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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崇文院是中國那一朝代最主要的書藏所在？ 
漢 隋 唐 宋 

2 清代典藏四庫全書藏書閣的建築設計，大都參考自那座私人藏書樓的建築格局？ 
天一閣 海源閣 八千卷樓 鐵琴銅劍樓 

3 有關圖書館建築規劃與設計之概念，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規劃與設計過程中，應讓相關人員充分合作 設計能尊重並融入社區特色 
空間規劃應以館員需求為主 應是以人為本的健康建築為導向 

4 下列何者是清代晚期中國四大私家藏書樓？ 
文淵閣 海源閣 崇文院 弘文館 

5 現今仍存的中國最早私家藏書目錄為何？ 
隋代許善心的七林  唐代吳競的西齋書目 
南宋晁公武的郡齋讀書志 明代錢謙益的絳雲樓書目 

6 下列何人是美國公共圖書館發展的先驅並首創付費式圖書館（subscription library）？ 
班傑明．富蘭克林（Benjamin Franklin） 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梅爾．杜威（Melvil Dewey） 安德魯．卡內基（Andrew Carnegie） 

7 古埃及人最主要的書寫媒體是什麼？ 
臘版 羊皮 紙草 泥版 

8 若將書籍的歷史分為四個時期來看，第一個印刷版的書籍是出現於以下那個時期？ 
第七世紀到十二世紀  第十三世紀到十四世紀 
第十五世紀到十六世紀  第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 

9 有關專門圖書館的特性，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以特定人士為主要服務對象 蒐集特定類型圖書資訊 
提供專門性資訊服務  均為獨立設置的社會教育機構 

10 我國國家圖書館的前身為何？ 
南京圖書館  國立北平圖書館 
國立中央圖書館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 

11 根據學者研究，愈貧窮、教育程度愈低，對資訊科技的使用機會愈低，而愈少機會使用資訊科技，就愈可能

失去獲取財富的機會。上述現象可稱為： 
資訊焦慮 數位落差 資訊超載 數位機會 

12 寄存圖書館（depository library）的主要功能是： 
保存機構檔案  為社區提供圖書巡迴車服務 
蒐藏政府出版品並提供民眾利用 暫時存放圖書館不常使用的書籍 

13 代表我國進行出版品國際交換的單位為： 
教育部 文化部 國家發展委員會 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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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下列何種業務不屬於圖書館讀者服務之範疇？ 
採編 閱覽 流通 參考 

15 以下何者促進我國國家圖書館妥善典藏全國出版品並據以編製國家書目？ 
合作編目制度 法定送存制度 出版品檢查制度 寄存圖書館制度 

16 在高齡社會中，圖書館主要扮演下列何種角色？ 
醫療安養及社會參與  經濟安全及居住安養 
社會參與及教育休閒  教育休閒及醫療安養 

17 規範我國書刊資料發行時，須送存國家圖書館一份的現行法規為何？ 
出版法 圖書館法 著作權法 政府採購法 

18 依據「大學圖書館設立及營運基準」，具備下列何項條件者是為專業人員？ 
經圖書館各級主管機關核准或委託之圖書館、圖書館專業團體辦理之圖書資訊學科目三百二十小時以上者 
曾修習大學校院開設之圖書資訊學科目（含推廣教育學分班）十八學分者 
國內外大學以上畢業，並有圖書館專門學科論著經公開出版，或二年圖書館專業工作經驗者 
經圖書館各級主管機關核准或委託之圖書館、圖書館專業團體辦理之圖書資訊學科目三百小時者 

19 圖書館購書經費管理的主要目的，下列說明何者錯誤？ 
配合館藏發展目標  限制及規範經費使用 
協調及平衡經費運用  建立經費分配的權威 

20 下列那一類型資料適合圖書館以長期訂購方式徵集？ 
年鑑 視聽資料 電子書 學位論文 

21 圖書館可運用企業識別系統（CIS）建立形象，其主要內涵包括下列那些？①理念識別（MI） ②行為識別

（BI） ③視覺識別（VI） ④價格識別（PI）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22 下列那一項不是圖書館採購資料時主要考量的目標？ 
迅速取得需要採購之資料 訂定具有效益的工作流程 
以圖書館工作方便為原則 確保採購資料的正確性 

23 「大學圖書館設立及營運基準」有關圖書館書刊資料費及業務費應占全校年度總預算之比例為何？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依學校規模 未明確規範 

24 依據「公共圖書館設立及營運基準」，公立公共圖書館依人口總數配置適當之人力，其中直轄市立圖書館的

計算基準是： 
每人口總數三千人，置專任人員一人 每人口總數四千人，置專任人員一人 
每人口總數五千人，置專任人員一人 每人口總數六千人，置專任人員一人 

25 依據「國民中學圖書館設立及營運基準」的規定，國民中學圖書館其閱覽座位規劃以能容納多少人以上為原

則？ 
一百人 九十人 八十人 七十人 

26 國際學生能力評量計畫 PISA（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是那個單位籌劃的？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美國圖書館協會 ALA（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國際圖書館協會聯盟 IFLA（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聯合國 UN（United Nations） 

27 利用學術文獻的註釋或參考書目進行追蹤查檢，目的在找出更多相關文獻，這是那種資訊檢索策略？ 
滾雪球法 分區組合檢索法 文獻分析法 疊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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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下列何者不屬於「模糊查詢」（fuzzy search）之特性？ 
具有容錯能力  能夠檢索近似字串 
檢索結果相當精確  檢索結果可依相關程度排序 

29 「名人錄」（who’s who）主要提供人物的那一類資料？ 
出生年、學經歷等基本資料 成名經過或奮鬥歷程 
特立獨行或有爭議的言論 報章上的相關報導 

30 Grolier Online 屬於下列那一種資源或服務？ 
部落格 網路書店 瀏覽軟體 線上百科全書 

31 「說文解字」是那一類型的參考工具書？ 
類書 政書 字典 年鑑 

32 關於資訊偶遇行為（information encountering）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資訊偶遇通常發生在使用者尋找某一特定主題資訊時 
在網路上搜尋資訊且成功解決資訊需求均可歸類為資訊偶遇 
資訊偶遇僅會發生於例行性資訊搜尋活動時 
成功的資訊偶遇經驗對其後的資訊搜尋並無任何正面的促進作用 

33 參考服務除應建置適當館藏外，亦應適度淘汰，下列何種汰舊方式不宜？ 
將失去使用價值的工具書從館藏中淘汰 
將使用價值低的工具書退回書庫 
年鑑資料提供最新動態或資料，為免混淆讀者，前一年的年鑑應汰舊 
常用的字辭典應予以保留 

34 未經傳統出版方式出版，或是沒有經過商業出版銷售途徑的文獻稱為： 
灰色文獻 綠色文獻 白色文獻 紅色文獻 

35 下列那一項敘述符合我國圖書館員專業倫理守則之中立原則？ 
館員為維護讀者資訊權益，應抗拒來自政府及宗教不當檢查與干涉 
館員提供服務應不分性別、年齡、膚色等因素而有服務差別待遇 
館員應抱持熱忱態度，積極主動為讀者服務及提供各種創新服務 
館員應以公正態度蒐集圖書資訊及不偏不倚的執行館藏發展計畫 

36 「網路色情充斥，影響青少年身心發展」，是屬於下列何者關心的議題？ 
資訊倫理 資訊超載 資訊焦慮 資訊需求 

37 《圖書館員核心能力文件》（Core Competences of Librarianship）是圖書館事業的人力資源發展圭臬。該文

件是由那一個學會所訂定？ 
美國研究圖書館學會（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教育學會（Associ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38 Mason 所提出之 PAPA 資訊倫理模式，PAPA 所指為何？ 
 Privacy, Adequacy, Property, Access  Politics, Accuracy, Property, Access 
 Privacy, Accuracy, Property, Access  Privacy, Accuracy, Process, Assess 

39 下列那一項資料採購處理步驟最能確保採購資料的正確性？ 
書目查證  指定適當的書商 
處理推薦清單  產生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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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下列有關「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之敘述何者正確？ 
前身是中華圖書館協會 
我國最早成立的圖書館專業學會 
增進圖書資訊學教育之國際合作為主要任務之一 
英文全稱為 Chinese Societ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Education 

41 FrontPage、Dreamweaver 等軟體主要提供何種功能？ 
上網瀏覽 網頁編輯 動畫製作 影像處理 

42 圖書館員從事抄錄編目工作時，因書目校對不實以致內容錯誤叢生。該行為違反下列那項專業倫理？ 
館員應本中立原則，蒐集各種圖書資訊，維護讀者權益 
館員應努力保存各種圖書資訊，促進文化交流 
館員應精確、有效處理圖書館業務，提供最佳服務 
館員執行職務時，應嚴守業務機密、維護讀者隱私 

43 關於 VOD 的基本概念，下列何者錯誤？ 
全名為 Voice on Demand 
全名為隨選視訊 
是一種由使用者主導的視訊選擇系統 
只要透過一般的瀏覽器，就可以欣賞到高效率的聲音及視訊畫面 

44 有關圖書館學教育發展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中國圖書館教育濫觴於美國韋棣華女士於武昌設立的公書林 
臺灣第一個圖書館學系在輔仁大學成立 
臺灣第一個圖書館學研究所在國立臺灣大學成立 
臺灣第一個圖書館學博士班在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成立 

45 Microsoft Access 屬於下列何種類型的資料庫軟體？ 
階層式資料庫 關聯式資料庫 網狀式資料庫 互動式資料庫 

46 下列關於 XML 的描述何者正確？ 
 XML 是一種以 SGML 為基礎的程式語言 
 XML 與 SGML 均具有後設語言（meta-language）的性質 
 XML 與 HTML 相似，均為可延伸的文件標示語言 
 XML 與 HTML 相異處在於前者強調資料的顯示方式，後者重在描述資料內容性質 

47 下列那一項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家型科技計畫的目標，在於保存文化資產、建構公共資訊系統、促使資

訊科技與人文融合？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電信國家型科技計畫  智慧電子國家型科技計畫 

48 「使用者透過標籤，共同為網路資源或物件內容給予註解和標記」，是下列那一個名詞的定義？ 
開放取用 社群網站 Wiki 社會性標記 

49 下列何種功能是將眾多 RSS 來源加以統一收集整理？ 
 RSS Reader  RSS Feed  RSS Aggregator  RSS OPML 

50 在進行紙本文件數位化時，若希望掃描後的文字內容可以被全文檢索，則須採用下列那一個自動化步驟？ 
光學字元辨識 OCR  影像合成 
後設資料建置  數位影像處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