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九十八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招生考試試題 
第 1 頁，共 2 頁 

系 

級 
資訊管理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考試 

時間 
 90 分鐘 

科 

目 
計算機概論 

本科 

總分 
 100 分 

第一部分（共 20 題單選題，每題 3 分） 

1. 下列何種元件不屬於中央處理器（CPU）？ 
(A) 隨機存取記憶體 (B) 算數邏輯運算單元 (C) 暫存器 (D) 控制單元 

2. 某電腦的主記憶體為 640KB，但可執行 2MB 的程式，請問該電腦可能使用下列何者？ 
(A) 快取記憶體 (B) 關聯記憶體(C) 虛擬記憶體(D) 隨機存取記憶體 

3. 下列硬體元件中，何者之存取速度最快？ 
(A) RAM (B) Cache (C) Register (D) HDD 

4. 下列哪一個是 CPU 執行指令的正確順序？ 
(A) 取資料、取指令、分析指令、執行 (B) 取指令、取資料、分析指令、執行 
(C) 取指令、分析指令、取資料、執行 (D) 取指令、分析指令、執行、取資料 

5. 請將二進位表示法的 100101 轉成十進位數字。 
(A) 21 (B) 25 (C) 35 (D) 37 

6. 用最小項（Midterms）之和的方式來表達布林函數 F (X, Y, Z) = ∑m (1, 3, 5, 6, 7)，簡化之後 F 等

於： 
(A) Z (B) XZ (C) XY (D) XY + Z 

7. 有一遞迴函數（Recursive Function） RF 如下，請計算 RF (5)之值。 
PROCEDURE RF (integer x) 
  if x = 1 then 
    return 1; 
  else 
    return RF (x – 1) + 1; 
END 

(A) 1 (B) 3 (C) 5 (D) 7 
8. 下列何種機制使得 Java 能夠完成跨平台（Cross Platform）運作？ 

(A) 例外處理 (B) 物件導向 (C) 多執行緒 (D) 虛擬機器 
9. 氣泡排序法（Bubble Sort）是利用相鄰資料兩兩相比而完成資料由小到大或由大到小排序，假設

有五個整數資料要做排序，至少要做幾次相鄰資料相比的動作？ 
(A) 10 (B) 15 (C) 20 (D) 25 

10. 下列有關 Unix 作業系統的特色說明，何者錯誤？ 
(A) 屬於多使用者（Multi-user）系統 (B) 最初 Unix 系統主要應用於個人電腦 
(C) Unix 作業系統有各式各樣的版本 (D) Unix 常是重要伺服器的作業系統 

11. Windows 95/98/2000/XP 屬於何種作業系統？ 
(A) 單人單工 (B) 單人多工 (C) 多人單工 (D) 多人多工 

12. 檔案名稱分為主檔名與副檔名兩大部分，下列有關副檔名的說明何者不正確？ 
(A) doc 為 Microsoft Office 之 Word 文件檔 (B) exe 為 Windows/DOS 的可執行檔 
(C)  web 為動態網頁程式原始檔 (D) 取指令、分析指令、執行、取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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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們常用何種工具連結遠端資料庫以進行資料查詢的工作？ 
(A) ODBC (B) HTML (C) ping (D) ftp 

14. 下列哪一種程式是可用在網路作檔案傳輸的程式？ 
(A) ftp (B) HTML (C) Acrobat (D) WinZip 

15. 下列哪一項不是網路設備？ 
(A) 路由器（Router）(B) 直譯器（Interpreter）(C) 橋接器（Bridge）(D) 集線器（Hub） 

16. 網路 OSI 七層模型中負責決定傳輸路徑的是哪一層？ 
(A) 實體層 (B) 應用層 (C) 傳輸層 (D) 網路層 

17. 漢明距離（Hamming Distance）可以應用於錯誤更正碼（Error Correcting Codes）的設計，下列哪

一種運算可以完成該距離的計算？ 
(A) AND (B) OR (C) XAND (D) XOR 

18. 下列何者不是密碼學原理最主要的應用？ 
(A) 數位簽章（Digital Signature）(B) 數位浮水印（Digital Watermarking） 
(C) 藍芽（Bluetooth）技術 (D) 公開金鑰基礎建設（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PKI） 

19. 在 RSA 公開金鑰密碼技術中，甲方傳送機密資料給乙方，只允許乙方閱讀，甲方應使用下列何者

將其機密資料加密？ 
(A) 甲方之公開金鑰 (B) 甲方之私密金鑰 (C) 乙方之公開金鑰 (D) 乙方之私密金鑰 

20. 下列何者是數位浮水印技術的主要應用範圍？ 
(A) 上網撥接 (B) 電子商務的安全查核 (C) 網域名稱查詢 (D) 使用者管理 

 

第二部分（共 4 題問答題，每題 10 分） 

一、請將十進位數字 23 轉成十六進位數字。 
 
二、運算式 a + (b – c) * d 的前序式（Prefix Notation）為何？ 

 

三、資料超市（Data Mart）與資料倉儲（Data Warehouse）最主要的差異為何？ 

 

四、分類（Classification）與分群（Clustering）這兩種資料探勘（Data Mining）技術最主要的差異為

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