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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Ruby on Rails（以下簡稱 Rails）是一個非常具有生產力的網站開發框架，透過
Rails本身的設計以及大量的外部第三方套件，可以很快的做出一個網站應用程
式的雛型來，所以許多創業圈的朋友會選擇使用它來打造產品也是因為這個原

因，快速的先把產品做出來，放到市場上試試水溫。

不過 Ruby這個程式語言以及 Rails這個網站開發框架，都隱藏了許多的細節，
所以用起來雖然感覺很好寫、好用，但其實不太好學，在到上手之前的那段路

如果沒人指導的話會走得有點辛苦，特別是對完全沒有技術背景基礎的新手來

說難度更高。我自己是醫學院畢業的學生，身為不務正業的非資訊相關科班

生，我完全可以體會新手在這條路上會吃哪些苦頭。因為所有的技術都得自己

想辦法摸索、研究，所以也因此知道新手在學習的時候，通常會在哪邊跌倒、

踩到地雷。在近幾年五倍紅寶石以及國內各大專院校的課程教學中，觀察、整

理出新手容易卡關的點，希望這本書可以幫大家快速的度過新手的撞牆期。

在 2007年的時候，我買了第一本 Ruby的參考書，當時看完之後只覺得 Ruby
這個程式語言的語法很有趣，但平日公司的業務用的是 ASP跟 PHP，我不知道
這個能在我日常工作上幫到什麼忙。直到 2009年接觸到了 Rails之後才發現，
原來 Ruby加上 Rails之後可以讓開發變得這麼有趣，而且可以這麼有生產力，
能讓我在短時間之內就把想做的東西做出來，有更多的時間可以玩樂、做自己

想做的事（寫更多的程式 ..）。

也許因為個性的關係，在學習新事物的過程中如果有疑惑的地方，總是希望可

以搞懂為止，否則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沒辦法真的把一門技術搞懂。也因

為這樣，本書在撰寫的時候也發揮了我愛囉嗦的專長，即使是簡單的小地方，

也希望可以解釋的夠清楚。期望不只可以教大家如何寫（How），也能讓大家知
道在寫什麼（What），以及為什麼（Why）要這樣寫。

至於 Rails的優、缺點就先不多提了，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還請各位自行來體
會 Rails有趣（或不有趣）的地方，這也是本書最主要的目的。

雖然本書是以中文撰寫，但程式語言的專有名詞大多還是英文，所以這些名詞

或是常用的口語我還是會盡量使用英文表示。一來是大家的翻譯可能不一樣，

例如〝Default〞在繁體中文翻譯為「預設」，在簡體中文則是翻譯成「默認」；

https://5xruby.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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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來也是因為有些英文字翻譯了反而沒有原文貼切，例如〝Context〞、〝Meta 
Programming〞等字。最重要的一點，是希望各位能儘早習慣這些英文，因為實
際在業界工作時，很多第一手的資料都是英文的，儘早習慣英文對大家絕對是

有幫助的。

很多人會比較各種程式語言或開發框架的優劣，比較誰的效能好、誰的功能強

大、程式碼可讀性高等等，但這種「戰爭」是戰不完的，而且本身也沒有太大

的意義，更何況我個人對不精通的語言，我也沒那個份量來批評。在本書中或

多或少會提到「我當初在某些程式語言是如何實作，但在 Ruby/Rails是這樣做
的」之類的比較，這並非想比較誰優誰劣，僅為了給曾經寫過該程式語言的朋

友們能更容易體會我想表達的意思。

再次強調，各種程式語言或工具之間並沒有絕對的好或不好的問題，只有適不

適合的問題。只要能解決問題的，不管是冷門或熱門，都是好的工具。

誰適合本書？

不管您是新手或老鳥，只要你對 Rails這個網站開發框架有興趣都適合。如果您
本身已經有其他程式語言或Web開發的經驗，在閱讀本書的前半段應該會相對
的比較輕鬆。

本書內容

會包括以下內容

• Ruby / Rails簡介、環境安裝。

• 套件安裝、使用

• Rails的專案架構

• 其他實用功能，例如 Email寄發、工作排程、購物車、訂單處理、金流串接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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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包括以下內容

• 不會教你怎麼寫 HTML/CSS/Javascript。

• 不會教你怎麼使用 Git。

• 不會教你所有的 Ruby語法或是進階的Meta Programming技巧。

因篇幅有限，沒辦法包山包海，所以以上內容不會收納在本書內容裡，且上面

所列的每一個主題，都可以是獨立的一本書，建議再找更專業的參考書籍。

你需要準備什麼？

• 一台可以工作的電腦（不一定要Mac）

• 一款順手的文字編輯器

• 這樣就夠了 :)

如何使用這本書？

本書主要分以下幾部份：

 1. 開發工具、環境安裝篇

 2. Ruby基本篇

 3. Rails入門篇

 4. 實作篇

雖然每個章節多少都還是會跟前面的章節有相關，但也不一定要依序從第一章

開始閱讀（當然這也是一種方式），可依自己需要跳過部份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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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版本

隨著時間，Ruby跟 Rails的版本可能會有些微不同，本書在撰寫當下所使用的
版本為：

• Ruby 2.4.1

• Rails 5.1.1

程式碼慣例

在開發 Ruby/Rails程式的時候，會有很多機會需要在終端機（Terminal）模式下
輸入指令，例如：

$ ruby hello.rb
hello, world

或是這樣：

$ ruby -v
ruby 2.4.1p111 (2017-03-22 revision 58053) [x86_64-darwin16]

在最前面的 $符號是系統提示字元，意思是告訴各位這是一個需要在終端機環
境下自己手動輸入的指令，而下一行則是這個指令執行的結果。實際在輸入指

令的時候請不要跟著輸入 $，不然會出現 command not found的錯誤訊息。

有時候你可能會看到這樣寫：

>> puts "Hello, Ruby"
Hello, Ruby

這裡的 >>則是表示這行指令是在 irb或 rails console的環境下輸入的，同樣
也不需要跟著輸入這個 >>符號。另外，有時會在程式碼的結尾加上一些註解，
例如：

def calc(n)
  n * n
end

puts calc(4)    # => 16



為你自己學 Ruby on Rails

6 | 

在最後一行加上去的註解是說明或是表示這行程式的輸出結果，各位可以不

需要跟著輸入。最後，Ruby目前有好幾種分支實作品（例如 JRuby、mruby、
IronRuby等），各分支實作品也有好幾種版本，如果沒有特別註明，本書中提到
的 Ruby指的都是 CRuby，也就是最常見的 Ruby版本，目前最新版本是 2.4.1。

程式範例及錯誤更正

本書所有的程式碼在 Ruby 2.4.1及 Rails 5.1.1的環境下均已測試可正常執
行，部份範例可在我的 GitHub帳號取得。但隨著 Ruby及 Rails的版本演進，或
是作業系統的不同，範例程式執行的結果可能會有些微的差異（甚至是錯誤）。

若有任何問題，或是有哪邊寫錯，還請各位先進不吝留言或來信、留言指教。

最後，希望各位會喜歡本書，一起來學習、體驗 Rails這個極富生產力的網站開
發框架。:)

關於我

高見龍，這看起來有點像武俠小說的名字，不是筆名，而是父母給我的本名。

目前是兩個小朋友的爸爸，是個愛寫程式而且希望可以寫一輩子程式的阿宅。

• 五倍紅寶石創辦人及負責人

• Blog：http://kaochenlong.com

•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eddiekao

• Twitter：https://twitter.com/eddiekao

• Github：https://github.com/kaochenlong

• Email：eddie@5xruby.tw

若發現本書內容有誤或有任何問題，歡迎直接來信，或到本書網站 http://
railsbook.tw留言。

https://5xruby.tw/
http://kaochenlong.com/
https://www.facebook.com/eddiekao
https://twitter.com/eddiekao
https://github.com/kaochenlong
http://railsbook.tw/
http://railsbook.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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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y生態圈

Ruby這個程式語言可以說是因為 Rails的盛行而興起的也不為過，我認識大
部份的人會開始學習 Ruby或知道 Ruby這個程式語言，大多是因為 Rails的緣
故。事實上，在 Rails風行之前，Ruby這個程式語言在全世界，可能只有日本
的工程師在使用。

關於 Ruby

什麼是 Ruby？

很多人因為聽聞 Rails可以快速開發網站而開始知道有 Ruby這個程式語言，所
以會認為 Ruby就是用來開發網站，或是以為 Ruby是個最近幾年才發明的程式
語言。事實上 Ruby是一種泛用的腳本式程式語言，從資料分析、繪圖、3D建
模、系統管理、遊戲開發等程式都可以使用 Ruby來開發，而且它的年紀已經超
過 20年了。

Ruby是由一位名叫松本行弘的日本人所發明（日文：まつもとゆきひろ，網路
上大家通常稱他 Matz）。Ruby參考了 Perl、Lisp及 Smalltalk等程式語言的設
計，是一款物件化非常徹底的程式語言。在 1995年釋出了第一個版本，在早期
實際使用 Ruby在工作上的開發者並不多，相關的技術文件也大多是日文居多，
直到 Rails開始風行之後，才慢慢地受到許多人的關注。

為什麼選擇 Ruby？

引用一句已故大師 Alan Perlis的話：

“A language that doesn’t affect the way you think about programming is not 
worth knowing” — Alan Perlis

中文意思是：

「如果某種程式語言不會影響你寫程式的思考方式的話，那就不值得

去學習它。」

https://goo.gl/EA31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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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y是個很容易學、很容易上手的程式語言，語法寫起來也很自然、有趣，也
因為 Ruby的自然語法，寫久了真的會影響你在寫程式時的思考或設計方式。

因為 Ruby的語法寫起來很自然，所以用 Ruby寫出來的程式碼的可閱讀性也相
當高。不管是接手別人的專案，或是維護自己幾個月前寫的系統，比較好的程

式碼可讀性對開發者來說可以減少不少負擔。

另外，現在全世界的 Ruby社群都相當活躍，要找什麼套件幾乎都有熱心人士
幫忙寫好了。除了可以免費取得之外，連原始程式碼都公開給你看。在台灣，

Ruby社群也是十分活躍，每個月甚至每週都有實體的線下聚會，也有大型的國
際程式研討會 RubyConf Taiwan，每年都有不少國內外的 Ruby開發者前來與
會，連 Ruby的發明人松本行弘也會遠從日本來台灣參加。

在本文撰寫的當下，官方最新推出的 Ruby穩定版本是 2.4.1版，較舊版本的
Ruby（1.8、1.9或更早之前）的部份功能也可能會被提到，本書將會以 2.4.1版
本為主。Ruby 2系列對之前的版本有向下相容的特性，原本在 1.9版可以正常
執行的程式碼，大部份在 2.0之後的版本應該也可以正常運作。

誰在用 Ruby？

很多人在評估程式語言的優劣，是看有哪些大公司、單位在使用它，或是使用

的開發者人數。老實說我個人不是很關心這個問題，有些人覺得 Ruby並不是很
流行，在 TIOBE網站上的排名也不是非常前面，但我個人認為，好的東西不一
定要流行，只要能完成任務的工具就是好工具。在 iPhone還沒流行之前，誰也
沒料到開發 iOS app的 Objective-C這個語法看起來很奇怪的程式語言有一天可
以這麼熱門。

關於 Rails

什麼是 Rails？

Rails 是 一 款 使 用 Ruby 程 式 語 言 所 開 發 出 來 的 網 站 開 發 框 架（Web 
Framework），作者是名為 David Heinemeier Hansson（簡稱 DHH）的丹麥人。
當年他在開發自家的產品的同時，發現好像可以把一些網站開發常用的模組或

函式庫組成一個框架，利用這個框架可以大大的縮短網站應用程式開發的時

http://rubyconf.tw/
http://www.tio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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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DHH在 2005年年底釋出第一個版本，他在研討會現場展示如何使用 Rails
在 15分鐘內開發出一個 Blog，讓所有的人眼睛為之一亮，在那之後 Rails便開
始慢慢的風行到全世界，也讓更多人開始關注 Ruby這個有趣的程式語言。現在
世面上常見的網頁開發框架的設計（例如 Laravel），多少也直接或間接的受了
Rails的影響。

一開始的時候，大家會把 Ruby on Rails簡稱為「RoR」，不過因為「RoR」實在
不好發音，後來大家開始慢慢的改稱之 Rails，包括本書也是。

有些朋友在學習 Rails過程中曾問道「既然 Rails這麼方便，那有必要學 Ruby
嗎？」。我的建議是：「是的，有必要。你也許不需要把 Ruby學得非常熟、不
需要知道 Ruby裡所有的方法，但至少你該學會在 Rails專案裡常看到的 Ruby
語法」。

很多人一開始可能搞不清楚 Ruby跟 Rails之間的關係，如果打個比方的話，大
家也許看過或玩過樂高（Lego）積木，Rails就像是一塊一塊的積木，可以讓你
很快的把城堡蓋起來；而 Ruby則像是積木的原料（塑膠），沒有原料就不會有
這個積木。

Ruby是一款設計很特別、寫起來也很有趣的程式語言，如果能花時間更去深入
Ruby這個程式語言特別的點，相信在寫 Rails的時候可以寫出更漂亮、簡潔、
有效率的語法。

Rails設計哲學

在 Rails世界有兩個主要的設計哲學：

• 慣例優於設定（Convention over Configuration, CoC）

• 不要做重複的事（Don’t Repeat Yourself, DRY）

慣例優於設定（Convention over Configuration, CoC）

所謂的「慣例」就像是不成文的規定，當遇到某種情況的時候我們會用特定的

方式來解決問題，或是該把某個功能的程式碼放在什麼地方，不過即使不照著

慣例寫，也有別的方法可以達到一樣的目的。

https://larav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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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ails裡有相當多這樣的慣例，例如像是專案的目錄結構、資料表的關連及命
名等，順著 Rails的慣例，程式碼可以變得更簡潔、優雅。甚至可以說在學習
Rails的過程，除了學習 Ruby/Rails的語法之外，也是在學習 Rails的慣例。

不要做重複的事（Don’t Repeat Yourself, DRY）

如果有些程式碼或結構一直重複的出現，就應該把重複的部份抽離出來，整理

成為一個方法、類別或模組。這樣不僅可以重複使用，也會因此變得比較好維

護，有發生問題也比較容易被發現。

常見問題

聽說寫 Ruby/Rails要先買 Mac電腦？

其實不需要的，使用 Mac OS作業系統只是在開發環境上比較方便，但並不是
必需品，即使用一般的 PC安裝 Linux/Ubuntu系統一樣可以進行開發。事實
上，最後網站部署的環境也是 Linux/Ubuntu，所以不要聽信「要學 Ruby/Rails
就要先買Mac」之類的江湖謠言。

當然，如果經濟許可，使用Mac電腦開發 Ruby/Rails專案是件挺開心的事，至
少不用太擔心開發環境的問題。

聽說 Ruby/Rails很慢？

這點完全不否認，以市面上常見的的程式語言來說，Ruby的確不是最快的程式
語言，而 Rails為了功能的完整性，本身也是一個體積有點肥胖的框架。即便如
此，Ruby/Rails並沒有慢到不堪使用的程度。

Ruby的重點，在於可以用自然、簡短的語法開發你想要的功能，而 Rails的重
點則是可以快速的打造出產品雛型，讓產品早點上線試一下水溫，試一下商業

模式是否可以運作，如果真的有人買單，再來擔心效能也不遲。網站流量如果

真的做起來，需要比較好的效能的部份也可再考慮改用其他程式語言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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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遊戲有一句名言「死人沒有 DPS（Damage Per Second）」，意思就是手上握
有再強大的武器，但只是躺在地上看星星也是沒用的。同理，若使用強大效能

的程式語言或框架但開發時程較長而錯過市場時機，效能再快、再好也是沒有

用的。

用Windows系統可以嗎？

如果只是練習，使用 Windows作業系統是可以的，有打包好的懶人安裝包
（Ruby Installer及 Rails Installer），但在Windows平台可能偶爾會遇到套件安
裝失敗或不支援的問題。如果您平常的工作還是在Windows平台的話，建議您
可以使用 VirtualBox在Windows上安裝個 Linux/Ubuntu的虛擬作業環境，可以
少一些麻煩。

一定要安裝在自己的電腦裡嗎？

也許因為某些因素，你無法在電腦上安裝 Ruby/Rails環境（例如設備是借來
的、公司內部管制，或是設備的記憶體不夠多，跑不動 VirtualBox之類的軟體
等），也有其他線上的環境可以讓你練習。

https://rubyinstaller.org/
http://railsinstaller.org/en
https://www.virtualbox.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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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Ruby

如果只是想練一下 Ruby的話，可以試試 Try Ruby網站：

在畫面的左邊會一直出現要你完成的題目，右邊輸入區則是類似 Ruby的 irb 
環境。

http://tryrub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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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io

網址：https://c9.io

如果想要在線上寫 Rails，c9.io這個線上平台也是個很不錯的選項：

c9.io除了有線上開發環境外，也有直接在線上預覽的功能。

https://c9.io/
https://c9.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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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anywhere

網址：https://codeanywhere.com/

雖然 c9.io功能很完整而且有免費方案，但唯一的缺點就是它在註冊帳號的時候
需要輸入信用卡號，這對沒有信用卡的學生來說是個蠻大的問題，如果有信用

卡號的問題，也可考慮使用 codeanywhere。

事實上，在各種不同的硬體及作業系統安裝 Ruby/Rails環境，對剛入門的新手
來說是個很大的挑戰，所以不管在學校或是企業的教育訓練課程中，我也常推

薦大家直接使用 c9.io或 codeanywhere之類的線上平台來進行練習。

https://codeanywher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