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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電腦軟體的類型

電腦軟體 (software) 指的是告訴電腦去做什麼的指令或程式，又分為「系統軟體」

與「應用軟體」兩種類型。

 

6-6-1-1  系統軟體

系統軟體 (system software) 是負責支援電腦運作的程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諸如

Microsoft Windows、Apple macOS、UNIX、Linux等作業系統 (operating system)，

這是介於電腦硬體與應用軟體之間的程式，除了提供執行應用軟體的環境，還負責

分配系統資源，例如 CPU、記憶體、磁碟等。

使用者之所以能夠在視窗作業系統中拖曳滑鼠、存取磁碟、編輯文件或上網，而不

必擔心如何與滑鼠、鍵盤、磁碟、記憶體、螢幕、網路卡等硬體裝置互動，就是因

為作業系統不僅會妥善分配系統資源，更知道如何驅動硬體裝置。

除了作業系統，公用程式和程式開發工具也通常被歸類為系統軟體，公用程式 

(utility) 是用來管理電腦資源的程式，例如WinZip、WinRAR可以用來壓縮資料；

Windows內建的磁碟掃描、磁碟重組及磁碟清理等程式可以用來管理磁碟；Trend 

PC-cillin (趨勢科技 )、Kaspersky Internet Security (卡巴斯基 )、Symantec Norton 

AntiVirus (諾頓防毒 ) 可以用來防毒防駭等。

程式開發工具 (program development tool) 是協助程式設計人員開發應用軟體

的工具，包括文字編輯器、整合開發環境、組譯程式 (assembler)、編譯程式 

(compiler)、連結程式 (linker)、載入程式 (loader)、偵錯程式 (debugger) 等，例如

Microsoft Visual Studio就是一套提供整合開發環境的程式開發工具。

圖 6.1 電腦軟體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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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2  應用軟體

應用軟體 (application software) 是針對特定事務或工作所撰寫的程式，目的是協

助使用者解決問題。

依設計的目的不同，應用軟體又分為下列兩種類型：

 橫向應用軟體 (horizontal application software)：這類應用軟體通常是由大型

的軟體公司 (例如 Microsoft、Oracle、Adobe、Autodesk⋯) 根據市場上多數

使用者的需求所設計，然後透過代理商、資訊賣場或網際網路來銷售，使

用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選購適合的應用軟體，又稱為通用型應用軟體，例

如 Microsoft Office屬於辦公室自動化軟體、Adobe Photoshop屬於影像處理

軟體、CorelDRAW屬於繪圖軟體、Adobe Dreamweaver屬於網頁設計軟體、

Indesign屬於排版軟體。

在過去，橫向應用軟體通常是採取買斷的方式，也就是使用者只要付出一次費

用，就可以永久使用該軟體，而現在則有愈來愈多軟體推出訂閱的方式，例如

Microsoft Office 2016家用及學生版的買斷費用為 4790元 (供 1部 PC使用 )，

日後若要升級至更新的版本，必須重新購買，而 Office 365個人版的訂閱費用

為每年 2190元或每月 219元 (供 1部 PC或Mac、1部平板電腦和 1支手機使

用 )，只要在訂閱期間內，即可免費升級至更新的版本。

 縱向應用軟體 (vertical application software)：當市場上既有的軟體無法滿足企

業的需求或有效解決企業的問題時，部分企業會委託其它軟體公司開發符合需

求的應用軟體，而大型企業通常有自己的程式設計人員，此時就可以自行開發

應用軟體，這類應用軟體即屬於縱向應用軟體，又稱為專用型應用軟體，例如

會計系統、財務系統、進銷存系統、診療系統、收銀系統等。

此外，我們也可以根據應用軟體的用途來做分類，例如辦公室自動化軟體、影像繪

圖軟體、排版軟體、網頁設計軟體、影音編輯軟體、光碟製作及燒錄軟體、通訊軟

體、電腦解題工具等。

系統軟體和應用軟體最大的不同在於其機器相關性 (machine dependency)，應用軟

體是將電腦當成解決問題的工具，著重於應用軟體的用途，而不是電腦本身，所以

與電腦的架構無關；反之，系統軟體是負責支援電腦運作，著重於電腦本身，自然

與電腦的架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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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開放原始碼軟體與 App的崛起

開放原始碼軟體 (open source software) 指的是軟體的原創者將 Beta測試版、原始程

式碼及相關文件公布於網際網路，讓其它人免費下載、安裝與使用，若其它人發

現錯誤或不符合需求，可以進行修改或強化功能，然後將這些改變告訴軟體的原創

者，原創者再將之整合至更新版並公布於網際網路，以接受其它更多人的建議。

或許您會認為這種模式很難開發出大型軟體，畢竟這些人並不屬於任何組織，而且

沒有報酬。然 Linux卻徹底顛覆了這項說法，之後依循類似模式所發展出來的開放

原始碼軟體也愈來愈多，例如 OpenOffi ce.org辦公室自動化軟體、Android作業系

統、Apache Web伺服器、PHP程式語言、MySQL資料庫、Firefox瀏覽器等。

此外，目前流行的 App一詞則源自 Apple公司針對其 iPhone、iPad、iPod Touch等

iOS裝置所建立的數位化應用發布平台 App Store，該平台所提供的遊戲、工具軟

體、圖庫等應用程式就叫做 App，使用者可以付費或免費下載 App到自己的 iOS

裝置。雖然 Apple公司試圖將 App Store註冊為商標，並要求法院禁止其它公司使

用，但已遭法官駁回，所以 App不再專指 iOS裝置上的應用程式，而是泛指行動

裝置上的微型應用程式。

由於 App可以結合行動裝置的照相、攝影、錄音、GPS定位、語音辨識、影像辨

識、觸控、加速器、感測器、無線上網、行動通訊等功能，再加上開發人員無窮盡

的創意，使得 App的應用廣泛，例如小遊戲、即時通訊、拍照攝影、在地服務、

路況導航、電子書、音樂播放、影像處理、相片合成、行程管理、電子郵件等。

圖 6.2 熱門的手機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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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部落

雖然多數的軟體都必須付費購買，才能合法使用，但還是有些軟體可以免費使

用，常見的類型如下：

 免費軟體 (freeware)：免費軟體的作者可能基於興趣或實驗目的，研發軟
體讓他人免費使用，這些軟體通常會強調若使用該軟體造成任何損害，概

不負責，即無擔保責任，所以在使用免費軟體之前，務必備份重要資料。

此外，免費軟體的作者在法律上仍保有著作權，並且能夠限制其用途，例

如不能加以複製、研究、修改和散布，或僅限個人使用、僅限學術使用、

非商業使用等。

 公共領域軟體 (public domain software)：這通常是由大學、政府單位或研
究機構使用國家經費所研發，和免費軟體不同的是它沒有著作權 (權利人
明示放棄所有權利 )，他人可以隨意使用、複製和散布。

 共享軟體 (shareware)：共享軟體雖然能夠免費使用，但和免費軟體不
同的是它可能有時間或功能限制，而且為了鼓勵註冊，作者往往會提供

說明文件、技術支援、免費升級等額外的服務給註冊的使用者，例如

WinRAR、WinZip、Acrobat Reader等。

 試用軟體 (trial software)：這是商業軟體公司提供免費試用的軟體，通常有
時間或功能限制，若要長期使用或完全發揮軟體的功能，必須付費購買正

式版，例如Microsoft官方網站有提供 Office的 30天試用版，試用滿意的
話，再付費購買正式版即可。

 開放原始碼軟體 (open source 
software)：這是會公開原始程
式碼的軟體，他人不僅可以隨

意使用、複製和散布，還可以

自行研究和修改以符合需求。

Linux平台上的軟體大多為開放
原始碼軟體，例如OpenOffice.
org、PHP、MySQL等，而智
慧型手機作業系統 Android則
是以 Linux為核心所發展出來
的開放系統。

哪些軟體可以免費使用？

圖 6.3 OpenOffice.org 屬於開放原始碼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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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程式

系統軟體

程式開發工具

6-4 認識作業系統

作業系統 (OS，Operating System) 是介於電腦硬體與應用軟體之間的程式，除了提

供執行應用軟體的環境，還負責分配系統資源，例如 CPU、記憶體、磁碟、輸入 /

輸出等 (圖 6.4)。

不同電腦硬體的作業系統其設計目標各異，例如：

 大型電腦和工作站的作業系統通常應用於科學運算或商業運算，「效率」為其

首要考慮，除了要讓系統資源的使用率最佳化，還要協調與控制各個使用者所

分配到的系統資源。

 個人電腦的作業系統通常應用於個人運算，「便利」為其首要考慮，除了要有

容易操作的使用者介面，還要注重執行效率，以滿足使用者日趨多元的工作和

娛樂需求。

 手持式裝置的作業系統通常是透過無線方式連接到網路，著重於個人使用及遠

端操作。

 汽車或資訊家電等嵌入式電腦的作業系統通常只有一個儀表板，上面有顯示狀

態的指示燈。

圖 6.4 作業系統是介於電腦硬體與應用軟體之間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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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的作業系統有安裝於大型電腦和工作站的 UNIX、Solaris，IBM相容 PC的

MS-DOS、Microsoft Windows、Linux，麥金塔的 macOS，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

等手持式裝置的 Android、iOS、Windows 10等。

作業系統中實際負責管理系統資源的是數個不同的處理程式，而負責協調與控制

這些處理程式，並維持整個作業系統正常運作的程式叫做核心 (kernel) 或監督程式 

(supervisor program)。

核心是作業系統中最重要的程式，在電腦完成開機後，核心會常駐於主記憶體，一

方面是維持整個作業系統正常運作，另一方面是將其它作業系統程式載入主記憶

體。像核心這種常駐於主記憶體的程式稱為常駐程式 (resident)，而在需要時才載

入主記憶體的程式則稱為非常駐程式 (nonresident)(圖 6.5)。

圖 6.5 作業系統的核心與非常駐程式

至於核心是如何載入主記憶體的呢？事實上，核心是透過所謂的開機程式 

(bootstrap program) 或開機載入程式 (bootstrap loader) 在電腦啟動時載入主記憶體，

可是問題來了，開機程式又是如何載入主記憶體的呢？

在過去，電腦的操作人員必須透過控制開關將開機程式的目的碼輸入主記憶體，但

這容易產生錯誤，而且也很不方便。後來就改成當電腦的電源打開時，BIOS會先

進行基本的硬體測試，接著到儲存裝置尋找作業系統，然後利用開機程式將作業系

統的核心載入主記憶體，再將 CPU的使用權交給作業系統。早期 BIOS是儲存在

唯讀記憶體 (ROM)，後來為了方便升級更新，遂改成儲存在快閃記憶體。

Chapter 06  電腦軟體與作業系統 6-9



6-5 作業系統的功能

作業系統的功能主要有下列幾項：

 分配系統資源：電腦經常會同時執行不同的程式或同時服務不同的使用者，

此時，這些程式或使用者就必須共用電腦的系統資源，例如 CPU、記憶體、

磁碟、輸入 /輸出等，而作業系統則必須扮演資源配置者 (resource allocator) 

的角色，負責協調與控制這些程式或使用者共用電腦的系統資源，將系統資

源的分配與運用最佳化及公平化，進一步防止產生錯誤或不正確地使用電腦 

(圖 6.6(a))。

 提供執行應用軟體的環境：作業系統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提供執行應用軟體的環

境，以載入並執行應用軟體，做為應用軟體和電腦硬體之間的橋梁。應用軟體

無須瞭解如何驅動底層的硬體裝置，只要指定欲驅動的硬體裝置，作業系統就

會代為驅動該硬體裝置。

  舉例來說，假設應用軟體要將一個檔案的內容複製到另一個檔案，那麼撰寫應
用軟體的人可能只要呼叫一個函數 (function)，就能完成此動作，但作業系統卻
得做一連串的動作，首先，它必須取得來源檔案和目的檔案的名稱；接著，它

必須開啟來源檔案和目的檔案，這中間可能會發生來源檔案不存在或目的檔案

已經存在等問題，一旦發生問題，就必須通知使用者；再來，它會從來源檔案

讀取資料，然後將資料寫入目的檔案，這中間一樣可能會發生問題，例如磁碟

已滿等，一旦發生問題，就必須通知使用者；最後，它還要關閉來源檔案和目

的檔案。 

 提供使用者介面：使用者介面是使用者和電腦硬體之間的橋梁，有時又稱為殼

層 (shell)，因為它就像圍繞在作業系統外圈的殼一樣 (內圈的部分則是所謂的

核心 )。

  在過去，作業系統所提供的是命令列使用者介面 (command line user interface)，

使用者必須透過鍵盤輸入指定的指令集，才能指揮電腦完成工作，例如 UNIX、
MS-DOS (圖 6.6(b))；而現在，作業系統所提供的是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GUI，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使用者只要透過鍵盤、滑鼠等輸入裝置點選畫面上的
圖示，就能指揮電腦完成工作，例如 Linux、Apple macOS、Microsoft Windows 
(圖 6.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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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a) 作業系統負責分配系統資源

             (b) MS-DOS 採取命令列使用者介面 

          (c) Microsoft Windows 採取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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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作業系統的技術

作業系統的技術演進和電腦硬體的發展過程息息相關，比較重要的里程碑如下：

 第一代電腦 (1946 ~ 1955) 是由真空管所組成，當時並沒有作業系統的存在，若
要執行工作，必須以人工插卡的方式來進行。

 第二代電腦 (1956 ~ 1963) 是由電晶體所組成，當時的輸入裝置是讀卡機，輸出
裝置是打孔機，若要執行工作，必須將程式、資料及控制訊息畫在有固定格式

的打孔卡片 (可能有數張 )，然後交給電腦的操作人員，經過數分鐘、數小時甚
至數天後，就可以得到輸出結果，這個時期所發展出來的作業系統有單工系統 
(single task system)、批次系統 (batch system) 等。

 第三代電腦 (1964 ~ 1970) 是由積體電路所組成，拜電腦硬體大幅進步之賜，這
個時期所發展出來的作業系統有多元程式處理系統 (multiprogramming system)、
分時系統 (time-sharing system) 等。

 第四代電腦 (1971 ~ 現在 ) 是由超大型積體電路所組成，隨著微處理器應用至各種
用途，這個時期所發展出來的作業系統有多處理器系統 (multiprocessor system)、
叢集式系統 (clustered system)、分散式系統 (distributed system)、即時系統 (real 
time system)、手持式系統 (handheld system)、嵌入式系統 (embedded system) 等。

6-6-6-1  批次系統

早期電腦的作業系統很陽春，主要就是將一個工作轉移到下一個工作，屬於單工系

統 (single task system)，一次只能服務一位使用者，若同時有多位使用者，那麼後

面的使用者必須等到前面的使用者完成工作，才能開始執行自己的工作。單工系

統的資源使用率不佳，一旦所執行的工作在存取機械式的輸入 /輸出裝置，其它電

子式的裝置 (包括 CPU) 都必須閒置下來等待其完成。

為了提升效率，於是電腦的操作人員遂留下各個使用者的工作，透過工作控制程式 
(job control program) 將這些工作加以排序，將相同或類似的工作集中在一起，稱為

一個批次 (batch)，然後交給電腦分批執行，再將輸出結果送回給所屬的使用者，

稱為批次處理 (batch processing)。這樣做的好處是不必浪費時間一次又一次地重新

載入並準備相同的資源，至於用來進行批次處理的作業系統則稱為批次系統 (batch 

system)(圖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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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批次系統

圖 6.8 多元程式處理系統

6-6-6-2  多元程式處理系統

多元程式處理 (multiprogramming) 的目的是同時服務多位使用者或多個程式，致力

於讓 CPU一直保持忙碌，以提升 CPU的使用率。在單工系統中，當所執行的工作

在存取速度較慢的輸入 /輸出裝置時，其它速度較快的裝置 (包括 CPU) 都必須閒

置下來等待其完成，造成資源使用率不佳。

反之，在多元程式處理系統 (multiprogramming system) 中，記憶體會同時存放著多

個工作，當所執行的工作在存取速度較慢的輸入 /輸出裝置時，便將 CPU切換到

記憶體中其它需要執行的工作，等之前的工作結束存取輸入 /輸出裝置後，就會重

新得到 CPU，繼續尚未完成的工作，如此週而復始，CPU就能一直保持忙碌，而

不會閒置下來 (圖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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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分時系統

6-6-6-3  分時系統

分時處理 (time-sharing) 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多元程式處理，主要應用於「互動式系

統」(interactive system)。前述的多元程式處理雖然能夠提升資源使用率，但無法

允許使用者與系統互動，若系統需要同時服務多位使用者，而且使用者的工作大

多是以互動的方式來進行，例如編輯文件或整理檔案，那麼可以將 CPU時間分割

成許多小段，稱為時間配額 (time slice)，輪流分配給各個使用者的工作，時間配額

一到，無論目前的工作完成與否，都必須將 CPU的使用權交給下一個工作，而之

前尚未完成的工作在等 CPU輪完一輪後又會回到其手上，並從中斷的地方繼續執

行，這就是分時系統 (time-sharing system)，又稱為多工系統 (multitasking system)

(圖 6.9)。

由於時間配額通常很短，再加上電腦的速度比人類快得多，因此，使用者不會感覺

到自己正在和其它使用者競爭 CPU，除非同時服務的使用者或工作太多，超過作

業系統的負荷，才會出現執行效能低落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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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 多處理器系統

6-6-6-4  多處理器系統

相較於多數系統只有一個 CPU，也就是單處理器系統 (single processor system)，多

處理器系統 (multiprocessor system) 則是擁有多個 CPU的系統，這些 CPU之間會緊

密溝通，並共用匯流排、時脈、周邊裝置或甚至記憶體，又稱為平行系統 (parallel 

system) 或緊密耦合系統 (tightly coupled system)(圖 6.10)。

多處理器系統不僅能增加電腦的工作量以提升效能，共用周邊裝置以節省成本，更

重要的是它能夠增加電腦的可靠度，當電腦的某個 CPU出了問題時，電腦不會因

此癱瘓，只會速度減慢而已，也就是藉由適度的降級 (graceful degration)，提高電

腦的容錯能力。

6-6-6-5  叢集式系統

叢集式系統 (clustered system) 的特性類似多處理器系統，也是集合多個 CPU一起

完成工作，不過，它是由兩個或更多個別的系統集合而成。目前對於叢集式系統

的定義仍眾說紛紜，比較通用的定義是這些電腦會分享儲存裝置並經由網路連接在

一起。

Chapter 06  電腦軟體與作業系統 6-15



圖 6.11 分散式系統

6-6-6-6  分散式系統

網路的盛行造就了分散式系統 (distributed system) 的誕生，在此之前，同一個工作

通常是由同一部電腦的一個或多個 CPU來執行，而在分散式系統中，同一個工作

可以拆成幾個部分，然後透過快速的網路連結指派給多部電腦分別執行，這些電腦

或許位於不同的地點，彼此之間透過網路來聯繫 (圖 6.11)。

從使用者的觀點來看，他並不知道工作被分散到哪部電腦執行，所有分散的工作

都是由分散式系統來執行。為了讓同一個工作能夠分散到多部不同的電腦同時執

行，分散式系統必須擁有比其它作業系統更複雜的 CPU排程演算法，而且在安全

控管的方面也要特別留意。

6-6-6-7  即時系統

即時系統 (real time system) 能夠隨時對輸入訊號做出立刻的回應，通常應用於非常

重視回應時間的系統，例如生產線的自動控制系統、飛機導航系統、醫療儀器、科

學儀器、感測器等。

以感測器為例，在感測器收到輸入訊號後，即時系統必須在限定的時間內分析這些

訊號，然後做出回應，一旦超過限定的時間，就會被視為失敗。試想，若飛機導

航系統就像一般電腦一樣可能當機或延遲，那麼坐飛機將是一件多麼危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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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 (a) 智慧型手機是採取手持式系統 (b) 結合了電視科技與網際網路連線能
力的智慧電視 (Smart TV) 可望成為熱門的智慧家電 ( 圖片來源：hTC、

android.com)

(b)

(a)

6-6-6-8  手持式系統

手持式系統 (handheld system) 泛指應用於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的作業系統，這種

系統因為受限於較少的記憶體、較慢的 CPU、較小的螢幕、使用充電電池等先天

限制，所以在設計上必須考慮到有效管理記憶體、不能增加 CPU的負擔、擷取顯

示部分內容、不能太耗電及支援無線通訊。

6-6-6-9  嵌入式系統

除了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等通用用途電腦之外，生活中有許多只做某些工作的特

殊用途電腦，例如洗衣機、冷氣機、遊戲機、醫療監視儀器、智慧家電、交通號誌

等。這些電子產品都是由隱藏於內部的微處理器來加以控制，也就是嵌入式系統 

(embedded system)，此種系統沒有或只有少許介面，功能有限且原始，傾向於監督

並控制硬體裝置等特殊用途。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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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知名的作業系統

作業系統的種類相當多，以下就為您介紹一些知名的作業系統。

6-6-7-1  UNIX

UNIX是 AT&T貝爾實驗室的 Ken Thompson和 Dennis Ritchie，於 1970年代針

對 DEC迷你電腦所開發的多工、多使用者作業系統。UNIX最初是以組合語言

撰寫而成，應用程式則是以 B語言或組合語言來撰寫，但 B語言不夠強大，Ken 

Thompson和 Dennis Ritchie遂發展出 C語言，並以 C語言重新撰寫 UNIX。

早期 UNIX是採取命令列使用者介面，後來於 1986年推出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X 

Window System。UNIX的成就之一是提出主從式架構 (client server model)，將作

業系統分成伺服器版本與用戶端版本，前者安裝在伺服器，負責管理資源並提供服

務，而後者安裝在用戶端，負責與使用者溝通。

在 UNIX問世的十年間，UNIX廣泛應用於學術機構和大型企業，AT&T公司以低

廉甚至免費的許可，將 UNIX原始碼授權給學術機構做研究或教學之用，進而演變

出數種變形，其中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所開發的 BSD系列最為知名，並衍生出

三個主要的分支－ FreeBSD、OpenBSD和 NetBSD。

AT&T公司於 1990年代將 UNIX的版權出售給 Novell公司，而 Novell公司又於

1995年將 UNIX的版權出售給 SCO公司 (Santa Cruz Operation)，UNIX商標則屬於

另一個產業標準聯盟 Open Group。一些公司在取得授權後，便開發了自己的 UNIX

產品，例如 IBM AIX、HP HP-UX、SUN Solaris、SGI IRIX，包括目前的 Apple 

macOS亦是建立在 UNIX穩固的基礎上。

6-6-7-2  MS-DOS

MS-DOS (Microsoft Disk Operating System) 是 Microsoft公司於 1981年針對 IBM 

PC所推出的作業系統，採取命令列使用者介面，使用者必須透過鍵盤輸入指定的

指令集，才能指揮電腦完成工作。

隨著圖形化使用者介面的風行，MS-DOS已經被 Microsoft Windows取代，只剩

下極少數的企業或機構還保有在MS-DOS下執行的程式，例如庫存系統、會計系

統、診療系統等。為了方便使用者下達命令或執行某些程式，Microsoft Windows

提供了 [命令提示字元 ] 視窗用來模擬MS-DOS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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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3  macOS

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GUI) 的起源可以追溯至 Xerox PARC研究中心於 1973年、

1981年所推出的 Alto和 Star電腦，它們使用了三鍵滑鼠、圖形化視窗與乙太網路

連線。Apple公司的創始人之一 Steve Jobs在參觀過 PARC後，意識到圖形化使用

者介面的未來前景，遂著手研發，並於 1983年、1984年推出取用圖形化使用者介

面的個人電腦 Lisa和 Macintosh (麥金塔 )，友善的介面迅速擄獲使用者的青睞。

macOS指的就是安裝於 Apple Macintosh電腦的作業系統，傳統的 macOS是以

卡內基美隆大學開發的Mach做為核心，最終版本為 1999年推出的Mac OS 9，

之後 Apple公司改以 BSD UNIX為基礎推出 OS X，並於 2016年將 OS X更名為

macOS，以便與 Apple公司的其它作業系統 (iOS、watchOS、tvOS) 保持一致的命

名風格。

圖6.13 (a) UNIX (b) Solaris ( 圖片來源：Oracle 公司 ) 
(c) 搭載 macOS 的 MacBook ( 圖片來源：Apple)

(c)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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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4  Microsoft Windows

Apple公司當年基於市場策略，刻意開發了只能在 Apple Macintosh電腦運作的圖

形化使用者介面系統，因而給了Microsoft公司針對 IBM相容 PC開發Windows的

空間，Microsoft公司於 1985年、1987年推出的Windows 1.0和Windows 2.0順利

成為 IBM相容 PC的標準圖形化使用者介面系統。

Microsoft公司接著於 1990年推出Windows 3.0，這套作業系統獲得空前的迴響，

打破了軟體產品在六週內的銷售記錄，也奠定了Microsoft公司在作業系統的龍頭

地位。不過，此時的Windows只能算是披上圖形化使用者介面的MS-DOS，因為

Microsoft公司只是在MS-DOS與使用者之間加上一個殼層 (shell) 程式，讓該程式

將使用者的動作轉換成MS-DOS能夠接受的命令。

直到Microsoft公司於 1995年推出Windows 95，Windows才從殼層程式轉變為真

正的作業系統，不再包含MS-DOS。之後Microsoft公司不斷推出新版的Windows

作 業 系 統， 包 括 Windows Me、Windows XP、Windows Vista、Windows 7、

Windows 8/8.1、Windows 10。

此外，為了在企業市場和 UNIX競爭，Microsoft公司於 1993年推出旗下第一個主

從式網路作業系統－Windows NT，其伺服器版本為Windows NT Server，而其用戶

端版本為Windows NT Workstation，之後伺服器版本改版為Windows 2000 Server、

Windows Server 2003、2008、2008 R2、2012、2012 R2、2016，可以協助企業或學

校快速建置網路，利用先進技術和全新的混合式雲端功能來增加彈性、簡化管理、

降低成本，以及提供服務給企業或學校。

6-6-7-5  Linux

Linux是由芬蘭大學學生林納斯‧托華斯 (Linus Torvalds) 於 1991年以 UNIX為基

礎所開發的作業系統，當時 UNIX只能安裝在昂貴的中大型電腦，林納斯為了將

UNIX安裝在個人電腦，決定自己修改 UNIX。在 Linux的核心程式公布於網際網

路後，獲得全球各地程式設計人員的支持，紛紛投入為 Linux強化功能，讓 Linux

能夠和各種周邊相容並日趨穩定，而 Linux的發展過程正是開放原始碼軟體的典範。

Linux可以在目前許多主要的硬體平台上運作，包括個人電腦、超級電腦、工作

站、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遊戲機等。使用者可以從網際網路免費下載 Linux，

或購買廠商提供附加工具的 Linux發行版，例如 Red 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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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 Linux 與官方吉祥物 Tux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

圖 6.15 搭載 iOS 的智慧型手機 iPhone 與平板電腦 iPad ( 圖片來源：Apple)

6-6-7-6  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作業系統

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因為受限於較少的記憶體、較慢的 CPU、較小的螢幕、使

用充電電池等先天限制，所以其作業系統和一般電腦不同，常見的如下：

 iOS：這是 Apple公司針對 iPhone、iPad、iPod touch等裝置所設計的作業

系統，優雅直覺的圖形化使用者介面及多點觸控功能，讓 iPhone一上市，

便引爆觸控式智慧型手機的熱潮。除了 iOS內建的 App，例如 Siri語音助

理、iCloud、iTunes、iBook、Apple地圖、Facebook社群、共享照片串流、

FaceTime視訊通話、Safari網頁瀏覽、電子郵件、iMovie剪輯影片、智慧家庭

HomeKit、指紋辨識、臉部辨識、擴增實境、Apple Pay等，還有專屬的銷售

平台 App Store，提供超過百萬種 App讓使用者選購與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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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oid：這是 Google公司與多家廠商針對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所設計的作

業系統，提供行動通訊、無線共享、網頁瀏覽、電子郵件、語音辨識、指紋辨

識、臉部辨識、行動支付、GPS定位、影音多媒體等功能，並可搭載 Google 

Maps、Gmail、Chrome、Google+ 社群、Hangouts 即時通、YouTube 影音串

流、雲端硬碟、相簿、Play圖書、Play電影等 Google線上服務。

Android是以 Linux為核心的開放原始碼系統，任何人都可以免費使用 Android
或開發 Android手機上的 App，無須經過 Google和開放手持設備聯盟 (Open 
Handset Alliance) 的授權。目前全球有一半以上的智慧型手機使用 Android，至
於 Android手機的使用者則可以到其專屬的銷售平台 Google Play選購與下載超
過百萬種 App。

 Windows 10：Windows 10是Microsoft公司推出的跨平台作業系統，可以安裝

在個人電腦、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除了具備傳統的視窗介面，還有動態磚

使用者介面並強化多點觸控功能，同時使用者可以到其專屬的應用程式發布平

台Windows Store選購與下載數十萬種 App。

圖 6.15 (a) 搭載 Android 的智慧型手機 ( 圖片來源：Google Pixel) 
              (b) 搭載Windows 10 的平板電腦 ( 圖片來源：Microsoft Surface)

 (a)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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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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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軟體 (software) 可以分成系統軟體 (system software) 與應用軟體 (application 
software) 兩種類型，前者是負責支援電腦運作的程式，而後者是針對特定事務或

工作所撰寫的程式，目的是協助使用者解決問題。 

  作業系統 (OS) 是介於電腦硬體與應用軟體之間的程式，主要的功能有分配系統資
源、提供執行應用軟體的環境、提供使用者介面，其中使用者介面又分為命令列

使用者介面和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GUI) 兩種。

  批次系統 (batch system) 的原理是將相同或類似的工作集中在一起，然後交給電腦
分批執行，再將輸出結果送回給所屬的使用者。

  多元程式處理 (multiprogramming) 的目的是同時服務多位使用者或多個程式，致
力於讓CPU一直保持忙碌的狀態。

  分時處理 (time-sharing) 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多元程式處理，主要應用於互動式
系統。

  多處理器系統 (multiprocessor system) 是擁有多個 CPU的系統，這些 CPU之間會
緊密溝通，並共用匯流排、時脈、周邊或甚至記憶體。

  叢集式系統 (clustered system) 是由兩個或更多個別的系統集合而成，這些電腦會
分享儲存裝置並經由網路連接在一起。

  在分散式系統 (distributed system) 中，同一個工作可以拆成幾個部分，然後透過
快速的網路連結指派給多部電腦分別執行。

  即時系統 (real time system) 能夠隨時對輸入訊號做出立刻的回應，通常應用於非
常重視回應時間的系統。

  手持式系統 (handheld system) 泛指應用於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的作業系統，設
計上必須考慮到有效管理記憶體、不能增加CPU的負擔、擷取顯示部分內容、不

能太耗電及支援無線通訊。

  嵌入式系統 (embedded system) 沒有或只有少許介面，功能有限且原始，傾向於監
督並控制硬體裝置等特殊用途。



一、選擇題

(     ) 1. 下列何者不是作業系統的主要功能？

A. 儲存資料  B. 提供執行應用軟體的環境

C. 分配系統資源  D. 提供使用者介面

(     ) 2. 下列何者不是個人電腦的作業系統？

A. Windows 10 B. Linux C. macOS D. UNIX

(     ) 3. 下列何者採取命令列使用者介面？

A. iOS B. Android C. Linux D. MS-DOS

(     ) 4.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即時系統通常應用於非常重視回應時間的系統

B. 單工系統一次只能服務一位使用者

C. 多處理器系統能夠增加工作量及可靠度

D. 分散式系統的CPU排程演算法比其它作業系統簡單

(     ) 5.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作業系統的殼層指的是使用者介面

B. 手持式系統並不需要加入無線通訊的技術

C. 分時系統是透過網路連結多部電腦來執行工作

D. 由於記憶體很便宜，所以手持式系統無須考慮到有效管理記憶體

(     ) 6. 下列哪種作業系統屬於開放原始碼？

A. MS-DOS                           B. iOS 

C. Windows 10                           D. Linux

(     ) 7. 下列哪種作業系統的功能往往較為有限及原始？

A. 多處理器系統                           B. 即時系統 

C. 嵌入式系統                           D. 分散式系統

(     ) 8.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大型主機的作業系統通常應用於科學運算或商業運算

B. 手持式裝置的作業系統相當著重無線通訊功能

C. iOS屬於免費的開放系統

D. Android是以Linux為核心發展而來

(     ) 9. 下列關於應用軟體的敘述何者錯誤？

A. 目的是協助使用者解決問題         B. 負責分配系統資源

C. Illustrator屬於向量繪圖軟體          D. Photoshop屬於影像處理軟體

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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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下列何者通常有時間或功能限制，若要長期使用或完全發揮軟體的功能，必須
付費購買正式版？

A. 免費軟體  B. 試用軟體 

C. 開放原始碼軟體 D. 公共領域軟體

(     )11. 下列關於App的敘述何者錯誤？ 

A. 專指Apple App Store的應用程式 B. 操作簡易

C. 通常比PC的應用程式便宜 D. 可以在智慧型手機上執行

(     )12. 若使用者想在多部電腦安裝商業繪圖軟體，那麼在安裝此軟體前應該先確認下
列何者？

A. 使用者已經購買軟體授權 B. 這些電腦都有光碟機

C. 使用者具有系統管理人員的權限 D. 這些電腦已經關閉防火牆

(     )13. 下列哪個行為並不會違反著作權法？

A. 拷貝購買的音樂光碟轉賣同學 B. 購買盜版軟體 

C. 拷貝購買的軟體光碟做備份 D. 隨意下載MP3音樂

(     )14. 下列何者不在著作權法的保護範圍內？

A. 美術創作  B. 電腦程式 

C. 建築著作  D. 政府公文

(     )15. 下列關於著作權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學校只要購買一套電腦軟體，就可以安裝在電腦教室的每部電腦

B. 在合法使用他人已公開發表的著作時，應標示著作人出處

C. 高普考的考題是有著作權的，不得隨意使用

D. 著作人需要為自己的著作申請著作權，否則視同放棄

二、簡答題

1. 簡單說明何謂系統軟體？

2. 簡單說明何謂作業系統？其主要功能為何？

3. 簡單說明何謂開放原始碼軟體並舉出三個實例。

4. 簡單說明何謂App？

5. 近年來智慧型手機蔚為風潮，試舉出智慧型手機所使用的作業系統三種，並加以
簡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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