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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3 )「原題號 1001」欲使用校園無線網路，應使用那組帳號登入？ (1) 身分證號 (2) 學號 (3) E-

mail 帳號 (4) 校務系統帳號 (5) 健保卡號 

002.( 1 )「原題號 1002」環球科技大學校園無線網路的服務設定識別碼（Service Set Identifier, 

SSID）是？ (1) TWU (2) CCIS (3) OAA (4) OSA (5) iTaiwan 

003.( 5 )「原題號 1003」使用環球校園資訊導覽機時，可以用哪張卡？於感應區感應後，就能取得個

人專屬的訊息？ (1) 身分證 (2) 健保卡 (3) 信用卡 (4) 提款卡 (5) 學生證 

004.( 4 )「原題號 1004」下列有關環球 RFID 學生證的應用，何者為非？ (1) 感應門禁進入圖書館 (2) 

學校校門門禁 (3) 使用自由上機電腦教室的電腦 (4) 提款 (5) 使用環球校園資訊導覽機 

005.( 4 )「原題號 1005」有關目前環球校園導覽機的功能與用途，何者為非？ (1) 拍大頭貼 (2) 讀取

個人專屬訊息 (3) 校園最新訊息 (4) 卡拉 OK 歡唱 (5) 校園導覽 

006.( 2 )「原題號 1006」環球科技大學的網域名稱(Domain Name)為？ (1) dyu.edu.tw (2) twu.edu.tw 

(3) uuu.com.tw (4) twu.org (5) yuntech.edu.tw 

007.( 4 )「原題號 1007」環球科技大學首頁資訊服務中，目前所提供的學生資訊系統，尚不包含下列

何者？ (1) 學生學習歷程平台 (2) 招生推薦系統 (3) 課表查詢 (4) 104 人力銀行 (5) 學生滿意度

調查 

008.( 5 )「原題號 1008」有關環球科技大學丁東德先生紀念圖書館的服務項目，何者為非？ (1) 館內

閱覽 (2) 館際合作 (3) 線上中西文電子資料庫 (4) 多媒體資料 (5) 繳交學雜費 

009.( 2 )「原題號 1009」學生欲使用環球網路學園(http://el.twu.edu.tw)進行線上學習，登入系統的帳號

是？ (1) 身分證號 (2) 學號 (3) E-mail 帳號 (4) 校務系統帳號 (5) 健保卡號 

010.( 2 )「原題號 1010」目前資訊中心提供給學生的網路硬碟空間(包含郵件與 web 服務)容量有多少？ 

(1) 100MB (2) 200MB (3) 300MB (4) 500MB (5) 1TB 

011.( 5 )「原題號 1011」若不慎忘記電子郵件信箱的密碼，可攜帶證件(如學生證、身分證…等)至哪一

個單位申請密碼回復？ (1) 學務處 (2) 各系的系辦 (3) 總務處 (4) 校長室 (5) 資訊中心 

012.( 4 )「原題號 1012」有關環球科技大學學生郵件帳號的應用，下列何者為非？ (1) 網路郵局收發

E-mail (2) 個人網頁空間 (3) 檔案傳輸 FTP (4) 線上填寫請假單 (5) 校園無線網路 

013.( 3 )「原題號 1013」有關校園智慧財產權的說明，下列何項敘述為非？ (1) 不應使用違法的軟體 

(2) 書籍未經授權不應複印 (3) 有好聽的 MP3 要分享給同學下載 (4) 轉貼訊息要註明出處 (5) 沒

有獲得合法授權不使用 

014.( 4 )「原題號 1014」有關環球學生校務資訊系統所提供的服務，下列何者為非？ (1) 選課(初、加

退選、抵免...) (2) 出缺勤、請假 (3) 繳費狀況查詢 (4) 公保異動作業 (5) 學籍資料查詢 

015.( 1 )「原題號 1015」本校在您入學時，提供給您使用的電子郵件信箱帳號(即@符號前的字串)為

何？ (1) 小寫 s 加您的學號 (2) 身分證號 (3) 健保卡號 (4) 您的生日 (5) 您的英文姓名 

016.( 2 )「原題號 1016」目前環球資訊中心所在位置是？ (1) 創意樓四樓 (2) 存誠樓三樓(MA308) (3) 

存誠樓五樓 (4) 圖書館 (5) 務實樓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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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 5 )「原題號 1017」目前環球校園資訊導覽機的裝設地點，何者為非？ (1) 蝶源步道 (2) 資訊中

心穿堂 (3) 務實樓 1 樓穿堂 (4) 研發處穿堂 (5) 校門口 

018.( 1 )「原題號 1018」除資訊講堂(MA309)外，資訊中心尚提供哪間自由上機電腦教室，可讓同學於

課餘時間可操作電腦？ (1) 自遊學堂(MA311) (2) 存誠樓(MA407) (3) 創意樓(AS402) (4) 創意樓

(AS406) (5) 存誠樓(MA410) 

019.( 2 )「原題號 1019」環球科技大學首頁網址為？ (1) http://www.cgu.edu.tw/ (2) 

http://www.twu.edu.tw/ (3) http://www.dyu.edu.tw/ (4) http://www.niu.edu.tw/ (5) 

http://www.edu.tw/ 

020.( 1 )「原題號 1020」環球科技大學丁東德先生紀念圖書館首頁網址為？ (1) 

http://www.lib.twu.edu.tw/ (2) http://ndltd.ncl.edu.tw/ (3) http://www.lib.yuntech.edu.tw/ (4) 

http://lib.dyu.edu.tw (5) http://www.ncl.edu.tw/ 

021.( 3 )「原題號 1021」本校有加入 TANet 無線網路跨校漫遊交換，當同學去到別所同樣有加入跨校

漫遊的學校時，可使用哪組帳號登入，便可使用該校的無線網路？ (1) 身分證號 (2) 學號 (3) E-

mail 帳號 (4) 校務系統帳號 (5) 健保卡號 

022.( 1 )「原題號 1022」下列環球提供給學生的資訊服務中，哪一項是可以讓學生無論何時何地，仍

可透過網路在線上學習？ (1) 環球網路學園 (2) 招生推薦系統 (3) 物品招領系統 (4) 線上請假系

統 (5) 線上選課系統 

023.( 2 )「原題號 1023」下列環球提供給學生的資訊服務中，哪一項是可以讓學生記錄在學期間的點

點滴滴(如獲獎訊息、打工心得、生活札記...)？ (1) 環球網路學園 (2) 學生學習歷程平台 (3) 招生

推薦系統 (4) 物品招領系統 (5) 線上選課系統 

024.( 4 )「原題號 1024」下列環球提供給學生的資訊服務中，哪一項是可以讓在校生透過推薦學弟妹

就讀本校，就能獲得「我愛環球獎學金」？ (1) 環球網路學園 (2) 學生學習歷程平台 (3) 物品招

領系統 (4) 招生推薦系統 (5) 線上選課系統 

025.( 4 )「原題號 1025」下列環球提供給學生的資訊服務中，哪一項是可以讓在校生透過網路請假？ 

(1) 環球網路學園 (2) 招生推薦系統 (3) 物品招領系統 (4) 線上請假系統 (5) 線上選課系統 

026.( 3 )「原題號 1026」下列環球提供給學生的資訊服務中，哪一項是可以讓學生查詢掛號郵件、包

裹招領？ (1) 環球網路學園 (2) 招生推薦系統 (3) 物品招領系統 (4) 線上請假系統 (5) 線上選

課系統 

027.( 2 )「原題號 1027」本校目前提供給行動載具(如智慧手機、iPad…等)，使用的整合型網頁網址

為？ (1) http://www.cgu.edu.tw/ (2) http://m.twu.edu.tw/ (3) http://www.dyu.edu.tw/ (4) 

http://www.niu.edu.tw/ (5) http://www.edu.tw/ 

028.( 2 )「原題號 1028」本校目前提供給行動載具(如智慧手機、iPad…等)，可進行線上學習的服務除

「播客影音學習」外，還有哪一個？ (1) 招生推薦系統 (2) 環球網路學園 (3) 線上選課系統 (4) 

招生推薦系統 (5) 物品招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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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 2 )「原題號 1029」如欲變更個人電子郵件帳號的密碼，應於登入電子郵件系統後，先點選哪一

項功能按鈕，再點「變更密碼」按鈕？ (1) 網路硬碟 (2) 設定 (3) 郵件規則 (4) 收外部信 (5) 

信匣管理 

030.( 5 )「原題號 1030」本校學生資訊系統目前提供的查詢功能中，尚不包含哪一項？ (1) 課表查詢 

(2) 課程授課大綱查詢 (3) 教室課表查詢 (4) 教師課表查詢 (5) 火車車次查詢 

031.( 4 )「原題號 1031」教育部的 UCAN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https://ucan.moe.edu.tw)，本校學生可以

使用哪一組帳號登入應用？ (1) 身分證號 (2) 提款卡號 (3) E-mail 帳號 (4) 學生校務系統帳號 

(5) 健保卡號 

032.( 4 )「原題號 1032」教育部的 UCAN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https://ucan.moe.edu.tw)，尚不包含哪項

服務？ (1) 職業興趣探索 (2) 職能診斷 (3) 診斷諮詢服務 (4) 交通車時間查詢 (5) 能力養成計

畫 

033.( 3 )「原題號 1033」e-Portfolio 學生學習歷程平台(http://ep.twu.edu.tw/)，尚不包含哪項功能？ (1) 

編寫網誌 (2) 上傳相簿 (3) MP3 下載 (4) 個人簡介 (5) 留言板 

034.( 1 )「原題號 1034」當我有想看的書，若圖書館的館藏沒有，此時可透過哪個系統，向圖書館建

議？ (1) 圖書推薦整合系統 (2) 數位典藏管理系統 (3) 網路學園 (4) 校園導覽聯網系統 (5) 

UCAN 就業職能診斷平台 

035.( 4 )「原題號 1035」我可以透過哪個系統，線上查詢個人新生健康檢查的結果？ (1) 圖書推薦整

合系統 (2) 數位典藏管理系統 (3) UCAN 就業職能診斷平台 (4) 健康管理系統 (5) 校園導覽聯網

系統 

036.( 2 )「原題號 1036」本校圖書館的哪套系統，可以讓我線上預約圖書館館藏中想閱讀的書？ (1) 

網路學園 (2) 館藏查詢系統 (3) UCAN 就業職能診斷平台 (4) 健康管理系統 (5) 校園導覽聯網系

統 

037.( 4 )「原題號 1037」本校的出版品中，尚不包含下列何者？ (1) 環球科技人文學刊 (2) 環球電子

報 (3) 環球通訊 (4) 芒果爆報 

038.( 4 )「原題號 1038」本校建構於各建築內的校園導覽系統服務功能，尚不包含下列何者？ (1) 影

音導覽 (2) 訊息跑馬燈 (3) RFID 學習導覽 (4) 存款餘額查詢 (5) RFID 個人訊息服務 

039.( 4 )「原題號 1039」下列關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1) 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

理及利用 (2) 個人資料之利用，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

之關聯 (3) 該法施行前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應向當事人完成告知後再利用該資料 (4) 學

生不受個資法的保護 

040.( 2 )「原題號 1040」環球科技大學校園網路使用規範明訂，網路使用者不得有下列哪一種行為？ 

(1) 不窺視他人的電子郵件與檔案 (2) 利用網路資源從事違法行為 (3) 拒絕將帳號密碼借予他人

使用 (4) 定期更改密碼 

041.( 3 )「原題號 1041」依據環球科技大學電腦教室使用規則，在電腦教室不得有下列哪一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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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禁止攜帶飲料與食物 (2) 嚴禁吃檳榔 (3) 故意損毀或偷竊機器設備 (4) 嚴禁喧鬧 (5) 嚴禁吸

煙 

042.( 2 )「原題號 1042」使用電子郵件(E-mail)服務者，若有下列哪一項不當之行為且經檢舉，本校得

依資訊安全事件標準處理程序處置？ (1) 透過 E-mail 繳交作業給老師 (2) 散布電腦病毒或其它具

有干擾、破壞網路功能之程式者 (3) 透過 E-mail 跟同學告白 (4) 班代透過 E-mail 向同學宣導消

息 

043.( 2 )「原題號 1043」網路使用者應尊重智慧財產權，並避免下列哪一項可能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

為？ (1) 使用合法授權的軟體 (2) 違法下載、拷貝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 (3) 購買有版權的音樂 

(4) 購買有版權的書籍 

044.( 3 )「原題號 1044」依據環球科技大學電腦開放教室管理辦法，在電腦開放教室不得有下列哪一

種行為？ (1) 嚴禁吃檳榔 (2) 禁止攜帶飲料與食物 (3) 隨意更換滑鼠及鍵盤 (4) 嚴禁喧鬧 (5) 

嚴禁吸煙 

045.( 1 )「原題號 1045」資訊中心所提供的服務，不包含下列何者？ (1) 感情問題諮商 (2) 提供學生

良好的資訊應用與學習環境。 (3) 提供學生對於資訊技術、資訊應用與資訊發展的趨勢認知和學

習。 (4) 提供學生最符合業界需求的軟體應用課程，與電腦相關技術。  

046.( 2 )「原題號 1046」環球 RFID 學生證在校園具有身分識別之用途，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1) 感應

門禁進入圖書館 (2) 便利商店消費 (3) 使用自由上機電腦教室的電腦 (4) 學校校門門禁 (5) 使用

環球校園資訊導覽機 

047.( 5 )「原題號 1047」保護智慧財產權「四不一沒有」原則，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1) 不任意下載 

(2) 不任意拷貝 (3) 不任意轉貼 (4) 不使用違法軟體 (5) 沒有獲得合法授權沒關係 

048.( 5 )「原題號 1048」為提供多樣資訊服務，本校資訊中心建置相關服務系統？下列系統何者非本

校提供？ (1) 線上選課系統 (2) 學生照片上傳系統 (3) 物品招領系統 (4) 招生推薦系統 (5) 圓

夢助學網 

049.( 5 )「原題號 1049」網路釣魚主要是利用人類信任或好奇的心理，以誘騙受害者掉入詐騙圈套，

下列常用手法何者為非？ (1) 使用與官網相似的網址與頁面（假網頁） (2) 網路抽獎廣告連結 

(3) 裝熟套交情的訊息 (4) 非主動申請重設密碼信件，藉故以安全理由進行身分驗證，要求使用者

重新確認帳號密碼 (5) 頁面未操作達 20 分鐘，自動將您登出 

050.( 5 )「原題號 1050」「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 UCAN」，可協助學生掌握職場概況，了解自我興

趣並規劃職涯發展，藉以提升就業能力。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1) 職業興趣診斷 (2) 職場共通職

能診斷 (3) 專業職能診斷 (4) 能力養成計畫 (5) 交通車時間查詢 

051.( 4 )「原題號 1051」有關環球科技大學學生郵件帳號的應用，下列用途何者為非？ (1) 網路郵局

收發 E-mail (2) 個人網頁空間 (3) 行事曆 (4) 線上填寫請假單 (5) 校園無線網路 

052.( 5 )「原題號 1052」環球科技大學「學習歷程檔案」是以數位資訊系統方式記載學生從入學到離

校所有學習階段之歷程，以下哪些功能不屬於「學習歷程檔案」？ (1) 學習歷程 (2) 網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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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求職履歷 (4) 能力指標 (5) 高鐵車次時刻表查詢 

053.( 5 )「原題號 1053」了解盜版的種類將可幫助使用者避免因使用非法軟體而衍生的各種問題，下

列何者不屬於使用者侵權行為？ (1) 將一份獲得授權的軟體安裝在多部電腦當中 (2) 將一份盜版

軟體(如大補帖)安裝在多部電腦當中 (3) 將自行取得的盜版軟體，帶到學校進行安裝或散佈 (4) 

學校教職員工將學校內部的軟體帶回家中進行拷貝或散佈 (5) 在 KKBOX 購買自己喜歡的音樂 

054.( 4 )「原題號 1054」有關環球學生「校務資訊系統」所提供的服務，下列何者為非？ (1) 選課

(初、加退選、抵免...) (2) 出缺勤、請假 (3) 修業進度管制 (4) 帳戶餘額查詢 (5) 成績查詢 

055.( 4 )「原題號 1055」面對多樣的網路釣魚手法，使用者在網路釣魚詐欺之預防，下列預防措施何

者為非？ (1) 不要信任電子郵件的連結 (2) 不在電子郵件上給個人的資訊 (3) 注意 Https 的字

樣、SSL 鎖頭圖示或 SSL 安全性警示視窗 (4) 看到好康訊息，不管來源是正確，馬上轉寄分享

給好友 (5) 安裝個人防毒軟體，並定期更新 

056.( 1 )「原題號 1056」本校資訊中心所提供之「自由上機服務」，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1) 攜帶「任

何一張具有照片的證件」即可使用 (2) 優先開放自遊學堂(MA311)、視情況才開放資訊講堂

(MA309) (3) 需攜帶「RFID 學生證」才能使用 (4) 每日上午 8:00~下午 9:30； 六日亦有開放(另

行公告) (5) 提供投幣式列印服務 

057.( 2 )「原題號 1057」有關環球科技大學網路學園(http://el.twu.edu.tw/)的功能與說明，下列何者為

非？ (1) 需使用「學號」登入 (2) 有任何系統使用上的問題，需與教務處聯絡 (3) 評量區可提供

作業、報告上傳及進行測驗 (4) 硬體方面，可能會需要使用擴音器(喇叭)或麥克風來配合線上同步

教學課程 (5) 軟體方面，使用者可能需要安裝播放軟體 

058.( 5 )「原題號 1058」有關環球科技大學無線網路的功能與說明，下列何者為非？ (1) 無線網路除

NB 外，亦支援 iPhone、Android 等行動裝置上網 (2) 需使用郵件帳號及密碼登入 (3) 服務設定

識別碼(SSID)為 TWU (4) 本校已加入 TANet 無線網路漫遊，如需在其他漫遊單位使用無線網路，

可使用本校完整電子郵件帳號及密碼登入 (5) 校園內可以自己架設無線基地台方便上網 

059.( 2 )「原題號 1059」網路釣魚會使用與官網相似的網址與頁面（假網頁）來欺騙使用者，環球科

技大學的網域名稱(Domain Name)為 twu.edu.tw，下列哪個網站才是本校所提供？ (1) el.wtu.edu.tw 

(2) ep.twu.edu.tw (3) www.uuu.edu.tw (4) ecampus.dyu.edu.tw (5) tp.edu.tw 

060.( 1 )「原題號 1060」若不慎忘記學生資訊系統的密碼，可攜帶證件(如學生證、身分證…等)至哪一

個單位申請密碼回復？ (1) 註冊組 (2) 各系的系辦 (3) 總務處 (4) 校長室 (5)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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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 2;4 )「原題號 1061」環球 RFID 學生證在校園具有身分識別之用途，下列敘述何者為非？【複

選】 (1) 感應門禁進入圖書館 (2) 便利商店消費 (3) 使用自由上機電腦教室的電腦 (4) 提款 (5) 

使用環球校園資訊導覽機 

062.( 2;3;5 )「原題號 1062」若不慎忘記學校所提供之資訊服務密碼，可攜帶證件(如學生證、身分

證...)進行密碼回復？以下選項辦理單位何者正確？【複選】 (1) 無線網路密碼須至註冊組辦理回

復 (2) 無線網路密碼須至資訊中心辦理回復 (3) 校務資訊系統密碼須至註冊組辦理回復 (4) 校務

資訊系統密碼須至總務處辦理回復 (5) 電子郵件信箱密碼須至資訊中心辦理回復 

063.( 2;3;5 )「原題號 1063」資訊中心所提供之「自由上機服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複選】 (1) 

攜帶「任何一張具有照片的證件」即可使用 (2) 優先開放自遊學堂(MA311)、視情況才開放資訊講

堂(MA309) (3) 需攜帶「RFID 學生證」才能使用 (4) 全年無休 (5) 提供投幣式列印服務 

064.( 1;2;3;4;5 )「原題號 1064」保護智慧財產權「四不一沒有」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複選】 

(1) 不任意下載 (2) 不任意拷貝 (3) 不任意轉貼 (4) 不使用違法軟體 (5) 沒有獲得合法授權不使

用 

065.( 1;2;3;5 )「原題號 1065」有關環球學生「校務資訊系統」所提供的服務，下列何者正確？【複

選】 (1) 選課(初、加退選、抵免...) (2) 出缺勤、請假 (3) 修業進度管制 (4) 帳戶餘額查詢 (5) 

成績查詢 

066.( 2;3;4;5 )「原題號 1066」欲使用校務資訊系統或校園無線網路等服務，應使用那組帳號登入？以

下選項何者正確？【複選】 (1) 校園無線網路帳號需使用「學號」登入 (2) 校園無線網路帳號需

使用「s+學號」登入 (3) 學生校務資訊系統使用「學號」登入 (4) 環球網路學園

(http://el.twu.edu.tw)使用「學號」登入 (5) 學生學習歷程系統(http://ep.twu.edu.tw)使用「學號」

登入 

067.( 1;2;3 )「原題號 1067」為提供多樣資訊服務，資訊中心建置相關服務系統？下列哪些系統由學校

提供？【複選】 (1) 線上選課系統 (2) 學生照片上傳系統 (3) 物品招領系統 (4) RICH 職場體驗

網 (5) 圓夢助學網 

068.( 2;4 )「原題號 1068」有關目前環球校園導覽機的功能與用途，下列何者為非？【複選】 (1) 拍

大頭貼 (2) 使用社群網站(如 facebook)或上網 (3) 校園最新訊息 (4) 卡拉 OK 歡唱 (5) 校園導覽 

069.( 1;2;3;4;5 )「原題號 1069」了解盜版的種類將可幫助使用者避免因使用非法軟體而衍生的各種問

題，下列使用者侵權何者正確？【複選】 (1) 將一份獲得授權的軟體安裝在多部電腦當中 (2) 將

一份盜版軟體(如大補帖)安裝在多部電腦當中 (3) 將自行取得的盜版軟體，帶到學校進行安裝或散

佈 (4) 學校教職員工將學校內部的軟體帶回家中進行拷貝或散佈 (5) 購買升級版為軟體進行升

級，卻並未擁有該軟體的合法舊版本授權 

070.( 1;2;3;5 )「原題號 1070」有關環球科技大學學生郵件帳號的應用，下列用途何者正確？【複選】 

(1) 網路郵局收發 E-mail (2) 個人網頁空間 (3) 行事曆 (4) 線上填寫請假單 (5) 校園無線網路 

071.( 1;2;3;4;5 )「原題號 1071」網路釣魚主要是利用人類信任或好奇的心理，以誘騙受害者掉入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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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套，下列何者為常用手法？【複選】 (1) 使用與官網相似的網址與頁面（假網頁） (2) 網路抽

獎廣告連結 (3) 裝熟套交情的訊息 (4) 非主動申請重設密碼信件，藉故以安全理由進行身分驗

證，要求使用者重新確認帳號密碼 (5) 入侵正常網站 

072.( 1;2;3;4;5 )「原題號 1072」面對多樣的網路釣魚手法，使用者在網路釣魚詐欺之預防，下列預防

措施何者正確？【複選】 (1) 不要信任電子郵件的連結 (2) 不在電子郵件上給個人的資訊 (3) 注

意 Https 的字樣、SSL 鎖頭圖示或 SSL 安全性警示視窗 (4) 利用書籤或自行輸入真實的網站位

址 (5) 安裝個人防毒軟體，並定期更新 

073.( 1;2;5 )「原題號 1073」有關環球科技大學網路學園(http://el.twu.edu.tw/)的功能與說明，下列何者

為非？【複選】 (1) 需使用「身分證字號」登入 (2) 有任何系統使用上的問題，需與教務處聯絡 

(3) 評量區可提供作業、報告上傳及進行測驗 (4) 硬體方面，可能會需要使用擴音器(喇叭)或麥克

風來配合線上同步教學課程 (5) 軟體方面，使用者可能需要一些安裝播放軟體(如 Adobe 

Photoshop) 

074.( 1;2;3;4 )「原題號 1074」「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 UCAN」，可協助學生掌握職場概況，了解

自我興趣並規劃職涯發展，藉以提升就業能力。下列功能何者正確？【複選】 (1) 職業興趣診斷 

(2) 職場共通職能診斷 (3) 專業職能診斷 (4) 能力養成計畫 (5) 提供就業服務 

075.( 1;2;3 )「原題號 1075」環球科技大學學生學習歷程平台(http://ep.twu.edu.tw/)中，以下哪些功能屬

於學習歷程分類？【複選】 (1) 工讀紀錄 (2) 課外活動 (3) 競賽紀錄 (4) 下載履歷表 (5) 課程

地圖 

076.( 1;2;3;4 )「原題號 1076」環球科技大學「學習歷程檔案」是以數位資訊系統方式記載學生從入學

到離校所有學習階段之歷程，以下哪些功能屬於「學習歷程檔案」？【複選】 (1) 學習歷程 (2) 

網誌功能 (3) 求職履歷 (4) 能力指標 (5) 成績查詢 

077.( 1;2;3;4 )「原題號 1077」有關環球科技大學學生學習歷程平台(http://ep.twu.edu.tw/)的功能與說

明，下列何者正確？【複選】 (1) 從校務資訊系統登入(sso.twu.edu.tw)或從(ep.twu.edu.tw)「學

生登入」 (2) 我的簡介及我的能力 (3) 學習歷程 (4) 課程地圖 (5) 我的同學 

078.( 1;5 )「原題號 1078」有關環球科技大學無線網路的功能與說明，下列何者為非？【複選】 (1) 

無線網路僅支援 iPhone、Android 行動裝置上網 (2) 需使用郵件帳號及密碼登入 (3) 服務設定識

別碼(SSID)為 TWU (4) 本校已加入 TANet 無線網路漫遊，如需在其他漫遊單位使用無線網路，可

使用本校完整電子郵件帳號及密碼登入 (5) 校園內可以自己架設無線基地台方便上網 

079.( 3;4;5 )「原題號 1079」網路釣魚會使用與官網相似的網址與頁面（假網頁）來欺騙使用者，環球

科技大學的網域名稱(Domain Name)為 twu.edu.tw，下列哪些網站由本校提供？【複選】 (1) 

tw.yahoo.com (2) twu.pchome.edu.tw (3) el.twu.edu.tw (4) ep.twu.edu.tw (5) mail.twu.edu.tw 

080.( 1;2;3;4 )「原題號 1080」目前環球校園資訊導覽機的裝設地點，下列地點何者正確？【複選】 

(1) 蝶源步道 (2) 資訊中心穿堂 (3) 務實樓 1 樓穿堂 (4) 研發處穿堂 (5) 校門口 

081.( 1;2;3;4;5 )「原題號 1081」有關環球科技大學各類主機網址，下列何者正確？【複選】 (1)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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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首頁(www.twu.edu.tw) (2) 郵件伺服器 (mail.twu.edu.tw) (3) 校務系統伺服器 

(sso.twu.edu.tw) (4) 網路學園伺服器 (el.twu.edu.tw) (5) 丁東德先生紀念圖書館(lib.twu.edu.tw) 

082.( 1;2;3;5 )「原題號 1082」書(期刊、多媒體等特殊資料不可續借)尚未看完，但是快到期了，下列

相關服務系統是無法辦理續借服務？【複選】 (1) 線上選課系統 (2) 學生照片上傳系統 (3) 物品

招領系統 (4) 圖書館館藏查詢系統 (5) 網路學園 

083.( 1;2;4;5 )「原題號 1083」環球科技大學提供在校學生個人網站空間(200MB)以利學生建置個人網

站，下列相關說明何者正確？【複選】 (1) 帳號密碼與 Email 帳號密碼相同 (2) 連線主機為 

mail.twu.edu.tw (3) 網頁資料請放置於 home 目錄 (4) 首頁檔案為 index.html (5) 個人網

址:http://mail.twu.edu.tw/~個人帳號 

084.( 1;2;5 )「原題號 1084」環球科技大學校園網路使用規範明訂，網路使用者不得有下列哪一種行

為？【複選】 (1) 窺視他人的電子郵件與檔案 (2) 利用網路資源從事違法行為 (3) 拒絕將帳號密

碼借予他人使用 (4) 定期更改密碼 (5) 以電子郵件大量傳送無用之信息 

085.( 1;2;3;4;5 )「原題號 1085」依據環球科技大學電腦教室使用規則，在電腦教室不得有下列哪一種

行為？【複選】 (1) 攜帶飲料與食物 (2) 穿鞋進入 (3) 故意損毀或偷竊機器設備 (4) 喧鬧及討論 

(5) 吸煙 

086.( 2;3;4;5 )「原題號 1086」網路使用者應尊重智慧財產權，下列行為可能會侵害智慧財產權？【複

選】 (1) 使用授權之電腦軟體 (2) 違法下載、拷貝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 (3) 未經著作權人同

意，逕將受保護之著作上傳於公開之網站 (4) 架設網站，置放供公眾下載受著作權保護、且未取

得授權之著作 (5) 不法利用點對點(Peer to Peer)軟體，從事違反著作權規定之行為 

087.( 1;2;3;4 )「原題號 1087」以下相關活動是學校網路所提供的目的？【複選】 (1) 教學 (2) 研究 

(3) 學習 (4) 行政 (5) 電玩 

088.( 1;3 )「原題號 1088」學生可以透過那些方式向學校提出申請歷年成績單？【複選】 (1) 位於存

誠樓一樓的自動化繳費服務系統 (2) 位於存誠樓一樓的總務處 (3) 教務處註冊組 (4) 資訊中心 

(5) 警衛室 

089.( 2;3;4;5 )「原題號 1089」位於存誠樓一樓的「自動化繳費服務系統」，下列服務項目中何者正

確？【複選】 (1) 提款 (2) 學生宿舍水電費 (3) 停車證申請 (4) 成績單申請 (5) 補發學生證 

090.( 1;2;3 )「原題號 1090」位於存誠樓一樓的「自動化繳費服務系統」，應使用那組帳號登入？以下

選項何者正確？【複選】 (1) 在校生憑 RFID 學生證靠卡登入 (2) 在校生憑學號及密碼(同校務資

訊系統)登入 (3) 非在校生憑身分證字號與西元出生年月日登入 (4) 非在校生憑學號與身分證字號

登入 (5) 在校生憑身分證字號與西元出生年月日登入 

091.( 1;3;5 )「原題號 1091」下列服務系統與其服務內容何者正確？【複選】 (1) 環球網路學園：讓

學生無論何時何地，仍可透過網路在線上學習 (2) Facebook：讓學生記錄在學期間的點點滴滴 

(3) 招生推薦系統：讓在校生透過推薦學弟妹就讀本校 (4) 網路郵局(webmail)：讓學生查詢掛號

郵件、包裹招領 (5) 線上選課系統：讓在校生透過網路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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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 1;2;3;4;5 )「原題號 1092」下列服務系統與其服務內容何者正確？【複選】 (1) 學生證相片上傳

系統：讓在校生自行管理學生證照片 (2) 圖書推薦整合系統：建議圖書館添購館藏書籍 (3) 

Podcasting 影音平台 ：收藏本校各單位影音 (4) 機構典藏系統：畢業專題論文典藏 (5) 環球電

子報 (enews)：提供本校訊息報導 

093.( 1;2;3;5 )「原題號 1093」下列關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之敘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複選】 (1) 規

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2) 個人資料之利用，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

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3) 該法施行前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應向當事人完成告知

後再利用該資料 (4) 學生不受個資法的保護 (5) 學生受個資法的保護 

094.( 1;3;4;5 )「原題號 1094」現今科技詐騙技術層出不窮，養成好的電腦與網路使用習慣，可以防範

在網路上洩漏個人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複選】 (1) 安裝防毒軟體、防間諜及防火牆等保

護軟體，定期掃毒並時常更新病毒碼，將安全防護設定盡可能設到最高等級。 (2) 為了記憶方

便，密碼至多 6 個字元，避免複雜的密碼。 (3) 在網路上加入會員填寫個人資料時，應詳細閱讀

契約內容。 (4) 不要將個人隱私資料放在網路上。 (5) 不要開啟來路不明的郵件或可疑的附件、

檔案等，可能會有病毒或惡意攻擊程式在其中。 

095.( 1;2;3;4 )「原題號 1095」本校學生資訊系統目前提供的查詢功能中(無須登入情況下)，下列服務

項目中何者正確？【複選】 (1) 課表查詢 (2) 課程授課大綱查詢 (3) 教室課表查詢 (4) 教師課表

查詢 (5) 成績查詢 

096.( 1;2;3;4 )「原題號 1096」圖書館各服務系統中，那些是使用校務系統帳號(學號/教職員工編號)進

行登入？【複選】 (1) 個人借閱資料/學科服務查詢(WebPac) (2) 圖書推薦系統 (3) 機構典藏系

統 (4) 圖書館檢索區電腦(智慧平台) (5)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097.( 1;2 )「原題號 1097」本校目前提供給行動載具(如智慧手機、iPad…等)，可進行線上學習的服務

呢？【複選】 (1) 播客影音學習 (2) 環球網路學園 (3) 線上選課系統 (4) 招生推薦系統 (5) 物

品招領系統 

098.( 2;3;4 )「原題號 1098」在學生校務資訊系統之「線上請假系統」，因故無法至校上課，下列假別

能提供線上請假，需於事前完成請假手續？【複選】 (1) 公假 (2) 病假 (3) 事假 (4) 產假 (5) 

休假 

099.( 1;2;3;4;5 )「原題號 1099」在學生校務資訊系統之「學雜費管理」，除了依照學雜費繳費單指示

至所屬銀行臨櫃繳交「學雜費」款項外，下列繳費方式何者正確？【複選】 (1) 信用卡 (2) 網路

銀行 (3) 自動提款機(ATM) (4) 讀卡機(eATM) (5) 便利商店 

100.( 2;3;4;5 )「原題號 1100」資訊中心所提供之「自由上機服務」需進行身分認證後才可以使用，下

列證件何者為非？【複選】 (1) RFID 學生證 (2) 身分證 (3) 健保卡 (4) 居留證或護照 (5) 學生

證影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