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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中學階段傳播科技概念項目專家問卷 

「傳播科技概念」專家問卷 

 

 

 

 

 

 

 

 

 

一、「概念」一詞的說明： 

1. 概念的定義：是學習的基本單位，具有共同屬性之事物的統稱。 
2. 概念的分類：概念可分為具體概念(如三角形、紅色等)與定義概念(如快樂、

秩序)。 

3. 概念的層度： 
(1) 物體概念：可以是物體的名稱，如電腦、飛機、汽車等，是名詞所構成的；
也可以是物體的屬性，如好的、大的、強的等，由形容詞所構成。 

(2) 事件概念：可以是一種事件，如唱歌、玩耍、看書等，由動詞所構成；也
可以是一種事件的屬性，如快樂的、激烈的、適當的等，由副詞所構成。 

(3) 關係概念：是名稱、事件、屬性之間的關係。 

二、問卷填寫說明： 

1. 本研究將過去幾年來國內外中學階段有關傳播科技的學習內容分析整理
後，概分為「電腦傳播」、「圖文傳播」、「影像傳播」與「通訊傳播」等項，

並列出其中所屬的概念。 

2. 請您就下方預先整理出的「中學生應具有的傳播科技概念」，審訂其是否合
適於中學階段來學習情形，並請在「合適與否」欄勾選。 

3. 若您認為本研究所預先整理的「中學生應具有的傳播科技概念」尚須修改，

敬愛的科技教育先進，您好： 

為瞭解我國中學階段學生對於傳播科技概念的認知情況，本研究正進行「中學生傳播科技

概念」的發展工作，預期將傳播科技的概念內容要項明確化，以做為傳播科技概念教與學的參

考項目。 

本研究分析了這幾年國內外在中學階段所教授的傳播科技相關內容，並將這些內容整理成

「電腦傳播」、「圖文傳播」、「影像傳播」與「通訊傳播」等四大類，並初步列出其中所屬的各

種傳播科技概念。在此想借重您在傳播科技領域的專長，懇請審訂所列概念是否應為國中學生

所必須學習的傳播科技概念。您的寶貴意見，將是我們發展此項研究的重要依據，謝謝！ 

敬祝 

教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指導教授  游光昭  
研 究 生  陳和寬敬上 



 

 - 94 -

也請您在「修改意見」欄註記中敘述如何更正。 

4. 若您覺得「中學生應具有的傳播科技概念」有遺漏的地方，也請您補充在下
方的空白欄位。 

合適與
否 

傳播
系統 

中學生應具有的傳播科技概念 

是 否

修改意見 

類比與數位    

二進位    

位元與位元組    

軟體與硬體    

資料與資訊    

資料庫    

電腦病毒    

備份    

偵錯    

CPU    

磁碟機(如：軟碟機、硬碟機、光碟
機) 

   

燒錄器    

防寫裝置    

輸入單元(如：滑鼠、掃描器、鍵盤)    

輸出單元(如：印表機、顯示器)    

RAM與ROM    

網路型式(如：區域、遠距、星狀、
無線) 

   

光纖的優缺點    

資訊安全    

通訊協定    

上網方式(如：數據機、CABLE、
ADSL、專線) 

   

網路伺服器(如：MAIL、BBS、WWW、
FTP)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電
腦
傳
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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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與
否 

傳播
系統 

中學生應具有的傳播科技概念 

是 否

修改意見 

廣播    

電離層    

有線傳播(電腦網路、電話網路)    

無線傳播(無線電波、微波、電磁波)    

衛星    

調幅與調頻    

編碼    

傳送    

接收    

解碼    

頻道    

行動通訊    

電視    

傳真    

調變與解調    

數位傳播    

類比傳播    

    

    

    

    

    

    

    

    

    

    

    

    

    

    

通
訊
傳
播 

    

 



 

 - 96 -

 

合適與
否 

傳播
系統 

中學生應具有的傳播科技概念 

是 否

修改意見 

CNS    

第三角法    

中心線    

輪廓線    

截線    

尺寸標註    

等角圖與斜視圖    

透視圖    

正投影視圖    

丁字尺    

CAD與CAM    

藍圖    

空間    

結構    

陰影    

對比    

平衡    

色彩    

韻律    

灰階    

連續調與半色調    

靜電印刷與噴墨印刷    

凸版印刷    

凹版印刷    

平版印刷    

網版印刷    

桌面出版    

分色處理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圖
文
傳
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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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與
否 

傳播
系統 

中學生應具有的傳播科技概念 

是 否

修改意見 

光的三原色    

透鏡(凹、凸)    

鏡頭(魚眼、廣角、標準、望遠)    

焦距    

濾鏡    

光圈與快門    

閃光燈    

感光度    

相片處理與輸出    

正片與負片    

三分法則    

單眼相機與傻瓜相機    

數位相機    

像素    

動態影像裝置    

感光元件    

記憶卡    

變焦鏡頭    

景深    

安全燈    

微縮片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影
像
傳
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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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中學階段傳播科技概念項目專家名單 

電腦傳播：蕭顯勝教授、楊錦心教授、林建仲教授 

圖文傳播、攝影傳播：賴志堅教授、林耀聰教授、吳祖銘教授 

通訊傳播：莊謙本教授、黃奇武教授、曾煥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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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中學生傳播科技概念量表專家問卷節錄 

敬愛的科技教育先進，您好： 

為瞭解中學生對於傳播科技概念的認知情況，本研究正進行「中學生傳播科技概念」

量表的發展工作，預期將傳播科技的概念量表內容標準化，以做為傳播科技概念教與學的參

考項目。 

本研究分析了這幾年國內外在中學階段所教授的傳播科技相關內容，並將這些內容整理成

「電腦傳播」、「圖文傳播」、「影像傳播」與「通訊傳播」等四大類，並配合「CLD概念發展
階層」理論將傳播科技概念分為「具體階層」、「辨識階層」、「類推階層」與「活用階層」並初

步列出其中所屬的各種傳播科技概念題目。在此想借重您科技教育領域的專長與教學經驗，懇

請審訂所列的傳播技概念題目是否適合目前的中學生。您的寶貴意見，將是我們發展此項研究

的重要依據，謝謝！ 

敬祝 

教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指導教授 游光昭 

研 究 生 陳和寬 敬上 

一、概念題目編製說明： 

1.具體階層：呈現實物或現實生活中常見的情況，請受試者選出相同的事物。 

2.辨識階層：偏重在受試者能否辨識出各種事物所具有的相同用途或功能。 

3.類推階層：偏重在對各項事物性能的了解，在解決問題前，可以給予提示，讓受
試者能根據提示來選出相同性質之事物。 

4.活用階層：偏重在個體的問題解決能力之上，在問題解決之前受試者要提出可能
的假設，根據假設將各選項加以分析歸納為同類之事物，是較為抽象的概念。 

二、填答說明： 

1.下列題目是將各類的傳播科技概念依概念發展階層做分類，正確答案選項已標示
為粗體字。請您對題目的分類、內容、用語等做評估後，在「適合程度」（4非
常適合、3適合、2不適合、1非常不適合）欄上打勾。 

2.若您認為題目仍有修改空間或有其他意見，請填入「修改意見」欄內。 

[ 請翻到下一頁開始填答，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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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題目內容： 
【適合程度】 4非常適合  3適合  2不適合  1非常不適合 

壹、電腦傳播     
電腦介紹（具體階層）：     

1.目前電腦的基本運作是採用何種進位方式？ 4 3 2 1 
(1)二進位 □ □ □ □ 
(2)十進位     
(3)十二進位     
(4)十六進位     
  修改意見（或請直接在題目上修改）： 
 
 
 

    

 
2.下例何者是第四代電腦的處理元件？ 4 3 2 1 

(1)電晶體 □ □ □ □ 
(2)微處理器  
(3)真空管  
(4)積體電路  
  修改意見（或請直接在題目上修改）： 
 
 
 

 

 
電腦介紹（辨識階層）：     

3.第五代電腦的未來發展情況可能為何？ 4 3 2 1 
(1)具有人工智慧的思考能力 □ □ □ □ 
(2)具有生命現象的再生能力     
(3)具有空間轉換的能力     
(4)具有時間轉換的能力     
  修改意見（或請直接在題目上修改）： 
 
 
 

    

 
（其他題目，依此種方式呈，共計 100題，考慮篇幅關係，所以刪除） 

本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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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中學生傳播科技概念量表預試題目教師名單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林湧順老師 

台北市立大同高中：巫鍵志老師、陳瑞君老師 

台北縣立三民高中：盛復初老師、劉亦恭老師、丁裕峰老師 

台北市立麗山國中：林敏芳老師、高英訓老師 

花蓮縣立自強國中：劉建成老師 

南投縣立草屯國中：賴俊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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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中學生傳播科技概念量表預試題目 

親愛的同學，您好： 

為瞭解高中學生對於傳播科技概念的認知情況，本研究正進行「高中學生傳播科技概念」

量表的發展工作，預期將傳播科技的概念量表內容標準化，以做為傳播科技概念教與學的參考

項目。 

請您依題目的意思，選出最適合的選項，將答案填寫於題號前。每題皆為四選一的選擇題。

您的用心填答，將是我們發展此項研究的重要依據，謝謝！ 

敬祝 

學業順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指導教授 游光昭 

研 究 生 陳和寬 敬上 

1. 電腦處理元件的發展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1)真空管、電晶體、積體電路、微處理器 
(2)真空管、積體電路、微處理器、電晶體 
(3)電晶體、真空管、微處理器、積體電路 
(4)電晶體、積體電路、微處理器、真空管 

2. 指出「電子晶片的運算能力每十八個月會成長一倍」的是那一個定律？ 
(1)莫耳定律（Moore's law） 
(2)安培定律（Ampere's law） 
(3)法拉第定律（Faraday's law） 
(4)歐姆定律（Ohm's law） 

3. 目前電腦的資料運算方式是採用何種進位方式？ 
(1)二進位 
(2)十進位 
(3)十二進位 
(4)十六進位 

4. 將人類對各種問題的解決過程模組化，使電腦具有組織判斷的能力，此種具
有自我解決問題的電腦系統稱為什麼？ 

(1)人工智慧 
(2)駭客系統 
(3)生化電腦 
(4)虛擬實境 

5. 下列那一種電腦具有易組裝，易升級的優點？ 
(1)工業電腦 
(2)桌上型個人電腦 
(3)筆記型電腦 



 

 - 103 -

(4)伺服器電腦 

6. 對於數位與類比資料的敘述，何者正確？ 
(1)數位資料具有多次複製而不易失真的特性 
(2)目前大多數電腦使用的是類比資料 
(3)影音資料使用類比型式效果會較好 
(4)VHS錄影帶就是數位資料的一種 

7. 對於位元與位元組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位元是記憶的基本單位 
(2)位元組是八個位元構成 
(3)每個位元不是○就是一 
(4)位元的英文是 byte 

8. 下列何者是電腦的輸出裝置？ 
(1)掃描器 
(2)印表機 
(3)鍵盤 
(4)滑鼠 

9. 對於運算裝置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1)中央處理器(CPU)是電腦的主要運算處理裝置 
(2)繪圖晶片(GPU)可以分擔運算功能，加快圖形處理速度 
(3)主機板上的整合晶片組的功用是連接 CPU與各個裝置的橋樑 
(4)各種廠牌的 CPU，運算時脈越快的，效能越好 

10. 下列的資料儲存媒體中，哪一個在電源關閉後，資料會消失？ 
(1)光碟片(CD-ROM) 
(2)硬碟機(HDD) 
(3)隨機存取記憶體(RAM) 
(4)隨身碟(USB FLASHDRIVE) 

11. 下列何種元件是屬於電腦五大單元的記憶單元？ 
(1)RAM 
(2)CPU 
(3)HARD DISK 
(4)MONITOR 

12. 下列何種元件是屬於電腦五大單元的「算術與邏輯運算」單元？ 
(1)中央處理器 
(2)記憶體 
(3)磁碟機 
(4)顯示卡 

13. 協助使用者操控電腦各項運作的軟體是那一種？ 
(1)系統軟體 
(2)資料庫軟體 
(3)文書處理軟體 
(4)多媒體編輯軟體 

14. 那一種軟體用來記錄大量的訊息，若能有效歸類運用，是電子商務的一大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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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1)影像處理軟體 
(2)資料庫軟體 
(3)文書處理軟體 
(4)多媒體編輯軟體 

15. 電腦病毒常造成很大的損失，下列何者不能有效避免電腦病毒？ 
(1)隨時更新防毒軟體的掃毒引擎與病毒碼 
(2)不隨便將公用電腦的資料複製使用 
(3)收到有附加檔案的郵件要小心僅慎，確認安全後再開啟使用 
(4)收到來路不明的郵件應先打開後，確認沒有用處就立刻刪除 

16. 下列何者屬於網路裝置？ 
(1)記憶體 
(2)集線器 
(3)主機板 
(4)顯示卡 

17. 下列何者不是光纖的優點？ 
(1)材料取得容易 
(2)價格便宜 
(3)資訊傳輸量大 
(4)訊號不易衰減 

18. 全球資訊網(WWW)與電子佈告欄(BBS)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1)WWW能提供使用者直接體驗多媒體資訊 
(2)BBS主要是使用文字訊息 
(3)WWW可以提供檔案下載連結 
(4)BBS能呈現語音動畫 

19. 在電腦與電腦之間有共同的資訊傳送準則稱為？ 
(1)網路標準 
(2)通訊協定 
(3)區域連線 
(4)網際準則 

20. 下列那一種不是家庭中普遍用來連接網際網路的方式？ 
(1)ADSL 
(2)CABLE 
(3)電話撥接 
(4)衛星連線 

21. 寬頻上網已是目前國內網路使用的趨勢，請問下列的敘述何者正確？ 
(1)ADSL寬頻連線的最高速度不因家庭距離機房的遠近而有所不同 
(2)CABLE是有線電視寬頻服務，透過有線電視業者提供網路服務 
(3)為追求高品質的網路連線，光纖專線是家庭上網的最佳選擇 
(4)使用者的多寡不會影響到個別的連線速度 

22. 網路化的過程中，資訊安全是一項重要的部份，對於資訊安全的敘述何者正
確？ 

(1)使用 SSL加密網站的網址開頭為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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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網路銀行的網路轉帳使用大多採用 SSL加密  
(3)網路上使用信用卡交易大多採用 CA憑證 
(4)使用 CA憑證方便又安全，任何可上網的電腦皆可安心使用 

23. 對於國家圖書館的全球資訊網網址 www.ncl.edu.tw的說明何者不正確？ 
(1)www表示檔案傳輸協定 
(2)ncl表示國家圖書館的代號簡稱 
(3)edu表示教育類的網站 
(4)tw表示台灣的國碼 

24. 繪製「等角圖」的時候圖中物體的長、寬、高三軸線的夾角是 
(1)60度 
(2)30度 
(3)120度 
(4)90度 

25. 正投影視圖上的粗實線是下列那一個？ 
(1)中心線 
(2)隱藏線 
(3)尺寸線 
(4)可見輪廓線 

26. 一般而言，若工作圖沒有說明尺寸的單位，則所表示的尺寸為何？ 
(1)公尺 
(2)公寸 
(3)公分 
(4)公厘 

27. 下列何者是中華民國國家標準的簡稱？ 
(1)CNS 
(2)ANS 
(3)ISO 
(4)JIS 

28. 正投影視圖中，表示對稱部位的中心線應使用下列何種線條？ 

(1)          (2)         (3)           (4) 

29. 下列有關圖學設計的敘述何者正確？ 
(1)立體圖較不易表現物體的外觀 
(2)斜視圖是平面圖的一種 
(3)正投影視圖就是所謂的三視圖 
(4)等角圖是平面圖的一種 

30. 鉛筆上常有「B」與「H」兩英文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6B的鉛筆比 5H的鉛筆還硬 
(2)畫電腦卡，一般使用 2H的鉛筆較為何適 
(3)6B的鉛筆的軟硬度較適合用來工程製圖使用 
(4)硬度越高的鉛筆畫起來顏色越淺 

31. 產品零件說明所用的「工作圖」中，通常不會包括物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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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形狀 
(2)價格 
(3)組合方法 
(4)大小 

32. 對於電腦輔助設計的運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可以完全取代設計師的設計能力 
(2)可以做出材料、壓力、大小等參數分析，模擬各種物件的可能情況 
(3)可以展現物件的 3D立體結構模型 
(4)可以與電腦輔助造(CAM)結合完成電腦自動控制(CNC)的產品製造 

33. 對於製圖的徒手畫的敘述何者正確？ 
(1)是很精確的畫法之一 
(2)需利用尺、筆、圓規 
(3)通常用於草圖上 
(4)一般使用 6B鉛筆作圖 

34. . 下列那一個顏色不是色彩的三原色之一？ 
(1)黃色 
(2)洋紅 
(3)青色 
(4)黑色 

35. 下列的各種圖文傳播技術中，在複製圖文的過程，有使用印刷版的是哪幾種？
「1影印  2油印  3網版印刷  4電腦印表機列印」 

(1)1 
(2)12 
(3)23 
(4)234 

36. 下列何者不是電腦輔助設計(CAD)的特點？ 
(1)任何角度、位置、尺寸都可以精確的畫出 
(2)可以畫出各種不同樣式的圓或弧 
(3)可以很方便的量出圖形尺寸並做好標註 
(4)商業用的電腦輔助設計軟硬體，價錢便宜且取得容易 

37. 下列對於影印機的敘述何者錯誤？ 
(1)目前有單色的也有彩色的影印機 
(2)使用靜電的方式來吸附碳粉粒子 
(3)需經過加溫後才能將碳粉牢固的黏在紙上 
(4)通常被用於大量的書本印刷上 

38. 如果報紙的尺寸大小是全開，那麼一張只有報紙四分之一大小的紙張是幾
開？ 

(1)二開 
(2)四開 
(3)六開 
(4)八開 

39. 下列何者不是光的三原色？ 
(1)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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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綠色 
(3)藍色 
(4)黃色 

40. 對焦點的敘述何者正確？ 
(1)焦點外的影像看得較焦點內的影像清楚 
(2)只有凸透鏡有焦點，凹透鏡沒有焦點 
(3)任何方向的光經過透鏡都會聚集在一焦點上 
(4)焦點上的影像是最清楚的 

41. 要讓人眼就感覺不出停格情況，動態影像的擷取張數每秒只要大於幾張就夠
了？ 

(1)3張 
(2)15張 
(3)30張 
(4)60張 

42. 對於下列各種物品的說明何者正確？ 
(1)近視眼鏡是屬於凸透鏡 
(2)老花眼鏡的看遠與看近用的是兩種不同形式的鏡片 
(3)顯微鏡可以看見遠處的景像 
(4)望遠鏡是兩片凹透鏡組合而成的 

43. 相機的光圈一般以 F值來表示，下列何者表示通過的光線最多？ 
(1)F4 
(2)F5.6 
(3)F8 
(4)F11 

44. 下列何者不是數位相機的優點？ 
(1)拍攝後立即看到結果 
(2)用電量低，無需準備過多電池 
(3)記憶卡使用方便，可以重複存取 
(4)影像容易轉存到電腦，方便處理 

45. 對於鏡頭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1)標準鏡頭的視覺感受與人眼最接近 
(2)廣角鏡頭可以拍到較大角度的視野 
(3)望遠鏡頭可以拉近遠方主體拍攝 
(4)魚眼鏡頭適用於翻拍圖片 

46. 下列那一種感光值的底片較適合在昏暗的室內拍攝使用？ 
(1)ISO32 
(2)ISO64 
(3)ISO100 
(4)ISO400 

47. 人眼的視覺暫留約為多久的時間？ 
(1)3秒 
(2)1/3秒 
(3)1/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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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00秒 

48. 下列何種顏色的光波長最長？ 
(1)紅色光 
(2)黃色光 
(3)藍色光 
(4)紫色光 

49. 下列何種情況對不需要使用相機角架？ 
(1)要拍全家福但無人可以代拍時 
(2)要拍攝夜景時 
(3)要拍攝遠方的候鳥時 
(4)要拍攝太陽下的草原風景時 

50. 對於相機的使用下列何者不正確？ 
(1)用單手握相機方便拍攝 
(2)光線不足時可用閃光燈增加照明 
(3)使用大光圈可以縮短景深，突顯主題 
(4)使用高速快門可以補捉快速移動的物體 

51. 什麼是照片中的景深？ 
(1)焦點前後景物清楚的範圍 
(2)鏡頭的進光量 
(3)光線通過的時間 
(4)景物與景物之間的相關位置 

52. 對於光圈與快門的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1)光圈開得越大，其進光量會越多 
(2)快門速度越快的，其進光量越多 
(3)快門的速度標示為 60時，表示表快門打開的時間為 1/60秒 
(4)想要同等進光量，光圈越大，快門就要越快， 

53. 要很清楚的拍攝職棒球員擊中球的瞬間，下列那一段快門可以得到較佳效
果？ 

(1)1秒 
(2)1/60秒 
(3)1/125秒 
(4)1/1000秒 

54. 光圈口徑越大，光線通過的量越多，相機的光圈一般以 F 值來表示，下列 F
值何者表示通過的光線最多？ 

(1)F4 
(2)F5.6 
(3)F8 
(4)F11 

55. 下列那一種情況不是正確的補光方式？ 
(1)婚紗攝影時，攝影師助手通常會用反光板來增加主角臉上的光線 
(2)室內攝影時，使用閃光燈來增加亮度 
(3)靜物攝影時，使用亮度強大的燈泡照射 
(4)夜間攝影時，用閃光燈來照亮遠方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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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對於下列影像資料的敘述何者正確？ 
(1)解析度愈高，所需的容量要愈大 
(2)高解析度是拍照時惟一的考量 
(3)像素低的影像資料也能洗出清晰的大尺寸照片 
(4)像素愈高的資料越容易在網路間傳遞 

57. 對於數位相片沖洗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1)利用電腦的印表機列印出來 
(2)拿檔案到沖印店沖洗 
(3)透過網際網路傳送給網路沖洗服務中心沖洗 
(4)沖洗時要經過顯影、急制、定影等過程 

58. 要讓人眼就感覺不出停格情況，動態影像的擷取張數每秒至少要幾張？ 
(1)5張 
(2)15張 
(3)30張 
(4)60張 

59. 大部份的數位相機都是使用何種物品記錄影像資料？ 
(1)磁片 
(2)可錄式光碟片 
(3)記憶卡 
(4)底片 

60. 將訊息資料做適當的改變以利儲存或傳播的過程我們稱為何？ 
(1)編碼 
(2)解碼 
(3)傳送 
(4)接收 

61. 對於「頻率」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1)固定時間內訊號的週期次數 
(2)頻率越高其能量越高 
(3)人耳可接受到的聲音頻率範圍約為 20HZ~20000HZ 
(4)動物可接受的音頻範圍與人耳相同 

62. 電磁波的前進路線，通常以何者方式進行？ 
(1)曲線前進 
(2)螺旋線前進 
(3)直線前進 
(4)弧線前進 

63. 透過何種方式，訊號可做無線傳播？ 
(1)載波方式 
(2)加壓方式 
(3)升頻方式 
(4)強波方式 

64. 衛星電話的優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訊號不易受干擾 
(2)訊號涵蓋面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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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訊不易受地形影響 
(4)成本低廉 

65. 下列對於電視機的敘述，何者正確？ 
(1)電視機的尺寸大小指的是其螢幕面積 
(2)電漿電視具有大尺寸、高畫質且體積小的優勢 
(3)液晶電視的耗電量大於映像管電視 
(4)舊電視的映像管可以資源回收再利用，製成新的電視 

66. 對於目前手機的「無線數據服務」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1)WAP可提供的傳輸速度約為 9.6Kbps 
(2)GPRS通稱為第二代行動通訊系統， 
(3)3G是能夠提供寬頻上網的第三代行動電話科技的簡稱 
(4)PHS（低功率行動電話系統）數據傳輸速度約為 64Kbps 

67. 電視公司是透過什麼方法，將當下發生的新聞透過衛星立即傳播影音資訊？ 
(1)SNG（衛星新聞採集） 
(2)GPS（全球定位系統） 
(3)WAP（無線應用協定） 
(4)GPRS（整合封包無線電服務） 

68. 下列對於人造衛星的敘述何者錯誤？ 
(1)可以傳回氣象資料 
(2)可以轉傳世界各地的新聞 
(3)同步衛星是與地球的同步轉動 
(4)人造衛星在廣大的太空中沒有碰撞的可能性 

69. 衛星導航裝置是先進的行車幫手，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1)必需結合 GPS（全球定位系統） 
(2)需預載電子地圖配合 
(3)只能裝置在汽車內使用 
(4)可結合行動電話系統成為行動袐書 

70. 若手機上的來電顯示為「886212345678」各代表的意義何者正確？ 
(1)「886」表示我國的國碼 
(2)這通電話是用手機打來的 
(3)「12345678」表示局碼 
(4)這通電話是國際長途電話 

 

本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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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中學生傳播科技概念量表 

1. 電腦處理元件的發展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1）真空管、電晶體、積體電路、微處理器 
（2）真空管、積體電路、微處理器、電晶體 
（3）電晶體、真空管、微處理器、積體電路 
（4）電晶體、積體電路、微處理器、真空管 

2. 指出「電子晶片的運算能力每十八個月會成長一倍」的是那一個定律？ 

（1）莫耳定律（Moore's law） 
（2）安培定律（Ampere's law） 
（3）法拉第定律（Faraday's law） 
（4）歐姆定律（Ohm's law） 

3. 目前電腦的資料運算方式是採用何種進位方式？ 

（1）二進位 
（2）十進位 
（3）十二進位 
（4）十六進位 

4. 下列那一種電腦具有易組裝，易升級的優點？ 

（1）工業電腦 
（2）桌上型個人電腦 
（3）筆記型電腦 
（4）伺服器電腦 

5. 對於數位與類比資料的敘述，何者正確？ 

（1）數位資料具有多次複製而不易失真的特性 
（2）目前大多數電腦使用的是類比資料 
（3）影音資料使用類比型式效果會較好 
（4）VHS錄影帶就是數位資料的一種 

6. 對於位元與位元組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位元是記憶的基本單位 
（2）位元組是八個位元構成 
（3）每個位元不是○就是一 
（4）位元的英文是 byte 

7. 對於運算裝置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1）中央處理器（CPU）是電腦的主要運算處理裝置 
（2）繪圖晶片（GPU）可以分擔運算功能，加快圖形處理速度 
（3）主機板上的整合晶片組的功用是連接 CPU與各個裝置的橋樑 
（4）各種廠牌的 CPU，運算時脈越快的，效能越好 

8. 下列的資料儲存媒體中，哪一個在電源關閉後，資料會消失？ 

（1）光碟片（CD-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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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硬碟機（HDD） 
（3）隨機存取記憶體（RAM） 
（4）隨身碟（USB FLASHDRIVE） 

9. 下列何種元件是屬於電腦五大單元的記憶單元？ 

（1）RAM 
（2）CPU 
（3）HARD DISK 
（4）MONITOR 

10. 協助使用者操控電腦各項運作的軟體是那一種？ 

（1）系統軟體 
（2）資料庫軟體 
（3）文書處理軟體 
（4）多媒體編輯軟體 

11. 那一種軟體用來記錄大量的訊息，若能有效歸類運用，是電子商務的一大助
益？ 

（1）影像處理軟體 
（2）資料庫軟體 
（3）文書處理軟體 
（4）多媒體編輯軟體 

12. 電腦病毒常造成很大的損失，下列何者不能有效避免電腦病毒？ 

（1）隨時更新防毒軟體的掃毒引擎與病毒碼 
（2）不隨便將公用電腦的資料複製使用 
（3）收到有附加檔案的郵件要小心僅慎，確認安全後再開啟使用 
（4）收到來路不明的郵件應先打開後，確認沒有用處就立刻刪除 

13. 下列何者屬於網路裝置？ 

（1）記憶體 
（2）集線器 
（3）主機板 
（4）顯示卡 

14. 全球資訊網（WWW）與電子佈告欄（BBS）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1）WWW能提供使用者直接體驗多媒體資訊 
（2）BBS主要是使用文字訊息 
（3）WWW可以提供檔案下載連結 
（4）BBS能呈現語音動畫 

15. 在電腦與電腦之間有共同的資訊傳送準則稱為？ 

（1）網路標準 
（2）通訊協定 
（3）區域連線 
（4）網際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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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對於國家圖書館的全球資訊網網址www.ncl.edu.tw的說明何者不正確？ 

（1）www表示檔案傳輸協定 
（2）ncl表示國家圖書館的代號簡稱 
（3）edu表示教育類的網站 
（4）tw表示台灣的國碼 

17. 繪製「等角圖」的時候圖中物體的長、寬、高三軸線的夾角是 

（1）60度 
（2）30度 
（3）120度 
（4）90度 

18. 正投影視圖上的粗實線是下列那一個？ 

（1）中心線 
（2）隱藏線 
（3）尺寸線 
（4）可見輪廓線 

19. 一般而言，若工作圖沒有說明尺寸的單位，則所表示的尺寸為何？ 

（1）公尺 
（2）公寸 
（3）公分 
（4）公厘 

20. 正投影視圖中，表示對稱部位的中心線應使用下列何種線條？ 

（1）       （2）       （3）        （4） 

21. 鉛筆上常有「B」與「H」兩英文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6B的鉛筆比 5H的鉛筆還硬 
（2）畫電腦卡，一般使用 2H的鉛筆較為何適 
（3）6B的鉛筆的軟硬度較適合用來工程製圖使用 
（4）硬度越高的鉛筆畫起來顏色越淺 

22. 產品零件說明所用的「工作圖」中，通常不會包括物品的 

（1）形狀 
（2）價格 
（3）組合方法 
（4）大小 

23. 對於電腦輔助設計的運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可以完全取代設計師的設計能力 
（2）可以做出材料、壓力、大小等參數分析，模擬各種物件的可能情況 
（3）可以展現物件的 3D立體結構模型 
（4）可以與電腦輔助造（CAM）結合完成電腦自動控制（CNC）的產品製造 

24. 下列那一個顏色不是色彩的三原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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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黃色 
（2）洋紅 
（3）青色 
（4）黑色 

25. 下列的各種圖文傳播技術中，在複製圖文的過程，有使用印刷版的是哪幾種？
「1影印  2油印  3網版印刷  4電腦印表機列印」 

（1）1 
（2）12 
（3）23 
（4）234 

26. 下列對於影印機的敘述何者錯誤？ 

（1）目前有單色的也有彩色的影印機 
（2）使用靜電的方式來吸附碳粉粒子 
（3）需經過加溫後才能將碳粉牢固的黏在紙上 
（4）通常被用於大量的書本印刷上 

27. 如果報紙的尺寸大小是全開，那麼一張只有報紙四分之一大小的紙張是幾開？ 

（1）二開 
（2）四開 
（3）六開 
（4）八開 

28. 下列何者不是光的三原色？ 

（1）紅色 
（2）綠色 
（3）藍色 
（4）黃色 

29. 對於下列各種物品的說明何者正確？ 

（1）近視眼鏡是屬於凸透鏡 
（2）老花眼鏡的看遠與看近用的是兩種不同形式的鏡片 
（3）顯微鏡可以看見遠處的景像 
（4）望遠鏡是兩片凹透鏡組合而成的 

30. 下列何者不是數位相機的優點？ 

（1）拍攝後立即看到結果 
（2）用電量低，無需準備過多電池 
（3）記憶卡使用方便，可以重複存取 
（4）影像容易轉存到電腦，方便處理 

31. 對於鏡頭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1）標準鏡頭的視覺感受與人眼最接近 
（2）廣角鏡頭可以拍到較大角度的視野 
（3）望遠鏡頭可以拉近遠方主體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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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魚眼鏡頭適用於翻拍圖片 

32. 下列那一種感光值的底片較適合在昏暗的室內拍攝使用？ 

（1）ISO32 
（2）ISO64 
（3）ISO100 
（4）ISO400 

33. 下列何種情況對不需要使用相機腳架？ 

（1）要拍全家福但無人可以代拍時 
（2）要拍攝夜景時 
（3）要拍攝遠方的候鳥時 
（4）要拍攝太陽下的草原風景時 

34. 對於相機的使用下列何者不正確？ 

（1）用單手握相機方便拍攝 
（2）光線不足時可用閃光燈增加照明 
（3）使用大光圈可以縮短景深，突顯主題 
（4）使用高速快門可以補捉快速移動的物體 

35. 什麼是照片中的景深？ 

（1）焦點前後景物清楚的範圍 
（2）鏡頭的進光量 
（3）光線通過的時間 
（4）景物與景物之間的相關位置 

36. 對於光圈與快門的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1）光圈開得越大，其進光量會越多 
（2）快門速度越快的，其進光量越多 
（3）快門的速度標示為 60時，表示表快門打開的時間為 1/60秒 
（4）想要同等進光量，光圈越大，快門就要越快， 

37. 要很清楚的拍攝職棒球員擊中球的瞬間，下列那一段快門可以得到較佳效果？ 

（1）1秒 
（2）1/60秒 
（3）1/125秒 
（4）1/1000秒 

38. 下列那一種情況不是正確的補光方式？ 

（1）婚紗攝影時，攝影師助手通常會用反光板來增加主角臉上的光線 
（2）室內攝影時，使用閃光燈來增加亮度 
（3）靜物攝影時，使用亮度強大的燈泡照射 
（4）夜間攝影時，用閃光燈來照亮遠方的物件 

39. 對於下列影像資料的敘述何者正確？ 

（1）解析度愈高，所需的容量要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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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解析度是拍照時惟一的考量 
（3）像素低的影像資料也能洗出清晰的大尺寸照片 
（4）像素愈高的資料越容易在網路間傳遞 

40. 對於顯數位相片沖洗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1）利用電腦的印表機列印出來 
（2）拿檔案到沖印店沖洗 
（3）透過網際網路傳送給網路沖洗服務中心沖洗 
（4）沖洗時要經過影、急制、定影等過程 

41. 要讓人眼就感覺不出停格情況，動態影像的擷取張數每秒至少要幾張？ 

（1）5張 
（2）15張 
（3）30張 
（4）60張 

42. 大部份的數位相機都是使用何種物品記錄影像資料？ 

（1）磁片 
（2）可錄式光碟片 
（3）記憶卡 
（4）底片 

43. 將訊息資料做適當的改變以利儲存或傳播的過程我們稱為何？ 

（1）編碼 
（2）解碼 
（3）傳送 
（4）接收 

44. 對於「頻率」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1）固定時間內訊號的週期次數 
（2）頻率越高其能量越高 
（3）人耳可接受到的聲音頻率範圍約為 20HZ~20000HZ 
（4）動物可接受的音頻範圍與人耳相同 

45. 透過何種方式，訊號可做無線傳播？ 

（1）載波方式 
（2）加壓方式 
（3）升頻方式 
（4）強波方式 

46. 衛星電話的優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訊號不易受干擾 
（2）訊號涵蓋面廣 
（3）通訊不易受地形影響 
（4）成本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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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下列對於電視機的敘述，何者正確？ 

（1）電視機的尺寸大小指的是其螢幕面積 
（2）電漿電視具有大尺寸、高畫質且體積小的優勢 
（3）液晶電視的耗電量大於映像管電視 
（4）舊電視的映像管可以資源回收再利用，製成新的電視 

48. 電視公司是透過什麼方法，將當下發生的新聞透過衛星立即傳播影音資訊？ 

（1）SNG（衛星新聞採集） 
（2）GPS（全球定位系統） 
（3）WAP（無線應用協定） 
（4）GPRS（整合封包無線電服務） 

49. 下列對於人造衛星的敘述何者錯誤？ 

（1）可以傳回氣象資料 
（2）可以轉傳世界各地的新聞 
（3）同步衛星是與地球的同步轉動 
（4）人造衛星在廣大的太空中沒有碰撞的可能性 

50. 衛星導航裝置是先進的行車幫手，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1）必需結合 GPS（全球定位系統） 
（2）需預載電子地圖配合 
（3）只能裝置在汽車內使用 
（4）可結合行動電話系統成為行動袐書 

 

 

 


	附錄一
	附錄二
	附錄三
	附錄四
	附錄五
	附錄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