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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Linux 開放式網路應用服務整合」學科試題及答案 

第一類：Xinetd 

ABC 1-01. 請問 xinetd 具備下列哪些特性？(複選) 
（Ａ）存取控制 
（Ｂ）Denial of Service 攻擊保護 
（Ｃ）IPv6 支援 
（Ｄ）網路管理 

B 1-02. /etc/xinetd.d/* 底下放置的檔案作用為下列何者？ 

（Ａ）系統說明文件 
（Ｂ）服務啟動設定檔 
（Ｃ）帳戶資料 
（Ｄ）密碼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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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Linux 開放式網路應用服務整合」學科試題及答案 

第二類：Daemon Concept, PAM 

BD 2-01. 獨立啟動（stand alone）的 daemon 的優點有哪些？(複選) 
（Ａ）用戶端的要求結束後，被喚醒的這個服務也會關閉 
（Ｂ）啟動並載入到記憶體後就一直佔用記憶體與系統資源 
（Ｃ）需要一個統一的 daemon 來負責喚起服務 
（Ｄ）回應速度較快 

BCD 2-02. 關於 PAM 常用的模組與其功能敘述，下列哪些正確？(複選) 
（Ａ）pam_console.so：驗證使用者是否能從終端機前登入 
（Ｂ）pam_nologin.so：驗證使用者是否能登入主機 
（Ｃ）pam_limits.so：驗證使用者的諮詢存取權限 
（Ｄ）pam_cracklib.so：驗證密碼強度 

A 2-03. 請問 PAM 代表的意義為下列何者？ 

（Ａ）Pluggable Authentication Modules for Linux 
（Ｂ）Play and Authentication Modules for Linux 
（Ｃ）Power and Automation Modules for Linux 
（Ｄ）Pluggable and Automation Modules for Linux 

D 2-04. 在預設的情況下，root 能由遠端主機以 ssh 登入，卻不能使用 
telnet 登入的原因為下述何者？ 

（Ａ）因為 root 以 ssh 登入時引用 pam_securetty 進行身分

驗證 
（Ｂ）因為 telnet 較 ssh 來的不安全，所以程式上不提供 root 

登入也無法藉由設定檔修改 
（Ｃ）因為預設沒有安裝 PAM 
（Ｄ）因為 telnet 登入時會引用 pam_securetty 機制進行身分

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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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Linux 開放式網路應用服務整合」學科試題及答案 

第三類：Routing 

C 3-01. 關於路由表（routing table）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路由表中每個介面（interface）只能有一條路由 
（Ｂ）路由表依傳輸層資料來決定封包的傳遞 
（Ｃ）路由表依網路層資料來決定封包的傳遞 
（Ｄ）路由表能用來檢視網路是否存活 

A 3-02. 下列何者檔案是用來設定 DNS？ 

（Ａ）/etc/resolv.conf 
（Ｂ）/etc/dnsd.conf 
（Ｃ）/etc/dnsnetd.conf 
（Ｄ）/etc/dnsresolv.conf 

D 3-03. Linux 核心的封包傳遞功能設定檔為何？ 

（Ａ）/etc/routing.cong 
（Ｂ）/etc/sysctrl.conf 
（Ｃ）/etc/rout_config 
（Ｄ）/etc/sysctl.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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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Linux 開放式網路應用服務整合」學科試題及答案 

第四類：DNS and DNS Server 

AC 4-01. Linux 中 DNS 用戶端的設定檔有哪些？(複選) 
（Ａ）/etc/hosts 
（Ｂ）/etcrndc.key 
（Ｃ）/etc/resolv.conf 
（Ｄ）/etc/name.conf 

ABC 4-02. 安裝 DNS Server 所需要的軟體有哪些？(複選) 
（Ａ）bind-libs 
（Ｂ）bind-utils 
（Ｃ）bind-chroot 
（Ｄ）ypbind 

A 4-03. 下列關於 DNS 資訊紀錄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IPv6 的主機資源紀錄是 AAAA 
（Ｂ）CNAME 代表這個主機的中文別名 
（Ｃ）NS 代表領域內主機的名字 
（Ｄ）A 代表領域名稱的伺服器主機名字 

D 4-04. 當更新 DNS 資料庫資料後，不需要進行哪項動作？ 

（Ａ）更新 zone 的資料庫檔案 
（Ｂ）更改該 zone file 的序號（Serial） 
（Ｃ）重新啟動 named 
（Ｄ）重新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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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D 4-05. 關於 DNS 與主機查詢對照表 host 檔設定，請參照下列指令與

執行結果選出合理正確的敘述有哪些？（請參閱附圖作答）(複選) 

 
（Ａ）此主機無法連上正確的 www.itest.org.tw IP 位址 
（Ｂ）219.87.145.240 為 DNS 伺服器 
（Ｃ）8.8.8.8 為 DNS 伺服器 
（Ｄ）DNS 伺服器（8.8.8.8）正常運作 

D 4-06. 於 Linux 一類開放式系統中，要手動指定 DNS 查詢伺服器需

要編輯下列何者檔案？ 

（Ａ）/network/interfaces 
（Ｂ）/etc/hosts 
（Ｃ）/etc/nameserver.conf 
（Ｄ）/etc/resolv.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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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Linux 開放式網路應用服務整合」學科試題及答案 

第五類：DHCP and DHCP Server 

D 5-01. DHCP 租約時間是以什麼為單位？ 
（Ａ）天 
（Ｂ）小時 
（Ｃ）分鐘 
（Ｄ）秒 

AC 5-02. 下列哪些狀況適合使用 DHCP ？(複選) 
（Ａ）具有相當多行動裝置的場合 
（Ｂ）網域內有很多機器是作為伺服器主機用途時 
（Ｃ）區域內電腦數量相當的多時 
（Ｄ）需要高度資訊安全管制 

BD 5-03. DHCP Server 設定如下，請選出選項中錯誤的敘述有哪些？（請

參閱附圖作答）(複選) 

 
（Ａ）此網域內 DHCP 能發配的 IP 數量為 100 個 
（Ｂ）一台新加入網域的主機手動指定靜態 IP 192.168.2.10 可

以連線到 192.168.1.60 的 web_server 
（Ｃ）新加入網域的主機使用 DHCP 功能有可能會分配到

192.168.1.200 這個 IP 
（Ｄ）此網域內的其他主機能手動指定使用 192.168.1.201 這個 

IP 而不影響其他主機使用 DHCP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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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5-04. 關於一個啟用 DHCP Server 的網域，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Ａ）使用者可以在此網域中架設自己的 DHCP Server 
（Ｂ）使用者於此網域中可以手動指定靜態 IP 只要網域遮罩與

閘道器相符仍可對外連線 
（Ｃ）使用者啟用 DHCP 取得 IP 後可以手動指定要使用的 

DNS 
（Ｄ）使用者在 DHCP 租約到期之後需要再發出 DHCP 請求

由 Server 發給新的 IP 與租約期限 

D 5-05. 在 dhcpd.conf 設定檔內，其中“max-lease-time” 一行所代

表的意義為下列何者？ 

（Ａ）預設連線時間 
（Ｂ）最大連線時間 
（Ｃ）預設租約期 
（Ｄ）最大租約期 

BD 5-06. 在同一個網域中，如果出現多台  DHCP Server 將會造成 
DHCP 發配衝突，要防止這種情形發生可以啟用 Switch 設備

上的下列哪些功能？(複選) 
（Ａ）MAC AccessLimit 
（Ｂ）DHCP snooping 
（Ｃ）IP Table 
（Ｄ）Private VLAN 

 
  



 
ILC-8 

5 - 2 「Linux 開放式網路應用服務整合」學科試題及答案 

第六類：SMTP/POP3/IMAP and Mail Server 

D 6-01. 關於 SMTP／POP3／IMAP 特性的敘述如下，何者有誤？ 
（Ａ）三種協定都是基於 TCP/TP 
（Ｂ）POP3 可以支援 SSL 加密協定 
（Ｃ）SMTP 不允許從遠端伺服器上主動取得消息 
（Ｄ）三者都必須保持連線才能使用 

AB 6-02. 下列哪些軟體是扮演 MUA （Mail User Agent）的角色？(複選) 
（Ａ）Outlook 
（Ｂ）Gmail iOS App 
（Ｃ）Telnet 
（Ｄ）Putty 

D 6-03. MTA（Mail Transfer Agent, 郵件傳送代理人）通常使用下列何種

通訊協定？ 
（Ａ）POP3 
（Ｂ）IMAP 
（Ｃ）HTTP 
（Ｄ）SMTP 

ABCD 6-04. 請選出下列哪些為 Linux 郵件系統中的運作成員有哪些？(複選) 
（Ａ）MTA 
（Ｂ）MDA 
（Ｃ）MRA 
（Ｄ）MUA 

A 6-05. 一般情況下 Sendmail Server 的系統執行檔案是放在何種路徑
下？ 
（Ａ）/usr/sbin/ 
（Ｂ）/var/sbin/ 
（Ｃ）/bin/sbin/ 
（Ｄ）/etc/s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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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6-06. 下列哪些項目為 Linux 中常見的電子郵件收送指令（軟體）？ 

(複選) 
（Ａ）mail 
（Ｂ）mailto 
（Ｃ）mutt 
（Ｄ）ma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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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Linux 開放式網路應用服務整合」學科試題及答案 

第七類：HTTP Server (including Apache) 

AD 7-01. 在  Apache 中 如 果 要 設 定 虛 擬 目 錄 ， 至 少 需 要 在 
/etc/httpd/conf.d/virtual.conf 設定下列哪些參數？(複選) 
（Ａ）ServerName 
（Ｂ）CustomLog 
（Ｃ）Config 
（Ｄ）DocumentRoot 

D 7-02. 要 改 變  Apache Server 設 定 檔 與 記 錄 檔 路 徑 至 
/var/apache_conf/ 應該使用下列何者設定？ 
（Ａ）ServerPath "/var/apache_conf/" 
（Ｂ）ServerRoot "/var/apache_conf/" 
（Ｃ）ServerPath "/var/apache_conf" 
（Ｄ）ServerRoot "/var/apache_conf" 

C 7-03. 下列選項中常見的 HTTP 狀態碼與敘述，何者不正確？ 
（Ａ）200 OK：請求已成功 
（Ｂ）503 Service Unavailable：伺服器過載無法回應 
（Ｃ）403 Forbidden：請求失敗，伺服器上無要求的資源 
（Ｄ）305 Use Proxy：請求的資源必須藉由代理伺服器存取 

A 7-04. 一般情況下 HTTP 服務設定檔路徑為下列何者？ 
（Ａ）/etc/httpd/conf/httpd.conf 
（Ｂ）/usr/httpd/conf/httpd.conf 
（Ｃ）/var/httpd/conf/httpd.conf 
（Ｄ）/bin/httpd/conf/httpd.conf 

D 7-05. 以下哪一個 Apache 命令，可以設定記錄檔的基本目錄？ 
（Ａ）UserDir 
（Ｂ）DocumentRoot 
（Ｃ）Options 
（Ｄ）Server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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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7-06. 不希望 Apache HTTP Server 使用預設的 HTTP Port 而改由 
Port 8080 進行連線應該使用下列何者進行設定？ 

（Ａ）Listen 8080 
（Ｂ）Port 8080 
（Ｃ）ListenPort 8080 
（Ｄ）UsePort 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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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Linux 開放式網路應用服務整合」學科試題及答案 

第八類：Samba Server 

C 8-01. 下列何者檔案與命令不是 Samba 檔案共用服務的元件？ 

（Ａ）/usr/bin/smbd 
（Ｂ）/usr/bin/nmbd 
（Ｃ）/usr/bin/smbclient 
（Ｄ）/etc/samba/smb.conf 

BC 8-02. 希望使用者不必進行登入即可觀看分享內容，但是不能變更分享

的內容，應該在 samba 的設定檔中使用下列哪些設定？(複選) 
（Ａ）security = user 
（Ｂ）read only = no 
（Ｃ）security = share 
（Ｄ）read only = yes 

A 8-03. 下列何者為 Samba 設定檔的正確路徑？ 

（Ａ）/etc/samba/smb.conf 
（Ｂ）/etc/samba.conf 
（Ｃ）/etc/smb/smb.conf 
（Ｄ）/etc/smb.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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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Linux 開放式網路應用服務整合」學科試題及答案 

第九類：Telnet, SSH and Telnet Server 

A 9-01. 當有安全疑慮且網路連線能力有限時，下列何種遠端連線方式比

較適合？ 

（Ａ）ssh 
（Ｂ）vnc 
（Ｃ）Xdmcp 
（Ｄ）telnet 

BC 9-02. 關於 Telnet 與 SSH 的特性敘述，下列哪些錯誤？(複選) 
（Ａ）兩者都使用 Port 22 進行連線 
（Ｂ）Telnet 會在 Server 與 Client 之間進行金鑰交換 
（Ｃ）Telent 會加密連傳輸的內容 
（Ｄ）SSH 可以向下支援 SFTP 傳輸協定 

B 9-03. ssh 連接埠為多少？ 

（Ａ）21 
（Ｂ）22 
（Ｃ）23 
（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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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類：FTP and FTP Server 

D 10-01. 應該執行以下何者命令，才可以防止一般使用者進入到電腦的最
上層 root 目錄（/）？ 
（Ａ）local_enable = yes 
（Ｂ）anonymous_enable = yes 
（Ｃ）nopriv_user = ftpsecure 
（Ｄ）chroot_local_user = yes 

ABC 10-02. 下列哪些是開放式系統中常見的 FTP Server？(複選) 
（Ａ）vsftp 
（Ｂ）wuftp 
（Ｃ）proftp 
（Ｄ）bind9 

B 10-03. vsftpd 伺服器的設定檔為何？ 
（Ａ）/etc/pam.d/vsftpd 
（Ｂ）/etc/vsftpd/vsftpd.conf 
（Ｃ）/usr/sbin/vsftpd 
（Ｄ）/var/ftp/ 

C 10-04. 用戶端在執行 FTP 連線程式與 FTP 伺服器溝通時，會用到 
TCP 哪個埠號？ 
（Ａ）20 
（Ｂ）2121 
（Ｃ）21 
（Ｄ）80 

A 10-05. FTP 伺服器在預設的情況下，依據使用者登入的情況分為三種
不同的身份，以下何者不是？ 
（Ａ）root 
（Ｂ）guest 
（Ｃ）real 
（Ｄ）anony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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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0-06. 於 vsftp 的設定檔中，允許匿名使用者（anonymous）可以上傳

檔案但不能刪除檔案，則不需要下列何者設定？ 

（Ａ）anon_upload_enable = YES 
（Ｂ）anon_other_write_enable = YES 
（Ｃ）anonymous_enable = YES 
（Ｄ）write_enable =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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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類：NAT Server 

D 11-01. 正在設定一個小型辦公室，提供少量使用者存取網際網路，但不

想要為每台電腦設定真實 IP。請問 Linux 可以如何協助解決這

個問題？ 

（Ａ）指定真實 IP 給 Linux 系統，並為辦公室每位使用者建立

帳號 
（Ｂ）安裝 Linux 並設定 IP 轉送功能 
（Ｃ）安裝 Linux 路由器 
（Ｄ）使用 Linux 系統連接網際網路，然後使用 iptables 設定 

IP 偽裝 

B 11-02. 以下何者 Linux 指令，可以實現 NAT 網路服務能力？ 

（Ａ）Netables 
（Ｂ）Iptables 
（Ｃ）Ipnat 
（Ｄ）nat 

A 11-03. 由於 NAT Server 的作用是管理協調公開 IP（Public IP）與私有 
IP（Private IP）之間的對應關係，通常必須搭配下列何種服務來

分配 NAT 管理的私有 IP？ 

（Ａ）DHCP Server 
（Ｂ）HTTP Server 
（Ｃ）SNMP Server 
（Ｄ）FTP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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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類：NFS 

B 12-01. 下列何者指令可更新 NFS 的設定？ 

（Ａ）exportfs -v 
（Ｂ）exportfs -r 
（Ｃ）exportfs 
（Ｄ）rpcinfo -p 

AC 12-02. 以下哪些指令可以確定，系統已經有 NFS Service？(複選) 
（Ａ）rpm -qa | grep nfs 
（Ｂ）rpm -qa | grep nfsd 
（Ｃ）rpm -qa | grep rpcbind 
（Ｄ）rpm -qa | grep rpcbin 

ABCD 12-03. 有解決各種 NFS 用戶端的經驗，包括 NFS 伺服器常當機，與 
NFS 用戶端及伺服器端之間的網路故障。下述哪些可以解決修

正這個問題？(複選) 
（Ａ）移除網路內所有電腦的防火牆 
（Ｂ）避免在任務重大的電腦上設定為 NFS 用戶端 
（Ｃ）永遠確認 portmap 常駐程式在 NFS 之前啟動 
（Ｄ）將 NFS 設定為“soft”掛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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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類：NIS 

ACD 13-01. 管理 NIS 會需要下列哪些指令？(複選) 
（Ａ）rpcbind 
（Ｂ）yp-serv 
（Ｃ）ypbind 
（Ｄ）yp-tools 

D 13-02. 在 Red Hat 中，如何將工作站設定成為 NIS 用戶端？ 

（Ａ）編輯 /etc/passwd 並將 USE_NIS 命令加入到此檔案最後 
（Ｂ）啟動 ypbind 常駐程式，並將其設定為下次 Linux 開機後

自動執行 
（Ｃ）在 /etc/xinetd.conf 中增加命令，以啟動 ypbind 常駐程

式 
（Ｄ）執行 Red Hat 認證設定程式，並啟動 NIS 

ACD 13-03. NIS Server 會提供以下哪些資訊給 NIS Client？(複選) 
（Ａ）/etc/hosts 
（Ｂ）/etc/ypserv.conf 
（Ｃ）/etc/passwd 
（Ｄ）/etc/group 

 
  



 ILC-19 

5 - 2 「Linux 開放式網路應用服務整合」學科試題及答案 

第十四類：LDAP 

D 14-01. 在 Linux 系統上，提供帳號密碼與整合應用程式環境的目錄服

務為下列何者？ 

（Ａ）NIS 
（Ｂ）AD 
（Ｃ）SAMBA 
（Ｄ）LDAP 

C 14-02. 若在 LDAP 環境中需要設定傳送層安全加密，需要下列哪一個

參數？ 

（Ａ）host 
（Ｂ）base 
（Ｃ）ssl 
（Ｄ）Pam_password 

B 14-03. 關於 LDAP 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Ａ）常與其他協定或服務搭配做為使用者身分驗證的方式 
（Ｂ）LDAP 目錄可以對應到主機上一個實際存在的資料夾路徑 
（Ｃ）為 DAP（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的簡化版本 
（Ｄ）是一種有層次的樹狀定義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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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類：PKI(including Kerberos) 

ACD 15-01. 下列哪些軟體採用 PKI 架構？(複選) 
（Ａ）OpenSSL 
（Ｂ）Vsftp 
（Ｃ）OpenCA 
（Ｄ）EJBCA 

ABCD 15-02. 當使用者對資訊安全的需求程度為下列哪些時，可以使用公開金

鑰基礎建設（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PKI）？(複選) 
（Ａ）資料身份識別 
（Ｂ）交易資料完整 
（Ｃ）交易不可否認 
（Ｄ）保密 

D 15-03. 關於個人私密金鑰的管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一旦私鑰流出則憑證將不再可靠 
（Ｂ）可以儲存在智慧卡或是電腦檔案中 
（Ｃ）每張憑證都內含使用者的公鑰 
（Ｄ）每張憑證可以有多個相對的私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