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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選題(共計 60 分，每小題 3 分) 

1. 一般所稱幾位元電腦，請問是以何者來定義？ (A) 資料匯流排  (B)位址匯流排  (C) 控制匯流排 (D) 

以上皆非 

2. 假設電腦的主記憶體有 65K，則記憶體位址暫存器中有 (A) 14 位元  (B) 15 位元  (C) 16 位元  (D) 17

位元 

3. 請問下列記憶體中，何者存取資料的速度最快？ (A) 快取記憶體  (B) 唯讀記憶體  (C) 隨機記憶體  

(D) 虛擬記憶體 

4. ALU（算術邏輯單元）運算處理時，資料與指令儲存的地方為何？(A) 暫存器  (B) 唯讀記憶體        

(C) 隨機記憶體  (D) 資料匯流排 

5. 在 CPU 中，下一個要執行指令的位址是存放在 (A) 位址暫存器  (B) 緩衝暫存器  (C) 指令暫存器      

(D) 程式計數器 

6. 在 ASCII 碼的表示法中，下列字碼數值之大小關係何者為錯誤？ (A) A>B>C  (B) c>b>a   (C) 3>2>1  

(D) p>g>e 

7. 有 A、B、C 三個數，A 為(2A)16，B 為(10.24)10，C 為(101010.0101)2，則 A、B、C 三數的大小關係為：           

(A) A>B>C  (B) B>A>C  (C) A>C>B  (D) C>A>B  (E) C>B>A 

8. (79.875)10 換成二進位，其值為：(A)1001111.11012  (B)1001111.0112  (C)1001111.1112  (D)以上皆非 

9. 計算 (4368)16−(2BCA)16 =  (A) 169D16  (B) 268D16  (C) 179E16  (D) 168E16 

10. 下列那一項工作適合以批次（batch）作業來處理 (A) 購買車票  (B) 學生成績結算  (C) 自動提款基  

(D) 電動玩具 

11. 主記憶體同時存在多個程式，由 CPU 輪流處理之作業系統（OS）稱為 (A) Multi-Processing OS          

(B) Time-sharing OS  (C) Real-time OS  (D) Multi-Programming OS 

12. 一般通用的作業系統定義為電腦系統的資源管理者，以下那一個不在其管轄範圍內？ (A) 處理器資源 

(B) 網路資源 (C) 輸出入通道資源  (D) 記憶體與檔案資源 

13. 以二分搜尋法搜尋某一資料，最多要搜尋幾次，才能從 1000 筆資料中找到所需要的資料？(A) 1000    

(B) 10  (C) 11  (D) 500 

14. 下列何者不是合法的 IP 網址？ (A) 0.0.0.1  (B) 10.0.0.10  (C) 172.81.169.255  (D) 190.128.256.14    

(E) 255.255.255.255 

15. 一個 Class C 網路的 IP 位址可有多少個？ (A) 2
24

  (B) 2
16

  (C) 2
8

  (D) 2
4

  (E) 2 

16. 區域網路故障檢修，在 OSI-7 層通訊協定中，以那一層故障最多？(A) Data Link  (B) Session  (C) Physical  

(D) Network  (E) Application 

17. 下列何者不是資訊系統安全之措施？ (A) 識別  (B) 備份  (C) 稽核  (D) 測試 

18. 下列有關防火牆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 所有從內部網路能往外部網路的資料流，都必須通過

防火牆  (B) 防火牆無法阻擋通訊竊聽及資料劫奪 (C) 防火牆可防止病毒入侵  (D) 防火牆無法偵測

出外界造假的封包 

19. 關聯式(Relational)資料庫是以什麼方式擷取資料？ (A) 資料的內容  (B) 資料的位址  (C) 資料的大小   

(D) 資料的指標 

20. 以下何者不符合綠色環保電腦的政策 (A) 禁用 CFC 與三氯乙烷  (B) 使用可回收材料 (C) 使用耗電量

小的零組件 (D) 符合高使用率及高效率的電腦組態與架構  

    

二. 非選擇題(共計 40 分，每小題配分不等，未依題目順序回答者請註明各題之題號) 

1. (10 分) 請使用遞迴(recursive)演算方式完成以下的階乘函數 FACT( n )並傳回結果，其中 n 為一非負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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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其數學關係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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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5 分) 請將下列程式函數 main()中的輸出依照指令執行順序依序寫出來 

#include<stdio.h> 

void fun1(int X, int Y, int Z) 

{  X = X * 2; 

Y = Y % 3;  

  Z++; 

} // end of fun1() 

void fun2(int *X, int *Y, int *Z) 

{    int temp; 

temp = *X; 

*X = *Y; 

*Y = temp; 

*Z = (*X + *Y + *Z)/2; 

} // end of fun2() 

void main() 

{  int a, b, c; 

  a = 10;  b = 9;  C = 6; 

  printf(“a=%d, b=%d, C=%d \n”, a, b, c);  

  fun1(a, b, c); 

  printf(“a=%d, b=%d, C=%d \n”, a, b, c); 

fun2(&a, &b, &c); 

printf(“a=%d, b=%d, C=%d \n”, a, b, c); 

} // end of main() 

    

3. (6 分) 簡述在資料結構中使用排序(sorting)與搜尋(searching)來處理資料的目的有何不同？ 

 

4. (9 分) 簡述在網際網路協定中 TCP、UDP 與 IP 協定各有何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