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歡迎來到 React

React是建構使用者界面的函式庫，由 Facebook設計以處理大型、資料驅動網站的挑
戰。React於 2013年發佈時受到一些質疑，因為 React的做法相當獨特。

為了不嚇壞新使用者，React團隊發表稱為“Why React？”的文章建議“給它 [React]
五分鐘”。他們想要鼓勵人們在覺得它的做法很瘋狂前先用用看 React。

是的，React是個小函式庫，沒有建構應用程式所需的所有東西。給它五分鐘。

是的，使用 React時，你寫的程式碼像是 JavaScript中的 HTML。沒錯，這些標籤需要
在瀏覽器中預先處理。你或許還需要 webpack這樣的建構工具。給它五分鐘。

如果你讀了該文章－我們確實讀了－或許會對此 JavaScript函式庫的承諾感到目眩－它
打算解決 DOM的所有問題；它希望能夠容易使用且不會出差錯。

問題來了：要如何轉換 JSX？如何載入資料？ CSS放哪裡？宣告性程式設計是什麼？
每個問題都引發更多如何在實務工作中運用此函式庫的問題。每次對話都引發新的術

語、新技術與更多的問題。

障礙

花幾分鐘學習 React元件能讓你對網頁開發有新的想法。但在開始以 React撰寫程式前
有些學習障礙必須先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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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t是個函式庫

首先，React函式庫較小且僅用於部分工作。它並不具備傳統 JavaScript框架的所有工
具，關於生態系要使用什麼工具則留給開發者決定。還有，隨時都會出現新工具取代舊

工具，討論過程會持續出現不同的函式庫名稱以至於會覺得跟不上變化。

新的 ECMAScript語法

React出現在 JavaScript很重要卻很混亂的時間點。過去 ECMA不常更新規格，有時要
花十年才發佈新規格。這表示開發者不需要經常學習新語法。

2015年起每年都有新加入的語言功能與語法。版本號碼（ECMAScript3、ECMAScript 
5）被年份取代（ECMAScript 2016、ECMAScript 2017）。隨著語言的演進，React社群
的早期採用者傾向跟著使用新語法。這意味著文件經常假設讀者知道最新的 ECMAScript
語法。若不熟悉最新規格，閱讀 React程式會有困難。

普遍採用函式性 JavaScript

除了語言層次的變化，還有很多動向與函式性 JavaScript程式設計有關。JavaScript不
一定要作為函式性語言，但 JavaScript 程式可使用函式性技巧。React 更強調函式性
程式設計而非物件導向程式設計。這種想法的轉變對測試與效能等方面有益，但多數

React文件預設讀者理解新的做法使得它較難學習。

JavaScript工具管理

此時再討論 JavaScript工具的問題（http://bit.ly/2pSiuE4）也是多說無益，但這種無病呻
吟的來源可回溯到建構程序。以前你是在網頁中加入 JavaScript檔案，現在 JavaScript
檔案通常必須以自動化持續交付的程序建構。有些新的語法必須轉譯以應付各種瀏覽

器。有些 JSX必須轉換成 JavaScript。有些 SCSS必須預先處理。這些元件必須受測且
必須通過測試。你可能喜歡 React，但現在你還必須是個 webpack專家、處理程式碼分
割、壓縮與測試等等。

為何 React不一定難以學習？

這本書的目標是依序打造很好的學習基礎以避免學習過程中的混淆。我們從最新 JavaScript
功能語法開始，特別是 React經常使用的部分，然後介紹函式性 JavaScript以讓你可以
立即應用並認識 React之所以誕生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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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會討論 React基礎知識，包括你的第一個元件以及如何與為何需要轉譯程式
碼。打好基礎後，我們會設計一個顏色管理應用程式。我們使用 React建造此應用程
式、以進階 React技巧改善程式、引用 Redux作為用戶端資料容器，最後以 Jest 測試
與 React Router路由完成應用程式。最後一章介紹通用與同構程式碼，並從伺服器運行
以強化顏色管理。

我們希望這種方式讓你能跟得上 React生態系－不只稍做討論，而是讓你能夠掌握建構
實用 React應用程式的工具與技巧。

React的未來
React 還很新，目前只能說核心功能相當穩定，但這樣還不夠。未來的 React 會包括
Fiber，重新實作 React的核心演算法以提升運行速度。現在討論它會如何影響 React開
發者還言之過早，但它一定會影響應用程式運行與更新的速度。

這些變化與目標裝置有關。本書討論以 React開發單頁應用程式的技術，但我們不應該
假設只有網頁瀏覽器會執行 React應用程式。2015年發佈的 React Native可讓你製作
iOS與 Android原生應用程式。雖然還在初期階段，但 React VR這個虛擬實境框架能
夠以 React與 JavaScript設計 360度體驗。React函式庫的命令能夠讓你快速的設定各
種螢幕大小與類型的開發。

我們希望提供你好的基礎以適應生態系的變化，並建構出超越網頁瀏覽器平台的應用程

式。

跟上變化

有時 React與相關工具的修改會產生重大改變。實際上，有些工具的未來版本可能會影
響本書的一些範例。你還是可以參考這些範例程式，我們會在 package.json檔案中提供
版本資訊，讓你可以依其安裝正確的版本。

你可以參考 React 的官方部落格（https://facebook.github.io/react/blog/）取得最新資
訊。發佈新的 React版本時，核心團隊會撰寫詳細說明與 changelog。

你還可以參加各種 React研討會以取得 React的最新資訊。若不能親自出席，React研
討會通常會將討論放在 YouTube上。研討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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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t Conf（http://conf.reactjs.com）

Facebook贊助的研討會，在 Bay Area舉行

React Rally（http://www.reactrally.com）

在 Salt Lake City舉行的社群研討會

ReactiveConf（https://reactiveconf.com）

於 Slovakia的 Bratislava舉行的社群研討會

React Amsterdam（網址）

在 Amsterdam舉行的社群研討會

使用檔案

這一節討論如何使用本書的檔案以及如何安裝一些實用的 React工具。

程式庫

本書位於 GitHub的程式庫（https://github.com/moonhighway/learning-react）依章節提
供所有範例程式，包含程式碼檔案與 JSBin範例。若你之前沒有用過 JSBin，它是類似
CodePen與 JSFiddle的線上程式碼編輯器。

JSBin的好處之一是你可以點擊連結並立即操作檔案。建構或開始編輯 JSBin時，它會
如圖 1-1所示產生獨特的 URL。

獨特的 URL

版本號碼
編輯（edit）或 
預覽（quiet）模式

圖 1-1　JSBin的 URL

jsbin.com後面的字元是 URL獨特的鍵值，斜線後面是版本號碼。URL的最後一個部
分會是以下兩者之一：edit代表編輯模式，quiet代表預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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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t開發者工具

有幾個實用的開發者工具可安裝為瀏覽器的擴充功能或外掛：

react-detector（http://bit.ly/2mwcoXR）

react-detector是 Chrome的擴充功能，可讓你知道網站有否使用 React。

show-me-the-react

Firefox（http://bit.ly/2nvM0il）與 Chrome（http://bit.ly/2nvKz3y）上的另一個
工具，讓你於瀏覽網路時偵測 React。

React Developer Tools（http://bit.ly/2nvFKar，見圖 1-2）

此為外掛擴充瀏覽器的開發者工具功能。它在開發者工具中加入新分頁以讓你

檢視 React元素。

若你偏好 Chrome，可以安裝它的擴充功能（http://bit.ly/1O5DTlX）；你也可
以為 Firefox安裝它的外掛（https://mzl.la/2mMVgi5）。

圖 1-2　React開發者工具

看到 react-detector或 show-me-the-react作用時，你可以開啟開發者工具並檢視該網站
如何使用 React。

安裝 Node.js

Node.js 是沒有瀏覽器的 JavaScript，它是用於建構完整 JavaScript 應用程式的執行環
境。Node是開源軟體，可安裝在 Windows、macOS、Linux與其他平台上。第十二章
建構 Express伺服器時會使用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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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React 無需使用 Node，但必須使用 Node package manager（npm）來安裝相依檔
案。它會在安裝 Node時自動的安裝。

若不確定你的機器上是否有安裝 Node.js，可以開啟終端機或命令視窗並輸入：

$ node -v

Output: v7.3.0

通常你的 Node版本會是 4或以上。若輸入命令並看到“Command not found”錯誤訊
息，就表示沒有安裝 Node.js。可從 Node.js 網站（http://nodejs.org）直接安裝。完成
安裝程序的自動化步驟後再輸入 node -v命令就會看到版本號碼。

以 Yarn管理相依檔案

Yarn是 npm的替代方案，由 Facebook於 2016年與 Exponent、Google與
Tilde合作釋出。此專案幫助 Facebook與其他公司更可靠的管理相依檔
案，你可能會發現使用它來安裝套件比較快。你可以在 Yarn的網站看到
Yarn與 npm的效能比較（https://yarnpkg.com/en/compare）。

如果你熟悉 npm的操作，則使用 Yarn相當簡單。首先以 npm安裝 Yarn，

npm install -g yarn

然後就可以安裝套件。從 package.json安裝相依檔案時可用 yarn代替 npm。

安裝特定套件時，相對於執行 npm install --save [package-name]，你可
以執行：

yarn add [package-name]

要移除相依檔案時，命令也很像：

yarn remove [package-name]

Facebook 在線上使用 yarn 並將其包含在 React、React Native 與 create-
react-app等專案中。如果你發現專案中帶有 yarn.lock檔案則該專案有使
用 yarn。與 npm install命令類似，你可以使用 yarn install或 yarn安
裝專案的所有相依檔案。

如上設定好 React開發環境後，就可以開始克服學習障礙。第二章會討論 ECMA以及
React程式碼中最常見的 JavaScript新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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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新技術

自從 JavaScript於 1995年發佈後就經歷過多次變化。首先它讓網頁元素的互動變得更
簡單，接著讓 DHTML與 AJAX更好用。現在，JavaScript透過 Node.js成為建構全端
應用程式的語言。負責塑造 JavaScript 的委員會為 European Computer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ECMA）。

此語言的變化是由社群推動。提案由社群成員撰寫，任何人都可以向 ECMA委員會提
案（https://tc39.github.io/process-document/）。ECMA委員會的任務是管理與排定提案
以決定規格要寫入什麼。提案有明確的程序階段，從代表最新提案的階段 0到代表完成
提案的階段 4。

最新規格於 2015 年六月 1 通過並有多種名稱：ECMAScript  6、ES6、ES2015 與
ES6Harmony。根據目前的計劃，新規格會每年發佈。2016 版本相對較小，但看起
來 ES2017 會有一些實用的功能。本書會使用一些新功能並在可能的時候使用新的
JavaScript技術。

新瀏覽器已經支援多個新功能。我們還會討論如何轉換 JavaScript新語法到 ES5語法
以於各種瀏覽器上執行。kangax 相容性對照表（http://kangax.github.io/compat-table/
esnext/）可供查詢 JavaScript最新功能與各瀏覽器不同的支援程度。

這一章討論本書會用到的 JavaScript新功能。若你尚未轉換到最新的語法，現在可以開
始了。如果你已經熟悉 ES.Next語言功能則可略過這一章。

1 Abel Avram，“ECMAScript 2015 Has Been Approved”（http://bit.ly/2nvMJjJ），InfoQ，2015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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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6的變數宣告
在 ES6之前，宣告變數的唯一方式是使用 var關鍵字。現在有不同的選項提供更好的
功能。

const

常數是不能更改的變數。如同其他語言，JavaScript在 ES6中引入常數。

在常數出現之前，我們只能用變數，而變數可以更改：

var pizza = true
pizza = false
console.log(pizza) // false

我們不能重置常數變數，否則會產生錯誤（圖 2-1）：

const pizza = true
pizza = false

圖 2-1　嘗試更改常數

let

現在 JavaScript具有詞法變數範圍。在 JavaScript中是以大括弧（{}）建構程式區段。
函式的大括弧限制變數的範圍。另一方面以 if/else陳述來說，若在其他語言中，你會
假設這個區段也是變數的範圍。但並非如此。

若變數在 if/else區段中建構，該變數的範圍並非限制在該區段中：

var topic = "JavaScript"

if (topic) {
  var topic = "React"
  console.log('block', topic) // block React
}
console.log('global', topic) // global React

if區塊內的 topic變數重置 topic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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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使用 let關鍵字指定變數範圍給任何程式區塊。使用 let保護全域變數的值：

var topic = "JavaScript"

if (topic) {
  let topic = "React"
  console.log('block', topic) // React
}

console.log('global', topic) // JavaScript

區塊之外的 topic值不會被重置。

另外一個大括弧不會遮擋變數範圍的地方是 for廻圈：

var div,
    container = document.getElementById('container')

for (var i=0; i<5; i++) {
  div = document.createElement('div') 
  div.onclick = function() {
      alert('This is box #' + i)
  }
  container.appendChild(div)
}

這個廻圈在容器中產生五個 div，每個 div指派給顯示索引值的警示對話框的 onclick

處理程序。在 for廻圈中宣告的 i會產生稱為 i的全域變數，然後迭代直到值為 5。點
擊任何一個方塊，警示對話框均會顯示所有的 div的 i等於 5，因為全域的 i目前的值
為 5（圖 2-2）。

圖 2-2　每個方塊的 i均等於 5



10 |  第二章

以 let而非 var宣告廻圈計數器 i會遮擋 i的範圍。現在點擊任何方塊會顯示出 i的值
範圍限制在廻圈迭代中（圖 2-3）：

var div, container = document.getElementById('container')
for (let i=0; i<5; i++) {
  div = document.createElement('div') 
  div.onclick = function() {
      alert('This is box #: ' + i)
  }
  container.appendChild(div)
}

圖 2-3　i的範圍受 let的保護

模板字串

模板字串提供另一種字串連接，它們也能讓我們將變數值插入字串中：

console.log(lastName + ", " + firstName + " " + middleName)

我們可以使用模板建構一個字串並以 ${ }包圍來插入變數值：

console.log(`${lastName}, ${firstName} ${middleName}`)

任何回傳值的 JavaScript可插入樣板字串中 ${ }的內部：

樣板字串會維持空白，能夠製作郵件樣板、程式碼範例或其他帶有空白的東西。現在你

可以製作跨多行而不會破壞程式碼的字串。範例 2-1顯示使用 tab、換行、空白與變數
名稱的郵件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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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1。維持空白的模板字串

`

Hello ${firstName},

Thanks for ordering ${qty} tickets to ${event}. 

Order Details
  ${firstName} ${middleName} ${lastName}
  ${qty} x $${price} = $${qty*price} to ${event}

You can pick your tickets up at will call 30 minutes before the show.

Thanks,

${ticketAgent}

`

以前要在 JavaScript程式碼中直接放進 HTML字串不是很容易，因為我們必須將其做
成一行。現在空白被視為文字內容，你可以插入容易辨識的 HTML：

document.body.innerHTML = `
<section>
  <header>
      <h1>The HTML5 Blog</h1>
  </header>
  <article>
      <h2>${article.title}</h2>
      ${article.body}
  </article>
  <footer>
      <p>copyright ${new Date().getYear()} | The HTML5 Blog</p>
  </footer>
</section>
`

請注意我們也可以插入標題與內文變數。

預設參數

C++與 Python等語言允許開發者宣告函式參數的預設值。參數預設值包含在 ES6規格
中，因此在沒有提供參數值時會使用預設值。

舉例來說，我們可以設定預設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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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logActivity(name="Shane McConkey", activity="skiing") { 
  console.log( `${name} loves ${activity}` )
}

若沒有提供 favoriteActivity函式的參數，它會使用預設值正確的執行。預設參數可
以是任何型別，而非只能是字串：

var defaultPerson = { 
    name: {
        first: "Shane", 
        last: "McConkey"
    },
    favActivity: "skiing"
}

function logActivity(p=defaultPerson) { 
    console.log(`${p.name.first} loves ${p.favActivity}`)
}

箭頭函式

箭頭函式是 ES6 的新功能。你可以使用箭頭函式建構函式而無需使用 function關鍵
字。它通常無需使用 return關鍵字。範例 2-2顯示傳統的函式語法。

範例 2-2。傳統函式

var lordify = function(firstname) {
  return `${firstname} of Canterbury`
}

console.log( lordify("Dale") )      // Dale of Canterbury
console.log( lordify("Daryle") )    // Daryle of Canterbury

我們可以如範例 2-3所示使用箭頭函式大幅簡化語法。

範例 2-3。箭頭函式

var lordify = firstname => `${firstname} of Canterbury`

本書的分號

分號在 JavaScript 中是選擇性的。我們的看法是若不是必要就不使用。

本書盡量排除不必要的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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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使用箭頭讓整個函式宣告放在一行。function關鍵字被拿掉。我們還拿掉 return，
因為箭頭指向要回傳的東西。另外一個好處是，若函式只有一個參數，我們可以拿掉包

圍參數的括號。

一個以上的參數應該以括號包圍：

// 舊
var lordify = function(firstName, land) {
  return `${firstName} of ${land}`
}

// 新
var lordify = (firstName, land) => `${firstName} of ${land}`

console.log( lordify("Dale", "Maryland") )      // Dale of Maryland
console.log( lordify("Daryle", "Culpeper") )    // Daryle of Culpeper

我們可以將其做成一行函式，因為只有一個陳述需要回傳。

超過一行時必須以大括弧包圍：

// 舊
var lordify = function(firstName, land) {

  if (!firstName) {
    throw new Error('A firstName is required to lordify')
  }

  if (!land) {
    throw new Error('A lord must have a land')
  }

  return `${firstName} of ${land}`
}

// 新
var _lordify = (firstName, land) => {

  if (!firstName) {
    throw new Error('A firstName is required to lordify')
  }

  if (!land) {
    throw new Error('A lord must have a l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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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firstName} of ${land}`
}
console.log( lordify("Kelly", "Sonoma") ) // Kelly of Sonoma
console.log( lordify("Dave") ) // ! JAVASCRIPT ERROR

這些 if/else陳述有大括弧包圍，但還是因箭頭函式使得語法比較短。

箭頭函式不會遮擋 this。舉例來說，this在 setTimeout回呼而非 tahoe物件中變成其
他值：

var tahoe = {
  resorts: ["Kirkwood","Squaw","Alpine","Heavenly","Northstar"], 
  print: function(delay=1000) {

    setTimeout(function() { 
      console.log(this.resorts.join(","))
    }, delay)

  }
}

tahoe.print() // 無法讀取 undefined的 'join'屬性

會拋出這個錯誤是因為它嘗試對 this使用 .join方法。此例中，它是視窗物件。另
外，我們可以使用箭頭函式語法來保護 this的範圍：

var tahoe = {
  resorts: ["Kirkwood","Squaw","Alpine","Heavenly","Northstar"], 
  print: function(delay=1000) {

    setTimeout(() => { 
      console.log(this.resorts.join(","))
    }, delay)

  }
}

tahoe.print() // Kirkwood, Squaw, Alpine, Heavenly, Northstar

它正確執行並可以使用逗號做 .join。但要注意範圍，箭頭函式不會遮擋 this的範圍：

var tahoe = {
  resorts: ["Kirkwood","Squaw","Alpine","Heavenly","Northstar"], 
  print: (delay=1000) => {

    setTimeout(() => { 
      console.log(this.resorts.j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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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lay)

  }
}

tahoe.print() // 無法讀取 undefined的 resorts

修改箭頭函式的 print函式表示 this是視窗。

為了檢驗，讓我們改變輸出以評估它是否為視窗：

var tahoe = {
  resorts: ["Kirkwood","Squaw","Alpine","Heavenly","Northstar"], 
  print: (delay=1000)=> {

    setTimeout(() => { 
      console.log(this === window)
    }, delay)

  }
}

tahoe.print()

其結果為 true。為改正它，我們可以使用一般函式：

var tahoe = {
  resorts: ["Kirkwood","Squaw","Alpine","Heavenly","Northstar"], 
  print: function(delay=1000) {

    setTimeout(() => { 
      console.log(this === window)
    }, delay)

  }
}

tahoe.print() // false

轉譯 ES6
並非所有的瀏覽器都支援 ES6，就算有也不是完全支援。唯一確保 ES6程式碼可運作
的方式是在瀏覽器執行前轉譯成 ES5程式碼。這種程序稱為轉譯（transpiling）。最常

見的轉譯工具是 Babel（http://www.babeljs.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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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唯一使用最新 JavaScript功能的方法是等待數週、月，甚至年直到瀏覽器支援
為止。現在，透過轉譯可立即使用最新的 JavaScript功能。轉譯步驟使 JavaScript如同
其他語言。轉譯不是編譯：程式碼並未編譯成二進位，相對的，它被轉譯成各種瀏覽器

可解譯的語法。還有，現在 JavaScript變成有原始碼，這表示專案中有些檔案並不在瀏
覽器中執行。

範例 2-4顯示為一些 ES6程式碼，具有箭頭函式，加上 x與 y的預設參數。

範例 2-4。Babel轉譯前的 ES6程式碼

const add = (x=5, y=10) => console.log(x+y);

以下是轉譯後的輸出：

"use strict";

var add = function add() {
    var x = arguments.length <= 0 || arguments[0] === undefined ?
        5 : arguments[0];
    var y = arguments.length <= 1 || arguments[1] === undefined ?
        10 : arguments[1];
    return console.log(x + y);
};

轉譯器加上 "use strict"宣告以於嚴格模式執行。變數 x與 y使用你所熟悉的 arguments

陣列處理預設值。產生出的 JavaScript受到更廣泛的支援。

你可以在瀏覽器中直接使用 Babel轉譯器進行 JavaScript的轉譯。只需引用 browser.js
檔案，任何 type="text/babel"的腳本會被轉換（雖然 Babel 目前的版本為 Babel 6，
但只有 CDN的 Babel 5可執行）：

<script
    src="https://cdnjs.cloudflare.com/ajax/libs/babel-core/5.8.23/browser.js">
</script>
<script src="script.js" type="text/babel">
</script>

在瀏覽器中轉譯

這種方式表示瀏覽器需在執行期進行轉譯。這不適合實際上線運作，因為

它會大幅拖慢應用程式。第五章會討論如何在實際線上運用。現在先用

CDN 的連結進行研究與使用 ES6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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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會想：“太好了！當各種瀏覽器都支援 ES6時，我們就不需要 Babel了！”。但
到時候我們會想要使用下一個版本的功能。除非發生本質上的變化，否則我們在可見的

將來可能還是會繼續使用 Babel。

ES6物件與陣列
ES6提供運用物件與陣列以及這些資料集的變數範圍設定的新方式。這些功能包括解構
賦值、物件實字的加強與展開運算子。

解構賦值

解構賦值允許你設定物件欄位的區域範圍並宣告使用哪些值。

以 sandwich物件為例，它有四個鍵，但我們只要使用兩個值。我們可以設定 bread與
meat只在區域範圍使用：

var sandwich =  {
       bread: "dutch crunch", 
      meat: "tuna",
      cheese: "swiss",
      toppings: ["lettuce", "tomato", "mustard"]
}

var {bread, meat} = sandwich 

console.log(bread, meat)    // dutch crunch tuna

此程式從物件擷取 bread與 meat並加以建構區域變數。還有，bread與 meat變數可以
修改：

var {bread, meat} = sandwich

bread = "garlic" 
meat = "turkey"

console.log(bread)    // garlic
console.log(meat)     // turkey

console.log(sandwich.bread, sandwich.meat)    // dutch crunch tuna

我們也可以解構函式參數。下列的函式會輸出姓名與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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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lordify = regularPerson => { 
  console.log(`${regularPerson.firstname} of Canterbury`)
}

var regularPerson = { 
  firstname: "Bill", 
  lastname: "Wilson"
}

lordify(regularPerson)    // Bill of Canterbury

相較於使用點記號語法連接物件，我們可以解構所需的 regularPerson值：

var lordify = ({firstname}) => { 
  console.log(`${firstname} of Canterbury`)
}

lordify(regularPerson)    // Bill of Canterbury

解構更為宣告性，這表示程式碼更能說明我們的目的。透過解構 firstname，我們宣告
只需要使用 firstname變數。下一章會進一步討論宣告性程式設計。

值也可以從陣列中解構。假設我們想要指派陣列的第一個值給一個變數：

var [firstResort] = ["Kirkwood", "Squaw", "Alpine"]

console.log(firstResort)    // Kirkwood

我們也可以透過使用逗號的清單對應傳遞非必要的值。清單對應是以逗號取代應該略過

的元素。我們可以對同一個陣列以逗號取代前兩個值來存取最後一個值：

var [,,thirdResort] = ["Kirkwood", "Squaw", "Alpine"]

console.log(thirdResort)    // Alpine

稍後會以範例討論結合陣列解構與展開運算子。

物件實字的加強

物件實字的加強與解構相反。它是重構或重新結合的程序。我們可以透過物件實字的

加強從全域範圍擷取變數並將其轉換成物件：

var name = "Tallac"
var elevation = 9738

var funHike = {name,elevation}

console.log(funHike)    // {name: "Tallac", elevation: 9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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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name與 elevation是 funHike物件的鍵。

我們也可以使用物件實字加強或重構建構物件方法：

var name = "Tallac"
var elevation = 9738
var print = function() {
  console.log(`Mt. ${this.name} is ${this.elevation} feet tall`)
}

var funHike = {name,elevation,print} 

funHike.print()    // Mt. Tallac is 9738 feet tall

請注意，我們以 this存取物件的鍵。

定義物件的方法時不再需要使用 function關鍵字（範例 2-5）。

範例 2-5。新與舊的物件語法

// 舊
var skier = {
    name: name, 
    sound: sound,
    powderYell: function() {
        var yell = this.sound.toUpperCase() 
        console.log(`${yell} ${yell} ${yell}!!!`)
    },
    speed: function(mph) { 
        this.speed = mph 
        console.log('speed:', mph)
    }
}

// 新
const skier = { 
    name, 
    sound,
    powderYell() {
        let yell = this.sound.toUpperCase() 
        console.log(`${yell} ${yell} ${yell}!!!`)
    },
    speed(mph) {
        this.speed = mph 
        console.log('speed:', mp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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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實字加強可讓我們提取全域變數到物件中並省略 function關鍵字而減少輸入。

展開運算子

展開運算子是執行不同工作的三個點（...）。首先，展開運算子能讓我們結合內容與陣
列。舉例來說，若有兩個陣列，我們可以結合這兩個陣列製作出第三個陣列：

var peaks = ["Tallac", "Ralston", "Rose"]
var canyons = ["Ward", "Blackwood"]
var tahoe = [...peaks, ...canyons]

console.log(tahoe.join(', '))  // Tallac, Ralston, Rose, Ward, Blackwood

peaks與 canyons的所有元素都會加入稱為 tahoe的新陣列中。

讓我們檢視展開運算子能如何幫助我們處理問題。以上述例子中的 peaks陣列為例，假
設我們想要擷取陣列的最後而非第一個元素，可以使用 Array.reverse方法反轉陣列並
結合陣列解構：

var peaks = ["Tallac", "Ralston", "Rose"]
var [last] = peaks.reverse()

console.log(last) // Rose
console.log(peaks.join(', '))  // Rose, Ralston, Tallac

看到嗎？ reverse函式改變了陣列。使用展開運算子時，我們無需改變原始陣列；我們
可以建構該陣列的副本然後將其反轉：

var peaks = ["Tallac", "Ralston", "Rose"]
var [last] = [...peaks].reverse()

console.log(last) // Rose
console.log(peaks.join(', '))  // Tallac, Ralston, Rose

由於我們使用展開運算子複製陣列，peaks陣列還是維持原狀並在之後以原狀操作。

展開運算子也可以用於取得部分或其他陣列元素：

var lakes = ["Donner", "Marlette", "Fallen Leaf", "Cascade"]

var [first, ...rest] = lakes

console.log(rest.join(", ")) // "Marlette, Fallen Leaf, Cas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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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可以使用展開運算子搜集函式的測試作為陣列。下列函式以展開運算子取用 n個
參數，然後輸出一些訊息：

function directions(...args) {
  var [start, ...remaining] = args
  var [finish, ...stops] = remaining.reverse()

  console.log(`drive through ${args.length} towns`) 
  console.log(`start in ${start}`)
  console.log(`the destination is ${finish}`) 
  console.log(`stopping ${stops.length} times in between`)
}

directions(
     "Truckee",  

"Tahoe City",  
"Sunnyside",  
"Homewood",  
"Tahoma"

)

directions函式以展開運算子取得參數。第一個參數指派給 start變數，最後一個參數
以 Array.reverse指派給 finish變數。然後使用 arguments陣列的長度來顯示有多少個
元素要處理。中間元素的數量是 arguments陣列的長度減去 finish這一點。這樣做的彈
性很大，因為可以使用 directions函式處理任意數量的參數。

展開運算子也可以用於物件 2 ，對物件使用展開運算子如同陣列的操作。以下我們使用
與結合兩個陣列成為第三個陣列相同的方式，但操作物件而非陣列：

var morning = { 
  breakfast: "oatmeal",
  lunch: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

var dinner = "mac and cheese"

var backpackingMeals = {
  ...morning, 
  dinner
}

console.log(backpackingMeals) // { breakfast: "oatmeal", 
lunch: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dinner: "mac and cheese"}

2 Rest/Spread 屬性（https://github.com/tc3q/proposals）。



22 |  第二章

Promise
Promise提供合理的非同步行為。發出非同步的請求時有兩種可能：正常與錯誤。正常
與錯誤的情況有很多種。舉例來說，我們有多種方式可成功取得資料。我們也會收到不

同類型的錯誤。Promise可將其簡化為簡單的成功或失敗。

讓我們建構一個從 randomuser.me 的 API 載入資料的 Promise。此 API 可取得郵件地
址、姓名、電話號碼、位置等假會員資訊供測試使用。

getFakeMembers函式會回傳新的 Promise，它對該 API發出請求。若成功則載入資料，
若失敗則產生錯誤：

const getFakeMembers = count => new Promise((resolves, rejects) => { 
  const api = `https://api.randomuser.me/?nat=US&results=${count}` 
  const request = new XMLHttpRequest()
  request.open('GET', api) 
  request.onload = () =>
       (request.status === 200) ? 
        resolves(JSON.parse(request.response).results) : 
        reject(Error(request.statusText))
  request.onerror = (err) => rejects(err) 
  request.send()
})

如此會產生 Promise，但還沒有被使用。我們可以呼叫 getFakeMembers函式並傳入要載
入的會員數量來使用它。then函式可鏈接以於成功後執行一些工作。這稱為組合。我
們也可以加上 callback來處理錯誤：

getFakeMembers(5).then(
  members => console.log(members), 
  err => console.error(
      new Error("cannot load members from randomuser.me"))
)

Promise讓非同步請求的處理更為容易，這樣很好，因為我們會在 JavaScript中處理很
多非同步資料。Node.js也大量使用 Promise，因此深入的認識它是 JavaScript工程師的
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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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之前的 JavaScript 沒有正式的類別，型別以函式定義。我們必須建構函式，然後以
prototype定義函式物件的方法：

function Vacation(destination, length) { 
  this.destination = destination 
  this.length = length
}

Vacation.prototype.print = function() { 
    console.log(this.destination + " | " + this.length + " days")
}

var maui = new Vacation("Maui", 7); 

maui.print(); // Maui | 7

若你習慣傳統的物件導向，這或許會讓你抓狂。

ES6 引進了類別宣告，但 JavaScript 還是以相同方式運作。函式是物件，繼承透過
prototype處理，但這樣的語法對傳統物件導向來說更為合理：

class Vacation {

  constructor(destination, length) {  
    this.destination = destination  
    this.length = length
  }

print() {
  console.log(`${this.destination} will take ${this.length} days.`)
  }

}

大寫慣例

型別的慣例是要將第一個字元大寫，因此我們會將所有類別名稱的第一個

字元以大寫呈現。

建構類別後，你可以用 new關鍵字建構類別的新實例。然後你可以呼叫該類別的方法：

const trip = new Vacation("Santiago, Chile", 7); 

console.log(trip.print()); // Chile will take 7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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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類別物件後，你可以用它建構多個新實例。類別也可以擴充，擴充類別時，子類別

繼承父類別的屬性與方法。這些屬性與方法可從子類別操作，預設上所有東西都會被繼

承。

你可以使用 Vacation作為抽象類別來建構不同類型的假期。舉例來說，Expedition可
擴充 Vacation類別以包含 gear：

class Expedition extends Vacation {

  constructor(destination, length, gear) {
    super(destination, length)
    this.gear = gear
  }

  print() {
    super.print()
    console.log(`Bring your ${this.gear.join(" and your ")}`)
  }
}

這是簡單的繼承：子類別繼承父類別的屬性。呼叫 Vacation的 printDetails方法可添
加一些新的內容到 Expedition的 printDetails輸出中。建構新實例的方式相同－建構
變數並使用 new關鍵字：

const trip = new Expe dition("Mt. Whitney", 3, 
["sunglasses", "prayer flags", "camera"])

trip.print()

// Mt. Whitney will take 3 days.
// Bring your sunglasses and your prayer flags and your camera

class與 prototype繼承

使用 class實際上還是使用 JavaScript 的 prototype繼承。檢視

Vacation.prototype會發現建構元與 printDetails方法。

本書會使用類別，但我們要強調的是函式性做法。類別有其他功能，例如 getter、setter與
靜態方法，但本書偏好函式性技術而非物件導向技術。介紹它們的目的是因為稍後建構

React元件時會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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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6模組
JavaScript的模組是一段其他 JavaScript檔案可重複使用的程式碼。不久前，運用模組
化 JavaScript的唯一方式是利用可處理匯入與匯出模組的函式庫。現在 ES6本身已經
支援模組。3

JavaScript模組儲存於獨立的檔案中，每個檔案為一個模組。建構與匯出模組時有兩個
選項：你可以從單一模組匯出多個 JavaScript物件，或每個模組一個 JavaScript物件。

在範例 2-6中，text-helper.js匯出模組與兩個函式。

範例 2-6。./text-helpers.js

export const print(message) => log(message, new Date())

export const log(message, timestamp) => 
    console.log(`${timestamp.toString()}: ${message}`}

export用於匯出其他模組使用的 JavaScript型別。此例中的 print函式與 log函式被匯
出。宣告於 text-helpers.js的其他變數是該模組的區域變數。

有時你會想要只從模組匯出一個變數。在這種情況下你可以使用 export default（範例
2-7）。

範例 2-7。./mt-freel.js

const freel = new Expedition("Mt. Freel", 2, ["water", "snack"])

export default freel

只想要匯出一個型別時可用 export default取代 export。export與 export default可
用於任何 JavaScript型別：原始、物件、陣列與函式。4

其他 JavaScript檔案可使用 import陳述運用模組。具有多個匯出的模組可利用物件解
構。使用 export default的模組會匯入到單一變數中：

3 Mozilla Developer Network，JavaScript Code Modules（https://mzl.la/2nvHwIR）。

4 Mozilla Developer Network，“Using JavaScript Code Modules”（https://mzl.la/2nvBS9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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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 print, log } from './text-helpers'
import freel from './mt-freel'

print('printing a message')

log('logging a message')

freel.print()

你可以在區域範圍內用不同變數名稱設定模組變數：

import { print as p, log as l } from './text-helpers'

p('printing a message') 
l('logging a message')

你也可以使用 *匯入所有東西到單一變數中：

import * as fns from './text-helpers

ES6模組還未被所有瀏覽器支援。Babel有支援 ES6模組，因此本書會使用它們。

CommonJS
CommonJS是所有 Node.js版本支援的模組模式。5 你還是可以在 Babel與 webpack中
使用這些模組。如範例 2-8所示，使用 CommonJS時 JavaScript物件以 module.exports

匯出。

範例 2-8。./txt-helpers.js

const print(message) => log(message, new Date())

const log(message, timestamp) => 
    console.log(`${timestamp.toString()}: ${message}`}

module.exports = {print, log}

CommonJS並不支援 import陳述，相對的，模組以 require函式匯入：

const { log, print } = require('./txt-helpers')

5 Node.js 文件，“Modules”（https://nodejs.org/docs/latest/api/modu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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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快速的因應工程師對此語言的要求而發展。瀏覽器快速的實作 ES6以及其後
的功能，因此現在就毫不猶豫的使用這些功能是個好主意。6 ES6規格中的許多功能會
被納入是因為它們支援函式性程式設計技術。在函式性 JavaScript中，我們可以將程式
碼視為一群應用程式可使用的函式的集合。下一章會更深入的討論函式性技術與為何要

使用它們。

6 相容性的最新資訊見 ES6 相容表（http://kangax.github.io/compat-table/es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