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章

安裝 CentOS

目前，我們安裝 Linux作業系統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瞭解和學習它。如果條件允
許，最好把 Linux作業系統安裝在一台 PC機上；如果條件不允許也沒有關係，
阿銘會教你使用虛擬機器來安裝 Linux作業系統。

大多數讀者朋友比較習慣使用 Windows作業系統，所以建議你使用虛擬機器來
學習 Linux。阿銘相信，如果在 Windows系統裡安裝一個虛擬機器，然後在虛擬
機器上安裝 Linux，學習起來會更加方便。也許你會問：“現在我們使用虛擬機器
學習和練習，將來換成伺服器能一樣嗎？”阿銘可以肯定地告訴你，除了幾個小

區別，它們幾乎是一模一樣的。至於是什麼區別，阿銘會在後面的章節中進一步

說明。

2.1　安裝虛擬機器
虛擬機器技術在近幾年非常流行，它可以模擬實體電腦的各種資源（如 CPU、
記憶體、硬碟等），所以，我們可以非常快速的在 Windows 系統上安裝多個
Linux 作業系統。虛擬機器不僅可以在 Windows 平台上實現，也可以在 Linux
平台上實現。目前具有虛擬化技術的軟體有很多，這裡阿銘先介紹 VMware和
VirtualBox。因為這兩種軟體比較適合我們來做實驗，前者是收費的，後者是完全
免費的。網上也有許多 VMware的免費資源可以供大家下載，但這些免費的資源
是破解版本（即盜版），如果在實際執行環境中使用，請購買正版授權。

阿銘不強求你用什麼虛擬機器程式來安裝 Linux，我們的目的不是為了學習如何
使用虛擬機器，而是為了學會如何使用虛擬機器裡面的 Linux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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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s -ld dir3
drwxr-xr-x 2 user1 testgroup 19 2月  18 11:31 dir3
# ls -l dir3
總用量 0
-rw-r--r-- 1 user1 testgroup 0 2月  18 11:31 test3
# chmod 750 dir3
# ls -ld dir3
drwxr-x--- 2 user1 testgroup 19 2月  18 11:31 dir3
# ls -l dir3/test3
-rw-r--r-- 1 user1 testgroup 0 2月  18 11:31 dir3/test3
# chmod 700 dir3/test3
# ls –l dir3/test3
-rwx------ 1 user1 testgroup 0 2月  18 11:31 dir3/test3
# chmod -R 700 dir3
# ls -ld dir3
drwx------ 2 user1 testgroup 19 2月  18 11:31 dir3
# ls -l dir3
總用量 0
-rwx------ 1 user1 testgroup 0 2月  18 11:31 test3

如果你建立了一個目錄，但又不想讓其他人看到該目錄的內容，則只需設定成

rwxr-----（740）即可。

chmod還支援使用 rwx的方式來設定權限。從之前的介紹中可以發現，基本上就 9
個屬性。我們可以使用 u、g和 o來分別表示 user、group和 others的屬性，用 a

代表 all（即全部）。下面阿銘舉例來介紹它們的用法，範例命令如下：

# chmod u=rwx,og=rx dir3/test3
# ls -l dir3/test3
-rwxr-xr-x 1 user1 testgroup 0 2月  18 11:31 dir3/test3

這樣可以把 dir3/test3的檔權限修改為 rwxr-xr-x。此外，我們還可以針對 u、g、

o和 a，增加或者減少它們的某個權限（讀、寫或執行），範例命令如下：

# chmod u-x dir3/test3
# ls -l dir3
總用量 0
-rw-r-xr-x 1 user1 testgroup 0 2月  18 11:31 test3
# chmod a-x dir3/test3
# ls -l dir3/test3
-rw-r--r-- 1 user1 testgroup 0 2月  18 11:31 dir3/test3
# chmod u+x dir3/test3
# ls -l dir3/test3
-rwxr--r-- 1 user1 testgroup 0 2月  18 11:31 dir3/test3 

4.6.4　命令 umask

預設情況下，目錄的權限值為 755，一般檔案的權限值為 644，那麼這個值是由誰
規定的呢？究其原因，便涉及 umas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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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filename：表示直接搜尋該檔名的檔，這個選項比較常用，範例命令 
如下：

 # find . -name test2  //.表示目前的目錄，目前的目錄在/tmp/4_6下面
./dir2/test2
# find . -name "test*" //支援使用*萬用字元
./test1
./dir2/test2
./dir2/test5
./dir2/test6
./dir2/test7
./dir3/test3
./test4
./test5 

• -type filetype：表示透過檔案類型搜尋檔案。檔案類型在前面已經簡單介紹
過，相信你已經基本瞭解了。filetype包含了 f、b、c、d、l、s等類型，範

例命令如下：

#  find . -type d
.
./dir2
./dir3
./dir4

4.8　Linux檔案系統簡介
Windows 系統格式化硬碟時，會指定格式為 FAT 或 NTFS，而 Linux 的檔案系
統格式有 ext3、ext4 及 xfs。早期的 Linux 使用 ext2 格式，CentOS 5 預設使用
ext3，CentOS 6預設使用 ext4，而目前最新的 CentOS 7預設使用 xfs格式。ext2
檔案系統雖然高效、穩定，但隨著 Linux系統商業上的應用，Linux檔案系統的
弱點也逐漸顯露出來，因為 ext2檔案系統不是日誌檔案系統，這在某些產業是一
個致命的弱點。

ext3檔案系統是直接從 ext2檔案系統發展而來的，具備日誌功能，可以跟蹤記
錄檔案系統的變化，並將變化內容寫入日誌。寫操作首先是對日誌記錄檔進行操

作，若整個寫入操作由於某種原因（如突然停電）而中斷，當系統重啟時，會根

據日誌記錄來恢復中斷前的操作，而且這個過程費時極短。目前，ext3檔案系統
已經非常穩定、可靠，完全相容 ext2檔案系統，使用者可以順利地過渡到一個日
誌功能健全的檔案系統。這實際上也是 ext3日誌檔案系統設計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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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在檔的最後加入如下 3行：

User_Alias USER_SU = test, test1, aming
Cmnd_Alias SU = /usr/bin/su
USER_SU ALL=(ALL) NOPASSWD: SU

第一行設定了一個 user別名，其實這個 USER_SU相當於是 test、test1和 aming三
個帳戶；第二行設定了一個命令別名，SU相當於 /usr/bin/su；第三行我們剛剛介
紹過。儲存設定檔後，使用 test、test1、aming這三個帳戶登入 Linux。執行命令
sudo su -切換到 root帳戶，取得 root帳戶的所有權利，如下所示：

# su - test
$ sudo su -
# whoami
root

不允許 root直接登入，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呢？其實方法很簡單，即設定一個複雜
得連自己都記不住的密碼。不過這樣也會有一個問題，就是一般使用者可以使用

su命令切換到 root，然後他再修改簡單的密碼就能直接登入 root了。其實阿銘還
有一個更好的辦法。

5.4.3　不允許 root遠端登入 Linux
/etc/ssh/sshd_config 為 sshd 服務的設定檔，預設允許 root 帳戶透過 ssh 遠端登
入 Linux。要想不允許 root遠端登入 Linux，具體操作方法為：修改設定檔 /etc/
ssh/sshd_config，在檔案中查找 #PermitRootLogin yes並修改為 PermitRootLogin 
no。儲存設定檔後，需要重啟 sshd服務，如下所示：

# systemctl restart sshd.service

需要注意的是，阿銘提供的這個方法只適用於透過 ssh遠端登入 Linux的情況。

課後習題

1. 查看設定檔 /etc/shadow第一行中 root帳號的第 3個欄位（由 :分隔）中的數
字，請算一下這個數字是怎麼得來的？

2. 寫出一個你認為很強大的密碼。

3. 查資料弄清楚 /sbin/nologin和 /bin/false的區別。你知道它們分別用在什麼場
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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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表示查看 inodes的使用狀況，如果已用 100%，即使磁碟空間未填滿，也
會提示磁碟空間已滿。範例命令如下：

# df -i |grep -v tmpfs  //grep –v的作用是過濾掉包含tmpfs字串的行
檔案系統         Inode   已用(I)   可用(I)   已用(I)% 掛載點
/dev/sda3      8430080    125075   8305005          2% /
/dev/sda1       102400       330    102070          1% /boot

• -h：表示使用合適的單位顯示，例如 GB。範例命令如下：
# df -h |grep -v tmpfs
檔案系統        容量  已用  可用  已用 % 掛載點
/dev/sda3        17G  3.9G   13G      24% /
/dev/sda1       197M  109M   88M      56% /boot

• -k、-m：分別表示以 KB和 MB為單位顯示。範例命令如下：
#  df -k |grep -v tmpfs
檔案系統            1K-塊     已用      可用  已用% 掛載點
/dev/sda3        16849920  4013756  12836164     24% /
/dev/sda1          201380   111488     89892     56% /boot
# df -m |grep -v tmpfs
檔案系統          1M-塊  已用   可用  已用%    掛載點
/dev/sda3         16455  3920  12536     24%    /
/dev/sda1           197   109     88     56%    /boot

簡單介紹一下上述資訊中各列所表示的含意。如果你的 Linux和阿銘的虛擬機器
一樣，也是中文顯示的話，那麼看字面意思就明白了。第 1列為分割區的名字，
第 2列為該分割區的總容量，第 3列為使用容量，第 4列為剩餘容量，第 5列為
使用容量的百分比（如果這個數值達到 90%以上，那麼就應該注意了。因為磁
碟分割滿了，會引起系統當機），最後一列為掛載點，阿銘在安裝系統時提到過 
這個詞。

6.1.2　命令 du

命令 du（disk useage）用來查看某個目錄或檔案所占空間的大小，其格式為  du 
[-abckmsh] [檔案或者目錄名 ]。該命令常用的參數有如下幾個。

• -a：表示列出所有檔案和目錄暨其大小。如果後面不加任何選項和參數，則只
會列出目錄（包含子目錄）的大小。如果 du命令不指定單位的話，預設顯示單

位為“KB”。範例命令如下：
# du /tmp/test_mv
0       /tmp/test_mv/dirb/dirc
4       /tmp/test_mv/dirb
4       /tmp/test_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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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 Boot        Start         End      Blocks   Id  System
/dev/sdb1            2048     2050047     1024000   83  Linux
/dev/sdb2         2050048     4098047     1024000   83  Linux
/dev/sdb3         4098048     6146047     1024000   83  Linux
/dev/sdb4         6146048    10242047     2048000    5  Extended
/dev/sdb5         6148096     7172095      512000   83  Linux

此時再分割區就和之前不一樣了，你不再需要選擇是主要磁碟分割還是擴展分割

區，而是直接定義分割區大小。值得注意的是，當建立完前 3個主要磁碟分割
後，理應把剩餘的磁碟空間全部劃分給第 4個擴展分割區，不然剩餘的空間就會
浪費（在上面的範例中，阿銘其實並沒有完全劃分給擴展分割區）。因為建立完擴

展分割區後，再劃分新的分割區時，是在已經劃分的擴展分割區裡來分的。

上例中，/dev/sdb4為擴展分割區，這個分割區是不可以格式化的。你可以把它
看成一個空殼子，能使用的分割區為 /dev/sdb5，它是 /dev/sdb4的子分割區，這
個子分割區稱為邏輯分割區。如果你發現分割區不合理，想刪除某個分割區，

那該怎麼辦呢？這就用到了 d命令，剛剛阿銘已經用到過。下面阿銘再繼續示範 
一下：

命令(輸入 m 取得幫助)：d
分割區號 (1-5，預設 5)：1
分割區 1 已刪除

命令(輸入 m 取得幫助)：p

磁碟 /dev/sdb：5368 MB, 5368709120 位元組，10485760 個磁區
Units = 磁區 of 1 * 512 = 512 bytes
磁區大小(邏輯/實體)：512 位元組 / 512 位元組
I/O 大小(最小/最佳)：512 位元組 / 512 位元組
磁碟標籤類型：dos
磁碟識別字：0xbc1b2c6a

   設備 Boot        Start         End      Blocks   Id  System
/dev/sdb2         2050048     4098047     1024000   83  Linux
/dev/sdb3         4098048     6146047     1024000   83  Linux
/dev/sdb4         6146048    10242047     2048000    5  Extended
/dev/sdb5         6148096     7172095      512000   83  Linux

命令(輸入 m 取得幫助)：d
分割區號 (2-5，預設 5)：5
分割區 5 已刪除

命令(輸入 m 取得幫助)：p

磁碟 /dev/sdb：5368 MB, 5368709120 位元組，10485760 個磁區
Units = 磁區 of 1 * 512 = 512 bytes
磁區大小(邏輯/實體)：512 位元組 / 512 位元組
I/O 大小(最小/最佳)：512 位元組 / 512 位元組
磁碟標籤類型：dos
磁碟識別字：0xbc1b2c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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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68 blocks per group, 32768 fragments per group
8000 inodes per group
Superblock backups stored on blocks:
        32768, 98304, 163840, 229376

Allocating group tables: 完成
正在寫入inode表: 完成
Creating journal (4096 blocks): 完成
Writing superblocks and filesystem accounting information: 完成。

指定檔案系統格式為 ext4時，命令 mke2fs -t ext4 /dev/sdb5等同於 mkfs.ext4 

/dev/sdb5。然而，mke2fs 並不支援把分割區格式化成 XFS 類型，而只能使用
mkfs.xfs，範例命令如下：

# mke2fs -t xfs /dev/sdb6
mke2fs 1.42.9 (28-Dec-2013)

Your mke2fs.conf file does not define the xfs filesystem type.
Aborting...
#  mkfs.xfs /dev/sdb6
meta-data=/dev/sdb6              isize=512    agcount=4, agsize=64000 blks
         =                       sectsz=512   attr=2, projid32bit=1
         =                       crc=1        finobt=0, sparse=0
data     =                       bsize=4096   blocks=256000, imaxpct=25
         =                       sunit=0      swidth=0 blks
naming   =version 2              bsize=4096   ascii-ci=0 ftype=1
log      =internal log           bsize=4096   blocks=855, version=2
         =                       sectsz=512   sunit=0 blks, lazy-count=1
realtime =none                   extsz=4096   blocks=0, rtextents=0

在上例中，你是否注意到“區塊大小 =4096”或者 bsize=4096這項指標呢？這裡

涉及 “區塊”的概念。磁碟在格式化時，會預先規定好每一個區塊的大小，然
後再把所有的空間分割成一個一個的小區塊。存資料時，也是一個區塊一個區塊

地寫入。如果你的磁碟裡儲存的都是特別小的檔案，例如說 1KB或者 2KB，阿
銘建議你在格式化磁碟時指定區塊數值小一點。ext4檔案系統的預設區塊大小為
4096B（即 4KB）。在格式化時，可以指定區塊大小為 1024B、2048B或者 4096B
（它們是成倍增加的）。雖然格式化時可以指定區塊大小超過 4096B，但一旦超過
4096B，就不能正常掛載。那麼，如何指定區塊大小呢？下面示範一下具體操作
方法，如下所示：

# mke2fs -t ext4 -b 8192 /dev/sdb5
Warning: blocksize 8192 not usable on most systems.
mke2fs 1.42.9 (28-Dec-2013)
mke2fs: 8192-byte blocks too big for system (max 4096)
無論如何也要繼續? (y,n) y
Warning: 8192-byte blocks too big for system (max 4096), forced to continue
檔案系統標籤=
OS type: 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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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以上這三個步驟，並不是所有的原始碼套件軟體都一樣，也就是說，原始碼

套件的安裝並沒有標準的安裝步驟。這就需要你拿到原始碼套件解壓後，進入目

錄，找到相關的說明文件（通常，會以 INSTALL或者 README為檔名）。下面
阿銘會編譯安裝一個原始碼套件來幫助你更深刻地理解安裝原始碼套件的過程。

9.3.1　下載原始碼套件
下載原始碼套件一定要去官方網站，因為你從其他網站下載的原始碼套件很有可

能是被修改過的。我們先把 httpd的原始碼套件下載到 /usr/local/src/目錄下，如
下所示：

# cd /usr/local/src/
# wget http://mirrors.cnnic.cn/apache/httpd/httpd-2.2.32.tar.gz

阿銘提供的下載網址為 httpd官方 mirror網址，如果該網址已失效，請到 https://
archive.apache.org/dist/httpd/ 取得 httpd-2.2下載網址。在下載之前，阿銘先進入 
/usr/local/src目錄，這是因為阿銘習慣把原始碼套件都放到這個目錄下。這樣做
的好處是方便自己和其他管理員維護。所以，阿銘建議你將下載的原始碼套件都

統一放到這個目錄下。

9.3.2　解壓原始碼套件
解壓 .tar.gz格式的壓縮包，這在前面已經介紹過，範例命令如下：

# tar -zxvf httpd-2.2.32.tar.gz 

9.3.3　配置相關的選項並產生 Makefile
首先，進入解壓後的原始碼目錄，在配置之前可以查看可用的參數，如下所示：

# cd httpd-2.2.16
# ./configure --help |less
`configure' configures this package to adapt to many kinds of systems.

Usage: ./configure [OPTION]... [VAR=VALUE]...

To assign environment variables (e.g., CC, CFLAGS...), specify them as
VAR=VALUE.  See below for descriptions of some of the useful variables.

Defaults for the options are specified in brackets.

Configuration:
  -h, --help              display this help and exit
      --help=short        display options specific to this package
      --help=recursive    display the short help of all the included pack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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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系統環境變數與個人環境變數的設定檔
上面講了很多系統變數，那麼在 Linux系統中，這些變數存在哪裡呢？為什麼使
用者一登入 shell就自動有了這些變數呢？我們先來看看下面幾個檔。

• /etc/profile：這個檔預設了幾個重要的變數，例如 PATH、 USER、 LOGNAME、 
MAIL、 INPUTRC、 HOSTNAME、 HISTSIZE、 umask等。

• /etc/bashrc：這個檔主要預設 umask以及 PS1。這個 PS1就是我們在輸入命令時

前面的那串字元。例如，阿銘的 Linux系統的 PS1就是 [root@localhost ~]#，

我們不妨看一下 PS1的值，如下所示：

# echo $PS1
[\u@\h \W]\$

其中，\u指使用者，\h指主機名稱，\W指目前的目錄，\$ 指字元 #（如果是一

般使用者，則顯示為 $）。

除了以上兩個系統級別的設定檔外，每個使用者的主目錄下還有以下幾個隱藏檔。

• .bash_profile：該檔定義了使用者的個人化路徑與環境變數的檔名稱。每個使
用者都可使用該檔輸入專屬於自己的 shell資訊，當使用者登入時，該檔僅僅執
行一次。

• .bashrc：該檔包含專屬於自己的 shell的 bash資訊，當登入或每次打開新的
shell時，該檔會被讀取。例如，你可以將使用者自訂的別名或者自訂變數寫到
這個檔中。

• .bash_history：該檔用於記錄命令歷史。

• .bash_logout：當退出 shell時，會執行該檔。你可以將一些清理的工作放到這
個檔中。

10.4　Linux shell中的特殊符號
在學習 Linux的過程中，也許你已經接觸過某個特殊符號，例如“*”，它是一個

萬用字元，代表零個或多個字元或數字。下面阿銘就介紹一下常用的特殊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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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　指定要過濾出的字元出現次數
範例命令如下：

# grep 'o\{2\}' /etc/passwd
root:x:0:0:root:/root:/bin/bash
lp:x:4:7:lp:/var/spool/lpd:/sbin/nologin
mail:x:8:12:mail:/var/spool/mail:/sbin/nologin
operator:x:11:0:operator:/root:/sbin/nologin
postfix:x:89:89::/var/spool/postfix:/sbin/nologin
setroubleshoot:x:992:990::/var/lib/setroubleshoot:/sbin/nologin

這裡用到了符號 {}，其內部為數字，表示前面的字元要重複的次數。需要強調的

是，{}左右都需要加上跳脫字元 \。另外，使用“{ }”還可以表示一個範圍，具

體格式為 {n1,n2}，其中 n1 < n2，表示重複 n1到 n2次前面的字元，n2還可以為

空，這時表示大於等於 n1次。

除 grep工具外，阿銘也常常用到 egrep這個工具，後者是前者的擴展版本，可以

完成 grep不能完成的工作。下面阿銘介紹 egrep不同於 grep的幾個用法。為了

試驗方便，阿銘把 test.txt編輯成如下內容：

rot:x:0:0:/rot:/bin/bash
operator:x:11:0:operator:/root:/sbin/nologin
operator:x:11:0:operator:/rooot:/sbin/nologin
roooot:x:0:0:/rooooot:/bin/bash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11.1.9　過濾出一個或多個指定的字元
範例命令如下：

# egrep 'o+' test.txt
rot:x:0:0:/rot:/bin/bash
operator:x:11:0:operator:/root:/sbin/nologin
operator:x:11:0:operator:/rooot:/sbin/nologin
roooot:x:0:0:/rooooot:/bin/bash 
# egrep 'oo+' test.txt
operator:x:11:0:operator:/root:/sbin/nologin
operator:x:11:0:operator:/rooot:/sbin/nologin
roooot:x:0:0:/rooooot:/bin/bash
# egrep 'ooo+' test.txt
operator:x:11:0:operator:/rooot:/sbin/nologin
roooot:x:0:0:/rooooot:/bin/bash

和 grep不同，這裡 egrep使用的是符號 +，它表示匹配 1個或多個 +前面的字

元，這個 +是不支援被 grep直接使用的。包括上面的 {}，也是可以直接被 egrep

使用，而不用加 \跳脫。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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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用 ()表示一個整體，上例中會把包含 rooo或者 rato的行過濾出來，另外也可

以把 ()和其他符號組合在一起，例如 (oo)+就表示 1個或者多個 oo。如下所示：

# egrep '(oo)+' test.txt
operator:x:11:0:operator:/root:/sbin/nologin
operator:x:11:0:operator:/rooot:/sbin/nologin
roooot:x:0:0:/rooooot:/bin/bash

11.2　sed工具的使用
其實 grep工具的功能還不夠強大，它只做到搜尋的功能，而無法取代搜尋的內
容。以前用 vim編輯檔案時，可以搜尋也可以取代，但只限於在檔案內部操作，

而不能輸出到螢幕上。sed工具以及後面要介紹的 awk工具就能把取代的文字輸
出到螢幕上，而且還有其他更豐富的功能。sed和 awk都是串流編輯器（stream 
editor），是針對文字檔的列來操作的。

11.2.1　顯示某列
sed命令的格式為：sed -n 'n'p filename，單引號內的 n是一個數字，表示第幾

列。-n選項的作用是只秀出我們要顯示的列，無關緊要的內容不要出現。範例命

令如下：

# sed -n '2'p /etc/passwd
bin:x:1:1:bin:/bin:/sbin/nologin

你可以去掉 -n選項對比一下差異。要想把所有行都顯示出來，可以使用命令 sed 

-n '1,$'p filename，如下所示：

# sed -n '1,$'p test.txt
rot:x:0:0:/rot:/bin/bash
operator:x:11:0:operator:/root:/sbin/nologin
operator:x:11:0:operator:/rooot:/sbin/nologin
roooot:x:0:0:/rooooot:/bin/bash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當然，我們也可以指定一個區間顯示，如下所示：

# sed -n '1,3'p test.txt
rot:x:0:0:/rot:/bin/bash
operator:x:11:0:operator:/root:/sbin/nologin
operator:x:11:0:operator:/rooot:/sbin/no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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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把 test.txt中第一個數字移動到本行末尾。

(13) 在 test.txt第 20行到最後一行最前面加 aaa:。

阿銘希望你能盡量多動動腦筋，下面是以上習題的答案，僅作參考。如果有不懂

的地方，不要忘記透過阿銘提供的微信求助哦。

(1) /bin/cp /etc/passwd  /root/test.txt ;  sed -n '1,$'p test.txt

(2) sed -n '3,10'p test.txt

(3) sed -n '/root/'p test.txt

(4) sed '15,$'d  test.txt

(5) sed '/bash/'d test.txt

(6) sed 's/root/toor/g' test.txt

(7) sed 's#sbin/nologin#bin/login#g' test.txt

(8) sed '5,10s/[0-9]//g' test.txt

(9) sed 's/[^0-9a-zA-Z]//g' test.txt

(10) sed -r 's/(^[a-zA-Z]+)([^a-zA-Z].*[^a-zA-Z])([a-zA-Z]+$)/\3\2\1/' test.txt

(11) sed -r 's/(^[^0-9]*)([0-9]+)([^0-9].*[^a-zA-Z])([a-zA-Z]+$)/\1\4\3\2/' test.txt

(12) sed -r 's/(^[^0-9]*)([0-9]+)([^0-9].*$)/\1\3\2/' test.txt

(13) sed '20,$s/^.*$/aaa:&/' test.txt

11.3　awk工具的使用
awk也是串流編輯器（stream editor），針對文字檔中的“行”來操作，一行一
行地執行。awk兼具 sed的所有功能，而且更加強大。awk工具其實是很複雜的
（有專門的書來介紹它的應用），對於初學者來說，只要能處理日常管理工作中的

問題即可。鑒於此，阿銘僅介紹比較常見的 awk應用，如果你感興趣再去深入研
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