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介

歡迎閱讀《精通 PHP & MySQL 網頁開發 第五版》。你將會在本書的內容中取得

我們實際使用兩種最重要且最多人使用的 Web開發工具：PHP與 MySQL的知識 
結晶。

在簡介中，我們要討論的主題包括

■ 你為什麼要讀這本書

■ 讀完這本書之後，你可以得到什麼

■ 什麼是 PHP與 MySQL，以及它們很棒的原因是什麼

■ 最新版的 PHP與 MySQL做了什麼改變

■ 這本書的架構

我們開始吧。

注意

請前往我們的網站 informit.com/register並註冊這本書，來方便你取得本書可能的更新、下載
或勘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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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什麼要讀這本書？

這本書將會以最簡單的訂單表單到複雜的安全 web應用程式為例，教你建立互動
式 web應用程式。更重要的是，你將會學到如何透過開放原始碼技術來做這件
事。

這本書的對象是至少已經知道基本 HTML，且曾經使用現代程式語言寫過程式
的人，但不一定要寫過 web，或使用過關聯式資料庫。如果你是程式初學者，應
該也可以從這本書中獲益，但你可能要多花一些時間來消化它。我們試著不漏掉

任何基本概念，但是會快速地帶過它們。本書的讀者通常希望可以透過充分掌握

PHP與 MySQL來建構大型或商業網站。你可能已經用過其他的 web開發語言，
若是如此，這本書應該可以讓你快速上手。

我們之所以寫出這本書的第一版，是因為我們已經受夠了其實只不過是函式參考

書的 PHP書籍。這些書是有用的，但是當你的老闆或客戶說“幫我做一個購物
車”時，它們就無法幫上忙。在這本書中，我們盡力讓每一個範例都是實用的。

你可以在你的網站中直接使用許多程式範例，也可以對許多範例稍做修改，就可

以使用它們。

你將會從這本書學到什麼？

閱讀這本書將可讓你做出真實世界的動態 web應用程式。如果你曾經使用一般的
HTML做出網站，就可以瞭解這種方法的限制在哪。純 HTML網站的靜態內容就
只是⋯靜態的，除非你親自更新它，否則它不會改變。你的使用者無法以任何有

意義的方式來跟網站互動。

使用 PHP等語言，以及 MySQL等資料庫，可讓你的網站動起來，讓它們可以客
製化，及顯示即時資訊。

在這本書中，我們刻意將重心放在真實世界的應用程式，就算在介紹性的章節也

是如此。我們會先看一下簡單的系統，並透過我們的方式來使用 PHP與 MySQL
的各個元件。

接著我們會討論安全與驗證的部分，因為它們與製作真實世界的網站有關，並且

讓你知道如何使用 PHP與 MySQL來實作這些功能。我們也會討論 JavaScript與
它在應用程式開發中扮演的角色，來介紹前端與後端的整合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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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本書的最後，我們會說明如何進行真實世界的專案，並帶領你設計、規劃及

建構以下的專案：

 ■ 使用者身分驗證與個人化

 ■ Web式 email

 ■ 社群媒體整合

你可以原封不動地使用以上任何專案，或按你的需求來修改它們。我們之所以選

擇它們，是因為我們認為它們是程式員最常建立的 web應用程式。如果你有別的
需求，這本書應該也可以一路協助你到達你的目標。

什麼是 PHP？
PHP是伺服器端的腳本語言，它是特別為 web設計的。你可以在 HTML網頁中嵌
入 PHP程式，在每次有人造訪網頁時執行它。你的 PHP程式碼會在 web伺服器上
解譯，並產生 HTML或其他可讓訪客看到的輸出。

PHP是在 1994年問世的，原本是 Rasmus Lerdorf一個人製作的。後來，經過其他
高手的修改，以及幾次重大的改寫，它成為我們今日看到的廣泛、成熟的成品。

根據 Google的 Greg Michillie在 2013年 5月的資料，全世界有超過四分之三的網
站使用 PHP，在 2016年 7月，這個數字成長為超過 82%。

PHP是一種開放原始碼專案，這意味著你可以取得原始碼，而且可以自由地使
用、修改及發表它。

PHP原本的意思是 Personal Home Page，但是與 GNU遞迴式命名方式一樣（GNU 
= Gnu’s Not Unix），它現在的意思變成 PHP Hypertext Preprocessor。

PHP目前的主要版本是 7。這個版本完全改寫底層的 Zend引擎，並對語言做了一
些重大的改善。在寫這本書時，我們已按照 PHP 7的標準以及目前仍然受到官方
支援的 PHP 5.6版本家族來測試與驗證本書的所有程式碼。

PHP的首頁在 http://www.php.net。

Zend Technologies的首頁在 http://www.ze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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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MySQL？
MySQL（讀為 My-Ess-Que-Ell）是一種極快速、強健的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

（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RDBMS）。這種資料庫可讓你有效率地

儲存、搜尋、排序及取出資料。MySQL伺服器會控制你對於資料的存取，以確保
多個使用者可以同時使用它，來提供快速的存取，並確保只有取得授權的使用者

可存取它。因此，MySQL是一種多使用者、多執行緒的伺服器。它使用標準的資
料庫查詢語言：結構化查詢語言（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SQL）。MySQL在
1996年就已經公開供人使用了，但它的開發歷史可追溯到 1979年。它是全世界最
熱門的開放原始碼資料庫，並且獲得 Linux Journal Readers’ Choice Award的許多 
獎項。

MySQL可透過兩種授權方式來使用。只要你願意遵守許可權的條款，就可以取得
開放原始碼許可權（GPL）來免費使用它。如果你想要發表含有 MySQL的無 GPL
應用程式，也可以購買商業許可權。

為什麼要使用 PHP與 MySQL？
當你製作網站時，可使用許多不同的產品。

你必須選擇：

 ■ 要在哪裡執行 web伺服器：雲端、虛擬私有伺服器，或真正的硬體上

 ■ 作業系統

 ■ web伺服器軟體

 ■ 資料庫管理系統或其他資料存儲

 ■ 程式或腳本語言

最終你可能會使用混合結構，裡面有多種資料存放機制。其中有些選項是依其他

選項而定的。例如，並非所有作業系統都可在所有硬體上執行，並非所有 web伺
服器都支援所有程式語言，諸如此類。

在這本書中，我們不太在乎硬體、作業系統或 web伺服器，因為我們不需要在乎
它們。PHP與 MySQL其中一個很棒的特點在於，它們可在任何一種主流作業系
統及許多次要的系統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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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的 PHP程式都可以寫成能夠在作業系統及 web伺服器上四處移植。有些
PHP函式會與某些作業系統獨有的檔案系統有關，但它們都會被清楚地標示在手
冊與這本書中。

無論你選擇哪一種硬體、作業系統與 web伺服器，我們覺得你應該認真地考慮使
用 PHP與 MySQL。

PHP的一些優勢
PHP 的主要競爭者包括 Python、Ruby（在 Rails 或其他地方）、Node.js、Perl、
Microsoft .NET與 Java。

與這些產品相較之下，PHP有許多優勢，包括：

 ■ 效能

 ■ 延展性

 ■ 與許多不同的資料庫系統之間的介面

 ■ 針對許多常見的 web工作而設計的內建程式庫

 ■ 低成本

 ■ 容易學習與使用

 ■ 強力地支援物件導向

 ■ 可攜性

 ■ 靈活的開發方式

 ■ 容易取得原始程式

 ■ 容易取得支援與文件

以下進一步說明這些優勢。

效能

PHP相當快速，你只要使用一台便宜的伺服器，就可以應付每天上百萬次點閱。
它可以處理最小的 email格式，也可以應付 Facebook與 Etsy這種大型網站。

延展性

PHP具備 Rasmus Lerdorf經常提到的“無共用（shared-nothing）”結構。它的意
思是，你可以有效率且廉價地使用大量商品伺服器來做水平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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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整合

PHP 天生就可以連結許多資料庫系統。除了 MySQL 之外，你也可以直接連結
PostgreSQL、Oracle、MongoDB、MSSQL與其他資料庫。PHP 5與 PHP 7也內建
一般檔案的 SQL介面，稱為 SQLite。

使用 Open Database Connectivity（ODBC）標準，你可以連結所有提供 ODBC驅動
程式的資料庫，包括 Microsoft及許多其他產品。

除了本有的程式庫之外，PHP也具備一個資料存取抽象層，稱為 PHP Database 

Objects（PDOs），可讓你做持續存取，與進行安全編程。

內建程式庫

因為 PHP的設計是為了在 Web上使用的，它有許多內建的函式可執行許多實用
的 web相關任務。你可以即時生成圖像、連結 web服務與其他網路服務、解析
XML、傳送 email、使用 cookie，及產生 PDF文件，只要幾行程式就可以辦到。

成本

PHP是免費的。你可以隨時到 http://www.php.net免費下載最新版本。

容易學習

PHP的語法是以其他的程式語言為基礎來建構的，主要是 C與 Perl。如果你已經
學過 C或 Perl，或類似 C的語言，例如 C++或 Java，幾乎可以立刻使用 PHP來
編寫程式。

支援物件導向

第 5版的 PHP就有設計良好的物件導向功能，PHP第 7版仍然持續改善它們。如
果你學過 Java或 C++程式，將會在 PHP發現預期的功能（通常是語法），例如繼
承、私用及受保護的屬性與方法、抽象類別與方法、介面、建構式及解構式。你

甚至可以找到比較罕見的功能，例如 iterator與 trait。

可攜性

PHP可在許多不同的作業系統上使用。你可以在免費的類 UNIX作業系統（例如
Linux與 FreeBSD）、商業 UNIX版本、OS X或各種 Microsoft Windows版本上編
寫 PHP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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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得好的程式通常不需要修改就可以在運行 PHP的不同系統上執行。

靈活的開發方式

PHP可讓你按照 Model-View-Controller（MVC）等設計模式來輕鬆地實作簡單的
工作，你也可以同樣輕鬆地將它運用在大型的應用程式上。

原始程式碼

你可以取得 PHP的原始程式碼。PHP與封閉原始碼的商業產品不同，如果你想要
修改語言或加入新功能，盡可放手去做。

你不需要等待製造商釋出修正程式。你也不用擔心製造商倒閉或停止支援產品。

容易取得支援與文件

PHP 引擎的公司 Zend Technologies（http://www.zend.com）在商業基礎上提供
PHP的支援及相關的軟體。

PHP的文件與社群都相當成熟，且擁有豐沛的資源，具備大量的共享資訊。

PHP的主要功能
2015年 12月，期待已久的 PHP 7版本終於發表了。在簡介中提過，這本書包含
PHP 5.6與 PHP 7，因此你可能想知道“PHP 6怎麼了？”。簡單來說，答案是：
一般大眾從來沒有看過 PHP 6。開發團隊曾經試著開發所謂的“PHP 6”，但它永
遠都不會有開花結果的一天，因為太多宏偉的計畫為它帶來許多複雜性，讓開發

團隊難以繼續下去。PHP 7 不是 PHP 6，不包含那個開發計畫的功能與程式碼，
PHP 7是獨立的版本，有它自己的目標—特別是在效能上。

在引擎蓋下，PHP 7加入 Zend Engine的重構程式，明顯改善許多 web應用程式的
效能—有時提升 100%！ PHP 7的重點除了提升效能與降低記憶體的使用之外，
也包含向後相容性。事實上，它有一些修改是無法向後相容的。本書將會討論這

些地方，各章內容仍然適用 PHP 5.6或 PHP 7。目前的商業 web承載供應商還沒
有廣泛地採用 PHP 7。



8

MySQL的一些優勢
MySQL在關聯式資料庫領域的主要競爭者有 PostgreSQL、Microsoft SQL Server
與 Oracle。在 web應用程式的世界中，也有愈來愈多人開始使用 NoSQL /非關聯
式資料庫，例如 MongoDB。我們來看一下，為何 MySQL在許多情況下，仍然是
個不錯的選擇。

MySQL有許多優點，包括：

 ■ 高效能

 ■ 低成本

 ■ 容易設置與學習

 ■ 可攜性

 ■ 容易取得原始程式

 ■ 容易取得支援

以下進一步說明這些優勢。

效能

MySQL不可否認非常快速。你可以到 http://www.mysql.com/why-mysql/benchmarks/
查看開發者的效能評定網頁。

低成本

MySQL在開放原始碼的授權之下是免費的，在商業授權之下，成本也很低。如果
你想要將 MySQL 當成應用程式的一部分來重新發布，而且不想要以開放原始碼來
認證你的應用程式，就必須取得商業許可。如果你不想要散布應用程式（大多數

的 web應用程式都是如此）或想要開發免費或開放原始碼的軟體，就不需要購買
許可証。

容易使用

大多數的現代資料庫都使用 SQL。如果你曾經用過其他的 RDBMS，在使用MySQL
時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MySQL也比許多類似的產品還要容易設定及調整。

可攜性

MySQL可在許多不同的 UNIX及 Microsoft Windows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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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程式碼

如同 PHP，你可以取得與修改 MySQL的原始程式碼。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這一
點對使用者來說並不重要，不過它可帶來安心感，確保未來的永續性，以及讓你

在緊急狀況下有其他選項。

事實上，你可以考慮使用一些 MySQL 的分支與簡易替換元件，包括 Michael 
‘Monty’ Widenius在內的 MySQL原作者寫的 MariaDB（https://mariadb.org）。

容易取得支援

並非所有的開放原始碼產品都有母公司提供支援、訓練、諮詢及認證，但你

可以從 Oracle 取得以上所有的協助（它在收購 Sun Microsystems 時也收購了
MySQL，在那之前 Sun Microsystems收購了初創公司 MySQL AB）。

MySQL (5.x)有什麼新功能？
在寫這本書時，MySQL的現行版本是 5.7。

最新版的 MySQL加入的新功能包括

 ■ 廣泛改善安全性

 ■ 在 InnoDB資料表中支援 FULLTEXT

 ■ 為 InnoDB提供 NoSQL樣式的 API

 ■ 支援資料分割

 ■ 改善複製，包括行的複製與 GTIDs。

 ■ 執行緒池

 ■ 可插入的身分驗證

 ■ 多核心擴充性

 ■ 更好的診斷工具

 ■ 以 InnoDB為預設引擎

 ■ 支援 IPv6

 ■ 外掛程式 API

 ■ 事件排程

 ■ 自動升級

其他的改變包括：更遵循 ANSI標準，以及改善效能。



10

如果你還在使用早期的 4.x版或 3.x版的 MySQL伺服器，應該知道以下的功能已
經被加入 4.0之後的各種版本：

 ■ 畫面

 ■ 預存程序

 ■ 觸發器與游標

 ■ 支援子查詢指令

 ■ 儲存地理資料的 GIS型態

 ■ 改善對於國際化的支援

 ■ 安全交易存儲引擎 InnoDB成為標準

 ■ MySQL查詢快取，它可大幅改善 web應用程式經常執行的重複查詢的速度

本書的架構

這本書分成五個主要的部分：

第一部分“使用 PHP”會以範例來概述 PHP語言的主要部分。這裡的每一個範例
都可用來建構真實世界的電子商務網站，而非只是“玩具”程式。我們會從第 1
章“PHP速成班”開始這一個部分。如果你已經用過 PHP，可快速瀏覽這一章。
如果你是 PHP新手或程式新手，應該花較多的時間在這一章。

第二部分“使用 MySQL”會討論使用關聯式資料庫系統所涉及的概念與設計，例
如 MySQL、使用 SQL、使用 PHP來將你的 MySQL資料庫連到世界各地，及進階
的 MySQL主題，例如安全性與最佳化。

第三部分“Web應用程式安全性”會討論以用任何一種語言來開發 web應用程式
都會遇到的一般性問題。我們接著說明如何使用 PHP與 MySQL來驗證你的使用
者，以及安全地收集、傳輸與儲存資料。

第四部分“進階的 PHP技術”會詳細地討論一些 PHP的主要內建函式。我們選出
一些在建構 web應用程式時，很有可能派上用場的函式。你將會學到與伺服器互
動、與網路互動、產生圖像、管理日期與時間，及處理 session。

第五部分“建構實際的 PHP與 MySQL專案”是我們最喜歡的部分。它會處理
真實世界的問題，例如管理大型的專案與除錯，及提供範例專案來展示 PHP與
MySQL的威力與多才多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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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章，我們要討論如何使用 PHP的字串函式來格式化與處理文字，以及使用
字串函式或正規表達式來搜尋（與替換）字串中的單字、句子或其他組合。

這些函式在許多情況下都很實用。你或許會經常對即將存入資料庫的使用者輸入

進行清理或格式化。當你想要建立搜尋引擎應用程式時（及其他），搜尋函式很 
好用。

這一章的重點包括

 ■ 格式化字串

 ■ 連結與分割字串

 ■ 比較字串

 ■ 使用字串函式來匹配與替換子字串

 ■ 使用正規表達式

建立範例應用程式：智慧表單郵件

在這一章，我們要在智慧表單郵件應用程式中使用字串與正規表達式。接著將這

些腳本加到前面幾章已經建立的 Bob’s Auto Parts網站。

這一次，我們會建立一個直觀且常用的顧客回函表單，來讓 Bob的顧客輸入他們
的投訴與讚美，如圖 4.1所示。但是，這個應用程式有一項改善是無法在網路上
看到的。我們會在程序中加入一些資訊收集程式，搜尋輸入資料內的關鍵字與句

子，再 email給 Bob公司合適的員工，而不是將表單寄給一個通用的電子郵件地
址，如 feedback@example.com。例如，如果 email裡面有單字 advertising，你可能

會將回饋寄給行銷部門。如果 email來自 Bob最大的客戶，可直接將它寄給 B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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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Bob的回函表單會要求顧客輸入他們的名字、email地址與意見

我們從表單 4.1的骨幹腳本開始，接下來將會加入更多程式。

注意，雖然這個腳本可以動作，但不要原封不動的部署它，下一節會說明原因。

我們會在本章稍後看到改善後的版本，它才適合實際使用。

列表 4.1　 processfeedback.php—Email表單內容的基本腳本

<?php
 
// 建立簡短的變數名稱
$name=$_POST['name'];
$email=$_POST['email'];
$feedback=$_POST['feedback'];
 
// 設定一些靜態資訊
$toaddress = "feedback@example.com";
 
$subject = "Feedback from web site";
 
$mailcontent = "Customer name: ".filter_var($name)."\n".
               "Customer email: ".$email."\n".
               "Customer comments:\n".$feedbac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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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address = "From: webserver@example.com";
 
// 呼叫mail()函式來寄送郵件
mail($toaddress, $subject, $mailcontent, $fromaddress);
 
?>
<!DOCTYPE html>
<html>
  <head>
    <title>Bob's Auto Parts - Feedback Submitted</title>
  </head>
  <body>
 
    <h1>Feedback submitted</h1>
    <p>Your feedback has been sent.</p>
 
  </body>
</html>

通常你應該確認使用者已填寫所有必要的表單欄位，例如使用 isset()。為了簡潔

起見，我們在這個腳本與其他範例中，都省略這個函式呼叫式。

在這個腳本中，你可以看到我們將表單欄位串接在一起，並使用 PHP的 mail()

函式來將它們寄給 feedback@example.com。這是一個示範 email 地址。如果你
想要測試這一章的程式，請將它換成你自己的 email地址。因為我們還沒用過
mail()，所以需要先說明它的用法。

不讓人意外，這個函式可傳送 email。mail()的原型是：

bool mail(string to, string subject, string message,
          string [additional_headers [, string additional_parameters]]);

前三個參數是必要的，分別代表 email的寄送目的地、主旨列與訊息內容。第四
個參數可用來傳送任何額外的有效 email標題。文件 RFC822說明什麼是有效的
email標題，如果你想要瞭解詳情，可上網查看（RFC，或 Requests for Comment
是許多網際網路標準的來源；我們會在第 18章“使用網路與協定函式”說明它
們）。在這裡，第四個參數加入一個郵件的 From:地址。你也可以使用它來加入

Reply-To:與 Cc:欄位，以及其他。如果你想要使用多個額外的標題，只要在字串

中使用換行符號與歸位字元（\\n）來分隔它們即可，例如：

$additional_headers="From: webserver@example.com\r\n "
                     ."Reply-To: bob@exam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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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的第五個參數可將參數傳給你設定郵件傳送程式。

要使用 mail()函式，請在安裝 PHP時，指向你的郵件寄送程式。如果目前的腳
本無法動作，可能是你在安裝時出現問題，請見附錄 A “安裝 Apache、PHP與
MySQL”。

在這一章，我們將會使用 PHP的字串處理與正規表達式函式來改善這個基本腳本。

將字串格式化

我們通常會在使用使用者輸入的字串（通常來自 HTML表單介面）前先整理它
們。接下來的小節將要說明一些可用的函式。

修剪字串：chop()、ltrim()與 trim()

整理的第一步是將字串多餘的空白字元移除。雖然這一步永遠都不是強制性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將字串存入檔案或資料庫，或與其他字串比較，這樣做都很有 
幫助。

PHP提供三種實用的函式來處理這些事情。在腳本的開頭，當你提供短名稱給表
單輸入變數時，可使用 trim()函式來整理輸入資料，例如：

$name = trim($_POST['name']);
$email = trim($_POST['email']);
$feedback = trim($_POST['feedback']);

trim()函式會將字串前後的空白字元移除，並回傳結果。預設會被移除的字元有

換行與歸位字元（\n與 \r）、水平與垂直 tab（\t與 \x0B）、字串結尾字元（\0）

與空格。你也可以傳入第二個參數，裡面含有要移除的字元清單，來取代這個預

設的清單。取決於你的特殊用途，你或許會改用 ltrim()或 rtrim()函式。它們

都與 trim()很類似，以參數來接收字串，並回傳格式化之後的字串。它們三者的

差別在於，trim()會移除字串開始與結束的空白字元，ltrim()只會移除開始處

（或左邊）的空白字元，而 rtrim()只會移除結尾（或右邊）的空白字元。

你也可以使用別名 chop()來取代 rtrim()。Perl也有類似的函式，但它們的行為
有些不同，如果你在使用 PHP之前有 Perl背景，請特別小心先入為主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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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字串以供輸出

PHP有一組函式可讓你根據不同的目的來以各種方式重新格式化字串。

篩選字串以供輸出

當我們收到使用者提交的資料，想要在某個地方輸出它時，必須按照它的目的地

來規劃做法。原因是大多數接收我們所傳送的輸出的地方，都會將一些字元與字

串視為特殊或控制字元與字串，但是我們不希望目的地將使用者提交的資料解讀

為指令。

例如，將使用者輸入的資料印到瀏覽器時，我們不希望執行任何可能被使用者加

入的 HTML或 JavaScript。原因是不但因為它可能會破壞格式，更因為這是個安
全漏洞，可讓任何使用者提交程式碼或指令。我們會在本書的第三部分“Web應
用程式安全性”更深入地討論這個主題。在這個部分中，我們也會討論篩選器擴

充程式，它可對目標進行一般的篩選。

使用 htmlspecialchars()來篩選準備輸出到瀏覽器的字串

上一章已經用過這個函式了，不過我們來回顧一下。htmlspecialchars()函式可

將對 HTML而言有特殊含義的字元轉換成 HTML對等物。例如，字元 <會被轉換

成 &lt;。

這個函式的原型為：

string htmlspecialchars (string string [, int flags = ENT_COMPAT | ENT_HTML401 
[, string encoding = 'UTF-8' [, bool double_encode = true ]]])

總之，如表 4.1所示，這個函式可將字元轉換成它們的 HTML對等物。

表 4.1　htmlspecialchars()函式可編碼的 HTML實體

字元 轉換

& &amp;

" &quot;

' &apos;

< &lt;

> &gt;

關於引號，預設只編碼雙引號。單引號不會被轉換。這個行為是由 flags參數控

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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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的第一個參數是要轉換的字串，這個函式會回傳轉換後的字串。

注意：如果輸入字串就指定的編碼而言是無效的，函式會回傳空字串，且不會發

出錯誤。這種做法是為了協助避免程式碼注入的問題。

第一個選用的參數 flags用來指定轉換該怎麼做。你要傳入一個位元遮罩，代表

將可能的值結合在一起。你可以在上述的原型中看到，它的預設值是 ENT_COMPAT 

| ENT_HTML401。ENT_COMPAT常數指出應該編碼雙引號，單引號則保持原狀，而

ENT_HTML401常數指出編碼應視為 HTML 4.01。

第二個選用參數 encoding指定用來轉換的編碼方式。從 PHP 5.4開始，它的預設
值是 UTF-8，在那之前，是 ISO-8859-1，通稱為 Latin-1。你可以在 PHP文件找到
支援的編碼清單。

第三個選用參數 double_encode指定是否要編碼 HTML實體。預設值是轉換它們
（再次）。

表 4.2完整列出可在 flags參數中結合的值。

表 4.2 htmlspecialchars()函式的旗標

旗標 含義

ENT_COMPAT 編碼雙引號，但不編碼單引號

ENT_NOQUOTES 不編碼單或雙引號

ENT_QUOTES 編碼單與雙引號

ENT_HTML401 將代碼視為 HTML 4.01

ENT_XML1 將代碼視為 XML1

ENT_XHTML 將代碼視為 XHTML

ENT_HTML5 將代碼視為 HTML5

ENT_IGNORE 捨棄無效的代罵單位序列，而不是回傳空字串。基於安全的理由，不建議

使用。

ENT_SUBSTITUTE 將無效的代碼單位序列換成 Unicode Replacement Character。

ENT_DISALLOWED 將無效的代碼換成 Unicode Replacement Character。

篩選字串供其他表單輸出

字元可能造成的問題會隨著字串輸出的地方而不同。我們之前談過以

htmlspecialchars()函式來輸出到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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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表 4.1的範例中，我們將輸出送到 email。我們在這裡必須考量什麼事情？我
們不在乎 email是否包含 HTML，所以在這裡使用 htmlspecialchars()函式並不

適合。

email主要的問題在於，它的標題是以字元字串 \r\n分隔的（歸位字元 -換行字
元）。我們必須小心，在 email標題的使用者資料不應該包含這些字元，否則我們
會陷入遭受攻擊的風險，這稱為標題注入（我們會在第三部分詳細說明）。

如同許多字串處理問題，解決它的方法有許多種。其中一種是使用 str_replace()

函式，例如：

$mailcontent = "Customer name: ".str_replace("\r\n", "", $name)."\n".
               "Customer email: ".str_replace("\r\n", "",$email)."\n".
               "Customer comments:\n".str_replace("\r\n", "",$feedback)."\n";

如果你使用更複雜的匹配或替代規則，可使用本章稍後說明的正規表達式函式。

在以上這種簡單的案例中，當你想要將一個字串全部換成另一個時，應使用 str_

replace()函式。我們會在本章稍後進一步討論 str_replace()函式。

使用 HTML格式：nl2br()函式

nl2br()函式會接收一個字串參數，並將它裡面的換行字元全部換成 HTML <br/>
標籤。當你要將長字串印到瀏覽器時，這種功能很好用。例如，你可以使用這個

函式來將顧客的回函格式化，並印出它：

<p>Your feedback (shown below) has been sent.</p>
<p><?php echo nl2br(htmlspecialchars($feedback)); ?> </p>

HTML會忽略一般的空白字元，所以如果你不用 nl2br()來篩選這個輸出，它會

是單獨的一行（除非瀏覽器視窗強制執行換行）。圖 4.2是它的結果。

注意，我們在這裡先使用 htmlspecialchars()函式，再使用 nl2br()函式。原

因是，如果我們以相反的順序使用它們，nl2br()函式插入的 <br/>標籤會被

htmlspecialchars()函式轉換成 HTML實體，因此不會產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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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使用 PHP的 nl2br()函式來改善以 HTML顯示的長字串

在這個階段，我們已經有一個訂單處理腳本，可將使用者資料格式化，輸出至

email與 HTML。列表 4.2是修改後的訂單處理腳本。

列表 4.2　 processfeedback_v2.php—修改後的表單內容寄送腳本

<?php
 
// 建立簡短的變數名稱
$name = trim($_POST['name']);
$email = trim($_POST['email']);
$feedback = trim($_POST['feedback']);
 
// 設定一些靜態資訊
$toaddress = "feedback@example.com";
 
$subject = "Feedback from web site";
 
$mailcontent = "Customer name: ".str_replace("\r\n", "", $name)."\n".
               "Customer email: ".str_replace("\r\n", "",$email)."\n".
               "Customer comments:\n".str_replace("\r\n", "",$feedback)."\n";
 
$fromaddress = "From: webserver@example.com";
 
// 呼叫mail()函式來寄送郵件
mail($toaddress, $subject, $mailcontent, $fromadd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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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YPE html>
<html>
  <head>
    <title>Bob's Auto Parts - Feedback Submitted</title>
  </head>
  <body>
 
    <h1>Feedback submitted</h1>
    <p>Your feedback (shown below) has been sent.</p>
    <p><?php echo nl2br(htmlspecialchars($feedback)); ?> </p>
  </body>
</html>

此外，還有許多字串處理函式可能對你也有幫助。我們會在本節的其餘內容中說

明它們。

格式化字串以供列印

到目前為止，你已經使用 echo語言結構來將字串印至瀏覽器了。PHP也提供一
種 print()結構，它做的事情與 echo一樣，但是它會回傳一個值，這個值永遠 
等於 1。

這些技術都會“按原狀”印出字串。你可以使用函式 printf()與 sprintf()來採

用一些較複雜的格式。它們的工作方式基本上是相同的，但 printf()會輸出格式

化之後的字串，而 sprintf()會回傳一個格式化之後的字串。

如果你曾經寫過 C程式，可以發現這些函式的概念很像 C的版本。不過請小心，
因為它們的語法並不完全相同。如果你沒有用過它們，可能要花一些時間來適

應，但它們很實用，且很強大。

這些函式的原型是

string sprintf (string format [, mixed args...])
int printf (string format [, mixed args...])

這兩個函式的第一個參數是個格式化字串，使用格式代碼來描述輸出的基本形

式，而非使用變數。另一個參數是在格式化字串中用來被取代的變數。

例如，使用 echo，你可以使用想要的變數來做行內列印，如：

echo "Total amount of order is $total.";

要用 printf()產生相同的效果，你可以使用

printf ("Total amount of order is %s.",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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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式化字串裡面的 %s稱為轉換規格。這一個代表“以字串取代”。在這個案例

中，它會被換成解譯為字串的 $total。如果 $total裡面的值是 12.4，兩種方式都
會將它印成 12.4。

printf()的優點在於，你可以使用更實用的轉換規格來指明 $total其實是個浮點

數，而且它的小數點後面有兩位數，例如：

printf ("Total amount of order is %.2f", $total);

使用這種格式，以及 $total裡面儲存的 12.4，這個陳述式會被印成 12.40。

在格式化字串中，你可以使用許多轉換規格。如果你有 n個轉換規格，通常在格

式化字串後面會有 n個引數。每一個轉換規格都會被依序換成一個列舉的格式化

引數。例如：

printf ("Total amount of order is %.2f (with shipping %.2f) ",
           $total, $total_shipping);

在這裡，第一個轉換規格使用變數 $total，第二個使用變數 $total_shipping。

每一個轉換規格都可使用相同的格式，也就是

%[+]['padding_character][-][width][.precision]type

所有的轉換規格都以 %符號開頭。如果你想要印出 %符號，就必須使用 %%。

+號是選用的。在預設情況下，只有負數才會顯示符號（在這裡是 -）。如果你在

這裡指定一個符號，那麼正值的前面會被加上 +號，負值的前面會被加上 -號。

padding_character是選用的。它的用途是將變數填補成你指定的寬度。例如像

計數器一樣，在數字前面加上零。預設的填補字元是空格。如果你要指定空格或

零，不需要在它們前面加上單引號（'）。任何其他的填滿字元都需要在前面加上

單引號。

-號是選用的。它指定欄位中的資料需要靠左排列，而不是預設的靠右。

width會告知 printf()要保留多少空間（以字元為單位）給將要被取代的變數 
使用。

precision的開頭應該使用小數點。它的內容，是你想要顯示的小數點之後的 
位數。

規格的最後一個部分是型態碼。表 4.3是這些代碼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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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轉換規格型態代碼

類型 意義

% %字元常值。

b 解譯成整數，且印成二進位數字。

c 解譯成整數，且印成字元。

d 解譯成整數，且印成十進位數字。

e 解譯成 double，且印成科學標記法。精確度是小數點之後的位數。

E 與 e一樣，但會印出大寫的 E。

f 解譯成浮點數，且印成區域設置（locale-aware）的浮點數。

F 解譯成浮點數，且印成非區域設置的浮點數。

g 這是較短的輸出，讓你可以選擇以 e或 f來作為規格型態。

G 這是較短的輸出，讓你可以選擇以 E或 F來作為規格型態。

o 解譯成整數，且印成八進位數。

s 解譯成字串，且印成字串。

u 解譯成整數，且印成不帶符號的十進位。

x 解譯成整數，且印成十六進位數字，a–f印成小寫。

X 解譯成整數，且印成十六進位數字，A–F印成小寫。

當你在使用 printf()函式與轉換型態碼時，也可以用引數的編號來指定。也就是

說，引數的順序不需要與轉換規格相同。例如：

printf ("Total amount of order is %2\$.2f (with shipping %1\$.2f) ",
           $total_shipping, $total);

你只要在串列內的 %符號後面加上引數位置，之後加上轉義的 $符號，在這個範

例中，2\$代表“換成串列的第二個引數”。這種方法也可以用在重複的引數。

這些方法有一些替代版本，稱為 vprintf()與 vsprintf()。這些版本可接收兩個

參數：格式化字串與一個引數陣列，而不是數量可變的參數。

改變字串的大小寫

你可以也將字串的大小寫重新格式化。在範例的應用程式中，這種功能並不特別

實用，但我們會看到一些簡單的範例。

如果你一開始有一個主旨字串 $subject要在 email中使用，你可以使用一些函式
來改變它的大小寫。表 4.4是這些函式的效果。第一個欄位是函式名稱，第二個說
明是它的效果，第三個欄位是它該如何應用在 $subject字串，最後一個欄位是函

式回傳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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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字串大小寫函式與它們的效果

函式 說明 用法 值

$subject Feedback from web site

strtoupper() 將字串換成大寫 strtoupper 
($subject)

FEEDBACK FROM WEB SITE

strtolower() 將字串換成小寫 strtolower 
($subject)

feedback from web site

ucfirst() 如果回饋字串的第一個字元是字

母，將它改成大寫。

ucfirst($subject) web site

ucwords() 如果回饋字串裡面的單字第一個

字元是字母，將它們改成大寫。

ucwords($subject) Web Site

使用字串函式來連結與拆解字串

我們經常需要個別查看字串的各個部分。例如，你可能想要查看句子內的單字

（比如檢查拼寫）或將網域名稱或 email地址拆成各個部分。PHP提供一些字串函
式（與正規表達式函式），可讓你做這件事。

在這個範例，Bob希望直接收到所有來自 bigcustomer.com的顧客回饋，所以你

可以分解 email地址與顧客輸入的內容，來看看他是不是 Bob的大客戶的員工。

使用 explode()、implode()與 join()

可以用來處理這種工作的第一個函式是 explode()，它的原型為：

array explode(string separator, string input [, int limit]);

這個函式會接收一個 input字串，使用指定的 separator字串來將它拆開，並以

字串來回傳拆開的部分。你可以用選用的 limit參數來限制元件數量。

要在腳本中取得顧客的 email地址的網域名稱，你可以使用這段程式：

$email_array = explode('@', $email);

這個 explode()呼叫式會將顧客的 email地址分成兩個部分：帳號，它會被存入
$email_array[0]，以及網域名稱，它會被存入 $email_array[1]。

現在你可以測試網域名稱來確定顧客的來源，再將回饋送給適當的人：

if ($email_array[1] == "bigcustomer.com") {
  $toaddress = "bob@example.com";
} e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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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address = "feedback@example.com";
}

但是，如果網域是首字母大寫或混合使用大小寫，這種方法就會失效。你可以先

將網域名稱轉換成全部大寫，或全部小寫，再進行檢查來避免這個問題，例如：

if (strtolower($email_array[1]) == "bigcustomer.com") {
  $toaddress = "bob@example.com";
} else {
  $toaddress = "feedback@example.com";
}

你可以使用 implode()或 join()來做出 explode()的反效果，它們是相同的。 
例如：

$new_email = implode('@', $email_array);

這個陳述式會從 $email_array接收陣列元素，再用第一個參數傳入的字串來結合

它們。這個函式呼叫式類似 explode()，但它的效果是相反的。

使用 strtok()

explode()會將字串一次分解成小部分，但 strtok()會一次從字串取出一個部分

（稱為標記（token））。當你要一次處理一個字串中的單字時，strtok()是很實用

的 explode()替代者。

strtok()的原型是

string strtok(string input, string separator);

separator可使用字元或字串，但是當你輸入字串時，它會按照分隔字串中的各個
字元來拆解，而不是整個分隔字串（如同 explode的做法）。

呼叫 strtok()並不像原型看起來這麼簡單。要取得字串的第一個標記，你要在呼

叫 strtok()時，傳入想要拆成標記的字串以及分隔符號。要從字串取得下一個的

標記，你只要傳入一個參數：分隔符號就可以了。這個函式會保存它自己的字串

內部位置指標。如果你想要重設指標，可將字串重新傳給它。

strtok()的用法通常是：

$token = strtok($feedback, " ");
while ($token != "") {
  echo $token."<br />";
  $token = strto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