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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書目資料庫進行書目轉檔重複性比對時，無法做為數字比對的是： 

 ISBN  ISSN  CODEN  Call Number 

2 《中國機讀權威記錄格式》的欄位 150 名稱代碼資料，主要用以說明該筆紀錄是那一種類型的主標目？ 

學校系所 出版單位 政府機構 會議或展覽 

3 國際圖書館協會聯盟因應電子資源發展，針對目錄功能重新定義所提出之重要研究成果為： 

 RDF  FRBR  OAI  OAIS 

4 下列何者不是與資訊整合檢索有關之技術或協定發展？ 

 Z39.50  SFX  SGML  OpenURL 

5 在《中國機讀編目格式》中，每筆書目紀錄之前均應有幾位元的記錄標示？ 

 6 位元  12 位元  18 位元  24 位元 

6 在機讀格式中，某些欄位一定要有資料內容，系統設計時會檢查這些欄位是否填入資料之欄位為何？ 

定長欄 變長欄 必備欄 登錄欄 

7 下列何者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主要資料檔，也是系統更換時最需要優先處理的檔案？ 

參數檔 書目檔 經費檔 館藏檔 

8 使用其它圖書館已建好的書目紀錄，依本館需求與政策修改後成為本館之書目紀錄的過程，稱為： 

書目查核 抄錄編目 原始編目 權威編目 

9 下列那一種詮釋資料格式可以作為跨系統的詮釋資料交換格式？ 

 Dublin Core  CIMI  EAD  TEI 

10 根據「書目紀錄功能需求（FRBR）」所定義之作品模式，如為一本書之目次、章節正文、插圖等，應屬於

下列何項層級？ 

 work  expression  manifestation  item 

11 下列關於索引典特色的描述，何者錯誤？ 

採線性方式組織主題概念 

因為主題詞的增刪不影響其系統結構，故對學科發展而言，其彈性較強 

採參照系統來顯示主題詞間關係 

會把不同學科但研究同一主題的文獻集中 

12 下列那幾個計畫是跨國性的權威檔合作計畫？①AUTHOR Project ②VIAF ③HKCAN ④LEAF Project 

僅①②③ 僅②③④ 僅①②④ ①②③④均是 

13 MARC21 Format for Authority Data 的主標目段是在下列那一段？ 

 1XX  2XX  4XX  5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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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NBINet 所規定的系統建檔格式中，權威資料是以下列那一項為基礎？ 

《中國機讀規範格式》  《MARC21 Format for Authority Data》 

《中國機讀權威記錄格式》  EAC（Encoded Archival Context） 

15 下列那些是權威控制的主要目的？①建立圖書聯合採購規範 ②維護標目的一致性 ③建立標目之間的參

照關係 ④訂定符合讀者所需的閱覽規則 

①② ②③ ②④ ③④ 

16 下列有關「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所提供「中文名稱權威記錄」的敘述，何者錯誤？ 

由國家圖書館和臺灣大學圖書館共同合作 

由國家圖書館負責系統維護 

已參加兩岸三地合作建置的「中文名稱規範聯合數據庫」 

只提供個人名稱權威紀錄 

17 下列那些地理名稱會造成查詢目錄時的困擾，須編製權威記錄建立參照標目加以控制？①新舊地名之間 

②外國地名與中譯地名之間 ③同名之地名 

僅①② 僅①③ 僅②③ ①②③均是 

18 下列何者為「美國國會圖書館分類法」的英文簡稱？ 

 CC  CCL  CLC  LCC 

19 根據《中國編目規則》對於地名的規定，在美國，邁阿密（Miami）這個地名因為有兩處名稱相同，請問下

列那一項地名格式為正確？ 

愛荷華州邁阿密(Miami, Iowa, U.S.A.) 佛羅里達州邁阿密(Miami, Florida, U.S.A.) 

邁阿密(Miami, Iowa, U.S.A.) 邁阿密(Miami, Florida, U.S.A.) 

美國愛荷華州邁阿密(Miami, Iowa, U.S.A.) 美國佛羅里達州邁阿密(Miami, Florida, U.S.A.) 

美國愛荷華州邁阿密  美國佛羅里達州邁阿密 

20 杜威分類法（DDC）的主要標記是採用： 

阿拉伯數字 羅馬數字 英文字母 英文字母和阿拉伯數字 

21 清朝末年西學東漸，古書分類方式無法用來處理日增的中西文圖書，各種圖書分類法紛紛出籠，其中，最為

流行的是仿效西方那種分類法？ 

國會分類法 展開分類法 杜威分類法 主題分類法 

22 清末，西學東來，中國圖書分類步入另一階段，分為三派，不包括下列何者在內？ 

改革四部 酌採杜威 改革六部 創造新法 

23 採用《中國圖書分類法》為《植物學辭典》分類，經查附表一「辭典」為－041，主類表「植物學」類號為

370，且特別註明「.1-.9 依總論複分表複分」，則此書之分類號為： 

 370-041  370.041  041.370  37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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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在西方國家，有小型圖書館標題表之稱的是那本標題表？ 

席爾氏標題表（Sears Subject Headings） 

美國國會圖書館標題表（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 

醫學標題表（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杜威主題詞表（Dewey Subject Headings） 

25 通常編目館員不會使用下列何者找出圖書的主題？ 

書名 目次（章節名稱） 序跋 標準書號 

26 在首尾五筆著者號碼法中，代號「2」的筆形為何？ 

角 垂 橫 小 

27 下列有關標題詞的選詞原則，何者不完全正確？ 

特定而直接性標目、普遍性標目 獨特性標目、使用者需要 

使用者需要、劃一性標目 一致性標目、穩定性標目 

28 下列何者並非索引典的優點？ 

同義詞的使用，讓使用者的檢索負擔輕 編製成本低 

易於進行階層關係查詢  用語明確、清楚、一致 

29 《醫學標題表》（MeSH）的交互參照中，see/X 的關係說明中，如  Cancer  

                              See Neoplasms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See 與 X 表示兩者的階層關係  Cancer 是採用詞 

 Neoplasms 是採用詞   Cancer 與 Neoplasms 都是不採用詞 

30 下列關於關鍵詞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語詞不必規範  屬前組合式主題法 

直接採用文獻主題詞彙作為檢索用語 不需查控制詞表 

31 編目時若正題名中含有方括弧［］，應該如何處理？ 

改為破折號 照錄 改為圓括弧 改為相對應文字 

32 目錄中某一編目物件的紀錄稱為： 

標目（Heading）  檢索點（Access Point） 

款目（Entry）  主題標目（Subject Heading） 

33 下列劃一題名何者錯誤？ 

道德經. 中文. 英文. 日文 水滸傳. 日文 

哈姆雷特  悲慘世界. 多種語文 

34 「客家雜誌」為新的刊名，原有之「客家風雲」已停刊，依「客家風雲」編目時在附註項應如何說明其與

「客家雜誌」之關係？ 

改名 繼續 合併 分衍 

35 基督教經典以《聖經》為劃一題名，下列格式何者正確？ 

聖經. 詩篇. 二十三章. 舊約 聖經. 新約. 阿美語. 使徒行傳 

聖經. 新約. 福音. 選輯  聖經. 選輯. 日文. 新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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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下列那一個政府機構之團體名稱標目為正確？ 

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行政院環保署 

文化部(大陸)  中華民國立法院 

37 下列那一位分類學者沒有建置過分類表？ 

卡特（C. A. Cutter）  胡爾梅（E. W. Hulme） 

布朗（J. D. Brown）  布利斯（H. E. Bliss） 

38 下列何種分類方式違反互斥原理（Mutual Exclusiveness）？ 

將語文分成中文、外文、日文三大類 將語文分成中文、歐文、日文三大類 

將語文分成中文、韓文、日文三大類 將語文分成中文、俄文、日文三大類 

39 一般而言，圖書館的圖書資料排架，主要依據的標準是： 

書籍高廣尺寸 作者筆畫 索書號 登錄號 

40 印度圖書館學家阮甘納桑（S. R. Ranganathan）將主題解析成 PMEST 五個部分，其中 P 是指： 

 Person  Personality  People  Principle 

41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是國內中文抄錄編目主要的來源，其中文書目資料之機讀格式為何？ 

全國機讀編目格式  中文機讀編目格式 

國際機讀編目格式  中國機讀編目格式 

42 我國的國際標準書號中心設於那一個機構之內？ 

國家圖書館  國立臺中圖書館 

國立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臺北市立圖書館 

43 下列何者不是國際圖書館協會聯盟（IFLA）研究小組認為目錄應具有的功能？ 

採購 查詢 選擇 獲取 

44 下列何者非圖書館中文圖書機讀目錄之抄錄來源？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 中文圖書書目光碟（SinoCat） 

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錄  全國新書資訊網 

45 當圖書館編目標準改變時，採用下列何種因應方式是最昂貴的？ 

選擇性做改變  繼續使用舊版標準 

僅對新進館藏做改變  所有館藏全部做改變 

46 下列何者不是檢索款目？ 

標題 集叢號 編者 正題名 

47 對於電子資源而言，下列那一項資料無需著錄於附註項？ 

系統軟硬體需求 資源檢索者 使用限制 題名來源 

48 編目用語，作品的主要名稱稱為： 

又名 並列題名 正題名 劃一題名 

49 人名標目應依據何種順序擇定？①個人最近使用者 ②最著稱者 ③文獻中最常使用者 ④個人作品中最

常用者 

①②③④ ②④③① ③④①② ④①③② 

50 作品的版權年為民 65 年，出版年為民 69 年，下列著錄何者正確？ 

民 65 版權 民 69, 民 65 版權 民 65 版權, 民 69 民 69(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