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靜態網站是無趣的，動態網站是有趣的，所謂的動態指的是網頁內容會有變化。假設有

一個靜態網頁，包含了上千種產品名稱、照片、描述、價格等資訊，該網頁的載入將會

非常地慢而且使用者難以使用。此時若使用動態的產品目錄，就可以幫你搜尋並過濾符

合想要的產品分類及價錢，又快又好，也更容易成交。

PHP程式語言讓建立動態網站變得輕鬆，像是產品目錄、網誌、照片集或是事件日曆等
等都可以達成。閱讀本書能讓你立即建立想要的動態網站。

適用讀者

這本書適用於多類型讀者：

• 想幫自己、家人或非營利組織建立互動網站的業餘愛好者。

• 想用 PHP在 ISP或網站空間上建立網站的設計師。

• 在現有網站平台如 Drupal、WordPress或 MediaWiki上面寫外掛程式（plugin）的開
發者。

• 想要與開發者增進溝通的網頁設計師。

• 想要建立 Java client-side程式碼對應的伺服器端程式者。

• 原本使用 Perl、Python或 Ruby但想加快速度的開發者。

• 想用直覺、易讀的方法來學習最熱門的程式語言，以它來建立互動網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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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易學及友善的語法，讓沒有網站技術背景的人也可以輕鬆入門。本書的目標是讓有
興趣但沒有技術背景的人，也能輕易地學習 PHP語言。

如果你完全是個新手，而且打算建立第一個互動網站，那你需要的正是本書。在開始的

前面幾個章節，你可以學習到 PHP語法基礎還有基本的程式設計概念，建議你從本書的
開頭開始閱讀。

如果你已有其他程式語言的經驗，但第一次接觸 PHP專案，你可以從喜歡的章節開始讀
起，當出現問題或是語法不清楚時，再回到前面幾章查詢。

除了基本的電腦操作能力（例如知道如何打字、移動檔案、逛網站）之外，唯一需要的

是你必須懂一些 HTML，但不需要到精通的程度，只需要瞭解一些常用的 HTML tags，
如 <hmtl>、<head>、<body>、<p>、<a>以及 <br>等等即可。如果你不熟稔 HTML，請
閱 讀 Elisabeth Robson 和 Eric Freeman 的 Head First HTML and CSS（O’Reilly 出 版 ） 
一書。

本書內容

本書被設計為循序的閱讀。大部分的章節都會依序前一個章節。從第 2章到第 13章，
在結束時都會有練習題，用來測試你是否已瞭解該章節的內容。

第 1章提供 PHP一般背景介紹，還有它如何在瀏覽器與伺服器之間互動。如果你是第一
次建立動態網站的新手，那麼閱讀第 1章是很重要的。因為它有一些 PHP程式及其說
明，可以讓你對 PHP有大略的概念。

接下來的五個章節將會介紹 PHP基礎概念。想像你若試圖做出偉大的文學作品，也必須
先學習一點文法跟詞彙吧（別擔心，你會馬上學到足夠的 PHP語法和詞彙來開始撰寫這
些小程式）。

第 2章將告訴你如何操作不同的資料型態，如文字與數字。這個章節很重要，因為你的
PHP程式生成的網頁其實就是大量的文字。

第 3章敘述 PHP的決策指令，這些指令可讓動態網頁“能動”。例如使用者在頁面上選

擇了某價格區間的產品後，網頁便只會顯示出他想看到的產品。

第 4章介紹陣列，即一群數字或是文字的集合。在寫 PHP程式時常會用得到，例如處
理 web表單送出的資料或是檢視資料庫資料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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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程式愈寫愈複雜，就會發現有一些相似的工作常常出現，這時候應該使用第 5章討論
到的函式，利用函式可幫你把程式碼設定再利用。

第 6章說明如何將資料和程式邏輯打包成物件（object），物件是可重複利用的程式碼，

幫助你建構你的程式。物件也可以讓你整合既有的 PHP插件（add-ons）及函式庫。

再來的五個章節會說明建立動態網站的重要工作：使用者互動、儲存資訊以及與其他網

站互動。

第 7章提供更多處理 web表單的方法，表單就是使用者與網站互動的主要介面。

第 8章討論資料庫，網站要顯示的資訊都會在資料庫中，例如：產品目錄或是事件日
曆。這一章說明如何使用 PHP程式與資料庫對話。使用第 8章的技巧，你可以對不同使
用者進行個別行為，比方說只對授權使用者顯示機密資料，或是自某特定使用者上次登

入後，系統有哪一些更新訊息需通知他。

除了資料庫之外，你可能還會需要一些檔案裡儲存的資訊，第 9章將解釋如何讀寫 
檔案。

接著，第 10章會仔細說明如何追蹤你的使用者，包括使用 cookie儲存暫時性的資料，
也可以用來記錄使用者登入後的持續性資料，例如購物車的內容。

第 11章則更進一步說明 PHP程式如何與其他的網站或是 web service互動。你可以在程
式中取得其他網頁的內容或是呼叫 web API。也可以反過來想，PHP程式除了生成網頁
之外，還可以等著被其他客戶端呼叫。

除了整合新功能到你的程式之中，再來的三個章節將使你成為更好的開發者。

第 12章說明如何除錯，除錯就是找到並修正程式問題。

第 13章說明如何撰寫測試程式，並將你的程式作分區測試。這些測試程式的目的是為
了確認你的程式能正確地依照期待作相對的動作。

第 14章討論的是：如果你不是專精 PHP的軟體工程師，而是必須要與其他開發者一同
進行專案時，會有什麼是你必須要先知道的事。

這本書的最後一部分是討論一些常見的情況，而這些討論不如 PHP基礎架構或是如何儲
存資訊要來的重要，但當你花了時間玩過 PHP，你可能就會碰到這些情況，而這一章可
以事先給你一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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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章說明 PHP對於時間跟日期強大多樣的處理能力。第 16章討論包裝管理，如

何把其他人寫好的函式庫結合到你的程式碼中。第 17章說明如何從 PHP程式中寄送
email。第 18章則檢視三個受歡迎的 PHP web應用框架，可以節省處理的樣板程式碼。
第 19章深入探討如何在命令列使用 PHP，這個作法可以用來寫小工具或是測試碼。最
後的第 20章告訴你如何正確地在多語環境下處理文字的技巧。

要能執行 PHP程式，你需要複製 PHP的引擎到電腦中（或是支援 PHP的網站空間），
不論你是使用Windows、OS X或是 Linux，附錄 A幫助你完成這個初始的過程。

而附錄 B是本書所有練習題的解答，還沒完成練習題之前，千萬別偷看噢！

本書沒寫的事

由於書的篇幅很有限，所以無法把所有關於 PHP的一切都寫進來。本書的主要目的是提
供 PHP以及基礎的程式撰寫介紹。

如果你已經是 PHP的開發者，想知道 PHP 7有什麼新功能，那麼 Davey Shafik所著的
Upgrading to PHP 7（O’Reilly出版）會是你的好選擇。Bruno Skvorc在 SitePoin（http://

bit.ly/skvorc-php7）網站上彙編的連結與參考也很值得閱讀。

其他資源

線上 PHP使用手冊（http://www.php.net/manual）是個探索 PHP延伸功能的好資料。裡
面有大量使用者貢獻的建議與範例碼，此外還有很多 PHP的 mailing list，涵蓋安裝、開
發、延展 PHP以及多種主題，你可以在 php.net網站中訂閱它們。另外一個值得去看看

的地方是 PHP簡報系統存檔（http://talks.php.net），這裡有各種研討會上關於 PHP的簡
報資料。

PHP The Right Way網站（http://www.phptherightway.com）也很讚，特別是對那些已經熟

悉其他程式語言開發者而言。

當你對本書內容已了然於胸，以下更多書目可供你作進階研究：

• Rasmus Lerdorf、Peter MacIntyre和 Kevin Tatroe所著的 Programming PHP（O’Reilly
出版）介紹撰寫 PHP程式時更多細節與技巧，包括安全、XML與圖像產生。



第一章

本書方向與第一步

有很多好理由驅使我們挑選 PHP來撰寫程式。你的學習動機也許是想寫一個能互動的網
站，又或許你的工作上需要使用 PHP，而你想快點上手。本章將說明 PHP如何建構網
站，它能做到什麼，為什麼這麼好用。在本章你將可以建立對它的第一印象。

PHP的角色
PHP是一種用來建置網站的程式語言。雖然它可以單人單機環境使用，但大部分時候
是被執行在 web server上，然後其他人用電腦上的瀏覽器來存取它。接下來將說明 web 
server跟瀏覽器互動的情況。

當你用電腦看一個網頁時，這個動作實際上讓你的電腦與另外一台電腦之間產生一些交

流，這個交流使得網頁呈現在你的眼前，讓我們看圖 1-1。

以下是圖 1-1中動作的說明：

 1. 在網址列輸入 www.example.com/catalog.html。

 2. 瀏覽器透過網路傳送了一個要求取得 /catalog.html頁面的訊息到一台叫 www.example.
com的電腦。

 3. 運行在 www.example.com上的 Apache HTTP Server程式收到了訊息，並從磁碟中讀出
catalog.html檔案。

 4.  Apache HTTP Server透過網路將檔案內容回傳給你的電腦。

 5. 瀏覽器依照檔案內容中的 HTML tag描述，將網頁顯示在你的螢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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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http://www.example.com/catalog.html

Internet

4

2 Apache

Disk drive

3

Web Server

Web Browser

“親愛的www.example.com, 
請給我  /catalog.html.頁面”

這是你要的頁面

5

你的電腦

Solitaire

Word

Outlook

1

圖 1-1　未使用 PHP時，客戶端與 server的溝通情況

除非有人在 server上改變了檔案，否則每次有瀏覽器要求 http://www.example.com/catalog.

html頁面時，都會回傳一模一樣的內容。

如果使用了 PHP，那麼 server端的動作會有所不同。圖 1-2說明當瀏覽器要求的是一個
PHP頁面的情況。

Address:http://www.example.com/catalog/yak.php

Internet

7

2 Apache

PHP

Disk drive

4

3
6

MySQL

5

Web Server

Web Browser

“親愛的www.example.com, 
請給我   /catalog.html.頁面”

這是你要的頁面

8

你的電腦

Solitaire

Word

Outlook

1

圖 1-2　使用 PHP時，客戶端與 server的溝通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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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圖 1-2中動作的說明：

 1. 在網址列輸入 www.example.com/catalog/yak.php。

 2. 瀏覽器透過網路傳送了一個要求取得 /catalog/yak.php頁面的訊息，到一台叫 www.
example.com的電腦。

 3. 運行在 www.example.com上的 Apache HTTP Server程式收到了訊息後，向運作在同一
台電腦上的 PHP引擎提出一個問題“請問 /catalog/yak.php長什麼樣子啊？”。

 4. PHP引擎從磁碟中讀出 yak.php。

 5. PHP引擎執行 yak.php中的程式碼，動作中可能包括了向資料庫存取資料。

 6. PHP引擎將 yak.php的執行結果回應給 Apache HTTP Server。

 7.  Apache HTTP Server將剛才的頁面內容透過網路回傳給你的瀏覽器。

 8. 瀏覽器依照檔案內容中的 HTML tag描述，將網頁顯示在你的螢幕上。

PHP是一種程式語言，是一種 web server能讀懂並且執行特定動作的程式語言。程式
設計師說“PHP”時，指的可能是語言本身或是 PHP 引擎。在本書中，如果你看到

“PHP”出現時指的是程式語言，如果看到“PHP引擎”那指的是執行你的 PHP程式並
產生網頁的東西。

如果 PHP（程式語言）是英語（人類語言），那 PHP引擎就好比是一個懂英語的人。
英語定義了很多字彙，當懂英語的人讀到或聽到那些字彙時，就會解讀出來，然後進行

相對的動作。而你寫的 PHP程式被 PHP引擎解讀後，PHP引擎也會進行相對的動作，
如：存取資料庫、製作個人化頁面或是顯示一張圖片。

本書關注在如何撰寫 PHP程式，也就是圖 1-2中的第 5步（有關安裝與設定 PHP引擎
可以查看附錄 A）。

PHP 被稱為 server 端（server-side）語言是因為它是在 web server 上被執行。相對的
JavaScript被稱為 client 端（client-side）語言，就是因為被內嵌在瀏覽器中，它可以驅

使你電腦中的瀏覽器做事，比如跳出一個新視窗。一旦網頁被傳送到 client端（圖 1-2
中第 7步），PHP就無用武之地了。如果該網頁中有 JavaScript，在 client端 JavaScript
會被執行，但它的執行與 PHP是完全脫勾的。

nancy_wang
刪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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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來談談純 HTML的靜態網頁，請想像“你坐上了一班有蟑螂危機的飛機”，生氣地
向航空公司投訴說你的湯裡有蟑螂，當你的投訴信到達航空公司總部時，操勞過度的客

服從檔案櫃裡拿出“制式的表格”，複製一份寄回給你。一個純 HTML網頁就是如此，
你總是拿到一模一樣制式的回答。

相對來說，一個 PHP動態網頁就像是你寫信給地球另一端的朋友。你可以寫下任何你
喜歡的東西，像是塗鴉、圖表、詩句或是你可愛的寶寶把廚房弄得到處都是蘿蔔泥的溫

馨故事等，這些內容是專為特定朋友所寫的。一旦當你把信投入郵筒中，就無法再變

更了。最後這封信將飛越千山萬水送達你朋友手裡，在他閱讀時，你也無法再進行任何 
動作。

現在讓我們想像另外一種情況，你寫信給另一位喜歡美術與手工藝的朋友，然後塗鴉跟

故事裡加了一些指令，比方說“把信紙上方的青蛙剪下來，貼到信紙下方的兔子上”或

是“先讀完最後一段才開始看這封信”。當你的朋友讀信時，她也一邊執行你的指令。

這些指令就像網頁上的 JavaScript，寫信的時候就設計好了，但一直等到朋友閱讀並執
行指令時，她讓信件開始變化。就好比瀏覽器照著 JavaScript的命令執行跳出視窗、改
變選單或是轉跳頁面。

為什麼要用 PHP？
也許你用 PHP的動機是因為它免費、易學、或是主管要你下個星期開始用 PHP工作。
反正既然都要用了，你需要多瞭解些 PHP的特別之處，於是當下次有人問你“為什麼要
用 PHP？”時，你就可以用以下的內容回答對方。

PHP是免費的
使用 PHP是完全免費的，不論是在十年老電腦或是幾百萬“企業級”伺服器上用，它完
全不用授權金、支援費、維護費、升級費或其他任何費用。

OS X 和大部份 Linux 系統都預先安裝好了 PHP。如果你是使用其他作業系統，如
Windows，可以到 http://www.php.net下載 PHP，然後附錄 A中有如何安裝的詳細說明。

PHP是開源的
PHP是開源（open source）的，表示任何人都可以探索它的內部。如果它執行的情況跟
你預想的不同，或是你好奇它的某個功能，此時你可以把 PHP引擎（由 C語言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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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始碼打開來看看，若你沒有技術人員幫你做這件事，也可以輕易找到會的人幫你。

這情況就像大部份開車的人都不會修車，但出問題時只需要交給修車師父就可以了。

PHP跨平台
PHP可以在 Windows、Mac OS X、Linux以及多種 Unix衍生版本的平台上運作。而且
如果想要更換平台的話，一般來說不用改動任何你的 PHP專案內容，只要把它複製到新
平台就好。

最常跟 PHP搭配使用的 web server系統是 Apache，不過你也可以使用 nginx、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IIS）或是其他支援 CGI的 web server系統。PHP能搭配多
種資料庫使用，包括 MySQL、PostgreSQL、Oracle、Microsoft SQL Server、SQLite、
Redis以及 MongoDB。

如果上一段那一堆縮寫名詞嚇到你了，別擔心，總歸來說，不管你用的是哪種系統與資

料庫，PHP大部份都能支援的。

PHP被廣泛使用
從個人網站到大型網站如 Facebook、Wikipedia、Tumblr、Slack以及 Yahoo等，PHP被
超過 200萬個網站採用。有許多書籍、雜誌、網站提供使用教學，也有公司提供支援與
教育訓練，總之資源是很多的。

PHP使用簡單
你可以用 PHP建立一個擁有百萬客戶的商業網站，也可以用於自動更新每日新聞連結這
種小網站。雖然 PHP提供快取（cashing）、訂製函式庫（custom library）或動態影像生
成（dynamic image generation）等進階功能，但假若你不需要用到它們，那麼就不需要
顧慮它們。

PHP為網站設計而生
與其他的程式語言不同，PHP是為了網站設計而生。這代表使用它作表單的發送、存取
資料庫這類的網站動作時格外的簡單。PHP先天具備了跟 HTML相容、時間日期處理
以及管理 web cookie這些特性，不需像其他程式語言還要外加函式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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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如何動起來
已經躍躍欲試了嗎？接下來我們要看一些範例，這些範例是為了讓你對 PHP有一個概
觀，如果看不懂程式碼的意義也沒關係，本書後面的內容就是要教你把它看懂，所以請

輕鬆瀏覽一下這些範例就好。

執行程式時，PHP引擎只關注 PHP開始與結束標籤中間的程式碼，其他的部份就會被
直接複製，這一點對於只想插入一小段 PHP程式碼的 HTML頁面來說很好用。看看下
面的範例，PHP只會執行介於 <?php（PHP開始標籤）與 ?>（PHP結束標籤）中間的
程式碼。PHP頁面通常採用的副檔名是 .php。範例 1-1顯示包含一句 PHP指令的頁面 
顯示。

範例 1-1　Hello,World!

<html>
<head><title>PHP says hello</title></head>
<body>
<b>
<?php
print "Hello, World!";
?>
</b>
</body>
</html>

範例 1-1的輸出是：

<html>
<head><title>PHP says hello</title></head>
<body>
<b>
Hello, World!</b>
</body>
</html>

在你的瀏覽器中，看起來會像圖 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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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用 PHP打聲招呼

用 PHP列印一個“Hello, World!”文字訊息並不足以顯示 PHP好用之處，因為 HTML
也可以做到。PHP的好用之處是處理動態資料，例如：使用者在瀏覽器上的表單填入
資料，並按下“送出”，此時瀏覽器會將資料傳送到 server，最後 server再轉送到 PHP 
引擎。

範例 1-2是一個沒有使用 PHP的 HTML表單，表單中只有使用者名稱與一個送出按
鈕。根據 <form>標籤屬性中指定，這個表單將會被傳送到 sayhello.php。

範例 1-2　送出資料的 HTML表單

<form method="POST" action="sayhello.php">
Your Name: <input type="text" name="user" />
<br/>
<button type="submit"">Say Hello</button>
</form>

圖 1-4是瀏覽器顯示這個表單時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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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表單顯示

範例 1-3 sayhello.php程式顯示剛才的使用者名稱。

範例 1-3　動態資料

<?php
print "Hello, ";
// 顯示表單裡 'user'欄位的參數內容
print $_POST['user'];
print "!";
?>

如果你輸入 Ellen然後按下送出表單，那範例 1-3就會印出 Hello, Ellen!。圖 1-5是瀏
覽器顯示的樣子。

$_POST保存了表單的值，在程式撰寫上，稱為變數（Variable），會稱為變數是因為內部

的值可以改變。再具體一點來說，這是一種稱為陣列（Array）的變數，這個特定的陣

列會在第 7章說明，而一般的陣列將會在第 4章討論。

在這個範例中，以 //開頭的那行叫做註解（comment line）。註解是給人類閱讀的，PHP
引擎將不會理會它。使用註解來說明你的程式如何運作是很有幫助的，第 15頁將會說
明更多關於註解的使用。



本書方向與第一步 | 9 

圖 1-5 　印出表單參數

你也可以用 PHP製作出 HTML表單來讓使用者填寫 user欄位的值，見範例 1-4。

範例 1-4　生成一個表單

<?php
print <<<_HTML_
<form method="post" action="$_SERVER[PHP_SELF]">
Your Name: <input type="text" name="user" />
<br/>
<button type="submit">Say Hello</button>
</form>
_HTML_;
?>

範例 1-4使用了 here document（或稱 heredoc）語法。任何夾在 <<<_HTML_及 _HTML_中間
的東西，會直接傳遞給 print命令。像前面範例 1-3中字串裡有個變數一樣，範例 1-4
裡也有個變數，它叫 $_SERVER[PHP_SELF]。這個特殊的 PHP變數存了目前頁面的 URL
（不含協定與主機名稱）。假如目前頁面的 URL 是 http://www.example.com/users/enter.

php，那麼 $_SERVER[PHP_SELF]的值就是 /users/ente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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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 $_SERVER[PHP_SELF]作為表單行為，你可以把製造表單與送出表單的程式碼寫在同
一個頁面。範例 1-5合併了範例 1-3與 1-4，它先顯示表單然後待表單送出後顯示祝賀詞
在畫面上。

範例 1-5　顯示表單或祝賀詞

<?php
// 如果表單送出後印出祝賀詞
if ($_POST['user']) {
    print "Hello, ";
    // 印出被送出表單中 'user'欄位的值
    print $_POST['user'];
    print "!";
} else {
    // 不然的話，就顯示表單
    print <<<_HTML_
<form method="post" action="$_SERVER[PHP_SELF]">
Your Name: <input type="text" name="user" />
<br/>
<button type="submit">Say Hello</button>
</form>
_HTML_;
}
?>

範例 1-5使用 if()來判斷 user欄位是否已被瀏覽器送出了，藉此來進行顯示祝賀詞或顯
示表單。第 3章會說明 if()的使用，$_SERVER[PHP_SELF]與表單處理將在第 7章說明。

PHP 內建大量功能函式庫，這些函式能幫助你完成工作，例如有個內建的函式叫
number_format()，它能作數字的格式變化。範例 1-6 使用 number_format()印出一個 
數字。

範例 1-6　印出格式過的數字

<?php print "The population of the US is about: ";
print number_format(320853904);
?>

範例 1-6執行後印出：

The population of the US is about: 320,853,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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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會說明如何撰寫自己的函式，以及函式如何呼叫與處理回傳值。很多函式包括
剛剛的 number_format()都有回傳值，回傳值是函式執行的結果。在範例 1-6中第二個
print印出 number_format()函式的回傳值，也就是格式過的數字。

另外一個常見的 PHP程式類型，就是顯示資料庫的資料，一旦開始存取資料庫就等於打
開了與使用者互動的大門。範例 1-7中 PHP程式連結資料庫，利用變數 meal取得各式
菜色與價格資料，最後將資料顯示在 HTML的表格中。

範例 1-7　顯示資料庫中的資料

<?php
// 使用 SQLite資料庫名稱 'dinner.db'
$db = new PDO('sqlite:dinner.db');
// 定義餐點的種類
$meals = array('breakfast','lunch','dinner');
// 檢查送出的表單中 "meal"變數值是不是 "breakfast"、
// "lunch"或 "dinner"其中之一
if (in_array($_POST['meal'], $meals)) {
    // 如果是的話，取得相關該餐點的菜名
    $stmt = $db->prepare('SELECT dish,price FROM meals WHERE meal LIKE ?');
    $stmt->execute(array($_POST['meal']));
    $rows = $stmt->fetchAll();
    // 如果找不到任何菜名的話
    if (count($rows) == 0) {
        print "No dishes available.";
    } else {
        // 在 HTML表格中，
        // 印出所有的菜名與價格
        print '<table><tr><th>Dish</th><th>Price</th></tr>';
        foreach ($rows as $row) {
            print "<tr><td>$row[0]</td><td>$row[1]</td></tr>";
        }
        print "</table>";
    }
} else {
    // 如果表單 "meal"變數值不是 "breakfast"、
    // "lunch"或 "dinner"
    print "Unknown meal.";
}
?>

範例 1-7中做了很多事情，但只用了 20行的程式碼（不含註解）就做完了，展示 PHP
的強大與易於使用的特點，接下來說明這 20行程式碼做了些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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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最上方的 new PDO()用來建立與 SQLite 資料庫連結。其他的資料庫函式（例如
prepare()、execute()及 fetchAll()）將會在第 8章中說明。

程式中用 $開頭的稱為變數，例如 $db、$_POST、$stmt、以及 $row。變數是用來保存可
能會變化的值，然後在程式其他部份使用。第 2章我們將會討論變數。

一旦與資料庫建立連結，下一個工作就是看看使用者選擇什麼餐點。陣列變數 $meals被
初始化成可選擇的餐點：breakfast、lunch及 dinner。程式碼 in_array($POST['meal'], 
$meals)會檢查表單參數 meal（也就是 $_POST['meal']的值）是不是存在於 $meals陣列
中，如果不存在的話，就跳到範例最後印出 Unknown meal。

如果使用者選擇的餐點符合預期，prepare()與 execute()會送出一個 query（查詢）到
資料庫，舉例來說，如果餐點是 breakfast，那 query就會長的像這樣：

SELECT dish,price FROM meals WHERE meal LIKE 'breakfast'

不論是 SQLite 或是其他資料庫所使用的 query 都是由 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SQL）所寫成。第 8章會說明基本的 SQL。而函式 prepare()會回傳一個供我們取得
更多 query資訊的識別碼。

函式 fetchAll()使用前面提到的識別碼來取得所有合乎餐點的菜色。如果資料庫中沒有
任何適用的菜色，那程式就會印出 No dishes available，不然的話就將菜色資訊印出。

程式會從 HTML的表頭開始印，然後使用 foreach一列一列地印出 fatchAll()所取回的
資料。

PHP程式基本規則
本節說明建構 PHP程式的一些基本規則，但這裡的基本規則指的不是“如何列印東
西？”或“如何把兩個數字相加？”，而是像教你如何閱讀書本或教你書本中的重點在

哪裡。

如果你已經有一些 PHP經驗，或你是那種不喜歡先看說明書，就把全新入手的藍光播放
器按鈕都先試過一輪的人，那麼請忽略以下的內容直接跳到第 2章，等到有需要時再回
頭來看。如果你想試著直接寫 PHP程式，但程式動作不如預期或程式執行時 PHP引擎
出現“parse erros”，再回頭來看本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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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與結束標籤

前面的範例裡都使用了 PHP的開始標籤 <?php以及結束標籤 ?>。PHP引擎只會處理這兩
個標籤之間的內容，在開始標籤前與結束標籤後的文字都會直接被印出。如果結束標籤

要放在 PHP檔案的最尾端，那可以忽略不寫，因為 PHP引擎如果找不到結束標籤，會
假設檔案的結尾有一個結束標籤，如果 PHP檔案最尾端是一些肉眼看不見的東西（如空
白行），PHP引擎的這個特性可以預防這些空白行被輸出。

PHP程式可以有多組開始與結束標籤，請見範例 1-8。

範例 1-8　多組開始與結束標籤

Five plus five is:
<?php print 5 + 5; ?>
<p>
Four plus four is:
<?php
 print 4 + 4;
?>
<p>
<img src="vacation.jpg" alt="My Vacation" />

介於 <?php ?>與 ?>的 PHP原始碼會被 PHP引擎處理，其他的就照原本的印出：

Five plus five is:
10<p>
Four plus four is:
8<p>
<img src="vacation.jpg" alt="My Vacation" />

一些比較老的 PHP程式使用 <?取代 <?php，<?比 <?php字數少，所以被稱為短開始標

籤（short open tag）。不過還是建議使用 <?php，因為它保證相容於各種伺服器，而且短
標籤的支援可能會被 PHP設定檔設定為關閉。附錄 A中有短標籤開關設定的說明。

本章之後的範例都會標示開始與結束標籤，但接下來的章節裡，並不是所有的範例都會

標示。不過請你記得，要讓 PHP引擎認得你的程式碼，就必須要有開始與結束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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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與大小寫

正如所有的 PHP程式一般，我們的範例程式由分號結尾的程式碼述句組成，只要用分號
分隔，你就可以將多個程式碼述句放在同一行，你也可以放很多空白行在兩個程式碼述

句中間，PHP引擎會忽略這些空白行。分號告訴 PHP引擎程式碼述句結束了，再來是
另外一個述句了噢。述句與述句中間不論是完全沒有空白或是有很多很多空白都不會影

響程式的執行（這裡指的空白包括空白鍵、tab鍵與換行）。

將一個程式碼述句寫在一行是比較容易閱讀的，而且只在能增加可讀性的情況下才插入

空白行。範例 1-9與 1-10是錯誤示範，建議照範例 1-11來排版程式。

範例 1-9　太擁擠的排版

<?php print "Hello"; print " World!"; ?>

範例 1-10　太鬆散的排版

<?php

print "Hello";

print " World!";

?>

範例 1-11　建議的排版

<?php
print "Hello";
print " World!";
?>

除了行與行之間的空白之外，附帶說明一下 PHP引擎也會忽略程式關鍵字與值之間的
空白，在 print與 "Hello, World!"之間可以有 0個空白、1個空白或幾百個空白都沒關
係；相同地，在 "Hello, World!"與分號之間也適用同樣的原則。

比較好的程式述句排版建議是：在 print與值中間使用一個空白，在值後面馬上接分
號。範例 1-12中三行程式碼展示了過多空白、太少空白跟建議的排版三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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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12　空白排版

<?php
print        "Too many spaces"           ;
print"Too few spaces";
print "Just the right amount of spaces";
?>

程式語言關鍵字（如 print）與函式名稱（如 number_format）是不分大小寫的。PHP引
擎不會管你是用大寫、小寫或是大小寫混用。請見範例 1-13說明：

範例 1-13　關鍵字與函式名稱不分大小

<?php
//以下四行的執行結果是一樣的
print number_format(320853904);
PRINT Number_Format(320853904);
Print number_format(320853904);
pRiNt NUMBER_FORMAT(320853904);
?>

註解

註解是用來解釋程式運作的方法，原始碼下的註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當你在撰寫程式

時都很清楚自己在寫什麼，但過了幾個月再回來修改程式時，就不一定能回想起當初的

邏輯是什麼了。所以註解是用文字來說明程式如何運作，增加程式的可讀性。

如果程式修改者不是原撰寫者時，註解就更重要了。幫自己也幫幫別人，在程式碼中盡

可能地加入註解吧。

也許就是因為註解很重要，所以 PHP提供多種撰寫註解的方法。我們已經在前面看過了
//在某行行首，它告訴 PHP引擎整行都是註解，這種註解方法也適用在其他的程式語
言如：C++、JavaScript以及 Java。也可以把 //放在程式述句之後，表示後面到行尾都
是註解。PHP也跟 Perl、shell-style一樣支援單行註解，也就是把 #放在行首。不過現
代的用法偏好用 //取代 #。範例 1-14說明單行註解的用法。

範例 1-14　使用 //或 #單行註解

<?php
// 本行是註解
print "Smoked Fish Soup ";
print 'costs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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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新菜色加入菜單
print 'Duck with Pea Shoots ';
print 'costs $9.50.';
// 單行註解裡也可以放入 //或 #
// 在述句之後使用 //或 #
print 'Shark Fin Soup'; // 我希望這個好吃！
print 'costs $25.00!'; # 愈來愈貴了！

# 在字串中使用 //或 #並不會生效
print 'http://www.example.com';
print 'http://www.example.com/menu.php#dinner';
?>

如果想要作多行註解，可以使用 /*在註解開頭，並以 */結尾。PHP會把夾在 /*和 */
中間的內容都視為註解。多行註解也常被用來讓一塊程式碼失效。範例 1-15展示了如何
使用多行註解。

範例 1-15　多行註解

<?php
/* 我們將把以下幾項加入菜單：
   - Smoked Fish Soup
   - Duck with Pea Shoots
   - Shark Fin Soup
*/
print 'Smoked Fish Soup, Duck with Pea Shoots, Shark Fin Soup ';
print 'Cost: 3.25 + 9.50 + 25.00';

/* 這是舊菜單：
下面幾行因為被註解掉了，所以不會被執行
print 'Hamburger, French Fries, Cola ';
print 'Cost: 0.99 + 1.25 + 1.50';
*/
?>

PHP並沒有嚴肅的規定註解一定要怎麼寫比較好，多行註解在你想要取消整塊區段程式
碼以及撰寫函式說明時特別好用。但如果想在程式述句後面寫個小說明，那麼使用 //就
很合適，不過基本上任你選用什麼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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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總結

本章探討了以下內容：

• PHP被使用在 web server上，其功能是產生被送回瀏覽器的回應或文件。

• PHP是 server端語言，也就是被執行在 web server上（這個定義是相對於像 JavaScript
這種 client端語言）。

• 使用 PHP是開源而且免費的，它同時是跨平台、被廣為使用並且專為網站程式撰寫
而生的一種語言。

• 本章說明 PHP如何印出訊息、處理表單以及存取資料庫。

• 本章說明一些 PHP基本結構，如：PHP的開始與結束標籤（<?php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