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版前言

十年前，John Resig想像著有個 JavasScript程式庫，能夠簡化人們建立 web
網站的方式。現在，根據 BuiltWith.com的統計，使用 JavaScript的 web網站，有
超過 80%使用 jQuery程式庫。在今日，自稱是 web開發者的人，很難不知道有
jQuery的存在。

在技術面上，jQuery簡化了瀏覽器上的冗長原生方法呼叫，縮減了完成工作時
必須的程式碼行數。這就是為何 jQuery的格言會是 "寫得更少，做得更多（Write 
less, do more!）"。jQuery也弭平了瀏覽器間不一致的行為 -甚至是某些明顯的臭
蟲。這同時也簡化了開發與測試。

jQuery一開始的設計就是可擴充的。jQuery plugin模型允許任何人，在 jQuery
既有功能上建立特定功能。從燈箱到表單驗證，有著數以千計的 jQuery plugin可
完成各種功能。因此，即使許多人程式設計能力普普，也能基於他人的成果之上，

建立出美麗且有用的 web網站。

當然，閉門造車不會是 jQuery受歡迎的原因。從一開始，它就有著強而有力
且樂於助人的社群開發者，建立了可回答新手問題的線上論壇與郵件清單。從討論

中獲得的理解回饋成為了更好的文件、訓練課程與書籍，像是這本。

本書是學習 jQuery 的良方。一開始，它涵蓋了 jQuery API 的中心原則，選
取 web頁面上的某些元素進行某些處理。無論你是要隱藏、顯示、建立動畫、移
除或改變元素的外觀，都是套用相同的模式。選取方式採用了標準 CSS選擇器
（selector）語法，以及一些 jQuery為了在選取時更有效率而做的改進。

我必須坦白地說，我最愛的一章是事件，因為我對 jQuery首次重要貢獻，就
是在 jQuery 1.7時重新撰寫的事件模組。該章在 web網頁事件（這是使用者與 web
頁面互動時，獲取通知的主要方式）的目的與用途上解釋得非常好。你對 jQuery
做的操作，幾乎都是從某種事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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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很高興的是，這本書涵蓋了某些常被忽略的主題，像是單元測試與大型專

案的組織。許多小型專案最後都會成為大傢伙，而這幾章的建議，有助於在專案成

長時，以免於頭痛的方式進行管理。

建立 demo應用程式的那幾章寫得很好，它們示範了 jQuery各部件的結合方
式，也示範了像是樣版之類的東西，這是現代主流 JavaScript框架與應用程式中心
的重要觀念。既使是現在，我還是會對這些 demo感到驚訝，例如，只用少許程式
碼就建立起有用功能，這類 demo證明了這件事是有可能做到的。

Aurelio De Rosa身為 jQuery社群的貢獻者好幾年了，而且也是 jQuery內容
團隊（確保 jQuery線上文件不致於過期）的一員。他對 jQuery in action最新版本

做出的努力，能讓你獲得此程式庫的最新資訊。Aurelio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也
發現了許多 jQuery線上文件中不一致與疏失的部分，因而同時改善了 jQuery線上
文件。身為本書讀者，以及馬上要成為 jQuery開發者的你是個幸運兒。接下來就 
"寫得更少，做得更多 "吧！

DAVE METHVIN
PRESIDENT, JQUERY FOUNDATION



序

每當憶起我在這本書中投注的心力，總令我感到驚訝。Manning的人找我商
量 jQuery in action第三版的撰寫時，我是知道這件事不輕鬆，不過，確實也低估了

這個任務。我本來想的是 "這應該不難，只要幾個月的功夫就可以完成 "。不過，
在兩年與無數個夜晚的工作之後，我對這個決定也並不後悔。撰寫這本書的過程很

神奇，令我以各種不同方式在技能上獲得了成長。我成了更好的開發者、更好的作

者，而且在 jQuery的技能上也有所長進。

兩年前，我是個對 jQuery有著高度熱情的 web開發者，對這個程式庫能免費
為我解決許多問題深表感激。在開始進行這件案子之前，我熟悉 jQuery，然而無庸
置疑地，為了寫作與修改你即將閱讀的章節，不得不迫使我做更深入的研究，而最

後，令我得以將技能提昇到另一個層次。我也因而有機會發現與這個程式庫及其文

件相關的新問題。改版這本書讓我能不斷地對 jQuery做出貢獻 -多到我被邀請加入
jQuery團隊。不用多說，這真是始料未及且令人開心的成就，而我以能成為這個令
人驚奇的專案成員之一為榮。

現在，你知道我為什麼會開始這段旅程了，就讓我們來好好討論一個重要的問

題：第三版到底需要些什麼？我想，這問題可以被歸納為兩個基本的事實。本書前

一版涵蓋的 jQuery版本是到 1.4，而當時最新的版本是 1.11，而 jQuery 3（本書中
也有涵蓋）正在醞釀。第二個事實是，jQuery無疑地是最常被使用的 JavaScript程
式庫。在全世界前一百萬個網站中約有 63%，而網際網路中約有 17%都使用它。
這兩個事實，應該夠讓你瞭解到，從 jQuery in action第二版發行以來，有許多東西

都有了變化，jQuery仍然具有重大的意義，而且不可能突然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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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本書的第三版中，你會看到許多改變。首先，我刪除了 jQuery UI那章，
因為無論是 jQuery或 jQuery UI都有了許多成長，它們都值得使用專書說明。此
外，你在翻閱這本書的時候會看到，我決定加入許多前一版中沒涵蓋的進階主題。

最後，我加入了許多範例、Lab Page、程式碼片段、live demo以及許多讓這一版更
好的玩意兒。

翻過這頁之後，探索這本書，並開始認識這世界上最廣為使用的 JavaScript程
式庫。開心地玩吧！

AURELIO DE ROSA



關於本書

本書是針對想研究 jQuery（網路上最受歡迎與採用的 Javascript程式庫）的
web開發者。無論讀者目前的程度是初學或進階，本書目標是引導你成為 jQuery
的專家。這本書深入涵蓋了整個程式庫，包括像是 Bower與 QUnit等其他工具或
框架，也沒忘了要提供最佳實踐等建議。每個 API方法都以一個易於吸收的語法區
塊來呈現，說明了方法的參數與傳回值。

jQuery in Action第三版涵蓋的主題從簡單到進階，像是何謂 jQuery，怎麼含括
在網頁上，程式庫實作 Promise的方式，以及建立 jQuery plugin的方式。為了能在
這個過程中提供協助，本書的內容特色是提供了許多範例、三個 plugin與三個示範
專案。它也包括了我們稱為 Lab Page的東西。為了能實際瞭解 jQuery方法的微妙
之處，又不用親手寫一堆程式碼，這些綜合且有趣的網頁是非常好的方式。

本書預設要懂得基本的 HTML、CSS與 JavaScript。不預設要先對 jQuery有任
何瞭解，不過若有些經驗的話，吸收觀念時會派上用場。

地圖

本書被分為三個部分：簡介 jQuery以及它能做些什麼，說明 jQuery核心的所
有特性，以及進階議題部分。

第 1章是關於 jQuery背後的哲學，以及 jQuery遵循 Unobtrusive JavaScript原
則的方式。其中討論了什麼是 jQuery，它試圖解決的問題，以及為什麼你會想在
web專案中加以運用。

第 2章涵蓋了透過選擇器的使用來進行 DOM元素的選取，以及建立自訂選擇
器的方式。我們也會介紹 jQuery群集（jQuery collection）（或 jQuery物件）這個
名詞，它用來表示 jQuery方法傳回的 JavaScript物件。它可能包含被選取、可使用
程式庫操作的元素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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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對第 2章做了延伸，教導怎麼根據前次的選取來調整或建立新的元素選
取。你也會知道使用 jQuery建立新 DOM元素的方式。

第 4章著重在 jQuery許多用來處理屬性（attributes）與特性 (properties)的方
法，以及它們的差異。此外，也解釋了在一或多個 DOM元素上儲存自訂資料的方
式。

第 5章是有關元素類別（class）名稱處理，DOM元素的內容複製與設定，以
及藉由新增、移除或取代元素來修改 DOM樹。

第 6章介紹不同的事件模型，以及瀏覽器中怎麼建立處理器，以便控制事件發
生時進行的動作。接著，我們會說明開發者怎麼使用 jQuery中來做同樣的事，但
不用處理瀏覽器相容性。此外，這一章說明了事件委託（event delegation）與事件

浮昇 (event bubbling)的重要觀念。

第 7章有別於先前章節，因為它的焦點放在完成一個專案開發，一個 DVD碟
片定位器，在這個專案中，你可以套用先前學到的各章節內容。

第 8章說明顯示與隱藏元素的方法，以及建立動畫的方式。也會涵蓋串列執行
特效的函式以及一般函式的排程（queuing）。

第 9章放在效用函式（utility function），那些以 jQuery為名稱空間，通常不是
用來處理 DOM元素的函式。

第 10章涵蓋了近年來最重要的觀念之一：Ajax。我們會看到 jQuery大幅簡化
網頁上 Ajax的方式，並免於常見的陷阱，同時大量簡化最常見的幾個 Ajax互動類
型（像是傳回 JSON物件）。

我們在第 11章設下了一個新挑戰。在這邊，我們要解決現實世界中許多開發
者會面對的一個問題：建立聯絡表單。專案的組成是個不用重新載入網頁，就能通

知使用者訊息傳送成功或失敗的聯絡表單。

第 12章是 Part 3的第一章，我們要開始進階主題了，大部分內容不再嚴格限
制於程式庫的核心。在這章中，我們會討論建立 plugin來擴充 jQuery功能的方
式。這些 plugin會以兩種方式呈現：方法與效用函式。在這章中，我們兩者都會說
明。

第 13章解釋怎麼使用 jQuery的 Promise實作來避免所謂的回呼地獄（callback 
hell）。你會看到，這是個被討論了好幾年的棘手、爭議性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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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14章中，我們會介紹測試，告訴你這是什麼以及為何重要。我們會將注
意力放在某個特定的測試類型：單元測試。接著，我們會涵蓋 QUnit，一個被某些
jQeury專案（jQuery、jQuery UI與 jQuery Mobile）採用的 JavaScript測試框架，
我們會用它來為程式碼進行單元測試。

第 15章，本書的最後一章，一開始是正確使用 jQuery選取元素以改進程式碼
效能的一些技巧與訣竅。接著，我們會擴及一些工具、框架與模式，它們並不限於

jQuery，不過，可用來創造快速、穩固且優美的程式碼。特別的是，這一章說明了
使用模組來組織程式碼，使用 RequireJS來載入模組，以及使用 Bower來管理前端
相依性的方式。最後，我們會讓你用一下 Backbone.js，試著把 jQuery運用在單頁
（single-page）應用程式之中。

在所有章節之後，我們提供了個附錄，說明了 JavaScript 的重要觀念，像
是函式環境物件（function context），以及能在網頁上發揮 jQuery 效用的閉包
（closure）基礎，這是為不熟悉或者是想複習這些觀念的讀者而準備的。

程式碼慣例與下載

本書中的原始碼，無論是在程式碼清單或片段之中，都是採用等寬字型

（fixed-width font），這讓它們相較於周遭的本文會比較突出。在某些清單中，

程式碼會加上標註，以指出重要觀念，而有時會在文字上採用項目編號，以提供程

式碼的額外資訊。程式碼在格式上會為了要符合本書頁面空間而做些變化，像是加

入換行與適當使用縮排。

本書所有範例的原始碼都可以在這個 Github 鏈結找到：https://github.com/

AurelioDeRosa/jquery-in-action。原始碼也可以在出版社的網站 www.manning.com/

derosa/或是 www.manning.com/jquery-in-action-third-edition下載。

軟體需求

本書的程式碼範例都用目錄整理好了，每一章是一個目錄，以便能在本地 web
伺服器（像是 Apache HTTP Server）上使用。不過第 7章與第 10章建立的專案以
及少數幾個是例外，那些範例不需要 web伺服器，如果想要的話，也可以直接載入
瀏覽器中執行。第 10章的專案除了 Apache的功能之外，還需要進一步的後端互動
支援，因此，必須要為 Apache設定 PHP才能在本地端執行。

所有範例都在不同瀏覽器中測試過了，包括了 Internet Explorer、Firefox、
Safari、Opera與 Chrome。



選取元素

本章涵蓋：

 █ 使用 jQuery與 CSS選擇器來選取元素

 █ 探討 jQuery限定（jQuery-only）的特有過濾器

 █ 開發自訂過濾器

 █ 瞭解 jQuery()函式的 context參數

在本章中，我們來看看 jQuery的 $()函式強大且經常運用的功能之一，詳細

地說明找出想要操作的 DOM元素之方式：透過選擇器（selector）的 DOM元素選
取。這一章所有篇幅完成之後，你就會熟悉許多的選擇器。jQuery不但完整支援
CSS選擇器，也引入了其他相關機制。我們也會介紹過濾器（filter），它們當中許

多都是特別的 jQuery限定選擇器，通常與其他類型選擇器一同合作，以進一步削
減符合的元素集合。如果這還不夠，你還會學到自訂過濾器（custom filter），也稱

為自訂選擇器（custom selector）或自訂虛擬選擇器（custom pseudo-selectors），程

式庫如果不支援你所需要的選擇器，就可以加以運用。我們也會討論 context，也

就是 $()函式的第二個參數，並說明使用時的相關事宜。

許多互動式 web應用程式所需要的功能，可藉由構成網頁的 DOM元素處理來
達成。但對 DOM元素進行處理前，必須先找到它們並選取。本章與下一章會介紹
選取元素的概念。在本書前一版，因為內容彼此之間有很高的相關性，它們是獨立

的一章，不過我們決定把它們拆開，本章依然是詳盡而精練。在能夠駕馭所有的概

念之前，你可能會需要多看幾次。將這最後的提示謹記在心，讓我們從 jQuery找
到目標元素進行處理的方式，作為深度之旅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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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選取元素進行處理

實際使用任何 jQuery方法前，首先要做的就是，選取網頁中即將進行操作的
元素。如你在第 1章中學到的，要使用 jQuery選取頁面中的元素，需要將選擇器
傳給 jQuery()函式（或者其別名 $()）。jQuery()函式與其別名會傳回 jQuery
物件，其中包括了符合給定條件的 DOM元素集合，而這物件也提供了許多 jQuery
方法與特性。

有時打算要選取的元素集合易於描述，像是 "網頁中所有段落元素 "。有時它
們需要比較複雜的描述，像是 "有 list-element類別、包含鏈結且必須是清單中

第一個項目的所有清單元素 "。幸運地，jQuery提供完整的選擇器語法，你可以輕
鬆、優雅、簡潔地指定元素集合。你也許早就知道一堆這類語法了：jQuery使用你
所熟悉愛用的 CSS語法，且可以用某些自訂方式來加以擴充，以進行常見或複雜
的選取。

為了協助你更瞭解元素的選取，在本書可下載的範例程式碼中放了個 jQuery 
Selectors Lab Page（檔案是 chapter-2/lab.selectors.html）。你可以在 Selectors Lab
中輸入 jQuery選擇器字串，並（即時地）看到選取了哪個 DOM元素。當網頁顯示
時，這個 Lab頁面就像圖 2.1所示。

如果你還沒下範例程式碼，趁現在趕快下載，本章的內容若配合 Lab練習的

話，會比較容易吸收。請造訪本書網頁 http://www.manning.com/derosa找到下
載鏈結，或者是造訪 https://github.com/AurelioDeRosa/jquery-in-action。

左上方的 Selector Panel包括了文字方塊與按鈕。要進行 Lab"體驗 "的話，可
以在文字方塊中鍵入選擇器，並點選 Apply按鈕。現在請在方塊中鍵入 li字串，

並點選 Apply。

你所鍵入的選擇器（這邊是指 li）會作用在右上方 DOM Sample方框中載入
的 HTML片段。在按下 Apply按鈕後，Lab程式碼所執行的，是在所有符合的元素
上增加一個類別名稱 found-element。網頁所定義的 CSS規則，會讓所有具有該
類別的元素變得顯眼，也就是加上個黑色邊框與灰色背景。在按下 Apply之後，你
應該會看到圖 2.2的畫面，DOM Sample中所有的 li元素都有了顯眼的提示。此

外，所執行的 jQuery陳述，以及所選取的元素標籤名稱，都顯示在底下的 Selector
文字方塊之中。用來呈現 DOM範例片段的 HTML標記，顯示在底下標示為 "DOM 
Sample Code"的方塊中。這個範例，應該有助於你體會怎麼撰寫選擇器來找出 
元素。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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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jQuery Selectors Lab Page能夠即時地觀察到所有選擇器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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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可以在畫面中看到，選擇器 li會匹配所有的 li元素

在這個章節進行的過程中，我們還會談到更多此 lab頁面的使用。現在，來談
談 jQuery處理基本 CSS選擇器的方式。

2.2 基本選擇器

為了能為頁面元素套用樣式，web開發者對一套小而有效、可以跨瀏覽器運行
的選擇器表示式很熟悉。這些表示式可以根據元素 ID、CSS類別名稱、標籤名稱
來進行選取。選取元素的特例之一是通用選擇器（Universal selector），它能選取
DOM中所有元素。選擇器表示式可讓你在 DOM中進行基本搜尋，下一節中我們
會詳細說明。當結合在一起時，這些選擇器可讓你進行更複雜的選取。表 2.1提供
了一些例子，可讓你快速地複習一下這些選擇器，以及它們結合在一起的方式。

表 2.1　簡單的 CSS選擇器範例

範例 說明 CSS規範？

* 符合頁面中所有元素 

#special-id 符合 id為 special-id的元素 

.special-class 符合類別為 special-class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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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簡單的 CSS選擇器範例（續）

範例 說明 CSS規範？

a 符合所有鏈結（a）元素 

a.special-class
符合具有類別 special-class的所有鏈結

（a）元素


.class.special-class
符合具有類別 class與類別 special-class

的所有元素


在 JavaScript中有組函式，像是 getElementById()與 getElementsByClass 

Name()，可以結合特定類型的選擇器以取得想操作 DOM元素。不幸地，就算是
這麼簡單的函式在使用上也有些問題。例如，getElementsByClassName()在

Internet Explorer 9之前的版本不支援。如果你只想使用原生方法，就要注意跨瀏覽
器的相容性。

jQuery來拯救了！如果瀏覽器原生地支援選擇器或函式，jQuery就會使用它以
求更有效率；否則，就會用自己的方法來傳回想要的結果。好消息是你不用擔心這

個差異性，jQuery會在幕後完成一切，所以你可以專注在程式碼的其他面向。

jQuery程式庫完全相容 CSS3，因此選取元素上不會有差異性；在標準相容
瀏覽器樣式表中能被選取的元素，jQuery選擇器引擎也會選取相同的元素。程式
庫不依賴在瀏覽器的 CSS實作。就算瀏覽器沒有正確地實作標準的 CSS選擇器，
jQuery也會根據全球資訊網協會（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W3C）的標準規
則，正確地選取元素。

如果想要練習，可以玩一下 Selectors Lab，用一些基本的 CSS選擇器作些實
驗，直到熟悉為止。

真高興知道 jQuery可以為我們解決跨瀏覽器的相容性（針對所支援的瀏覽
器），現在可以來研究一下這許許多多可用的選擇器。

2.2.1 全選（或通用）選擇器

第一個可用的選擇器是全選（或通用）選擇器，使用星號（*）來表示。如

名稱所提示的，它能讓你選取頁面中所有 DOM元素，即使是 head元素與其子元

素。為了加強這個概念，假設你有以下的 HTML頁面：

<!DOCTYPE html> 

<html>
  <head>
     <title>jQuery in Action, 3rd edition</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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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
  <body> 
    <p>I'm a paragraph</p>
  </body> 
</html> 

要取得頁面所有元素，需要將通用選擇器傳給 jQuery()函式（或其別名

$()），像是接下來這句程式碼：

var allElements = $('*');

在繼續說明之前，必須提到一個慣例。在將 jQuery建立的選取結果儲存在變
數時，有個廣為採納的慣例是將金錢符號前置或附加（較不常見）在變數名稱上。

這沒什麼特別的意義；而是用來提醒一下變數儲存的是什麼東西。採用這些慣例的

另一理由是，確保不會在 $()傳回的 DOM元素集合上又呼叫 $()。例如，你可能

會誤寫以下的程式碼：

var allElements = $('*');
// 這邊是其他程式碼 ...
$(allElements);

使用方才談過的慣例，可在變數名稱前置放個金錢符號來改寫上頭的程式碼，

如這邊所示：

var $allElements = $('*');

或者也可以寫成這種形式：

var allElements$ = $('*');

我們建議採用並遵守其中一個慣例。在本書接下來，我們會用第一種：前置一

個金錢符號。

現在來看看在網頁中運用 jQuery的第一個完整範例。在這個例子中，如程
式碼 2.1所示，我們會使用 CDN 來含括 jQuery，而且是運用第 1章學過的退守
（fallback）技巧。你可以在本書提供的原始碼檔案 chapter-2/listing-2.1.html中找
到這些程式碼。在本書接下來，範例只會含括 jQuery程式庫的本機版本，而避免
使用 CDN。決定這麼做有兩個主要的原因：簡短（也就是，寫比較少的程式碼），
以及避免額外的 HTTP請求（如果是離線執行範例的話就會失敗）。

程式碼 2.1　結合 jQuery與通用選擇器
<!DOCTYPE html>
<html>
   <head>
      <title>jQuery in Action, 3rd edition</title>
   </head>
   <body>
      <p>I'm a paragraph</p>
      <script src="//code.jquery.com/jquery-1.11.3.min.js"></script>

從 jQuery CDN
請求 j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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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ipt>
         window.jQuery || document.write('<script src="../js/jquery-
     1.11.3.min.js"><\/script>');
         var $allElements = $('*');
      </script>
   </body>
</html>

我們告訴你，這些程式碼是用來選取頁面中所有元素，但是元素在哪？如果使

用除錯器（debugger）來檢視，或者是使用 console（如果有的話），就會看到選

取的元素是 html、head、title、body、p、script（頁面中第一個）與 script

（頁面中第二個）。

要說明一下的是，舊版 Internet Explorer（IE 6-7）不支援 console.log()。

本書的範例會忽略這個問題，而且會經常使用這個方法，而不是使用惱人的

window.alert()。不過，在這些瀏覽器上運行時，你得記得不支援的情況。

記得，元素取得與儲存時，會依照它們頁面上出現的順序。

開發工具組

想要開發 DOM指令稿驅動的應用程式，卻沒有除錯工具的輔助，就像想彈琴卻戴著銲
接手套一樣。你幹嘛這麼做？

根據你使用的瀏覽器，在檢視程式碼時會有不同的選擇。雖然名稱不同，所有主流瀏

覽器為此都有一組內建的工具組。例如，在 Chrome中，這些工具組被稱為 Chrome開
發人員工具（https://developers.google.com/chrome-developer-tools/），而 Internet Explorer
中，則稱為 F12開發人員工具（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bg182326(v=vs.85).
aspx），Firefox也有其內建工具組，不過，開發者通常使用一個稱 Firebug（http://
getfirebug.com）的 plugin。在開發過程中，這些工具組不但能檢視 JavaScript的
console，也能檢視即時的 DOM、CSS、指令稿與頁面中其他的許多面向。

如你看過的，全選選擇器會令 jQuery走訪所有 DOM節點。DOM中的元素多
時，處理起來就會很慢；因此並不建議使用。除此之外，你不太會需要取得頁面中

所有元素，而會要收集隸屬於 DOM某個特定子樹的元素，如稍後會看到的。

如果你跟 JavaScript及瀏覽器交手過，就會知道，最常用的選擇器之一，就是
使用某元素的 ID。我們來進一步討論這個主題。

如果無法從 CDN取得，
退守至本地複本

選取頁面中所有元素

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