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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現在市面上的系統以微軟獨大，且微軟公司在作業系統上不斷的推陳出新。只是
Linux 在近幾年有逐漸增加使用者，想試著研究兩者之間的差異。
二、研究目的：
微軟所做的 Windows 系列需要付費，而且價格不斐。Linux 是在網路上可以隨手
可得的免費軟體，甚至還開放程式碼供大眾修改，可是兩者之間的使用者比率卻
相差甚大。因此想了解一個要付費的系統軟體是如何比一個免費的系統軟體還要
更吸引人。
三、研究方法：
文獻探討法；為專題製作最常使用的研究方法，所謂文獻研究法是指有系統地整
理、分析別人的研究結果（文獻），並提出自己的新見解，成為有系統的知識。
文獻研究法適用於大多的研究工作，首先必須確定研究主題，再搜尋有關研究主
題之國內外之書籍、期刊、相關論文研究報告、網路資料等，期望經由問現探討，
提出一套有系統之整理，應注意引用文獻〈他人的資料〉應簡要，但要完整表達
原著者的意思，不可以斷章取義。可同時引用多個不同來源的文獻說明同一個理
論，會更具說服力。
貳●正文
一、兩系統在大眾的使用比率
下表為近三年 Windows 作業系統的市場佔有率，且 Windows 作業系統在 08 年以
前皆在 90%以上。Linux 作業系統近幾年的佔有率呈現遞增，但是要跟 Windows
作業系統持平還要一段時間呢。
Operating Systems
截至各年
(十月)

2007

2008

2009

Windows

91.46 %

89.86 %

85.68 %

Linux

01.75 %

02.09 %

0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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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業系統介紹
(一) 微軟作業系統介紹
視窗作業系統（英文：Windows）是微軟公司 1985 年提出的 DOS 之下的作業系
統。其後續版本作為為個人電腦和伺服器使用者設計的作業系統，最終獲得了世
界個人電腦作業系統軟體的壟斷地位。 視窗作業系統及其後續版本可以在幾種
不同型式的平台上執行，如個人電腦、伺服器和嵌入式系統等等。其中 Windows
在個人電腦的領域應用內最為普遍。在 1985 年 11 月，因為應對當時由 Macintosh
帶起的圖形使用者介面潮流，微軟公司隨即引入了一種名為「Windows」的操作
環境。如今 Windows 已經發展成一個獨立的作業系統，幾乎壟斷了整個個人電
腦作業系統市場。在 2004 年，國際資料公司中一次有關未來發展趨勢的會議上，
副董事長 Avneesh Saxena 宣布 Windows 擁有終端作業系統大約 90％的市場佔
有率。下圖 Windows 主要版本的演進

(二) Linux 作業系統介紹
UNIX 源自於 Bell 實驗室，是 AT&T(美國電話和電報)公司設立的研究型實驗室，
一開始授權給學術機構做研究或教學之用，後來則由不同的廠商開發出各種商用
版本，例如 IBM 的 AIX、HP 的 HP-UX、SUN 的 Soaris 都屬於 UNIX 的分支。UNIX
因為其安全可靠及高效強大的特點，因此在伺服器領域，得到了廣泛的應用，也
是早期科學計算、及超級電腦等所用之主流作業系統。UNIX 起先就被定位成多
人多工的作業系統型態，也是第一個使用高階程式語言(C 語言)編寫成的作業系
統。其核心使用命令列介面(CLI)，但有 X-Window 系統可以作為圖形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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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Linux 是芬蘭赫爾辛基大學的 Linus Torvalds，以 UNIX 為基礎、Intel 386
微處理器所設計的。Linux 作業系統也是自由軟體和開放原始碼發展中最著名的
例子，藉由網際網路(Internet)而被廣泛使用。由於 Linux 具有跨平台的特性，因
此小從嵌入式電腦，大至超級電腦，都可以看到以 Linux 做為作業系統的電腦系
統。
三、作業系統的優點與缺點
下表為本組在參考資料所擷取的
Windows 作業系統
優點

缺點

1.圖形介面，親和性較佳。

1.價格較高，不利消費者。

2.較多人使用，資源檔案分享較容易。

2.穩定度較差，時常當機。

3.支援之軟體較多，應用層面較廣。

3.系統安全機制較差，容易中毒及受駭
客攻擊。

4.安裝容易。

4.未開放程式碼。

5.較容易學習。

5.系統功能複雜，消費者未必全部使用
到。
6.版本不停更新，不利消費者
Linux 作業系統
優點

缺點

1.價格低廉，有利消費者。

1.雖有圖形介面，但親和性較仍待改進。

2.開放程式碼，有能力之使用者可修改
程式碼，或修補漏洞。

2.支援之軟體很少，使用者就較少。

3.系統安全機制較佳，不容易中毒及不
容易受駭客攻擊。

3.資源檔案分享不容易。

4.系統結構簡單嚴謹，穩定度較好。

4.安裝較不容易。

5.需要電腦規格等級要求較少。

5.有指令介面，不容易學習。
6.廠商行銷及推廣不力

四、作業系統之比較
項目

Windows

Linux

勝出

價格

昂貴

免費

Linux

安裝難易

安裝容易

安裝較為麻煩

Windows

程式碼開放

否

是

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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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令介面

較容易學習

不易學習

Windows

穩定度

較易當機

結構簡單不易當機

Linux

圖形介面

親和性較佳

親和性需改進

Windows

系統安全

低

高

Linux

支援軟體

支援軟體較多，應用層面較廣

支援之軟體很少
使用者就較少

Windows

檔案分享

較多人使用，檔案分享較容易

資源檔案分享不容易

Windows

系統規格需
求

規格需求較高

規格需求較低

Linux

五、微軟如何獨占市場
因為電腦普及初期，微軟就卡到了位置，在 dos 系統之後，就屬他們的作業系統
最上手，最人性化。微軟一開始是與全球一起上市、各國一起上架，所以很快打
入市場，等到消費者熟悉 Windows 系統了之後，微軟就開始再研發新系統。一開
始盜版軟體沒有捉的很嚴，所以微軟的系統好用又廉價，加上競爭者的速度緩
慢，所以就一直獨大。而微軟也一再研發，所以不易被淘汰，而使用者用了幾年
之後，要更換使用的系統也不容易，所以現今就屬微軟最普及最大。只是現在也
不是沒有像微軟的其他系統商，像 Linux 和麥金塔也還在市面上有人使用，但是
佔有率太小了，所以跟微軟無法披敵。但微軟也是因為市佔率過高，被美國法庭
質疑有獨占的嫌疑，所以之前美國有開庭審理他們是否違反了"反托拉斯法"。
以下為本組所自行從各個網站及論壇分析、整理、重組，求得以下幾點本組認為
微軟讓 Windows 作業系統能夠獨占市場龍頭位置這麼久的原因。
(一) 用久了，習慣了：正所謂習慣成自然，當我們用慣了 Windows，習慣了他的
快速鍵後，就不知不覺被他綁住，於是就愈來愈離不開他了。其實這個問題
或多或少也發生在一些網站，如 Gmail 和 Yahoo Mail，無名和其它 blog 等。
(二) 不用下指令：在以前 DOS、Windows 3.1 的時代，都要下指令，才能進行下
一步的動作，而從 Windows 95 之後，視窗成為作業系統最重要的元素，開機、
關機都有視窗，多方便。而部份人對於 Linux 的印象，還是停留在要下指令，
沒有 GUI(註二)等，實在是非常糟糕。
(三) 軟體支援性高：由於在 Windows 中，要安裝軟體只要點擊滑鼠兩下，即可進
行安裝，不像 Linux 一樣，安裝軟體比較麻煩一點。且目前多數的軟體，都
是只支援 Windows 作業系統而已，所以要使用者換掉自己熟悉的軟體，重新
摸索 Linux 這套軟體，除非你對軟體有很大的熱忱，不然這根本是困難的事
情。

有免費系統不用，幹麻要用付費系統。

第6頁

(四) 媒體的效應：每當 Windows 病毒大流行時，大家都會從媒體得知，而這雖然
是一個很負面的事情，但是也是替微軟打了一個免費的大廣告。再加上微軟
的廣告，更讓大家覺得不用 Windows 好像很落伍一樣。
(五) MSN、Office：MSN 是現代人幾乎會使用的東西，而大多數的人，對於 Linux
的印象或懷疑的是，他有像 MSN 這樣的軟體嗎？其實 Linux 也有相關軟體，
但是功能不像微軟這麼完善。而 MS Office 亦一樣，雖然 Linux 有 OpenOffice.org
這套免費 Office，但是他目前對於 MS Office 格式的支援程度，仍然不是這麼
完善。雖然微軟沒有開放 MSN 和 Office 的格式，但是使用者只會在乎好不好
用。
(六) IE 瀏覽器：網路 ATM、部份網路銀行及內政部自然人憑證，這些都是只支
援 IE 瀏覽器，而目前尚有許多網頁是 IE Only(唯有 IE 瀏覽器才可開啟)的，
如果 Linux 要拿下高一點的市佔率，Firefox(火狐)、Opera 等軟體必須要有多
一點的突破。
(七) 硬體製造商：硬體製造商在製造硬體前通常會先拿到 Windows 的新版本，進
行內部開發與測試，或許是 Windows 的驅動程式比較多且比較相容的原因
吧！
(八) OnLine Game：人買電腦不外乎有兩個原因，工作與娛樂，而娛樂除了聽聽
歌之外，最重要的就是 Online Game 了。許多線上遊戲的場商，也都只針對
Windows 作業系統來開發軟體，原因不外乎是 Windows 的市佔率高。
六、對於微軟獨占的看法
從小習慣了 Windows 的作業系統，除了 Windows 以外的系統都沒用過，也不會
用。不過站在消費者的角度來看的話，微軟的系統收費實在過高，而且很多相關
軟體會分開出售。即使如此，也因為相較於其他的作業系統，Windows 在早期已
經被大量使用，而且政府及學校等公家機關皆使用 Windows 系列的軟體，所以除
了 Windows 以外的系統一概不了解。要學習其他不同系統的使用方法可能需要花
費大量金錢及心力，因此要使用一概不知的系統，還不如使用一個熟悉的系統來
的好。但是本組認為微軟應該站在消費者的角度來思考，既然許多人都捨棄不了
使用 Windows 的習慣，應該價低價格，而不是維持原價而繼續研究新的軟體。現
今因為 Windows 的使用率近幾年有下降的趨勢，而免費的 Linux 也逐漸升高，雖
然差距還是很大，但是難保微軟的龍頭寶座還能在坐上幾年之久。

有免費系統不用，幹麻要用付費系統。

第7頁

參●結論 – 分析大眾為何喜歡用 Windows 而不用 Linux
以目前所得知的結果來看，由於 Microsoft 早期已經在市場打下良好的根基，讓
大眾已經長時間使用 Windows 系列的系統了，就好比已經習慣的事情，要重新改
過是很難的。政府及學校等公家機關也幾乎都使用 Windows，而高中生所接觸的
系統大部分也只有 Windows 了，要去使用一套沒看過、沒聽過、沒用過的軟體是
不太可能的。由市場佔有率來看，近幾年 Linux 使用率的確有遞增，可是和
Windows 的差距始終過大，因此檔案分享、軟體、遊戲….等，是否能相容於不同
的系統間也是種問題。
本組認為微軟會獨占的原因。這跟他們產品理念有很大的關係，他們強調他們的
作業系統必須很人性化，可以讓很多人很容易的輕易上手。由於初期的電腦較多
屬於操作過程較為複雜的，往往經過之後，才能略顯運用。但是微軟公司強調的
是更加人性化的介面，讓使用者不用經過反覆的專業訓練，也能輕易的上手，所
以開發出了一系列的 Windows 作業系統。由於在市面上深受消費者的喜愛，導致
多家同業廠商紛紛受不了連年虧損，因此陸續退出作業系統這塊市場，微軟公司
也因此在作業系統的市場開始獨大，而造成壟斷市場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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