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台中師範學院九十二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考試  
資訊科學概論 科試題  測統所、數教系 用 

一、選擇題（每題 3分，共 90分） 

1. 下列對於電腦硬體五大單元的敘述何者有誤？ 
(1) 輸入單元：待處理的資料須經由此單元進入電腦  
(2) 記憶單元：僅儲存輸入之待處理資料  
(3) 輸出單元：處理完成之資訊由此單元送出 
(4) 算術／邏輯運算單元：所有的算術運算均在此單元完成 

2. n進位數字系統的數值(abc)n中，數字 abc的範圍為何 
(1) 0~n 
(2) 0~(n-1)  
(3) 1~(n-1) 
(4) 1~n 

3. 一部 32位元電腦和 64位元電腦通常是以何者為依據？ 
(1) 程式匯流排之位元數 
(2) 資料匯流排之位元數 
(3) 控制匯流排之位元數 
(4) 位址匯流排之位元數 

4. 若一個閘(gate)有三個輸入，當此三個輸入為奇數個 1時，輸出才為 1，則此閘為 
(1) OR 
(2) AND 
(3) XOR 
(4) NOR 

5. 系統開發的生命週期所經過的幾個階段，其次序應為 
(1) 系統設計=>系統設置=>系統分析=>系統維護 
(2) 系統分析=>系統建置=>系設設計=>系統維護 
(3) 系統設計=>系統分析=>系統建置=>系統維護 
(4) 系統分析系統設計=>系統建置=>系統維護。 

6. 一個千位元組等於多少位元？  
(1) 210 
(2) 220 
(3) 230 
(4) 240 

7. 目前電信局的通話系統是何種網路？ 
(1) LAN 
(2) ATM 
(3) PSTN 
(4) IS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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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列何者可以決定訊息在網路上傳輸的最佳途徑？ 
(1) 橋接器 
(2) 路由器 
(3) 閘道器 
(4) 中繼器 

9. 樞紐分析表資料來源可使用 
(1) 外部資料庫 
(2) 多重總資料範圍 
(3) 以上皆是 
(4) 以上皆非。 

10. 下列哪一項是ＷＷＷ瀏覽器 
(1) IE 
(2) NETSCAPE 
(3) MOSAIC 
(4) 以上皆是。 

11. 如果有一張圖顏色不多，想放在網頁上，但是不想顏色失真太多最好使用 
(1) gif  
(2) jpg  
(3) png  
(4) 以上皆可 

12. 高登摩而（Golden Moore）於 1965年預測矽晶片上的電晶體數目與運算能力約每 18
個月成長 

(1) 2倍 
(2) 3倍 
(3) 4倍 
(4) 5倍 

13. 下列那一項不是 DVD的特性 
(1) 一張光碟片可錄製超過 2小時之影片 
(2) 支援多國語言 
(3) 所使用波長比 CD 還長 
(4) 杜比數位 AC-3音效 

14. authorware 是屬於 
(1) command-based   
(2) icon-based   
(3) time-based   
(4) 以上皆可 

15. 試計算邏輯運算(A+B)+(A’‧B’) 
(1) 0 
(2) 1 
(3) –1 
(4)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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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物件導向技術中的三大特性為何？ 
(1) 封裝(encapsulation)、繼承(inheritance)、類別(class) 
(2) 封裝(encapsulation)、繼承(inheritance)、多元性(polymorphism) 
(3) 多元性(polymorphism)、類別(class)、封裝(encapsulation) 
(4) 類別(class)、繼承(inheritance)、多元性(polymorphism) 

17. 電腦網路進行資料傳送時，常將資料分割成一小塊一小塊傳送出去，此一小塊資料
如何稱呼？ 

(1) 位元 
(2) 訊息 
(3) 封包 
(4) 資訊 

18. 一條 T1線約略可以傳輸多少資料？ 
(1) 10Mb 
(2) 1.54Mb 
(3) 1024b 
(4) 256Kb 

19. 同位檢查(parity check)主要功能為何？ 
(1) 作資料校正之用 
(2) 作系統內頻率核對之用 
(3) 作網路連線測試之用 
(4) 作記憶體錯誤偵錯之用 

20. 一個磁碟的儲存容量，主要取決於哪些因素？ 
(1) 磁碟速度+磁區密度 
(2) 磁碟面數目+磁區密度 
(3) 磁區大小+磁區密度 
(4) 磁軌數量+磁區密度 

21. 請問二進制數值 1011之 1的補數為何？ 
(1) 0100 
(2) 0101 
(3) 1010 
(4) 1011 

22. 以下何者敘述為正確？ 
(1) SRAM的速度比 DRAM快 
(2) DRAM的速度比 SRAM快 
(3) ROM需要外部電源方能運作 
(4) 以上皆非 

23. 下列哪一個不是暫存器？ 
(1) MAR 
(2) MBR 
(3) MCR 
(4)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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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下列哪一個指令是錯的？ 
(1) MODEM的傳送速度中 bps代表 bytes per second 
(2) DDPS就是分散資料處理系統 
(3) 在多工系統中，基本上，同一個 cpu能夠同時(concurrent)執行多數個程式 
(4) 所謂的 DDPS系統是將多數個 PC，迷你(或以上)電腦連接起來以方便使用者使
用資金 

25. 下列的敘述哪一個是對的？ 
(1) (1011)2的 2’s補數為(0100)2 
(2) 做減法運算時，在電腦中是用 2’s補數與加法來完成 
(3) 乘法運算是屬於邏輯運算的一種 
(4) 以上皆非 

26. 下列的敘述哪一個是對的？ 
(1) (4.5)16=(4.25)8 
(2) 數目 12345的 LCD＝5, MSD=2 
(3) (123)16× (456)16=(4EDC2)16 
(4) 以上皆非 

27. 下列的敘述哪一個是錯的？ 
(1) Java Script所用的程式語言與 C或 C++類似的 
(2) ASP所用的程式語言與 VB類似的 
(3) VB Script所用的程式語言與 VB類似的 
(4) PHP所用的程式語言與 Basic類似的 

28. 在布林代數中，下列的敘述哪一個是錯的？ 
(1) 1+1=1, 1‧1=1 
(2) 0+1=1, 0‧1=0 
(3) 當 x為布林代數之元素則 x=x+x, x=x‧x 
(4) x+yz=(x+y)(x+z) 

29. EPROM用什麼方法來消除原先的程式？ 
(1) 磁性 
(2) 紫外光 
(3) 電流 
(4) 紅外光 

30. 若 A之 ASCII碼為 65，下列的敘述哪一個是錯的？ 
(1) 其十六進位碼為(41)16 
(2) 其二進位碼為(1000001)2 
(3) 其 EBCDIC二進位碼為(11000001)2 
(4) LSD=2 

 
二、簡答題（每題 5分，共 10分） 

(1) 軟體可分成幾種各舉一例說明之。 

(2) 試說明何謂 shareware 與 freeware 各舉一例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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