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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Linux 作業系統的旋風襲捲全球，而這股趨勢正轉進國內。本研究主要探

討國內企業採用 Linux 作業系統的考量因素之研究。經由相關文獻的收

集、理論架構的建立，利用問卷調查的方式，針對 83 個有效的回收樣本



企業資料進行分析，希望透過實證分析的過程，期能研究出企業採用

Linux 系統平台所考量的因素及所面臨的問題，進而找出克服此關鍵因素

問題的方法，提供給企業主及廠商們來參考，以期對產、官、學界有所

助益。 本研究所獲得的研究成果有五項：1. Linux 作業系統在國內的應用

已有逐年提昇的趨勢，同理國內資訊人員使用 Linux 為 PC 或伺服器上作

業系統的經驗皆逐漸增加。2. 採用 Linux 作業系統於 PC 上的比例僅為

9.64%，因為企業間文件交換，Office 的檔案格式早己成為標準，所以廠

商應加強更多、更好用及加值的應用軟體。 3. 企業對以 Linux 做為 WEB

網頁伺服器、檔案傳輸伺服器、電子郵件伺服器的核心作業系統很熟悉

且很有信心。 4. 影響企業採用 Linux 系統平台的「資訊科技面」、「內部

組織面」、「外在環境面」三個構面因素的 48 個問項的影響重要性，以

「系統穩定性」被列在最優先考量的因素； 「資料的安全性」、「網路

攻擊少」、「公司資訊人員具備 Linux 技術的知識」為企業主最重要的前

三項考量因素。 5. 企業採用 Linux 作業平台所面臨的困難為 (1)技術廠商

的能力； (2)技術的熟悉度； (3)資訊服務的成熟度； (4)政府的政策。  

摘要

(英) 

The storms of Linux operating system are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is research is 

focus on the reasons why companies in Taiwan are considering the adoption of 

Linux. We got eighty-tree valid samples from companies and we hope to find out 

what affect the decision making for companies to adopt Linux. We will further find 

out the solutions which companies face while adopting Linux, so that this study can 

be used by companies as a referenc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ings: 1. There is a 

gradual annual increase in the usage of Linux in Taiwan. Meanwhile, There is an 

increase in the experience of IT personnel on the usage of Linux in both PC and 

Server. 2. There are only 9.64% of PC using Linux in Taiwan because OFFICE is 

the standard of office documents. Therefore, more functional and useful application 

software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popularity of Linux. 3. Companies are 

confident and familiar to use Linux as the kernel operating system for their WEB 

server, FTP Server, E-mail Server. 4. Among all the four-eight f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pany’s internal structure」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Linux system, 「System stability」 is the 

number one concern for companies. If this issue can be addressed and solved, then 

it will help for the growth of Linux. Also, the「Safety of the data」,「The 

reliablility and security of network transmission」, 「The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of Linuc of its existing persionnel」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s 

well. 5. The challenges for companies to adopt Linux are: (1) The ability of 

technology provider; (2). The experience of the technology; (3). The maturity of the 

IT service industry; (4). Governmen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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