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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96 學年度研究所碩士班招生考試 

資訊科學概論  科試題 
 

 

 

一. 問答題(共 40%) 

1. (1)何謂循序存取檔(sequential access file)？  (5%) 

(2)比較循序存取檔(sequential access file)與隨機存取檔(random access file)的差異？  (5%) 

(3)以資料結構的觀點，就使用目的而言，指出循序檔與隨機檔的適用時機？  (5%) 

(4)循序檔與隨機檔的優劣？  (5%) 

 

2. Please explain the CSMA/CD technique.  (10%) 

 

3. Design a 1-bit subtraction circuit. This circuit takes three inputs – two binary digits a and b and a 
borrow digit from the previous column. The circuit has two outputs – the difference (a-b), 
including the borrow, and a new borrow digit that propagates to the next column. Create the truth 
table and build the circuit. This circuit can be used to build N-bits subtraction circuits.  (10%) 

 
 
二. 選擇題(每題 5%，共 60%) 

(    )  1. Java 允許類別（Class）定義與實作（implement）一個以上相同名稱的方法（method）。
請問上述特性稱為什麼？  (5%) 

   （A）interface. 

   （B）Inheritance. 

   （C）Polymorphism. 

   （D）Encapsulation. 

   （E）None of the above. 

 
(    )  2. 若要在 Graph 上執行 breadth-first search，請問用何種 data structure 實作 Graph 最

為適當？  (5%) 
   （A）Stack 
   （B）Queue 
   （C）Binary search tree 
   （D）Hash table 
   （E）H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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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若一間有數千位員工的公司的某個系統需要一個程式在員工登入時檢驗其密碼是

否正確，則該程式用何種 data structure 最為恰當？  (5%) 
   （A）Stack 
   （B）Queue 
   （C）Binary search tree 
   （D）Hash table 
   （E）Heap 

 
(    )  4. 若要將中序表示式（infix expression）轉為後序表示式（prefix expression），使用

何種 data structure 最為恰當？  (5%) 
   （A）Stack 
   （B）Queue 
   （C）Binary search tree 
   （D）Hash table 
   （E）Heap 

 
(    )  5. 將欄位內之值確定為單一值是屬於哪一正規化的目的？  (5%) 

   （A）1NF 
   （B）2NF 
   （C）3NF 
   （D）4NF 

 
(    )  6. 在 access 中對主索引值之敘述下列何者為誤？  (5%) 

   （A）如未指定唯一索引值 access 會建議建立一個 
   （B）索引值可以是一個或多個欄位 
   （C）每個資料表皆有一個主索引值 
   （D）主索引直可以是任何資料型態的欄位 

 
(    )  7. 關聯的來源及目的是下列何者？  (5%) 

   （A）紀錄 
   （B）欄位 
   （C）主索引 
   （D）資料表 

 
(    )  8. 若 A(4,2)的位置為 68，A(5,1)的位置為 84，A(1,5)的位置為 20 則 A(2,4)的位置為

下列何者？  (5%) 
   （A）42 
   （B）38 
   （C）36 
   （D）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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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Assume that the average disk access time is 10ms, and the DRAM access time is 5ns, 
10% of memory accesses are writes. What will be the approximate memory access time 
of a virtual memory system if a write-through policy is used and miss rate is 0%？ (5%) 
 （A）10ms    
 （B）5ms    
 （C）10ns    
 （D）5ns 

 
(    )  10. 如果有 10000 個 nodes, 最矮的”binary search tree”應有多高？  (5%) 

 （A）12  
  （B）13  
  （C）14  
  （D）15 

 
(    )  11. Simplify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to get the equivalent equation by using the minimum 

number of input symbols : F＝Π（4，12，1，5，13，9，6，14）。  (5%) 

  （A） DCDBF +=          

  （B） CDDBF +=    

 （C） ))(( DBDCF ++=    

  （D） ))(( DBDAF ++=   
 

(    )  12. 利用下面的邏輯電路，寫出 X、Y 的布林函數式，下列選項何者正確？  (5%) 

 
  （A）X=A♁B   
  （B）Y＝AB’+A’B    
  （C）X=A．B    
  （D）Y=(A+B)(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