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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作答前先檢查答案卡，測驗入場通知書編號、座位標籤、應試科目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
試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卡作答者，該節不予計分。 

本試卷為一張雙面，四選一單選選擇題共 50題，每題 2分，共 100分。 
選擇題限以 2B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以複選作答或
未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請勿於答案卡上書寫姓名、入場通知書編號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儲存程式、文數字編輯、內
建程式、外接插卡、攝（錄）影音、資料傳輸、通訊或類似功能），且不得發出聲響。應考人如有
下列情事扣該節成績 10 分，如再犯者該節不予計分。1.電子計算器發出聲響，經制止仍執意續犯
者。2.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制止仍執意續犯者。 

答案卡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 

【4】1.下列哪一個是零售業界為記錄銷售資訊所使用的一種資訊系統？ 

 CAD  GPS  AI  POS 

【3】2. CPU執行一個指令需要 4個時脈週期，其時脈頻率為 200MHz，則 CPU執行速度多快？ 

 1MIPS  10MIPS  50MIPS   100MIPS 

【3】3.能夠在家上班，且工作時間自由。請問這種工作模式是下列哪一個？ 

 AI  OA  SOHO  HA 

【3】4.有關資訊安全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設置不斷電系統(UPS)，可避免突然電力中斷，造成電腦硬體的損壞以及資料的流失 

不利用 mail 中的連結來登入網站，避免落入網路釣魚的陷阱 

 cookie是指電腦程式的漏洞 

零時差攻擊是指駭客趁漏洞尚未修補，立即發動攻擊 

【4】5.請問使用銀行「自動提款機系統(ATM)」提款，會運用到下列哪些資料處理型態？ a.交談式處理 b.

批次處理 c.即時處理 

 僅bc  僅ab  abc  僅ac 

【1】6.下列何者不是圖檔的副檔名？ 

 .bat  .bmp  .tif  .png 

【1】7.下列哪一項不是創用 CC 的核心授權條款？ 

開放改作 相同方式分享 非商業性使用 姓名標示 

【2】8. OpenOffice套裝軟體中，哪一個的功能與 Excel 較類似？ 

 Base  Calc  Impress  Writer 

【2】9.以網路規模大小將 Internet、Intranet、Extranet 由小而大排列？ 

 Internet<Intranet<Extranet  Intranet<Extranet<Internet 

 Internet<Extranet<Intranet  Extranet<Intranet<Internet 

【4】10.從雲端硬碟下載檔案大小 2 MB的圖片，假設 ADSL網路的下傳速度為 512 Kbps，則需費時多久？ 

 4秒  16秒  24秒  32秒 

【2】11.二進位數(11000.01)2轉換成十進位數，其值為何？ 

 20.50  24.25  25.25  29.75 

【4】12.用於手機的無線耳機大多是採用下列哪一種通訊協定？ 

 WiFi  TCP/IP  NFC  Bluetooth 

【3】13.下列哪一個 IP 位址是可以在網際網路上流通的公有(Public)IP？ 

 255.255.0.0  192.168.1.25  140.111.70.140  127.0.0.1 

 

【3】14.有關電子商務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電子商務是透過電腦網路來進行商業活動 電子商務可讓商家降低商品的庫存量 

買家在網路中搜尋商品的資訊屬於商流  EC 是電子商務的英文簡稱 

【2】15.有關數位簽章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數位簽章是傳送方使用自己的私鑰加密，所以可以證明傳送者的身分 

數位簽章無法確保資料完整性 

數位簽章是將訊息摘要以傳送方的私鑰加密所產生 

數位簽章可確保交易不可否認性 

【3】16.旅行社的行程規劃書，若每頁中間都要印有「禁止複印」四個文字，請問可利用 Word 的哪一個功能

來製作？ 

框線及網底 樣式 浮水印 插入圖片 

【3】17.在 Excel 的工作表中，若儲存格 A1,A2,A3,A4的數值資料分別為 20,50,10,30，則在儲存格 A5中輸入

下列何者，其運算結果為 30？ 

 =COUNT(A1,A4)   =IF(A2 > 60,"A1","A4") 

 =MAX(A1,A4)   =SUM(A1,A4) 

【1】18.在 Excel 的工作表中，若儲存格 A4 存放公式「=$B2+C$3」，將此儲存格複製後貼到儲存格 D7，則

儲存格 D7的公式為何？ 

 =$B5+F$3  =$B5+C$3  =$B2+F$6  =$B2+C$6 

【4】19.下列何者不是 PowerPoint 母片的種類？ 

投影片母片 備忘稿母片 講義母片 大綱母片 

【2】20.有關 PowerPoint 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排練計時可預先記錄每張投影片所需的放映時間 

設定自動播放時，每一張投影片只能設定相同的時間 

投影片的編號上出現一道斜線，表示投影片被隱藏 

投影片頁首及頁尾交談窗可為每張投影片加入編號 

【2】21.下列何種資料結構最適合控制副程式的呼叫及返回，處理所需儲存的各種資訊？ 

二元樹 堆疊 佇列 雙佇列 

【4】22.有關 IP 位址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IPv6 使用 16個位元組(bytes)來表示 IP 位址 

 NAT是用來將虛擬 IP 位址轉換成網際網路 IP 位址的技術 

 155.155.155.155屬於 Class B的 IP 位址 

瀏覽器必須透過 DHCP 將網址轉換成 IP 位址 

【4】23.有關網際網路通訊協定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HTTP 通信協定主要是應用於瀏覽全球資訊網 

 FTP 通信協定主要是應用於檔案上傳或下載 

 TELNET為遠端登錄的通訊協定 

 POP3 為電子郵件外送的通訊協定 

【1】24.近年盛行之科技發展，朝向讓電腦模擬人類的思考行為來解決問題，此類技術通稱為何？ 

人工智慧 影像處理 語音辨識 電腦駭客 

【1】25.下列何者為經常使用在連網電視、智慧冰箱等智慧家電上使用之的特殊用途電腦？ 

嵌入式電腦(embedded computer) 

迷你電腦(minicomputer) 

微電腦(microcomputer) 

高階電腦(high-end computer) 



【1】26.銀行為處理信用卡刷卡帳單及金額統計之相關作業，其作業方式屬於下列哪一種資料處理？ 

批次處理 即時處理 分時處理 分散處理 

【1】27.電腦之硬體架構五大單元中，下列何者主要是負責指揮協調各單元間的運作及資料的傳輸？ 

控制單元 算術與邏輯單元 輸入單元 輸出單元 

【3】28.主要利用電腦之軟硬體設備來模擬週遭的真實世界之技術，稱為下列何者？ 

視訊會議(Video Conference) 遠距教學(Distance Learning) 

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資訊家電(Information Appliances) 

【4】29.駕駛汽車時使用之導航系統，其系統之運作原理主要因為何項功能協助系統標定座標？ 

 CAD  CAI  CAM  GPS 

【3】30.近年來推行之電子化政府，其提供之網路服務最主要為哪一方面？ 

企業對公民之間 企業與企業間之間 政府對公民之間 公民對團體之間 

【4】31.甲經理受公司命令指派國外洽公，期間遇到公司重要會議時仍可利用資訊科技參加會議，與主管們交

談、報告進度；請問甲經理最可能是利用下列哪一種技術來參與公司的會議？ 

網路電視 全球定位系統 虛擬實境 視訊會議 

【2】32.功能為介於電腦使用者與電腦硬體之間的中介程式，其目的在於協助使用者控制電腦之硬體、提供使

用者有效執行程式的環境，此套中介程式通稱為何？ 

編譯器(compiler) 

作業系統(operating system) 

虛擬機器(virtual machine) 

資料庫(database) 

【2】33.有關Windows資源回收筒的功能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放入資源回收筒之檔案可被還原 

檔案一放入資源回收筒內，該檔案即被系統刪除無法還原 

資源回收筒有容量限制 

可以設定不要將檔案移到資源回收筒，在移除檔案時立即執行刪除 

【3】34.某丙的電腦中，有一個名為「第三季業務成果.JPG」之檔案，請問此檔案較有可能為下列哪一種檔案

格式？ 

文字 聲音 影像 動畫 

【2】35.在Windows 7中，同時按下 Ctrl、Alt 與 Del 鍵可開啟系統之何種功能？ 

裝置管理員 

工作管理員 

檔案總管 

資源回收筒 

【3】36.現行常用的 USB隨身碟，其構造是以下列哪一種記憶體所製作？ 

 DRAM  SRAM  Flash memory  PROM 

【1】37.某丁欲利用電腦，將自己為期 10 天的國外旅遊整理成投影片向班上同學報告，請問某丁可以使用下

列何種軟體完成工作較為合適？ 

 PowerPoint  NotePad  Access  WinZip 

【1】38.某戊使用未購買授權之電腦軟體，他有可能觸犯下列何種法律？ 

著作權法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公平交易法 

政府資訊公開法 

 

【4】39.中華電信推出「光世代 500M/250M」的產品，該產品表示如需下載 4.7GB 的高畫質影片，只需短短

數分鐘即可完成；請問該產品之傳輸媒介最有可能為何？ 

同軸電纜 雙絞線 紅外線 光纖 

【2】40.一般所用之電子郵件帳號，其主要由下列哪兩個部分所構成？ 

使用者帳號、使用者密碼 

使用者帳號、郵件伺服器位址 

內收、外寄郵件伺服器位址 

郵件伺服器位址、主機名稱 

【4】41.有關電腦常用的時間單位，下列何者代表之時間最短？ 

 10 ms  10
–3

 μs  10 μs  10 ps 

【4】42.某庚負責主辦期末社團的聚餐，他想利用問卷調查之方式統計社員們對聚餐地點、時間等意見，請問

Google線上提供之哪項功能，較符合他的需求？ 

文件 簡報 試算表 表單 

【2】43. Windows 系統中的軟體，下列何者可用來結束無回應的應用程式？ 

檔案總管 工作管理員 系統管理工具 帳戶管理員 

【2】44.中央處理單元(CPU)內部的 ALU，其主要功能是下列何者？ 

執行中斷程式 

執行算術及邏輯運算 

執行資料傳輸 

執行控制作業 

【2】45.下列何項軟體的功能是做為硬體與作業系統之間相互溝通的橋樑，使作業系統可用以控制週邊設備？ 

控制程式 驅動程式 中斷服務程式 編譯程式 

【3】46.電腦及計算機之硬體架構中，負責存放電腦程式與資料的單元是下列何者？ 

算術與邏輯單元 輸入單元 記憶單元 控制單元 

【1】47.某辛想整理關於電腦中傳統硬碟(HDD)及固態硬碟(SSD)之差異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SSD較耐震 

 HDD內部無讀寫頭之機械構造 

 HDD的噪音較小 

 HDD的重量較輕 

【1】48.網路使用之 http通訊協定，是下列哪一種協定？ 

超連結文件通訊協定 

終端機通訊協定 

媒體串流通訊協定 

檔案傳輸通訊協定 

【3】49.某壬的筆記型電腦，在學校透過網路線連接後，不需設定 IP 位址即可直接上網瀏覽網頁；請問學校

的網路系統應該提供了下列何種服務才能完成此作業？ 

 Mail Server  FireWall  DHCP  DNS 

【3】50.有關電腦中 RAM（隨機存取記憶體）及 ROM（唯讀記憶體）之特性比較如下，哪些為正確之敘述？ 

a. ROM 不可以任意寫入、更改資料 

b. RAM 屬於揮發性記憶體 

c. ROM 常用來專門存放開機系統程式 

d. RAM 的資料在電腦關機後不會消失 

僅 acd 僅 bcd  僅 abc 僅 ab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