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薦序

Perl物件導向（object-oriented）技術是典型的魔術戲法。它集合現有 Perl非物件導向
功能，例如套件（package）、參照（reference）、雜湊（hash）、陣列（array）、副常式
（subroutine）和模組（module），然後也沒發明什麼新東西，就設法變出了物件導向所
有功能，如物件（object）、類別（class）和方法（method），簡直就像是天外飛來一筆。

這手法真的很棒，也就是說你可以輕輕鬆鬆以現有 Perl的知識來編寫 Perl物件導向程
式，不需要千辛萬苦學習新的語法或技巧。同時也可以根據自己的工作需要，藉由現有

語法，逐漸細部調整你的 Perl物件導向程式。

不過還有個問題，由於 Perl選用了套件、參照、雜湊、陣列、副常式和模組作為物件導
向技術的基礎，所以你必須弄懂這些東西才能運用 Perl物件導向功能。

討厭的是，學會這套方法並非一蹴可及，充其量你只能學得快一些而已。

所以呢，開始學習一切關於 Perl的物件導向功能之前，你要如何學會所有必須事先理解
的非物件導向基礎呢？

這本書就是你的救星了。接下來的章節，Randal以他 20年的 Perl撰寫功力，加上看了
40年的《Gilligan’s Island》和《Mr. Ed》（譯註：這是美國 1960年代兩部非常熱門的電
視影集），清楚解說 Perl所有用來設計物件導向功能的重要元素。更棒的是，他還會展
示如何結合這些元素以創造有用的類別和物件。

所以在學習 Perl的物件、參照和模組時，如果你覺得自己像 Gilligan一樣，處處疑惑處
處犯錯，本書會像教授，解決你的一切困擾（譯註：這兩個人物是《Gilligan’s Island》
中的角色）。

相信我，我的話最權威最可靠。

Damian Conway，2003年五月



前言

差不多 20年前（對網際網路時代來說幾乎像是遠古的事），Randal Schwartz寫出第一版
《Perl學習手冊》（Learning Perl）。在這之後，Perl從一個主要是 Unix系統管理者所使
用，而且很酷的命令稿（script）程式語言，大幅度演變成，幾乎在每一種電腦平台都可
執行，而且很強健的物件導向（object-oriented）程式語言，其他程式語言說不定還做不
到這樣。

一連出了六版後，《Perl學習手冊》的篇幅變化不大，差不多都是 300頁，內容也大致
相同，簡潔緊湊，而且適用於程式設計初學者。不過，Perl還有非常多內容可供進階 
學習。

Randal把本書第一版取名為《Learning Perl Objects, Reference, and Modules》，後來我
們把它改名為《Perl 進階手冊》（Intermediate Perl），但其實我們比較喜歡《Learning 
More Perl》這個簡單名字。這本書收錄《Perl學習手冊》認為太艱深而刪掉的內容，我
們將在本書展示如何設計更大型的程式。

就如同姐妹作《Perl學習手冊》，每章內容都編寫得很短，只要約一個小時就能讀完，每
章後面都有一些習題，幫助你練習實作剛學到的知識，在附錄中有習題解答以供參考。

另外，就像《Perl學習手冊》，我們也把本書內容應用在實際的教學課程。

除非特別提及，不然本書所談論的一切內容均適用任何平台的 Perl，包括 Unix、
Linux、ActiveState 所提供的 ActivePerl（Windows 版本）、Strawberry 所提供的 Perl
（Windows版本）或是任何其他 Perl的新版本。只要你覺得《Perl學習手冊》還算平易
近人，又有更上一層樓的企圖心，就可以研習本書。

在讀完本書後，你將學到大部分你所需的 Perl核心觀念。本系列下一本是《Perl精通手
冊》（Mastering Perl），主要內容是應用你之前所學到的 Perl，寫出更有效率、更強健的
Perl應用程式，同時也能控管 Perl軟體的研發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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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你的 Perl生涯，也該準備一本《Perl程式設計》（Programming Perl），是本程
式語言的終極聖經。

本書的結構

本書區分為三個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參照（reference），作為複雜資料結構和物件導
向程式設計的關鍵知識。第二部分介紹物件（object），以及 Perl如何實作出物件導向程
式。第三部分則是 Perl的模組（module）結構、測試以及如何把程式發布到社群。

閱讀本書必須從頭到尾依照章節次序進行，而且要練習每章後面的習題。每一章的學

習都需要你理解之前的章節內容，介紹新內容時，我們會假設你已經熟悉前面的章節 
內容。

第一章《簡介》

本書內容的簡介。

第二章《使用模組》

使用 Perl的核心模組，以及使用來自他人的模組。雖然本書稍後才會介紹如何撰寫
自己的模組，但這裡你仍將學會如何使用手中的模組。

第三章《進階技術的基礎》

介紹一些本書後面章節即將用到的 Perl進階技術。

第四章《簡介參照》

介紹導向（redirection）觀念，使用同一組程式碼操作不同的資料集合。

第五章《參照與作用範圍》

學習 Perl如何追蹤與紀錄資料的指標（pointer），也簡介匿名（anonymous）資料結
構和自動啟用（autovivification）。

第六章《操作複雜資料結構》

學會建立、存取和列印，深入（deep）和巢狀（nested）的資料結構，包括陣列的陣
列（array of arrays）和雜湊的雜湊（hash of hashes）。

第七章《副常式參照》

動態新增匿名副常式，擷取行為（behavior），留待稍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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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檔案代號參照》

把檔案代號（filehandle）存入純量變數（scalar variable），以便在程式中互相傳遞，
或儲存在資料結構。

第九章《正規表示式參照》

編譯正規表示式（regular expression），但不必立即使用，把它們當成是更大規模樣
式（pattern）的構築材料。

第十章《實用的參照技巧》

用史瓦茲安轉換（Schwartzian Transform）排序複雜操作，處理遞迴定義資料。

第十一章《設計大型程式》

將程式碼按照不同的檔案和命名空間（namespace）分開，以便設計大型程式。

第十二章《製作自己的 Perl 發行套件》

製作 Perl的發行套件（distribution）是邁向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的第一步。

第十三章《簡介物件》

處 理 類 別（class）、 方 法 呼 叫（method call）、 繼 承（inheritance） 和 覆 寫
（overriding）。

第十四章《簡介測試》

開始測試模組，找出你編寫的程式碼有什麼問題。

第十五章《帶有資料的物件》

建立實體（instance）資料，包括建構函式（constructor）、取得屬性函式（getter）
和設定屬性函式（setter）。

第十六章《更高深的物件技術》

使用多重繼承（multiple inheritance）、自動化方法（automatic method）以及檔案代
號參照（reference to filehandles）。

第十七章《匯出模組（Exporter）》
如何使用 use編譯命令，如何決定匯出哪些東西，如何製作自己的匯入常式（import 
routine）。

第十八章《物件解構》

對即將刪除的物件，增加行為，包括物件的持續性（pers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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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簡介 Moose 物件系統》

Moose是物件建構系統，CPAN上有。

第二十章《進階測試》

全方位測試程式碼和中介程式碼（metacode），例如說明文件和測試範圍。

第二十一章《發布程式到 CPAN》
上傳你的程式到 CPAN，讓全世界分享你的成果。

附錄《習題解答》

在這裡找到你要的答案。

本書編排慣例

本書所使用的字型慣例如下：

定寬字（Constant width）

用於函式名稱、模組名稱、環境變數（environmental variable）、程式碼片段、命
令、變數和其他字面值（literal）文字。

斜體字（Italic）

用於檔案名稱、路徑、網址和電子郵件。對於初次提到或重要的詞彙，中文以楷體

字呈現，其對應的英文則以斜體表示。

使用範例程式

本書目的是用來幫助各位完成工作的。一般而言，你可以在自己的程式或文件中使用本

書的程式碼，不需要聯繫出版社取得許可，除非你更動了程式中的重要部分。舉例來

說，為了撰寫程式而使用本書中的數個程式碼區塊，這樣無須取得授權，但是將O’Reilly
圖書中的範例製作成光碟然後銷售或散布，則絕對需要我們的授權。此外，引用本書的

內容或程式碼回答問題不需要取得許可，但是在產品的文件中大量採用本書的範例程

式，則需要我們的授權。

雖然沒有強制要求，但如果你在引用時能標明出處，我們會非常感激。出處一般包含書

名、作者、出版社和 ISBN。例如：「Intermediate Perl by Randal L. Schwartz, brian d foy, 
and Tom Phoenix. Copyright 2012 Randal L. Schwartz, brian d foy, and Tom Phoenix, 978-
1-449-39309-0.」



第一章

簡介

歡迎到學習 Perl的下一站。你會來這裡，也許是因為想學著寫超過一百行的程式碼，或
者只是被老闆叫來。

我們的《Perl學習手冊》是本很棒的書，因為它介紹如何使用 Perl編寫中小型的程式
（據觀察，大多數 Perl程式均屬這類）。但為了不讓“駱馬書＂（Llama）又厚又重嚇壞
大家，我們小心翼翼刪去了很多內容。

從這裡開始，你將學到《Perl學習手冊》之後的事情，文章風格和親切的駱馬書一樣，
而內容則涵蓋寫出 100到 10,000行程式（或者更長）所需的專業技能。

例如，你將學到如何和好幾位程式設計師合作同一專案，方法是編寫可重複使用的 Perl
模組（module），然後將模組作成發行套件（distribution），供其他 Perl程式使用。這主
意不錯，因為除非你一天工作 35個小時，不然假如接到大案子，還是需要別人協助。
另外也必須確定，你的程式碼和別人的程式碼最後整合在一起時，彼此能相容。

本書也會告訴你如何處理更大型更複雜的資料結構（data structure），像是我們隨口稱呼
的“雜湊的雜湊＂（hash of hashes）或是“陣列的雜湊的陣列的陣列＂（array of arrays 
of hashes of arrays）。只要你稍懂參照（reference），就可以任意耍弄複雜的資料結構，
輕輕鬆鬆過日子。

接著還有個重要觀念是物件導向（object-oriented）程式設計，也許你從沒聽過物件
（object），本書將介紹它。它能讓你部分的程式碼或多或少變化一下後，在同一程式反
覆使用。

團隊合作寫程式還有些重要事情，軟體有版本發布週期（release cycle），也必須進行單
元測試（unit testing）與整合測試（integration testing）。這裡你將學到點基本，關於如
何打包程式碼作成發行套件，以及如何為發行套件提供單元測試，讓你開發並驗證程式

是否能達成任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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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像《Perl學習手冊》，這裡也用有趣的範例和很爛的冷笑話，讓你一路快樂學
習。我們已經解雇了 Fred、Barney、Betty和Wilma（譯註：《Perl學習手冊》常用的示
範人名），全新的演員陣容即將登場。

你應該先懂什麼？

假設你已經讀完《Perl學習手冊》，而且至少是第五版或之後的版本，萬一沒有，我們
也能假裝你讀過了。你應該玩過不少 Perl，已經熟悉《Perl學習手冊》的基礎內容。例
如，本書不會再介紹如何存取陣列元素，也不會告訴你怎麼從副常式傳回值。

要確定自己懂得下列內容，它們都在《Perl學習手冊》中：

• 如何在你的系統執行 Perl程式。

• 基本 Perl變數型態（variable type）：純量（scalar）、陣列（array）和雜湊（hash）。

• 控制結構（control structure），例如 while、if、for和 foreach。

• 副常式（subroutine）。

• 基本的正規表示式（regular expression）。

• 串列運算符（list operator），例如 grep、map、sort和 print。

• 檔案的操作，例如 open、檔案讀取和 -X（檔案測試命令選項）。

以上這些觀念在本書將更為深入，但我們假設你已經懂得基本觀念了。

本書最後一部分討論發行套件和發布程式到 Perl綜合典藏網（CPAN），為了進行這些
工作，屆時你必須先申請好一個 PAUSE帳號，以便使用。在這裡 https://pause.perl.org/

pause/authenquery?ACTION=request_id申請帳號。

strict和 warnings編譯命令
在《Perl學習手冊》已經介紹過 strict和 warnings編譯命令，希望你在所有程式碼
都已經加上它們。不過在本書大部分程式碼，請假設這兩句編譯命令已經加入，開啟

strict和 warnings功能。因此，為了怕程式碼龐雜礙眼，我們省略印出這兩行，就像
本書也都省略程式開頭第一行（shebang line）和程式中有用的說明文件。當秀出完整範
例程式時，這些才會加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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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個程式都從頭打字起，我們會存檔一個版型文件，裡面是好用的程式碼片段，也

許你也想這麼做。在你還沒開發出自己的版型文件、沒有完整的註解說明和喜愛的程式

碼寫法以前，你可以先從這個簡單的程式碼片段開始，我們所有的範例程式都有它：

#!/usr/local/bin/perl
use strict;
use warnings;

_ _END_ _

Perl 5.14版本
本書已更新到 2011年發布的 Perl v5.14版本。通常程式設計語言的實作細節在各版本
都通用。有些使用的模組也許有更新的版本，特別是許多同時在 Perl核心內建，但在
CPAN上也找得到的模組（稱為“雙重存在＂，dual-lived）。

本書翻譯進行時，目前最新的 Perl穩定版本是 v5.16.2（2012年 11月）。

有些新功能需要在程式中清楚指明，是在哪個 Perl版本下執行，才不會誤用舊的 Perl。
要使用這些新功能，最簡單的方式是告訴 Perl，我們需要哪個版本。要記得在使用數字
5.014時，小數點後有三位（這樣萬一 Perl有 5.140版本時才不會混淆）：

use 5.014;

say “Hello World!”;

也可以加上 v符號，然後將三個版本代號一併寫出：

use v5.14.2;

用這種兩個點號的表示方法，v符號可以省略：

use 5.14.2;

不過既然省略也行，大家就習慣不寫了。

3



4 | 第一章

每當編寫程式碼，需要用到特定版本新功能時，就會加上這行 use v5.14（或任何適當
的版本編號），以便使用特定版本的 perl直譯器（小寫的 p表示 Perl直譯器），而且會
使用最早出現此功能的版本編號。為了在舊版 Perl運作順利，如果可能，我們也會示範
另一種程式碼寫法。假設大家使用的最古老版本是 2002年發布的 v5.8版，所以範例程
式不會特別指定使用 Perl 5.8版。一般來說，我們盡量寫出適合每個人、適用每個版本
的程式碼，不過我們希望你也能使用最新版的 Perl。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關於 Perl v5.14版的基礎知識，可以看看《Perl學習手冊》第六版。

版本編號說明

我們在本書把 Perl版本編號寫成前面帶有 v符號的 v5.M.N。從這裡開始為了省事，Perl
這幾個字母會省略掉，所以“v.5.16.2＂指的就是 Perl 5.16.2版。編寫本書時，這個版本
是現行發布的穩定版（maintenance version），不過 v5.18很快就會出現了。

在 v5之後出現的數字（也就是 M），偶數代表穩定版，奇數代表測試版（experimental 
version）。穩定版（如 v5.16）是給一般公司和使用者使用的。而測試版（如 v5.17）是
給 Perl 5掌門人（Perl 5 Porters，也就是開發第五版 Perl的人），用來添加新功能，改
寫程式碼或最佳化，以及測試其他還不穩定的新東西。一旦測試版準備好，就會將它進

化成下一代的穩定版，然後把第二個數字前進到下一個偶數。

第三個數字，也就是 v5.16.2 中的數字 2，是修訂版號次（point release）。當我們說
v5.16時，此版所有修訂版號次都一體適用。不過偶爾我們還是得特別指明某個修訂
版本；你可能記得在《Perl學習手冊》中講過，v5.10.0 首次出現智慧型比對（smart 
matching），但有嚴重的瑕疵和問題，到 v5.10.1才修正它們。

本書完全限定在 Perl第五版。因為有個偶爾我們稱它為 Perl第六版的東西，是完全另外
一回事，和 Perl第五版一點關係也沒有。它也是由 Larry Wall所設計的，是一個全新的
程式語言規格，並非是 Perl第五版的升級版（2000年時，我們還覺得它可能是）。我們
知道這造成混淆，而且使用第六版的人也這麼覺得，因此第六版的規格實作出來時，它

有了全新的名字，叫做 Rakudo和 Niecza。

為什麼這麼多註腳？

就像《Perl學習手冊》，本書把一些難以理解的內容趕出正文，然後擺在註腳，讓你第
一次閱讀時不會有障礙。1學習後面章節內容時，無須先理解這些註腳內容。

1 按一個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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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習題

演練習題是非常關鍵的，學習時實際動手做，效果會更好。本課程的最佳學習方式就是

在每半小時到一小時的課程後，練習一些習題。假如你閱讀速度很快，念完一章可能還

不到半小時。這時，慢下來，深呼吸，作點練習題！

每題習題都有個“該花多少分鐘作完＂的評估，這個數字是我們心中的平均值，但你如

果用了更多或更少的時間也不要難過，有時候這只是程式設計經驗值的多寡問題，把它

們當作參考就好。

習題解答在附錄，再提醒一次，不要偷看答案，不然習題就沒有價值了。

如何尋求協助

身為書籍作者，只要能力範圍所及，都很樂意提供協助，但我們常常淹沒在無邊無際的

email中，無能為力。這裡有些線上資源可以幫你，其中有些我們參與其中，也有些來
自 Perl社群其他能人高手。

Stack Overflow 網站（http://www.stackoverflow.com/）

Stack Overflow是針對各種程式設計問題所架設的免費解答網站，經常有很多不支
薪又熟悉 Perl的人提供線索、回答問題。你也許一小時內就能免費獲得好答案，而
且說不定還是來自本書的作者群。

Perlmonks 網站（http://www.perlmonks.org/）

Perkmonks是 Perl線上社群，你可以在這裡回答問題、發表感想，和其他 Perl使用
者互動。假如你有 Perl的問題，這裡說不定早就討論過了。你可以搜尋相關討論，
或者新開一個討論串。

learn@perl.org 和 http://learn.perl.org/

learn@perl.org電郵寄送清單是專門設置給新手提出問題的，新手請放心大膽發問，

不必擔心惹火別人，不管問題多麼簡單都歡迎提出來。

module-authors@perl.org

這個專門的電郵寄送清單是用以處理模組編寫和製作發行套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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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ang.perl.misc 新聞群組服務

如果你常用新聞群組服務（Usenet），可以在這裡發問。有幾位資深的 Perl使用者管
理這個群組，有時候這裡很管用。

萬一我是 Perl課程講師呢？
如果你是 Perl課程講師，打算採用本書作為教材，請注意，我們對各章習題的設計是希
望大部分學生都能在 45分鐘到一小時內完成，然後再留一點時間休息一下。有幾章的
習題，花費時間較少，有幾章則多一些。錯在我們，那些在中括號內的評估時間，我們

搞不懂怎麼把它們加在一起。

所以上路囉，翻頁後，課程就開始了…

習題

在每一章結尾，我們都會像這樣附上一些習題。每一題開頭都標上我們認為大多數人完

成習題所需的時間。假如你費時更久，至少在我們還沒發明附帶計時器的電子書前，那

也不成問題。

你可以在附錄的“第一章習題解答＂中找到答案。

 1. ﹝ 5分鐘﹞在 http://pause.perl.org/網站申請一個 PAUSE帳號，本書最後一章需要這
個帳號，我們希望屆時你已經準備好。

 2. ﹝ 5分鐘﹞參觀本書網站 http://www.intermediateperl.com，你應該要特別留意下載

區，那裏有些有助於習題的檔案資料。為了怕你日後沒有網路連線可用，現在就把

該區所有檔案都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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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模組

Perl的殺手級特色就是 Perl綜合典藏網（Comprehensive Perl Archive Network），簡稱
為 CPAN。雖然 Perl本身內建許多模組（module），但你還是可以從 CPAN上找到更多
他人編寫的模組。如果要完成某個任務或要解決某個問題，也許 CPAN上就能找到某個
模組幫忙。有效率的 Perl程式設計員都會善加利用 CPAN。在《Perl學習手冊》就大略
談過這點，不過這裡再講一次，畢竟它相當重要。

可以在主網站（http://www.cpan.org/）或是 CPAN搜尋介面（http://search.cpan.

org/）與 MetaCPAN搜尋介面（https://www.metacpan.org/）探索 CPAN。

模組是程式的建構材料，提供可重複使用的副常式（subroutine）、變數（variable）或甚
至物件導向類別（object-oriented class）。學習自行編寫模組時，本書將展示一些你也許
感興趣的模組，也會教你如何使用別人寫好的模組。

《Perl學習手冊》說過，使用模組時，你不必知道它所有細節，不必知道它內部如何
運作（雖然學完本書後，你應該知道很多了），只要照著模組說明文件的範例依樣畫葫

蘆，就能處理不少工作。雖然後面才會解釋模組的技術和特定語法，不過從這裡開始，

我們將使用 Perl模組，讓程式充滿電力，隨時準備好上路。

標準發行套件

Perl本身已經內建許多廣泛使用的模組，事實上在超過 66 MB的 v5.14版發行套件中，
大部分都是模組。1996年 10月發行的 v 5.3.7版中有 98個模組，而到了 2012年初的今
天，v5.14.2版中已經有 652個模組。事實上，大量模組可算是 Perl的優勢之一：如果
想寫出好用又複雜的程式，但又不想多花力氣，Perl已準備好一大堆材料等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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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Module::CoreList模組查閱各個版本 Perl內建了哪些模組，我們就

是這樣得到上述那些模組數目。

在本書，我們會試著找出內建模組（而且通常還會告訴你最初開始內建的版本是哪一

個）。這些模組稱為“核心模組＂（core module），或者稱它們是含在“標準發行套件＂
（standard distribution）中。安裝了某個版本的 perl直譯器，就應該有相對應的內建模

組。寫這本書時，我們正使用 v5.14版，核心模組也是按照這個版本的定義。

也許可以考慮，是否只用核心模組編寫程式碼，因為這樣就能保證，任何人只要使用同

一版本的 perl直譯器，就能執行這個程式。不過我們不打算這麼做，我們會使用非核心

模組，主要是因為我們太愛 CPAN了，沒有它就不知道怎麼辦。稍後馬上會告訴你，如
何找出某個模組是在哪個版本裡。

探索 CPAN
CPAN是大家公認 Perl最吸引人的特色，這是出自志工的努力奉獻，提供工具程式和網
路服務，使得人們更容易發布高品質軟體，同時使用者也能輕鬆安裝並試用這些模組。

雖然不是完整清單，但這裡收錄了我們最常用的 CPAN服務。從這份列表開始，你也能
很快找到其他好用的網路服務。

CPAN Search 網站（http://search.cpan.org/）

最受歡迎也最廣為人知的 CPAN搜尋服務就是 Graham Barr所提供的 CPAN Search
網站。這裡可以瀏覽或搜尋模組，而且每一版的發行套件網頁上都有相關連結，可

以查到該套件的重要事實與資訊，包括其他人提供的消息，像是測試結果、瑕疵報

告…等等。

MetaCPAN 網站（https://www.metacpan.org/）

MetaCPAN網站是下一代 CPAN搜尋介面，功能和 CPAN Search網站完全相同，但
多了一項應用程式介面（API），可以編寫自己的應用程式來處理它們的資料。

CPAN Tester 網站（http://cpantesters.org/）

每個作者上傳到 CPAN的模組都會經過自動測試，有群測試部隊，經常下載近期發
布的模組，在自己機器上測試，然後把測試結果送回 CPAN Tester的中央資料庫，
接著再核對整理所有測試報告。模組使用者可以先查閱測試報告以便判斷發行套件

的品質高低，看看是否符合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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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ANdeps 網站（http://deps.cpantesters.org/）

David Cantrell 做得比 CPAN Tester 多一些，他整合測試報告和模組相依性
（dependency）資料。這樣一來，不只知道單一模組本身的測試結果，對相依的一
整群連鎖模組，也能看到所有測試結果，了解是否可能在安裝時出錯。安裝軟體的

挫折之一就是安裝中途失敗，因此 CPANdeps網站能幫我們預見這些問題。David
還提供另一項服務，負責維護 C5.6PAN和 C5.8PAN，是 CPAN的特定版本，集合所
有分別能在 v5.6和 v5.8上運行的最新模組。

CPAN RT 網站（http://rt.cpan.org/）

RT 是 Best Practical 網站提供的瑕疵問題記錄器（issue tracker），這裡很熱心為
CPAN作者提供服務，讓每個 CPAN模組都在 RT自動產生一個瑕疵問題佇列（issue 
queue）。很多模組只在 RT上有這種追蹤紀錄，雖然有些作者也許有其他紀錄程式
瑕疵的參考方法，但不妨先從 RT開始。

使用模組

幾乎每個 Perl模組都有說明文件，即使不知道模組背後的細節，也不必擔心不會使用模
組的介面。畢竟這就是為何要有介面的存在：隱藏一切細節。

也可以在 http://perldoc.perl.org/網站閱讀不同版本 Perl的說明文件，PDF

和 HTML格式都有。

在自己的機器上，可以用 perldoc命令閱讀說明文件 1。對什麼模組有興趣，輸入名稱就

能看到說明文件：

% perldoc File::Basename

NAME

   fileparse - split a pathname into pieces

   basename - extract just the filename from a path

   dirname - extract just the directory from a path

SYNOPSIS

1 在 Unix 系統上，man命令也行得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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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 File::Basename;

   ($name,$path,$suffix) = fileparse($fullname,@suffixlist)
   fileparse_set_fstype($os_string);
   $basename = basename($fullname,@suffixlist);
   $dirname = dirname($fullname);

這裡印出說明文件的開頭部分，是最重要的資訊（至少是我們開始使用模組時最重要

的）。模組的說明文件主要依循舊式 Unix manpage格式，前面是 NAME和 SYNOPSIS
部分。

概要部分（synopsis）列出模組使用的範例程式碼，如果別想太多，直接照著使用，我
們就能駕馭模組。也就是說，即使還不熟悉概要部分某些 Perl技術和語法，但通常只要
照著範例程式碼使用，一切都會很妥當。

因為 Perl語言混合了程序（procedural）、函式（functional）、物件導向和其他語言的特
色，因此 Perl模組也有各式各樣介面。我們使用這些模組的方式稍有不同，但只要事先
查閱說明文件，應該不會出錯。

函式型模組介面

使用 Perl內建的 use命令載入模組。這裡不會說明一切細節，要到第十一章和第十七章
再詳細解釋，目前我們只想使用模組而已。從 Perl內建的 File::Basename模組開始，
若想在程式中載入它，就要：

use File::Basename;

執行這列命令時，File::Basename會在程式中引入三個副常式 fileparse、basename和

dirname（細節在第十七章介紹）。從這裡開始程式就能使用這些副常式，就如同已經在
程式中直接定義了它們：

my $basename = basename( $some_full_path );
my $dirname  = dirname(  $some_full_path );

這些副常式擷取路徑名稱（pathname）的檔名和路徑部分。例如，假如我們在Windows作
業系統執行此程式，$some_full_path是 D:\Projects\IslandRescue\plan7.rtf，則 $basename
是 plan7.rtf，$dirname是 D:\Projects\Island Rescue。假使我們在類 Unix（Unix-like）作業
系統執行此程式，$some_full_path 是 /home/Gilligan/Projects/Island Rescue/plan7.rtf，則

$basename是 plan7.rtf，$dirname是 /home/Gilligan/Projects/Island Res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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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Basename模組知道自己身處什麼作業系統，而它的函式也能因應遇到的不同分隔
符號，正確解析應得的字串。

不過萬一程式已經有了 dirname副常式呢？結果是 File::Basename模組將覆蓋我們所寫
的程式。假如程式警告功能已經開啟，我們將看見警告訊息，不過除此之外，Perl一點
也不在乎。

選擇匯入串列

幸運的是，我們可以用 use編譯命令（pragma）限制模組的動作，方法是在模組名稱後
面指定匯入的副常式名稱串列，稱為匯入串列（import list）：

use File::Basename ('fileparse', 'basename');

現在只能使用模組其中兩個副常式，而我們自己所寫的 dirname副常式則可以正常
運作。不過因為這樣打字有點彆扭，所以更常使用另外一種簡寫運算符（quoteword 
operator，qw）的寫法：

use File::Basename qw( fileparse basename );

即使只有一個項目，我們還是習慣使用 qw()串列，一方面前後統一，另一方面便於維
護。因為大家常常回頭對這個串列說“再給我另外一個項目＂，如果已經寫成 qw()串
列，事情就簡單多了。

用這個方法可以保留自己寫的 dirname副常式，但萬一還是需要使用 File::Basename模
組的 dirname副常式呢？沒問題，只需要使用完整的套件名稱來調用（invoke）它：

my $dirname = File::Basename::dirname($some_path);

use後面的名稱串列不會改變模組內已定義的副常式（這裡指的是 File::Basename模
組）。不論匯入串列為何，肯定可以使用全名來調用模組的副常式：

my $basename = File::Basename::basename($some_path);

調用副常式時無須在名稱前加 &字符，因為使用 use編譯命令後，編譯器

已經知道副常式名稱。

在極端情況下（但非常好用），也可以將匯入串列設定成空串列，例如：

use File::Basename ();              #什麼也沒匯入
my $base = File::Basename::basename($some_path);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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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串列和沒有串列是兩回事，空串列是說“什麼都別給我＂，而沒有串列則是說“給我

預設值＂。通常如果模組作者設計得好，預設值可能正是我們想要的。

物件導向型模組介面

這裡用另外一個核心模組 File::Spec的功能來對比 File::Basename所匯入的副常式，

File::Spec模組是設計來操作檔案明細（file specification）（檔案明細通常是檔案或
目錄名稱，但也可能是一個不存在檔案的名稱，這種情況下，它真不是個檔案名稱， 
不是嗎？）。

如果我們想要函式型模組的介面，可以使用 File::Spec::Functions。

和 File::Basename模組不同，File::Spec模組主要是物件導向型模組介面。一如前
例，我們用 use編譯命令載入模組：

use File::Spec;

不過因為是物件導向型模組介面，所以它不必匯入任何副常式。取而代之的是，這個介

面使用類別方法（class method）存取模組的副常式功能。例如 catfile方法，它用適當
的目錄分隔符號把一組字串結合起來。

my $filespec = File::Spec->catfile( $homedir{gilligan},
  'web_docs', 'photos', 'USS_Minnow.gif' );

這段程式碼呼叫類別方法 catfile，產生一個適用於當時作業系統的路徑名稱，傳回單
一字串 2。File::Spec模組提供的二十多個操作方法都是類似語法。

File::Spec模組還提供其他幾個以跨平台（portable）方式處理檔案路徑的方法，在
perlport說明文件能讀到更多關於跨平台的議題。

更典型的物件導向型模組：Math::BigInt
如果覺得 File::Spec模組因為沒有新增物件而“不像物件導向＂，別驚慌，我們來看另
一個核心模組 Math::BigInt，它處理 Perl原本無法應付的巨大整數。

2 這字串在 Unix 系統看起來會像 /home/gilligan/web_docs/photos/USS_Minnow.gif。而在 Windows 作業系統，
特色是使用反斜線（backslash）來作目錄分隔符號。此模組讓我們在不同平台上撰寫程式碼時更方便，
至少處理檔案明細時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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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l受到它所在機器架構的限定，這裡是少數屬於硬體掌控的地方。

Math::BigInt把數字當成數字來用，而非把數字當成字面值（literal）：

use Math::BigInt;

my $value = Math::BigInt->new(2);  #從 2開始

$value->bpow(1000);                #取 2的 1000次方

print $value->bstr, "\n";          #印出結果

和前一個模組相同，此模組並不匯入任何東西。它的介面使用類別方法，例如 new，按
照類別名稱新增實體（instance）資料，然後按照實體資料呼叫實體方法，例如 bpow和

bstr。

使用模組讓輸出多彩多姿

Perl優點之一是報表能力。也許大家認為輸出內容只能是文字，但只要應用適當的模
組，就能創造各種輸出格式。例如使用 Spreadsheet::WriteExcel模組，可以建立好用
又美觀的 Excel文件，成為辦公室明星。

大家可能都熟稔 Excel應用程式，知道先開啟工作簿（workbook），然後將資料填入工作
頁（worksheet）。這裡從模組說明文件的範例程式碼開始，輕輕鬆鬆新增第一張工作頁：

use Spreadsheet::WriteExcel;

#新增一份工作簿
my $workbook = Spreadsheet::WriteExcel->new('perl.xls');

#新增一張工作頁
my $worksheet = $workbook->add_worksheet();

然後，開始填入資料。如同 Excel，本模組用數字標記橫列（row），用字母標記縱欄
（column）。我們照著說明文件的範例程式碼，用 write方法將資料填入第一個儲存格
（cell）：

$worksheet->write( 'A1', 'Hello Excel!'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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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因為程式比較擅長處理數字，所以 Spreadsheet::WriteExcel模組也可以同時用數
字標記橫列和縱欄。write方法很聰明，能找到對應儲存格，不過要記得，模組程式從
零開始計數，因此第一列標記是 0，第一欄標記也是 0。

$worksheet->write( 0, 0, 'Hello Excel' ); #在 Excel的 A1儲存格

這些已經可以做很多事情了，但我們還能做得更多，把工作頁弄得更漂亮。首先我們新

增格式：

my $red_background = $workbook->add_format(
  color    => 'white',
  bg_color => 'red',
  bold     => 1,
  );

my $bold = $workbook->add_format(
  bold     => 1,
  );

之後，呼叫 write方法，把格式當成最後一個引數（argument）：

$worksheet->write( 0, 0, 'Colored cell', $red_background );
$worksheet->write( 0, 1, 'bold cell', $bold );

除 write方法外，這個模組還有幾個處理特定資料型態的方法。假設現在要一字不差
填入字串 01234，希望 Excel不會忽略最前一位的 0。但是如果不說清楚，Excel只能盡
力猜測這它是什麼類型的資料。我們可以使用 write_string方法告訴 Excel這是一個 
字串：

my $product_code = '01234';
$worksheet->write_string( 0, 2, $product_code );

write還有一些其他的特定使用方法，請查閱說明文件，看看還能在儲存格填入什麼 
東西。

除資料外，也能填入方程式，使用 write_formula方法，不過記得字串前面要有 =字符
（就像 Excel程式一樣）：

$worksheet->write( 'A2', 37 );
$worksheet->write( 'B2', 42 );
$worksheet->write( 'C2', '= A2 + B2');

此模組還有很多內容，只要查閱說明文件就能很快理解其他功能。在講授參照時，還會

看到更多範例程式。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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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內還有什麼模組？

核心模組、或稱標準程式庫、或稱發行套件，或稱版本（Core, or the Standard Library, 
or Distribution, or Version）就是一組和標準發行套件（從 CPAN下載的那套）附在一起
的模組與附加功能。當我們說“核心模組＂時，通常是指特定版本 Perl所內建的那些
模組，也就是其他人只要使用同樣版本，無須再安裝其他模組就可以使用我們編寫的 
程式。

不過這意思有點含糊，有些發行套件像是 Strawberry提供的 Perl（http://strawberryperl.

com/），或是 ActiveState提供的 ActivePerl（http://www.activestate.com/activeperl），它們

都在發行套件中多加了一些額外的模組。另外有些版本，像是 OS X，在作業系統所附
的發行套件中也多加了一些模組。這些狀況都不是什麼問題，問題是有些廠商會移除標

準發行套件中的一部分模組，或是把標準發行套件拆開成好幾部分，因此我們得先去把

該有的東西找回來 3。

Module::CoreList模組其實是個資料結構，它的介面把第五版各版本的模組歷史資料都
集中在一起，能用程式取得這些資料。它的介面混合了變數和類物件（object-like）。

我們可以查閱特定版本 Perl任一模組的版本資訊，在 Perl版本代號的小數點後標出五位
數字（三個數字是次版本代號，兩個數字是修訂版號次）：

use Module::CoreList;

print $Module::CoreList::version{5.01400}{CPAN}; #CPAN的版本是 1.9600版

有時候我們想反著查詢：哪一版 Perl開始在標準程式庫加入某個模組呢？比如說第十二
章要介紹的 Module::Build模組，它是 Perl的建構（build）系統，是在哪個版本開始加
入 Perl呢？順道一提，Module::CoreList模組是在 v5.8.9加入 Perl ：

use Module::CoreList;

Module::CoreList->first_release('Module::Build'); # Module::Build是在 Perl
                                                    5.009004版首次加入核心模組

不過，若想知道某個模組在哪個版本首次加入 Perl，也無須用到上述程式碼，因為在
Module::CoreList模組已有這些資訊。可以在命令列用 corelist命令查看：

% corelist Module::Build

Module::Build was first released with perl 5.009004

3 根據 perl 使用許可（license），這些廠商不能將修改過的版本稱為“perl”，不過大家還是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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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的 Perl是新近版本，應該會有 Module::CoreList模組，同樣命令也能查看它自
己的首次釋出版本：

% corelist

Module::CoreList was first released with perl 5.009002

Perl綜合典藏網
CPAN是很多志工一起合作的成果，很多人當初在全球資訊網（Web）還未現身前，就
開設了自己的小型（或大型）Perl FTP站台。他們在 1993年底透過 perl-packrats電郵清

單的連絡，協力合作。最後他們決定，反正硬碟很便宜了，與其每個站台都有自己專屬

的收藏，還不如在每個站台都存有一份全部的內容。這個構想花了一年時間落實，最後

由 Jarkko Hietaniemi建立一個位於芬蘭的 FTP站台，作為 CPAN主站台，其他所有映
射站台（mirror）每天或每小時從主站台更新資料。

先前分散各地的庫藏經過重新組織和整理，總共分成幾個部分，有給非 Unix架構的二
進位安裝檔，有命令稿程式（script），還有 Perl本身的原始碼，不過模組部分已然是
CPAN的最大收藏，大家也最感興趣。

CPAN 的模組依照功能分門別類，排成階層化的樹狀結構，有符號連結（symbolic-
link）指向各作者目錄，那裡是實際檔案存放處。模組部分還有索引資訊，通常用 Perl
程式就很容易可以解析它們，例如 Data::Dumper模組，能輸出詳細的模組索引資訊。
這些索引資訊都是從主站台資料庫，用其他 Perl程式自動產生。有個很古老的 Perl程式
mirror.pl負責現在大多數 CPAN映射站台間的資料更新。

雖然一開始只有少數幾個映射站台，不過現在全球網際網路上已經成長到超過 200個公
共檔案庫，不間斷更新資料，至少每天一次，有時候頻繁到每小時一次。不管身處世界

何地，一定都能找到鄰近的映射站台，下載最新的好東西。

有好幾個 CPAN 整合和搜尋網站，例如 https://www.metacpan.org/ 和 http://search.cpan.

org/，它們以後也許會成為大家探索模組資料庫的最喜愛網站。從這些網站我們可以搜

尋模組、查閱說明文件、瀏覽發行套件、查閱 CPAN Tester測試報告以及進行其他許多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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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CPAN安裝模組
從 CPAN安裝一個簡單模組是非常明白易懂的，我們可以使用 Perl內建的 cpan程式，
只要告知安裝的模組名稱即可。假如打算安裝可以自動審閱程式碼的 Perl::Critic模
組，只要將模組名稱告知 cpan：

% cpan Perl::Critic

第一次執行這個命令時，會經過好幾道設定步驟以便啟動 CPAN.pm程式，不過之後就
無須再經過設定步驟。這個程式會下載模組，並且建構（build）它。假如模組相依
（depend）於其他模組，cpan也會自動取得並建構它們。

如果不給 cpan引數，CPAN.pm會開啟互動式 shell，可以在 shell命令列提示符號下達命
令。這裡示範安裝可以讓 Perl程式碼格式變得更符合規範的 Perl::Tidy模組：

% cpan
cpan> install Perl::Tidy

若要了解 cpan程式的其他功能，請用 perldoc命令閱讀說明文件：

% perldoc cpan

CPANPLUS程式從 5.10版開始內建，提供另外一個通往 CPAN的程式介面。它和 CPAN.pm
的運作很類似，但多一些功能，這裡不多加介紹。CPANPLUS程式有 cpanp命令，可以使
用 -i命令列選項（command-line switch）來安裝模組：

% cpanp -i Perl::Tidy

也和 cpan命令相同，能先開啟互動式 shell，然後再安裝我們需要的模組。這裡示範安
裝一個可以用程式來產生 Excel試算表的模組：

% cpanp
CPAN Terminal> i Spreadsheet::WriteExcel

要知道 cpanp的其他功能，也請用 perldoc命令閱讀說明文件：

% perldoc cpanp

CPANminus程式
雖然不是 Perl內建之一，但另外還有個方便的工具程式 cpanm（意指 cpanminus）。這是

一個精簡又無須設定的 CPAN客戶端程式（client），符合大多數工作所需。我們可以從
http://xrl.us/cpanm下載檔案，安裝非常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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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cpanm安裝完成後，告知安裝哪一個模組即可：

% cpanm DBI WWW::Mechanize

手動安裝模組

我們也可以自己動手，進行原本 cpan幫我們做的事。如果大家從沒試過這些，這裡至
少能讓你學到點東西。而且，如果明白這些工具程式在做什麼，程式執行錯誤時，也比

較容易找出問題。

下載模組發行套件的檔案，解壓縮，放進目錄內。這裡使用 wget命令下載，不過用什
麼工具下載並不重要。我們必須要有正確的下載網址，CPAN上有：

% wget http://www.cpan.org/.../HTTP-Cookies-Safari-1.10.tar.gz
% tar -xzf HTTP-Cookies-Safari-1.10.tar.gz
% cd HTTP-Cookies-Safari-1.10

從這裡開始，有兩種方法可供選擇（第十二章有詳細解釋）。假如找到的是一個名為

Makefile.PL的檔案，可以執行一組命令建構和測試，最後安裝原始碼：

% perl Makefile.PL
% make
% make test
% make install

萬一沒有權限在系統目錄安裝模組，我們可以用 INSTALL_BASE引數改在另外的路徑 
安裝。

Perl的預設程式庫目錄決定於安裝設定者，通常是接受預設值。大家可用

perl-V命令查看相關資訊。

% perl Makefile.PL INSTALL_BASE=/Users/home/Ginger

要讓 perl直譯器找到模組所在目錄，可以設定 PERL5LIB環境變數。Perl會將加入的目
錄放入模組路徑搜尋清單。這裡示範如何在 shell下達命令：

% export PERL5LIB=/Users/home/Ginger

也可以在程式中使用 lib編譯命令增加模組路徑搜尋清單，不過這樣做並不方便，因為
不只必須變更程式碼，而且在其他機器上執行程式時，模組程式不一定在同一個目錄：

#!/usr/bin/perl
use lib qw(/Users/home/Ginger);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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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種方法是，如果找到的是 Build.PL（而非 Makefile.PL），程序還是相同。用

Module::Build模組建構並安裝這些發行套件：

% perl Build.PL
% perl Build
% perl Build test
% perl Build install

如果使用 Module::Build安裝程式到私人目錄，要加上 --install_base參數。如同前
例，我們告訴 Perl模組安裝在哪裡：

% perl Build.PL --install_base /Users/home/Ginger

有時候會發現發行套件中 Build.PL和 Makefile.PL同時存在，怎麼辦？選一個使用就好了。

在適當時機設定路徑

Perl從一個特殊陣列 @INC的路徑清單尋找模組，當 perl直譯器編譯程式碼時，會沿著

這個預設的路徑清單搜尋模組。我們可以執行 perl命令加上命令列選項 -V，查閱相關 
資訊：

% perl -V

也能用 Perl單列程式（one-liner）閱讀這些資訊：

% perl -le "print for @INC"

use陳述語句（statement）在編譯（compile）階段執行，此時程式搜尋路徑清單，以便
找到模組。如果 @INC無法提供正確路徑，程式會以一種神祕難解的方式中斷執行。因
此試著載入模組前，必須適當變更 @INC。

舉例來說，假設我們的目錄是 /home/gilligan/lib，然後把 Navigation::SeatOfPants模組安
裝在 /home/gilligan/lib/Navigation/SeatOfPants.pm。當載入模組時，Perl無法找到它：

use Navigation::SeatOfPants;     #模組在哪裡？

Perl抱怨 @INC路徑搜尋清單找不到這個模組，並且告訴我們這份清單的內容：

Can't locate Navigation/SeatofPants.pm in @INC (@INC contains: ...)

大家也許想說應該在呼叫 use前先在 @INC清單加上模組所在目錄。不過，加了以後 
還是：

unshift @INC, '/Users/gilligan/lib';      #哇，程式中斷
use Navigation::SeatOf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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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通。怎麼回事？因為 unshift發生在執行階段（runtime），時間上遠在編譯階段執
行的 use後面。雖然這兩行陳述在程式中並排著，但執行的時間順序並非先後發生，把
它們寫在一起並不代表程式執行時，也是按這個順序。我們原本是希望在 use執行前，
變更 @INC。解決這個問題其中一個方法是加入一段 BEGIN程式碼區塊，把 unshift命令
放入：

BEGIN { unshift @INC, '/Users/gilligan/lib'; }
use Navigation::SeatOfPants;

這樣一來，BEGIN程式碼區塊會在編譯階段編譯和執行，為後面的 use設定好正確路徑。

不過這樣程式碼有點紛亂，而且需要很多解釋，令人不快，特別是程式維護員將來必須

編輯這段程式碼時。我們使用以前用過的簡單編譯命令取代這片紛亂：

use lib '/Users/gilligan/lib';
use Navigation::SeatOfPants;

這裡，lib編譯命令取得一或數個引數，加入 @INC陣列前面，如同 unshift的動作。這
個方法行得通是因為它發生在編譯階段，而非執行階段，因此緊接在後的 use執行時，
模組路徑搜尋清單已經更新。

除了要求加入的程式庫外，use lib也會加入系統架構相關的程式庫，因

此它比我們方才的示範，在檯面下加入更多東西。

因為 use lib編譯命令幾乎一定是跟隨本地機器的路徑名稱，習慣上都擺在程式前面幾
行，而且我們也鼓勵你這樣做。因為當需要把程式移到其他系統，或需要改變程式庫目

錄名稱時，比較容易找出這行程式碼加以更新（如果安裝模組在 @INC模組搜尋清單預
設的路徑位置時，可以完全刪掉 use lib這部分，不過這方法並非所有狀況都很實用）

use lib別想成“使用這個程式庫＂，而是想成“用這個路徑尋找程式庫（以及模
組）＂。我們太常看到這類錯誤：

use lib '/Users/gilligan/lib/Navigation/SeatOfPants.pm';  #錯了

程式設計者還在納悶，怎麼會找不到這個程式呢？另外，因為 use lib實際上在編譯階
段執行，所以這段也行不通：

my $LIB_DIR = '/Users/gilligan/lib';
...
use lib $LIB_DIR;     #程式中斷
use Navigation::SeatOf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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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l在編譯階段宣告 $LIB_DIR變數（所以在 use strict使用下沒有錯誤訊息，但程式
在 use lib處會抱怨），可是實際賦值 /Users/gilligan/lib/卻是在執行階段。再次遺憾，

來不及！

此時，我們可以把這些放入 BEGIN程式碼區塊。或是仰賴另一種在編譯階段執行的操作
方式：用 use constant設定常數：

use constant LIB_DIR => '/Users/gilligan/lib';
...
use lib LIB_DIR;
use Navigation::SeatOfPants;

嗯，問題又解決了。也就是說，除非程式庫需要依賴運算的結果，否則百分之九十九的

情況下，這些方式應該足以處理問題。

不一定每次都需要先知道路徑。在前一個例子，我們把路徑寫在程式碼。但如果需要把

程式碼移到其他機器使用，但卻事先不知道路徑的話，Perl內建的 FindBin模組此時就
派上用場。它能找出目前程式的目錄完整路徑：

use FindBin qw($Bin);

現在 $Bin變數是目前程式的目錄路徑，如果程式庫在相同目錄，下一列會是：

use lib $Bin;

如果程式庫在鄰近目錄，就得寫入正確的路徑元素，以便 Perl順利找到程式庫：

use lib "$Bin/lib";     #在下一層子目錄 lib

use lib "$Bin/../lib";  #先往上一層，再往下到 lib子目錄

所以如果知道相對於目前程式目錄的路徑，我們就不必在程式碼寫入完整路徑，這讓程

式更容易跨平台運作。

在第十二章開始編寫自己的模組時，這些方法會更為重要。

在程式外設定路徑

use lib有個大缺點，得在程式碼寫入程式庫路徑。但是我們機器上的模組所在位置可
能和同事的並不相同，我們不想每次同事傳來程式時，都得修改原始碼，也不想在程

式碼寫入每位同事機器的程式庫位置。Perl有幾個方法能不動到原始碼而擴展模組搜尋 
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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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ERL5LIB環境變數擴展@INC
Skipper（譯註：《Gilligan’s Island》電視影集中的船長）為了使用自己的程式庫，必須
在程式碼加入前一節所示範的那幾列命令。但如果這些修改太麻煩，他也可以改為設定

PERL5LIB環境變數，將目錄名稱賦值給變數。例如在 C環境的 shell，可以使用：

setenv PERL5LIB /home/skipper/perl-lib

在 Bourne型的 shell，可以使用：

export PERL5LIB=/home/skipper/perl-lib

Skipper 只須設定一次 PERL5LIB，之後就無須再管它。不過除非 Gilligan（譯註：
《Gilligan’s Island》電視影集中另外一位主角）也有相同的環境變數，不然程式無法在
他的機器順利運作。雖然 PERL5LIB對個人而言很好用，但我們無法靠它和別人共用程式
（要讓整個程式設計師團隊都設定同一個 PERL5LIB變數，根本做不到，相信我們，我們
試過了）。

PERL5LIB變數可以同時包含數個目錄，在類 Unix 系統用冒號隔開目錄名稱，在類
Windows系統用分號隔開目錄名稱（其他的系統，請自己想辦法）。Perl把指定的目錄
名稱加入 @INC陣列前端。若 Unix系統使用 bash型的 shell，命令會是：

% export PERL5LIB=/home/skipper/perl-lib:/usr/local/lib/perl5

在Windows系統，會是：

C:\.. set PERL5LIB="C:/lib/skipper;C:/lib/perl5"

系統管理者也許會設定 PERL5LIB，讓所有使用者都能適用這個設定，不過這樣做會讓大
多數人非常困擾。因為 PERL5LIB的目的是讓非系統管理者也能擴展 Perl的目錄辨識範
圍。如果系統管理者想多加進一些目錄，他只要重新編譯並安裝 Perl即可。

在命令列擴展@INC
假如 Gilligan發現 Skipper的程式少了適當指令，他可以加上適當的 PERL5LIB變數；
或是呼叫 perl直譯器時，直接使用一到數個 -I命令列選項。例如，要執行 Skipper的
get_us_home程式，命令列就像：

% perl -I/home/skipper/perl-lib /home/skipper/bin/get_us_home

很明顯，在程式中自行增加程式庫，對 Gilligan來說比較簡單。但有時候在命令列加
上 -I，也能適當解決問題，例如萬一 Gilligan無法修改 Skipper的程式，這樣就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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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又或者，他也可以用此方法，試著改用其他新程式庫來執行 Skipper的程式，當然
他必須先讀過 Skipper的程式。

使用 PERL5LIB或 -I擴展 @INC時，也會自動加入指定目錄中的版本相關

或系統架構相關子目錄。自動加入它們能簡化 Perl安裝版本相關或系統

架構相關模組的工作，比如說編譯過的 C語言程式碼。

local::lib模組
CPAN工具程式預設值是安裝新模組在 perl直譯器同一目錄下，但我們也許沒有權限在

這裡新增檔案，或者必須請求某種管理者權限才能安裝。這是 Perl新手常遇到的問題，
因為他們不知道可以把 Perl模組輕鬆安裝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旦知道，我們就不必麻煩
系統管理者代勞，自己就能安裝和使用任何模組。

local::lib模組並非內建（或說尚未內建），必須從 CPAN取得。它可以設定各項環境
變數，決定 CPAN客戶端程式在何處安裝模組，以及在哪裡取得這些模組。我們可以在
命令列使用 -M選項載入模組以便查閱設定值，不需任何引數。命令執行後，local::lib
模組會印出它的設定值，用的是 Bourne 型 shell 的命令，這些可以放入我們的登錄 
檔案：

% perl -Mlocal::lib
export PERL_LOCAL_LIB_ROOT="/Users/Ginger/perl5";
export PERL_MB_OPT="--install_base /Users/Ginger/perl5";
export PERL_MM_OPT="INSTALL_BASE=/Users/Ginger/perl5";
export PERL5LIB="...";
export PATH="/Users/Ginger/perl5/bin:$PATH";

即使 shell是其他種類，local::lib模組輸出的還是 Bourne型 shell的命

令，我們得自己轉換這些命令。

當然得先安裝它才能使用。我們可以用 bootstrap手動下載和安裝這個模組。

% perl Makefile.PL --bootstrap
% make install

我們需要新近版本的 CPAN.pm或 App::Cpan才能使用 cpan命令的 -I命令

列選項。local::lib功能在 Perl v5.14已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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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local::lib後，就可以和它一起使用 CPAN工具程式。假如使用 -I命令列選項安
裝模組，cpan客戶端程式就會支援 local::lib模組。

% cpan -I Set::Crossproduct

另外一個工具程式 cpanm則更聰明些，如果我們已經設定好原本 local::lib要設定
的環境變數，它就直接取用這些設定。如果沒有，它會檢查我們在預設的模組目錄是

否有寫入的權限，假如沒有，它會自動使用 local::lib模組。如果非常確定要使用

local::lib模組，可以這麼做：

% cpanm --local-lib HTML::Parser

如果要在程式中使用 local::lib，必須先載入此模組，程式才知道要在哪裡找到它：

#在我們編寫的程式內
use local::lib;

前面已經介紹過使用預設值的 local::lib模組，不過變更為我們想要使用的目錄路徑也
行。在命令列，用 -M選項匯入清單給載入的模組：

% perl -Mlocal::lib='~/perlstuff'
export PERL_LOCAL_LIB_ROOT="/Users/Ginger/perlstuff";
export PERL_MB_OPT="--install_base /Users/Ginger/perlstuff";
export PERL_MM_OPT="INSTALL_BASE=/Users/Ginger/perlstuff";
export PERL5LIB="/Users/Ginger/foo/lib/perl5/darwin-2level:
    /Users/Ginger/perlstuff/lib/perl5";
export PATH="/Users/Ginger/perlstuff/bin:$PATH";

習題

你可以在附錄的“第二章習題解答＂中找到答案。

 1. ﹝ 25分鐘﹞讀取現行目錄檔案清單，把檔名轉換成完整路徑明細。不要使用 shell
的命令列或外部程式讀取現行目錄，要使用 File::Spec和 Cwd模組，這兩個都是
Perl內建，應該幫得上忙。印出每一條路徑時，在前面加上四個空格（space），在
後面加上一個換列符號（newline character）。

 2.  ﹝ 20分鐘﹞安裝 local::lib模組，然後使用 local::lib模組安裝 Module::CoreList
模組（或另外一個你喜歡的模組）。編寫一個程式可以回報 Perl v5.14.2所有模組的名
稱和首次發布日期。閱讀 local::lib模組的說明文件，看看是否有特別的安裝指示。

 3. ﹝ 35分鐘﹞從本書封底找出國際標準書號（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簡稱 ISBN）。從 CPAN安裝 Business::ISBN模組，使用本模組從書號擷取群組代碼
（group code）和出版者代碼（publishe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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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進階技術的基礎

進入本書重頭戲前，我們打算介紹一些進階等級的 Perl技術，後面章節會經常用到，初
學者和進階者的差別就在於是否熟悉它們。另外也將在後續範例程式碼中介紹第一批登

場的演員陣容。

串列運算符

串列（list）就是有序的純量（scalar）集合，是這些資料的值；有時會把串列存入陣列
（array），陣列是儲存有序串列的容器。串列運算符（operator）一次處理數個元素，而
且通常不在乎它們是來自串列字面值（literal）、副常式傳回值還是陣列變數。

我們已經學過數個 Perl串列運算符，只是可能從沒想過，它們處理的是串列資料。最常
見的串列運算符是 print，給它一到數個引數，它把這些連結在一起：

print 'Two castaways are ', 'Gilligan', ' and ', 'Skipper', "\n";

還有其他幾個《Perl學習手冊》介紹過的串列運算符，例如 sort運算符，排序輸入的串
列。在影集（譯註：《Gilligan’s Island》）主題曲，這些因船難而漂流荒島的人，在歌曲
中並非按照字母順序出現，但是 sort可以幫忙解決這個問題：

my @castaways = sort qw(Gilligan Skipper Ginger Professor Mary_Ann);

而 reverse運算符則傳回相反順序的串列：

my @castaways = reverse qw(Gilligan Skipper Ginger Professor Mary_Ann);

這些運算符甚至能把同一陣列“恰當地＂擺在等號左右兩端，Perl首先運算出右邊結
果，然後把結果賦值回原來的變數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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