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南藥理大學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轉學生招生考試
考試科目（二）多媒體概論試題【四技三年級】

本試題共 1 張 2 面
准考證號碼：

注意
事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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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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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針對多媒體設備說明何者錯誤 (A)CRT 螢幕比 LCD 螢幕重 (B)音效卡將電腦數位音訊轉為類比音訊 (C)喇叭用來
撥放音效 (D)電腦不是多媒體撥放設備

2.

有關電子書的敘述何者正確(A)內容可以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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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D)以上皆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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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 (B)多媒體就是指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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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將三原色的紅光加綠光會呈現下列何種色光(A)白光 (B)黃光 (C)藍光 (D)橘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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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不是一種電子書格式 (C) Acrobat Reader 是一套無須付費下載使用的共享軟體 (D)
以上皆是

6.

下列哪些針對動畫的描述是不正確的(A)2D 是指平面動畫 (B)有 3D 動畫 (C)2D 加 3D 動畫即為 6D 動畫 (D)3D 是
立體動畫

7.

以下模式何者不屬於色彩模式(A) HSB (B)RGB (C)CSG (D)CMYK

8.

有關電腦繪圖的說明，3D 動畫指的 3D 為何(A)XYZ 軸向 (B)UV 座標 (C)HSB (D)RGB

9.

有關影像儲存格式，何者錯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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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Photoshop 軟體專用格式 (D)PDF 是一種電子書格式

10. 下列何者不是電腦繪圖的操作特性 (A)易於圖層修改 (B)易於色彩調整 (C)易於複製元件 (D)易於點陣轉換向量
11. 下列哪個造形形式,較不容易產生空間感(A) 透視 (B)重疊 (C)放射 (D)反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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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格式是由 CISCO 所研發
(C)AVI 格式是破壞性壓縮，所以不太佔用空間 (D)以上皆非
13. 有關網頁說明，何者正確(A)靜態網頁是指單純使用 ASP 語法構成的網頁 (B)HTML 並不是網頁語法 (C)動態網頁
又可依執行程式的位置區分為「客戶端處理」與「學校端處理」兩種 (D)以上皆非
14. 以下何者不是網頁製作軟體(A)FrontPage (B)Dreamweaver (C)construct 2 (D)Namo WebEditor
15. 那個是伺服器端的網頁語言(A)word (B)PHP (C)RPG (D)SRPG
16. 以下何者為 3D 動畫製作軟體(A)Word (B)Linux (C)Maya (D)Construct 2
17. HTML5 的特色，何者說明不正確 (A)HTML5 新增語意標籤明確表示網頁的結構 (B)<sidebar> 是新增的標籤
(C)<section> 是新增的標籤 (D)<p>是新增的標籤
18. 下列色彩在中國、日本、與古希臘時代皆象徵高貴莊重(A)黃色 (B)白色 (C)黑色 (D)紫色
19. 何者是有關黃金比例剪裁(A) 1:1.618 (B)1:1.7 (C)1:0.989 (D) 1:2
20. 下列何種方法對於電腦影像處理與向量繪圖的學習沒有直接幫助(A)素描 (B)作品臨摹 (C)寫作 (D)攝影

【乙】每題 6 分
21. 下列哪些屬於向量繪圖的著色方式(A)平塗 (B)漸層 (C)樣式圖案 (D)以上皆是
22. 下列何者不屬於桌面排版軟體(A)flash (B)Indesign (C)Pagemaker (D)QuarkXPress
23. 以下哪一種是 Flash 軟體中的時間軸中的影格種類(A)Z 軸影格 (B)關鍵影格 (C)多重影格 (D)隱形影格
24. 下列何種圖檔格式可以在向量繪圖軟體中開啟並進行編輯 (A)JPEG (B)PDF (C)EPS (D)PSD

＜背面尚有題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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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結束材質）(C)JUMP（跳躍材
質）(D)FLY(飛行材質)
26. 下列何者不屬於圖形處理軟體(A)Photoshop

(B)CorelDraw (C)InDesign

(D)Freehand

27. 下列何者是 PhotoImpact 中特效/藝術工具內的指令(A)印象畫 (B)手指畫 (C)水彩 (D)以上皆是
28. 下列何者不是造型構成要素中，必備的絕對要素(A)型態 (B)質感 (C)空間 (D)文化
29. 下列何種組合為畫家所運用的色料三原色(Ａ)黃、紫、綠 (B)黑、綠、黃 (C)紅、綠、藍 (D)黃、紅、藍
30. 設計師在為薄荷類糖果設計包裝時，多會採用下列何種色彩(A)橘色 (B)綠色 (C)咖啡色 (D)黃色
31. 何者非影像軟體(A)Photoshop (B)Maya (C)Fireworks(D)PhotoImpact
32. 有關色彩模式中的 CMYK 模式說明，何者正確(A)C=青色 (B)M= 藍色 (C)Y= 綠色 (D)K= 青色
33. 有關色彩模式中的 HSB 模式說明，何者正確(A)H（色相）(B)S（亮度）(C)B（飽和度）(D)以上皆非
34. 燈泡的色溫偏低，因此會造成燈泡呈現較多的何種現象(A) 短波長 (B)色光 (C)常波長 (D)原色
35. 在動畫製作流程中，製作階段沒有以下哪一個項目(A)分鏡 (B)攝影 (C)錄音 (D)企劃
36. 下列舞台所使用的燈光照明，何者最明亮(A)黃光 (B)橘光 (C)藍光 (D)綠光加紫光
37. 電腦繪圖領域中，電腦動畫是因為加入了下列何種元素形成的(A)空間 (B)時間 (C)聲音 (D)以上皆是
38. 在動畫製作流程中，前製階段沒有以下哪一個項目(A)企劃 (B)攝影 (C)人物設定 (D)擬定主題
39. 如果希望縮小點陣圖檔案大小，但要維持相同的圖檔解析度，何者描述不正確(A)調整對比，減少影像色彩數量 (B)
轉換成索引模式 (C)將圖檔轉成灰階 (D)將檔案匯入向量軟體
40. 那一裝置不是儲存裝置(A)USB 隨身碟 (B)SSD 硬碟 (C)DDD 硬碟 (D)SATA 硬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