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ffective JavaScript 的各界好評

「完全符合 Effective Software Development 系列程式設計書籍的高標準，對
從事專業 JavaScript 程式設計工作的任何人來說，Dave Herman 的 Effective 
JavaScript 都是必備的讀物。此書對於 JavaScript 內部運作原理有詳盡的說
明，能夠幫助讀者更有效地運用這個程式語言。」

—Erik Arvidsson，資深軟體工程師

「少有程式語言達人能夠像 David 這樣寫出流暢通順且措辭淺白的文字，透
過其深邃的洞察力，他以引人入勝的方式帶我們逐一探索 JavaScript 的語法
和語意，一路上提醒我們要特別注意的事項，並以實際的使用案例來補充說

明，步調和緩而舒適。讀完此書後，你會對 JavaScript 有更穩健且透徹的理
解。」

—Paul Irish，Google Chrome 的開發人員大使（developer advocate）

「閱讀 Effective JavaScript 之前，我以為這只是另一本教人寫出更優質 
JavaScript 程式碼的書籍，但後來發現此書所提供的遠不僅於此，它能讓你
對這個語言有深刻的了解，而這種理解是至關緊要的，如果不去了解語言本

身的特質，你所知道的，不過就是其他程式設計師如何寫程式罷了。」

「如果你想成為一位卓越的 JavaScript 開發人員，就讀這本書吧，我多麼希
望當初我剛開始撰寫 JavaScript 程式碼時，就能夠讀到這樣的一本書。」

—Anton Kovalyov，JSHint 的開發者

「如果你正在找一本正式但高度可讀的書籍，希望深入洞察 JavaScript 這個
語言，那你不用往他處找了。中階的 JavaScript 開發人員可在這本書中挖
掘到珍貴的知識寶藏，而即使是技術高超的 JavaScripters，也能夠在本書中
學到不少東西。對於其他程式語言有實務經驗，而想要投入 JavaScript 的
人，這本書也是必備的，它能夠讓你快速上手。不管你來自何種背景，作者 
Dave Herman 對於 JavaScript 的解說都相當清楚易懂，他介紹了 JavaScript 
美好的一面，還有它的缺點，以及介於這兩端的其他特色。」

—Rebecca Murphey，資深的 JavaScript 開發人員，Bocoup



「對於任何知道 JavaScript 不僅是玩具，並且想要完全駕馭它的人來說，
Effective JavaScript 是一本不可不讀的書。Dave Herman 能夠帶給讀者深入、
經過研究且實務的理解，透過一個又一個的範例來引導他們。這本書並不適

合那些尋找捷徑的人，這是刻苦獲得的經驗所提煉出來的精華。它是少數我

會毫不猶豫推薦的 JavaScript 書籍。」

—Alex Russell，TC39 成員、Google 軟體工程師

「跟在大師身旁學習技藝的機會很少有，而這本書就是其中之一，對於 
JavaScript 的學習者來說，閱讀這本書這就好像是現代哲學家穿越時空回到
西元前五世紀跟著柏拉圖（Plato）一起學習。」

—Rick Waldron，JavaScript 傳道者（evangelist），Boc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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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現在眾所周知的，1995 年 5 月，在管理階層脅迫性且互相衝突的命令：
「讓它看起來像 Java」、「讓初學者容易上手」、「讓它能夠控制 Netscape 瀏覽
器中幾乎所有的東西」之下，我在十天內建立了 JavaScript。

除了兩個重大的正確決定（第一級函式、物件原型），對於這個嚴苛的需求

及短得離譜的時程，我的解決方法是使 JavaScript 從一開始就具有非常大的
可塑性。我知道開發人員會需要「修補」（patch）頭幾個版本以修正臭蟲，
並且以優於我當時匆忙拼湊的方式來改善內建程式庫。在其他許多語言限制

可變性的地方，例如內建物件不可在執行時期（runtime）被修改或擴充，
或標準程式庫的名稱繫結（name bindings）無法被指定（assignment）所覆
寫，JavaScript 則允許對每個物件進行幾乎是完全的改造。

我相信從平衡上來講，這是一個良好的設計決策。顯然這會對特定領域（例

如在瀏覽器的安全邊界內安全地混合受信任與不受信任的程式碼）帶來挑

戰，但這對於支援所謂的 monkey-patching（猴子式修補）技巧來說，非常
關鍵，因為開發人員能夠藉此編輯標準物件，以克服一些臭蟲，並能夠在舊

瀏覽器中模擬出未來的新功能性（這叫做“polyfill library shim＂，即「多填
的程式庫墊片」，而在美式英文中，這應該叫做“spackle＂，即「補牆」）。

除了這些有時看起來很平凡的用途外，JavaScript 的可塑性促進了由使用者
所構成的創新網路發展出了幾條更有創意的路線。頂尖的使用者以其他語言

為模式，建立了工具組（toolkit）或框架程式庫（framework libraries）：基
於 Ruby 的 Prototype、基於 Python 的 MochiKit、基於 Java 的 Dojo、基於 
Smalltalk 的 TIBET。然後出現了 jQuery 程式庫（“New Wave JavaScript＂，
新一波的 JavaScript），當我在 2007 年初次見到它時，覺得它是起步相對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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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的一個計畫，但之後它卻像一陣風暴般席捲了整個 JavaScript 世界，它避
開了其他語言的錯誤先例，同時也向舊有的 JavaScript 程式庫學習，jQuery 
遵循瀏覽器的“query and do＂（查詢並動作）模型，並從根本上大幅簡化它。

這些領導使用者以及他們的創新網路藉此發展出了一種 JavaScript 的“home 
style＂（家居風格），而這種風格仍被其他程式庫所仿效與簡化，並也影響了
現代的 Web 標準化工作。

在這革命的過程中，JavaScript 仍然是回溯相容的（backward compatible，
或可稱為“bugward compatible＂，即「能夠容忍臭蟲的」），當然它的可塑性
也沒有消失，即使在最新版本的 ECMAScript 標準中加入了幾個方法，用來
「凍結」物件防止擴充，或是「密封」物件特性防止被覆寫，JavaScript 依然
具有可塑性，而 JavaScript 進化旅程的終點，還遠得很呢，就像是現存的其
他語言或是生物系統，改變是會長期累積並持續發生的。就目前看來，我仍

無法預見會出現單一個橫掃其他選擇，一家獨大的「標準程式庫」或是編程

風格（coding style）。

沒有任何語言不具有古怪之處，也不會侷限到只能使用單一種通用的最佳實

務做法（best practice）。JavaScript 的怪異之處不少，更非是處處受限的（幾
乎是與此相反的！）。因此，比起多數程式語言，JavaScript 的開發人員要寫
出有用的程式，更得研究並追求良好的寫作風格、正確的使用方式與最佳的

實務做法。考慮到最佳的效果，我相信關鍵在於避免過度反應，並建立嚴謹

或教條式的風格指南。

這本書採取一種平衡的途徑，奠基於具體的證據與經驗，不會太過嚴謹，也

不會過度教條化。如果你希望撰寫有效的 JavaScript 程式碼，並且不犧牲它
的表達能力和追求新想法或典範的自由，我想這會是一本重要且值得信任的

指南。它也是聚焦準確、讀起來有趣的一本書，附有非常棒的範例。

最後，我很有幸能夠在 2006 年認識 David Herman，當時我代表 Mozilla 跟
他聯絡，希望他以受邀專家的身分參與 Ecma 標準組織的工作。Dave 精深
但樸實的專業知識，以及他對於 JavaScript 的熱情散布在這本書的每一頁
中，照亮了每一個知識角落，Bravo!

—Brendan E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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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一門程式語言需要熟悉它的語法（syntax）、構成合法程式的形式與結
構集合，以及語意（semantics），也就是這些形式的意義或行為。除此之
外，要精通一門語言，你還需要了解它的語用學（pragmatics），也就是該
語言的特點如何被用來建構出有效的程式，最後的這一項特別地微妙，對 
JavaScript 這種具有彈性且表達能力高的語言來說，更是如此。

這本書所關注的就是 JavaScript 的語用學。這並不是一本入門的書籍，我假
設你已對 JavaScript 有些熟悉，並了解基本的程式設計概念。市面上有許多
優越的 JavaScript 入門書籍，例如 Douglas Crockford 的《JavaScript: 優良

部分》或 Marijn Haverbeke 的《Eloquent JavaScript》。這本書的目的是要協
助你深入了解如何有效地使用 JavaScript 以建置出更可預料、更可靠、更容
易維護的 JavaScript 應用程式與程式庫。

JavaScript vs. ECMAScript

進入本書的正文之前，先闡明一些術語能夠幫助你的學習。這本書的主題

是關於一個被通稱為 JavaScript 的程式語言，但是定義語言規格的官方標
準把它稱作 ECMAScript。其中的歷史淵源有點令人費解，但是可歸結為
商標（trademark）的問題：為了法律上的因素，這個標準化組織，也就是 
Ecma International，不能在它的標準中使用“JavaScript＂這個名稱（更雪上
加霜的是，這個標準組織把他們的名稱從原本的 ECMA，也就是 European 
Computer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的縮寫，改成了不全都大寫的 Ecma 
International，而更名的時候全大寫的 ECMAScript 這個名字已無法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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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說，當人們指稱 ECMAScript 時，他們通常指的是由 Ecma 標準所規
範的「理想」語言。同時，JavaScript 這個名稱可以代表實務上所用的這個
語言，也可以代表某個供應商的特定 JavaScript 引擎。常見的情況是，人們
通常互換地交替使用這兩個專有名詞。為了清楚與一致性，在這本書中我只

會使用 ECMAScript 來談論官方的標準，除此之外，我都會稱呼這個語言為 
JavaScript。我也會使用常見的縮寫 ES5 來指稱第 5 版的 ECMAScript 標準。

關於 Web

討論 JavaScript 時很難不談到 Web（全球資訊網）。截至目前為止，
JavaScript 是唯一內建在所有主要 web 瀏覽器中，用於撰寫客戶端應用程式
指令稿（client-side application scripting）的程式語言。此外，近幾年因為 
Node.js 平台的出現，JavaScript 也成為了實作伺服端應用程式（server-side 
applications）的熱門語言。

儘管如此，這是一本有關 JavaScript 的書籍，而非 web 程式設計。有的時
候，討論 web 相關的範例及概念的應用會有所助益，但本書的焦點在這個
語言本身，它的語法、語意及語用學，而非 web 平台的 API 和技術。

關於共時性（Concurrency）

JavaScript 有一個奇怪的特點是它在共時環境（concurrent settings）下的行
為是完全未受規範的。一直到 ECMAScript 標準的第 5 版（且包括第 5 版），
這個標準都完全沒有提到 JavaScript 程式在互動式或共時環境下應該有什麼
行為。本書的第 7 章處理的就是共時性的議題，所以嚴格來說它所描述的
是非官方的 JavaScript 功能。但在實務上，所有主要的 JavaScript 引擎都使
用一種共通的共時模型。而儘管在標準中並未指定，處理共時與互動式的

程式，在 JavaScript 程式設計的領域中，是個統一的中心概念。實際上，未
來版本的 ECMAScript 標準可能會正式規範這個 JavaScript 共時模型共通的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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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的使用

函式（functions）為 JavaScript 的強項，同時作為程式設計師主要的抽象
工具，以及主要的實作機制。在 JavaScript 中，單是函式這個功能，就能
夠扮演其他程式語言以多個不同名稱實現的角色：程序（procedures）、
方法（methods）、建構式（constructors），甚至是類別（classes）或模組
（modules）。一旦你熟悉函式豐富又細膩之處，並且能夠熟練地運用它們，
你就已經精通了絕大部分的 JavaScript。但凡事都有代價，要學會在不同情
境（context）下如何有效地運用函式，可能得花費不少時間。

18  了解函式呼叫、方法呼叫以及建構式呼叫之
間的差異

如果你熟悉物件導向程式設計（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你很有
可能習慣把函式、方法與類別的建構式想成是三種個別的東西，然而在 
JavaScript 中，這只是函式這單一個程式語言構件（construct）的三種不同
的使用模式。

最簡單的使用模式是函式呼叫（function call）：

function hello(username) {
    return "hello, " + username;
}
hello("Keyser Söze"); // "hello, Keyser Söze"

這裡所做的事情就是它看起來的那樣：它呼叫 hello 函式，並且將 username 
參數繫結到傳入給它的引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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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函式的使用

JavaScript 中的方法只不過是剛好身為函式的物件特性（object properties）：

var obj = {
    hello: function() {
        return "hello, " + this.username;
    },
    username: "Hans Gruber"
};
obj.hello(); // "hello, Hans Gruber"

注意到 hello 參考到 this 以存取 obj 的特性。你可能會想說 this 是被繫結
到 obj，因為 hello 是定義在 obj 上。但是我們能夠把對相同函式的參考複
製到另一個物件中，並得到不同的答案：

var obj2 = {
    hello: obj.hello,
    username: "Boo Radley"
};
obj2.hello(); // "hello, Boo Radley"

對一個方法呼叫（method call）而言，實際上是由呼叫運算式（call 
expression）本身負責決定 this 的繫結，而 this 也被稱為該次呼叫的接收

者（receiver）：運算式 obj.hello() 會查找 obj 的 hello 特性，並以 obj 為接
收者來呼叫它。運算式 obj2.hello() 會查找 obj2 的 hello 特性（在此這個特
性剛好是與 obj.hello 相同的函式），不過是以 obj2 為接收者來呼叫它。一
般來說，在一個物件上呼叫一個方法，就會在那個物件上查找那個方法，然

後使用該物件作為方法的接收者。

既然方法不過是在一個特定物件上呼叫的函式，沒有理由說一個普通的函式

不能提及 this：

function hello() {
    return "hello, " + this.username;
}

這適用於預先定義一個函式，以讓多個物件共用它：

var obj1 = {
    hello: hello,
    username: "Gordon Gek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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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1.hello(); // "hello, Gordon Gekko"

var obj2 = {
    hello: hello,
    username: "Biff Tannen"
};
obj2.hello(); // "hello, Biff Tannen"

然而，把一個用到 this 的函式當成函式來呼叫，而非當成方法來呼叫，並
沒有什麼特別的用處：

hello(); // "hello, undefined"

這反而幫倒忙，因為一個非方法的函式呼叫，會把全域物件（the global 
object）當作接收者，在此它沒有一個名為 username 的特性，所以產生的是 
undefined。如果一個方法的效用取決於 this，那麼把這個方法當成函式來
呼叫，也很少會有什麼用處，因為沒有理由預期全域物件會符合該方法對它

接收者物件的期待。實際上，把 this 繫結到全域物件是一種容易導致問題
的行為，所以 ES5 的 strict mode（嚴格模式）才會把 this 的預設繫結改為 
undefined：

function hello() {
    "use strict";
    return "hello, " + this.username;
}
hello(); // 錯誤：無法讀取 undefined的 "username"特性 

這樣一來，就能夠協助抓出意外把方法當作一般函式來用的情形，因為嘗試

存取 undefined 的特性會立即擲出錯誤。

函式的第三種用途是當作建構式（constructors）。如同方法和一般的函式，
建構式也是以 function 來定義的：

function User(name, passwordHash) {
    this.name = name;
    this.passwordHash = passwordHas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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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ew 運算子來調用 User 就會把它視為一個建構式：

var u = new User("sfalken",
                 "0ef33ae791068ec64b502d6cb0191387");
u.name; // "sfalken"

不同於函式呼叫與方法呼叫，一個建構式呼叫會以一個全新的物件當作 
this 的值，並且隱含地回傳這個新物件當作它的呼叫結果。這種建構函式
（constructor function）主要的用途就是初始化那個新物件。

請記住

 ► 對一個方法的呼叫會把在其中查找出此方法特性的物件當作它的接收者
（receiver）。

 ► 函式呼叫會把全域物件（對 strict 的函式而言則是 undefined）當作它們

的接收者。以函式呼叫的語法來呼叫方法，很少會有什麼用處。

 ► 建構式是透過 new 來呼叫的，而且會以一個全新的物件當作它們的接 

收者。

19  熟悉高階函式的用法

高階函式（Higher-order functions）過去是函式型程式設計（functional 
programming）僧侶們的特有用語（shibboleth），一個用來指稱看起來像是
一種高階程式設計技巧的深奧術語，但事實並非如此，它並不是什麼艱深莫

測的技巧。簡潔優雅地運用函式，時常能夠產生較為易懂且簡明扼要的程式

碼。多年來，指令稿語言（scripting languages）採用了這些技巧，並在過程
中揭開了函數型程式設計某些最佳慣用語法的神秘面紗。

高階函式指的不過就是會把其他函式當作引數的函式或是會回傳函式作

為它們結果的函式。接受一個函式作為引數（通常被稱作是一個 callback 
function，也就是「回呼函式」，因為它會被高階函式“called back＂，即「呼
叫時傳入給它，然後它再呼叫回來」）是一種特別強大且很有表達能力的慣

用語法（idiom），也是 JavaScript 程式時常使用的慣用語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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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陣列上標準的 sort 方法，為了作用在所有可能的陣列上，sort 方法仰
賴它的呼叫者來決定如何比較陣列中任兩個元素：

function compareNumbers(x, y) {
    if (x < y) {
        return -1;
    }
    if (x > y) {
        return 1;
    }
    return 0;
}
[3, 1, 4, 1, 5, 9].sort(compareNumbers); // [1, 1, 3, 4, 5, 9]

標準程式庫原本可以要求呼叫者傳入一個具有 compare 方法的物件，但既然
只需要一個方法，直接接受一個函式會比較簡單，並較為簡潔。實際上，前

述的範例可透過一個匿名函式（anonymous function）進一步地簡化：

[3, 1, 4, 1, 5, 9].sort(function(x, y) {
    if (x < y) {
        return -1;
    }
    if (x > y) {
        return 1;
    }
    return 0;
}); // [1, 1, 3, 4, 5, 9]

學會使用高階函式通常能夠簡化你的程式碼，並且消除繁瑣的反覆套用。作

用在陣列上的許多常見動作具有優雅的高階抽象方式，很值得去了解。考慮

轉換一個字串陣列的簡單動作，透過一個迴圈，我們會寫成：

var names = ["Fred", "Wilma", "Pebbles"];
var upper = [];
for (var i = 0, n = names.length; i < n; i++) {
    upper[i] = names[i].toUpperCase();
}
upper; // ["FRED", "WILMA", "PEB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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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陣列便利好用的 map 方法（ES5 所引進的），我們能夠完全消除與迴圈
有關的細節，只透過一個區域函式來實作這個逐元素的轉換動作：

var names = ["Fred", "Wilma", "Pebbles"];
var upper = names.map(function(name) {
    return name.toUpperCase();
});
upper; // ["FRED", "WILMA", "PEBBLES"]

一旦掌握了高階函式的運用方式，你就能夠自行找出使用的機會，撰寫你

自己的高階函式。可以高階抽象化（higher-order abstraction）的徵象是重
複或相似的程式碼。舉例來說，想像我們發現程式的某個部分會用字母集

（alphabet）中的字母（letters）來建構一個字串：

var aIndex = "a".charCodeAt(0); // 97

var alphabet = "";
for (var i = 0; i < 26; i++) {
    alphabet += String.fromCharCode(aIndex + i);
}
alphabet;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同時，程式的另一個部分會產生含有數字字元（numeric digits）的一個字串：

var digits = "";
for (var i = 0; i < 10; i++) {
    digits += i;
}
digits; // "0123456789"

在其他地方，還有另一個部分的程式會建立一個隨機（random）的字元字串：

var random = "";

for (var i = 0; i < 8; i++) {
    random += String.fromCharCode(Math.floor(Math.random() * 26)
                                  + aIndex);
}
random; // "bdwvfrtp"（每次的結果都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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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的這幾個部分都建立了一個不同的字串，但它們所使用的邏輯是共通

的。各個迴圈建立字串的方式都是將某種運算的結果串接在一起，以構成個

別的區段。我們可以抽取出這個共通的部分，將之移到單一個工具函式內：

function buildString(n, callback) {
    var result = "";
    for (var i = 0; i < n; i++) {
        result += callback(i);
    }
    return result;
}

注意到 buildString 的實作含有各個迴圈所有共通的部分，但在會變動的地
方，則以一個參數來取代：迴圈迭代（loop iterations）的次數變成了變數 
n，而每個字串區段的建構，則呼叫 callback 函式來進行。現在我們就能使
用 buildString 來簡化前面三個範例：

var alphabet = buildString(26, function(i) {
    return String.fromCharCode(aIndex + i);
});
alphabet;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var digits = buildString(10, function(i) { return i; });
digits; // "0123456789"

var random = buildString(8, function() {
    return String.fromCharCode(Math.floor(Math.random() * 26)
                                          + aIndex);
});
random; // "ltvisfjr"（每次的結果都會不同）

建立高階抽象化的函式有許多好處。如果實作中有什麼棘手的地方，例如正

確設定迴圈邊界條件，都會被限制在高階函式實作的區域內，這樣一來，如

果那個部分有什麼臭蟲的話，你只要在那裡修補一次就好了，不必在你的

程式中四處尋找那種共通程式邏輯出現的地方。如果你需要最佳化程式作

業的效率，同樣地，你也只需要針對一個目標進行改善，其他用到它的地

方自然就會得到效能增益。最後，賦予這個高階抽象一個清楚的名稱（例如 
buildString）能夠協助閱讀程式碼的讀者更容易了解你的意圖，而無須去解

碼實作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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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發現自己重複撰寫了多次相同的模式，那麼學會提取出一個高階函式能

夠幫助你寫出更簡潔的程式碼，增進你的生產力，改善程式碼的可讀性。

「不停嘗試找出共通的模式，將它們移到高階的工具函式中」是一個值得養

成的重要習慣。

請記住

 ► 高階函式（higher-order functions）是接受其他函式作為引數或回傳函

式作為它們結果的一種函式。

 ► 熟悉現存程式庫中所提供的高階函式。

 ► 學習識別可用高階函式取代的共通編程模式（coding patterns）。

20  使用 call 以自訂的接收者來呼叫方法

正常情況下，一個函式或方法的接收者（receiver，也就是繫結到特殊關鍵
字 this 的值）是由其呼叫者所使用的語法而定的。特別是方法呼叫的語法，
會把在其中查找出方法特性的物件，繫結到 this。然而，有時候我們需要以
自訂的接收者（a custom receiver）來呼叫一個函式，而且此函式可能不是
我們接收者物件的一個特性。當然，你能夠把這個方法加到物件中作為一個

新的特性：

obj.temporary = f;    // 如果 obj.temporary已經存在了怎麼辦？
var result = obj.temporary(arg1, arg2, arg3);
delete obj.temporary; // 如果 obj.temporary已經存在了怎麼辦？

不過這種做法並不大好，甚至可能是危險的。通常我們不會想要去修改 
obj，甚至根本無法修改。特別是，不管你為 temporary 選了什麼名稱，都會
有與 obj 現存特性衝突的風險。此外，某些物件可能會被凍結（frozen）或
密封（sealed）起來，以防止新特性的加入。而且一般來說，隨意為物件新
增特性是不好的實務做法，尤其是對不是你所建立的物件（參見條款 42）。

幸運的是，函式內建有一個 call 方法，可用來自訂接收者，你只要透過 call  
方法來調用一個函式：

f.call(obj, arg1, arg2, ar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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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行為類似直接的呼叫：

f(arg1, arg2, arg3);

只不過 call 的第一個引數明確的指出接收者物件。

call 方法特別適合用來呼叫已經被移除、修改或覆寫的方法。條款 45 展
示了一個實用的範例，其中 hasOwnProperty 方法可在任意物件上被呼叫，
即使該物件是個字典（dictionary）也一樣。在一個字典物件中，查找 
hasOwnProperty 的動作所產生的，是來自字典中的一個條目（entry），而非
一個繼承而來的方法（inherited method）：

dict.hasOwnProperty = 1;
dict.hasOwnProperty("foo"); // 錯誤：1不是一個函式

使用 hasOwnProperty 方法的 call 方法讓你能夠在字典上呼叫它，即使這個方
法不是儲存在該物件中也是一樣：

var hasOwnProperty = {}.hasOwnProperty;
dict.foo = 1;
delete dict.hasOwnProperty;
hasOwnProperty.call(dict, "foo");            // true
hasOwnProperty.call(dict, "hasOwnProperty"); // false

call 方法也可用來定義高階函式（higher-order functions）。高階函式一個
常見的慣用語法是接受一個選擇性的引數作為呼叫函式的接收者。舉例來

說，一個用來表示 key-value（鍵值 -值）繫結表的物件，可能會提供一個 
forEach 方法：

var table = {
    entries: [],
    addEntry: function(key, value) {
        this.entries.push({ key: key, value: value });
    },
    forEach: function(f, thisArg) {
        var entries = this.entries;
        for (var i = 0, n = entries.length; i < n; i++) {
            var entry = entries[i];
            f.call(thisArg, entry.key, entry.value, 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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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允許該物件的使用者傳入一個方法作為 table.forEach 的 callback（回呼）
函式 f，並且為此方法提供一個合理的接收者。舉例來說，我們可以像這樣
輕易地把一個表（table）的內容複製到另一個表中：

table1.forEach(table2.addEntry, table2);

這段程式碼會從 table2（它也可以從 Table.prototype 或 table1）擷取出 
addEntry 方法傳入給 forEach，而 forEach 方法會以 table2 為接收者，重複地
呼叫 addEntry。注意到即使 addEntry 只預期兩個引數，forEach 還是以三個
引數來呼叫它：一個鍵值（key）、一個值（value），以及一個索引（index）。
那個額外的索引引數是無害的，因為 addEntry 會忽略它。

請記住

 ► 使用 call 方法來以一個自訂的接收者呼叫一個函式。

 ► 使用 call 方法來呼叫可能不存在於給定物件上的方法。

 ► 使用 call 方法來定義允許使用者為 callback 函式提供接收者的高階 

函式。

21  使用 apply 以不同數目的引數來呼叫函式

想像某個人提供我們一個用來計算任意數目個值之平均的 average 函式：

average(1, 2, 3);                   // 2
average(1);                         // 1
average(3, 1, 4, 1, 5, 9, 2, 6, 5); // 4
average(2, 7, 1, 8, 2, 8, 1, 8);    // 4.625

這個 average 函式就是被稱作是 variadic（可變參數）或 variable-arity（元數 
可變）的那種函式（一個函式的 arity 是指它所預期的引數數目，譯為「元

數」）：它能夠接受任意數目的引數。相較之下，一個元數固定（fixed-arity） 
版本的 average 則可能會接受單一個引數，內含由值所構成的一個陣列：

averageOfArray([1, 2, 3]);                   // 2
averageOfArray([1]);                         // 1
averageOfArray([3, 1, 4, 1, 5, 9, 2, 6, 5]); // 4
averageOfArray([2, 7, 1, 8, 2, 8, 1, 8]);    // 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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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變參數（variadic）的版本較為簡潔，也比較優雅。可變參數的函式有便
利的語法，至少在呼叫者事先知道要提供多少個引數時是這樣，如同上面的

範例所示。但想像一下，假設我們有一個由多個值構成的陣列：

var scores = getAllScores();

我們要如何使用 average 函式來計算它們的平均值呢？

average(/* ? */);

幸好，函式內建有一個 apply 方法，它類似於 call 方法，不過它是專門為
這個用途所設計的。apply 方法接受一個由引數所構成的陣列（an array of 
arguments），並且把陣列中每個元素當作個別的引數來呼叫函式。除了引數
陣列外，apply 方法還有第一個引數，用來指定被呼叫的函式之 this 的繫
結。既然 average 函式並沒有提及 this，我們可以傳入 null 給它：

var scores = getAllScores();
average.apply(null, scores);

如果 scores 有三個元素，那麼這就等於是：

average(scores[0], scores[1], scores[2]);

apply 方法也可被用在可變參數的方法（variadic methods）上。舉例來說，
一個 buffer 物件可能含有一個可變參數的 append 方法，用來把項目加到它
的內部狀態中（參閱條款 22 來了解 append 的實作方式）：

var buffer = {
    state: [],
    append: function() {
        for (var i = 0, n = arguments.length; i < n; i++) {
            this.state.push(arguments[i]);
        }
    }
};

append 方法可以任意數目的引數來呼叫：

buffer.append("Hello, ");
buffer.append(firstName, " ", lastName, "!");
buffer.append(new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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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apply 的 this 引數，我們也能夠以一個我們計算出來的陣列來呼叫 
append：

buffer.append.apply(buffer, getInputStrings());

注意到 buffer 引數的重要性：如果我們傳入了一個不同的物件，append 方
法就會試著修改錯誤的物件的 state 特性。

請記住

 ► 使用 apply 方法來以計算出來的引數陣列呼叫可變參數的函式。

 ► 使用 apply 的第一個引數來指定可變參數方法的接收者。

22  使用 arguments 來建立可變參數的函式

條款 21 描述了一個可變參數的 average 函式，它可以處理任意數目的引數，
並且產生它們的平均值。我們要如何實作自己的可變參數函式（variadic 
function）呢？元數固定的（fixed-arity）版本很容易實作：

function averageOfArray(a) {
    for (var i = 0, sum = 0, n = a.length; i < n; i++) {
        sum += a[i];
    }
    return sum / n;
}
averageOfArray([2, 7, 1, 8, 2, 8, 1, 8]); // 4.625

averageOfArray 的定義中定義了單一個形式參數（formal parameter），也就
是參數列中的變數 a。當使用者呼叫 averageOfArray，他們會提供單一個引
數（有時被稱為一個實際引數，actual argument，以強調它們與形式參數的
區別），也就是由值所構成的陣列。

可變參數的版本幾乎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它並沒有定義任何明確的形式參

數。取而代之，它利用了「JavaScript 會提供每個函式一個隱含的區域變數 
arguments」的這個事實。這個 arguments 物件為實際的引數提供了一種類似
陣列的介面（array-like interface）：對於每個實際引數，它都含有對應的索
引特性（indexed properties），以及一個 length 特性，用來代表提供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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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引數。這使得可變元數的 average 函式能夠藉由「以迴圈處理 arguments 
物件的每個元素」來表達：

function average() {
    for (var i = 0, sum = 0, n = arguments.length;
         i < n;
         i++) {
        sum += arguments[i];
    }
    return sum / n;
}

可變參數的函式（variadic functions）專門用來製作彈性的介面：不同的客
戶可能會以不同數目的引數來呼叫它們。但它們自己本身也因此喪失了一

些便利性：如果用戶希望以一個計算出來的引數陣列（a computed array of 
arguments）來呼叫它們，就得使用在條款 21 中所描述的 apply 方法。一個
良好的準則是，如果你為了便利性提供了一個元數可變的函式，那麼你也應

該提供一個元數固定的版本，能夠明確地接受一個陣列。要這樣做通常很容

易，因為你可以使用元數固定的版本來實作元數可變的版本：

function average() {
    return averageOfArray(arguments);
}

藉此，你函式的用戶就不需要憑藉 apply 方法了，含有 apply 的程式碼可能
比較不容易閱讀，也常會帶來效能上的成本。

請記住

 ► 使用隱含的 arguments 物件來實作可變元數的函式（variable-arity 

functions）。

 ► 提供可變參數函式時，也請一併提供元數固定的版本，如此你的用戶才
不需要使用 apply 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