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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設計丙級技能檢定學科試題修訂對照表

依最新試題修正

一、 刪除題目 28 題
工作項目
01 作業準備
02 應用軟體安裝及使用
03 系統軟體安裝及使用
04 資訊及安全

題號
48、50、52、73、103、108、147、227
11、58、62、83、127、215、222
2、4、14、23、50、59、65
13、15、27、28、30、31

二、 修改題目 54 題
頁數

勘誤處

原內容

調整後內容

…(2)繪圖影像軟體…

…(2)美工繪圖軟體…

40

no.13 選項(2)

42

no.32 選項(1)、(4) …(1)ACDSee…(4)VBA。

…(1) XnView…(4)7-Zip。

42

no.38 選項(1)、
(3)、(4)

…(1) C# …(3)VB.NET

…(1)C…(3)VB

(4)PASCAL。

(4)Python。

何種圖形檔格式無法將圖片的某部分設成透明
色？…(3)PNG…

44

no.49 題目、選項 何種圖形檔格式可以將圖片的某部分設成透明
色？…(3)BMP…
(3)
no.59 選項(3)
…(3)Skype…
no.66 題目
何者不是 Outlook 的功能?

44

no.67 題目

利用電子郵件軟體寄出電子郵件…

寄送電子郵件…

45

no.70 選項(1)、
(3)、(4)

…(1)NetBEUI…(3)IPX/SPX

…(1)Zigbee…(3)HTTP

46

no.80 題目、選項 何者不是 ISP…(1)提供連線上網 (2)提供免費個人網頁 何者不可能是 ISP…(1)提供連網服務 (2)提供網頁空間
(1)、(2)、(3)、(4) (3)…免費查詢 (4)提供免費電子郵件帳號。
(3)…免費查詢服務 (4)提供電子郵件服務。

46

no.84 選項(1)、
(3)、(4)

…(1)News…(3)BBS (4)PWS。

…(1)SSH…(3)MMS

47

no.86 選項(1)、
(2)、(3)、(4)

…(1)http://archie.edu.tw/ (2)http…
(3)http://www.sina.com.tw/ (4)http…

…http://ftp.isu.edu.tw/ (2)https…
(3)https://www.pchome.com.tw/ (4)https…

47

no.87 選項(1)

…(1)低解析度顯示…

…(1)顯示低解析度圖片…

47

no.89 選項(4)

…(4)OpenOffice.org。

…(4)LibreOffice。

47

no.91 選項(1)、(4) …(1)Exchange…(4)Lotus Notes。

49

no.115 選項(4)

52

no.146 題目、選項
何者不是常用的網頁格式？…(3)PASCAL
(3)、(4)

53

no.150 選項(1)、
…(1)TAB
(2)、(3)

53

no.151 選項(1)、
…(1)｛與｝(2)（與）(3)＜與＞ (4)〔與〕。
(2)、(3)、(4)

54

no.156 選項(4)

…(4)＜bgsound＞。

…(4)＜audio＞。

54

no.157 選項(4)

…(4)＜bgsound src="hi.wav"＞。

…(4)＜audio src="hi.wav"＞。

57

no.194 選項(3)

…(3)可重新定義所有的 HTML 標記…

…(3)可重新定義 HTML 標記…

43
44

58
59

(4)ASP。

…(3)Instagram…
何者不是 Google Gmail 的功能？

(4)ASPX。

(4)CSS。

…(1)Youtube…(4)App Store。

…(4)BASIC。

…(4)Golang。

(2)Table

(4)XML。

何者不是常用的網頁標記格式？…(3)JavaScript
(4)XHTML。
…(1)tab

(3)Tag…

(2)table

(3)tag…

…(1)｛…｝(2)（…）(3)＜…＞

(4)〔…〕。

no.199 題目、選項 …＜title＞職訓局的網站…則「職訓局的網站」…(2)瀏 …＜title＞勞動部全球資訊網…則「勞動部全球資訊
覽器的標題列…
網」…(2)瀏覽器的標題列或分頁標籤…
(2)
何種軟體無法透過電腦與朋友線上語音交
何種軟體無法透過電腦與朋友線上影音交
no.207 題目、選項
談？…(2)Skype…
談？…(2)Instagram…
(2)

60

no.216 選項(2)

…(2)ForntPage…

…(2)Pingendo…

60

no.220 選項(1)

…(1)http://www.google.com…

…(1)https://www.google.com.tw…

60

no.221 選項(1)

60

no.223 題目

…(1)Internet Explorer…
Microsoft 發行之軟體 IE…

…(1)Google Chrome…
Microsoft 發行之軟體 Edge…

61

no.228 選項(1)、
…(1)Flash 動畫
(2)、(3)、(4)

62

no.5 選項(1)

62

no.6 選項(2)

(2)音樂 CD (3)VCD

(4)MP3。

…(1)fla

(2)cda

…(1)Free BSD…

…(1)Solaris…
…(2)Solaris…

62

…(2)Free BSD…
no.7 選項(1)、(4) …(1)Free BSD…(4)WindowsXP。

62

no.題目、選項(2)

旗立發行

何種作業系統無法安裝在 PC 上被使
用？…(2)VAX-11…

(3)wma

(4)mp4。

…(1)Mac OS X…(4)Windows10…
何種作業系統無法安裝在實體 PC 上被使
用？…(2)Andro id…

頁數

勘誤處

原內容

63

no.20 題目

筆記型電腦安裝

63

no.22 選項(3)

…(3)「控制台」中的「地區及語言」…

…(3)「控制台」中的「地區」…

64

no.24 題目

…Windows 系統中預設…

…Windows 系統中，預設…

64

no.25 題目

…Windows 系統中預設

…Windows 系統中，預設

Windows

8系

調整後內容
統…

筆記型電腦安裝 Windows

10 系統…

no.26 題目、選項
…在 Windows 中…(4)PCMCIA。
(4)
no.32 題目
…「媒體播放程式(Media Player)」…

…Windows 系統中…(4)PCIe。

…Windows 10 中…(4)…檔案總管選項…

66

no.51 題目、選項
…Windows 7 的「電腦」中…(4)…資料夾選項…
(4)
no.52 題目
…Windows 7 的「電腦」中…

67

no.56 題目

67

no.57 題目

64
64
66

67

…「媒體播放程式(Windows Media

Player)」…

…Windows 系統中
…Windows 系統中，…

…Windows 7…

…Windows 7…
no.62 題目、選項 …Windows 7「控制台」…(2)裝置和印表機
(3)、(4)
地區及語言選項。

…Windows 系統中，…
(3)鍵盤

(4) …Windows 10「設定」中…(2)裝置
(4)個人化。

71

no.22 選項(1)

…(1)資料掉包…

…(1)資料竄改…

72

no.38 題目

…感染病毒之敘述…

…感染病毒的過程之敘述…

72

no.39 選項(3)

…(3)磁片…

…(3)隨身碟…

72

no.40 選項(3)

…(3)手機…

…(3)平板電腦…

72

no.44 題目

…病毒入侵電腦後…

…病毒入侵電腦發作後…

73

no.47 選項(4)

…(4)磁片燒毀。

…(4)隨身碟。

73

no.48 選項(4)

…(4)人為過失。

…(4)交通事故。

73

no.51 題目、選項
…而防護的項目…(1)實體…(3)系統…
(1)、(3)

73

no.53 選項(4)

…(4)磁碟機病毒。

73

no.55 選項(4)

…(4)…開機磁片…

74

no.57 選項(2)、(3) …(2)…開機磁片開機

(3)網路和網際網路

…何者不在防護的項目…(1)實體設備…(3)軟體系統…
…(4)CPU 病毒。
…開機隨身碟…

(3)…磁片…

…(2)…開機系統開機

(3)…軟體…

三、 新增題目 6 題
頁數 題號
21
30
42

新增題目內容

答案

49 目前網際網路 IPv6 協定所定義的位址係由幾組 16 位元的片段(Segment)所構成？ (1)4 (2)6 (3)8 (4)16。
136 QR Code 在資料處理作業上係屬於何者？ (1)儲存設備 (2)輸出設備 (3)輸入媒體 (4)輸出媒體。
40 何者是常用於行動裝置「視訊檔」的副檔名？ (1).mp4 (2).pdf (3).xml (4).gif。

44

58

何者不是關聯式資料庫的優點？ (1)達成資料的一致性（Data Consistency） (2)達成資料的獨立性（Data
Independence） (3)達成傳輸資料加速（Transfe r Data Acceleration） (4)達成資料的安全性（Data Security）。

51

127

建立網頁表單文字輸入欄位時，max length 屬性值為 10，下列敘述何者最符合？ (1)最多允許輸入 10 個字元
欄位寬度 10 個字元 (3)預設值長度為 10 個字元 (4)最多允許輸入 5 個中文字。

59

201 何者不是 HTML 5 規範的視訊格式？

旗立發行

(1)OGG (2)MP4

(3)WebM

(4)WAV。

3
3
1
3
(2)

1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