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薦序

《 RESTful Web APIs 》（由 O’Reilly出版）的作者 Sam Ruby說：

希望《 RESTful Web APIs 》能承接《 RESTful Web Services 》的精神開拓 REST世
界。或許再過七年，其他被人們低估的 REST相關問題會被發現並加以審視與
討論。

嗯，雖然還不到七年，但《RESTful Web Clients 技術手冊》在此刻誕生了。Mike在 API
領域相當資深，在內文中他會運用寫作技巧與思考流程，為被常忽略的 web API相關內
容提供清晰的見解。

羅 伊 • 菲 爾 丁 的 論 文 Architectural Styles and the Design of Network-based Software 

Architectures是 REST的定義文字。論文開頭，菲爾丁列出 REST的七大必要架構。第
一個稱為客戶端─伺服器，描述如下：

使用關注點分離（Separation of concerns，SOC）原則是突破客戶端─伺服器限
制的主要方法。藉由分開使用者介面問題與資料儲存問題，我們增進了使用者

介面跨多平台的移植性，並簡化伺服器元件增加擴充性。然而，對Web而言最
重要的事，是分離關注點可以讓個別元件獨立進化，以達支援到更廣泛的網路

規模要求。

很顯然地，伺服器端與客戶端對於此設計系統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以菲爾丁為基

礎架構的開發卻存在著一種偏見：幾乎所有的重點都放在伺服器端，極少討論到客戶

端。這忽略了極重要的部分：RESTful架構的許多優點只能透過正確設計客戶端才能被
實現。有許多的系統架構具備客戶端─伺服器風格，但並不像是 web的方式運行。假如
必須配合伺服器端的編碼讓整體系統更像 web，則必須改變客戶端的編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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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建構 API時很難不使用「web思維方式」思考。我已經與許多從事研究超媒
體技術的機構人員討論此方式，而當實際運用新思維時他們又感到相當衝突。我相信有

許多困難源自於超媒體的產品，也沒有考慮到使用方式的不同與變化。對於期待為 web 
API建立客戶端的 API開發者將會對結果感到很沮喪。然而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
倡導這種建構風格的人通常完全專注於產品上。

事後看來，這種不足似乎非常明顯：假如只關注一半的方程式，我們如何正確設計系

統！我相信這是目前大多數人現今對於 API的認知：我的組織致力於為我的產品提供
API，但是因為你的組織要使用它，所以你必須自行改善它。最近的五至十年，API已
經邁向這種潛在的趨勢：「不需要複雜的 SDK就可以完成工作的簡單 API」。提供 API
客戶端的組織經常被以懷疑的態度看待，不過現在開始逆轉了，因為開發者已經厭倦了

為每個新的 API重新實現新的 API客戶端。而第一方的 SDK目前已被正視，因為使用
此 API的開發者可以專注在更多應用，不用擔心整合問題。

此外，web日漸被視為應用程序平台，而不再只是簡單的文件共享方式。隨著專有平台
的興起，特別是行動領域，這些熱愛網路自由開放性質的平台正在動員，大幅擴展了

web平台的功能。順應上述趨勢，隨著產品規劃更宏遠的成長，有越來越多的應用程式
使用 JavaScript編程。這些應用程式算是另一種類型的客戶端，並且日漸重要。

隨著格局的轉變，企業組織可再次考慮等式的兩邊。廣義上，我覺得這會引領出更好的

API，但並非全部如此。正如之前所提到的，你可以藉由許多書籍幫助你更了解伺服器
端。但客戶端完全沒有類似的手冊─到目前為止。

自從 Mike告訴我他開始撰寫這本書時，我就一直相當期待，而他並沒有讓我失望。這
是一本很棒的指南，講述了 web API被人們忽略的部分，我相信這本書的影響力將在未
來的幾年內受到重視。我希望你會像我一樣享受閱讀此書，但我不需要希望─我相信

你會的。

─史蒂夫 • 卡夫尼克，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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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頭是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柏拉圖

以 web為基礎的 REST與「超媒體」（Hypermedia）服務在現今社會中已越來越普遍，
但是這些強大的 API功能卻鮮少被客戶端的函式庫拿來利用，造成這一現象的主因為創
造一個成功超媒體客戶端所需要的科技與範式已經被大家所忽略。而經過正確的調整

後，比起典型的一次性訂製的客戶端程式碼，基於超媒體的客戶端應用程序則更能夠展

現出較佳的穩定度與靈活性。

為了提供明確的建議給開發者，以處理超媒體類型的 API，本書將提供紮實的知識背景
與範例來源供開發者參閱。而此書的關鍵思想是客戶端應用程式必須依賴特殊條件運

行，我們將這些條件稱之為請求（Request）、解析（Parse）、等待（Wait）迴圈，或稱

為 RPW。藉由事件驅動介面傳送 RPW與機器介面進行互動，使得視窗類型工作站能夠
實現所有的電腦遊戲。

有些前端開發者不認為 RPW模型是常見的作法；有人甚至認為筆者對於 RPW模型的
建議過於「偏激」，雖然可以理解這些人的觀點，但現今有太多的開發者對於客戶端程

式庫與實踐作法只著重於設計一次性的使用者介面，因此造成這樣的使用者介面在未來

難以修改，並且也造成使用者介面在執行期對新的服務訊息難以做出反應。因此，為了

越來越多的超媒體 API能夠創造高品質的使用者經驗，筆者希望前端開發者─那些技

術較純熟的人─在閱讀完這本書的範例後，能初步建立基礎知識並創造出一個包含實

踐、工具與可重複使用功能的程式庫。RPW模型不但可以同時滿足高品質的使用者經
驗，也可以使各種類型客戶端跟上不斷演化的服務介面，而無須不斷進行自我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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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本書

此書帶領讀者從開發特定目的客戶端應用程式到通用型客戶端應用程式，在過程中讀

者也能夠學習到「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的基本知識與原則。大綱由以下內
容所組成：程式碼、探索重要主題，例如表示器範式（Representor Pattern）、「人機互
動」（HCI，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模型和 web API版本控制。學習過程中會用到
許多程式碼（筆者為這本書創造超過 20個 GitHub repos），但因為受限於版面的配置，
此書只截取部分程式碼作說明，可能會造成程式碼難以理解，因此，將會提供讀者完整

的線上程式碼，讓讀者能夠取得本書的所有範例。

章節介紹

這本書探討了通用超媒體類客戶端的世界─說明它們與典型 JSON物件風格的客戶端
有何不同，以及客戶端與伺服器端的開發者如何利用這種類型風格，建造出能夠不受

時間影響、更有彈性的系統。本書說明部分格式（HTML、純 JSON、HAL、Siren和
Collection＋ JSON）及 web開發者所熟悉的背景理論和做法，章節包含（1）伺服器端
所支援的訊息格式、（2）人機互動模型、（3）版本控制；以及（4）實作支援多種超媒
體格式的通用解法。

本書大多數章節是獨立的，且可不按順序閱讀，但我鼓勵讀者將此書當作一個旅程，從

頭讀到尾以獲得最佳效益。這裡簡單介紹一下此旅程將如何展開：

第一章，HTML起源與簡單的 Web API

本章節將會介紹只使用 HTML的客戶端。將使用它來快速了解瀏覽器的運作原理，
以及如何影響大家對於應用在 web上超媒體格式的想法。本章節也包含將一個只使
用 HTML的服務轉換成一個只有 JSON API服務的過程。此服務將成為本書所有客
戶端應用程式的基礎。

第二章，JSON客戶端

多數客戶端的 web開發者已經會建造「JSON客戶端」。他們熟記 URL、使用靜態
物件，並且遵循固定的工作流程。雖然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但開發者會漸漸發現

這是一個很恐怖的工作方式。在本章節將探討如何維護簡單的 JSON樣式客戶端應
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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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表示器範式

表示器範式（Representor Pattern）是一個簡單─且重要─的方法，用來處

理 web API伺服器的輸出。表示器範式是將內部物件模組轉換成外部訊息模組的
流程。本章節將研究範式（包含起源）並介紹範式如何應用在 web服務描述語言
（WeSTL，Web Service Transition Language）與瀏覽器客戶端的 HTML DOM。

第四章，HAL客戶端

HAL媒體類型是目前最受歡迎的超媒體格式之一。例如，Amazon web服務團隊在
他們的 API上就至少使用了兩種 HAL媒體類型。HAL處理所有 web客戶端都要處
理的三項重要元素的其中之一：ADDRESS。將學習如何使用 HAL建造一個通用的
客戶端作為訊息格式，並介紹如何擴充 HAL-FORM以提高其處理動作的能力。

第五章，可重複使用的客戶端應用程式的挑戰

讀者會注意到書中的客戶端應用程式大多很相似。實際上，將試圖建造一個以特定

方式發展的「探索者」，讓探索者─在某些有限的方式─自己探索客戶端應用程

式的世界。這些客戶端遵循著請求、解析、等待迴圈（RPW）。章節中探討人類與
世界的互動方式，並應用於探索者的設計理念。

第六章，Siren客戶端

Siren是另一個強大的超媒體類型，目前被用來作為 Zetta IoT平台的一部分。Siren
被設計用來處理 web客戶端的兩項關鍵元素：ADDRESS與 ACTION。此章節建
造一個使用 Siren當作訊息格式的通用客戶端，並探討如何擴充 Siren（Profile for 
Object Display，或稱 POD）以增強在 UI處理元資料的能力。

第七章，版本控制與 Web

當開始以超媒體型態為基礎來開發客戶端 web應用程式時，API的版本會發生什麼
事呢？本章分析 API版本的各種變化，當您改變介面特徵時如何利用超媒體風格

API來減少需要修改介面的溝通協定。

第八章，Collection＋ JSON客戶端

在本章中會探討另一種超媒體格式─ Collection＋ JSON，或稱 Cj，Cj可用來處
理 web客戶端所有三個主要的關鍵元素：OBJECT、ADDRESS與 ACTION。將學
習如何使用 Collection＋ JSON當成訊息格式建造一個通用的客戶端，並且學習擴
充 Cj的資料顯示與驗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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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超媒體與微服務

當同時應對多種格式的服務類型時，如何創造一個通用的超媒體客戶端？要如何創

造一個單一的客戶端應用程式來應對「多語言」類型的訊息格式？讀者可以在最後

一章找到答案。

書中對白

本書中的每個章節都是以簡短的插圖或是對話作為開始或是結束。這些虛構的對話是為

了展示機構在WWW裡實現可擴充與健全的專案時，會遇到的一些挑戰與思考過程。這
些對話是每個主題的摘要並會階段性的安排在內文中。

這些對話也代表著一些提示，讓您開始關注對白中提出的問題。藉由開始閱讀對話，花

幾分鐘思考（甚至是寫下）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對讀者是很有幫助的。花點時間與這些

素材互動，可以增加讀者對問題的洞察力，並且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

最後，筆者添加這些對話可以讓快速瀏覽此書的讀者多點經驗。希望讀者可以獨自閱讀

對話並從中得到基礎知識。這就是深入探討細節與素材的微妙之處。讀者也可藉由閱讀

對話來尋找特定主題與挑戰─這也很好。

美術設計

這本書的圖表與美工是由一些很有才華的人們所製作。達娜 •阿蒙森，在路易維爾，肯
塔基州的一位成功藝術家，她與筆者一同創造了本書的角色，卡蘿與鮑伯。她也設計了

範例應用程式中所看到的 BigCo公司標幟。事實上達娜創造的素材比筆者囊括進書裡的
還要多，希望在未來可以藉由其他方式分享這些藝術作品給大家。

這本書所看到的圖表是由筆者的一位好朋友所製作，迪奧戈 •盧卡斯；一位技術純熟的
軟體開發者、架構師、講師兼老師。第一次遇見迪奧戈是筆者去巴西（他住的地方）旅

行時，他將書中的想法繪製成驚人的手稿圖並展示給筆者看。筆者便把握機會邀請他為

此書創作插圖，很幸運的，迪奧戈同意在這本書裡展現他的藝術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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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

此書所有的美術作品都是達娜與迪奧戈的創作，由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Derivatives 4.0 International（CC BY-ND 4.0）授權。

筆者非常感謝達娜與迪奧戈為此書添加了很特別的素材。

這本書沒有的內容

本書必須在有限的篇幅內涵蓋相當多的內容。有鑑於此，筆者必須捨棄一些有用的素

材，以下做個簡單的說明，讓讀者了解哪些內容沒有被放入本書中。

使用者介面設計

雖然在書中有提到一些關於使用者介面的素材，但是其參考資料都是很粗略的。也不會

花太多時間解釋人機互動（HCI）或是設計方面的細節。

應該要給讀者一個挑戰，本書提供了一個基本的 UI外觀和範例。主要重點會放在網路
與訊息層的技術，允許服務為客戶端應用程式，提供可辨識及有用的超媒體提示訊息。

筆者也花時間撰寫客戶端的範例解析程式，並讓這些超媒體訊號能夠正常運作，把裝飾

這些介面的視覺外觀交給其他在這方面較專業的人。

特別感謝班傑明 •楊

筆者在此感謝一位老朋友，經驗豐富的 web 開發者―班傑明 • 楊。他

花時間廣泛的審閱初步的 UI 設計，並且讓所有客戶端應用程式的外觀能

一致。說實話，筆者給予班傑明創造的空間很有限，但他仍然能為所有的

應用程式制定了穩固且一致的風格。如果它們看起來非常賞心悅目，那全

都得歸功於班傑明的才華與堅持。假如有些差強人意的地方，那是因為筆

者限制了他發揮的自由。

超媒體的基礎

這本書沒有花太多的版面陳述實作超媒體的價值或是在專案裡深入探討如何使用超媒

體。筆者出版過的書籍《RESTful Web APIs》（與 Leonard Richardson為共同作者）還有
《Building Hypermedia APIs with HTML5 and Node》（都是由 O‘Reilly 出版），都是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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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使用超媒體的價值很好的參考資源，鼓勵讀者可以從這裡或是其他相關的來源獲得
資訊。

HTML、CSS與 JavaScript程式設計
最後，不會在書中提到任何基本的 web 編程，例如 HTTP 協定議題、HTML5、
JavaScript及 CSS。因為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課題，而且遠遠超越本書的範疇。有許多
書在介紹這些主題，相信讀者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所要的資訊。

原始碼

本書有許多相關的原始碼。至少每個章節都有一個甚至兩個以上相關的專案。本書如果

置入所有的原始碼將會導致難以理解與閱讀。因此，本書中只會出現重要的程式碼片

段。

完整的原始碼可以在公開的 Git repo（https://github.com/ rwcbook）中取得。Git上的原
始碼會不斷的更新，書中出現的任何原始碼則以網路上的更新版本較為準確。鼓勵讀者

下載或創建程式分支並協助改進程式碼。

其他參考資料

書中筆者引用了其他的資料來源，像是其他本書、公開的論文、文章、公用的標準和部

落客的貼文。文章中會提及參考文獻，但不會直接引用或注腳以避免打斷內容流程。相

反的，會在每個章節的最後新增一個段落說明來源名稱，酌情使用素材的線上連結。

本書編排慣例

本書所使用的編排慣例如下所示：

斜體（Italic）

用於新的術語、URL、郵件地址、檔案名，以及文件擴展名。

定寬字（Constant width）

用於程式碼列表及段落中引用程式碼原件，例如變數、函式名稱、資料庫、資料型

態、環境變數、述句與關鍵字。



第一章

HTML起源與
簡單的 Web API

「真正令人著迷、令人沮喪和人生的偉大，就是你不斷的嘗試開始，而我很 
喜歡。」

─比利 •克里斯多

鮑伯與卡蘿

「哈囉，卡蘿。我是鮑伯。我想跟妳聊聊。」 

「好的，鮑伯。我記得上次遇到你是在上個月的收購

聚會，很高興又見面了，怎麼了？」

「還記得在上次聚會中談到我們會一起做一個 
新專案嗎？我一直在思考著將 TPS專案提升到另一
個水平。」

「沒錯，任務程序系統（TPS, Task Processing System）。
這是個很棒的點子，鮑伯。我認為目前的 TPS HTML
應用程式有很大的潛力能夠幫助公司的人更有效的管

理時間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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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所以我們組成兩隊。妳與新團隊致力於

客戶端，我與原始團隊專注於伺服器端。」

「所以你應該會負責將純 HTML轉換成Web服務
API，對吧？」

「是的，我們會開始開發獨立的Web API給你與你
的新團隊客戶端使用。」

「將HTML應用程式調整成API將會面臨許多挑戰，
但你有個好團隊支持你，鮑伯。」

「我希望這不要太過艱難，畢竟我們只有大概 12個
星期的時間來整合這項工作。」

「嗯，我想我們必須開始了。」 

在進入創建多媒體客戶端應用程式之前，讓我們花點時間回溯到早期 web應用程式的歷
史。許多的 web應用程式是從網站形式開始的，以 HTML頁面為基礎、僅僅是靜態的
文件列表。在某些例子中，初期的 web應用程式就是個純 HTML應用程式。它有資料
表格、分類格式及可以新增資料，並且有許多的連結可以讓使用者開啟並轉換至另一個

視窗。（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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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BigCo TPS網頁畫面

開發純 HTML應用程式很有趣，其中一點是它的編程採用「宣告式」（Declarative）的

風格。它們不需要在客戶端的應用程式中編程。事實上，即便是 HTML應用程式的視覺
效果也是透過─ Cascading Style Sheets（CSS）以宣告式的方式處理。

只使用宣告式來創造用戶體驗聽起來不太尋常。但值得注意的是，至今為止的Web使用
者對於這種互動方式非常熟悉（見圖 1-2）。在許多方面，早期的 Web應用程式外觀與
行為極類似典型的黑白框架，像是小型計算機與早期的個人電腦（見圖 1-3）。而這在早
期被認為是件「好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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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IBM可攜式個人電腦畫面

通常當有個成功以 HTML為基礎開發的 Web應用程式出現時，有人就會將其轉換成
web API。這基於許多原因，像是希望「發揮價值」好讓原本只能在單一應用程式中的

功能讓更多人受用。也可能是為了在不支援 HTML＋ CSS的平台上可以運行此 UI套件
（例如行動裝置、豐富桌面應用程式等等），又或許是某人有個新創意想試試看。不論

什麼原因，一個新的Web API就此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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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早期的 Lynx HTML瀏覽器

通常，轉化成 web API的過程很直接，移除掉 HTML UI的包袱並將 web應用程式內部
處理工作打包。通常最初的工作就是捨棄 UI（HTML），並將 web伺服器端程式碼中的
資料模組或物件模組包裝成 web API。

接下來，假設一個新團隊可以透過客戶端應用程式使用伺服器端 web API來建構更好的
UI。較常見是在最新的客戶端框架，例如手機或進階 web應用程式，建立個別的應用
程序。轉化成 web API的第一關較簡單易懂，建造一組客戶端應用程式可進行得很順利
─尤其是客戶端與伺服器端的程式碼是由同組開發者或由對原本 web應用程式有相當
深度了解的多組成員開發。

本章節將帶領讀者─將 HTML轉換成 API。會運用超媒體的原理與練習創造出許多日
益健全與適應性強的客戶端應用程式，透過此過程也為其它章節奠定基礎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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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程序系統（TPS）Web應用程式
快速回顧一下，卡蘿的團隊建造了一個 web 應用程式，它將 HTML（與 CSS）從
web 伺服器直接傳送至一般的 web 瀏覽器。此應用程式可以在任何品牌與版本的
瀏覽器上運行（沒有 CSS 花招、沒有 JavaScript 且所有 HTML 都採用標準定義）。
它也運行得很快，應用程式一開始便設計許多特定用例，透過判斷關鍵用例來完成 
工作。

從圖 1-4可看出，UI介面並不花俏，但它是可用、實用且可靠的─所有應用程式須具

備的條件。

圖 1-4　TPS使用者瀏覽器頁面

此 TPS 版 本 的 原 始 碼 可 在 相 關 的 GitHub repo（https://github.com/

RWCBook/html-only）中找到。本章的應用程式運行版本可在線上找到

（http://rwcbook01.herokuap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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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器端的 HTML
TPS 應用程式之所以會成功，有部分原因是因為它很簡單。Web 伺服器傳送乾淨的
HTML，此 HTML會包含所有用例所需要的連結與表單：

<ul>
  <li class="item">
    <a href="https://rwcbook01.herokuapp.com/home/" rel="home">Home</a>
  </li>
  <li class="item">
    <a href="https://rwcbook01.herokuapp.com/task/" rel="collection">Tasks</a>
  </li>
  <li class="item">
    <a href="https://rwcbook01.herokuapp.com/user/" rel="collection">Users</a>
  </li>
</ul>

舉例來說，在上述的程式碼，可以看到 HTML標籤（<a>⋯</a>），這是在描述此頁面的
相關內容。TPS應用程式會傳送這組「選單連結」並出現在每頁的最上方：

<div id="items">
  <div>
    <a href="https://rwcbook01.herokuapp.com/user/alice"
      rel="item" title="Detail">Detail</a> ❶
    <a href="https://rwcbook01.herokuapp.com/user/pass/alice"
      rel="edit" title="Change Password">Change Password</a> ❷
    <a href="https://rwcbook01.herokuapp.com/task/?assignedUser=alice"
      rel="collection" title="Assigned Tasks">Assigned Tasks</a> ❸
  </div>

  <table> ❹
    <tr>
      <th>id</th><td>alice</td>
    </tr>
    <tr>
      <th>nick</th><td>alice</td>
    </tr>
    <tr>
      <th>password</th>
      <td>a1!c#</td>
    </tr>
    <tr>
      <th>name</th><td>Alice Teddington, Sr.</td>
    </tr>
  </table>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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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器列出所有使用者資訊，各別連結指向單一的使用者項目，每個項目包含一個指標

（Pointer）（❶）、少數資料欄位（❹）與用戶可以執行其它動作的連結（❷和❸）。這
些連結允許任何人觀看、更新或修改密碼（假如權限允許的動作）：

<!-- 新增用戶 -->
<form method="post" action="https://rwcbook01.herokuapp.com/user/">
  <div>Add User</div>
  <p>
    <label>Nickname</label>
    <input type="text" name="nick" value=""
      required="true" pattern="[a-zA-Z0-9]+" />
  </p>
  <p>
    <label>Full Name</label>
    <input type="text" name="name" value="" required="true" />
  </p>
  <p>
    <label>Password</label>
    <input type="text" name="password" value=""
      required="true" pattern="[a-zA-Z0-9!@#$%^&*-]+" />
  </p>
  <input type="submit"/>
</form>

新增用戶的方式也很簡單 (請看上述程式碼 )。HTML的 <form>裡有相關的 <lable>與
<input>元素。事實上，web應用程式上所有的輸入表單都長得差不多。每個 <form>可
設定 <method>屬性為 get來查詢資料（安全的操作），設定 <method>屬性為 post來寫入
資料（不安全的操作）。以上範例最重要的區別就在於 <form>的不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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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HTML與 POST的注意事項
在 HTTP 中，POST 方 法 定 義 了 一 個 非 冪 等 且 不 安 全 的 操 作

（RFC7231）。 某 些 TPS web 應 用 程 式 不 安 全 的 操 作 可 以 使 用 冪 等

（idempotent）的方式處理，但至今為止 HTML（仍）沒有支援 PUT 與

DELETE（HTTP 裡兩種冪等特性且不安全的操作）。正如 Roy Fielding 在

2009 年部落格文章所說（http://g.mamund.com/sstuc），web 絕對能只使用

GET 與 POST 方法完成所有操作。在處理重複失敗的請求時，使用冪等

特性的操作會較簡單。筆者撰寫此書時多次嘗試將 PUT 與 DELETE 帶入

HTML 時得到了不好的結果。

除了典型的列表、讀取、新增、編輯與刪除動作，此 TPS web應用程式也包含修改用
戶密碼與分配任務給用戶。接下來的 HTML展示任務分配頁面（圖 1-5維瀏覽器運行畫
面）：

<!-- 任務分配表單 -->
<form method="post" action="//rwcbook01.herokuapp.com/task/assign/137h96l7mpv">
  <div>Assign User</div>
  <p>
    <label>ID</label>
    <input type="text" name="id" value="137h96l7mpv" readonly="readonly" />
  </p>
  <p>
    <label>User Nickname</label>
    <select name="assignedUser">
      <option value="">SELECT</option>
      <option value="alice">alice</option>
      <option value="bob" selected="selected">bob</option>
      <option value="carol">carol</option>
      <option value="mamund">mamund</option>
      <option value="ted">ted</option>
    </select>
  </p>
  <input type="submit" />
</form>

請注意此處的表單使用 HTTP POST方法。因為 HTML只有提供 GET與 POST，使用 POST
會允許所有不安全的動作（創建、更新與刪除）。稍後在轉換只有 HTML的 web應用程
式為 web API時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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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任務分配瀏覽器畫面

web瀏覽器當作客戶端
將一般 web瀏覽器應用程式當成客戶端是非常無趣的。首先，此應用程式並沒有與客戶
端的 JavaScript存在相依性。它不需要任何 JavaScript在本機端執行就可以正常運行。
此應用程式利用了一些 HTML5的使用者經驗（UX，User Experience），例如：

• HTML pattern來執行本地端的輸入驗證

• HTML required來引導使用者填寫重要的欄位

• HTML readonly來防止使用者更改重要的 FORM資料

除了上述幾點，也可使用 SELECT選單模式提供使用者正確的輸入選項，為客戶端提
供良好的互動方式─完全不需要依賴自定的 JavaScript。這裡的 CSS樣式是由名為
Semantic UI的函式庫處理。Semantic UI函式庫提供大量的 UI設計元素，同時也支援
HTML標記。

此函式庫也支援 JavaScript驅動的優化，將來可用於更新此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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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結果證明，至少對此 web應用程式而言，討論客戶端的體驗是非常無聊的。並沒有太多
東西可討論！事實上這是個好消息。一般的瀏覽器被設計成接收 HTML的標記─基於

回傳的連結與表單，並提供可靠的使用者經驗而不須撰寫 JavaScript程式碼。

以下是其他觀察：

極少「臭蟲」

因為這個客戶端沒有定制的 JavaScript程式碼，所以幾乎沒有臭蟲（bug）。當然有
可能會因為伺服器端發送破碎的 HTML導致無法運作。也可能因為 CSS規則沒有實
作完善讓 UI無法使用。不過涉及的程式碼行數越少，遭遇錯誤的可能性越小。而且
此應用程式沒有必要的客戶端程式碼。

僅使用 POST更新資料

由於此應用程式被限制處理只有 HTML的格式，所以所有資料更新像是創建、更新
和刪除，以及特定領域的動作例如 assign-user與 change-password，都是使用 HTML 
POST請求處理。嚴格來說，這不是一個臭蟲，但此方式與大多網路開發者所想的動

作模式相反。使用非冪等特性的 POST動作確實會產生些許的麻煩，使用者不確定
POST是否已經成功並在幾秒內再次嘗試動作。在此情況下，由伺服器端防止重複新
增的項目等等。

連結與表單

使用 HTML當作響應格式的好處之一是 HTML支援廣泛的超媒體控件：連結與表
單。TPS響應包含處理簡單不可變動的連結標籤 <a>⋯</a>、用於處理安全搜尋與查
詢的 <form method="get">元素與使用 <form method="post">控件來處理所有不安全
的寫入操作。每個響應都包含所有細節並傳送參數給伺服器。<input>元素甚至包含
簡單的客戶端驗證規則，傳送資料至伺服器之前會先驗證使用者的輸入。伺服器回

覆這些帶有描述性的資訊，可輕鬆地讓瀏覽器執行明確的輸入規則，不需要任何客

戶端自定義的程式碼。

有限的使用者經驗

儘管此 web應用程式透過 POST達到「無臭蟲」且實用的寫入操作，但使用者經驗仍
然有限。在小團隊或小公司或許是可接受的，但假如 BigCo公司計畫將此應用程式
發布給廣泛的大眾使用─甚至是給公司內部的其他團隊─提供更好的 UX會是
較好的選擇。



12 | 第一章

所以，以此 web應用程式為基準，來看看鮑伯與卡蘿如何將此應用程式達到下個層級，
藉由創造伺服器端的 web API來強化獨立的 web客戶端應用程式。

任務服務Web API
基於 HTML開發的應用程式下個階段通常是發布一個獨立的 web API─或「應用程

式開發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可直接供客戶端應用程式使用。

在本章開頭的對話中，鮑伯帶領伺服器端團隊設計、實作並發布 TPS API，而卡蘿團隊
負責建造使用此 API的客戶端應用程式。

TPS 原始碼，以 JSON 為基礎的 RPC-CRUD web API 版本，可在相關的

GitHub repo 中找到（https:// github.com/RWCBook/json-crud）。本章應用

程式運行版本可在線上找到（http:// rwcbook02.herokuapp.com）。

首先對於 web API伺服器設計過程做個簡單的分析，接下來檢視將現有 TPS純 HTML
的 web應用程式轉換成以 JSON為基礎的 RPC-CRUD web API時需要哪些修改。

Web API常見做法
創建 web API的常見做法是發布一組固定的「遠端程序呼叫」（RPC，Remote Procedure 
Call）「端點」（endpoint），將之表示為允許存取原始應用程式重要功能的 URL。此做
法包含上述 URL的設計、序列化物件在伺服器與客戶端之間的傳輸以及一系列關於如
何一致使用 HTTP方法、狀態碼與標頭。對大多數的 web開發者而言，這是 HTTP最先
進的技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