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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腦硬體五大部門 

范紐曼提出五大部門架構，而五大部門之間是利用匯流排(Bus)來傳送資料、訊息及控

制訊息。 

 

 

 

 

 

 

 

 

資料線  控制線 
 

 匯流排(Bus)：功能為 CPU、輸出入設備與記憶體間傳輸的排線(Bus)，其種類如下： 

 位址匯流排(Address Bus Line) 

為單一流向，位址線的多寡決定 CPU所能使用的最大記憶體空間。 

例如：10條位址線，最大記憶體空間為 210=1024 Bytes 

 資料匯流排(Data Bus Line) 

負責傳送資料至各大單元之間，為雙向的傳輸排線，但不能同一時間(為半雙

工)，位址線的多寡決定 CPU每次能傳送資料的位元數，若資料匯流排為 n條，

則該電腦為 n位元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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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0條資料線，CPU每次傳送最大資料量為 210=1024 Bits 

標示 Pentium IV 3.0G之 CPU，3.0G代表 CPU的速度，也就是 CPU可接受之

時脈頻率 

 控制匯流排(Control Bus Line) 

為單一流向，控制讀或寫等動作的信號線。 

試題練習 

1-005. (   ) 「中央處理單元」的英文簡稱為何？  (1)I/O  (2)CPU  (3)CCD  (4)UPS。 

1-099. (   ) 何者不是電腦使用的匯流排？  

(1)位址匯流排  (2)程式匯流排  (3)資料匯流排  (4)控制匯流排。 

1-100. (   ) 所謂 32位元個人電腦之 32位元是指 CPU的何者為 32位元？   

(1)控制匯流排  (2)位址匯流排  (3)資料匯流排  (4)輸入/輸出匯流排。 

1-101. (   ) CPU的位址線有 16條，最多可定址出多少實體記憶空間？ 

(1)16K  (2)16M  (3)64K  (4)64M。 

1-102. (   ) 何者不是週邊設備？  

(1)印表機  (2)CD-ROM  (3)鍵盤  (4)中央處理機。 

1-108. (   ) 具有 32條位址線的記憶體，其容量有多少？   

(1)32KB  (2)32B  (3)16KB  (4)4GB。 

3-105. (   ) 假設 B=5，C=10 計算 A=B+C 時，控制單元會到那裡取出代表 B 位址、C

位址的值送到 ALU相加？  

(1)輸入單元  (2)輸出單元  (3)中央處理單元  (4)記憶體。 

3-108. (   ) CPU必須先將要存取的位址存入何處才能到主記憶體中存取資料？  

(1)資料暫存器  (2)位址暫存器  (3)指令暫存器  (4)輸出暫存器。 

3-112. (   ) 標明 Pentium Ⅳ 3.0G之 CPU，其中 3.0G指的為何？   

(1)主記憶體空間可擴充之範圍  (2)該 CPU可接受之時脈頻率   

(3)該 CPU之製造序號及批號  (4)CPU之位元數。 

二、輸入單元(Input Unit) 

負責接收人類給的程式指令或處理的資料，和人體中的五官功能相似。包括鍵盤 

(keyboard)、滑鼠(mouse)、光學閱讀機、光筆、掃描器、數位相機等。 

試題練習 

1-144. (   ) 何者僅能做輸入裝置？  (1)讀卡機 (2)磁碟機  (3)螢幕  (4)列表機。 

1-145. (   ) 能閱讀銀行支票上金額的輸入裝置為何？  

(1)BCR  (2)OMR  (3)MICR  (4)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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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6. (   ) 商品包裝上所貼的條碼(Bar Code)是協助結帳及庫存盤點之用，該條碼在此方

面的資料處理作業上是屬於那類？  

(1)輸出畫面  (2)輸出設備  (3)輸入媒體  (4)輸出媒體。 

1-147. (   ) 條碼閱讀機屬於那類設備？   

(1)輸入設備  (2)輸出設備  (3)儲存設備  (4)保密設備。 

三、輸出單元(Output Unit) 

負責把電腦處理資料所得的資訊傳出，例如列表機(printer)、螢幕 (screen)、繪圖機、

喇叭等。 

名詞解釋 

 DPI(Dots Per Inch)：印表機每英吋所包含點的個數，也就是列印的密度。 

 PPM(Page Per Minute)：雷射印表機每分鐘可列印的張數。 
 

兼具輸出入功能的設備：磁碟機、磁帶機、光碟機、觸控式螢幕、數據機。 

 

試題練習 

1-095. (   ) 「 PPM(Page Per Minute)」為何者之衡量單位？   (1)磁碟機讀取速度  

(2)CPU的處理速度  (3)螢幕的解析度  (4)印表機的列印速度。 

1-133. (   ) 兼具輸入及輸出功能的裝置為何？   

(1)磁碟機  (2)列表機  (3)繪圖機  (4)滑鼠。 

1-134. (   ) 何者同時是輸入及輸出裝置？ 

(1)唯讀式光碟機  (2)數位板  (3)鍵盤  (4)隨身碟。 

1-135. (   ) 何種裝置只能做輸出設備使用，無法作輸入設備使用？   

(1)觸摸式螢幕  (2)鍵盤  (3)印表機  (4)光筆。 

1-136. (   ) 何者為撞擊式的印表機？   

(1)點陣印表機  (2)噴墨印表機  (3)雷射印表機  (4)繪圖機。 

1-137. (   ) 噴墨印表機列印圖片檔時，採用何種輸出解析度，列印出來的圖片會比較大？  

(1)150 dpi  (2)300 dpi  (3)600 dpi  (4)1200 dpi。 

1-138. (   ) 個人電腦想要列印需要那一項設備？   

(1)數據機  (2)印表機  (3)燒錄機  (4)掃瞄機。 

1-140. (   ) 若印表機的列印密度為 360 dpi，其代表的意義為每一什麼單位可列印 360點

數？ (1)公尺  (2)英吋  (3)英呎  (4)公分。 

1-141. (   ) 鍵盤是屬於那類設備？   

(1)輸入設備  (2)輸入媒體  (3)輸出設備  (4)輸出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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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itle 網頁 

1. 網頁邊界 
在網頁內按右鍵：網頁內容 
進階標籤： 
上邊界邊：「0」、左邊界：「0」 

2. 網頁背景 
設定格式標籤： 
 色彩背景：「0000FF」 

 

 

3. 輪播圖片 
拖曳 title.gif 至 title 網頁 

 
 
 
 
4. 圖片設定 

選取圖片，設定：置中對齊 

按超連結鈕  
查詢：C:\WEB03 
連結網頁：index.htm 
按[目標框架]鈕： 
目標框架：整頁 

 
 

完成：按存檔鈕  

四、menu 網頁 

1. 網頁背景 
在網頁內按右鍵：網頁內容 
設定格式標籤： 
 色彩背景：「00FFFF」(青) 

2. 按插入表格鈕 ：7 x 1 表格 
在表格內按右鍵：表格內容 
 框線大小：0 
選取所有儲存格 
設定：置中對齊 

0000FF 

00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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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插入圖片： 

A.拖曳 0305.jpg 到第 1 列儲存格 

拖曳 0306.jpg 到第 3 列儲存格 

拖曳 0304.jpg 到第 5 列儲存格 

拖曳 0303.jpg 到第 7 列儲存格 

(每張圖片大小不一) 

 

 

 

 

B.圖片大小： 

分別設定 4 張圖片，如右圖： 

在圖片上按右鍵：圖片內容 

外觀標籤： 

    取消：保持比例 

    寬度：120，高度：40 

 

C.動態圖片效果： 

檢視→工具列：DHTML 效果 

選取第 1 列圖片： 

設定 DHTML 效果如下： 

在：滑鼠移過 

套用：交換圖片 

選擇圖片：images\0305a.jpg 

第 3 列交換圖片：images\0306a.jpg 

第 5 列交換圖片：images\0304a.jpg 

第 7 列交換圖片：images\0303a.jpg 

 

4. 圖片替代文字(題目要求 4-7) 
在第 1 列圖片上按右鍵：圖片內容 
一般標籤： 
替代顯示文字：「陽明山國家公園」 
以同樣方法設定替代顯示文字： 
第 3 列圖片：「雪霸國家公園」 
第 5 列圖片：「太魯閣國家公園」 
第 7 列圖片：「玉山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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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圖片超連結(題目要求 4-7) 

A.在第 1 列圖片上按右鍵：超連結內容 

查詢：park 

選取：aa.htm 

按[目標框架]鈕 

選取：右下方大方塊，如右圖 

B.以同樣方法設定圖片超連結： 

第 3 列圖片：bb.htm 

第 5 列圖片：cc.htm 

第 7 列圖片：dd.htm 

 

 

6. 檔案下載超連結 

 

 
 

五、main 網頁 

1. 背景圖片 
在網頁內按右鍵：網頁內容 
設定格式標籤： 
 選取檔案：../images/0301.jpg 

 

2. 網頁音樂 
一般標籤： 
 選取檔案：../music/0301.mid 

 
 
 

3. 跑馬燈 
插入→Web 元件 
元件類型：動態效過：跑馬燈 
文字： 

「歡迎進入國家公園介紹網，本網

站有詳細的國家公園介紹哦！」 
按「置中對齊」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