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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中學 科技領域科 資訊科技認知考題庫題目卷(詳解)   年   班  座號：     姓名：         

一、 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100 分 

1. (   )請問下列何者為模組化的優點？ (Ａ)將許多小問題合併成大問題一次解決 (Ｂ)程式將可以花較多時間處理複

雜問題 (Ｃ)模組化後的程式較方便維護與修正 (Ｄ)以上皆是。 

答案：(Ｃ) 

解析： 

2. (   )下列有關演算法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解決同一個問題只能用一種演算法 (Ｂ)演算法一定須交由電腦來進

行計算 (Ｃ)演算法可以使用程式碼來表示 (Ｄ)以上皆是。 

答案：(Ｃ) 

解析：(Ａ)解決同一個問題可以有很多種演算法 (Ｂ)簡單的文字敘述呈現的步驟也是一種演算法，不一定須交由電腦來

進行計算。 

3. (   )下列關於霸凌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霸凌只限於校園內 (Ｂ)霸凌有很多種形式 (Ｃ)網路上也會出現霸凌

的行為 (Ｄ)不應該容忍霸凌出現在生活周遭，要勇於為被害者發聲。 

答案：(Ａ) 

解析： 

4. (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不同型態的資料所使用的記憶體相同 (Ｂ)布林值僅有兩種狀態 (Ｃ)電腦使用越多

記憶體執行的速度越快 (Ｄ)以上皆非。 

答案：(Ｂ) 

解析：布林值只有 True 或 False 兩種狀態。 

5. (   )下列關於教育部防制校園霸凌專線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專線電話號碼為 0800-200-885 (Ｂ)為 12 小時免費

專線 (Ｃ)就算是網路霸凌，也可以撥打這支電話尋求協助 (Ｄ)防治霸凌人人有責，就算受凌人不是自己，也

可以幫助他撥打電話求助。 

答案：(Ｂ) 

解析：為 24 小時免付費專線。 

6. (   )安安因為忌妒美美人緣很好，有很多的朋友，所以傳了簡訊罵她，說她交那麼多朋友每個一定都是因為他們家有

錢，甚至說她出賣身體換得朋友。請問下列關於上述事件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安安可能會涉及誹謗罪 (Ｂ

)美美應該要馬上截圖留下證據 (Ｃ)因為安安是私底下傳訊息，所以不會構成任何罪名 (Ｄ)言論自由的前提下

，也要尊重他人，不該口出惡言。 

答案：(Ｃ) 

解析： 

7. (   )奇奇想要檢視自己是否為一位網路成癮者，請問出現下列哪一症狀，代表她可能已經有網路沉迷的狀況？ (Ａ)

專注於網際網路或線上活動，且在下線後仍繼續想著上網 (Ｂ)減少或停止使用網路，會覺得沮喪、心情低落或

是脾氣煩躁 (Ｃ)為了上網不惜影響重要的人際關係、工作、學業或工作機會的損失 (Ｄ)以上皆是。 

答案：(Ｄ) 

解析： 

8. (   )下列何者一定不會構成公然侮辱罪中，「侮辱」的行為？ (Ａ)飆罵他人三字經 (Ｂ)在網路上辱罵他人 (Ｃ)

對他人潑糞 (Ｄ)以上皆是侮辱之行為。 

答案：(Ｄ) 

解析： 

9. (   )在寫「二元搜尋法」的程式時，如果二分位置所表示的數字比目標資料小，要留下哪些數字繼續進行比對？ (

Ａ)留下右半部（後半部）數字 (Ｂ)留下左半部（前半部）數字 (Ｃ)留下前 2/3 部分數字 (Ｄ)留下後 2/3 部

分數字。 

答案：(Ａ) 

解析：(Ａ)因為右半部（後半部）數字比較大，即目標資料在右半部，故留下右半部數字。 

10. (   )小林想讓附圖的程式執行結果不變的情況下，讓執行速度慢一點，請問他可以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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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增加新的「事件」 (Ｂ)增加「等待 1 秒」的指令 (Ｃ)減少副程式移動的距離 (Ｄ)增加主程式重複的次數。 

答案：(Ｂ) 

解析： 

11. (   )均均因為與瑜瑜起爭執，憤而在臉書發布了對瑜瑜的不堪言論，甚至飆國罵，但是她設定只有瑜瑜之外的其他好

友看得到，而瑜瑜從其他好友口中得知消息後，很是氣憤。根據上述情況，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Ａ)均均只是

想抒發她的情緒，所以並沒有錯 (Ｂ)瑜瑜做錯事了，當然要讓大家知道 (Ｃ)因為瑜瑜沒看到言論，所以一定

不構成公然侮辱 (Ｄ)就算瑜瑜沒看到，但是在公開的網路上，並且均均有意讓大家看見，所以可能構成公然侮

辱罪。 

答案：(Ｄ) 

解析： 

12. (   )下列哪一種演算法可以將數字依照順序由小排到大？ (Ａ)二元搜尋法 (Ｂ)循序搜尋法 (Ｃ)選擇排序法 (

Ｄ)以上皆是。 

答案：(Ｃ) 

解析：(Ａ)(Ｂ)為搜尋目標資料的演算法。 

13. (   )下列關於副程式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副程式無法直接執行 (Ｂ)主程式可以透過呼叫來使用副程式 (Ｃ)主

程式一定需要副程式，避免程式碼過於複雜 (Ｄ)以上皆是。 

答案：(Ｂ) 

解析： 

14. (   )大奇在網路的群組聊天室中，辱罵了其中的另一位成員阿明，阿明身心受到重創，大奇的行為可能觸犯了甚麼罪

？ (Ａ)公然侮辱罪 (Ｂ)誹謗罪 (Ｃ)公然侮辱罪及誹謗罪 (Ｄ)沒有犯罪，因為在群組中不是公開的場域。 

答案：(Ｃ) 

解析： 

15. (   )觀察附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在演算法尚未執行前，原始資料應該有 5 項 (Ｂ)此程式可能是「選擇排序法」 (Ｃ)此程式已經執行完畢 (Ｄ)此

程式尚未執行完畢。 

答案：(Ｃ) 

解析：(Ｃ)原始資料不是空的，所以還沒執行完畢。 

16. (   )奇奇在網路平臺上的留言區罵了其他網友三字經，請問奇奇這樣是觸犯了什麼法律？ (Ａ)公然侮辱罪 (Ｂ)公

然誹謗罪 (Ｃ)誹謗罪 (Ｄ)公然侮辱罪及誹謗罪。 

答案：(Ａ) 

解析： 

17. (   )在「選擇排序法」中，附圖的這行程式的空格，應填入下列何者？ 

 

(Ａ)  (Ｂ)  (Ｃ)  (Ｄ) 

。 

答案：(Ｂ) 

18. (   )下列為「選擇排序法」的步驟，關於其步驟之排序，下列何者正確？ 

(甲)接著從未排序的原始資料中找到最小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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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從未排序的原始資料中找到第一個最小的元素，將它加到已排序數列的第一項。 

(丙)將此元素加到已排序數列的最後一項。 

(丁)重複執行前兩項步驟，直到原始資料全部處理完成。 

(Ａ)甲乙丙丁 (Ｂ)丁甲乙丙 (Ｃ)丙甲乙丁 (Ｄ)乙甲丙丁。 

答案：(Ｄ) 

19. (   )為什麼「二元搜尋法」一定要使用已排序的資料？ (Ａ)方便分成一半，取出二分位數 (Ｂ)增加資料的整齊度 

(Ｃ)搜尋會更有效率 (Ｄ)以上皆是。 

答案：(Ａ) 

20. (   )如附圖，請問下列何者為此程式的執行結果？ 

 
(Ａ)  (Ｂ)  (Ｃ)  (Ｄ) 

。 

答案：(Ａ) 

解析：執行結果應為正六邊形。 

21. (   )某女藝人阿奇，忌妒另一知名女星小芳的人氣，而在網路平臺上指控小芳有抄襲歌詞的行為，但是經過證實，小

芳是與另一歌手一起合作，所以並不是抄襲，這樣的行為是下列哪一類別？ (Ａ)散播不實資訊 (Ｂ)散播惡意

資訊 (Ｃ)散播錯誤資訊 (Ｄ)散播演藝資訊。 

答案：(Ｂ) 

解析： 

22. (   )如附圖的程式，請問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Ａ)上圖執行的結果為四個正方形 (Ｂ)執行結果應為往右上方生成圖形 (Ｃ)「移動 30 點」代表圖形的間隔距離為 30 

點 (Ｄ)以上皆是。 

答案：(Ｂ) 

解析：(Ａ)為兩個正方形；(Ｃ)表示邊長為 30 點。 

23. (   )附圖為向右產生間隔相同正方形的程式，小華想將改成為向左產生成間隔相同的正方形，要如何修改程式？ 



 4 

 

(Ａ)改變定位點為（－10,0） (Ｂ)將「重複 5 次」改為「重複－5 次」 (Ｃ)將「右轉 90 度」改為「右轉－90 度」 (

Ｄ)將「移動 30 點」改為「移動－30 點」。 

答案：(Ｄ) 

解析： 

24. (   )請問下列哪一個程式有使用到巢狀迴圈？ (Ａ)  (Ｂ)  (Ｃ) 

 (Ｄ) 。 

答案：(Ｄ) 

解析： 

25. (   )圖(一)為程式執行中的畫面，圖(二)右圖為程式執行完畢的畫面，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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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Ａ)此程式應該是「循序搜尋法」 (Ｂ)觀察圖(一)，目前比對到的資料應該是第 3 項 (Ｃ)觀察圖(二)，欲搜尋之目標

資料應為「6」 (Ｄ)以上皆錯誤。 

答案：(Ｄ) 

26. (   )下列何者是「惡意資訊」？ (Ａ)網路上謠傳吃一百公斤的西瓜會變白 (Ｂ)新聞報導棉花即將停售，民眾要買

要快 (Ｃ) A 議員為了增加自己的支持率，在不確定真相的狀況下，放出對手 B 議員涉嫌貪汙的新聞 (Ｄ)網路

平臺上瘋傳，喝瓶裝水會中風。 

答案：(Ｃ) 

解析： 

27. (   )根據歐洲理事會對「資訊失序」2017 年的報告中，《錯誤資訊》的定義為下列何者？ (Ａ)指資訊雖與事實不符

，但無惡意，也沒有造成傷害 (Ｂ)指與事實不符，為了傷害特定對象或達到某種目的 (Ｃ)符合事實但有惡意

，刻意大肆渲染，造成對方傷害 (Ｄ)符合事實但無惡意，刻意大肆渲染，為求曝光度。 

答案：(Ａ) 

解析： 

28. (   )如果要在報告中使用照片，但是卻不知道要如何運用才不侵權時，可以至哪一圖片授權網站去查詢呢？ (Ａ)臺

灣創用 CC (Ｂ)臺灣創用 DD (Ｃ)臺灣創用 VV (Ｄ)臺灣創用 KK。 

答案：(Ａ) 

解析： 

29. (   )下面為「二元搜尋法」的執行過程，按照先後順序排列，何者正確？ 

(甲)  

(乙)  

(丙)  

(Ａ)甲乙丙 (Ｂ)乙甲丙 (Ｃ)丙甲乙 (Ｄ)丙乙甲。 

答案：(Ａ) 

30. (   )觀察附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此程式應該是「插入排序法」 (Ｂ)此程式應該是「選擇排序法」 (Ｃ)此程式已經執行完畢 (Ｄ)以上皆錯。 

答案：(Ａ) 

解析：(Ａ)(Ｂ)取出的數字是原始資料中的第一項，可以知道是選用插入排序法；(Ｃ)原始資料不是空的，所以還沒執行

完畢。 

31. (   )在小鳥吃蟲的程式中，出現了如附圖的程式碼，請問其中「等待 0.2 秒」的用途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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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增加滑鼠點擊的反應時間 (Ｂ)讓小鳥彎腰的狀態持續 0.2 秒 (Ｃ)滑鼠須點擊超過 0.2 秒小鳥才會彎腰 (Ｄ)可刪除

此程式碼，無任何用途。 

答案：(Ｂ) 

解析： 

32. (   )請問下列何者為軟體開發實務中，副程式的主要功能？ (Ａ)增加程式可讀性 (Ｂ)將主程式的問題拆解成獨立

的模組 (Ｃ)可交由多人設計副程式，整合成一大程式 (Ｄ)以上皆是。 

答案：(Ｄ) 

解析： 

33. (   )在寫「循序搜尋法」的程式時，附圖中一開始設置的變數「位置」應設為多少？ 

 

(Ａ) 0 (Ｂ) 1 (Ｃ) 2 (Ｄ) 3。 

答案：(Ｂ) 

34. (   )下列關於「插入排序法」和「選擇排序法」的比較，何者錯誤？ (Ａ)兩者執行完後的結果是相同的 (Ｂ)兩者

取出數字的順序不一樣 (Ｃ)都只能將數列清單裡的數字由小排到大 (Ｄ)以上皆是。 

答案：(Ｃ) 

解析：「插入排序法」和「選擇排序法」也都可以將數列清單裡的數字由大排到小。 

35. (   )附圖為「循序搜尋法」已執行完畢的畫面，觀察此畫面可以推測出一些結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欲搜尋的目標資料的值應該為 26 (Ｂ)搜尋範圍的數列有 10 個數字 (Ｃ)若沒有找到目標資料，變數「位置」應顯

示為 11 (Ｄ)以上皆不正確。 

答案：(Ｄ) 

36. (   )防範不實資訊的「三不二要」原則中，「二要」是哪兩項原則？ (Ａ)要認清、要查證 (Ｂ)要澄清、要查證 

(Ｃ)要信服、要三思 (Ｄ)要認清、要三思。 

答案：(Ｂ) 

解析： 

37. (   )請問下列何者屬於變數？ (Ａ)數字 (Ｂ)文字 (Ｃ)布林值 (Ｄ)以上皆是。 

答案：(Ｄ) 

解析： 

38. (   )有一程式如下，請問此程式執行後，圖形產生的方向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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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向左 (Ｂ)向右 (Ｃ)向上 (Ｄ)向下。 

答案：(Ｃ) 

解析： 

39. (   )下列哪一個選項，不是防範假新聞或不實消息「三不二要」中的原則？ (Ａ)不輕信 (Ｂ)不散播 (Ｃ)不私藏 

(Ｄ)要查證。 

答案：(Ｃ) 

解析： 

40. (   )請問在何種情況下我們可以使用副程式來簡化主程式？ (Ａ)任務中有許多重複撰寫的程式碼 (Ｂ)任務中有較

為複雜的程式碼 (Ｃ)任務中有可以獨立完成的程式碼 (Ｄ)以上皆是。 

答案：(Ｄ) 

解析： 

41. (   )下列哪一項是不當使用網路的方式？ (Ａ)每天允許自己上網玩遊戲 20 分鐘 (Ｂ)上網吸收更多的正確知識，

並學會篩選何者是假訊息 (Ｃ)每一款新上市的遊戲都要玩到最高等級 (Ｄ)每個禮拜有 1 小時與家人一起玩益

智線上遊戲。 

答案：(Ｃ) 

解析： 

42. (   )如何有效杜絕網路霸凌？ (Ａ)多給予被霸凌者關懷及陪伴 (Ｂ)絕對不可以一昧地跟隨霸凌者，用文字謾罵被

害人 (Ｃ)不要人云亦云，看到網路上有針對同學惡意謾罵的資訊，隨即與師長聯繫，並且協助被害者 (Ｄ)以

上皆是。 

答案：(Ｄ) 

解析： 

43. (   )如果看到周遭的同學遭遇網路霸凌的情況下，怎麼做是最好的方式？ (Ａ)告訴師長，並且告訴所有同學，讓事

情傳開來 (Ｂ)告訴師長，並且低調的協助同學，避免同學遭受二次傷害 (Ｃ)不理會，霸凌者會自知無聊，而

不再冒犯受害者 (Ｄ)不理會，因為介入後，自己也可能會受傷，讓事情更糟糕。 

答案：(Ｂ) 

解析： 

44. (   )在寫「二元搜尋法」的程式時，一開始要將變數「開始位置」設為什麼？ (Ａ)  

(Ｂ)  (Ｃ)  (Ｄ) 

。 

答案：(Ｄ) 

45. (   )附圖是小明家裡附近的簡易地圖，小明放學後，想要去寄信、買飲料還有去百貨公司買東西，最後才回家，請問

對小明最有效率的走法為何？ 

 

(Ａ)學校→郵局→百貨公司→飲料店→小明家 (Ｂ)學校→飲料店→郵局→百貨公司→小明家 (Ｃ)學校→郵局→飲料店

→百貨公司→小明家 (Ｄ)學校→百貨公司→飲料店→郵局→小明家。 

答案：(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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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Ｂ)路線所經過的路徑最短。 

46. (   )如附圖，請問如果要減慢  圖形繪製的速度，程式應如何修改？ 

 

(Ａ)在主程式的  後面增加  (Ｂ)在主程式的  後面增加  (Ｃ)在副程式的  

前面增加  (Ｄ)在副程式的  前面增加 。 

答案：(Ｃ) 

解析： 

47. (   )下列哪一項比較符合資訊科技的定義？ (Ａ)泛指用於管理與處理資訊所採用各種技術的總稱 (Ｂ)指承載、傳

輸和控制資訊的材料及工具 (Ｃ)只有與電腦有關的硬體算是資訊科技 (Ｄ)包括平面媒體及電子媒體等大眾媒

體。 

答案：(Ａ) 

解析： 

48. (   )請問下列哪一個程式執行後為逐漸擴大的五邊形？ (Ａ)  (Ｂ)  (Ｃ) 

 (Ｄ) 。 

答案：(Ａ) 

解析： 

49. (   )附圖中虛線框的積木，應填入下列何者？ 

 
(Ａ)  (Ｂ)  (Ｃ)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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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Ｂ) 

50. (   )如附圖，若要減慢繪製圖形的速度，可將「等待 1 秒」的積木加在哪裡較為適當？ 

 

(Ａ)定位與變數之間 (Ｂ)下筆與重複 3 次之間 (Ｃ)變數與重複 4 次之間 (Ｄ)重複 4 次與移動之間。 

答案：(Ｄ) 

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