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愛的老師您好：

PDF檔僅限學校教師搭配紙本教材用於
課堂教學，並未授權其他用途！！



祝您教學愉快！！  ^0^

< 課本正文由下頁開始 >



【PVQC 自我診斷系統使用流程】

注意事項

※ 正常使用狀態下，每組自動開通授權碼僅適用於指定的單一科目級別，有效期間自執

行開通日起兩個月。

※ 每個註冊帳號同一期間不能同時開通啟用多組授權碼，否則將導致目前已啟用中的授

權碼自動失效無法續用。故於開通另一組授權碼前，請用戶務必自行確認前一組已不

再使用。（自動開通授權碼失效後，不得要求重啟或補發）

一、自我診斷啟動流程：

開啟光碟，點選啟動 。

首先點選 ｢進入後台註冊」，需先註冊才可啟用 ( 若已註冊過則省略第 1 步 )。

填入基本資料後，按「註冊」鈕送出。您申請的帳號密碼將是您在使用診斷系統

時登入的帳號密碼。

以 10 碼英數字元為限：
學校英文代碼 2~4 碼 + 學生學號後 6~8 碼
一般社會人士則為手機號碼

中英文姓名：
若日後需報考檢
定者，請務必輸
入完整正確中 +
英姓名（例：Da 
Ming Wang 王
大明）

生日：
若日後需報考檢
定者，請務必輸
入完整正確的出
生年月日

Email：
請註冊您真實的 Email， 
如密碼忘記時方便以 mail
通知

所屬的考試中心或教師，請
選擇：
個人：PVQC 工具書，自 
　　　我診斷系統管理者 1
團體：可選擇老師為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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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自動開通軟體畫面後，進行第 2 步，輸入申請的帳號。

進行第 3 步，刮開光碟片上的序號刮膜，將開通授權碼輸入。

進行第 4 步，按下「自動開通」鈕，即可進入系統進行練習。

二、自我診斷系統使用說明：

帳號開通後，將光碟中的「自我診斷系統」資料夾，複製到您的電腦硬碟中。

執行自我診斷系統的主應用程式（檔名：login_PVQC*.exe） 
例如： 。

輸入帳號及密碼，即可登入系統進行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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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登入時可先設定自己 Email：用滑鼠按下「Email 帳號：」，會開啟記事

本，修改 Email 在「]」左邊，「]」符號及其右側網址必須保持不變，否則軟體

無法正確工作。正確取代或填入您的 Email（即己註冊並開通成功的帳號）後儲

存，後續使用本軟體時，只需要輸入您的密碼即可。

登入後選擇級別：按下「選擇合適等級」。

再選擇測試類型，分別在六個測驗圖示上點選或取消，設定好測驗類型後，開始

進行測驗。

測驗一：看中文，拼寫英文

測驗二：看英文，選中文

測驗三：聽英文，選中文

測驗四：聽英文，選英文

測驗五：看中文，選發音

測驗六：看英文，選發音

※每個測驗按下   
可聽取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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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選擇的測驗全部結束時，呈現總成績一覽表

※針對答錯的題目，可按「詳細答案」或「快捷答案」鈕查詢。

測驗完畢後可登入後台管理系統 http://www.gladword.net/pvqc，查詢成績。

也可使用左下角
「登入後台系
統」按鈕登入後
台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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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英文（Professional English）（在部份學術上又稱為 ESP，English specific 

purposes）是現代職場勝出的關鍵能力之一，近年來全球許多非英語系國家的大學院校，

皆已相繼將專業英文列入學生畢業前的核心能力之一。在臺灣與中國大陸，已有許多知

名的大專院校，將專業英文能力列為系所畢業生的基本門檻，成為雙核心專業能力－－

系所的專業能力 + 專業英文能力，以建立學生未來邁向全球化競爭的專業基礎能力。

關鍵字詞（Key words）在學習與溝通上具有重大的意義與功能，就如同許多論文

文章，關鍵字詞是作者與閱讀者快速有效溝通的重要方法，能有效學習關鍵字詞是進入

一個專業領域最好的方法之一。每個專業領域的常用重要詞彙，一般可歸納為 500 個到

2,000 個字詞，熟悉並對這些字詞具備「讀聽說寫」能力，可以有效提升專業人員的閱

讀與溝通能力。

有鑑於大多數非英語系國家的學生，在學習與應用英文的成就並不理想，全球學習

與測評發展中心（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簡稱 GLAD「格

萊得」）針對建構專業英文詞彙的能力，發展了一套有效學習、有效測評與能力認證的

「教訓考用」完整體系。

目前已完成或規劃的字詞庫學習與測評體系，涵蓋的專業領域如下：

餐旅群：包括餐飲類、飲料調酒類、觀光旅運（含旅遊、旅館）類等。

電機電子與計算機群：包括計算機類、電機電子類、網路與資訊安全類等。

動力機械群：包括汽車類、航空類等。

商業類群（金融與經貿類）：包括會計類、貿易類、金融類等。

醫護類：包括護理類、醫藥類等。

其它類群：包括教育類、法律類、農業類等。

本系列叢書為臺灣唯一配合國際認證，且經本機構認可的專業英文詞彙能力自我學

習教材，搭配相關學評與測評系統，將可在短時間內有效提升使用者的專業英文能力，

值得推薦採用！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格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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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ccess point   

n.  無線網路存取器；無線基地台

	access	有存取或出入的意思；基地台

有時又簡稱為 AP。

字詞編號
方便掌握已學習的
詞彙數量

加料充電區
補充相關資訊，以及
延伸知識。

本詞彙在計算
機領域常用詞
性

本詞彙在計算機領
域較常見的中文意
義

本書為讀者設計，用
以輔助自評學習成果
的三種能力記錄圖示

請自評該詞彙的各項能
力，若已確實有把握，
則打勾代表完成

reading

listening

spelling & 
sp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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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機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學習範本
邁向PVQC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認證

1-2

  

  

  

  

  

1 access point

n. 無線網路存取器；無線基地台

	access 有存取或出入的意思；基地台

有時又簡稱為 AP。

2 access time

n. 存取時間

3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

n. 會計資訊系統

4 Acer

n. 宏碁（一種知名電腦品牌）

5 act　[ækt]

n. 法案

	動詞時，act 為行動的意思，但是當做

名詞時，通常代表法案。

6 administrator　
 [ədˋmɪnəˏstretɚ]

n. 管理員；監督人；行政官

	在電腦系統管理員或是網路管理員、資

料管理員，通常會使用 administrator
這個名詞。

7 ADSL

n. 非對稱數位用戶迴路（英文簡稱）

	全文：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8 adware

n. 廣告軟體

9 agent　[ˋedʒənt]

n. 代理人；代理商；特工人員

10 AI

n. 人工智慧（英文簡稱）

	全文：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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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lgorithm　[ˋælgəˏrɪðm]

n. 演算法

	解決問題的詳細描述步驟。

12 all rights reserved

n. 版權所有；保留所有權利

	注意，all	rights 使用複數。

13 ALU

n. 算術邏輯單元（英文簡稱）

	全文：arithmetic	logic	unit。

14 analog　[ˋænəlɔg]

n. 類比；類似物

	在計算機技術中，類比常與數位成對

比。

15 analysis　[əˋnæləsɪs]

n. 分析

16 Android　[ˋændrɔɪd]

n. 安卓（一種手機作業系統）

17 ANSI

n. 美國國家標準協會（英文簡稱）

	全文：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institute。

18 antivirus

n. 防毒

19 antivirus software

n. 防毒軟體

20 Apple　[ˋæpḷ]

n. 蘋果（一種知名手機與電腦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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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rchitecture
	 [ˋɑrkəˏtɛktʃɚ]

n. 架構

22 array　[əˋre]

n. 陣列

23 ASCII

n. 美國資訊交換標準碼（英文簡稱）

	全文：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24 ASP

n. 應用服務供應商（縮寫）

	全名為：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通常用於網路資源與服務
的提供者。

25 asset　[ˋæsɛt]

n. 資產

26 ASUS

n. 華碩（一種知名電腦品牌）

27 auction　[ˋɔkʃən]

n. 拍賣

28 audio　[ˋɔdɪˏo]

n. 音訊

29 audit　[ˋɔdɪt]

n. 審核；審計；查帳

30 authority　[əˋθɔrətɪ]

n. 權威；權力（機構）；官方（機構）

PB329_Part1.indd   4 2013/11/5   上午 10:29:38



Part 1
ICT Specialist 計算機專業級篇

1-5

B

  

  

  

  

  

31 autocomplete
 [ˋɔtoˏkəmˋplit]

n. 自動完成

	常使用在文字處理或電子試算表內的

一項自動文字完成功能。

32 autoformat
 [ˋɔtoˋfɔrmæt]

n. 自動套用格式；格式自動設定

	常使用在文字處理或電子試算表內的

一項套用表格的功能。

33 autosum　[ˋɔtoˏsʌm]

n. 自動加總

	常使用在電子試算表內的數字加總的

功能。

34 B2G

n. 企業對政府之間的相互交易（英文簡

稱）

	全文：business-to-government。

35 back color

n. 背景顏色

36 back up data

n. 備份資料

37 backbone　[ˋbækˏbon]

n. 骨幹網路

38 bandwidth
	 [ˋbændˏwɪdθ]

n. 頻寬

	簡稱：BW，bandwidth 用在網路通常代

表網速或傳送資料的最高與最低頻率
範圍差距。

39 base　[bes]

n. 基底

40 baseband  
transmission

n. 基頻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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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atch processing

n. 批次處理

42 battery　[ˋbætərɪ]

n. 電池

	筆記型電腦或平板電腦或手機都會使

用的電池叫做 battery。

43 BBS

n. 電子佈告欄系統（英文簡稱）

	全文為：bulletin	board	system，是

網路系統的一種服務方式。

44 benefit　[ˋbɛnəfɪt]

n. 效益

45 biometrics
	 [ˏbaɪəˋmɛtrɪks]

n. 生物測定學；生物計量學

	注意由於此處為名詞，使用複數

biometrics。

46 BIOS　[ˋbaɪos]

n. 基本輸入輸出系統（英文簡稱）

	全文：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47 bit　[bɪt]

n. 位元

48 bitmap　[ˋbɪtmæp]

n. 點陣圖

	圖形的格式主要分為：bitmap 點陣式

圖與 vector 向量式圖。

49 blog　[blɔg]

n. 部落格

50 bluetooth　[bluˋtuθ]

n. 藍芽（牙）

	是一種短距離的無線資料傳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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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bps

n. 每秒的位元數（英文簡稱）

52 bridge

n. 橋接器

53 broadband
	 [ˋbrɔdˋbænd]

n. 或 adj.  寬頻；寬頻帶；寬帶；多頻率
的

	請注意，broadband 寬頻與 bandwidth

頻寬兩者的不同。

54 broadband  
transmission

n. 寬頻傳輸

55 broadcast　	[ˋbrɔdˏkæst]

n. 廣播

56 broker　[ˋbrokɚ]

n. 仲介商；經紀人

57 browser　[ˋbraʊzɚ]

n. 瀏覽器

58 buffer　[ˋbʌfɚ]

n. 緩衝器

	多數重要的硬體裝置之間（例如 CPU

與 RAM 間）多會使用緩衝器，來提升
資料傳輸的工作效能。

59 bug　[bʌg]

n. 瑕疵；臭蟲；（程式）錯誤

	程式內的問題或是錯誤問題。

60 bulletin board system

n. 電子佈告欄系統

	簡稱：BBS；網路傳統的一種服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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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business　[ˋbɪznɪs]

n. 企業或商務

62 business intelligence

n. 商業智慧（BI）

63 business model

n. 商業模式

64 business process  
and operation

n. 企業流程與營運

65 byte　[baɪt]

n. 位元組

66 C2C

n. 個人（消 費者）對個人（消費者）之

間的相互交易（英文簡稱）

	全文：customer-to-customerc 或是

consumer-to-consumer。

67 CA

n. 認證機構（英文簡稱）；憑證授權

	全文：certificate	authority。

68 cache　[kæʃ]

n. 快取

69 cache memory

n. 快取記憶體

70 CAI

n. 電腦輔助教學（英文簡稱）

	全文：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另一種稱呼為computer-aided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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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call　[kɔl]

n. 呼叫

72 catalog　[ˋkætəlɔg]

n. 型錄

73 CD-R

n. 可錄式光碟（英文簡稱）

	CD 為光碟片的英文簡稱。

74 cell　[sɛl]

n. 儲存格

75 cell phone

n. 行動電話

76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n. 中央處理單元

	簡稱：CPU。

77 certificate　 [sɚˋtɪfəkɪt]

n. 憑證；認證

78 certificate authority

n. 憑證授權（管理）（CA）；認證機構

79 character　	[ˋkærɪktɚ]

n. 字元；字符；（事物的）特性

80 chat　[tʃæt]

n. 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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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tʃif]	[ˏɪnfɚˋmeʃən]	[ˋɔfəsɚ]

n. 資訊長

	簡稱：CIO。掌管企業或機構的資訊科技的應用
情況，具有商業處理背景與資訊系統的專業技
術與知識。

82 child domain

n. 子網域

	child	 domain 是個相對的關係，此與 parent	
domain 是相對的上下層次關係。例如，如果是
root 根網域下的 child	 domain 子網域，稱為
top-level	 domain 頂層網域；反過來說，root	
domain 是它的 parent	domain。

83 CIO

n. 資訊長（英文簡稱）

	全名為：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掌管企業或機構的資訊科技的應用情
況，具有商業處理背景與資訊系統的
專業技術與知識。

84 click　[klɪk]

v.  按下的聲音；單擊滴答聲

	一般指的是按下滑鼠或是按下按鈕。

85 client　[ˋklaɪənt]

n. 用戶端；客戶端

86 client-server LAN

n. 主從式區域網路

	在許多教材與文獻，把主從式寫為

client/server。

87 clone computer

n. 克隆電腦；複製的電腦

	clone	computer 有時也意味著，該電

腦系統有 100% 的相容性。

88 cloud computing

n. 雲端運算

89 coaxial cable

n. 同軸電纜

	coaxial有同心圓的意味，所以coaxial	

cable 就表示同心軸電纜線。

90 co-location

n. 主機代管

	租用或購買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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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communication
 [kəˏmjunəˋkeʃən]

n. 通訊；網路通訊

92 community
	 [kəˋmjunətɪ]

n. 社群

93 compatible
	 [kəmˋpætəbḷ]

adj.  相容的

94 compile　[kəmˋpaɪl]

v.  編譯

95 computer crime

n. 電腦犯罪

	crime 是犯罪的意思。

96 computer forensics

n. 電腦鑑識

	一般末尾為 ic 做為名詞時，都使用複

數。

97 computer monitoring

n. 電腦監控

	注意此處使用 ing 表示動作持續中。

98 computer software

n. 電腦軟體

99 computer vision

n. 電腦視力；電腦視覺

100 computer-aided design

n. 電腦輔助設計

	簡稱：CAD。通常 aided輔助或是 assisted輔助 
前面都使用連接號。例如，computer-aided	
design，computer-aided	instruction，
computer-aided	learning，或是 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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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computer-aided  
manufacturing

n. 電腦輔助製造

	縮寫為：CAM。通常aided輔助或是assisted輔助
前面都使用連接號。例如，computer-aided	design,	
computer-aided	instruction,	computer-aided	
learning，或是computer-aided	manufacturing等。

102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n. 電腦輔助教學

	簡稱：CAI。多數的應用下會把 assisted與前
面的字連接在一起，變成 computer-assisted。
另一個近似的用法為，computer-aided	
instruction。

103 computing　[kəmˋpjutɪŋ]

n. 運算

	使用計算機做運算 computing，通常後

面 +ing。

104 conference call

n. （網路）電話會議

	有時候會簡稱為；con	call。

105 confidentiality
 [ˏkɑnfɪˏdɛnʃɪˋælɪtɪ]

n. 機密性

106 constant　[ˋkɑnstənt]

n. 常數

107 content　[kənˋtɛnt]

n. 內容

108 content management

n. 內容管理

	內容管理是發展「數位內容」的重要

環節。

109 contorl unit

n. 控制單元

	簡稱：CU，是電腦 CPU 中央處理器的

重要組成成員。

110 control　[kənˋtrol]

n.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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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conversion　[kənˋvɝʃən]

n. 轉換

112 copyright　[ˋkɑpɪˏraɪt]

n. 版權；著作權

113 core　[kor]

n. 核心

114 cost　[kɔst]

n. 成本

115 CPU

n. 中央處理單元（英文簡稱）

	全文：central	processing	unit。

116 cracker　[ˋkrækɚ]

n. 怪客；破壞者

	cracker（怪客）與 hacker（駭客）兩

者是網路常出現的名詞。

117 critical thinking

n. 批判性思考

118 CRM

n. 顧客關係管理（英文簡稱）

	全文：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為現有客戶提供更好的
服務以增加業績。

119 CTO

n. 科技長（縮寫）

	全文：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120 culture　[ˋkʌltʃɚ]

n.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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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n. 顧客關係管理

	簡稱為：CRM。

122 customization

n. 客製化

123 cyber　[ˋsaɪbɚ]

adj.  網路的；電腦的

	這是網路的另一種用字。

124 cycle　[ˋsaɪkḷ]

n. 週期；循環

125 dashboard　[ˋdæʃˏbɔrd]

n. 儀錶板

126 data　[ˋdetə]

n. 資料

127 data bus

n. 資料匯流排

128 data center

n. 資訊中心

129 data conversion

n. 資料轉換

130 data definition

n. 資料定義

	用於資料庫中，表示資料欄位間有相

互影響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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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data dictionary

n. 資料字典（DD）

	用於資料庫定義資料的結構。

132 data flow

n. 資料流

	表示資料傳送方向。

133 data flow diagram

n. 資料流程（向）圖

	表示資料傳送方向的關係圖形。簡稱：

DFD。

134 data integration

n. 資料整合

	integration 有融合或綜合的意思。

135 data management

n. 資料管理

136 data management  
software

n. 資料管理軟體找出或發現資料間的關

係或事實。

137 data manipulation

n. 資料操縱（尤指操作性技術）

	data	 processing 強調資料處理的過

程；data	manipulation 強調處理的技
巧。

138 data mining

n. 資料探勘；資料挖掘

	從資料庫或是資料集合，找出或發現

資料間的關係或事實。

139 data processing

n. 資料處理

	data	 processing 強調資料處理的過

程；data	manipulation 強調處理的技
巧。

140 data redundancy

n. 資料重複（多餘）

	redundancy 原意為多餘的材料，在此

為多餘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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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data structure

n. 資料結構

	簡稱：DS。資料結構是學習軟體系統

的重要科目。

142 data transfer rate

n. 資料傳輸率

143 data warehouse

n. 資料倉儲

144 data worker

n. 資料工作者

145 database　 [ˋdetəˏbes]

n. 資料庫

	通常簡稱：DB。

146 database  
administrator

n. 資料庫管理員（DBA）

	縮寫為：DBA。

147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ˋdetəˏbesˋmænɪdʒməntˋsɪstəm]

n. 資料庫管理系統

	縮寫為：DBMS。

148 database server

n. 資料庫伺服器

149 data-driven

n. 資料導向

	driven通常前面會加上連接號，例如，

event-driven 或是 data-driven,	
object-driven。

150 datagram　[ˋdetəˏgræm]

n. 數據包；資料包

	網路資料傳送的常用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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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date　[det]

n. 日期

152 DB

n. 資料庫（的英文簡稱）

153 DBA

n. 資料庫管理員（英文簡稱）

	全名為：database	administrator。

154 DBMS

n. 資料庫管理系統（英文簡稱）

	全名為：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155 DDoS

n. 分裂（散）式阻斷服務（英文簡稱）

	全文為：disruptive	denial	of	service。

請注意，習慣上o用小寫，以便和DOS（磁
碟作業系統）作區隔。

156 debug　[diˋbʌg]

n. 或 v.  除錯；偵錯

157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n. 決策支援系統

	縮寫為：DDS。如果多數則為 systems。

決策支援decision	support中間在部份
教材使用連接號。

158 decryption

n. 解密

159 deep packet

n. 深層封包

160 demand　[dɪˋmænd]

n.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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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design　[dɪˋzaɪn]

n. 設計

162 desktop　[ˋdɛsktɑp]

n. 桌面

	簡稱：DT

163 desktop computer

n. 桌上電腦

164 detection system

n. 偵測系統

165 development
	 [dɪˋvɛləpmənt]

n. 開發；發展

166 DFD

n. 資料流程圖（英文簡稱）

	全文：data	flow	diagram。

167 diagram　[ˋdaɪəˏgræm]

n. 圖表；圖解

168 digital　[ˋdɪdʒɪtḷ]

n. 數位

169 digital asset

n. 數位資產

170 digital camera

n. 數位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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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digital certificate

n. 數位憑證（認證）

172 digital content

n. 數位內容

173 digital divide

n. 數位區隔；數位落差

174 digital signal

n. 數位信號

175 digital video disc

n. 數位影音光碟（DVD）

	習慣上，與光碟有關的磁片名詞多用

disc，另外，光碟機多使用 drive 這
個字。

176 direct　[dəˋrɛkt]

adj.  直接的；坦白的

177 disaster　[dɪˋzæstɚ]

n. 災難

178 disaster recovery

n. 災難復原

179 disk cache

n. 磁碟快取（記憶體）

	disk 多用於代表磁性的碟片；disc 多

用於與光有關的碟片。

180 display　[dɪˋsple]

n. 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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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disruptive　[dɪsˋrʌptɪv]

adj.  破壞性的；分裂的

182 disruptive technology

n. 破壞性科技

183 distance instruction

n. 遠距教學

	distance	learning 遠距學習。

184 distribute　[dɪˋstrɪbjʊt]

v.  分散；分配；散發；分佈

185 distributed
	 [dɪˋstrɪbjutɪd]

adj.  分散式

186 distributed  
processing

n. 分散式處理

187 distributed  
processing system

n. 分散式處理系統

188 DIY

n. 自己做（組裝）（英文簡稱）

	全文：do	it	yourself。

189 DNS

n. 網域名稱系統（英文簡稱）

	全文：domain	name	system，與domain	

name	server（網域名稱伺服器）之縮寫
相同。

190 do it yourself

n. 自己做（組裝）

	簡稱：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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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documentation　
 [ˏdɑkjəmɛnˋteʃən]

n. 使用說明

192 domain　[doˋmen]

n. 網域；領域；範圍

193 domain name

n. 網域名稱

194 domain name system

n. 網域名稱系統

195 domestic exporter

n. （國內的）出口商

196 DOS　[dɔs]

n. 磁片作業系統（英文簡稱）

	全文：disk	operating	system。注意，

中間的 O為大寫。DoS 就變成阻斷服務
攻擊的簡稱。

197 DoS　[dɔs]

n. 阻斷服務（英文簡稱）

	全文：denial	of	service。注意，中

間的 o為小寫。DOS 就變成磁碟作業系
統的簡稱。

198 double click
 [ˋdʌbḷˋklɪk]

n. 按兩下

199 download　	[ˋdaʊnˏlod]

n. 下載

200 download information

n. 下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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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downstream
 [ˋdaʊnˋstrim]

adj.  下游的；下傳的（資料）

202 downstream data

n. 下流（游）的資料

203 downtime　[ˋdaʊnˏtaɪm]

n. 停機時間

204 doze mode

n. 休眠模式

205 DPI

n. 每英吋的點數（英文簡稱）；解析度（衡量印
表機或是螢幕品質用）或是深層封包檢測（的
英文簡稱）

	全文：dot	per	inch 或是深層封包檢測 deep	
packet	inspection（英文簡稱）。

206 DRAM　[dræm]

n. 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英文簡稱）

	全文：dynamic	RAM。

207 drill down

n. 向下探究；詳細分解；向下鑽取

208 DSL

n. 數位用戶線路；迴路（英文簡稱）

	全文：digital	subscriber	line。在

此 subscriber 是指註冊的用戶。

209 DSS

n. 決策支援系統（英文簡稱）

	全名為：decision	support	system。

210 due　[dju]

adj.  應有的；到期的；預定的；應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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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duplication
 [ˏdjuplɪˋkeʃən]

n. 複製；完全相同的複製品

212 DVD

n. 數位多功能（影音）光碟（英文簡稱）

	全文：digital	versatile	disc；習慣上，

與光碟有關的磁片名詞多用disc，另外，
光碟機就多使用drive這個字。

214 dynamic　[daɪˋnæmɪk]

adj.  動態的

214 e-book

n. 電子書（英文簡稱）

	使用 e（電子化）簡稱的名詞，習慣加

上連接號。

215 e-business

n. 電子化企業

	使用 e（電子化）簡稱的名詞，習慣加

上連接號。

216 EC

n. 電子商務（英文簡稱）

	全文：electronic	commerce。

217 e-commerce

n. 電子商務

	全文為 electronic	commerce，使用 e

（電子化）簡稱，習慣加上連接號，
又縮寫為 EC。

218 EFT

n. 電子金融轉帳（縮寫）

	全名為：electronic	funds	transfer。

219 e-government

n. 電子化政府

	使用 e（電子化）簡稱的名詞，習慣加

上連接號。

220 EIS

n. 高階主管資訊系統（英文簡稱）

	全名為：executive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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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e-learning

n. 數位學習（英文簡稱）

	使用 e（電子化）簡稱的名詞，習慣加

上連接號。

222 electronic business

n. 電子化企業

	與 e-business 同義。

223 electronic commerce

n. 電子商務

	簡稱：EC。

224 electronic  
government

n. 電子化政府

225 electronic payment  
services

n. 電子付費服務 (s)

	簡稱：EPS。

226 electronic payment  
system

n. 電子付款系統

227 electronic signature

n. 電子簽章

228 e-mail

n. 電子郵件（英文簡稱）

	使用 e（電子化）簡稱的名詞，習慣加

上連接號。

229 encryption

n. 加密

230 end users

n. 終端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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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engineering
	 [ˏɛndʒəˋnɪrɪŋ]

n. 工程

232 enterprise　[ˋɛntɚˏpraɪz]

n. 企業

233 enterprise  
information portal

n. 企業資訊入口網站

	縮寫為：EIP

234 entity relationship

n. 實體關係

	又簡稱為 ER，常與模型在一起合併簡稱

為 ER	Model 是資料庫規劃與設計的重
要工具之一。

235 EPS

n. 電子付費服務（英文簡稱）

	全文：electronic	payment	services。

236 ERP

n. 企業資源規劃（縮寫）

	全名為：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237 ES

n. 專家系統（縮寫）

	全名為：expert	systems。

238 Ethernet　[ˋiθənɛt]

n. 乙太網路

	Ethernet 是現代企業內或是區域網路

中，重要的網路結構之一。在區域網路
中，大都採用Bus巴士型的拓樸結構。

239 exchange　[ɪksˋtʃendʒ]

n. 交易

240 executable code

n. 可執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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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executive　[ɪgˋzɛkjʊtɪv]

n. 或 adj.  行政主管；決策者；執行指令；

行政的；決策的

	主管支援系統 ESS 是現代化企業中，

給中高層做決策時不可缺的工具或是
系統。

242 executive information  
system

n. 高階主管資訊系統

	簡稱為：EIS。

243 Facebook

n. 臉書（一種手機與電腦皆可連線的服

務平台）

244 false　[fɔls]

n. 假

245 FAT　[fæt]

n. 檔案配置表（英文簡稱）

	全文：file	allocation	table。

246 feedback　[ˋfidˏbæk]

n. 回饋

	常用在系統信號或是問題信息的回送。

247 fiber　[ˋfaɪbɚ]

n. 光纖

248 field　[fild]

n. 欄位或區域

249 field name

n. 欄位名稱

250 FIFO

n. 先進先出（英文簡稱）

	全文：first	in	first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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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file　[faɪl]

n. 檔案

252 file processing

n. 檔案處理

253 file type

n. 檔案類型

254 firewall　[ˋfaɪrwɔl]

n. 防火牆

	防火牆是在網路安全方面，經常用到

的重要名詞之一。

255 flash ROM

n. 快閃記憶體

	這個是在記憶體方面的新產品。

256 flowchart　[ˋfloˏtʃɑrt]

n. 流程圖

257 font　[fɑnt]

n. 字型

258 forensics　[fəˋrɛnsɪks]

n. 鑑識（s）；辯論練習；辯論術

259 formatted disk

n. 已格式化的磁碟

	如果是要格式化一張磁碟需寫成

formatting	a	disk。

260 frame　[frem]

n.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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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freeware　[ˋfriwɛr]

n. 自由軟體；免費軟體

262 FTP

n. 檔案傳輸協定（英文簡稱）

	全文：file	transfer	protocol。

263 function　[ˋfʌŋkʃən]

n. 函數

264 gateway　[ˋgetˏwe]

n. 閘道器

	提供不同子網域（路）間或是不同網路

架構間，通訊連結用的電腦或是裝置。

265 GB

n. 十億位元組（英文簡稱）

	全名為：gigabyte。

266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n. 地理資訊系統（GIS）

	簡稱：GIS。

267 GHz

n. 十億赫茲（英文簡稱）

	全文為：gigahertz。

268 gigabyte　[ˋdʒaɪgəˏbaɪt]

n. 十億位元組

	簡稱：GB。

269 gigahertz　[ˋdʒaɪgəˏhɝts]

n. 十億赫茲

	簡稱：GHz。

270 GIS

n. 地理資訊系統（英文簡稱）

	全文：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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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n. 全球定位系統

	簡稱：GPS。

272 GPS

n. 全球定位系統（英文簡稱）

	全文：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273 graphics　[ˋgræfɪks]

n. 圖形；製圖；製圖法；繪圖學；圖解

計算

274 GUI

n. 圖形化使用介面（英文簡稱）

	全文：graphic	user	interface。

275 hacker　[ˋhækɚ]

n. 駭客

	駭客是 hacker，另外 cracker 也是破壞

者的意思。

276 hard disk

n. 硬碟

	與軟或硬式磁碟或 cache（快存）有

關的名詞都用 disk，有時又稱為 hard	
drive。

277 HDD

n. 硬式磁碟機（英文簡稱）

	全文：hard	disk	drive。

278 HDMI

n. 高清晰度多媒體介面（英文簡稱）

	全文：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279 Hertz　[ˋhɝts]

n. 赫茲

	簡稱：Hz。

280 hide　[haɪd]

n. 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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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home page

n. 首頁

282 host　[host]

n. 主機

283 HTML

n. 超文字標記語言（英文簡稱）

	全文：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網際網路上網頁資料的基本標準語言
格式。

284 hub　[hʌb]

n. 集線器

285 hyperlink　 [ˋhaɪpɚˏlɪŋk]

n. 超連結

286 hypermedia
	 [ˏhaɪpɚˋmidɪə]

n. 超媒體

	超媒體這個字因網路與多媒體科技的發展，由
hypertext（超文字）與 multimedia（多媒體）
兩字所結合的新名詞。

287 hypertext　	[ˋhaɪpɚˋtɛkst]

n. 超文件；超文字

288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n. 超文字標記語言

	簡稱：HTML。

289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n. 超文字傳輸協定（HTTP）

290 IaaS

n. 基礎建設即服務（英文簡稱）

	全文：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注意：習慣上SaaS,	IaaS,	PaaS等雲端
新技術的名詞，通常中間都用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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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IC

n. 積體電路（英文簡稱）

	全文：integrated	circuit。

292 icon　[ˋaɪkɑn]

n. 圖示

293 ICT

n. 資訊與網路通訊科技（英文簡稱）

	全文：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294 IEEE

n.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協會（英文簡稱）

	全文：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295 IM

n. 即時通訊（英文簡稱）

296 image　[ˋɪmɪdʒ]

n. 影像

297 impact　[ɪmˋpækt]

n. 或 v.  影響；衝擊；撞擊力

298 implementation  
process

n. 建置流程

299 infomediary

n. 資訊中介

300 inform　[ɪnˋfɔrm]

v.  告知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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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information
	 [ˏɪnfɚˋmeʃən]

n. 資訊

302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n. 資訊與網路通訊科技

	簡稱：ICT。

303 information appliance

n. 資訊家電

	簡稱：IA。

304 information  
processing

n. 資訊處理

305 information  
requirement

n. 資訊需求

	requirements 有時使用複數，表示很

多需求。

306 information system

n. 資訊系統

307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 資訊科技

	簡稱：IT。

308 infrastructure
 [ˋɪnfrəˏstrʌktʃɚ]

n. 基礎建設

309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n. 基礎建設即服務

	簡稱：IaaS。

310 input　[ˋɪnˏpʊt]

n. 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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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input device

n. 輸入設備

312 input unit

n. 輸入單元

	簡稱：IU。

313 insertion sort

n. 插入排序法

	此技術常用於資料排序中。

314 installation
 [ˏɪnstəˋleʃən]

n. 安裝

315 instant messaging

n. 即時通訊（IM）

	縮寫為：IM。

316 intangible
	 [ɪnˋtændʒəbḷ]

adj.  無形的；不明確的

317 integrated circuit

n. 積體電路

	簡稱：IC。

318 integrated circuit  
card

n. IC 卡

319 integrated package

n. 整合式套件

320 integrity　[ɪnˋtɛgrətɪ]

n. 完整性；完善；正直；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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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Intel

n. 英特爾（公司名）

322 intellectual property

n. 智慧財產

323 intelligence
 [ɪnˋtɛlədʒəns]

n. 智慧；智能；情報；情報的工作或機

構

324 internal code

n. 內碼

325 internal modem

n. 內置式數據機

326 Internet　[ˋɪntɚˏnɛt]

n. 網際網路

	本書中 Internet 全部使用首字大寫。

自從 intranet 名詞出現後，有部份學
者主張用 internet。

327 Internet bank

n. 網路銀行

328 Internet protocol

n. 網際網路協定（IP）

	簡稱：IP。

329 internetwork  
processor

n. 跨網處理器

330 iOS

n. 一種 iPhone 手機的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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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IP

n. 網際網路協定（英文簡稱）

	全文：internet	protocol。

332 IS

n. 資訊系統（英文簡稱）

333 ISBN

n. 國際標準書號（英文簡稱）

	全文：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334 ISO

n. 國際標準組織（英文簡稱）

	全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這個組織常
被誤寫為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335 jumper　[ˋdʒʌmpɚ]

n. 跳線（片或夾子）

336 KB

n. 千位元組（縮寫）

	全名為：kilobyte。

337 key word

n. 關鍵字

338 keyboard　[ˋkiˏbord]

n. 鍵盤

339 KHz

n. 千赫茲（英文簡稱）

	簡稱：kilohertz。

340 kilobyte　[ˋkɪləˏbaɪt]

n. 千位元組（KB）

	簡稱：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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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kilohertz　	[ˋkɪləˏhɝts]

n. 千赫茲

	簡稱：KHz。

342 knowledge engineer

n. 知識工程師

343 knowledge worker

n. 知識工作者

344 label　[ˋlebḷ]

n. 標籤

345 LAN

n. 區域網路（英文簡稱）

	全文：local	area	network。

346 language　[ˋlæŋgwɪdʒ]

n. 語言

347 laptop　[ˋlæptɑp]

n. 膝上型電腦

348 laser printer

n. 雷射印表機

349 LCD

n. 液晶顯示器（英文簡稱）

	全文：liquid	crystal	display。

350 LED

n. 發光二極體

	全文：light-emitting	di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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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Lenovo

n. 聯想（一種知名電腦品牌）

352 life cycle

n. 生命週期

353 LIFO

n. 後進先出（英文簡稱）

	全文：last	in	first	out。

354 light emitting diode

n. 發光二極體（LED）

	簡稱：LED。

355 Line　[laɪn]

n. 在線（一種手機與電腦皆可連線的通

訊服務）

356 line interactive

n. 在線互動式

357 link　[lɪŋk]

n. 連結

358 linker　[ˋlɪŋkɚ]

n. 連結程式

359 Linux

n. 一種免費；多用戶；多工的作業系統

360 liquid crystal display

n. 液晶顯示器

	簡稱：L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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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literacy　[ˋlɪtərəsɪ]

n. 素養

362 loader　[ˋlodɚ]

n. 載入程式

363 local area network

n. 區域網路

	簡稱：LAN。

364 log off

v.  登出

365 log on

v.  登入

366 logical partition

n. 邏輯分割區

367 machine　[məˋʃin]

n. 機器

	在計算機工作職場中，有時用 machine

代表電腦或是事務機器。

368 Macintosh　[ˋmækɪnˏtɑʃ]

n. 麥金塔（電腦）

369 macro　[ˋmækro]

n. 巨集

370 main memory

n. 主記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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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malicious program

n. 惡意程式

372 MAN　[mæn]

n. 都會網路（英文簡稱）

	全文：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

373 management
	 [ˋmænɪdʒmənt]

n. 管理

374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n. 資訊管理系統

	縮寫為：MIS。是學資訊管理人員必需

學習的學科與知識，通常系統使用複數
systems。

375 manipulation
 [məˏnɪpjʊˋleʃən]

n. （巧妙地）處理；操縱；操作；控制

	注意，manipulation 著重技巧性的管理或是控
制，在資料庫中的資料處理語言 DML 就是使用
data	manipulation	language。

376 marketing　	[ˋmɑrkɪtiŋ]

n. 行銷

377 marketplace
	 [ˋmɑrkɪtˏples]

n. 市集；集會場所

378 MB

n. 百萬位元組（縮寫）

	全名為：megabyte。

379 medium　[ˋmidɪəm]

n. 或 adj.  媒體；媒介；中間的

380 megabyte　[ˋmɛgəˏbaɪt]

n. 百萬位元組

	簡稱：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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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megahertz
	 [ˋmɛgəˏhɝts]

n. 百萬赫茲

	簡稱：MHz。

382 memory　[ˋmɛmərɪ]

n. 記憶體

383 memory unit

n. 記憶單元

	簡稱：MU。

384 menu　[ˋmɛnju]

n. 功能表

385 message box

n. 訊息視窗

386 metadata

n. 定義的資料；詮釋資料

	metadata 有時又稱「後設資料」，或

是稱為 defined	data 定義的資料。

387 Metcalfe's law

n. 梅特卡夫定律

	指網路產生的價值與效用，與「使用

者數量的平方」成正比。意即，網路
系統使用的人越多，效益越高。

388 method　[ˋmɛθəd]

n. 方法

389 MHz

n. 百萬赫茲（英文簡稱）

	全文：megahertz。

390 microphone
 [ˋmaɪkrəˏfon]

n. 麥克風

PB329_Part1.indd   40 2013/11/5   上午 10:30:31



Part 1
ICT Specialist 計算機專業級篇

1-41

M

  

  

  

  

  

391 microprocessor
 [ˏmaɪkroˋprɑsɛsɚ]

n. 微處理器

392 microsecond
 [ˋmaɪkrəˏsɛkənd]

n. 微秒

393 Microsoft　[ˋmaɪkroˏsɔft]

n. 微軟（一種知名軟體品牌）

394 microwave
	 [ˋmaɪkroˏwev]

n. 微波

	無線通訊的一種方式。

395 midrange system

n. 中型系統

396 millennium　[mɪˋlɛnɪəm]

n. 千禧年

	在計算機領域中，millennium（千禧年）指的
是系統時間範圍轉換至 2000 年開始時，許多計
算機系統將日期誤讀回 1900 年所產生的問題，
所以才會有 millennium	bug 千年蟲。

397 millisecond
	 [ˋmɪləˏsɛkənd]

n. 毫秒

	縮寫為：ms。

398 mobile  
communication

n. 行動通訊

399 mobile network

n. 行動網路

400 mobile wallet

n. 手機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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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model　[ˋmɑdḷ]

n. 模型

402 modem　[‘məʊdem]

n. 數據機

	modem 是由 modulation（調變）與

demodulation（解調變）所組成。

403 modulation
 [ˏmɑdʒəˋleʃən]

n. 調變

404 module　[ˋmɑdʒul]

n. 模組

405 monitor　[ˋmɑnətɚ]

n. 顯示器

406 motherboard
	 [ˋmʌðɚˏbɔrd]

n. 主機板

	有時稱為 system	board。

407 mouse　[maʊs]

n. 滑鼠

408 MU　[mju]

n. 記憶單元（英文簡稱）

	全文：memory	unit。

409 multicore

adj.  多核心的；多芯的

410 multiplexer
	 [ˋmʌltɪˏplɛksɚ]

n. 多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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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nano

n. 奈米

412 nanosecond
 [ˋnænəˏsɛkənd]

n. 奈秒

	簡稱為：ns（奈秒）。

413 NAT

n. 網址解析（英文簡稱）

	全文為：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414 network　[ˋnɛtˏwɝk]

n. 網路

415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n. 網址解析

	簡稱為：NAT。

416 network interface  
card

n. 網路介面卡（NIC）

	簡稱：NIC

417 network operating  
system

n. 網路作業系統

	簡稱：NOS。

418 network server

n. 網路伺服器

419 network terminal

n. 網路終端機

420 NIC

n. 網路卡（英文簡稱）

	全文：network	interface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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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NII

n. 國家資訊基礎建設（英文簡稱）

	全文：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422 node　[nod]

n. 節點

423 Nokia

n. 諾基亞（一種知名手機品牌）

424 non-repudiation

n. 不可否認性

	注意：含連接號。

425 normalization
 [ˏnɔrmḷəˋzeʃən]

n. 正規化

426 notebook　[ˋnotˏbʊk]

n. 筆記型（電腦）

427 N-tier client-server  
architecture

n. 多層式主從式架構

	N-tier 代表 N個層次，有時候用

client/server 來表示。

428 OA

n. 辦公室自動化（英文簡稱）

	全文：office	automation。

429 object　[ˋɑbdʒɪkt]

n. 物件

430 object-oriented  
language

n. 物件導向語言

	常稱為：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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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OCR

n. 光學字元辨識軟體（英文簡稱）

	全文：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432 office automation

n. 辦公室自動化

	簡稱：OA。

433 offline　[`ɔflaɪn]

adj.  離線

	有時也使用 off-line 的表示方式。

434 offshoring　[ˋɔfˋʃorɪŋ]

n. 境外（委外或外包）

435 OLAP

n. 線上分析處理（英文簡稱）

	全名為：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

436 OLE　[oˋle]

n. 物件連結與崁入（英文簡稱）

	全名為：object	linking	and	

embedding。

437 OLTP

n. 線上交易處理（英文簡稱）

	全名為：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

438 on-demand

n. 隨需；即需

	通常含連接號。

439 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

n. 線上分析處理

	縮寫為：OLAP。

440 online transaction

n. 線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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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

n. 線上交易處理

	縮寫為：OLTP。

442 open source

n. 開放原始（碼）

443 open standard

n. 開放式標準

444 open system

n. 開放式系統

	開放式系統通常讓使用者可以加入新

的子系統或功能。

445 operating system

n. 作業系統

	簡稱為：OS。

446 operation　[ˏɑpəˋreʃən]

n. 營運

447 optical disc

n. 光碟

	跟 DVD、CD-RW 等光碟有關的都使用 disc。習慣
上，與光（學）碟有關的碟片名詞多用 disc，
與磁（性）碟有關的多使用 disk。另外，與光
碟「機」有關就使用 drive 這個字。

448 optimization
 [ˏɑptɪmaɪˋzeʃən]

n. 優化；最佳化

449 option button

n. 選項按鈕

450 OSI

n. 開放式系統互聯（英文簡稱）

	全名為：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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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OSI model

n. 開放式系統互聯模型

	即「開放式系統互聯參考模型」，全

文為：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	
reference	model。

452 OU

n. 輸出單元（英文簡稱）

	全文：output	unit。

453 output　[ˋaʊtˏpʊt]

n. 輸出

454 output unit

n. 輸出單元

	簡稱：OU。

455 outsourcing
	 [ˋaʊtˏsɔrsɪŋ]

n. 外包

456 P2P

n. 點對點對等式（英文簡稱）

457 pad　[pæd]

n. 平板；墊子

458 pages per minute

n. 每分鐘列印的頁數 (s)

	簡稱為：PPM，常用來表示印表機列印

的速度單位。注意：pages 使用複數。

459 parallel transmission

n. 並列傳輸

460 parameter　[pəˋræmətɚ]

n. 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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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password　	[ˋpæsˏwɝd]

n. 密碼

462 patch　[pætʃ]

n. （軟體）修補；補丁；眼罩

463 patent　[ˋpætnt]

n. 或 adj.  專利；有專利的

464 payment　[ˋpemənt]

n. 付費

465 PC

n. 個人電腦（英文簡稱）

	全文：personal	computer。

466 PCI

n. 周邊元件互聯（擴充槽）（英文簡稱）

	全名為：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

467 PDA

n. 個人數位助理（英文簡稱）

	全文：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468 people resource

n. 人力資源

	此處的資源可以依照實際狀況使用複數

resources。

469 peripheral　[pəˋrɪfərəl]

n. 或 adj.  周邊設備

	peripheral 原來是形容詞，意思為外

圍的、次要的，在計算機中大都作為
名詞。

470 personal computer

n. 個人電腦

	簡稱：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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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personal information

n. 個人資訊

472 pharming　[ˋfɑrmɪŋ]

n. 網址嫁接；網域欺騙技術

473 phishing　[ˋfɪʃɪŋ]

n. 網路釣魚

	這是網路興起後，新常用的詞。

474 pivot table

n. 樞紐分析表；關鍵的報表

475 pixel　[ˋpɪksəl]

n. 像素；畫素；圖素

476 plan　[plæn]

n. 計畫

477 PnP

n. 隨插即用（英文簡稱）

	全文：plug	and	play。

478 point-to-point protocol

n. 點對點協定

	簡稱：PPP 協定，注意「點對點協定」

使用的是 point 不是 peer，point-to-
point 中間也加連接號。

479 POP

n. 處理（收信）郵件通訊協定（英文簡

稱）

	全名：post	office	protocol，目前常

用的是第三版，實用上稱為 POP3。

480 portability
 [ˏportəˋbɪlətɪ]

n. 可攜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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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portable computer

n. 可攜型電腦；筆記型電腦

482 portal　[ˋportḷ]

n. 入口網站

	通常是一個組織或是特定群組網站中

的主要網站。

483 POS

n. 銷售時點（管理）（英文簡稱）

	全文：point	of	sale。

484 POST　[post]

n. 開機自我測試（英文簡稱）

	全文：power-on	self	test。

485 post office protocol

n. 郵局（收信）協定

	簡稱：POP，目前常用的是第三版，實

用上稱為 POP3。

486 power cord

n. 電源線

487 power supply

n. 電源供應器

488 power-on self test

n. 開機自我測試

	簡稱：POST。

489 PPM

n. 每分鐘列印的頁數（英文簡稱）

	全文：pages	per	minute， 

注意：pages 用複數。

490 PPTP

n. 點對點通道協定（英文簡稱）

	全 文：point-to-point	 tunneling	

protocol，請注意「點對點協定」使
用 point-to-point，不是使用 peer，
慣用連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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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 presentation　
	 [ˏprizɛnˋteʃən]

n. 簡報；報告；介紹；陳述；贈送物；[ 美 ]
講課

492 primary key

n. 主鍵（欄位）

	資料庫中查詢或是關聯的主要欄位。

493 primary partition

n. 主要分割區

	硬式磁碟中常用的磁碟分割方式。

494 printer　[ˋprɪntɚ]

n. 印表機

495 private　[ˋpraɪvɪt]

adj.  私有的

496 private key

n. 私密金鑰

497 procedure　[prəˋsidʒɚ]

n. 程序

498 process　[ˋprɑsɛs]

n. 或 v.  過程；處理

499 process control  
system

n. 流程控制系統

500 processor　[ˋprɑsɛsɚ]

n. 處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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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production　[prəˋdʌkʃən]

n. 生產

502 program　[ˋprogræm]

n. 程式

503 programming
 [ˋprogræmɪŋ]

n. 程式（設計）

504 programming  
language

n. 程式語言

505 project　[prəˋdʒɛkt]

n. 專案

506 projector　[prəˋdʒɛktɚ]

n. 投影機

507 property　[ˋprɑpɚtɪ]

n. 屬性；財產；所有權；內容

508 protocol　[ˋprotəˏkɑl]

n. 協定

509 pseudo code

n. 虛擬碼

510 PSTN

n. 公眾電話網路（英文簡稱）

	全文：public	switch	telephon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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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public key

n. 公開金鑰

512 QR code

n. 快速反應（二維）碼（英文簡稱）

	又稱為「快速響應矩陣碼」，全文為

quick	 response	 code。是二維條碼的
一種，比一維條碼多了「定位點」和
「容錯機制」兩個特點。

513 queue　[kju]

n. 佇列

514 quick response code

n. 快速反應（二維）碼

	又稱為「快速響應矩陣碼」，簡稱 QR	

code，是二維條碼的一種。二維條碼
比一維條碼多了「定位點」和「容錯
機制」兩個特點。

515 quick sort

n. 快速排序法

516 radio frequency

n. 無線電射頻（RF）

517 RAID　[red]

n. 獨立磁碟冗餘（重複）陣列（縮寫）

	全名為：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注意disks使用複數。

518 RAM　[ræm]

n. 隨機存取記憶體（英文簡稱）

	全文：random	access	memory。

519 random access  
memory

n. 隨機存取記憶體

	簡稱：RAM。

520 read-only memory

n. 唯讀記憶體

	簡稱：ROM，read-only 中間有連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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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recharge battery

n. 可充電式電池

522 record　[rɪˋkɔrd]

n. 紀錄

523 recovery　[rɪˋkʌvərɪ]

n. 恢復

	常用於系統安全發生問題後的用語。

524 referential integrity

n. 參照完整性

	在資料庫設計中，欄位使用的條件或是

設定參考。

525 refresh rate

n. 更新率

526 relational database

n. 關聯式資料庫

	關聯式資料庫，是目前最常使用的資料

庫結構。

527 relational model

n. 關聯式模型

528 relationship　[rɪˋleʃənˋʃɪp]

n. 關係

	在資料庫中 relationship 是指兩個實

體之間的關係。

529 replication
 [ˏrɛpləˋkeʃən]

n. 覆寫；（精確的）複製品或是按比例

縮小的複製品

	請注意此字與 duplication（完全相同的複製
品），意義上略有差異。

530 requirement
 [rɪˋkwaɪrmənt]

n. 需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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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resolution　[ˏrɛzəˋluʃən]

n. 解析度；分辨率

532 revenue model

n. 獲利模式；收入模式

533 RFID

n. 無線（電）辨識（英文簡稱）

	全名為：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此技術已經廣泛應
用於貨物商品的識別與紀錄等管理。

534 ring　[rɪŋ]

n. 環狀

535 risk　[rɪsk]

n. 風險

536 ROM

n. 唯讀記憶體（英文簡稱）

	全文：read-only	memory。

537 router　[ˋraʊtɚ]

n. 路由器

538 routing　[ruˋtɪŋ]

n. 規劃路徑（網路）

	這個字經常與網路資料信號傳送的行走

路徑或是規劃有關。

539 RPM

n. 每分鐘旋轉圈數（英文簡稱）

	全文：revolutions	per	minute。

540 SaaS

n. 軟體即服務（的英文簡稱）

	請注意，SaaS 此詞的習慣簡稱方式前

後大寫，中間使用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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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Samsung

n. 森松；三星（一種知名手機品牌）

542 SATA

n. 串（序）列先進科技附加排線（英文

簡稱）

	全名：serial	advanced	technology	

attachment。

543 satellite　[ˋsætḷˏaɪt]

n. 通訊衛星

544 scanner　[ˋskænɚ]

n. 掃描器

545 SCM

n. 供應鏈管理（縮寫）

	全名為：supply	chain	management。

546 SCSI　[ˋskʌzɪ]

n. 小型電腦系統介面（英文簡稱）

	全名為：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

547 SD

n. 安全數位（卡）（英文簡稱）

	全文為：secure	digital，多用於數位

相機的記憶卡。使用 FAT16 的檔案格
式，最大記憶容量僅為 2GB。

548 SDHC

n. 安全數位高容量（卡）（英文簡稱）

	全文為：secure	digital	high	

capacity。SDHC 是改良 SD 後的下一版
本，常用於數位相機內，使用 FAT32
的格式，最大容量可以達到 32G。

549 SDLC

n. 系統開發生命週期（英文簡稱）

	全文為：systems	development	life	

cycle。

550 SDRAM

n. 同步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英文簡稱）

	全文：synchronous	D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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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SDXC

n. 安全數位延伸高容量（卡）（英文簡稱）

	全名為：secure	digital	extended	capacity。
SDXC 是改良 SDHC 後的下一版本，常用於數位相
機內，使用 FAT32 檔案格式，依照新的 SD	4.0
規範，最高容量可以達到 2TG，傳輸速度可達到
每秒 312M/s。

552 search engine

n. 搜尋引擎

553 secondary storage

n. 次級儲存體

554 sector　[ˋsɛktɚ]

n. 磁區

	sector是磁碟機傳送資料的最小單位。

555 secure digital

n. 安全數位（卡）（SD）

	簡稱：SD，常用於數位相機內，使用

FAT16 的檔案格式，故最大容量僅有
2G。

556 secure digital  
extended capacity

n. 安全數位延伸高容量（卡）

	簡稱：SDXC，是改良 SDHC 後的下一版本，常用
於數位相機內，使用 FAT32 檔案格式，依照新的
SD	4.0規範，最高容量可以達到 2TG，傳輸速度
可達到每秒 312M/s。

557 secure digital high  
capacity

n. 安全數位高容量（卡）

	簡稱：SDHC 記憶卡，是改良 SD後的下一版本，
常用於數位相機內，使用 FAT32 的格式，最大
容量可以達到 32G。

558 secure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n. 安全電子交易

	簡稱：SET。

559 semiconductor  
memory

n. 半導體記憶體

560 senior　[ˋsinjɚ]

adj.  或 n. 高階的；資深的；大四學生；

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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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serial port

n. 序列埠

562 serial transmission

n. 串列傳輸

563 server　[ˋsɝvɚ]

n. 伺服器

564 SET　[sɛt]

n. 安全電子交易（英文簡稱）

	全文：secure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565 shareware

n. 共享軟體

	shareware 提供了試用軟體的機會，但

是還是要付費的。Freeware 才是免費
的軟體。

566 show　[ʃo]

n. 顯示

567 six sigma

n. 六個標準差

568 sizing handles

n. 尺寸（大小）控點 (s)

	多用於文字處理軟體的尺標控制點。

569 Skype

n. 一種電話手機與電腦皆可連線的通訊

軟體

570 slide　[slaɪd]

n. 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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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smart card

n. 智慧卡

572 smart phone

n. 智慧型電話

573 sniffer　[ˋsnɪfɚ]

n. 網路監聽

574 software　[ˋsɔftˏwɛr]

n. 軟體

575 software resource

n. 軟體資源

576 solid state
 [ˋsɑlɪd]	[stet]

n. 固態

577 sort　[sɔrt]

n. 排序

578 spam

n. 垃圾郵件

	垃圾郵件真正的用法應當是用

spamming，但是因為大家已經習慣使
用 spam 來表示垃圾郵件。

579 specification　
 [ˏspɛsəfəˋkeʃən]

n. 規格（範）

580 spreadsheet software

n. 試算表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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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 SQL

n. 結構化查詢語言（縮寫）

	全名為：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582 SRAM

n.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英文簡稱）

	全文：static	RAM。

583 standby mode

n. 待命模式

584 star　[stɑr]

n. 星狀

	star星狀結構是網路常見的結構之一。

585 statement　[ˋstetmənt]

n. 敘述

586 storage　[ˋstorɪdʒ]

n. 儲存；貯藏（量）；貯藏庫；存儲

	storage 這個字在計算機行業中，經常

被使用。

587 strategy　[ˋstrætədʒɪ]

n. 策略；戰略

588 structure　[ˋstrʌktʃɚ]

n. 結構化

589 swapping　[ˋswɑpɪŋ]

n. 交換；交換技術（多用於記憶體）

590 switch　[swɪtʃ]

n. 交換器

PB329_Part1.indd   60 2013/11/5   上午 10:30:57



Part 1
ICT Specialist 計算機專業級篇

1-61

T

  

  

  

  

  

591 system　[ˋsɪstəm]

n. 系統

592 systems specification

n. 系統規格

	規格在許多實際應用會使用複數，

specifications。

593 table　[ˋtebḷ]

n. 表格

594 task　[tæsk]

n. 工作；任務

595 TB

n. 兆位元組（縮寫）

	全名為：terabyte。

596 TCP

n. 傳輸控制協定（英文簡稱）

	全文：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597 TCP/IP

n. 傳輸控制協定 / 網路協定

598 technical feasibility

n. 技術可行性

599 technology
 [tɛkˋnɑlədʒɪ]

n. 科技；技術；工藝

600 telecommunication  
media

n. 電信通訊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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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n. 電信通訊網路

602 telecommunication  
software

n. 電信通訊軟體

603 telnet　[ˋtɛlˏnɛt]

n. 遠端登入

604 terabyte　[ˋtɛrəˏbaɪt]

n. 兆位元組（TG）；太拉位元組

	簡稱：TB。

605 terminal　[ˋtɝmənḷ]

n. 終端機

606 text　[tɛkst]

n. 文字

607 textbox　[ˋtɛkstˏbɑks]

n. 文字方塊

608 THz

n. 兆赫茲（英文簡稱）

	全名：terahertz。

609 timer　[ˋtaɪmɚ]

n. 計時器

610 transistor　[trænˋzɪstɚ]

n. 電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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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transparency
	 [trænsˋpɛrənsɪ]

n. 透明度；幻燈片

612 true　[tru]

n. 真

613 unicode

n. （標準）萬國碼

	一種將簡繁體、日文、英文、韓文等

字元，整合成可互相通用、交換的碼
制。Unicode 使用單一字集幾乎能代表
世界上所有可書寫的文字。

614 upgrade　[ˋʌpˋgred]

n. 或 v.  升級；上升

615 upload　[ʌpˋlod]

n. 上傳

616 upstream　[ˏʌpˋstrim]

adj.  上游的；向上串流的

617 URL

n. 一致性資源定位器；統一資源位址（英

文簡稱）

	全文：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618 USB

n. 萬用序列匯流排（英文簡稱）

	全文：universal	serial	bus。

619 user name

n. 用戶名稱

620 utility　[juˋtɪlətɪ]

n. 工具程式或公用程式

	utility	program 通常是屬於系統軟體

或是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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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value chain model

n. 價值鏈模型

	常用於電子商務中。

622 variable　[ˋvɛrɪəbḷ]

n. 變數

623 vector　[ˋvɛktɚ]

n. 向量

624 virtual　[ˋvɝtʃʊəl]

adj.  虛擬的

625 virus　[ˋvaɪrəs]

n. 病毒

626 visualization　
 [ˏvɪʒʊəlɪˋzeʃən]

n. 視覺化；形象化

627 VOD

n. 隨選視訊系統（英文簡稱）

	全文：video	on	demand。

628 VoIP

n. 透過 IP 做語音傳送（英文簡稱）

	全名為voice	over	IP。注意，習慣上o

使用小寫。

629 WAN　[wɑn]

n. 廣域網路（英文簡稱）

	全文：wide	area	network。

630 warehouse　[ˋwɛrˏhaʊs]

n. 倉儲；倉庫

PB329_Part1.indd   64 2013/11/5   上午 10:31:02



Part 1
ICT Specialist 計算機專業級篇

1-65

W

  

  

  

  

  

631 webcam　[wɛbˋkæm]

n. 網路攝像機

632 weblog　[wɛbˋlɔg]

n. 網誌；網站的紀錄

633 WEP

n. 有線等效加密（協定）（的英文簡稱）

	全 名：wired	 equivalent	 privacy。

與用接線（wired）一樣（equivalent）
的加密隱私效果。

634 wiki

n. 維基（百科全書）

635 window　[ˋwɪndo]

n. 視窗

636 Windows　[ˋwɪndoz]

n. 微軟公司開發的作業系統

637 wireless　[ˋwaɪrlɪs]

n. 無線

638 wireless LAN

n. 無線區域網路（LAN）

	全名：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639 wireless technology

n. 無線科技

640 wizard　[ˋwɪzɚd]

n. 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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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word processing 

n. 文字（書）處理

642 worm　[wɝm] 

n. 蠕蟲

643 WWW 

n. 全球資訊網（的英文簡稱）

	全名：world	wide	web。

644 XML 

n. 延伸性標示語言

	全名：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XML 是網際網路資料交換的標準格式之
一。

645 YouTube 

n. 一種手機與電腦皆可連線的專門放影

片的軟體

PB329_Part1.indd   66 2013/11/5   上午 10:31:04



Part 2

ICT Expert

計算機專家級篇

PB329_Part2.indd   1 2013/10/31   下午 12:30:40



計算機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學習範本
邁向PVQC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認證

2-2

  

  

  

  

  

1 about us page

n. 關於我們的頁面

	多使用在網頁上的一個選項，作為進

入介紹自己的網頁。

2 absolute cell  
reference

n. 儲存格絕對位址

	用於電子試算表中儲存格位址分為相對位址與絕
對位址兩種，例如，通常在位址前面加上$符號
表示儲存格為絕對位址，例如A4為相對位址，但
是$A$4就變成絕對位址。

3 abuse　[əˋbjus]

n. 或 v.  濫用；惡習；虐待

	abuse 也有歧視的意味。

4 acceptable use policy

n. （可接受的）使用政策

	簡稱：AUP。

5 acceptance testing

n. 驗收測試

6 access control

n. 存取控制

7 access control and  
security

n. 存取控制與安全

8 accountability
 [əˏkantəˋbɪlətɪ]

n. 責任歸屬

9 accounting format

n. 會計專用格式

10 active cell

n. 工作儲存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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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ctive content

n. 動態內容

12 active window

n. 工作中視窗

13 ActiveX component

n. ActiveX 元件

	注意：ActiveX 兩者連結在一起。

14 actual argument

n. 實引數

	在軟體程式設計常用的名詞。

15 address bus

n. 位址匯流排

	電腦記憶體中用到的選擇位址信號線

叫做 addressing	 bus；與它相對的
data	bus 則用來傳送資料的信號線。

16 addressing　[əˋdrɛsɪŋ]

n. 定址；選址

	這個名詞 addressing 通常代表記憶體

的位址選擇。

17 administration
 [ədˏmɪnəˋstreʃən]

n. 管理；行政；行政部門；行政管理

18 affiliate revenue  
model

n. 合作獲利模式

	獲利模式 revenue	 model 是目前企業

機構，在探討業務發展或成長時常使
用的名詞。

19 agile company

n. 敏捷公司

	指能夠快速反應市場所需的高品質、

高效能、客制化產品或服務的公司。

20 AJSX

n. 非同步 JavaScrip 和 XML（英文簡稱）

	全名：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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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mbient　[ˋæmbɪənt]

n. 周圍；環繞

22 ambient data

n. 周圍資料；環繞資料

23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institute

n. 美國國家標準協會

	簡稱：ANSI。許多全球性的工業或行

業標準，由 ANSI 制定出來。

24 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n. 美國資訊交換標準碼

	簡稱：ASCII 碼，計算機資料處理的基

本編碼，是計算機行業的重要名詞。

25 analog and digital  
converter

n. 數位與類比轉換器

	簡稱：ADC。表示該轉換器具有把analog

（類比）信號轉成digital（數位）信號
的功能。

26 analog signal

n. 類比信號

	常見的類比信號有聲音、傳統電話聲

音。

27 analytical CRM

n. 分析型客戶關係管理

	分析客戶資料，提供改善績效的資訊

或應用。

28 analytical modeling

n. 分析模型建立

29 annotation　[ˏænoˋteʃən]

n. 註解

	在計算機程式中，用註解做一段或一

句程式的重點說明，以便於做除錯或
維護用。

30 anonymous FTP

n. 匿名的 FTP 站台

	匿名 FTP 站台允許讓您不用帳號與密

碼就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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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AP

n. 無線網路存取器，無線基地台（英文

簡稱）

	全文：access	point。

32 appearance　[əˋpɪrəns]

n. 外觀

33 application control

n. 應用控制

	在實際應用中，控制也可以使用複數

controls。

34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management

n. 應用程式開發管理

35 application proxy  
filtering

n. 應用代理過濾

36 application server

n. 應用程式伺服器

37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n. 應用服務供應商

	縮寫為：ASP，代表網路資源與服務的

提供者。

38 application software

n. 應用軟體

	電腦軟體通常可分為「system	

software 系統軟體」與「application	
software 應用軟體」兩大類。

39 archive　[ˋɑrkav]

n. 歷史性檔案文件

40 archive information

n. 歷史性檔案文件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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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argument　[ˋɑrgjəmənt]

n. 參數

42 arithmetic　[əˋrɪθmətɪk]

n. 或 adj.  算術的

43 arithmetic logic unit

n. 算術邏輯單元

	簡稱：ALU。

44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 人工智慧

	簡稱：AI

45 assembler　	[əˋsɛmblɚ]

n. 組譯程式

46 assembler language

n. 組合語言

47 assessment
	 [əˋsɛsmənt]

n. 評估；測評

48 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n. 非對稱數位用戶迴路（線路）

	簡稱：ADSL。

49 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

n. 非同步 JavaScrip 和 XML

	簡稱：AJSX。

50 asynchronous  
transmission

n. 非同步傳（運）輸

PB329_Part2.indd   6 2013/10/31   下午 12:30:58



2-7

APart 2
ICT Expert 計算機專家級篇

  

  

  

  

  

51 attachment　
 [əˋtætʃmənt]

n. 附加（檔案）

	通常用於郵件中附加文件檔案。

52 attribute　[əˋtrɪbjʊt]

n. 屬性

53 audio visual

adj.  視聽的

54 audio visual input  
device

n. 視聽輸入設備

55 audit trail

n. 稽核追蹤

56 AUP

n. 使用政策（英文簡稱）

	全文：acceptable	use	policy。

57 authentication
	 [ɔˏθɛntɪˋkeʃən]

n. 鑑別性；身分認證；身分鑑（鑒）定

58 authenti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n. 授權管理系統

59 authentication policy

n. 授權政策

60 authoring program

n. 編撰程式

	編撰程式提供更容易的編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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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autocalculate　
 [ˋɔtoˋkælkjəˏlet]

n. 自動計算

	常使用在電子試算表內的一項功能。

62 autocorrect
 [ˋɔtoˏkəˋrɛkt]

n. 自動校正

	常使用在文字處理或電子試算表內的

一項文字拼字等更正的功能。

63 autofill　[ˋɔtoˏfɪl]

n. 自動填滿

	常使用在電子試算表內的一項把儲存

格內的數字或文字填寫的功能。

64 autofit　[ˋɔtoˏfɪt]

n. 自動調整

	常使用在電子試算表內作寬度或高度

的一項調整功能。

65 automated  
toll-collection system

n. 自動收費系統

	常使用在電子化銀行或超商的一項收

費功能。

66 automation
 [ˏɔtəˋmeʃən]

n. 自動化

67 autonomic computing

n. 自主運算

68 autoshape　[ˋɔtoˏʃep]

n. 快取圖案

	常使用在文字處理或電子試算表內的

一項圖案製作的功能。

69 autotext　[ˋɔtoˏtɛkst]

n. 自動圖文集

	常使用在文字處理一項套用現成文詞

集的功能。

70 availability
 [əˏveləˋbɪlətɪ]

n. 可用性

PB329_Part2.indd   8 2013/10/31   下午 12:31:02



2-9

BPart 2
ICT Expert 計算機專家級篇

  

  

  

  

  

71 aversion　[əˋvɝʃən]

n. 規避；嫌惡；憎恨

72 B2B

n. 企業對企業之間的相互交易（英文簡

稱）

	全文：business-to-business。

73 B2C

n. 企業對消費者之間的相互交易（英文

簡稱）

	全文：business-to-customer。

74 backup file

n. 備份檔案

	通常備份多個檔案時，要使用 files。

75 bar code

n. 條碼

76 bar code reader

n. 條碼閱讀器

77 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n. 基本輸入輸出系統

	簡稱：BIOS，這個軟體通常燒錄在 ROM

內，電腦開機時會把它載入，是個人
電腦重要的系統軟體之一。

78 batch processing  
system

n. 批次處理系統

	傳統的電腦系統或是大型系統內，使

用的處理方式之一，一次處理好相關
的工作或檔案。

79 behavioral targeting

n. 行為目標化

80 benchmark
	 [ˋbɛntʃˏmɑrk]

n. 基準評價；基準點；（比較的）樣板

或是參照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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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best practice

n. 最佳實務典範

82 BI

n. 商業智慧（英文簡稱）

83 BIG-5

n. 五大碼（含連接號）

84 binary representation

n. 二元表示；二元表徵方式

85 biomechanics
 [ˏbaɪomɪˋkænɪks]

n. 生物力學

	biomechanics	in	the	field	of	

athletics 生物力學在體育運動領域。

86 biometric  
authentication

n. 生物辨識技術

87 biometric security

n. 生物識別保全

88 bits per second

n. 每秒的位元數

	簡稱：bps，為電腦或網路資料傳輸速

度的表示單位之一。

89 blogosphere

n. 部落圈

	由 blog 部落格與 sphere 球體，兩者

所組成的網路新用字。

90 book fold

n. 書籍對頁；書籍摺頁

	fold 是摺疊的意思，可以使用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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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bookmark　[ˋbʊkˏmɑrk]

n. 書籤

92 Boolean　[ˋbuliən]

n. 布林

	Boolean為人名，第一個字要使用大寫。

93 Boolean operator

n. 布林運算子

	Boolean為人名，第一個字要使用大寫。

94 botnet　[ˋbɑtnɛt]

n. 殭屍網路

	網路上的特殊用語。

95 BPM

n. 企業流程管理（英文簡稱）

	全名：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96 BPR

n. 企業流程再造（英文簡稱）

	全名：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97 browser e-mail

n. 以瀏覽器方式的電子郵件（含連接號

的英文簡稱）

98 bubble sort

n. 氣泡排序法

	資料排序的一種演算處理技術。

99 bullwhip　	[ˋbʊlˏhwɪp]

n. 生皮製的長鞭；牛鞭

100 bullwhip effect

n. 長鞭效應；牛鞭效應

	在供應鏈管理中，產品需求的資訊，

隨著供應鏈上成員間的循序傳遞，造
成資訊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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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bus　[bʌs]

n. 匯流排（網路型態的一種）；巴士

	在區域網路中，最常使用的一種網路

型態與技術。

102 bus topology

n. 匯流排拓樸

	在區域網路中，最常使用的一種網路

型態與技術。

103 business continuity  
planning

n. 企業永續經營規劃

104 business ethics

n. 企業（商務）倫理

	注意，作為名詞，倫理應使用複數

ethics。

105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n. 企業流程管理

	簡稱：BPM。

106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n. 企業流程再造

	簡稱：BPR。

107 business processes

n. 商業流程；企業流程

108 business-to-business

n. 企業對企業之間的相互交易模式

	簡稱：B2B，注意全文含連接號。

109 business-to-consumer

n. 企業對消費者的商業模式

	簡稱：B2C，請注意，與 business-to-

customer 有相同的意義。

110 business-to-customer

n. 企業對消費者之間的相互交易

	簡稱：B2C，請注意，與 business-to-

consumer 有相同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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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business-to- 
government

n. 企業對政府之間的相互交易

	簡稱：B2G，注意全文含連接號。

112 BW

n. 頻寬（的英文簡稱）

113 cable　[ˋkebḷ]

n. 電纜

114 cable modem

n. 電纜數據機；有線電視數據機

115 CAD

n. 電腦輔助設計（英文簡稱）

	全文：computer-aided	design。

116 CAL

n. 電腦輔助學習（英文簡稱）

	全文：computer-aided	learning。

117 call by address

n. 傳址呼叫

118 call by value

n. 傳值呼叫

119 CAM

n. 電腦輔助製造（英文簡稱）

	全文：computer-aided	

manufacturing。

120 capacity planning

n. 產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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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caption　[ˋkæpʃən]

n. 標題名稱

122 capture card

n. 捕捉卡；擷取卡

123 carpal　[ˋkɑrpḷ]

n. 腕骨

124 carpal tunnel

n. 腕隧道

125 carpal tunnel  
syndrome

n. 腕隧道症候群

126 CASE　[kes]

n. 電腦輔助軟體工程（英文簡稱）

	全文：computer-aided	software	

engineering。

127 CASE tool

n. 電腦輔助軟體工程工具

128 case-based  
reasoning

n. 基於個案的推理；個案推理

	簡稱：CBR。一般 based 前面加上連接

號。

129 cathode-ray tube

n. 陰極映像管

	簡稱：CRT。

130 CDMA

n. 分碼多重存取（英文簡稱）

	code	division 是「分碼」的意思，在同一個頻
道內使用幾種不同頻率；multiple	access 表示
「多重存取」。CDMA 比 GSM 建置成本低、效率
較高（使用光譜）、語音和資料品質也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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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CD-ROM

n. 唯讀記憶光碟（英文簡稱）

	注意含連接號。

132 CD-RW

n. 可重覆燒錄光碟（英文簡稱）

	注意含連接號。

133 CDSS

n. 顧客決策支援系統（英文簡稱）

	全文：customer	decision	support	

system。請注意，decision	support
決策支援中間在部份教材使用連接號
（-）。

134 cell reference

n. 儲存格參照位置

	電子試算表的儲存格位址。

135 cellular transmitter

n. 蜂巢式發射器

	常用於手機的發射系統。

136 centralization of IT

n. 資訊科技的集中化

	在此 IT 代表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37 centralized  
processing

n. 集中式處理

	與 centralizaed 集中式的相對用詞為

distributed。

138 change management

n. 變革管理

139 characters per second

n. 每秒列印的字元

	簡稱：cps（習慣用小寫表示），注意，

cycles	 per	 second（每秒周期）的簡
稱也是使用 cps。

140 chargeback system

n. 對內的計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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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chart　[tʃɑrt]

n. 圖表

142 chart wizard

n. 圖表精靈

	在資訊科技中，wizard 精靈另一個意

思是「按步驟操作的模板」。

143 checkbox

n. 核取方塊

144 chief knowledge  
officer

n. 知識長

	簡稱：CKO。負責機構的知識管理方案，

包括妥善運用機構組織的現存知識或
是改善知識的管理流程。

145 chief privacy officer

n. 隱私保密長

	簡稱：CPO，負責確保企業能遵守執行

個人資料隱私法。

146 chief security officer

n. 資訊安全長

	簡稱：CSO。管理與監督機構的資訊安

全系統及資訊安全政策。

147 chip　[tʃɪp]

n. 晶片

148 churn　[tʃɝn]

n. 流失；攪動；翻騰

149 churn rate

n. 流失率；用戶變動率

	churn	 rate 流失率為企業衡量客戶人

數成長或衰退的重要指標之一。

150 CIM

n. 電腦整合製造（英文簡稱）

	全文：computer-integrated	

manufacturing。使用integrated 表 
示先完成整合，再進行製造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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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CKO

n. 知識長（英文簡稱）

	全名為：chief	 knowledge	 officer。

負責機構的知識管理方案，包括妥善
運用機構組織的現存知識或是改善知
識的管理流程。

152 class　[klæs]

n. 類別

153 click and brick  
strategy

n. 虛實結合策略

	clicks按擊（複數）與bricks磚塊（複

數）有聲東擊西虛實結合的意思。

154 click fraud

n. 點閱詐欺

	以個人或是用電腦軟體作欺騙的點按

線上廣告量，實際上並未看或是多了
解該網頁或是廣告。

155 client-server  
architecture

n. 主從式架構

	有很多教材或是刊物使用 client/

server 來表示「主從式（client-
server）」的關係。

156 client-server network

n. 主從式網路

	在許多教材與文獻，把主從式

（client-server）的連接號部分寫為
client/server。

157 clip art

n. 美工圖案

158 clone　[klon]

n. 或 v.  克隆；複製；無性繁殖

159 cloud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n. 雲端基礎建設即服務

	簡稱：cloud	IaaS。

160 cloud platform as a  
service

n. 雲端平臺即服務

	簡稱：cloud	P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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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cloud software as a  
service

n. 雲端軟體即服務

	簡稱：cloud	SaaS。

162 CLTV

n. 顧客終身價值（英文簡稱）

	全名為：customer	lifetime	value。

163 cluster　[ˋklʌstɚ]

n. 磁叢

	是磁碟片儲存資料的處理格式單位之

一。

164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n. 分碼多重存取

	簡稱：CDMA。code	division是「分碼」的意思，
在同一個頻道內使用幾種不同頻率；multiple	
access表示「多重存取」。CDMA比GSM建置成本低、
效率較高（使用光譜）、語音和資料品質也較高。

165 collaboration
 [kəˏlæbəˋreʃən]

n. 協作

166 collaboration and  
trading

n. 協同合作與交易

167 comma format

n. 逗點格式

	常用於文字處理軟體用的功能之一。

168 command line

n. 命令列

	指提供讓使用者可以下達電腦系統了

解的字或句的一行空間。

169 command line  
interface

n. 命令列介面

	指提供一個對話盒或視窗，讓使用者

可以下達電腦系統了解的字或句。

170 communication gap

n. 代溝；溝通時的間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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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communication  
satellite

n. 通訊衛星

173 community provider

n. 社群提供者

173 compact disc

n. 光碟

	簡稱：CD。習慣上，與光（學）碟有

關的碟片名詞多用 disc，與磁（性）
碟有關的多使用 disk。另外，與光碟
「機」有關就使用 drive 這個字。

174 compact disc drive

n. 光碟機

	習慣上，與光（學）碟有關的碟片名

詞多用 disc，與磁（性）碟有關的多
使用 disk。另外，與光碟「機」有關
就使用 drive 這個字。

175 compact disc  
read-only memory

n. 唯讀記憶光碟

	簡稱 CD-ROM 是常用詞。習慣上，與光

碟有關的磁片名詞多用 disc，另外，
ROM 的 read-only 之間使用連接號。

176 compatible with IBM

n. 與 IBM（電腦）相容

	這是過去IBM個人電腦時代常用的詞，

您可以把 IBM 換成其他互相融的系統
代稱。

177 competitive
	 [kəmˋpɛtətɪv]

adj.  競爭的；有競爭力的；勝過或超過他

人的

178 competitive force  
model

n. 競爭力模型；競爭影響力模型

179 competitive force

n. 競爭力

	在許多情況下 competitive 後面的可

數名詞使用複數，例如 competitive	
sports競技性運動項目或competitive	
strategies 競爭策略。

180 competitive strategy

n. 競爭策略

	在許多情況下 competitive 後面的可

數名詞使用複數，例如 competitive	
sports競技性運動項目或competitive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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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compiler　 [kəmˋpaɪlɚ]

n. 編譯器

183 complement　
	 [ˋkɑmpləmənt]

n. 或 v.  補數；互補；補助

183 component　
	 [kəmˋponənt]

n. 元件

184 component-based 
development

n. 元件式開發

	注意，based 通常與前面的詞使用連接

號，表示「植基於」或是「基於」。

185 compress data

n. 壓縮資料

186 compression　
	 [kəmˋprɛʃən]

n. 壓縮

	compress 壓縮後面可以接 file（壓縮

檔）、voice（壓縮聲音）等。

187 computer　	[kəmˋpjutɚ]

n. 電腦

188 computer abuse

n. 電腦濫用

	use 本來是使用的意思，加上 ab變成不

正常的使用、濫用。abuse 也有一點點
歧視的意思。

189 computer literacy

n. 電腦素養

	另一個與電腦素養有關的名詞，digital	

literacy數位素養。

190 computer matching

n. 電腦比對

	注意此處使用 ing 表示動作持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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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computer system

n. 電腦系統

	系統 systems 有時候會使用複數，表

示很多系統。

192 computer system  
requirement

n. 電腦系統需求

	有時候會以複數方式呈現requirements

需求。

193 computer terminal

n. 電腦終端機

	有時候會用 terminal 終端機，來代表

電腦終端機。

194 computer virus

n. 電腦病毒

	電腦病毒virus（簡稱）一種小程式（具

破壞性），通常以寄生的方式在電腦
系統內。

195 computer vision  
syndrome

n. 電腦視力症候群

	簡稱：CVS。

196 computer-aided

n. 電腦輔助

	通常aided輔助或是assisted輔助前面都使用連
接號。例如，computer-aided	design,	computer-
aided	instruction,	computer-aided	learning,	或
是computer-aided	manufacturing等。

197 computer-aided  
learning

n. 電腦輔助學習

	簡稱：CAL。通常 aided 輔助或是 assisted
輔助前面都使用連接號。例如，computer-
aided	design,	computer-aided	instruction,	
computer-aided	learning，或是 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 等。

198 computer-aided  
software engineering

n. 電腦輔助軟體工程

	縮寫為：CASE。通常 aided 輔助或是 assisted
輔助前面都使用連接號。例如，computer-
aided	design,	computer-aided	instruction,	
computer-aided	learning，或是 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 等。

199 computer-based  
information system

n. 電腦化資訊系統

	通常把 based 與前面的連接在一起，

變成 computer-based（植基於電腦、
電腦化）。

200 computer-based  
training

n. 電腦（化）輔助訓練

	多數情況下，會把 based 與前面的連

接在一起，變成 computer-based（植
基於電腦、電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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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computer-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n. 電腦整合製造

	縮寫為：CIM。製造 manufacturing 與工程常使
用 engineering。另外，此處整合用 ed被動式，
使用 integrated（先完成）整合，製造用 ing表
示處理製作的動作。

202 condition　 [kənˋdɪʃən]

n. 條件

203 connector　	[kəˋnɛktɚ]

n. 連接器

204 consent　[kənˋsɛnt]

n. 贊成；同意

205 consumer electronics

n. 消費性電子

	使用為名詞時用複數 electronics。

206 consumer-to-consumer

n. 消費者對消費者

	簡稱：C2C。在電子商務中，consumer-to-
consumer，business-to-business 等都是常見
的用法。與 customer-to-customer（消費者對
消費者）的意思與用法很相似。

207 contact　[ˋkɑntækt]

n. 接觸式

208 contact us page

n. 聯繫我們頁面

209 contactless　
 [ˋkɑntæktlɪs]

n. 感應式；無接點式

210 content and catalog 
management

n. 內容與型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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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n. 內容管理系統

212 content provider

n. 內容提供者

213 contiguous　
 [kənˋtɪgjʊəs]

n. 相鄰的範圍

214 control bus

n. 控制匯流排

	是指從電腦 CPU 到電腦系統各個裝置

間的控制線。

215 copyright act

n. 著作權法案

216 core competency

n. 核心能力；核心競爭力

21７ cost benefit analysis

n. 成本效益分析

	有些地方成本效益會使用 cost/

benefit。

21７ cost transparency

n. 成本透明化

219 courtesy copy

n. 副本抄送

	縮寫為 CC，是指發送完整電子郵件內 

容副（複）本的命令，收件者僅被通知
而無需採取任何行動，也稱為 carbon	
copy。

220 CPO

n. 隱私保密長（英文簡稱）

	全文：chief	 privacy	 officer。負責

確保企業能遵守執行個人資料隱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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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cps

n. 每秒列印的字元（英文簡稱）

	全文：characters	per	second。

222 create switching cost

n. 建立轉換成本

	switching 有交換與轉換的意思。

223 crime　[kraɪm]

n. 犯罪

224 cross-functional  
enterprise system

n. 跨功能企業系統

	cross後面如果接的是做形容詞用時，

通常會加上連接號。例如，cross-
functional跨功能，cross-selling交叉。

225 cross-functional  
informational system

n. 跨功能資訊系統

	cross後面如果接的是做形容詞用時，

通常會加上連接號。例如，cross-
functional跨功能，cross-selling交叉。

226 cross-selling

n. 或 adj.  交叉銷售

	cross 後面如果接的是做形容詞用時，

通常會加上連接號。例如，cross-
functional 跨功能，cross-selling
交叉。

227 crowdsourcing

n. 群體創作

	這是個由 crowd群眾與 source（+ing）

來源等，組合在一起的用法。

228 CRS

n. 顧客回應系統（英文簡稱）

	全文：customer	response	system。

229 CRT

n. 陰極映像管（英文簡稱）

	全文：cathode-ray	tube。

230 CSO

n. 資訊安全長（英文簡稱）

	全 文：chief	 security	 officer。 管

理與監督機構的資訊安全系統及資訊
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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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currency　[ˋkɝənsɪ]

n. 貨幣

232 currency format

n. 貨幣格式

233 cursor　[ˋkɝsɚ]

n. 游標

234 custom software

n. 訂製軟體

235 customer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n. 顧客決策支援系統

	簡稱：CDSS。請注意，decision	

support 決策支援中間在部份教材使用
連接號（-）。

236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n. 顧客終身價值

	簡稱：CLTV。

237 customer response  
system

n. 顧客回應系統

	簡稱：CRS。

238 customer value
	 [ˋkʌstəmɚˋvælju]

n. 顧客價值

239 customer-to-customer

n. 客戶個人對客戶個人之間的相互交易

（有連接號）

	簡稱：C2C。請注意，與 consumer-to-

consumer（消費者對消費者）的意思
與用法很相似。

240 cutover　[ˋkʌtˏovɚ]

n. 轉換；切換；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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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CVS

n. 電腦視力症候群（英文簡稱）

	全文：computer	vision	syndrome。

242 cyber law

n. 網路法律

	cyber 的意思與 Internet 相同，都是

代表網際網路或是網路的意思。

243 cyberspace　
	 [ˋsaɪbɚˏspes]

n. 網際網路

	與 Internet 同義。

244 cybervandalism

n. 網路破壞；網路破壞的行為

245 cycles per second

n. 每秒週期

	縮寫為：cps，注意，打印速度cps（每

秒打印字元數）兩者的簡稱相同。

246 cycle time

n. 週期時間

247 cylinder　[ˋsɪlɪndɚ]

n. 磁柱

248 data　[ˋdetə]

n. 資料

249 data access issue

n. 資料存取議題

	如果是多項議題時，通常就會使用

issues。

250 data administration

n. 資料管理；資料行政管理

	簡稱：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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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data cleansing

n. 資料整理

252 data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n. 數據通訊設備

	簡稱：DCE。

253 data compression

n. 資料壓縮

254 data dependence

n. 資料相依

	用於資料庫中，定義資料的屬性與結構。

255 data integrity

n. 資料完整性

	integrity 是完整或整體的意思。

256 data management  
technology

n. 資料管理科技

257 data manipulation  
language

n. 資料處理語言

	簡稱：DML。

258 data mart

n. 資料市集；資料超市

	data	mart 通常是指專注在某一類的資

料集合；與 data	 warehouse 資料倉儲
兩者的意義略有不同。

259 data modeling

n. 資料建模

	model 加上 ing 同常是指建模或是塑

模。

260 data quality

n. 資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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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data quality audit

n. 資料品質審核（或檢視）

262 data resource

n. 資料資源

	如果用 resources 代表很多資源。

263 data resource  
management

n. 資料資源管理

264 data terminal  
equipment

n. 數據終端設備

	簡稱：DTE。

265 data visualization

n. 資料視覺化

266 data visualization  
system

n. 資料視覺化系統

	簡稱：DVS。

267 database  
administration

n. 資料庫監督（管理）

268 database  
interrogation

n. 資料庫（審訊）查詢

	interrogation 是審問、訊問、盤問的

意思在此指對資料庫較詳盡而確實地
查詢。

269 database  
management approach

n. 資料庫管理方法

270 database structure

n. 資料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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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date format

n. 日期格式

272 DCE

n. 數據通訊設備（英文簡稱）

	全文：data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273 debugging

n. 除錯；偵錯

274 decentralization of IT

n. 資訊科技的分散式

	在此 IT 代表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75 decentralize
	 [diˋsɛntrəlˏaɪz]

v.  非集中式

276 decentralized system

n. 非集中式系統

277 deep packet  
inspection

n. 深層封包檢測

	簡稱：DPI。注意，DPI 與衡量印表機

的列印品質 dot	 per	 inch 每英吋點數
的單位相同，不要混淆。

278 deep web

n. 深層網頁

279 defragment
 [dɪˋfrægmənt]

n. 磁盤（碟）清理

280 defragment hard  
drive

n. 清理硬碟（清理硬碟碎斷的片段空間）

	去掉硬碟的 fragment 片段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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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defragmenter

n. 磁盤（碟）清理器

282 Dell

n. 戴爾（一種知名電腦品牌）

283 demand planning

n. 需求規劃

284 demodulation
 [diˋmɑdʒəˏleʃən]

n. 解調變

285 denial of service

n. 阻斷服務

	簡稱：DoS。

286 density　[ˋdɛnsətɪ]

n. 密度

287 desktop publishing

n. 桌上排版

	簡稱：DTP，請注意，在此 DT 為

desktop 的簡稱，P為 publishing。

288 dialog box

n. 對話方塊

289 digital and analog  
converter

n. 數位與類比轉換器

	簡稱為：DAC。同一裝置內具有把

digital（數位）信號轉成 analog（類
比）信號的功能。

290 digital asset  
management

n. 數位資產管理

PB329_Part2.indd   30 2013/10/31   下午 12:31:35



2-31

DPart 2
ICT Expert 計算機專家級篇

  

  

  

  

  

291 digital asset  
management system

n. 數位資產管理系統

292 digital dashboard

n. 數位儀錶板

	指的是在軟體上的按鈕面板。

293 digital good

n. 數位產品

294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n. 千禧年著作權法案

	簡稱：DMCA。

295 digital signature

n. 數位簽章

296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n. 數位用戶線路

	簡稱：DSL。

297 digital versatile disc

n. 數位多功能光碟

	簡稱：DVD。習慣上，與光碟有關的磁

片名詞多用 disc，另外，光碟機就多
使用 drive 這個字。

298 digital video

n. 數位攝影機；數位影像

	簡稱：DV。

299 digitizing

n. 資料數位化

300 dimension　	[dɪˋmɛnʃən]

n. 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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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direct access

n. 直接存取

302 direct cutover  
strategy

n. 直接轉換策略

303 disaster recovery

n. 災難恢復

304 disaster recovery  
planning

n. 災難恢復規劃（或計畫）

305 discrimination
 [dɪˏskrɪməˋneʃən]

n. 差異化；歧視；鑒賞力；辨別

306 disintermediation　
 [dɪsˏɪntɚmidɪˋeʃən]

n. 去中間化

	在此 dis 是去掉的意思，因此，dis-

intermediation（中間）就變成去中
間化。

307 disk drive

n. 磁碟機

	注意，disk	driver 是磁碟驅動程式。

308 disposable　[dɪˋspozəbḷ]

adj.  拋棄式；可任意使用的

309 disruptive denial of  
service

n. 分裂（散）式阻斷服務

	簡稱為 DDoS。請與右邊「分散式」阻

斷服務比較。

310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n. 分散式阻斷服務

	縮寫為 DDoS。請與左方「分裂式」阻

斷服務比較。

PB329_Part2.indd   32 2013/10/31   下午 12:31:38



2-33

DPart 2
ICT Expert 計算機專家級篇

  

  

  

  

  

311 DMCA

n. 千禧年著作權法案（英文簡稱）

	全文：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312 DML

n. 資料處理語言（英文簡稱）

	全文：data	manipulation	language。

313 domain name server

n. 網域名稱伺服器

	簡稱：DNS。

314 dots per inch

n. 每英吋的點數；列印解析度或螢幕解析度

	簡稱：DPI。用 DPI 衡量印表機（或是

螢幕）的品質單位。請注意，不要與
deep	 packed	 inspection（深層封包
檢測）混淆。

315 dot pitch

n. 點距

	電腦螢幕內，光點之間的距離。Dot	

pitch 是衡量螢幕品質的單位之一，例
如，0.28mm 與 0.22mm 相比較，0.22mm
的螢幕表示具有較高品質的顯示能力。

316 dot-matrix printer

n. 點陣式印表機

317 double rate

n. 雙倍資料速率

	簡稱：DDR。

318 downsizing
	 [ˋdaʊnˏsaɪzɪŋ]

n. （正在）縮編或小型化

	通常指企業或是組織正在縮編。

319 drag and drop

n. 拖放

320 draw program

n. 繪圖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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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drawing object

n. 繪圖物件

322 DTE

n. 數據終端設備（英文簡稱）

	全文：data	terminal	equipment。

323 DTP

n. 桌上排版（英文簡稱）

	全文：desktop	publishing，注意：

desktop 縮寫為 DT。

324 due process

n. 應有的預定過程（式）；合法訴訟過

程（式）

325 dummy argument

n. 虛引數

326 duplicate　[ˋdjupləkɪt]

n. 或 adj.  或 v.  複製品；完全相同的； 
複製或重複

327 duplicated system

n. 複製型系統

	指兩個或多個完全相同的系統。

328 DV

n. 數位攝影機（英文簡稱）

	全文：digital	video。

329 DVS

n. 資料視覺化系統（英文簡稱）

	全文：data	visualization	system。

330 dynamic execution

n. 動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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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dynamic pricing

n. 動態定價

	price 是價錢的意思，在商務經常使

用 pricing 表示價格是動態的，例如
pricing	structure表示可能有變動的價
錢結構。

332 dynamic RAM

n. 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簡稱：DRAM。

333 EAI

n. 企業應用整合（英文簡稱）

	全文：enterprise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334 e-business  
application

n. 電子化企業應用程式

	使用 e（電子化）簡稱的名詞，習慣加

上連接號。如果很多應用程式時，可
以使用 applications。

335 e-commerce channel

n. 電子商務通路

	使用 e（電子化）簡稱的名詞，習慣加

上連接號。

336 e-commerce  
marketplace

n. 電子商務市集

	使用 e（電子化）簡稱的名詞，習慣加

上連接號。

337 e-commerce process

n. 電子商務程序

	使用 e（電子化）簡稱的名詞，習慣加

上連接號。

338 economic feasibility

n. 經濟可行性

339 ECS

n. 企業協同合作系統（英文簡稱）

	全文：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system。

340 EDI

n. 電子資料交換（英文簡稱）

	全名為：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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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edit mode

n. 編輯模式

342 EEPROM

n. 電子可抹可程式規劃的唯讀記憶體（英

文簡稱）

	全文：electronic	EPROM。

343 efficient　[ɪˋfɪʃənt]

adj.  有效的

344 efficient customer  
response system

n. 有效的顧客回應系統

345 e-hub

n. 電子樞紐

	使用 e（電子化）簡稱的名詞，習慣加

上連接號。

346 EIP

n. 企業資訊入口網站（英文簡稱）

	全名為：enterprise	information	

portal。

347 electrical interference

n. 電氣（磁）干擾

348 electronic book

n. 電子書

349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n. 電子資料交換

	又簡稱為 EDI。

350 electronic EPROM

n. 電子可抹可程式規劃的唯讀記憶體

	簡稱：EEP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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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electronic funds  
transfer

n. 電子金融轉帳

	縮寫為：EFT。

352 electronic mail

n. 電子郵件

353 electronic  
marketplace

n. 電子市集

354 e-mail client

n. 電子郵件用戶端

	使用 e（電子化）簡稱的名詞，習慣加

上連接號。

355 e-mail virus

n. 電子郵件病毒

	使用 e（電子化）簡稱的名詞，習慣加

上連接號。

356 e-marketplace

n. 電子市集

	一般習慣用語，全文：electronic	

marketplace。

357 emoticons　[ɪˋmotɪkənz]

n. 表情符號（s）

358 employee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n. 員工關係管理

	簡稱為ERM，是現代大中型企業對內部員

工人資管理的重要工具或是軟體之一。

359 encapsulation　
 [ɪnˏkæpsəˋleʃən]

n. 封裝

360 end-user  
development

n. 最終使用者開發

	在此 end-user 合在一起，形容系統開

發這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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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enterprise application

n. 企業應用軟體；企業應用系統

	有時候會使用複數 applications，表

示使用多種應用軟體。

362 enterprise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

n. 企業應用架構

363 enterprise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n. 企業應用整合

	縮寫：EAI。

364 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system

n. 企業協同合作系統

	簡稱：ECS。

365 enterprise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n. 企業內容管理系統

366 enterprise knowledge  
portal

n. 企業知識入口網站

	portal 為入口網站。

367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n. 企業資源規劃

	縮寫為：ERP。

368 enterprise software

n. 企業軟體

369 enterprise system

n. 企業系統

370 enterprise-wide

adj.  企業整體的

	企業整體常使用 wide 來表示其範圍，

就像 world-wide（世界範圍）的 wide
一樣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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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enterprise-wide  
knowledge management

n. 企業整體的知識管理

	知識管理是大中型企業成長的基礎建設之一，
在此特別強化以企業 enerterprise-wide 整體
範圍的知識管理。

372 entity　[ˋɛntətɪ]

n. 實體

	資料庫規劃與設計常用的名詞之一。

373 entity relationship  
diagram

n. 實體關係圖

	又簡稱為 ERM，是做資料庫規劃與設計

的重要工具之一。

374 entity relationship  
model

n. 實體關係模型

	又簡稱為 ERM，是做資料庫規劃與設計

的重要呈現方式之一。

375 EPROM

n. 可抹可程式規劃的唯讀記憶體（英文

簡稱）

	全文：erasable	PROM。

376 equivalent
	 [ɪˋkwɪvələnt]

adj.  等效的

377 erasable PROM

n. 可抹可程式規劃的唯讀記憶體

	簡稱：EPROM。

378 ergonomic keyboard

n. 人體工學鍵盤

	注意，人體工學鍵盤 ergonomic	

keyboard，在此為形容詞就不用複數。

379 ergonomics　
	 [ˏɝgəˋnɑmɪks]

n. 人體工學

	注意，由於是名詞，所以要寫為 ergonomics 複
數。人體工學鍵盤 ergonomic	keyboard，在此
為形容詞就不用複數。

380 ESS

n. 主管（執行）支援系統（英文簡稱）

	全文：executive	suppo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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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e-tailer

n. 電子零售商

	使用 e（電子化）簡稱的名詞，習慣加

上連接號。

382 Ethernet topology

n. 乙太拓樸（網路）

	Ethernet 是現代企業內或是區域網路

中，重要的網路系統結構之一。

383 ethical foundation

n. 道德基礎

384 ethics　[ˋɛθɪks]

n. 倫理

385 event　[ɪˋvɛnt]

n. 事件

386 event notification

n. 事件通知

387 evil　[ˋivḷ]

adj.  邪惡的；有害的

388 evil twins

n. 雙面的攻擊（s）

	evil 是邪惡的，twins 是雙胞胎，組

合之後變成「邪惡的雙胞胎」在網路
上做「雙面的攻擊」。

389 exchange　	[ɪksˋtʃendʒ]

v.  交換；兌換

	在計算機領域中，大部分指的是資料

的交換或是兌現。

390 executive support  
system

n. 主管（執行）支援系統

	縮寫為：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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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expansion　[ɪkˋspænʃən]

n. 擴展；副檔名

392 expansion board

n. 擴充卡（板）

393 expert system

n. 專家系統

	縮寫為：ES。

394 expert system shell

n. 專家系統（外殼）骨架

	shell 是外殼的意思，在計算機技術中

有外圍的介面或子系統的意思。

395 extended partition

n. 延伸分割區

396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n. 延伸標記（籤）語言

	簡稱：XML。

397 external　[ɪkˋstnəl]

adj.  外部

398 external code

n. 外碼

399 external memory

n. 外部記憶體

400 extranet　[ˋɛkstrəˏnɛt]

n. （企業）外部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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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fair information  
practices

n. 公平資訊慣例（s）

	簡稱：FIPs。

402 fault tolerant

adj.  容錯的

403 fault tolerant  
computer system

n. 容錯電腦系統

404 feasibility study

n. 可行性研究

	可行性研究是在做系統正式規劃之前

的第一個步驟。

405 fiber optics

n. 光纖

	請注意，眼睛的（視覺的）optics 使

用複數作為名詞。

406 fiber-optic cable

n. 光纖纜線

	fiber-optic（光纖）兩字組合一起作

為形容詞，中間加上連接號。

407 file allocation table

n. 檔案配置表

	簡稱：FAT。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下，

常用的 FAT 檔案格式有 FAT16 或是
FAT32 的格式。

408 file transfer protocol

n. 檔案傳輸協定

	簡稱：FTP。

409 filter　[ˋfɪltɚ]

n. 過濾器

410 filtering

n. 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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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financial management  
system

n. 財務管理系統

412 firewire

n. 火線

413 firmware　[ˋfɝmˏwɛr]

n. 韌體

414 first in first out

n. 先進先出

	簡稱：FIFO。這是在資料結構方面，

經常會用的名詞。

415 first mover

n. 先行者

	有點 pioneer 的意味。

416 flaming　[ˋflemɪŋ]

n. 謾罵

417 flat-panel display

n. 平面式顯示器

418 floating point

n. 浮點數

419 floppy disk

n. 軟式磁碟片

	與軟或硬磁碟或 cache（快存）有關的

名詞都用 disk。

420 floppy disk drive

n. 軟式磁碟機

	簡稱：F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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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folksonomy

n. 公眾分類法；大眾分類法

422 footer　[ˋfʊtɚ]

n. 頁尾

423 force　[fors]

n. 力；力量；武力；影響力

424 force feedback

n. 力回饋

425 foreign key

n. 外（來）鍵

	用於資料庫中，由外部資料表來的關鍵

欄位。

426 form　[fɔrm]

n. 表單

427 format　[ˋfɔrmæt]

n. 格式化

428 format painter

n. 複製格式

429 formula　[ˋfɔrmjələ]

n. 公式

	大都使用在電子試算表中的函數公式計

算用。

430 fourth generation  
language

n. 第四代語言

	有時簡稱為 4GL。讓使用者以類似人類

說話方式的指令和電腦溝通。查詢語言
query	language就是一種 4GL語言。

PB329_Part2.indd   44 2013/10/31   下午 12:31:54



2-45

FPart 2
ICT Expert 計算機專家級篇

  

  

  

  

  

431 fourth generation  
network

n. 第四代網路

	簡稱：4G	network。提供1	Mbps到1	Gbps

的傳輸速度，採完全封包交換技術，影像
或語音傳輸品質與安全性皆較3G優秀。

432 franchiser　[ˋfræntʃaɪzɚ]

n. 加盟者；經銷商；代理商

433 free　[fri]

n. 免費

434 freemium

n. 免費加值

	此字是由 free	premium（免費進階功能

收取加值）所衍生而成。

435 frequently used list

n. 常用清單

436 frequently used  
program

n. 常用程式

437 full-duplex

n. 或 adj.  全雙工

	數據機常見的傳送方式有兩種：full-

deplex（全雙工）、half-duplex（半
雙工）。

438 function argument  
tooltip

n. 函數參數提示

	在應用軟體中，針對該功能或是參數出

現的提示訊息。

439 function name

n. 函數名稱

440 functional business  
system

n. 功能性的企業（業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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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functional  
requirement

n. 功能性需求

	在許多實務應用時會使用 requirements

複數。

442 functional-specific  
application program

n. 特定用途應用程式

443 fuzzy　[ˋfʌzɪ]

adj.  模糊的

444 fuzzy logic

n. 模糊邏輯

445 Gantt chart

n. 甘特圖

	是一種做計畫工作進度時程規劃與追蹤

的圖表。

446 GDSS

n. 群組決策支援系統（英文簡稱）

	全名：group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447 general control

n. 一般控制

448 general-purpose  
application program

n. 一般用途應用程式

449 genetic algorithm

n. 基因演算法

450 global business driver

n. 全球商務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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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n. 全球資訊科技管理

452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n. 全球行動通訊系統

	簡稱：GSM。

453 global variable

n. 全域變數

454 goal-seeking analysis

n. 目標搜尋分析

	注意：目標搜尋中間使用連接號。

455 golden rule

n. 黃金原則（規則）

456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n. 圖形化使用介面

	簡稱：GUI。

457 graphics program

n. 圖形程式

458 grid　[grɪd]

n. 網格；電網

459 grid computing

n. 網格運算

460 group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n. 群組決策支援系統

	簡稱：GD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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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groupware　	[ˋgrupˏwɛr]

n. 群組軟體

462 GSM

n. 全球行動通訊系統（英文簡稱）

	全文：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463 gutter　[ˋgʌtɚ]

n. 裝訂線

464 gutter margin

n. 裝訂邊

465 hacking　[ˋhækɪŋ]

n. 駭客入侵

	駭客是 hacker，此處 hacking 代表正

在入侵中。

466 half-duplex

n. 或 adj.  半雙工

	數據機常見的傳送方式有兩種：full-

deplex（全雙工）、half-duplex（半
雙工）。

467 hard memory failure

n. 記憶體硬體故障

468 hard page break

n. 硬分頁符號

469 hardware　[ˋhɑrdˏwɛr]

n. 硬體

470 hardware resource

n. 硬體資源

	「資源」在實際應用時，可以使用複

數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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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head crash

n. 磁頭碰撞

472 header　[ˋhɛdɚ]

n. 頁首

473 header row

n. 標題列

474 Hewlett-Packard

n. 惠普（一種知名電腦品牌）

475 hierarchical structure

n. 階層式架構

	另外相似的名詞為樹狀架構。

476 high availability  
computing

n. 高度可用性計（運）算

477 high capacity

n. 高容量

478 high capacity floppy  
disk

n. 高容量軟碟

479 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n. 高清晰度多媒體介面

	簡稱：HDMI。

480 high level language

n. 高階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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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hit counter

n. 點選計數器

482 hotspot　[ˋhɑtspɑt]

n. 熱點

483 human factor  
feasibility

n. 人為因素可行性

	human	factor 代表人為因素。

484 human resource  
information system

n. 人力資源資訊系統

485 hybrid computing  
model

n. 混合式運算模型

	請注意：hybrid	 model 是混合模型的

意思，中間加上 computing 運算。

486 hybrid model

n. 混合式模型

	請注意：hybrid	 model 混合模型常用

於資訊技術或電子電路技術中。

487 hypertext link

n. 超文字連結

488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secure

n. 安全（加密）超文字傳輸協定

	簡稱：HTTPS。

489 Hz

n. 赫茲（的英文簡稱）

490 IA

n. 資訊家電（英文簡稱）

	全文：information	ap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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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 ID

n. 身分（的英文簡稱）

492 identification system

n. （身分）辨識系統

	identification（簡稱 ID）是身分的

意思，與system組合在一起，組成「身
分辨識系統」。

493 identity　[aɪˋdɛntətɪ]

n. 身分；確認

494 identity theft

n. 身分盜竊

495 IM

n. 即時通訊（縮寫）

	全名為：instant	messaging。

496 image scanner

n. 影像掃描器

497 impact analysis

n. 影響分析

498 impact printer

n. 撞擊式印表機

499 implementation　
 [ˏɪmpləmɛnˋteʃən]

n. 執行；實作

500 inference　[ˋɪnfərəns]

n. 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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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inference engine

n. 推理引擎

502 information  
asymmetry

n. 資訊不對稱

503 information density

n. 資訊密集度

504 information policy

n. 資訊政策

505 information product

n. 資訊產品

506 information security

n. 資訊安全

507 information system  
activity

n. 資訊系統活動

508 information system  
control

n. 資訊系統控制

509 information system  
department

n. 資訊系統部門

510 information system  
literacy

n. 資訊系統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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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information system  
manager

n. 資訊系統經理（管理者）

512 information system  
model

n. 資訊系統模型

513 information system  
plan

n. 資訊系統計畫

514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n. 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515 informed consent

n. 告知後同意

516 infrared　[ɪnfrəˋrɛd]

n. 紅外線

517 inheritance　
 [ɪnˋhɛrɪtəns]

n. 繼承

518 ink jet printer

n. 噴墨印表機

519 input control

n. 輸入控制

520 inspection　 [ɪnˋspɛkʃən]

n. 檢測；檢查；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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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n.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協會

	簡稱：IEEE。

522 instruction　[ɪnˋstrʌkʃən]

n. 指令

523 integer　[ˋɪntədʒɚ]

n. 整數

524 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network

n. 整體服務數位網路

	簡稱：ISDN，請注意在此 services 為

複數。

525 intellectual　
	 [ˏɪntḷˋɛktʃʊəl]

n. 或 adj.  理智做事者；知識份子；智力的； 
聰明的

526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n. 智慧財產權（s）

	簡稱：IPR。

527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n. 智慧財產權偷盜（或剽竊）

528 intelligent　[ɪnˋtɛlədʒənt]

adj.  聰明的；智慧的；智能的

529 intelligent agent

n. 智慧（能）代理人

530 intelligent agent  
shopping bot

n. 智能（慧）型代理購物機器人

	機器人 bot 有時使用複數 b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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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intelligent technology

n. 智能技術

532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n. 智慧型運輸系統

	簡稱：ITS。

533 interactive　[ˏɪntɚˋæktɪv]

adj.  互動式的

534 interactive marketing

n. 互動行銷

535 interenterprise  
information system

n. 跨企業資訊系統；企業間的資訊系統

	注意，字首為 inter 常有「跨」或「之

間」的意涵。

536 interface　[ˋɪntɚˏfes]

n. 介面

537 intermediate　
	 [ˏɪntɚˋmidɪət]

adj.  中間的；中級的

538 internal supply chain

n. 內部供應鏈

539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n. 國際標準書號

	簡稱：ISBN。

54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n. 國際標準組織

	簡稱：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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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Internet and  
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n. 網際網路與電信通訊科技

	簡稱：ITT，另外，Internet 首字母有

大小寫之爭議，本書採用大寫字母。

542 Internet message  
access protocol

n. 網路訊息存取通訊協定

	簡稱：IMAP，本書 Internet 採用大寫

字首。

543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n. 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

	簡稱：ISP。

544 Internet technology

n. 網際網路科技

	在許多書籍或報刊會把網際網路寫成

Internet（大寫），但自從intranet名
詞出現後，也有許多學者主張使用小寫
的internet。本書中全部使用首字大寫。

545 interorganizational  
system

n. 跨組織系統

546 interpret　[ɪnˋtɝprɪt]

n. 直譯

547 interpreter　	[ɪnˋtɝprɪtɚ]

n. 直譯器

548 Intranet　[ˋɪntrənɛt]

n. （企業）內部網路

	有些教材使用大寫 Intranet，有些使用

小寫 intranet。

549 intrusion　[ɪnˋtruʒən]

n. 入侵；侵擾

550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n. 入侵偵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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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investment  
workstations

n. 投資工作站

552 ionizing

n. 游離輻射

553 IP datagram

n. IP 資料包；IP 數據包

554 IPR

n. 智慧財產權（英文簡稱）

	全文：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555 IS operations  
management

n. 資訊系統作業管理

556 IS specialist

n. 資訊系統專家

557 ISDN

n. 整體服務數位網路（英文簡稱）

	全文：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network。

558 ISP

n. 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英文簡稱）

	全文：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559 IT architecture

n. 資訊科技架構

560 IT planning process

n. 資訊科技規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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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IT staff planning

n. 資訊科技人員規劃

562 ITS

n. 智慧型運輸系統（英文簡稱）

	全文：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563 IU

n. 輸入單元（英文簡稱）

	全文：input	unit。

564 JAD

n. 聯合應用程式設計（英文簡稱）

	全文：joint	application	design。

565 JIT

n. 及時（英文簡稱）

566 joint application  
design

n. 聯合應用程式設計

	簡稱：JAD。

567 joystick　 [ˋdʒɔɪˏstɪk]

n. 搖桿

568 just-in-time

adj.  及時

	簡稱：JIT。

569 just-in-time strategy

n. 或 phr.  及時策略

570 key　[ki]

n. 關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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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key field

n. 鍵值欄位

572 keylogger　[kiˋlɔgɚ]

n. 鍵盤測錄程式

573 kiosk　[kɪˋɑsk]

n. 資訊服務站

	供應資訊或多媒體畫面的一部獨立電 

腦或終端設備。有時也稱為
information	kiosk（資訊亭）。

574 KM

n. 知識管理（的英文簡稱）

575 KMS

n. 知識管理系統（英文簡稱）

	全名為：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576 knowledge base　
	 [ˋnɑlɪdʒ]	[bes]

n. 知識庫

577 knowledge economy

n. 知識經濟

578 knowledge  
management

n. 知識管理

	簡稱：KM。

579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n. 知識管理系統

	簡稱：KMS。

580 knowledge network  
system

n. 知識網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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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 knowledge work  
system

n. 知識工作系統

	簡稱：KWS。

582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n. 知識創造公司

583 language translator　
 [ˋlæŋgwɪdʒ]	[trænsˋletɚ]

n. 語言翻譯器

584 laptop computer

n. 膝上型電腦

585 laser diode

n. 雷射二極體

586 last in first out

n. 後進先出

	簡稱：LIFO。

587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n. 學習管理系統

	簡稱：LMS。

588 lease line

n. 專線

	lease 是出租的意思，延伸為出租的線

路或專線。

589 legacy　[ˋlɛgəsɪ]

adj.  遺留；舊的；傳統的

590 legacy system

n. 遺留系統；舊的系統；傳統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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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 legal and political  
feasibility

n. 法律與政治可行性

592 leveraging  
investment in IT

n. 在資訊科技以槓桿運作投資

	leveraging	 investment 是槓桿運作

投資的意思；另外有一常用的詞叫做
leveraged	buyout 槓桿購股。

593 liability　[ˏlaɪəˋbɪlətɪ]

n. 賠償責任

594 line printer

n. 列式印表機

595 link page

n. 連結頁面

596 linked list

n. 鍵結串列

597 listbox

n. 清單方塊

598 LMS

n. 學習管理系統（英文簡稱）

	全文：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599 local variable

n. 區域變數

600 localization
	 [ˏlokəlaɪˋzeʃən]

n. 在地化；本土化

	本土化這個字眼通常與國際化

international 兩者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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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lock in customer and  
supplier

n. 鎖定顧客與供應商

	通常會使用 customers（顧客們）或

suppliers（供應商們）表示多數。

602 logic unit

n. 邏輯單元

603 logical bomb

n. 邏輯炸彈

604 logical data element

n. 邏輯資料元素

	這個詞通常用在資料庫中的結構描述，

尤其指的是與欄位或是屬性有關的資
料元素。

605 logical model

n. 邏輯模型

606 long tail marketing

n. 長尾行銷

607 low level language

n. 低階語言

608 machine control

n. 機器控制

609 machine language

n. 機器語言

	機器語言是屬於電腦低階的語言。

610 machine learning

n. 機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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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Macintosh operating  
system

n. 麥金塔作業系統

612 magnetic　	[mægˋnɛtɪk]

adj.  磁性的；吸引力

613 magnetic disk

n. 磁碟片

	與軟或硬磁碟或 cache（快存）有關的

名詞都用 disk。

614 magnetic storage  
medium

n. 磁性儲存媒體

615 magnetic stripe

n. 磁條

616 magnetic tape

n. 磁帶

617 mailing list

n. 郵件論壇；郵件清單

	有時候 list 會用 lists 複數。

618 mainframe　[ˋmenˏfrem]

n. 大型電腦；大型主機

619 mainframe system

n. 大型主機系統

620 maintenance　
	 [ˋmentənəns]

n. 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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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malware　	[ˋmelwɛr]

n. 惡意軟體程式

622 managed security  
service provider

n. 安全管理服務的供應商

	簡稱為 MSSP。

623 management  
involvement

n. 管理參與

624 management support  
system

n. 管理支援系統

625 manag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 管理資訊科技

626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n. 製造執行系統

	簡稱為 MES。manufacture 可以是動詞或是名
詞或形容詞等，動詞是指用機器大量製造（貨
物），在此使用 ing 強調製造中的資訊系統。

627 manufacturing  
information system

n. 製造資訊系統

	縮寫為：MIS，manufacture 可以是動詞或是名
詞或形容詞等，動詞是指用機器大量製造（貨
物），在此使用 ing 強調製造中的執行系統。

628 margin　[ˋmɑrdʒɪn]

n. 頁邊的空白；湖（池）的邊緣；利潤

629 market creator

n. 市場創建者

630 market entry cost

n. 市場進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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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marketing information  
system

n. 行銷資訊系統

632 mashups

n. 一種混搭網路的應用程式稱呼（s）

	將 Internet 上多個應用程式整合在一

起，以創造客製化程式。

633 mask ROM

n. 罩式 ROM

	通常用來存放固定的系統程式，只能

讀不能再寫入。屬於早期的 ROM，需大
量生產才合乎經濟效益。

634 mass customization

n. 大量客製化

635 master drive

n. 主硬碟；開機硬碟

636 MD

n. 訊息摘要（英文簡稱）

	全文：message	digest。

637 media　[ˋmidɪə]

n. 媒體

638 menu cost

n. 單選成本

639 MES

n. 製造執行系統（英文簡稱）

	全名為：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640 message digest

n. 訊息摘要

	簡稱：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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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

n. 都會網路

	簡稱：MAN，注意，也有少部份教材使

用 municipal。

642 micro piezo

n. 微針點壓電

643 microcomputer
 [ˏmaɪkrokəmˋpjutɚ]

n. 微電腦

	有時又簡稱為μ-Computer。

644 micropayment

n. 微付費

645 micropayment system

n. 微付費系統

646 microwave  
transmission

n. 微波傳輸

647 middle management

n. 中階管理層

648 middleware

n. 中介軟體

649 millions of  
instructions per second

n. 每秒百萬指令

	簡稱：MIPS。

650 minicomputer
 [ˋmɪnɪkəmˏpjutɚ]

n. 小型電腦；迷你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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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MIPS　[mɪps]

n. 每秒百萬指令（英文簡稱）

	全文為：million	instructions	per	

second。

652 mirror margins

n. 左右對稱（s）

653 MIS audit

n. 資訊管理系統稽核（審計）

654 mobile commerce

n. 行動電子商務

655 model base

n. 模式庫

656 modulator- 
demodulator

n. 調變 - 解調器

657 Moore's law

n. 摩爾定律

	此定律指出每隔 18 個月到 24 個月電

腦的元件或產品（如處理器、記憶體
等）技術，將呈倍數成長。

658 motion　[ˋmoʃən]

n. 運動；移動

	移動處理技術是計算機科學新的運用

領域。

659 MSSP

n. 安全管理服務的供應商（英文簡稱）

	全文：managed	security	service	

provider。

660 multicore processor

n. 多核心處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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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multidimensional  
model

n. 多維度模型

662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n. 多國企業

663 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

n. 多重輸入多重輸出

	簡稱為：MIMO。

664 multi-processing  
system

n. 多元處理系統

665 multi-programming  
system

n. 多元程式系統

666 multipurpose internet  
mail extensions

n. 多用途網際網路郵件擴充（協定）

	簡稱為 MIME。

667 multitasking
 [ˏmʌltɪˋtɑskɪŋ]

n. 多工

668 multitouch

n. 多點觸控

669 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

n. 樂器數位介面

	簡稱為：MIDI。

670 nanotechnology

n. 奈米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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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 NAP　[næp]

n. 網路存取點（基地）（英文簡稱）

	全文：network	access	point。

672 narrow column tooltip

n. 窄欄工具提示

673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 國家資訊基礎建設

	簡稱：NII。

674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 國家科學基金會

	簡稱：NSF。

675 natural language

n. 自然語言

	natural	 language 是人工智慧技術發

展下的一種成果與技術，讓人們可以
用更接近人類的語言方式，與電腦系
統溝通。

676 navigation bar

n. 導覽列

677 net marketplace

n. 網路市集

	在此使用 net 是代表網路的意思。

678 netbook

n. 小筆電

	netbook 小筆電是一種低成本、輕小型

的筆記型電腦。曾經風行一時的 EPC
就是一種小筆電。

679 network access point

n. 網路存取點（基地）

	簡稱：NAP。

680 network architecture

n. 網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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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 network computer

n. 網路電腦

682 network computing

n. 網路計算

683 network economics

n. 網路經濟

684 network  
interoperability

n. 網路互連性

685 network resource

n. 網路資源

	此處的資源可以依照實際狀況使用複數

resources。

686 network structure

n. 網路式架構

687 network topology

n. 網路拓樸

688 neural network

n. 類神經網路

689 newsgroup　[ˋnjuzˏgrup]

n. 新聞群組

690 noise reduction

n. 雜訊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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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 non-breaking space

n. 不間斷空間

692 non-contiguous

n. 不相鄰的範圍

693 non-impact printer

n. 非撞擊式印表機

694 non-ionizing

n. 非游離輻射

695 nonobvious  
relationship awareness

n. 不明顯關聯察覺

	簡稱：NORA。

696 nonobviousness

n. 非顯而易見性；不明顯

697 nonvolatile memory

n. 非揮發性記憶體

698 NORA

n. 不明顯關聯察覺（英文簡稱）

	全文：nonobvious	relationship	

awareness。

699 notebook computer

n. 筆記型電腦

700 number format

n. 數值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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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 numeric format

n. 數字格式

702 object linking and  
embedding

n. 物件連結與崁入

	簡稱：OLE。

703 object program

n. 目的程式

704 object-oriented

adj.  物件導向

	請注意，中間用連接號，且由 object-

oriented 形成的各種專用詞很多。

705 object-oriented  
database

n. 物件導向式資料庫

	常簡稱為：OODB。

706 object-oriented DBMS

n. 物件導向式資料庫管理系統

707 object-oriented  
development

n. 物件導向開發

708 object-oriented model

n. 物件導向模型

	常稱為：OOM。

709 object-relational  
DBMS

n. 物件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

710 OEM

n. 委託製造廠；貼牌生產（製造廠）；

初始設備製造廠

	全文：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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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offshore software  
outsourcing

n. 軟體境外外包

712 onboard VGA

n. 內含顯示晶片（VGA）

	onboard 是在電路板上的意思，在此表

示已經含該晶片。

713 on-demand  
computing

n. 即需即運算；隨需運算

714 online　[`ɑnˏlaɪn]

adj.  線上

	有時也使用 on-line 的表示方式。

715 online e-mail

n. 線上電子郵件

716 online game

n. 線上遊戲

717 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 system

n. 線上交易處理系統

718 OO

adj.  物件導向式（的英文簡稱）

719 OODB

n. 物件導向式資料庫（英文簡稱）

	全文：object-oriented	database。

720 open source software

n. 開放原始碼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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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

n. 開放式系統互聯

	縮寫為：OSI。

722 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 model

n. 開放系統連結模式（型）

	有些文獻也寫成 OSI	reference	

model。

723 operand　[ˋɑpəˏrænd]

n. 運算元

724 operation code

n. 運算碼

725 operation support  
system

n. 營運支援系統

726 operational CRM

n. 操作型顧客關係管理

727 operational feasibility

n. 操作（或運營）可行性

728 operational  
management

n. 經營管理層

729 operator　[ˋɑpəˏretɚ]

n. 運算（符號）子；操作員

730 opt in　[ɑpt]	[ɪn]

v.  或 n. 選擇加入；進入控制；事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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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opt out　[ɑpt]	[aʊt]

v.  或 n. 選擇退出；脫離控制

732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n. 光學字元辨識軟體

	簡稱：OCR。

733 optical input device

n. 光學輸入設備

734 optical scanning

n. 光學掃描

735 optical storage device

n. 光學儲存設備

736 optimization analysis

n. 最佳化分析

737 Oracle　[ˋɔrəkḷ]

n. 甲骨文（一種知名軟體品牌）

738 ordered list

n. 有序串列

739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n. 組織分析

740 organizational impact  
analysis

n. 組織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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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n. 貼牌生產（廠）；原廠委託製造加工

者

	簡稱：OEM。

742 orphan　[ˋɔrfən]

n. 段落遺留首行

	使用在文書處理的版面處理。

743 oscillation　[ˏɑsəˋleʃən]

n. 震盪

744 output control

n. 輸出控制

745 output device

n. 輸出設備

746 packet　[ˋpækɪt]

n. 封包；分封

747 packet filtering

n. 封包過濾

748 packet switching

n. 分封交換（技術）

749 paint program

n. 畫圖程式

750 PAN　[pæn]

n. 個人區域網路（英文簡稱）

	全文：personal	area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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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parallel port

n. 平行埠

	parallel	 port 平行埠與 serial	 port

串接埠，兩者是兩種常用的連結或傳
輸端的結構。

752 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n. 夥伴關係管理

	簡稱：PRM。

753 patch management

n. 修補管理

754 patent right

n. 專利權

755 PB

n. 千兆位元組（縮寫）

	全名為：petabyte，250 位元組，EB

（exabyte）為 260 位元組。

756 PC game

n. （個人）電腦遊戲

757 PCI Express

n. 周邊元件互聯快捷（擴充槽）

	簡稱：PCI-E。

758 peer　[pɪr]

n. 同輩；對等

	peer 這個字在計算機網路傳輸技術中

常被提到，表示傳輸雙方兩者的地位
是對等的。這個字目前也逐漸用在網
路的同輩（儕）學習上。

759 peer-to-peer

n. 點對點（對等）式

	簡稱：P2P，請注意習慣上 peer-to-

peer 使用連接號。

760 peer-to-peer network

n. 點對點（對等）式網路

	peer 為對等的意思，在此指網路上兩

點相對等的點做網路傳輸，因此有時
網路使用複數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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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 percent format

n. 百分比格式

762 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

n. 周邊元件互聯（擴充槽）

	簡稱：PCI。

763 peripheral device　
 [pəˋrɪfərəl]	[dɪˋvaɪs]

n. 周邊設備

764 peripheral port

n. 周邊（設備的）連接埠

765 personal area  
network

n. 個人區域網路

	簡稱：PAN。

766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n. 個人數位助理

	簡稱：PDA。

767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 個人資訊管理

	簡稱：PIM。

768 personalization

n. 個人化

769 PERT chart

n. PERT 圖

	常用於計畫的控管用圖。PERT 為

program	evaluation	and	review	
technique（計劃評估和審查技術）的
縮寫。

770 petabyte

n. 千兆位元組

	縮寫為：PB，相當於250 位元組，另外，

EB（exabyte）為 260 位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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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 phased　[fez]

adj.  階段性的；分階段實行的

772 phased approach

n. 階段性方法；分階段實行的

773 photo-manipulation  
program

n. 照片處理程式

774 picosecond

n. 皮秒

	簡稱：ps，約為 10-12 秒。

775 picture　[ˋpɪktʃɚ]

n. 圖片

776 picture box

n. 圖片方塊

777 PIM

n. 個人資訊管理（英文簡稱）

	全文：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778 pinned item list

n. 固定項目清單

779 pivot　[ˋpɪvət]

n. 或 adj.  樞紐；在樞軸上轉動的； 
關鍵的

780 PKI

n. 公開金鑰基礎建設（英文簡稱）

	全文為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PKI 這個詞在網路安全與加密中，經常
使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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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 planning　[ˋplænɪŋ]

n. 規劃

782 platform as a service

n. 平臺即服務

	簡稱為：PaaS。

783 plotter　[ˋplɑtɚ]

n. 繪圖機

784 plug and play

n. 隨插即用

	簡稱：PnP。

785 point　[pɔɪnt]

n. 點；一種尺寸單位

	簡稱：PT。

786 point of sale

n. 銷售時點（管理）

	簡稱：POS。

787 pointing device

n. 定位裝置；指向設備

788 point-to-point  
tunneling protocol

n. 點對點通道協定

	簡稱：PPTP 協定，注意「點對點協定」

使用的是 point 不是 peer，point-to-
point 中間也加連接號。

789 policy　[ˋpɑləsɪ]

n. 政策

790 polymorphism
 [ˏpɑlɪˋmɔrfɪzm]

n. 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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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 portfolio　[portˋfolɪˏo]

n. 投資組合；資料夾；公事包；作品集

792 portfolio analysis

n. （投資）組合分析

793 position value

n. 位置價值；地位價值

794 post-implementation  
review

n. 建置後審查（或覆核）

795 prediction　[prɪˋdɪkʃən]

n. 預測

796 prediction market

n. 預測市場

797 predictive　[prɪˋdɪktɪv]

adj.  預測的

798 predictive analysis

n. 預測分析

799 presentation graphics  
software

n. 簡報繪圖（形）軟體

	請注意，graphics	card 繪圖卡的

graphics 習慣上也使用 s。

800 price discrimination

n. 價格差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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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 price transparency

n. 價格透明化

802 primary activity

n. 主要活動

803 primary storage unit

n. 主要儲存單元

804 print area

n. 列印區域

805 privacy　[ˋpraɪvəsɪ]

n. 隱私權；秘密；（網路上延伸為）加

密

806 private exchange

n. 私有交換

807 private industrial  
network

n. 私有產（企）業網路

808 private network

n. 私有網路

809 procedural
 [proˋsidʒərəl]

adj.  程序性的

810 process control

n. 流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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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process specification

n. 流程規格（範）

	此處的規格 specifications 通常會用

複數。

812 processing

n. 處理

813 processing control

n. 處理控制

814 processing speed

n. 處理速度

815 procurement
	 [proˋkjurmənt]

n. 採購

	採購處理技術已經成為製造業非常重要

的成功關鍵因素之一。

816 production on worker

n. 生產或服務工作者

817 profile　[ˋprofaɪl]

n. （個人）輪廓；形象；（個人）簡介

818 profiling and  
personalizing

n. 輪廓描繪與個人化

819 program flowchart

n. 程式流程圖

820 program language

n. 程式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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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programmable ROM

n. 可程式規劃的唯讀記憶體

	簡稱：PROM。

822 programmer　
 [ˋprogræmɚ]

n. 程式設計師

823 project management

n. 專案管理

	專案管理，又簡稱為 PM。

824 project management  
software

n. 專案管理軟體

825 PROM　[prɑm]

n. 可程式規劃的唯讀記憶體（英文簡稱）

	全文：programmable	ROM 或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

826 prototype　	[ˋprotəˏtaɪp]

n. 雛形；原型；範例

827 prototyping

n. 樣機製造（或研究）

	是指原型的結構或是模式的製作。

828 proxy　[ˋprɑksɪ]

n. 代理；代理人；代理權

829 proxy server

n. 代理伺服器

830 public domain  
software

n. 公共財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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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public key encryption

n. 公開金鑰加密法

832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n. 公開金鑰基礎建設

	簡稱為 PKI，這個詞在網路安全與加密

中，經常使用到。

833 public switch  
telephone network

n. 公眾電話網路

	簡稱：PSTN。

834 pull-based model

n. 拉式模型

	在網路或通訊技術上，push 推與 pull

拉是兩個相對的動作。注意，與 based
中間使用連接號。

835 push-based model

n. 推式模型

	在網路或通訊技術上，push 推與 pull

拉是兩個相對的動作。注意，與 based
中間使用連接號。

836 quality　[ˋkwɑlətɪ]

n. 品質

837 query　[ˋkwɪrɪ]

n. 查詢；疑問

838 query language

n. 查詢語言

839 RAD

n. 快速應用程式開發（英文簡稱）

	全文：rapi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840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n. 無線（電）射頻辨識

	簡稱：R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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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system

n. 無線（電）辨識系統

	RFID 技術已經廣泛應用於貨物商品的

識別與紀錄等管理。

842 raise barrier to entry

n. 提高進入的（門檻）障礙

843 range　[rendʒ]

n. 範圍

844 range finder

n. 範圍尋找

845 rapi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n. 快速應用程式開發

	簡稱：RAD。

846 read head

n. 讀取頭

847 ready mode

n. 就緒模式

848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n. 簡易資訊的聚合或組織

849 real-time processing

n. 即時處理

850 real-time processing  
system

n. 即時處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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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 recovery planning

n. 恢復規劃（或計畫）

852 recovery-oriented

adj.  復原導向

853 recovery-oriented  
computing

n. 復原導向運算

854 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

n. 獨立磁碟（s）冗餘（重複）陣列

	簡稱：RAID。

855 referential　[ˏrɛfəˋrɛnʃəl]

adj.  參照的；有參考內容的；用作參考的

856 registered file type

n. 已註冊檔案類型

857 registers　[ˋrɛdʒɪstɚz]

n. 暫存器（s）

858 relative cell  
references

n. 儲存格相對座標

859 reloadable

adj.  可加值式；可再載入式

860 repair　[rɪˋpɛr]

n. 或 v.  修理；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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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 repair a drive

n. 修理磁碟

862 repeater　[rɪˋpitɚ]

n. 中繼器

863 repetition　[ˏrɛpɪˋtɪʃən]

n. 重覆

864 repetitive stress injury

n. 重複性壓力傷害

	簡稱：RSI。

865 report　[rɪˋport]

n. 報表

866 request for proposal

n. 建議需求書

	通常又簡稱為 RFP；這是在寫計畫或是

規劃方案重要的文件。

867 reserved word

n. 保留字

868 responsibility
 [rɪˏspɑnsəˋbɪlətɪ]

n. 責任

869 revolutions per  
minute

n. 每分鐘旋轉圈數（RPM）

	簡稱：RPM 或是 rpm。常用於硬碟的轉

速單位。

870 richness　[ˋrɪtʃnɪs]

n. 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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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 ring topology

n. 環狀拓樸（網路）

	這是常看到的電腦網路連接的形式之

一，其他還有 bus 巴士拓樸與 star 星
狀拓樸等形式。

872 risk assessment

n. 風險評估

873 risk aversion

n. 風險規避

874 risk aversion principle

n. 風險規避原則

875 robotics　[roˋbɑtɪks]

n. 機器人學

	注意 robotic 名詞要使用複數。

876 roles of IS in business

n. 資訊系統在企業中扮演的角色（s）

	資訊系統 information	system 簡稱為

IS。

877 root　[rut]

n. 根

	在機算機領域中，root 常指的是最上

層。

878 root domain

n. 根網域

	root	domain根網域是網際網路最頂層的網域，
是在網域名稱的最右邊，但是並未表示出來。
例如，www.gladworld.net. 最右邊其實有一個
(.) 號就是 root	 domain 根網域，但是並未表
示出來。

879 safe harbor

n. （安全）避風港；安全港

880 safety stock

n. 安全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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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1 sag　[sæg]

n. 弛波

882 sales force  
automation

n. 業務（力）自動化

	可簡稱為 SFA；或簡稱為「業務自動

化」。

883 SAN

n. 儲存區域網路系統（英文簡稱）

	全名：storage	area	network。

884 scaling　[ˋskelɪŋ]

n. 縮放比例

885 scope　[skop]

n. 範疇；範圍

886 scoring model

n. 評分模型

887 search cost

n. 搜尋成本

888 search engine  
marketing

n. 搜尋引擎行銷

889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n. 搜尋引擎最佳化（優化）

	簡稱：SEO。

890 search management

n. 搜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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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 second-level domain

n. 第二層網域

	是 top-level	domain 頂層網域的 child	

domain 子網域，例如，gladworld.net
的 gladworld即為第二層網域。

892 section　[ˋsɛkʃən]

n. 節

893 section break

n. 分節符號

894 secure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n. 安全（加密）超文字傳輸協定

	簡稱：S-HTTP 或是 HTTPS。

895 secure sockets layer

n. 安全插槽層

	簡稱：SSL，請注意，使用sockets（插

槽）複數。

896 security　[sɪˋkjʊrətɪ]

n. 安全（保全）

897 security management

n. 安全管理

898 security policy

n. 安全（保全）政策

899 security zone

n. 安全區域

900 selection sort

n. 選擇排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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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 semantic　[səˋmæntɪk]

adj.  語意的

902 semantic web

n. 語意網

	語意網路常使用在人工智慧或專家系統

的應用上。

903 semistructured

adj.  半結構化的

	semi 是半的意思，加上 structured 組

成半結構化。

904 semistructured  
decision

n. 半結構化決策

	semi 是半的意思，加上 structured 組

成半結構化。

905 senior management

n. 高階管理層

906 sensitivity
	 [ˏsɛnsəˋtɪvətɪ]

n. 敏感度

907 sensitivity analysis

n. 敏感度分析

908 SEO

n. 搜尋引擎最佳化（優化）（英文簡稱）

	全名為：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909 sequence　[ˋsikwəns]

n. 循序

910 sequential access

n. 循序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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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serial advanced  
technology attachment

n. 串（序）列先進科技附加排線

	簡稱：SATA。

912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n. 服務層級協議

	簡稱為：SLA。

913 service platform

n. 服務平臺

914 service provider

n. 服務提供者（供應商）

915 service worker

n. 服務工作者

916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n. 服務導向架構

	簡稱為SOA。請注意，與許多的oriented

用法相同，service-oriented 中間使用
連接號。

917 set top box

n. 機頂盒

	簡稱：STB。

918 shielded twisted pair

n. 遮蔽式雙絞線

	簡稱：STP。

919 shopping bot

n. 購物機器人

	bot 機器人，有時也使用複數。

920 shortcut　[ˋʃɔrtˏkʌt]

n. 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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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S-HTTP

n. 安全（加密）超文字傳輸協定（英文

簡稱）

	全名為：secure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是一種以加密的方式來傳送網頁資
料的 HTTP 協定。有時又簡稱為 HTTPS。

922 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

n. 簡易郵件傳輸協定

	簡稱：SMTP，是一種傳送信件的協定。

923 simplex　[ˋsɪmplɛks]

n. 單工

	在資料的傳輸中，simplex 是指單向傳

送的意思，同一時間只有一方能傳送
資料。

924 site map

n. 網站地圖

	利用網站提供的 site	 map，我們可以

較清楚的知道該網站的功能或是架構。

925 site summary

n. 站點摘要

926 site-specific search

n. 站內搜尋（工具）

	請注意site-specific中間加上連接號。

927 SLA

n. 服務層級協議（英文簡稱）

	全名為：service	level	agreement。

928 slide show

n. 播放投影片

929 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

n. 小型電腦系統介面

	簡稱：SCSI。

930 small office home  
office

n. 在家工作族

	簡稱：SO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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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SMTP

n. 簡易郵件傳輸（送信）協定（英文簡

稱）

	全文：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

932 snapshot printer

n. 快照印表機

933 SOA

n. 服務導向架構（英文簡稱）

	全名：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請注意，與許多的oriented用法相同，
service-oriented中間使用連接號。

934 social bookmark

n. 社會網路書籤

935 social engineering

n. 社交工程

936 social networking

n. 社交網路

937 social shopping

n. 社交購物

	social（社群或社交）這個字常用在網

路或是電子商務上。

938 societal solution

n. 社會解決方案

	請注意：societal（社會的）是adj.。

939 soft memory failure

n. 記憶體軟體故障

940 soft page break

n. 軟分頁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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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 software as a service

n. 軟體即服務

	英文簡稱的常用呈現方式為 SaaS。

942 software engineering

n. 軟體工程

943 software localization

n. 軟體在地化

944 software outsourcing

n. 軟體外包

945 software package

n. 套裝軟體

	在實用上與 software	suite 軟體套件

意思相同。

946 software piracy

n. 盜版軟體；軟體侵權

	請注意：piracy 是盜版、侵權的意思；

privacy 是隱私權、秘密或（網路）加
密的意思。

947 software suite

n. 軟體套件

	在實用上與 software	package 套裝軟

體意思相同。

948 SOHO

n. 在家工作族（英文簡稱）

	全名：small	office	home	office。

949 solid state drive

n. 固態硬碟；或稱電子硬碟

950 sound card

n. 音效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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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 source code

n. 原始碼

952 spamming　	[ˋspæmɪŋ]

n. 垃圾郵件；使用網路傳送相同信息給

大量未要求傳送信息的使用者的不當

行為。

	垃圾郵件的正式用語應當是用spamming，但是目
前大家已經習慣簡化使用spam來表示垃圾郵件。

953 spark　[spɑrk]

n. 火花；突波

954 specialty keyboard

n. 人體工學鍵盤

	注意，在此使用 specialty（n.）代表

特殊的鍵盤。

955 speech recognition

n. 語音辨識

956 spoofing

n. 欺騙

957 spreadsheet　
	 [ˋsprɛdˏʃit]

n. 電子試算表

958 spreadsheet package

n. 試算表套裝軟體

959 spreadsheet program

n. 電子試算表程式

970 spyware

n. 間諜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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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 SQL injection attack

n. 結構化查詢語言植入式攻擊

	SQL 是英文字 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結構化查詢語言）的簡稱。

962 stack　[stæk]

n. 堆疊

963 star topology

n. 星狀拓樸

	star 星狀拓樸結構是網路常見的結構之

一。常見的有四種 start,	bus,	ring,	
hybrid（混合型）等四種拓樸結構。

964 stateful

adj.  狀態的；宏偉的；威嚴的

965 stateful inspection

n. 狀態檢查

966 stateful inspection  
firewall

n. 狀態檢查防火牆

967 static RAM

n.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簡稱：SRAM。

968 STB

n. 機頂盒（英文簡稱）

	全文：set	top	box。

969 storage area network

n. 儲存區域網路（系統）

	簡稱：SAN。

970 storage capacity

n. 儲存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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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 storage device

n. 儲存裝置

972 storage media

n. 儲存媒體

973 storage networking

n. 網路化儲存（設備）

974 STP

n. 遮蔽式雙絞線（英文簡稱）

	全文：shielded	twisted	pair。

975 strategic choice

n. 策略選擇

976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

n. 策略性資訊系統

977 strategy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n. （獲取）競爭優勢的策略

978 stream technologies

n. 串流技術

979 string　[strɪŋ]

n. 字串

980 structured　[ˋstrʌktʃɚ]

adj.  結構化的

	作為形容詞，結構化 structured 通常

使用被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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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 structured chart

n. 結構圖

	請注意，凡是結構化的事務，使用 ed

表示已經處理好的結構圖。

982 structured decision

n. 結構化決策

983 structured knowledge

n. 結構化知識

	結構化知識表示知識已經被組織化了、

層級化了。

984 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n. 結構化查詢語言

	通常簡稱為 SQL，這是計算機從業人

員必須知道的重要名詞之一。請注意
structured 在此使用被動態。

985 style　[staɪl]

n. 樣式

986 successful  
information system solution

n. 成功的資訊系統解決方案

987 supercomputer
 [ˏsupɚˋkəmpjutɚ]

n. 超級電腦

988 supply chain

n. 供應鏈

989 supply chain  
execution systems

n. 供應鏈執行系統

	請注意，此處代表很多單位，故使用

systems。

990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n. 供應鏈管理

	縮寫為：S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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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 supply chain planning  
systems

n. 供應鏈規劃系統

	請注意，此處使用複數 systems。

992 support activity

n. 支援活動

993 support of business  
decision making

n. 支援企業決策制定的支援

994 surface web

n. 表層網頁

995 surge suppressor

n. 突波抑制器

	防止突波進入電腦或電子設備的保護

器。

996 suspend mode

n. 暫停模式

997 switching hub

n. 交換式集線器

	有少數教材使用 switched	hub 或

switched	network。它可以包裝並傳
送在網路上各電腦間的訊息。

998 switching　[swɪtʃ]

n. 交換

	將兩個網路間使用暫時性連結方式，

建立傳送資訊或連結的通訊方法。

999 synchronous DRAM

n. 同步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簡稱：SDRAM。

1000 synchronous  
transmission

n. 同步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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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syndication　
 [ˏsɪndɪˋkeʃən]

n. 企業聯合組織化

1002 syndrome　 [ˋsɪnˏdrom]

n. 症候群；並發症狀；綜合病症

1003 system approach

n. 系統方法

1004 system flowchart

n. 系統流程圖

1005 system maintenance

n. 系統維護

1006 system performance  
monitor

n. 系統效能監控

1007 system security  
monitor

n. 系統安裝監視器

1008 system software

n. 系統軟體

	指作業系統、公用程式等。

1009 system testing

n. 系統測試

1010 system thinking

n. 系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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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systems analysis

n. 系統分析

	注意，systems使用複數。

1012 systems analysis and  
design

n. 系統分析與設計

	有時簡稱為 SA	&	SD 代表系統分析與

系統設計，注意，systems 使用複數。

1013 systems analyst

n. 系統分析師

	簡稱：SA，注意，systems 使用複數。

1014 systems design

n. 系統設計

	注意，systems使用複數。

1015 systems development  
issue

n. 系統開發議題

	如果是多議題時，可以使用 issues。

1016 systems development  
life cycle

n. 系統開發生命週期

	縮寫為：SDLC。注意，有些地方使用

system	development。

1017 systems  
implementation

n. 系統建置

	注意，systems使用複數。另外，

systems	integration系統整合也使用
複數。

1018 systems requirement

n. 系統需求

	有時候會以複數方式呈現

requirements。

1019 tab stop

n. 定位點

1020 table autoformat

n. 表格自動套用格式

	多用在辦公軟件的表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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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tacit　[ˋtæsɪt]

adj.  內隱的；心照不宣的；緘默的； 
默示的

1022 tacit knowledge

n. 內隱知識

1023 tangible　[ˋtændʒəbḷ]

adj.  有形的；可觸摸的；實際的；確鑿的

1024 tangible benefit

n. 有形利益；確鑿的利益

1025 targeted marketing

n. 目標行銷

1026 task switching

n. 工作切換

1027 TCO

n. 總持有成本（英文簡稱）

	全名：total	cost	of	ownership。

1028 TDF

n. 跨國（境）資訊流（英文簡稱）

	全文為：transnational	data	flow 為

跨國資訊流；transborder	data	flow
為跨境資訊流。

1029 team　[tim]

n. 團隊

1030 technical　[ˋtɛknɪkḷ]

adj.  技術的；專業技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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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technique　[tɛkˋnik]

n. 技術；技巧；技能

1032 technological
	 [tɛknəˋlɑdʒɪkḷ]

adj.  科技的；技術的；工藝的

1033 technology  
management

n. 科技管理

1034 technology stress

n. 科技壓力症

1035 telecommunication　
 [ˏtɛlɪkəˏmjunəˋkeʃən]

n. 電信通訊

1036 telecommunication  
processor

n. 電信通訊處理器

1037 telecommuting
 [ˋtɛlɪkəˏmjutɪŋ]

n. 電子通勤；電信辦公

1038 telemedicine
	 [ˏtɛlɪˋmɛdəsn]

n. 遠距醫學

1039 telepresence
	 [ˏtɛlɪˋprɛzns]

n. 遠端臨場（出現）

1040 Tencent

n. 騰訊（一種手機與電腦皆可連線的通

訊服務）

	一家在大陸發展即時對話軟體系統QQ的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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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terahertz　[ˋtɛrəˏhɝts]

n. 兆赫茲

	簡稱：THz，為 1012 赫茲。

1042 terminator　[ˋtɝməˏnetɚ]

n. 終端電阻

1043 test plan

n. 測試計畫

1044 text mining

n. 本文探勘

1045 TFT

n. 薄膜電晶體（英文簡稱）

	全文：thin	film	transistor。

1046 theme　[θim]

n. 主題

1047 thin film transistor

n. 薄膜電晶體

	簡稱：TFT。

1048 third generation  
network

n. 第三代網路

	簡稱：3G	network。第三代通訊網路，

除了傳統的行動電話通訊外，主要用
於無線寬頻網際網路的連線。

1049 time sharing  
processing system

n. 分時處理系統

1050 Token　[ˋtokən]

n. 權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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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 token ring

n. 環狀符記（網路）

1052 tolerant　[ˋtɑlərənt]

adj.  容許的

	容錯是設計一個系統的重要考慮因素之

一。

1053 toolbar　[ˋtulbɑr]

n. 工具列

1054 tooltip　[ˋtulˏtɪp]

n. 工具提示

1055 topology　[toˋpɑlədʒɪ]

n. 網路拓樸；佈局；拓樸學

1056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n. 總持有成本

	簡稱：TCO。

1057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n. 全面品質管理

	簡稱為：TQM。

1058 touch point

n. 連結點；接觸點

1059 touch screen

n. 觸控式螢幕

1060 tower computer

n. 直立式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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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 TPS

n. 交易處理系統（英文簡稱）

	全文：transaction	processing	

system。

1062 TQM

n. 全面品質管理（英文簡稱）

	全文：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1063 track　[træk]

n. 磁軌

1064 trackball　[ˋtrækˏbɔl]

n. 軌跡球

1065 trackpad

n. 軌跡板

1066 trade secret

n. 商業機密

1067 transaction　
	 [trænˋzækʃən]

n. 交易；辦理

1068 transaction broker

n. 交易仲介商

1069 transaction cost

n. 交易成本

1070 transaction fee

n. （交易）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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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transaction fee  
revenue model

n. 手續費獲利模式

	簡稱：TFRM。

1072 transaction  
processing cycle

n. 交易處理週期

1073 transaction  
processing system

n. 交易處理系統

	簡稱：TPS

1074 transborder data flow

n. 跨境資訊流

	縮寫為：TDF，如果是 transnational	

data	flow 就是跨國資訊流。

1075 transfer data

n. 轉換資料

1076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n. 傳輸控制協定

	簡稱：TCP。

1077 transnational
	 [trænsˋnæʃənəl]

adj.  跨國的

1078 transnational  
strategy

n. 跨國策略

1079 Trojan horse

n. 木馬程式；特洛伊木馬病毒

1080 troubleshooting

n. 發現並修理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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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tunnel　[ˋtʌnḷ]

n. 地下道；隧道

1082 tunneling

n. 通道；開挖隧道；遂道工程；隧穿

1083 tunneling protocol

n. 通道協定

1084 tuple　[tʌpḷ]

n. 元組；數組；一列資料

1085 twin　[twɪn]

n. 或 adj.  或 v.  或雙胞胎中的一人； 
雙胞胎的；生雙胞；成對；
孿生

	twin可以當做名詞、形容詞、動詞（及

物與非及物）。

1086 twisted pair cable

n. 雙絞（纜）線

1087 twisted pair wires

n. 雙絞線（s）

1088 twisted wire

n. 絞線

1089 two-tier

n. 或 adj.  兩層式

1090 types of database

n. 資料庫的類型

	通常 types	of 都使用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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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types of information  
system

n. 資訊系統的種類

	通常 types	of 都使用複數。

1092 unauthorized use

n. 未經授權使用

1093 UNC

n. 統一命名協（規）定（英文簡稱）

	全文：universal	naming	convention。

1094 unified communication

n. 整合通訊

	整合不同的通訊服務或模式（例如，

語音通訊、資料通訊、即時通訊、視
訊會議、電子郵件），形成一體應用
的服務。

1095 unified threat  
management

n. 統一（整合）威脅管理

	簡稱：UTM。

1096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n. 一致性資源定位器

	簡稱：URL。

1097 uninterruptible

adj.  不中斷的；連續的

1098 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n. 不斷電系統

	簡稱：UPS。

1099 unit testing

n. 單元測試

1100 universal naming  
convention

n. 統一命名協（規）定

	簡稱：U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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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universal serial bus

n. 通用串列匯流排

	簡稱：USB。

1102 UNIX

n. 早期的一種多人多工電腦作業系統

1103 unshielded twisted  
pair cables

n. 無遮蔽式雙絞線（s）

	簡稱：UTP 或 UTP	cables。

1104 unstructured decision

n. 非結構化決策

1105 upload information

n. 上傳資料

1106 UPS

n. 不斷電系統（英文簡稱）

	全文：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1107 upstream data

n. 上流（游）的資料

1108 user interface

n. 使用者介面

	簡稱：UI。

1109 user interface design

n. 使用者介面設計

1110 user involvement

n. 使用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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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user resistance

n. 使用者抗拒

	resistance 是對抗、抗拒的意思。

1112 user service

n. 使用者服務

1113 user-designer

n. 使用者 - 設計師

1114 user-designer  
communications gap

n. 使用者與設計師的溝通差距（代溝）

	注意：溝通使用 communications。

1115 utilitarian　[ˏjutɪləˋtɛrɪən]

n. 功利主義者

1116 utilitarian principle

n. 功利主義原則

	utility	program 通常是屬於系統軟體

或是工具之一。

1117 utility program

n. 公用程式

	utility 通常是屬於系統軟體或是工具

之一。

1118 UTP

n. 無遮蔽式雙絞線（英文簡稱）

	全文：unshielded	twisted	pair	

cables或 unshielded	twisted	pair。

1119 value　[ˋvælju]

n. 數值

1120 value chain

n. 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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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value web

n. 價值網路（網站）

1122 vandalism　[ˋvændlɪzəm]

n. 破壞；故意破壞公物的行為

1123 vector font

n. 向量字體

1124 vector graphics

n. 向量圖；向量繪圖

1125 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n. 超大型積體電路

	簡稱：VLSI。

1126 video　[ˋvɪdɪˏo]

n. 視訊

1127 video camera

n. 視訊攝影機

1128 video capture card

n. 視訊捕捉卡

1129 video card

n. 視訊卡

1130 video compression

n. 視訊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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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video conference

n. 視訊會議

1132 video graphic card

n. 視訊影像卡

1133 video on demand

n. 隨選視訊系統

	簡稱：VOD。

1134 video RAM

n. 視訊記憶體

	簡稱：VRAM。

1135 virtual company

n. 虛擬公司

1136 virtual memory

n. 虛擬記憶體

	這是一種記憶體的管理技術之一。

1137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n. 虛擬私有網路

	縮寫為：VPN。架構在公眾的 Internet

裡面，應用 Internet 網路的規模經濟
和管理設施，提供一個安全、加密的
私人使用的網路應用技術。

1138 virtual reality

n. 虛擬實境

	縮寫為：VR。

1139 virtual reality  
modeling language

n. 虛擬實境模式語言

	簡稱：VRML。

1140 virtual reality system

n. 虛擬實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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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 virtualization

n. 虛擬化

1142 visual　[ˋvɪʒuəl]

adj.  視覺的；可視的

1143 visual programming

n. 視覺化程式（設計）

1144 VLSI

n. 超大型積體電路（英文簡稱）

	全文：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1145 voice over IP

n. 透過 IP 做語音傳輸

	簡稱：VoIP。

1146 volatility　[ˏvɑləˋtɪlətɪ]

n. 揮發性

1147 volume　[ˋvɑljəm]

n. 磁碟區（冊）

1148 VPN

n. 虛擬私有網路（英文簡稱）

	全名：virtual	private	network。

1149 VR

n. 模擬實境（縮寫）

	全名為：virtual	reality。

1150 VRML

n. 虛擬實境模式語言（英文簡稱）

	全名：virtual	reality	modeling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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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 walkthrough

n. 詳查；演練；遊戲攻略

1152 war driving

n. 駕駛攻擊；沿街掃描；戰爭驅動

1153 web browser

n. 網頁瀏覽器

	網頁：web。

1154 web bug

n. 網頁（站）臭蟲

1155 web hosting

n. 提供網頁（站）服務空間

1156 web mining

n. 網頁（站）探勘；網頁（站）挖掘

1157 web page

n. 網頁

1158 web server

n. 網頁（站）伺服器

1159 web service

n. 網頁（站）服務

1160 web site

n.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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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 web surfing

n. 網頁漫遊

1162 web-based e-mail

n. 基於網頁的電子郵件

	注意：based 前面使用連接號，同時，

e-mail 間也使用連接號。

1163 web-based training

n. 基於網路的輔助訓練

	簡稱：WBT。注意：based 前面使用連

接號。

1164 what-if analysis

n. 因果分析；假設分析

	注意 what-if 中間使用連接號。

1165 wide area network

n. 廣域網路

	簡稱：WAN。

1166 widgets　[ˋwɪdʒɪts]

n. 專用介面工具集（s）

	一種增添功能的小軟體。

1167 widow　[ˋwɪdo]

n. 段落遺留末行

	用在 Office 軟體版面控制的功能，請

與 orphan（某段落頂端或首行）比較。

1168 wildcard　 [ˋwaɪldkɑrd]

n. 通用字元

1169 wired equivalent  
privacy

n. 有線等效加密（協定）

	簡稱為：WEP。表示與用接線（wired）一樣
（equivalent）的加密隱私效果。注意，privacy
是隱私的意思，而piracy是竊盜、侵犯的意思。
兩者請勿混淆。

1170 wireless  
communication

n. 無線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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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n. 無線區域網路

	簡稱：WLAN。

1172 wireless sensor

n. 無線感測器

1173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n. 無線感測器網路

	簡稱：WSN。

1174 WLAN

n. 無線區域網路（英文簡稱）

	全文：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1175 word processing  
program

n. 文書處理程式

1176 word processing  
software

n. 文字（書）處理軟體

	有時簡稱：WPS。

1177 workflow  
management

n. 工作流程管理

1178 workstation　
	 [ˋwɝkˏsteʃən]

n. 工作站

1179 workstation computer

n. 工作站電腦

1180 world wide web

n. 全球資訊網

	簡稱：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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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 write head 

n. 寫入頭

	通常是指磁碟機內的讀寫頭。

1182 write-protected 

adj.  寫入（受）保護的

	請注意，protected 使用連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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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GLAD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格萊得 ) 全球學習與測

評發展中心，總公司在美國有第二個矽谷之稱的加州 Irvine ( 爾灣市 )，公司離美國著

名加州大學爾灣校區 UCI 不遠。

GLAD 為全球計算機行業協會 CompTIA 的成員之一，是由一群對創新教學與測

評研究發展有經驗、有興趣的專家所組成。

GLAD 的成立使命之一，是為全球各國提供具有創新與價值的學習培訓或測評項

目。這些項目是經過各國主題專家 SME (subject matter expert) 的推薦、指導與審慎

評估，以自行研發或是技術合作方式，所推展出來的項目。

About GLAD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

GLAD Head Quarter is located in Irvine city, CA.  Irvine is called second 

silicon valley in U.S.A..  GALD is not far from UC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a famous university in U.S.A..

GLAD is formed by some people who has innovative ideas in i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 GLAD is a member of CompTIA - an association of 

computer industries.

One of the missions of GLAD is to provide innovative and valuable items in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to the countries in world wide.  Each item is recommended, 

evaluated and verified by SME (subject matter expert) from worldwide throug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GLAD and/or cooperation with third party.

附錄一　關於 GLAD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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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PVQC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認證介紹

附 -3

壹、關於專業英文詞彙能力  
　　( Professional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

英語是國際化的語言，也是各行業工作人員邁向國際化的基本專業核心能力之一。 
大部分行業的專業領域用字詞，大約在 500 至 2,000 的字詞集 (key words) 之間。熟悉

這些專業字詞集的意義、發音、能唸出來、能拼寫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spelling, RLSS，參見圖 1~2)，形成一部分生活習慣式、直覺反應式的專業應用工具，

輕鬆駕馭這些字詞，能幫助您在專業領域學習、溝通得更容易。

圖 1　VQC 與 PVQC 的 RLSS 基本觀念 

附錄二　PVQC（Professional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
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認證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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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

圖 2　英文字詞的學習 ( 練習 ) 或測驗方式類型 
(Learning and Testing Styles)

專業英文字詞彙能力是由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禮聘各專業領域的專

家共同指導研發而成。針對各個專業領域，在專業工作上的溝通、閱讀問題，最關鍵的、

經常使用的專業字詞做整理，結合技職教育學習理論與現代化雲端網路及資訊科技，提

供給各專業領域的專業人員、大學研究生或技職院校師生，作為縮短學用落差、提升學

習與檢視個人專業英語能力的有效工具 ( 參見圖 3~4)。

圖 3　專業英文詞彙 PVQC 能有效建立應用語文核心能力，縮短學用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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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5

圖 4　PVQC 提供完整有效學習與測評體系，縮短學用落差 ( 教、訓、考、用 )

貳、關於 ICT 資訊 ( 計算機與網路通訊 ) 專業英文詞彙能力

(Professional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 in ICT )

「ICT 資訊與網路通訊科技專業英文詞彙」與「EE 電機電子專業英文詞彙」的範

圍涵蓋資訊、計算機類、網路通訊、資料庫、電子、電路控制、電工機械、網路安全等

專業領域，該能力認證分為專業級 (Specialist) 與專家級 (Expert)，請參見圖 5 之架構

說明。

圖 5　PVQC 計算機專業英文詞彙能力的培訓與認證等級架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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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6

��參、關於專業英文詞彙能力測驗方式

「ICT( 資訊與網路通訊科技 ) 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認證」分為六項測驗類型，

每項測驗於每次檢定時，由系統亂數產生 100 道題目，總題數為 600 題。各類型測驗

的可用時間，如表 1 所示，總計 70 分鐘（第一項測驗略過，則為 50 分鐘）。

表 1　測驗類型與時間說明

　 類型 題目數 考試時間 及格分數 

測驗一 看中文，拼寫 ( 打 ) 英文 100 20 分鐘 40【註 2】

測驗二 看英文，選中文 100 10 分鐘 70【註 1】

測驗三 聽英文，選中文 100 10 分鐘 70【註 1】

測驗四 聽英文，選英文 100 10 分鐘 70【註 1】

測驗五 看中文，選發音 100 10 分鐘 70【註 1】

測驗六 看英文，選發音 100 10 分鐘 70【註 1】

【註】1. 必考項目：測驗二到測驗六各項成績必須皆達到 70（含）分以上，才能申請合格能
力證書。

2. 額外加考項目，通過可取得 Spelling 能力證明：通過測驗二到測驗六，選擇加考測
驗一且達 40 分（含）以上者，將於合格能力證書額外註明 Spelling。

3. 關於 PVQC 國際證書所呈現的層級 (Tier) 與考試成績的對應關係如下表 2、3 所示：

表 2　關於測驗二 - 六的及格分數與 Tier 層級 (1-5)

及格分數 層級 總分範圍 

各項測驗皆達 70
分以上 ( 總分達
350 分 )

Tier Five 470-500 

Tier Four 440-469 

Tier Three 410-439

Tier Two 380-409

Tier One 350-379

表 3　關於測驗一的及格分數與 Tier 層級 (1-5)

及格分數 層級 總分範圍 

40 分 ( 含 ) 以上

Tier Five 80-100

Tier Four 70-79

Tier Three 60-69

Tier Two 50-59

Tier One 40-49

PVQC 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證書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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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您在操作軟體前，先確認是否已完成申請帳號密碼流程：

1. 訂購並填寫完申請單後，可洽轄區業務或 Email（PVQC@jyic.net）。

2. 原廠將提供使用者專屬帳號、密碼。

本操作說明非常重要，強烈建議您在開始使用前，務必仔細閱讀，充份瞭解將讓

您使用起來更加得心應手；相反地，不夠熟悉，將影響使用時的順暢度與效率。

本系統的功用：每天 20 ～ 30 分鐘，幫助您快速記憶英文詞彙。老師亦可隨時上

網在「後台」查看學生的學習歷程，督導與輔助。

壹、如何下載軟體

從下列網址連結載點：勁園國際學院 http://www.jyic.net/ →專業英文詞彙學評系

統→軟體下載，下載所購買的類科名稱／級別版本。

【註】1. 請務必正確下載您需要的版本，若弄錯版本，將無法進入軟體使用。

2. 如果拿到的是壓縮檔案 *.rar，請先解壓縮。

貳、如何安裝／啟動軟體

1. 以「計算機」的 Speclalist 為例，將下載的壓縮檔案按滑鼠右鍵，執行「解壓縮到

PVQC ICT Specialist 計算機專業級學評系統」，完成後會產生前列名稱的資料夾，

內含本系統所有檔案。打開本系統所在資料夾後，點選（兩次）啟動本系統的主程式

（login.exe）就可以進入系統內。

【註】1. 您必須有被授權的帳號、密碼，在可上網的情況下登入，才能使用本系統。
2. 註冊畫面，如圖 6 所示。

附錄三　PVQC 專業英文詞彙學評系統操作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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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欄位以 10 碼英數字元為限，格式為：
學校英文代碼 2 碼＋學生學號後 8 碼，
（例如：KY99562000）一般社會人士則
為手機號碼或市話（含 2 碼區號，例如：

09××××××××或 02××××××××）。

學校欄位中英文字元皆
可，建議格式至少為：
學校名稱＋科系＋班級
代號（例如：×× 科大
×× 系 ××× 班）。

老師或上司欄位請向相
關服務人員詢問確認，
再從�下拉清單中選擇。

Email 欄位為未來登入系統的
驗證帳號依據，請填入正確且
常用的 Email 以免遺忘。

以上欄位輸入完畢，請按「註冊」，
系統將列示您填寫的所有資料，再次
檢核無誤後，按「確認」完成註冊。

圖 6　註冊畫面

2. 使用前請一定要先確認電腦的日期、時間都正確，且日期的格式一定要「西元年／月

／日」格式，不可以有「星期 ×」的格式。

3. 有關日期格式的檢查與改變，請從「開始」→「控制台」進入「日期、時間、語言和

區域選項」，點選「變更數字、日期、和時間的格式」工作項目，按「自訂」，選擇

「日期」頁籤後，將「簡短日期」樣式設定為「yyyy/M/d」，將「日期分隔符號」

設定為「/」，完成後按下「確定」。

參、電腦環境

1. PVQC 專業英文詞彙學評系統，可在中文 Win XP、Vista、Win7 的作業系統環境下

使用。注意：無法在非微軟的作業環境下使用。

2. 要在有網路的環境下才能使用。建議在有線網路的地方使用，若在無線網路的環境，

使用如：3G 上網或 WiFi 等無線網路上網方式，資料傳輸有異常的可能。在無法穩

定上網的地方使用，會造成無法登入的情形。

3. 滑鼠、耳機（優先建議，考場以此設備為準，能否自備需視考場規定）或喇叭、鍵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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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登入流程

1. 預設軟體登入的帳號

滑鼠點一下，即可修改登入 Email 預設值。

尚無帳號的用戶，
請按此連結至後台
系統註冊帳號（如
圖 6 所示畫面），
再申請授權。

圖 7　修改登入 Email 預設值

【註】1. 每次進入學評系統時，請在 Email 帳號及密碼的地方輸入您的 Email 及密碼，然後用滑鼠按
「登入」，等伺服器確定一切正常後，會自動進入下一個畫面。

2. 設定自己 Email 的方法：用滑鼠按下「Email 帳號：」，將在 Windows 記事本開啟一個文字 
檔。請注意您的 Email 修改在「]」左邊，「]」符號及其右側網址必須保持不變，否則軟體
無法正確工作。正確取代 Email 後儲存，後續使用本軟體時，只需要輸入您的密碼即可。

2. 每次進入學評系統的時候，請在 Email 帳號及密碼的地方輸入正確的 Email 及密碼，

按「登入」進入開始使用。

按「登入」進入開始使用。

輸入正確的 Email 及密
碼。

1

2

圖 8　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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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入學評系統畫面後，第一次使用必須「初始化」，若沒「初始化」而去點按其它地

方，系統會立刻自動結束，後續將無法進入系統，屆時須與原廠聯絡修改設定狀態 
後，才能重新進入系統。

圖 9　第一次使用需初始化

伍、使用特色說明

智慧型學習記憶法說明

1. 採用兩階段學習法

 第一階段強調大量詞彙接觸、刺激記憶的詞彙量。

 第二階段加入拼寫訓練詞彙，同時訓練聽詞彙、唸詞彙、認識詞彙意義，反覆加強

對詞彙的印象。

2. 第一階段學習之後，對於你已熟悉或較簡單的字，讓它少出現在第二階段「智慧型學

習」裡複習，省時間。而你不熟悉或較生難的字，讓它常出現在「智慧型學習」裡複

習，訓練數次之後變成熟悉，有效率。

3. 特色：使用電腦取代人工作業，100% 量身訂做內容、學習超快速（節省時間）、簡

單（不需要強記）、容易達成目標（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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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階段訓練重點

第一階段建議： 
每天練習 - 今日進度的新詞彙（可另加超前多學新詞彙）

1 設定要學習的字數，建議 20~30 個字，然後按下「開始學習」。

1 2

3

圖 10　第一階段主選單畫面

【註】1. 「今日進度」與「超前多學」皆為新的、未用本系統學習過的詞彙。
2. 「智慧型學習」為系統自動安排複習的詞彙。
新詞彙與「智慧型學習」複習詞彙可自行安排學習的詞彙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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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先選擇「聽音速讀」後，針對每個詞彙進行聽讀的訓練。每個詞彙請聽完發音 2 次

以上，聽讀完成後再按下一詞彙，直到完成全部的「今日進度」學習詞彙，練習完成

後，請選擇「開始測驗」。

1

部份題目內容較長，無法完整
呈現時，可按左側圖示縮小題
目字體。按右側圖示則可還原
放大字體。

2

全部完成，請選擇「開始測驗」。
3

圖 11　第一階段練習畫面

PB329_附錄.indd   12 2013/11/4   08:56:55



附錄三
PVQC專業英文詞彙學評系統操作流程說��明

附-13

3. 將測驗一取消不做（按測驗一的圖示讓打勾圖示消失），只做測驗二～測驗四強調聽

詞彙、唸詞彙、認識詞彙的意義。

打勾符號代表已選定
的測驗類型。

圖 12　第一階段測驗類型選擇畫面

【註】參加正式檢定時，至少需同時選取「測驗二～六」等五項。

4. 測驗完後成績會自動上傳，即完成（第一階段）今日練習。

補充說明：

1. 測驗完後，可使用「詳細答案」或「快捷答案」查看今日測驗的全部題目，或作答錯

誤的題目。

圖 13(a)　第一階段測驗成績畫面－總成績

【註】 參加正式檢定時，本畫面成績需等待監考人員登記（及拍照存證）完畢，確認查核無誤，
才能關閉並返回主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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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跳到下一項
測驗類型。

可切換要查看「做錯題
目」或「全部題目」。 切換上一題 / 下一題查

看實際作答情形與正確
答案。

返回查詢作答記錄的
測驗類型選單畫面。

圖 13(b)　第一階段測驗成績畫面－「詳細答案」，可查詢詳細作答記錄

圖 13(c)　第一階段測驗成績畫面－「快捷答案」，可查詢簡易作答記錄

2. 當購買版本之新詞彙已經全部完成學習（系統會在執行「今日進度」或「超前多學」

時，出現「新詞彙已都學習完」訊息視窗），此時即可開始在「智慧型學習」選項裡

進行第二階段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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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建議： 
每天進行量身訂做的複習規劃（「智慧型學習」選項內的詞彙）

1. 選擇「智慧型學習」選項裡的預設字數或全部練習後，按「開始」進入練習區（例：

目前有 38 個詞彙累積在複習總數中，可選擇 38 以內的數量或全部字數複習）。

可在此區按下下鈕，或按

鍵 盤 上 的
（退位鍵）刪除數字，再
輸入本次想複習字數。

按此處代表複習全部字數。

代表可複習字數的上限。

圖 14　第二階段主選單畫面

【註】「智慧型學習」複習字數內容由系統針對個人程度與詞彙屬性反覆安排學習內容。
1. 字母數長、特殊名詞：安排在比較短的時間內複習。
2. 字母數短：安排在比較長的時間內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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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練習時，請先採用拼打的方式將每個詞彙拼打 2 ～ 3 次後，再進入「開始測驗」。

1

全部完成後，請選擇「開始測驗」。
2

按此耳機圖示（或按快速鍵 可以
聽到本題英文詞彙的發音。

可按鈕調整每個字詞
反覆練習的次數。

圖 15　第二階段練習畫面

3. 請選擇進行測驗一～測驗六的測驗方式（測驗五、測驗六可自行決定練習與否）。

圖 16　第二階段測驗類型選擇畫面

4. 測驗完後成績會自動上傳，即完成（第二階段）今日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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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重點提示：

1. 第一次使用系統，請務必一定要「初始化」，以免系統設定有問題。

2. 「今日進度」為每日設定的詞彙數，測驗完後系統會自動上傳成績。

3. 「備份學評紀錄」為手動存檔模式，如有經常性存檔不穩定的情形可使用。但由

於本系統會自動上傳成績，故一般而言在網路穩定的狀態下，無需再點選本功能 
（除以本功能手動備份學習紀錄外，建議應定期將本系統資料夾（含所有檔案）完整

複製備份至隨身碟或其它硬碟資料夾，以免因故造成檔案毀損而必須從頭學習）。

4. 請採取「兩階段訓練法則」學習模式，則可落實本系統之最大特色與學習效能。

陸、重點摘要

1. 請先確認軟體已安裝好。

2. 使用已開通的 Email 及密碼登入。

3. 無法使用時：請寄 Email（PVQC@jyic.net）或打電話確認開通授權。

4. 執行軟體，登入後，第一次使用請先立刻初始化。

5. 開始使用，每天 20 ～ 30 分鐘，持之以恆。

6. 從軟體的「離開本學評系統」處，正常地離開系統。若沒正常離開，下次就會無法登

入。屆時請與原廠聯繫解決無法登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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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正式報考檢定前之貼心叮嚀

1. 正式檢定時，測驗系統會依照您選定的測驗類型，逐項啟動供應試者操作。每項測驗

會在「時間到」或者做完 100 道試題時，出現提示畫面並結束該項測驗，在您快速

檢視完單項成績後，即可接續下一項測驗。

輸入完成後按 鍵。

可調整輸入答案時，系統發出的提示音
效，也包括「無聲音」。

本項測驗剩餘時間（分：秒）。

要先看清題目，請注意此提示字元數
是含中間的空白字元。

1 為確認題目（詞彙）需求，建議
「測驗一」：先聽發音再作答。

3

4

2

圖 17　測驗畫面

按此耳機圖示（或按快速鍵 ）可以
聽到本題英文詞彙的發音。

結束所有測驗
或練習狀態，
不計算成績。

部份題目內容較長，
無法完整呈現時，可
按左側圖示縮小題目
字體，按右側圖示則
可還原放大字體。

游標在選項上按一下，字變色表示您想
選該項為答案。

停止目前的測驗類型，
繼續下一個已選定的測
驗類型。

目前答題的狀況（本測驗
類型對錯題數累計）。

【註】1. 按鈕裡或圖示旁顯示的 [ ] 中間數字，為執行該功能的快速數字鍵。例如，耳機發音為

8 ，停止測驗為 0 ，可取代滑鼠操作方式。
2. 系統未自動播放英文詞彙發音（例如，測驗一、二），或已自動播放一次時（例如，測
驗三、四），可自行點選耳機圖示反覆播放聽取題目的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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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測驗時間到，或完成 100道題目時，會出現單項測驗成績單，此畫面請勿逗留過久，

應儘速按「下一測驗」鈕進入下一項測驗類型，以免縮短測驗總時間。若未完成所有

題目且時間未到即提早按「停止測驗」鈕結束測驗，雖然仍會顯示單項成績，但僅記

錄做錯的題數，最後總成績則以零分列計。

必須回答 100 題，
或該項測驗時間到，
系統才會正式計分。

總計最長可用測驗時間，各項測驗的

可作答時間還是不變。

按「下一測驗」鈕儘速進入下一
項類型測驗。

3

按「停止測驗」鈕
提早交卷且未完成
規定的 100 道題數。

2

1

圖 18　單項成績畫面

3. 測驗五、六的選項發音會自動依序播放，如果聽不清楚，只要將游標移至耳機圖示 
上，即可重聽一次該選項發音。作答時，請在選項按一下滑鼠（或按鍵盤 1 ～ 4 ）選

取正確答案。

依題目中文詞彙要求，一面聽一面

選。可用滑鼠點選，也可按鍵盤
～ 選取正確答案（聽不清楚時，
將游標移至選項旁耳機圖示上，即
可重新播放該選項發音）。

圖 19　使用耳機圖示重複播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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