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Jason Strimpel

我在多年前展開Web開發的職業生涯，我當時是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行政助理，工
作職責之一就是維護系上的網站。當時正是網站管理員、表格式頁面佈局，以及 CGI-
BIN當道的時代，而且，Netscape Navigator依然是瀏覽器市場的主流廠商。至於我的
專業技術水平，下列軼事可稍微描繪出我的經驗不足（比 Bob Ross描繪的幸福小樹稍
微更加清晰），印象頗深，我總是擔心若是寄出一封拼錯字的電子郵件，收件者會跟我

一樣看到標出錯誤的紅色底線。還好，我的主管很有耐心，並且一再向我保證這不是什

麼大問題，然後放心地把網站開發的主導權交付予我！

往後快轉 15年，我現在是在研討會擔任講師的業界「專家」，管理數個開源碼專案，與
人合寫數本書籍等等，我問自己，「嗯⋯我是如何走到這裡的？」答案就是：不讓歲月

空過─至少，不要白白流逝。

為何採用同構 JavaScript？
在我的 Web 旅程中，最新的探索就是效力於 WalmartLabs 的 Platform 團隊，就在這
裡，我展開一段同構 JavaScript的冒險之旅。最初加入 WalmartLabs時，我被安排負
責打造全新的 Web框架，支援威力強大、直接服務公眾的第一線網站，除了滿足公眾
網頁、SEO支援、與最佳化頁面加載的最低需求以外，這個團隊還必須設法讓 UI工程
師（包括我自己）富有生產力且過得幸福快樂。安撫 UI工程師的顯著選項會是擴展既
有的單頁應用程式（single-page application，SPA，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ngle-

page_application）解決方案。然而，SPA模型的問題是，它基本上並未支援前述最低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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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參見第 v頁的〈完美風暴：太常發生的故事〉，更多細節，請參考第 8頁的〈單頁
Web應用程式〉）—所以，我們決定採取同構解決方案，理由如下：

• 它針對具有共同渲染生命週期的 UI使用單一程式碼基礎，這表示，不重複浪費心
力，從而降低 UI開發與維護的成本，讓團隊更快速地交付需要的功能。

• 它在伺服器上渲染初始回應 HTML，讓使用者感知更快速的頁面加載，因為在頁面
被渲染於瀏覽器之前，使用者不必等待應用程式進行初始設定與擷取資料，對網路

嚴重遲滯的區域來說，提升感知的頁面加載尤其重要。

• 它支援 SEO，因為使用的是「完整的 URL」（沒有 fragment），並且針對不支援
History API的客戶端優雅地降級成伺服端渲染（針對後續的頁面請求）。

• 針對支援 History API之客戶端的後續頁面請求，它採取 SPA模型的分散式渲染，減
輕應用程式伺服器的負擔。

• 它讓 UI工程師完全控制 UI（http://bit.ly/nodejsweb），無論在伺服端或客戶端，並且

清楚地劃分後端與前端，這樣有助於降低營運成本。

這些都是我們的團隊選用同構 JavaScript的主要理由。然而，在深入同構 JavaScript之
前，讓我們先探討一下當前環境的相關背景，應該是不錯的主意。

平台的演進

很難想像，但確實如此，當今的網路世界並非自遠古以來就已經存在，更別說是

JavaScript或 CSS，它們被引進瀏覽器，提供互動模型與關注點分離的機制。還記得有
許多文章倡導結構、樣式、與行為的分離嗎？即使增添這些技術，應用程式的架構變化

其實不大，文件透過 URI被請求，由瀏覽器剖析，並且被渲染。唯一的差別是：UI因
為 JavaScript的關係變得更豐富些，隨後，Microsoft推出嶄新的技術─一舉成為將Web
轉換成應用程式平台最重要的催化劑：XMLHttpRequest（https://developer.mozilla.org/en-

US/docs/Web/API/XMLHttpRequest）。

Ajax：應用程式平台的崛起
雖然前端工程師對 Microsoft和 Internet Explorer有點不屑，但仍應抱持著感恩的心，如
果不是 Microsoft，前端工程師的職涯可能失色不少，如果沒有 XMLHttpRequest的出現，
就不會有 Ajax；沒有 Ajax，我們就不會那麼需要修改文件；不必修改文件，就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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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uery（https://jquery.com/），知道這會怎麼樣嗎？我們就不會有豐富的前端 MV*程式
庫，以及單一頁面應用程式的設計模式，那之後被 History API代替。因此，下次當你
埋怨 Internet Explorer時，務必持平看待你對 Microsoft的憎惡與感激，畢竟，他們改變
了歷史的進程並且奠定堅實的基礎，為你提供磨練心智的絕妙修羅場。

Ajax：技術債累積
就像 Ajax對塑造 Web平台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它也以技術債的形式留下破壞之路，
Ajax模糊掉先前已被清楚定義的模型，其中，當使用者存取新頁面或提交表單資料時，
瀏覽器請求、接收，並且剖析整個文件回應。然而，當 Ajax進入主流 Web開發時，一
切皆已改變，現在，無須再費力從伺服器請求新文件，工程師就可以讓使用者請求更多

資料或其他視圖。這項能力允許應用程式更新頁面的某些區域，大幅度地最佳化客戶端

與伺服端，並且極力提升使用者體驗。不幸地，客戶端應用程式架構幾乎不存在，而那

些負責在視圖分層運作的架構並未具備適切支援這項範式改變所需的背景，這些因素隨

著時間過往越趨複雜，並且讓應用程式的維修工作變成一場夢魘。界線已經被模糊掉，

而且痛苦的成長期即將展開。

完美風暴：太常發生的故事

想像一下，你的團隊維護的程式碼負責渲染某電子商務應用程式的產品頁面，頁面右側

欄是由消費者評論組成的輪播轉盤，使用者能夠分頁瀏覽那些評論，當使用者點擊評論

分頁的連結時，客戶端更新這個 URI，並且向伺服器請求擷取產品頁面，身為工程師，
這種效率不彰的做法令你困擾不已。事實上，不應該需要重新加載整個頁面，並且請求

重新渲染整個頁面所需的資料，相反地，你只需要 GET下一個評論分頁的局部 HTML。
還好，你持續關注業界的尖端技術，近來更學會 Ajax，而且一直渴望嘗試那個新玩意，
你將概念驗證（proof of concept，POC）組織好，向經理提簡報，更且，你就像一位軟
體魔術師，巧妙地將這個 POC導入正式的產品，就像其他 POC那樣。

你 很 滿 意， 直 到 聽 聞 JavaScript 的 非 官 方 發 言 人 Douglas Crockford（http://www.

crockford.com）大力倡導一種稱作 JSON的新資料交換格式，你立刻對當前的實作感到
不滿足。第二天，你運用剛剛學到、稱作微模板（micro-templating，http://ejohn.org/

blog/javascript-micro-templating/）的東西，組織新的 POC，再次向經理報告，隨即被接
受，並且導入開發流程。你成了工程師們的偶像，接著，與評論相關的程式碼出現臭

蟲，經理期望你解決問題，因為實作這些魔術的人是你。你仔細檢視程式碼，並且向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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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保證這個臭蟲源自於伺服端渲染，接著，你們必須好好聊聊為什麼會有兩個不同的渲

染機制。在解釋完 Java為什麼不會在瀏覽器中執行之後，你向經理掛保證，這項重複是
值得的，因為它大幅改善使用者體驗，然後，這個臭蟲就像燙手山芋一樣，大夥推來推

去，直到最後終於被修復。

儘管違反 DRY（don’t repeat yourself，勿自我重複）原則，你被譽為專家，慢慢地，
你實作的模式被複製到整個程式碼基礎。然而，隨著你的模式滲入程式碼基礎，難以想

像的情況逐漸發生。臭蟲數量開始攀升，開發人員因為害怕造成連鎖效應而不敢更動程

式碼，現在，技術債比國家赤字更龐大，工程經理從開發者那裡聽到一些反彈聲浪，產

品人員也從工程經理那裡感受到些許抗拒。應用程式脆弱不堪，公司無法快速因應市場

變化，你感到內疚不已，還好，你持續不斷地在關注著一種稱作單頁應用程式（single-
page application）的新模式⋯

客戶端架構來相挺

最近，你一直在閱讀一些人們因前端缺乏架構而感到沮喪的文章，大家常將矛頭指向

jQuery，即使它當初只是為了作為 DOM的門面（façade）而誕生。還好，業界早有一
些人曾經面臨你正面對的問題，而且不因為那些無知的批評聲浪而停下腳步，其中之一

正是 Jeremy Ashkenas（https://github.com/jashkenas），Backbone（http://backbonejs.org/）

的作者。

你探索 Backbone，閱讀一些文章，這個解決方案令你十分信服，它將應用程式邏輯與
資料擷取分離，將 UI程式碼整合到單一的語言與執行時期環境，並且大幅降低對伺服
器的衝擊。「好耶，我找到解法了！」你在心中得意地吶喊著，「這將解決我們的所有問

題」。你馬上組織另一個 POC，事情就這麼發展下去。

網站瀏覽數發生什麼事？

你很快就被視為救世主，整個公司皆採用你的最新 SPA模式，臭蟲數量開始下降，工程
部門的信心度迅速回復，一度令人畏懼的程式碼交付工作徹底消失。接下來，產品人員

跑來告訴你，打從實作 SPA模型開始，網站瀏覽次數驟減，天呀，究竟怎麼回事？歡
迎體會 hash fragment1技巧的樂趣。經過一些詳盡的研究，你判斷搜尋引擎未將 URI的
window.location.hash部分納入考量，Backbone.Router利用它們來建立可連結、可收藏

1 hash fragment：URL 當中 #(hash) 之後的部分（fra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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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書籤）、可共享的頁面視圖，所以，當搜尋引擎爬梳（crawl）應用程式時，沒有
任何內容被索引，現在，你的處境比以前更糟糕，這對銷售業績產生直接衝擊。因此，

你再一次展開研究與開發週期，最後得到兩個選項，第一是啟用新的伺服器，模擬執行

你的客戶端應用程式的 DOM，並且將搜尋引擎重導到這些伺服器；第二是付錢請其他
公司幫忙解決你的問題。兩個方法各具成本，而且尚不包括施行 SPA期間業績下滑的損
失。

同構 JavaScript：美麗新世界
上述故事源自於個人經驗，以及我從其他工程師身上看見或聽到的軼聞，如果你曾經開

發或維護特定 Web應用程式足夠長的時間，那麼，相信你也具有類似的故事與經歷。
這些問題有些由來已久，有些至今仍存在，甚至還有一些潛在的議題未被彰顯出來—例

如，未經最佳化的頁面加載及 UI渲染感知。將路由回應 /渲染的生命週期整合成在客
戶端與伺服端執行的共用程式碼基礎，或許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與其他枝節，這就是同

構 JavaScript的意涵，全然關乎擷取兩個不同架構的優點，以便建立容易維護的應用程
式，提供更好的使用者體驗。

前路漫漫

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實作及瞭解業界現存之同構 JavaScript解決方案所需的基礎知
識。這樣做是為了提供資訊，讓你做出明智的決定，並且正確判斷同構 JavaScript是否
適用於你的狀況，然後，讓業界的一些聰明傢伙分享他們的解決方案，這樣你就不必篳

路藍縷，從零開始。

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介紹，首先，詳細檢視各種 Web應用程式架構，包含同構 JavaScript
的基本原理與使用案例，例如，支援 SEO及提升感知的頁面加載，接著，概述不同類
型的同構 JavaScript應用程式，例如，即時以及類 SPA的應用程式。再者，這個部分
也涵蓋組成同構解決方案的各個部分，例如，提供環境抽象化與適配機制（abstraction/ 
shim）的實作，以及與環境無關的實作。另外，我們最後會為第二部分奠定基本的程式
碼基礎。

第二部分將這個主題分解成多數同構 JavaScript解決方案常見的幾個關鍵概念，每個概
念獨立實作，並未藉助於既有的程式庫，像是 React（https://facebook.github.io/react/）、

Backbone（http://backbonejs.org/），或 Ember（http://emberjs.com/），這樣做讓這些概念

的焦點不會被特定實作給模糊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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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與關鍵概念

打從古希臘和羅馬詩人創造出“Golden Age”（黃金年代）這個詞彙開始，這個用語
一直被用來表達揭開技術躍進或研發創新的偉大時期，在 20世紀的廣播電視黃金年代
中，作家和藝術家將他們的技能應用到新媒體，打造出令人折服的新玩意兒。或許，

我們現在正處於 JavaScript的黃金時代。然而，只有時間能夠證明一切，毫無疑問，
JavaScript已經為在瀏覽器中執行的類桌面應用程式鋪好路。

過去十年來，我們看到Web演化成可用來建構豐富及高度互動之應用程式的平台，Web
瀏覽器不再只是文件渲染器，Web也不單純是一群相互連結的文件，網站已經演變成

Web 應用程式，這表示，越來越多 Web應用程式邏輯執行在瀏覽器中，而不是在伺服
器上。然而，過去十年來，我們同樣看到使用者期望持續演進，初始頁面加載的重要性

更勝以往。根據 Radware報告（http://bit.ly/radwarereport），在 1999年，一般使用者願
意花 8秒鐘等待頁面加載，到 2010年，57 ％的網購用戶表示，若 3秒鐘內沒看到某個
東西，就會放棄瀏覽。這就是 JavaScript黃金年代的問題：讓頁面更豐富、更具互動性
的客戶端 JavaScript同時也會增加頁面加載時間，因而產生糟糕透頂的初始操作體驗。
最終，頁面加載時間大幅影響一家公司的「盈虧」，Amazon.com與 Walmart.com皆報
告說，每改善 100毫秒的頁面加載時間，即可獲得高達 1%的營收成長（http://bit.ly/

pageloadspeed）。

在這本書的第一部分，我們將探討同構 JavaScript的概念，以及同構渲染如何大幅改善
使用者體驗。另外，我們也會以光譜的觀點，討論同構 JavaScript，檢視不同類型的同
構程式碼。最後，我們會超越伺服端渲染，檢視同構 JavaScript如何幫忙建立複雜、隨
時更新的即時協作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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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採用同構 JavaScript？

Jason Strimpel與 Maxime Najim

在 2010 年，Twitter 發佈其網站的新版架構，這個“#NewTwitter”將 UI 渲染與邏輯
推向在使用者瀏覽器中執行的 JavaScript，當時，這是一種開創性的架構。但兩年內，
Twitter又發佈經過重新架構的網站版本，將渲染工作移回伺服端，這使得 Twitter的初
始頁面加載時間降低到先前的五分之一（http://bit.ly/twitterwebspeed）。Twitter重新回到
伺服端渲染的舉措在 JavaScript社群中引起不小轟動，它的開發者和許多其他人已經意
識到客戶端渲染對效能會有顯著的衝擊。

就建構客戶端 Web應用程式而言，最大的弱點就是大型 JavaScript檔案

的初始下載耗時費力，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網際網路

普遍使用的傳輸協定，具有一種稱作緩啟動（slow start）的壅塞控制機

制，這表示，資料是以逐步增長的區段數量來發送的。Ilya Grigorik，在

他的《High Performance Browser Networking》（O’Reilly）一書中，說明它

如何耗費「四次往返…和數百毫秒的延遲，才能在客戶端與伺服器之間達

成 64 KB的網路吞吐量」。很明顯，對達成良好的使用者體驗與頁面回應

性來說，傳送給使用者的前幾個 KB的資料是至關重要的。

僅包含 <script>標籤與空的 <body>的客戶端 JavaScript應用程式已經造成緩慢的初始頁
面加載、hashbang (#!) URL的使用（稍後說明），以及對搜尋引擎不友善的網站可爬搜
性（crawlability），無論如何，同構 JavaScript可以透過整合客戶端與伺服器的程式碼
來解決這個問題，全然關乎擷取兩種不同架構的精華，以及建立比較容易維護且提供較

佳操作體驗的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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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同構 JavaScript
同構 JavaScript應用程式只是在客戶端瀏覽器與 Web應用程式伺服器之間共用相同的
JavaScript程式碼，對這樣的應用程式來說，不管身處什麼執行環境，在客戶端或伺服
器上，它們採取相等（iso）的形式或型態（morphosis）。同構 JavaScript是 JavaScript
演進的下一步。然而，軟體開發的進展經常像鐘擺一樣，雖然朝平衡位置加速前進，卻

總是來回不斷地擺盪。如果你已經從事軟體開發一段時間，你可能看過設計方法的演變

來來去去，搖擺不定，在某些情況下，我們似乎無法找到適當的平衡，在兩個相反方向

之間的和諧均衡。

過去二十年來，這對Web應用程式的解決方案來說絕對是最真實的，我們已經看到Web
從基本靜態頁面的藍色超連結文本，演進到類似功能完整之原生應用程式的豐富操作體

驗，這可能是由客戶端 /伺服器模型中的主要擺盪所造成，從胖伺服器、瘦客戶端的解
法，迅速移動到瘦伺服器、胖客戶端的解法。然而，這種解法上的轉變已經造成很多本

章後面即將詳細討論的問題，現在，我只想說，在共用的胖客戶端、胖伺服器的解法上

達成和諧的均衡確實有必要。然而，為了真正理解這個均衡的重要性，我們必須退後一

步，看看Web應用程式過去數十年來是如何演進的。

其他Web應用程式架構的評估
要理解同構 JavaScript解法是怎麼回事，必須先瞭解該解決方案崛起的背景，第一步是
識別主要的使用案例。

第 2章介紹兩種不同類型的同構 JavaScript應用程式，並且檢視它們的

架構。這本書即將探討的主要同構 JavaScript類型是電子商務 Web應用

程式。

改變的背景

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的建立歸功於 Tim Berners Lee（https://www.w3.org/

People/Berners-Lee/），他在一家核能研究公司服務，並且從事一個稱作“Enquir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NQUIRE）的專案時，實驗了超連結的概念。在 1989年，
Tim應用超連結的概念，並且建議建立一個包含參照其他文件之連結的中央資料庫。隨
著時間推移，這個資料庫已經演變成極為龐大的東西，並且對我們的日常生活（如社群

媒體）與商業（如電子商務）產生巨大的影響，我們全都是擠在虛擬商場當中的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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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種內容與購物選項讓我們能夠做出明智的決策和購物行為。眾家企業意識到消費

者的選擇多如牛毛，而且非常在意是否能夠確保我們可以找到並且查看他們的內容和

產品，最終達成理想轉換率（實際購買東西）的終極目標─以致於有些搜尋引擎最佳化

（SEO）專家的唯一任務就是讓內容和產品出現在搜尋結果的較前面。然而，那並非達
成理想轉換率的最終戰場，一旦消費者找到需要的產品，頁面必須快速加載，並且迅速

回應使用者的互動，否則，企業可能會將消費者拱手讓給競爭對手。這正是身為工程師

的我們著力的地方，而且除了商業考量之外，我們自己也有一些事情需要顧慮。

工程考量

身為工程師，我們有一些工程上的顧慮，但大多數情況下，這些顧慮主要落入可維護性

與效率的範疇，這並不是說我們重技術決策而輕商業考量。事實上，優秀工程師的做法

完全相反：他們針對所面臨之商業問題的上下文，透過思考每一種可能選項的長短期利

弊，發掘出最佳解決方案。

可用的架構

考慮主要的商業使用案例，電子商務應用程式，我們即將審視歷史上幾個不同的架構，

在檢視架構之前，我們要先確定一些關鍵性的檢驗標準，以便公正地評估不同的架構，

根據重要性排序：

 1. 搜尋引擎應該能夠針對應用程式進行索引。

 2. 應用程式最初的頁面加載─亦即，關鍵渲染路徑（critical rendering path）應該是最

初回應的一部分。

 3. 應用程式應該妥善地回應使用者互動（例如，最佳化的頁面過渡）。

關鍵渲染路徑就是與使用者想要在頁面上採取之行動相關的內容，在電子

商務應用程式的情況下，這會是產品描述；在新聞網站的案例中，這會是

文章的內容。

在整個評估過程中，這些商業標準也將對照工程考量、可維護性，以及效率等權衡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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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Web應用程式

如前所述，Web的設計與建立是為了共享資訊，因為全球資訊網的前身是針對 Enquire
專案，不難理解，在 Web剛開始時，網頁只是連結到其他文本文件的多頁文本文件。
在 90年代早期，大多數網頁被渲染為完整的 HTML頁面。支援（持續支援中）的機制
包括 HTML、URI和 HTTP。HTML是 markup（標記）的規格，瀏覽器在剖析 markup
時，會將它轉譯成文件物件模型（document object model）。URI（統一資源識別符）
是識別某個資源的名稱；亦即，應該回應請求的伺服器的名稱。HTTP（超文本傳輸協
定）是將所有東西連結起來的傳輸協定。這三種機制為網際網路提供動力，並且塑造典

型Web應用程式的架構。

在典型 Web應用程式中，所有的 markup─或至少關鍵渲染路徑─皆由使用伺服端語言
（如 PHP、Ruby和 Java等）的伺服器負責渲染（圖 1-1）。接著，JavaScript在瀏覽器
剖析文件時被初始化，讓使用者的操作體驗更為豐富。

客戶端

渲染

1)請求頁面

2) HTML、CSS 
與 JavaScript

伺服器

表現層 
（元件）

應用程式邏輯 
（工作流）

資料存取層 
（DAO、服務代理）

資料庫

服務

圖 1-1　典型的Web應用程式

簡言之，這是典型的Web應用程式架構，且看它如何因應我們的檢驗標準與工程考量。

首先，搜尋引擎很容易對它進行索引，因為所有的內容在網路爬蟲（crawler）遍歷應用
程式當下都是可用的，所以消費者可以找到應用程式的內容。其次，頁面加載是最佳化

的，因為臨界渲染路徑的 markup係由伺服器負責渲染，這提升了使用者感知的渲染速
度，所以使用者可能比較不會退出應用程式。總之，就典型的Web應用程式而言，三個
檢驗標準當中有二個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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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感知」渲染速度是指什麼？在《High Performance Browser 

Networking》中，Grigorik這樣解釋：「時間的量測是客觀的，但時間的感

知是主觀的，而且可以透過設計來改善使用者經驗，提升感知的效能。」

在典型的 Web應用程式中，導覽與資料傳輸的運作就如同Web設計的初衷，當使用者
存取新頁面或者提交表單資料時，瀏覽器請求、接收、剖析整個文件回應，即使只有些

許頁面資訊發生變更，這樣輕鬆就能夠符合前兩個檢驗標準，但置換整個頁面非常耗時

費力，因此，就回應性而言，這並非理想的解決方案。因為我們有幸生活在 Ajax的時
代，我們知道，確實存在比整個頁面重載更有效的方法─但那也是有代價的，我們會在

下一節探索，不過，在進入下一節之前，我們應該針對典型的Web應用程式架構特別檢
視一下 Ajax。

Ajax時代。XMLHttpRequest物件（http://bit.ly/xmlhttpreq）是點燃Web平台之火的靈光。
然而，它與典型 Web應用程式的整合一直不太令人印象深刻，不是因為設計或技術本
身，而是因為那些負責整合的人們缺乏經驗。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是一開始就專精於視

圖層的設計師，我自己則是行政助理轉設計師和開發者，我當時對兩個領域都不熟稔。

無庸置疑，多年來，我在應用程式的領域上胡搞瞎搞（但我認為這也是我對平台演進

所做的貢獻！）不幸地，在這段演進期，我自己經手過的應用程式，以及其他缺乏適

當訓練與指導的工程師所觸及的應用程式都吃了許多苦頭，因為整個過程不斷重複，而

且重點經常被模糊掉。就突顯這些問題而言，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相關產品的圖片輪播

（carousel，如圖 1-2）。

圖 1-2　產品圖片輪播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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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圖片輪播機制（carousel）分頁展示所有（相關）產品，有時候，全部產品預先被
載入，其他時候，產品太多以致無法全部預先被載入，在此情況下，翻閱到下一組產品

的網路請求被產生，重新整理整個頁面非常欠缺效率，因此，典型的解法是在分頁時使

用 Ajax擷取分組的產品頁面。後續的最佳化將是只擷取渲染下一組產品所需的資料，
這必須在客戶端重複模板（template）、模型（model）、資產（asset），並且在上頭進行
渲染（圖 1-3）。這也需要更多單元測試。這裡的例子非常簡單，但如果你把這個概念推
及大型應用程式，它會變得很難追蹤及維護—某人無法輕易推衍出應用程式在給定狀態

下的最後結果，更且，重複是一種資源浪費，增加應用程式發生臭蟲的可能性，在增加

或修改功能時，臭蟲悄悄被引進兩個 UI程式碼基礎。

客戶端

渲染

1)請求頁面

2) HTML、CSS 
與 JavaScript

伺服器

表現層 
（元件）

應用程式邏輯 
（工作流）

資料存取層 
（DAO、服務代理）

資料庫

服務

表現層

AJAX資料服務
3) AJAX請求

4) JSON 
（與 HTML)

圖 1-3　運用 Ajax的典型Web應用程式

這種 UI/View分層的劃分與重複（源自 Ajax，伴隨著某些最佳意圖）將看似結構良好的
應用程式轉變成脆弱、容易滋生問題的軟體，並且讓無數工程師倍感挫折。還好，沮喪

的工程師往往最具創造力，創新正是源自於這種挫敗感，結合堅實的工程技術，引導我

們走向下一代的應用程式結構。

單頁Web應用程式

一切循環發展中，在Web剛起步時，瘦客戶端當道，並且可能啟發了 Sun Microsystems 
NetWork Terminal（NeWT，https://en.wikipedia.org/wiki/Sun_Ray）。但到了 2011年，Web
應用程式已經開始遠離瘦客戶端的模型，轉向胖客戶端發展，就像作業系統多年來的發

展趨勢那樣，單體應用程式（monolith）儼然成型，那是單頁應用程式（SPA）架構出
現前的一道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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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將渲染責任完全轉移到客戶端，SPA消除掉一些戕害典型Web應用程式的問題，這
個模型將應用程式邏輯與資料擷取劃分開來，將 UI程式碼整合成單一語言與執行時期
環境，並且大幅降低伺服器（圖 1-4）的影響。

客戶端
1)請求頁面

伺服器

表現層 
（元件）

應用程式邏輯 
（工作流）

資料存取層 
（DAO、服務代理）

資料庫

服務資料服務

3) AJAX請求

2) JavaScript 
（模板）

4) JSON

圖 1-4　單頁應用程式

因為伺服器將 assets、JavaScript、與模板的酬載傳送到客戶端，因而降低伺服器的後續
影響。從那裡開始，客戶端只擷取渲染頁面 /視圖所需的資料，這樣的行為顯著提升網
頁的渲染效率，因為它不需要在使用者請求新頁面或提交資料時，費力取得及剖析整個

文件。除了效能提升，這個模型也解決了由 Ajax引進典型Web應用程式的工程顧慮。

回到產品畫面輪播機制的範例，（相關）產品輪播的第一頁由應用程式伺服器負責渲

染，一經翻閱，後續請求則由客戶端負責渲染。在這裡，責任界線的模糊以及付出心力

的重複正是典型 Web應用程式（在現代 Web平台上）的主要問題，而這些問題並不存
在於 SPA中。

在 SPA中，伺服器與客戶端之間具有清楚的責任界限。API伺服器回應資料請求，應
用程式伺服器提供靜態資源，而客戶端負責操控全局。在產品圖片輪播的案例中，包含

JavaScript和模板資源之酬載的空文件將由應用程式伺服器傳送給瀏覽器。接著，客戶
端應用程式會在瀏覽器中初始化，並且請求展示包含產品圖片輪播之視圖所需的資料，

收到資料之後，客戶端應用程式將於輪播機制上展示第一組項目。一經翻閱，資料擷取

與資料渲染的生命週期會重複地進行，遵循相同的程式碼途徑。這是很棒的工程解決方

案，但是，不幸地，它並未總是提供最佳的操作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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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PA中，初始頁面加載對終端使用者來說可能非常緩慢，因為在頁面能夠被展示之
前，他們必須等待資料被擷取，因此，代替在頁面加載時即時看到內容，他們會看到動

畫形式的加載指示器。緩解這種延遲渲染現象的常見做法就是為初始頁面提供資料。然

而，這需要應用程式伺服器邏輯，因此，責任界線再次開始模糊，並且增加另一個需要

維護的程式碼分層。

SPA面臨的下一個問題既是使用者體驗，也是商業問題。在預設情況下，SPA並不是搜
尋引擎友善的，這表示，使用者無法透過搜尋找到應用程式的內容。問題的根源出自於

SPA利用 hash fragment處理路由的事實，在研究這為什麼會影響 SEO之前，讓我們先
檢視看看 SPA的路由處理（繞送）機制。

SPA 依賴 fragment將合成 URI路徑對映到負責渲染回應視圖的路由處理器，例如，
在典型的 Web應用程式中，「關於我」頁面的 URI看起來可能就像 http://domain.com/

about，但在 SPA 中，那看起來大概類似 http://domain.com/#about，SPA 在 URL 結尾
處使用 hash（井字號）標記及 fragment（片段）識別符。SPA 的路由處理機制使用
fragment的理由是因為瀏覽器在 fragment有變化時並未發出網路請求，跟單純 URI發
生變化不一樣，這很重要，因為 SPA的基本前提是僅僅請求渲染視圖 /頁面所需的必要
資料，而不是擷取並且剖析每個頁面的新文件。

SPA fragment 並非 SEO 兼容，因為 hash fragment 絕不會被當作 HTTP 請求的一部分
送給伺服器（根據規範）。對網路爬蟲來說，http://domain.com/#about和 http://domain.

com/#faqs都是同一頁，還好，Google已經實作變通辦法，針對 fragment提供 SEO支
援：hashbang（#!）。

大多數 SPA 程式庫現在都支援 History API（http://bit.ly/apihist），而且

Google的網路爬蟲最近更擅長針對 JavaScript應用程式進行索引―先

前，JavaScript甚至不被網路爬蟲執行。

基本前提是使用 #! 替換 SPA fragment 的路由中的 #，所以 http://domain.com/#about會

變成 http://domain.com/#!about，這讓 Google網路爬蟲能夠區別要索引的內容與單純的 
錨點。

錨點標籤被用來建立指向文件主體內部某段內容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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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網路爬蟲將這些連結轉換成完全限定 URI，所以 http://domain.com/#!about 變

成 http://domain.com/?query&_escaped_fragment=about。據此，SPA 所屬的伺服器負責
提供代表 http://domain.com/#!about的 HTML快照給網路爬蟲，以便回應 http://domain.

com/?query&_escaped_fragment=about的 URI。圖 1-5說明這個過程。

網路爬蟲 Web伺服器

爬搜

爬搜

擷取連結

轉換連結

將請求對映到：

渲染 HTML快照

HTML快照

圖 1-5　網路爬蟲索引 SPA的 URI

就此而言，SPA的價值主張開始下降得甚至更厲害。從工程角度來看，這裡有兩個選項：

 1. 使用無介面瀏覽器（如 PhantomJS，http://phantomjs.org/）登入伺服器，在伺服器上

執行 SPA，處理網路爬蟲的請求。

 2. 將問題外包給第三方供應商，如 BromBone（http://www.brombo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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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可能的 SEO修正都有代價，而且前面有提到、不甚理想的第一頁渲染。還好，工
程師們喜歡解決問題，因此，就像 SPA是典型 Web應用程式的改進，下一代架構於焉
誕生—同構 JavaScript。

同構 JavaScript應用程式

同構 JavaScript應用程式是典型 Web應用程式和單頁應用程式架構的完美結合，它們 
提供：

• SEO支援，預設使用完全限定 URI—不再需要 #!變通機制—透過 History API，而
且，針對不支援 History API的客戶端優雅地退回伺服端渲染。

• SPA模型的分散式渲染，處理後續的頁面請求—針對支援 History API的客戶端。這
種做法還可以減輕伺服器的負載。

• 單一程式碼基礎，處理具有共同渲染生命週期的 UI，沒有重複浪費的心力或者模糊
不清的界線。這樣減少使用者介面的開發成本，降低臭蟲的數量，並且更快速地交

付軟體功能。

• 最佳化的頁面加載—透過在伺服器上渲染第一頁。在第一頁渲染之前，不再需要等
待網路呼叫及展示加載進度指示器。

• 單一 JavaScript堆疊，這表示，UI應用程式的程式碼（http://bit.ly/nodejsweb）可由

前端工程師維護，而不是由前端與後端工程師合力進行。關注點與責任的清楚劃分

意味著各個專家只針對各自的領域貢獻程式碼。

同構 JavaScript的架構能夠滿足本節開頭所述的三個關鍵檢驗標準，同構 JavaScript應
用程式很容易被各家搜尋引擎索引，具有最佳化的頁面加載，並且擁有最佳化的頁面

過渡（在支援 History API的現代化瀏覽器中；在老舊瀏覽器中，這項功能優雅地被降
級，不影響應用程式的架構）。

警告：若不採取同構

如 Yahoo!、Facebook、Netflix，和 Airbnb之類的公司（不勝枚舉）已經全然接受同構
JavaScript。然而，同構 JavaScript架構可能特別適合某些應用程式（容後敘），而且可
能需要額外的架構考量與實作複雜度。對效能考量不是關鍵而且不需要 SEO的單頁應
用程式來說，同構 JavaScript蘊含的麻煩可能超過帶來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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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許多公司和組織採行的解決方案可能不準備在伺服端運作及維護 JavaScript
執行引擎，例如，側重 Java、Ruby、Python，或 PHP 的公司可能缺乏在上線環境中
監控及偵錯 JavaScript應用程式伺服器（如 Node.js）的專業知識。在此情況下，同構
JavaScript可能帶來不易承擔的額外營運成本。

Node.js 提供很棒的伺服端 JavaScript 執行時期環境，對使用 Java、

Ruby、Python，或 PHP的伺服器來說，主要有兩個備選方案：1）伴隨

著一般伺服器，以本地或遠端「渲染服務」的形式執行 Node.js行程；或

者 2）使用嵌入式 JavaScript執行時期環境（例如，Nashorn，Java 8隨

附）。無論如何，這些做法具有明顯的缺點，以渲染服務的形式執行

Node.js需要耗費額外的成本，將經過通訊 socket的資料序列化。同樣

地，使用傳統上並未針對 JavaScript 執行進行最佳化之語言的內嵌

JavaScript執行時期環境可能產生額外的效能挑戰（雖然這個問題可能隨

著時間慢慢改善）。

如果你的專案或公司不需要同構 JavaScript架構提供的功能（如本章所述），那麼，就
針對你的工作使用合適的手段。然而，當伺服端渲染不再是選用的，初始頁面加載效能

與搜尋引擎最佳化便成為你的重要關注點，別擔心，這本書已經準備好為你提供良好的

解決方案。

總結

在本章中，我們定義同構 JavaScript應用程式—在瀏覽器客戶端與Web應用程式伺服器
之間共用相同 JavaScript程式碼的應用程式—並且識別出本書會說明的主要 JavaScript
同構應用程式類型：電子商務網站應用程式。接著，我們回顧歷史，檢視其他架構的演

進過程，衡量這些架構是否符合 SEO支援、最佳化第一頁加載，以及最佳化頁面過渡的
關鍵驗收標準。最後，我們將兩種架構整合起來，典型Web應用程式與單頁應用程式，
創造出美妙的同構 JavaScript架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