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CG UNIX 作業系統操作簡介 
 
檔案、目錄、與檔案系統 
□ 每一個使用者在 UNIX 下面均有一個 HOME directory ，做為這個使用者個

人資料的存放處。使用者 login 時，系統管理者設定進入工作目錄的位置。 
□ UNIX 使用一個和 DOS 相似的 single root 樹狀結構檔案系統，由根目錄( / )
開始一層層將子目錄建下去，各階層目錄以 / 隔開。 
最頂層稱為根目錄( root )，包含許多目錄，每一個目錄底下均存放許多的檔案與

子目錄。 
                         ┌ m910204  ..... 

                         │         ┌ TEMP   

                         │         │        

              ┌─ users ┼ petang  ┤        

              │         │         └ PROTEIN 

              │         └ m9168 ┬ DNA ..... 

              │                  └ IOU .... 

            / ┼─ bin ┬ ls 

              │       ├ mail 

              │       ├ rm 

              │       └ cp 

              └─ tmp 

 
 
指令格式 
 

指令 [參數] [處理對象]  
例：blast -BAT filename 

 
□ 在 UNIX 之下英文字母的大小寫是有差別的，命令一般是小寫字串。 
 本課程建議所有"根目錄"以大寫命名。其它檔案全部用小寫。 
□ 選項通常以減號(-)再加上一個或數個字元表示，用來選擇一個命令的不同操

作 
□ 同一行可下數個命令，命令間應以分號隔開。 
□ 線上求助指令 -- man   可在線上用來查詢各種命令用法(manual page)的指

令 
     例：man ls     查詢 ls 這個指令的用法 
 
 
 
1. ls 
    這是最基本的檔案指令。 ls 的意義為 "list"，也就是列出目錄內檔案名稱 
   （如 DOS 的 dir/w） 
     



    如果你在下 ls 指令後頭沒有跟著任何的檔名，它將會顯示出目前目錄中所 
    有檔案。 
  
    也可以在  ls 後面加上所要察看的目錄名稱或檔案的名稱，如 
     
      gcg2% ls file_name 
     
      gcg3% ls ROOT 
  
ls -[參數]      
        ls -l   除了列出檔名外，並列出檔案屬性及擁有者、檔案大小及建立時 

間等資訊 
        ls -a   列出所有檔案，包括隱藏檔 
        ls -R   地列出所有子目錄內所有檔案 
 
ls -[參數] [filename 萬用字元(wildcard)] 
 
萬用字元有三種： 
 
    *       代表任意長度的字串 
    ?       代表任何的單一字元 
    [...]   代表區間內定義的任一字元 
 
 
            c*      代表 cat ，cp ，cal ...任意長度且開頭為 c 。 
            ca?     代表 cat，cal ...三個字且前二字為 ca。 
            ca[a-z] 代表 caa，cab，caz ... 三個字且頭二字為 ca 第三字為 a-z。 
 
2. cat/more 
    以上二個指令均為察看檔案內容的指令。 
 
cat [filename] 
是 concatenate ，在字典上的意思是"連結,將…串成鎖狀"。就是把檔案 的內

容顯示出來的意思。 問題在於 cat 它是不會停下來的，因此並不好用( 試想如

果一個螢幕二十四行，而一個檔案四百行，cat 一出來將會劈哩啪啦不斷的捲上

去，使用者很難據此得到他們所需的資訊。cat 可配合萬用字元使用。 
     
more [filename] 
可以將所觀察的檔案跟據終端機的形態一頁頁的顯示出來，再根據使用者的要求

換頁或捲行。 
如果你在使用中覺得已經看到了所要看的部份，可以按'q'離開 more 的使用。 
     
 
3. cp 
    cp 這個指令的意義是複製("COPY") , 也就是將一個或多個檔案複製成另 
    一個檔案或者是將其複製到另一個目錄去。 
     



    cp 的用法如下: 
     
     cp f1 f2 : 將檔名為 f1 的檔案複製一份為檔名為 f2 的檔案。 
     cp f1 f2 f3 ... dir : 將檔案 f1 f2 f3 ... 都以相同的檔名複製一 
                    份放到目錄 dir 裡面。 
     cp -r dir1 dir2 : 將 dir1 的全部內容全部複製到 dir2 裡面。 
     
    cp -[參數]: 
     
      -i : 此參數是當已有檔名為 f2 的檔案時，若逕自使用 cp 將會將原來 f2 
           的內容掩蓋過去，因此在要蓋過之前必須先詢問使用者一下。如使 

用者的回答是 y(yes)才執行複製的動作。 
               
      -r : 此參數是用來做遞迴複製用，可將一整顆子樹都複製到另一個 
           目錄中。  
               
4. mv 
    mv 的意義為 move , 主要是將一檔案改名或換至另一個目錄。如同 cp ，
它也有三種格式: 
     
     mv f1 f2 : 將檔名為 f1 的檔案變更成檔名為 f2 的檔案。 
     mv dir1 dir2 : 將檔名為 dir1 的目錄變更成檔名為 dir2 的目錄。 
     mv f1 f2 f3 ... dir : 將檔案 f1 f2 f3 ... 都移至目錄 dir 裡面。 
     
mv-[參數] 

-i：此參數的意義與 cp 中的相同，均是 interactive 詢問之意。 
-f：此參數為強迫( force ) , 就是不管有沒有同名的檔案，反正我就是要 

    搬過去，所有其他的參數遇到 -f 均會失效。 
                     
5. rm 
    rm 的意義是 remove ，也就是用來殺掉一個檔案的指令。在 UNIX 中一 
    個被殺掉的檔案除非是系統恰好有做備份，否則是無法像 DOS 裡面一樣還

能夠救回來的。所以在做 rm 動作的時候使用者應該要特別小心。 
     
    rm 的格式如下: 
     
        rm  f1 f2 f3 ..... 
              
rm-[參數]   
      -f : 將會使得系統在刪除時，不提出任何警告訊息。 
      -i : 在除去檔案之前均會詢問是否真要除去。 
      -r : 遞迴式的刪除。 
     
    小心不要隨便使用 rm -rf , 否則有一天你會"欲哭無淚"...... 
     
6. mkdir 



    mkdir 是一個讓使用者建立一個目錄的指令。你可以在一個目錄底下使用  
    midir 建立一個子目錄，使用的方法如下: 
     
    mkdir dirname1 [ dirname2 ... ] 
     
    如此你就可以建立一個或多個目錄。 
     
7. chdir ( cd ) 
    這是讓使用者用來轉移工作目錄用的。 
    chdir 的用法如下: 
     
    chdir dirname  
     
    如此你就可以將目前的目錄轉移到 dirname 這一個目錄去。 
    或使用 "chdir .." 來轉移到上一層目錄。 
     
8. rmdir 
    相對於 mkdir ，rmdir 是用來將一個"空的"目錄殺掉的。如果一個目錄下面 
    沒有任何檔案，你就可以用 rmdir 指令將其除去。rmdir 的使用法如下:   
     
      rmdir dirname1 [ dirname2 .... ]   
       
    如果一個目錄底下有其他的檔案， rmdir 將無法將這個目錄殺掉，除非使

用  
    rm 指令的 -r 選項。 
     
 
□ 終端機常用控制鍵  
 
     Ctrl-C     中斷程式的執行。 
     Ctrl-Z     暫停程式的執行，稍後可下 fg 或 bg 指令繼續，若未下 fg 或 
                bg 指令繼續執行，該 process 仍會留在系統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