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本書ii

本書分為三部份：第一章到第九章為 Vue的主題，第十章為 Bootstrap 4的快
速入門，最後一章第十一章為 ES 6的快速入門。本書主要說明 Vue，因此，
關於 Vue的章節排在最前面，但是，若各位讀者對 Bootstrap 4及 ES 6不甚
清楚的話，閱讀時建議先快速翻閱第十章與第十一章。

Vue是一個「漸近式」的前端框架，開發人員可以逐步地、階段性的加進所
需要的功能。本書章節即是這樣漸近式的安排，逐章節漸次加入不同的應用

主題，因此，對於初次接觸的讀者，個人建議第一章到第九章循序閱讀。

為了詳細說明程式設計的步驟細節，每一支範例程式的各步驟都會獨立存

檔，並以後 2碼表示其順序，例如，vue010101.html到 vue010104.html是第
一章的第一支範例（vue0101），最後序號由 01編到 04，表示這個範例在不
同階段的程式碼。

適合讀者

整合 Vue前端框架到網頁應用程式時會使用到 HTML 5、CSS及 ES 6，雖然
本書在最後二章有精要的說明，但是並沒有鉅細靡遺的講解，因此，本書希

望讀者至少知道什麼是 HTML 5、什麼是 CSS，及對程式語言及程式設計有
初步的概念。

使用工具

一、 編輯器，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下載網址 https://code.visualstudio.com/。

二、 瀏覽器，則使用 Chrome。

三、 XAMP架站軟體，用來試測所有的網頁應用程式。如果不想用架站軟體
的話，也可以在 Visual Studio Code中安裝 Live Server套件，這樣也可
以針對網頁進行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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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在撰寫網頁應用程式（web application）時，使用者介面用
HTML 的各式標籤構成並透過 CSS（Cascading Style Sheets，樣式
表）來美化（這個部份稱為 View，視圖），如果要有互動功能，需再
藉由 JavaScript 程式語言做資料或處理邏輯（這個部份稱為 Model，
模型）直接去操弄使用者介面中的元素，其結構如下，程式碼請參閱

vue010001.html：

一、 使用者介面是純 HTML打造。

二、 資料 /處理邏輯則是使用純 JavaScript與 DOM的物件所建構，用
來操弄使用者介面中的 HTML元素或稱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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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Vue.js之後，Vue實例把手深進原本的 UI及 JavaScript部份，但卻不是直
接去操弄使用者介面中的元素，其結構如下，程式碼請參閱 vue010002.html：

一、 使用者介面中的 {{  }} 與 v-on:click 指令即為 Vue 的「資料綁定」與
「事件繫結」。

二、 資料 /處理邏輯中的 new Vue()即為 Vue實例的建構。

這就是為什麼 Vue.js 這個與 React 及 Angular 齊名的前端框架在前端程式設
計時被稱為 MVVM的原因：

MVVM 是由 Model、View 及 ViewModel 三部分構成，Model 代表

資料及資料操作的處理邏輯，View 代表 UI 的視覺化部份，至於

ViewModel則被用來同步 View 和 Model的實物或稱物件，讓 View

中的資料的變化會同步到 Model中，而 Model中的資料變化也會立

即反應到 View上。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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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過 jQuery框架的朋友可能會問說，jQuery框架與 Vue.js有什

麼不同嗎？如果從結構來看，jQuery只是提供了更好的方式來操

弄 HTML而已，一樣是去操弄使用者介面中的元素，但並未同時

把手深進去使用者介面的視覺化部份，其結構如下，程式碼請參閱

vue010003.html：

NOTE

使用 HTML撰寫網頁時，<a>與 <button>及 <input>的標籤最常使用，甚至
只使用這三種標籤就幾乎完成一個頁面。

例如，下面這個臺鐵的訂票網頁中有各種使用 <a>標籤的超連結所構成的表
單，有使用 <input>標籤的的單列文字框用來輸入資料及執行特定功能的「開
始查詢」按鈕 <button>標籤：



Vue.js 2前端漸進式建構框架實戰應用1-4

關於 <a>標籤的結構 <a href="⋯"    >⋯</a>，href可以指定構成網址的任意
字串，而顯示 <a>標籤內容的文字也可以是任意的字串。這表示我們有機會
利用程式碼的方式視實際需要來填入適合的內容，因此，<a>標籤需要的資
料可以透過程式來動態提供，這樣就能依情況的不同來動態建構一個指向特

定連結的 <a>標籤。

至於 <input>標籤作為單列文字框作用時，主要則是從使用者手中拿到資料，
然後提供資料給程式讓程式決定如何進行下一步，例如，上述網頁的「身分

證字號」及「電腦代碼」的單列文字框被程式拿來進行後續查詢之用；至於

<button>標籤就像一個開關，被用來啟動某個動作，像是上述網頁的「開始
查詢」。

本章會利用 Vus.js實作上述三種 HTML標籤達成下面的需求，簡單來說就是
HTML標籤與 Vue.js做「資料綁定」與「事件繫結」：

一、 由 Vue.js提供資料給 HTML標籤。

二、 用 Vue.js取得 HTML標籤提供的資料。

三、 如何讓 HTML的 <button>標籤按下之後的動作與 Vue.js繫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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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e.js的使用方式可以是單一的 HTML檔案，或是程式碼與網頁的使用者介
面分離的多檔案結構，也可以是搭配使用 Vue CLI。不過，為了專注在觀念
的介紹，本書的範例主要是使用單一的 HTML 檔案的方式來撰寫，這樣的
話可以讓準備工作會少一點，程式碼的撰寫上也單純很多。一旦有了單一的

HTML檔案的撰寫經驗之後，轉換成多檔案或是以 Vue CLI的專案的方式實
作時，都可以很容易地上手！

1-1  Vue.js範本檔的實作

實作範例之前，我們先來把使用 Vue時的檔案結構做好。請依下列步驟逐步
完成我們在本書一直會重複利用的範本檔結構。

1
STEP  在 Visual Studio Code中新增 vue0101.html檔。

2
STEP  在編輯器中輸入「!」後按下「Tab」鍵產生基本的 HTML結構。

3
STEP  接下來是在 HTML中使用 Vue.js的三個基本動作：

一、 通常會在 <body> 標籤最後面加入 <script> 標籤來指定 Vue.js 的 
CDN（詳 vue010101.html）：

<body>
    <!-- Vue 的 CDN -->
    <script src="https://unpkg.com/vue/dist/vue.js"></script>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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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維基百科，CDN的說明如下：

內容傳遞網路（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或 Content distribution 

network，縮寫：CDN）是指一種透過網際網路互相連接的電腦網

路系統，利用最靠近每位使用者的伺服器，更快、更可靠地將音

樂、圖片、影片、應用程式及其他檔案傳送給使用者，來提供高效

能、可擴展性及低成本的網路內容傳遞給使用者。

內容傳遞網路的總承載量可以比單一骨幹最大的頻寬還要大。這使

得內容傳遞網路可以承載的使用者數量比起傳統單一伺服器多。也

就是說，若把有 100Gbps處理能力的伺服器放在只有 10Gbps頻

寬的資料中心，則亦只能發揮出 10Gbps的承載量。但如果放到十

個有 10Gbps的地點，整個系統的承載量就可以到 10*10Gbps。

同時，將伺服器放到不同地點，可以減少互連的流量，進而降低頻

寬成本。

資料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內容傳遞網路

NOTE

二、 接著在上述的 <script>標籤後面再加入用來建構 Vue實例的程式碼
區塊。在區塊中利用「new Vue({})」的語法加入建構 Vue 實例的
程式碼（詳 vue010102.html）：

<body>
    <!-- Vue 的 CDN -->
    <script src="https://unpkg.com/vue/dist/vue.js"></script>

    <!-- Vue實例的程式碼 -->
    <script>
        new Vue({
            el: '#app'
        })
    </script>
</body>

 使用「new Vue({})」的語法建構 Vue實例時，會傳入一個 JavaScript
物件（object），這個物件稱為 options（選項物件），透過在這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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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物件中加入特定的屬性可以用來完成特定的用途，例如，上述程

式碼使用的 el，是表示 Vue實例要掛載在哪個 HTML標籤，以上述
程式碼來說，Vue實例要掛載的位置是一個 id為 app的標籤。前面
的 el就是「element」之意。

 由於選項物件是 JavaScript 物件，因此，其格式會以常數物件
（object literal）方式來撰寫，而且可以使用 ES 6的語法。

三、 配合上述 Vue實例要掌控的「掛載點」也就是作為 Vue實例的「領
域」。通常是一個 id為「app」的 <div>標籤（詳 vue010103.html）。

<body>
    <!-- Vue實例的掛載點 -->
    <div id='app'>
        
    </div>
    <!-- Vue 的 CDN -->
    <script src="https://unpkg.com/vue/dist/vue.js"></script>

    <!-- Vue實例的程式碼 -->
    <script>
        new Vue({
            el: '#app'
        })
    </script>
</body>

上述完成了使用 Vue.js的檔案結構，若以 MVVM模型來看的，其結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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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為止就是使用 Vue.js的 HTML檔案的基本結構，大家可以將這個檔案特
別保存下來做為本書其他範例的初始化範本。

補充說明一下，比較完整 Vue實例的選項物件，其常見的屬性如下，其中的
el是上述範本檔有用到的部分：

1-2  {{ }} ，mustache 語法的「單向流出資料綁定」

為了讓資料能夠在 HTML 標籤中呈現出來，Vue 實例中會加上選項物件
的 data 屬性來指定要提供資料，然後在 HTML 標籤中加上 {{ }} 這個取其
形狀而被戲稱為 mustache（鬍子）的語法進行「單向流出的資料綁定 data 
binding」。

例如，下面範例程式碼中，定義在 Vue實例選項物件 data屬性中的 message
資料「流出」到 Vue實例掛載點中的 {{ message }}，mustache語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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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複雜的程式碼以 MVVM 解構如下：數字 1 標示的位置表示將資料撈給
HTML，然後在瀏覽器呈現（數字 2標示的位置）：

Mustache中文為「鬍子」：

資料來源：https://pixabay.com/zh/ 小胡子 - 手把 - 男 - 头发 - 

复古 - 男子 - 面部护理 - 酿酒 - 黑 -473661/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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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類推，我們來讓 vue010103.html範本檔能夠顯示經典的「Hello World」
字串吧！

1
STEP

 請將 vue010103.html複製為 vue010104.html。

2
STEP  在 Vue實例的選項物件中的 data屬性中加入 message字串。

<body>
    <!-- Vue實例的掛載點 -->
    <div id='app'>

    </div>
    <!-- Vue 的 CDN -->
    <script src="https://unpkg.com/vue/dist/vue.js"></script>

    <!-- Vue實例的程式碼 -->
    <script>
        new Vue({
            el: '#app',
            data: {
                message: 'Hello World!'
            }
        })
    </script>
</body>

3
STEP  然後在 id為 app的 Vue實例的掛載點中利用鬍子語法做 message名稱的
「資料綁定」（詳 vue010104.html）：

<body>
    <!-- Vue實例的掛載點 -->
    <div id='app'>
        {{ message }}
    </div>
    <!-- Vue 的 CDN -->
    <script src="https://unpkg.com/vue/dist/vue.js"></script>

    <!-- Vue實例的程式碼 -->
    <script>
        new Vue({
            el: '#app',
            data: {
                message: 'Hello World!'
            }
        })
    </script>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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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瀏覽器中開啟 vue010104.html網頁的執行結果就會像下圖一般，這樣就完
成了第一支使用 Vue的 HTML網頁了！

鬍子語法的 {{}} 被用來作為單向資料流出的綁定之用，但不限於只是單純資
料的流出，如果是要經過運算或者說能夠以「運算式」的方式表達者，像是

呼叫有傳回值的函數，一樣可以用鬍子語法。

例如，下面這個範例將多個數值構成的陣列經過乘以 2的運算後輸出：

1
STEP  請將 vue010104.html複製為 vue010104e.html。

2
STEP  在 Vue實例的選項物件中的 data屬性中加入 numbers陣列。

        new Vue({
            el: '#app',
            data: {
                numbers: [1, 4, 9, 16]
            }
        })

3
STEP  然後在 id為 app的 Vue實例的掛載點中利用鬍子語法做 numbers陣列運
算的「資料綁定」。

    <!-- Vue實例的掛載點 -->
    <div id='app'>
        {{ numbers.map(x => x * 2) }}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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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 vue010104e.html網頁，其結果如下：

鬍子語法的 {{}}被用來作為單向資料流出的綁定之用，萬一我們的資料本身
就是鬍子語法，但是不想被解譯為單向資料流出的綁定時，例如，下面的第

一列輸出 {{ message }}字串：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使用 v-pre 指令搭配 <span> 標籤包起含有鬍子語法的 
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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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v-pre這種以 v-開頭的片語稱為「directive」，本書使用「指令」

稱呼這樣的片語。

NOTE

複習一下，上一個範例關於 Vue 的使用，除了在 <script> 中對

Vue實例的規劃外，HTML的掛載點部份與取用資料的部份也要有

相應的機制。前者如 el指定 id為 app的掛載點及 data屬性物件中

的 message字串，後者如 {{ }}的語法。

data物件中的屬性，也可以變數的形式寫在 Vue實例之外，然後

再指定給 data 物件中的屬性，如果變數的名稱「恰好」與 data

物件中的名稱相同時，可以有二種寫法（ES 6寫法的部份，請詳

vue010104m01.html）：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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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可以將整個選項物件中的 data屬性獨立出來（ES 6寫法的

部份，請詳 vue010104m02.html）：

截至目前為止，我們使用了二個選項物件的屬性，分別是 el 與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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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vue010104.html 是使用 CDN 來運用 Vue.js，如果要直接使用 Vue.js 的
函式庫檔（JavaScript Library）也不是不行，只是就要先下載 vue.js檔案到我
們的網站來並在網頁指定該函式庫的位置。

為下載 vue.js，請開啟 https://vuejs.org/v2/guide/installation.html 網站，並將
畫面捲動到下面的位置，這裡有提到下載時有二種選擇：

• 第一種是 Development Version，也就開發階段用的版本；

• 第二種是 Production Version，也就是上線階段用的版本。官網有提到，在開發

階段時不要使用 minified version，也就是上線階段用的版本。

根據官網的說明，我們就直接點選上圖的 Development Version按鈕開始下載。

接下來要進行的這個第二個範例，我們就來使用這支下載下來的 vue.js檔改
寫原先的 vue010104.html。

1
STEP  請將 vue010104.html複製一份並命名為 vue010105.html。

2
STEP  為簡單起見，將前述下載下來的 vue.js檔案放置到與 vue010105.html檔
案的相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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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EP

開啟 vue010105.html，並將原使用 CDN的 <script>標籤修改成使用 vue.
js（詳 vue010105.html）：

<body>
 <!-- Vue實例的掛載點 -->
 <div id='app'>
    {{ message }}
 </div>
 <!-- Vue 的 函式庫檔 -->
 <script src="./vue.js"></script>

 <!-- Vue實例的程式碼 -->
 <script>

 new Vue({
 el: '#app',
 data: {

 message: 'Hello World!'
 }

 })
 </script>

</body>

使用 CDN與 vue.js檔的差異對照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