17章。

本章也涵蓋了 Web Componenets，但是會避免依賴於 polyfill（例如 Google 的
Polymer）。這是因為我對於有所有權的技術會保持距離。

第 15章，進階的前後端溝通與串流

WebSocket 與跨來源資源共享（CORS，Cross-Origin Resource Sharing）在現代瀏
覽器中已是標準，這使得前後端的溝通更加順暢。即時雙向的溝通大幅地減輕了開

發者的工作。由於此種溝通方法是一種串流，所以本章也會介紹 Node的 transform 

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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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章，資料視覺化與用戶端 / 伺服器端圖形

有一部分的 SVG與 Canvas圖形應用程式現在要讓位給資料視覺化了。資料視覺應
用程式大部分的資料都直接來自於伺服器。本章會細看許多資料視覺化的工具，包

含了與WebSocket伺服器應用程式搭配的工具。

除此之外，許多原本在用戶端才能使用的視覺化及圖形工具，現在也可以在伺服器

端使用。本章將會藉此探索更多有趣的可能性。

第 17章，資料與持續性

資料 ! 這世界就是由資料所組成。本章首先介紹表單驗證，因為好的資料系統
必須要有好的資料。再來會探討在瀏覽器中新的儲存機制，包括了較複雜的

IndexedDB。至於伺服器端，這裡也會告訴你如何存取 SQL資料庫（MongoDB的
存取涵蓋於第 15章）。最後與 Dropbox Datastores一同合作，存取存放在雲端中的
資料。

第 18章，啟程 !JavaScript Mobile

最後一章涵蓋了所有跟行動網路相關的議題，Android以及行動網頁應用程式。感謝
Cordova / PhoneGap以及新的行動 API，讓我們可以在 Android、Kindle Fire平板和
智慧型手機上執行 HTML5、CSS，以及 JavaScript的應用程式。

附錄 A，啟動並執行 jsBin與 jsFiddle

這裡介紹了 jsBin及 jsFiddle，它們可以讓你實驗本書中的範例。

本書編排慣例

本書使用的字體慣例如下所示：

斜體字（Italic）

用以表示新術語、URL、電子郵件信箱、檔名及副檔名⋯等，中文以楷體表示。

定寬字（Constant width）

用以表示程式碼範例，以及在段落中指明程式元素，像是變數或函式名稱、資料

庫、資料型別、環境變數、陳述式與關鍵字⋯等。

定寬粗體字（Constant width bold）

用以表示使用者必須如實鍵入的指令或其他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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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的前後端溝通與資料

Ajax是最悠久的前後端溝通技術，並且它在使用上仍然相當廣泛。簡而言之，這個過程
包含了準備給網頁伺服器的請求，通常是 POST或 GET請求，發出請求，並且指定回呼

函式處理結果。在回呼函式中，直到接收到成功的回應並且結果已被處理（POST為收
到請求成功的確認訊息，GET則是收到處理後的回傳結果），伺服器回應才會被測試。

前後端之間傳遞的資料可以是簡單的文字，或者是格式化的 XML或 JSON。後者的使
用日益廣泛，因為大部分伺服器端的技術都會提供產生與消耗 JSON的 API。

本章著重在 Ajax，以及基本的文字、XML與 JSON資料的處理。第 14章

會涵蓋其他更尖端的前後端溝通技術。

8.1　處理經由 Ajax呼叫回傳的 XML文件

問題

你需要準備 Ajax應用程式以處理回傳的 XML資料。

解答

首先，確定應用程式可以處理 XML MIME類型的文件：

if (window.XMLHttpRequest) {
   xmlHttpObj = new XMLHttpRequest();
   if (xmlHttpObj.overrideMimeTy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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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lHttpObj.overrideMimeType('application/xml');
   }
}

接著，藉由 XHMLHttpRequest的 responseXML屬性取得回傳的 XML文件，並且使用 DOM
方法查詢文件中的資料：

if (xmlHttpObj.readyState == 4 && xmlHttpObj.status == 200) {
   var citynodes = xmlHttpObj.responseXML.getElementsByTagName("city");
   ...
}

討論

當 Ajax請求回傳 XML時，你可以藉由 XMLHttpRequest物件的 responseXML屬性取得結
果，並且把它當作文件物件存取。接著，使用 DOM方法查詢資料或處理結果。

假如伺服器端應用程式回傳 XML，那麼回傳的 MIME類型是 text/xml是很重要的事，
否則 responseXML屬性將會是 null。假如你不確定 API是否會回傳適當的 MIME類型，
或者你無法控制 API，那麼當你存取 XMLHttpRequest物件時，你可以覆寫 MIME類型：

if (window.XMLHttpRequest) {
   xmlHttpObj = new XMLHttpRequest();
   if (xmlHttpObj.overrideMimeType) {
       xmlHttpObj.overrideMimeType('application/xml');
   }
}

overrideMimeType()無法被 IE11之前的舊版本所支援，W3C XMLHttpRequest規格書的第
一版草案中也不支援它。由於無法確定它是否被支援，假如你想要使用 responseXML，最
好改變伺服器端的應用程式使得它支援 application/XML MIME類型，或者使用下列跨瀏
覽器的技術將文字轉換至 XML：

if (window.DOMParser) {
   parser=new DOMParser();
   xmlResult = parser.parserFromString(xmlHttpObj.responseText,
   "text/xml");
} else {
   xmlResult = new ActiveXObject("Microsoft.XMLDOM");
   xmlResult.async = "false"
   xmlResult.loadXML(xmlHttpObj.responseText);
}
var stories = xmlResult.getElementsByTagName("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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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這種方式解析 XML會增加額外的處理。如果可能的話，從服務回傳 XML格式的
資料會是比較好的選擇。章節 8-2中的範例 8-2示範一個處理 XML文件的完整應用程
式網頁。

參照

XMLHttpRequest的W3C規格可以在 http://www.w3.org/TR/XMLHttpRequest/中找到。

8.2　從 XML樹擷取資訊

問題

你想要從 XML文件存取各部分的資料。

解答

使用和查詢網頁元素一樣的 DOM方法來查詢 XML文件。例如，以下程式碼會取得所
有有 resource 標籤名稱的元素：

var resources = xmlHttpObj.responseXML.getElementsByTagName("resource");

討論

當你有一個 XML文件的參考，你可以使用 DOM方法查詢此文件裡的任何資料。它不
像從 JSON物件中存取資料一樣簡單，但是它遠遠優於從純文字中擷取資料。

為了示範如何處理 XML文件，範例 8-1包含了 Node.js（通常被稱作 Node）應用程式，

它會回傳包含三個資源的 XML檔案。每個資源包含一個 title與一個 url。

它不是一個複雜的應用程式或一個複雜的 XML結果，但是它足夠產生一個 XML文
件。注意在標頭中給定 text/xml的 MIME類型，並且 Access-Control-Allow-Origin標頭
值被設定為接受來自所有網域的查詢（*）。由於 Node應用程式執行的埠號與查詢它的
網頁不同，因此我們必須設定這個值以允許跨網域請求。

第 11章涵蓋 Node，並且範例 8-1的細節會涵蓋於章節 11.2之中。章節

15.1涵蓋跨網域請求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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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8-1　回傳 XML的 Node伺服器應用程式

var http = require('http'),
    url = require('url');
var XMLWriter = require('xml-writer');

// 啟動伺服器，監聽請求
var server = http.createServer().listen(8080);
server.on('request', function(req, res) {

  var xw = new XMLWriter;

  // 開啟文件與根元素
  xw.startDocument().startElement("resources");

  // 資源
  xw.startElement("resource");
  xw.writeElement("title","Ecma-262 Edition 6");
  xw.writeElement("url",
  "http://wiki.ecmascript.org/doku.php?id=harmony:specification_drafts");
  xw.endElement();
  
  // 資源
  xw.startElement("resource");
  xw.writeElement("title","ECMA-262 Edition 5.1");
  xw.writeElement("url",
  "http://www.ecma-international.org/publications/files/ECMA-ST/Ecma-262.pdf");
  xw.endElement();
  
   // 資源
  xw.startElement("resource");
  xw.writeElement("title", "ECMA-402");
  xw.writeElement("url", 
  "http://ecma-international.org/ecma-402/1.0/ECMA-402.pdf");
  xw.endElement();

  // 結束
  xw.endElement();

  res.writeHeader(200,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ml", 
  "Access-Control-Allow-Origin": "*"});
  res.end(xw.toString(),"utf8");
});

大部分的 Ajax呼叫處理一般的文字或 JSON，但是它仍然有處理 XML的需要。SVG
仍然是 XML，MathML、XHTML，以及其他標記語言也是。在解答中，建立一個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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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HttpRequest物件用來處理前後端的溝通。假如你之前沒使用過 Ajax，XMLHttpRequest
物件的方法是：

• open：初始一個請求。參數包含方法名稱（GET、POST、DELETE或 PUT）、請求
網址、是否為非同步請求，以及可能的使用者名稱與密碼。所有請求預設都是以非

同步方式傳送。

• setRequestHeader：設定請求的 MIME類型。

• send：傳送請求。

• sendAsBinary：傳送二進位資料。

• abort：中止已傳送的請求。

• getResponseHeader：取得標頭文字。假如回應尚未回傳或者沒有標頭，回傳 null。

• getAllResponseHeaders：取得 multipart請求的標頭文字。

使用物件的 open()方法開啟通訊，傳入 HTTP方法（GET），請求網址（Node應用程
式），以及一個 true值表示此通訊是非同步的（應用程式不會因為等待請求的回應而
阻塞）。假如應用程式有密碼保護，第四個與第五個的選用參數分別是使用者名稱與 
密碼。

我知道應用程式會回傳 XML 格式的回應，因此不需要覆寫 MIME 類型（參見章節
8.1）。

在應用程式中，XMLHttpRequest的 onReadyStateChange事件處理常式指定一個回呼函
式，getData()，接著以 send()送出請求。假如 HTTP的方法是 POST，那麼資料會放入
send()的參數中傳送。

在回呼函式 getData()中，XMLHttpRequest物件的 readyState與 status屬性會被檢查
（見範例 8-2）。只有當 readyState等於 4並且 status等於 200時，結果才會被處理。
readyState表示 Ajax 呼叫的狀態，200 是 HTTP OK的回應碼。由於我們知道回傳結
果是 XML，應用程式藉由 XMLHttpRequest物件的 responseXML屬性存取 XML 文件。
至於其他資料類型，則透過 response屬性存取，並且由 responseType取得資料類型
（arrayBuffer、blob、document、json 與文字）。並非所有的瀏覽器都能夠支援所有的資

料類型，但是現代瀏覽器至少支援 XML、arrayBuffer、JSON與文字。

範例 8-2　應用程式處理回傳 XML文件中的資源

<!DOCTYPE html>
<html>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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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Stories</title>
  <meta charset="utf-8" />
</head>
<body>
  <div id="result">
  </div>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var xmlHttpObj;
  
  // ajax物件
  if (window.XMLHttpRequest) {
    xmlRequest = new XMLHttpRequest();
  }

  // 建立請求
  var url = "http://shelleystoybox.com:8080";
  xmlRequest.open('GET', url, true);
  xmlRequest.onreadystatechange = getData;
  xmlRequest.send();

  function getData() {
    if (xmlRequest.readyState == 4 && xmlRequest.status == 200) {
      try {
        var result = document.getElementById("result");
        var str = "<p>";

        // 可以在 XML文件上使用 DOM方法
        var resources =
         xmlRequest.responseXML.getElementsByTagName("resource");

        // 處理資源
        for (var i = 0; i < resources.length; i++) {
          var resource = resources[i];

          // 取得標題與網址並產生 HTML
          var title = resource.childNodes[0].firstChild.nodeValue;
          var url = resource.childNodes[1].firstChild.nodeValue;
          str += "<a href='" + url + "'>" + title + "</a><br />";
        }

        // 結束 HTML並且插入
        str+="</p>";
        result.innerHTML=str;
      } catch (e) {
        console.log(e.mess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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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cript>

</body>
</html>

處理 XML時，應用程式首先查詢所有的 resource元素，並且回傳 nodeList。應用程式
巡訪整個集合，存取每個 resource元素以取得 title與 url，它們兩者都是子節點。藉
由 childNodes集合取得包含在 nodeValue屬性中的資料。

資源資料用來建立一個資源連結字串，並且使用 innerHTML輸出至頁面中。與其使用
childNodes元素集合巡訪子元素，我也可以使用 Selectors API存取所有的 URL與 title
元素，並且一次取出這兩個集合內的元素的值：

var urls = xmlRequest.responseXML.querySelectorAll("resource url");
var titles = xmlRequest.responseXML.querySelectorAll("resource title");

for (var i = 0; i < urls.length; i++) {
    var url = urls[i].firstChild.nodeValue;
    var title = titles[i].firstChild.nodeValue;
    str += "<a href='" + url + "'>" + title + "</a><br />";
}

我也可以在每一個回傳的 resource元素上使用 getElementsByTagName，任何可以在網頁
中使用的 XML DOM方法也可以在回傳的 XML上使用。

try...catch錯誤處理會捕捉任何因為 XML不完整而導致的查詢錯誤。

在 responseXML中回傳的文件可以存取標準的 DOM API，而不是 HTML 

DOM API。大部分的情況下這應該不會有問題，因為你使用的大部分功能

基於標準的 DOM API。getElementsByTagName()方法是 DOM API 的一個

例子。當你從表單中存取 elements或使用 write()方法時，這些都是使用

HTML DOM的例子。本書很少使用 HTML DOM API。

參照

第 5章涵蓋 DOM方法。要了解更多標準 DOM與 HTML DOM之間的不同，查看 W3C 
DOM規格網頁（http://www.w3.org/DOM/DOMTR）。JavaScript（ECMAScript）結合每個
規格示範如何使用腳本存取 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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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解析並自動地修改 JSON

問題

你想要安全地從 JSON建立 JavaScript物件。你也想要將數字表示法的真偽值（分別是
1和 0）以它們對應的布林值取代（true和 false）。

解答

使用從 ECMAScript 5加入至瀏覽器的 JSON內建能力來解析物件。為了將數值轉換至
對應的布林值，建立一個 reviver函式：

var jsonobj = '{"test" : "value1", "test2" : 3.44, "test3" : 0}';
var obj = JSON.parse(jsonobj, function (key, value) {
   if (typeof value == 'number') {
     if (value == 0) {
       value = false;
     } else if (value == 1) {
       value = true;
     }
   }
   return value;
   });

 console.log(obj.test3); // false

討論

為了搞清楚如何建立 JSON，想一下你如何建立物件字面常數並且將它轉換至字串（注
意一些事項）。

假如物件是一個陣列：

var arr = new Array("one","two","three");

那麼 JSON表示法將會等同於陣列的字面常數表示法：

["one","two","three"];

注意雙引號（" "）的使用而不是單引號，在 JSON中不能使用單引號。

假如你有一個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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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obj3 = {
   prop1 : "test",
   result : true,
   num : 5.44,
   name : "Joe",
   cts : [45,62,13]};

JSON表示法將會是：

{"prop1":"test","result":true,"num":5.44,"name":"Joe","cts":[45,62,13]}

注意在 JSON中，屬性的名稱放在引號中，但是對於屬性的值來說，只有當它們是字串
時才會被放在引號中。此外，假如一個物件包含其他的物件，例如陣列，它也會被轉換

至對應的 JSON。注意物件中不能包含方法。假如物件中有方法，那麼將會拋出錯誤。

JSON內只能有資料。

JSON靜態物件並不複雜，因為它只提供兩個方法：stringify()與 parse()。parse()方
法有兩個引數：一個 JSON格式字串與一個選用的 reviver函式。此函式帶有一對鍵 /
值對當作參數，並且回傳原本的值或是修改後的結果。

解答中的 JSON格式字串是一個有三個屬性的物件：一個字串、一個數字以及第三個屬
性。第三個屬性是一個數值，但它實際上是一個以數字表示的布林值。0為 false，1為
true。

為了將所有的 0與 1轉換至 false與 true，我們提供一個函式當作 JSON.parse()的第二
個引數。它會檢查物件的每一個屬性是否為數字。假如是數字，這個函式會檢查其值

是否為 0或 1。假如值是 0，那麼回傳值被設為 false，假如值是 1，那麼回傳值被設為
true，否則會回傳原本的值。

轉換 JSON格式資料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特別是當你需要處理 Ajax的請求結果或是
JSONP的回應時。你無法總是控制從服務端取得的物件結構。

JSON格式有些限制：字串必須要以雙引號包圍，並且字串中不可以有

16進位值與 tab。

參照

章節 8.4 會示範 JSON.stringify()。想要了解更多的 JSON 語法，請參見原本的 JSON 
網頁（http://js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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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轉換物件至一個過濾 / 轉換的 JSON字串

問題

你需要將一個 JavaScript物件轉換至一個 JSON格式字串後再傳給 web應用程式。然
而，web應用程式所需要的資料與用戶端應用程式不同。

解答

使用 JSON.stringify()方法，傳入物件當作第一個參數並且提供一個轉換函式
（replacer）當作第二個參數：

function convertBoolToNums(key, value) {
  if (typeof value == 'boolean') {
    if (value)
      value = 1;
    else
      value = 0;
  }
  return value;
};

var obj = {test : "value1", 
           test2 : 3.44, 
           test3 : false};
           
var jsonstr = JSON.stringify(obj, convertBoolToNums, 3);

console.log(jsonstr); // '{ "test" : "value1", "test2" : 3.44, "test3" : 0}' 

討論

JSON.stringify()方法有三個參數：用來轉換至 JSON的物件，一個選用的函式或陣列
用來轉換或過濾一至多個物件值，以及一個選用的第三個參數用來定義產生結果中的空

白字元的種類及數量。

在解答中，有一個函式用來檢查屬性的值。假如屬性的值是一個布林值，那麼 false會
轉換至 0，true會轉換至 1。假如此函式的回傳值是數字或布林值，那麼它將會轉換成
字串。此函式也可以當作一個過濾器：假如函式回傳值為 null，那麼該屬性的鍵值對則
會從 JSON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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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可以使用一個陣列而不是一個函式。陣列可以包含字串或數字，並且它是一個允許

屬性出現在結果中的白名單。以下程式碼：

var whitelist = ["test","test2"];

var obj = {"test" : "value1", "test2" : 3.44, "test3" : false};
var jsonobj = JSON.stringify(obj, whitelist, '\t');

將會產生一個包含物件 test 與 test2 屬性的 JSON字串，但是它沒有包含第三個屬性
（test3）。這次的字串結果會使用 tab（\t）漂亮打印（pretty-printed），而不是解答中

所使用的三個空白字元。

{
    "test": "value1",
    "test2": 3.44
}

最後的參數控制了有多少個空白會使用在結果中。它可以是一個用來表示空白個數的數

字，或者是一個字串。假如它是一個字串，那麼此字串的前 10個字元會被拿來當作空
白。假如我使用如下程式碼：

var jsonobj = JSON.stringify(obj, whitelist, "***");

結果會是：

{
***"test": "value1",
***"test2": 3.44
}

如上所述，tab（\t）用來產生標準 JSON的漂亮打印。

參照

參見章節 8.3關於 JSON.parse()的討論。

8.5　發出至另一個網域的 Ajax請求（使用 JSONP）

問題

你想要使用 Web 服務 API 查詢資料，例如 Rotten Tomatoes API，或 Flicker API。然
而，Ajax 同源（same-origin）的安全政策阻擋了跨網域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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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解決此安全議題的一種方式是使用 JSONP（JSON with padding）。

首先，你建立一個新的 script元素，並且將它的 URL指定為 API方法呼叫的端點。以
下程式碼建立一個 script元素呼叫 Flickr的照片搜尋 API：

function addScript( url) {
   var script = document.createElement('script');
   script.type="text/javascript";
   script.src = url;
   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head')[0].appendChild(script);
}

URL看起來如下，包含一個要求回傳 JSON格式資料的請求，並且提供一個回呼函式的
名字。api_key由 Flickr產生，並且 user_id（NSID）是你的帳號唯一的使用者識別碼。

請注意它與使用者名稱並不相同。

使用 idGettr web（http://idgettr.com/）服務輕鬆地找到 user_id。

我正在請求某特定使用者的第一個頁面結果：

http://api.flickr.com/services/rest/?method=flickr.photos.search&user_id=xxx
&api_key=xxx&page=1&format=json&jsoncallback=processPhotos

當 script標籤被建立時，它會發出對 Flickr 的請求，而我在請求中要求 JSON 格式
的回傳結果並且提供了回呼函式的名稱。以下是基本的回呼函式，它只會將結果印至 
控制台：

function processPhotos(obj) {
  photos = obj.photos.photo;
  var str = '';
  photos.forEach(function(photo) {
    str+=photo.title + '<br /> ';
  });
  document.getElementById('result').innerHTML = st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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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Ajax在一個受保護的環境中工作，這確保我們不會因為對外部應用程式的呼叫（可能不
安全）而嵌入危險的文字或程式碼至網頁中。此安全限制的缺點會使得我們無法直接地

存取外部服務的 API。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必須建立一個伺服器端代理應用程式，因為
伺服器應用程式不會有跨網域的限制。

一個解決辦法是使用 JSONP，如同解答中的示範。與其使用 XMLHttpRequest，我們轉換
請求網址至腳本的 src屬性，這是因為 script元素不需遵守同源政策。

假如服務是合適的，它會回傳 JSON格式的資料，甚至在回呼函式中打包它。當腳本
建立時，它與在程式碼中直接呼叫函式並無不同。我們甚至不需要關心轉換字串至

JavaScript物件。回呼函式的引數已經是一個 JSON物件了。

照片會以多頁的形式回傳，並且你可以多次地重複呼叫以取得所需的照片，記得在每一

次呼叫時改變頁碼。範例 8-3包含了一個使用 JSONP從 Flickr存取資料的簡單範例。你
只要記得使用你自己的 API鑰匙與 NSID。

範例 8-3　使用 JSONP以規避跨網域的限制並且處理回傳結果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JSONP</title>
</head>
<body>
  <div id="result">
  </div>
<script >
function addScript( url) {
  var script = document.createElement('script');
  script.src = url;
  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head')[0].appendChild(script);
}

addScript('https://api.flickr.com/services/rest/?method=flickr.photos.search
&user_id=NSID&api_key=yourapikey&page=1&format=json&jsoncallback=processPhotos');

// 指派至全域 photos
function processPhotos(obj) {
  photos = obj.photos.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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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str = '';
  photos.forEach(function(photo) {
    str+=photo.title + '<br /> ';
  });
  document.getElementById('result').innerHTML = str;
}
</script>
</body>
</html>

這是一個很聰明的手段，但是你應該要謹慎地使用。即使像 Flickr這樣安全的服務，還
是有可能從用戶端應用程式找到注入 JavaScript的方法，而這會導致應用程式的浩劫。

參照

Flickr API以及其開發環境的文件位於 https://www.flickr.com/services/api/。我也在章節

13.1中存取 Flickr服務。

要解決跨網域服務存取，有一個更現代的解法就是使用跨來源資源共享（cross-origin 
resource sharing，CORS）。我會於章節 15.1討論並且示範此解決方法。

8.6　從 Ajax請求中處理 JSON

問題

你想要以 JSON當作 Ajax的資料格式，而不是文字或 XML。

解答

建立並初始 Ajax請求，如同建立給 XML 或文字的請求一樣。此程式碼中的服務是
Node應用程式，可於埠號 8080存取：

// ajax物件
if (window.XMLHttpRequest) {
    httpRequest = new XMLHttpRequest();
}

// 建立請求
var url = "http://shelleystoybox.com:8080";
httpRequest.open('GET', url, true);
httpRequest.onreadystatechange = getData;
httpRequest.s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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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回應的函式中，使用 JSON 物件的 parse()方法轉換回傳的文字至 JavaScript 
物件：

function getData() {
  if (httpRequest.readyState == 4 && httpRequest.status == 200) {
    try {

       // JSON.parse用來解析 JSON資料
       var jsonObj = JSON.parse(httpRequest.responseText); 
       console.log(jsonObj.list[0].name);
    } catch (e) {
       console.log(e.message);
    }
  }
}

傳送 JSON以回應 Ajax請求的關鍵在於使用任何語言版本的 JSON.stringify()方法將
物件轉換至 JSON格式字串。在以下的 Node應用程式中，我們可以使用 Node版本的
JSON以格式化資料。資料的 MIME類型也設定為 application/json：

var http = require('http');

// 啟動伺服器，監聽請求
var server = http.createServer().listen(8080);
server.on('request', function(req, res) {

   var titleList = {
      "list" : [
        { "id": "id1",
          "name": "Title One"
        },
        { "id": "id12",
          "name": "Another Value"
        },
        { "id": "id20",
          "name": "End of the Road"
        },
        { "id": "id24",
          "name": "One More"
        }
      ],
      "totalRecords": 4
     };
 res.writeHeader(200,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Access-Control-All
ow-Origin": "*"});
   res.end(JSON.stringify(titleL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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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8-4包含了用戶端處理資料的腳本，它會在控制台中印出每個值。

範例 8-4　從 Ajax請求中處理 JSON資料

var httpRequest;

// ajax物件
if (window.XMLHttpRequest) {
   httpRequest = new XMLHttpRequest();
}

// 建立請求
var url = "http://shelleystoybox.com:8080";
httpRequest.open('GET', url, true);
httpRequest.onreadystatechange = getData;
httpRequest.send();
function printData(element) {
  console.log(element.name);
}
  
function getData() {
  if (httpRequest.readyState == 4 && httpRequest.status == 200) {
    try {

       // JSON.parse用來解析 JSON資料
       var jsonObj = JSON.parse(httpRequest.responseText); 
       jsonObj.list.forEach (function(element) {
           console.log(element.name);
           });
     
    } catch (e) {
      console.log(e.message);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