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我開始使用 Laravel的故事很簡單：我已經寫好幾年的 PHP了，但也一直在追求 Rails
與其他現代 web 框架的強大功能。特別是 Rails 擁有活躍的社群、完美地結合頑固
（opinionated）的預設與彈性，以及擁有強大 Ruby Gems，可善用預先包裝的常用 
程式碼。

但是我因為某些事情而離開它，而且在發現 Laravel時，我覺得很開心。它提供了 Rails
吸引我的所有東西，但並非只是 Rails的複製品，而是一個創新的框架。它擁有令人難
以置信的文件、歡迎各界的社群，而且顯然受到許多語言與框架的影響。

我從那天開始分享從部落格學到的 Laravel，並且在各個會議上演說。我用 Laravel寫了
數十個休閒或工作專案，並且與數十位 Laravel開發者在網路上或直接碰面。在我的工
具組中有許多工具可供使用，但坦白說，當我在命令列上輸入 laravel new project時，
絕對是最開心的時刻。

本書的內容

這不是第一本關於 Laravel的書籍，也不會是最後一本。我不希望在這本書中涵蓋每一
行程式或每一個模式實作。我不希望這本書是那種在新版的 Laravel發表時就過時的書
籍。相反的，它的主要目的是提供高階的概述與具體的範例，讓開發人員知道他們一開

始需要知道什麼，並且盡快上手。我希望協助你瞭解 Laravel背後的基本概念，而非只
是按照文件照本宣科一番。

Laravel是一種強大且彈性的 PHP框架。它有繁榮的社群與廣泛的工具，因此它的吸引
力與影響力也愈來愈大。這本書的對象是已經知道如何製作網站與應用程式，而且想要

快速學習使用 Laravel來製作的開發者。



xx | 前言

Laravel的文件很詳盡且優秀。如果你覺得我對於任何特定主題所做的討論不夠深入，
建議你可以參考線上文件（http://laravel.com/docs），以更深入瞭解該項主題。

你應該可以感受到這本書在高階的介紹與具體的應用之間取得令人舒適的平衡點，在

讀完這本書之後，你應該可以輕鬆地從頭開始使用 Laravel來編寫完整的應用程式。而
且，如果我做得夠好，你將會很樂意去嘗試。

本書適用對象

本書假設你擁有基本的物件導向程式實務知識、PHP（或至少知道 C語言家族的一般語
法），與 Model-View-Controller（MVC）模式與模板化的基本概念。如果你從未做過網
站，可能會覺得這本書不容易理解。但只要你有一些程式設計經驗，就不需要在閱讀這

本書之前知道任何關於 Laravel的知識，我們會討論你需要知道的所有事情，從最簡單
的“Hello, world!”開始。

Laravel可以在任何作業系統上執行，但本書的一些 Bash（殼層）指令在 Linux/Mac OS
上執行是最容易的。Windows用戶或許較難使用這些指令及進行現代 PHP開發，但如
果你按照指示來啟動 Homestead（Linux虛擬機器），將可以在那裡執行所有的指令。

本書的架構

這本書是按照我想像的時間順序來架構的，如果你想要使用 Laravel來建構自己的第一
個 web app，前面幾章會討論你需要先瞭解的基本元件，而後面的章節會討論較進階或
較複雜的功能。

本書的每一個部分都可以視為獨立的單元來閱讀，但我嘗試將各章節做適當的排列，使

還不熟悉這個框架的讀者能從開始到結束有個合理的閱讀順序。

在適當的情況下，每一章的結尾都有兩個小節：“測驗題”與“TL;DR”。如果你還不
熟悉，TL;DR的意思是“文章過長，勿讀（too long; didn’t read）”（引申為“長話短
說”，所以代表“長文摘要”）。這兩個最後的小節將會告訴你如何編寫程式來測試各章

討論的功能，並概述各章的內容。

這本書是針對 Laravel 5.3來寫的，但因為 Laravel 5.1是最新 LTS版本，所以將會指出
在 5.2或 5.3加入的所有新功能。



第一章

為什麼要使用 Laravel？

在動態 web早期，編寫 web應用程式的方式與現在不太一樣。在當時，開發者除了需要
編寫各個應用程式專屬的商業邏輯之外，也得負責編寫各網站常見的元件，包括用戶身

分驗證、輸入驗證、資料庫存取、模板及其他。

現在的程式員已經可以輕鬆取得並使用數十種應用程式開發框架，以及上千種元件與程

式庫了。因此在程式員之間經常提到，當你學會一種框架時，就會有三種更新的（而且

據說是更好的）框架橫空出世，企圖取代舊的框架。

“只因為它就在那裡”或許是爬一座山的理由，但選擇特定的框架，甚至完全使用某種

框架，需要更好的理由。我們應問問自己：為什麼要使用框架？更具體地說，為什麼要

選擇 Laravel？

為什麼要使用框架？

對 PHP開發者而言，使用既有的元件或套件帶來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使用套件，我們
就可以交由別人負責開發與維護一段獨立、良好地定義其工作的程式碼，而且理論上，

那個人對這個元件的瞭解程度會比你花時間理解的還要深。

諸如 Laravel，以及 Symfony、Silex、Lumen與 Slim這類的框架，都已預先封裝一組
第三方元件，以及自訂的框架“黏膠”，例如組態檔、服務提供者、預先規定的目錄結

構，及應用程式啟動程序。所以一般來說，使用框架的好處，就是有人會為你決定該使

用哪些元件，以及決定那些元件該如何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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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自己建構“

假設你想要編寫一個新的 web app，並且不想要利用框架帶來的好處，你會從哪裡開始
下手？嗯，或許是路由 HTTP請求，所以你必須評估所有的 HTTP請求與回應程式庫，
並從中選擇要使用的對象。接著是路由器。喔，你或許還需要設定某種形式的路由組

態檔。它應該使用何種語法？它的目的？控制器又該如何製作？它們位於何處與如何

載入？你或許也需要一種相依注入容器來處理控制器與它們的相依關係，但該使用哪 
一種？

此外，即使你花了時間解決所有問題，並成功地建立應用程式，它對下一位開發人員會

造成什麼影響？當你有四個或十幾個自訂框架的應用程式，並且必須記得控制器在各個

應用程式中的位置，以及它們的路由語法分別是什麼時，會是什麼情況？

一致性與靈活性

框架處理這種問題方式，是藉由深思熟慮地回答“我們應在這裡使用哪一種元件？”，

並確保選出來的元件可以妥善地合作。此外，框架也可以減少新進專案開發人員需要瞭

解的程式量，例如，如果你已經瞭解某個 Laravel專案的路由如何工作，就可以瞭解路
由在所有的 Laravel專案中如何工作。

當有人開出處方，讓你可為每一個新專案自訂框架時，他們想提倡的，其實是讓你具備

可以在應用程式基礎中加入什麼、不加入什麼的控制權。這意味著，最棒的框架不但可

以提供一個穩固的基礎，也賦與你自訂核心內容的自由。而且，如同這本書中即將展示

的，這也是讓 Laravel如此特別的要素。

web與 PHP框架簡史
要回答“為什麼要使用 Laravel？”這個問題，關鍵在於瞭解 Laravel的歷史，以及它問
世之前的狀況。在 Laravel的人氣上升之前，PHP與其他 web開發領域有各式各樣的框
架及其他的運動。

Ruby on Rails
David Heinemeier Hansson在 2004年發布第一版的 Ruby on Rails，從此之後，我們很難
找出一種不被 Rails影響的 web應用程式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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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ls提倡 MVC、RESTful JSON API、組態規範、Active-Record與許多其他工具與規
範，它們都深深地影響 web開發者製作應用程式的方式，特別是快速開發應用程式的 
方式。

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 PHP框架
大多數的開發者都知道 Rails及類似它的 web應用程式框架是未來的潮流，因而 PHP框
架，包括模仿 Rails的框架，也開始快速地問世。

首先是在 2005 年出現的 CakePHP，接著很快又冒出 Symfony、CodeIgniter、Zend 
Framework與 Kohana（CodeIgniter的分支）。Yii在 2008年問世，Aura與 Slim在 2010
年問世。2011年出現 FuelPHP與 Laravel，它們不是 CodeIgniter的分支，而是為了取代
它而出現的。

有一些框架比較類似 Rails，它們把焦點放在資料庫物件關係對映器（ORMs）、MVC結
構，以及協助快速開發的工具。有一些框架比較著重企業設計模式與電子商務，例如

Symfony與 Zend。

CodeIgniter的優與劣
CakePHP與 CodeIgniter是兩種早期的 PHP框架，它們毫不隱瞞自身有許多靈感其實來
自 Rails。CodeIgniter很快速地贏得極高的聲望，在 2010年，可以說是最受歡迎的 PHP
獨立框架。

CodeIgniter很簡單、容易使用，有誇張的文件內容與強大的社群。但是它在現代的技
術與模式的使用上進步緩慢，而且隨著框架世界的成長與 PHP工具的進化，就技術的
進步與現成的功能而言，CodeIgniter開始落後其他框架。與許多其他框架不同的是，
CodeIgniter是由公司管理的，而且它追隨 PHP 5.3新功能的進度十分緩慢，例如命名空
間，以及採用 GitHub及隨後的 Composer。在 2010年，Laravel的創造者 Taylor Otwell
開始不滿意 CodeIgniter，於是開始編寫他自己的框架。

Laravel 1、2與 3
Laravel 1的第一版 beta在 2011年 6月發表，它是完全從頭開始寫起的。它有自訂的
ORM（Eloquent）、使用 closure的路由（受 Ruby Sinatra的啟發）、擴充模組系統，及
表單、驗證、身分驗證的輔助函式，以及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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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avel在早期的開發進度飛快，Laravel 2與 3分別在 2011年 11月與 2012年 2月公
布。它們加入控制器、單元測試、命令列工具、控制反轉（IoC）容器、Eloquent關係
與 migration（遷移）。

Laravel 4
Taylor在 Laravel 4從基礎開始改寫整個框架。在目前的 PHP中已經無處不在的套件管
理器 Composer，於當時已經有即將成為業界標準的跡象，因此 Taylor看到將框架重新
編寫成元件集合並且用 Composer來發布它們以及將它們同捆的價值。

Taylor使用名為 Illuminate的程式碼來開發一組元件，並且在 2013年 5月發表全新的
Laravel 4。現在的 Laravel會從 Symfony（另一種用來發表元件以供他人使用的框架）
拉入主要元件，並透過 Composer來拉入 Illuminate元件，而不是將主要程式碼同捆供
人下載。

Laravel 4也引入佇列、郵件元件、靜態介面（facade）與資料庫播種（seeding）。而且
因為現在 Laravel需要依賴 Symfony的元件，Laravel也聲稱它會隨著 Symfony每六個
月發表一次版本的日程來發表新版（不一定會完全追隨它，但也相差不久）。

Laravel 5
Laravel 4.3原本預定在 2014年 11月發布，但隨著開發的進行，開發者發現它的變化顯
然值得發布一個主要的版本，所以 Laravel 5在 2015年 2月發布了。

Laravel 5改寫目錄結構，移除表單與 HTML輔助函式，加入合約（contract）介面、
一大堆新視圖（view）、用於社群媒體身分驗證的 Socialite、用於資產編譯（asset 
compilation）的 Elixir、簡化 cron的 Scheduler、簡化環境管理的 dotenv、表單請求，與
全新的 REPL（read–evaluate–print loop，“讀取 –求值 –輸出”循環）。

到底 Laravel特別在哪裡？
那麼，究竟 Laravel脫穎而出的原因為何？為何無論何時都需要多個 PHP框架？畢竟
它們都使用 Symfony的元件，不是嗎？我們來談談讓 Laravel “動起來”的東西究竟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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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avel的哲學
你只要閱讀 Laravel的行銷資料與 READMEs就可以看到它的價值。Taylor使用與光有
關的字眼，例如“Illuminate（照亮）”與“Spark（火花）”。此外還有：“Artisans”、
“Elegant”，以及：“Breath of fresh air”、“Fresh start”，最後是：“Rapid”、“Warp 
speed”。

這個框架最重視的兩種價值，就是提升開發速度以及開發者的幸福。Taylor說它是一
種“手工藝者（Artisan）”語言，刻意與較功利的價值觀對比。你可以在他 2011年在
StackExchange提出的問題看到這種想法的成因（http://bit.ly/2dT5kmS），他提到“有時

我花了荒謬的時數（好幾個小時）來讓程式碼好看一些”—只是為了讓我在閱讀程式碼

時有更好的感受。他也經常談到“讓開發者更輕鬆且快速地實現想法、擺脫沒必要的障

礙，以產生偉大產品”的價值。

Laravel的核心概念就是為開發人員配備好的工具，並提升他們的能力。它的目標是提
供簡潔且優美的程式碼及功能，協助開發者快速學習、啟動與開發，並寫出簡潔的程式

碼，而且可以持續下去。

在 Laravel文件中，隨處可見這種為開發者著想的概念。文件中寫道“快樂的開發者會
寫出最棒的程式碼”。有一段時間，“開發者的幸福，從下載到部署”是非官方的口號。

當然，任何工具或框架都會吹噓它們希望為開發者帶來幸福，但是將“讓開發者更幸

福”當成主要的考量，而不是次要的，確實對 Laravel的風格與決策過程產生重大的影
響。其他框架可能將結構上的純粹程度（architectural purity）當成主要目標，或希望符
合企業開發團隊的目標與價值，但 Laravel的重點在於服務個人開發者。

Laravel如何讓開發者更幸福？
嘴上嚷嚷要讓開發者更幸福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你必須找出框架的哪些東西最

有可能讓開發者不開心、哪些最有可能讓他們開心。Laravel透過幾種方式來讓開發者
的生活更輕鬆。

首先，Laravel是一種快速的應用程式開發框架。也就是說，它著重淺化（簡化）學習曲
線，以及減少從編寫新 app到發表它之間的步驟。在建構 web應用程式的過程中，任何
常見的工作，從資料庫互動到身分驗證、到佇列、到 email、到快取，都會因為 Laravel
提供的元件而簡化。但 Laravel除了元件本身很棒之外，整個框架也提供一致的 API與
可預測的結構。也就是說，當你在嘗試 Laravel新功能時，最後往往會說“⋯它的確可以 
運作”。



6 | 第一章

不過事情並非僅止於框架本身。Laravel也提供完整的工具生態系統來讓你建構與啟動應
用程式。你有 Homestead與 Valet可用於在地開發、Forge可用於伺服器管理、Envoyer
可用於進階部署。此外還有一組外掛套件：Cashier可用於付款與訂閱、Echo可用於
WebSockets、Scout可用於搜尋、Passport可用於 API驗證、ocialite可用於社群登入、
Spark可用於啟動你的 SaaS。Laravel試著讓開發者免於負責重複的工作，讓他們可以做
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此外，Laravel著重“規範大於組態（convention over configuration）”—也就是說，如
果你願意使用 Laravel的預設值，需要付出的心力將會比你使用“要求你宣告所有設
定”的其他框架還要少，即使你只是使用它們建議的組態設定。使用 Laravel來建構專
案所花的時間，比使用其他 PHP框架的多數專案還要少。

Laravel也非常重視簡化。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在 Laravel中使用相依注入與模仿、
Data Mapper模式、儲存、Command Query Responsibility Segregation與各種其他複雜
的結構模式。其他框架或許會建議在每一個專案中使用這些工具與結構，但 Laravel與
它的文件及社群較傾向從最簡單的做法開始—在這裡使用全域函式、在那裡使用靜態介

面，而那邊使用 ActiveRecord。這可讓開發者建立滿足需求的最簡程式。

關於 Laravel的特別，有一個有趣的原因在於，與 Java相較之下，它的“創造者及社
群”與“Ruby and Rails和泛函程式語言”有更強烈的連結，也更受到它們的啟發。現
代的 PHP有一個強大的趨勢在於，它們傾向 PHP的 Java風格，所以比較冗長與複雜。
但 Laravel傾向另一方，採用富表達性、動態與簡單的程式寫法與語言功能。

Laravel社群
如果你是透過這本書來初次接觸 Laravel社群，有一些特別的地方是你可以留意的。
Laravel有一種有助於它的茁壯與成功的特殊元素，就是圍繞它的熱情教學社群。從
Jeffrey Way's Laracasts 視訊教學課程（https://laracasts.com/）到 Laravel News（https://

laravel-news.com/）、到 Slack與 IRC頻道，從 Twitter朋友到部落客、到 Laracon會議，
Laravel擁有豐富且活力充沛的社群，充滿一群從一開始就一直待在那裡的人，以及一
群初次加入的人。這不讓人意外：

在我開始開發 Laravel時，我就認為任何人都希望他們屬於某件事物。人類的
天性是希望屬於一群志同道合的團體，以及被他們接受。所以，藉由將個性

（personality）注入 web框架，並且與社群真正地互動，可讓這種感受在社群中
滋長。

－ Taylor Otwell，Product and Support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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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在 Laravel早期就認知一個成功的開放原始碼專案有兩個要素：良好的文件與熱
情的社群，這兩者正是 Laravel現今的象徵。

它如何工作

到目前為止，我談的東西都是抽象的。你會問，程式碼到底長怎樣？我們來看一個簡單

的應用程式（範例 1-1），讓你瞭解使用 Laravel工作會是什麼情形。

範例 1-1　routes/web.php的 "Hello, World"

//檔案：routes/web.php
<?php

Route::get('/', function() {
   return 'Hello, World!';
});

在 Laravel應用程式中，最簡單動作就是定義一個路由，並且在有人造訪路由時回傳一
個結果。如果你要在機器上寫一個全新的 Laravel應用程式，可定義範例 1-1的路由，
接著在 public目錄提供網站，就有一個可完整運作的 "Hello, World"範例（見圖 1-1）。

圖 1-1　使用 Laravel來執行 "Hello, World!"

用控制器來做同一件事看起來很相似，如範例 1-2所示。

範例 1-2　使用控制器的 "Hello, World"

//檔案：routes/web.php
<?php

Route::get('/', 'WelcomeController@index');

//檔案：app/Http/Controllers/WelcomeControlle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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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
namespace app\Http\Controllers;

class WelcomeController
{
    public function index()
    {
        return 'Hello, World!';
    }
}

如果我們將歡迎詞存入資料庫，它也長得很相似（見範例 1-3）。

範例 1-3　使用資料庫的多個 "Hello, World"

//檔案：routes/web.php
<?php

Route::get('/', function() {
    return Greeting::first()->body;
});

//檔案：app/Greeting.php
<?php

use Illuminate\Database\Eloquent\Model;

class Greeting extends Model {}

//檔案：database/migrations/2015_07_19_010000_create_greetings_table.php
<?php

use Illuminate\Database\Migrations\Migration;
use Illuminate\Database\Schema\Blueprint;

class CreateGreetingsTable extends Migration
{
    public function up()
    {
        Schema::create('greetings', function (Blueprint $table) {
            $table->increments('id');
            $table->string('body');
            $table->timestamps();
        });
    }

    public function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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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ema::drop('greetings');
    }
}

範例 1-3對你來說或許有點難，若是如此，請跳過它。我們會在之後的章節談到這裡的
東西，但你已經可以看到，我們只要用少數幾行程式就可以設定資料庫 migration與模
型，並拉出記錄。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為什麼要使用 Laravel？
那麼，為什麼要使用 Laravel？

因為 Laravel可避免你使用累贅的程式來實現想法、讓你使用現代的程式編寫標準，它
也圍繞著充滿活力的社群，具備強大的工具生態系統。

而且因為你值得更幸福，親愛的開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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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 Laravel開發環境

PHP的成功，有一部分的原因在於你很難找到一台無法伺服 PHP的 web伺服器。但
是，現代的 PHP工具的需求比過往還要嚴苛。要開發 Laravel，最佳的方式是確保有一
致的在地與遠端伺服器環境可供你的程式運行，值得慶幸的是，為此，Laravel生態系
統已經有一些工具可使用了。

系統需求

我們在這一章討論的所有事項都可以用 Windows機器來執行，但你將會需要好幾十頁的
自訂命令。我將這些命令與注意事項留給實際的 Windows用戶，在本書這個部分與其餘
部分的範例都會把焦點放 Unix/Linux/Mac OS開發者身上。

無論你選擇在本地機器上安裝 PHP和其他工具來伺服網站、透過 Vagrant從虛擬機器提
供開發環境，或使用 MAMP/WAMP/XAMPP等工具，你的開發環境都需要依序安裝以
下程式來伺服 Laravel網站：

• PHP >= 5.6.4供 Laravel 5.3使用，或 PHP >= 5.5.9供 Laravel 5.1與 5.2使用

• OpenSSL PHP擴展

• PDO PHP擴展

• Mbstring PHP擴展

• Tokenizer PHP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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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er
無論你要使用哪一種機器來開發程式，都需要全域安裝 Composer（https://getcomposer.

org/）。如果你不瞭解 Composer，它是一種多數現代 PHP開發過程都用得到的基本工
具。Composer是 PHP的相依關係管理器，很像 Node的 NPM或 Ruby的 RubyGems。
你需要 Composer才能安裝 Laravel、更新 Laravel，及導入外部的相依關係。

本地開發環境

對許多專案來說，使用簡單的工具組就足以承載開發環境了。如果你的系統已經安裝

MAMP或 WAMP或 XAMPP，應該就可以執行 Laravel了。如果你的系統 PHP是正確
的版本，也可以使用 PHP內建的 web伺服器來直接執行 Laravel。

要真正使用，你要做的只有執行 PHP。除此之外的任何事項都由你自己選擇。

但是，Laravel提供了兩種工具以進行本地開發：Valet 與 Homestead，接下來會簡單
地說明兩者。如果你不確定該使用哪一種，我建議使用 Valet，所以你只要稍微看一下
Homestead小節就可以了，不過，這兩種工具都很有價值且值得瞭解。

Laravel Valet
如果你想要使用 PHP的內建 web伺服器，最簡單的選項就是從 localhost URL伺服所有
網站。當你在 Laravel網站的根資料夾執行 php -S localhost:8000 -t public時，PHP
內建的 web伺服器就會在 http://localhost:8000/伺服你的網站。你也可以在設定應用程式

之後執行 php artisan serve來快速啟動等效的伺服器。

但是如果你想要為你的每一個網站綁定專屬的開發網域，就需要瞭解作業系統的承載檔

案（hosts file），並使用 dnsmasq（http://bit.ly/2eNPJ5T）之類的工具。我們來嘗試比較

簡單的做法。

如果你使用 Mac（也有供 Windows 與 Linux 使用的分支），Laravel Valet（https://

laravel.com/docs/valet）可讓你不需要將網域連接到應用程式資料夾。Valet 會安裝
dnsmasq與一系列的 PHP腳本，可讓你輸入 laravel new myapp && open myapp.dev，並
讓它可以動作。你需要使用 Homebrew來安裝一些工具，它的文件可以協助你執行這些
步驟，但從初始的安裝到伺服你的 app之間的步驟會比較少且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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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Valet（見最新的安裝指引文件（https://laravel.com/docs/valet）—在寫這本書時，它

正處於積極地發展狀態中），並將它指向你用來保存網站的一或多個目錄。我在我的 ~/

Sites目錄中執行 valet park，那是我放置所有開發中 app的位置。現在你可以在目錄名
稱的後面加上 .dev，並用瀏覽器來造訪它。

Valet可讓你輕鬆地使用 valet park來以“資料夾名稱 .dev”伺服指定資料夾內的所有
資料夾、使用 valet link來伺服單一資料夾、使用 valet open來打開 Valet伺服的網域
的資料夾、使用 valet secure來以 HTTPS伺服 Valet網站，以及使用 valet share來開
啟一個 ngrok通道，將網站與他人分享。

Laravel Homestead
Homestead是另一種可設定本地開發環境的工具。它是一種以 Vagrant為基礎的組態工
具，提供預設的虛擬機器映像，這個映像完全是針對 Laravel的開發來設定的，並且對

映最常見的生產環境，是許多 Laravel網站運行的環境。

設定 Homestead

如果你選擇使用 Homestead，設定它需花費的精力將會比 MAMP或 Valet多一些。不
過，它會帶來數不盡的好處：一旦正確地設置，你的本地環境就會相當接近遠端工作環

境，因此你不需要擔心在本地機器上更新相依關係之類的事情；你也可以安全地在本地

機器上學習關於 Ubuntu伺服器結構的所有知識。

Homestead提供哪些工具？

你可以隨時升級 Homestead虛擬機器的各個元件，但以下有一些重要的工具是
Homestead內建的：

• 關於執行伺服器與伺服網站的 Ubuntu、PHP與 Nginx（類似 Apache的 web
伺服器）。

• 關於資料庫 / 儲存與佇列的 MySQL、Postgres、Redis、Memcached 與
beanstalkd。

• 關於組建步驟與其他工具：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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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Homestead 的相依關係

首先，你必須下載並安裝 VirtualBox（https://www.virtualbox.org/wiki/Downloads）或

VMWare。VirtualBox是最常見的，因為它是免費的。

接著下載並安裝 Vagrant（https://www.vagrantup.com/downloads.html）。

Vagrant很方便，因為它可讓你用預建的“箱子（box）”來輕鬆地建立一個新的本地虛
擬機器，這個箱子基本上就是一個虛擬機器模板。所以，下一個步驟是在終端機執行

vagrant box add laravel/homestead來下載箱子。

安裝 Homestead

接著來實際安裝 Homestead。你可以安裝多個 Homestead（或許是使用不同的
Homestead箱子來承載各個專案），但我比較喜歡用一個 Homestead虛擬機器來承載
所有專案。如果你想要讓每一個專案使用一個自己的箱子，就需要在專案目錄中安裝

Homestead，請參考 Homestead 線上文件（https://laravel.com/docs/5.3/homestead）來瞭

解做法。如果你想要用一個虛擬機器來承載所有專案，可執行以下的命令，在用戶的主

資料夾中安裝 Homestead：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laravel/homestead.git ~/Homestead

接下來，在你放置 Homestead目錄的地方執行初始化腳本：

bash ~/Homestead/init.sh

它會在一個新的 ~/.homestead目錄中放入 Homestead的主組態檔 Homestead.yaml。

設置 Homestead

開啟 Homestead.yaml來依你的需求設定它。以下是它一開始的樣子：

ip: "192.168.10.10"
memory: 2048
cpus: 1
provider: virtualbox

authorize: ~/.ssh/id_rsa.pub

keys:
    - ~/.ssh/id_rsa

folders:
    - map: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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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home/vagrant/Code

sites:
    - map: homestead.app
      to: /home/vagrant/Code/Laravel/public

databases:
    - homestead

# blackfire:
#     - id: foo
#       token: bar
#       client-id: foo
#       client-token: bar

# ports:
#     - send: 50000
#       to: 5000
#     - send: 7777
#       to: 777
#       protocol: udp

你必須告知供應者（可能是 virtualbox），將它指向你的公用 SSH金鑰（預設為 ~/.ssh/
id_rsa.pub，如果你沒有公用 SSH金鑰，GitHub（http://bit.ly/2e7Auof）有一個建立 SSH
金鑰的教程可參考），將資料夾與網站對應到它們在本地機器上的對等物，並提供一個

資料庫。

在 Homestead內對應資料夾，可讓你在本地機器上編輯檔案，並讓這些檔案出現在你的
Vagrant箱，讓它們可被伺服。例如，如果你有一個 ~/Sites目錄，並將所有程式碼放在

裡面，就要將 Homestead.yaml內的 folders段落換成以下內容，以對應 Homestead的資
料夾：

folders:
    - map: ~/Sites
      to: /home/vagrant/Sites

現在你已經在 Homestead虛擬機器的 /home/vagrant/Sites建立一個目錄了，它將對應電

腦的 ~/Sites的目錄。

開發網站的頂層網域

你可以選擇任何本地開發網站的 URL名稱，但 .app與 .dev是最常見的。

Homestead建議使用 .app，所以如果我在製作 symposiumapp.com的本地

複本，就會在 symposiumapp.app開發。



16 | 第二章

接下來，我們要設定第一個網站範例。假設我們的線上網站是 projectName.com，需要

在 Homestead.yaml內，將本地開發資料夾對應至 projectName.app，讓我們在做本地開發

時，有個獨立的 URL可以造訪：

sites:
    - map: projectName.app
      to: /home/vagrant/Sites/projectName/public

你可以看到，我們將 URL projectName.app 對應到虛擬機器目錄 /home/vagrant/Sites/

projectName/public，它是我們安裝的 Laravel的 public資料夾。稍後會進一步說明。

最後，你需要教導本地機器：當你試著造訪 projectName.app時，它應該查看電腦的本

地 IP 位址來解析它。Mac 與 Linux 用戶應編輯 /etc/hosts，而 Windows 用戶則是 C:\

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hosts。在這個檔案中加入類似以下的內容：

192.168.10.10  projectName.app

當你設置 Homestead之後，就可以（在你的機器上）用 http://projectName.app/來瀏覽你

的網站了。

在 Homestead 內建立資料庫

如同在 Homestead.yaml定義網站，你也可以定義資料庫。資料庫簡單得多，因為你只需

要告知它以一個名稱來建立資料庫即可。我們的做法是：

databases:
    - projectname

準備 Homestead

當你第一次真正開啟 Homestead 箱子時，必須要求 Vagrant 將它初始化。前往你的
Homestead，並執行 vagrant up：

cd ~/Homestead
vagrant up

現在你的 Homestead就會啟動並運行了，它會對應一個本地資料夾，並將它伺服至一
個 URL，你可以在電腦上用任何瀏覽器造訪它。它也建立了一個 MySQL資料庫。我
們已經讓環境開始運行，並設定第一個 Laravel專案了，在那之前，我們先來大略說明
Homestead的日常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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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stead 的日常用法

啟動 Homestead虛擬機器之後，通常你會讓它持續運轉，但是如果沒有讓它持續運轉，
或最近曾經重新啟動電腦，就要知道如何啟動與關閉箱子。

因為 Homestead是以 Vagrant命令為基礎，你只要使用基本的 Vagrant命令來做大多數
的 Homestead動作即可。切換至 Homestead的安裝目錄（使用 cd），並視情況執行以下
的命令：

• vagrant up可啟動 Homestead箱子。

• vagrant suspend可快照箱子的狀態，接著將它關閉，如同桌機的“休眠”。

• vagrant halt可將整個箱子停機，如同將桌機關機。

• vagrant destroy可刪除整個箱子，如同將桌機格式化。

• vagrant provision可對既有的箱子重新執行準備程式。

從桌機應用程式連接 Homestead 資料庫

如果你使用 Sequel Pro之類的桌機應用程式，很有可能會從主機電腦連接 Homestead 
MySQL資料庫。你可以使用以下的設定：

• 連接類型：標準（非 SSH）

• 主機：127.0.0.1

• 用戶名稱：homestead

• 密碼：secret

• 連接埠：33060

建立 Laravel新專案
建立 Laravel新專案的方式有兩種，它們都是在命令列上執行的。第一種是全域安裝
Laravel安裝工具（使用 Composer），第二種是使用 Composer的 create-project功能。

你 可 以 在 Installation 文 件 網 頁 學 習 這 兩 種 做 法 的 細 節（http://laravel.com/docs/

installation），不過我比較建議使用 Laravel安裝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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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Laravel安裝工具來安裝 Laravel
如果你已經全域安裝 Composer，只要執行以下命令就可以安裝 Laravel安裝工具了：

composer global require "laravel/installer=~1.1"

當你安裝 Laravel安裝工具之後，就可以輕鬆地啟動一個新的 Laravel專案，只要在命令
列執行：

laravel new projectName

就會在目前的目錄內建立一個新的子目錄，稱為 projectName，並在裡面安裝一個

Laravel專案。

使用 Composer的 create-project功能來安裝 Laravel
Composer也提供一種名為 create-project的功能，讓你可用特定的骨架（skeleton）來
建立新專案。要使用這個工具來建立新的 Laravel專案，請執行以下的命令：

composer create-project laravel/laravel projectName --prefer-dist

如同安裝器工具，它會在你目前的目錄內建立一個子目錄，稱為 projectName，裡面含有

一個 Laravel骨架，可讓你用來開發。

Laravel的目錄結構
當你打開一個含有 Laravel骨架的目錄時，可看到以下的檔案與目錄：

app/
bootstrap/
config/
database/
public/
resources/
routes/
storage/
tests/
vendor/
.env
.env.example
.gitattributes
.gitignore
arti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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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er.json
composer.lock
gulpfile.js
package.json
phpunit.xml
readme.md
server.php

我們來逐一瞭解它們。

資料夾

預設情況下，根目錄有以下的資料夾：

• app是保存大部分實際應用程式的地方。模型、控制器、路由定義、命令，與你的

PHP網域碼都會被放在這裡。

• bootstrap存有 Laravel框架在每次執行時用來啟動的檔案。

• config是放置所有組態檔的地方。

• database是存放資料庫 migration與種子的地方。

• public是伺服器在伺服網站時所指的目錄。它裡面的 index.php是前端控制器，它會

執行啟動程序，並妥善地路由所有請求。它也是保存所有公眾可見的檔案之處，例

如影像、樣式表、腳本與下載檔案。

• resources是保存腳本需要的其他非 PHP檔案之處。視圖、語言檔案與（選用）Sass/
LESS及 JavaScript原始檔案都放在這裡。

• routes裡面有所有的路由定義，包括 HTTP路由與“主控台路由”或 Artisan命令。

• storage是保存快取、記錄與編譯過的系統檔案之處。

• tests是保存單元與整合測試的地方。

• vendor是 Composer安裝它的相依關係的地方。它會被 Git忽略（標記成會被版本控
制系統排除），因為 Composer是在遠端伺服器上作為部署程序的一部分來執行的。



20 | 第二章

零星的檔案

根目錄也有以下的檔案：

• .env與 .env.example是主宰環境變數的檔案（在各個環境下不一樣的變數，因此不會

被提交到版本控制系統）。.env.example是個模板，每一個環境都應該複製它來建立

自己的 .env檔，它會被 Git忽略。

• artisan是可讓你在命令列上執行 Artisan命令的檔案（見第七章）。

• .gitignore與 .gitattributes是 Git組態檔。

• composer.json與 composer.lock是 Composer的組態檔；composer.json可讓用戶編輯，

但 composer.lock不行。這些檔案都會分享一些關於此專案的基本資訊，也會定義它

的 PHP相依關係。

• gulpfile.js是 Elixir與 Gulp的（選用）組態檔。它是用來編譯與處理前端資產的。

• package.json很像 composer.json，不過是供前端資產使用的。

• phpunit.xml是 PHPUnit的組態檔，PHPUnit是 Laravel內建的測試工具。

• readme.md是個 Markdown檔，提供 Laravel的簡介。

• server.php是個備份伺服器，它會試著讓能力較差的伺服器仍然可以預覽 Laravel應
用程式。

設置

Laravel應用程式的核心設定，包括資料庫連結、佇列與郵件設定等等，都位於 config資

料夾內的檔案裡面。這些檔案都會回傳一個陣列，陣列的每一個值都可以用一個設定鍵

來存取，這個設定鍵是由檔名與它的鍵組成的，之間以點分隔（.）。

所以，如果你在 config/services.php裡建立一個這樣的檔案：

// config/services.php
return [
    'sparkpost' => [
        'secret' => 'abcdefg'
    ]
];

就需要使用 config('services.sparkpost.secret')來取得那一個組態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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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因環境而異的組態變數（因此不會被提交到版本控制系統）都位於你的 .env檔案

裡。假設你想要在各個環境中使用不同的 Bugsnag API鍵，就要設定組態檔，從 .env將

它拉入：

// config/services.php
return [
    'bugsnag' => [
        'api_key' => env('BUGSNAG_API_KEY')
    ]
];

env()輔助函式會使用同一個鍵從你的 .env檔案拉入一個值。所以現在將那個鍵加到你

的 .env（設定這個環境）與 .env.example（所有環境的模板）檔案：

BUGSNAG_API_KEY=oinfp9813410942

你的 .env檔案裡面已經有一些框架需要的環境專屬變數了，例如你即將使用的郵件驅動

程式，以及基本資料庫設定。

啟動並執行

我們來啟動並執行基本的 Laravel 安裝程式。執行 git init，使用 git add .與 git 
commit來提交基本檔案，接著就可以開始寫程式了。就這樣！

如果你使用的是 Valet，可以執行以下的命令，在瀏覽器中立刻看到網站的執行：

laravel new myProject && cd myProject && valet open

每次我開始一個新專案時，都會執行以下的步驟：

laravel new myProject
cd myProject
git init
git add .
git commit -m "Initial commit"

我會將所有的網站都放在 ~/Sites資料夾內，並將它設為主要的 Valet目錄，所以在這
個例子中，我可以立刻在瀏覽器造訪 myProject.dev，不需要做其他的動作。我可以編

輯 .env並將它指向一個特定的資料庫，在 MySQL app中添加那個資料庫，之後就可以
開始寫程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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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o
因為我經常執行這一組步驟，所以建立了一個簡單的全域 Composer包

裝來執行它們。它稱為 Lambo，你可以在 GitHub進一步瞭解它（https://

github.com/tightenco/lambo）。

測試

之後每一章結尾的“測試”小節都會告訴你如何編寫程式來測試該章討論的功能。因為

這一章沒有談到可供測試的功能，所以我們快速地說明一下測試。（要進一步瞭解如何

用 Laravel來編寫與執行測試，可前往第十二章。）

Laravel有現成的 PHPUnit的相依關係，預設它會對 tests目錄之中，名稱結尾為 Test.

php的所有檔案進行測試（例如 tests/UserTest.php）。

所以，編寫測試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在 tests目錄中，以結尾為 Test.php的檔名建立一個

檔案。執行它們最簡單的方式是在命令列執行 ./vendor/bin/phpunit（在專案根目錄）。

如果你的任何測試需要存取資料庫，請在承載資料庫的機器上執行測試，所以如果你在

Vagrant承載資料庫，請 ssh到 Vagrant箱子，並在那裡執行測試。同樣的，你可以在第
十二章進一步瞭解這個部分。

TL;DR
因為 Laravel是一種 PHP框架，你很容易就可以在本地伺服它。Laravel提供兩種工具
來讓你管理本地開發：較簡單的工具稱為 Valet，它使用你的本地機器來提供相依關係；
另一種是 Homestead，它是預先設定好的 Vagrant。Laravel需要 Composer，而且可以使
用 Composer來安裝，它有一系列現成的資料夾與檔案，以反映它的規範，以及與其他
開放原始碼工具之間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