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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lraCI 

Documenl Objccl Model (OOM) is an application-program叩 ng imerface thal 

can be applied 10 process XML d刷lmenlS. h defines the logical s山叫“:. the 

accessing interfaces and the 。開ration 關Ihods for the 必curnenl. In the OOM 徊

。riginal documenl is map阿 10 a I間 slruclure. Therefore 帥 ωmpUler progrnm 

，~ ，胡" 回.=血'"扭扭d manipulale lhe llOdeS in the tree. ln this paper, the 

f凶""""，，，剖 modeJs， definitions and specifications of OOM arc surveyed. 1ben we 

creal也 an expe吋mental system of OOM cal1ed XML On-Line Parser. 1he fr，αm-end of 

甘lC syslem is buill by the Web-based user interfaιe for lhe XML docuπ啥叫 lßpul 飢d

甘lC parsed resl叫 I output. on the other hand，由e hack司end of the syslem is OOill by an 

ASP…which transfonns lhe original…1000M叫…

-'P叫ation. TItis on-line sys!emε扭 扭 linked 叫!h a ge闊別 p凶，“e web b 加，~，

!ocheck !he叫…叫n耐心， o[臨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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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的今日，個問有體的管理解踏實眉頭，以便在直當時購揖棋適當的賈訊桔

適當的使用者，已經成為個識管理的重要議題(啦一) .在眾多的解控方臣之

中 ， 由全球賀訊網協會(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 簡稱W3C)所倡議的可

擴展樺挂語雷(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間相 XML}(l.正二.， ，不但已權益認

為主導「第三代WebJ (Second-Generation Web)的1Ii9l!技楠，也逐漸成聶主暐

眉目。嘯哥晶資源監合方調祉三) ~ XML 具有高度結構性、 可揖展性和資料揖

式分離原則，在資非抽可管理、空祖上擁有極卓越之性能﹒ XML至少將帶來如

下散益 1.，峙。識管理而言， XML 自於具有且好的自我描述性，能興有禮表

連網路上的各種組議，馬捕站管理倒共新的攝制 2 就賣凱柚肅而宮. XML 

可叫樹JU~意眉立的撥簿 ，避免主面性的盲目嫂膏，堪而提鼻iU，輯果的研

確。度(prccision 叫，) ，在哥哥路賀暉氾濫成型的今日尤其重要， 3 對胎系統的關

體而雷 ，自於XML 具備可攝揖性、資料與祖式分離等特色 ，各個系統可祖

擅自身的需求，對資料進行其他加{直處理 ， 置使神 W'b 腫用程式(web

app1i臼tion)的發展E且彈性 4 由於XML文件的高度結構化，值得XML l可以

祖害島的個目前已經費展成難的各種資料庫管理系岫DBMS)進行賀科空攝，

在仁，睡著來自不同管遁的資料牌可以輕昂的暉自 XML加以盟商社四) • 

不過，暨完全體揮XML之所畏仍需要電腦程式的配古﹒ XML文件是一

種基於文字揖式的開放農峙 ， 雖然具備駐童的樹狀賀科結構，但若車以電腦

程式對其文件內容進行剖析、處理知揖雌(manipulation) ，仍需里路酌特定的

i演算法才行﹒幸好，樹(tree)是一幢幢聶普遍的資料結構 ， 已有許多現居揖算

法瞌睡展出兩社1月﹒因此，任何應用程式都可惜害島的利用樹狀描槽的由算

法，對XML文件內容進行諂個讀取-單甜、刪除、新增、祖移草走動電辛勤

作﹒然而，若能有→國介面帽準直接主按XML樹狀結構的存取，將可簡化並

縮短程式開睡之流程。由 W3C所椎動的「主何一輛件模型 J (Document ObjecI 

Model ﹒聞網 DOM)便是一個連樺的介面厲聲貨拉我)。不過， DOM並非針對

XML 置身定做，它適用於HTML&XM L文件﹒自於DOM 是→固語曹'"立

(language-independent)的曙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lnte由時 ，聞

網API) .目的在於建立一個揖平台股文件揖作單壇，因此. DOM可在不同作

業系統中，使用任何捏式!a冒加以實現﹒在DOM 的現臣中，定發了文件的單

輯結構以及存取處理、揖縱文件的方法﹒藉自DOM. 應用程式可哩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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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可在文科桔構中來回!l!惶，可新增、修改載刪除文件中的元，餐車內

容﹒

ι研究目的興方法

本士宗旨在於揮λ揮對DOM' 以作揖XML系統貫作之基體﹒揖撞到此

一目標，除了研究相關文獻以揮λ周蟬DOM之定疆、權型、結構、介面規臣

之外，尚通過系統實作、程式E譯為等ñ式，解析。OM之運作原理﹒全土架構

如下 在前言之後，第二節聶士件物件模型闡述第三師則說明DOM之樹狀

結構第四節闡釋DOM恆心介面第五師以MSXML 創析器為闕，說明

DOM之貫作要點 第六節貝岫攝DOM介面規鈍，鹽立→國 XML輯上卸臨時器

實輸系輒最後，單t節為結論。

二 、立件物件糢型機述

DOM規盟依其複雜層直分聶三個層組 Level! 、Level 2 和Level3 • 

HD明 level 1 

DOM 層組一個OM Level 1)規絡於 1998 年 10月正式成為W3C的→團建議

揮學(即commendationXü.峙，其焦點集中在解告臭文俏二剖析獸散j已憫題上，定聶

7HTML和XML文件會明吉構膜盟，提阻文件.iili.飾navigation)拍攝縱等胡能，

值得應用程式得以非常喜島的存散文件內容(新增‘刪除、攝體內容、蝠幢團

性盟主件餌型 ) .於是程式設計師便可再以發展出適用酷各種瀏覽器、伺

服器及工作亭台的應用程式程式設計師盟許會使用不同的程式語首(如

CJC++ 、 Java 、 JavaScript 、 VB 、 VBScript 等) .但不需要去改變程式糢

型(祉，、.) • 

同D~ Level 2 

DOM層組二.(DOM Level 2)規格貝 l 肚2咽年"月 13 日成風建識聞單，其

規裕比Level I 裡蟬許多，時7加強定義的何揖缺E處理文件結構及內容的餌

-L .. -{core)介面;I<ü叫，由但含7文件的外fi:views)(註十} 樺式表物件體型

(slyle sheet objecl mQdel)(ü+一)、事件模型(evcnl model)(祉+二)、走訪.. 團

(traversal range)(ii十三)等規靶，以便應用程式可以祖睿島的盧團附加的性式

表、各種不同的外觀、車件以且允許在士件中四處走訪 ﹒

同 DCl"I Leve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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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 層組三JDOM Lcvel 3)規格草本士截稿關淵lO年12 月仍盧於工作

草草階串起社+四) , .1t內容主要包含7下列各項目(11十五)

*擻展DOM層組二之物件模型(objecI model) 允許使用者存取揖盤事

件。增加定聶群組都件的能力﹒

*新增內容模型(content model)和有妞咄validation) 個可以直接存取

和蟬改文件內谷之物件模型﹒

* 提{共戰λ(l oad)和儲輛save)介面提{共直接敵λXML原抽文件至

DOM結構以及直接將DOM結構儲存為XML士側的程式介面﹒

*內睡去(embedded)文件物件揖型 目前W，b的發展蟬~.正朝向以置古

式標注語言方式寫作文件，開如將 SVG 片段內睡在XHTML文件中，迫使得

DOM &:'胡面對新的挑戰，因為DOM API 需要具備世混古的詞彙盟中剖析丈

付結構與內容的能力 ﹒

*適應XML扭心功能改變的能力 DOM 既無Ji!XML X件的A間， 一旦

XML體展出附加功有缸如namespaces 、 XML Base 等) , DOM API 也單能蚵隨

之詞，隨其對應模型 ﹒

* XPath 叩M 使用 XPath來直詢DOM站前胸前牌祖7現﹒

三 、 DOM之樹狀結構

樞蟬 t述，不論Level 卜Level 2 草Level 3 . 實際上其揖基為D捌 嘔心

嫂的(DOM core spccification) ， 其中定義7一個階層式開件模型﹒在此一物件

模型中，不抽文件、丑索、屬性、實糖、文字居其他在XML立件中出現的單

元，都植視為一個一個的節點(nodl!) ，而所有節點則極組揖成→固樹狀結構

。rce SlruclUre)(社十步了) • 

XML 文件、部慚鵲‘ DOM物仲樹和應用程式之Ilfj~唱團{系，個國 1 所示，

可以清鍾看到 XML士件經由2軒"河器(parser)制晰之佳，形成→圈。OM樹狀

結構 ﹒此一樹狀結構將士件中的元索、屬性、資料 等叫階層式節點方式加

以儲存，應用程式則貓由存取樹中的節點而讀出資料草寫λ資料﹒

在DOM模型中體共定揖7 12 種不同種頭的節點額型("咽e type) .節點興

師點問具有階層開{系，有些節勤恆能但合其他節點有些節點值能植起含在

其f叫個點中 而有些節點則兩者皆可(社十七) • 



林fg成 1 文件物t哈頓型及其在XML文件處理之權則

拉開 DOM所定義的 1 2種間點類型鹽理師表1

!-1 DOM 節也類型

窟，聲 可以111有的子飾，站類型

文件，何點。為 00" 倒閉攝制，中最上層 E1=酬

的飾，她 代學費盤俗 XML 女件 Processinglnslr\lCliQn 

d闡帽.ion.
M

l 們，

XWL Ooc叫

告f毛品z
pzF卅

酌，也顯型

""叫

411 

The ......剖，回岫，.... ~"'~I""
閒N (,"" 10個制師叫

a 恥的5;弘一

國 1 XML 文件之剖析與存取
{資料來都 hup:llrnsdn. micl'O$Ofi.c側的

Comment 
D<x:lImentType 

。o<': umenlFragment 女件片段，前，自 由艾件，會'的中的英段子 EI，間M

創見歸帽"成 Proussinglnstruction 
Commenl 

DocumtmTypc 

E，則 ityReferencc

TeXl 
CDATA S<<tion 
叫Reference

艾件領型節，自亦即 X"L 艾件中副總

<!DOCTYPE>重舍的部份

實....照飾點，亦即在 X"L 女件中還 Element

過 ENTITY 型態，每照到某賀，硬的部 P間間inglnstruction

份 Commenl

Text 
印>ATASection

M
T

況

如
叭
叭M抑

制圈
，帕件艾

M 

棚勵節繁元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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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r .佳節，站亦即且也文件中內含餃，在"

鐵中的屬性部份 E州tyRererenee

Processing]nstruclion 處理指令節點!現了;t!JJ XML 艾{軸，"'，.無

"'白白 ?事重告的部份例如引間被武

甜切關。腳.，，，，闢hre伊祖甜"、

Commenl 缸，修飾，自代，雙 XMl 文件中也叫一 無
〉所標遠的部份

Text 艾芋，盾，也 例姐元，聽內容，惶值 .無
但眼定倡 導

CDATAS甜 ion CDATA 區段飾，隨亦即 XMl文件中國無

<![CDATA[ ... JJ>ßT.益的部份
E"，旬 ，實體酌，也 代變 XMl 文件中的."部 Eleme川

份包含可剖析的或不可剖析的賈偉 p~間 inglnslroel叫

Commenl 
TeXI 
CDATASection 
EntityReference 

N。凶的， I金...告，的代發 XMl文件的 DID 中也 無
<'NOTATION>宣告的部份

酬的，下列是→圖以XML撰寫之圖書目蹦釷十八)

<?xn世 Vel1110n= “ 1.0" encoding=“ U神 8" '1> 

<7~ml-stylesheet Iype=" textlxsl" ~f=" show_boω..，到"

<!!X)(:TYPE catalog SYSl可EM "ca凶 log.dtd" :> 

<!--(;3凶 0， 1越"回aled 2C間 11 一01-->

<cat刻08 ;lIn!n$.;" hnp:Jlwww.example.comlcatalog" ::> 

<bookid=" bk iO t"::> 

<author>&1171法mbardelJa， Matlhew<laulhoc> 

<title>XM L Developer' s叫7:uide<Jtitle>

q側陪Computer<lgenre>

<price>44.9~ <lprice> 

<publish_d凶 e>2000- 1 0-0l <11閃訓且S~dale>

<description> 

<![CDATA[An in一曲pth look at crealing 砂叭içalions wilh XMl月

using <. >.1I> and &amp 

<1，=、 ptIon>

<Ib∞b 

〈以)Ok id=" bkl09" > 

<author>Kress. Peler<lauthor> 

<tide>Para帥Lost<ltitJe>

〈司genre>$cience Ficúon<lgcnre> 

<1'""泊.9S <lpr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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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blish，... Jlate>:盼“〉 自 '.02<1publish_date:>

<descriptiol1> 

After 訓 inadvertant lri刊p !hrough a Heisenberg Uncertainty Dcv 僧，

J凹，“ Salway discovers the problems ofbeing quamum 
</d臨npu恥

<Ibook> 

dω協log>

團2 以 XML棋寓之圖書目錄

<J3 

若將JltXML 丈件以MSXML晰揖展開成DOM結構，則其聶頂蝴可兩

層節點將n 成抽圖 3 所牙、的樹狀結構﹒

L..,-- Dcxunenl (DO t.1Doourr..m) 

卡一一… XWL O. cI ~rJ1i on (X MlDOMI"r~1nQ1nstn.Jc刻間〉

←--一閉仙耐l﹒溯ulpl~~膺， ，.防'II chn ( X r-d LOOh4Proc:袍.."，防"''''0'組開}

←一_ DOC TYPE 曲"~r~ion (KMlÐOMDoou~可..，

~'"副og (Kh4 l00ht8emert) 

圖3 最頂端兩層節)/6之樹狀結槍

{司幫'"農副 Microsoft 叮ntroducl耐3 切由， DOM可

組團3 可清楚看到，聶JIî端的師點是 D前ument甜點，也就是文件本身，

而此節點之內則內含多個其他午節點，但括XML宜告節點(XML declaration) 

樣式表處理指令節點{style $heet processing i n struclion) 、 文件額型宣告節點

(DOCTYPE declaralion) .和主件的根充實發節lá:root element for the d且um叫)

等﹒

士件的祖丑絮節點(在此間中為catalog)則又有內含7文件的實際資料內

容，其結構個團4所示﹒其中包吉了丑索師點(element nodes) 、團性師點

(attribute nodes) 士字節她tcx ! n咽es) ， 和CDATA 師:mCDATA n咽0.)等 ﹒



~~;吧，甩
在何

". 教育劑4興111.都蟬第三十八卷第四期(June 2ω1 ) 

"'- 0鵬總醫旬，、扭曲。..閣"“功

，_.敏......-~.﹒

4‘學悔。。他DQMT..

一一句F… desa1:rlion l)(Ml...DON間.~.. 

←一一- M恥。，，'hI倒:11{ 111 crMIinø .plcllllan繪凶，回 "，> ， t(W‘....，.AγA<K尬。。

L-- lr'IIl &. CXMl..OOI\r冒﹒扇，

...α風風，翎... 棚...

IIIIlbJ:nCXM凶。NlIame41104e佩莉，

Id (XMlIIOMAttrllUl接

..，個 α到且lIOMTtxt

間()(U..DO"Text……… After..n "'帥ertenI b' lp伽，.""H悔-...."'"叫咱'1 0MC， 岫悟， ...... 

..-圳'" ..翻開“.......蚓、~ .--“精

11 4 XML 文件根元索之DOM 結橋

(賀科樂觀 Mi<:n路。i. "Imroduct;on 切自e D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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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信成文件物什棋且也及其在XM' 文件處理之應用 '" 
閥、 DOM核心介前

在DOM 鏡頭E中最基諱地L揖噩噩的便是其妝，C;介面DOM Core Intcrface) , 

是應用程式存取上述各類節點之基本管道﹒在 DOM核心介面中雖無R)E殺了

幢少rt附件鈍古和介面，卻已且多有卜輯軟闖關體者或W已b 程式設計師使用，

揖以揖寫出能多高。存取和揖揖 HTML草XML文件內容的暉用程式﹒在DOM核

心介函中立區分為基本介面(fu ndamental intcrfaces)興延伸介面(cxtendcd

intc巾ccs)兩大類:基本介固定矗7曜用程式存取XML或HTML文件皆可使用

的一些適用介間，有Documcnl 介面 Document I ntcrface) 、 DocumentFragmcnt

介面(DocumentFragment Interfa間) • Node 介面(Node I ntcrface) 、 NodeLi SI 介茵

(NodeLisl [nterface) • NamcdNodeMap 介面(NarnedNodcMap Intcrface) 、

CharaclerDa訕u介直k舵Ch岫arac恥tω"巾D，叫tω， ，圳m叮r"叫吋 A【H肘t叮r介茵(仙A'盯I叮， ' 0岫t包erfl巾f臼"叫巳吋)、 E 巳間m

介面(Element lnterfacc) . 1恥可

' 0】E挖肘e叮r巾r"臼，)等 而延{伸咿介面所定矗8啡勿削{件牛捕R明矗{哄共XML主件使鬧， HTML士1吽q午F則

刁羽使用到虹部份 .它們是 CDATASc目c1ioo 1介?面 CDATAScction Inlcrface ) 、

Doc umentType介面(Documen lType Intc rface) 、 Notat ion 介面(Notalion

Interface) , Entity 介面 Entity I nte巾叫、 EntityReference介面(EntityReference

interface) ，和P凹ce55 i n g 1 n Slructi 00 介面'( Processing l nstruclion Inlcrface)等

('主十九尸此外， DOM 並引用物件導向概念 ， 一一定矗7迺些介面的相關屬

性興方法﹒

←唾$介面

I.Documcnt 介面

Documcnt 介面閑來代表單個 XML耳!< HTML文件，研念上，它是監輝樹

的樹蟬，為DOM 樹狀結構的最上層節點 ， 提俱存取資料的主聾管道﹒其閉，性

及方法分別lii融糊口眾2 和日表3 所示﹒

al2 Document 介'"之屬性及用途

凰位名稱 含意

d，ωT"， 代獲此份 XML文件中的文件類型重告部份

Doc.間 ntElcmcnt 代發此佮 XML 艾牛的爛元，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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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 Document 介a;之方法是用途

芳站在名研 周邊 看書敵 軍官麓 回傳組

crealeElemenl 在此文件中建立 .gN~先到恥之 Elem制物件

個完齋節，路 線鐵名婦

createDocumentF呵menl 在此文件中建立無 以x:umentF ragmenl 

個文件片段 物件
CrcaleTexlNode 娃立儕女字，前點 d細節點內容 TeXI物件

Cr<:3leCommenl 建立個位解飾，也 d，. 阱，也內容 Comment 帕字

crealeCDATASe<:lion 建立個 CDATA 區 .. 細節，的內容 CDATAS<<lion 物件

段，曾點

createProc聞 inglnstruct剛建立-個緝令處理""，" 處理指令 p~恤ingl聞l'\ICuon

節，由 的區機部份 物件

d，旭飾，自內容

，~甜Anribo，lIe name : .位名稱 A~輯到牛

createEntityRefere"c旭 燈立一個實體，闖_.被參照!Z EnlityRcferelll:e 物件

酌，眩 ，實體名稱

ge!ElernentBy TagName 取俺符合自指定樣包gN~.棚鐵名 NodeLiSI 物件

..各綱所啊，成的，前術

點Z浮

2.Node 介面

Nod，介面代表DOM 樹狀結構中任-1固特定的節點﹒由於在DOM接型中

共有口種不悶頭型的節蚣，因此Node介面便宜矗712 個常數神脆來代表迺

12 種不同類型的節缸，如表4所示-

t.4 管教符號與節，告類型對照表

，當 數 符 " l! 當

ELEMENT NODE 發示...，.也為一個元，但師動

A廿'RIBUTE NODE 表示此，帽，也為-個眉，佳節點

TEXT NODE 雪~jf;fi:節，也請 個女芋，明點

CDATA SECTlON NODe 衰.jf-此，盾，也為-個 CDATA 區段

ENT1TY REFERENCE NOOE 發赤貧酌，也第一個實體會照前，臨

ENTITY NODE 費示此，盾，臨為一個實"'帽勵

PROCESSING lNSTRUCTlON NODE 費矛此，盾，也為一個處理措令帥，站

CQMMENT NODE 按手r-.tI:W島為一個健解啊，也

OOCUMENT NODE 費示此，啊，此為一個文件闕，隨
DOCUMENT TYPE NQDE 發末.. 酌，自屑一個文件鍍型帥，她

DOCUMENT FRAGMENT NODE 殺未此，啊，的屑一個文件片段飾，站

NQTATION NODE 費示此，明點為一個眩，酌，也

Nod，介面同時定磕了許多聞性與方請作為存取宜抖的基本介面，分別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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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曲直5 平n丑6所示﹒

表5 Node 介'"之屬性農用途

屬性名稿 合 ." 

nωeName 目前，盾，帥句名研

nωeValue 目前郎，直耐內容

nωeType 自駒，盾，品的順型

parenlN叫e 目前節隘的快節岫上層節JIi)

，h岫N叫“ 自目前飾，也制芋，賀，自所構成的節目品零零

firslC加 d 目前，盾，胞的第一個字節點(下層飾，站)

恤IChild 目前酌，區指".後一個子節蚣〈下膺，明輯)
開."山 Sibling 目前，會，高崗咽一個兄弟節制問膺，明點)

nextSibling 目前，悟，也曲後 個兄弟，研制向函，自懿}

anribut白 自目前前，區調眉住所構成的醉，直

。精耐~""陷om訓t 目前"'.自所厲的文件物牢

表6 Node 介'"之方法及用途 3.N咽eList 介面

方浩名鴨 用 途 參數萬富農 固"個

t陪<rt!l<fo 電 在自喲，前點不。新增個問他wChild 新子節魁ß輯 被新糟的'"點物

新子，俗點到"考于帥，自 re tt::hild : ..考子，明點名稿件
之前﹒簣，考子飾，也不存

在。則新子，啊，自被加到子

，前，自群最後個

replaceChild 在目前飾，臨下，以個新 newChild 研子，前，自 被取代的餌，也物

子，但點取代筒子飾點 oldChild 即將被取代的舊件

子，前，也
removeChild 在目前都樹下關除個 oldChild 即將被取代的子被穆除的節，自物

現有子御醫 師，也 件

a伊ndChild 在目前，宮，自下，新增個 newCltild 新子，帽，也 緩斬Jt!的帥，自物

新子飾，隨到子11>點齡最 件

後個
IlasChi叫“自ilI欄目前都點是否，僅有無

子都值

cloneNodc 梭，醒目前飾，也 d.., 若為 T=. 貝，)遭遇

式(附加.rsivc) 的複，單位，啊

，自所有子樹否則只慢，雖

鈍飾，隨本身

3.Nodeli st 介面

T~ 有手飾，也

False 無子飾，自

續續製的節，也

417 

NodeLi針介商代表DOM樹狀結構中由若干節動所構成的節點群，其中每

個成員皆為一個N回巴勒件。 NodeList 介面所定義的屬性及方法分別歸納帥表

7甜表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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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廿 NodeList 介.，之屬性及用途

含章

聲個 NodeL;st 酌，站群中的，自動倒數 億個節，皆有-個飾，也貓頭 ，這

個國扇。- knglh-l 

在8 NodeLisl 介岳之方法及用i鑫

密歐 gl‘ 回傳他

item lW回 NodeLi SI 酌，隨群 1叫做，啊，也酵母籤認定酌第 t叫“個酌，站若

中英翎指定的節點 的酌，蝠，提 index 比最大的帥，隨貓"大則倚

回 null

4.NamcdNodeMap 介面

NamcdNodeMap介面代最可聶由名稱存取的節點所成的單合，但此介面

並非從NodeLis t 揖承而來，此點獨特別注意﹒ NamcdNodeMap介面所定蓮的

屬性及方法分H 歸納魏醋9和表 10所示﹒

在9 NamcdNodeMap 介.，之屬性及用 it

屠直名.. 含意

胎ngth 重個 N.mω N"".心"飾，的群中的，但點個數﹒每個帥，也有一個節點貓"

能圓白。 - lenRm-1

表 1 0 Nan花dNod巳:Map 介..之方法及用途

?可法名僧 m~鑫 a喜歡 g .. 固"個

getNamedhcm fW固 個指名 mm. 街定酌，前，也名鴨街名的帥，站 I 若無頁。"固

的節點 null 
銬INamedllem 加入 個掏名蠅將被加入的帥，也 i 若軒，啊，也取代7萬酌，自

的節點 ﹒ 若已有-個同名的節點貝"四種節點 1 否則傳團

存在則取代之 null ﹒

removcNamcdllem 移徐 價指名 mm. 欲移除酌，明點名若指名的節點存在則側面

的師動 ﹒ 桐 ﹒ 緩移餘的飾，自 1 若不存在

Uem "回 inde~

NamedNωeMap 續數

""'11中某個
福建的飾，站 ﹒

5.CharactcrData 介面

貝傳回 nu1l 0

飾，也群中的飾，也被指定的第 index 個節

動。若 i晒'" 此，大的飾

，也組臨大貝"勵自 null . 

CharacterOata 介面晶Nod，介面之延伸 ， 以樹英里簡昂的智遍存取竿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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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挂牌Ch肘aterData 介面所定疆的屬性及方法歸納個表 11 開表 12 所示﹒

方法名備 階途

itlll CharacterData 介.，之屬性及用途

周佳名?前

d由

leng\h 

會"'

此飾勵之字元資料

司宇先資料的長11

表 1 2 CharacterData 介"'之方法ll}ij途

會，隨意發

subs1ringData 從節點中領取段。作叫欲純敢子字翰的起點

于字屆學資料 "0的t 欲個圓眼于字郁的字充數

appendDala 將字摩梭齡節點.~欲被加入的字。
資制之後

insenOata 倆一字..揭入指定 otTset 欲插入字串的組點

的酌，自資料位墟中.~ 欲被鍋入的字。

deleleData 從節，屆中刪除一段。m剖欲刪除子字@的趣，臨

于字呂學資料 ω0"' 欲刪除子字母的字元，吹

著 off!叫與 '"0州之租越過 lenglh . 
貝 .. 怕會紹自由起所有字元

reploceData 將飾，腦中一段子字 offset 欲被取代子拿串的包點

學資料以男-子字 '"0州欲被取代子字侖的字元，使

@取代之 .", 取(屯的司~.. 

6.Attr介面

著 om甜輿ω剖川之和圖通 lenglh ' 
圖取代超點起所有宇先

國傳值

領取到的子字

。 - 若 0 叮;;(1 與

α 叫之和越過

lenglh 則傳間包

，也包所有宇先
無

無

無

無

'19 

Aur 介面代表某個特Æ:"Elemcnl物件中的一個屬性。由骷AUr介面揖承自

Nod，介面，因吐擁有Nodo的屬性與方法，而Attr介面自身另外定艷的風性則

廣繭阻表13 所示﹒

獨位名總

叫e

specified 
value 

在 13 AUr 介.m之屬性及用途

含意

。.因此 AUr 絢字之名稿

若此 AUr物件明前須給他 "J此風佳ATru也否則為 F.lse

"因此 A!t r物件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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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lement 介面

Element 介面代表XML文件中某個特定的元聚，對於XML文件的作者而言

便是所謂的關單﹒由加"闊別介i!ii力磯時自 Node介面，因此擁有Node的屬性

與方法﹒而自lemcnt介面自身另外定毅的屬性正方撞車前l歸納個表 14租車的所示﹒

在 14 日emem 介岳之屬性及用途

屬性名稱 含章

tagName 憬籤名科同

求的 Elemcnl 介.，之方法及用途

方盜名相信 用途 0_ V曹文章體

g州Attribute

叫ttribute

呵'eAnribute

getAttributeNode 

軍寄自抱建揮.'"的風世

名?再而敗，.莫屬佳績

在個..中創入個新厲

催著皺眉位已續存在。
即j以新骰定值取代原骰

定個

..自指定輾籤命的魔值

4色情而刪除按周世

'蒼白指定憬，臣中的﹒世

名軒"而取得代理雙傲，性

的 A~物件

name:.世名稱

-厲世名稱

value ﹒屬性值字串

抽服，屬佳名稱

咀間﹒颺世名稱

回傳個

圍住個字串

無

'‘ 
A"，物件

~山tributcN恤 在包，籤'"加入個新的
祖佳節，佔著歡節，的已經

存在削以薪，自'的取代原

飾，隨

newAttr 欲斬糟的 若已存在與新

A甜甜件 飾，佔祠名的11

飾，時，貝'J姆國
設取代的當前

，盾，否則傳回

rernoveAttribut酬。.. 刪除指定的風佳節點 oJdAttr 欲刪除的

A仙物件

getElementsByTagName 取得目前充軍長所瘋子節 N=. 欲姻取的
點中符合指定標.名禍 飾，也標儷名鋼

所有亮 '''HI 般的

nonnalize 

8.Texl 介面

N由Lisl 物件

將自前亮，鍵所用，乏 TexI 錯

，悟，由台也略成正規化給式

叫l

祖皮刪除的^，tr

物件
符合 Mmo 之

所有元，韓所構

成的 NodeL叫

物件

無

Text介面代表元索裁屬性中立文字賣料內容﹒革將Text 介面所定聾的方

揖歸納費暉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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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i各梢 用這

4U6 Text 介'"之方法是用途

"ft: X:1I 固10.. 
splitTc~t M此 Te~l 飾，也-分為三 。何酬司~'"切割虜'lÍ! o I界的 γ.. ，都'的

被忽

9.Corr叮"'"'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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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l介面代表文持中的註解內容，亦即介於<!--與..，之間的所有

字元所柵成之字串 ﹒ Comment 介面並未定聶倒可屬性與方挂﹒

t揖伸介面

I.CDATASc叫ion 介軍

CDATASection 介面代表XML文件中的CDATA 區段 ﹒ CDATA 區段的直

要用建起用來聞性一段內會特輯持瞳政憬鐘符號之文字，社段文字不會植剖

析器所剖析﹒ CDATA 區段以 <![CDATA[ 作為團曲醋蠱，以 11' 作嗎結束揮

軍 ﹒ CD盯ASection 介面姐是長7口mα前D"，介面和Texl 介面的團性興方挂 ﹒

2. Documen何"ype介面

Docurne削Type 介面代表:XML文件中文件類型宜告 (DT凹的部帥，亦即

DOCTYPE的內容 ﹒ 茲脾D間umem乃R介面所定麗的圍住歸納蚵表 17 所示 ﹒

屬性名割肉

name 
酬，岫

叫，叫

a17 DocumentType介..，之"，位llm途

含章

文件，圓型宣告命晰可開的 ow的名附

也 ow宣告中所有實體會$份所組成的 N.mωNω.M吵物件

"'ow宣告<!>所有2睛都6l所組成的N._暐.，.，物件

3.Notation 介何

NOlation 介面代袋DTD 中所宣告歐盟主輯部帥﹒革將Nωation 介面所定義的

團性歸納扭曲"所示﹒

表 18 NQtalion 介..，之屬性及用途

systo:mlO 此盤"的系統級別各紛

4.Entit)' 介面

Enlity介面代表XML 立1'1'中的實閻明1帥，而非DTD 中的實體宜告，世2瞌

睡特別即重 ﹒ 革開 Entity介面所定轟的團性歸納個單 19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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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9 Entity 介'"之屬性是用途

含章

此實恆的公用跟別名俏

此賀，聾的系統誠別名稽

對於不可剖析的實儘 l 此屬性值為其對憊的皂，名研對於可創

訢的實.. 此風位個路 nu l!

5.EntityReference 介面

EntityRcference 介面代表XML文件中的實間參間都帥，此介面祖承T

Nodo介面的屬性興方法 ﹒

6. Processi ngl nstruct的n 介iIi

Proccssi ngJnstruction 介面代表XML文件中的處理指令部份，亦即由啟描

關單〈。幸暉吉東擇矗 b 所蟬注的部帥﹒革將ProcessinglnSlruclion 介面所定梭

的圍住飾耕且表20 所示﹒

眉位名稱

個~ct

d,m 

4長 20 Processingln到mα'0" 介'"之，f，.，益及用途

含意

f<費此處理緝令的目，亦叫處理措命中的頭一個揮自己:(token)

代理提此處理指令的內容，亦即從 U咚"後第一個拜金自字亮!到結束

，飯?，前所有拿克斯組成的字。

五、 DOM之貫作

H側目凡剖析器

W3C的DOM規咕申值是一的規觀應用程式與文件之間的介面標憊，至

於盟使用何種程式語言竄作單平台加以配兒，則未在II!範之歹'1 '可由各家軟

體闢商或!用聽人且自行使定﹒目前，已有許多符合DOM API 規值的部晰器

(parser)植划體出來，的

* Microsoft 的MSXML(祉二十)

* IBM 的XM1.4C(位二一)和XMl.4J ( 註二二)

* Orac1c 的XML parser for C(li二三)和XML parser for J a叫祉二問

*Sun 的Java ProjecI X{ft-=-J的

* Oaniel 、 cillard (fJGNOME XML υbrary(祉二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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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以揖輸公司所開疊的MSXML 為闕 '~J明DOM 在文件il'U持與處理上

所扮潰的重要角色 ﹒ 徵軟自 1998 年起﹒值開抽全力投λXML技曲直復興闊

喂，其瀏覽嗯 I nlcmCl Explorcr 5.0 R!是市面上酷早直撥XML Mt.桔的闡明E器之

一呵位二叫 ﹒ 盟取揖嚴新版本的MSXML剖析器可至聞軟MSDN 詗站下艙，

MSXML們僅主扭DOM 物件做型'll!.堪一涉滿足XSLT 莉]XPalh 嵐聾，使神程

式人員可Jl!1每 L 曜抖的!用體XML處理程到社二八) • 

3受到乃依攝MSXML所主躍的DOM 介面開件歸納出較前要且扭，曾使

用者，本節以三種不同程式!ã冒偽慨V即al Basic 、 V BScript 和JavaScript) , 

風牌其訟法草用法，圳乍為實乍 XML士件盧甜蜜式的依國﹒

A~21 MSXML 中校，用的DOM 介.，物件

閻M 物. ..明

DQMDo刷刷 代農樹狀拉伯"中的最上瘤研'的 ﹒ 此物牢<1 00M 中的以<0臨別

介面貫作

IXML間 MNode 代變樹狀給中任-個特定的，啊，值為 XML 物件模型中存取資料

的學本介函，客r"IodeType .怪可以用來判斷斷16.領型﹒此.W(牛

1!i OOM rþ的 N恤介面貫作

IXML間已則由Li$l 自帥tL田MN~蚣，眉目岫件所組成的筒，也陳列吐物件，‘回M

中的 Nod扎叫介函，實作

IXML間~11'酋wE_ 蛇w(牢固.. 處理過程φ的....趴息包衍11.提代，絕銀行"

.. 很位.祠，眉頭脫明

同D酬Docun凹t帽件

DOMDocurnenl 物件用來代衰艷的XML草HTML文件，研念上 ， 它是鹽

蟬間的出眠，為DOM 間狀結柵的前在上層師點，接供存取賣料的主要管道 ﹒

l 建立DOMDocument 物件

買過立→回DOMD個urnen t喃字 可使用紅仟踏法

* Visu叫 Basic ga法

DimxmlDoc As Ncw Msxml. DOMD前umcnl

* VBScript 訟法

Dim xmlDoc 

xmlDoc,. CreatcObject("Msxml.DOMDocumcnt'") 

* JavaScrip(語法
var xmlDoc "" ncw ActivcXObject("MsxmI.DOM Document") 



抗，
可tr1.0 _." 也

." 
*參數說明

霉，世

Xml[)QC 

Msxm呵，…

2. ...入XML 文件

教育禪柵圖﹒館學第三+八種第四期(June 2曲1)

說明

物牛，值數名稱

物字顯5lrj(C 臨}

DOMDocumenl物件樹J\7一個load方法(Method) ，作為敵λ文件之用，

英語法四下

* Vìsua1 Basic 1M法

bool岫lue = xmlDoc.load(xmISource) 

* VBScript 語法

booH旬/ue = xmIDoc.load(xmISource) 

* JavaScript 語法
bool抽lue = xmIOoc.Joad(xmlSource) 

咕數翻月

..康 說明

:xm!Doc DOMDocume 、t 羽.牛

xmlScu信當一個字廟 ，之內容為即將錢..入的 XML檔案所在之 URL

B四lVa/ue 自傳燼。為一布林值 True :l雙未敢入成功， F叫~費示，聽入失敗

3 他存XML 文件

DOMDocumen【物件提俱7一個save 方法問1h吋) ，作為儲存文件之間，

耳語法蚵下

* VisuaJ ßasic ~g法

xm /Doc .save(destinatior。

* VBScript自由全

xm lDoc .5a ve(destil/alior。

* JavaScript 語法
xm /Doc .save(destù/Qlion) 

*參數說明

會，毆

xmlDoc 

帥，岫 00

說明

由MDOO帥削絢牛

存檔路徑與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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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I.!I.I!龍文仰"'~領型及"在XML 文何處理之"'Jll '" 
回 I lIH凶。剛回e甜件

I XMLDOMNode 物件代表DOM 樹狀輯構之中任一個特定的節點，

IXMLDOMNode 揖H共許多層性興方活作為~XML物件蟬盟中有取賣軒的草本介

商﹒耳聞擇其較溫盟的團性與方法蚵下:

l 獲取..'"相關資銀

*，甜eType屬性

迪是→障權讀白彌性，屬性直代起草師點。頓型..拾聾曲直2所示 ﹒

A~22 n“JeTypc~島位之含章

數值常毆符觀 意.. 

I NOOE_ELEMENT 重建「祖師，自喝一個完禽酌，也 仕"酌，皆可有以下鑽皇之

子酌，她元，雖文字 陸，事處理憎令 CDATA 區段

利實..照" 元，聽帥，自亦可以是文件 文件片段，賣

糧參悶悶其他元，蟹的子，前，自

2 NOOE.ιATTRlBIJ呃 ，提示，主筒，隨覓一個﹒佳酌，也 蛇頭筒，皆可有以下級型之

芋，啊，也文字和r...照
3 NOOEιπXT ..示此，啊，隨處一文季節，也 鈍，都'的不嚨有任何子節

'的卻可為周陸文件片段元..徊...閥的字節，臨

4 間四三∞ ~T^-sa::noN t雙示鈍，前，睛一個 CDATA 區段 ﹒ 此，頁，則，也不能有任何

子，啊，的卻可別女伴你段元黨和實..煦的子，船，也

.5 NOOEJ.NTITY 11!聽到長鈍，前，隨處-個叫賣..照節，隨 . lt顯筒，自可以.. 何以

_RE間RENCE 下顯型的子，啊，隨完.....種指令""文字 COATA

區段祠...聞等也可以是周佳女件片段元，廣

租實..!I!<<間子，啦，自
6 NOOE主NTITY 11!提示此前，自費，-個團體飾，由 此頭郎，的可以據有文字

...，I續存子，酬，也 亦可以是女伴領型的子，啦，隨

1 NOOE_PROC國 SING 11!提示 ，主飾，隨處-個處理指令飾，隨 ﹒ 此頌."也不健 4主任何

.lNSTRUCTI0N 于筒，自 卻可以是艾件﹒艾件片段已元，提桐...關之

子飾，自
8 NOOE_∞MME附 食示，珊，也請-It前節，國 ﹒ 此廟前，也不篇有任何子節

，自卻可搞文牛 文字片段元，聽翱實妞，閑之于飾，前

9 NOOE_DOCUMENT 11!聽眾此，前，叫咱文件筒，也llOOM 箱"泌的﹒頂層 ﹒
lt燭，悟，此可以微有元.....種指令 位解和文件頒鹽，

于筒，自恆，毛本身不可以是任何甜甜骨節，自

10 NOOEJ>QCUMENT 費示此，啊，也為 個以<!因>CTYPE>重爸的文字顯盟"

一.TYPE J的此績，前，自可以..有 F列續監們于筒，的位帽..

也可以是文件嘟隘的子"'"

I1 NOOEJ)OCUMENT 2提示此，前，自"一個U炙手片段筒，隨 ﹒ 此類闕，也可以據有完

_fRAGME阱 ，厲處理指令 缸"文字 COATA liI段祠，實..寶寶

棒子帥，也但其本身不可以是任何都嵐鉤子，盾，也

12 NOOE_NσTAT10N 賽采鈍，啊，也露-個暐J.IiIJð • tI:觸動，也不允許wn任何
子節，也但可以是艾惜咀山的子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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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可peString團性

道也是一個唯讀的圍住，其圍住值為 nodeType 所對蟬的字串 g

nodeType 與n咽cTypcString 對間的袋23所示﹒

在23 nodcTypc 典nodeTypeString 甜甜泉

n吋eType 屬性{直

NOOE ATTRIBUTE 

NOOE CDATA SECTION 

NODE COM 叫 ENT

NODE DOCUMENT 

NODE DOCUMENT FRAGMENT 

NODE DOCUMENT TIPE 

NODE ELEMENT 

NODE ENTITI 
NODE E間內11' REFERE恥，CE

NODE NOTATION 

NODE PROCESSING lNSTRUCTION 

NODE TEXT 

判。deName屬性

對國!1i9 nodeTypeSlri呵颺怪他

Attribute 

也tasechon

…" 
岫叫

但umentfragmenl

岫叫""

eleme削

酬吋

enl;tyrcferen<:e 

nota1l0n 

閃開 ngmslrocllon

leXl 

此屬性為節點名稱，也是→國唯讀的屬性，其圍住直也怯棲"吋巳Typc

而不同﹒ n咽'1YP< 興n吋eNarne 的對鬧個聲24 所示﹒

Sl24 nodcTy阱 ，每nodeNa冊，守照ik

nodeTyp" .佳值 對噓的。“劇組"'.佳個

NODE ATTRIB盯主 "因風佐名啊，

NODE_CDATA_SECTION IW回字峰 "lkdata-s開間「

NODE COMMENT 傅個字串，恥。mment"
NODE DOCUMENT 傳回字略可以制問，，"

NODE_OOCUME昕一TIPE 傳回女件領型名稱有即<!DOCrYPE xxx ._.> 
中心甘 m

NODE_DOCUMENT_F叫GMENT 傅個字命啥叫U闊別 -fragmenl 開

NODE_ELEME間 IW@J XML 樺籤名橘省有 namespace 則速向前

草草符嘲-缸"因

NOOE_ENTI鬥 "函，體名稱

NODE_ENn鬥_REFE阻NCE 傳回實哩，照名稱 不會"&"和“e

NOOE_NOTAnON 11因盟"名稱
NOOE_PROCESStNG_1NSTRUCTlON 悔自隨處理指令行後的算一個字符

NODE TEXT 傳回字個恥"你，，'

* hasChildNodcs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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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可用來偵側目前節點是否具有子節點其傳回值若是True ，是

矛d此節點有子節點 若是 Falsc則表予此間點盟有子師點﹒

*xml 屬性

此屬性但會J1t1!íl點且其下屬問點的 XML 內容，亦甫一唾讀囑性-

2 續取單是設定館，捨資料

* lJodcValuc 關重
此屬性存融節點的資料內谷，可讀書苦，

* Icxt 屬性
此屬性存融即酷的資料內容，可讀寫-

3 在節，隨間穿梭

使用下功屬性可以直接在子即點桐切揖穿幢﹒

* chi!dNodes 屬性
此節點的中一居于節點，為一個節酬列﹒

* parcntNode 層層性
此節點的上一層立即動﹒

*臼rSIChild圍住

此加點的第→圈子間點﹒

.，，到Child屬性

此節點的最值」個子節點﹒

* auribules屬性
若J1t1!íl點為一個元絮節蚣，則比屬性為其屬性所構成之陣列-

4 子"'"之處理

對於某個特定的節點 ， 可以使用以下方法對其本身及其子師點進行新

增、刪醋、申代插入等揖作﹒

* insertBefor官方法
插λ---j國新聞點到參考節點之前﹒其語法如下，其中oXMLDOMNode

惜的是植揖作的原描Node物件，而objXMLDOMNode惜的是揖作植回傅的

Nod，物件

• Visual 8asic ~g法

扭曲IjXMU刀'MN()(妥當 oXMlDOMNode.insenBefl配制的吋 ild rej口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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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BScript 語法

抽曲耳XMLL酬1Node = oXMl.DOMNode.inser.tßeffXC(newChi/d, æjChild) 

• JavaScript 語法

objXMWOMNode=oXMLDOMM呵'e.rn訓 Before(newChild， 悶悶ild)

﹒ 參數說明

參酸

。，XMLι的'MM飢"

ObjXMLDO"也~"'"
NewChild 
RejChild 

• <cp抽血Child 方法

說明

原貓的 Nodo物件亦叫欲新增子飾，值的節點

。.圓的 Nod，物件亦叫新糟的子飾，自

新'"子帥，也
參考子，悟，自

將某特定子節點以斬帥點取代﹒可使用蚵下語法

• Visual Basic語法

Set objXMLDOMNode = oXMLDOMNode.replaceChild(newChild, 

。./dChild)

• VBScript 語法

Set objXMLDOMNode = oXMLDOMNode.replaceChild(newChild 

oldChild) 

• JavaScript 語法

objXMLDOMNode = oXMLDOMNode.replaceChild(newChild, 

oldChil.的

﹒ 參雖說明

1>.聽 說明

OXMLDο'MN，自" 原始的 Nod，物件，亦即欲進行子都聽取代據作的 11111

ObjXMLDOMM“老 傳間的 Nod，物件亦即斬峭的子，筒，的

Ne...Child 新子，育，的

OldChild 將被取代的子俯點

* removeChile方法
刪除此間點的某個特定的子節點﹒可使用蚵下EE法

• Visual Basic &g出

Set objXMLDOMNode = oXMWOMNode.removeChild(child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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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BScripl語法

SCI objXMWOMNode = oXMLDOMNode.rcmoveChild(childNode) . JavaScripl 譜法

。bjXMLDOMNode = oXMWOMNode.rcmovcChild(childM叫e);

﹒ 參數說明

參數

OXMLDOMNode 
Obj.λ耳lLDOMNode

Cl!ifdChifd 

* appendChild 方法

說明

欲進行子節點刪除樣作的原始 Nod，物件

。.固的 Nod切蚓字 3t~"被敵牌的子，會點

欲微酬牌曲子，前，隨

添加→回新子鬧翩翩闊的手E勵陣多自畸碰面﹒可使用叮Hs法

• Vtsual Basic ~!J法

SelobjXMLC ο MNode = oXMLDOMNofle.appendChild(lIewChild) 

• VBScripl語法

SelobjXMLDOMN耐 = oXMWOMNode.appendChild(newChild) 

• JavaScripl ~S晴

objXMLDOMN()(必 =oXMLDο帽Node.appendChild( lIewChild)

. 參數說明

a多數 說明

間 fWο附甜 欲進行于節點漫長加鍵作明原始 Nod，剛牛

ObjXMLDOMNodc 11間的 N叫他物牛 亦即祖皮帶細的于前，騙

他.... Child 欲撥撥加的子，啊，隨

* cloneN吋e 方法

裡製此師點﹒可使用擱下語浩

• Visual Basic 語法

Set 0句XMLDOMNode = oXMWOMNode.cloneNode(deep) 

• VBScripl語浩

Set objXMLDOMNode = oXMWOMNode.cloneN吋e(deep)

• JavaScripl 語法

objXMLDOMN.αte =< oXMLDOMNode.cloncNode(deep)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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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數說明

參數

OXMLfX)1岫切i，

。官>iXMLDOMNO<k

E加p

教育師啤圈.飽學第三十八卷第四期(June 2∞ 1) 

也隨明

欲進行子飾，的續數據作的原始 Noo， 絢件

傳圓的 Noo' 絢牛!亦即被複製的酌，也

布林值 若為 T= 買通過式的擾，世此，帽，也所箱子組

否則只11製此，睛，路本身

四IXMLOOfflo:l eli st 翱件
IXMLDQMN吋吼叫蚓判弋矗DOM樹狀結構中由若干師點所構成的節點

陣則，其中劉國成且皆措→困 IXMLDQMN曲物件﹒起臨開lXMLDOMN吋eList

物件之重要團性及方法犯J下

* length 屬性

代表整個問盟祖列的最度，亦即成員個數﹒

*item方法

i轉回某個特定的師點﹒可使用蚵下語法

• Vi叫“ 8asic語法

Sct objXMWOMNode = oXMLDOMNodeList.item(index) 

• VBScripl 語法

Sct objXMLDOMN雌 = oXMLDOMNodeList.itcm(index) 

• JavaSc討 pl 語法

objXMWOMNode = oXMLDOM的曲曲t.itcm(index);

﹒ 參數說明:

6喜歡 說明

OXML即枷暐Li3! 欲進行，有點巡航操作的原始 NodeLis1 物件

。句XMLÐOMNQ(.脅 。g圓的 Nod，絢件相O~點E手中齒 的師所街定的飾，值
的如 長簣，使節，自值觀齒。開始

* nextNode 方注

傳回目前節點的下一個節點﹒可使用抽下語法

• Visual 8 asic 譜法

Set ，勾XMLDOMNode = oXMWOMNodeList.nextNode 

• VBScripl 語法

Seto句XMWOMNode '" oXMWOMN.“如μ'st.next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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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 語法

objXMLDOMNode '" oXMLDOMNodeList.nextN咽吋

﹒ 參數說明

多，控

OXMLOOMMοaιM 

O們ML即MNode

'"明
欲進行飾，值巡。航據作的原始 N叫leLis! 物牛

.. 固的 N吋e 物件亦即酌，也群中的下一個酌，的

回 IXM凹 O/fl arseE付or物件

431 

@昕過程中若有錯誤發生，可由此關牛得知糊糊的錯誤訊息'!li闡釋

IXMLDOMParseError物件之現要屬性及芳出如下

• OITOι00，屬性

此時一間lt謂屬性，代表剖析錯誤代祖 ﹒

* 臼lepos屬性

此為一個住讀屬性，代表錯誤種生處之絕對位置。

* 1i ne 屬性
此為一R抄住讀屬性，代表錯誤種生處之行號﹒

* linepos屬性
此搞 個般讀屬性，代表錯誤曹生處位於該行之三宇先位置﹒

* reason I高性

此為一呻種讀屬性，代表錯誤習性之原因。

* srcText 團性
此屑一個唯讀屬性， f粵固體生錯誤立行的全士﹒

* url 屬性
此為一個唯讀圍地，傳回謹生錯誤之 XML 主件的URL ﹒

六、 DOM1~驗系統 'XML組上制析器質作

本節嘗試以上述的MSXML為核心 ， 設計斗間 XML線上也晰器買賣融'"統

(p剛otype) , XML文件作者只聾利用一世瀏覽器即可連親至本系統，即可在

組止進行XML 士件之制惘，部脫府結果將開攝成標準擱頁價式輸出，不論使用

者之瀏覽器是否有主援XML曲能皆能相容 ﹒

此系統帥端提供斗間輸λ介醋，哄使用者輸λ一甘XML主件 ，後端自'I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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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ASP程式進行會析，將使用者所傳謹的XML 主件內容依DOM 樹狀結構展

開，然能以制狀階層式結構輸出。假設現有一份XML士判內容擱下所述

<?ltml vcrsion= "1.0 間coding= "8105" ?> 

<!DOCTYPE 曹滯目揖l

<!EL日1ENT 會措目揖(會蜻')>

<!ELEMENT 曹曙(ISBN. \!J名! 作古+，出用品吐;iË{Ø)>

<!A'何LlST 曹甜

序號 CDATA #REQUIRED> 

<!ELEMENT ISBN 仰PCDATA)>

<!ELEMENT 曲也 (#PCDATA)>

<! ELEMENT 作者(仲CDATA)>

<!ELEMENT 出恆社(#PCDATA)>

<!ELEMENT :.Ë(ft(#陀DATA)>

1> 

〈暫聶目揖〉

〈暫錯序號'" '1 "> 

<lS BN>957 -23-0721-5<11S BN > 

〈曹名〉喃迪、lisual Basic 6程式設計d會名〉

〈作者〉抖{團成d作者〉

〈出版社〉第三波d出臨社〉

〈定價>4冊d定價〉

<1會措〉

〈暫時}字號= "2"> 

<ISBN>957-22-2504-9<1ISBN> 

〈 暫時名〉多蟬體網路蟬~、技術應用d曹名〉

〈作者〉抖盈這d作者〉

〈出版社〉松崗d出服社〉

〈覓三個>3間d定價〉

d書描〉

d曹籍目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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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所提供之輸λ直面阻圖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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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輸入XML艾件內容-

loo;rn>'審站目錄 l
IELE旺前，請自蝕，...η〉

I ELEllElIT .檔"泊N 書名作者e 凶服誰定價，>

<:I ATILIST .ø 
11!/! CDATt. t陌QUJRED:>

''''底前:“"付P<:DATA)>
IEUõI/ENT 哩，也付P<:DATA)>
1m征訂作看付PCDATA)>

IELElIElIT出服益 (If'CDATA)>
''''底前r 定價 11前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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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輸出格式 S 樹狀階層 F 色1ft階層

區旦旦咀
d 

國 5 XML 線上剖析 11輸入介，.;

本系統目前央提棋間睡輸出柚武供使用者直擇，分別是「樹狀階層」和

「色塊階層 J 0 其中 . r自在狀階層」格式是將XML文件王軍附結果位DOM 所定

義之樹狀結構國闕，並將各師點之間型、名稱、內容位序列出成階層式架

構，其輸出噩面如圖6 所示 而「色揖階層」輸出直面則如圖7所示，除同樣

具備階層王先輸出格式件，男將各甜點之觀型名稱內容分別l以不同節色之

色揖揀出，以便識別 ! 並將各不同階層以分欄方式騙排 ，使得同一階層能開

對西，因此其版面格式連軸「樹狀階層J 醒目，至於是否較為聽腎、美觀則

見仁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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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結果以樹狀階層結椅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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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6 XML綠l釗材忍之「謝赦階層J 輸血畫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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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系統乃為具備有組世輸臨之剖附器(Validation Parser) ， 因此若

是XML文件秀值攝DTD 之定矗撥詩，則會產生剖車時費價﹒開曲，在土棚中的

第本暫，若喝7 r曹措」元繁的序號圍住，蚵下所示﹒

〈會聶〉

<ISBN>957-23-Q721 -5<1ISBN> 
〈曹名〉闖過Visual Basic 6程式設計d省各〉

〈作者〉本來信成d作者〉

〈出版社〉謂三旅<l出版社〉

〈定價>4冊d定價〉

d會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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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也成文件物付啞翅及共在XML文件處鐘之應州

團 7 XML綠土剖紛8 r色塊階層J 輸血盒.，

DOM質驗系統一XML線上剖析器

單正主蠱草園墨益益"
去淘例訕。l

剖析錯誤

u"b\ue 帶It' is rn關M

國 8 釗衍輸血錯誤訊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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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此屬性在DTD 中以 #REQUIRED 宜告為V必要，所以此XML立件恆

不滿足有效性 ，本系統在剖析時將輸出錯誤訊息，祖國8所示﹒

七、站前

本主基肚 W3C所制訂的文件物件模型，揮λ闢解其定輯、棋壇、結構、

介面規鈍，並蒲由系統宜作 桓武撰寫等方式，解析DOM之運作原理，由λ

僻解XML主件的通輯結構以及存融、處理、蟬醋的方法，並設計一 圍 XML

祖上自l析器，以供 XML文件作者利用一個瀏覽器在輯上是行XML文件之剖

析，甜將自此府結果轉扭成際學網頁蟬式輸出，不論使用者之瀏覽器是否有主

搜XML助雄，皆能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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