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能科技大學 102 學年度碩士班考試試題 

考試所別：  資訊管理系碩士班  考試科目(一)：   計算機概論   准考證號碼：                

 

一、(100%) 選擇題 (單選題，請選擇最適合的答案) 每題 2分 

(  ） 1.下列 IP 位址的寫法，何者正確？（A）168.95.301.83（B）207.46.265.26（C）40.222.0.1（D）140.333.111.56。 

(  ） 2.下列何者不是標準的網頁檔格式？（A）DWG（B）HTML（C）XML（D）ASP。 

(   )  3. 歐美能源管理目標是當電腦不作業時間超過多少時間，機器須切換至省電狀態？(A) 10 分鐘 (B) 1 個小時 (C) 30 分鐘 (D) 1 分鐘。  

(   )  4.下列那一項無法有效避免電腦災害發生後的資料安全防護？ (A)經常對磁碟作格式化動作(Format) (B)經常備份磁碟資料 (C)在執

行程式過程中，重要資料分別存在硬碟及碟片上 (D)備份磁片存放於不同地點 

(   )  5. 「二進位數 1110101」等於「八進位數」的 (A)123  (B)521  (C)165  (D)522 

(   )  6. 在電子郵件中，下列何者可以是其內收郵件時所使用的通訊協定為何？(A)FTP (B)POP (C)SMTP (D)IPX 

(   )  7. 某電腦之圖形顯示卡其解析度為 800*600，能提供同時顯示 256 色，則此顯示卡之緩衝記憶體至少有多大？ （A）256K Bytes （B）
512K Bytes （C）768K Bytes （D）1M Bytes 

(   )  8. 就容錯（Fault Tolerance）而言，下列那一種方法容錯能力最差？ （A）RAID Level 0 （B）RAID Level 1 （C）RAID Level 5 （D）

RAID Level 10 

(   )  9. 網際網路之網址 URL 的解譯，是由下列那一種服務在提供? (A)DNS  (B)PROXY  (C)E_MAIL  (D)WWW。 

(   ) 10. 前幾年導致 eBay、Yahoo 等著名的商業網站一時之間無法服務大眾交易而關閉，這遭受駭客何種手法攻擊？(A)電腦病毒(B)阻絕服

務(C)郵件炸彈(D)特洛伊木馬 

(   ) 11. 用來監督管理電腦所有資源的軟體為（A）作業系統 （B）檔案系統 （C）I/O 系統 （D）管理資訊系統 

(   ) 12. 具有自我編碼能力的病毒稱之為 (A)蠕蟲病毒( worm )  (B)巨集病毒 ( macro virus )  (C) 千面人病毒( polymorphic virus )  (D) 網
路型病毒 (Network Virus) 

(   ) 13. 若將電腦螢幕的顯示模式設定為每一點有 256 種顏色，則貯存每一影像點需要 （A）4 bits  （B）8 bits  （C）16 bits  （D）256 bits 

(   ) 14. 經加上偶同位檢查位元後，下列代碼何者正確？ （A）00110111（B）1010111（C）1011001（D）1100001 

(   ) 15. 在電子商務行為中，下列何者是指消費者個人與消費者個人之間利用網際網路進行商業活動？ (A)B2B (B)B2C (C) B2G  (D)C2C。 

(   ) 16. 下列那一種通信媒體其傳輸速度快，通訊量大且不易受到干擾？（A）光纖（B）同軸電纜（C）雙絞線 （D）電話線 

(   ) 17. 無線電視廣播的傳輸方式係屬於（A）全雙工（B）半雙工（C）多工（D）單工 

(   ) 18. 銀行的每半年一次的計息工作，適合使用下列那一種作業方式？ (A)即時處理作業 (B)交談式處理作業 (C)批次處理作業 (D)平行

式處理作業 

(   ) 19. 在系統軟體中，透過軟體與輔助儲存裝置來擴展主記憶體容量，使數個大型程式得以同時放在主記憶體內執行的技術是？(A)虛擬

記憶體(Virtual Memory) (B)抽取式硬碟(Removable Disk) (C)虛擬磁碟機(Virtual Disk) (D)延伸記憶體(Extended Memory) 

(   ) 20. 下列「電腦病毒」的敘述，何者有誤？ (A)中毒的檔案，由於病毒程式的寄居，檔案通常會變大 (B)主記憶體無毒，此時 COPY 無

毒的檔案到磁片，將使磁片中毒 (C)檔案型病毒，將隨著檔案的執行，載入記憶體 (D)開機型病毒，開機後，即有病毒侵入記憶體 

(   ) 21. 所謂「32 位元個人電腦」之 32 位元是指 CPU 的 (A)控制匯流排 (B)位址匯流排 (C)資料匯流排 (D)輸入／輸出匯流排為 32 位元 

(   ) 22. 倍速是用來衡量光碟機的讀寫速度，DVD 光碟機是以多少來表示單倍速？(A)1024KB/S (B)1350KB/S (C)1500KB/S (D)1200KB/S。 

(   ) 23. 確保電腦電源穩定的裝置是？ (A)保護設備 (B)網路系統 (C)空調系統 (D)不斷電系統 

(   ) 24. Internet 採用哪種通訊協定？ (A)IPX (B)AppleTalk (C)TCP/IP (D)X.25  

(   ) 25. 以下何種內碼可以涵蓋世界各種不同文字？(A) ASCII  (B) BIG-5  (C)UNICODE  (D)EBCDIC。 

(  ）26. 在台灣的公司、財團法人及個人若欲申請網域名稱，應該到下列何單位申請？（A）TWNIC（B）教育部電算中心（C）SEEDNET
（D）中華電信。 

(   ) 27. 存取關連式資料庫，常用何種語言？(A)VB.NET  (B)Java  (C)PHP  (D)SQL 

(   ) 28. 下列有關多媒體檔案格式的敘述，何者不正確？ (A) JPG 是影像資料的格式 (B) WAV 是圖形資料的格式 (C) MIDI 是聲音資料的格

式 (D) MPEG 是視訊資料的格式 

(   ) 29. 有數十萬筆採購廠商的基本資料，為資訊的蒐集、分析、查詢、統計與製作成電子檔，下列應用軟體何種最合適？(A) 文書處理軟

體 (B) 簡報製作軟體 (C) 影像處理軟體 (D) 資料庫管理軟體 

(   ) 30. 將高階程式語言一次完整地轉換為機器語言的程式稱為？(A)直譯器(Interpreter) (B)編譯器(Compiler) (C)組譯器(Assembler)(D)作業

系統 

   
背面尚有試題，請翻頁繼續作答 



 

 

(   ) 31. 下列哪一種程式語言最具跨平台功能？(A)C (B)COBOL (C)C++ (D)Java 

(   ) 32. 磁碟每一面都由很多同心圓組成，這些同心圓稱為 (A)磁區(Sector) (B)磁軌(Track) (C)磁頭(Head) (D) 磁柱(Cylinder)。 

(   ) 33. 瀏覽器與網站伺服器之間的資料傳輸是採用何種通訊協定？ (A)HTML (B)HTTP  (C)TELNET  (D)SMTP 

(   ) 34. 下列有關非對稱數位用戶線路(ADSL)的敘述，何者不正確？ (A)可以同時上傳與下載 (B)可以同時使用電話及上網 (C)是透過現有

的電話線路連接至電信公司的機房 (D)資料上傳與下載速度相同 

(   ) 35. 「電腦病毒」係下列何者？ (A)硬體感染病菌 (B)一種破壞性軟體 (C)帶病細菌潛入主機 (D)磁片污垢 

(   ) 36. 在 Open Office 套裝軟體內，何種軟體屬於簡報軟體？(A) Writer (B)Impress (C) Calc  (D)Draw。 

(   ) 37. 某電腦的「位址匯流排(Address Bus)」有 32 條線，則其記憶空間最多可達多少 Bytes？ (A) 4G (B) 5G (C) 6G (D) 3.5G 

(   ) 38.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A）多工（multitasking）之作業系統可以使用單一 CPU 來達成 （B）交通管制及銀行自動提款可使用批次處

理（batch processing） （C）薪資結算適合使用即時系統（real-time system） （D）當電腦使用兩個以上的 CPU 同時執行同一程式

時，稱為分時處理系統（time-sharing system） 

(   ) 39. 下列有關電腦硬體在資料存取速度比較上何者正確？(A) 快取記憶體＞主記憶體＞暫存器 (B) 快取記憶體＞暫存器＞主記憶體 
(C) 暫存器＞快取記憶體＞主記憶體 (D) 暫存器＞主記憶體＞快取記憶體  

(   ) 40. 下列何者不是磁碟排序方法？（A）FCFS（先進先出） （B）SSTF（最短搜尋時間優先）（C）STF（最短工作優先） （D）SCAN
（掃描法） 

(   ) 41. 合購網站與湊票網站是屬於下列那一種電子商務類型？ (A) B2B ( Business-to-Business ) (B) B2C ( Business-to-Consumer ) (C) C2B 
( Consumer-to-Business ) (D) C2C ( Consumer-to-Consumer )  

(   ) 42. 利用大量封包或大型封包攻擊某一部網路主機，使其網路不堪負荷而癱瘓的攻擊手法稱為：(A)IP Spoofing (B)暴力猜測密碼 (C) DoS  
(D) 中間者攻擊 

(   ) 43. 1GB 等於多少位元組？（A）210 （B）22 （C）240（D）230  

(   ) 44. 計算機硬體組織中可用來作一些選擇、比較、邏輯決策等作業的單元稱為？（A）輸入單元（B）輸出單元（C）算術與邏輯單元（D）

主記憶體。 

(   ) 45. 若邏輯運算 1011 與 0101 的結果為 1110 ，則運算子應為 (A) XOR  (B) AND   (C) OR (D) NAND 

(   ) 46. 下列何者不是作業系統的功能？  (A)記憶體管理   (B)CPU 管理   (C)設備管理   (D)資料庫管理 

(   ) 47. 有一台數位相機擁有 800 萬像素，此處「800 萬像素」是指？ (A)內建儲存容量 (B)記憶卡最大容量 (C)最大可拍攝的解析度 (D)
照片每一個點的顏色成分 

(   ) 48. CPU 可以直接執行的語言為：(A)BASIC 語言  (B)組合語言  (C)高階語言 (D)機器語言 

(   ) 49. 全彩是指 (A) R,G,B 三原色各佔 1 bit (B) R,G,B 三原色各佔 1 byte (C) R,G,B 各佔 3 bits (D) 以上皆非 

(  ）50. IPV6 使用幾個位元來定址？（A）32（B）64（C）128（D）256。 



萬能科技大學 102 學年度碩士班考試試題 

考試所別：  資訊管理系碩士班    考試科目(二）：  管理資訊系統   准考證號碼：            

 
A.  選擇題(60%)請將答案填寫在下面填答處 

 
1. MIS 軟體系統包含那些模組 ? (1)使用者介面(2)企業邏輯功能(3)資料庫(4)以上皆是 
2. 整合性報表在 MIS 上可分成那些報表 ?(1)模擬分析 (2)作業程序 (3)決策分析 (4)以上皆是 
3. 以下何者不是利害關係人? (1)客戶(2)員工 (3)銀行 (4)供應商 
4. 資訊策略和企業策略的關係是什麼？(1)沒有關係 (2)結合對應關係(3)上下關係 (4)以上皆非 
5. 下列何者是其由上而下層級是大大削減為只有二、三層等級? (1)扁平型態 (2)專案型態 (3)矩陣型態(4)以上皆是 
6. 所謂企業本身系統狀況是指(1)企業需求 (2)使用者提出問題 (3)在導入 ERP 之前，企業就有一些 legacy system  (4) 

系統的資訊安全 
7. 當產業本身作業特性是標準化時，應運用(1)ERP 本身的最佳典範作業 (2)客製化 (3)外接程式 (4)以上皆是 
8. 以目前創新產業競爭之下，還有什麼新的扮演角色? (1)改善企業流程 (2)輔助決策分析 (3)創新企業策略結合 IT 策略 

(4)以上皆是 
9. 下列何者是軟體工程的企業應用系統之重點：(1)符合企業的需求(2)系統架構 (3)資料表正規化 (4)以上皆是 
10. 下列何者不是軟體工程內容? (1)軟體設計方法 (2)軟體標準和規範 (3)電腦 (4)軟體開發工具 
11. 下列何者是行動商務的例子(1)現場盤點 (2)訂單查詢 (3)入庫收料 (4)以上皆是 
12. 關鍵性流程重點是在於(1)它是使整個企業複雜流程有附加價值產生的因素 (2)不會影響流程效能的瓶頸所在 (3)產

生不合理流程 (4)以上皆非 
13. 企業流程再造(1)應是超越一般工作流程的轉變 (2)著眼於企業目標和企業效率的成效 (3)為流程而流程再造 (4)以上

皆非 
14. ERP 軟體效能，包括(1)全球環境支援的能力 (2)客戶單層式架構的能力 (3)同質資料庫與平台介面整合能力 (4)非分

散式應用能力 
15. 整體最佳化效益：(1)由各功能別的部門分別運作 (2)使企業發揮最大綜效 (3)部門最佳化是重點 (4)會阻礙企業最佳

化 
16. Extranet、Internet、Intranet 這三種最大差異是? (1)Internet 以企業內部為中心 (2)Intranet 對外角色產生應用功能 

(3)Internet 是企業和另一企業的交易作業 (4)以上皆非 
17. 下列何者不是知識管理系統例子? (1)協同電子會議系統 (2)群組軟體 (3)交易處理系統 (4) 以上皆非 
18. 電子商務是採取何種資訊技術? (1)主從架構 (2)2-Tier (3)Internet (4)以上皆是  
19. Web Service 是指什麼 ? (1)軟體產品 (2)應用功能 (3)網路服務 (4)以上皆是 
20. 在談 ERP 新系統導入時，就會因企業特有的專屬特性，所產生的功能，這就是(1)標準化修改 (2)企業需求和 ERP 新

系統標準功能的差異部份 (3)差異部份不解決 (4)以上皆是 

 

填答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問答題 

1. 行動商務在手機與平板風靡後正蓬勃發展，A.請說明何謂行動商務?(5%)，B.請就您的觀點提出一種可以運用行動商

務創造商機的商業模式，並請詳述其營運架構、營運流程與其可創造之商機。(15%) 

 
 
 
 
 
 
 
 
 
 
 
 
 
 
 

2. 為何企業流程再造的導入一定要和資訊科技整合，其考慮點是在於那裡？(10%) 

 
 
 
 
 
 
 
 
 
 
 
 
 

3. 請說明管理資訊系統的開發專案管理步驟、與各步驟的相關重點內容？(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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