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題庫：刪除原題庫中部份題目並加入新題目 95 題
刪除：40，255，289，292，293，462，511~522，543，600

中國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 資訊類畢業門檻補救措施題庫
(1)1、在不同電腦間傳遞文件時,透過網路比用磁片有利的原因？(1) 網路可以傳遞容量大於磁片的文件
(2) 用網路傳送文件,比較不會曝露在病毒中或其他危險的軟體中 (3)用網路傳送文件,可保證網路上其他
電腦也可讀取 (4)用網路傳送文件,不需要使用者在電腦間另外接其他的傳送媒介
(4)2、下列何者為電子郵件應用軟體？ (1) FrontPage (2) Internet Explorer (3) Microsoft Access (4) Microsoft
Outlook
(4)3、下列何種動作可以讓電腦存儲資料時更加快速有效率？(1) 資料備份(2) 病毒檢查(3) 設定標簽(4)
磁碟重整
(2)4、想要建立一個信封的範本,以便能從資料庫或通訊錄中將名字和位址合併在一起,應使用下列哪一種
軟體？ (1) 試算表軟體 (2) 文書處理軟體 (3) 圖形處理軟體 (4) 資料庫管理系統
(4)5、哪一種軟體安裝在電腦裡,用來管理檔案、磁碟機、記憶體並執行其他軟體？(1) 公用軟體(2) 網路
軟體 (3) 應用軟體 (4) 作業系統軟體
(2)6、在電腦開機後,但尚未載入作業系統前,是由何種裝置負責提供檢視電腦啓動預設值？ (1) 硬碟 (2)
唯讀記憶體(ROM) (3) 中央處理單元(CPU) (4) 隨機存取記憶體(RAM)
(2)7、電腦的“設備驅動程式”用途是什麼？ (1) 監控軟體存取硬體的方式 (2) 讓電腦控制如印表機之
類的設備 (3) 配置筆記型電腦的電池,以便運作更長時間 (4) 管理記憶體供不同的應用軟體使用
(4)8、下列連線方式,在 Internet 上何者提供的資料傳輸量最小？(1) T1 (2) DSL (3) 有線電視數據機(cable
modem) (4) 撥接式數據機
(2)9、當電腦同時執行好幾個應用軟體時,影響速度與效能的最大因素是哪一種？(1) CD-ROM 光碟機存取
資料的速度(2) RAM 記憶體可用的大小(3) 硬碟存取的速度與容量(4) 網路速度與可用的頻寬(E) 電腦連
接到網路的速度
(3)10、如果電腦不能同時執行多個應用程式,限制電腦可能的原因是:(1) 硬碟(2) 公用軟體(3) 作業系統(4)
網路連接
(3)11、電腦的那個部分負責完成運算和控制邏輯處理過程?(1) 唯讀記憶體(ROM) (2) 輸入/輸出控制器
(3) 中央處理器(CPU) (4) 隨機存取記憶體(RAM)(E) 單排封記憶體模組(SIMM)
(3)12、當桌上型電腦主電源關閉後,什麼元件仍然在備用電源支援下運行? (1) 硬碟 (2) 冷卻風扇 (3) 系
統時鐘 (4) 微處理器
(2)13、什麼技術讓視力障礙的人更容易輸入資訊到電腦? (1) 聲音識別 (2) 螢幕閱讀器 (3) 筆跡分析 (4)
超大顯示器
(4)14、下列何者為電腦顯示器的相關規格？ (1) 12 毫米 (2) 40GB (3) 56K V.90 (4) 28dot pitch
(4)15、將文件保存到硬碟時,其資料移動的流向是從_____？ (1) RAM 到 ROM (2) ROM 到 RAM (3) 硬碟到
RAM (4) RAM 到硬碟
(3)16、當電腦運行 Windows 作業系統時,哪個鍵盤指令允許使用者重新啟動電腦或關閉未回應的應用程
式？ (1) Alt-Tab (2) Control-Z (3) Control-Alt-Del (4) Control-Shift-F3
(4)17、哪一類型的記憶體或儲存裝置會因為電源中斷而流失資料？ (1) 硬磁 (2) 軟碟 (3) 唯讀記憶體
(ROM) (4) 隨機記憶體(RAM)
(2)18、哪個儲存設備針對讀寫大量資料可提供最快的存取速度？ (1) 光碟機 (2) 硬碟 (3) 備份磁帶 (4)

軟碟
(3)19、建立編輯信件、報告和書籍時,使用下列哪一方種軟體？ (1) 資料庫 (2) 網頁瀏覽器 (3) 文書處
理軟體 (4) 簡報軟體
(1)20、包含文字、圖形、聲音和影像的文件或網頁被稱為______內容。 (1) 多媒體 (2) 友善列印 (3) RTF
格式 (4) HTML 格式
(2)21、當電腦運行應用程式變的非常慢而且還聽到硬碟高速運轉的聲音,最有可能的原因是？ (1) 電腦
微處理器太慢以致不能執行操作 (2) 電腦硬碟損壞可能需要更換 (3) 記憶體和硬碟間資料交換時電腦
記憶體不足 (4) 應用軟體與電腦作業系統或硬體有衝突
(4)22、什麼類型的軟體會包括收件匣和寄件匣的元件？ (1) 財務 (2) 多媒體 (3) 網頁製作 (4) 電子通
訊
(3)23、下列哪一項是微處理器的速度說明？ (1) 24 X (2) 12 GB (3) 733 MHz (4) 800*600 DPI
(2)24、刪除沒用或不需要的檔案的最好理由是什麼？ (1) 透過應用軟體保證所有文件可以被讀取 (2) 加
快所需檔案的搜尋速度 (3) 減少病毒感機會 (4) 減少磁碟重整的需求
(1)25、當你按
鍵時,大部份軟體會顯示線上幫助。 (1) F1 (2) F2 (3) F3 (4) F4
(2)26、當打開一檔案出現[無效的檔案類型]的錯誤訊息。最可能引起這個問題的原因是？ (1) 自從最後
一次打開後,該檔案已經被重新命名或刪除了 (2) 目前用來開啓讓檔案的應用程式與當初建檔的程式不
同 (3) 檔案已經損壞,所以不能被目前使用的應用軟體開啓 (4) 檔案已經感染病毒,應用程式為了避免感
染,不能打開該檔案
(2)27、試算表中第五欄第四列儲存格位址的表示法為? (1) 4E (2) E4 (3) 5D (4) D5
(1)28、下列何者與高速網路連接有關?(選擇兩項) (1) T1 (2) FTP (3) URL (4) HTTP
(4)29、瀏覽器讀取____語言,它可以描述在瀏覽器中的文字、圖片和其他網頁組成內容。 (1) C++ (2) URL
(3) HTTP (4)HTML
(1)30、什麼是電子商務? (1) 在 lnternet 買賣商品和服務 (2) 使用信用卡在零售店買賣和商品服務 (3) 被
大型企業出售商品使用的內部帳務系統 (4) 在 lnternet 上的商品和服務交易,過程不含現金
(4)31、政府機構需要經常改進哪方面,才可以使政府網站更容易被傷殘人士造訪？ (1) 提供傷殘人士免
費或低廉的上網成本 (2) 減少政府網站的網頁中包含的超連結數量 (3) 確保政府網站已被檢查且無錯
誤 (4) 要求政府網站可以支援傷殘人士專用的輸入、輸出和軟/硬體設備
(1)32、用密碼維護安全的最有效方式是什麼？ (1) 經常更換密碼 (2) 用姓名、生日或紀念日等好記的字
串作為密碼 (3) 使用相同密碼登入個人電腦、網路及不同的網路帳號 (4) 將所有密碼存在一份文件內,
並設定另一組密碼保護該文件
(4)33、關於網路論壇、BBS 的”留言郵件管理”方式,哪一項敘述最正確？ (1) 開放給所有用戶且無任何
規範 (2) 允許張貼或發布任何訊息 (3) 僅允許付費註冊者進入使用 (4) 有時會刪除不當言論
(1)34、網路中使用什麼來驗證帳戶的唯一性? (1) 用戶登錄 (2) 電腦名稱 (3) 職員的 ID 號碼 (4) 硬碟的
ID 號碼
(1)35、當用戶試著從一封電子郵件中下載附件檔時,下載過程耗時並在下載完成前停止工作。最有可能原
因是? (1) 下載過程連線中斷 (2) 下載的附件感染病毒 (3) 打開該附件所需的應用軟體使用 (4) 下載的
附件包含時間限制資訊
(2)36、相對於其他的通信方式,電子郵件的優勢是什麼？ (1) 不需花任何費用,就可以發送電子郵件給全
球任何人。 (2) 電子郵件可以便宜且快速地發送、接收和轉寄。 (3) 因為只能個人電腦的使用者讀取,
所以店以郵件較為安全。 (4) 電子郵件是臨時的溝通方式,不需要正確的拼寫或文法

(2)37、在電子郵件資訊中,“Re:會議紀錄”是指？ (1) 附件 (2) 主旨 (3) 寄信者地址 (4) 收件者地址
(1)38、下列何者不屬於電腦網路提供的優點? (1) 提升網路中的每部電腦的處理速度 (2) 能夠讓專案群
組在工作時得以分享彼此的文件 (3) 透過網路授權的方式節省昂貴的軟體購置成本 (4) 能夠允許多人
同時使用相同的資料庫(E) 透過網路分享設備(例如:印表機)方式節省昂貴的硬體成本
(2)39、最有可能增加對眼睛傷害機率的是？ (1) 使用電腦工作時沒有鍵盤護腕墊和椅子(2) 長時間不間
斷的工作 (3) 在工作時間裏外出 (4) 在使用電腦工作時頻繁的休息
(1)41、網路上有許多免費的公用文件可提供給學生引用。但學生在複製這類來源到自己的文章時,若未標
示原始出處或作者,就是一種___的行為。 (1) 抄襲 (2) 冒用身分 (3) 違反著作權 (4) 違反商標法
(2)42、電腦出現頻繁的破碎聲響,預示了電腦硬體可能存在問題。應該首先採取何種設施？ (1) 更換重
要的硬體設備,比如硬碟 (2) 備份重要資料到其他一台或多台電腦上 (3) 重新安裝作業系統看問題是否
依然存在 (4) 在硬碟上建立新的資料夾並複製重要檔案到該資料夾裏
(3)43、什麼設備最有可能被用來儲存一個網路中不同用戶的資料庫？ (1) 網路集線器(hub) (2) 用戶端
(client) (3) 伺服器(server) (4) 路由器(router)
(1)44、什麼類型的資料,用戶擁有最高的所有權和控制權？ (1) 保存在使用者自己家裡的個人資料 (2)
保存在使用者自己家裡的與工作相關資料 (3) 保存在使用者公司電腦上的個人資料 (4) 保存在使用者
公司上的與工作相關的資料
(1)45、一般而言,哪種類型文件的備份最重要？ (1) 使用者的資料檔案 (2) 應用軟體的檔案 (3) 作業系
統的檔案 (4) 印表機驅動程式與公用檔案
(1)46、防治病毒及病毒感染的詳細技術資訊最佳來源為？ (1) 防病毒軟體發展商 (2) 使用者電腦設備廠
商 (3) 研究電腦犯罪的政府機構 (4) 用戶首次聽說病毒的那個地方
(2)47、什麼是垃圾郵件？ (1) 包含感染病毒附件的電子郵件 (2) 未經同意發送關於商品銷售或服務資訊
的郵件 (3) 包含恐嚇和其他類型的侵擾的網頁郵件 (4) 位於 Internet 上包含色情或淫穢性質的郵性
(4)48、哪種設備能夠幫助保護電腦用戶因重複無規則運動而造成的手臂損傷？ (1) 滑鼠墊 (2) 反炫光護
目鏡 (3) 平面顯示器 (4) 鍵盤護腕墊
(3)49、什麼方法可以對郵件編碼,使除了指定收件者外的其他任何人無法查看？ (1) 欺騙(deception) (2)
偵錯(debugging) (3) 加密(encryption) (4) 編譯規則(codification)
(2)50、電腦防毒軟體多久應該升級一次？ (1) 每周相同的日期和時間 (2) 隨時從防毒軟體開發商處更新
可用的版本 (3) 透過 IT 部門或新聞,隨時發佈重大病毒威脅的消息 (4) 在防毒軟體偵測到感染病毒的檔
案並發出警告之後
(3)51、針對公司員工利用電子郵件對內外大量傳遞訊息的行為,下列何者是目前較為常見且涉及法律的問
題？ (1) 在決策過程中對電子郵件的訊息過於信任 (2) 使用不恰當文法或標點符號等寫無方式 (3) 透
過公司的電子郵件系統發佈錯誤或詐欺訊息 (4) 取代面對面開會方式,過度使用電子郵件作為溝通方式
(1)52、下列哪一項不屬於電腦網路提供的優點？ (1) 提升網路中的每部電腦的處理速度 (2) 能夠讓專案
群組在工作時得以分享彼此的文件 (3) 透過網路授權的方式節省昂貴的軟體購置成本 (4) 能夠允許多
人同時使用相同的資料庫
(3)53、當電腦連接到網路的時候最有可能增加哪方面的風險？ (1) 破壞作業系統和應用軟體 (2) 由於相
容性問題而不能被讀取 (3)喪失自主權及隱私 (4) 未被授權的人可以存取私密資料
(2)54、當用戶造訪網站時,一些網站會在電腦的硬碟裡留下一個檔案,用來記錄造訪的詳細資訊和追蹤用
戶在 Internet 上的活動,這種檔案稱為什麼？ (1) 高速緩衝記憶體(cache) (2) cookie (3) 瀏覽器 (4) 書籤
(3)55、以下何種描述是數據機發送和接收資料時的進度？ (1) 48X (2) 100 MHz (3) 56K bps (4) 800*600 dpi

(2)56、相對於其他的通信方式,電子郵件的優勢是什麼？ (1) 不需花任何費用,就可以發送電子郵件給全
球任何人 (2) 電子郵件可以便宜且快速地發送、接收和轉寄 (3) 因為只能被個人電腦的使用者讀取,所
以電子郵件較為安全 (4) 電子郵件是臨時的溝通方式,不需要正確的拼寫或文法
(4)57、除了桌上型及筆記本電腦外,哪些類型的設備能上網路？(選擇兩項) (1) 掃描器 (2) DVD 播放器 (3)
高解析度的顯示器(4) 移動電話
(1)58、下列何者為線上交易最安全的方式？ (1) 僅給安全的網站提供信用卡資訊 (2) 保存最新正確的個
人資料到電子商務網站 (3) 確認電子商務網站的收費沒有超出信用額度 (4) 在線上購買商品時總是使
用相同的郵件地址
(4)59、什麼情況下,在郵件中插入網頁位址比插入包含網頁資訊的附件更適合？ (1) 如果接收者是從網
站上存取郵件(2) 如果接收者的網路線路不是很穩定 (3) 如果發送的資訊是敏感或機密的 (4) 如果資訊
是經常更新的
(3)60、哪種應用軟體用來顯示網頁內容？ (1) pager (2) 蜘蛛(spider) (3) 瀏覽器(browser) (4) 資訊傳遞者
(messenger)
(1)61、下列何者不是控制單元的工作？(1)運算執行(2)時序控制(3)指令提取(4)指令解碼。
(4)62、電腦的五大單元中，何者專門負責整體系統的指揮控制？ (1)輸入單元 (2)算術/邏輯單元 (3)記憶
單元 (4)控制單元。
(2)63、資料儲存的功能是由下列那一單元來執行？ (1)算術邏輯單元 (2)記憶單元 (3)控制單元 (4)輸出
入單元。
(3)64、MIPS 是下列何者之計算單位？ (1)印表機之速度 (2)記憶體之容量 (3)CPU 之處理速度 (4)磁碟機
之速度。
(1)65、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電腦的 CPU 其實只能執行機械語言 (2)所謂同步傳輸意指一次同時傳送
2Bytes 個的資料 (3)即時 Real-time 一定是 on-line 系統，而 on-line 系統也一定是 Real-time 系統 (4)以上
皆是。
(1)66、一般所稱的幾位元電腦，請問是以何者來定義？ (1)資料匯流排(Data Bus) (2)位址匯流排(Address
Bus) (3)控制匯流排(Control Bus) (4)CPU 的運算速度。
(2)67、如果電腦的位址匯流排(Address Bus)有 17 條線，則其儲存位置空間最多可達？ (1)64K (2)128K
(3)256K (4)512K。
(4)68、電腦的「位址匯流排(Address Bus)」若 32 條線，則其記憶位置最多可達多少 Bytes？ (1)16M (2)32M
(3)1G (4)4G。
(2)69、下列關於「雙核心 CPU」的敘述，何者正確？(1)雙核心 CPU 就是指加入了 Hyper-Threading 技術
的 CPU (2)雙核心 CPU 是利用平行運算的概念來提高效能 (3)雙核心 CPU 就是 32 位元 x2，也就是所謂的
64 位元 CPU (4)雙核心 CPU 的時脈是單核心 CPU 時脈的兩倍。
(4)70、下列所述之記憶體中，何者之容量最小？ (1)主記憶體(Main Memory) (2)輔助記憶體(Secondary
Memory) (3)虛擬記憶體(Virtual Memory) (4)快取記憶體(Cache Memory)。
(1)71、電腦中計算記憶體最小的單位為？ (1)Bit (2)Byte (3)Word (4)File。
(4)72、一個 24x24 的中文字型佔多少記憶空間？ (1)2 Bytes (2)4 Bytes (3)64 Bytes (4)72 Bytes。
(4)73、下列何者無法作防寫保護？ (1)硬式磁碟機 (2)軟式磁碟機 (3)ROM (4)RAM。
(3)74、電腦的電源在關機 (Off)後，下列何種記憶體之內容不會消失？ (1)DRAM (2)SRAM (3)BIOS (4)Virtual
Disk。
(2)75、1MB 的記憶容量等於多少 Bytes？ (1)2 的 10 次方 (2)2 的 20 次方 (3)2 的 30 次方 (4)2 的 8 次方。

(1)76、「TeraByte」是？(1)硬碟容量的單位 (2)CPU 的振盪頻率 (3)印表機的解析度 (4)網路的傳送速度。
(2)77、若 CPU 可直接存取 1M Bytes 的記憶體，則最少需要幾條位元址線？ (1)18 (2)20 (3)22 (4)24。
(3)78、下列記憶體何者能讀取亦能寫入？ (1)PROM (2)CD-ROM (3)RAM (4)EEROM。
(1)79、下列具有記憶功能的硬體中，何者之存取速度最快？(1)快取記憶體(CacheMemory)(2)硬碟(3)光碟
(4)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
(1)80、唯讀記憶體(ROM)可用來當做什麼？(1)儲存開機用的基本程式(2)程式變數的記憶空間(3)提供資料
暫存空間(4)作為資料緩衝器。
(4)81、磁碟中設定地址最小的單位為何？ (1)磁軌(Track) (2)位元(Bit) (3)位元組(Byte) (4)磁集(Cluster)。
(1)82、磁片的表面，乃由許多半徑不同的同心圓所組成，這些同心圓稱為： (1)磁軌 (2)資料錄 (3)欄位
(4)磁區。
(4)83、一台硬式磁碟機之邏輯磁碟機最多可設？ (1)一台 (2)二台 (3)三台 (4)三台以上。
(4)84、要安裝 CD-ROM 時，下列何者是正確的？ (1)不同規格的 CD-ROM 其介面卡可隨意互換 (2)不需再
另外安裝驅動軟體即可操作 (3)Config.sys 可隨意設定 (4)需安裝驅動軟體才可操作。
(1)85、下列的設備中，何者需外加驅動軟體才能操作？ (1)CD-ROM (2)HDD (3)FDD (4)Keyboard。
(3)86、下列儲存記憶體中，何者無法存入只能讀取？ (1)磁碟片 (2)RAM (3)ROM (4)磁帶。
(3)87、哪一項敘述不是真的？ (1)刪除磁碟片裡的檔案後，再存入稍大的檔案，就會產生破碎檔案現象 (2)
可以把破碎檔案重組成連續檔案 (3)只有硬式磁碟機才會產生壞磁區 (4)經常重組檔案，可以延長磁碟機
的壽命。
(3)88、下列記憶儲存裝置中，那一個不具有隨機存取（Random Access）的功能(1)RAM (2)暫存器 (3)磁
帶 (4)硬碟。
(3)89、資料最常發生錯誤的時機，下列何者不正確? (1)資料透過網路傳送時 (2)資料登錄時 (3)儲存至磁
碟的過程 (4)填寫原始資料表單時。
(2)90、下列所述之輔助記憶體中，何者之存取速度最快？ (1)軟碟機 (2)硬碟機 (3)光碟機 (4)磁帶機。
(4)91、下列儲存裝置中，何者存取速度最快？ (1)硬式磁碟機(Hard Disk) (2)主記憶體(Main Memory)
(3)唯讀光碟機(CD-ROM) (4)快取記憶體(Cache Memory)。
(1)92、下列記憶體儲存裝置中，何者存取速度最慢？ (1)Hard Disk (2)Register (3)Cache (4)Main Memory。
(1)93、下列何者讀取的速度最快？(1)虛擬磁碟(2)硬式磁碟(3)軟式磁碟(4)CD-ROM。
(2)94、下列關於 CD-ROM 光碟機的敘述中，何者為正確者？(1)只能用來錄音樂(2)只能讀取已灌錄於 CD
片中的資料(3)能讀寫各種資料於 CD 片中(4)能備份硬式磁碟機中的資料。
(4)95、下列設備何者兼具了輸出及輸入功能？ (1)滑鼠 (2)印表機 (3)CD-ROM (4)磁碟機。
(4)96、所謂 400DPI 的印表機，係指？ (1)每秒鐘可印 400 個英文字元 (2)每分鐘可印 400 個英文字元 (3)
每英吋內可印 400 個英文字元 (4)每英吋內可印 400 點。
(4)97、下列設備何者通常作為輸入裝置？ (1)Printer (2)Speaker (3)Plotter (4)Mouse。
(2)98、電腦鍵盤的電源由下列何者供應？ (1)鍵盤本身 (2)主機板 (3)不需電源 (4)鋰電池。
(2)99、下列何者不是電腦的輸出裝置？ (1)螢幕 (2)鍵盤 (3)印表機 (4)繪圖機。
(1)100、一次可以印出多份拷貝報表的印表機是？ (1)撞擊式印表機 (2)雷射印表機 (3)噴墨式印表機 (4)
熱感式印表機。
(3)101、下列哪一項的規格可以代表圖片的解析度？(1)120GB(2)7200 轉(3)96DPI(4)1600MHz。
(3)102、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中，使用下列何種技術讓電腦能夠更容易辨識此硬體裝置？
(1)PCMCIA(2)SCSI(3)Plug & Play(4)IDE。

(2)103、螢幕若左右閃動需調整？ (1)垂直旋鈕 (2)水準旋鈕 (3)亮度旋鈕 (4)黑白對稱旋鈕。
(4)104、拆裝電腦時應先？ (1)進入測試軟體後再拆裝 (2)螢幕關機後再開機 (3)按 Reset 鍵後再拆裝 (4)
關閉電腦電源後再拆裝。
(3)105、開機時螢幕電源指示燈已高，但螢幕卻無畫面出現，則下列何者非檢查要項？ (1)螢幕訊號轉接
頭不良 (2)主機板故障 (3)鍵盤接觸不良 (4)顯示卡故障。
(3)106、電腦的 CPU 故障時，會出現下列何種情況？ (1)有聲音無影像 (2)有影像無聲音 (3)無聲音無影
像 (4)有聲音有影像。
(2)107、當電腦當機時，下列何種動作無效？ (1)按 Reset 鍵 (2)螢幕關機後再開機 (3)按 Ctrl+Break 鍵 (4)
按 Alt+Ctrl+Del 鍵。
(2)108、下例那個述敘是錯的？(1)任何十進位整數都可用二進位表示。(2)任何十進位小數都可用二進位
表示。(3)任何二進位整數都可用十進位表示。(4)任何二進位小數都可用十進位表示。
(4)109、十六進位的「1 C 」加上十六進位的「9 F 」
， 等於十進位的？(1) 1 8 5 (2) 1 8 6 (3) 1 8 4 (4) 1 8 7 。
(3)110、在資料的表示法中，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1)ASCII 碼通常使用的是 ASCII-8 格式，共可表達 256
個文字或符號，但無法用來表示中文字碼 (2)UNICODE 可表達各種不同的語系文字，一種無論是中文、
英文或符號，均以 2Bytes 表達 (3)以 2Bytes 表示整數，以其中 1 bit 表示符號，則可表達的最大整數值
為 216-1 (4)以 2 Bytes 表示整數，負數採取 2's 補數系統則內碼為(FFAB)16 的整數相當於(-85)10。
(2)111、若考慮正負號，1 個 Byte 的長度，它可以儲存的最大值？(1)255(2)127(3)512(4)36727。
(2)112、下列的敘述何者正確？ (1)人們搭乘電梯進出的方式就是資料結構中 Queue 的型態 (2)一個正反
器(Flip Flop)只能儲存一個位元(Bit)的資料 (3)快速排序法的執行速度，受輸入資料本身型態的影響 (4)比
較器(Comparator)是一種序向邏輯電路。
(2)113、十六進位數(F1)和(55)作 AND 運算後，其十六進位數之值為何? (1)A4 (2)51 (3)F5 (4)5B。
(1)114、二進位數的「10110111」和「10001000」做 XOR 運算後，其十六進位數之值為何？ (1)3F (2) BF
(3)30 (4)B7 。
(4)115、下列那一種閘稱為完全閘？ (1)NOT (2)OR (3)AND (4)NOR。
(4)116、下列為布林代數的基本關係，其中何者是錯的？ (1)X+1=1 (2)X+X’=1 (3)(X+Y)’=X’Y’ (4)(X’)’
=0。
(4)117、在布林運算中，下列何者有誤？ (1)A+A'=1 (2)AA'=0 (3)A+A'B'=A+B' (4)A(A'+B)=A'B。
(4)118、當開啟電腦後，將作業系統載入記憶體中的是下列何者？ (1)組譯程式 (Assembler) (2)編譯程式
(Compiler) (3)使用者開發程式(User Developed Program) (4)啟動程式 (Initial Program Loader)。
(3)119、下列何者不屬於系統軟體？ (1)組譯程式 (Assembler) (2)編譯程式 (Compiler) (3)使用者開發程式
(User Developed Program) (4)直譯程式 (Interpreter)。
(3)120、下列何者不是作業系統的功能？ (1)輸出/入裝置的管理 (2)處理的管理 (3)輸入法的管理 (4)記
憶體的管理。
(3)121、下列何者不是作業系統的主要功能？(1)輸出入裝置的管理(2)提供使用者操作介面(3)防範病毒(4)
記憶體管理。
(2)122、下列何者不是作業系統的主要功能？ (1)設備管理 (2)排序 (3)記憶體管理 (4)資源分配。
(3)123、下列那一個不是作業系統提供的基本功能？(1)主記憶體管理(Main Memory Management)(2)行程
管理(Process Management)(3)編譯程式(Compiler)(4)檔案管理(File Management)。
(1)124、「虛擬記憶體」係屬於一種： (1)軟體技巧 (2)半導體結構 (3)硬體設備 (4)韌體。
(3)125、能使電腦執行比主記憶體還要大的程式時，可以使用下列哪一種技術？ (1)分時 (Time Sharing) (2)

快取記憶體 (Cache Memory) (3)虛擬記憶(Virtual Memory) (4)多工作業 (Multi-tasking)。
(4)126、為了避免實體主記憶體不足而無法執行程式，所發展出的技術為何？(1)快取記憶體 (2)輔助記憶
體 (3)快閃記憶體 (4)虛擬記憶體。
(2)127、在系統軟體中，透過下列何種技術可以使用軟體與記憶體來提供快速的儲存裝置？ (1)抽取式硬
碟(Removable Disk) (2)虛擬磁碟機(Virtual Disk) (3)延伸記憶體(Ext6ended Memory) (4)虛擬記憶體(Virtual
Memory)。
(2)128、下列有關中斷(Interrupt)的敘述，何者正確？ (1)中斷的要求必定來自硬體 (2)硬體中斷，相對於
CPU 正執行的程式，乃是一非同步事件(Asynchronous Event) (3)當 CPU 在執行中斷時，就不能再執行其他
的中斷 (4)可遮沒的中斷(Mask Interrupt)沒有優先權。
(1)129、作業系統中下列何者負責處理程式中斷？ (1)監督程式 (2)啟動載入程式 (3)輸出入控制程式 (4)
工作控制程式。
(1)130、提供排序(Sort)的功能是系統軟體中的？ (1)共用程式 (2)操作系統 (3)編譯系統 (4)資料庫程式。
(1)131、在電腦中，負責管理 CPU 和 I/O 設備的為？ (1)作業系統 (2)公用程式 (3)載入程式 (4)編譯程式。
(1)132、關於作業系統的相關說明，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作業系統通常燒錄在主機板上 (2)作業系統
也是一套程式 (3)作業系統的目的在於讓使用者可以更有效的使用計算機系統 (4)使用者可以透過作業
系統執行低階的操作。
(4)133、全新的硬碟必須經過以下哪個步驟才能開機？ (1)設定為作用中(active)磁碟分割 (2)格式化硬碟
(3)植入作業系統程式 (4)以上皆是。
(4)134、下列何者不需要即時系統來處理？ (1)飛機訂票系統 (2)股市交易 (3)ATM 自動提款機系統 (4)
銀行利息計算。
(3)135、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一個連線系統(On-Line)一定是即時系統(Real-Time) (2)一個多程式執行
(Multiprogramming)系統一定具有分時(Time-Sharing)功能 (3)一個分時系統(Time-Sharing)一定是多程式執
行系統(Multiprogramming) (4)一個多重處理器系統一定是多程式執行(Multiprogramming)系統。
(2)136、有關作業系統資料處理方式，下列何者正確？(1)多元程式作業(multi-programming)一定是多人
(multi-user)系統(2)分時系統一定是多元程式系統(3)多元程式作業是指可同時存在多個程式，且單一時間
點可處理多個程式(4)連線系統一定是即時系統。
(3)137、下列關於多工(Multitasking)作業系統的敘述中，何者錯誤？ (1)需要有中斷處理的能力 (2)需要
有排程(Scheduling)的能力 (3)需要有平行處理(Parallel Processing)的能力 (4)可以用分時(Time Sharing)處
理技術達成。
(2)138、以使用者的觀點來看，下列何者不屬於作業系統程式？ (1)控制程式 (2)文書處理軟體的巨集程
式 (3)語言處理程式 (4) 公用程式。
(1)139、同時處理多個使用者的要求，但每個使用者輪流分配到 CPU 一小部份的時間，這種處理作業是
屬於下列何項？ (1)分時處理作業 (2)平行處理作業 (3)分散式處理作業 (4)批次處理作業。
(3)140、銀行的每半年一次的計息工作，適合使用下列哪一種作業式？ (1)即時處理作業 (2)交談式處
理作業 (3)批次處理作業 (4)平行式處理作業。
(2)141、下面那一項工作適合以批次作業來處理？ (1)購買火車票 (2)學生成績結算 (3)自動提款機 (4)
電動玩具。
(4)142、下列那一個不是作業系統的排程方法(Scheduling Method)？(1)優先權排程(Priority Scheduling)(2)
先到先做(First-Come First-Served)(3)最短的工作優先(Shortest Job First)(4)堆疊(Stack)。
(4)143、在作業系統(Operating System)處理程序執行順序排程(Process Scheduling)中，下列何者不屬於

Process Scheduling 的方法？ (1)First In First Out (2)Shortest Job First (3)Round Robin (4)Race
Condition。
(1)144、在多工的作業系統環境中，同時有多處理單元等候執行時，若採由目前剩餘時間最短的工作優
先執行，則應屬下列何者排班方式？(1)SRT(Shortest Remaining Time)(2)FCFS(Firs Come First Serve)
(3)SJF(Shortest Job First)(4)RR(Round Robin)。
(4)145、下列哪一種「排程演算法」具有時間配額的設計？(1)先到先做(FCFS) (2)最短工作先做(SJF) (3)優
先權(Priority) (4)循環分配(RR)。
(1)146、請問下列何敘述為誤？ (1)PC 上只能執行 DOS 作業系統，無法執行 UNIX 系統 (2)UNIX 系統為一
多工(Multi-Tasking)作業系統 (3)UNIX 系統具高可攜性(Portability)，亦為一開放型系統 (OS) (4)UNIX 系統
具分時處理(Time-Sharing)功能。
(2)147、硬碟結構中的系統區，檔案的真實位置被完整記錄在那一區中？ (1)硬碟分割區 (2)檔案配置區
(3)根目錄區 (4)啟動區。
(2)148、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下，其「控制台」中何者具備「解除安裝或變更您電腦上的程式」的功能？
(1)預設程式 (2)程式和功能 (3)系統 (4)系統管理工具。
(2)149、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下，其「Windows DVD 製作程式」的功能為何？(1)播放數位媒體，包括音
樂、視訊、CD 和 DVD (2)燒錄圖片及視訊至 DVD (3)使用視訊、數位圖片以及音樂製作您的電影 (4)開啟
數位及點播媒體的家庭娛樂選項，包括電視、電影、音樂及圖片。
(3)150、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下，其「控制台」中「問題報告及解決方案」的功能為何？(1)備份並還原
您的檔案和系統設定 (2)取得有關您電腦的速度及效能的詳細資料，如果有任何解決方案能解決效能問
題，Windows 就會通知您 (3)檢查線上是否有軟體問題的解決方案、選擇報告設定，並且查看電腦的問
題報告 (4)檢視關於您電腦的詳細資料，以及變更硬體、效能及遠端連線的設定。
(2)151、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下，其「控制台」中「Windows Update」的功能為何？(1)便利和經濟的
Windows 升級 (2)檢查是否有軟體及驅動程式更新、選擇自動更新設定，或是檢視已安裝的更新 (3)解除
安裝或變更您電腦上的程式 (4)變更搜尋時 Windows 建立檔案索引的方式。
(1)152、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下，其「Windows 相片圖庫」的功能為何？(1)檢視、編輯、組織與共用您
的圖片及視訊 (2)使用視訊、數位圖片以及音樂製作您的電影 (3)存放電子郵件地址和其他關於人與機構
的資訊 (4)控制這部電腦的圖形硬體功能。
(3)153、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中，如果要使你的電腦具備「隨插即用」的功能電腦必須使用「隨插即用」
的那一個元件去設定？ (1)ROM (2)RAM (3)BIOS (4)CPU。
(3)154、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中，如果連按一次 Ctrl+Alt+Del，會發生以下何者狀況？(1)重新開機 (2)
關機 (3)出現工作管理員視窗 (4)不會改變任何狀態。
(2)155、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中，關於副檔名何者有誤？(1)HLP 是輔助說明檔(2)DDL 是驅動程式(3)INI
是組態設定檔(4)SYS 是系統檔。
(2)156、下列何者不是 Windows 程式用來增快執行速度的方法？ (1)使用軟體交換檔 (2)使用硬體交換檔
(3)使用永久交換檔 (4)使用暫時交換檔。
(4)157、Windows 的應用軟體中，當使用「開啟舊檔」的功能時，下列何者無助於減少顯示出來的檔案
個數，可以快速找到想要的檔案？ (1)直接輸入檔案名稱 (2)選擇檔案類型 (3)在最近異動選項上輸入條
件 (4)由我的文件夾開始找起。
(1)158、在 Windows 的應用軟體中，檔案如果不想要讓人任意修改，可以設定何種屬性？ (1)唯讀 (2)
固定 (3)隱藏 (4)凍結。

(1)159、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中，我們可將何者建立成捷徑？ (1)文件 (2)資料夾 (3)桌面 (4)目錄。
(2)160、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中，刪除硬碟內的檔案被刪除的檔案會被丟到？ (1)剪貼簿 (2)資源回收
筒 (3)檔案總管 (4)公事包。
(3)161、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中，檔名最多可以編到多少個字元？ (1)127 (2)128 (3)255 (4)256。
(4)162、當進入 Windows 的安全模式後，下列何者狀況為其預設之作用？ (1)虛擬記憶體
(3)32 位元磁碟存取 (4)VGA 色彩模式。

(2)電源管理

(4)163、下列何者不是 Windows 本身所提供的中文字型？ (1)細明體 (2)新細明體 (3)標楷體 (4)粗圓
體。
(3)164、Windows 中，如果要使您的電腦具備「即插即用」的功能，電腦必須使用「即插即用」的那一
個元件？ (1)ROM (2)RAM (3)BIOS (4)CPU。
(3)165、Windows 作業系統中，如果連按二次 Ctrl+Alt+Del，會發生以下何者狀況？ (1)關閉目前執行中
的程式 (2)關機 (3)重新開機 (4)不會改變任何狀態。
(4)166、Windows 作業系統中，如果檔案是屬於系統檔案，則該檔案的屬性通常會預設為以下那一種屬
性？ (1)系統 (2)唯讀 (3)隱藏 (4)以上皆是。
(3)167、Windows 作業系統中，關於「剪貼簿」的相關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 按一下 PrintScreen 鍵，
可以將整個螢幕畫面複製到剪貼簿中 (2) 按一下 Alt+PrintScreen 鍵，可以將作用中視窗畫面複製到剪
貼簿中 (3) 可以同時複製多個畫面，同時置於剪貼簿中，使用時可以選取其中一個 (4) 在剪貼簿中如
果要將內容儲存為檔案，其副檔案名稱為「*.clp」。
(3)168、Windows 作業系統中，關於「將電腦設定為多使用者使用」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可以對
不同的使用者顯示不同的「我的最愛」資料夾中的項目 (2)可以將本機電腦上的印表機分享給其他使用
者 (3)對於資源分享的資料夾，則只能以唯讀方式使用該資料夾 (4)允許其他使用者從遠端電腦管理本機
的檔案和印表機。
(4)169、下列何者不是在 Windows 中，檔案及資料夾可設定的屬性？(1)唯讀(2)保存(3)隱藏(4)系統。
(2)170、下列敘述何者有誤？(1)Linux 為多人多工之作業系統，可採用視窗介面操作(2)在 Windows 中，
支援中文檔名，故存資料檔時可命名為「西元 2005 年/12 月/28 日.DOC」(3)在 Windows 中，搜尋「???.ZIP」
表示找尋的是「主檔名為 3 個字元，副檔名為 ZIP 的檔案」(4)在 Windows 中，若將磁片中的資料檔刪
除，則無法採用「資源回收筒」再還原。
(2)171、在 Windows 中，如果想要切換使用中的應用軟體，應該使用以下哪一組按鍵？
(1)Alt+Shift(2)Alt+Tab(3)Ctrl+Shift(4)Ctrl+Tab。
(2)172、能讓 Windows 直接使用的字型檔案格式是？ (1)NTL (2)TTF (3)TMP (4)KSC。
(3)173、有關中文字型的向量表示法和點陣表示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點陣字型的顯示速度比較慢
(2)點陣字型的解析度較佳 (3)向量字型在放大之後，解析度不變 (4)向量字型所需要的記憶容量較小。
(3)174、下列何者是 Windows 作業系統「系統管理者」的預設帳號？
(1)super(2)manager(3)administrator(4)root。
(4)175、Windows/作業系統中，如果想要重新安排硬碟上的檔案及未使用的空間，使程式執行速度加快，
應該執行以下哪一個程式？ (1)磁碟清理程式 (2)磁碟掃描工具 (3)磁碟壓縮工具 (4)磁碟重組程式。
(2)176、在 Windows 中，下列哪個程式可用來檢查磁碟的邏輯與實體錯誤，並修復受損的區域？(1)磁碟
重組程式(2)磁碟檢查工具(3)磁碟清理程式(4)磁碟壓縮工具。
(2)177、執行下列哪一種程式可以讓檔案連續存放，加速存取的速度，延長硬式磁碟機的壽命 (1)磁碟掃
描 (2)磁碟重組 (3)磁碟清理 (4)磁碟壓縮。

(2)178、Windows 作業系統中，如果要製作一片開機磁片，下列那一項敘述正確？ (1)在檔案總管中設定
(2)在控制台的新增/移除中設定 (3)在我的電腦中設定 (4)在控制台的系統中設定。
(1)179、Windows 作業系統中，關於控制台中「系統」的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1)可以顯示所安裝的軟
體 (2)如果某種硬體的圖示上有一個叉號，則代表該硬體不正確 (3)如果硬體圖示上有一個帶有圓圈的驚
嘆號，則代表該硬體有故障 (4)可以更新硬體的驅動程式。
(3)180、Windows 作業系統中，關於設定印表機的說明，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預設印表機會在圖示

上顯示打勾符號 (2)共用的印表機會在圖示上顯示手形符號 (3)網路印表機和本機印表機的圖示相同 (4)
可以同時安裝多個印表機的驅動程式。
(2)181、下列何者是 Windows 協助管理兩台電腦之間的檔案資料，並隨時保有最新的檔案資料？ (1)檔
案總管 (2)公事包 (3)我的電腦 (4)網路上的芳鄰。
(1)182、Windows 作業系統中，關於在檔案總管中的操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無法將資料夾中的檔
案，搬移到「資源回收筒」資料夾中 (2)按右鍵選取「我的電腦」，在快顯示功能表中選取「內容」，相
當於選取控制台中的「系統」 (3)按右鍵選取「網路上的芳鄰」，在快顯示功能表中選取「內容」，相當
於選取控制台中的「網路」 (4)按右鍵選取「資源回收筒」，在快顯示功能中選取「內容」，可以設定資
源回收筒的容量。
(1)183、Windows 作業系統中，下列何者無法在控制台的「區域設定」中加以設定？ (1)繁體字和簡體
字的使用 (2)貨幣符號的表示方式 (3)數字的表示方式 (4)日期和時間的表示方式。
(3)184、在 Windows 中，如果要放大選取文字及其他螢幕項目，可以使用哪一個應用程式？(1)顯示比例
(2)螢幕小鍵盤(3)放大鏡(4)檢視。
(2)185、在 Windows 中，如果要變更桌面或外觀，應該使用「控制台」中的哪一個項目？(1)系統管理工
具(2)顯示(3)硬體(4)系統。
(3)186、螢幕保護程式可以防止下列那一項的發生？(1)低波(2)螢幕閃爍(3)燒機(4)壞磁區。
(4)187、Windows 作業系統中，要查詢本機電腦在網路上的 TCP/IP 組態設定值，應使用那一個指令？
(1)ping (2)route (3)telnet (4)ipconfig。
(1)188、Windows 作業系統中，用來偵測本端主機和遠端主機間的網路是否為連通狀態，可以使用以下
那個指令？ (1)ping (2)ipconfig (3)telnet (4)route。
(4)189、Windows 作系統中，如果要讓兩台電腦做點對點 (Peer to Peer)連接並共用檔案，則必須完成下
列那一個設定？ (1)設相同 IP 位址 (2)設定相當的電腦名稱 (3)設定相同帳號和密碼 (4)設定相同群組。
(2)190、Windows 作業系統中，如果要以數據機連上網際網路，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由控制台中的「網
路」設定 DNS 位址 (2)不需指定數據機型號 (3)必須安裝 TCP/IP 元件 (4)必需安裝網路配接卡。
(4)191、在 Windows 中，欲顯示從用戶端到特定機器間所經過路徑之所有機器的指令為？
(1)ping(2)telnet(3)ipconfig(4)tracert。
(2)192、在 Windows 的 Office 中文版應用軟體 Word, Excel, Access 及 PowerPoint 中，下列那一項的敘述
是錯的？ (1)皆可以存成網頁 (2)軟體間互不相容，無法插入元件 (3)存檔檔名可以使用中文及英文
(4)皆有巨集功能。
(3)193、下列有關 Microsoft Office 之敘述中，何者正確？(1)在 Word 環境中所建立的表格並不具有「排
序」的功能 (2)在 PowerPoint 環境中，若需使用表格時，必須在 PowerPoint 的操作環境中自行建立，並
無法由 Word 的操作環境中先行建立後，再將該表格貼上 PowerPoint 中 (3)Word、Excel 與 PowerPoint
的操作環境都可以進行 VBA(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的程式撰寫 (4)「複製格式」係指從選定之物件或
文字複製其格式，並將它套用到您所選之物件或文字上，但此功能只適用於 Word 與 Excel 中，至於

PowerPoint 則無此功能。
(3)194、下列關於套裝軟體之敘述中，何者為錯誤？(1)Photoshop 為影像處理軟體(2)Access 與 Foro 為資
料庫系統軟體(3)PowerPoint 為試算表軟體(4)Word 為文書處理軟體。
(4)195、Microsoft Word 中，下列那一個段落對齊會調整字元間距，讓左邊界和右邊界都對齊？ (1)分
散對齊 (2)靠左對齊 (3)靠右對齊 (4)左右對齊。
(4)196、Microsoft Word 中，如果想要對一份檔加以保護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要控制檔的開啟，

可以設定保護密碼 (2)要控制檔的修改，可以設定防寫密碼 (3)當將文件另存為另一個檔案時，密碼仍可
延用 (4)如果設定防寫密碼，將無法複製文件的內容。
(1)197、下列哪些文件無法在「組合管理」中被複製？ (1)功能表 (2)工具列 (3)樣式 (4)巨集。
(4)198、文書處理軟體，資訊非常複雜，列印功能非常強大，因此吾人在一次列印便能印出複合性的資
料，試問下列何者無法隨文件被附帶印出去？ (1)摘要資訊 (2)功能變數代碼 (3)附註 (4)段落標識。
(4)199、Microsoft Word 中，如果要設定整頁檔的外框，下列敘述何者可以完成？ (1)在版面設定的邊
界中設定 (2)在自動格式設定中設定 (3)在檢視的頁首/頁尾中設定 (4)在框線網底的頁面框線中設定。
(3)200、Microsoft Word 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圖文框無法任意移動位置 (2)一次只能開啟一個檔
案 (3)可以製作多欄檔 (4)無線上繪圖功能，必須以插入物件的方式插入繪圖物件。
(3)201、Microsoft Word 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可以使用書籤快速跳至所定義的位置 (2)具英文拼
字檢查和文法檢查的功能 (3)無法為文字設定註解 (4)可以控制檔的顯示比例。
(1)202、在文書處理軟體 Microsoft Word 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可以使用書籤快速跳至所定義的位
置(2)具中文拼字檢查和文法檢查的功能(3)無法自行控制字形大小(4)有網站管理的功能。
(3)203、Microsoft Word 中，下列關於「樣式」的說明何者錯誤？
(1)樣式是一組有特性的格式設定，
您可以套用在檔中，並快速改變檔的外觀 (2)當啟動 Microsoft Word，新的空白檔是以標準範本為基準
(3)樣式只適用於本文和表格，無法套用在文字方塊中 (4)在檔中所設定的樣式只適用於同一文件中。
(3)204、在文書處理軟體 Microsoft Word 中，關於段落設定「項目符號」和「編號」的敘述，下列何者
錯誤？ (1)輸入一個數字，再按一下 Tab 鍵，按一下 Enter 鍵，即可以設定段落的編號 (2)可以使用任何
字型所提供的符號做為項目符號 (3)編號所提供的大綱層次最多為三層 (4)編號的樣式包含中文字的「甲、
乙、丙…」等。
(3)205、Microsoft Word 欲列印文件時，若發現列印報表資料和螢幕所看到的內容大小不一致，可能的情
況是？ (1)印表機未含中文字型 (2)未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 (3)所安裝的驅動程式與印表機不相符合 (4)
載入中文輸入法不同。
(3)206、使用文書處理軟體時，重要的一個概念在於能區分整份文件是用什麼為單位來區隔設定，試就
下列各種單位中，挑出一個實質上比較大的單位？ (1)字元 (2)段落 (3)節 (4)頁。
(2)207、Microsoft Word 中，下列關於「範本」的說明何者錯誤？ (1)normal.dot 為一個共用範本 (2)範
本的兩種基本資料類型為共用範本和範本文件 (3)範本決定文件的基本資料結構和文件設定 (4)範本文
件所含設定僅適用於以該範本為基礎的文件。
(2)208、在文書處理軟體中 Microsoft Word 中，如果想要匯入(Import)標準文字檔 (ASCII 格式)，以下敘
述何者錯誤？ (1)可以匯入 TXT 檔案 (2) 如果文字檔中的內容含有定位點 (Tab)，則匯入文件時會被移
除 (3)匯入的文字檔會以預設的格式顯示 (4)已編輯設定格式的檔，仍可以儲存為文字檔，但格式無法
保留。
(2)209、在文書處理軟體 Microsoft Word 中，關於「自動圖文集」的功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 設
定自動圖文集的段落包含其中的段落格式 (2) 按一下 F4 鍵，可以將已設定的文字或圖案插入檔 (3)一個

自動圖文集項目，可以同時包含圖和文 (4)自動圖文集會被儲存在範本中。
(2)210、Microsoft Word 中，關於文字出現紅色波浪底線，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1)在波浪底線文字上
按一下右鍵可以挑選正確的文字 (2)紅色波浪底線在列印時會被印出 (3)在狀態列上的書本上按一下右
鍵，可以選取隱藏拼字錯誤 (4)紅色波浪底線表示拼字錯誤。
(2)211、用視窗文書處理工具做圖文編輯時，文字與圖文框內容需重疊顯示時，可用下列何種功能完成？
(1)文繞框 (2)文入框(浮水印) (3)框左右無文 (4)框上下無文。
(2)212、圖案出現在何處須經由軟體做精確的運算，試問一個繪圖物件出現在文件的水準何處，可從下
列何處做鎖定？ (1)欄 (2)第一個字出現的位置 (3)表格的格線 (4)以上皆非。
(1)213、在文書處理軟體 Microsoft Word 中，無法儲存為那一種副檔案名稱？ (1)PPT (2)DOT (3)DOC
(4)TXT。
(3)214、在文書處理軟體 Microsoft Word 中，
「亞洲方式配置」格式不包括那一種？(1)注音標示 (2)並列
文字 (3)倒向文字 (4)橫向文字。
(1)215、在一份檔案中若有分節，我想列印第二節第一頁，該如何做？

(1)游標停留在該頁，然後選擇

「列印本頁」即可 (2)在「列印」/「頁數」輸入 2-1( (3)在「列印」/「頁數」輸入 S2P1( (4)以上皆非。
(4)216、下列哪一種方式可讓插入的圖片儲存量最小？
(1)插入/圖片 (2)插入/圖片/選擇「連結至檔案」
(3) 插入/圖片/選擇「連結至檔案」選擇「儲存主文件」 (4) 插入/圖片/選擇「連結至檔案」選擇不「儲
存主文件」。
(4)217、在文書處理軟體 Microsoft Word 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1)可以從 Word 或 Access 等外部檔案
匯入資料執行合併列印 (2)使用巨集功能可以較少的動作完成複雜的工作 (3)使用文字方塊可使一份文
件同時直書與橫書 (4)不具有繪圖功能，必須以插入物件的方式插入繪圖物件。
(2)218、下列有關 Microsoft Word 之敘述中，何者錯誤？(1)使用「繪圖工具列」上的「快取圖案」工具
列時，可以繪製基本、流程圖及各種樣式的線條 (2)即使將文件製作成大綱，仍無法將它匯入 Microsoft
Powerpoint 內轉成一張張的投影片 (3)所建立的表格，在需要時，也可以使用「排序」功能，將表格中
的資料根據第一階、第二階及第三階的設定進行排序 (4)可以利用「合併列印」的功能製作大量的郵遞
標籤或信封列印，同時還具有篩選資料的能力。
(4)219、在文書處理軟體 Microsoft Word 中，下列資訊何者不會出現在狀態列中？ (1)頁數 (2)節數 (3)
行數 (4)總字數。
(3)220、在文書處理軟體 Microsoft Word 中，下列資料何者會出現在狀態列中？(1)日期(2)輸入法(3)行數
(4)總字數。
(4)221、Microsoft Word 中，在下列何種檢視模式下，可以移動檔案中的圖片？
(1)標準模式 (2)大綱
模式 (3)主控檔模式 (4)整頁模式。
(4)222、Microsoft Word 中，改變分割視窗中任一個視窗的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儲存檔案時，
另一個視窗內容才會改變 (2)只有正在修改的視窗會改變內容 (3)另一個視窗內容不受影響 (4)分割的兩
個視窗內容同時改變。
(4)223、Microsoft Word 中，使用以下那一個快速鍵可移到檔的起始端？
(1)Ctrl+PageUp (2) Ctrl+End
(3)Ctrl+PageDown (4) Ctrl+Home。
(4)224、Microsoft Word 中，關於快速鍵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建立不分行空格：Ctrl+Shift+Space
(2)移除段落格式：Ctrl+Q (3)放大字型：Ctrl+Shift+> (4)重複上一個動作：F3。
(4)225、Microsoft Word 中，關於頁面檢視的描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如果要將整個版面都顯示
在視窗中，則要選取「整頁」 (2)如果選取「頁寬」
，則依視窗的寬度自動縮小或放大來調整版面的寬度

(3)使用者可以自訂檢視的比例 (4)設定檢視的比例將會影響列印的結果。
(4)226、下列何種資訊，無法同時放在頁首及頁尾？ (1)圖片 (2)物件 (3)頁碼 (4)以上皆非。
(2)227、Microsoft Word 中，如果要設定一個圖案在每一頁的相同位置重複顯示，以下那一個做法可以
達到？ (1) 在整頁模式下插入圖案 (2)在頁首/頁尾中插入圖案 (3)在本文中插入圖案後設定其格式
(4) 在開啟圖案檔案時設定。
(4)228、Microsoft Word 中，關於「表格」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可以對表格中的數字排序 (2)允

許將一個表格分割為二個表格 (3)可以設定跨頁標題重覆 (4)可以將表格內容及表格框線轉成文字檔。
(4)229、在文書處理軟體 Microsoft Word 中，以滑鼠在文件左方的選取區上連按滑鼠左鍵三次，可以完
成以下那一個功能？ (1)一個字 (2)一列 (3)一個段落 (4)整份文件。
(3)230、若吾人列印資料時，於每頁之前均有相同的資料，試問有何可能造成此現象？ (1)印表機額外
增強的功能，是不同的印表機，有時可有此功能 (2)頁尾資料因印表機位移時造成此現象 (3)資料為表格
性資料，且選跨頁標題重複 (4)以上皆非。
(3)231、Microsoft Word 中，以滑鼠在檔中某段落位置上連按滑鼠左鍵三次，可以完成以下那一個功能？
(1)選取一句話 (2) 選取一列 (3)選取一段 (4)選取整份文件。
(3)232、Microsoft Word 中，如果想要將一個全型字設定為原寬度的 145%，應在下列何處設定？ (1)設
定字元間距的間距 (2)設定字元間距的位置 (3)設定字元間距的縮放比例 (4)設定字元間距的文字效果。
(3)233、主控文件中，子文件要如何變更路徑？ (1)交由檔案總管處理 (2)先開主要檔，再點選至次要檔
中，另存至所需路徑 (3)開啟子檔，另存至所需路徑即可 (4)一定要將子檔刪除掉，再重新插入。
(3)234、在文書處理軟體 Microsoft Word 中，若在表格中選取多個儲存格後，再按一下「Delete 鍵」會
執行以下那一個動作？(1)刪除儲存格(2)刪除表格(3)刪除儲存格內容(4)刪除儲存格格式。
(3)235、在 Microsoft Word 所製作的表格中，若先選取一列後再按下「Delete」鍵，則會刪除(1)該列(2)
不會有任何的動作(3)該列之內容(4)該列之格式。
(3)236、在文書處理軟體 Microsoft Word 中，若在尋找對話框中設定條件為「a?t」，則其搜尋結果何者
正確？ (1)搜尋所有ａ開頭，ｔ結尾，不限長度的單字 (2)搜尋所有字尾為 a，下一個字首為 t 的文字 (3)
搜尋所有 a 開頭，t 結尾，共 3 個字元組成的單字 (4)搜尋所有含 a 與 t 的單字。
(2)237、Microsoft Word 中，以下哪一個快速鍵可以在表格中要插入定位點？ (1)Tab (2)Ctrl+Tab
(3)Shift+Tab (4)Alt+Tab。
(1)238、Microsoft Word 中，在選取一個圖片後，以滑鼠拖曳其圖形時按著 Ctrl 鍵，其功能為下列何項？
(1)複製圖片 (2) 剪下圖片 (3) 搬移圖片 (4) 剪裁圖片。
(1)239、Microsoft Word 中，如果要在尺規上拖曳定位點符號時顯示距離左右邊界的距離，應配合按著
那一個按鍵？ (1) Alt (2)Ctrl (3) Shift (4) Tab。
(1)240、Microsoft Word 中，如果要複製矩形區域的文字內容，則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1)在矩形區域
左上角按一下左鍵，按著 Shift+Alt，再於矩形區域右下角按一下左鍵 (2)在矩形區域左上角按一下左鍵，
按著 Ctrl+Alt，再於矩形區域右下角按一下左鍵 (3)在矩形區域左上角按一下左鍵，按著 Ctrl+Tab，再於
矩形區域右下角按一下左鍵 (4)在矩形區域左上角按一下左鍵，按著 Alt+Tab，再於矩形區域右下角按
一下左鍵。
(3)241、在 Microsoft Word 環境中，若要同時選取某一段文章的第二行第 2 至第 8 個字與第三行第 2 至
第 8 個字，則可將滑鼠先移至第二行第 2 個字後，再按下下列哪一個鍵、並拉動滑鼠至第三行第 8 個字
即可完成選取的動作？(1)Ctrl 鍵 (2)Shift 鍵 (3)Alt 鍵 (4)Tab 鍵。
(1)242、Microsoft Word 中，要找尋開頭為「a」，結尾為「t」的所有英文字，可以在「尋找」對話框中

設定為以下那一個條件？ (1) 「a*t」 (2) 「a@t」 (3) 「a？t」 (4) 「a!t」。
(1)243、Microsoft Word 中，關於「尋找」與「取代」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無法以「格式」來
尋找 (2) 使用 Ctrl+PageDown，可以尋找下一個 (3) 可以區隔半型和全型 (4)可以使用*和？等萬用字
元。
(1)244、Microsoft Word 中，關於「複製」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可以複製另一檔的版面配置 (2)
如果複製一段文字，在貼上時不想要連格式一起貼上，則可以使用選擇性貼上「未格式化的文字」 (3)
可以從試算表軟體中複製一個表格並貼在檔中 (4)可以從影像處理軟體中複製一個圖片貼在文件中。
(1)245、在文書處理軟體 Microsoft Word 中，在視窗下方的狀態列上，其最左邊顯示下列那一種訊息？
(1)目前插入點位於文件的第幾頁(2)目前時間(3)文件總頁數(4)目前插入點位於本頁的第幾行。
(1)246、在文書處理軟體 Microsoft Word 中，如果要等比例放大或縮小一個圖案時，不應在拖曳時配合
那一個按鍵？(1)Tab。(2)Ctrl。(3)Shit。(4)Alt。
(1)247、在文書處理軟 Microsoft Word 中，使用「Ctrl + Home 快速鍵」可完成何種工作? (1)移到文件的
起始端 (2)移到游標所在的句首 (3)至上一頁 (4)移到文件最尾端。
(2)248、在文書處理軟體 Microsoft Word 中，關於「選取文字」的敘述何者錯誤？ (1)在一個英文字按
二下左鍵會選取這個英文字 (2)在段落中按三下會選取一行 (3)在文字上拖曳可以選取任意連續文字
(4)按一下 Ctrl+A 鍵會選取整份文件。
(1)249、在文書處理軟體 Microsoft Word 中，以下那一組按鍵，可以執行自動分頁？ (1)Ctrl+Enter
(2)Shift+Tab (3)Alt+Tab (4)Shift+Enter。
(4)250、在文書處理軟體 Microsoft Word 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可以從 Word 或 Access 等外部檔
案匯入資料執行合併列印 (2)使用巨集功能可以較少的動作完成複雜的工作 (3)使用文字方塊可使一
份文件同時直書與橫書 (4)不具有繪圖功能，必須以插入物件的方式插入繪圖物件。
(3)251、在 Microsoft Word 環境中所建立之 B4 大小的文件，若要直接將其全部內容列印至 A4 大小的紙
張內部，則可利用下列哪一種方法來完成？(1)直接在「一般工具列」按「列印」即可 (2)選「檔案」==
＞「列印」==＞再按「確定」即可 (3)選「檔案」==＞「列印」==＞在「配合紙張調整大小」對話框處
選「A4」==＞再按「確定」即可 (4)無法直接完成，而必須再重新排版為 A4 大小的文件才可。
(3)252、在 Microsoft Excel 環境中，編輯某一文件時，若要檢查該文件中「英文單字是否有拼錯」之處，
可選擇下列哪一種功能項目來達成？(1)「工具/自動校正選項」 (2)「工具/追蹤修訂」 (3)「工具/拼字
檢查」 (4)「工具/稽核」。
(1)253、在 Microsoft Excel 環境中，公式「SUM(A1:B6,D3:C2」表示加總幾個儲存格之和？(1)16 (2)12 (3)8
(4)公式語法錯誤。
(1)254、在 Microsoft Excel 環境中，ㄧ個工作表視窗最多可以被分割為多少個視窗格？(1)4 (2)3 (3)2 (4)
不可以被分割。
(4)256、在試算表軟體 Microsoft Excel 中，關於「合併活頁簿」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開啟要合
併的活頁簿標題欄會顯示「[共用]」 (2)在建立活頁簿副本前必須設定「標示編修處」 (3)在活頁簿副本
中有變動的儲存格左上角會有一個三角形記號 (4)一但合併的結果不滿意，只要按一下「復原」按鈕即
可還原。
(4)257、Microsoft Excel 中，關於儲存格格式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如果要隱藏儲存格的內容不要
顯示，則設定為「;;」 (2) 如果要表示分數，則整數和分數之間要以一個「空格」分隔 (3) 如果要設
定顏色要以「[]」含括 (4) 若只顯示有效位數，則使用「%」。
(4)258、Microsoft Excel 中，關於「日期和時間」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日期中的年月日以「/」

符號分隔 (2) 時間中的時分秒以「:」符號分隔 (3) 按一下「Ctrl+;」可以產生目前的日期 (4) 按一下
「Ctrl+Alt+:」可以產生目前的時間。
(4)259、Microsoft Excel 中，下列那一個方式無法切換工作表？ (1)在標籤捲軸上按一下右鍵，再選取一
個工作表 (2) 在工作表索引標籤上想要的工作表上按一下 (3) 使用 Ctrl+PageUP 鍵切換 (4) 按一下
Alt+Tab 鍵。
(4)260、Microsoft Excel 中，在視窗比例上設定「最適欄寬」會如何？

(1) 設定縮放比例為 100% (2)設

定為整頁顯示 (3)設定最大可以顯示範圍 (4)依所選取的儲存格而定。
(4)261、Microsoft Excel 中，關於複製儲存格的格式，以下何者錯誤？ (1)選取來源儲存格，按一下「複
製格式」按鈕，再選取目的儲存格即可 (2)按二下「複製格式」按鈕，可以多次套用儲存格格式 (3)複製
儲存格的格式，不會複製其內容 (4)按一下 Delete 鍵，即可以刪除格式。
(4)262、在試算表軟體 Microsoft Excel 中，關於『文件結構』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1)一個工作表中
最多有 65536 列。(2)一個工作表中最多有 256 欄。(3)一個活頁簿中最多可以容納 256 個工作表。(4)每
個儲存格最多可輸入 64 個字元。
(3)263、Microsoft Excel 中，如果要在儲存格中顯示「0045」，應在資料編輯列中輸入下列那一項？ (1)
「0045」 (2)「=0045」 (3)「'0045」 (4)「='0045」。
(4)264、在 Microsoft Excel 中，若要在某一儲存格上顯示三個數字「012」，則應在資料編輯列上如何輸
入？(1)「012」(2)「='012」(3)「=012」(4)「'012」。
(3)265、Microsoft Excel 中，關於「視窗」的敘述，何者正確？ (1)只能將視窗垂直分割，無法將視窗水
準分割 (2)凍結窗格後，固定不動的儲存格無法修改其內容 (3)不管分割為幾個視窗，只要在其中一個視
窗做修改，每個分割視窗的內容均會同步被修改 (4)分割視窗後，可以使用滑鼠來改變分割視窗的大小，
而凍結窗格無法被改變凍結區。
(3)266、Microsoft Excel 中，關於儲存格關聯表示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檔案必須一以「[]」含括
(2)工作表和儲存格間以「!」連結 (3)如果檔案中包含路徑，必須以「”“」含括路徑、檔名和工作表 (4)
如果關聯一段工作表範圍，則工作表得插入「:」。
(2)267、在 Microsoft Excel 中，下列哪一個按鍵可以用來切換相對位址、絕對位址及混合位址？
(1)F1(2)F4(3)F3(4)F2。
(2)268、Microsoft Excel 中，設定工作表保護的範圍不包含以下那一個項目？ (1)內容 (2)顯示比例 (3)
分析藍本物件。 (4)物件。
(2)269、在試算表軟體 Microsoft Excel 中，如果想要將儲存格中一個日期的內容「57/6/19」，折開成年
月日分置三個儲存格中，並抽離「/」符號，可以使用以下那一個功能？ (1)規劃求解 (2)資料剖析 (3)
資料驗證 (4)段落重排。
(3)270、在 Microsoft Excel 中，若要將某一儲存格中一個日期內容「96/5/20」拆開成年月日後分別置於
三個儲存格中，並抽離「/」符號，則下列哪一個功能動作可以達成？(1)段落重排(2)資料驗證(3)資料剖
析(4)規劃求解。
(2)271、Microsoft Excel 中，在欄 A 和欄 B 之間的邊線上按二下，可以設定以下那一項？ (1)設定欄 A
和欄 B 一樣寬 (2)欄 A 設定最適合欄寬 (3)欄 B 設定最適合欄寬 (4)設定欄 A 的寬度為欄 B 寬度。
(2)272、Microsoft Excel 中，按一下 Delete 鍵，會刪除下列中儲存格的那一部分？ (1)格式 (2)內容 (3)
註解 (4)以上皆是。
(2)273、在試算表軟体 Microsoft Excel 中，關於『儲存格位址』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1)若要設定欄
或列為絕對位址則加上『$』符號。(2)設定相對位址的欄或列，在複製公式時不會被改變其地址。(3)儲

存格位址的表示法為『欄名列號』。(4)在公式中使用儲存格位址，也可以一個『名稱』來取代。
(1)274、在試算表軟體 Microsoft Excel 中，在公式中的儲存格參照運運算元「：」表示為以下何者？ (1)
一段儲存格範圍 (2)兩個儲存格範圍取聯集 (3)兩個儲存格範圍取交集 (4) 一個儲存格。
(1)275、Microsoft Excel 中，關於「複製」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當選取工作表中所有儲存格，複
製並貼到另一個工作表時，也包含複製其版面配置 (2)可以從文書處理軟體 (例如 Microsoft Word)複製
一個表格 (3)可以複製一個儲存格的格式到另一個儲存格上 (4)可以複製一個公式，但只貼上公式的結
果。
(1)276、在試算表軟體 Microsoft Excel 中，以下何者為正確的工作表儲存格坐標格式？ (1)「F123」 (2)
「1B2」 (3)「456」 (4)「BCD」。
(1)277、在試算表軟體 Microsoft Excel 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1)如果要設定起始頁碼，則應在頁首和頁
尾中設定(2)在版面設定的「縮放比例」功能，可以將 A4 版面的內容放大為 B4 的大小(3)在版面設定中可
以將文件設定列印結果要佔幾頁(4)在版面設定中可以設定「循欄列印」或「循列列印」。
(4)278、Microsoft Excel 中，關於「統計圖表」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可以在統計圖表上顯示圖例 (2)
可以將直線圖和折線圖混合使用 (3)直線圖中的每一個數列圖案均可以換成一個圖案 (4)圓形圖可以設
定多組資料。
(4)279、在試算表軟體 Microsoft Excel 中，以下那一個方法無法列印整本活頁簿內容？ (1)選取所有工
作表成為一個群組，再按一下「列印」按鈕 (2)開啟[整個活頁簿]選項，按一下[確定]按鈕 (3)選取所有
工作表成為一個群組，開啟[列印]對話框，選取[選定工作表]選項，按一下[確定]按鈕 (4)開啟檔案後，
直接按一下[列印]按鈕。
(4)280、在 Microsoft Excel 環境中，若要列印「活頁簿內所有工作表的內容」時，下列哪一項動作可以
達成？(1)無法一次列印「活頁簿內所有工作表的內容」 (2)「檔案/列印/列印範圍」之「全部」 (3)「檔
案/版面設定」之「工作表」 (4)「檔案/列印/列印內容」之「整本活頁簿」。
(1)281、Microsoft Excel 中，關於「列印一段儲存格範圍或圖表」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選取一段
儲存格範圍後，按一下「列印」按鈕 (2)在版面設定中的工作表標籤中設定列印範圍 (3)選取一段儲存格
範圍後，在「列印」對話框中選取「選定範圍」 (4)選取一個圖表後，按一下「列印」按鈕，則只會列
印該圖表。
(3)282、Microsoft Excel 中，在選取工作表中的一個圖表後按一下「列印」按鈕，會產生以下哪一個結果？
(1)列印整個活頁簿 (2) 列印整個工作表 (3)只列印這個圖表 (4) 列印儲存格的內容。
(4)283、在試算表軟體 Microsoft Excel 中，關於「排序」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數字排在英文字
前面 (2)符號以 ASCII 次序排列 (3)中文字在英文字後面 (4)中文字以字元數來排序。
(4)284、在 Microsoft Excel 中，若要將不同工作表中的數值資料加以運算後顯示在一個工作表中，則下
列哪一個功能動作可以達成？(1)運算列表(2)規劃求解(3)目標搜尋(4)合併彙算。
(1)285、在 Microsoft Excel 中，若要在一個公式中設定運算結果，再反求其中一個變數的值，則下列哪
一個功能動作可以達成？(1)目標搜尋(2)運算列表(3)合併彙算(4)規劃求解。
(1)286、Microsoft Excel 中，關於「資料篩選」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可以依特定公式篩選記錄 (2)
可以篩選出某一個數值或文字的記錄 (3)可以依百分比來篩選一定數量的記錄 (4)可以使用邏輯運算
「且」、「或」來進行篩選。
(1)287、如果使用者需要在試算表單一欄位中，產生多組資料以便利資料之分析，下列何種功能可以使
用？ (1)圖表 (2)版本管理員 (3)還原 (4)剪貼。
(4)288、在試算表軟體 Microsoft Excel 中，關於「小數點問題」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如果儲存

的小數位數過長，會顯示四捨五入的結果 (2)如果將一個數代入 Int( )函數，則結果會無條件去掉小數部
分 (3)允許使用者設定在運算時以顯示值為準 (4)使用 RAND( )函數可以將具有小數的數值四捨五入。
(2)290、Microsoft Excel 中，關於「函數中引數」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引數可以是一段儲存格範
圍 (2)引數可以是一個巨集 (3)引數可以是一個邏輯值 (4) 引數可以是另一個函數。
(1)291、如需將試算表中的 A1，A2，A3 之內容加總，下列何種公式是錯誤的？(1)@(A1+A2+A3)
(2)@SUM(A1...A3) (3)+A1+A2+A3 (4) =SUM(A157:A158)+A159。
(2)294、在試算表軟體 Microsoft Excel 中，另存成 HTML 時也選取了「加入互動功能」
，即表示發佈的網
頁 (1)具有動畫效果 (2)以 Office 試算表形式顯示資料庫 (3)資料以圖表方式顯式 (4)可以進行線上
問答。
(2)295、在試算表軟體 Microsoft Excel 中，在一空白工作表上貼上從另一工作表複製的儲存格格式、但
不包括值，則下列操作方法何者正確？ (1)選擇「編輯」/「貼上」 (2)選擇「編輯」/「選擇性貼上」
/「格式」 (3)使用 Ctrl+V 健 (4)無法做到。
(4)296、在試算表軟體 Microsoft Excel 中，外部資料所接受的檔案格式不包括下列那一種？ (1)Office 資
料庫(*.odc) (2)Access 專案(*.ade) (3)Web 查詢(*.iqy) (4)PowerPoint(*.ppt)。
(1)297、在試算表軟體 Microsoft Excel 中，關於「自訂儲存格數字格式」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
區段是藉由逗號來分隔 (2)四個區段定義的格式順序為正數、負數、0 值和文字 (3)如果只指定兩個區段，
則第一個區段為正數和 0，第二個區段為負數 (4) 如果只指定一個區段，則所有的數字都會使用此格式。
(2)298、在試算表軟體 Microsoft Excel 中，若在公式中要使用文字聯結的運算子，應使用以下那一個字
元？ (1)^ (2)& (3)$ (4)%。
(1)299、在試算表軟體 Microsoft Excel 中，關於「複製」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1)當選取工作表中所
有儲存格，複製並貼到另一個工作表時，也包含複製其版面配置(2)可以從文書處理軟體(例如 Microsoft
Word)複製一個表格(3)可以複製一個儲存格的格式到另一個儲存格上(4)可以複製一個公式，但只貼上公
式的結果。
(3)300、Microsoft Access 資料庫軟體係採用下列哪一種資料庫的設計方式？(1)階層式資料庫(2)分離式資
料庫(3)關聯式資料庫(4)網狀式資料庫。
(2)301、Microsoft Access 中，如果是以「連結 (link)」方式儲存在 OLE 物件的欄位上，以下的敘述何者正
確？ (1)當原始物件在應用程式中被修改了，欄位中的 OLE 物件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2)當原始物件在應
用程式中被修改了，欄位中的 OLE 物件會跟著變動 (3)除非原始物件在應用程式中被修改後有存檔，否
則欄位中的 OLE 物件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4)如果是圖形物件，無法連結。
(4)302、在 Microsoft Access 中，假設物件係以「連結( l i n k ) 」方式被儲存在 OLE(Object Linkand Embedded)
物件的欄位上， 則下列的敘述何者為正確？(1) 除非該原始物件在應用程式中被修改後並執行儲存的動
作，否則該欄位中的 OLE 物件並不會受到任何影響(2) 如果該原始物件為圖形，根本就無法被連結(3) 即
使該原始物件在應用程式中被修改，該欄位中的 OLE 物件並不會改變(4) 若該原始物件在應用程式中被
修改， 則該欄位中的 OLE 物件會跟著改變。
(4)303、在資料庫軟體 Microsoft Access 中，關於「嵌入(embed)」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可以使用
「複製」和「貼上」來嵌入物件 (2)可以選取「插入」功能表的「物件」指令來嵌入 (3)如果物件以「嵌
入」方式儲存在 OLE 物件的欄位上，則當原始物件在應用程式中被修改，則欄位中的 OLE 物件不會受到
任何影響 (4)嵌入(embed)方式比連結(Link)更節省記憶空間。
(2)304、在 Microsoft Access2003 中，關於「嵌入」之敘述下列何者為錯誤？(1)可以選取「插入」功能表
中的「物件」指令來嵌入(2)嵌入方式比連結方式會更節省記憶空間(3)若物件係以「嵌入」方式儲存在

OLE 物件的欄位上，則即使原始物件在應用程式中被修改，該欄位中的 OLE 物件將不會受到任何影響(4)
可以使用「複製」與「貼上」來嵌入物件。
(1)305、在資料庫軟體 Microsoft Access 中，若主資料表以「一對多」關聯對應到關聯資料表，當使用者
不想在刪除關聯資料表記錄前，就先將主資料表的欄位刪除，可以設定下列那一個功能？ (1)設定強迫
參考完整性 (2)設定主索引 (3)設定驗證規則屬性 (4)設定為查詢精靈資料類型。
(4)306、在 Microsoft Access 的「SQL」語言指令中，下列哪一個動作可以產生資料表查詢？(1)INSERT 陳
述式(2)TRANSFORM 陳述式(3)UPDATE 陳述式(4)SELECT.INTO 陳述式。
(2)307、在資料庫軟體 Microsoft Access 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每一筆資料在輸入後，立即會被儲
存在資料庫中，不必按一下「儲存」按鈕 (2)當刪除一個資料表後，只要按一下「復原」按鈕，即可以
恢復 (3)只要在資料表間建立一對多關聯後，可以在資料表中以樹狀方式顯示多層子資料工作表 (4)
一個資料庫可以擁有七種物件。
(4)308、下列有關 Microsoft Access 之「資料庫」之敘述中，何者錯誤？(1)可以在 Internet 環境內共用 Access
之資料庫物件或資料頁 (2)可以將大部份 Access 資料庫物件從 Access 資料庫或專案匯入至其他的 Access
資料庫或專案 (3)可以將整個 Access 資料庫置於網路伺服器或公用資料庫中，以提供每個使用者都能共
用該資料庫及使用相同的表單、報表、查詢、巨集與模組 (4)在 Access 環境中，可以同時開啟二個*.mdb
的資料庫檔案。
(4)309、下列何者不是資料庫的資料結構之一？ (1)關聯式 (Relational) (2)網路式 (Network) (3)階層
式 (Hierachical) (4)星狀式 (Star)。
(1)310、資料庫中，下列何者是資料層次的正確排序？(1)資料記錄>欄位>位元組>位元 (2)資料記錄>位
元組>欄位>位元 (3)位元組>欄位>資料記錄>位元 (4)資料檔>資料庫>資料記錄。
(2)311、由數個資料錄 (data record)可以形成？ (1)欄位(Field) (2)檔案(File) (3)位元(Bits) (4)位元組
(Bytes)。
(2)312、在資料庫中，下列何者不是組成檔案的元素？ (1)資料項目 (2)資料庫 (3)資料欄位 (4)資料
記錄。
(4)313、下列何者無法構成一筆資料錄 (Data Record)？ (1)位元 (Bit) (2)位元組 (Byte) (3)欄位 (Field)
(4)檔案 (File)。
(4)314、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1)檔案結構中，循序檔 (Sequential File)最省記憶體空間 (2)快速排序
法 (Quick Sort)最適合以陣列 (Array)的資料結構方式來執行 (3)所謂的下溢 (Underflow)乃指當某實數
太小，電腦內部無法表示而以零來取代該實數 (4)Multiprogramming 系統一定是 Multiuser 系統。
(3)315、處理循序檔 (Sequencial File)時，若要將資料寫入檔案中，則於 OPEN 敘述中還應加上下列什麼
指令？ (1)INPUT (2)APPEND (3)OUTPUT (4)GO TO。
(3)316、資料庫管理系統中，用以定義資料型態、長度及關係的是？ (1)工作控制語言 (Job Control
Language) (2)資料控制語言 (Data Control Language) (3)資料定義語言 (Data Definition Language) (4)
資料處理語言 (Data Manipulation Language)。
(2)317、資料庫中將資料的重複降低到最少的過程稱為？ (1)結構化 (2)正規化 (3)模組化 (4)物件
化。
(2)318、下列哪一種資料庫語言已經標準化，並且成為關聯式資料庫的標準語言？ (1)COBOL (2)SQL
(3)dBase (4)QBE。
(2)319、在資料庫中，關於隨機存取檔，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1)每筆資料記錄的長度是固定的 (2)每
筆資料記錄存入的位置不固定 (3)每筆資料記錄要編上一個資料記錄碼 (4)儲存空間較循序檔浪費。

(1)320、在資料庫中，下列檔案何者可以不依排列順序，隨意存取任何一筆資料？ (1)隨機存取檔
(Random Access File)。 (2) 索引循序檔 (Index Sequencial File (3) 循序檔 (Sequencial File) (4) 關聯檔。
(1)321、下列何者不是檔案的存取方法？ (1)二元樹存取法 (Binary Tree Access Method) (2)直接存取法
(Direct Access Method) (3)循序存取法 (Sequential Access Method) (4)虛擬記憶體存取法 (Virtual
Storage Access Method)。
(1)322、關聯式 (Relational)資料庫是以什麼方式擷取資料？ (1)以資料的內容

(2)以資料的位址

(3)以

資料的指標 (4)以資料的大小。
(1)323、下列何者不是資料庫管理系統的目的？ (1)可以保持資料的重複性 (2)可確保資料的安全性
(3)可保持資料的一致性 (4)可提升資料處理的效率。
(4)324、下列何者不是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的目的？(1) 可確保資料的安全性(2) 可保持資料的一致性
(3) 可提升資料處理的效率(4) 可保持資料的重複性。
(3)325、下列有關「關聯式資料庫(Relational DataBase)」之敘述中，何者正確？(1)該資料庫係利用「資
料之位址」來擷取資料者 (2)該資料庫所使用的「第一正規化(First Normalization)處理」中之「資料表」
的每一筆記錄之每一欄位「不必是唯一、也可以重複」 (3)該資料庫所使用的「第二正規化(Second
Normalization)處理」之主要目的係用以「去除資料間的部份相依性」 (4)該資料庫所使用的「第三正規
化(Third Normalization)處理」之主要目的則被用來「去除因功能相依而產生的資料間之重複性」。
(2)326、「將資料以表格的方式儲存，並透過參考的關係來查詢相關資料」，是屬於何種資料模型？(1)階
層式 (2)關聯式 (3)物件導向式 (4)表格式。
(4)327、Microsoft PowerPoint 中，簡報軟體通常沒有提供下列哪種功能？ (1)繪圖環境 (2)簡報播放 (3)
表格製作 (4)影片剪接。
(4)328、Microsoft PowerPoint 中，關於一般的操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可以將 Word 檔中的大綱複
製到 PowerPoint 中 (2)簡報檔案可以產生獨立播放的檔案，不需進入簡報系統即可以播放 (3)簡報可以
設定成自動播放，並循環播放多次 (4)播放簡報投影片必須依照固定的次序，無法改變次序來播放。
(4)329、在簡報軟體 Microsoft PowerPoint 中，所編輯的內容通常無法被儲存成何種檔案格式？(1)幻燈片
(2)簡報執行檔(3)GIF 圖形交換檔(4)WAV 聲音檔。
(2)330、Microsoft PowerPiont 中，簡報軟體通常無法輸出何種格式？ (1)幻燈片 (2)AVI 電影檔 (3)彩色投
影片 (4)黑白投影片。
(4)331、在簡報軟體 Microsoft PowerPoint 中，下列何者不是其主要的應用目的?(1)強化溝通效果(2)提高
簡報效率(3)縮短簡報製作過程(4)儲存大量資料。
(4)332、下列何者非簡報軟體的目地？ (1)快速展現資訊 (2) 簡單明瞭地表達意念 (3)以有效的方式做
報告 (4)儲存大量資料。
(3)333、Microsoft PowerPoint 中，如果要使簡報之播放快速順暢，下列何種方式不適宜？ (1)加大快捷記
憶體容量 (2)加上圖形加速卡 (3)加大磁碟機容量 (4)關閉不使用的應用軟體。
(3)334、Microsoft PowerPoint 中，如果要設定列印投影片時可以顯示頁碼，則應在下列何處設定？ (1)
投影片檢視模式 (2)大綱模式 (3)投影片檢視母片 (4)投影片放映模式。
(2)335、Microsoft PowerPoint 中，關於「投影片放映」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可以隱藏某張投影
片不播放 (2)設定自動播放時，每張投影片只能設定一樣的時間 (3)可以設定在投影片切換顯示動畫 (4)
可以設定加入聲音旁白。
(1)336、在 Microsoft Powerpoint 中，關於「投影片放映」之敘述，下列何者為錯誤？(1)設定自動播放時，
每一張投影片只能設定相同的時間(2)可以設定加入聲音旁白(3)可以設定隱藏某幾張投影片不播放(4)可

以設定在投影片切換顯示動畫。
(2)337、在簡報軟體 Microsoft PowerPoint 中，關於「一般的操作」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每次播放簡
報都必須重新設定一次播放效果 (2)簡報檔案可以產生獨立播放的檔案，不需進入簡報系統即可以播放
(3) 簡報可以設定成自動播放，但無法循環播放多次 (4) 播放簡報投影片必須依照固定的次序，無法改
變次序來播放。
(1)338、在 Microsoft Powerpoint 的操作敘述中，下列何者正確？(1)簡報檔案可以產生獨立播放的檔案，
播放時可不必進入 PowerPoint(2)簡報可以設定成自動播放模式，但無法被設定成循環播放模式(3)播放效
果必須於每次播放簡報前重新再設定一次(4)簡報播放時必須依照投影片編號的順序被播放，並無法改變
順序來播放。
(1)339、Microsoft PowerPoint 中，簡報軟體不支援下列何種圖表形式？ (1)甘特圖 (2)組織圖 (3)長條圖 (4)
圓形圖。
(4)340、關於「Microsoft PowerPoint 」的敘述中，下列何者錯誤? (1)可以插入 mp3 檔 (2)可以插入表格 (3)
可以插入圖案檔 (4)不可以插入影片檔。
(3)341、在 Microsoft Powerpoint 中，下列哪一種物件不可以被插入至簡報投影片中？(1)連結至網際網路
上的超連結(2)mp3 音樂檔案(3)資料庫的表單(4)Flash 文件。
(1)342、在 Microsoft Powerpoint 環境中，若要改變投影片之方向為「直向」或「橫向」時，下列哪一項
動作可以達成？(1)「檔案/版面設定」 (2)「編輯/版面設定」 (3)「檔案/列印」 (4)投影片之方向只能為
「橫向」，並無法改變為「直向」。
(3)343、下列何者不屬於應用軟體？ (1) 群組軟體 (2) 資料庫管理系統 (3) Windows ME (4) 電子試
算表。
(3)344、下列何者非視窗資料庫軟體？ (1) Foro (2)Approach (3) PowerPoint (4)Access。
(1)345、下列所列出的各種類型檔案與其常用相關副檔名，何者完全正確？(1)「.htm、.asp、.html」是
網頁類型檔案(2)「.mp3、.wma、.png」是音效類型檔案(3)「.mpg、.avi、.mov」是圖片類型檔案(4)
「.txt、.csv、.mdb」是文字類型檔案。
(1)346、下列何者是統計軟體？ (1) SAS (2)Word Pro (3)Power Point (4)DIRECTOR。
(3)347、下列哪一個工具可用來執行 GIF 動畫？ (1)小畫家 (2)Word (3)Internet Elorer (4)記事本。
(3)348、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所謂 POS 通常是指銷售點管理系統 (2)合併排序方法 (Merge Sort)是一
種內部排序法，常用於兩個檔案的合併 (3)C 語言俱備了寫 Recursive 程式的能力，故可用於大量資料的
處理 (4)將輸出的資料印在紙上，我們通常稱之為 Hard Copy。
(3)349、下列敘述何者有誤？(1)一部電腦中，有兩個以上 CPU 同時執行不同的程式，我們稱作是一種平
行處理(Parallel Processing)(2)掃描器(Scanner)適用於影像處理應用(Image Processing)(3)C 語言可以撰寫
Recursive 程式，故適於大量資料處理應用(4)CPU 中的控制單元乃負責各單元之間通道的建立。
(4)350、培基語言的直譯程式 (Interpreter)是屬於？ (1)系統軟體 (2)公用程式 (3)應用程式 (4)工具軟
體。
(3)351、在培基語言中，處理循序檔 (Sequential File)時，若要將資料寫入檔案中，則於 OPEN 敘述中還
應加上下列什麼指令？ (1)INPUT (2)APEND (3)OUTPUT (4)GOTO。
(4)352、編譯程式 (Compiler)可以檢查出程式的？ (1)資料錯誤 (2)邏輯錯誤 (3)執行錯誤 (4)語法錯誤。
(1)353、下列關於 Compiler 的敘述，何者錯誤？ (1)可檢查程式邏輯錯誤 (2)可檢查程式語法(Syntax)錯誤
(3)可將程式原始碼變成目的碼 (4)無法產生執行檔。
(2)354、在培基語言中，下列有關副程式的敘述，何者有誤？ (1)必須用 GOSUB 指令敘述 (2)GOSUB 之

後只能使用行號 (3)副程式執行遇到 PETURN 敘述時，會回到主程式中 GOSUB 指令敘述的下一個敘述 (4)
以上皆是。
(1)355、下列何者 MS Windows 程式設計中巨集語言的縮寫？ (1)VBA (2)API (3)EIS (4)PTE。
(1)356、若收到一個副檔名為 .class 的 Java Applet 程式，您該如何啟動它? (1)直接可在 IE 執行 (2)需重新
編譯方能執行 (3)需要連上 WWW 伺服器方可執行 (4)要另存副檔名為 .bat 的新檔案方可被執行。
(3)357、下列何種機制使得 Java 能夠完成跨平台(Cross Platform)運作？(1)例外處理 (2)物件導向 (3)虛擬
機器 (4)多執行緒(Multi-thread)。
(4)358、下列何種語言是用於包含結構資訊的文件的非標準化標示語言，並提供了一種定義標示以及它
們之間結構關係的工具？(1)ASP (2)C++ (3)VB (4)XML。
(3)359、所謂流程圖 (Flow Chart)乃指？ (1)程式之輸出或輸入的一種表現方法 (2)以各種次常式來描述程
式的方法 (3)以圖形化的演繹邏輯來表達程式操作順序的方法 (4)程式編譯後的結果。
(4)360、程式設計時，如果毫無限制地用 GO TO 指令，下列敘述何者為錯？ (1)較易進入死結(DeadLock)
(2)較易進入無窮迴圈(InfiniteLoop) (3)不易偵錯 (4)較易解讀。
(3)361、下列指令中，何者會破壞結構化程式的設計？ (1)REPEAT-UNTIL (2)CASE (3)GO-TO
(4)IF-THEN-ELSE。
(3)362、下列關於結構化程式設計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1)應盡量採用模組化設計 (2)應減少 GO TO 指
令的使用 (3)入口要少、出口要多 (4)包含循序 (Sequence)、選擇 (Selection)及重複 (Repetition)三種結
構。
(2)363、程式設計時，若同一段敘述要重覆執行若干次，則採用?(1)循序結構(2)迴路結構(3)選擇結構(4)
樹狀結構。
(1)364、結構化程式的缺點是？ (1)較浪費主記憶體空間 (2)開發程式的成本較高 (3)流程複雜，別人不
易看懂 (4)程式測試不容易。
(2)365、在排序的過程中，若由於資料量太大，而無法完全放在主記憶體中，必須借用輔助記憶體，此
種排序方式稱之為：(1)陣列排序(Sort of Array)(2)外部排序(External Sort)(3)內部排序(Internal Sort)(4)快速
排序(Quick Sort)。
(3)366、下列「排序演算法」中，哪一種的平均速度最快？(1)泡沬排序 (2)選擇排序 (3)快速排序 (4)插
入排序。
(3)367、下列關於「排序」的敘述，何者錯誤？(1)要排序的資料量會影響排序的速度 (2)快速排序法使用
分而治之的概念 (3)氣泡排序法不能用來將資料由大排到小 (4)快速排序法比氣泡排序法有較佳的效
率。
(3)368、下列有關搜尋 (Search)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1)循序搜尋法 (Sequential Search )的儲存空間最
有效率，方法容易，但平均插尋速度較慢 (2)二分搜尋法 (Binary Search)中，搜尋的檔案需先排序 (Sort)
(3)區段搜尋法 (Block Search)中，第 n 個 Block 中所有的資料也必須 Sort 好 (4)內插搜尋 (Interpolation
Search)的搜尋速度完全受鍵值分佈的影響。
(4)369、下列何者不是資料結構(Data Structure)所探討的課題？(1)堆疊(Stack) (2)排序(Sorting) (3)搜尋
(Searching) (4)多工(Multitasking)。
(2)370、在實作副程式(Subroutine)呼叫時，需使用何種資料結構來處理返回呼叫程式的位址？(1)Queue
(2)Stack (3)Tree (4)Linkedlist。
(4)371、下列系統的建立何者可幫助管理者，使企業內的電腦易於管理，以發揮大的效能？ (1)個人作業
系統 (2)輸出入系統 (3)資料庫系統 (4)網路作業系統。

(4)372、下列何者不屬於區域網路標準？ (1)Ethernet (2)Token Ring (3)ARCnet (4)Seednet。
(2)373、下列何者是網路傳輸速度的單位元？ (1)bgs (2)bps (3)bas (4)bks。
(1)374、下列何項為每次傳輸中，一次只能傳送一個字元？ (1)串列傳輸 (2)非同步傳輸 (3)並列傳輸 (4)
同步傳輸。
(3)375、下列何者不屬於「無線網路」技術規格？(1)802.11a (2)Bluetooth (3)100 Base TX (4)WAP。
(2)376、在網路管理中，下列何者不是績效管理(Performance Management)所提供的功能？ (1)評估網路
的運作和資源的應用 (2)調整網路的運作特性 (3)產生網路使用率報告 (4)計算網路每一區段所用的時
間。
(3)377、數據通訊(Data Communication)系統中，線路兩端的電腦，彼此可同時交互傳送及接收資料的型
態稱為？ (1)單工 (2)半雙工 (3)全雙工 (4)線上雙工。
(2)378、下列有關非同步傳輸模式(ATM)的敘述，何者錯誤？ (1)它是採星狀架構，以交換方式存取資料 (2)
屬於一種高速網路，但是不同的速度無法相容 (3)屬於專屬網路，每一用戶端都可以享用自己全部的頻
寬 (4)可以傳輸多媒體資料。
(4)379、下列關於分封交換(Packet Switching)的敘述，何者正確？ (1)分封交換可彈性機動選擇資料傳送
的路徑，減少遲延的現象 (2)在不同的傳輸速率或通信協定下，均可相互轉換傳送 (3)通信使用時間較分
散的用戶適於使用 (4)以上皆是。
(4)380、下列關於「分封交換(Packet Switching)」的敘述，何者錯誤？ (1)分封交換可彈性機動選擇資料
傳送的路徑，減少遲延的現象 (2)在不同的傳輸速率或通信協定下，均可相互轉換傳送 (3)通信使用時間
較分散的用戶適於使用 (4)分封交換的每個封包的長度是可變動的。
(3)381、採用存轉式 (Store-and-Forward)傳輸資訊的方式是？ (1)資料交換(Data Switching) (2)電路交換
(Circuit Switching (3)分封交換(Packet Switching) (4)信號交換(Signal Switching)。
(1)382、關於電路交換(Circuit Switching)的敘述何者有誤？ (1)將被傳輸的資料先輸送到某一共通的交換
點儲存、等候，等線路有空檔時，資料才被送至另一交換點儲存、等候，如此一點一點的傳下去，直到
目的端點為止 (2)在短時間內需傳送大量資料的用戶可採用電路交換 (3)時常需要與不同的對象通信的
用戶可採用電路交換 (4)通信量不大，租用專線不經濟的用戶亦適於採用電路交換。
(3)383、ISO(國際標準化組織)所制定的網路通訊協定模式共分幾層？(1)3 (2)5 (3)7 (4)9 層。
(3)384、在 ISO 的 OSI 模型中，下列何者的任務是精確、可靠執行調節來源到目的地的資訊流？(1)網路
層(Network Layer) (2)會談層(Section Layer) (3)傳輸層(Transport Layer) (4)展示層(Presentation Layer)。
(2)385、「TCP 協定」的主要功用不包含下列哪一項？(1)錯誤處理 (2)加密 (3)重送 (4)控制流量。
(3)386、下列何者屬於重量輕、體積小、資料錯誤率低、傳輸距離遠的傳輸媒介？ (1)單蕊線 (2)雙絞線 (3)
光纖 (4)同軸電纜。
(3)387、由內、外兩層導體和一層絕緣材料所組成，最外層再包裹著保護的外皮，這是那一種傳輸媒介？
(1)光纖 (2)雙絞線 (3)同軸電纜 (4)單芯線。
(3)388、下列何者不是數據通訊之傳輸媒體？(1)同軸電纜 (2)微波 (3)數據機 (4)光纖。
(1)389、下列有關光纖的敘述，何者有誤？ (1)只適於傳送數位化的信號 (2)可使用的頻寬，比同軸電纜
高出許多 (3)由玻璃纖維所組成，不受電磁幹擾 (4)傳輸速率高，體積細小。
(1)390、下列有關光纖網路 FDDI 的敘述，何者有錯？ (1)是一種低成本的高速網路 (2)屬於交換式網路 (3)
安全性佳，可靠度高 (4)適於用來作為骨幹網路(Backbone)。
(4)391、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數據機(MODEM)可以將類比信號轉成數位信號、或將數位信號轉變成類
比信號 (2)資料傳輸時，若線路兩端可以在同一時間互相傳送資料，此種方式稱為全雙工(Full Duplex)，

例如電話即是 (3)X.25 是一個國際公認的分封交換(Packet Switching)通訊標準 (4)經由數據機傳至電話線
上的信號為數位信號。
(4)392、一部專門用來過濾內部網路間通訊的電腦稱為？ (1)熱站 (2)疫苗 (3)冷站 (4)防火牆。
(3)393、Application gateway 適用來限制對超過防火牆界限之服務，下列何者不是在 Internet 上普遍實作
的 Application gateway？ (1)Mail gateway (2)Proxy (3)Hub (4)Server。
(3)394、如果要以個人電腦撥接上網，下列何者不一定需要？ (1)數據機或網路卡 (2)電話號碼和電話線
(3)Windows 開機時以帳號和密碼登入 (4)ISP 提供的帳號及密碼。
(4)395、目的是要建立路徑選擇表，以記錄相關網路工作站的位址，幫助子網路內的封包以最有效率的
方式選擇路徑的那一種裝置？ (1)集線器 (HUB) (2)訊號增益器 (Repeater) (3)橋接器 (Bridge) (4)路由器
(Router)。
(3)396、主要的功能是區隔網路，可以讓二個相同類型的類路互相通訊的介面的是那一種裝置？ (1)集線
器(HUB) (2)訊號增益器(Repeater) (3)橋接器(Bridge) (4)路由器(Router)。
(2)397、作為信號放大與整波之用，只管網路的電氣部份，對於所傳輸的資料並不在意，只要在線上傳
輸的訊號皆會被放大，並送往另一個區段的是那一種裝置？ (1)集線器(HUB) (2)訊號增益器(Repeater) (3)
橋接器(Bridge) (4)路由器(Router)。
(1)398、用來管理網路設備的最小單位，可以將網路設備集中管理，避免有問題的區段影響整個網路運
作的是那一種裝置？ (1)集線器(HUB) (2)訊號增益器(Repeater) (3)橋接器(Bridge) (4)路由器(Router)。
(3)399、下列關於路由器 (Router)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1)可提供多重路徑讓資料傳輸 (2)是在第三層
OSI 架構的網路層 (Network Layer)上，連接不同網路 (3)提供多重路徑的路徑協定，此協定和通訊協定
(Protocol)是透通的(Transparent) (4)也能扮演橋接器(Bridge)的功能。
(4)400、下列有關「路由器(Router)」的敘述中，何者錯誤？ (1)它主要是 OSI 通訊協定標準第三層，亦
即網路層的設備 (2)能夠整合不同的網路系統，例如讓乙太網路和記號環網路相連 (3)俱備了廣域網路的
連線能力 (4)無法取代橋接器(Bridge)的功能。
(4)401、下列敘述中，何者是橋接器對電腦網路的貢獻？ (1)協助排除網路中的局部當機區域，使網路功
能不停頓 (2)克服網路架構纜線距離的限制 (3)讓傳輸媒介或纜線可以混接 (4)以上皆是。
(1)402、電腦經由數據機(MODEM)，透過電話線，將信號傳送至另一部電腦的數據機，再接上電腦來進
行傳輸。其中在電話線上的信號是以下那一種？ (1)類比信號 (2)數位信號 (3)沒有信號 (4)依電腦所送
信號而定。
(1)403、
「串列式界面(Serial Interface)」中最常見之一的是 RS-232C，其同一時間傳輸的資料為？(1) 1bit (2)
8bits (3) 16bits (4) 32bits。
(1)404、關於數據機的敘述，下列何者有誤？(1) 是以並列方式傳送資料(2) 電話線上的訊號為類比訊號
(3) 調變是將數位訊號轉為類比訊號(4) 又稱調變解調器。
(4)405、那一種 switch 模式會將整個封包的內容全部讀取後，再繼續傳送？(1)Fast Forward (2)Tabling
(3)Cut-through (4)Store-and-Forwared。
(1)406、「路由器將鏈結狀態(linkstate)的資訊，送往相鄰路由器」，該遞送的過程稱為(1)flooding
(2)forwarding (3)informing (4)converging。
(4)407、下列關於環狀(Ring)網路的敘述，何者有誤？ (1)環狀網路中，每一個端點的電腦是透過 Repeater
連接到封閉式環狀網路上 (2)資料在傳輸媒介上傳遞時，是單向傳送 (3)Repeater 上分為聆聽、傳送與迂
迴(Bypass)三種狀態 (4)環狀網路內由於傳輸距離較長，所以連接上網的端點站數也沒有限制。
(4)408、有一部電腦作為伺服器，扮演中央控制的角色，伺服器負責管理與控制所有的通訊動作的網路

拓樸邏輯，這是那一種網路架構？ (1)環狀 (Ring)架構 (2)網狀 (Netware)架構 (3)匯流排 (Bus)架構 (4)
星狀 (Star)架構。
(1)409、下列何者是將所有電腦經由一條主幹線連接起來的網路拓樸邏輯？ (1)匯流排 (Bus)架構 (2)星
狀 (Star)架構 (3)環狀 (Ring)架構 (4)網狀 (Netware)架構。
(3)410、下列網路的基本架構中，那一種會因一部電腦出了問題而導致網路中所有的電腦都無法聯繫？
(1)星狀網路(2)樹狀網路(3)環狀網路(4)匯流排網路。
(3)411、下列有關「乙太網路(Ethcrnet)10Base-T」的敘述中，何者錯誤？ (1)屬於分享式網路，採用 CSMA/CD
的碰撞處理方式傳輸資料 (2)網路上用戶多時，頻寬會損失，傳輸速率會變慢 (3)可以完整地傳輸多媒體
資料 (4)相較其他網路技術，其使用成本較便宜。
(2)412、下列敘述中，何者有誤？ (1)乙太網路(Ethernet)採用匯流排網路結構及基頻(Baseband)傳輸技術
(2)10BASE 5 和 10BASE T 都採用 50 歐姆同軸電纜作為傳輸媒介 (3)10BASE 5 和 10BASE T 的資料傳輸速率
都是 10Mbps (4)乙太網路中，10BASE 2 的每段最長之長度為 200 公尺。
(2)413、下列名詞中，何者與電腦網路無關？(1)Ethernet(2)DDL/DML(3)E-mail(4)TCP/IP。
(1)414、若要架設區域網路，下列何項設備最不需要？(1)撥接用數據機(2)集線器(3)終端機(4)伺服器。
(3)415、下列那一個指令可以告訴使用者 Ethernet 相關的通訊統計資訊？(1)ipconfig (2)tracert (3)netstat
(4)ping。
(4)416、要連上網際網路，電腦機種有何限制？ (1)386 機種 (2)486 機種 (3)586 機種 (4)沒有機種的限
制。
(2)417、下列何非網際網路使用的目的？ (1)學術研討 (2)傳送機密文件 (3)傳送電子郵件 (4)公佈最新資
訊。
(3)418、關於「HTML」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1)HTML 檔中的指令是在檔中插入標註 (2)HTML 檔
是以標準文字檔格式儲存 (3)HTML 檔是供新聞群組 news 使用的 (4)HTML 檔可供 client 端瀏覽器使用顯
示網頁之用。
(2)419、國內連接 Internet 的網路中，何者是以提供學校教育及研究單位使用為
主?(1)HINET(2)TANET(3)SEEDNET(4)SYSNET。
(3)420、在國內，下列哪一套網路系統是由中華電信公司所設立？ (1)Internet (2)SEEDNET (3)HINET
(4)TANET。
(4)421、目前標準的網路並未提供下列那一項服務？ (1)傳真網路 (2)個人電腦服務 (3)資料庫服務 (4)
多媒體製作。
(4)422、在國內，那一套網路系統並不向使用者收取任何使用費？ (1)BBS (2)Seednet (3)Hinet (4)TANet。
(3)423、網際網路的傳送訊息封包成許多小包，下列何者不是其目的？ (1)改善網路傳遞時的速率 (2)
保証資料傳遞正確沒有錯誤 (3)傳輸時間耗費較少 (4)便於檢查每一封包的正確性。
(1)424、網路安全的問題中， 對於資料保護的描述， 下列哪一項敘述是不正確的？(1) 應用資料壓縮方
式來傳輸是可以提供資料不可否認性的安全保護(2) 一般完善的資料傳輸設計，可以確保資料傳輸後的
可用性(3) 透過資料加密的動作，可以保護資料的機密性(4) 無線網路的資料傳輸時，可以使用 SSL 來加
強資料傳輸過程不易被駭客所竊取。
(4)425、下列何者為網際網路(internet)所使用的通訊協定？ (1)OSI (2)X.25 (3)SNA (4)TCP/IP。
(3)426、在 TCP/IP 網路裏，每一主機都有一個 IP 位址，而每個 IP 位址是幾個位元的資訊？ (1)8 位元 (2)16
位元(3)32 位元(4)64 位元。
(2)427、下列何者在網際網路(Internet)上屬於單一性不可重複？(1)Subnet Mask(2)IP Address(3)Default

Gateway(4)Password。
(3)428、何種網路協定可以自動設定使用者電腦的 IP Address？(1)RIP(2)TCP/IP(3)DHCP(4)IPX/SPX。
(4)429、在網域名稱系統中，關於「反向解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由 IP 查 DNSServer (2)由名稱查
DNSServer (3)由名稱查 IP (4)由 IP 查名稱。
(4)430、下列何種情形應該使用固定 IP 位址較好？(1)網路競標 (2)網路訂票 (3)網路 ATM 轉帳 (4)建立個
人網站。
(4)431、以下關於電子郵件(E-mail)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可以將一封郵件同時發送給多個收件者 (2)
寄件伺服器可以是任一部郵件伺服器，收件伺服器必須是郵件帳戶所屬的伺服器 (3)寄送郵件是指將郵
件寄至收件者所屬的伺服器而非電腦中 (4)可以使用 FTP 方式送信或收信。
(4)432、下列有關全球超媒體網路 (WWW)的敘述，何者有誤？ (1)WWW 裡的檔都是用 HTML (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撰寫的 (2)在網路存取上則採用 URL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來定義資料所在的位置
(3)使用者一般都用瀏覽器 (Browser)閱讀資料 (4)無法傳遞多媒體資料。
(3)433、Internet 電子郵件地址中，「@」符號後面的文字是？ (1)國家名稱 (2)個人帳號名稱 (3)主機的
地址 (4)主機的廠牌。
(3)434、下列何者為 Internet 系統中，架構於超文件 (Hypertext)技術下的一項資訊服務？ (1)ftp (2)mail
(3)WWW (4)gopher。
(3)435、「全球資訊網(WWW)」的主要傳輸的通訊協定是？(1)FTP (2)SMTP (3)HTTP (4)POP3。
(1)436、下列何者為 WWW 的通訊協定？(1)HTTP(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2)SMTP(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 (3)FTP(File Transfer Protocol) (4)PPP(Point to Point Protocol)。
(3)437、全球超媒體資訊網(World Wide Web)在程式架構上是採取什麼架構？ (1)Master Slave (2)Peer to
Peer (3)Client Server (4)File Sharing。
(3)438、下列何者不是常見的 Web 安全協定之一？ (1)私人通訊技術(PCT)協定 (2)安全超文字傳輸協定
(S-HTTP) (3)BBS 傳輸協定 (4)安全電子交易(SET)協定。
(2)439、關於 BBS 的敘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必須使用 Telnet 方式登入 (2)無法傳送信件 (3)若未
在該 BBS 中註冊，則登入時可以使用「Guest」帳號，無需密碼 (4)若要在該 BBS 中註冊，則使用「new」
為帳號登入申請。
(1)440、下列何者不是網際網路(Internet)所提供的功能？ (1)OLTP(連線交易處理) (2)E-Mail (電子郵件)
(3)TELNET(遠程終端模擬) (4)FTP(檔案傳輸)。
(1)441、下列哪一個程式，是作為網路上獲取(get)檔案及上載(put)檔案之用途？ (1)ftp (2)ping (3)gopher
(4)telnet。
(4)442、下列那一種工具無法讓您由 FTP 伺服器下傳檔案？(1)Telnet 客戶端(2)FTP 客戶端(3)Internet
Elorer(4)Outlook Eress。
(1)443、關於電子郵件 (Email)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郵件一經寄出，即使郵件伺服器有問題，也
不會被退信 (2)可以一次將一封郵件同時發送給多個收件者 (3)寄件伺服器可以是任一部郵件伺服器，收
件伺服器必須是郵件帳號所屬的伺服器 (4)寄送郵件是指將郵件寄至收件者所屬的伺服器而非電腦中。
(4)444、與 Outlook Eress、Eudora 之類的收發電子郵件程式相比，下列何者不是 Web-Based 電子件收發
介面的優點？(1)收到的郵件放在 Web-Based 伺服器端 (2)不論在何者作業平台使用，其使用介面一致 (3)
使用不同的電腦上網，不需重新設定環境 (4)使用不同的電腦上網，看到的郵件不同。
(2)445、在 FTP 站中登錄那個帳號可讓任何人下載檔案呢？(1)檔案傳輸協定 FTP(2)匿名帳號 Anonymous(3)
你的使用者名稱(4)管理者帳號與密碼。

(2)446、下列四組專有名詞對照，何者錯誤? (1)電子郵件 : E-Mail (2)廣域網路 : LAN (3)辦公室自動化 : OA
(4)電子佈告欄 : BBS。
(2)447、傳輸檔案可以使用下列何種工具？ (1)LS (2)FTP (3)TELNET (4)TALK。
(4)448、關於「電子郵件信箱」的敘述中， 以下何者正確？ (1)使用者不能自訂郵件夾 (2)郵件移轉到垃
圾箱是無法回復的 (3)一次只能收發一個郵件帳號信箱 (4)寄出的郵件可以設定同時進行郵件備份。
(1)449、在正常情況下，用戶接收到郵件後，在郵件中無法看到以下哪一個資訊？(1)密件副本收件者(2)
收件者(3)副本收件者(4)寄件者。
(4)450、假設張三的帳戶名字是 jack，他透過在台灣且名稱為 happy 的學校使用 Internet，則張三的電子
郵件位址一般而言應為何？
(1)happy@jack.com.tw(2)jack@happy.com.tw(3)happy@jack.edu.tw(4)jack@happy.edu.tw。
(4)451、在用戶端設定網路連線時，
「SMTP 伺服器」是指那一種伺服器？(1)網站伺服器(2)檔案伺服器(3)
收信伺服器(4)寄信伺服器。
(3)452、在用戶端設定網路連線時，「POP3 伺服器」是指那一種伺服器？(1)網站伺服器(2)寄信伺服器(3)
收信伺服器(4)FTP 站台。
(1)453、下列有關「全球資訊網( WWW) 」的敘述中，何者錯誤？(1) 無法傳遞多媒體資料(2) WWW 裡
的文件一般用 HTML( 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 ) (3) 使用者一般都用瀏覽器( Browser ) 閱讀資料(4) 在
網路存取時則採用 URL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格式來處理。
(2)454、下列那一項設定可以讓你使用 IE 瀏覽網站時，減少連外網路的負荷？(1)設定 History (2)設定 Proxy
伺服器 (3)使用 Auto complete (4)設定我的最愛。
(4)455、下列何者不是「全球資訊網(WWW)」瀏覽器軟體？(1)Mosaic(2)Netscape(3)Internet
Elorer(4)Telnet。
(1)456、使用 IE 瀏覽全球資訊網(WWW)時，無法以網域名稱連接，而改以 IP 位址連接則正常，該如何
解決？(1)檢查客戶端的 DNS 伺服器設定(2)檢查客戶端的 IP 位址是否相衝(3)檢查客戶端的預放通訊欄是
否設定錯誤(4)檢查連線是否有問題。
(1)457、在瀏覽器中輸入的 http://www.hinet.net/abc/index.htm，下列敘述何者有誤？(1)「瀏覽器」對應
於 ISO 的 OSI 七層參考協定模型的第一層(2)「http」指的是「協定」
，可由此得知所連結的伺服器是提供
www 服務的(3)net 指的是網路組織(4)「www」指的是伺服器的名稱。
(3)458、使用 IE 瀏覽一部名為「www.myweb.com.tw」的電腦上「port number 為 8000」的 Web 虛擬主
機，位址應如何輸入？(1)http://www.myweb.com.tw/ (2)http://www.myweb.com.tw/default.htm
(3)http://www.myweb.com.tw:8000/ (4)http://www.myweb.com.tw/8000。
(4)459、下列何者不是綠色電腦的特色？ (1)低幅射 (2)省電 (3)無污染 (4)美觀。
(4)460、電腦配備在待機狀態，耗費能源在多少瓦特以下，就可以得到能源之星標章？ (1)40 (2)20 (3)50
(4)30。
(1)461、使用綠色電腦的好處，除符合地球生態外，尚能節省電腦所用之？ (1)電費 (2)維修費 (3)硬
體費用 (4)軟體費用。
(4)463、能源的過度使用，使下列何者的排量大增，導致地球溫室效應？ (1)一氧化氮 (2)三氯乙烷 (3)
一氧化碳 (4)二氧化碳。
(1)464、下列何者用來鼓勵電腦製造商進行報廢電腦及包裝的回收處理？ (1)綠點標誌 (2)EPA 標準 (3)
能源之星 (4)標籤法。
(4)465、下列關於「綠色電腦」的敘述，何者錯誤？(1)綠色電腦英文的全稱是 Green PC，最初指的是符

合美國環保署「能源之星」計劃規定標準的個人電腦 (2)綠色電腦現在已經擴展為具有節能、低污染、
低輻射等多方面特徵的電腦 (3)綠色電腦的實質是將耗電量、原材料以及對健康和環境的危害減少到最
低限度 (4)綠色電腦是在生產過程中，儘量少用電力增加手工作業以達到減碳的效果。
(1)466、下列哪一項敘述不符合環保電腦的概念？(1)使用含氟氯碳化物的溶劑製作主機板以避免產生二
氧化碳(2)使用低輻射螢幕避免傷害人體(3)設計符合人體工學的操作設備(4)利用省電設計來節省使用電
量。
(2)467、環繞地球大氣層中的「臭氧層」主要是保護地球的人類不受下列何者的傷害？(1)電磁波(2)紫外
線(3)紅外線(4)太陽黑子。
(1)468、下列何者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但可以在試用的基礎上複製，試用期滿需繳交登錄費？ (1)共
用軟體 (2)公益軟體 (3)商業軟體 (4)應用軟體。
(2)469、拷貝一具有著作權登記之電腦軟體的行為是一種侵害著作權人的(1)專利權(2)重製權(3)口述權(4)
展示權。
(4)470、下列何者非智慧財產權？

(1)商標權 (2)專利權 (3)著作權 (4)土地所有權。

(4)471、著作權人發覺被人盜印重製時應如何處理？A.請求排除侵害 B.向調查局檢舉 C.向地檢署按鈴告
訴 D.向內政部著委會告發 E.向鄉鎮區公所聲請調解？ (1)A,B,C (2)B,C,D (3)C,D,E (4)A,C。
(3)472、教師可否將他人著作用在自己的教科書中？ (1)只要付錢給著作權委員會就可以 (2)只要是為教
育目的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就可以 (3)只要是為教育目的必要，在合理範圍內，並且經教育行政機關審
定為教科即可 (4)絕對不可以。
(3)473、著作財產權，除著作財產權法另有規定外，存續於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多少年？ (1)
三十年 (2)四十年 (3)五十年 (4)六十年。
(3)474、聽演講的人沒有經過演講人的同意就錄音，可能觸犯？
(1)專利法 (2)商標法 (3)著作權法 (4)
公平交易法。
(3)475、某電腦公司為著作人的人電腦叢書，其著作財產權存續至其著作公開發表後幾年？ (1)20 年
(2)40 年 (3)50 年 (4)60 年。
(2)476、某位學者為研究之用，尋遍港、台、大陸，發現美國某知名書刊並無中文譯本，他為便於學生
研究，欲從事以下行為，請問何者合法？ (1)逕行翻譯發行即可 (2)透過美國原出版商同意再翻譯 (3)
買回原版，然後供學生整本翻印後，作為上課教材 (4)以上皆合法。
(2)477、請問以下何者為『美國特別 301』(Special301)的正確解釋？(1)是目前最新的一種電玩。(2)是美
國用來報復其他國家未就智慧財產權提供妥善保護時的法律規定。(3)是新進口的一種減肥產品。(4)是美
國福特汽車新推出的車型。
(1)478、下面何種權利可以讓與？ (1)重製權 (2)姓名權 (3)公表權 (4)同一性保持權。
(1)479、公司可否在週六下午播放二輪國片給員工免費觀賞作為員工福利？ (1)可以，但要付錢給該國
片的權利人 (2)可以，但要付錢給著作權委員會 (3)可以，且不必付錢 (4)不可以。
(1)480、以下何者為著作權法所容許的拷貝行為？ (1)為作備份而拷貝電腦程式 (2)因遺失之故而拷貝同
學的錄音帶 (3)幫別人全本影印 (4)影印影歌星的照片廉價出售。
(1)481、請問以下何者屬於智慧財產權法？A.著作權法 B.專利法 C.商標專用權 D.民法 E.刑法 (1)ABC
(2)BCD (3)CDE (4)ABD。
(1)482、著作人死亡後，除其遺囑另有指定外，對於侵害其著作人格權的請求救濟，下列何者的優先權
最高？ (1)配偶 (2)子女 (3)父母 (4)兄弟姊妹。
(1)483、著作權人對於輸出侵害其著作權之物者，得提供相當於下列何者，以作為被查扣人因查扣所受

損之賠償擔保，申請海關先予查扣？ (1)出口貨物離岸價格 (2)輸出貨物的建議價格 (3)出口貨物的實
際售價之保證金 (4)以上皆非。
(2)484、下列何者是「著作權法」中允許的行為：(1)將所擁有的歌星簽名照片重新照相製版再發行銷售
(2)為了保護自己購買的原版 CD，自行複製一份備份(3)自行設計某一原版 CD 封面及光碟長相，再重新
複製上架販售(4)不慎遺失原本所購買的 CD，向同學拷貝一份備份。
(1)485、為什麼拷貝「七俠五義」一書不犯法? (1)七俠五義沒有著作權 (2)章回小說多虛構，故不涉及真
偽、仿冒的問題 (3)太多人拷貝七俠五義 (4)由於法律漏洞，未及規範。
(1)486、下列關於「著作權法」的敘述，何者錯誤？(1)以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之名義公開發表之著
作，縱然在合理範圍內，也不得重製、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 (2)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在合理
範圍內，得利用圖書館及非供公眾使用之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3)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
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4)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得為視覺障礙
者、聽覺機能障礙者以點字、附加手語翻譯或文字重製之。
(3)487、法律保障創作和發明，下列那一種行為違反著作權法？(1)偷看別人的書信 (2)模仿人家的簽名 (3)
拷貝電腦遊戲程式送給同學 (4)自拍友人私密照片。
(4)488、根據「著作權法」，下列那一項不能稱為著作？(1)語文著作、音樂著作 (2)戲劇、舞蹈著作 (3)
美術著作、攝影著作 (4)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表、表格、簿冊或時曆。
(1)489、根據著作權法的用詞定義，
「指基於公眾直接收聽或收視為目的，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
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由原播送人以外之人，以有線電、
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者」指的是？(1)公開
播送 (2)公開上映 (3)公開演出 (4)公開傳輸。
(4)490、有關智慧財產權的使用爭議中，下列敘述中何者與「是否合理使用的判斷基準」無關？(1)使用
他人著作的結果是否會影響原著作者在市場的損失(2)利用他人著作的內容量佔整個著作內容的比例高
低(3)利用他人著作的目的是用來營利或者是公益非營利性(4)利用他人著作時是否取得原稿或重新打
字。
(2)491、付費加入網站會員，下載了好幾百首網友分享的歌曲來聽，也上傳歌曲讓別人分享，請問如此
行為會違法嗎？(1)違法的應該是網站業者，不是會員本身(2)繳交會費不等於合法授權(3)因為已繳會費，
當然不會違法(4)只要分享給別人不收費，就不會有違法問題。
(4)492、下列哪一項敘述不是智慧財產權所要保護的標的？(1)鋼琴家演奏老歌的錄音(2)應用電腦程式所
撰寫的文章(3)服裝設計開發的繪製草稿(4)自行歸納所得的創意想法。
(1)493、著作權登記應向哪各機關申請？ (1)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2)教育部 (3)內政部警政署 (4)消費者
文教基金會。
(1)494、商標註冊應向那個機關申請？ (1)經濟部中央標準局 (2)經濟部商業司 (3)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4)
經濟部工業局。
(2)495、依照我國專利法規定，下列何者不發予發明專利？ (1)電腦產品 (2)遊戲規則 (3)建築施工法 (4)
植物育種法。
(1)496、依我國專利法規定一項新產品應在發表會後多久申請專利，否則喪失其新穎性？ (1)半年內 (2)
一年內 (3)二年內 (4)三年內。
(1)497、專利權的期間屆滿後？ (1)任何人均可自由利用該專利 (2)只要付錢給著委會就可以利用該專利
(3)還是要徵得專利權人同意 (4)向中央標準局申請再延長年限。
(1)498、我國專利法採行？ (1)先申請主義 (2)先發明主義 (3)先實施主義 (4)以上皆非。

(4)499、下列關於電腦軟體的使用何者不正確？ (1)購買正版軟體，只是取得該軟體所附著磁片的所有
權，該電腦程式的著作權仍歸程式的著作權人所有 (2)正版軟體的買受人可為備用存檔的需要拷貝該軟
體，不需先徵得程式著作權人同意 (3)公司或學校機關團體有數台電腦時，每台電腦上都必須配置一套
合法軟體，不能只購一套軟體而拷貝到數台機器的硬碟中 (4)正版軟體的買受人可以拷貝一份該軟體並
轉售。
(2)500、下列何者是可自由複製，免費使用的軟體？ (1)共享軟體 (2)公益軟體 (3)商業軟體 (4)應用軟
體。
(4)501、下列關於電腦軟體的使用何者不正確？ (1)購買正版軟體，只是取得該軟體所附著磁片的所有
權，該電腦程式的著作權仍歸程式的著作權人所有 (2)正版軟體的買受人可為備用存檔的需要拷貝該軟
體，不需先徵得程式著作權人同意 (3)公司或學校機關團體有數台電腦時，每台電腦上都必須配置一套
合法軟體，不能只購一套軟體而拷貝到數台機器的硬碟中 (4)正版軟體的買受人可以拷貝一份該軟體並
轉售。
(1)502、下列何者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但可以在試用的基礎上複製，試用期滿需繳交登錄費？

(1)共

用軟體 (2)公益軟體 (3)商業軟體 (4)應用軟體。
(2)503、拷貝一具有著作權登記之電腦軟體的行為是一種侵害著作權人的(1)專利權(2)重製權(3)口述權(4)
展示權。
(4)504、靠腕和人體工學鍵盤可以防止什麼？ (1)輻射傷害 (2)視力模糊 (3)頭痛 (4)腕道症。
(2)505、將手腕靠在桌邊休息，讓手腕低於手指，就有可能得到什麼？ (1)骨折 (2)腕道症 (3)鍵盤症 (4)
肌肉萎縮症。
(3)506、使用電腦時，下列何者無法保護眼睛？(1)採用直角螢幕 (2)加護目鏡 (3)選擇再生率較低的螢
幕 (4)把文件放在打字架上。
(3)507、一般人在 8 小時的工作時間內，所能忍受的噪音約為？ (1)50db (2)70db (3)90db (4)110db。
(2)508、由陰極射線管構成的螢幕，會射出什麼，它可能引發血癌之類的疾病？ (1)高頻電磁波 (2)低頻
電磁波 (3)X 光 (4)紅外線。
(1)509、若不幸發生電線走火時，下列何種動作應最先實施? (1)關閉電腦開關 (2)搬走電腦設備 (3)告知
主管 (4)報警。
(1)510、學校的電腦中心若發生火災時，最適宜使用下列何種滅火器材？ (1)二氧化碳滅火器 (2)泡沫
滅火器 (3)水 (4)乾粉滅火器。
(4)523、如果電腦病毒是寄生在啟動磁區，在開機時載入主記憶體中，俟機執行破壞性工作，這種病毒
稱之為？ (1)內部型病毒 (2)系統型病毒 (3)檔案型病毒 (4)開機型病毒。
(4)524、透過電子郵件感染的皆屬於哪一型病毒？ (1)檔案型 (2)開機型 (3)混合型 (4)巨集型。
(4)525、病毒入侵電腦後，可能會隱藏在電腦的下列那個元件中(1)ROM (2)PROM (3)EPROM (4)RAM。
(4)526、下列哪一種軟體不具有掃毒及解毒的功能？ (1)Z-LOCK (2)Norton Anti-Virus (3)PC-Cillin
(4)WinZip。
(3)527、下列何者不是電腦病毒的特性？ (1)具有自我複製的能力 (2)具特殊之破壞技術 (3)關機再重新
開機後會自動消失 (4)會常駐在主記憶體中。
(3)528、電腦病毒入侵後在未達觸發條件前，病毒潛伏在程式內會有部份徵兆，下列何種情況比較有可
能是電腦病毒活動的徵兆？ (1)儲存檔案時磁碟機產生大量噪音 (2)螢幕經常上下跳動 (3)程式執行時
間逐漸變長 (4)磁碟片產生刮痕。
(1)529、MS-DOS 中最易中毒者為？ (1) .com 檔 (2).bat 檔 (3) .tab 檔 (4).bas 檔。

(1)530、下列有關「特洛依木馬型病毒 (Trojan Virus)」的敘述中，何者不正確？ (1)該病毒係屬於一種
正常的檔案受到感染後而產生的問題檔案 (2)刪除該病毒的方法為直接刪除被感染的程式，而並不需藉
助防毒程式來做「清除」的動作 (3)該病毒不會感染其他寄宿檔案 (4)該病毒也會攻擊 Palm 的作業系統。
(3)531、下列對「木馬病毒」的描述何者有誤？(1)木馬病毒是隨著別的檔案或文件進入電腦中(2)當木馬
病毒侵入使用者電腦時，使用者多半沒有感覺(3)木馬病毒也是一種檔案型的病毒程式，存在於記憶體中，
只要關閉電腦重新開機就可以消除它的存在(4)木馬病毒主要是為了竊取電腦使用者的個人隱私或機
密。
(4)532、以下何者不屬於電腦犯罪的類型？ (1)資料掉包 (Data diddling) (2)義大利臘腸式詭計 (Salami
Methods) (3)邏輯炸彈 (Logic bombs) (4)資料備份 (Backup) 。
(1)533、電腦犯罪中，一點一滴偷取金錢的方法稱為？ (1)義大利香腸技術 (2)特洛依木馬 (3)藍領犯罪
(4)資料騙取。
(3)534、有一程式設計師在某一程式中插了一段程式，只要他的姓名從公司的人事檔案中被刪除則該程
式會將公司整個檔案破壞掉，這種電腦犯罪行為屬於：(1)資料掉包（Data didding）(2)制壓（Superzapping）
(3)邏輯炸彈（Logic bombs） (4)特洛依木馬（Trojan horse）。
(2)535、電腦駭客設計一個類似知名銀行的網頁，混淆視聽以取得銀行帳戶及密碼的犯罪方式稱為：(1)
阻斷攻擊(Denial Of Service)(2)網路釣魚(Phishing)(3)邏輯炸彈(Logic Bombs)(4)特洛依木馬(Trojan Horse)。
(1)536、下列何者指的是進入系統，並取走資料或破壞電腦系統的人？ (1) 電腦怪客 (cracker) (2)電腦
駭客 (hacker) (3) 程式設計師 (4) 系統分析師。
(3)537、下列有關於「字典攻擊法」的描述，何者正確？(1)使用字典上有的字來測試密碼 (2)使用亂數測
試密碼 (3)將常見的密碼當作字典資料庫來測試密碼 (4)使用各國語言測試密碼。
(3)538、下列有關於「預防手機詐騙」的描述，何者為最適宜的作法？(1)注意是否有來電顯示 (2)將手機
關機 (3)接到可疑電話，不隨便依照對方指示去做 (4)回撥電話給對方以求證是否為手機詐騙。
(4)539、下列有關資訊安全中，存取管制 (Access Control) 方法之描述何者正確？
(1)為求系統安全顧
慮不可銜接電腦網路 (2)為求存取方便不需提供存取控制碼之設定 (3)在系統存取時不必考慮安全問題
(4)系統應該提供網路存取控制碼之設定功能。
(3)540、選舉的電腦計票作業，通常主辦單位會請多位操作員，每一區候選人得票數輸入，這種作法應
用系統控制方面屬於那一種控制？ (1)處理控制 (2)資料檔控制 (3)輸入控制 (4)輸出控制。
(3)541、資料最常發生錯誤的時機，下列何者為錯？ (1)資料透過網路傳送時。 (2)資料登錄時 (3)儲存
至磁碟的過程 (4)填寫原始資料表單時。
(2)542、完善的資訊安全系統，以足夠之關卡，防止使用者透過程式去存取不是他可以存取之資料，這
種觀念為？ (1)監視性 (2) 資料存取控制 (3)獨立性 (4)識別。
(1)544、對於電腦中心的安全防護，下列何者有誤？ (1)不定期查閱電腦記錄 (2)各種作業皆需記錄 (3)
記錄設備的使用情形 (4)設備的使用需經過授權
(1)545、資料錯誤檢核方式中，下列哪一項不常用？
(1)存取權限檢查 (Access right verification) (2) 檢
查號碼檢查 (Check digit) (3) 型態檢查 (Type check) (4) 範圍檢查 (Range check)。
(1)546、電腦安全最嚴重之威脅主要來自？ (1)電腦系統工作人員之疏忽，錯誤或不誠實 (2)自然災害 (3)
有心人士之破壞 (4)電腦病毒之感染。
(4)547、重要資料欄的更新作業，為保留其過程的相關資料，以供核驗防範不法行為，可以利用下列什
麼檔案？ (1)密碼檔 (2)異動檔 (3)備份檔 (4)日誌檔。
(3)548、下列何者不是資訊安全的防護措施？ (1)備份軟體 (2)採用合法軟體 (3)小問題組合成大問題 (4)

可確認檔案傳輸。
(3)549、對於軟體系統安全措施，下列何者不適宜？ (1)設置密碼 (2)專人管理 (3)可隨時讓磁片進出 (4)
操作手冊，說明檔保存完整。
(1)550、一個成功的安全環境之首要部分是建立什麼？(1)安全政策白皮書。(2)認證中心。(3)安全超文字
傳輸協定。(4)BBS。
(2)551、某企業為因應潮流並提升其企業對資訊系統的安全防護，決定導入最新的 ISMS(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國際驗證標準，請問它應該導入的驗證標準是什麼？(1)ISO/IEC17799:2005
(2)ISO/IEC27001 (3)BS7799part1 (4)ISO9001:2000。
(4)552、國民身分證號碼的設計中，最後一碼為檢查碼的設計，在應用系統控制方面的是屬於下列那一
種控制？(1)輸入控制(2)輸出控制(3)資料檔案控制(4)處理控制。
(4)553、在分散式開放系統下的安全管理系統中，下列何者不是該系統至少須具備之功能？ (1)驗證
(Authentication) (2)授權(Authorization) (3)稽查(Auditing) (4)回答(Answering)。
(4)554、下列那種系統功能，不是在分散式開放系統的安全管理中所必須擁有的？(1)授權(Authorization)(2)
稽查(Auditing)(3)驗證(Authentication)(4)回答(Answer)。
(4)555、下列那一個層面不是考量安全管理時所要處理的範疇？(1)技術方案(2)安全政策(3)管理制度(4)
績效考核。
(2)556、下列那個處理方向的考量，不是資料安全議題的核心問題？(1)資料存取控制處理(2)資料壓縮處
理(3)資料備份處理(4)資料損毀復原處理。
(1)557、下列那些情形是會對企業資訊安全產生威脅？a.病毒 b.惡意程式碼 c.不滿員工 d.資料遺失 e.硬體
相容性 f.非法軟體。(1)abcdef(2)abcef(3)abcf(4)abcdf。
(4)558、資訊安全必須保護資訊資產的？(1)機動性、可用性及完整性(2)完整性、可攜性及機動性(3)機密
性、方便性及可讀性(4)可用性、完整性及機密性。
(1)559、「登入密碼」通常是用來滿足下列哪一項安全性之需求？(1)身份識別(Authentication) (2)機密性
(Confidentiality) (3)不可否認性(Non-repudiation) (4)完整性(Integrity)。
(2)560、
「妥善保管客戶資料，確保客戶相關資料及客戶隱私之保密性」是屬於下列哪一原則之表現？(1)
守法原則 (2)保密原則 (3)能力原則 (4)誠信原則。
(1)561、下列關於「對客戶資料的保護」，何者正確？(1)予以保密 (2)提供給關係企業做行銷 (3)告知同
事給予參考 (4)讓其他客戶瞭解。
(3)562、「系統在檢查使用者的密碼設定時，會作某些特性的限制或規定」，下列對於這些特性的敘述何
者錯誤？(1)密碼有效性 (2)禁止更新密碼時延用舊密碼 (3)禁止不同使用者的密碼相同 (4)密碼必須有
一定困難度。
(3)563、下列何者不是建置管理資訊系統的目的？(1)提供企業組織必要的資訊 (2)支援企業組織的管理及
決策 (3)提供國稅局查核公司預算 (4)協助企業組織獲取更佳的績效。
(3)564、對於電腦及應用系統之備援措施，下列敘述何者為正確？ (1)只需做軟體備援即可 (2)只需做硬
體備援即可 (3)重要電子資料必須存放防火櫃並分置不同地點 (4)顧及製作權及版權，為求備援則購置雙
套軟體即可。
(2)565、電腦化作業之後，通常會將檔案複製三份，而且分散存放在不同建築物內，這種做法在應用系
統控制方面屬於哪一種控制？ (1)處理控制 (2)資料檔案控制 (3)輸入控制 (4)輸出控制。
(1)566、下列有關資訊安全中，系統設備備援之描述何者正確？ (1)重要系統設備(含軟、硬體)必須有備
援措施 (2)備援方法必須以 1：1 對應的方式才可 (3)遠端備援方式由於需佔空間且人力支援不易，故不

必考慮 (4)備援需花費更多費用，因此不必考慮備援。
(4)567、下列有關在執行「資料備份」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的描述，何者是正確而適宜的？(1)電腦有沒有
安裝燒錄機 (2)備份資料時，一定要連防毒軟體一起備份 (3)網路頻寬速度是不是夠快 (4)備份資料有沒
有中毒。
(3)568、為了避免資料庫破壞後無法回復，除了定期備份外，最重要還要做到下列那項工作？
使用 (2)人工記錄 (3)隨時記錄變動日誌檔 (4)修改程式。

(1)管制

(4)569、一般而言要達到完善之終端機安全管制措施，則必須做到？ (1)在終端機上加鎖，限制使用人
員 (2)經常派安全人員追蹤考核 (3)事前訂定防弊措施 (4)事前訂定完善防弊措施，事後做追蹤考核，並
將終端機配合主機系統一管制。
(3)570、減少因系統元件當機的影響，是屬於？ (1)變更管理 (2)能量管理 (3)復原管理 (4)績效管理。
(3)571、下列哪一項不是管制進入電腦系統之措施？ (1)名牌 (2)密碼 (3)不斷電系統 (4)門鎖。
(1)572、所有電腦化系統中，最弱的環節為？ (1)人 (2)密碼 (3)硬體 (4)軟體。
(1)573、資訊系統之安全與管理，除了可藉由密碼控制使用者之權限外，最積極之例行工作為？

(1)定

期備份 (2)經常變更密碼 (3)硬體設鎖 (4)監控系統使用人員。
(4)574、在系統安全防護作業中，下列哪些技術管理規劃較不妥當？
(1)規劃安全稽核系統 (2)採用防
毒軟體 (3)安排系統管理者接受訓練 (4)規定密碼限定為有意義之名詞。
(4)575、下列何者為一般磁碟災難最輕微之狀況？ (1)啟動區被破壞 (2)檔案分配(FAT)被破壞 (3)DOS 硬
碟之分割區被破壞 (4)DOS 的開機系統檔案被破壞。
(4)576、下列有關「防火牆」之敘述，何者不正確？(1)防火牆無法防止內賊對內的侵害，根據經驗，許
多入侵或犯罪行為都是自己人或熟知內部網路佈局的人做的(2)防火牆基本上只管制封包的流向，它無法
偵測出外界假造的封包，任何人皆可製造假來源位址的封包(3)防火牆無法確保連線的可信度，一但連線
涉及外界公眾網路，極有可能被竊聽或劫奪，除非連線另行加密保護(4)防火牆可以防止病毒的入侵。
(3)577、關於防火牆之敘述，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1)防火牆乃是過濾器(Filter)與 Gateway 的集合 (2)
防火牆用來將可信賴的網路保護在一個區域性管理的安全範圍內 (3)防火牆大量運用於區域網域中，無
法運用於廣域網路 (4)防火牆可用來將外界無法信賴之網路隔開。
(4)578、有關「資訊安全中電子簽名保密技術」之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1)電子簽名之技術不需解碼 (2)
若以設計問題的方法而論，電子簽名較公開鑰匙密碼法簡便 (3)電子簽名乃是採用光筆、滑鼠等工具簽
名，以供辨識 (4)電子簽名乃是利用數字來代替票據必須由人親自簽名的方法。
(3)579、在做遠端資料傳輸時，為避免資料被竊取，我們可以採用何種保護措施？ (1)將資料壓縮 (2)
將資料解壓縮 (3)將資料加密 (4)將資料解密。
(1)580、在資料通訊系統中，資料傳輸時，為了避免資料被竊取，因而使資料外洩應做何種防範措施？
(1)將資料加密(2)將資料做錯誤檢查(3)將資料解壓縮(4)將資料解密。
(3)581、有關資訊安全中，公開鑰匙碼法之指述下列何者有誤？ (1)可減少因傳送 key 而發生洩密之情
形 (2)送方與受方各有一 key 用來編碼與解碼 (3)接收方的 key 應讓送方瞭解以供轉換 (4)接受方的 key
不必由傳送方傳送。
(2)582、有關美國國家標準 (NIST) 所發佈數據加密標準 (DES) 之敘述，下列何者為誤？ (1)DES 為目前
為止使用最廣之加密器，短期內仍不至於受到致命之攻擊 (2)與 IDEA Skip jack 等比較起來，DES 是安全
性最強的一種 (3)DES 是採用 56 位元的單密匙系統 (4)DES 是採用 16 個回合的重覆運算，運算則採用
XOR 邏輯運算。
(2)583、關於「非對稱式密碼系統」之說明，下列何者不正確？
(1)1976 年以後所發展出來之公開金

匙密碼系統即是屬於非對稱式密碼系統 (2)非對稱式密碼系統之加密金匙及解密匙都是可以公開的 (3)
屬於雙密匙系統 (4)主要特性是系統的安全分析簡單明瞭，但加解密運算過程費時。
(1)584、對於非對稱加密演算法(Asymmetric Cryptography Algorithm)的應用，下列哪一項敘述是不正確的？
(1)為了方便加密與解密，兩份金鑰都是在網路上可以流傳取得(2)加密與解密的動作是使用不同的金鑰資
料(3)使用一對兩份不同內容金鑰資料(4)一般不只是應用於傳輸資料加解密，也可以為身分確認的安全應
用。
(3)585、下列何者不是「密碼學演算法」？(1)DES (2)IDEA (3)ZIP (4)RSA。
(3)586、下列何者不是密碼學原理最主要的應用？(1)數位簽章(Digital Signature) (2)數位浮水印(Digital
Watermarking) (3)藍芽(Bluetooth)技術 (4)公開金鑰基礎建設(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PKI)。
(1)587、下列何者不是用來加強兩個網路間存取控制策略的網路安全系統？(1)加密處理(2)虛擬私有網路
(3)存取控制系統(4)防火牆。
(1)588、下列何者不是存取無線網路 AP(Access Point)的安全機制方法？(1)SSID(Service Set Identifier)
(2)MAC(Media Access Control)Address Control (3)WPA(Wi-Fi Protected Access)加密 (4)WEP(Wired Equivalent
Privacy)加密。
(4)589、下列何者是兩大國際信用卡發卡機構 Visa 及 Master Card 聯合制定的網路信用卡安全交易標準？
(1)私人通訊技術(PCT)協定 (2)安全超文字傳輸協定(S-HTTP) (3)BBS 傳輸協定 (4)安全電子交易(SET)協
定。
(4)590、SET 是一個用來保護持卡人在網際網路消費的開放式規格，透過密碼技術 (Encryption)，可確保
網路交易，下列何者不是 SET 所要提供的？ (1)輸入資料的私密性 (2)訊息傳送的完整性 (3)交易雙方的
真實性 (4)訊息傳送的轉接性。
(3)591、下列何者不是一個完整的 SET 架構所包括的成員之一？ (1)電子錢包 (2)商店伺服器 (3)商品轉
運站 (4)認證中心。
(3)592、SET 是目前公認 Internet 上的電子交易安全標準，下列哪一公司未參與 SET 之發展？ (1)IBM
(2)Microsoft (3)American Eress (4)Visa。
(1)593、下列何者是一個用來存放與管理通訊錄及我們在網路上付費的信用卡資料，以確保交易時各項
資料的儲存或傳送時的隱密性與安全性？ (1)電子錢包 (2)商店伺服器 (3)付款轉接站 (4)認證中心。
(1)594、下列那一項無法指向「無現金社會」?(1)自動提款機(2)信用卡(3)編碼晶片(4)電子資金轉帳。
(4)595、金融卡提領現金，通常限制二十次後，必須到銀行進行補登作業，否則就不得再用金融卡提領
現金，這種做法在應用系統控制方面屬於哪一種控制?(1)處理控制(2)資料檔案控制(3)輸入控制(4)輸出控
制。
(1)596、下列有關「電子商務」的敘述，何者有誤？(1)它必須透過無線網路進行 (2)它是將網際網路與全
球資訊網應用至商務活動 (3)它的資料傳輸、處理及儲存均應重視安全 (4)它可以縮短交易時程。
(2)597、下列何者是數位浮水印技術的主要應用範圍？(1)上網撥接 (2)電子商務的安全查核 (3)網域名稱
查詢 (4)使用者管理。
(2)598、在 Windows 與 Linux 的環境中，下列哪一種對應的應用程式之功能為完全不相容者？(1)Microsoft
Word 與 OpenOffice.orgWriter (2)Microsoft PowerPoint 與 OpenOffice.org Brief (3)Microsoft Excel 與
OpenOffice.org Calc (4)Microsoft Access 與 OpenOffice.org Base。
(2)599、關於「螢幕色彩品質」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1)色彩所使用的位元數愈高，可以顯示的色
彩愈多(2)256 色的圖片在色彩解析度 16 位元的螢幕上顯示會更清晰漂亮(3)色彩解析度 16 位元表示可以
顯示的色彩有 65536 種(4)解析度的設定值和電腦所插的顯示卡有關。

說明：1~60 題為 IC3 題庫、61~600 為電腦軟體應用乙、丙級考古題、題庫。
解答(部份)：
61、控制單元負責讀取指令到解譯指令成為機械微指令，包含指令提取、指令解碼、時序控制等，算術
邏輯單元負責運算，如運算執行。
62、傳統電腦系統的硬體單元一般可分為輸入單元、輸出單元、算術邏輯單元、控制單元及記憶單元，
其中算術邏輯單元和控制單元合稱中央處理單元 CPU（Center Processing Unit)，說明如下：
1.輸入單元：負責將資料、程式及命令的輸入。如鍵盤、滑鼠等。
2.輸出單元：負責輸出電腦所執行的結果，或顯示電腦系統的訊息，如印表機、喇叭及螢幕等。
3.算術邏輯單元：負責電腦內部之算術運算（加、減、乘、除）及邏輯運算（AND、OR、NOT）。
4.控制單元：負責分析、指揮及控制各單元的運作，它會適時發送出控制訊號，使電腦系統能正確的執
行指令。
5.記憶單元：負責儲存程式或資料，又可分為主記憶體與輔助記憶體。主記憶體分為唯讀記憶體（ROM）
只能讀不能寫、隨機存取記憶體（RAM）能讀能寫；輔助記憶體如硬式磁碟機、光碟等。"
63、傳統電腦系統的硬體單元一般可分為輸入單元、輸出單元、算術邏輯單元、控制單元及記憶單元，
其中算術邏輯單元和控制單元合稱中央處理單元（Center Processing Unit,CPU)，說明如下：
1.輸入單元：負責將資料、程式及命令的輸入。如鍵盤、滑鼠、光筆及磁碟機等。
2.輸出單元：負責輸出電腦所執行的結果，或顯示電腦系統的訊息，如印表機、喇叭及螢幕等。
3.算術邏輯單元：負責電腦內部之算術（加、減、乘、除）及邏輯（AND、OR、NOT）運算。
4.控制單元：負責分析、指揮及控制各單元的運作，它會適時遞送出控制訊號使電腦系統能正確的執行。
5.記憶單元：負責儲存程式或資料，又可分為主記憶體與輔助記憶體。主記憶體分為唯讀記憶體（ROM）
只能讀不能寫、隨機存取記憶體（RAM）能讀能寫；輔助記憶體如磁碟、光碟等。"
64、CPU 之處理速度：MIPS(Millions of Instruction Per Second)每一秒 CPU 可以執行多少百萬個指令，MIPS
值越高，代表 CPU 的運算速度越快。另外，大型電腦則採用 MFLOPS，每秒執行百萬個浮點運算數，超
級電腦則採用 GFLOTS 為計算運算速度的單位。
磁碟機之速度：rpm，每分鐘多少轉。
記憶體之容量：KB、MB、GB、TB。
印表機之速度：ppm 雷射印表機每分鐘列印頁數、lpm 噴墨印表機每分鐘列印行數、cps 點陣式印表機
每分鐘列印字數)"
65、所謂同步傳輸意旨一種資料傳輸的方式，在傳送的字元與字元之間具有固定的時間間隔，因此不需
要再用到起始字元和結束字元。非同步傳輸意旨一種利用啟始位元 (Start bit) 和結束位元 (Stop bit) 所
控制的資料傳輸技術，在傳輸的字元之間沒有固定的時間間隔。
即時 Real-time 一定是線上 on-line 系統，而線上 on-line 系統卻不一定是即時 Real-time 系統也可以批次
Batch 系統。"
66、資料匯流排有 n 條排線，則代表此電腦為 n 位元電腦，一次能存取 n 位元資料。
67、2^17=2^7*2^10=128K
68、2^32=4×2^30=4G，( 2^10=1K、2^20=1M、2^30=1G )。
69、Hyper-Threading 技術是英特爾突破性的創新技術，屬於一種同步多執行緒技術（SMT，Simultaneous
Multi Threading）
，可以在單一顆處理器上對多執行緒（multi-threaded）伺服軟體的多個工作緒進行平行
處理，或在單一顆處理器上同時執行多個軟體，讓您的電腦平台發揮多執行緒伺服軟體的執行效率。

70、一般來說記憶體容量，輔助記憶體(Secondary Memory) >虛擬記憶體(Virtual Memory)>主記憶體(Main
Memory)>快取記憶體(Cache Memory)。
以容量區分：輔助記憶體(單位為 GB)>主記憶體(MB)>快取記憶體(KB)。"
71、電腦記憶體單位由小到大為 Bit > Byte > Word > Field > Record > File
72、24×24(bits)/8=72Bytes。
73、RAM 為隨機存取記憶體，可隨機存取，無法防寫。
74、BIOS 是儲存於 ROM(唯讀記憶體)中的軟體，資料不會在關機後消失。Virtual Disk(虛擬磁碟)為 RAM，
會因為關機而資料消失。
75、1MB=2^20Bytes
76、1 TeraByte(TB) =2^10 GigaBytes(GB) = 2^20 MegaBytes(MB)
77、2^20=1M，故需要 20 條位元址線。
78、RAM：Random Access Memory 隨機存取記憶體。
79、快取記憶體(CacheMemory)>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硬碟>光碟
80、唯讀記憶體(ROM)無法寫入，僅能讀取。
81、磁集(Cluster 又名磁叢)是磁碟上一組磁區的集合。通常一個磁區的大小是固定的(512 byets)，而磁
碟中是以磁集為最小單位來分配檔案空間。一個磁集的大小隨著硬碟容量及檔案格式而有所不同。
83、可用 FDISK 來設定三台以上邏輯磁碟數量。
85、(1)CD-ROM 光碟機 (2)HDD 硬式磁碟機 (3)FDD 軟式磁碟機 (4)Keyboard 鍵盤
86、ROM：Read Only Memory 唯讀記憶體。
87、軟、硬式磁碟機都會產生壞磁區。
88、磁帶是循序存取。
89、人為輸入或抄寫最容易錯誤。
90、硬碟機>光碟機>軟碟機>磁帶機。
91、快取記憶體(Cache Memory)>主記憶體(Main Memory)>硬式磁碟機(Hard Disk) >唯讀光碟機(CD-ROM)
92、存取速度：Register > Cache > Main Memory > Hard Disk。
93、虛擬磁碟>硬式磁碟> CD-ROM>軟式磁碟。
94、CD-ROM 僅能讀取、CD-R 可以寫入一次、CD-RW 可以重復讀寫。
96、DPI：Dot Per Inch 每英吋列印點數。
97、Printer(印表機)、Plotter(繪圖機)均為列印設備。
98、不一定，一般鍵盤是由主機板供應電源，而無線鍵盤則需要裝電池提供電源。
99、鍵盤為輸入裝置。
100、撞擊式印表機可以配合可複寫的報表紙，同時拷貝多份報表。
101、GB 代表記憶體容量、轉代表硬式磁碟機的轉速、MHz 代表 CPU 工作頻率單位、DPI 代表解析度。
102、PCMCIA、SCSI、IDE 為電腦週邊傳輸介面。
Plug & Play：隨插即用。"
103、左右＝水準。
107、螢幕電源與主機電源無關。
109、(1C)16=(28)10，(9F)16=(159)10，兩者相加結果為 187。
110、(3) 以 2Bytes 表示整數，以其中 1 bit 表示符號，則可表達的整數值的範圍為( 2^15)-1～ -( 2^15)。
(4) (FFAB)16 = (1111111110101011)2 ，取 2 的補數為(0000000001010101)2=(85)10，因此 10 進位值為 -85。

111、1 個 byte=8 bit，扣掉一個位元用表示正負號，可以表達的範圍為 0~127。
112、(1)搭乘電梯進出方式為後進先出(LIFO)，故為 Stack 堆疊的形態。
(3)快速排序法執行效率受輸入資料分佈的影響，而非資料型態。
(4)比較器(Comparator)屬組合邏輯電路，由互斥或閘組成。組合邏輯與序向邏輯兩者均為由基本邏輯閘
組成，而後者除基本邏輯閘外，還包括記憶元件，使得輸出結果之前的輸入和輸出有關。"
113、(F1)16=(11110001)2，(55)16=(01010101)2，兩者 and 結果為(01010001)2=(51)16
114、(10110111)2 XOR (10001000)2 = (00111111)2=(3F)16
116、(X’)’=X
117、A(A'+B)=AB
118、(1)組譯程式 (Assembler) (2)編譯程式 (Compiler) (3)使用者開發程式(User Developed Program)，均與
程式開發有關,而非系統載入程式。
119、使用者開發程式屬於應用軟體。
120、輸入法屬於應用軟體。
作業系統的主要功能有提供使用者介面、管理系統資源(如行程管理、檔案系統管理、輸出入裝置、記憶
體管理等)、提供程式執行的環境及系統呼叫服務。"
121、防範病毒由防毒軟體執行。
作業系統的主要功能有提供使用者介面、管理系統資源(如行程管理、檔案系統管理、輸出入裝置、記憶
體管理等)、提供程式執行的環境及系統呼叫服務。"
122、作業系統的主要系統資源管理功能有處理管理或行程管理、記憶體管哩、設備管理及檔案管理。
123、編譯程式(Compiler)是屬於系統程式。作業系統的主要功能有提供使用者介面、管理系統資源(如行
程管理、檔案系統管理、輸出入裝置、記憶體管理等)、提供程式執行的環境及系統呼叫服務。
124、作業系統為了解決記憶體不?問題，將輔助記憶體(HDD)的部份空間拿來模擬成主記憶體，這個模
擬的空間便稱為虛擬記憶體。
125、虛擬記憶體：是一種使用軟體與輔助記憶體來提供快速的儲存裝置的技術。作業系統為了解決記
憶體不?問題，將輔助記憶體(HDD)的部份空間拿來模擬成主記憶體，這個模擬的空間便稱為虛擬記憶體
作業系統為了解決記憶體不?問題，將輔助記憶體(HDD)的部份空間拿來模擬成主記憶體，這個模擬的空
間便稱為虛擬記憶體。
127、虛擬記憶體：是一種使用軟體與輔助記憶體來提供快速的儲存裝置的技術。
132、作業系統通常都是經由安裝程式植入電腦中。 說法 2：作業系統通常安裝硬碟中。
133、全新的硬碟必須經過以下步驟才能開機，磁碟分割 > 設定為作用中(active)磁碟分割 > 格式化硬
碟 > 植入作業系統程式。
134、銀行利息計算為批次處理。
135、連線系統也有可能是批次作業。
137、多工：可以用分時處理技術達成、不一定需要有平行處理的能力。
142、堆疊(Stack)屬於資料結構的一種。
143、(1)First In First Out：先提出要求的程序會先被執行。(2)Shortest Job First：挑選所需 CPU 時間最短的
程序來執行。(3)Round Robin：設定一個時間配額，然後依先到先做的順序輪流執行每個程序。(4)Race
Condition：指多元程式系統中，因系統資源可以共用，造成兩個程序交互使用某ㄧ資源。"
144、(1)First In First Out：先提出要求的程序會先被執行。(2)Shortest Job First：挑選所需 CPU 時間最短的
程序來執行。(3)Round Robin：設定一個時間配額，然後依先到先做的順序輪流執行每個程序。(4)Shortest

Remaining Time：目前剩餘時間最短的程序優先執行。"
146、PC 上可以執行 UNIX 系統，SCO-UNIX 即為 PC 上可執行的 UNIX 版本。
147、檔案配置區(FAT,File Allocation Table)，記錄檔案在磁碟中所在位置。
154、Windows 中，按ㄧ次 Ctrl+Alt+Del 會出現「關閉程式」視窗；連按兩次 Ctrl+Alt+Del 會重新開機。
155、驅動程式檔案的副檔名應為.DRV。
DDL 是資料定義語言縮寫。"
159、本題答案有爭議應文件、資料夾(目錄)均可
163、Windows 內建中文字型：細明體、新細明體、標楷體。
164、BIOS 是電腦週邊輸出入的控制元件。
165、Windows 中，按ㄧ次 Ctrl+Alt+Del 會出現「關閉程式」視窗；連按兩次 Ctrl+Alt+Del 會重新開機。
167、Windows 剪貼簿只可存取一個物件內容。
168、共用的資料夾提供「唯讀」及「變更」權限。
170、檔名中不可有 / &*?等符號。
171、Alt+Tab：切換應用軟體。
Ctrl+Shift：切換輸入法。
Ctrl+Tab：是 Tab 的反向操作。"
172、TTF、TTC、FON 皆可。
175、176、(1)磁碟掃描程式：檢查磁碟是否有壞軌。 (2)磁碟壓縮程式 ：可以有效利用磁碟空間。(4)
磁碟重組程式：將分段狀態的磁碟資料重新排列。
179、可以顯示所安裝的硬體。
180、網路印表機在圖示下方會有一條網路線，而本機印表機則沒有。
182、資料夾中的檔案，可以搬移到「資源回收筒」資料夾中。
183、Windows 2000 開始將「區域設定」及「輸入法」合併為「地區及語言選項」。
187、(1)ping 偵測主機是否存在(2)telnet 遠端登入(3)ipconfig 顯示目前 windows 下的 IP 位址、子網路遮罩、
預設的通訊閘。
188、(1)ping 偵測主機是否存在(2)telnet 遠端登入(3)ipconfig 顯示目前 windows 下的 IP 位址、子網路遮罩、
預設的通訊閘。
190、數據機安裝時必需指定數據機型號。
191、(1)ping 偵測主機是否存在(2)telnet 遠端登入(3)ipconfig 顯示目前 windows 下的網路相關設定(4)tracert
顯示從用戶端到特定機器間所經過路徑之所有機器。
194、PowerPoint 為簡報軟體
196、設了防寫密碼仍可複製，複製後的檔案仍是被密碼保護者。
197、組合管理屬 MS Word 的功能，可複製工具列、巨集及樣式至不同文件中。
198、段落標識是 Ms Word 的文件控制符號，故無法列印。
199、框線網底功能在格式下，可再選頁面框。
200、(1)圖文框可以任意移動位置，因為它是物件。(2)Word 一次可以開啟多個檔案。(3)最多可作 45 欄
文件。
201、文字註解在「插入」功能下。
202、Word 有英文的拼字檢查和文法檢查的功能。沒有網站功能。
203、樣式亦可套用在文字方塊中。

204、編號只有一層，大綱最多可設定九層。
205、(1)印表機若沒中文字型是會印出亂碼；(2)未安裝驅動程式應該印不出或印出皆是亂碼；(4)中文輸
入法與列印無關。
206、大小順序為：節→頁→段落→字元。節可包含很多頁也可是一頁，也可一頁多節。
207、Word 範本格式只有一種副檔名為 DOT 的範本文件。
208、如果文字檔中的內容含有定位點 (Tab)，則仍可被完整匯入。
209、按一下[F3]鍵，可以將已設定的文字或圖案插入檔。 解釋 2：應按下 F3 鍵或 Enter 鍵，將已設定
的文字或圖案插入文件中。
213、WORD 檔不可存為 PPT 格式，但可將檔匯出為 PowerPoint 投影片。
216、圖片僅連結而不插入檔案中，因此儲存量最小。
217、Word 本身即有簡易的繪圖工具，在工具列上按右鍵即可叫出繪圖工具列。
219、「總字數」只會在檔案開啟的一瞬間顯示於狀態列中。
221、整頁模式：所視即所得，用於檔格式設定、內容位置調整。
223、Ctrl+PageUp 游標移至本頁文字左上角，Ctrl+End 游標移至本文尾端，Ctrl+PageDown 游標移至下頁，
Ctrl+Home 游標移至本文起始端。
224、重複上一個動作快速鍵為 Ctrl+Y。
225、設定檢視的比例只會改變螢幕上的顯示，不會影響列印的結果。
226、「頁首/頁尾」可插入任何型態的圖文資料。
227、「頁首/頁尾」中的任何內容都可在每頁的相同位置重複顯示。
228、表格轉換文字：表格內容可轉成文字，表格框線將被取消。
229、在 Word 編輯區的左方以滑鼠點一下是選取一列；二下是一段；三下是整份文件。
230、在 WORD 軟體表格有跨頁標題重複功能，可在每頁列印相同的表格內容。
231、在網頁上也適用，即在某一段落上有滑鼠連按左鍵三下，可選取所在段落。
233、變更路徑不變法則，皆是另存路徑即可。
237、Tab：文字中插入定位點、Ctrl+Tab：表格中插入定位點。
238、在 Windows 家族操作，只要是滑鼠拖曳加 Ctrl 鍵，代表的是複製。
239、尺規拖曳加上 Alt 鍵可作微調距離。
242、「*」為萬用字元，可代替任意個字元。「?」代表ㄧ個字元。
243、「尋找/取代」可以用「格式」來尋找。
244、版面配置是不可以複製的。
253、A1 到 B6 共 12 格，D3:C2 共 4 格，合計 16 格。
256、若合併不滿意需要「移除共用」才可。
257、若只顯示有效位數，則使用「E」指數表示法。
258、產生目前的時間：「Ctrl + Shift + :」
。
259、切換視窗：Alt + Tab。
260、選取資料範圍後上設定「最適欄寬」，則所選取的範圍會被放大或縮小為視窗寬度。
261、Delete 鍵用以刪除內容，無法刪除格式。應按「編輯/清除/格式」來刪除格式。
262、每個儲存格可輸入字元沒有限制。
263、264、儲存格內第一個字元如果為「’」單引號，表示宣告此儲存格內容為文字，但「’」不會顯
示出來。

266、路徑名稱 + 活頁簿 + 工作表 → 前後以單引號括住。 解釋 2：應以單引號「 ’‘」來含括路
徑檔名和工作表。
267、(1)F1 為 HELP(4)F12 為另存新檔。(2)F4 切換相對位址、絕對位址和混合位址。
268、工作表保護的項目：內容、分析藍本、物件。
269、資料剖析：將有規則的資料拆解為多個欄位。
272、[Delete]鍵用以清除內容，無法清除格式。
273、應為絕對位址，複製在公式時才會固定其位址。
274、例 A1:A10，代表由 A1 儲存格至 A10 儲存的矩形範圍。
275、若要複製試工作表的版面配置，必須以「建立副本」方式來複製工作表。
276、欄在前、列在後，欄：A、B、C……IV，列：1、2、3……65536。
277、應在「版面設定/頁面/起始頁碼」中設定。
278、圓形圖只能設定 1 組資料。
279、開啟檔案後，直接按一下[列印]按鈕，只列印該工作表。
281、工具列上之「列印」按鈕，只能列印整張工作表，無法列印選取範圍。
283、中文字以筆劃數來排序。 解釋 2：中文字可以選擇依筆畫或注音排列。
286、Excel 無法依特定公式篩選記錄。
287、題意不清，四個答案中只有「圖表」是用以分析多組資料。
288、92 年更正答案為(2)、(4)，因為 Int( )函數是去掉指定的小數位元數，而非全部的小數。RAND( )為
顯示一個介於 0 到 1 之間隨機亂數；ROUND( )才可將小數的數值四捨五入。
289、輸入「=2000/5/5」，因為有「=」因此解譯為「2000 除以 5 除以 5 」= 80。
290、引數「不」可以是一個巨集。
291、早期的試算表軟體函數名稱之前必須加上「@」符號，因此「@」符號只能置於函數名稱之前。
292、「#####」：數字資料寬度大於儲存格寬度。公式無法運算時應顯示「#N/A」。
293、「#####」：數字資料寬度大於儲存格寬度。公式無法運算時應顯示「#N/A」。
297、區段是藉由分號(；)來區隔。
298、(1)^ 指數運算子(2)&文字聯結 (3)$?對坐標 (4)%百分比
299、每一張工作表之版面配置無法複製。
300、不論新舊版本的 Ms Access 均是採用關聯式資料庫。
303、嵌入(embed)會將物件一併儲存於資料庫中，連結則只是在資料庫儲存物件實際儲放的路徑
304、嵌入(embed)會將物件一併儲存於資料庫中，連結則只是在資料庫儲存物件實際儲放的路徑
"306、INSERT 陳述式讓我們一次輸入多筆的資料。UPDATE 陳述式修改表格中的資料。TRANSFORM 陳述
式產生交?資料表查詢 SELECT.INTO 陳述式產生資料表查詢。"
307、資料表被刪除後無法再復原。
309、資料庫有階層式、網路式、關聯式、物件導向等資料結構。星狀式是指網路架構。
310、資料層級：資料庫>資料檔>資料紀錄>欄位>位元組>位元。
311、位元 (Bits) →位元組 (Bytes)→欄位 (Field)→ 檔案 (File)。
312、313、資料層級：資料庫>資料檔>資料紀錄>欄位>位元組>位元。
314、Multiuser 系統一定是 Multiprogramming 系統，但反過來並不成立。
315、OUTPUT：輸出至檔案。INPUT：輸入至主記憶體。Append：循序方式增添。
316、(2)資料控制語言 (Data Control Language)控制交易進行方式及設定資料庫存取權限。 (3)資料定義

語言 (Data Definition Language) 定義資料型態、長度及關係 (4)資料處理語言 (Data Manipulation
Language)處理資料的相關語法。
318、SQL: Structure Query Language 結構性查詢語言，為存取資料庫的標準語言。
319、每筆資料記錄存入的位置是固定的。
321、二元樹存取法是一種演算法，而非檔案的存取方法。
323、資料的重複將造成資料的「不一致」。
324、關聯資料庫要避資料的重複性。
327、MovieMaker 才有提供影片剪接。
328、播放簡報投影片可以按照自設次序來播放。
333、加大磁碟機容量無法提升簡報之播放快速順暢。
334、除了「檢視/母片/投影片母片」中可以設定顯示頁碼外，亦可在「檢視/頁首及頁尾」中設定。
335、336、設定自動播放時，每張投影片可以設定不同的時間。
337、PowerPoint 簡報檔若存成.pps 類型，可以不須 PowerPoint 軟體，只要有 PowerPoint Viewer 軟體即
可播放。
338、PowerPoint 簡報檔若存成.pps 類型，可以不須 PowerPoint 軟體，只要有 PowerPoint Viewer 軟體即
可播放。
339、甘特圖在系統分析中，為掌握時效，所訂定的時程進度表。
340、可以插入 asf、avi 等影片檔。
343、Windows ME 為作業系統。
344、PowerPoint 為簡報軟體。
345、「.htm、.asp、.html」是網頁類型檔案「.mpg、.avi、.mov」是影片類型檔案。「.mdb」是資料庫檔
案。「.png」是圖形檔。「.txt、.csv」是文字類型檔案。「.mp3、.wma」是音效類型檔案"
346、常見的統計軟體有：SAS、SPSS。
348、C 語言具有高階語言與低階語言的特性，專長在於適合撰寫系統程式，並非用於處理大量資料。處
理大量資料應使用資料庫軟體。
349、C 語言具有高階語言與低階語言的特性，適合撰寫系統程式。
351、OUTPUT：輸出至檔案，INPUT：輸入至主記憶體。APEND：寫入資料於檔尾。
354、GOSUB 之後可用行號、副程式名稱。
355、VBA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為微軟 Office 軟體使用的巨集語言。
357、Java 的編譯器將原始碼編譯成位元碼(byte code)，且各種型式電腦主機上執行 Java 虛擬機器，提供
相同 Java 執行平台，均能讀取位元碼，便可以達到”Write once, Run anywhere”的 Java 跨平台理想。
361、結構化程式的設計要避免 go-to 使用。
362、結構化應為單一入口、單一出口。
365、內部排序：資料在主記憶體內進行排序，速度快，適用於資料量少。外部排序：排序時需借用輔
助記憶體，速度慢，適用於資料量大。
"366、快速排序 適合於數列較大的情況，其運作的時間較快 但須要額外空間來暫存資料。"
368、區段搜尋法 (Block Search)中將所有資料分成數個區段(Block)，而區段與區段之間依序由小到大排
列，但區段內的資料不必依序存放。
369、多工(Multitasking)屬於作業系統的範疇。
372、Seednet 為網路服務供應商數位聯合數據公司的網際網路，不是區域網路的標準。

373、BPS：Bit Per Second 每秒傳輸位元數。
375、100 Base TX 屬有線網路之技術
376、勞委會職訓局修正答案，(2)、(4)均給分。
377、全：同時、雙工：傳送及接收。
378、不同的速度可以相容。
379、分封交換(Packet Switching)，是將被傳輸的資料先輸送到某一共通的交換點儲存、等候，等線路有
空檔時，資料才被送至另一交換點儲存、等候，如此一點一點的傳下去，直到目的端點為止。
380、分封交換的每個封包的長度是固定的。
381、存轉式 (Store-and-Forward)傳輸資訊的方式又稱分封交換(Packet Switching)。
382、電路交換傳輸資料時將佔據整條線路，如：電話。使用電路交換會先在雙方建立一條專屬的通訊
路徑，在進行資料傳輸，而非存轉式傳輸方式。
383、第 7 層.應用層：檔案傳輸。第 6 層.表達層：把資料轉換為用戶能理解的形式。第 5 層.會話層：負
責通訊兩點的會談。第 4 層.傳輸層：確保封包能按照順序送達接收端。第 3 層.網路層：安排資料傳輸
路徑。第 2 層.資料連結層：設定實體通訊線路，確保框架正確傳送。第 1 層.實體層：負責實際線路資
料傳送。"
386、雙絞線 Twisted Pair：優點-費用低廉、安裝容易；缺點-易受雜訊干擾、頻寬窄、傳輸速度慢。同軸
電纜 Coaxial Cable：優點-較雙絞線不易受干擾。光纖 Optical Fiber：優點-體積小、重量輕、干擾少、傳
輸速度快、安全性高；缺點-費用較高。
388、數據機是資料數位類比的轉換設備
389、光纖可傳送「數位」及「類比」信號。
390、光纖網路 FDDI 是一種高成本的高速網路。FDDI：Fiber Distributed Data Interface 分散式光纖資料交
換。
391、電話線上的信號為類比信號。
399、有的路由器僅支援單一協議，但大部分路由器可以支援多種協議的傳輸，即多協議路由器。
400、路由器(Router)可以取代橋接器(Bridge)的功能。
402、電話線上的信號是：類比信號、電腦上的信號是：數位信號。
403、RS-232 介面為串列式，每次只能傳輸 1 Bit 資料。
408、409、410、環狀 (Ring)架構：把電腦以環狀方式連接，如游泳圈狀。當電纜線受損斷裂時，會導
致整個網路或部份網路的損毀。網狀 (Netware)架構 ：網狀架構是網路架構中安全性最高的一種。二部
電腦之間存著不只一條的通路，即使某一條電纜線損毀，也可以利用其他的通路來傳送資料。匯流排 (Bus)
架構 ：將所有電腦經由一條主幹線串接起來。星狀 (Star)架構：把所有節點連接至一個中心設備。"
411、傳輸多媒體資料需要較大的頻寬，乙太網路(Ethcrnet)10Base-T 為共用型網路，且容易分生碰撞，
所以並不適用於傳輸多媒體資料。
412、10BASET："10"代表 10Mbps、"T"代表 Twist Pair 雙絞線。
10BASET5：採用同軸電纜作為傳輸媒
介。
413、(1)Ethernet：乙太網路(2)DDL/DML：資料定義語言(3)E-mail：電子郵件(4)TCP/IP：網際網路通訊協
定。
414、撥接用數據機是連接到電話網路上。
416、沒有限制。
417、網際網路並未提供安全機制，並不適於作機密文件傳送工作。

419、420、HINET：中華電信 TANET：教育部 SEEDNET：數位聯合"
422、TANet 為教育部提供的網路系統，目前是免費使用。
425、(1)OSI：開放系統介面。(2)X.25：資料終端設備通訊協定。(3)SNA：Systems Network Architecture 系
統網絡體系結構(4)TCP/IP：internet 通訊協定。
426、IP 位址是由 4 組 8 位元的資料所組成：255.255.255.255。
428、動態主機設定協定(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 DHCP) 是用來自動指派 TCP/IP 資訊給用戶
端機器的一種網路協定，每一個 DHCP 的用戶端都連線至中心位置的 DHCP 伺服器以取得該用戶端的
網路設定資訊，包括 IP 位址、閘道器以及 DNS 伺服器。
431、FTP：用以上傳及下載網路上的檔案。
432、WWW 可傳遞多媒體資料。
433、Internet 電子郵件地址： 郵件帳號名稱 @ 主機名稱.主機地址。
434、FTP：提供檔案傳輸功能。Mail：提供郵件遞送功能。WWW：提供超文件連結。Gopher：提供文
件蒐尋功能。"
435、FTP：提供檔案傳輸功能。SMTP：提供郵件遞送功能。HTTP：提供 WWW 超文件連結。POP3：提
供郵件接收功能。"
436、PPP(點對點傳輸協定)屬於一對一的通訊協定，Internet 用戶通常利用電話和數據機，配合使用 PPP
通訊協定與 ISP 連結上線。PPP 十分適合用於網路(Network) 上，因為它是一種全雙工連結通訊協定，可
以用於兩個路由器(Router)或橋接器(Bridge) 之間，傳送傳輸控制協定(TCP/IP) 的封包(Packet)，而且具有
錯誤自動修正功能。PPP 可以壓縮傳輸資料、更正錯誤、調正封包順序，而且支援光纖網路、整體服務
數位網路 (ISDN)、框訊傳輸等。目前，PPP 已經成為最常使用的網路傳輸協定。
437、Client-Server 是以伺服器(Server)為主的網路，客戶端(Client)透過網路可以分享到伺服器所提供的資
源。Peer to Peer 是點對點傳輸。File Sharing 是檔案分享。
438、BBS 傳輸協定不具安全防護功能。
439、BBS(電子佈告欄系統)主要有討論區、聊天室、檔案傳輸及電子郵件等功能。
440、OLTP 連線交易處理為一應用軟體系統。
441、FTP：用以上傳及下載網路上的檔案。Gopher：提供文件蒐尋服務。Telnet：遠端登入協定。PING：
偵測某一主機是否存活。"
442、Outlook Eress 是電子郵件軟體。
443、郵件寄出後，如果郵件伺服器有問題，將會被退信。
446、區域網路 : LAN；廣域網路 : WAN
447、FTP：File Transfer Protocol 檔案傳輸協定。
Telnet：遠端登入協定。"
451、452、(1)網站伺服器：http(2)檔案伺服器：ftp(3)收信伺服器：pop3(4)寄信伺服器：smtp
454、Proxy 代理伺服器：可加快網頁的下載速度。
455、Telnet：遠端登入主機協定。
457、「瀏覽器」對應於 ISO 的 OSI 七層參考協定模型的第七層
468、共用軟體在試用期滿應依規定付費
471、解說：著作權人發覺被人盜印重製時應：請求排除侵害、向地檢署按鈴告訴。
482、依著作權法規定之順序為：配偶、子女、父母、孫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
483、著作權法第 90 條之 1 規定，得提供相當於「進口貨物完稅價格」或「出口貨物離岸價格」之保證

金，作為被查扣人因查扣所受損之賠償擔保，申請海關先予查扣。
493、現制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495、專利法第 21 條第 4 項規定：遊戲及運動之規則或方法不予發明專利。
498、若兩個人在沒有互相模仿抄襲的情況下，同時發明一項新產品，則先去申請專利的人可以取得專
利權。
499、正版軟體的買受人可以拷貝一份該軟體作為備份但不得轉售。
500、共享軟體：試用期結束後須付費、公益軟體：完全不須付費。
501、正版軟體的買受人可以拷貝一份該軟體作為備份但不得轉售。
502、共用軟體在試用期滿應依規定付費
506、選擇再生率較低的螢幕
523、內部型病毒：
系統型病毒：又稱開機型病毒，主要感染磁碟分割區的第一個磁區，這個磁區稱為啟動磁區，一旦被感
染病毒後，使得病毒趁開機啟動時，比作業系統更早載入記憶體。
檔案型病毒：該病毒會感染執行檔，當使用者執行中毒檔案時，就會讓病毒載入記憶體，開始進行傳染
的動作。
開機型病毒：主要感染磁碟分割區的第一個磁區，這個磁區稱為啟動磁區，一旦被感染病毒後，使得病
毒趁開機啟動時，比作業系統更早載入記憶體。
本題答案應為(2)(4)"
525、因為只有 RAM 可以寫入。
526、WinZip 為解壓縮軟體
527、病毒會寄生於檔案中，不會因為關機再重新開機後而自動消失。
529、最易中毒者的為可執行檔，即.com 和.exe 檔。
530、特洛依木馬型病毒不會感染其他寄宿檔案。
531、木馬病毒乃是一般程式碼，表面上裝成很有用，很正常的程式，例如公用程式。但是會暗中從事
危害資訊安全的勾當。當使用者執行該程式時，便有可能將使用者的相關資訊檔案傳遞到該公用程式設
計者的目錄。
532、資料掉包(Data Diddling)：私自變更檔案中的資料，例如：竄改銀行交易的輸入記錄等。
義大利臘腸式詭計：類似香腸製作的時候，小小的碎肉不引人注意。但是當些許碎肉累積數量大的時候，
便是相當驚人的累積。例如計算金額或是利息時，積少成多成為小細節，而無法得知。
邏輯炸彈(Logic Bombs)：有一程式設計師在某一系統中插了一段程式，只要他的姓名從公司的人事檔案
中被刪除則該程式會將公司整個檔案破壞掉。"
533、義大利香腸技術：類似香腸製作的時候，小小的碎肉不引人注意。但是當些許碎肉累積數量大的
時候，便是相當驚人的累積。例如計算金額或是利息時，積少成多成為小細節，而無法得知。
特洛依木馬：特洛依木馬乃是一般程式碼，表面上裝成很有用，很正常的程式，例如公用程式。但是會
暗中從事危害資訊安全的勾當。當使用者執行該程式時，便有可能將使用者的相關資訊檔案傳遞到該公
用程式設計者的目錄。"
534、邏輯炸彈(Logic Bombs)：有一程式設計師在某一系統中插了一段程式，只要他的姓名從公司的人事
檔案中被刪除則該程式會將公司整個檔案破壞掉。
資料掉包(Data Diddling)：私自變更檔案中的資料，例如：竄改銀行交易的輸入記錄等。
特洛依木馬：特洛依木馬乃是一般程式碼，表面上裝成很有用，很正常的程式，例如公用程式。但是會

暗中從事危害資訊安全的勾當。當使用者執行該程式時，便有可能將使用者的相關資訊檔案傳遞到該公
用程式設計者的目錄。
制壓(Superzapping)：因為使用了大多數電腦中存有的特殊程式，這種程式在電腦當機時，使用來避開系
統的管制措施，這個程式的權限很高，通常只有很少的人可以使用它。但是如果不法的人使用這個程式
來執行未經授權的作業，則後果不堪設想。"
535、邏輯炸彈(Logic Bombs)：有一程式設計師在某一系統中插了一段程式，只要他的姓名從公司的人事
檔案中被刪除則該程式會將公司整個檔案破壞掉。
特洛伊木馬(Trojan Horse)：利用違法的程式秘密夾帶在合法的程式中，伺機啟動，以達破壞，竊取、竄
改、增減變更資料的目的。
阻斷攻擊(Denial Of Service)是針對某個網站持續發出要求服務的請求，多到網站無法負荷。
網路釣魚(Phishing)：網路釣魚(phishing)一詞來自飛客(phreak)及釣魚(fishing)的結合，是網路誘騙手法的
一種。駭客常偽冒知名公司的網站網頁(諸如商標、標識、圖形以及公司的鏈結，全都一應俱全)，或是
冒充知名公司名義發出假造的郵件，以騙取不知情的使用者直接輸入使用者名稱、密碼，或是銀行帳號
等機密資訊。另外也有使用者直接點選垃圾郵件中的網頁連接到假造的網站，信以為真而輸入機密資料。
"
541、(3)儲存至磁碟的過程為機器運作，最不易出錯，網路傳送資料及人工作業(登錄、填寫)都容易出錯。
545、存取權限檢查並非資料錯誤檢核方式的一種。
574、密碼設定為有意義之名詞容易為有心人士猜出、竊取。
575、DOS 的開機系統檔案被破壞是可以復原的。
576、防火牆的功能並非用以防止病毒的入侵。
577、防火牆用來將外界無法信賴之網路隔開，亦可運用於廣域網路。
579、資料加密：以數學運算將資料加密轉換為密文的的一種技術。
580、資料加密：以數學運算將資料加密轉換為密文的的一種技術。
585、ZIP 為一種檔案壓縮程式或是早期高容量儲存媒體。
586、藍芽技術是屬於一種通訊技術，非密碼相關技術。
596、電子商務並非僅限於無線網路，其他各種通訊系統，如 GSM、ISDN、VPN 等，亦可以應用。
599、256 色的圖片在色彩解析度 16 位元的螢幕上，將會色彩失真

新題目：
1. (1) 「全球資訊網(WWW)」的英文為何？(1)World Wide Web(2)Web Wide World(3)Web World
Wide(4)World Web Wide
2. (1) 「超文字傳輸協定」的英文簡稱為何？(1)HTTP(2)WWW(3)URL(4)TANET
3. (4) 「檔案搜尋服務系統」的英文簡稱為何？(1)FTP(2)E-mail(3)Telnet(4)Archie
4. (4) 「電子郵件」的英文簡稱為何？(1)C-Mail(2)A-Mail(3)B-mail(4)E-mail
5. (2) 「網域名稱伺服器」的英文簡稱為何？(1)ISDN(2)DNS(3)ISP(4)TCP
6. (3) 「電子佈告欄」的英文簡稱為何？(1)FTP(2)ISP(3)BBS(4)Archie
7. (1) 電子商務中的「B2B」英文為何？(1)Business to Business(2)Business to Boss(3)Boss to Business(4)Boss
to Boss
8. (4) 「消費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電子商務關係,其英文簡稱為何？(1)B2B(2)C2B(3)B2C(4)C2C
9. (3) 「企業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電子商務關係,其英文簡稱為何？(1)B to B(2)C to C(3)B to C(4)C to B
10. (2) 在「校園網路的實習商城」中,廠商提供多樣的購書選擇,使學生可以自行上網訂購書籍,此一交易
模式係屬於「電子商務」中的何種模式？(1)C2C(2)B2C(3)C2B(4)B2B
11. (1) 電子商務中所提到的「C to B」,其英文為何？(1)Consumer to Business(2)Consumer to
Boss(3)Commerce to Business (4)Commerce to Boss
12. (2) 使用電腦網路來做產品廣告行銷、網路訂購、付款等工作稱之為何？(1)視訊會議(2)電子商務(3)
虛擬實境(4)電子佈告欄
13. (3) 透過 Internet 連線到網站購買電腦,這是使用網際網路上的何種服務？(1)視訊會議(2)虛擬實境(3)
網路購物(4)電子佈告欄
14. (3) 何者屬於「企業單位」的網域名稱？(1).edu(2).gov(3).com(4).org
15. (2) 何者屬於「政府機構」的網域名稱？(1).edu(2).gov(3).com(4).org
16. (1) 何者屬於「教育單位」的網域名稱？(1).edu(2).gov(3).com(4).org
17. (2) 何者屬於「個人」的網域名稱？(1).edu(2).idv(3).com(4).org
18. (4) 何者屬於「組織單位或財團法人」的網域名稱？(1).edu(2).idv(3).com(4).org
19. (3) 關於「網域名稱」之敘述何者錯誤？(1)gov 為政府機構(2)edu 為教育機構(3)org 為商業機構(4)mil
為軍方單位
20. (4) 負責臺灣網域名稱(Do main Name)管理的單位為何？(1)國防部(2)內政部(3)新聞部(4)TWNIC
21. (1) 若以網址 http://www.evta.gov.tw/index.html 為例,其中的「index.html」表示為何？(1)網頁名稱(2)
檔案目錄名稱(3)協定種類名稱(4)伺服器網路位址
22. (3) 若以網址 http://www.evta.gov.tw/index.html 為例,其中的「http」表示為何？(1)網頁名稱(2)檔案
目錄名稱(3)協定種類名稱(4)伺服器網路位址
23. (4) 若以網址 http://www.evta.gov.tw/index.html 為例,其中的「www.evta.gov.tw」表示為何？ (1)網
頁名稱(2)檔案目錄名稱(3)協定種類名稱(4)伺服器網域名稱
24. (3) IP 位址為 255.255.255.0 其功用為何？(1)自我迴路測試(2)廣播信號(3)網路遮罩(4)通訊閘位址
25. (4) 在網際網路上,將網路主機名稱(如:www.labor.gov.tw)翻譯成 IP 位址的電腦設備為何？(1)Proxy
Server(2)File Server(3)Mail Server(4)Domain Name Server
26. (4) IP 的每組數字是用那個符號將其隔開的？(1),(2):(3);(4).
27. (1) Internet 的 IP 位址中,何者的表示法有誤？
(1)140.5.30.288(2)210.71.84.1(3)163.20.165.55(4)200.200.200.200

28. (4) 網站最常使用何種技術來記錄使用者的線上活動,以提供使用者個人化服務,或簡化連上網路的程
式？(1)App lication(2)Pipe(3)Session(4)Cookie
29. (4) 同位檢查(Parity Ckecking)是一項資料錯誤檢查的技術,何者不具有偶同位性？
(1)110011110(2)101110101(3)010101001(4)011110100
30. (3) 商品包裝上所貼的條碼(Bar Code)是協助結帳及庫存盤點之用,該條碼在此方面的資料處理作業上
是屬於那類？(1)輸出畫面(2)輸出設備(3)輸入媒體(4)輸出媒體
31. (1) 何者對電腦的通訊效率影響最低？(1)顯示卡處理速率(2)網路介面卡速率(3)主記憶體存取速率(4)
主機板匯流排速率
32. (4) 何者為一般無線網路上網的加密技術？(1)SSL(2)HTTPs(3)Encode(4)WEP
33. (3) 以電腦創造出多媒體的立體空間稱之為何？(1)創造實境(2)電腦實境(3)虛擬實境(4)天外實境
34. (1) "熱插拔"就是可以在不關機的情況下,任意加入或拔出週邊設備,那種介面屬於"熱插拔"？(1)USB
介面(2)PCI 介面(3)ISA 介面(4)AGP 介面
35. (4) 一部專門用來過濾內外部網路間通訊的電腦稱之為何？(1)熱站(2)疫苗(3)冷站(4)防火牆
36. (4) "Access"是屬於那類軟體？(1)視訊編輯軟體(2)文書編輯軟體(3)圖形編輯軟體(4)資料庫軟體
37. (2) "WinZip"是屬於那類軟體？(1)系統軟體(2)壓縮及解壓縮工具軟體(3)簡報軟體(4)文書編輯軟體
38. (3) "Excel"是屬於那類軟體？(1)系統軟體(2)簡報軟體(3)試算表軟體(4)資料庫軟體
39. (1) "Flash"是屬於那類軟體？(1)網頁動畫設計軟體(2)文書編輯軟體(3)簡報軟體(4)資料庫軟體
40. (2) "FrontPage"是屬於那類軟體？(1)彩繪軟體(2)網頁設計軟體(3)簡報軟體(4)文書編輯軟體
41. (2) "Word"是屬於那類軟體？(1)視訊編輯軟體(2)文書編輯軟體(3)圖形編輯軟體(4)資料庫軟體
42. (3) "Photoshop"是屬於那類軟體？(1)視訊編輯軟體(2)文書編輯軟體(3)圖形編輯軟體(4)資料庫軟體
43. (2) "PowerPoint"是屬於那類軟體？(1)視訊編輯軟體(2)簡報編輯軟體(3)圖形編輯軟體(4)資料庫軟體
44. (2) "Visual Basic"是屬於那類軟體？(1)系統軟體(2)程式語言(3)簡報軟體(4)資料庫軟體
45. (1) 英文名稱所對應之中文名稱何者錯誤？(1)FTP「檔案搜尋系統」(2)TANet「台灣學術網路」(3)IRC
「多人線上聊天系統」(4)Telnet「遠端登入」
46. (4) 中文名稱所對應之英文名稱何者錯誤？(1)「檔案傳輸協定」FTP(2)「電子佈告欄」BBS(3)「電子
郵件」E-mail (4)「區域網路」WAN
47. (3) 當播放串流媒體時,檔案會在播放之前先部分下載,並儲存在電腦緩衝區(Buffer)中,此種處理方式
稱為何？(1)暫存處理(2)及時處理(3)緩衝處理(4)平行處理
48. (2) 何者是「網頁製作」所使用的語言？(1)C(2)HTML(3)VB(4)PASCAL
49. (4) 何者是「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使用最普遍的副檔名？(1).exe(2).com(3).sys(4).htm
50. (1) 何者是「向量影像檔」的副檔名？(1).ai(2).tiff(3).gif(4).bmp
51. (1)
52. (4)
53. (3)
54. (4)
55. (3)
56. (2)

何者是「影像播放檔」的副檔名？(1).avi(2).pdf(3).dbf(4).bmp
何者不是「壓縮檔」的副檔名？(1).arj(2).zip(3).rar(4).bmp
何者不是「音樂播放檔」的副檔名？(1).mp3(2).wav(3).jpg(4).mid
何者不是「音樂音效檔」的副檔名？(1).au(2).mp3(3).ra(4).rar
何者是「動態圖形」的副檔名？(1).cgm(2).bmp(3).gif(4).jpg
關於 JPG 圖檔格式的敘述何者錯誤？(1)瀏覽器可直接開啟(2)是向量式的圖片格式(3)支援全彩

顯示(4)採破壞性壓縮方式
57. (2) 關於 GIF 圖檔格式的敘述何者錯誤？(1)副檔名為 gif(2)存成交錯式與透明式的 GIF 格式,檔案大
小大約相同(3)僅支援 256 色(4)可製作動畫圖片效果

58. (1)
59. (1)
60. (1)
61. (3)

何種圖形適合應用於儲存網頁上的小型圖示或按鈕？(1)GIF(2)TIF(3)BMP(4)WMF
何種圖形檔格式可以將圖片的某部分設成透明色？(1)GIF(2)JPEG(3)BMP(4)TIFF
副檔名為 GIF 之檔案是何種資料？(1)圖形(2)文字(3)程式(4)指令
網站的第一頁稱之為何？(1)黃頁(2)封面(3)首頁(4)目錄

62. (3) 何者不是正確的網頁檔案名稱？(1)homepage.htm(2)homepage.html(3)home
page.htm(4)home_page.htm
63. (4) 何者不是在網頁設定標題(Title)的目的？(1)顯示在瀏覽器標題列(2)顯示在瀏覽器的書籤或我的最
愛(3)搜尋引擎用來分類並將網站增加到它們的資料庫(4)加速網頁的開啟與執行
64. (4) 何者可用來檢視目前電腦上的資源被網路上其他使用者使用的狀況？(1)網路安裝精靈(2)遠端桌
面連線(3)超級終端機(4)網路監控程式
65. (3) 何者不是資料庫的優點？(1)減少資料重覆儲存(2)節省儲存空間(3)資料傳輸速度加快(4)資源共享
66. (3) POP3 是設定網路連線時的何種伺服器？(1)檔案伺服器(2)網站伺服器(3)收信伺服器(4)寄信伺服
器
67. (4) SMTP 是設定網路連線時的何種伺服器？(1)檔案伺服器(2)網站伺服器(3)收信伺服器(4)寄信伺服
器
68. (2) 當使用「搜尋引擎」執行資料搜尋時,若欲使用兩個以上的關鍵字做複合查詢,且希望被查詢到的
文件或網站同時包含有這些關鍵字,則應使用何種邏輯運算查詢？(1)或(OR)(2)和(AND)(3)互斥(XOR)(4)反
(NOT)
69. (4) 何者不是 Outlook Express 的功能？(1)回信(2)轉信(3)附加檔案(4)排定約會
70. (4) Outlook Express 每寄出一封信後,會保留一份在何處？(1)收件匣(2)寄件匣(3)草稿(4)寄件備份
71. (2) 在網站中設計動畫效果,其作用不包括何者？(1)吸引目光(2)提升傳輸速度(3)模擬真實(4)豐富視覺
形式
72. (2) 何種伺服器具有備份使用者拜訪過網站的功能？(1)FTP Server(檔案傳輸伺服器)(2)Proxy Server(代
理伺服器)(3)DNS Server(網域名稱伺服器)(4)News Server(新聞伺服器)
73. (4) 何者不是圖片超連結可以設定的功能？(1)低解析度顯示(2)替代顯示文字(3)指定圖片類型與品質
(4)圖片排序
74. (3) 關於 E-mail 之敘述何者錯誤？(1)寄發電子郵件必須要有收件人的 E-mail Address(2)E-mail 可以
透過電話線來傳送(3)E-mail 傳送時,沒有指定主旨的信件一定無法傳送(4)發信人可以同時將信件傳送給
二位以上的收信人
75. (1) 何種功能可使電子郵件的附件在寄送時,節省傳送的時間？(1)壓縮(2)回傳給本人(3)加密(4)密件副
本
76. (4) 關於圖形檔案格式的敘述何者錯誤？(1)GIF89a 只能支援 256 色(2)PNG 格式支援全彩(3)TIF 格
式必須轉換才能置於網頁上(4)GIF 檔案採用失真壓縮技術
77. (3) 影像處理時,將圖片由全彩轉成 256 色灰階,則該圖片的每一個像素使用多少位元來描述表示？
(1)2 位元 (2)4 位元(3)8 位元 (4)24 位元
78. (3) 關於超連結的敘述何者錯誤？(1)圖片可以設定超連結(2)可以使用書籤連結網頁內其它位置(3)超
連結只能使用絕對路徑連結(4)E-mail 位址也可以設定連結
79. (2) 網頁設計之影像地圖具有何種功能？(1)文字超連結(2)圖片超連結(3)資料夾超連結(4)不屬於超連
結功能
80. (2) 設定同一網頁內的超連結,必須事先設定何者？(1)頁首(2)書籤(3)頁尾(4)圖形

81. (1) 設定的超連結文字在預設狀態下為何？(1)加上底線的文字(2)變成斜體字的文字(3)變成浮動的文
字(4)加上動態閃爍效果的字
82. (4) 運用何種方式可以節省網頁設計所佔的空間？(1)將網頁分類(2)使用動態 GIF 檔案(3)將圖片排序
(4)降低圖片的大小及解析度
83. (3) 欲在同一張圖片上製作多個超連結到多個目的網頁之作法為何？(1)建立文字超連結(2)建立書籤
超連結(3)建立影像地圖超連結(4)建立電子郵件超連結
84. (1) 首頁的檔案名稱通常預設為何？(1)index.htm(2)first.htm(3)start.htm(4)head.htm
85. (4) 何者不是「視訊檔」的副檔名？(1).wmv(2).mpg(3).asf(4).bmp
86. (1) 何種圖形檔案格式最不適合使用網頁上？(1)TIF(2)GIF(3)JPEG(4)PNG
87. (4) 汽車上所使用的導航系統，使用何種網路傳輸媒介？ (1)雙絞線 (2)同軸電纜 (3)光纖 (4)衛星通
訊
88. (1)藍牙(Bluetooth)耳機所運用的是下列哪一方面的技術？ (1)無線通訊 (2)虛擬實境 (3)人工智慧 (4)
數位影像
89. (2) 什麼是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 (1)主要運用於區域網路中 (2)透過網路把所有的資料全部
都放在網路上去處理 (3)只能使用特殊設計的設備來連接使用 (4)目前在電腦中使用 Microsoft Office 軟
體來處理文件就是屬於其中一種的應用
90. (4)下列有關雲端運算的敘述，何者有誤？ (1)由分散式運算處理資料 (2)把所有的資料全部都放在網
路上去處理 (3)英文名稱為 Cloud Computing (4)不適用於使用手機等行動裝置來處理
91. (3) 付費加入 P2P 音樂網站會員，下載了好幾百首網友分享的具有著作權的歌曲來聽？(1)已付費所
以沒有違法(2)違反了商標法(3)違反了著作權法(4)違反了專利法
92. (3) 關於免費軟體(freeware)敘述，下列何者有誤？(1)部分軟體會在程式中鑲入廣告(2)部分軟體發布
者希望能獲得自願性資助(3)免費軟體一定安全(4)仍受著作權保護
93. (3) 小英使用手機利用業者服務，想找出距離自己 100 公尺內的停車場，這種應用屬於下列何者？(1)
行動推播(2)無線傳銷(3)行動定位(4)無線接取
94. (1) 下列何者不是 QR Code 主要的應用面？(1)將機密資訊加密(2)下載商家折價卷(3)自動取得網站上
的推銷資訊(4)將數位內容下載至手機
95. (4) 下列有關「雲端運算」技術概念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1)在電腦上進行雲狀式的數學運算(2)
空軍在雲層中利用電腦進行運算(3)兩台電腦以藍芽互相傳送機密性資料(4)透過網路連線取得遠端主機
提供的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