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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術傳播管道可分為正式與非正式的管道。下列何者不屬於正式管道？ 
專利文獻 百科全書 學術期刊 參加讀書會 

2 下列有關圖書館統計之敘述，何者錯誤？ 
圖書館統計區分為國家統計及管理統計 
提供主管及圖書館員決策與執行各項服務之依據 
管理統計之目的在於將統計結果提供各級政府或其他相關單位進行圖書館評鑑 
規範圖書館績效評估所需之數據 

3 資訊學者 Christine Borgman 認為學術傳播有三大組成要件，分別是學術作品、學術概念，以及下列何者？ 
創作者 系統 多媒體 版權 

4 某圖書館建立往來廠商之專長檔或通訊資料，此種方式屬於下列何種知識之管理？ 
外部顯性知識 內部顯性知識 外部隱性知識 內部隱性知識 

5 下列何者為國際十進分類法（UDC）的創始人？ 
Watson Davis Melvil Dewey  Paul Otlet  Charles Cutter 

6 完整的資訊科學知識應該包含資訊的上、中、下游，研究者需要了解資訊的上游，掌握資訊的中游，提供下

游的服務。下列何者不屬於資訊的中游範疇？ 
資訊整理 資訊檢索 資訊儲存 資訊產出 

7 「當資訊需求發生時，不是只到一個地方找，也不只是要找一個最好的資訊。」此種資訊行為屬於下列那一

項理論？ 
採莓說（Berry-picking Model） 意義建構理論（Sense-making Theory） 
知識渾沌說（Anomalous State of Knowledge） 資訊視域理論（Information Horizon） 

8 下列何者為我國最早的目錄學理論專著？ 
七略 漢書藝文志 通志校讎略 校讎通義 

9 圖書館在引進資訊科技的情況下，能夠建構突破時間與空間限制的服務。下列那些服務在資訊科技的影響下，

可以更有效的提供給讀者？①即時服務 ②互動服務 ③閱選服務 ④資訊選粹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10 下列有關虛擬研究環境中學術傳播發展趨勢的敘述，何者錯誤？ 
圖書館需提升研究環境中系統的可用性，以利研究的進行 
不同學科學者有不同需求，所需的服務內容各有不同 
圖書館將以 Google 取代既有資訊檢索與服務系統 
數位資訊的種類與格式越來越多樣化 

11 資訊社會具有學習型知識社會的特質，下列何者為「學習型圖書館」之意涵？ 
圖書館提供讀者大量學習資訊 圖書館為讀者學習場所之一 
館員具有自發學習與創造能力 圖書館蒐集各種學習經驗 

12 圖書館要了解其所處的地位及現況，確認將來希望達到的境界，以及設計如何達到此境界的最佳途徑的管理

方式，稱為： 
目標管理 營運性規劃 策略性規劃 常規性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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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依據我國「圖書館統計標準」（CNS13151）對「行動圖書館」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係指在圖書館外，定期提供使用者特定服務項目的據點 
係指分設在不同地點，以其使用者為主要服務對象，為圖書館行政單位的一部分 
係指圖書館的特殊運輸設備，為不易親自到圖書館的使用者，在定點提供圖書資訊服務 
係指公共圖書館之一行政單位，利用特殊運輸設備，為不易親自到圖書館的使用者，在定點提供圖書資訊

服務 
14 大學圖書館邀請該校教授協助評鑑相關館藏，請問該館是採用下列何種館藏評鑑方法？ 

書目核對法 讀者意見調查 資料提供能力評鑑 專家評鑑法 
15 將期刊上面所刊載的文章篇目彙集，依照篇名、作者、標題、分類等一定順序整理編排，並註明所屬期刊刊

名、卷期、發表年月、起迄頁次等資料的查檢工具稱為： 
期刊索引 期刊館藏目錄 期刊聯合目錄 期刊指南 

16 下列有關「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系統」之敘述，何者錯誤？ 
可利用本系統提供之查詢服務與期刊瀏覽功能，查得各期刊的出版資訊 
僅收錄臺灣出版發行的期刊、報紙、公報 
經由系統提供的館藏連結，了解國家圖書館與國內其他圖書館的典藏概況 
提供之期刊相關資訊包括出版（創、停刊）卷期日期 

17 下列各資料庫，何者屬於引用文獻資料庫？ 
 CONSER  JSTOR  Scopus  LOCKSS 

18 下列何者不屬於圖書館策略規劃的內涵？ 
了解圖書館目前的情況  評估其他同儕圖書館所具備之優勢 
設定圖書館發展所想達到的目標 規劃達到預定目標的有效方法與步驟 

19 圖書館可以下列何種方式處理使用率低且訂閱價格高的期刊，使其更符合成本效益？ 
可將曾透過文獻傳遞的文獻儲存下來，反覆利用 以購買單篇文章方式提供服務 
以開放近用期刊取代  透過個人會員，以會員價訂購期刊 

20 下列有關圖書館成為學習型組織之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環境的衝擊能立即的適應，並採取必要的措施 
加速新產品及服務的開發，並以顧客滿意為優先目標 
不能允許任何錯誤發生，以利提升服務品質 
向競爭者及合作者學習 

21 下列那一項不是圖書館館藏統購（blanket order）的特性？ 
圖書館需訂定採購合約  需事先決定資料採購範圍 
出版商寄送之資料必須照單全收 出版商寄送之資料必須逐一挑選 

22 CONCERT 是下列何項電子資源聯盟之簡稱？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聯盟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料庫聯盟 
數位化論文典藏聯盟  臺灣電子書聯盟 

23 就統計標準之建議，下列有關館藏資料庫計算項目的敘述，何者正確？ 
統計分項分為資料庫實體單位數（含單機使用之資料庫種數）；透過網路使用或僅擁有使用權之其他伺服

器上的資料庫不列入計算項目 
統計分項分為資料庫實體單位數（實際載體數）、網路使用或單機使用之資料庫種數；擁有使用權之其他

伺服器上的資料庫不列入計算項目 
統計分項分為資料庫實體單位數（實際載體數）、網路使用或單機使用之資料庫種數，以及擁有使用權之

其他伺服器上的資料庫種數 
統計分項分為資料庫實體單位數（含網路使用之種數）；單機使用或僅擁有使用權之其他伺服器上的資料

庫種數不列入計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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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有關著作權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著作權分為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著作人格權包括公開發表權、姓名表示權及禁止不當修改權 
著作人格權專屬於著作人本身，不得讓與或繼承 
著作財產權不得全部或部分轉讓或授權他人行使 

25 下列有關視聽資料之敘述，何者正確？ 
標本、模型及靜畫資料均為視聽資料，地球儀不屬於視聽資料 
地球儀、模型及靜畫資料均為視聽資料，標本不屬於視聽資料 
地球儀、標本及靜畫資料均為視聽資料，模型不屬於視聽資料 
地球儀、標本、模型及靜畫資料均為視聽資料 

26 依據我國公共圖書館設立及營運基準，有關館藏發展規範之內容包括下列何者？①訂定館藏發展計畫 ②館

藏評鑑之方式 ③基本館藏量與年增加量 ④圖書館應有之期刊數量 ⑤館藏報廢量之規定 ⑥館藏包括

之資料類型 

①②③④⑤ ①②④⑤⑥ ①③④⑤⑥ ②③④⑤⑥ 

27 下列何者最能幫助圖書館員了解我國新書出版情況？ 
 BIP  ISBNnet  OPEN  RapidILL 

28 下列有關「臺灣期刊論文索引系統」之敘述，何者正確？ 
由我國國家圖書館所建置 主要收錄有關「臺灣研究」之論文 
只收錄臺灣出版的期刊  只收錄學術性期刊 

29 Robert S. Taylor 認為讀者的資訊需求有四個層次，其中「讀者碰到問題，感到迷惑、苦惱，無法表達」是屬

於那一個層次？ 
意識（Conscious）需求  形式化（Formalized）需求 
內藏式（Visceral）需求  妥協性（Compromised）需求 

30 下列何者不是政府資訊的主要價值或功能？ 
史料價值  加強政府與民眾間的協調與溝通 
增加政府稅收  政策宣導 

31 使用者在資訊檢索系統中打入中文關鍵字，系統會自動轉換為其他語言之語詞，將中文及其他語言資料一併

找出，這是屬於資訊檢索系統中的那一種檢索功能？ 
多語言檢索 布林邏輯檢索 切截檢索 索引典參照檢索 

32 圖書館的閱讀擴視機是提供給下列那一種讀者使用？ 
聽障讀者 弱視讀者 全盲讀者 肢障讀者 

33 公共圖書館舉辦之「電影欣賞活動」，屬於行銷組合中的那類變數？ 
產品（Product） 價格（Price） 配銷通路（Place） 促銷（Promotion） 

34 圖書館將特定的服務取名為 Ask a Librarian, Chat with a Librarian，或是 24/7 Librarian，最有可能是下列那類

服務方式？ 
館際互借服務 新知通報服務 專題選粹服務 參考諮詢服務 

35 因應行政院組織改造，我國政府出版品管理業務於民國 101 年 5 月起自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移撥下列

何者管轄？ 
文化部 教育部 國家圖書館 立法院國會圖書館 

36 下列有關快速型參考（ready reference）資源的敘述，何者正確？ 
書目是屬於快速型參考資源 大部分是以事實性資料為主 
類書是屬於快速型參考資源 是提供查找完整且深入答案之參考資源 

37 圖書館通常設有參考室陳列參考書，與普通圖書相比，下列何者不是參考書的特性？ 
部分閱讀  體例特殊，以查檢為目的 
適合做系統性的閱讀  內容以研究參考和解答問題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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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下列何者屬於字源（Etymology）詞典？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Idioms  Dictionary of American Slang 
Merriam-Webster’s Dictionary of English Usag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39 下列何者不是公共圖書館學齡前閱讀服務？ 
 Born to Read   Every Child Ready to Read @ Your Library 
 Teen Slogan Own the Night  Bookstart 

40 依據我國圖書館法第 14 條規定，圖書館如因館藏毀損滅失、喪失保存價值或不堪使用者，每年在不超過館

藏量百分之幾的範圍內，得自行報廢？ 
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 百分之五 百分之六 

41 依據我國大學圖書館設立及營運基準，下列有關透過修習圖書資訊相關課程取得專業資格的規定，何者正確？ 
相關圖書資訊學科目必須由大學校院開設，才可被認可為符合要求的科目 
取得專業資格必須選修 20 門以上圖書資訊學課程 
參加圖書資訊學科目 320 小時以上者，可取得專業資格 
相關課程中，僅列入正式課程，推廣教育學分班不在專業資格認定範圍內 

42 下列 URL 的格式，何者錯誤？ 
 bbs://bbs.nctu.edu.tw/   ftp://ftp.edu.tw/ 
 http://www.ncl.edu.tw/   mailto:chen_annie@yahoo.com.tw 

43 民國 59 年由中國圖書館學會與國立中央圖書館共同發起的「圖書館週」，是在每年的那一個時段舉辦？ 
 9 月 1 日至 7 日  10 月 1 日至 7 日  11 月 1 日至 7 日  12 月 1 日至 7 日 

44 主題式資源指引（Subject Gateway）的五大基本課題為：主題範疇（Subject Scope）、資源品質評鑑標

準（Quality Criteria）、資源描述（Resource Description）、分類（Categorization）、維運（Responsibility for 
Maintenance），試問「資訊必須正確、即時，且來源具有權威性」是屬於何項課題的原則？ 
主題範疇 資源品質評鑑標準 維運 分類 

45 在一個機關、學校或公司等單位內部，採用纜線或無線方式將電腦連成網路，使得一些非對外公開性的資料，

能夠更容易被組織內部的使用者所存取。此種網路型態稱為： 
 TCP/IP  Internet  Intranet  ICT 

46 下列那一種研究法，最適合大學圖書館調查館藏支援教師學術研究之程度？ 
資料探勘（Data Mining）法 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法 
歷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法 疊慧（Delphi）法 

47 下列那一項敘述屬於齊夫定律（Zipf’s Law）？ 
探討文獻分散現象 研究科學生產力分布 描述文獻成長模式 分析詞彙平衡特性 

48 「一個網站或是網路物件被找到的能力，包含網站被使用者找到的能力，以及網站提供使用者查找所需資訊

的能力」，是屬於下列那個名詞的定義？ 
權威性（Authority）  可靠性（Credibility） 
能見度（Visibility）  尋獲度（Findability） 

49 彼得．柏克（Peter Burke）在他所著的《知識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羅》一書中，認為歐洲近代的早期，

能大量累積知識的歷史因素有三，下列何者錯誤？ 
女性受教權的提升  工具書和百科全書的大量產出 
圖書館數量的增加  可供人民使用的專業知識越來越多 

50 有關 Green Computing 的描述，下列何者正確？ 
螢幕以綠色字體顯示，以保護操作人員的視力 機構不得監視員工的電腦使用行為 
盡量使用綠色紙張列印文件 以環保態度來處理電腦使用與耗材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