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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請以最適當的選項回答問題；每題2分，共30分。 

 

1. 下列何種行為，會減少對環境所造成的污染？ 

(A) 列印所有的文件 

(B) 電腦用過三五年落伍後就更新整組電腦 

(C) 用過的紙張不再循環使用即棄置於一般垃圾中 

(D) 電腦更新時，儘量留用可重複使用的配件（如鍵盤、滑鼠等） 

2. 下列有關惡意程式（Malicious programs）的敘述何者錯誤性最嚴重？ 

(A) 後門程式（Trapdoor）指的是可未經一般安全存取程式而獲得權限 

(B) 邏輯炸彈（Logic bomb）指的是一種合法程式的片段，當符合某種條件時，

就會「引爆」此炸彈，可能造成檔案刪除或是其他傷害 

(C) 特洛依木馬（Trojan horses）是一個藏有隱含程式碼的有用程式指令，但

是呼叫後它將會執行一些不需要或是有害的函數 

(D) 電腦病毒（Virus）是屬於獨立存在的程式 

3. 下列有關虛擬碼（Pseudocode）的描述，何者最正確： 

(A) 一種新的程式設計語言，能在微軟公司的.NET 平台上編譯執行 

(B) 一種非正式的語言，可用來描述演算法發展過程中所想出的各種概念 

(C) Java 程式編譯完成後所產生的位元碼（Bytecode） 

(D) 一般程式語言編譯過程中所產生的目的碼（Object Code） 

4. 如果傳送郵件時發生錯誤，以下何者最不可能是原因？ 

(A) 郵件附檔過大遭伺服器拒絕 

(B) 發信伺服器資料未設定正確 

(C) 郵件伺服器忙碌導致等候逾時 

(D) 伺服器正在收信，無法傳送郵件 

5. 收到電子郵件出現無法辨識的亂碼時，下列何者是最可能的原因？ 

(A) 郵件本文的編碼方式不同   (B) 傳送郵件的伺服器當機 

(C) 發信者的發信程式中毒   (D) 接受郵件的伺服器誤判 

6. 下列有關 ADSL 的描述，何者錯誤性最大？ 

(A) 每一用戶皆有獨享頻寬   (B) 上下行速度不對稱 

(C) 上行速度比下行速度快   (D) 較不適合用來架設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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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下列那種情況下，防毒軟體最可能無法偵測到病毒？ 

(A) 病毒太新而不在防毒軟體的資料庫中 

(B) 不知病毒檔案的延伸檔名 

(C) 病毒不在檔案中 

(D) 病毒躲在程式的資料庫中 

8. 網際網路、企業內網路、公司間網路已成電子商務的主要平台，因為這些科技

提供了許多利益，以下敘述何者錯誤性最大？ 

(A) 具有連接性和全球的可達性   (B) 減少了通訊成本及傳輸成本 

(C) 降低交易成本；增加代理成本  (D) 互動、彈性與客製化的程式 

9. 有關電子商務諸多限制的描述，下列何者最正確？ 

(A) 使用者對於電子商務缺乏信賴，屬於技術層面的限制 

(B) 缺乏安全、可靠的交易平台，屬於非技術層面的限制 

(C) 電子商務建置的成本效益考量，屬於技術層面的限制 

(D) 線上缺乏接觸與感覺，屬於非技術層面的限制 

10. 下列那一項是介於電腦使用者與電腦硬體之間作為中介角色的一套程式，其目

的在於提供使用者一個便利有效執行程式的環境？ 

(A) 作業系統（operating system）  (B) 編譯器（compiler） 

(C) 虛擬機器（virtual machine）   (D) 資料庫（database） 

11. 雇員的資料表中包含（雇員編號、雇員名字、雇員住址、雇員性別、服務單位、

單位主管、單位主管性別）。假設雇員編號是唯一，每位雇員僅在一個服務單位

服務，每個服務單位僅有一個主管，下列有關函數依存性（functional 

dependence）之敘述，何者最正確？ 

(A) 單位主管→服務單位    (B) 單位主管→雇員住址 

(C) 雇員性別→雇員住址    (D) 雇員編號→單位主管性別 

12. 假設銀行的資料庫中，分行資料表包含（分行名稱、分行所在地、資產、負責

人），其中分行名稱為此表之主要鍵值，請問在此分行資料表中，那個欄位不允

許有重複的資料值出現？ 

(A) 分行名稱   (B) 分行所在地  

(C) 資產    (D)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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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對於關聯式資料庫而言，所謂資料完整性（Data Integrity）是用來確保資料

庫中資料的正確性及可靠性，那麼用來確保相關資料表間的資料一致，避免因

一個資料表的記錄改變，而造成另一個資料表的內容變成無效值的係屬於何種

的完整性？ 

(A) 實體完整性  (B) 使用者定義的完整性 

(C) 區域完整性   (D) 參考完整性 

14. 在一個關聯表中符合主鍵（Primary Key）條件的屬性子集可能有好幾個，這些

屬性子集稱之為： 

(A) 替代鍵（Alternate Key）  (B) 候選鍵（Candidate Key） 

(C) 外來鍵（Foreign Key）  (D) 超鍵（Superkeys） 

15. 下列有關資料庫管理系統特性之敘述，何者錯誤性最大？ 

(A) 資料重複性可透過良好的設計而降低 

(B) 資料庫之內容在使用者新增或刪除某個欄位後一定會保有資料之一致性 

(C) 資料安全性提高，在管理與維護上比較容易 

(D) 使用者可以透過資料庫管理系統進行資料內容之修改與查詢 

16. (10 分)試分別依主從式架構、以網際網路為基礎的架構説明資訊系統架構。 

17. (10 分)試比較電子商務中 B2B、B2C、C2B、C2C 之異同。 

18. (10 分) Mark the answer true or false for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s and 

explain your answer why. 

(A) Sequential access and direct access take about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to retrieve data. 

(B) A filewall protects a local-area network from physical damage. 
(C) The JDK (Java Development Kit) is an example of application software. 
(D) An algorithm is a well-ordered collection of unambiguous and 

effectively computable operations that, when executed, produces a 

result and halts in a finite amount of time. 

(E) The registers are the devices that allow a computer system to 
communicate and inter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as well as st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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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0 分) Fill in the blanks below with the part on the operating system 

(file manager, memory manager, device drivers, window manager, 

scheduler, dispatcher) that performs the activity described. 

  (A)   Places new entries in the process table 

  (B)   Performs the actual communication with I/O units 

  (C)   Maintains a record of memory allocations 

  (D)   Maintains a record of available mass storage space 

  (E)   Removes entries from the process table 

 

20. (10 分) Convert each of the following numbers. 

(A) 268.7510=( ? ) 2 

(B) 1001111001112=( ? ) 16 

 

21. (5 分) What is the stacks structure? Suppose the content of a stack is 

shown as the right figure. Draw another stack after the listing 

operations. 

Push C 

Push A 

Pop 

Push B 

Pop 

 

22.  (15 分) 試寫一演算法解出下列程式需求: 

試寫一程式輸入一正整數代表今天凌晨到現在共過了幾秒，將之換算為幾點(24

小時制)、幾分、幾秒。 

輸入樣本： 

請輸入一秒數> 23010 

輸出樣本： 

6 點 23 分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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