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由於在 Web 上相當盛行及其他的因素，幾乎變得難以避免使用 JavaScript，不過這並不
代表大家都喜歡它。藉由這本書，我希望能夠說服你，雖然使用它時你得接受它不少怪

異之處，但 JavaScript 仍是一個相當不錯的程式語言，它能讓你更有生產力，用它撰寫
程式的過程也可以很有趣。[Page-xiii]

雖然我從 JavaScript 誕生之時就開始關注它了，但還是花了不少的時間才慢慢熟悉它。
然而，當我終於能夠了解它時，才發現我之前的經驗並沒有白費，它們為我建立了能

夠協助我理解 JavaScript 的背景知識，這多虧了我之前曾接觸過 Scheme、Java（包括 
GWT）、Python、Perl 及 Self 這些語言（它們都對 JavaScript 有所影響）。

2010 年我開始注意到 Node.js，它讓我覺得終於能實現同時在伺服端（server）及客戶
端（client）都使用 JavaScript 的願望。後來，我就轉而使用 JavaScript 作為我主要的
程式語言。在學習它的過程中，我也開始撰寫一本書來記述我的發現，就是你現在正在

讀的這本書。在我的部落格中，我發表了這本書的一部分，以及其他關於 JavaScript 的
學習材料。這在幾個方面都提供了助益：正面的讀者回饋意見鼓勵我繼續下去，並讓撰

寫本書的過程不那麼孤單；部落格貼文的留言也讓我得知了額外的資訊及訣竅（就像本

書很多地方都會提到的感謝所說的那樣）；而這也讓人們察覺到我的作品，最後促成了 
O'Reilly 出版此書。

因此，本書的製作過程前後花了超過三年的時間。多虧了這段為期不短的孕育期，讓我

能夠持續地改善、精煉其內容。我很高興本書終於完成了，也希望大家都覺得它是學習 
JavaScript 的實用資源。O'Reilly 同意讓它能在線上免費閱讀，這應該可讓更多的讀者接
觸到它。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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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書你需要知道的事情

這本書適合你嗎？接下來的這些資訊能夠協助你做出判斷：[Page-xiv]

本書的目標讀者

這本書是專為程式設計師所寫的，並且也是由程式設計師所撰寫。所以，為了理

解它，你應該已經知道什麼是物件導向程式設計（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OOP），例如你曾透過主流的程式語言，像是 Java、PHP、C++、Python、Ruby、
Objective-C、C# 或 Perl，學到 OOP 的概念。

因此，本書的目標讀者是想要快速且正確學習 JavaScript 的程式設計師，以及想要加
深它們專業技能或是對特定主題有興趣的 JavaScript 程式設計師。

本書不涵蓋的範圍

本書專注於 JavaScript 程式語言本身。舉例來說，本書並無關於 Web 瀏覽器程式設
計的資訊（DOM、非同步程式設計等）。不過第 33 章會指引你該往何處找相關的學
習素材。

本書的組織方式

本書分為四個部分，不過最主要的兩個部分是：

• JavaScript 快速入門

• 深入探討 JavaScript

這些部分都是完全獨立的！你能把它們視為個別的書籍：前者比較像是指南，而後者

比較像是參考資源。此序中的「本書的四個部分」會向你更進一步地介紹本書的結

構。

本書所用的 JavaScript 版本

本書所介紹的是 ECMAScript 5，也就是所有現代瀏覽器都支援的最新版本 
JavaScript。如果你必須應付其他版本，例如較舊的瀏覽器，那麼第 25 章會告訴你哪
些功能是 ECMAScript 5 獨有的。

閱讀本書的訣竅

學習 JavaScript 最重要的竅門是別陷入過多的細節而動彈不得。沒錯，這個語言有許

許多多的細節要注意，而這本書也涵蓋了其中大部分的細節。不過我也會向你介紹一個

相對簡單且優雅的整體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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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四個部分

本書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 JavaScript 快速入門

這一部教你「基本 JavaScript」，它是最小但仍能讓你具有生產力的 JavaScript 子集。
這個部分自成一體，它並不依賴其他幾部分，而其他幾部分也不依賴它。[Page-xv]

第二部分 背景知識

這個部分將 JavaScript 放到它的歷史及技術背景之中：它是在何時、為了什麼原因，
以及如何被創造出來的？它與其他程式語言的關係為何？達到今日境況的重要里程碑

有哪些？

第三部分 深入探討 JavaScript
這部分比較像是參考用的資源：你可在其中查找有興趣的主題，或是跳來跳去探索不

同的主題。其中附有許多簡短的範例應可避免說明變得太過枯燥乏味。

第四部分 訣竅、工具與程式庫

這個部分提供使用 JavaScript 的訣竅：最佳實務做法、進階技巧，以及學習資源。它
也描述了幾個重要的工具和程式庫。

JavaScript 命令列

閱讀本書的同時，你可能會想要準備一個命令列（command line）在旁。命令列環境能
與你互動以試驗程式碼。幾個最受歡迎的選擇有：

Node.js（http://nodejs.org）
Node.js 附有一個互動式的命令列。啟動它的方式是呼叫 shell 命令 node。

瀏覽器（Browsers）
所有主要的瀏覽器都有主控台（consoles）可用來輸入 JavaScript 以在目前頁面的
情境（context）之下進行估值（evaluate）。只要在線上搜尋你瀏覽器的名稱以及
「console」，就能知道如何使用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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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例外處理

本章描述 JavaScript 的例外處理機制如何運作。先從一般性的討論開始，解說什麼是例
外處理（exception handling）。

什麼是例外處理？

在例外處理中，你通常會把緊密相關的述句歸成一組。如果在執行這些述句的時候，有

其中一個導致了錯誤產生，那麼就沒必要繼續執行其餘的述句，而是試著盡可能完善地

從錯誤中復原。這有點類似交易（transactions），但沒有單元性（atomicity）。

讓我們看一下沒有例外處理的程式碼：[Page-157]

function processFiles() {
    var fileNames = collectFileNames();
    var entries = extractAllEntries(fileNames);
    processEntries(entries);
}
function extractAllEntries(fileNames) {
    var allEntries = new Entries();
    fileNames.forEach(function (fileName) {
        var entry = extractOneEntry(fileName);
        allEntries.add(entry);  // (1)
    });
}
function extractOneEntry(fileName) {
    var file = openFile(fileName);  // (2)
    ...
}
...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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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 (2) 那行中 openFile() 所發生錯誤的最佳方式是什麼呢？很顯然地，就是不應該再
繼續執行 (1) 那行的述句了。不過我們也不會想要放棄 extractAllEntries()。

跳過目前檔案，接著處理下一個似乎就足夠了。為了這麼做，我們新增了例外處理的部

分到前面的程式碼中：[Page-158]

function extractAllEntries(fileNames) {
    var allEntries = new Entries();
    fileNames.forEach(function (fileName) {
        try {
            var entry = extractOneEntry(fileName);
            allEntries.add(entry);
        } catch (exception) {  // (2)
            errorLog.log('Error in '+fileName, exception);
        }
    });
}
function extractOneEntry(fileName) {
    var file = openFile(fileName);
    ...
}
function openFile(fileName) {
    if (!exists(fileName)) {
        throw new Error('Could not find file '+fileName); // (1)
    }
    ...
}

例外處理有兩個面向：

1. 如果在問題發生之處你無法以有意義的方式處理它，那就擲出（throw）一個例外
（exception）。

2. 找到能夠處理那些錯誤的地方：捕捉（catch）例外。

在 (1) 那一行，下列的構造（constructs）會被啟動：

    processFile()
        extractAllEntries(...)
            fileNames.forEach(...)
                function (fileName) { ... }
                    try { ... } catch (exception) { ... }
                        extractOneEntry(...)
                            open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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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 (1) 那一行的 throw 述句會往這樹狀結構的上方走，離開各個構造（constructs），
直到它遇到一個作用中的 try 述句為止。然後調用該述句的 catch 區塊，並將例外值傳
給它。

JavaScript 中的例外處理

JavaScript 中的例外處理機制運作的方式跟多數的程式語言相同：會有一個 try 述句將
多個述句包成一組，並讓你攔截那些述句中的例外。[Page-159]

throw

throw 的語法如下：

throw «value»;

你可以擲出任何的 JavaScript 值。為了簡單起見，許多 JavaScript 程式只會擲出字串：

// 別這樣做
if (somethingBadHappened) {
    throw 'Something bad happened';
}

別這麼做。JavaScript 有例外物件（exception objects，參見後面章節的「Error 建構
器」）這種特殊的構造。使用它們或是衍生它們的子類別（subclass，參見第 28 章）來
用。使用它們的好處在於，JavaScript 會自動為它們加上一個堆疊軌跡（stack trace，
在多數引擎上都會這麼做），而且它們還為額外的情境相關特性（context-specific 
properties）保留了空間。最簡單的解法是使用內建的 Error() 建構器：

if (somethingBadHappened) {
    throw new Error('Something bad happened');
}

try-catch-finally

try-catch-finally 的語法看起來就像下面那樣。try 是必要的，而且至少必須有一個 
catch 或 finally 存在：

try {
    «try_statements»
}
catch («exceptionV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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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ch_statements»
}
finally {
   «finally_statements»
}

其運作方式如下：

• catch 捕捉在 try_statements 中擲出的任何例外，不管是直接的或是在它們所調
用的函式中發生的。訣竅：如果想要區分不同類型的例外，可以使用 constructor 
特性來切換那些例外的建構器（參見後面章節的「constructor 特性的用例」）。

• finally 一定會被執行，無論在 try_statements 中（或它們所調用的函式
中）發生了什麼事都一樣。用它來執行無論如何都要進行的清理作業，不管在  
try_statements 是否有例外發生：[Page-160]

 var resource = allocateResource();
 try {
     ...
 } finally {
     resource.deallocate();
 }

如果 try_statements 的述句之一是 return，那麼 finally 區塊就會在那之後執行
（在即將離開函式或方法之前立刻執行，參見接下來的範例）。

範例

可以擲出任何值：

function throwIt(exception) {
    try {
        throw exception;
    } catch (e) {
        console.log('Caught: '+e);
    }
}

這裡是互動的結果：

> throwIt(3);
Caught: 3
> throwIt('hello');
Caught: hello
> throwIt(new Error('An error happened'));
Caught: Error: An error happ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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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ly 一定會被執行：

function throwsError() {
    throw new Error('Sorry...');
}
function cleansUp() {
    try {
        throwsError();
    } finally {
        console.log('Performing clean-up');
    }
}

互動的結果：

> cleansUp();
Performing clean-up
Error: Sorry...

finally 會在一個 return 述句之後執行：[Page-161]

function idLog(x) {
    try {
        console.log(x);
        return 'result';
    } finally {
        console.log("FINALLY");
    }
}

互動的結果：

> idLog('arg')
arg
FINALLY
'result'

回傳值會在執行 finally 之前被放入佇列：

var count = 0;
function countUp() {
    try {
        return count;
    } finally {
        count++;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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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一行的述句被執行時，count 的值已經被放入佇列準備回傳了：

> countUp()
0
> count
1

錯誤建構器

ECMAScript 標 準 化 了 下 列 的 錯 誤 建 構 器（error constructors）。 下 列 描 述 引 自 
ECMAScript 5 語言規格：

• Error 是錯誤的泛用建構器（generic constructor）。這裡所提到的其他錯誤建構器
都是它的子建構器（subconstructors）。

• EvalError「目前在本規格中並未使用。此物件仍然存在是為了與本規格之前的版
本保持相容。」

• RangeError「代表一個數值已經超出了允許的範圍。」，例如：[Page-162]

 > new Array(-1)
 RangeError: Invalid array length

• ReferenceError「指出偵測到了無效的參考值。」通常，這會是一個未知的變數，
例如：

 > unknownVariable
 ReferenceError: unknownVariable is not defined

• SyntaxError「指出發生了剖析錯誤」，不是在剖析（parse）一般程式碼時，就是
在剖析 eval() 的引數之時。例如：

 > 3..1
 SyntaxError: Unexpected number '.1'. Parse error.
 > eval('5 +')
 SyntaxError: Unexpected end of script

• TypeError「指出一個運算元的實際型別跟預期的型別不同。」，例如：

 > undefined.foo
 TypeError: Cannot read property 'foo' of undefined

• URIError「指出全域的 URI 處理函式之一被以不相容於其定義的方式使用了」，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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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codeURI('%2')
 URIError: URI malformed

這裡是錯誤（errors）的特性：

message

錯誤訊息。

name

該錯誤的名稱。

stack

一個堆疊軌跡（stack trace）。這是非標準的，但在許多平台上都可取用，例如 
Chrome、Node.js 與 Firefox。

堆疊軌跡

錯誤的來源如果不是外部的（錯誤的輸入、檔案不存在等），就是內部的（程式中的臭

蟲）。特別是在後者那種情況中，你有可能得到非預期的例外，需要進行除錯。通常你不

會把除錯器（debugger）開著執行。對於「手動」的除錯而言，有兩項實用的資訊：

1. 資料：變數有什麼值呢？

2. 執行：例外是在哪一行發生的，以及當時是什麼函式呼叫正在作用中？ [Page-163]

你可以將第一個項目（資料）的某些部分放到一個例外物件的訊息或是特性中。許多 
JavaScript 引擎都會透過堆疊軌跡（stack traces）來提供第二個項目的資訊，它們會在
例外物件被創建時製作呼叫堆疊（call stack）的快照（snapshots），這就是所謂的堆疊
軌跡。下列範例會印出一個堆疊軌跡：

function catchIt() {
    try {
        throwIt();
    } catch (e) {
        console.log(e.stack); // 印出堆疊軌跡
    }
}
function throwIt() {
    throw new Err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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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互動的結果：

> catchIt()
Error
    at throwIt (~/examples/throwcatch.js:9:11)
    at catchIt (~/examples/throwcatch.js:3:9)
    at repl:1:5

實作自己的錯誤建構器

如果想要堆疊軌跡，就需要用到內建的錯誤建構器所提供的服務。你可以使用一個現有

的建構器，把自己的資料附加上去。或是創建一個子建構器，其實體（instances）可藉
由 instanceof 來與其他的錯誤建構器實體做出區分。唉，只是這麼做的過程相當繁複
（對於內建建構器而言），詳請參見第 28 章來學習如何做。[Page-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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