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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裝置及電腦科技應用

一、行動裝置
1. 傳統 2G 即 GSM 手機
傳統 2G 手機例如 NOKIA215 擁有一個 VGA 攝像頭，揚聲器，多媒體播放，MMS
簡訊，網絡瀏覽器和電子郵件客戶端。它也帶有 Facebook 和 Twitter 應用程式，以
及 Opera Mini 網頁瀏覽器。
2. 智慧型手機
智慧型手機是指具有獨立的行動作業系統，可透過安裝應用軟體、遊戲等程式
來擴充功能的手機。其運算能力及功能均優於傳統功能型手機。
iPhone 以後的機型增加了可攜式媒體播放器、基本型「傻瓜式」數位相機和閃
光燈（手電筒）
、微型攝影機和 GPS 導航、NFC、重力感應水平儀等功能，使
其成為了一種功能多樣化的裝置，新一代的手機還擁有高解析度觸控式螢幕和
網頁瀏覽器，從而可以顯示標準網頁以及行動最佳化網頁，透過 Wi-Fi 和行動
寬頻，智慧型手機還能實作次世代高速資料存取，雲端存取等。自從具備連網
能力後短短幾年內大大增加了手機的實用性，轉變成以網路行動端點為核心的
通訊工具。
智慧型手機按作業系統分 Android（Google）
、iOS（Apple）
、Windows Mobile
／Phone（Microsoft）
、BlackBerry（前身 RIM）
、Symbian（Nokia）
、Palm OS
（Palm）
行動應用程式（apps）是指設計給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或其他行動裝置運行
的一種應用程式。主要 APP 商店： App Store、Google Play、Windows 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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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板電腦
平板電腦（英語：Tablet Computer，或簡稱 Tablet）是一種小型的、方便攜帶
的個人電腦，以觸控式螢幕作為基本的輸入裝置。
它擁有的觸控式螢幕允許使用者通過觸控筆或數位筆來進行作業而不是傳統的
鍵盤和滑鼠。多數的平板電腦更支援手指操作，使用手指觸控、書寫、縮放畫
面與圖片。
以 iPad 為例，是由蘋果公司設計銷售的平板電腦產品系列，搭載蘋果的 iOS 作
業系統。iPad 的使用者介面是以多點觸控螢幕為主來進行設計，也包括了虛擬
鍵盤。每一款 iPad 皆有內建 Wi-Fi，某些機型也同時支援行動網路。
iPad 的基本功能包括錄影、拍照、播放音樂，以及瀏覽網頁和電子郵件等網際
網路相關功能。在下載並安裝應用程式（app）後可為 iPad 加入其他功能，包
、使用社交網路
括執行遊戲、查閱工具書、GPS 導航（僅 Wi-Fi＋Cellular 版）
等。在 App Store 由蘋果和其他公司為 iPad 設計的應用程式 Apps。
4. 筆記型電腦（英語： Laptop Computer ，可簡為 Laptop 或 Notebook）
是一種小型、可以方便攜帶的個人電腦，通常重達 1 至 3 公斤，亦有不足 1 公
斤者。現在的發展趨勢是體積越來越小，重量越來越輕，而功能卻越發強大。
為了縮小體積，筆記型電腦通常擁有液晶顯示器，現在新型的部分機種甚至有
觸控螢幕。除了鍵盤以外，還裝有觸控板（touchpad）或觸控點作為定位裝置
。
（Pointing device）
從用途上一般可以分為 4 類：商務型、時尚型、多媒體應用、特殊用途。商務
型筆記型電腦的特徵一般可以概括為行動性強、電池續航時間長；時尚型外觀
特異也有適合商務使用的時尚型筆記型電腦；多媒體應用型的筆記型電腦是結
合強大的圖形及多媒體處理能力又兼有一定的行動性的綜合體，市面上常見的
多媒體筆記型電腦擁有獨立的較為先進的顯卡，較大的螢幕等特徵。

二、電腦在科技方面的應用
藍牙技術（ Blue tooth ）
用在短距離 10~100 公尺之內的無線通訊技術，使用的無線電波具穿透力，可穿透
牆壁，無接收角度的限制使用全球各地都不受管制的 2.4GHz 無線頻段，不像紅外線必
須直線對準，應用在筆記型電腦、智慧型手機、無線耳機等。最早由易利信提出，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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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家電用品與電腦能夠溝通，如利用藍牙功能的手機內的資料傳送到電腦或有藍牙接收
裝置的設備。
小型區域傳輸方式

傳輸速度

傳輸距離

對稱式傳輸

上、下傳為 432Kbps

10~100 公尺

非對稱式傳輸

上傳 56K 下傳 721Kbps

WI-FI 無線區域網路（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
無線區域網路（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由 IEEE 802.11 所制定的一種無線區
域網路的技術，具利用低功率的微波來傳輸，使用的無線電波具穿透力，可穿透牆壁，
無接收角度的限制。無線網路節點可移動，連線費用是依一般方式收費，但設備需加購
無線網路卡、無線接取設備（Access Point）來連接實體線路可網路漫遊，但使用無線
頻段 2.4 GHz，故無線電波彼此會干擾。
無線區域網路的技術

傳輸速度

IEEE 802.11a

54Mbps

IEEE 802.11b

11Mbps

IEEE 802.11g

54Mbps

IEEE 802.11n

600Mbps

距離

使用無線頻段
5GHz

100 公尺

2.4GHz
2.4GHz
2.4/5GHz

WIFI 加密方法：
WEP（無線加密協議），是個保護無線網路資料安全的體制。因為無線網路是
用無線電把訊息傳播出去，它特別容易被竊聽。WEP 的設計是要提供和傳統有
線的區域網路相當的機密性
WPA/WPA2 兩個標準，是一種保護無線網路（Wi-Fi）安全的系統。它是應研
究者在前一代的有線等效加密（WEP）系統中找到的幾個嚴重的弱點而產生
的，其中最強的是 WPA2 企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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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連線到無線網路 Haomaker，並重新讀取頁面。

步驟 2
連線 Haomaker

步驟 1
進入無線網路>
選 Haomaker

步驟 3
重新載入此頁

1-5

3G/4G/5G ：第三 / 四 / 五代行動通訊系統
」
，4G 代表第四代，是為了與之前的第
4G LTE，其中 G 代表「世代（Generation）
、第三代（3G）行動電話做出區隔，我們以目前全球市佔率最高的歐洲系統
二代（2G）
來說明，這也是目前台灣所使用的系統：
第二代行動電話（2G）：GSM 系統只支援線路交換的語音通道，主要透過語音通
道打電話與傳送簡訊，GPRS 系統支援封包交換因此可以上網，但是由於利用語音通道
傳送資料封包，因此上網的速度很慢。
第三代行動電話（3G）
：UMTS 系統支援封包交換，可以用更快的速度上網，由於
3G 的手機同時支援 2G ，因此當我們使用 3G 的手機講電話或傳簡訊時，仍然可以使
用 GSM 系統的語音通道來完成。
第四代行動電話（4G）
：LTE / LTE-A 系統支援封包交換，可以用更快的速度上網，
由於 4G 的手機大多同時支援 3G 與 2G，因此在手機找不到 LTE 基地台時仍然會以
UMTS 基地台上網，講電話或傳簡訊時仍然可以使用 GSM 系統的語音通道來完成。
第五代行動電話（5G）
：下一代行動網路聯盟定義了 5G 網路的以下要求：
以數十兆比特每秒（Mbps）的數據傳輸速率支持數萬用戶；
可以以一千兆比特每秒（Gbps）的數據傳輸速率同時提供給在同一樓辦公的許
多人員；
支持數十萬的並發連接以用於支持大規模傳感器網路的部署；
頻譜效率應當相比 4G 被顯著增強；
覆蓋率比 4G 有所提高；
信令效率應得到加強；
延遲應該顯著相比 LTE 被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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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

系統名稱

多工方式

調變方式

通道頻寬

資料傳輸率
上傳/下載
(bps)

頻譜效率
上傳/下載
(bps/Hz)

2G

GSM

FDMA

GMSK

200KHz

9.6K/14.4K

0.05/0.07

2.5G

GPRS

FDMA

GMSK

200KHz

9.6K/115K

0.05/0.58

2.75G

EDGE

8PSK

200KHz

384K/384K

1.92/1.92

3G

WCDMA

FDMA

QPSK

5MHz

64K/2M

0.01/0.40

3.5G

HSDPA

CDMA

16QAM

5MHz

384K/14.4M

0.08/2.88

3.75G

HSUPA

QPSK

5MHz

5.76M/14.4M

1.15/2.88

通道頻寬

資料傳輸率
上傳/下載
(bps)

頻譜效率
上傳/下載
(bps/Hz)

64QAM

20MHz

50M/100M

2.5/5

64QAM

100MHz

500M/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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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

系統名稱

多工方式

調變方式

4G

LTE

FDMA

4G

LTE-A

OFDM

GSM 是由歐盟所定的數位式行動式電話系統，所以又稱為泛歐式數位行動
電話系統，它是目前全世界最廣為使用的行動通訊系統。
知識家

GPRS 是在行動通訊上所使用的技術，這個技術將語音與數位資料整合在
一個頻道中傳送給 GSM 手機，支援多媒體的通訊技術，它改良了部份 GSM
的缺點，而且採取封包交換的原理，資料被拆解為封包進行傳送。
PHS 是 1995 年開始在日本地區所使用的一種行動電話通訊系統，這個系
統使用較低的功率來傳送語音訊號，比起一般廣為使用的 GSM 系統具有
低耗電、低電波射的優點，相對的基地台的涵蓋只有 500 公尺左右，所以
基地台的架設必須較 GSM 系統為密集，適合在人口密集的都會地區使
用，目前台灣都會區已可以使用。

網路電話
VoIP 是將語音訊號壓縮成數據資料封包後，在 IP 網路基礎上傳送的語音服務。

支援 NAT 私人 IP 環境通話，支援 DHCP、Static、Cable Modem 與 PPPoE（非
。
固定制 ADSL）
用戶網內互打免費；用戶透過第二類電信公司撥打長途電話、行動電話與國際
電話，可節省 37% ～ 80% 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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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聯盟縣市網路中心所提供之市內電話電路，傳統電話可以撥入本網路電話
系統。用戶可設定轉接至網路電話或傳統電話。例如 Pchome 的 Skype。

建立家用無線（Wi-Fi）網路的兩種好處是什麼？（選擇兩項）
(1) 即使不在家也能連線到家裡的電腦
(2) 多種裝置可以在同樣的網路中進行連線和通訊交流
(3) 當網路被建立，範圍內的所有裝置都能自動連線
(4) 每一台裝置都能夠記住該網路並自動重新連線
2,4

與只能 Wi-Fi 上網的平板電腦比起來,具有行動上網功能的平板電腦的缺點是什麼？
(1) 它比較重
(2) 它不能連線到 Wi-Fi
(3) 它的記憶體不僅小且處理速度也較慢
(4) 價格和網路數據的服務費用較高
4

目前最快手機網路是哪一種類型？
(1) LTE/4G LTE
(2) 3G
(3) 4G
(4) 5G
1

與有線網路或 Wi-Fi 網路相比, 行動網路的優點是什麼？
(1) 可在較多的地方進行存取
(2) 網路速度明顯較快
(3) 在大型建築物內的訊號可靠性較佳
(4) 比較不可能被駭客攻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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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哪一種是安全性最強的無線網路（Wi-Fi）加密規範？
(1) WEP
(2) WPA
(3) EAP
(4) WPA2
4

與只能 Wi-Fi 上網的平板電腦比起來，具有行動上網功能的平板電腦的優點是什麼？
(1) 具有其它行動裝置的同步功能
(2) 提供 VoIP 功能
(3) 存取無線網路較為方便
(4) 網路覆蓋範圍較廣
4

手機 SIM 卡的主要功能是什麼？
(1) 它具有可使相機或智慧手機的數據以無線方式傳輸到另一個裝置的功能
(2) 它確保您的上傳和下載速度一致
(3) 作為識別電話用戶的依據
(4) 增加手機的資料儲存空間
3

必須要有哪一種服務才能在行動裝置使用即時傳訊功能？
(1) Gmail 或 Microsoft 帳戶
(2) 行動文字傳訊方案
(3) 網路連線能力
(4) 電信門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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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網路應用程式而非桌上型應用程式的兩種好處為何？（選擇兩項）
(1) 不在辦公室也能夠存取網路應用程式
(2) 網路應用程式的性能比桌上型的還要好
(3) 網路應用程式明顯地需要較少的網路連線功能
(4) 不需要安裝網路應用程式
(5) 網路應用程式受實體位置所限
1,4

相較於一般的平板電腦 , 使用具有行動上網功能的平板電腦對於哪一種類型的店家最能
體會該功能所帶來的好處？
(1) 圖書館
(2) 雜貨店
(3) 小型餐廳
(4) 送花服務
4

哪一種網路類型提供最佳的速度和可靠性？
(1) 行動網路
(2) 有線網路
(3) Wi-Fi 網路
(4) 網路熱點
2

與早期一般的手機相比，使用智慧型手機有哪三項優點？（選擇三項）
(1) 存取語音信箱
(2) 可以使用電子郵件應用程式
(3) 可以撥打視訊通路
(4) 進階網路瀏覽功能
(5) 可以聽音樂
(6) 收發簡訊（SMS）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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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哪三種方式可讓您將智慧型手機的檔案傳輸到桌上型電腦？（選擇三項）
(1) 將手機的 SIM 卡取下再把它插入電腦即可
(2) 使用雲端儲存服務在裝置、雲端和桌上型電腦間進行檔案同步作業
(3) 使用 USB 線將裝置連接到桌上型電腦後，再使用電腦的檔案系統來複製或移動
檔案
(4) 使用乙太網路線將裝置連接到桌上型電腦後，再使用電腦的檔案系統來複製或
移動檔案
(5) 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應用程式將檔案以無線方式傳輸到桌上型電腦
2,3,5

必須完成哪三項步驟才能將兩個啟用藍牙功能的裝置相連接？（選擇三項）
(1) 啟用藍牙功能
(2) 確保沒有任何即有的連接
(3) 確保裝置沒有被覆蓋
(4) 開啟 Wi-Fi
(5) 配對裝置
1,2,5

哪三種網路類型可以讓具有行動上網（cellular）功能的平板電腦免費連線而不需付費？
（選擇三項）
(1) 乙太（Ethernet）網路
(2) 加密無線網路
(3) 家用無線網路
(4) 行動網路
(5) 公用無線網路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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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售或轉讓您的手機給他人之前,應完成的動作有哪三項？（選擇三項）
(1) 聯絡您的電業者安排轉讓事宜
(2) 備份個人的應用程式及資料
(3) 如果有 SIM 卡，則把它移除
(4) 將購買證明轉讓給新持有人
(5) 讓手機回復原廠設定，已刪除所有的個人資料
2,3,5

下列哪兩種方式可以讓智慧型手機連線至網際網路？（選擇兩項）
(1) 含上網數據服務的行動電信方案
(2) 乙太網路連線
(3) Wi-Fi 網路
(4) 網路應用程式
1,3

將家用無線網路（Wi-Fi）加密的兩項優點為何？（選擇兩項）
(1) 能以加密方式進行資料傳輸
(2) 能明顯增加頻寬
(3) 能擴大網路覆蓋範圍
(4) 控制存取網路的權限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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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1.

在 Windows 7 檔案屬性中，不包含下列何種日期？
(A)建立日期

(B)修改日期

(C)存取日期

(D)列印日期

我們平常所使用的 IC 金融卡、IC 健保卡，可以記錄大量的資料，請問這是
因為這類 IC 卡內嵌了下列哪一種電子元件？

(

)2.

(A)積體電路

(B)電晶體

(C)真空管

(D)發光二極體

下列電子元件：1.電晶體 2.超大型積體電路 3.積體電路 4.真空管 若依據電
腦發展的演進過程排列，其正確的排序為︰

(

)3.

(A)4,3,1,2

(B)4,1,3,2

(C)1,2,3,4

(D)2,3,4,1

將電路的所有元件，如電晶體、電阻，二極體等濃縮在一個矽晶片上之電腦
元件稱為：

(

(

)4.

)5.

(A)積體電路

(B)電晶體

(C)真空管

(D)中央處理單元

下列 3C 產品的中英文對照，何者錯誤？
(A)NB：筆記型電腦

(B)Tablet PC：數位相機

(C)Netbook：輕省筆電

(D)AI：人工智慧

資訊家電（Information Appliance）
，例如：數位冰箱或數位冷氣機，通常利
用下列何種電腦，來執行特定的監控或運算功能？
(A)迷你電腦

(B)掌上型電腦

(C)嵌入式電腦

(D)個人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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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桌上型電腦是一種微電腦，而筆記型電腦（Notebook Computer）則是一
種嵌入式電腦
(B)個人數位助理（PDA）是超級電腦的一種
(C)電晶體、電容、電阻都是積體電路的電子元件
(D)使用電腦來控制生產線上的機器以便快速製造產品，減少空間的浪費，稱
之為「電腦輔助設計」

(

(

(

(

(

)7.

)8.

)9.

電腦常用的時間單位有：毫秒、微秒及奈秒， 請問 1 奈秒等於多少秒？
(A)10 –12

(B)10 –9

(C)10 –6

(D)10 –3

個人電腦中一個位元組（byte）是由幾個位元（bit）組成？
(A)2

(B)4

(C)8

(D)16

某店販賣下列 4 顆容量不同的硬碟，請問哪一顆硬碟的容量最大？
(A)150GB

(B)0.1TB

(C)10,000,000MB

(D)5,000KB

)10. 下列何者是指電腦輔助教學軟體？
(A)RFID 軟體

(B)POS 軟體

(C)CAI 軟體

(D)GPS 軟體

)11. 尋找所在位置附近的停車位、美食、廁所等手機的 APP 軟體，與下列哪一項
服務或技術最相關？

(

(

(A)電子化政府

(B)適地性服務

(C)網路教學服務

(D)人工智慧

)12. 下列哪一種自動化活動在產品設計、建築設計、電路板設計等領域均適用？
(A)彈性製造系統

(B)電腦輔助製造

(C)電腦輔助生產

(D)電腦輔助設計

)13. 下列何者不屬於 3C 產品的範疇？
(A)電腦（Computer）

(B)通訊（Communication）

(C)消費性電子（Consumer electronics） (D)控制器（Cont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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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算表 EXCEL 2013 操作

一、試算表 Excel
Excel 功能：試算表、統計圖表、資料分析、個人預算。
預設活頁簿檔名：活頁簿 1.xlsx，工作表預設 1 張。

1. 取得外部檔案：從 Access、從 Web、從文字檔及從其他來源等等。如下圖。
2. 如何匯入文字檔：
在 Excel 中，開啟它，或者您可以為外部資料範圍匯入。
逗號分隔值的文字檔案（.csv）
，通常會以逗號字元（,）分隔每個文字欄位。如
通訊錄、客戶資料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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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匯入試算表至另一應用程式時，哪一種資料類型最適合使用 CSV 格式？
(1) 帶有儲存格樣式的使用者資料輸入表單
(2) 區域銷售資料和財務公式
(3) 含有計算方式的年度個人預算表
(4) 顧客聯絡表
4

二、EXCEL 操作
1. 跨欄置中
練習》 將 A1 的標題設定在表格的中央。（打開跨欄置中練習檔.xlsx）
選取 A1 到 E1 的儲存格→按

即可。

原始檔

結果檔

2. 刪除列
練習》 刪除第 1 列。（打開刪除列練習檔.xlsx）
選取要刪除的列→按「滑鼠右鍵」→選擇「刪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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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檔，如下圖：

3. 插入欄位
練習》 請在 A、B 二欄之間插入一個欄位。（打開插入欄位練習檔.xlsx）
選取 B 欄位→按「滑鼠右鍵」→選擇「插入」即可。

4. 調整列高或欄寬
練習》 設定第 1 列的列高調整為「25」。
選取要調整的列→點選「格式」→輸入「列高」的數值，即可完成列高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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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將「收支說明」的欄寬，完整顯示。
選取要調整的欄→點選「格式」→選取「自動調整欄寬」
，即可完成欄寬的調整。

在 B、C 欄之間快點 2 下。

5. 選擇性貼上
練習》 將工作表 1 內 A1:E7 的儲存格資料，複製到工作表 2 內 A1:E7，並以選
擇性貼上內的「值與數字格式」。（打開選擇性貼上練習檔）
選取 A1:E7 的儲存格資料→按「複製」或「Ctrl+C」→切換至工作表 2→按「貼上」
。
\「選擇性貼上」→選擇「值與數字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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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 Excel 中，要使用滑鼠點選的方式，來圈選多個連續的儲存格，可搭配下
列哪個按鍵？
(A)Ctrl

(

(

)2.

)3.

(B)Shift

)4.

(D)Alt + Ctrl

下列何者不是 Microsoft Excel 的主要功能？
(A)編輯、計算資料

(B)分析、管理資料

(C)統計管理

(D)建立關聯式資料庫

在 Excel 中，以下何者為正確的儲存格名稱？
(A)「F123」

(

(C)Alt

(B)「1B2」

(C)「456」

(D)「BCD」

在 Microsoft Excel 工 作 表 中 ， 若 儲 存 格 A1,A2,A3 的 數 值 資 料 分 別 為
20,50,30，則在儲存格 A4 中輸入何者之運算結果為 50？

(

)5.

(A)=COUNT(A1,A3)

(B)=IF(A2=50,"A1","A3")

(C)=MAX(A1,A3)

(D)=SUM(A1,A3)

下表的 Excel 表格中，若儲存格 A3 中存放公式「=A1+$A$2」
，我們將此儲存
格複製後貼到儲存格 B3，則儲存格 B3 的公式計算值為何？
(A)110

1
2
3
(

)6.

(B)130

A
40
70

(C)150

(D)170

B
80
90

在 Microsoft Excel 工作表中， 若儲存格 A1,A2,A3,A4 的 數值資 料分別為
-2,3,-4,5，則在儲存格 A5 中輸入何者之運算結果 不是 2？
(A)=$A$4-$A$2 (B)=COUNT(A2:A3) (C)=MIN(A1:A4) (D)=SUM(A1:A4)

(

)7.

假設儲存格公式為「=ROUNDUP(123.45,1)+ROUNDDOWN(123.45,1)」，則
計算結果為下列何者？
(A)243.4

(B)246.9

(C)246.95

(D)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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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文化

APP 商店
App Store

簡介
蘋果公司為其 iPhone、iPod Touch 以及 iPad 等產品建立和維
護的數位化應用發行平台，允許使用者從 iTunes Store 瀏覽和
下載一些由 iOS SDK 或者 Mac SDK 開發的應用程式。根據應
用發行的不同情況，使用者可以付費或者免費下載。應用程式
可以直接下載到 iOS 裝置，也可以透過 Mac OS X 或者 Windows
平台下的 iTunes 下載到電腦中。

Google Play

是由 Google 為 Android 所開發的數位化應用發布平台，包括
數位媒體商店。它作為 Android 作業系統的官方應用商店，允
許用戶瀏覽和下載使用 Android SDK 開發並透過 Google 發布
的應用程式。 Google Play 也是數位媒體商店，提供音樂，雜
誌，書籍，電影和電視節目。

Windows Store

微軟為 Windows 8、10 及其以上版本引入的功能，允許程式開
發商在此發布應用程式。用戶可在此購買所有 Metro UI 應用程
式及部份傳統應用程式、現代化應用程式。

你不小心從你的裝置中刪除了一個 app，你如何還原刪除的 app？
(1) 從 app 商店中再購買一次
(2) 從賣者的網站再下載 app
(3) 從垃圾筒中還原
(4) 從 app 商店中再下載一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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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裝置配對到購買 apps 的預設程式。
裝置

Google Play

App Store

iPhone/iPad mini/iPod
Galaxy Tab S/

Windows Store

Amazon Appstore




Surface Pro



Kindle Fire



請排出從購買到開啟一個新的 APP 順序。

請將工作配對其應用程式。
工作

Microsoft Microsoft Microsoft
Excel
Powerpoint
Word

從預錄報告中做一個影片
執行基本數學計算
在報告內容中加入動畫

最適合編輯及修改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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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Photoshop





在網路上尋找圖像和影片
將客戶資料合併列印成信件

Google
Chr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