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選擇題(60%) 單選題 每題四分 

1、 電子商務中，所謂的「B2B」是指下列何者的交易關係？ 

(A) 公司對客戶  (B) 客戶對公司  (C) 客戶對客戶  (D) 公司對公司 

2、 Yahoo 奇摩拍賣網站是屬於那一種類型的電子商務 

 (A) C2C  (B) B2C  (C) C2B  (D) B2B 

3、 以下哪一個是 Class C 的私人 IP 位址?  

 (A) 172.0.0.2 (B) 168.192.2.10 (C) 192.170.0.1 (D) 192.168.1.2 

4、 下列何者不是星狀拓樸網路的特色？(A)所有電腦及週邊設備皆須連接到集

線器(hub)上  (B) 某一台電腦故障並不會造成整個網路癱瘓  (C) 以一條

纜線連接所有電腦設備  (D) 一般在 Ethernet 上是使用 UTP 對絞 

5、 以下哪一組資料，適合二分搜尋法：  

 (A) 1,5,4,2,3  (B) 1,3,5,2,4  (C) 5,4,3,2,1  (D) 3,5,4,1,2 

6、 以 2 的補數方式在一個 8 位元的系統上計算 (-29)+(14) 的 2 進制結果為： 

 (A) 11110001 (B) 00001111 (C) 10001111 (D) 11110000 

7、 (3.75)10+(4.625)10之結果以 16 進制來表示，其結果為：  

 (A) 7.6  (B) 8.6  (C) 9.A  (D) 8.B 

8、 下列關於編譯器（Compiler）的描述何者是不正確的？  

 (A) 將原始碼程式編譯成機器碼  (B) 編譯器無法偵測出程式的邏輯錯誤

 (C) 產生之程式碼比使用直譯器更有效率 (D) 可以產生執行檔 

9、 下列有關全球超媒體網路(WWW)的敘述，何者有誤？  

 (A) WWW 裡的文件可用 HTML 撰寫的 (B) 使用者一般都用瀏覽器閱讀資料

 (C) 在網路存取上採用 IP 來定義資料所在的位置 (D) 可傳遞多媒體資料 

10、計算機中那一部門負責指令的解釋？  

(A）算術及邏輯部門 （B）輸出入部門 （C）控制部門（D）記憶部門 

11、資料的組成結構順序為：1.位元 2.檔案 3.欄位 4.位元組 5.記錄 6.資料庫

(A) 145362  (B) 143256  (C) 143526  (D) 143562 

12、與檔案系統比較，有關資料庫系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資料較具有一致性  (B) 資料安全性較為增強 (C) 資料較具有分享性  

(D) 資料較不具獨立性 

13、對一個堆疊依序加入（push）1、2、3、4 等 4 個元素，而放入堆疊內的元

素可隨時輸出（pop），請問下列何者為不可能的輸出順序？ 

(A) 1->2->3->4  (B) 1->3->4->2  (C) 2->1->4->3  (D) 4->3->1->2 

14、下列何者為雙向傳輸資料的匯流排？ 

(A)記憶匯流排  (B)資料匯流排  (C)控制匯流排  (D)位址匯流排 

15、所謂的 WiFi(wireless fidelity)網路是無線區域網路中相當重要的技術，

WiFi 是以那一種標準網路協定為基礎的 ?  

(A) Bluetooth  (B) IEEE 802.11  (C) Zigbee  (D) WiMAX 



二. 非選擇題 40% 每題十分 

1. 假設符號 C(n,r)表示由 n 個元素中每次取出 r 個元素的組合數，其數學定義

為 C(n,r)= n! / r!(n-r)!，而遞迴(Recursive)定義為 

 

    C ( n-1 , r ) + C ( n-1 , r-1 ) 

C ( n , r ) =   1,  if  r=0 

1,  if  n=r 

請寫出一個遞迴函式，可以算出任意的 C ( n , r )。 

 

2. 請依程式執行的順序寫出下列程式的輸出結果： 

  #include <stdio.h> 

 void Fun(int I, int *J);  

 int main()  

 { 

     int X, Y; 

        X = 6; 

     Y = 5; 

     Fun(X, &Y); 

     printf("X = %d, Y = %d\n", X, Y); 

     return 0; 

 } /* End of Main() */ 

 void Fun (int I, int *J)  

 { 

     I = 8; 

     *J = I; 

     J = &I; 

     *J = 3; 

     printf("I = %d, J = %d\n", I, *J); 

 } /* End of Fun() */ 

 

3. 假設一算術運算式依照後序式(Postfix)運算的結果為 AB+C*DE/− ： 

(A) 請問此運算式的樹狀結構圖為何？ 

(B) 如果 A=3, B=5, C=2, D=12, E=4，請問此運算式執行的結果為何？ 

 

4. 在程式設計中，我們常使用陣列(Array)或鏈結串列(Linked List)的方式來處

理資料，請列舉二點有關上述兩種方式在使用上的差異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