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歡迎閱讀 Perl 6學習手冊，這本書的書名雖然可能和你以前讀過的或是我之前寫的 Perl
書很相似，不過，這卻是我第一本談論名為“Perl 6”語言的書。我知道這樣的命名方
式讓人很困擾，但我只負責寫書，不負責命名。

好吧！我知道你不能接受這種解釋。

所以，請讓我為這件事作一個簡短的說明：如果某人要求你學習 Perl，你很可能要看的
是我寫的另一本書 Learning Perl，裡面講的是廣泛為人所用的 Perl 5，也就是大家已經
用很久、也很穩定的 Perl版本，而這本書講的 Perl 6，則是一種還在開發中、未被廣泛
使用的新語言。

還有一種比較完整的說明，是寫給繼續閱讀下去的人看的，會繼續閱讀本書的你可能已

經知道自己要用的就是 Perl 6，或是可能你覺得就是想學一種新語言，你也不在乎學的
是哪一種語言。

Perl 6背後的故事
在 2000年的 Perl Conference中，有一個 Perl的族群聚集在加洲 Monterey的飯店會議中
心。那天是星期二，預計當天稍晚時，Perl 5的開發人員將會集合起來討論 Perl 5近期
會將要面對的事，而 Chip Salzenberg事先進行祕密地集會來討論一些想法，不知為何，
他順便也把我也帶到這個會前會中。

我們開始討論當時 Perl 5面對的一些障礙：開發者們互相痛恨彼此、開發出來的原始碼
很棘手，以及 Perl正在失去它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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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p試過改用 C++重寫 Perl（他稱為 Topza專案），但是碰到一些困難的障礙，這也是
促成了這次會議的一部分原因。

我們一直討論著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直到 The Perl Journal的出版者 Jon Orwant開始
將數個咖啡杯丟到牆上為止。起因是當時我們全都太客氣了，想的不夠長遠，我覺得他

這個動作過於激烈了些，不過卻讓我們開始聚焦開始往更大的目標去思考。

這就是 Perl 6的起源。隔天，Perl的建立者 Larry Wall在他年度演說（http://www.perl.

com/pub/2000/10/23/soto2000.html）上正式宣佈這個消息。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當時說的一

句話：“Perl 6將會由社群設計”，那時每個人都覺得 Perl 6將會是剛發布的 Perl v5.6的
下一版，不過後來證明並不是這樣。不過，這是“Perl 6”這個名字裡面還有“Perl”這
個字的原因。

後面有幾個月的時間，大家對自己想要一個怎樣的新語言提出了建議（https://perl6.org/

archive/rfc/），Larry聽取了這些建議以後，整理成一系列的“Apocalypse（啟示）”文
件，並一一回覆了每個人。身為首席設計者，他聽取這些建議來調整自己的想法，最後

他把所有想法整理成一份“Synopses（概要）”，而 Domian Conway在“Exegeses（注
釋）”中探討了這些想法。你可以在 https://design.perl6.org上找到這些資訊，雖然它們

有點過時了，但這就是事情的經過。

Perl 6的開發者們發明了一個叫 Parrot新直譯器，本來它目的是要可以處理多種語言，
並將它做成可以容易地轉換程式碼以及其他一些厲害的事情，不過它並沒有成功。

在那同時，另外一組人利用 Perl 5做了重新開發，Jarkko Hietaniemi在 2003年發行了
Perl v5.8。這個版本維持了一段時間，而人們預期這個版本將會是 Perl 5的最後一個 
版本。

在 2005 年， 唐 鳳（Audrey Tang） 在 Glasgow Haskell Compiler（GHC） 上 實 作 了
Perl 6，她將它命名為 Pugs（https://github.com/perl6/Pugs.hs）即 Perl 6 User's Golfing 
System。人們終於有個地方可以執行 Perl 6了，於是大家興奮了起來，開始撰寫功能，
以及實作功能時必須要通過的規範測試，不過後來這樣的開發情況又中斷了。

2007年發行了 Perl v5.10，它有一些新功能—有些是由 Perl 6偷取的。Perl 5的開發者
發展了一些正式的規則和流程，Perl 5又回到了正軌，人們開始做起內部清理的工作，
核心開發者再次對 Perl 5感到興奮。Perl 5沒有死亡，反而異軍突起。在編寫本文時，
Perl 5的版本編號為 v5.26，而 v5.28預計再幾個月就要發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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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由於人們覺得 Perl 6會取代掉什麼，所以產生競爭關係，但這其實都是因為名
稱的緣故，某些人試圖要將名字中的“Perl”去掉，但是總是事與願違。

後來 Perl 6的開發一直緩慢的前進，直到開發者決定要做“聖誕節”發行，他們決定在
2015年聖誕節時，不管到什麼程度，都要發行第一個正式版本。後來他們真的做了這個
發行，之後的開發進度就很穩定了。

你應具備的基本技能

我假定你知道如何使用程式碼編輯器（不是文書編輯器）建立純文字檔，並且懂得一些

在終端機（Unix-like或Windows）中可以執行的基本指令。

雖然這些是身為一個程式開發者的基本技術，但同時我也理解你可能是一邊學習寫程

式，才一邊學些這些技術，所以我會在下一節推薦幾個線上可以跑程式碼的地方，讓你

不用去擔心終端機和檔案的部分。不過你最終還是不能完全依賴那些地方就是了。

我試著溫和地介紹程式設計這個學問，但它的內容基本上就可以寫成一大本書。Perl 6
是一個物件導向語言，而我會忽略大部分的理論，並且著重在語言本身上。很遺憾的

是，這本書無法教你如何成為一個程式設計人員，不過許多程式設計人員是透過閱讀那

些沒有教他們如何寫程式的書來學習寫程式的，所以請振作起來吧！

你無法透閱讀這本書學到所有 Perl 6以及程式設計的知識，不用覺得沮喪，學習本來就
是無止境的。

取得 Rakudo
Perl 6的設計一開始就打算在多個實作上執行，即使當時也沒有人知道是哪些實作。
有一個是將 Perl 6編譯成在 Java Virtual Machine（JVM）上執行，而另一個是讓它在
JavaScript 上 執 行， 另 外 還 有 MoarVM（http://www.moarvm.org）（“Metamodel On A 
Runtime”）是最外層的一個，也是我會在這本書裡使用的平台。

Perl 6的版本是由它的測試規格版本以及測式內容決定的；在我寫書的時刻，版本是
v6.c（同時還有 v6.d）。Rakudo 2018.04是 Perl 6在 Moar 2018.04上的版本，不過它仍
然是 v6.c，當你做版本查詢時可以看到這個版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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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l6 -v
This is Rakudo Star version 2018.04 built on MoarVM version 2018.04
implementing Perl 6.c.

就本書要講的東西而言，可以將“Rakudo”和“Perl 6”視為同一個東西，儘管事實並
非如此。如果你知道中間的差異，你應該能挑選你想用的實作。

你可以不安裝任何東西就可以跑看看 Perl 6，Glot.io（https://glot.io/new/perl6）和 Try It 
Online（https://tio.run/#perl6）有 Perl 6的瀏覽器環境。在這些環境中你可以執行一個檔
案程式；對本書大部分的內容來說，應該夠用。

如果你喜歡容器這類的型式，另外還有一個 Perl 6的 Docker容器（https://hub.docker.

com/_/rakudo-star/）：

% docker run -it rakudo-star

你本地的套件管理中也許會有它；試著以 perl6、rakudo或 rakudo-star找看看。如果你

是在Windows上用 Chocolatey，你可以用一個我維護的套件安裝它：

C:\ choco install rakudo-star

你也可以從 Rakudo.org（http://www.rakudo.org/）下載原始碼，這是我在 macOS上取得
套件所用的方法。

裝好 Rakudo以後，你應該就取得 perl6的執行檔了。用下面的命令試看看能不能正常執

行，加上 -v是要取得你 perl6執行檔資訊的意思：

% perl6 -v
This is Rakudo Star version 2018.04 built on MoarVM version 2018.04
implementing Perl 6.c.

如果 perl6後面沒有加參數，你就會帶到 REPL（Read-Eval-Print-Loop）中，在 >提示字
元後，你可以輸入一些用單引號括住的文字，REPL會將那些文字回應給你：

% perl6
To exit type 'exit' or '^D'
> 'Hello Camelia!'
Hello Camelia!

你也可以查看變數的值，有一些變數含有你的組態資訊，在你回報錯誤時可能會派上 
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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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l6
To exit type 'exit' or '^D'
> $*VM
moar (2018.04)
> $*PERL
Perl 6 (6.c)

如果你做到這裡都沒有問題的話，那你的 Perl 6就已達到可用狀態了。

如何使用本書？

這是一本指南書，我的任務是找到語言裡你需要會的部分，學會了以後你就可以自己學

習其他的部分。這不是一本參考資訊用書，而且我沒講的東西比有講的還多，書本並不

是採用主題式編排，章節名稱只粗略的描述內容。我將來會介紹一些主題；不過大部分

的主題都需要具有一些基礎知識背景。

有時技術用語令人感到沉重，我在書的最後附上了詞彙表，如果你忘了某個術語的意

思，可以到表中查看。

閱讀本書的過程中，你會發現書中有些練習題，請把它們做一做！當你碰到練習題時，

把剛讀到的東西練習一下，然後再比對我的答案（附錄 A）；裡面有些額外的補充資
訊。我不會對你隱瞞資訊，但我們會讓你思考一些概念，這樣你也可以得到一些樂趣。

部分的練習題會有點困難，讓我們現在就來做一個練習題，看看練習題是如何進行的。

練習題 0.1

安裝 Perl 6以後，在 REPL中找出你用的 Perl 6是哪一版。

你的練習題做得如何？讓我們來試另外一題。這題對你來說有點簡單，但需要你到

本書的網站下載一些東西。我會將一些有趣的東西和額外的練習題放在 https://www.

learningperl6.com/downloads/和 https://github.com/briandfoy/LearningPerl6_Downloads，我也

會持續注意有沒有有用的東西可當作練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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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這一章要講的是這個語言的大觀；如果你沒有讀懂所有的東西，也不用太擔心。只是如

果讀完這本書後你還是不懂的話，那就值得擔心了！內容有很多，所以你將會被一些

主題圍繞，也會重複看一些主題，也會做一些練習看看整合起來怎麼樣—主要就是多 
練習。

為何選用 Perl 6？
對於初學者而言，只要能開始使用這種語言，您買書的錢就沒有白花。

但這種語言到底是哪裡吸引人呢？使用 Perl的人喜歡說 DWIM（Do What I Mean）—

照我說的做，通常常做的都是一些不難解決的事情，而最難做到的事情也仍然有解法。

用來衡量一個程式語言是不是好用，主要是藉由它可以多大程度解決你的問題來決定

的。

Perl 6是一個相當優秀的文字處理語言—可能比 Perl 5更好。在正規表達式章節（第

15章）中，有許多新的且令人興奮的功能，讓它更容易做文字匹配，以及從文字中抽取
東西。而內建的語法（第 17章）功能，則讓你可以輕易的寫出複雜的規則，用以處理
和產出文字。

漸進式定型（Gradual typing）（第 3章）讓你可以標註變數，說明變數可以儲存什麼樣
的值。舉例來說，你可以指定整數、正數或是任兩個數中間的值才能儲存到變數中。你

不需要刻意做什麼（這部分漸進式會幫你做掉）。你也可以標註一個副程式的參數值以

及回傳值，這種方法可以快速的找到資料超過邊界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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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建的同步執行（第 18章）功能，讓你可以將問題拆解成數個部分，這樣就可以分開
執行或是同步執行，這個語言已幫你處理了泰半的工作。

lazy list和無限 list讓你不用做大量的重複動作，也不需要先有完整的 list，就能處理序
列值（第 6章）。建立你自己的無限 lazy list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我可以繼續說下去，但你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自然就會看到更多令人驚艷的功能了。

也會有你不想用 Perl 6的情況，畢竟沒有一種語言是適合所有工作的。如果你更喜歡其
他的語言或是其他語言工具給你更好的執行效率，選擇完全由你決定！我希望，這本書

能幫助你更快、更有效率的使用 Perl 6。

開始使用 REPL
REPL是 Read-Evaluate-Print-Loop（讀取 -執行 -印出 -重複）工具，這種工具提供了
一個互動的提示符號。REPL讀取你輸入的程式碼、執行它、顯示結果給你看，然後再
次給你提示符號。這是一種執行一段程式碼的便利方法。當你不帶任何參數執行 perl6

時，就代表啟動 REPL：

% perl6
To exit type 'exit' or '^D'
>

其中的 >就是提示符號，代表等待你輸入什麼東西的意思，當你輸入完 Return 後，
REPL就會開始工作。讓我們來試著做兩數值相加：

% perl6
> 2 + 2
4

如果中間有錯，它會讓你知道，然後再次給你提示符號：

% perl6
> 2 + Hamadryas
===SORRY!=== Error while compiling:
Undeclared name:
    Hamadryas used at line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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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你還沒有開始閱讀本書，所以現在你並不知道什麼東西出錯了。現在這並不是重

點，你只要知道 REPL會抓到錯誤，並再給你一個新的提示符號。如果你需要訂正錯誤
的話，你可以使用向上鍵，回到前面的那一行（也可以移到更前面的行）進行編輯，然

後再看看結果如何。

在你繼續閱讀下去以前，應該要先知道幾個小技巧，這些小技巧能幫你學到這種語言的

整體運作。

在本書中，當我在寫方法時，我一般會在方法名稱前面加上一點，這樣你

就會知道他們是方法，如 .isprime，前面的點是名稱的一部分。

物件的一個預先定義的行為，稱為方法。例如，每個物件都有型態，.^name方法告訴你
型態為何：

% perl6
> 3.^name
Int

常值 3是一個 Int型態的物件，Int就是整數型態。你知道物件的型態是什麼以後，你
就可以查閱它的文件來得知你可以對這種型態物件做什麼事。

物件的行為定義在類別（class）中（第 12章），而這些類別可以透過繼承用其他更基礎

且更通用的類別為基底。你可以使用 .^mro方法看看某個物件的繼承鍊（雖然文件裡也
有寫）：

% perl6
> 3.^mro
((Int) (Cool) (Any) (Mu))

物件可以做到所有它繼承的物件能做到的事，範例中顯示 3是一個 Int物件，繼承了
Cool（Convenient Object-Oriented Loop），Cool繼承了 Any（幾乎是所有物件的基底物
件），Any繼承了 Mu（它是一種東西，這種東西不代表任何東西—請思考一下！）。

使用 .^methods可以看到一個物件的所有方法：

% perl6
> 3.^methods
(Int Num Rat FatRat abs Bridge chr sqrt base
polymod expmod is-prime floor ceiling rou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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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也是一種物件（型態物件），它是一個沒有實際值的抽象表達。它也有自己的方法：

% perl6
> Int.^methods
(Int Num Rat FatRat abs Bridge chr sqrt base
polymod expmod is-prime floor ceiling round
...)

你可以呼叫型態物件大部分的方法，不過，你會因為沒有值而得到錯誤：

% perl6
> Int.sqrt
Invocant of method 'sqrt' must be an object instance of
type 'Int', not a type object of type 'Int'.

.^name、.^mro和 .^methods方 法 是 從 程 式 語 言 的 元 程 式 底 層（metaprogramming 
underpinning）來的，元程式底層對於本書來說是個比較進階的東西，所以之後就不會
再講到了。

閱讀文件

現在，你知道了如何用 REPL以及如何知道物件的型態，你可能開始會想讀一下相關的
文件，p6doc程式可以幫你做到這件事：

% p6doc Int
... 一堆相關內容

如果你想查的是一個方法的話，你就輸入它：

% p6doc Int.polymod
      method polymod

Defined as:
    method polymod(Int:D: +@mods)

Usage:
    INTEGER.polymod(LIST)
...

有時你無法找到想要的文件，這種時候可以試著找看看繼承類別的文件：

% p6doc Int.sqrt
No documentation found for method 'sq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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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doc Cool.sqrt
  routine sqrt

Defined as:
    sub sqrt(Numeric(Cool) $x)
    method sqrt()

...

我發現自己通常都是在 https://docs.perl6.org 上閱讀文件，更懶時會 Google 關鍵字
“perl6 Int”，然後看最匹配的那個結果。說明文件網站也有一個好用的搜尋功能，不用
作全文檢索也可以幫你找到東西。你可以在本地端執行該網站，本地端執行的方法可以

看網頁底端的說明。

基本語法

你通常會需要從內到外閱讀程式碼，就像處理數學公式時一樣，所以我在這裡也這樣

做：從非常小的地方開始，然後漸漸的建立整個觀念。

這些就是在你繼續閱讀接下去章節前要先知道的幾件事，若這時候還有點搞不清楚也沒

關係，接下來碰到練習題時就會用到了。

單詞

程式最基礎的東西，稱為單詞。它是其他任何東西的基礎構件，把它當成是語言裡的名

詞，下方是一些單詞的範例：

2
e
π

'Hello'
$x
now

上面包括了常值資料，如 2和 'Hello'；變數，如 $x；以及預先定義的符號，如 n。now
是一個 Instant物件，用來代表目前時間。

變數通常前面會有一印記（sigil）—就是用來標示變數的特殊字元 。如變數 $x中的
$。先不用太擔心這個東西，你會在本章後面看到更多類似的東西。



6 | 第一章

運算子和表達式

表達示是由單詞和運算子構成，用來產生一個新值。如果將單詞類比於名詞、運算子就

可以類比成用來做指定動作的動詞。運算子將一或多個單詞變成一個新的值。運算元是

運算子使用的值，一元運算子（unary operator），指的就是只對單一運算元做事：

- 137           # 將 137轉為 -137
+ '137'         # 將字串 '137'變成數值
$x++            # 將 $x中目前的值加 1

#和它後面的文字是註解（你之後會看到更多註解），註解是程式會跳過忽略的東西，
用來在程式中寫一些說明時很方便。我通常會用註解來加強說明，或是說明表達式的輸

出。

二元運算子（binary operator）會用到兩個運算元，通常這種運算字會寫在兩個運算元

的中間（中序）：

2 + 2            # 兩數相加
$object.method() # .（點）是呼叫方法運算子
$x = 137         # 將一個值指定給一個變數

三元運算子（ternary operator），如條件運算子 ?? !!，它們用到三個運算元：

$some_value ?? 'Yes' !! 'No'    # 從兩個值中選擇一個

如果第一個東西被評定為 True，那它就選擇第二個東西，否則它就選擇第三個東西，你
會在第 3章看到更多這些相關內容。

前綴、後綴面和中綴

運算子有很多種，從名稱可以看出來它們應該放置的位置，以及要用幾個運算元。在你

閱讀本書的過程中，會一直看到這些概念。前綴運算子（prefix operator）會放在它要作

用的運算元之前，通常只用一個運算元，例如遞增運算子就是個例子，它的功能是將 $x
中的值加 1：

++$x

後綴運算子（postfix operator）放在它要用的運算元之後，例如遞增運算子也可以這麼

用：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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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綴運算子（circumfix  operator）被它要用的運算元前後夾住，例如逗號和雙引號 
標記：

( 1, 2, 3 )
"Hello"

後環綴運算子（postcircumfix operator）前後夾住它要用的運算元，又跟在一個東西之

後。例如用來存取 Array或 Hash的單一元素運算子就前後夾住索引值，然後寫在變數名
稱後面，[]和 <>就寫在變數名稱之後，夾住索引值：

@array[0]
%hash<key>

這些單詞都寫在文件中。你可以做出和上方標準定義不同的運算子，我就做了一個我自

己不期待太常用的運算子。

前環綴運算子（percircumfix operator）夾住一個運算元，並放在其他運算元前面。簡化

運算子（第 6章）將一個運算子夾起來，代表將該運算子加在每個其後的運算元之間，
下面的範例是將所有數值加總，而不用重複的做兩兩相加：

[+] 1, 2, 3

環綴中綴運算子（circumfix infix operator）夾住一個中綴運算子（infix operator），例

如，超運算子（hyperoperator）<<>>夾住一個運算元，並將該中綴運算子發配給兩個
list使用（第 6章）：

(1, 2, 3) <<+>> (4, 5, 6)

本書中還會用到其他種類的運算子順序，但一般來說你都可以從名稱中看出它們是如何

運作的。

運算子實際上是方法，這種方法的名稱看起來有點複雜，因為名稱的開頭是運算子的種

類，還用角括號包住了運算子要使用的符號：

infix:<+>(1, 2)     # 3

my @array = 1, 2, 3
postcircumfix:<[ ]>( @array, 1 )

你不會用到這樣的用法，但你應該瞭解運算子是靠參數來決定自己要做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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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權

你可以將運算一個接一個地做，請在 REPL中試看看：

1 + 2 + 3 + 4

這個表達式會依運算子的優先權和結合性拆解，優先權決定了哪個運算子要先做，而結

合性則會決定在運算子有相同優先權的情況下運算子運作的順序（也適用於相同運算子

的情況）。

運算子的權先權是一個較其他運算子更寬鬆或緊密的程度。如果配合一連串的單詞做的

話，緊密的運算子會先做。乘法（*）就會比加法（+）先做，和學校裡學代數時一樣：

2 + 3 * 4       # 14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順序的話，你可以使用小括號變更它，放在小括號中的東西會先被計

算。換句話說，小括號有更高的優先權。下面範例就會變成加法先做：

(2 + 3) * 4     # 20

如果你有兩個優先權相同的運算子，那結合性就會決定誰會先做。運算子可以是左結合

性或右結合性，指數運算子是右結合性，在最右邊的會先做：

2 ** 3 ** 4     # 2.4178516392293e+24

和你明確的用小括號括住右邊兩個數字的順序是一樣的：

2 ** (3 ** 4)     # 2.4178516392293e+24

使用小括號讓左邊的運算先做：

(2 ** 3) ** 4     # 4096

有些運算子無法被合併，也沒有結合性。例如範圍運算子就是一種你不能合併的運算

子：

0 .. 5       # 範圍運算子，無結合性
0 .. 3 .. 5  # 不合法的使用

程式述句

程式述句（statement）是一個程式中獨立完整的單位，一個表達式可以是一個述句，

但它也可以是述句的一部分。下面的述句是用 put來輸出一個訊息，它會自動幫你加 
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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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 'Hello Perl 6!'

述句用分號相隔，下面範例是兩個述句；雖然它們分開兩行撰寫，但是你還是要用分號

隔開它們：

put 'Hello Perl 6!';
put 'The time is ', now;

如果後面有其他述句的話，你才需要加分號，不過我習慣在每個述句後面都加分號，因

為我知道之後再加程式碼的時候我會忘記補那個分號：

put 'Hello Perl 6!';
put 'The time is ', now

大多時的空白都不重要，這表示你可以盡情的使用空白來排列你的程式碼。下面的範例

就是另外一種排列方法：

put
    'Hello Perl 6!'

; put 'The time is ',
now

少數幾種情況不能任意使用空白，當你需要知道這種情況出現時我會再跟你說。

程式區塊

區塊（block）（第 5章）是合併一到多個述句，並用一對大括號括起來的一個單位。有
時區塊會附加一個控制關鍵字，例如 loop。下面範例區塊中的述句會一直執行，直到你
按下 Control-C停止程式為止，它是一個無窮迴圈（infinite loop）：

loop {
    state $count = 0;
    sleep 1;
    print $count++, "\r";
    }

每個述句都以分號隔開，最後一個述句也加分號是個好習慣。

你在 loop結束的大括號後面沒有看見 ;，但其實它暗藏著。}後面如果只有空白，其他
什麼也沒有的話，表示該行結束時是一個 ;。如果你如果想在這一行多寫些什麼的話，
你就要在 }後面加 ;：

loop { ... }; put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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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用 ...運算子（yada yada運算子）來表示這裡還有些東西，但你現在並不想管那

些東西是什麼。用它來表示稍後會再回來填寫內容。我將會用它來隱藏範例中的程式碼

以節省空間，這樣的程式碼可以被編譯，但是當你執行時會產生錯誤，你將會在本書中

一直看到它出現，目的是讓範例程式碼縮短以利書本編排。

一個程式碼區塊會建立一個詞法範圍（lexical scope），一個範圍是由大括號的位置決

定的。你定義在一個範圍裡的東西，只會作用在這個範圍以及它的子範圍中。這個限

制會影響到你要用的東西是否能被使用，影響變數或模組只能在它們的詞法範圍中被 
使用。

註解

註解（comment）是一個我們在程式中留下自己的筆記，而程式並不在乎這些筆記的方

法。編譯器基本上是忽略這些東西的。你可以在編譯器找新 token的地方寫一個 #來製
作一個新的註解。編譯器會跳過任何在寫 #後面的東西直到行尾，下面範例示範了一個
無聊的註解：

put 'Hello Perl 6!'; # 輸出一個訊息

一個好的註解用來說明程式碼的目的，而不是輸出結果。像這樣的小程式通常用來當成

第一個範例，這種範例用來檢查是不是一切運作良好，此時註解可以這麼寫：

put 'Hello Perl 6!'; # 用來表示程式正確執行

另外一個替代方案是內嵌註解（embedded comment），將你的訊息放在 #'()的小括號
中，然後內嵌在某個述句中（或是兩行述句中間）：

put #`(這是行銷人員的要求 ) 'Hello Perl 6!';

用來做多行註解也不錯：

#`(
* 用來表示程式正確執行
* 需要加入區塊鏈 email AI功能
)
put  'Hello Perl 6!';

由於結尾的小括號表示結束註解，所以你註解文字本身裡不能有小括號。寫短註解時這

兩種方法都可以用，當你想把多行變成註解不執行時，你可以把 #放在行首，就是直接
從程式移除該行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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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p {
    state $count = 0;
#   sleep 1;
    print $count, "\r";
    }

你可能會想要說明一下為什麼這一行還留在程式碼中，程式設計師會在除錯時做這件

事，幫助記憶原來那一行的功能是什麼：

loop {
    state $count = 0;
# 為 ticket 1234 (bug://1234)做測試
# 我覺得 sleep把程式速度拖慢太多了
# sleep 1;
    print $count, "\r";
    }

消除空白

在 Perl 6中，大部分地方不介意有沒有空白的存在，但 Perl 6語法中仍有少數地方是不
可有空白的。在副程式名稱後面和代表參數開始列示的括號間，有空白和沒有空白在意

義上是不一樣的：

my-sub 1, 2, 3;            # 三個參數
my-sub( 1, 2, 3 );         # 三個參數
my-sub ( 1, 2, 3 );        # 一個參數（一個 List型態參數）

範例的最後一行中，my-sub和 (中間有一個空白。這樣寫可以編譯也可以執行，但這樣
寫代表參數是一個 List型態（第 6章），而不是三個參數。你可以用反斜線消除這種空

白，跟在 \後面的空白基本上都會被編譯器跳過不看：

my-sub\ (1, 2, 3 );

也許你會想要用這種方法來對齊程式碼，讓程式碼比較好讀：

my-sub\            ( 2, 4, 8 );
my-much-longer-name( 1, 3, 7 );

物件和類別

Perl 6是一個以類別為基礎的物件系統，我將會跳過大部分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理論的部
分（那可以另外寫一整本書了），但你應該要明白，在這類的系統中，類別（第 12章）
用於定義一個物件的抽象結構及行為，物件（Object）是實體化後的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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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erl 6中，大部分的資料都是物件，而每一種物件都知道自己是由哪一個類別所定義
出來的。類別中定義了方法，方法是物件的行為。類別可以繼承（inherit）另外一個類

別並取得該類別的行為，但若不用繼承的話，也可以用 role去增加物件的行為。如果你

看的是本書的數位版本，書中出現的類別名字應該可以連結到它的線上文件（例如 Int
類別）。

呼叫建構方法（constructor）可以建立物件，建構方法通常被名為 .new（第 12章），在
建構方法名稱後，將參數放在括號中，就可以將參數傳遞進去：

my $fraction = Rat.new( 5, 4 );

傳遞參數給方法時，還有另外一種分號的語法，這種語法讓你不用一直輸入沒有實質意

義的括號：

my $fraction = Rat.new: 5, 4;

型態物件（Type Object）代表一個類別的抽象概念，但它們並不是物件。當你有時知道

要用這種物件，但又還沒確定要帶什麼參數值進去時，可以它來作一個替代：

my $fraction = Rat;

使用漸進式定型（gradual typing）時，你可以要求變數一定要符合某一個型態。這些檢
查是執行期做的，所以你必須要執行了以後才知道動作是否成功。

my Int $n;

由於你尚未指定值為 $n，所以它是一個 Int型態物件。當你想要指定一個值給它時，就
必須符合型態：

$n = 137;          # 沒問題，因為是整數
$n = 'Hamadryas';  # 失敗

透過查閱文件中類別的說明，能看到一個類別實例化後的物件可以做到什麼事。在許多

練習題中，我會要求你使用一些我沒有告訴你的方法，這可以訓練你去查看文件，讓你

學到文件上的其他東西，也省下一些書的版面。現在就讓我們試看看吧！

練習題 1.1

137是什麼型態的物件？請計算它的平方根。它是一個質數嗎？以上每個問題
你應該都可以只用一個方法做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