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又是一個溫暖美妙的加州夜晚，淡淡的海風氣息令人通體舒暢，心中不禁輕聲呼喊

「啊 !」地點：洛杉磯；時間：2000 多年，我正準備將名為 CSSsprites.com 的 Web 
應用程式 FTP 到我的伺服器，並將它發布到全世界，在完成這支 app 的前幾個晚
上，我暗想，究竟為何只花費 20% 的心力來處理應用程式的「實質內容」，而耗
費 80% 的心血在跟使用者介面搏鬥？需要完成多少其他工具，才不必一天到晚處理 
getElementById()，並且擔心應用程式的狀態？（使用者是否完成上傳？啊，發生錯
誤？對話還在繼續？）UI 開發為何如此曠時費日？不同的瀏覽器會發生什麼狀況？慢
慢地，「啊」變成了「救人啊」！

快轉到 Facebook 在 2015 年 3 月舉辦的 F8 大會，我所屬的團隊準備宣布重新改寫
兩支 Web 應用程式：第三方留言元件與相關工具必須互相配合，相較於我的小小 
CSSsprites.com 應用程式，這些都是完整成熟的 Web 應用程式，包含大量功能，威力
強大，流量驚人，然而，整個開發工作輕鬆愉快，非常順利，團隊的新成員（有些甚

至對 JavaScript 和 CSS 完全不熟悉）能夠不費吹灰之力地參與開發工作，這邊貢獻一
些功能，那邊提出一點改善，提升效能，加快速度。就像某位團隊成員所說，「啊，我

現在終於明白愛的滋味！」

怎麼回事？ React。xi

React 是建構 UI 的程式庫 — 幫助你一勞永逸地定義使用者介面，接著，當應用程式
的狀態發生改變時，UI 自動被重建，反應這項變動，不需要你做任何額外的工作，畢
竟，你已經定義好 UI。定義？嗯，其實比較像是宣告（declare），你可以使用可管理
的小元件，建構威力驚人的大型應用程式，不需要再將半個函式主體耗費在尋找 DOM 
節點；只需要維護應用程式的 state（使用老式的簡單 JavaScript 物件），其餘工作自
然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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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React 是很有投資報酬率的事情 — 你學習一個程式庫，並且利用它建立下列所有
事項：

• Web 應用程式

• 原生 iOS 和 Android 應用程式

• Canvas 應用程式

• TV 應用程式

• 原生桌面應用程式

你可以利用與打造元件和 UI 相同的想法，建立具有原生效能與原生控制項（真正的原
生控制項，而不是外觀看似原生的複製品）的原生應用程式，它不是「撰寫一次，四

處執行」（整個業界在這件事情上一直不甚成功），而是關乎「學習一次，四處使用。」

長話短說：學習 React，把那 80% 的時間拿回來，並且聚焦於真正重要的事項（例
如，應用程式存在的真正理由）。

關於本書

這本書聚焦於從 Web 開發的觀點學習 React。針對前三章，你從空白的 HTML 檔案開
始，持續加強。這樣做讓你得以專注學習 React，而不需要管新語法或輔助工具。

第 4 章介紹 JSX，這是選用的獨立技術，通常與 React 結合運用。

接著，你學習並且瞭解開發真實 app 與額外輔助工具需要耗費多少代價。例如，
JavaScript 的打包工具（Browserify）、單元測試（Jest）、程式碼檢查（ESLint）、型別
檢查（Flow）、組織應用程式資料流（Flux），以及處理不可變更資料（Immutable.js）
等事項。所有關於輔助技術的討論盡可能維持最小化，以避免失焦，重點還是 React；
你會熟悉這些工具，並且能夠明智地抉擇要採用哪一個。xii

祝福您，在學習 React 的旅途上，一帆風順，滿載而歸！



第一章

Hello World

讓我們踏上使用 React 掌握應用程式開發的征途，在本章中，你將學習如何設置 
React，並且撰寫你的第一支 "Hello World" 網頁應用程式。[1]

設置

要事先辦：首先，必須取得 React 程式庫，還好，整個過程再簡單不過。

到 http://reactjs.com（這會將你重導到 GitHub 官網（http:// facebook.github.io/react/）），
然後點擊 "Download" 按鈕，接著點擊 "Download Starter Kit"，你會取得 ZIP 檔，解壓
縮，並將裡頭的目錄複製到任何你可以找到的位置。

例如：

mkdir ~/reactbook 
mv ~/Downloads/react-0.14.7/ ~/reactbook/react

現在，你的工作目錄（reactbook）看起來應該像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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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你的 React 目錄清單

透過 ~/reactbook/react/build/react.js 即可開始，持續探索下去，你會學到其他知識。

注意，React 並未強制任何目錄結構；你可以自由地改變成不同的目錄，或者將 react.js 
重新命名為你覺得合適的名稱。[2]

Hello React World
讓我們從工作目錄裡的簡單頁面開始 (~/reactbook/01.01.hello.html)：

<!DOCTYPE html>
<html>
  <head>
    <title>Hello React</title>
    <meta charset="utf-8">
  </head>
  <body>
    <div id="app">
      <!-- 我的應用程式在此渲染 -->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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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ipt src="react/build/react.js"></script>
    <script src="react/build/react-dom.js"></script>
    <script>
      // 我的應用程式的程式碼
    </script>
  </body>
</html>

你可以在隨附的程式碼儲存庫中找到這本書的所有程式碼（https://

github.com/stoyan/reactbook/）。

這個檔案只有兩個地方需要注意：[3]

 y 包含 React 程式庫及它的 DOM 附加套件（透過 <script src> 標籤）。

 y 定義你的應用程式應該被放置在頁面上的什麼地方（<div id="app">）。

你總是可以將一般 HTML 內容與其他 JavaScript 程式庫混合 React 應

用程式一起使用，也可以在相同頁面上運用幾個 React 應用程式，你只

需要在 DOM 裡頭的某個地方參照 React，並且指明「就在這裡施展你

的魔法」。

現在，讓我們增加顯示“hello”的程式碼 – 更新 01.01.hello.html，並且以下列程式碼替
換「// 我的應用程式的程式碼」：

ReactDOM.render(
  React.DOM.h1(null, "Hello World!"),
  document.getElementById("app")
);

在瀏覽器上載入 01.01.hello.html，就會看到應用程式的執行結果（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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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實際的執行結果

恭喜，你剛剛建立了你的第一支 React 應用程式！ [4]

圖 1-2 還顯示在 Chrome Developer Tools 裡頭生成的程式碼，你可以看到 <div id= 
"app"> 佔位器（placeholder）的內容被 React 應用程式產生的內容所取代。

發生什麼事？

程式碼裡頭有一些重要且有趣的東西，讓你的第一支應用程式能夠順利運作。

首先，你會看到 React 物件被使用，所有可供利用的 API 都是透過這個物件提供的，事
實上，這個 API 刻意被極小化，因此沒有很多方法名稱需要記憶。

你還會看到 ReactDOM 物件，它的方法更是屈指可數，render() 是其中最有用的，這些
方法以前是 React 物件的一部分，然而，從 0.14 版開始，它們被劃分出來，強調應用程
式的渲染（render）是獨立的關注點，你可以建立一支在不同環境下渲染的 React 應用
程式 — 例如，HTML（瀏覽器的 DOM），畫布（canvas），或者，在 Android 或 iOS 的
原生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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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還有元件（component）的概念，你使用元件建立 UI，並且以你認為適當的方
式組合這些元件，在你的應用程式中，你最後會建立自己的客製化元件，但為求一切順

利，React 提供一些 HTML DOM 元素的包裹器（wrapper），你透過 React.DOM 物件使
用這些包裹器，在這個例子中，你可以看到 h1 元件的使用，它對應於 <h1> HTML 元
素，並且讓你能夠透過 React.DOM.h1()進行呼叫。[5] 

最後，你看到舊式的簡單 DOM 存取：document.getElementById("app")，你可以利用
這段程式碼告訴 React，這支應用程式應該被放在頁面中的哪裡，如你所知，這是從 
DOM 操作連結到 React 領域的橋樑。

一旦跨越這座橋梁，從 DOM 到達 React，就不用再擔心 DOM 操作，

因為 React 會負責從元件到底層平台（瀏覽器的 DOM、畫布、原生應

用程式等）的轉換工作。你不必擔心 DOM，但並不表示你無法干涉

它，假如你因為任何理由需要回到 DOM 領域，React 也提供你必要的

「逃生口」。

既然知道每一行程式碼在做什麼，讓我們檢視一下整體圖像。過程是這樣的：你在 
DOM 當中選擇特定位置渲染你的 React 元件，你總是渲染一個頂層元件，它可能包含
你需要的所有子元件（和子孫元件），事實上，甚至在這個簡單的例子中，h1 元件也具
有一個子元件 —“Hello World!”文字。 

React.DOM.*
現在應該明白，你能夠透過 React.DOM 物件，以 React 元件的形式使用一些 HTML 元
素（圖 1-3 顯示你如何利用瀏覽器控制台得到完整的元素表列）。讓我們仔細檢視這個 
API。

注意 React.DOM 與 ReactDOM 之間的差異，前者是一群現成可用的 

HTML 元素，後者是在瀏覽器中渲染應用程式的機制（想想 ReactDOM.

r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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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React.DOM 的特性清單

讓我們看看 React.DOM.* 方法的所有參數，還記得 "Hello, World!" 應用程式的模樣嗎？

ReactDOM.render(
  React.DOM.h1(null, "Hello World!"),
  document.getElementById("app")
);

h1() 的第一個參數（此案例為 null）是物件，指明你想要傳遞給元件的任何特性（想
想 DOM 的屬性）。例如，你可以這樣做：[6]

React.DOM.h1(
  {
    id: "my-heading",
  },
  "Hello World!"
),

圖 1-4　顯示這個範例生成的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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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React.DOM 呼叫生成的 HTML

第二個參數（此案例為 "Hello World!"）定義該元素的子元素，如前段程式碼所示，最
簡單的情況就是文字子元素（也就是 DOM 的 Text 節點），然而，隨你高興，你可以嵌
套許多子元素，並且將它們作為附加的函式參數來傳遞，例如：[7]

React.DOM.h1(
  {id: "my-heading"},
  React.DOM.span(null, "Hello"),
  " World!"
),

另一個例子，這次包含嵌套的元素（結果如圖 1-5 所示）：

React.DOM.h1(
  {id: "my-heading"},
  React.DOM.span(null,
    React.DOM.em(null, "Hel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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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world!"
),

圖 1-5　嵌套的 React.DOM 呼叫所生成的 HTML。[8] 

如你所見，開始嵌套元件之後，很快就會有大量的函式呼叫與括號需要

注意跟檢查，為求簡單，你可以使用 JSX 語法，JSX 是一個需要單獨

討論的主題（第四章），但就現在而言，讓我們先暫時忍受一下單純的 

JavaScript 語法，原因是 JSX 有些爭議：人們一開始經常覺得它很討厭

（啊，我的 JavaScript 裡有 XML！），但稍後便覺得它是不可或缺的。

為了讓你稍微感受一下，下面是使用 JSX 語法的程式碼片段：

   ReactDOM.render(
     <h1 id="my-heading">
       <span><em>Hell</em>o</span> world!
     </h1>,
     document.getElementById("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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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 DOM 屬性
有一些特殊的 DOM 屬性是你應該知道的，包括 class、for，與 style。

你不能使用 class 與 for，因為這些都是 JavaScript 的保留字，相反地，你需要 
className 和 htmlFor：[9]

// 反例
// 這段程式碼無法運作
React.DOM.h1(
  {
    class: "pretty",
    for: "me",
  },
  "Hello World!"
);

// 正例
// 這段程式碼可以運作
React.DOM.h1(
  {
    className: "pretty",
    htmlFor: "me",
  },
  "Hello World!"
);

當論及 style 屬性時，你不能像一般 HTML 那樣使用字串，而必須改用 JavaScript 物
件，避開字串始終是一個好主意，可以減少跨網站指令稿（XSS）攻擊的風險，所以這
是一個可喜可賀的改變。

// 反例
// 這段程式碼無法運作
React.DOM.h1(
  {
    style: "background: black; color: white; font-family: Verdana",
  },
  "Hello World!"
); 

// 正例
// 這段程式碼可以運作
React.DOM.h1(
  {
    sty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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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black",
      color: "white",
      fontFamily: "Verdana",
    }
  },
  "Hello World!"
);

另外，還要注意，在處理 CSS 特性時，你必須使用 JavaScript API 名稱；換言之，使用 
fontFamily，而不是 font-family。10

React DevTools 瀏覽器擴展套件
在嘗試本章的一些範例時，如果打開瀏覽器控制台，你會看到一則訊息，“Download 
the React DevTools for a better development experience: https://fb.me/react-devtools.”，
跟著這個 URL，就能夠找到並且安裝可以幫助你偵錯 React 應用程式的瀏覽器擴展套件
（圖 1-6）。

圖 1-6　React DevTools 擴展套件

乍看之下可能有點讓人喘不過氣，然而，到第 4 章時，你就會看到它的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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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自訂元件

至此，你已經完成最簡單的 "Hello World" 應用程式，你現在知道如何：

 y 安裝、設置、並且使用 React 程式庫（真的只需要兩個 <script> 標籤）

 y 在 DOM 當 中 選 擇 特 定 位 置 渲 染 你 的 React 元 件（ 例 如，ReactDOM.
render(reactWhat, domWhere)）11

 y 使 用 內 建 的 元 件， 這 些 是 一 般 DOM 元 素 的 包 裹 器（ 例 如，React.DOM.
div(attributes, children)）

然而，React 的真正威力在於：使用自訂元件來建構（及更新！）應用程式的 UI。我們
將在下一章中學習如何做到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