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介 

Unix 和類似 Unix 作業系統在問世的幾十年後，無疑已經是今日最為廣泛使用的作

業系統。這對多年來一直使用 Unix 的程式設計師來說並不意外：因為 Unix 系統提

供了優雅且高效率的作業環境。這也正是 Dennis Ritchie和 Ken Thompson在 60年

代晚期，於貝爾實驗室開發 Unix時所希望的。 

附註

在本書中，將使用基於廣泛 Unix 作業系統家族的 Unix 術語，包括 Solaris

等 Unix作業系統，以及類似 Unix的作業系統，如 Linux和 Mac OS X。 

Unix 系統最強大的功能之一，就是其廣泛的程式集。兩百多個基本命令分布於標準

作業系統，而 Linux更是增加到 700至 1000個標準命令。這些命令(也稱為工具)會

完成系統中的所有事情，從計算檔案中的行數、寄送電子郵件到顯示任何年份的日

曆，都會由它們來完成。

但 Unix 系統的真正實力並不在於其大量的命令，而是這些命令可以結合起來，優

雅且輕鬆地執行更多複雜的任務。

Unix 的標準使用者介面是命令行介面，也就是 shell，用以作為使用者與系統最底

層之間的緩衝區(核心，kernel)。shell 只是一個讀取輸入的命令，並將它轉換為系

統更易懂的形式的程式。它還包括核心程式設計，使你可以在變數中進行決策、迴

圈和儲存值的結構。

分佈於 Unix 系統中的標準 shell 源自於 AT&T，最初由貝爾實驗室的 Stephen 

Bourne所編寫的版本演變而來。爾後，IEEE 已經基於 Bourne shell 和其他 shell 創

建了許多標準。這個標準的目前版本，是 shell 和 IEEE 標準 1003.1-2001 的公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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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冊子，也稱為 POSIX（Portable Operating System Interface）標準。而這個 shell

也是本書中其餘部分使用到的基礎。 

本書中，範例的執行版本為 Mac OS X 10.11、Ubuntu Linux 14.0，以及在

Sparcstation Ultra-30上的舊版本的 SunOS 5.7。除了第 14章中的一些 Bash範例外，

所有範例都使用 Korn shell執行，而即便如此他們也可以用 Bash執行。 

因為 shell 提供了一種直譯式程式語言，讓程式可以快速地編寫、修改，並快速、

輕鬆地進行調整。因此我們把 shell 作為我們撰寫程式時的首選語言，而在熟練使

用 shell寫程式之後，相信你也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本書的組成 
本書假設你已經熟知系統及命令的基礎知識，也就是知道如何登入、新增檔案，包

括編輯、刪除，以及知道如何使用目錄。如果沒有使用過 Linux 或 Unix 系統，我

們將在第 1 章「基礎知識的快速回顧」中，研究這些基礎知識。另外，在第 1 章中，

也將回顧檔案名稱的替換、I/O重導向，以及管線命令。 

第 2 章「何謂 shell？」，將會了解 shell 到底是什麼，如何運作，以及如何最後成

為與作業系統本身互動的主要方法。了解每次登入系統時會發生什麼事，以及 shell

程式是如何啟動、如何解析命令行，以及如何執行其他程式。在第章提到的關鍵點

是 shell只是另一個程式而已，不多也不少。 

第 3章「交換的工具」提供了有關編寫 shell程式的工具教學。本章節所涵蓋的範圍

為 cut、paste、sed、grep、sort、tr、uniq。當然，選擇這些命令來介紹是非常主觀

的，但卻也確定了本書剩餘部分所要介紹的內容方向。同時，在第 3 章也有一些正

規表示法的詳細討論，正規表示法使用在許多 Unix命令上，如 sed、grep和 ed。 

第 4章到第 9章教你如何將 shell運用在編寫程式上。將學習到如何編寫自己的命令、

使用變數、編寫接收參數的程式、做決策、使用 shell的 for、while、until迴圈命令，

並使用 read命令從終端機或檔案中讀取資料。第 5章「我可以引用你嗎？」完全是

為了討論 shell中最有趣（也是最混亂的）一個方面：解釋引用的方法。 

本書涵蓋 shell 的所有基本編寫程式的結構，而你將會有能力編寫 shell 程式，來解

決所遇到的特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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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環境」涵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真正了解 shell 的運作方式：環境。

將了解到區域變數和輸出變數、子 shell、特殊的 shell 變數，如 HOME、PATH 和

CDPATH，以及如何設定 .profile檔案。 

第 11 章「再論參數」和第 12 章「其他議題」結合了一些尚未完成的事項，第 13

章「再訪 rolo」介紹了在本書中開發的程式，名為 rolo的電話簿的最終版本。 

第 14章「交談式和非標準的 shell功能」討論了非正式 IEEE POSIX標準的 shell部

分（但在大多數 Unix和 Linux shell中都可以使用）的 shell的功能，或者主要是以

交談的方式，而不是在程式中使用。 

附錄 A「shell摘要」摘錄了 IEEE POSIX標準 shell的特性。 

附錄 B「更多的資訊」列出了參考資料和資源，包括可以下載不同 shell的網站。 

本書的概念就是，透過範例來教學。我們相信正確地使用範例來說明如何使用特定

功能，其效果會比光是使用文字敘述要好上十倍。俗話說「A picture is worth …」

似乎也能套用在編寫程式上。 

我們鼓勵你將每個範例都輸入到系統上實際測試一次，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精通 shell

程式設計。也可以試著改變範例中的命令，來看看會有什麼樣的效果，或是加入不

同的選項或功能來使程式更加完整。 



 

 
 

基礎知識的快速回顧 
 

 

本章提供了對 Unix 系統的回顧，包括檔案系統、基本命令、檔案名稱替換、I/O 重

導向和管線命令（pipe line）。 

一些基本命令 

顯示日期和時間：date命令 

date命令會讓系統印出日期和時間： 

$ date 
Thu Dec  3 11:04:09 MST 2015 
$ 

date會印出星期幾、月份、日期、時間（根據系統時區的 24時制）、年份。在本書

的範例程式碼中，當使用粗體字時，就是需要輸入的程式碼。而一般的字體則是

Unix系統會印出的內容，斜體字是用於互動式序列中的註釋。 

按下 Enter 鍵可以將 Unix 命令傳給系統。Enter 表示已經完成了輸入內容，並準備

好讓 Unix系統來執行這些命令。 

誰登入了系統：who命令 

who命令可用於取得目前登入到系統的所有使用者資訊： 

$ who 
pat       tty29    Jul 19 14:40 
ruth      tty37    Jul 19 10:54 
steve     tty25    Jul 19 15: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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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三個使用者登入到系統中：pat、ruth 和 steve。除了每個使用者的 ID，還列

出了該使用者的 tty號碼和使用者登入的日期和時間。tty號碼是 Unix系統在使用者

登入系統時，提供每個終端或網路設備的唯一識別號碼。 

who的命令也可以用來取得有關自己的訊息： 

$ who am i 
pat       tty29   Jul 19 14:40 
$ 

who 和 who am i 實際上是同樣的命令：who。在後面的情況中，am 和 i 是 who 命

令的參數。（這不是一個用來說明如何使用命令參數的很好的例子，只是對 who 命

令的好奇心使然罷了。） 

印出字元：echo命令 

無論打了什麼字，echo 命令會在終端上將它印出（或覆述），但也有一些例外，稍

後就會了解： 

$ echo this is a test  
this is a test  
$ echo why not print out a longer line with echo?  
why not print out a longer line with echo?  
$ echo 
                                     印出空白的一行 
$ echo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 

從上面的範例中可以注意到，echo 將字之間額外的空白刪去。這是因為在 Unix 系

統上，空格只是做分開單字的功用時，這些單字顯得很重要。所以通常 Unix 系統

會忽略這些額外的空格（在下一章將可以了解更多資訊）。 

使用檔案 
Unix 系統僅識別三種基本類型的檔案：一般（ordinary）檔案，目錄（directory）

檔案和特殊（special）檔案。一般檔案就是：系統上包含資料、文字檔、程式命令

或任何其他內容的檔案。目錄，或稱資料夾，將在本章後面介紹。最後，顧名思

義，特殊檔案對 Unix系統有特殊的意義，通常與某種形式的 I/O互相關聯。 

只要檔案名稱中包含的字元總數不大於 255，檔案名稱就可以由鍵盤直接提供的任

何字元組成（甚至不包括某些字元）。如果超過了 255個字元，Unix系統只會忽略

額外的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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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x 系統提供許多使檔案易於使用的工具。這裡我們將回顧一些基本的檔案操作命

令。 

列出檔案：ls命令 

要查看儲存在目錄中的檔案，可以輸入 ls命令： 

$ ls  
READ_ME  
names  
tmp  
$ 

這個輸出指出名為 READ_ME、name 和 tmp 的三個檔案包含在目前的目錄之中。

（需要注意 ls的輸出可能因系統而異。例如，在許多 Unix系統上，ls在將其輸出發

送到終端時會產生多列輸出；在其他系統，可能使用不同的顏色來表示不同類型的

檔案。你可以隨時使用 -1選項強制單列輸出 -- 這是第一個。） 

顯示檔案的內容：cat命令 

可以使用 cat 命令來檢查檔案的內容。（如果你認為這是貓科動物的名稱，其實這

是「連接（concatenate）」的縮寫）。cat的參數是要檢查其內容的檔案名稱。 

$ cat names  
Susan  
Jeff  
Henry  
Allan  
Ken  
$ 

計算檔案的單字數量：wc命令 

使用 wc 命令，可以取得檔案中所包含的行、單字和字元的總數。而該檔案的名稱

也再次被指定為這個命令的參數： 

$ wc names  
         5        7        27 names 
$ 

wc 命令列出三個數字，而隨後的是檔案名稱。第一個數字表示檔案中的行數

（5），第二個數字表示單字數（7），第三個數字表示字元數（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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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選項 

大多數 Unix命令允許在執行命令時指定選項。這些選項通常遵循相同的格式： 

-letter 

也就是說，一個命令選項是一個負號，緊跟著一個字母。舉例來說，想要只計算檔

案中所包含的行數，將選項 -l（即字母 l）指定給 wc命令： 

$ wc -l names  
         5 names  
$ 

想要只計算檔案中的字元數，要指定 -c選項： 

$ wc -c names  
         27 names  
$ 

最後，-w選項可用於計算檔案中包含的單字數量： 

$ wc -w names  
         7 names  
$ 

一些命令要求在檔案名稱參數之前列出這些選項。例如，sort names -r 是可以接受

的，而 wc names -l不是。但是，前者的做法並不常見，大多數 Unix命令都是設計

為先指定命令選項，如 wc -l names所示。 

製作檔案的副本：cp命令 

想要製作檔案的副本，就要用 cp 命令。命令的第一個參數是要複製的檔案名稱

（稱為原始檔案），第二個參數是將該副本放入的檔案名稱（稱為目標檔案）。你

可以建立一個檔案 names的副本，並將其稱為 saved_names，如下所示： 

$ cp names saved_names  
$ 

執行這個命令會將檔案 names 的內容，複製到名為 saved_names 的新檔案中。跟許

多 Unix 命令一樣，輸入 cp 命令之後，並不會顯示除命令提示符之外的輸出，也表

示該命令已經執行完成。 

重新命名檔案：mv命令 

使用 mv（move） 命令來重新命名檔案。mv命令的參數與 cp命令格式相同。第一

個參數是要重新命名的檔案名稱，第二個參數是新名稱。例如，要將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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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d_names的名稱更改為 hold_it，用以下命令將會執行上述的要求： 

$ mv saved_names hold_it  
$ 

這邊要小心的是，當執行 mv 或 cp 命令時，Unix 系統並不關心指定為第二個參數

的檔案名稱是否已經存在。如果已經存在，被指定的檔案名稱之原先內容將遺失。

例如，如果存在名為 old_names的檔案，若執行下列命令 

cp names old_names 

會將 names複製到 old_names，並且摧毀 old_names之前的內容。同樣地，命令 

mv names old_names 

會重新命名 names 為 old_names。即使在這個命令執行之前，old_names 這個檔案

就已經存在。 

刪除檔案：rm命令 

使用 rm命令從系統中刪除檔案。rm的參數只需要刪除的檔案名稱： 

$ rm hold_it  
$ 

也可以使用 rm 命令一次刪除多個檔案，只需在命令行中指定這些檔案即可。例

如，以下命令將刪除三個檔案 wb、collect和 mon： 

$ rm wb collect mon 
$ 
 

使用目錄 
假設有一套由各種備忘錄、提案和信件所組成的檔案集。再進一步假設有另一套檔

案集是電腦程式。將這個第一組集合放進一個名為 documents 的目錄，後者放進名

為 programs 的目錄，似乎是比較合乎邏輯的做法。圖 1.1 說明了這樣一個目錄組

織。 

documents programs

collect monwbplan dact sys.A new.hire no.JSK AMG.reply

 

圖 1.1  範例中的目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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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目錄 documents 包含了檔案 plan、 dact、 sys.A、 new.hire、 no.JSK 和

AMG.reply。目錄 programs 包含檔案 wb、collect 和 mon。在某些時候，你可能會

進一步對目錄中的檔案進行分類。這可以透過建立子目錄，然後將每個檔案放入相

對應的子目錄。例如，你可能想要在目錄 documents 中建立名為 memos、proposal

和 letter的子目錄，如圖 1.2所示。 

documents programs

collect monwbmemos

plan dact

proposals letters

sys.A new.hire no.JSK AMG.reply

 

圖 1.2  目錄中包含著子目錄 

documents 包含子目錄 memos、proposals 和 letters。這些子目錄中依次包含兩個檔

案：memos 包含 plan 和 dact；proposals 包含 sys.A 和 new.hire；而 letters 包含

no.JSK和 AMG.reply。 

雖然一個目錄中的每個檔案必須具有唯一的名稱，但在不同目錄中的檔案就不需要

遵守這項規則。所以即使有一個名為 dact 的檔案存在於子目錄 memos 中，也可以

在目錄 programs中有一個同樣名為 dact的檔案。 

主目錄和路徑名稱 

Unix 系統始終將系統的每個使用者與特定目錄相關聯。當你登錄系統時，將自動放

入你自己的目錄（稱為主目錄）。 

雖然使用者主目錄的位置可能在不同系統上有所差異，但我們假設你的主目錄稱為

steve，且該目錄實際上是名為 users 的目錄的子目錄。因此，如果你有目錄

documents 和 programs，那麼實際上整體目錄結構將如圖 1.3 所示。在目錄樹的頂

部顯示一個名為  / （一個發音為「slash」）的特殊目錄。該目錄被稱為根目錄

（root）。 

無論何時，當在特定目錄中（稱為目前工作目錄），可以立即讀取該目錄中所包含

的檔案，而且不需要指定任何路徑資訊。但如果要讀取另一個目錄中的檔案，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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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要先發出命令「更改」到相對應的目錄，然後讀取特定的檔案，也可以透過其路

徑名稱（pathname）指定特定檔案。 

documents

steve

users

/

pat ruth

programs

collect monwbmemos

plan dact

proposals letters

sys.A new.hire no.JSK AMG.reply

…

 

圖 1.3  分層目錄結構 

路徑名稱能夠將特定檔案標示給 Unix 系統。在路徑名稱的說明中，路徑上的連續

目錄用斜線符號 / 分隔。以斜線符號開頭的路徑名稱為完整路徑或絕對路徑，因為

它是從根目錄指定的完整路徑。例如，路徑名稱 /users/steve 標示目錄 users 中包含

的目錄 steve。同樣地，路徑名稱  /users/steve/documents 引用包含在 users 中的

steve 目錄中的目錄 documents。作為最後一個例子，路徑名稱  /users/steve/ 

documents/letters/AMG.reply 標示沿著適當的目錄路徑，就能找到所包含的檔案

AMG.reply。 

而為了減少需要打的字，Unix 提供了一些便利方法。不以斜線開頭的路徑名稱為相

對路徑名稱：其路徑與目前工作目錄相對。例如，如果剛剛登入到系統，並進入主

目錄 /users/steve，則可以直接輸入 documents 來直接引用目錄 documents。類似

地，可以輸入相對路徑名稱 programs/mon 來讀取目錄 programs中包含的檔案。 

按照慣例，.. 總是引用比目前目錄高一層的目錄，稱為父目錄。例如，如果在主目

錄 /users/steve 中，則路徑名稱 .. 將引用目錄 users。如果已經發出了相對應的命令

將工作目錄更改為 documents/letters，則路徑名稱 .. 將引用 documents目錄，../.. 將

引用目錄 steve，並且 ../proposals/new.hire 將引用包含在 proposal 目錄中的檔案

new.hire。通常有很多種方式來指定特定檔案的路徑，這是一個非常 Unix-y 的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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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符號是單一個點 .，它是指目前的目錄。當要在目前的目錄中指定一個 shell

腳本，而不是 PATH 中的某一個時，這在本書稍後將變得非常重要，我們會盡快解

釋其中的原因。 

顯示目前工作目錄：pwd命令 

pwd命令用來告訴你目前工作目錄的名稱。 

回想圖 1.3 中的目錄結構。登入系統後進入的目錄稱為主目錄。從圖 1.3 可以看

出，使用者 steve的主目錄是 /users/steve。因此，每當 steve登入系統時，他將自動

放在這個目錄下。為了驗證是否真是如此，可以輸入 pwd（印出目前工作目錄）命

令： 

$ pwd  
/users/steve  
$ 

這個輸出也驗證了 steve 的目前工作目錄為 /users/steve。 

改變目錄：cd命令 

可以使用 cd 命令更改目前的工作目錄。這個命令將其目標或目標目錄的名稱作為

參數。 

假設剛剛登入到系統，並被放置在主目錄 /users/steve 中。如圖 1.4 中的箭頭所描

繪。 

你知道在「steve」主目錄下有兩個目錄：documents 和 programs。這可以透過輸入

ls命令在終端上輕鬆驗證： 

$ ls  
documents  
programs  
$ 

ls 命令列出了兩個目錄：documents 和 programs，與之前的範例中列出的其他一般

檔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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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s

steve

users

/

pat ruth

programs

collect monwbmemos

plan dact

proposals letters

sys.A new.hire no.JSK AMG.reply

…

 

圖 1.4  steve 是目前工作目錄 

要更改目前工作目錄，輸入 cd命令，隨後是新目錄的名稱： 

$ cd documents 
$ 

執行此命令後，將進入目錄 documents中，如圖 1.5所示。 

documents

steve

users

/

pat ruth

programs

collect monwbmemos

plan dact

proposals letters

sys.A new.hire no.JSK AMG.reply

…

 

圖 1.5  cd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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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 pwd命令驗證工作目錄是否已經更改： 

$ pwd  
/users/steve/documents  
$ 

在目錄中移動一個級別的最簡單方法就是，使用命令引用 .. 快捷方式 

cd .. 

因為按照慣例 .. 會指向上一層的目錄（參見圖 1.6）。 

$ cd ..  
$ pwd  
/users/steve  
$ 

documents

steve

users

/

pat ruth

programs

collect monwbmemos

plan dact

proposals letters

sys.A new.hire no.JSK AMG.reply

…

 

圖 1.6  cd.. 

如果要更改為目錄 letters，可以透過指定相對路徑 documents/letters（參見圖

1.7），使用單個 cd命令進入該目錄： 

$ cd documents/letters  
$ pwd  
/users/steve/documents/lett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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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s

steve

users

/

pat ruth

programs

collect monwbmemos

plan dact

proposals letters

sys.A new.hire no.JSK AMG.reply

…

 

圖 1.7  cd documents/letters 

可以透過使用單個 cd命令，往上移動兩個目錄來回到主目錄，如圖所示： 

$ cd ../..  
$ pwd  
/users/steve  
$ 

或者可以使用完整路徑名稱，而不是相對路徑名稱來回到主目錄： 

$ cd /users/steve  
$ pwd  
/users/steve  
$ 

最後，還有第三種最簡單的方法來回到主目錄。輸入不帶參數的命令 cd 將會回到

主目錄，且無論檔案系統中的哪個位置： 

$ cd  
$ pwd  
/users/steve  
$ 

更多關於 ls命令 

當輸入 ls命令時，將列出目前工作目錄中包含的檔案。但是，也可以透過向 ls命令

提供參數來獲取其他目錄中的檔案列表。首先回到主目錄： 

$ cd  
$ pwd  
/users/ste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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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來看看目前工作目錄中的檔案： 

$ ls  
documents  
programs  
$ 

如果將這些目錄之一的名稱提供給 ls 命令，則可以取得該目錄的內容列表。因此，

可以透過輸入命令 ls documents來找出目錄 documents中的內容： 

$ ls documents  
letters  
memos  
proposals  
$ 

要查看子目錄 memos，可以按照類似的步驟： 

$ ls documents/memos  
dact  
plan  
$ 

如果為 ls命令指定了一個非目錄檔案的參數，那麼只會在終端上印出該檔案名稱： 

$ ls documents/memos/plan  
documents/memos/plan  
$ 

感到困惑了嗎？ls 命令有一個選項，除其他事項外，可以確定特定檔案是否為目

錄。-l 選項（字母 l）提供了目錄中檔案更詳細的描述。如果目前在 steve 的主目錄

下，下列是 ls命令使用-l選項所產生的： 

$ ls –l  
total 2 
drwxr-xr-x    5 steve    DP3725     80 Jun 25 13:27 documents 
drwxr-xr-x    2 steve    DP3725     96 Jun 25 13:31 programs 
$ 

顯示的第一行是所列檔案使用的儲存器總數（1,024字節）的計數。ls -l命令顯示的

每一行都包含有關目錄中檔案的詳細資訊。每行上的第一個字元表示檔案的類型：

d為目錄，- 為檔案，b，c，l或 p為特殊檔案。 

接下來的九個字元定義該特定檔案或目錄的存取權限。這些存取模式適用於檔案的

所有者（前三個字元）、與檔案所有者在同一組中的其他用戶（接下來的三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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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及系統上最後所有其他用戶（最後三個字元）。通常，它們指示指定的用

戶類別是否可以讀取檔案，寫入檔案或執行檔案的內容（在程式或 shell 腳本的情

況下）。 

ls -l 命令後會顯示連結計數（參閱本章後面的「連結檔案：ln 命令」）、檔案的所

有者、檔案的組所有者、檔案的大小（也就是說，有多少字元被包含在其中），以

及最後一次修改檔案的時間，最後顯示的資訊是檔案名稱本身。 

 
注意 

許多現代 Unix 系統已經不再使用組了，所以當仍然顯示這些權限時，ls 命

令的輸出中經常會省略一個特定檔案或目錄的組所有者。 

 

現在應該可以從 ls -l輸出中收集一些充滿檔案的目錄的大量資訊： 

$ ls -l programs  
total 4 
-rwxr-xr-x    1 steve    DP3725     358 Jun 25 13:31 collect 
-rwxr-xr-x    1 steve    DP3725    1219 Jun 25 13:31 mon 
-rwxr-xr-x    1 steve    DP3725      89 Jun 25 13:30 wb 
$ 

每行第一列中的虛線表示三個檔案 collect、mon 和 wb 都是一般檔案，而不是目

錄。現在，能清楚知道它們的容量有多大嗎？ 

建立目錄：mkdir命令 

使用 mkdir 建立目錄。此命令的參數只需要建立的目錄名稱。例如，假設仍在使用

圖 1.7所示的目錄結構，並且要在目錄 documents和 programs的同一級別下，建立

一個名為 misc 的新目錄。如果目前正在主目錄，輸入命令 mkdir misc 就能達到預

期的效果： 

$ mkdir misc  
$ 

現在，如果你輸入 ls，將會列出新的目錄： 

$ ls  
documents  
misc  
progra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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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結構就如圖 1.8所示。 

documents

steve

programs misc

collect monwbmemos

plan dact

proposals letters

sys.A new.hire no.JSK AMG.reply

 

圖 1.8  建立目錄 misc 後的目錄結構 

將檔案從一個目錄中複製到另一個目錄 

cp 命令可用於將檔案從一個目錄複製到另一個目錄。例如，可以將目錄 programs

中的檔案 wb複製到目錄 misc中名為 wbx的檔案中，如下所示： 

$ cp programs/wb misc/wbx  
$ 

因為這兩個檔案在不同的目錄中，所以它們可以具有完全相同的名稱： 

$ cp programs/wb misc/wb  
$ 

當目標檔案與原始檔案具有相同的名稱（當然在另一個目錄中）時，可以只將目標

目錄指定為第二個參數： 

$ cp programs/wb misc  
$ 

當執行此命令時，Unix 系統會識別第二個參數是一個目錄，並將原始檔案複製到該

目錄中。新檔案的名稱與原始檔案相同。 

可以透過在目標目錄的名稱之前，列出要複製的檔案，將多個檔案複製到目錄中。

如果目前在程序目錄中，那麼命令 

$ cp wb collect mon ../misc  
$ 

會將三個檔案 wb、collect 和 mon 複製到 misc 目錄中，而且都具有相同的檔案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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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將檔案從另一個目錄複製到檔案系統中的目前位置，並為檔案提供相同的名稱，

請使用目前目錄的「.」快捷方式： 

$ pwd  
/users/steve/misc  
$ cp ../programs/collect .  
$ 

上述命令將檔案 collect 從目錄  ../programs 複製到目前目錄（/users/steve/misc）

中。 

在目錄之間移動檔案 

回顧 mv 命令，它可以用來重新命名檔案。的確，Unix 中沒有「rename」命令。但

是，當兩個參數引用不同的目錄時，該檔案實際上從第一個目錄移動到第二個目

錄。 

要示範這一點，從主目錄進入到目錄 documents： 

$ cd documents  
$ 

假設現在確定包含在目錄 memos 中的檔案 plan 其實應該是一項提案，因此希望將

其從目錄 memos移動到目錄 proposals中。可以用下列方法做到這點： 

$ mv memos/plan proposals/plan  
$ 

與 cp 命令一樣，如果原始檔案和目標檔案具有相同的名稱，只需要提供目標目錄

的名稱，所以還有一個更簡單的方法來移動這個檔案： 

$ mv memos/plan proposals  
$ 

就像 cp 命令，要移動一群檔案時，可以透過在目標目錄的名稱之前，簡單列出要

移動的所有檔案，便可以同時移動到目錄中： 

$ pwd  
/users/steve/programs  
$ mv wb collect mon ../misc  
$ 

這會把三個檔案 wb、collect和 mon移到目錄 misc中。 

也可以使用 mv命令來更改目錄的名稱。舉例來說，以下將目錄 programs重命名為

bin。 

$ mv programs b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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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檔案：ln命令 
到目前為止，已經討論過的所有檔案管理都假設，給定的資料集只有一個檔案名，

只要這些檔案位於檔案系統中。但事實上，Unix 比這更加複雜，可以將同一資料集

分配多個檔案名稱。 

將檔案建立重複名稱的主要命令是 ln命令。 

ln命令的一般形式是 

ln from to 

這將檔案 from連結到檔案 to。 

從圖 1.8 回想一下 steve 的目錄 programs 的結構。在該目錄中，已經有了一個名為

wb 的程式。假設現在決定將這個程式也稱作 writeback。最明顯的做法是，簡單地

建立一個名為 writeback的 wb副本： 

$ cp wb writeback  
$ 

這種方法的缺點是，程式所佔用的硬碟空間是現在的兩倍。此外，如果 steve 改變

了 wb，可能會忘記複製 writeback 中的變化，導致他認為是同一個程式有兩個不同

的同步副本。 

透過將檔案 wb連結到新名稱，可以避免這些問題： 

$ ln wb writeback  
$ 

並不是檔案有兩個副本存在，而是只有一個檔案存在，卻有兩個不同的名稱：wb

和 writeback，這兩個檔案已經被 Unix系統連結。 

這樣看起來好像有兩個不同的檔案。執行 ls命令分別顯示兩個檔案： 

$ ls  
collect  
mon  
wb  
writeback  
$ 

有趣的是，當使用 ls -l： 

$ ls -l  
total 5  
-rwxr-xr-x    1 steve    DP3725     358 Jun 25 13:31 collect 
-rwxr-xr-x    1 steve    DP3725    1219 Jun 25 13:31 mon 
-rwxr-xr-x    2 steve    DP3725      89 Jun 25 13:30 wb 
-rwxr-xr-x    2 steve    DP3725      89 Jun 25 13:30 writeba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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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查看輸出的第二列：collect和 mon顯示的數字為 1，而 wb和 writeback為 2。

這是對於檔案的連結數，通常 1為非連結的非目錄檔案。但因為 wb和 writeback是

有連結的，所以這個數字是 2（更正確的來說，是這個檔案有兩個名字）。 

可以隨時刪除連結的檔案，但另一個不會被刪除： 

$ rm writeback  
$ ls -l  
total 4  
-rwxr-xr-x    1 steve    DP3725     358 Jun 25 13:31 collect 
-rwxr-xr-x    1 steve    DP3725    1219 Jun 25 13:31 mon 
-rwxr-xr-x    1 steve    DP3725      89 Jun 25 13:30 wb 
$ 

可以注意到 wb的連結數從 2變為 1，因為其中一個連結已經被刪除。 

通常來說，ln用於允許檔案同時出現在多個目錄中。例如，假設 pat想要存取 steve

的 wb 程式。並不是為自己製作副本（根據前面描述的相同資料同步問題），或是

在他的 PATH 中包含 steve 的程式目錄 （具有第 10 章「環境」中描述的安全風

險），他可以從自己的程式目錄簡單地連結到檔案： 

$ pwd  
/users/pat/bin                       pat 的程式目錄 
$ ls -l  
total 4  
-rwxr-xr-x    1 pat      DP3822    1358 Jan 15 11:01 lcat 
-rwxr-xr-x    1 pat      DP3822     504 Apr 21 18:30 xtr 
$ ln /users/steve/wb .               連結 wb到 pat的 bin 
$ ls -l  
total 5  
-rwxr-xr-x    1 pat      DP3822    1358 Jan 15 11:01 lcat 
-rwxr-xr-x    2 steve    DP3725      89 Jun 25 13:30 wb 
-rwxr-xr-x    1 pat      DP3822     504 Apr 21 18:30 xtr 
$ 

請注意，即使在查看 pat 目錄的內容時，仍然將 steve 列為 wb 的所有者。這很合

理，因為這個檔案只有一個副本，而所有者是 steve。 

連結檔案的唯一規定是，要連結在一起的檔案必須位於同一個檔案系統上。如果不

在同一檔案系統上，當嘗試連結它們時，會從 ln中收到錯誤。（要確定系統上的不

同檔案系統，需要執行 df命令。每行輸出上的第一段是檔案系統的名稱。） 

要建立不同檔案系統（或不同的網絡系統）上的檔案連結，可以對 ln命令使用-s選

項。這會建立一個符號連結。符號連結的行為很像一般的連結，除了符號連結指向

原始檔案；如果原始檔案被刪除，則符號連結將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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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看符號連結要如何與上一個例子一起執行： 

$ rm wb  
$ ls -l  
total 4  
-rwxr-xr-x    1 pat      DP3822    1358 Jan 15 11:01 lcat 
-rwxr-xr-x    1 pat      DP3822     504 Apr 21 18:30 xtr 
$ ln -s /users/steve/wb ./symwb               符號連結到 wb 
 
$ ls -l  
total 5  
-rwxr-xr-x    1 pat      DP3822    1358 Jan 15 11:01 lcat 
lrwxr-xr-x    1 pat      DP3822      15 Jul 20 15:22 symwb -> /users/steve/wb 
-rwxr-xr-x    1 pat      DP3822     504 Apr 21 18:30 xtr 
$ 

注意到一點，pat被列為 symwb 的所有者，並且在 ls輸出中顯示為第一個字元的檔

案類型為 l，來表示符號連結。符號連結的大小為 15（該檔案實際上包含字元  

/users/steve/wb），但是如果試著存取該檔案的內容，會看到它連結的檔案的內

容， /users/steve/wb： 

$ wc symwb  
         5        9        89 symwb 
$ 

ls 命令的-L 選項可以與-l 選項一起使用，用以取得符號連結指向的檔案的詳細資訊

列表： 

$ ls -Ll  
total 5  
-rwxr-xr-x    1 pat      DP3822    1358 Jan 15 11:01 lcat 
-rwxr-xr-x    2 steve    DP3725      89 Jun 25 13:30 wb 
-rwxr-xr-x    1 pat      DP3822     504 Apr 21 18:30 xtr 
$ 

刪除符號連結指向的檔案，會使符號連結無效（因為符號連結被保留為檔案名

稱），但不會將其刪除： 

$ rm /users/steve/wb            假設 pat 可以刪除這個檔案 
$ ls -l  
total 5  
-rwxr-xr-x    1 pat      DP3822    1358 Jan 15 11:01 lcat 
lrwxr-xr-x    1 pat      DP3822      15 Jul 20 15:22 wb -> /users/steve/wb 
-rwxr-xr-x    1 pat      DP3822     504 Apr 21 18:30 xtr 
$ wc wb  
Cannot open wb: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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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類型的檔案稱為懸掛符號連結（dangling symbolic link），除非有特定的原因

要保留（例如，如果打算替換已刪除的檔案），否則應刪除該檔案。 

在結束這個討論之前的最後一個注意事項：ln命令遵循與 cp和 mv相同的格式，這

意味著可以建立指向特定目標目錄中的一堆檔案的連結，使用格式如下： 

ln files directory 
 

刪除目錄：rmdir命令 

可以使用 rmdir 命令刪除目錄。但是，為了不要意外地刪除數十或數百個檔案，除

非指定的目錄完全是空的，否則 rmdir不會讓你繼續進行。 

要刪除目錄 /users/pat，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 rmdir/users/pat  
rmdir: pat: Directory not empty  
$ 

馬上就出現了一個錯誤，現在刪除之前建立的目錄 misc： 

$ rmdir /users/steve/misc  
rmdir: /users/steve/misc: Directory not empty  
$ 

如果仍然要刪除目錄 misc，則在重新輸入 rmdir 命令之前，必須先刪除該目錄中所

包含的所有檔案。 

作為刪除目錄及其內容的替代方法，可以使用 rm命令的 -r選項。格式很簡單： 

rm -r dir 

其中 dir 是要刪除的目錄的名稱。rm 刪除指定的目錄和其中的所有檔案（包括目

錄），因此請謹慎使用這個強大的命令。 

想要更進一步嗎？加入 -f 標誌，它會強制執行該操作，而且不會再逐個命令提示

你。如果一不小心，可以完全清理系統，所以有很多管理員完全避免使用 rm -r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