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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類 ： Network Security Threats , Security Protocol, and
Related laws
C

1-01.

下列何者通訊協定不是基於加密的協議方式進行資料傳輸溝通的
項目？
（Ａ）TLS
（Ｂ）SSH
（Ｃ）BOOTPS
（Ｄ）IPSEC

ABCD

1-02.

許 多 中 小 企 業 選擇 使 用 「整 合 式 威 脅管 理（ Unified Thread
Management, UTM）」，其優點有下列哪些？(複選)
（Ａ）UTM 整合多種資訊安全功能產品，包括防火牆，防毒閘
道器，入侵偵測系統
（Ｂ）UTM 的成本低於自行整合防火牆，防毒閘道器，入侵偵
測系統的總和
（Ｃ）UTM 可以做成單晶片，加快運算速度
（Ｄ）UTM 比較容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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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類 ： Introduction to Risk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Continuity Plan
ABC

2-01.

在資訊安全領域內，常提到 AAA 表示哪些層面範圍？(複選)
（Ａ）Authentication
（Ｂ）Accounting
（Ｃ）Authorization
（Ｄ）Audition

D

2-02.

下列何者不是資訊安全三個重要構面？
（Ａ）人員（People）
（Ｂ）產品（Product）
（Ｃ）程序（Process）
（Ｄ）電腦（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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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類 ：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Control
Concepts (Security Measures and Control)
BC

3-01.

資安災害發生時，為有效並快速的回復資訊系統服務， IT 人員
平時要為系統提供哪些保護機制？(複選)
（Ａ）災害復原計畫
（Ｂ）備份計畫
（Ｃ）修正系統漏洞
（Ｄ）以上皆是

D

3-02.

「資訊技術服務管理（ITSM）」被定義為一套資訊服務應用與稽
核的標準是下列何者文件？
（Ａ）ISO 9001
（Ｂ）ISO 14000
（Ｃ）ISO 27001
（Ｄ）ISO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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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類：System Security Concepts (Access Control)
ACD

4-01.

FTP 是個方便卻不太安全的傳輸協定，以下哪些屬於 FTP 的
主要風險？(複選)
（Ａ）管理員可能將過多的磁碟或檔案資訊暴露給遠端的人
（Ｂ）FTP 伺服器只能匿名使用
（Ｃ）傳輸過程沒有加密
（Ｄ）上傳資料可能藏有病毒

D

4-02.

下列關於 /etc/shadow 檔案的權限配置，何者正確？
（Ａ）-rw--w--w- 1 root root 369 Dec 22 22:38 /etc/shadow
（Ｂ）-rwxrw-rw- 1 root root 369 Dec 22 22:38 /etc/shadow
（Ｃ）-rw-r--r-- 1 root root 369 Dec 22 22:38 /etc/shadow
（Ｄ）-rw------- 1 root root 369 Dec 22 22:38 /etc/shadow

ACD

4-03.

關於系統權限存取描述議題，下列哪些為正確的描述項目？
(複選)
（Ａ）sudo 程式可以提供使用者以 root 身分或其他指定使用者
身分執行特定命令
（Ｂ）對於一個權限為 2777，owner 為 root，group 為 root
的目錄，表示任何人可以在該目錄建立檔案，但是只有檔
案 owner 才可以刪除該檔案
（Ｃ）具備 root-setuid 屬性的 shell script 檔案，該 script 執
行期無法取得 root 身分權限
（Ｄ）對於一個權限為 1777，owner 為 peter，group 為
users 的目錄，表示只要為 peter 或者是屬於 users 群
組使用者都可以刪除該層目錄內的檔案

ABCD

4-04.

當 Linux kernel 啟用系統稽核（system audit）功能後，下列描
述哪些正確？(複選)
（Ａ）需要搭配啟用 audit daemon 服務程式才可以使用該功能
（Ｂ）可以使用 auditctl 命令新增與刪除稽核規則
（Ｃ）可以使用 ausearch 命令查詢稽核記錄內容
（Ｄ）可以使用 aureport 命令查詢系統稽核記錄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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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類 ： Communication Encryption and Authentication
Concepts
D

5-01.

關於 IPSec 內的 AH 協定主要功能為何？
（Ａ）用來紀錄要傳送的資料封包大小
（Ｂ）用來紀錄驗證用的資訊內容
（Ｃ）用來紀錄 ESP 協定的完整性
（Ｄ）用來保證被傳輸分組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D

5-02.

關於資料加密與解密，下列何者敘述有誤？
（Ａ）常見區分對稱式（Symmetric）與非對稱式（Asymmetric）
加密兩種方式
（Ｂ）非對稱式內的 Public key 可以用來提供將資料進行加密
的，Private key 提供將資料進行解密還原
（Ｃ）對稱式（Symmetric）加密演算法會比與非對稱式
（Asymmetric）加密演算法效能快
（Ｄ）RSA 屬於非對稱式加密演算法

A

5-03.

有人在網頁瀏覽器網址欄輸入了「http://3232238858」，最可能
正在使用下列何種網路攻擊手法？
（Ａ）URL Obfuscation
（Ｂ）SQL injection
（Ｃ）Unicode directory traversal
（Ｄ）XSS

AB

5-04.

關於對稱式加密法的敘述，下列哪些正確？(複選)
（Ａ）對稱式加密法比非對稱式加密法運算複雜度較低
（Ｂ）對稱式加密法需傳送金鑰給接收者
（Ｃ）中華民國自然人憑證是使用對稱式加密法
（Ｄ）對稱式加密法強度比非對稱式加密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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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類：TCP Wrapper、Sniffer、Tripwire
B

6-01.

對於 Sniffer 的描述，下列何者有誤？
（Ａ）可以用來監測網路封包的傳輸情況，其中包含用來統計網
路流量
（Ｂ）可以支援針對活動中的 Session 項目進行終止連線的功能
（Ｃ）使用 Sniffer 程式主機，網路卡會進入混亂模式
（Promiscuous Mode）以便於接收所有網路封包
（Ｄ）可以正確支援於使用 HUB 所連結的 Ethernet 網路環境

B

6-02.

如果你的 IP 位址是 170.35.13.28，你的 network mask 是
255.255.255.192，請問下列何者 IP 位址不屬於你的子網域？
（Ａ）170.35.13.33
（Ｂ）170.35.13.88
（Ｃ）170.35.13.62
（Ｄ）170.35.13.55

D

6-03.

基本網路障礙排除步驟為下列何者？
（Ａ）查詢網路設備 log
（Ｂ）網路拔線測試
（Ｃ）Sniffer, … 網路監聽
（Ｄ）以上皆是

C

6-04.

下列何者服務（Service）項目支援 TCP Wrapper 的功能機制？
（Ａ）apache httpd server
（Ｂ）ntp server
（Ｃ）nfs server
（Ｄ）bind dns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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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類：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
ABD

7-01.

下列哪些項目為 VPN 相關的通訊協定？(複選)
（Ａ）GRE
（Ｂ）PPTP
（Ｃ）SHA
（Ｄ）IPSec

A

7-02.

下列何者是虛擬私有網路（VPN）的一種加密標準？
（Ａ）IPSec
（Ｂ）HTTPS
（Ｃ）S-HTTP
（Ｄ）SSL

ABCD

7-03.

下列哪些為 SSL（Security Socket Layer）的缺點？(複選)
（Ａ）Efficiency
（Ｂ）Insecure Cryptography
（Ｃ）Certificate Validation
（Ｄ）Bad Server Credentials

AB

7-04.

常見的 VPN 連接方式有下列哪些？(複選)
（Ａ）SSLVPN
（Ｂ）PPTP VPN
（Ｃ）dumpfs
（Ｄ）mk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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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類：Firewalls
A

8-01.

要讓 IDPS 達到阻擋攻擊的效果，感應器（sensor）應該要放在
下列哪一個位置？
（Ａ）Inline
（Ｂ）Passive
（Ｃ）Parallel
（Ｄ）IDPS 無法防禦攻擊

ABCD

8-02.

關於防火牆的規劃環境內，下列描述哪些正確？(複選)
（Ａ）當提供服務的主機設定為 Private IP 時，常見搭配 NAT
架構環境方式讓 Gateway 主機提供封包轉送處理到實際
的服務主機進而提供服務
（Ｂ）Firewall 設備支援橋接網路防火牆（bridge firewall）功能
時，可以在不需要調整原本服務主機群的 IP 組態配置時
進行透通的連線過濾
（Ｃ）透過 Proxy 代理方式，Proxy 主機可以將外來請求用代
理方式傳送給實際真正提供服務的主機群，避免服務主機
群直接面對外來連線
（Ｄ）Linux 系統可以透過 brctl 命令來配置橋接網路（bridge
networking），進而提供橋接網路防火牆（bridge firewall）
所需要的環境

A

8-03.

假設 A 公司防火牆預設禁止存取外部網路，請問下列指令執行
結果何者為真？（請參閱附圖作答）

（Ａ）讓內部使用者可以透過防火牆存取外部 Web server
（Ｂ）讓內部使用者不能透過防火牆存取外部 Web server
（Ｃ）讓外部使用者可以透過防火牆存取內部 Web server
（Ｄ）讓外部使用者不能透過防火牆存取內部 Web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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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

關於下列的資訊安全問題中，哪些項目無法透過 linux 內建的
iptables firewall 的功能進行保護限制？(複選)
（Ａ）病毒（Virus）
（Ｂ）間諜軟體（Spyware）
（Ｃ）網路釣魚（Phishing）
（Ｄ）提供 HTTP 服務本身的 daemon 程式有安全漏洞因為外
來攻擊導致緩衝區溢位（Buffer Overflow）導致程式服務
異常

BCD

8-05.

於 iptables firewall 內，下列哪些是屬於所有 filter table 內所
規範的 chain name 項目？(複選)
（Ａ）PREROUTING
（Ｂ）INPUT
（Ｃ）OUTPUT
（Ｄ）FORWARD

ABCD

8-06.

常見的 Firewall 的類別有下列哪些？(複選)
（Ａ）代理主機式防火牆
（Ｂ）封包過濾式防火牆
（Ｃ）應用層防火牆
（Ｄ）狀態檢驗式防火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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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類：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SNMP)
ABC

9-01.

下列關於 MIB（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描述中哪些為
正確項目？(複選)
（Ａ）為階層的樹狀結構組成
（Ｂ）每個物件都有一組身分編號（OID）
（Ｃ）SNMP 設備上透過 MIB 提供受管理 SMMP 物件項目
（Ｄ）MIB 提供主動彙整收集 SNMP 主機所提供的相關資訊，
進而提供資訊報表與分析等功能

AD

9-02.

關於 SNMP 的運作敘述哪些為真？(複選)
（Ａ）SNMP 使用 UDP protocol
（Ｂ）poll 是由 Agent 發出向 NMS（network management
station）查詢的動作
（Ｃ）trap 是由 NMS（network management station）產生告
訴 Agent 目前所發生的事件訊息
（Ｄ）SNMP 是一種主從式 client-server 的架構

B

9-03.

Linux 環境下，下列何者原因可能是導致 snmwalk 探訪 snmp
主機的資訊時僅顯示一部分而非所有完整資訊輸出項目情況？
（Ａ）使用了錯誤的 community name 連線存取
（Ｂ）snmpd.conf 設定檔案使用 view 設定了可見存取的項目
（Ｃ）iptables firewall 等軟體阻擋了 snmp 連結埠存取
（Ｄ）MIB 內規範的 OID 項目尚未收集放入目前的收集資訊

ABCD

9-04.

下列哪些指令是在測試本機或外部的某些服務或連線狀態？
(複選)
（Ａ）# ethercap -N -m -t udp
（Ｂ）# traceroute 192.168.1.1
（Ｃ）# ping 192.168.1.1
（Ｄ）# ssh -L110:127.0.0.1:110 username@pop3.com

ILD-11

A

9-05.

下列何者檔案是 SNMP 的設定檔？
（Ａ）snmpd.conf
（Ｂ）snmp.conf
（Ｃ）snmpd.cof
（Ｄ）snmp.cof

A

9-06.

目前 SNMP 制定的協定，有下列何種選項的版本？
（Ａ）V1 , V2C , V3
（Ｂ）V1 , V2 , V3
（Ｃ）V1 , V2 , V3 , V4
（Ｄ）V1 , V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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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類：Network Traffic Management
A

10-01. 關於使用 tcpdump 分析流量功能來說，下列何者描述有誤？
（Ａ）不支援 ARP Protocol 的封包檢測
（Ｂ）網卡會進入混亂模式（Promiscuous Mode）以便於進行封
包擷取檢測
（Ｃ）可以針對特定的 ip 與 port 組合項目進行封包檢測
（Ｄ）可以查看封包的檔頭與封包的內容

ABCD

10-02. 關於分散式阻斷服務（DDoS）攻擊描述，下列哪些正確？(複選)
（Ａ）SYN flood 於 DDoS 內常見攻擊行為之一
（Ｂ）透過單一台或者是聯合多台主機對目的主機發起攻擊的動
作
（Ｃ）可癱瘓對方主機本身可用的頻寬與服務
（Ｄ）使用合法大量的連線請求方式癱瘓對方的網路

D

10-03. 下列何者程式不具備網路連線狀態查詢與封包統計監視功能？
（Ａ）nmap
（Ｂ）iptraf
（Ｃ）tcpdump
（Ｄ）arping

AB

10-04. 為解決因網路品質不佳，可以透過下列哪些機制或硬體設備來達
到目的？(複選)
（Ａ）QoS
（Ｂ）UTM Firewall（Unified Threat Management Firewall）
（Ｃ）Layer-3 Switch
（Ｄ）Layer-2 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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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類：Technology Trend
CD

11-01. 關於 SELinux（Security Enhanced Linux）的功能描述，下列哪
些項目錯誤？(複選)
（Ａ）SELinux 提供了 DAC（Discretionary Access Control）
控制規範
（Ｂ）傳統 Linux 系統提供的是 MAC （Mandatory Access
Control）控制規範
（Ｃ）在啟用 SELinux 的環境下，可以設計準則規範限制 root
身分所啟動的服務程式本身具備對系統實際的存取權限
（Ｄ）當 SELinux 的運作模式為 permissive mode 時，當有規
範的 process 存取超出 SElinux 規範的檔案目錄會被禁
止存取

ABCD

11-02. 下列哪些屬於雲端服務？(複選)
（Ａ）Google Gmail
（Ｂ）Amazon EC2
（Ｃ）Yahoo! Calendar
（Ｄ）Google App Eng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