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學年度龍華科技大學甄選入學實作測驗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美術試題 )
考生姓名: 申請號碼:

注意事項： 1. 每題各佔50%。 

2. 請一律以鉛筆素描繪圖作答，不需書寫說明文字。3. 作答以繪圖區框線內範圍為限。

4. 作答時間為60分鐘，如果提前完成可以提前交卷。

繪圖區 繪圖區

題目1 :參考自己造型特色，畫出喜怒哀樂四種表情特寫 題目2:請畫出一棟中式老舊房屋的三種視角(平視、俯視、仰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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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美術試題 )
考生姓名: 申請號碼:

注意事項： 1. 每題各佔50%。 

2. 請一律以鉛筆素描繪圖作答，不需書寫說明文字。3. 作答以繪圖區框線內範圍為限。

4. 作答時間為60分鐘，如果提前完成可以提前交卷。

繪圖區 繪圖區

題目1 :參考自己造型特色，畫出全身角色設計圖

                            (正面、背面、側面角度共三張)
題目2:請畫出一條熱鬧的街道景觀圖



107學年度龍華科技大學甄選入學實作測驗                                                注意事項：1. 作答時間為 60分鐘，如果提前完成可以提前交卷。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程式試題 )                          考生姓名：               申請編號：                    2.作答以作答區為限。 

 

選擇作答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選擇、填充作答區： 

21 22 23 24 25 
填充題 

一、 

      

二、 三、 四、 五、 

    
 

選擇題： 
1 若要定義一個用來儲存「書本中文名稱」的資料，其最適合的資料型別為何？ 

(A)Single (B)Long (C)String (D)Byte 

2 Visual Basic 中，&H31+&O42 之運算結果換算成十進制為何？ 

(A)30 (B)48 (C)83 (D)24   

3 假設有一資料常值為 3.5，試問要儲存此資料常值的資料型別為何？ 

(A)Single (B)Long (C)Integer (D)Byte 

4 要改變表單的標題欄的圖示，要設定哪個屬性？ 

(A)BackColor (B)BackgroundImage (C)Icon (D)ControlBox 

5 下列哪項敘述不是選擇結構？ 

(A)For…Next (B)If…Then (C)Select Case (D)If…Then…Else 

6 若要得知選項按鈕是否被選取，要檢查哪個屬性值？ 

(A)Checked  (B)CheckState  (C)Enable  (D)AutoCheck 

7 有一 CheckBox 控制項的物件名稱為 chk，若要將此控制項設為被選取狀態，應如何撰寫？

(A)chk.Value=True (B)chk.Checked=True (C)chk.Value=False (D)chk.Checked=False 

8 下列哪一個滑鼠事件，無法取得滑鼠指標所在的位置？ 

(A)Click (B)MouseDown  (C)MouseMove  (D)MouseUp 

9 RadionButton 與 CheckBox 所組成的選項群組，何者可以做多選？ 

(A)RadionButton (B)CheckBox (C)兩者都可以 (D)兩者都不可以 

10 
使用什麼方法可以設定顏色的透明度、紅色、綠色、藍色等四種不同屬性值，來調配出各種顏

色效果？ (A)Color (B)RGB (C)GetRGB (D)Color.FromArgb 

11 
For k=-6 To 5：x &="*" : Next，請問執行後 x 字串的*有幾個？  

(A)10 (B)11 (C)12 (D)13 個 

12 若要計時控制項每 0.3 秒觸動 Tick 事件一次，要設定 Interval 屬性值為：(A)3/60 (B)3 

(C)3000 (D)300 

13 x=0:Do Until x>10:x+=1:Loop 執行後 x=  

(A)0 (B)1 (C)10 (D)11。 

14 敘述 For i =2 To 10 Step 2:sum += i:Next，會得到 sum 的結果為何？ 

(A)24 (B)26 (C)28 (D)30。 

15 設計迴圈時，若迴圈內的數值變數會有規則的遞減或遞增時，應該使用哪一種重複結構較為適

當？ 

(A)Do…Loop (B)While…End While (C)For…Next (D)Do Until…Loop 

16 要設定表單的顯示位置必須先將下列哪個屬性設為 Manual？ 

(A)WindowState (B)TopMost (C)Location (D)StartPosition 

17 以下何者不是 Visual Basic 的重複結構指令  

(A)For…Next  (B)Select Case  (C)Do…Loop  (D) Do While…Loop。 

18 下列迴圈執行多少次？(A)1 次 (B)無限次 (C)0 次 (D)3 次 

Do 

   … 

Loop Until 5 < 2 
 

 選擇題： 

19 Dim w(1,4) As Integer，請問 w 共有多少元素？(A)6  (B)7  (C)8  (D)10。 

20 ComboBox 可以說是哪兩種控制項的結合？ 

(A)TextBox 與 Label (B)TextBox 與 ListBox (C)Label 與 ListBox     (D)ListBox 與

CheckBox 

21 若要改變標籤上文字的顏色，要設定哪個屬性？(A)BackColor (B)ForeColor (C)Font 

(D)FontColor 

22 Sub 程序的尾端要以哪一個指令結束？ 

(A)End Sub  (B)End  (C)Exit Sub  (D)Break Sub 

23 For…Next 迴圈初值為 10、終值為 1，其增值可能為： 

(A)-0.5 (B)-3 (C)0.5 (D)3 

24 有一 CheckBox 控制項的物件名稱為 chk，若要將此控制項設為無法使用，應如何撰寫？

(A).chk.Enabled=True (B). chk.Enabled=False (C).chk.Checked=True 

(D).chk.Checked=False 

25 Dim s(,) As Integer={{1,2},{3,4},{5,6}}，請問 UBound(s,1)=  

(A).0  (B).1  (C).2  (D).3 

填充題： 
一、 若希望文字方塊最多只能輸入 6 個字元時，應設(       )屬性值為 6。 

二、 若希望文字方塊中的文字以多行的形式顯示時，Multiline 屬性值應設為(       )。 

三、 有下列的程式區段： 

Dim sum As Integer =0 

For I = 2 To 10 

  For J= 2 To 6 Step 2 

    sum += 1 

  Next 

Next 

執行後請問 sum =(        )。 

四、 下列程式執行後 m 的值為 (    ) 

i = 20  

Select Case i 

   Case Is <=0 :m="A" 

   Case 1 To 100 :m="B" 

   Case Else :m="C" 

End Select 

五、 有下列的程式區段： 

Dim zz As Integer  

Do  

   zz +=2 

Loop While zz < 7 

請問 zz =(      )。 
 

(題目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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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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