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近三年全國及專案檢定題目加以分析，我們歸納以下幾點，供各位老師及考生瞭解電腦軟題
乙級學科目前發展趨勢。



每年固定大約有 80 至 100 題全新題目出現，勞委會承辦單位每年都有編列預算聘請專家命題，
將新的題目有系統放入當年度全國第三梯檢定及各職業訓中心之專案檢定中。



經過分析比對，第一年新題目約 75% 用在全國性檢定，約 25% 用在專案檢定；第二年新題目
約 50% 用在全國檢定，約 50% 用在幾次的專案檢定；第三年新題目則平均分配於專案檢定與
全國檢定。



新題目分佈在各章情形如下：
章節

主題

出題數

章節

主題

出題數

01

電腦基本概論

17

06

程式語言與演算法

5

02

數碼系統與邏輯運算

14

07

電腦網路

9

03

作業系統

14

08

網際網路

10

04

Windows

12

09

環保法規、智財權、勞工法規、個
資法

13

05

Office、資料庫系統、
多媒體軟體

48

10

資訊安全、資訊管理、電子商務

5



office 的題目增加幅度最大，這符合電腦軟體應用乙級學科的基本精神，其中 Word 與 Excel
的新題中出現很特殊應用，增加不少難度。



法規題目中新增 13 題，大部份是「個人資料保護法」(個資法)，個資法是資訊人員應重視的法律
課題。



特殊的題目出現，如廚餘環保問題，這類題目的確很難解釋為什麼會出？還有邏輯問題，考得
很活，考生要瞭解命題及邏輯，如若 P 則 Q，若非 Q 則非 P，這類規則。排列組合問題也出了
一題，如生日問題。

為因應考題有系統的變化，考生該如何有效率來準備學科，CC123 團隊建議方向如下：



鑑古知今，看考古題當然還是必要的。從最近一年各次檢定考試來看，很明顯新題目不會一次
出現，一份考題仍會有 75% 的題目來自前幾次的檢定及原先考古題的題庫，如果我們能有效掌
握新舊考古題，仍可以保住及格分數。還有一點特別要注意，好的新題目仍會在當年度的各項
檢定中再次出現。CC123 團隊會追蹤分析最新檢定題目，公告在 CC123 的平台。最後還是那句
老話，「有些新題目雖然是新命題，但卻是考古題的延伸，因此熟讀考古題是有幫助的」。



本書有關 DOS 章節完全刪除，未來出題機會很低。



法規部份，要密切注意個資法，它必然會再出現，若行有餘力，回顧一下電腦軟體應用丙級、
網頁設計丙級或其他相關領域檢定的學科中個資法的題目，也會有一些幫忙。



若遇到特殊題型，如邏輯、排列組合或環保問題突然出現，善用消去法，有可能你可以得到有
把握的答案，若仍沒有把握，就放棄吧！這類題目還好不多見。

林文恭研究室 CC123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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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環保



綠色電腦概念︰低幅射、省電、低噪音、低污染、低輻射、可回收、符合人體工學。



綠色電腦的好處，除符合地球生態外，尚能節省電腦所用之「電費」。



綠點標誌是用來鼓勵電腦製造商進行報廢電腦及包裝的回收處理。



電腦配備在待機狀態，耗費能源在「30」瓦特以下，就可以得到能源之星標章。



螢幕材質與再生率高低，對保護眼睛「沒有」影響。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增，會導致地球溫室效應。



工業安全標示的意思：
型狀/顏色

代表的意思

倒三角形

注意

正三角形

警告

圓形

禁止

紅色

危險或禁止

綠色

安全

黃色

注意

橙色

感電危險

藍色

機器設備待修

紫色

輻射危險

1. ( )

下列何者不是綠色電腦的特色？

2. ( )

電腦配備在待機狀態，耗費能源在多少瓦特以下，就可以得到能源之星標章？
(1)40 (2)20 (3)50 (4)30。

(4)

3. ( )

使用綠色電腦的好處，除符合地球生態外，尚能節省電腦所用之
(1)電費 (2)維修費 (3)硬體費用 (4)軟體費用。

(1)

(1)低輻射

(2)省電

(3)無污染

(4)美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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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

請從下列六種特性中，選出完整的綠色電腦所具有的特性？ (a)省電 (b)低噪音
(c)低污染 (d)低輻射 (e)可回收 (f)符合人體工學？
(1)a.b.c (2)a.b.c.d.e.f (3)a.b.c.d.e (4)d.e.f.a。

(2)

5. ( )

能源的過度使用，使下列何者的排量大增，導致地球溫室效應？
(1)一氧化氮 (2)三氯乙烷 (3)一氧化碳 (4)二氧化碳。

(4)

6. ( )

下列何者用來鼓勵電腦製造商進行報廢電腦及包裝的回收處理？
(1)綠點標誌 (2)EPA 標準 (3)能源之星 (4)標籤法。

(1)

7. ( )

下列關於「綠色電腦」的敘述，何者錯誤？
(1)綠色電腦英文的全稱是 Green PC，最初指的是符合美國環保署「能源之星」
計畫規定標準的個人電腦 (2)綠色電腦現在已經擴展為具有節能、低污染、低
輻射等多方面特徵的電腦 (3)綠色電腦的實質是將耗電量、原材料以及對健康
和環境的危害減少到最低限度 (4) 綠色電腦是在生產過程中，儘量少用電 力 ，
增加手工作業，以達到減碳的效果。

(4)

8. ( )

下列哪一項敘述不符合環保電腦的概念？
(1)使用含氟氯碳化物的溶劑製作主機板，以避免產生二氧化碳 (2)使用低輻射
螢幕避免傷害人體 (3)設計符合人體工學的操作設備 (4)利用省電設計來節省
使用電量。

(1)

9. ( )

環繞地球大氣層中的「臭氧層」，主要是保護地球的人類不受下列何者的傷
害？ (1)電磁波 (2)紫外線 (3)紅外線 (4)太陽黑子。

(2)

10. ( )

在工業安全的標示中，下列何種顏色代表「機器設備待修」？
(1)綠色 (2)藍色 (3)黃色 (4)橙色。

(2)

解析： (1)綠色代表「安全」。
(2)藍色代表「機器設備待修」。
(3)黃色代表「注意」。
(4)橙色代表「感電危險」。
(5)紅色代表「警告，危險，禁止，防火」。
(6)紫色代表「輻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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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

在工業安全的標示中，下列何種顏色代表「安全」？
(1)綠色 (2)紅色 (3)黃色 (4)紫色。

(1)

12. ( )

下列那一類型的建築，不符合綠建築的精神要求？
(1)城市光廊 (2)太陽能屋頂 (3)濕地保育工程 (4)頂樓空中花園。

(1)

13. ( )

台灣的環保標章是個像葉子的綠色圖案，下列何者不是它所代表的意義？
(1)低成本 (2)可回收 (3)低污染 (4)省能源。

(1)

14. ( )

下列何者無法進行廚餘回收，直接視為一般垃圾處理？
(1)大骨頭 (2)蔬菜水果 (3)剝下來的菜葉 (4)軟質果皮。

(1)

15. ( )

世界地球日(Earth Day)提醒大家為保護地球盡一分心力，是每年的幾月幾日？
(1)3 月 8 日 (2)4 月 22 日 (3)5 月 13 日 (4)6 月 4 日。

(2)

第九章 環保法規、智財權、勞工法規、個資法

9-2 著作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負責智慧財產權的業務。



智慧財產權包括：著作權、商標專用權、專利權。



著作財產權的範圍包含：重製權、公開播放權、公開口述權。



著作權是指因著作完成所生之「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我國著作權的保護是採「創作保護主義」，而非「註冊保護主義」。



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



著作權及商標註冊應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



著作人死亡後，除其遺囑另有指定外，對於侵害其著作人格權的請求救濟，以「配偶」的優
先權最高。



著作之重製權可以讓與。



依據著作權法，著作人享有出租其著作之權利。



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對於侵害某著作權或製版權之行為，得為告訴或提起自訴。



一般情形下，著作權存續於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五十年，共同著作者則存續至最後
死亡者死亡後五十年。



法人為著作人之攝影、視聽、錄音、電腦程式及表演之著作財產權，存續至著作公開發表後
五十年。



法律條文、數學公式、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不具有著作權。



著作財產權消滅之後，則任何人均可自由利用該著作而不須付錢。



申請登記繳交之著作樣本及證明檔，經主管機關為准駁之處分後，並「無」「不得」請求發
還之相關規定。



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以該受雇人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雇用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
定，此處所稱之受雇人，包括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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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用途：


大學教授只要是為教育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並且經教育行政機關審定為教科書，
即可將他人著作引用在自己的教科書中。



擔任教學，為教育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公開播送」他人已公開發表的著作，但
都必須明示其出處。





欲翻譯外文書籍供教學使用，必須徵得國外原出版商之同意。

罰則：


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之罪，原則上是「告訴乃論罪」，例外則以公訴罪處理。



意圖營利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權者，處五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
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200 萬元以下罰金。



著作權人對於輸出侵害其著作權之物者，得提供相當於「進口貨物完稅價格」或「出口貨
物離岸價格」之保證金，作為被查扣人因查扣所受損之賠償擔保，申請海關先予查扣。



依現行著作權法規定，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時，被害人不易證明其實際損害金
額時，得請求法院判決 1 萬元以上、100 萬元以下之現金賠償。



著作權人發覺被人盜印重製時應：請求排除侵害、向地檢署按鈴告訴。



軟體購買者，可以為了做備份而拷貝一份軟體保存。



網站中的文章同樣受智慧財產權保護。



未經主管機關認許之外國法人(外商公司)，對於侵害其著作權或製版權之行為，得為告訴或提
起自訴。



美國在 1970 年的「資訊自由法」法案中，允許美國公民查詢聯邦機構，有關他自己的資料檔
案。



『美國特別 301』(Special301)：美國用來報復其他國家未就智慧財產權提供妥善保護時的法律規
定。



相關名詞


公開播送：指基於公眾直接收聽或收視為目的，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
傳送訊息之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由原播送人以外之人，以有線
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
者，亦屬之。



公開上映：指以單一或多數視聽機或其他傳送影像之方法，於同一時間，向現場或現場以
外一定場所之公眾傳達著作內容。



公開演出：指以演技、舞蹈、歌唱、彈奏樂器或其他方法向現場之公眾傳達著作內容。以
擴音器或其他器材，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者，亦屬之。



公開傳輸：指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
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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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下列何者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但可以在試用的基礎上複製，試用期滿需繳交
登錄費？ (1)共用軟體 (2)公益軟體 (3)商業軟體 (4)應用軟體。

(1)

解析： 共用軟體在試用期滿應依規定付費。

2. ( )

拷貝一具有著作權登記之電腦軟體的行為，是一種侵害著作權人的
(1)專利權 (2)重製權 (3)口述權 (4)展示權。

(2)

3. ( )

下列何者非智慧財產權？
(1)商標權 (2)專利權 (3)著作權

(4)

4. ( )

(4)土地所有權。

著作權人發覺被人盜印重製時，應如何處理？ A.請求排除侵害 B.向調查局檢舉
C.向地檢署按鈴告訴 D.向內政部著委會告發 E.向鄉鎮區公所聲請調解
(1)A,B,C (2)B,C,D (3)C,D,E (4)A,C。

(4)

解析： 著作權人發覺被人盜印重製時應：請求排除侵害、向地檢署按鈴告訴。

5. ( )

教師可否將他人著作用在自己的教科書中？
(1)只要付錢給著作權委員會就可以 (2)只要是為教育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
內就可以 (3)只要是為教育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並且經教育行政機關
審定為教科書即可 (4)絕對不可以。

(3)

6. ( )

著作財產權，除著作財產權法另有規定外，存續於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其死亡
後多少年？ (1)三十年 (2)四十年 (3)五十年 (4)六十年。

(3)

7. ( )

聽演講的人沒有經過演講人的同意就錄音，可能觸犯
(1)專利法 (2)商標法 (3)著作權法 (4)公平交易法。

(3)

8. ( )

某電腦公司為著作人的電腦叢書，其著作財產權存續至其著作公開發表後幾
年？ (1)20 年 (2)40 年 (3)50 年 (4)60 年。

(3)

9. ( )

某位學者為研究之用，尋遍港、台、大陸，發現美國某知名書刊並無中文譯
本，他為便於學生研究，欲從事以下行為，請問何者合法？
(1)逕行翻譯發行即可 (2)透過美國原出版商同意再翻譯 (3)買回原版，然後
供學生整本翻印後，作為上課教材 (4)以上皆合法。

(2)

10. ( )

請問以下何者為『美國特別 301』(Special 301)的正確解釋？
(1)是目前最新的一種電玩 (2)是美國用來報復其他國家未就智慧財產權提供妥
善保護時的法律規定 (3)是新進口的一種減肥產品 (4)是美國福特汽車新推出
的車型。

(2)

11. ( )

下面何種權利可以讓與？
(1)重製權 (2)姓名權 (3)公表權

(1)
(4)同一性保持權。

12. ( )

公司可否在週六下午播放二輪國片給員工免費觀賞作為員工福利？
(1) 可 以 ， 但 要 付 錢 給 該 國 片 的 權 利 人 (2) 可 以 ， 但 要 付 錢 給 著 作 權 委 員 會
(3)可以，且不必付錢 (4)不可以。

(1)

13. ( )

以下何者為著作權法所容許的拷貝行為？
(1)為作備份而拷貝電腦程式 (2)因遺失之故而拷貝同學的錄音帶
全本影印 (4)影印影歌星的照片廉價出售。

(1)
(3)幫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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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

請問以下何者屬於智慧財產權法？ A.著作權法 B.專利法 C.商標專用權 D.民法
E.刑法 (1)ABC (2)BCD (3)CDE (4)ABD。

(1)

15. ( )

著作人死亡後，除其遺囑另有指定外，對於侵害其著作人格權的請求救濟，下
列何者的優先權最高？ (1)配偶 (2)子女 (3)父母 (4)兄弟姊妹。

(1)

解析： 依著作權法規定之請求權順位為：(1)配偶 (2)子女 (3)父母 (4)孫子女 (5)兄弟姐妹 (6)祖
父母。

16. ( )

著作權人對於輸出侵害其著作權之物者，得提供相當於下列何者，以作為被查
扣人因查扣所受損之賠償擔保，申請海關先予查扣？
(1)出口貨物離岸價格 (2)輸出貨物的建議價格 (3)出口貨物的實際售價之保
證金 (4)以上皆非。

(1)

解析： 著作權法第 90 條之 1 規定，得提供相當於「進口貨物完稅價格」或「出口貨物離岸價
格」之保證金，作為被查扣人因查扣所受損之賠償擔保，申請海關先予查扣。

17. ( )

下列何者是「著作權法」中允許的行為？
(1)將所擁有的歌星簽名照片重新照相製版再發行銷售 (2)為了保護自己購買的
原版 CD，自行複製一份備份 (3)自行設計某一原版 CD 封面及光碟長相，再
重新複製上架販售 (4)不慎遺失原本所購買的 CD，向同學拷貝一份備份。

(2)

18. ( )

為什麼拷貝「七俠五義」一書不犯法？
(1)七俠五義沒有著作權
(2) 章 回 小 說 多 虛 構 ， 故 不 涉 及 真 偽 、 仿 冒 的 問 題
(3)太多人拷貝七俠五義
(4)由於法律漏洞，未及規範。

(1)

19. ( )

下列關於「著作權法」的敘述，何者錯誤？
(1)以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之名義公開發表之著作，縱然在合理範圍內，也
不得重製、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 (2)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在合理範
圍內，得利用圖書館及非供公眾使用之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3)為報
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
發表之著作 (4)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得為視覺障礙者、聽覺機能障礙者以點
字、附加手語翻譯或文字重製之。

(1)

20. ( )

法律保障創作和發明，下列那一種行為違反著作權法？
(1) 偷 看 別 人 的 書 信 (2) 模 仿 人 家 的 簽 名 (3) 拷 貝 電 腦 遊 戲 程 式 送 給 同 學
(4)自拍友人私密照片。

(3)

21. ( )

根據「著作權法」，下列那一項不能稱為著作？
(1)語文著作、音樂著作 (2)戲劇、舞蹈著作 (3)美術著作、攝影著作
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表、表格、簿冊或時曆。

(4)

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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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標

根據著作權法的用詞定義，「指基於公眾直接收聽或收視為目的，以有線電、
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著
作內容。由原播送人以外之人，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
訊息之方法，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者」指的是
(1)公開播送 (2)公開上映 (3)公開演出 (4)公開傳輸。

(1)

第九章 環保法規、智財權、勞工法規、個資法

23. ( )

有關智慧財產權的使用爭議中，下列敘述中，何者與「是否合理使用的判斷基
準」無關？
(1)使用他人著作的結果，是否會影響原著作者在市場的損失 (2)利用他人著作
的內容量佔整個著作內容的比例高低 (3)利用他人著作的目的，是用來營利或
者是公益非營利性 (4)利用他人著作時是否取得原稿或重新打字。

(4)

24. ( )

付費加入網站會員，下載了好幾百首網友分享的歌曲來聽，也上傳歌曲讓別人
分享，請問如此行為會違法嗎？ (1)違法的應該是網站業者，不是會員本身
(2)繳交會費不等於合法授權 (3)因為已繳會費，當然不會違法 (4)只要分享
給別人不收費，就不會有違法問題。

(2)

25. ( )

下列哪一項敘述不是智慧財產權所要保護的標的？ (1)鋼琴家演奏老歌的錄音
(2)應用電腦程式所撰寫的文章 (3)服裝設計開發的繪製草稿 (4)自行歸納所
得的創意想法。

(4)

26. ( )

著作權登記應向哪個機關申請？
(1)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2)教育部

(1)
(3)內政部警政署

(4)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27. ( )

商標註冊應向那個機關申請？ (1)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4)經濟部工業局。

28. ( )

販賣未經授權而自行燒錄的歌曲大補帖或 MP3，違反了什麼法律？
(1)專利權法 (2)商標法 (3)公平交易法 (4)著作權法。

29. ( )

下列何者可被認定為一種著作？
(4)圖形著作。

(1)標語

(2)經濟部商業司

(2)通用之時曆

(3)

(3)通用之名詞

(1)

(4)

(4)

9-3 專利權



專利申請應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提出。



一項新發明，自提出專利申請日起算，受 20 年的保護。



專利權期間：
類別

年限

新發明

20

新型

10

新式樣

10



遊戲及運動之規則或方法不予發明專利。



我國專利法採行「先申請主義」。



新產品在發表後六個月內需申請專利，否則會喪失資格。



專利權有異議時，依法可提行政救濟，最高行政機關為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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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的期間屆滿後，任何人均可自由利用該專利。



我國專利權的申請是以先提出申請者為優先審核。

1. ( )

依照我國專利法規定，下列何者不發予發明專利？
(1)電腦產品 (2)遊戲規則 (3)建築施工法 (4)植物育種法。

(2)

解析： 專利法第 21 條第 4 項規定：遊戲及運動之規則或方法不予發明專利。

2. ( )

依我國專利法規定，一項新產品應在發表會後多久申請專利，否則喪失其新穎
性？ (1)半年內 (2)一年內 (3)二年內 (4)三年內。

(1)

3. ( )

專利權的期間屆滿後
(1)任何人均可自由利用該專利 (2)只要付錢給著委會就可以利用該專利
是要徵得專利權人同意 (4)向中央標準局申請再延長年限。

(1)

4. ( )

(3)還

我國專利法採行 (1)先申請主義 (2)先發明主義 (3)先實施主義 (4)以上皆非。

(1)

解析： 若兩個人在沒有互相模仿抄襲的情況下，同時發明一項新產品，則先去申請專利的人，
可以取得專利權。

5. ( )

阿國發明了一種自動工作的機器，要向那一個機關申請專利權？ (1)財政部國
稅局 (2)法務部法律事務司 (3)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4)行政院新聞局。

(3)

解析： 課本第 9-8 頁。

9-4 電腦軟體程式著作



電腦程式也是著作。



目的程式是原始程式的翻譯程式，所以一樣受著作權保護。



電腦程式的著作財產權存續至著作公開發表後五十年。



購買正版軟體，只是取得該軟體所附磁片的所有權，該電腦程式的著作權，仍歸程式的著作
權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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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師如果受雇於一公司，若未特別約定，則程式的所有權將屬於該公司。



軟體程式原著者，提出載有程式名稱、機能概要的書面說明後，可以辦理程式權利保存。



軟體的新用途不可以申請專利權保護。



製作多媒體節目時，未付權利金，就逕自錄用為非法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