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102 學年度第二學期轉學生招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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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考證號碼： 
 

注意 
事項 

十七、 本試題計 40 題，甲部分 20 題，每題 4 分；乙部分 20 題，每題 6 分，兩者合計共 200 分。每題都有
(A)(B)(C)(D)四個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請將正確的答案選出，然後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相對位置
方格範圍內，用 2B 鉛筆全部塗黑，答對者得題分，答錯與不答者該題以零分計。 

十八、 請先將本試題准考證號碼方格內，填上自己准考證號碼，考完後將「答案卡」及「試題」一併繳回。

 

【甲】每題 4 分 

201. 以下針對多媒體應用的描述，何者正確(A)多媒體的應用只能應用在電影(B)多媒體就是指電視(C)多媒體包含文

字、音訊、影像、動畫、視訊(D)多媒體應用只針對數位學習 

202. 下列哪一個軟體跟多媒體製作無關(A)illustrator(B)PhotoShop(C) Packet tracer(D)flash 

203. 類比音效需進行轉換成數位訊號後才能由電腦處理,那些因素決定轉換後的準確性(A)取樣率與取樣量(B)電腦設備

(C)耳機(D)喇叭 

204. 下列哪些針對動畫的描述是不正確的(A)有 2D 動畫(B)有 3D 動畫(C)2D 加 3D 動畫即為 5D 動畫(D)3D 是立體動畫 

205. 有關電子書的敘述何者正確(A) 擁有許多豐富的超連接影像和文字(B) 讀者可以隨心所欲的決定自己的閱讀順序

(C) 電子書的現有的格式，有 PDF、HTML、XML、TXT、Word、EBK、DynaDoc 等(D)以上皆是 

206. PDF 格式是很普及的一種電子文件標準。以下針對 PDF 說明何者正確(A) PDF 電子檔受限平台、字體、軟體和

版本的影響，難以推廣。(B) Acrobat Reader 是一套需付費下載使用的共享軟體(C) PDF 也是一種電子書格式(D)以
上皆是 

207. 有關色彩學的色相的說明，何者正確(A) 指各種色彩(B) 像黑、白、灰這種沒有顏色的色彩，就稱為「無彩色」      
(C) 其他有顏色的色彩，則都是「有彩色」(D)以上皆是 

208. 有關色彩模式中的 RGB 模式說明，何者正確 (A)色光中 強是 255， 弱是 0 (B) RGB 是指光的三原色(C) 每一

種色光都有 256 種光線強度(D) 以上皆是 

209. 有關向量圖的說明，何者正確(A) 向量圖的檔案大小決定在於圖形的複雜度(B)向量圖的檔案大小決定在於圖形的

大小(C)向量圖拉得多大，檔案的大小也會跟著變大(D)以上皆是 

210. 有關影像儲存格式，何者正確(A)TIF 是跨平台的非破壞性壓縮模式的影像格式(B)BMP 屬於非壓縮的影像類型

(C)PSD 是 Photoshop 軟體專用格式(D)以上皆是 

211. MP3 是一種有名的音訊檔案格式，以下說明何者正確(A) MP3 的壓縮技術是屬於失真性的壓縮格式(B) 一種採用 
MPEG 編碼技術壓縮與解壓縮的聲音檔案格式(C) 可以將 WAV、CD 音樂等檔案壓縮到很小(D) 以上皆是 

212. 有關 MPEG 視訊壓縮格式說明，何者正確(A)視訊壓縮的目的是在盡可能保證視覺效果的前提下減少視訊資料率 
(B) MPEG-1 是 1992 年 早定義出的影音格式(C) MP4 技術的優越性要遠遠勝過 MP3 (D)以上皆是 

213. 有關視訊檔案格式敘述，何者正確(A) RM 格式是 CISCO 所研發的影音格式 (B) AVI 格式是破壞性壓縮，所以不

太佔用空間(C) AVI 影片格式是由微軟所研發 (D) 以上皆是 

214. 有關動畫說明，何者正確(A)利用人類近視效果使連續貼圖的方式快速播放像連續動作(B)播放動畫的速度單位為

fps (C)影格速率太高，會讓動畫看起來不順暢(D)以上皆非 

215. 有關動畫的製作流程，以下說明何者有誤(A) 畫面分鏡頭草圖是繪畫鏡頭畫面創作設計的重要依據(B)動畫的製作

不需要各種專業人才(C)  場景設定方面也分成場景的規劃與建物或是自然景的設定兩個主要的部分。(D) 導演自

身應具備審美素養和藝術內涵 

216. 以下何者為 3D 動畫製作軟體(A)Word (B) EXCEL (C)3ds Max (D) Construct 2 

217. 有關多媒體網頁以下說明何者正確(A) WWW 主要以主從架構的模式運作(B) URL 就是 WWW 伺服主機的位址

(C) WWW 上所看到的每一個頁面都可以稱為網頁(D)以上皆是 

218. 有關 HTML 文件，何者說明正確(A) HTML 標籤中 font 是對圖像做變化(B) HTML 標籤中 font 是對文字做變化

的標籤(C) HTML 標籤中 font 是設定連結(D) HTML 標籤中 font 是動畫屬性設定 

219. 針對 PhotoImpact 中的百寶箱設計說明，何者正確(A)  它將所有的筆刷、特效濾鏡、影像處理等功能全都集結在

一起(B)  「百寶箱」分成兩個部分──「圖庫」及「資料庫」(C)  百寶箱中資料庫提供各式遮罩、輪廓、路徑

等等資料元件來豐富頁面。 (D)以上皆是 



220. 何者是黃金比例剪裁的比例(A)1:2(B)1:1.314(C)1:0.989(D)1:1.618 

                          ＜背面尚有題目＞ 

 

【乙】每題 6 分 

221. 下列何者不是 PhotoImpact 中特效/藝術工具內的指令(A)印象畫(B)手指畫(C)水彩(D)文字 

222. 有關 Flash 說明，何者正確(A) Flash 提供了「補間動畫」功能(B) Flash 軟體也是採用將每個動作繪製在每一格影

格裡的方式 (C) Fla 是 Flash 影片的原始檔案格式(D)以上皆是 

223. 有關 SWF 動畫說明，何者正確(A) Flash 軟體所製作出來的動畫格式(B) 他通常檔案比較大(C)屬於向量格式，會

失真(D)以上皆是 

224. 在 Flash 中，當圖層顯示何種的符號，表示目前正在編輯的圖層(A)星星(B)天使(C)鉛筆(D)橡皮擦 

225. 以下哪一種是 Flash 軟體中的時間軸中的影格種類(A) 一般影格(B)  關鍵影格(C)  空白關鍵影格(D)以上皆是 

226. 3dsMax 中以下哪一材質是材質編輯器中的材質(A) Standard（ 標準材質） (B) Blend（ 混合材質）(C) 
Multi/Sub-Object（ 多重材質）(D)以上皆是 

227. 3DSMax 中以下哪一貼圖系統不是材質編輯器中的預設貼圖系統(A) 2D Maps (B) 3D Maps (C) Compositors (D)5D 
Maps 

228. 3DSMax 提供的物理運算工具可以協助做哪一個動作(A) 鋼體物件之碰撞(B) 布料模擬(C) 行進間動態碰撞(D)以
上皆是 

229. 何者非影像軟體(A)Photoshop (B) Flash (C)Fireworks(D) PhotoImpact 

230. 有關色彩學的彩度的說明，何者不正確(A) 色彩中純色的飽和度(B) 飽和度愈低表示色彩愈鮮艷 (C) 區分色彩的

鮮濁程度(D) 某個顏色中加入其他的色彩時，它的彩度就會降低 

231. 有關色彩學的明度的說明，何者不正確(A) 明度是指色彩的明暗程度(B) 明度相當於色彩強度(C) 越暗的紅色明度

越高(D) 越淡的紅色明度越高 

232. 有關色彩模式中的 HSB 模式說明，何者正確(A) H（色相）(B) S（飽和度）(C) B（亮度）(D)以上皆是 

233. 有關像素與解析度何者正確(A) 像素就是螢幕上的 LED 燈(B) 位元是電腦像素的 小計算單位(C) 影像解析度

（ppi）的意思是指每平方公分所包含的像素數量(D) 300 ppi 來說，表示每平方公尺裡有 300 個像素 

234. 動畫製作流程中，製作階段沒有以下哪一個項目(A)分鏡(B)攝影(C)錄音(D)合成 

235. 有關虛擬實境敘述，何者正確(A)  一個 2D 的虛擬世界(B)  可以 360 度全方位地觀看實境成果(C)一種尚未實現

的科技(D)PhotoShop 是製作虛擬實境的軟體 

236. 有關電腦顯示卡，何者描述不正確(A) 顯示卡能夠將從電腦傳送來的訊號轉變為螢幕上的視訊(B) 顯示卡中的記憶

體稱為視訊記憶體（Video RAM）(C) 顯示卡不可內建於主機板上(D)  它能夠決定螢幕的更新頻率、色彩總數以

及解析度 

237. 有關磁碟陣列描述，何者正確(A)可以達到備份功能(B) 可以達到加速讀取功能(C) 可以達到擴大硬碟容量功能  
(D)以上皆是 

238. 有關光碟說明，何者不正確(A) CD-RW 光碟片是一種可重複寫入及抹除光碟資料的光碟片(B) DVD-Video 光碟

（數位影音光碟）則是目前 常見的 DVD 產品(C)  藍光光碟的容量比 DVD 少(D) 我們可以利用藍光光碟儲存

高畫質的影音及高容量的資料 

239. 有關 PNG 影像檔案，何者不正確(A)包含 JPG 和 GIF 兩種格式特性(B)破壞性壓縮(C)檔案容量會比 JPG 大(D)具有

全彩顏色特性 

240. 哪一個不屬於音訊格式(A)JPG(B)MP3(C)WMA(D)M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