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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CentOS 8 系統安裝 

 

2-1 虛擬機實習環境 

2-1-1 虛擬機環境需求 

為了讓每一位學生都能自行安裝 Linux 系統，我們採用虛擬機安裝方法。即是在學生（或實習

教室）電腦( Windows 7 或 Linux) 上安裝 VMware Player 虛擬機作業平台上，再利用它安裝 

Fedora、CentOS、Ubuntu Linux 或 Windows Server 等虛擬機，系統環境如圖 2-0 所示。 

電腦主機

Windows/Mac/Linux

Vmware workstation Play

CentOS Linux/Others

原主機作業系統

虛擬機平台

虛擬機作業系統

 

原主機環境需求如下： 

(1) 主電腦一部：至少配置具有 Dual core、虛擬技術(VT) 的 CPU、2GByte 記憶體、 200 GByte 

以上硬碟空間。 

(2) 原主機作業系統： Linux 或 Windows 10 皆可。 

(3) VMware Player .0 以上版本軟體，免費版本，可到 VMware 網站下載。 

(4) Linux 作業系統安裝軟體，大多免費版本，可到各官方網站下載。 

2-1-2 取得相關軟體 

隨書附贈光碟有： 

(1) 虛擬機 DVD：CentOS8_Demo 已安裝完成的虛擬機。可利用 VMware Player 開啟，就

可直接使用，並不需要重新安裝。 

(2) CentOS DVD：CentOS8 ISO 安裝檔案、VMware Player 15 安裝檔案。 

(3) 或請到教學網站(www.tsnien.idv.tw)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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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取得 VMware Player 

VMware Player 是 VMware 公司發行的免費版本，它是虛擬機系統平台，可透過它在原主

機系統上，安裝其它作業系統(或稱虛擬機)。在 Google 上搜尋『vmware download』，如下： 

 

接著點選『Downloads – My VMware』，輸入搜尋『player』，如下： 

 

 

(B) 取得 CentOS 系統軟體 

在 google 上搜尋 CentOS 下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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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DVD ISO 下載： 

 

選擇台灣鏡設網站，最新版本： 

 

2-1-3 安裝 VMware Player 

安裝 VMware Player，這裡基本上都只要點選下一步即可完成安裝，安裝後會要求重新啟動電

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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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創建虛擬機 - CentOS 

2-2-1 安裝前注意事項 

VMware Player 安裝成功之後，接著利用它安裝或開啟虛擬機，並在其上安裝 Linux。安裝

之前必須確定某些事項，這跟您所欲安裝的作業系統有關。如下： 

(1) 安裝途徑如何：是利用 DVD 安裝或 ISO 檔安裝。目前大多使用 ISO 檔安裝，如利用 

DVD 安裝速度會很慢。 

(2) 安裝何種作業系統：VMware 會列出許多作業系統讓使用者直接瀏覽，如果所安裝的作

業系統沒有被列出的話，那可以依經驗慢慢去嚐試它。 

(3) 硬碟空間：一般都預備 100 GB，這表示最大使用空間，它不會一次就佔有，會依照所需

慢慢擷取。 

(4) 記憶體空間：能配置 2GB 最好了，但一般實習教室電腦大多只有 2GB，因此需要一點

小技巧。安裝 Linux 作業系統時給予 2GByte，安裝完成後，再將它改回 1 GByte。 

(5) 網路連結模式：有兩種主要模式： 

 NAT：虛擬機作業系統的 IP 位址，採用動態配置。自動給予 192.168.*.* 私有 IP 位

址，大多使用於工作站模式。(備註：如選用 NAT 模式，虛擬機設定固定 IP 大多不會

成功) 

 Bridge：採用靜態 IP 位址，須設定 IP 位址才可以連線，大多使用於伺服機模式。[建

議採用此模式] (備註：如選用 Bridge 模式，虛擬機還是可以設定動態配置 IP) 

2-2-2 創建虛擬機步驟 

安裝完成後，開起 VMware Player，會看到如下畫面，點選紅圈處創建新的虛擬機器。接下

來安裝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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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 I will install the operating system later，然後下一步 

 

(2) 設定使用的作業系統及版本，選擇所欲安裝的作業系統： 



翻轉電子書系列：Linux 伺服器系統管理                                       第二章 CentOS 8 系統安裝 

翻轉工作室：粘添壽 www.tsnien.idv.tw                                                          - 2-7 - 

 

(3) 設定虛擬機名稱及相關檔案儲存位置，建議建立一個新目錄以供存放。 

 

(4) 設定硬碟空間，一般選用 100G，另外虛擬機檔案儲存格式選用『Store virtual disk as a file』，如

此我們才可以用隨身碟將它下載下來。 

 

(5) 接下來進入硬體規劃檔選單，請點選『Customize Hardware』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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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裝時記憶體需選用 2048 MB，才會出現視窗畫面，安裝後，再改回來 1024MB。 

 

(7) CPU 選用一個 core，虛擬化為 Intel-x/EPT or AMD-V/VRI。 

 

(8) New CD/DVD 選用 ISO 檔開機，並瀏覽 ISO 檔儲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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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Network 選用 Bridged，表示要使用靜態網路模式，安裝後需輸入 Internet 相關位址。   

 

(10) 完成後，選『close』  

 

(11) 接著，選『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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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安裝虛擬機 –CentOS 

2-3-1 安裝前系統規劃 

安裝之前需事先規劃系統環境，建議規劃如下： 

(1) 主機名稱：tsnien (請以學號命名) 

(2) Root 密碼：（自行定義，但不要忘記） 

(3) 硬碟分割：(如沒有採用分割區備份操作，建議採用『自動分配』，教學才採用使用者自訂

分割區。) 

(a) 分割區 /home，格式 ext4，空間為 30 GB、 

(b) 分割區/boot，格式為 ext4，空間為 2048 MB、 

(c) 分割區 swap，空間為 2048MB、 

(d) 分割區/ ，格式為 ext4，空間 50 GB、 

(e) 還剩 6GB 空間。 

(4) 網路位址規劃：(安裝伺服器系統須靜態 IP 位址)(如有 DHCP 可選用動態 IP) 

(a) IP 位址：(需與原主機同區段) 

(b) IP Mask：255.255.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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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Gateway：(與原主機相同) 

(e) DNS Server：168.95.1.1(中華電信) 

(5) 如選用自動 IP 設定，會由 ISP (如中華電信或 DHCP 伺服器)取得一只動態 IP 位址，

安裝後由終端機 執行 ifconfig 命令取得該位址。 

2-3-1 虛擬機安裝步驟 

(1) 創建好後，點選剛創建好的虛擬機器，並執行它(Play virtual machine) 

 

(2) 啟動之後會看到如下畫面，它 60 秒後自動進入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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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啟動後，要求選擇系統語言。 

 

(4) 系統安裝可區為：本地化設定、軟體、系統與用戶設定等四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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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進本地化設定僅設定時間與日期即可，如下：  

 

(6) 選擇安裝系統軟體來源：(已設定好，不用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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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設定軟體安裝格式，選擇『GNOME 桌面環境』最方便，如下： 

 

 

(8) 設定磁碟機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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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操作是自訂磁碟分割，選擇自動分割也可以。 

 

備註：第一次練習，請選擇『自動配置磁碟分割』，以下範例是自行分配： 

 

進入設定分割區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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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更改各分割區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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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設定網路環境： 

 

選擇網路卡(範例只有一片網路卡)，再按設定： 

 

針對 IPv4 環境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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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設定 root 密碼 (設定後需記住，否則須重新安裝，範例：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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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增設使用者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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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系述設定完成之後即可系統安裝，大約需要 25 分鐘才完成。 

 

 (14) 安裝完成後重新開機 

 

2-4 安裝後設定 - CentOS 

系統重新開機後，立即進入 CentOS 安裝設定，接下來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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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授權協議 

按以下按鈕表示接受此授權協議，並選擇『完成設定』如下： 

 

2-4-2 登入系統 

(1) 使用者登入畫面。 

 

(2) 密碼：123456 

 

其它不用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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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測試網路連線 

 (1) 開啟瀏覽器，觀察網路是否正常連線，如下：(如連線不成功，如 2-7 節重新設定 IP 位址。) 

 

 

(2) 系統關機：(桌面右上角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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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開啟已安裝虛擬機 

本書已安裝完成一只虛擬機(CentOS8_demo)，可以將它複製到 windows 10 磁碟機上，直接開

啟就可以，不用再安裝。 

(1) 開啟 VMware Player，選取 

 

 (2)選擇虛擬機檔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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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開啟已選擇之虛擬機，即可開啟使用，如下： 

 

2-6 虛擬機網路設定 

2-6-1 規劃虛擬機 IP 位址 

虛擬機（CentOS）的靜態網路位址，大多需要與原主機（Windows 7）的 IP 位址同一區段較

能成功，所以我們須先了解原主機的網路設定環境為何。觀察方法是桌面上點選『網路』，按右健 => 

內容，如下： 

 

(1) 選擇目前啟動之區域網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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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入後，點選內容、IPv4 設定參數，如下： 

 

將這些訊息用筆將它記錄下來。接著規劃自己的網路環境，如下： 

 IP 位址：（與原主機同一區段） 

 IP Mask：255.255.255.0  （與原主機相同） 

 Default gateway：（與原主機相同） 

 DNS Server：（與原主機相同） 

規劃好虛擬機網路環境後，即可進入設定。 

2-6-2 設定虛擬機網路環境 

(1) 由 VMware Player 啟動虛擬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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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入系統再進入桌面環境後，點選『概覽』、『顯示應用程式』、『設定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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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變更 IPv4 網路環境，如下：(如果家用電腦透過 ADSL 連線，請採用自動(DHCP)) 

 

(4) 重置網路環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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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查閱網路環境 

(1) 由桌面開啟『應用程式』、『公用程式』、『終端機』，如下： 

 

(2) 執行 ifconfig 命令，查閱 IP 位址是否是原設定值，如下： 

 

(3) 測試網路卡運行中，執行 ping 命令，ping 測試與 default gateway(如設定值)之間連線是否正

常，如下：(Ctrl + C 中斷) (如果家用電腦透過 ADSL 連線，請利用 $ip route 查詢 default 

gateway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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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終端機連線 - Putty 

2-7-1 查閱網路環境 

吾人可在 Windows 7 系統上，利用 putty 程式連線到 Linux 虛擬主機系統，作有關系統管

理的工作。連線前必須先知道該主機的 IP 位址，可利用 ifconfig 命令，查詢 IP 位址，如下：(先

進入終端機視窗) 

 

2-7-2 Putty 網路連線 

如果沒有 putty 程式，可利用 yahoo 搜尋並下載，這是免費軟體。下載後點選即可執行，不

用安裝。 

(1) 首先輸入連線主機的 IP 位址，與此連線的名稱(CentOS7)，如下： 

 

(2) 再點選『Appearance』設定字型，如下： 



翻轉電子書系列：Linux 伺服器系統管理                                       第二章 CentOS 8 系統安裝 

翻轉工作室：粘添壽 www.tsnien.idv.tw                                                          - 2-30 - 

 

(3) 再點選『Translation』，設定終端機模式： 

 

(4) 點選『Session』回主控台，儲存後點選『Save』再『Open』，進入連線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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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則出現遠端終端機視窗，如此即可在上面操作系統，方法是輸入帳戶名稱（安裝時建立的第一

個用戶），及其密碼： 

 

2-8 虛擬機前置設定 

2-8-1 測試網路環境 

測試網路連結步驟有三： 

(1) Ping 127.0.0.1：測試主機網路程式是否啟動。如果回應正常表示網路軟體啟動正常，如

下： 

 

(2) Ping 主機 IP：如果回應正常表示網路卡運作正常，否則可能網路卡介面沒有啟動，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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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ing 預設閘門：如果回應正常表示內部網路正常，否則可能連接交換器的連線有問題，

如下： 

 

(4) Ping 外部主機：如果回應正常表示外部連線成功，如果不正常可能需通告網路管理員有

障礙，如下： 

 

2-8-2 新增使用者 

安裝後系統僅有 root 帳號，需增加一般使用者，譬如增加 user01 與 user02 兩帳戶如下：

( #useradd user01 增加帳戶、#passwd user01 設定密碼) 

 

2-8-3 開啟防火牆 

防火牆是企業網站最基本的防護，目前 Linux 大多採用 firewalld.service 套件，並利用 

systemctl 命令管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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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secureLab ~]# systemctl start firewalld  [啟動防火牆功能] 

[root@secureLab ~]# systemctl enable firewalld  [開機自動啟動防火牆] 

[root@secureLab ~]# systemctl status firewalld   [顯示防火牆狀態] 

● firewalld.service - firewalld - dynamic firewall daemon 

   Loaded: loaded (/usr/lib/systemd/system/firewalld.service; enabled; v> 

   Active: active (running) since Fri 2021-05-14 21:47:32 CST; 22s ago 

     Docs: man:firewalld(1) 

 Main PID: 3892 (firewalld) 

    Tasks: 2 (limit: 11332) 

   Memory: 28.5M 

   CGroup: /system.slice/firewalld.service 

           └─3892 /usr/libexec/platform-python -s /usr/sbin/firewalld --> 

[root@secureLab ~]# 

2-8-4 關閉 selinux 管制 

基本上 Unix/Linux 針對檔案系統權限的限制僅有 rwx 三種方式，SELinux 針對檔案權限更

進一步的管理，初學者暫時略過，待系統較孰悉後再來探討。 

利用 vi 編輯 /etc/selinux/config 檔案，設定  SELINUX=disabled，並將 # 

SELINUXTYPE=targeted 前面加 # 號，如下圖所示：(# vi  /etc/selinux/config ) 

# This file controls the state of SELinux on the system. 

# SELINUX= can take one of these three values:  

#     enforcing - SELinux security policy is enforced. 

#     permissive - SELinux prints warnings instead of enforcing. 

#     disabled - No SELinux policy is loaded. 

SELINUX=disable 

# SELINUXTYPE= can take one of these three values: 

#     targeted - Targeted processes are protected, 

#     minimum - Modification of targeted policy. Only selected processes are 

protected. 

#     mls - Multi Level Security protection. 

# SELINUXTYPE=targeted 

 

 

:wq 

2-8-5 系統關機命令 

需重新開機 selinux 設定才有效 (# shutdown -r  0)，或關機後再開機亦可(# shutdown -h  

0)，其中 0 表示零分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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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secureLab ~]# shutdown  -r  0  [重新開機，關機後立即再開機] 

或 

[root@secureLab ~]# shutdown  -h  0  [立即關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