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在作為網站開發者的職業生涯中，我學到了無論我對一項主題有多投入，能找到時間來

投入是另一回事。技術世界的快速演進並不在意某人有多忙，它不會說：「放心，花時間

去學習，我知道你有一個家庭和安靜的學習時間是很難得的」，它會說的是：「前進，不

然就被淘汰」。

我以這個想法撰寫本書，這本書很薄—我刻意避開了“JSON 發展歷史＂之類的主題。

雖然我很感激 Douglas Crockford 開發了 JSON，但我並沒有提到他或 JSON 如何在這些
年間發展成如今的面貌。本書是關於現狀，如果你想要了解 JSON 的歷史，Wikipedia 上
有很棒的說明（https://en.wikipedia.org/wiki/JSON#History）。

這本書的目標是 JSON 的核心主題，直指重點並讓你能很快的上手，這是為忙碌的 IT 專
業人士所寫的書。

閱讀對象

我為忙碌的 IT 專業人士撰寫本書時，也考慮到你可能是網頁開發的初學者，或是已經有
多年伺服器端網頁應用程式的經驗，而現在你需要學習網頁 API 所使用的 JSON。你或
許是 PHP、Ruby、C、Java、或 ASP.NET 等等的開發者，各種不同的角色想要且必須學
習 JSON。

我在本書中避免大量使用術語或為網路程式設計初學者解釋基礎概念。而是嘗試對所有

人溝通，但假設你已經具有一定的基礎知識。若你剛開始學習網路開發，這不應該是你

的第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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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我假設你已經具備以下的基本知識：

HTML
知道 HTML的功能，並能分辨 HTML文件上的結構與一些標籤。

JavaScript
知道 JavaScript 的功能並知道 <script>標籤的功能與變化形式。初學者也沒也問
題，我會保持範例程式的簡單。

程式設計概念

我會提供一些簡單的概念解釋給新手，像是物件與陣列等。但若你沒有任何的程式設

計經驗，則這一本書並不適合你。

學習 JSON

這些年來我經常在有時間壓力的專案中需要學習新技術。我買了厚重的參考書，做練習

題，嘗試吸收資訊。在閱讀數百頁的內容時，我尋找著三個基本問題的答案：

• 它是什麼？

• 我如何使用？

• 壞人會怎麼使用？

我在撰寫此書時思考著如何直指這些問題，讓你不用讀一大堆內容才找到答案。

在第一章至第四章中，我從低階開始探索 JSON，先回答終極的問題：“它是什麼 ?＂，
然後檢視語法、語法驗證、資料型別、以及結構驗證。

第五章會討論安全性的重要主題，這一章主要包括本書內容中用戶端與伺服器端的重要

概念，這一部分回答“壞人會怎麼使用？＂的問題。

這些章節包括了許多 JSON 的範例以及與 JSON 互動的技術。第六章至第九章的重要內

容包括：

若要嘗試實驗使用這些技術的範例，你必須做一些繁瑣的工作以設置環境，然而範例

本身卻很簡單。若你能夠設置好基本環境，則應該能夠進行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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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我討論了數種技術，像是 jQuery、AngularJS 與 CouchDB 等概念，這些主題都大到
要以（且已經）用一整本書來討論。我刻意省略這些技術的安裝指引與深入討論，重

點是在於顯示這些技術如何運用 JSON。

若要嘗試實驗使用這些技術的範例，你必須做一些繁瑣的工作以設置環境，然而範例

本身卻很簡單。若你能夠設置好基本環境，則應該能夠進行實驗。

範例程式

書中有許多範例程式，有些程式設計語言你可能沒接觸過，這些語言的語法不會做解

釋，但無須對看不懂的語法感到緊張，其目的只是要讓你“知道＂程式在做什麼，所

以會對程式碼的作用做出說明。

本書的範例程式可從 GitHub 取得（https://github.com/lindsaybassett/json）。

第六至第九章的終極目的是，顯示出其他人如今如何使用 JSON，讓你對自己的專案產生
一些想法。若你從未見過以 JSON 作為資料儲存文件格式，怎麼會將它用在專案中？知
悉是實作過程的一半。

每一章內容會平衡重點概述與足夠的資訊以讓你不會遺漏重點，本書的架構是要讓你快

速上手而不會犧牲對 JSON與其用途更深入的理解。

本書編排慣例

楷體字 (Italic)
表示新名詞、URL、電子郵件位址、檔名與副檔名。

定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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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寬粗體字

顯示由使用者輸入的命令或其他文字。

定寬斜體字

顯示應替換成使用者輸入值或依背景決定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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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JSON資料型別

如果你學過一或兩個程式設計語言，你很有可能已經知道資料型別。沒有也沒關係，我

們快速檢視一下。

資料型別簡介

若你將鐵鎚交給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小朋友且不告訴他鐵鎚的用途，會發生什麼事？很有

可能會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如果這個小朋友聽話且很乖，我們可以教導他使用鐵鎚的

指令。相對於四處破壞，這位小朋友只會用它來釘與拔（他是個乖小孩）。此外，當你告

訴他：“把鐵鎚交給我＂，他不會拿螺絲起子給你。事先認識用途與操作方法對運算與真

實世界都很實用。

在電腦運算中，我們通常必須知道要處理的是什麼型別的資料，因為我們可以對不同型

別的資料做不同的處理。我可以將數字乘以另一個數字，但我不能將字詞乘以另一個數

字。如果我有一列字詞，我可以依據字母排序，但我不能依據字母排列數字。在程式設

計中，當一個方法（或函式）表示：“把數字傳給我＂，若我們知道何謂數字，我們不會

犯錯傳入字串。13

在電腦科學中，有一組資料型別被稱為原始（primitive）資料型別。“原始＂一詞很容易
讓人想到石器時代一群原始人圍著火堆削尖棍棒。這些型別並不是原始人；它們是首批、

最基本的資料型別。如同現代人與原始人，某些更先進的資料型別可追朔到根源的原始

資料型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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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第三章：JSON 資料型別

• 數字（例如：5或 5.09）【_14_】

 – 整數

 – 浮點數

 – 固點數

• 字元與字串（例如 "a"、"A"、或 "apple"）

• 布林（例如真或偽）

在不同的程式設計語言中，“不可改變＂的資料型別通常稱為原始資料型別或內建型別，

這表示型別的定義與操作方式是不可改變的。該程式設計語言不會讓你重新定義兩個數

字相加的意義。每一種語言的原始資料型別各異，通常除了以上的清單外還包括位元組

或參考（或稱指標）等。

除了原始資料型別外，大部份程式設計語言還有其他資料型別。這些型別通常被稱為複

合資料型別，因為它們是原始資料型別的融合、組合。複合資料型別如同沙雕一般具有

結構。如果我們拆解沙雕，我們會看到建造沙雕使用的沙、棍棒、水等結構。如果我們

拆解複合資料型別的資料結構，我們會找到建造它所使用的原始資料型別。

複合資料型別的一個例子是程式設計語言中常見的列舉（enumeration）資料型別。我在
前面提過將清單依據字母排列，一列字詞可用不同的資料型別（例如清單或陣列）以不

同的程式設計語言表示。如果拆解此資料結構，我們會發現它是由字元或字串等原始資

料型別組成。列舉資料型別是一種可以列舉的資料結構，我可以逐個列出此結構中的每

個元素，也可以計算其數量，見範例 3-1。

範例 3-1　“舉出你的個性優點”可以在程式設計中用陣列實字表示

[
    "witty",
    "charming",
    "brave",
    "bold"
]

此例中，你無需先知道陣列實字資料結構才能知道我們可逐個提到這些“個性優點＂並

能計算出有四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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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複合資料型別是物件資料型別，我們在第二章探索過物件資料型別，因為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是根據 JavaScript 的物件實字記號法發展。此外，我使用
JSON來描述我所穿的鞋子（見範例 3-2）。【_15_】

範例 3-2　以 JSON 描述我的鞋子

{
    "brand": "Crocs",
    "color": "pink",
    "size": 9,
    "hasLaces": false
}

此物件實字讓我們能夠看到此物件資料型別是由名稱 - 值對組成。若我們拆解此資料
結構，我們會看到它由原始資料型別組成：字串、數字與布林。名稱 - 值對中的名稱
（"brand", "color", "size", "hasLaces"）均為字串資料型別，"Crocs" 與 "pink"
值兩者都是字串資料型別。"9"值是數字資料型別，"false"值是布林資料型別。

JSON 資料型別

雖然程式設計語言間的複合型別不同，原始型別也有些微差異，但大部份都有如本章前

述的共同原始型別：

• 數字（例如：5或 5.09）

 – 整數

 – 浮點數

 – 固點數

• 字元與字串（例如 "a"、"A"、或 "apple"）

• 布林（例如真或偽）

物件資料型別是一種資料結構，Java 與 C# 等常見的程式設計語言大部份都有。由於
JSON 是基於物件實字記號法與物件資料型別，你或許會認為這可能對資料交換格式是個
問題。畢竟資料格式的目的是要在不同系統間溝通，且共通處要以此格式表示。記得複

合資料型別物件的資料結構可以拆解成原始型別，就算是沒有物件資料型別的程式設計

語言，也可以在拆解物件資料結構成原生型別後加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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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的資料型別為：【_16_】

• Object

• String

• Number 

• Boolean 

• Null

• Array

JSON 物件資料型別

JSON 物件資料型別很簡單。JSON 本質上是個物件，它是一列以大括弧包圍的名稱 - 值
對。當你在 JSON 中建構名稱 - 值對時，它也是個物件，JSON 會開始向內套疊搜尋。以
範例 3-3來說，它展示出具有套疊物件的個人描述。

範例 3-3　套疊物件

{
    "person": {
        "name": "Lindsay Bassett",
        "heightInInches": 66,
        "head": {
            "hair": {
                "color": "light blond",
                "length": "short",
                "style": "A-line"
            },
            "eyes": "green"
        }
    }
}

此處的頂層名稱 - 值對是人，帶有物件值。此物件有三個名稱 - 值對："name"、
"heightInInches" 與 "head。"name" 名 稱 - 值 對 的 值 為 字 串 "Lindsay Bassett"。
"heightInInches" 名稱 - 值對的值為數值。"head" 名稱 - 值對的值為物件。"hair" 名
稱 - 值對的值也是物件，它有三個字串資料型別名稱 - 值對："color"、"length"、與
"style"。"head"物件還有值為 "green" 的 "eyes"名稱 -值對。

ch03.indd   16 2015/10/14   下午 08:29:30



JSON 字串資料型別 | 17 

JSON 字串資料型別

我們之前在本書以 animal/cat 例子探索過 JSON的字串資料型別：【_17_】

{ "animal" : "cat" }

"cat" 值為字串資料型別。在真實世界中，除非是寵物店，資料中的字串值不會如此簡
單。就算是寵物店也會有 "cat" 之外的更多描述，也許寵物店會想要加入更多的促銷說
明：

  Today at Bob’s Best Pets you can get a free 8 oz. sample bag of Bill’s Kibble with your 
purchase of a puppy. Just say “Bob’s the best!” at checkout.

JSON 字串可以由任何的 Unicode 字元組成，所有促銷文字中的字元都是合法的。字串值
永遠要以雙引號包圍。

我在第二章「小故事：JSON 的雙引號」中提過，以單引號包圍字串值是無效的（範例
3-4）。

範例 3-4　無效的 JSON

{
    'title': 'This is my title.',
    'body': 'This is the body.'
}

這很容易搞混，特別是若你已經見過 JavaScript 的物件實字使用單引號。在 JavaScript
中，我們可以使用單引號或雙引號，但要記得 JSON 不是 JavaScript 的物件實字；它只
是基於 JavaScript 的物件實字。在 JSON 中只允許以雙引號包圍字串值。

之前的章節中也提過解譯器如何讀取 JSON，從解譯器的觀點來看，當一個值以雙引號
（"）開始時，它會預期接下來是以另一個雙引號結束的字串文字。若字串文字內帶有雙
引號則會產生問題。

舉例來說，假設我們的寵物店促銷活動要求顧客於結帳時說出 "Bob's the best!"以收到免
費禮品，若我們使用範例 3-5 的程式碼則會遇到問題，因為我們不能單純的將促銷資訊
以雙引號包圍。

範例 3-5　有問題的程式碼

{
    "promo": "Say "Bob's the best!" at checkout for free 8oz bag of kibble."
}

小故事：JSON 的雙引號

我有一次從學生背後看他的電腦螢幕上他正要檢查

的 JSON（範例 2-2)。

範例 2-2　無效的 "JSON"

{
    title : "This is my title.",
    body : "This is the bo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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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本身帶有引號，解譯器會在促銷資訊中的 "Bob" 前面讀到雙引號並視為字串的結束。
然後解譯器發現後面有不屬於名稱 - 值對的多餘文字並產生錯誤。要處理這個問題，我
們必須透過前面加上反斜線字元（\）來跳脫字串內的引號，如範例 3-6所示。【_18_】

範例 3-6　以反斜線跳脫字串值中的引號

{
    "promo": "Say \"Bob's the best!\" at checkout for free 8oz bag of kibble."
}

這個反斜線字元會告訴解譯器此引號不是字串的結束，一旦解譯器確實將字串載入記憶

體，任何前面所加上的反斜線字元會被移除且文字會以原意輸出。

引號不是 JSON 字串中唯一需要跳脫的字元，由於反斜線字元用來跳脫其他字元，我們
也必須跳脫反斜線。舉例來說，範例 3-7所示的 JSON是用來表示 Program Files目錄，
它會產生錯誤。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加上另一個反斜線字元來跳脫反斜線字元，

如範例 3-8所示。

範例 3-7　程式碼中的反斜線會導致錯誤

{
    "location": "C:\Program Files"
}

範例 3-8　反斜線字元必須以另一個反斜線字元跳脫

{
    "location": "C:\\Program Files"
}

除了雙引號與反斜線字元之外，你還必須跳脫下列字元：【_19_】

• \/ (斜線 ) 

• \b (後退 )

• \f (送出 )

• \t (tab)

• \n (換行 )

• \r (回車 )

• \u 後面接著十六進位字元（例如笑臉圖示是 \u26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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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3-9 所示的 JSON 會產生解譯錯誤，因為 tab 與換行字元必須跳脫。範例 3-10 顯示
如何修正問題。

範例 3-9　用於 JSON 的 tab 與換行字元會產生錯誤

{
    "story": "\t Once upon a time, in a far away land \n there lived a princess."
}

範例 3-10　將 tab 與換行字元跳脫過的 JSON

{
    "story": "\\t Once upon a time, in a far away land \\n there lived a princess."
}

JSON 數字資料型別

數字是資料中常見的一種資訊。庫存量、金額、經緯度、地球的重量等都是可以用數字

表示的資料；見範例 3-11。

範例 3-11　在 JSON 中表示數字

{
    "widgetInventory": 289,
    "sadSavingsAccount": 22.59,
    "seattleLatitude": 47.606209,
    "seattleLongitude": -122.332071,
    "earthsMass": 5.97219e+24
}

JSON 中的數字可為整數、小數、負數或科學記號。

我的 widget 庫存量為 289，庫存量通常以整數表示。我通常不會賣出半個商品，因此庫
存量不會包含小數點。【_20_】

我可憐的存款有 $22.59。雖然有些程式設計語言具有金額資料型別，我們通常以有小數
點的數字表示金額並省略 $。

檢視西雅圖的經緯度，你會發現它們帶有小數點，且緯度為負數。負數以數字前面的減

號字元表示。

此外，我用科學記號數字來表示地球的公斤數。E 記號法對於科學資料特別有用並且為
有支援的數字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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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的布林資料型別

在英文中，最簡單的回答是 "yes" 或 "no"。如果你問朋友：“吐司要加蛋嗎？＂，他會回
答 "yes" 或 "no"。

在程式設計語言中，布林是一種簡單的資料型別，非真即偽。若你問電腦：“吐司要加蛋

嗎？＂，它會回答 "true" 或 "false"。

在某些程式設計語言中，true的實字值是 1，false是 0。有時實字值字元用到大寫 - 例
如 True或 TRUE以及 False或 FALSE。在 JSON 中，布林資料型別的實字值永遠是小寫
的 true或 false。任何大寫都會導致錯誤。範例 3-12 的布林用來溝通我的早午餐偏好
資料。

範例 3-12　偏好

{
    "toastWithBreakfast": false,
    "breadWithLunch": true
}

JSON 的空資料型別

某物為空時，你或許會認為以零個某物來說是合適的。我有零個手錶。然而零是數字，

這表示我們在計數。

若有標準的 JSON格式來描述某人的手腕並包括某些屬性？見範例 3-14與 3-14。【_21_】

範例 3-13　隔壁的老王可能看起來像這樣

{
    "freckleCount": 0,
    "hairy": true,
    "watchColor": "blue"
}

範例 3-14　我看起來像這樣

{
    "freckleCount": 1,
    "hairy": false,
    "watchColor": 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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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並沒有手錶顏色，因為我不戴手錶。在程式設計中，null是一種表示空、無、與沒有
而不用到數字的方式。手錶顏色值無法定義，因此它是 null。

但 null不應與執行 JavaScript 時遇到的 undefined混淆，undefined不是 JSON 的資
料型別，但在 JavaScript 中，undefined是嘗試存取不存在的物件或變數時收到的。在
JavaScript 中，undefined與名稱未宣告或不存在的物件或變數有關，而 null只與物件
或變數的值有關。null是個表示 " 沒有值 " 的值。在 JSON 中，null必須是全小寫的字
元。

JSON 的陣列資料型別

接下來看陣列資料型別。若你不熟悉陣列也沒關係，讓我們快快看一下陣列是什麼。

想像有個容器裝有一打雞蛋，此容器有 12個位置可裝蛋，一開始買入時裡面有 12個蛋。
這是一個大小為 12的陣列，裡面有 12 個蛋，見範例 3-15。

範例 3-15　這是一個字串陣列（我使用 "egg" 字串代表每一個雞蛋以求簡化）

{
    "eggCarton": [
        "egg",
        "egg",
        "egg",
        "egg",
        "egg",
        "egg",
        "egg",
        "egg",
        "egg",
        "egg",
        "egg",
        "egg"
    ]
}

注意到我有個名稱 -值對，名稱是 "eggCarton"而值是個陣列。陣列永遠以方括號（[]）
包圍。在陣列中有一列清單，每個清單項目由逗號分隔。這看起來與名稱 - 值對的格式
相似，但重點差異在於清單只有值。這些值可以是任何有效的 JSON 資料型別（字串、
數字、物件、布林、陣列與空）。【_22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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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假設我從中取出兩個雞蛋做早餐，雞蛋容器還是有 12 個位置，但少了兩個蛋，見範
例 3-16。

範例 3-16　我拿出兩個蛋做早餐

{
    "eggCarton": [
        "egg",
        null,
        "egg",
        "egg",
        "egg",
        "egg",
        "egg",
        "egg",
        "egg",
        "egg",
        null,
        "egg"
    ]
}

如你所見，我從兩個特定位置取走蛋。這些位置變空是因為雞蛋不再存在，我們以 null
表示。

陣列對每個“位置＂有個索引，從 0 開始，因此第一個位置的索引是 0，第二個位置的索
引是 1，以此類推，容器最後一個位置的索引是 11。我從索引 1 與 10 兩處取走蛋，這是
個有效的陣列。

若我將數字 5 放在索引 10 的位置，對大部份程式設計語言來說這是無效的陣列，見範例
3-17。【_23_】

範例 3-17　對大部份程式設計語言是不合法的陣列

{
    "eggCarton": [
        "egg",
        null,
        "egg",
        "egg",
        "egg",
        "egg",
        "egg",
        "egg",
        "e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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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g",
        5,
        "egg"
    ]
}

我所說的“大部份程式設計語言＂不包括 JSON，混合資料型別是合法的。我會告訴你為
什麼，然後我會告訴你為何不應在 JSON 中這麼做。

在 JavaScript 中，你可以定義變數。以範例 3-18 為例，有一個變數稱為 "something" 並
被指派數字 5作為值。

範例 3-18　在 JavaScript 中定義變數

var something = 5;

在下一行，我們可以修改變數讓它保存字串值（範例 3-19）。

範例 3-19　修改變數值為字串

something = "bob";

然後我們將其值改為物件（範例 3-20）。

範例 3-20　改變值為物件

something = { person: "bob" };

var something（變數）的值可以是數字、字串、空或物件。在大部份的程式設計語
言中，變數不能被變換。通常你會宣告成整數、字串或物件等，因此當你宣告稱為

something的變數時，會說是 int something = 5。你會宣告 string something = 
"bob"或 Person something = new Person("bob")。因此在大部份的程式設計語言中，
當你宣告陣列時，事先就宣告容器中所保存的資料型別且事後不能改變這項事實。

JSON 是一種資料交換格式，若你將 JSON 資料交給不會以 JavaScript 處理的人，陣列可
能會在解譯時導致錯誤。【_24_】

舉例來說，假設你參加商展，有一些石頭要賣。有人買下你的 50 件奇石收藏，但他回去
後發現裡面沒有 50顆石頭，只有 20 顆石頭、20根木棒與 10個口香糖渣（已經吃過）。

讓我們仔細觀察一些陣列資料型別範例。在 JSON 中，陣列可以是任何所支援的資料型
別，因此我們可以做出字串陣列、數字陣列、布林陣列、物件陣列、或陣列的陣列。陣

列的陣列稱為多維陣列，讓我們檢視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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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我們有一個學生名冊記載參加某個課程的學生，這可以用字串陣列來表示（範例

3-21）。

範例 3-21　使用字串陣列表示學生名冊

{
    "students": [
        "Jane Thomas",
        "Bob Roberts",
        "Robert Bobert",
        "Thomas Janerson"
    ]
}

在學生參加測試後，我們可以使用數字陣列表示他們的成績（範例 3-22）。

範例 3-22　以數字陣列表示測試分數

{
    "scores": [
        93.5,
        66.7,
        87.6,
        92
    ]
}

若我們需要列出是非題的答案，我們可以使用布林陣列（範例 3-23）。【_25_】

範例 3-23　以布林陣列表示是非題答案

{
    "answers": [
        true,
        false,
        false,
        true,
        false,
        true,
        true
    ]
}

物件陣列可用來表示整張試卷，包括問題與答案（範例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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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3-24　以物件陣列表示試卷問題與答案

{
    "test": [
        {
            "question": "The sky is blue.",
            "answer": true
        },
        {
            "question": "The earth is flat.",
            "answer": false
        },
        {
            "question": "A cat is a dog.",
            "answer": false
        }
    ]
}

要表示三次考試的分數可使用陣列的陣列，或稱多維陣列（範例 3-25）。【_26_】

範例 3-25　以陣列表示三次考試的成績

{
    "tests": [
        [
            true,
            false,
            false,
            false
        ],
        [
            true,
            true,
            true,
            true,
            false
        ],
        [
            true,
            false,
            tru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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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詞彙與概念

這一章討論到以下重要詞彙：

JSON 字串資料型別

以雙引號包圍的字串值，例如："my string"。

JSON 布林資料型別

真或偽值。

JSON 數字資料型別

數字值，例如：42，可為正數、負數、小數或科學記號。

JSON 空資料型別

空值表示無值。

JSON 陣列資料型別

陣列是一群或一系列值，資料型別可為字串、數字、布林、物件或陣列；陣列中的值

以方括號（[]）包圍並以逗號分隔。【_27_】

JSON 物件資料型別

物件資料型別是一組由逗號分隔並以大括弧（{}）包圍的名稱 -值對。

我們還討論到這些重要概念：

• 布林資料型別的值在 JSON中總是小寫（例如 true而非 TRUE）。

• JSON中的 null資料型別總是小寫（例如 null而非 NULL或 Null）。

• 物件與陣列的一個重要差別是，物件為一群名稱 -值對而陣列是一群值。

• 物件與陣列的另一個重要差別是，陣列值應該要有相同的資料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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