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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請以 2B鉛筆在答案卡上作答。 

         2. 試題、答案卡及計算用紙均需繳回。 

一、 選擇題：(共 50題，每題 2分) 

1. 感應電勢與磁通密度關係為 (A)正比 (B)反比 (C)定值 (D)無關。 
 

2. 將電晶體、電阻、二極體等濃縮在一個矽晶片上之電腦元件稱為 (A)中央處理單元 (B)電晶體 (C)真空管 (D)積體電路。 
 

3. 下列何者提供使用者免費使用一段時間， 期限過後必須付費才能合法繼續使用？ (A)免費軟體 (B)共享軟體 (C)商業軟體 (D)

系統軟體。 
 

4. 當電腦同時執行數個應用程式時，下列何者對於效能的影響最大？ (A)電腦連網速度 (B)光碟機倍速 (C)主記憶體容量 (D)硬碟

容量。 
 

5. 下列何者敘述有誤？ (A)指令是驅動電腦硬體，使用系統資源，或執行特定動作的命令 (B)程式是由一群指令所組成，可執行特

定的工作 (C)軟體是由許多程式所組成，能對使用者之需求，提供完整功能 (D)軟體可分為系統軟體與應用軟體兩大類，作業系

統是屬於應用軟體。 
 

6. CPU是利用哪一種單向匯流排選擇正確的裝置？ (A)信號 (B)資料 (C)控制 (D)位址。 
 

7. IP定址方式為 IPv4，每個 IP位只有幾位元？ (A)4 (B)8 (C)32 (D)16。 
 

8. C語言裡的空指標為 (A)null (B)blank (C)empty (D)not。 
 

9. 下列何者在開放系統互連參考模型(OSI model)中，運作的層次最低？ (A)路由器 (B)中繼器 (C)閘道器 (D)橋接器。 
 

10. 下列關於計算機系統效能評估指標之敘述何者為非？ (A)MFLOPS係指每一秒鐘能執行幾百萬個整數運算 (B)MIPS係指每一秒鐘

能執行幾百萬個指令 (C)Throughput 係指單位時間所完成的工作個數 (D)CPU utilization係指中央處理器的執行時間佔全部時

間的百分比。 
 

11. 在資料結構中，"FIFO"稱為 (A)先進後出 (B)先進先出 (C)只進不出 (D)只出不進。 
 

12. CD音效的取樣頻率通常使用 (A)44.1KHz (B)22.05KHz (C)11.025KHz (D)以上皆非。 
 

13. 若要設計 4M*8位元的記憶體，則需使用幾顆 256K*1位元的記憶晶片？ (A)16 (B)64 (C)128 (D)256。 
 

14. 將顯示器的色彩設定為 24位元的全彩，以 RGB值來代表紅綠藍三種不同的顏色，則每種顏色各有多少種不同程度的變化？ (A)8 

(B)64 (C)256 (D)1024。 
 

15. 下列有關電腦病毒的敘述何者為非？ (A)是一種電腦程式 (B)有開機型、檔案型、混合型等 (C)蠕蟲具有自我複製能力 (D)只要

安裝防毒軟體並更新病毒碼，就一定不會中毒。 
 

16. 印表機是利用下列何種單位表示其列印品質？ (A)PPM (B)DPI (C)BPS (D)BSA。 
 

17. 下列哪種通訊媒體其傳輸速度快、通訊量大且不易受干擾？ (A)同軸電纜 (B)光纖 (C)雙絞線 (D)單線。 
 

18. 下列何者為造成范紐曼瓶頸的主要原因？ (A)運算單元的速度 (B)輸出匯流排的速度 (C)記憶體的大小 (D)記憶體匯流排的速

度。 
 

19. 在 Windows中刪除檔案，被刪除之檔案會先放在下列哪一項中？ (A)資料夾 (B)剪貼簿 (C)資源回收筒 (D)以上皆是 
 

20. 下列何者不是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的特色？ (A)封裝(encapsulation) (B)繼承(inheritance) (C)程序性(procedure) (D)多型

(polymorphism)。 
 

21. 可存放一千一百個文數字，又有抗損性強，安全性高，可傳真和影印，資訊隱藏等優點是何系統？ (A)條碼 (B)二維條碼 (C)RFID 

(D)POS。 
 

22. 有一整數陣列，內含 9個已排序的整數，假設給予一搜尋值 a，並利用二元搜尋法找出搜尋值 a，請問在最壞的情況下，必須要對

此陣列進行幾次搜尋，才能知道搜尋值 a是否存在陣列中？ (A)1 (B)3 (C)4 (D)9 次。 
 

23. 下列何者對資料庫沒有寫入的動作？ (A)查詢 (B)更改 (C)刪除 (D)新增。 
 

24. 有一串激電動機之電流為 25安培，產生 90牛頓-米之轉矩，若磁通未達飽和狀態，試求當電流升高至 30安培時之轉矩為若干牛

頓-米？ (A)62.5 (B)75 (C)108 (D)129.6。 
 

25. 有一導線長 60公分，通以 4安培之電流，置於 10wb m2⁄ 的均勻磁場中，若此導體與磁場夾角為 30度，則導體受力若干牛頓？ (A)6 

(B)8 (C)10 (D)12。 
 

26. 為減少電力輸送過程電能之損耗，電力公司通常採取下列哪種方式輸送電能？ (A)高電壓、高電流 (B)低電壓、低電流 (C)高電

壓、低電流 (D)低電壓、高電流。 
 

27. 關於排序與搜尋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所謂排序，就是將資料排列成某種特定的順序 (B)在一群資料中，尋找合於條件的

資料，這個過程稱為資料的搜尋 (C)經過排序後的資料較有利於以後的資料處理 (D)透過排序的動作可在一群資料中找到合於條

件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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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請以 2B鉛筆在答案卡上作答。 

         2. 試題、答案卡及計算用紙均需繳回。 

28. 請問欲確認電路上某一規格電阻元件實際值，應將三用電表撥電阻檔並將量測正負兩極(紅黑兩極)端子 (A)對已通電電路上已連

接好的電阻元件進行量測 (B)對未通電電路上已連接好的電阻元件進行量測 (C)對完全獨立未連接任何電路之電阻元件進行量測 

(D)對已連接電源供應器之電阻元件進行量測。 
 

29. 下列何種家庭電器耗用電力最大？ (A)電視機 (B)洗衣機 (C)電冰箱 (D)電熱水器。 
 

30. 設i1(t) = 10 sinωtA，i2(t) = 10 sin(ωt − 90°)A，則i1 + i2之最大值為 (A)20 (B)20(2)0.5 (C)10 (D)10(2)0.5 A。 
 

31. 在兩磁極(固定)的空隙中夾入一鐡塊，則其作用力將 (A)增大 (B)減小 (C)不變 (D)不一定。 
 

32. 有一 160伏特之分激電動機，其分激場電阻為 40歐姆，電樞電阻為 0.5歐姆，滿載時線電流為 60 安培，電刷壓降為 3伏特，轉

速為 1800rpm，若不考慮電樞反應，則滿載時之反電勢為若干伏特？ (A)129 (B)119 (C)109 (D)99。 
 

33. 直流電動機的電樞反應使得磁中性面 (A)順轉向移動一個角度 (B)逆轉向移動一個角度 (C)位置不變 (D)無關。 
 

34. 下列何種直流電動機最適合應用於定轉速負載？ (A)串激電動機 (B)分激電動機 (C)差複激電動機 (D)他激電動機。 
 

35. 在無載或輕載時，下列何者有轉速過高的危險？ (A)串激式直流電動機 (B)分激式直流電動機 (C)三相感應電動機 (D)三相同步

電動機。 
 

36. 兩部直流他激式發電機並聯運轉，若 A機的感應電壓為 110V，B機的感應電壓為 105V，A機的電樞電阻為 0.1歐姆，B機的電樞

電阻為 0.05歐姆，A機的輸出電流為 100A，兩機的合併的輸出電流為多少？ (A)50 (B)100 (C)150 (D)200 A。 
 

37. 一個 100VA、120/12V的單相變壓器改接成升壓自耦變壓器，其一次側電壓為 120V，則此自耦變壓器的最大操作額定為 (A)1200 

(B)1100 (C)120 (D)110 VA。 
 

38. 變壓器鐵心均用薄矽鋼片疊成，其功用是減少 (A)體積 (B)重量 (C)渦流損失 (D)磁滯損失。 
 

39. 220V、120kW之三相負載，功因為 0.8滯後，若以 11400V之三相電源供電，由三具單相變壓器以 Y-Y接線供電，則每具單相變壓

器的額定電壓為 (A)11400/220V (B)11400/127V (C)6582/220V (D)6582/127V。 
 

40. 比流器之二次側不可 (A)開路 (B)短路 (C)串聯電流表 (D)串聯過電流電驛。 
 

41. 繞線式轉子之三相感應電動機，若在轉子加電阻，則？ (A)啟動轉矩變小且最大轉矩不變 (B)啟動轉矩變大且最大轉矩不變 (C)

啟動轉矩變大且最大轉矩變小 (D)啟動轉矩變小且最大轉矩變大。 
 

42. 某三相感應電動機，在全壓啟動時，其線路電流為 120A，啟動轉矩為 150Nt-m，今欲以降壓自耦變壓器來啟動，在啟動時所加的

電壓為線路電壓的 80%，試求：(1)電源側的啟動電流為何？ (2)電動機側的啟動轉矩為何？ (A)86A，96Nt-m (B)76.8A，86Nt-m 

(C)76.8A，96Nt-m (D)86A，78Nt-m。 
 

43. 考慮作業系統中的虛擬記憶體管理(Virtual Memory Management)機制。假設系統僅有三個頁框(frame)記憶體。我們追蹤一個特

定的處理程序(process)開始執行之後所進行的記憶體存取動作，發現其所存取的邏輯記憶體頁面(page)編號分別為：7、0、1、2、

0、3、0、4、2、3(計共十次)。倘若開始時，記憶體的三個頁框是空的，試問 LRU(Least-Recently-Used)的頁面替換演算法所產

生的尋頁缺失次數為何？ (A)7 (B)8 (C)9(D)10 次。 
 

44. 三相感應電動機之速率與下列因素何者有關？ (A)電壓 (B)頻率 (C)定子匝數 (D)以上皆非。 
 

45. 若三相感應電動機之端電壓降低 5%，則穩態轉矩約降低 (A)9.75% (B)5% (C)2.5% (D)不變。 
 

46. 並聯接於感應電動機電源側之電容器，主要目的為何？ (A)使電源側的無效功率減少 (B)調整電動機轉軸轉速 (C)使電源側的有

效功率減少 (D)減少電動機輸出轉矩。 
 

47. 同步電動機的轉子加裝阻尼繞組之目的在於？ (A)增加感應電勢 (B)減少漏電抗 (C)防止追逐現象 (D)改善輸出電壓波形。 
 

48. 同步電機的電樞反應與電樞電流之關係為？ (A)大小及相位無關 (B)僅與大小有關 (C)僅與相位有關 (D)大小及相位有關。 
 

49. 下列敘述有關三相同步電動機的特性，何者正確？ (A)機械負載轉矩在額定範圍增加，而其轉速會降低 (B)機械負載轉矩在額定

範圍增加，而其轉速維持不變 (C)激磁電流在額定範圍增加，而其轉速會降低 (D)激磁電流在額定範圍增加，而其轉速會昇高。 
 

50. 原為短節距之同步發電機電樞繞組，不改變線圈匝數下，改採全節距繞組方式，則 (A)可節省末端連接線 (B)感應電勢較高 (C)

可以改善感應電勢的波形 (D)導體間互感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