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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 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資訊安全類-資訊與網路安全管理概論試題 

試卷編號：ISN104 

學科 100% （為單複選題，每題 2.5 分，共 100 分） 
 
1. 考慮任一節點可能失效的前提下，哪種網路拓樸的穩定性最高？ 

(A)匯流排（bus） 
(B)輻射狀（star） 
(C)網格狀（mesh） 
(D)環狀（ring） 

Ans：C 
 

2. 在卡耐基美隆大學軟體工程學院所發展的軟體開發能力成熟度模

式整合（CMMI）中，已將開發活動與管理活動標準化，且可以整

理成為組織的標準作業流程是屬於哪一階段？ 
(A)第二級已管理階段 
(B)第三級已定義階段 
(C)第四級量化管理階段 
(D)第五級最佳化階段 

Ans：B 
 

3. 為加強重要系統登入機制的強度常使用二維式（two-factor）的身

分認證機制，以下哪些組合屬二維式的身分認證機制？（複選） 
(A)臉形加上指紋 
(B)密碼加上一次性密碼產製器 
(C)提款卡加上 PIN 碼 
(D)密碼加上帳號 

Ans：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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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 10 進位或 2 進位的數字來替代原網站 IP，以避過網路檢查

的駭客攻擊方式為以下何者？ 
(A)資料隱碼攻擊法（SQL Injection） 
(B)混淆攻擊法（URL Obfuscation） 
(C)搜尋引擎攻擊法 
(D)隱藏欄位攻擊法 

Ans：B 
 

5. 委外管理在法律面上最重要的第一條防線是以下何者？ 
(A)嚴謹的選商程序 
(B)內部採購分級授權程序 
(C)委外合約 
(D)委外查核程序 

Ans：C 
 

6. 作業系統常使用硬碟做為主記憶體的延伸，稱為虛擬記憶體（virtual 
memory），這種方式會造成以下哪種風險？ 
(A)非正常中斷時會導致資料存於硬碟之上，易遭有心人士竊取 
(B)多人共用時易發生資料衝突的狀況 
(C)無法加密 
(D)無法掃毒 

Ans：A 
 

7. 以下哪些是使用網路時應遵守的事項？（複選） 
(A)未經查證或可疑的網路消息，不應再經由網路傳播出去 
(B)保持誠實的上網態度，並為自己所寫的東西負責 
(C)在網路上發言時注意起碼的禮貌 
(D)應避免在網路公共討論區指名道姓討論私人事務 

Ans：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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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組織內應參與資訊安全教育、訓練及宣導的人員，應為下列何者？ 
(A)負責資訊安全業務的同仁 
(B)各單位主管 
(C)全體同仁 
(D)有處理機敏性資料的同仁 

Ans：C 
 

9. 在網路通訊協定中 TCP 與 UDP 相同之處為何？ 
(A)均使用埠號做為識別服務之用 
(B)均不一定提供可靠的資料傳輸 
(C)均無法確認資料的正確性 
(D)均有使用虛擬連結的觀念 

Ans：A 
 

10. No read up、No write down 及 Constrained 是哪一種安全存取模

型的特性？ 
(A)Bell-LaPadula 模型 
(B)Biba 模型 
(C)Clark-Wilson 模型 
(D)不干擾模型（noninterference model） 

Ans：A 
 

11. 資訊服務管理（ITSM）內的問題管理流程最主要的目標為以下何

者？ 
(A)找出根因，避免問題再次發生 
(B)快速回復服務 
(C)事件記錄，做為事件再次發生時的參考 
(D)事件記錄，用以評估服務水準目標是否達成 

An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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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某公司之異地備援方案為當發生重大災害時可在 3~6 小時內回復

系統服務，其採用之異地備援方案應為以下何種？ 
(A)全備援（mirrored sites） 
(B)熱備援（hot sites） 
(C)暖備援（warm sites） 
(D)冷備援（cold sites） 

Ans：B 
 

13. 為避免無線網路被駭客竊聽，可使用以下哪種防護機制？ 
(A)WEP 
(B)RADIUS 
(C)使用 MAC address 控制存取 
(D)隱藏 SSID 

Ans：A 
 

14. 為避免資料隱碼（SQL injection）攻擊，開發人員於開發程式時應

注意哪些事項？（複選） 
(A)對字串輸入加以過濾 
(B)對字串輸入限制長度 
(C)加強身分認證時之密碼長度 
(D)避免使用 cookie 

Ans：AB 
 

15. 組織發生疑似電腦犯罪情事時，透過電腦鑑識所取得的證據可透過

以下哪些方式強化？（複選） 
(A)有合格的證人說明證據的真實性 
(B)證據是在營運過程中產生，而不是為了作證而產生 
(C)使用硬碟複製工具來取得證據 
(D)取得與保存證據的過程有詳細的紀錄 

Ans：A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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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下列何種方法是預防社交工程攻擊的最好方法？ 
(A)教育訓練及宣導 
(B)安裝入侵偵測與防禦系統（IDPS） 
(C)安裝網站過濾伺服器 
(D)安裝端末管理機制 

Ans：A 
 

17. 現行端末設備的監控技術越見成熟，針對個人電腦的使用均有更完

整的紀錄，在採用這些監控技術時應避免觸犯以下何種法令？ 
(A)個人隱私保護相關法令 
(B)集會遊行法 
(C)電子簽章法 
(D)政府資訊公開法 

Ans：A 
 

18. 個人資料保護法上路後，組織為避免因違反法令而招致罰款，所以

投保了個人資料保護責任保險，是屬於以下哪種風險管理方式？ 
(A)降低風險 
(B)移轉風險 
(C)避免風險 
(D)接受風險 

Ans：B 
 

19. 資訊系統的設定常使用磁碟陣列（RAID）來提高系統的可用性及

存取速度，採用哪些磁碟陣列的等級於單一硬碟毀損時仍可藉由其

它硬碟回復資料？（複選） 
(A)RAID 0 
(B)RAID 1 
(C)RAID 3 
(D)RAID 5 

Ans：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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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以下哪項不是作業系統的基本功能？ 
(A)硬體元件管理 
(B)輸入輸出管理 
(C)記憶體管理 
(D)資料庫管理 

Ans：D 
 

21. 以下何者是常見的國際資訊安全管理制度標準？ 
(A)ISO27001 
(B)ISO20000 
(C)ISO9001 
(D)ISO14001 

Ans：A 
 

22. 先快速開發出一個系統初步模型與使用者溝通後再行調整，藉由如

此反覆的過程來完成最終的系統，這樣系統開發方式稱為？ 
(A)雛型法 
(B)物件導向性系統開發方式 
(C)合作需求規劃（JRP）/合作應用設計（JAD） 
(D)軟體開發生命週期（SDLC） 

Ans：A 
 

23. 以下哪種惡意程式可以自行存在，但無法自行複製？ 
(A)病毒 
(B)蠕蟲 
(C)惡意行動碼（mobile code） 
(D)追蹤 cookies 

An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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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未經他人同意使用駭客方法登入他人電腦使用，違反了本國的什麼

法令？ 
(A)個人資料保護法 
(B)電子簽章法 
(C)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D)刑法妨礙電腦使用專章 

Ans：D 
 

25. 以下哪個項目是成功導入資訊服務管理（ITSM）的預期成果？ 
(A)把使用者當作客戶 
(B)技術導向 
(C)避免駭客入侵 
(D)主觀地認定績效 

Ans：A 
 

26. 以下哪項不是數位簽章中所使用簽章憑證的主要功能？ 
(A)加密資料 
(B)確保資料完整性 
(C)不可否認 
(D)確認對方身份 

Ans：A 
 

27. 以下哪些是屬於營業秘密所討論保護的範圍？（複選） 
(A)私有的技術、方法及製程 
(B)員工的身分證字號及地址 
(C)生產及銷售資訊 
(D)採購成本 

Ans：A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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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災害復原計畫最主要目的在於？ 
(A)未雨綢繆，使災害發生時的影響降至最低 
(B)避免災害發生 
(C)可於災害發生時，最快速的得知 
(D)可於災害發生後，立即回復原狀 

Ans：A 
 

29. 在現行系統開發過程中，有時會將資料庫的結構進行反正規化的調

整，反正規化最主要的優點在於？ 
(A)避免浪費儲存空間 
(B)提升資料存取速度 
(C)避免資料有不一致的狀況 
(D)保護資料免於未經授權的存取 

Ans：B 
 

30. 以下哪些記憶體類型於失去電源仍可保留其上之資料？（複選） 
(A)快閃記憶體（flash memory） 
(B)快取記憶體（cache memory） 
(C)RAM（Random Access Memory） 
(D)ROM（Read-Only Memory） 

Ans：AD 
 

31. 以下何者非為個人資料保護法內明訂當事人得依法行使不得預先

拋棄的權利？ 

(A)查詢或請求閱覽 
(B)請求返還 
(C)請求補充或更正 
(D)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An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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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現行許多企業為了擴大資料使用的效益及效果紛紛建立了資料倉

儲（Data Warehouse），資料倉儲與原線上資料庫最大的差異在以

下哪一點？ 
(A)資料的運算速度 
(B)資料的即時性（線上 vs. 批次更新） 
(C)資料的豐富性 
(D)報表產製的能力 

Ans：B 
 

33. 使用可移除式儲存設備（如 USB 隨身碟）應注意以下哪些安全事

項？（複選） 
(A)機敏性資料應加密 
(B)使用完畢應立即刪除其上資料 
(C)在設備上標註所有人及機密等級 
(D)在設備上安裝防毒軟體 

Ans：AB 
 

34. 從網路上下載不明來源的 MP3 音樂或專輯是違反何者的規定？ 
(A)著作權法 
(B)個人資料保護法 
(C)電子簽章法 
(D)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Ans：A 
 

35. 以下何項技術是用來確保員工從外部連線回公司時確認連線安全

的技術？ 
(A)VPN 
(B)SSL 
(C)虛擬主機 
(D)防毒軟體 

An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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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在 OSI 的網路（7Layer）模型中負責解析網路位址（IP Address）
的部分位於第幾層？ 
(A)第一層 實體層 
(B)第三層 網路層 
(C)第四層 傳輸層 
(D)第七層 應用層 

Ans：B 
 

37. 當系統發生錯誤或中斷時的 ”事件管理”第一時間的處理目標為

以下何者？ 
(A)找到發生的原因避免同類型事件下次再發生 
(B)找出發生事件的原因點，以確認留下紀錄 
(C)以最快速度回復至可執行的狀況，降低事件帶來的影響 
(D)找出應負責的人員 

Ans：C 
 

38. 下列哪種防火牆最可能防阻駭客在電子郵件中夾帶惡意程式？ 
(A)封包過濾防火牆（packer filter firewall） 
(B)狀態檢查防火牆（stateful inspection firewall） 
(C)應用代理閘道防火牆（application-proxy gateway firewall） 
(D)個人防火牆（personal firewall） 

Ans：C 
 

39. 巨量資料為資料的應用帶來更多的可能性，但在享受巨量資料帶來

的好處之外，資訊安全面更要注意以下哪些事項？（複選） 
(A)確保雲端服務商沒有洩露機敏資料 
(B)是否已做了完整的備份考量 
(C)存取速度是否夠快 
(D)是否隨處可存 

Ans：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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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執行資訊安全稽核內之文件審查時，應查閱以下哪些文件？（複選） 
(A)安全政策及目標 
(B)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C)資訊作業相關作業程序文件 
(D)稽核檢查表 

Ans：A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