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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單選選擇題 40 題（每題 1.5 分）
【3】1. A 銀行每個月底要列印信用卡帳單，最適合採用下列何種作業系統？
即時系統(Real-Time System)
分時處理系統(Time Sharing Pocessing System)
批次處理系統(Batch Pocessing System)
分散式系統(Distributed System)
【2】2.某甲將 R、A、I 三個字母依序放入佇列(queue)中，取出兩個字母後，再放入 N、B、O 三個字母，
又再取出一個字母後放入 W，此時佇列中剩下的字母由前至後依序為何？
 WNBO
 NBOW
 RNBW
 INBW

【1】14.將運算式中序(infix)表示 (A+B)*C 轉換為前序(prefix)表示，下列何者正確？
 *+ABC
 A+B*C
 +AB*C
 AB+C*
【4】15. Java 的程式片段如下：
public static boolean leap(int m){
return((m%400==0)||(m%4==0&&m%100!=0));
}
若呼叫 leap 方法並傳入 2018，下列何者為其回傳值？
2
 18
 true

【1】16.針對二元搜尋樹(binary search tree)的節點數值以下列何種追蹤法(traversal)讀取，可以得到由小到大
的數字順序？
 inorder
 preorder
 postorder
 level order
【2】17.下列哪一種攻擊模式之特徵為使受攻擊網站一時之間無法提供合法使用者服務，與該網站本身是否
存在惡意程式沒有絕對關係？
 Backdoor
 DDOS
 Rootkit
 Ransomware
【1】18.下列何種磁碟機陣列的模式容錯效果最差？
 RAID 0
 RAID 1
 RAID 3

【2】5. A 公司正在尋求一種能管理公司硬體的雲端運算服務，下列何者為此服務？
 DaaS
 IaaS
 PaaS
 SaaS

int main()
{ int i, r=0;
for (i=0; i<=6; i=i+2) r=r+i*2;
 12

cout << r << endl; }
 16

 24

【3】6.假設在學生資料庫中，有學號、姓名、性別、生日、年齡、住址等欄位，下列何者屬於衍生性欄位？
性別
生日
年齡
住址
【3】7.利用硬碟空間模擬主記憶體，使應用程式可用的記憶體空間變大，為下列何項技術？
唯讀記憶體
快取記憶體
虛擬記憶體
隨機記憶體

【3】22.一般而言，下列何種傳輸技術其有效傳輸距離為最短？
 Bluetooth
 HomeRF
 NFC

【1】8.有關 C++的變數宣告 int value = 12; int *ptr = &value;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可用來取得變數的位址
”&”可取得指標所指向變數的內容
 ptr 的值為 12
 value 的值更新為 ptr 的值

【2】23.有關資料結構的特性或運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Linked list 只適合用來建構 Queue，無法建構 Stack 的特性
鍵盤輸入資料會先儲存在類似 Queue 特性的資料結構
 Queue 具 LIFO 的特性
排隊按先後順序用餐與 Stack 處理概念相仿

【2】10. Java 運算式 int a = 142; int b = 72; System.out.println( a | b )，下列何者為其運算結果？
 1.97
 206
 214
 70
【4】11. Java 運算式 int a = 5; int b = 3; a = a ^ b; b = a ^ b; a = a ^ b; 下列何者為其運算結果？
a=6 b=3
a=6 b=5
a=5 b=3
a=3 b=5
【2】12.已知 231x = 1028，請問 x 等於多少？
4
5

6

7

【1】13. IP 位址的第一個數字為 125，表示該位址隸屬於下列哪種網路等級？
 Class A
 Class B
 Class C
 Class D

 28

【1】20. Java 程式中當類別在宣告資料成員時，省略了修飾子，則會預設為下列哪一個存取權限？
 default
 protected
 public
 private
【4】21.下列哪一法律條款將電腦程式列舉為保護對象之一？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商標法
資通安全管理法
著作權法

【1】9. Java 在執行迴圈時，如果需要提前跳出迴圈，可以使用下列何種指令？
 break
 escape
 quit
 exit

 RAID 4

【3】19.下列 C++程式，執行後輸出值為何？

【4】3.某甲想架設一部 WWW 伺服器在網際網路上賣文具用品，他希望儘量節省軟體費用，但是又不希望
使用盜版軟體，基於上述考量，下列何種作業系統最適合某甲？
 Windows 10
 mac OS
 iOS
 Linux
【4】4.冒充銀行名義發出正式的電子郵件要求你回覆個人資料，屬下列何種犯罪手法？
郵件炸彈
竊聽攻擊
木馬程式
網路釣魚

 false

 ZigBee

【2】24.網路申報綜所稅時，國稅局以下列何種技術確認報稅文件為申報人所填報，申報人亦不可否認申報
內容？
 digital identity
 digital signature
 SET
 SSL
【4】25.以瀏覽器連接某一網站時發現出現"https://"的開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連線時雙方交換的資料，發送端不可否認其發送給接收端的資料內容
連線時雙方交換的資料，接收端不可否認其收到發送端送來的資料
連線時雙方交換的資料受 SET 技術保護
連線時雙方交換的資料受 TLS 或同類型技術保護
【請接續背面】

貳、非選擇題 2 大題（每題 20 分）

【4】26.大數據分析的資料存在著資料量大、非結構化、高度異質性等特性，下列何種資料庫工具最不適宜
運用在此類型工作？
 mongodb
 redis
 hbase
 Sybase

第一題：

【1】27. Java 語言的 BufferedReader 類別是將資料讀入下列何處當緩衝區？
陣列
資料庫
檔案
變數

甲 1 枚代幣，規定遊戲一直進行，直到有一方身上沒有代幣才停止。若甲跟乙一開始各有 2 個代幣，請回答

【2】28.下列 C++函數，呼叫 ex(99)的回傳值為何？

下列問題：
（一）假設遊戲進行到第二次丟擲後，還需繼續進行，請問甲身上的代幣可能有幾枚？【6 分】

int ex(int n){

（二）假設遊戲進行到第三次丟擲後，還需繼續進行，請問甲身上的代幣可能有幾枚？【6 分】

if(n!=1) return n+ex(n-1);
else return 1;}
 4946

甲跟乙兩人玩丟擲一枚公正銅板的遊戲，銅板有正反兩面，丟出正面甲給乙 1 枚代幣，丟出反面乙給

（三）假設遊戲進行到第十次丟擲後還沒結束，回顧之前的丟擲結果，在哪幾次丟擲後，甲身上有的
代幣數為 2 枚？【8 分】

 4950

 4954

 4960

【3】29.考量下列 C++程式的宣告後，(p+88)在後續程式中所表示的意義將與下列何者相同？
int a[100],*p=a;
 a[88]元素的值
 a[88]元素的記憶體位址起始值

 a[87]元素的值
 a[87]元素的記憶體位址起始值

【1】30.下列哪一種排序法無論是 average case 或 worst case 計算效能均為 O(nlogn)？
 heap sort
 insertion sort
 quick sort
 selection sort
【1】31.我國洗錢防制法所稱特定犯罪，已將前置犯罪之刑度規定為最輕本刑多久以上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
之罪？
六月
一年
二年
五年
【4】32.甲藉由逃稅不法獲利新臺幣壹佰萬元，嗣以之投資利得壹拾萬元，及存放銀行孳息貳萬元，則依洗
錢防制法規定，甲因洗錢之不法所得為何？
壹拾貳萬元
壹佰萬元
壹佰壹拾萬元
壹佰壹拾貳萬元
【3】33.依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規定，銀行對超商或餐飲業等經常性存入現金達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者，
得於報經調查局如何後，免逐次確認客戶身分及申報？
核示
核准
核備
核定
【2】34.下列何者為洗錢防制法管轄對象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
銀行
銀樓業
證券商
【3】35.請問洗錢三階段之第一階段為何？
辨識(Identification)
彙總(Integration)

期貨商

現有 A、B、C 三個公投方案，已知有 180 萬人對此三個方案進行投票，並得到下列結果：
“超過 2 / 3 且不及 8 / 9 的人贊成 A 方案”
“超過 3 / 5 的人贊成 B 方案”
“超過 5 / 6 的人贊成 C 方案”
（一）試判斷下列各敘述的真僞：【8 分】
1.至少有 45 萬人同時贊成 A、B 二方案。
2.至多 160 萬人同時贊成 A、B 二方案。
3.至少有 20 萬人同時贊成 A、B、C 三個方案。

處置(Placement)

多層化(Layering)

【2】36.依資恐法相關規定，銀行對凍結帳戶主張抵銷，應事先取得下列何單位之決議許可？
司法警察機關
資恐防制審議會
調查局洗錢防制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37.依據「水桶理論」，全球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系統的有效性，取決於防護措施如何的國家？
最弱
最強
普通
不能確定
【4】38.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逃稅是洗錢行為的一種
保管箱潛藏洗錢風險

第二題：

有金流就有可能洗錢
非營利組織並無洗錢風險

【4】39.以銀行為例，下列防制洗錢/打擊資恐之法規位階何者最低？
洗錢防制法
資恐防制法
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
疑似洗錢或資恐態樣
【3】40.就已報請調查局同意免逐次向客戶確認身分及申報之經常性須存入現金達五十萬元以上之業者，銀
行應至少每隔多久審視該交易對象一次？
每月
每季
每年
每三年

（二）試說明上述判斷的理由。【1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