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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麼是命令腳本？

自早以來，電腦命令腳本就一直幫助系統管理員和程式設計師處理單

調乏味、耗時又耗力的工作，那什麼是命令腳本（shell script，簡稱腳

本）、又有什麼值得重視之處？腳本是指包含一組指令的文字檔，這些

指令按照在腳本中的順序於特定命令環境（shell）中執行，命令環境就

是作業系統中含有一組指令庫的命令列介面，以本書而言，特定命令環

境就是指 bash環境。

腳本是一支精巧的程式，由命令環境上的指令所組成，可以自動執行一

些沒人喜歡手動處理的工作，像是網頁爬找、追蹤磁碟使用量、下載天

氣資料、多檔批次更名及其他惱人的作業，甚至可以使用腳本開發一些

簡單的遊戲！腳本可以像其他程式語言一樣，具有如 if 的邏輯語法，但

你很快會發現用腳本還有更簡捷的用法。

在 OS X、BSD和 Linux上有很多不同版本的命令環境，如 tcsh、zsh和

歷久不衰的 bash，這本書專注於主流的 bash命令環境，每個版本的命令

環境有其特點和功能，但大多數人第一次使用 Unix時，通常先接觸到

bash。在 OS X上，終端應用程式會開啟一個 bash命令視窗（圖 0-1）。

在 Linux上有多種不同的環境，一般常用的命令列主控台是 gnome終端

機或 KDE的 konsole，這些應用程式可以透過系統設定，改成不同類型

的命令環境，但預設都使用 bash，基本上，使用任何一種類 Unix作業

系統，開啟終端應用程式時，預設會給你 bash環境。

圖 0-1：在 OS X的終端機上顯示 bash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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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腳本的註解

我們一直考慮是否該對每支腳本提供詳細說明，有時候我們會對棘

手部分的程式碼提供說明，依照情況，一般是在腳本源碼中加入註

解文字，注意以井號（#）開頭的文字，有時 #號會跟隨在程式碼

的後面。

毋庸置疑，你也會閱讀第三者的腳本（當然不是我們的！），透過閱

讀註解文字了解腳本的功用，這是很不錯的鍛鍊方式。當你撰寫自

己的腳本時，加入註解也是一種好習慣，可以幫助你定義想要完成

的程式區塊。

功能說明

checkForCmdInPath 的關鍵是藉由檢查指定內容第一個字元是否為

「/」，判斷變數只包含程式名稱（如 echo）或者完整路徑（如 /bin/

echo)，因此，需要將第一個字元與變數的其餘部分區隔開。

注意 1  的變數分切語法 ${var:0:1}，這是從字串取得子字串的一種簡記

法，從指定的位移值開始取得指定長度的字元，如果未指定長度，就是

回傳位移值之後的所有字元。例如 ${var:10}，會傳回 $var從第 10個字

元之後的所有文字，而 ${var:10:6}則限制子字串是位於第 10∼ 15字元

之間，從下面的範例可以了解我們所說的意思︰

$ var="something wicked this way comes..."

$ echo ${var:10}

wicked this way comes...

$ echo ${var:10:6}

wicked

$

清單 1-1中就是使用這種語法查看路徑是否有前導的斜線（/），一旦確

定傳給腳本的路徑以 / 起頭，就檢查能否在檔案系統上找到此路徑，路

徑以 / 開頭，就假定所給的是絕對路徑，並使用 bash的 -x運算子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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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腳本功能

是否注意到此腳本並沒有任何控制措施，回收筒內被刪除的檔案和目錄

並沒有容量限制，會不斷成長，要避免此問題，可以在排程中呼叫 find

指令修剪已刪除的檔案，利用 -mtime選項找出幾週來都未曾再被存取的

檔案，保存 14天對多數使用者來說應該相當足夠，避免封存腳本佔用

太多磁碟空間。

說到這裡，還可以進一步改進，可以讓腳本更方便好用，譬如增加 -l選

項，直接還原最近刪除的檔案；-D選項移除某某檔案的多餘副本。你還

想增加哪些選項？它們可以如何簡化作業？

#17 記錄刪檔軌跡

或許不是想封存被刪除的檔案，而是要記錄系統發生刪除行為的軌跡，

清單 2-10的腳本會將 rm刪除檔案的動作暗地裡記錄到一個獨立的檔

案，此功能可透過腳本進行封裝，封裝器的基本思想是將自己介入實際

的 Unix命令和使用者之間，以便提供使用者實用的功能，而不是讓使

用者直接執行原來的指令。

封裝器是一個強大的概念，在本書中會一再出現。

程式碼

#!/bin/bash

# logrm--除非使用 -s 選項，否則會記錄所有刪除檔案的請求。

removelog="/var/log/remove.log"

if [ $# -eq 0 ] ; then

  echo "執行方式： $0 [-s] 檔案或目錄清單 " >&2

  exit 1

f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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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行事曆活動記錄

實際上這是一對腳本，協同實現簡單的行事曆記錄程式，類似 #22腳本

的備忘錄腳本。

第一支 addagenda（清單 3-12）能指定循環活動（一星期中某一天或

每年某月的特定日期）或一次性的活動（特定日期），這些日期都經過

驗證，並與活動說明一起儲存在家目錄下的 .agenda檔案。第二支腳本

agenda（清單 3-13）會檢查所有已知的活動，以便顯示目前日期有安排

哪些計畫。

這種工具對幫助記住生日和紀念日特別有用，若對記住行事曆感到困

擾，這組方便的腳本可以省下不少麻煩！

程式碼

#!/bin/bash

# addagenda--提示使用者加入新的活動，以便供 agenda使用

agendafile="$HOME/.agenda"

isDayName()
{
  # 若順利完成就回傳 0 ，若發生錯誤就回傳 1

  case $(echo $1 | tr '[[:upper:]]' '[[:lower:]]') in
    sun*|mon*|tue*|wed*|thu*|fri*|sat*) retval=0 ;;
    * ) retval=1 ;;
  esac
  return $retval
}

isMonthName()
{
  case $(echo $1 | tr '[[:upper:]]' '[[:lower:]]') in
    jan*|feb*|mar*|apr*|may|jun*) return 0 ;;
    jul*|aug*|sep*|oct*|nov*|dec*) return 0 ;;
    * ) return 1 ;;
  esac
}

normalize()
{
  # 回傳第一個字母大寫，其餘小寫的字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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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特異風格的 Unix，使其更接近其他系統，也許是腳本最有價值的用

途之一，多數 GNU工具在非 Linux的 Unix上也能運行良好，例如可以

用較新的 GNU tar取代過時的舊 tar，並不必要為了微調而常常進行系統

更新，還可以避免因新加入的二進制檔案而承接潛在的問題，反之，腳

本可以將流行的選項映射到本機指令而達到相同效果，透過微調，利用

Unix的核心能力，為既有指令建立更合用的版本，或者擴增長期缺乏的

某項功能。

#27 以帶有行號格式顯示檔案內容

有許多在顯示檔案內容時加入行號的方法，大部分指令都很短，下面是

使用 awk達成的例子：

awk '{ print NR": "$0 }' < inputfile

某些 Unix上實作的 cat指令帶有 -n選項，其他系統的 more（或 less、

或 pg）等換頁工具亦提供輸出時加入行號的選項，但某些 Unix版本則

不具備這些能力，碰到這種情況，清單 4-1的腳本就可以派上用場。

程式碼

#!/bin/bash

# numberlines--一支提供類似 cat -n功能的腳本

for filename in "$@"

do

  linecount="1"

  while IFS="\n" read line

  do

    echo "${linecount}: $line"

    linecount="$(( $linecount + 1 ))"

  done < $filename

done

exit 0 

清單 4-1：numberlines腳本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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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程式的主要迴圈有點複雜，它看起來像是正則表示式的 while迴圈，但

真正的重點在於 done < $filename 3，實際上，每個主要區塊會建構在自

己的虛擬子命令環境，所以檔案重導向搭配 1  的 read敘述，就能用簡

單方式完成迴圈逐行輸出 $filename內容的目的，由內迴圈一行一行載

入到 line變數，輸出時就可以很容易在前面加上行號，並遞增 linecount

變數 2。

執行腳本

可以一次餵給腳本多個檔案名稱，如果一開始沒有指定任何參數，就無

法透過管線提供輸入資料，而這個問題可以透過呼叫 cat -來修正。

執行結果

清單 4-2 顯示利用 numberlines腳本在輸出檔案內容時加入行號。

$ numberlines alice.txt 

1: Alice was beginning to get very tired of sitting by her sister on the

2: bank, and of having nothing to do: once or twice she had peeped into the

3: book her sister was reading, but it had no pictures or conversations in

4: it, 'and what is the use of a book,' thought Alice 'without pictures or

5: conversations?'

6: 

7: So she was considering in her own mind (as well as she could, for the

8: hot day made her feel very sleepy and stupid), whether the pleasure

9: of making a daisy-chain would be worth the trouble of getting up and

10: picking the daisies, when suddenly a White Rabbit with pink eyes ran

11: close by her.

清單 4-2：利用愛麗絲夢遊仙境的一部分測試 numberlines腳本

精進腳本功能

一旦有一支帶有行號的檔案時，可以利用下面的指令讓檔案內容倒序 

輸出：

cat -n filename | sort -rn | cut -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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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結果

由於此腳本會跨檔案系統搜尋，所以要花點時間執行，這沒什好驚訝

的，在一個大型系統上，可能會花幾分鐘甚至幾十分鐘的時間。執行結

果如清單 5-2所示。

$ sudo fquota

使用者 taylor超出磁碟空間配額，磁碟使用量為：21799.4 Mbytes

清單 5-2：測試 fquota腳本

可看到 taylor已經超過他的磁碟使用量，每個使用者 20GB的配額，他

明顯用了 21GB。

精進腳本功能

這類腳本的完整功能應該包含自動發送電子郵件的能力，以便警告這

些無視規定、恁意霸佔磁碟空間的人，這項增強功能將在下一個腳本 

展示。

#36 回報磁碟耗用量

許多系統管理員在尋找解決此問題的簡單方法，最簡單的方法莫過於

#35的 fquota腳本上擴增電子郵件警示功能，告訴使用者已耗用太多的

磁碟空間，功能如清單 5-3.所示。

程式碼

#!/bin/bash

# diskhogs--Unix的磁碟空間配額分析工具，假設所有使用者的代號都在 100以上，

#   會對個別使用者發送警示電子郵件，並在螢幕上顯示摘要訊息

MAXDISKUSAGE=500

violators="/tmp/diskhogs0.$$"

trap "$(which rm) -f $violators"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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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提高 df輸出的可讀性

df 程式的輸出資訊可能不易閱讀，可加以改良，提高它的可讀性，清單

5-6的腳本可將以位元組為單位的數值換算成適合人類閱讀的單位。

程式碼

#!/bin/bash

# newdf--更易閱讀的 df版本

awkscript="/tmp/newdf.$$"

trap "rm -f $awkscript" EXIT

cat << 'EOF' > $awkscript

function showunit(size)

{ mb = size / 1024; prettymb=(int(mb * 100)) / 100;

  gb = mb / 1024; prettygb=(int(gb * 100)) / 100;

  if ( substr(size,1,1) !~ "[0-9]" ||

       substr(size,2,1) !~ "[0-9]" ) { return size }

  else if ( mb < 1) { return size "K" }

  else if ( gb < 1) { return prettymb "M" }

  else              { return prettygb "G" }

}

BEGIN { 

  printf "%-37s %10s %7s %7s %8s  %-s\n",

        "檔案系統 ", "大小 ", "已用 ", "可 用 ", "容 積 比 ", "掛載處 "

}

!/Filesystem/ {

  size=showunit($2); 

  used=showunit($3); 

  avail=showunit($4);

  printf "%-37s %10s %7s %7s %8s  %-s\n",

        $1, size, used, avail, $5, $6

}

EOF

df -k | awk -f $awkscript

exit 0

清單 5-6：newdf腳本，封裝 df讓它可易閱讀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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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執行結果的後段出現英文訊息，那是因為腳本最後以 exec 呼叫

passwd 2，此訊息是由 passwd發出，已非我們的腳本所能掌控。

精進腳本功能

使用自行撰寫的 adduser腳本最大優點是可以增加及改變某些操作邏

輯，不必擔心作業系統升級而覆蓋我們調整的部分，可改良的部分包

括：自動發送有基本操作及線上輔助說明的歡迎郵件、自動列印送交使

用者的帳號資料表單、將 firstname_lastname或 firstname.lastname加到

郵件的使用者 aliases檔裡，或者自動將某些特定檔案複製到新帳號的家

目錄，讓他可以即刻上手處理業務。

#41 暫停使用者權限

無論使用者是否因工業間諜而被停權、學生放暑假、或者承包契約暫時

中斷，許多時候禁用帳號權限會比實際刪除帳號更有用。

最簡單的方式是變更此帳號的密碼，而不要告訴他們。但如果使用者當

時已登入系統，當帳號被暫時停權，使用者需要馬上退出系統，將他們

登出並防止系統其他帳號存取其家目錄也很重要。

清單 5-16腳本大多圍繞著確認帳號是否已登入系統、通知使用者正被登

出，並將停止系統的使用權。

程式碼

#!/bin/bash

# suspenduser--無限期暫停使用者權限

homedir="/home"         # 使用者的家目錄

secs=10                 # 在幾秒後將登出使用者帳號

if [ -z $1 ] ; then

  echo "執行方式：$0 account" >&2 

  ex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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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追蹤設有 setuid旗標的應用程式

有許多惡棍及駭客無論是否擁有帳號，總有很多法子可以入侵 Linx系

統，最簡單的方法之一是找一組具有 setuid 或 setgid 又保護不當的 

命令。

如前面章節所討論的，依設定的內容，這些命令會改變使用者所執行的

任何子命令，一般的使用者可能執行一支腳本，而腳本裡頭的命令卻是

以 root權限運作。這樣非常危險！

例如一支腳本中加入下列程式碼，當粗心的管理員以 root身份登入系統

而執行此腳本，它能夠為壞人建立一組 setid root的環境。

if [ "${USER:-$LOGNAME}" = "root" ] ; then # REMOVEME

  cp /bin/sh /tmp/.rootshell               # REMOVEME

  chown root /tmp/.rootshell               # REMOVEME

  chmod -f 4777 /tmp/.rootshell            # REMOVEME

  grep -v "# REMOVEME" $0 > /tmp/junk      # REMOVEME

  mv /tmp/junk  $0                         # REMOVEME

fi                                         # REMOVEME

一旦 root 無意中執行此腳本，/bin/sh 暗中被複製到 /tmp/.rootshell，

並將 setuid設為 root供駭客恁意利用。而此腳本還會利用每行後面的 

「# REMOVEME」註記將自己的程式碼移除，這樣就不知道駭客幹了

什麼事。

剛剛顯示的程式片段也可以用在任何以 root帳號執行的腳本或命令，因

此，確保你知道並認可系統上以 root設為 setuid的命令是首要任務。

當然，不可能只為這個理由就永遠不設定 setuid或 setgid的命令或腳

本，隨時提高警覺才是聰明之道。

與其告訴你如何入侵，不如告訴你如何找出系統中有哪些腳本被標記為

setuid或 setgid，或許更為有用。清單 6-1是達成此目的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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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腳本功能

一些增強功能可能值得新增到此腳本，驗證月日組合的合理性，確保使

用者不會安排像 2月 30日這種行程，也可以檢查真的能找到想呼叫的

指令，不過這需要剖析及處理 PATH環境變數（即用來搜尋腳本使用的

指令之路徑），這些都記錄在 crontab檔案之中，最後，這一項可能有點

棘手，就是可以加入支援 @hourly或 @reboot之類的特殊值，表示腳本

可執行的通用時點。

#49 確保會執行系統排程

一直到最近，Linux系統仍然以伺服器的角度發展 --提供 7x24 的永續服

務。可以從 cron功能的設計中隱約看到：如果系統每天下午 6:00會關

機，那麼安排在每週四凌晨 2點 17分工作就沒有意義了。

但現在已有許多使用者是在桌機和筆記型電腦上運行 Unix或 Linux，因

此會在每天工作結束後關閉系統，很少看到 OS X使用者讓系統運行一

整晚，更不用說一整個週末或假日。

對一般使用者的 crontab項目這不是什麼大問題，因關機而不被執行的

排程，可以調整時間以確保它們最後仍會被呼叫，但對於每日、每週

和每月應執行的系統排程，若恰巧被安排在關機期間執行就會造成大 

問題。

清單 6-11腳本的目的是讓管理員可以視需要直接從命令列執行每日、每

週或每月的排程。

程式碼

#!/bin/bash

# docron--執行在關機時間內應啟動而未啟動的每日、每週和每月系統排程。

rootcron="/etc/crontab"   # 依據 Unix或 Linux版本而有很大的不同。

if [ $# -ne 1 ] ;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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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echo -n "請輸入 ${user}的密碼："

stty -echo

read password

stty echo

echo ""

但是更聰明的方法是讓 FTP程式自己完成，當欲存取有密碼保護的 FTP

帳戶時，FTP程式自己就會提示要求輸入密碼。

#54 從網頁中萃取網址（URL）

一個簡單運用 lynx的腳本，可用來萃取指定網頁上的網址清單，當要收

集網際網路的鏈結時，這可是非常好用的工具。之前說過本書新版要從

lynx 換到 curl，但清單 7-4腳本使用 lynx 會比 curl容易一百倍，因為

lynx會自動解析 HTML，而 curl則須要你自己處理 HTML。

系統上沒有 lynx嗎？大多數的 Unix系統都有軟體套件管理員，像 Red 

Hat的 yum、Debian的 apt，及 OS X上 brew（預設並未安裝 brew
1）都

可以用來安裝 lynx，如果喜歡自己編譯 lynx，或者想下載預編譯的二進

制檔案，可以到 http://lynx.browser.org/下載。

程式碼

#!/bin/bash

# getlinks--指定一組 URL，回傳它的所有相對路徑和絕對路徑鏈結。

#   有三個選項：

#   -d 產製每個鏈結的主網域

#   -r只列出相對於此站臺內部的鏈結（也就是同站臺內的其他頁面）

#   -a列出外部的絕對路徑鏈結（和 -r相反 )

if [ $# -eq 0 ] ; then

  echo "Usage: $0 [-d|-i|-x] url"  >&2

  echo "-d=只有網域；-r=只有內部鏈結；-a=只有外部鏈結 " >&2

1 OS X 預設並未安裝 brew，讀者可以自行利用下列指令安裝： 

/usr/bin/ruby -e "$(curl -fsSL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Homebrew/install/master/

inst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