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105 學年度商業類學生技藝競賽
【電腦繪圖】職種【學科】試卷
選手證號碼：

姓名：

注意事項：請將答案劃記於答案卡，未依規定劃記者不予計分。
試題說明：(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100 分)
( )1. 色彩三屬性不包括下列哪一個?(A)色相(B)彩度(C)明度(D)溫度。
( )2. 下列中文字體之中易讀性較差的是? (A)淡古體(B)黑體字(C)圓體字(D)新細明體。
( )3. 資訊時代的媒體特色包含與使用者的互動性，下列哪一種媒體不能產生即時互動? (A)
線上遊戲(B)平面廣告(C)數位電視頻道(D)網路媒體。
( )4. 放大向量繪圖圖案的尺寸，該圖像會呈現怎樣的情形?(A)變大與模糊 (B)變小與粗糙
(C)變大與清楚 (D)變小與清楚。
( )5. 下列何者不屬於美的形式表現中「對比」原則? (A)大小 (B)對稱 (C)濃淡 (D)粗細。
( )6. 下列哪一項是現行一般電影每一秒放映的影格張數?(A) 30 (B) 25 (C) 24(D) 60。
( )7. 數位設計專案的製作階段重點為?(A)市場調查 (B)確立目標族群 (C)計畫案成本估算
(D)元件視覺化與原型提出。
( )8. 下列何者是電腦動畫的英文縮寫?(A)CA (B)CM (C)CH (D)CI。
( )9. 色光 RGB 三原色用於電腦繪圖中，RGB 每一單色可分成多少色階? (A) 8 (B) 16 (C) 256
(D) 512。
( )10. 在大眾傳播之中，英文縮寫 CF 的意思是?(A)廣播 (B)廣告影片 (C)微電影 (D)政令宣
導片。
( )11. 下列哪一種是數位 2D 動態影像特效(FX)軟體?(A)Photoshop(B)Maya (C)PowerPoint
(D)After Effects。
( )12. 要將拍賣商品照片上傳拍賣網站，下列哪一種檔案格式最為適合?(A)JPEG (B)TGA
(C)PSD (D)AVI。
( )13. 下列何者不屬於「向量」繪圖物件基本構成元素? (A)路徑 (B)區段 (C)混色 (D)節點。
( )14. 常用於名片編排與 LOGO 造型設計的軟體是?(A)Maya (B)After Effects (C)Premiere
(D)Illustrator
( )15. FPS 是電視、電影、動畫等動態影像的播放速率規格標示，FPS 的意思是?(A)每一秒
鐘播放影格數 (B)每十秒鐘播放影格數 (C)每三十秒鐘播放影格數 (D)每一分鐘播放
影格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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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下列哪一種軟體所儲存檔案的原生格式為 PSD 檔案格式?(A)Iclone (B)Photoshop
(C)InDesign (D)Illustrator。
( )17. 下列哪個項目並非設計的基本構成要素?(A)點 (B)線 (C)面 (D)度。
( )18. 下列何者屬於平面廣告?(A)廣播(B)傳單(C)電視 (D)網路。
( )19. 數位設計團隊的製作小組成員不包括?(A)財務經理(B)導演(C)動畫師(D)音效師。
( )20. 「索引類」色彩(Index Color)有多少顏色?(A)1677 萬色(B)256 色(C)1024 色(D)16 色。
( )21. ACG 產業的作品深受青少年喜愛，ACG 的 A 是指哪一項產業? (A)漫畫 (B)插畫(C)
遊戲(D)動畫。
( )22. 一張菊全紙大小的紙可以分割成幾張A4紙張?(A)2張 (B) 4張(C)6張 (D)8張。
( )23. 繪製 2D 電腦繪圖時，眾多繪製的元件與參考圖通常是以何種形式存在以便於管理? (A)
影格(B)圖層(C)時間軸(D)座標軸。
( )24. 製作電腦動畫時，下列何者為常設定的解析度? (A)600 dpi (B)300 dpi (C)72 dpi (D)36
dpi。
( )25. 台灣電視視訊播放標準使用美國的標準，請問是使用哪一種系統? (A)NTSC (B)PAL
(C)SECAM (D)FILM。
( )26. 響應環保觀念而做的設計是為? (A)紫色設計(B)紅色設計(C)黃色設計(D)綠色設計。
( )27. 視訊檔案壓縮格式眾多，下列何者是其中的一種格式?(A)PSD (B)MPEG4 (C)OBJ
(D)PPT。
( )28. 使用減法混色，若綠色加上紅色會產生? (A)藍色 (B)紫色 (C)深灰色 ( D)黃色。
( )29. 在 RGBA 屬性的電腦繪圖圖檔之中，處理透明程度的是?(A) Alpha 色頻 (B)R 色頻
(C)B 色頻 ( D)G 色頻。
( )30. 下列何者不是數位圖像成像的主要三要素之一?(A)座標(B)像素(C)解析度(D)色彩。
( )31. 下列何者不是動態網頁中加入的語言?(A)ASP(B)PHP (C)JSP (D)PSD。
( )32. 列印電腦繪圖圖檔時，其實際列印輸出尺寸計算公式為?(A)解析度÷像素(B)像素÷解
析度(C)像素÷圖層(D)圖層÷解析度。
( )33. 2D 動畫製作之中的「關鍵影格」是由何者負責?(A)模型師(B)動畫師(C)原畫師 (D)材
質師。
( )34. 下列哪一項是 HDTV 高畫質電視(High Definition Television)的解析度?(A) 1920×1080
(B) 720×486 (C) 640×480 (D) 320×240。
( )35. Pixel 為電腦圖像的最基本單位，其意思為?(A)像素(B)解析度(C)公分(D)公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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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電腦動畫」(Computer Animation)是當今動畫電影的主要類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
屬於停格動畫的一種 (B)影片長度設定在一分鐘以內(C)皮克斯是動畫學校 (D) 又
稱為「數位動畫」。
( )37. 下列檔案格式之中，不適用於輸出海報的格式是?(A)TIF (B)GIF (C)PSD(D)PDF。
( )38. 下列何者是對於色彩屬性中「明度」的正確描述? (A)色彩的鮮濁程度 (B)色彩的明亮
程度 (C)色彩中純色的純粹程度 (D)色彩的飽和程度。
( )39. RGB 色彩強度標示為(255, 0, 0)，代表顯示之色彩為? (A)紅色 (B)綠色 (C)藍色 (D)灰
色。
( )40. 出版高中校刊，印刷時的輸出解析度應設定為多少為宜? (A)72DPI (B)100DPI (C)300
DPI (D)1200DPI。
( )41. 將一個紅色蘋果放到陰暗處，仍然覺得它是紅色的情形是? (A)視覺暫留(B)色覺恆常
(C)暗適應(D)明適應。
( )42. 平面設計中的PPI是指? (A)每呎的像素數 (B)每公分的像素數 (C)每吋的像素數 (D)
每公尺的像素數。
( )43. 電腦動畫的設計與製作環環相扣，以下敘述何者不是正確的? (A)分鏡腳本屬於企劃階
段(B)動畫的時間基本單位為 Frame (C)角色動作設定屬於製作階段(D)角色造型設計
在後期製作階段才進行。
( )44. Saturation 是色彩三要素之中的哪一個? (A)彩度(B)明度(C)向量(D)色相。
( )45. 就讀大專院校相關科系是增進數位設計技能的管道之一，下列哪一項不屬於它的優勢?
(A)穩定的學習時間(B)不同領域間的設計整合 (C)跨領域知識的建立 (D)學習時間較
短。
( )46. 製作影視節目中常會運用的 3D 動畫軟體是? (A)Maya(B) PhotoImpact
(C)Illustrator(D)After Effects
( )47. 適合網路快速傳輸，兼具高品質網片輸出的出版業界共通標準之一是?(A)DFX
(B)OBJ(C)PDF (D)TGA。
( )48. 在一純色中加入黑色將會?(A)明度降低、彩度降低(B)明度提高、彩度降低(C)明度提
高、彩度提高(D)明度降低、彩度提高。
( )49. 下列何種軟體不宜運用於動畫的製作?(A)Autodesk 3Ds MAX (B)Microsoft
Excel(C)Newtek Lightwave (D) Autodesk Maya。
( )50. 頂層網域所定義的英文網域類別名稱，下列哪一項是錯誤的?(A)com是企業類別網站
(B)org是非政府組織或團體 (C)edu是政府類別的網站 (D) idv是個人類別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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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105 學年度商業類學生技藝競賽
【 電腦繪圖 】職種【學科】答案

1. (D)

2. (A)

3. (B)

4. (C)

5. (B)

6. (C)

7. (D)

8. (A)

9. (C)

10. (B)

11. (D)

12. (A)

13. (C)

14. (D)

15. (A)

16. (B)

17. (D)

18. (B)

19. (A)

20. (B)

21. (D)

22. (D)

23. (B)

24. (C)

25. (A)

26. (D)

27. (B)

28. (C)

29. (A)

30. (A)

31. (D)

32. (B)

33. (C)

34. (A)

35. (A)

36. (D)

37. (B)

38. (B)

39. (A)

40. (C)

41. (B)

42. (C)

43. (D)

44. (A)

45. (D)

46. (A)

47. (C)

48. (A)

49. (B)

50. (C)

第1頁 / 共 1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