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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機讀編目格式書目資料登錄欄，相關題名段為下列那一段？ 

2XX 段 5XX 段 6XX 段 8XX 段 

2 《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中，何者不需著錄資料特殊細節項？ 

 電子資源 連續性資源 地圖資料 電影及錄影資料 

3 下列那一種機讀格式類型是國內圖書館最普遍採用的？ 

 分類資料機讀格式 館藏資料機讀格式 權威資料機讀格式 書目資料機讀格式 

4 《中國機讀編目格式》採用國家代碼，臺灣的國家代碼為何？ 

CW TW CN TA 

5 IFLA 的 FRBR 作品模式談到四層次，其中的內容版本（Expression）層次之意義為何？ 

作品呈現方式會記錄在不同的媒體 

作品記錄的媒體由好幾個部分組成 

作品會有不同的呈現方式，如原作、改寫、改編、翻譯等 

作品包含目次、章節正文、表格等 

6 都柏林核心集（Dublin Core），那些欄位主要在提供主題檢索？ 

Source、Rights Title、Language Description、Subject Type、Format 

7 我國機讀編目格式除了參考 MARC 21，另外也受到下列何種機讀編目格式的影響？ 

UNIMARC CANMARC THAIMARC YU-MARK 

8 數位圖書館支援分散檢索協定主要是 OAI-PMH，該協定支援 Dublin Core 詮釋資料格式，並且必須配合何

種形式語言？ 

MARC EAD XML HTML 

9 請問 CMARC 中索書號填在那一段？ 

代碼資料段 著錄段 著者及輔助檢索段 各館使用段 

10 下列有關權威紀錄編製的敘述，那一項有誤？ 

是編目工作的加強  和檢索的效率無關  

是編目過程的一個步驟  依系統的不同可選用中國或美國權威機讀格式 

11 下列那一個書目中心最早成立？ 

NBINet OCLC RLIN W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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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圖書館的目錄中，將讀者從一個選用的標目，指引到另一選用的標目，稱之為什麼款目？ 

見款目 參見款目 說明參照款目 以上皆是 

13 依據《中國機讀權威紀錄格式》，權威紀錄之反參見標目段之欄號應著錄於何段？ 

1XX 段 2XX 段 4XX 段 5XX 段 

14 下列何者不是 NBINet 所提供之主要功能？ 

列印卡片目錄 線上聯合目錄查詢 提供書目紀錄轉錄 Z39.50 跨系統查詢 

15 NBINet 合作編目要點中，規定書目資料除採用中國機讀編目格式外，另採用何種機讀編目格式為基礎？ 

DC UNIMARC USMARC（MARC 21） CANMARC 

16 國內圖書館若要成為 NBINet 之合作館，則下列那一項條件有誤？ 

接受個人名義參加  需與國家圖書館簽訂合作協議書  

需經合作館館長會議同意 願意派員參加合作編目會議 

17 OCLC 的主題詞彙的多面性應用（FAST）實驗計畫，其詞彙多面性的涵蓋範圍中，不包括下列何者在內？ 

時間（Period） 註釋（Note） 地理（Geographic） 論題（Topical） 

18 「分離（加工）」，此種索引典的詞義控制的方式是： 

範圍注釋（Scope Note） 定義（Definition）  

限定語（Qualifier） 沿革（History） 

19 機讀編目格式的欄位中，何者是指內容長度不一之欄位，如 200 段之題名與著者敘述項？ 

定長欄 必備欄 變長欄 非必備欄 

20 下列那一個選項，同屬後組合式的字順主題法？ 

索引典及標題法 索引典及關鍵詞法 單元詞法及標題法 標題法及關鍵詞法 

21 下列何者是索引典內容未包括的設計？ 

分類號 範圍註 複分 相關詞 

22 四部分類法為誰所創？ 

王儉 鄭默、荀勖 阮孝緒 許善心 

23 請問在《中國圖書分類法》中，類號 500 是什麼類？ 

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 應用科學 哲學 

24 在《中國圖書分類法》中，工程學總論為 440.01-440.09，下列何者為工程學期刊的正確類號？ 

440 440.5 440.05 440.005 

25 依據《中國圖書分類法》，各大專校院出版之人文社會學刊、學報，宜入下列何類？ 

語言文學類 社會科學類 社會學類 總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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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根據杜威十進分類法，經濟學的類號為 330，今有 Varoufakis 教授著《Foundations of economics》一書，1998

年出版，則下列各組書碼中，何者最合用？ 

330/Fou 330/V434 330/1998 330/98 

27 依據首尾五筆著者號碼法，「中國圖書館學會」的著者號為： 

655 8655 4712 8656 

28 對於《中國圖書分類法》之複分表的使用，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總論複分表僅適用於總類之複分 

主表類目中已含總論複分之意義者，仍需進行相對應之總論複分，如：228 佛教史，仍需再依總論複分 09，

因此佛教史應為 228.09 

主類表中註明「依時代表複分者」，均以時代表中之號碼加以複分 

使用中國作家時代區分表時，是以作家生年為時代區分之標準 

29 下列何者為「國際標準書號」的英文簡稱？ 

ISSN ISBN ISBD ISO 

30 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的 91 條編目規則（91 rules）是何人所編訂的？ 

克特（Charles Cutter）  朱艾特（Charles Coffin Jewett）  

潘尼茲（Sir Anthony Panizzi） 阮甘那桑（S. R. Ranganathan） 

31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二著錄層次又稱為什麼？ 

簡略著錄 詳細著錄 完整著錄 標準著錄 

32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期刊的主要著錄來源是： 

任何一期的書名頁 任何一期的封面 首期的書名頁 首期的封面 

33 《中國圖書分類法》中，分類表為了節省篇幅，對於複分方式相同的類號，採用何種方式以指引分類員模

仿某相似類目進行細分？ 

複分註 仿分註 參照註 範例註 

34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下列何者並非為文學作品劃一題名標目可包含的細目？ 

著者 語文 選輯 單元題名 

35 《中國編目規則》中規定資料應描述著錄的項目未包括下列那一項？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版本項 歷史沿革項 稽核項 

36 下列何者為著錄電子資源之「稽核項」時可包括的內容？ 

系統需求 擷取模式及網址 使用語言及符號 盛裝物的高廣尺寸 

37 當一本圖書的高度為 19.4 公分，廣度為 16.6 公分時，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的規定，應如何著錄其高廣尺

寸？ 

19.4 公分 20 公分 19.4×16.6 公分 20×17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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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下列何者並非《中國編目規則》中地圖資料之「製圖細節項」所需記載的項目？ 

比例尺 投影法 地圖尺寸 晝夜平分點 

39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主要著錄來源載有與正題名意義相同但不同語文之題名，其名稱為何？ 

並列題名 副題名 卷端題名 逐頁題名 

40 某一作者有兩個名號，其人名標目首要的選擇是： 

選擇著稱者 個人作品中最常用者 文獻中常用者 個人最近使用者 

41 圖書分類法的相關索引（relative index）最早由誰引用？ 

克特（Charles Cutter）  杜威（Melvil Dewey）  

賴永祥  阮甘那桑（S. R. Ranganathan） 

42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外國地名相同時，下列著錄何者錯誤？ 

冠較大地區以資區別 加註原名 原名記於中文譯名之後 加註創立年代 

43 關於機讀編目格式，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 

開始於 1960 年代，各國皆採用相同的機讀格式 是編目自動化的基礎  

全稱為 MAchine-Readable Cataloging Format 簡稱 MARC 

44 下列那一位目錄學家曾於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服務，且最早提出以鉛版印製聯合目錄？ 

魯比茲基（Seymour Lubetzky） 克特（Charles Cutter）  

朱艾特（Charles Coffin Jewett） 潘尼茲（Sir Anthony Panizzi） 

45 一般而言，自動化系統編目模組包含下列那些檔案？①讀者檔 ②書目檔 ③館藏檔 ④權威檔 ⑤經費檔 

①②③ ②③④ ②③④⑤ ①②③④⑤ 

46 下列何者可以提供圖書館館藏是否外借的訊息？ 

圖書館目錄 主題書目 期刊索引 全文資料庫 

47 根據大部分有關檢索途徑方面的研究顯示，下列何者是線上使用者最常遭遇的困難？ 

著者查詢 題名查詢 標題查詢 關鍵字查詢 

48 自古迄今圖書館目錄的形式經過多次演變，下列何者是最早的目錄形式？ 

縮影式 書本式 機讀式 卡片式 

49 編目模組應具備的功能有那些？①方便的操作介面 ②穩定的資料儲存及處理能力 ③正確的索引製作 

④書商評估 ⑤與 ISO2709 格式轉出及轉入的功能 

①④⑤ ①③④ ②③④⑤ ①②③⑤ 

50 依圖書分類的規則，一般而言，下列順序何者為宜？ 

內容、體裁、地區、時代 內容、體裁、時代、地區 

內容、地區、時代、體裁 內容、時代、地區、體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