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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TML 的基础

HTML 标记语言是一种文件编排语言，其主要目的是编排和显示漂亮的 Web 网页。

1-1-1 认识 HTML
“HTML”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的语法是源于 SGML 语言，
“SGML”
（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 Language）是一种功能强大的文件标记、管理和编排语言，早在 1980 年
就已经公布该语言的草稿，在 1986 年成为 ISO 标准的文件描述语言。
HTML 标记语言
HTML 语言是 Tim Berners-Lee 在 1991 年创建的，1993 年 HTML 1.0 版由 Berners-Lee
和 Connolly 完成，经过 3.2 版到 HTML 4.01 版，它是一种文件内容的格式编排语言。
不像 SGML
允许定义如何标记文件的标签，HTML 只是使用 SGML 惯用语法，即标签和属性，如下所示：
•

标签（Tags）：HTML 标签是一个字符串符号，可以用来标记文字内容套用的编排格
式，例如：在<p>开头标签和</p>结尾标签之中的文字内容，就表示使用默认格式编
排成段落，如下所示：
<p>这是一个测试网页</p>

•

属性（Attributes）：每一个标签可以拥有一些属性来定义细节编排，例如：<img>标
签的 src、width 和 height 属性，可以指定显示的图片及其尺寸的高和宽，如下所示：
<img src="sample.jpg" width="20" height="30" />

简单地说，HTML 是一种简化版的 SGML，因为 SGML 需要自己定义各种标签格式，Tim
Berners-Lee 已经定义好一组 HTML 默认标签集，就算不是专业的程序设计者，也一样可以使
用 HTML 标签来轻松创建 HTML 网页，显示漂亮的 Web 网页内容。
HTML5 的基础
HTML 的最新版本是 HTML5，不过，直到现在 W3C 仍然在制定 HTML5 的规格。事实
上，HTML5 不只是一种编排内容的标记语言，更是支持最新多媒体技术的语言，可以用来创
建更适合人类阅读和计算机处理的文件。
HTML5 仍然遵循旧版 HTML 4.01 标签的语法，只是扩张、改进 HTML 标签和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s）来创建复杂的 Web 应用程序，以及处理 DOM
（Document
Object Model）。不仅如此，HTML5 支持手机和平板电脑等低耗电移动设备，可用于创建跨
平台移动应用程序。目前 Internet Explorer、Firefox、Safari、Chrome 和 Opera 等浏览器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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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支持 HTML5。.
不仅如此，HTML5 支持全新<video>、<audio>和<canvas>标签来创建多媒体网页，提供
了特殊规则用于插入和格式化文本、图片、视频和音频。例如：使用<section>、<article>和
<header>语义标签让网页设计者创建更有效率和人性化的网页内容，而且不需要安装 Flash 插
件就可以直接在网页播放视频和音频文件。

1-1-2 HTML5 的网页结构
HTML5 的页面结构和旧版 HTML 并没有什么不同，为了保证与旧版浏览器兼容，提供
了灵活的错误语法处理，可以让 HTML5 网页在旧版浏览器上正确地显示网页内容。HTML5
基本网页结构如下所示：
<!DOCTYPE html>
<html lang="zh-TW">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网页标题文字</title>
</head>
<body>
网页内容
</body>
</html>

上述 HTML 标签的网页结构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如下所示：
<!DOCTYPE>
<!DOCTYPE>位在<html>标签之前，用于告诉浏览器使用的 HTML 版本，以便浏览器使
用正确的引擎来生成 HTML 网页内容。HTML5 的 DOCTYPE，如下所示：
<!DOCTYPE html>

<html>标签
<html>标签是 HTML 网页的根元素，一个容器元素，拥有<head>和<body>两个子标签。
如果需要，在<html>标签可以使用 lang 属性指定网页使用的语言，例如：正体中文 zh-TW，
如下所示：
<html lang="zh-TW">

上述标签的 lang 属性值，常用的 2 码值有：zh（中文）、en（英文）、fr（法文）、de
（德文）、it（意大利文）和 ja（日文）等。在 lang 属性值中也可以再加上代表国家或地区
的次 2 码值，例如：en-US 表示美式英文、zh-TW 表示台湾地区的繁体中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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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标签
<head>标签的内容是标题元素，包含<title>、<meta>、<script>和<style>子标签。我们可
以使用<meta>标签指定网页编码，例如：utf-8，如下所示：
<meta charset="utf-8">

<body>标签
<body>标签用于包含实际在浏览器中显示的网页内容，包含文字、超链接、图片、表格、
列表和窗体等网页元素，关于 HTML 标签的详细说明，请参阅本书下载文件中的 HTML 电子
图书。

1-2

认识 JavaScript

HTML 是网页制作的基础语言，但是 HTML 只能呈现网页内容，如果需要创建动态效果
的互动网页，我们则需要使用客户端网页技术，例如：JavaScript 脚本（Script）语言。

1-2-1 JavaScript 与脚本语言
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是一组文字、数字和键盘符号组成的特殊符号，这些符号组合成指
令和程序语句，再进一步编写成程序源码，程序源码可以告诉计算机解决指定问题的步骤。
脚本语言
计算机的程序设计语言可以分成好几代，高级语言，例如：C 和 C++语言等都需要进行
编译，将程序代码转译成机器语言的执行文件后才能在计算机上运行。脚本（Script）语言没
有如此复杂，它是一种解释语言，解释器是一条指令一个操作，一行一行地运行脚本程序代
码，例如：JavaScript 和 VBScript 都属于解释语言。
因为 JavaScript 这类脚本语言并不需要编译，所以调试和排错十分容易，而且程序代码一
经更改，就可以马上运行并看到运行结果。
不过解释的脚本语言仍然有一些缺点，在运行效率上比不上编译的程序设计语言。对于
一些大型应用程序来说，程序运行效率的差异就会更加明显，而且脚本语言并不能单独运行，
需要解释器才能运行，例如：HTML 网页的 JavaScript 程序代码需要浏览器支持才能运行。
JavaScript 语言
JavaScript 原为 Netscape Communication Corporation（网景公司）开发的脚本语言，为该
公司浏览器产品 Netscape Navigator 提供了开发互动网页的功能。JavaScript 原名 Live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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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95 年在 Netscape 2.0 版正式发布，现在已经是巿面上各大浏览器最普遍支持的脚本语言。
微软是在 Internet Explorer 3.0 版开始支持 JavaScript 1.0 版，称为 JScript，这是一种与
JavaScript 兼容的脚本语言，其初期并不稳定，而且问题相当多，微软在 Internet Explorer 4.0
版时支持官方版本 ECMA 标准的 JavaScript 规格，称为 ECMAScript。虽然 Netscape 的 JavaScript
和 Microsoft 的 JScript 都支持 ECMA 规格，但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脚本语言。
备注
“ECMA”（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Standardiz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开发官方版本的 ECMASciript 规格 ECMA-262，它是 JavaScript 语言的标
准规格书。
请注意！本书讲解的 JavaScript 其实是 ECMAScript，只是基于历史演进和说明上的方便，
仍然称为 JavaScript。JavaScript 的特点如下所示：
•
•
•

JavaScript 不是 Java 程序设计语言，它是一种脚本语言。
JavaScript 是一行一行可运行的脚本程序代码。
JavaScript 程序代码直接内嵌于 HTML 网页，属于 HTML 网页的一部分。

1-2-2 客户端网页技术
网页设计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程序设计，不同于桌面应用程序，网页程序的输出结果是
HTML 网页，我们需要使用浏览器来查看运行结果，而不是在 Windows 操作系统的窗口，或
命令提示符窗口。
客户端网页技术是指程序代码或网页是在用户客户端计算机的浏览器中执行的，因为浏
览器本身支持解释器，所以可以执行客户端网页技术，如下图所示：

上述浏览器向 Web 服务器请求网页后，Web 服务器会将 HTML 网页和相关客户端网页
技术的程序文件下载至浏览器的计算机，然后在浏览器执行此应用程序。
目前常用的客户端网页技术有：Java Applet、JavaScript、ActionScript、VBScript、DHTML、
Ajax 和 Silverlight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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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JavaScript 的开发环境 WebMatrix
WebMatrix 是微软开发的 Web 开发平台，是集成了一组免费开发工具的完整 Web 开发环
境，可以让网站开发者快速和容易地建立动态和数据驱动的 Web 网站。

1-3-1 下载与安装 WebMatrix 开发工具
WebMatrix 是一套完全免费和轻量级的 Web 集成开发工具（比微软 Visual Studio 简单得
多），它提供了简单的方式来快速建立和开发各种客户端及服务器端网页技术的 Web 网站，
例如：客户端 HTML5、CSS3 和 JavaScript，以及服务器端 ASP.NET、PHP 和 Node.js 技术。
WebMatrix 开发工具不只是操作简单、使用界面简洁和完全免费（免注册），而且提供
了 Web 和浏览器扩张组件库，可以快速建立常用的社群网站，例如：WordPress，或直接安
装移动设备浏览器的仿真器，例如：iPhone 和 Windows Phone，可以帮助我们直接在 Windows
操作系统环境中测试移动设备网站的运行结果，是一套搭配 jQuery Mobile 的最佳开发工具。
下载 WebMatrix
使用微软 Web Platform Installer（Web PI）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安装 WebMatrix，它是
一个免费的程序，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安装和设置相关的 Web 开发工具或套件，在本书使用的
版本是 WebMatrix 3。
WebMatrix 可 以 从 网 络 免 费 下 载 ， 其 下 载 网 址 是 ： http://www.microsoft.com/web/
webmatrix/，进入网页如果显示英文内容，请自行在右上方选择中文语系【中文(简体)】来显
示中文网页内容，用鼠标单击右下角【Free Download】按钮下载最新版的 WebMatrix。
安装 WebMatrix 开发工具
WebMatrix 的下载文件是【WebMatrixWeb.exe】，以 Windows 8.1 操作系统为例，安装
WebMatrix 开发工具的步骤（请保持 Internet 连接），如下所示：
请用鼠标双击下载的【WebMatrixWeb.exe】文件，可以看到“用户帐户控制”对话
框，单击【是】按钮继续下载和准备安装程序。
稍等一下，在 Web Platform Installer 窗口用鼠标单击右下方【安装】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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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程序显示需要安装的组件列表（需要安装的组件列表会因 Windows 系统环境而
不同），请单击【我接受】按钮同意授权。

开始下载和安装 WebMatrix，可以看到目前的安装进度。
等到完成下载和安装后，可以看到成功安装的组件列表，单击【完成】按钮完成
WebMatrix 安装。
单击【退出】按钮离开 Web Platform Installer。

1-3-2 启动 WebMatrix 新建 HTML 网站
WebMatrix 开发工具使用模板来建立网站，系统提供多种类型的网站模板，我们只需选

7

JavaScript+jQuery Mobile+Node.js 跨平台网页设计

择所需的模板，就可以快速新建 Web 网站。
因为本书主要介绍建立测试运行 JavaScript 和 jQuery 程序的网站，所以建立的是 HTML
模板网站（在本书第 16 章会介绍建立 PHP 模板网站；第 17~18 章则介绍建立 Node.js 范本
网站）。
新建空白网站
笔者准备启动 WebMatrix 新建名为 Ch01 的空白网站（需建立 Internet 连接），其新建步
骤如下所示：
Windows 8.1 请使用搜索功能找到 WebMatrix 后，用鼠标双击 WebMatrix 启动之
（Windows 7 请单击“开始>所有程序>Microsoft WebMatrix>Microsoft WebMatrix”
选项），可以看到 WebMatrix 版权图标。
在“快速入门”窗口，选择【新建】图标后，运行【模板库】。

稍等一下，可以看到默认的网站模板列表，请在左边选择【HTML】
，再单击右边的
【空白网站】之后（【样板】选项是指建立套用现成样板的 HTML 网站）
，在下方【网
站名称】栏输入【Ch01】，再单击【下一个】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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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正在安装空白网站，完成安装即可进入开发工具的用户界面。

上述用户界面的上方是快捷工具栏和 Ribbon 界面，右边是内容窗格，WebMatrix 使用标
签页来显示和编辑网站的网页内容。
在左上方是网站窗格；下方是工作区选择器，当选择工作区后，就会在上方网站窗格显
示相关信息，例如：单击【文件】后，则会显示出网站的文件与文件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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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网站设置
请在 WebMatrix 左下方工作区选择器单击【网站】工作区，然后在上方网站窗格单击【设
置】，就可以在右边查看网站设置，最上方是默认的 URL 网址，此例是：http://localhost:4422，
如下图所示：

退出 WebMatrix
要退出 WebMatrix，请单击菜单“文件>退出”。

1-3-3 更改默认的网站位置
WebMatrix 默认新建的网站是存储在“C:\Users\<用户名称>\Documents\My Web Sites\”
文件夹中。为了方便管理网站，我们可以更改默认网站位置，以便将网站文件存储在指定的
文件夹，以本书为例是位在“F:\jQuery”文件夹，其步骤如下所示：
请启动 WebMatrix，在“快速入门”窗口单击右下角【选项】按钮。
在左边单击【网站】，用鼠标单击右边【默认网站位置】栏后的【浏览】按钮，在
切换至“F:\jQuery”文件夹后，单击【选择文件夹】按钮选择文件夹，单击【保存】
按钮更改默认的网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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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开启本书的范例网站
对于本书下载文件的 HTML 网站范例、其他文件夹的 JavaScript 程序，或从网络下载的
HTML 网站，在使用 WebMatrix 开启指定文件夹的网站时，默认会检查网站是否完整；是否
有遗失组件，如果有，WebMatrix 会自动下载和安装所需组件来开启网站。
例如：请将下载文件的范例网站都复制到硬盘后，就可以使用文件夹方式来开启名为
Ch02 的网站，其步骤如下所示：
请启动 WebMatrix，在“快速入门”窗口选择“打开>文件夹”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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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文件夹”对话框切换至“F:\jQuery”文件夹，单击【Ch02】，再单击【选
择文件夹】按钮。

请稍等一下，等到设置完成，即可成功开启 HTML 网站。

1-4

创建第一个 JavaScript 程序

JavaScript 程序文件本身大多就是 HTML 网页（也可以是独立的文件，扩展名为.js），拥
有 HTML 标签<script>插入的脚本程序代码，当浏览器读到<script>标签时，就知道内含
JavaScript 程序代码，需要解释和运行内含的 JavaScript 程序代码。

1-4-1 在 HTML 网页插入 JavaScript 程序代码
JavaScript 程序代码使用<script>标签插入 HTML 网页中，旧版 HTML 在<script>…
</script>标签内的程序代码需要指定 language 属性值 JavaScript，如下所示：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
</script>

上述<script>标签的 language 属性指定所使用的脚本语言，JavaScript 为 JavaScript；
VBScript 为 VBScript。HTML5 并不用指明 language 属性，使用<script>…</script>标签即可，
因为默认就是 JavaScript，如下所示：
<scrip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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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

在上述标签中就是我们编写的 JavaScript 程序代码。

1-4-2 创建第一个 JavaScript 程序
现在，可以创建第 1 个 JavaScript 程序了，因为我们的 JavaScript 程序代码内嵌在 HTML
标签之中，所以新建的是 HTML 网页文件。
步骤一：新建 HTML 文件类型的 JavaScript 程序
在 WebMatrix 网站选择【文件】工作区，可以新建程序文件和文件夹，笔者准备从开启
网站开始说明如何新建名为 Ch1_4_2.html 的 HTML 网页，其步骤如下所示：
请启动 WebMatrix 在”快速入门”窗口选择【我的网站】后，再选择【Ch01】网站
来开启网站。

在 HTML 网站选择左下方【文件】工作区，然后在 Ribbon 工具栏，单击 “主页>
新建>新建文件”选项来新建 HTML 程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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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右边单击【HTML】
，在下方的【名称】栏输入文件名【Ch1_4_2.html】
，单击【确
定】按钮新建 JavaScript 程序。

在右边标签页可以看到默认创建的模板程序代码，一份标准 HTML5 网页的标签，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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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输入 HTML 标签和 JavaScript 程序代码
在网站新建 JavaScript 程序文件后，我们就可以输入 HTML 标签和 JavaScript 程序代码，
其步骤如下所示：
如果没有打开，请在右边的网站窗格用鼠标双击【Ch1_4_2.html】文件将它打开，
以便进行编辑。
直接输入 JavaScript 程序，使用 Document 对象的 write()方法来输出网页内容，如下
所示：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h1_4_2.html</title>
</head>
<body>
<script>
document.write("第一份 JavaScript 程序<br/>");
</script>
</body>
</html>

上述 HTML 标签已经删除缩排，使用<script>标签插入 JavaScript 程序代码，如
下所示：
document.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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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document 对象的 write()方法可以输出文字内容和<br/>标签，在此的输出
指的是输出到浏览器显示出来，可以显示字符串、数值等内容，因为 JavaScript 程
序代码是在 HTML 网页的<body>区块，所以输出内容就是网页内容的一部分。
请单击上方快捷工具栏的【保存】按钮保存文件。
步骤三：在网站运行指定的 JavaScript 程序
在 WebMatrix 单击 Ribbon 工具栏【主页】标签的第 1 个【运行】按钮，默认运行的是网
站主页 index.html。如果需要运行网站指定的 JavaScript 程序，例如：Ch1_4_2.html，其步骤
如下所示：
在网站文件名【Ch1_4_2.html】上单击鼠标右键，再单击快捷菜单中的【在浏览器
中启动】选项，就可以使用默认浏览器运行指定的 JavaScript 程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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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等一下，即可启动默认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来运行 JavaScript 程序，如下图
所示：

上述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是向默认启动的 IIS Express 服务器请求 Ch1_4_2.html 网页，
然后在客户端运行 JavaScript 程序代码来显示网页内容。
备注
请 注 意 ！当 使 用 WebMatrix 重 复 在 同 一 浏 览 器 运 行 同 一 JavaScript 程 序 时 ，如 果
程序代码有变更，因为网页高速缓冲的关系，有时需要重新加载网页，才能看到变
更后的运行结果。

1-4-3 更改 WebMatrix 的默认浏览器
在 WebMatrix 上方的工具栏单击【运行】按钮下方的箭头按钮后，可以选择运行 JavaScript
程序所使用的浏览器，如下图所示：

上图中的列表行出 Windows 操作系统已经安装的浏览器，当选择浏览器运行过一次后，
此浏览器就会自动成为默认浏览器，例如：本书主要是使用微软的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来
测试 JavaScript 程序的运行，其步骤如下所示：
请选择“运行>Internet Explorer”，可以看到加载网站主页 index.html，因为没有内
容，所以是一页空白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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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站文件名【Ch1_4_2.html】上单击鼠标右键，再单击【在浏览器中启动】选项，
就是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来测试 JavaScript 程序的运行结果，如下图所示：

1-4-4 显示 JavaScript 程序代码的错误
在 WebMatrix 编辑 HTML 标签、CSS 样式和 JavaScript 程序代码时，就会自动显示提示
信息的浮动窗口。其中会使用不同颜色来标记程序代码：注释文字为绿色；关键词为蓝色；
自行命名的标识符、标签内容、对象、属性和方法为黑色；字符串和标签名称为暗红色；标
签属性为红色等。
如果 HTML 标签或 JavaScript 程序代码有错误，在程序代码下面会显示红色锯齿线
（当将鼠标光标移至其上会显示出错误说明），同时在下方【错误列表】标签显示错误
信息（显示网站所有编辑过文件的全部错误列表），例如：Ch1_4_4.html，如下图所示：

备注
请注意！HTML5 有很多属性或标签写法已经不再支持，为了方便测试，本 书部
分 JavaScript 程序仍然会使用这些属性和标签的写法，所以，在 WebMatrix 下方的【 错
误列表】标签会显示一些 HTML 标签语法错误，不过，这些错误并不会影响 JavaScript
程序代码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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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JavaScript 程序代码的位置
当启动浏览器加载 HTML 网页时，如果读到 JavaScript 程序代码时就会马上运行，不过
需视 JavaScript 程序代码所放的位置而定，因为我们可以在 HTML 网页内嵌数目无限的
JavaScript 程序块。
一般来说，函数和事件处理置于 HTML 的 Head 区块，也就是<head>…</head>标签之中；
网页内容或调用函数的程序块置于 Body 区块，也就是<body>…</body>标签之内；如果区块
的程序代码太长，或者需要同时运用于多份 HTML 网页内时，我们可以将 JavaScript 程序代
码独立成一个外部文件。

1-5-1 在 Head 区块的 JavaScript 程序代码
在 Head 区块的 JavaScript 程序代码是为了保证在运行程序代码前需要调用的相关函数或
程序代码已经加载好了，通常这个区块的程序代码是 Body 区块程序代码需要调用的函数或事
件处理。
JavaScript 程序：Ch1_5_1.html
在 Java 程序的 Head 区块创建 onload 事件的处理函数 showmessage()，在加载网页内容后
显示一个信息窗口，如下图所示：

上图中可以看到在完全加载网页后，触发 onload 事件运行 alert()函数显示出信息窗口，
单击【确定】按钮结束 JavaScript 程序的运行，可以看到网页内容。
程序内容
01:
02:
03:
04:
05:
06: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h1_5_1.html</title>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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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function showmessage(){
alert("Head 区块的 JavaScript 程序代码");
}
</script>
</head>
<body onload="showmessage()">
<h2>Head 区块的 JavaScript 程序代码</h2>
<hr/>
在 Head 区块运行事件处理程序.
</body>
</html>

程序说明
第 7~9 行：在 showmessage()函数的第 8 行使用 alert()函数显示信息窗口。
第 12 行：使用 onload 属性指定 onload 事件处理的函数是 showmessage()。
第 13~15 行：HTML 网页内容，拥有一个标题文字标签和一条水平线。

1-5-2 在 Body 区块的 JavaScript 程序代码
当网页加载时，Body 区块内的程序代码会马上运行，这些程序代码如果输出内容，输出
的内容就是网页的一部分。请注意！在 Body 区块内的 JavaScript 程序代码可以调用位于 Head
区块的函数。
JavaScript 程序：Ch1_5_2.html
在 JavaScript 程序中同样使用 alert()函数显示一个信息窗口，这个 JavaScript 程序块是马
上运行的，如下图所示：

上述浏览器显示的网页仍然在加载中，在标签前的符号显示当前正在加载，需要等到单
击【确定】按钮之后才会真正完成网页的载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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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内容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h1_5_2.html</title>
</head>
<body>
<h2>Body 区块的 JavaScript 程序代码</h2>
<hr/>
<script>
alert("Body 区块的 JavaScript 程序代码");
</script>
运行 Body 区块的 JavaScript 程序代码.
</body>
</html>

程序说明
第 8~9 行：显示网页的标题文字和水平线。
第 10~12 行：内嵌的 JavaScript 程序代码，在第 11 行运行 alert()函数显示信息窗口。
第 13 行：显示网页内容的一段文字内容。

1-5-3 使用外部 JavaScript 程序文件
如果同一个 JavaScript 程序块需要运用在多个 HTML 网页时，为了避免重复编写相同的
程序代码，我们可以将 JavaScript 程序代码独立成一个文件，然后在每一个 HTML 网页包含
引用该文件。一般来说，外部 JavaScript 程序文件的扩展名为.js。
在创建外部 JavaScript 程序文件或下载其他的 JavaScript 函数库（即本书后的 jQuery）之
后，就可以在 HTML 网页的<script>标签中使用 src 属性指定外部 JavaScript 程序文件的路径，
如下所示：
<script src="Ch1_5_3.js"></script>

上述 HTML 标签包含 JavaScript 程序文件 Ch1_5_3.js，此路径也可以是 URL 网址指定的文
件。在 WebMatrix 网站新建外部 JavaScript 程序文件时选用【JavaScript】类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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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单击【JavaScript】，然后在下方输入文件名，单击【确定】按钮新建扩展名.js 的外部
JavaScript 程序文件。
请注意！在包含外部 JavaScript 程序文件时，一定需要使用</script>结尾标签，不可以使
用“/>”符号代替结尾标签，如下所示：
<script src="Ch1_5_3.js"/>

上述标签码是错误的写法，因为<script>标签是有内容的，其内容是插入的外部 JavaScript
程序代码。
JavaScript 程序：Ch1_5_3.html、Ch1_5_3.js
这个 JavaScript 是从 Ch1_5_2.html 修改过来的，将 JavaScript 程序块独立成外部文件
Ch1_5_3.js，如下图所示：

上述图例在加载网页就马上运行 alert()函数显示信息窗口，不过，网页尚未完全加载，需
要单击【确定】按钮后才会完全加载，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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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序 内 容 ： Ch1_5_3.html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Ch1_5_3.html</title>
</head>
<body>
<h2>外部 JavaScript 程序文件</h2>
<hr/>
<script src="Ch1_5_3.js"></script>
运行外部 JavaScript 程序文件
</body>
</html>

程序说明
第 8~9 行：显示标题文字和水平线。
第 10 行：包含外部 JavaScript 程序文件 Ch1_5_3.js。
程序内容：Ch1_5_3.js
外部 JavaScript 程序文件并不需要<script>标签，文件内容是 JavaScript 程序代码，如下
所示：
01: alert("外部 JavaScript 程序文件");

程序说明
第 1 行：运行 alert()函数显示信息窗口。

1-6 JavaScript 的编写风格
如同大部分程序设计语言一样，JavaScript 程序代码也是一种文字格式的文件，JavaScript
主要是由程序语句组成，以程序块内嵌 HTML 网页，每一个区块拥有数行程序语句或注释文
字，一行程序语句是一个表达式、变量和关键词的程序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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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注 意 ！ JavaScript 程 序 代 码 是 区 分 英 文 大 小 写 字 母 的 ， 例 如 ： Showmessage() 、
showmessage()和 ShowMessage()代表不同的函数。同样的，变量名称也需要注意英文字母的
大小写。

1-6-1 程序语句
JavaScript 程序是由程序语句组成，一行程序语句如同英文的一个句子，内含多个表达式、
运算符或 JavaScrpt 关键词，如下所示：
var intBalance = 1000;
intBalance += 100;
document.write("第一份 JavaScript 程序<br/>");

上述的程序代码有三行 JavaScript 程序语句。
“;”程序语句结束符
在 Netscape 的 JavaScript 程序语句后并不需要加上“;”结束符，带“;”结束符的程序语
句并不是 JavaScript 语言的规格，只因传统程序设计语言 C++或 Java 都使用“;”代表程序语
句结束了，为了配合程序设计者的编写习惯，如果在程序语句后加上“;”符号，JavaScript
程序代码一样可以在浏览器正确地运行。
在 Microsoft 的 JScript 中“;”符号也代表程序语句结束了，即告诉浏览器到达程序语句
的结尾。如果一行只拥有一条程序语句，一样可以不使用“;”符号。所以，在同一行编写多
条程序语句时我们可以使用“;”符号，如下所示：
var strName = "陈会安";var intBalance = 1000;var strNo = "1234567";

上述 JavaScript 程序代码中的同一行拥有三条程序语句。
程序块（Block）
一个程序块是由多条程序语句所组成，它由“{”和“}”符号包围起来，函数、条件和
循环的程序代码所组成的程序块就是如此，如下所示：
function showmessage(){
alert("Head 区块的 JavaScript 程序代码");
}

上述函数就是一个程序块，我们可以把一个程序块视同一条程序语句，即把程序块视为
一条单独的程序语句，置于 JavaScript 程序的任何位置。在 JavaScript 程序块的“}”符号后
不用加上“;”，但是区块内的程序语句后需要加上“;”结束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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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程序注释
程序注释是程序设计上十分重要的部分，因为良好注释文字不但能够轻易说明程序的目
的，并且也为将来的维护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JavaScript 的程序注释是以“//”符号开始的
行，或者是放在程序语句后面的文字内容，如下所示：
// 注释文字
document.write("<h2>大家好!</h2>");

// 输出内容

如果注释文字需要跨过数行，请使用“/*”和“*/”符号标记注释文字，如下所示：
/* 注释文字
使用 JavaScript */

1-6-3 太长的程序代码
如果 JavaScript 同一行的程序代码长度太长，基于程序编排的需要可以将它分成两行，如
下所示：
document.write
("第一份 JavaScript 程序<br/>");

上述程序代码分成两行，不过不可以从字符串中间分割程序语句。

1-6-4 空格符
JavaScript 会自动忽略程序语句中多余的空格符，如下所示：
var total = 5;
var total =
var total
=

5;
5;

上述 3 行的程序代码都是相同的，我们可以基于编排需要来自行在程序语句中添加空
格符。

1-6-5 程序代码缩排
在编写程序时记得使用缩排来编排程序代码，适当地缩排程序代码，可以让程序更容易
阅读，并且可以反映出程序代码的逻辑和循环结构。例如：循环程序块的程序代码缩排几格，
如下所示：
for (i = 1; i <= 5;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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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write("数字: " + i + "<br/>");
sum += i;
}

上述循环的程序语句向内缩排，表示属于此程序块，如此可以清楚分辨哪些程序代码属
于同一个程序块。事实上，程序编写风格并非一成不变，程序设计者可以自己定义所需的程
序编写风格。

（

）1. 请问下列哪一个不是 HTML 网页的组成区块？

A. <html>
B. <meta>
C. <head>
D. <body>
（ ）2. 请问 HTML 标签使用下列哪一种符号括起文字内容？
A. “<...>“
B. “[...]”
C. “<?...?>”
D. “<%...%>”
（ ）3. 请问下列哪一种网页技术并不是客户端网页技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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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avaScript
B. VBScript C. PHP
D. ActionScript
）4. 请问 JavaScript 程序代码位于下列哪一个 HTML 标签之中？
A. <script>
B. <head>
C. <body>
D. <form>
）5. 请问下列哪一个符号是代表 JavaScript 程序语句结束的符号？
A. “?”
B. “#”
C. “//”
D. “;”
6. 请问什么是 HTML5？何谓客户端网页设计技术？什么是脚本语言？
7. 请说明什么是 JavaScript？
8. 请使用 WebMatrix 编写一个 JavaScript 程序，可以输出“大家好！”的字符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