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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每題 4 分 
1. 在 Windows 7 Professional 中，如果要設定「固接式」網路連線的 IP，必須從下列哪一項設定？ 

(A) 電話和數據機  (B) 網路和共用中心  (C) 網際網路選項   (D) 輕鬆存取中心 

2. 關於智慧型手機的定位功能，下列哪一項是非必要條件？ 

(A) 配合的衛星  (B) 手機本身的感測器  (C) 手機本身的軟體  (D) 網路連線 

3. 瀏覽器主要解析的檔案格式為下列哪一項？(A) HTML 檔案 (B) EXE 檔案 (C) DOC 檔案 (D) RAR 檔案 
4. 每一台電腦同時扮演著客戶端（Client）與伺服器端（Server）的角色，所指的是下列哪一項網路架構？ 

(A) P2P 架構  (B) Client/Server 架構  (C) WWW 架構  (D) FTP 架構 

5. 網際網路服務供應者（ISP）所提供的服務最主要是下列哪一項？ 

(A) 連線服務  (B) 線上遊戲  (C) 軟體下載  (D) 影音服務 

6. 當網路上的使用者要存取另一個網路的資料時，需透過下列哪一項來執行網路通訊協定及頻寬的轉換工作？ 

(A) Winsock   (B) Gateway   (C) TCP/IP   (D) COM Port 

7.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的主要目的，在於規範使用電腦處理個人資料時，保護個人下列哪一項權利？ 

(A) 隱私權   (B) 電腦使用權  (C) 智慧財產權  (D) 人格權 

8. 某些商品由於難以差異化，因此在網站上銷售時經常成為下列哪一項戰爭？ 

(A) 廣告戰  (B) 內容戰  (C) 價格戰  (D) 商品戰 

9. 相對於傳統行銷而言，下列哪一項是網路行銷的特性？ 

(A) 將會逐漸完全取代掉企業現有之通路    (B) 是一種與傳統行銷完全不同的新領域 

(C) 是一種需要花費大量人力與成本的重大投資  (D) 是一種以一對一行銷為基礎的行銷方式 

10. 遠距教學系統是下列哪一項概念之應用？(A) 線上學習 (B) 知識管理 (C) 網路社群 (D) 顧客關係管理 

11. 下列關於電子簽章的敘述， 何者不正確？ 

(A) 用來在電腦上辨識身份  (B) 像身份證號碼 (C) 公司團體使用電子簽章來辨別該公司部門或職位等 

 (D) 可信度不高 

12. 在 IE 中， 如果進入一簡體中文頁面時出現亂碼， 應該如何處理？ 

(A) 「網頁/檢視原始檔」 (B) 「工具/網際網路選項/語言」， 再新增所需要的語系 (C) 「網頁/編碼/簡體中文」

 (D) 「網頁/字型」， 再新增所需要的字型 

13. 提供網路服務的供應商一般稱為下列何項？(A) ISP  (B) PPP  (C) TANET  (D) HINET 

14. 關於 TANET 敘述，下列何者正確？(A) 政府機關所使用的內部網路 (B) 提供給教育單位使用的研究網路 (C) 民

間公司所建立的商業網路  (D) 政府提供給所有人民自由使用的網路 

15. 下列哪些是不屬於違法的行為？  

(A) 學生為了求學便利，可任意的複製軟體使用 (B) 不可為了上課影印課本 (C) 購買了版權軟體時，為了保存

可以自己複製多份 (D) 使用無授權的軟體工作， 並在完成工作後將無授權的軟體刪除 

16. 試問新一代的網際網路 IPV6 的位址長度為？ (A) 32 位元 (B) 48 位元 (C) 64 位元 (D) 128 位元 

17. 網路可區分為區域網路、都會網路以及廣域網路，主要是依照下列哪一選項作為區分依據？  

(A) 網路中的電腦數目  (B) 各電腦間距離的遠近 (C) 所使用伺服器的等級 (D) 網路的服務種類 

18. 下列代表政府單位的網域名稱中的類別通稱為何？ (A) com  (B) gov (C) edu (D) org  

19. 下列關於 VLAN 的敘述中不正確的是？ 

(A) VLAN 能分隔網路，減小廣播網域 (B) 不同 VLAN 間的通訊要經過路由器 (C) 同一個埠可以允許多個 

VLAN 的資料通過  (D) VLAN 可以減小網路延遲 

20. 電子商務是指下列哪一項過程？ 

(A)  透過網際網路進行購買、銷售或交換產品 (B)  組織一個電子化市場進行交易 (C)  運用電子化方式進行

交易 (D)  銷售自動化 

＜背面尚有題目＞ 



【乙】每題 6 分 

21. 對於全球電子商務網站之資料中心(Data Center)設計何者為誤？ 

(A)  資料中心的電源設備必有穩壓器及 UPS  (B)  機房應選用耐火，絕緣及散熱性良好建材 

(C)  應以客戶之所在，可考慮跨國建置或租用當地之 ISP (D)  三份以上的資料備份，集中保管 

22. 下列哪一項不屬於企業對企業(B2B)進行電子商務之利益？ 

(A)  企業導入 B2B 電子商務後，可有效降低採購流程成本  (B)  可經由此方式，接觸新客戶且獲取新的利益 

(C)  企業導入 B2B 電子商務後，需準備較多的存貨以滿足顧客需求 (D)  透過 B2B 電子商務，可使採購流程自動

化並提供企業相關採購指引 

23. 關於 WAP 的運作模式，下列哪一項錯誤？ 

(A)  須具備三大元件：客戶端(Client)、無線應用協定閘道(WAP Gateway)和伺服器(Origin Server) 

(B)  目的為 WWW(HTTP 與 TCP/IP)協定及網頁文件內容的轉換 

(C)  若要使用 WAP 網頁，須要額外安裝 MIME 

(D)  須具備兩大元件：客戶端客戶端(Client)、與伺服器(Origin Server) 

24. 關於 Internet 、lntranet 及 Extranet 的敘述，下列哪一項錯誤？ 

(A)  Internet 是透過公眾網路，網網相連的技術或概念    

(B)  Intranet 是企業將 Internet 的技術，如 Java 應用在公司內部事務的電腦化 

(C)  Extranet 是運用 Internet 平台及其技術與公司的供應商等分享資訊的概念  

(D)  Intranet 是運用 lnternet 平台及其技術與公司的供應商等分享資訊的概念 

25. 下列哪項技術可讓員工使用網際網路安全連線回公司網路？  

(A) 虛擬私人網路(VPN) (B) 網路存取保護(NAP) (C) 網路位址轉譯(NAT) (D) 遠端行程呼叫(RPC) 

26. 網際網路所採用的串流技術（Streaming），主要是讓影音資料的遞送與播放達到下列哪一項效果？ 

(A) 影音資料全部傳遞完成之後才開始播放  (B) 影音資料一邊傳遞一邊在用戶端開始播放 

(C) 避免遭到駭客攔截竊取影音資料    (D) 讓影音資料的顏色更鮮豔好看 

27. 關於雲端運算的認知，下列敘述哪一項錯誤？(A) 雲端運算是電腦演進的必然過程  (B) 雲端運算是高空作業

的簡稱 (C) 雲端運算已普遍用在網路應用 (D) 雲端運算已成為電腦技術的主流 

28. 下列有關 Internet 網路主機名稱與 IP 位址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主機變更其名稱時， 其 IP 位址可以不變  (B) 一部主機只能有一個 IP 位址 (C) 主機名稱可隨時變更 

 (D) 主機變更其 IP 位址時，其名稱可以不變 

29. 關於網域名稱系統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網域名稱系統不是唯一的  (B) 即為 DNS(Domain Name 

System)  (C) 其功能是負責將電腦網域名稱轉換成 TCP/IP 數值位址 (D) 網域名稱系統是一種分散的、非中央式

的系統 

30. 關於網路社群服務使用，下列敘述哪一項正確？ 

(A) 社群服務皆可設定朋友的瀏覽權限，所以可放心在已經設定權限的網站放上私密的資料與相片 

(B) 規劃安排一趟國內旅遊，可到各縣市政府觀光局網站、部落格瞭解各種旅遊資訊及配套方案 

(C) 很多網站都是使用暱稱不是本人的真實姓名，所以可在上面為所欲為或謾罵 

(D) 學校附近的便當店漲價或用餐不愉快，可在留言板上罵對方是奸商或黑店 

31. 下列哪一項不是網路社群的主要目的？(A) 預期互惠 (B) 增加認同  (C) 偷窺隱私 (D) 建立自我形象 

32. Commerce One 是屬於下列哪一項模式的網路交易社群？ (A) B2B (B)  B2C  (C)  C2C  (D)  B2E 

33. 下列哪一頂不是行動商務的關鍵成功因素？ 

(A)  互動過程保密化 (B)  消費者連結互動化 (C)  傳輸通路寬頻化 (D)  提供內容群組化 

34. 下列哪一項不是雲端運算的必要基礎？(A) 網路 (B) 儲存 (C) 運算資源（如伺服器或虛擬化技術）(D) 終端設備 

35. 架設電子商務網站時，回應使用者對網頁請求的網站軟體為下列哪一項？ 

(A) FTP 伺服器  (B) 網頁伺服器  (C) SMTP 伺服器  (D) 資料庫伺服器 

36. 在可能存在電氣危險或電磁干擾的 LAN 安裝中，主幹佈線建議使用哪種類型的介質？  

(A) 同軸電纜  (B) 光纖  (C) UTP  (D) STP 

37. 電子商務交易中，組成份子為企業與其相關夥伴，是指下列哪一項型態？(A) B2B (B) B2C (C) C2C (D) P2P 

38. 電子商務之所以能吸引來人們如此高度興趣，是因為對整個商業行為的過程，能產生莫大助益，其功能為何？ 

(A) 降低成本 (B) 降低產品的週期時間 (C) 加速取的客戶的反應 (D) 以上皆是 

39. 下列哪一項是屬於 B2B 行動商務的應用領域？ 

(A)  行動銀行 (B)  行動應用軟體租賃服務業 (C)  行動學習 (D)  無線網路廣告 

40. 下列哪一項目是因電子商務對直接銷售市場帶來的衝擊？(A) 新的銷售管道 (B) 顧客服務 (C)  降低產品週期

 (D)  增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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