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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 初等考試 
類 科： 圖書資訊管理 

科 目： 中文圖書分類編目大意 
考試時間： 1 小時 座號：       

※注意：
 

本試題為單選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本科目共5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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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針對短篇故事集進行全部或個別部分之分析與描述，為泰勒（Arlene Taylor）資訊組織六大功能的那一種

功能？ 

提供資訊物件的系統化存藏 提供資訊物件的定位功能 

辨識資訊物件的內容  辨識資訊物件的存在 

2 下列何者曾為大英圖書館訂定編製目錄的 91 條規則？ 

杜威（Dewey） 克特（Cutter） 朱艾特（Jewett） 潘尼茲（Panizzi） 

3 下列何者為圖書資料索書號之正確呈現順序？ 

作者號-->部冊號-->分類號-->複本號 作者號-->分類號-->部冊號-->複本號 

分類號-->作者號-->部冊號-->複本號 分類號-->部冊號-->作者號-->複本號 

4 對於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ISSN 是國際間賦予期刊的一套統一編號 

 ISSN 為 8 碼的系統， 後一碼為檢查號 

我國的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中心設置在國家圖書館 

期刊、雜誌、報紙、叢刊、年刊等都屬於 ISSN 的編號範圍 

5 在 ISBN 中，下列何者為中華民國出版品之國碼？ 

 856  957  7  1 

6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有關寺廟的團體標目，下列何者正確？ 

行天宮（臺北市）  北港朝天宮（雲林縣北港鎮） 

臺北市龍山寺  新竹城隍廟（新竹市） 

7 一書寬 17.9 公分，長 29.1 公分，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下列稽核項的著錄方式何者正確？ 

 18 公分  29 公分  30 公分  18× 29 公分 

8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若將個人著者或團體名稱再加上作品題名之款目稱為下列何者？ 

著者款目 著者題名款目 題名款目 團體著者款目 

9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有關並列題名的著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主要著錄來源載有與正題名不同語文之其他題名或符號，視為並列題名 

翻譯作品未附原文，原題名載於主要著錄來源，故視為並列題名著錄 

並列題名前冠以等號（＝），著錄於正題名之後 

並列題名非得自主要著錄來源則著錄於附註項 

10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我國同一團體名稱有不同形式，應採用下列何者為團體標目？ 

環保署  行政院環保署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中華民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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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下列何者以「廟號」為其人名標目？ 

中國作家 中國古代帝王 僧尼 中國傳教士 

12 出版品預行編目（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簡稱 CIP）的作為，係指： 

出版前，請出版社做有限度的編目，並將書目資料印在出版品上 

出版前，請國家圖書館做有限度的編目，出版社將書目資料印在出版品上 

圖書館徵集前，請出版社做完整的編目，並將書目資料印在出版品上 

圖書館徵集前，請國家圖書館做完整的編目，出版社將書目資料印在出版品上 

13 關於《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之著錄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圖書必須著錄資料特殊細節項  

附件資料可著錄於稽核項末 

稽核項的面（葉）數，不包含前言、目次的頁碼  

著錄來源中，如發現題名錯誤，必須在題名及著者敘述項中直接以正確題名著錄 

14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關於題名及著者敘述項的著錄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大學物理 / 希爾‧柴曼思撰，章同生譯  大學物理 / 柴曼思撰，章同生譯 

大學物理 / 希爾‧柴曼思撰 ; 章同生譯 大學物理 / 希爾‧柴曼思撰--章同生譯 

15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下列那一類型的資源不適用資料特殊細節項？ 

電子資源 立體資料 地圖 樂譜 

16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已婚婦女冠有夫姓的作者如有二個以上名號，其人名標目的選擇下列何

者優先？ 

文獻中 常出現者 個人作品中 常使用者  著稱者 個人 近使用者 

17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下列何者是唐朝詩人杜甫之正確人名標目？ 

杜甫（文學家） （唐）杜甫 杜甫 杜甫（唐） 

18 在《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中，用以「指明類目間的交替關係或選擇關係」，為下列何種參照

法？ 

入參照 入此參照 宜入參照 參見參照 

19 下列何者不是《通志藝文略》之大類類目？ 

五行 醫方 爾雅 天文 

20 依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建置的索書號， 多僅能出現幾個克特號？ 

 1 個  2 個  3 個  4 個 

21 下列何者是階層式分類法的特性之一？ 

將基本術語列舉出來，供主題分析人員自由組合 

由使用者決定主題之組合方式 

是一種後組合式分類法 

是一種前組合式分類法 

22 下列何者屬於單純的分類標記？ 

甲、乙、丙  +100、+200、+300 

 38A、58B、85C   AA10、AB56、A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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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DP see Electronic Data Processing」此範例係指索引典的那一種術語關聯？ 

相關 狹義 廣義 縮寫 

24 展開式分類法（Expansive Classification）是由何人所創？ 

阮甘納桑（Shiyali Ramamrita Ranganathan） 胡爾梅（E. Wyndham Hulme） 

布利斯（Henry Evelyn Bliss） 克特（Charles Ammi Cutter） 

25 多論題作品的學科重點原則係指： 

可依體裁決定類號  可依版本決定類號  

可依各論題所占的篇幅決定類號 可依涉及學科所屬的類號大小順序來決定類號 

26 關於字順主題法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詞彙順序是其結構的主體 以主題詞表達文獻內容 

以主題詞作為標識系統  將同一學科所有資料集中 

27 在《中文主題詞表》主表中，其標目詞結構如下，屬於下列那一種注釋文字？ 

都柏林核心集 

Dublin Core 

用法 釋義 原文 一般注釋 

28 檢索者在檢索時進行主題詞組配，此種作法為下列何者？ 

非組配式檢索  後組合式檢索 

前組合式檢索  既是前組合式又是後組合式檢索 

29 根據《中國機讀權威紀錄格式》的規定，「反參見標目段」是在那一段？ 

 2XX  4XX  5XX  7XX 

30 下列何者有在進行中文名稱權威檔的工作？①JULAC ②NBINet ③CALIS ④COPAC 

僅①① 僅①① 僅①①① 僅①①① 

31 記載圖書館目錄中選用的標目形式、與其他不同標目形式的參照及資料來源的這一筆紀錄稱為： 

書目紀錄 檢索紀錄 標準紀錄 權威紀錄 

32 圖書館進行權威控制，若一個概念有多種異稱，則選定其一作為標準格式；若一個詞彙表示多種概念，

則加註限定詞（qualifier），以降低詞彙間之歧異性，如此做之目的是在建立詞彙與概念間的什麼關係？ 

從屬關係 一對一關係 參見關係 替代關係 

33 封神演義，又名封神榜、封神傳、商周列國全傳、武王伐紂外史，若圖書館選擇「封神演義」作為這部

作品的權威名稱，在《中國機讀權威紀錄格式》中，應該著錄在那一個欄號？ 

 210 權威標目--團體名稱  230 權威標目--劃一題名 

 240 權威標目--著者/題名  250 權威標目--標題 

34 依據《中國機讀編目格式》，代碼資料段的欄位是下列何者？ 

 1XX  2XX  3XX  4XX 

35 CMARC 權威格式僅有下列何種版本？ 

民國 78 年第三版 民國 83 年初版 民國 86 年第四版 民國 90 年修正版 
36 下列何者為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的簡稱？ 

 NDC  NLM  DDC  L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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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列何者較不是電子資源的特性？ 
須結合資訊內容、軟體與硬體，方使資料可被使用 
只能在固定場所使用 
類型多元並且複製快速   
內容易被修改 

38 下列何者是世界上 大的圖書聯合目錄？ 
 NBINet WorldCat WLN  RLIN 

39 有關美國國會圖書館合作編目計畫（PCC）分支計畫 SACO 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僅限團體會員參

加 ②會員可以推薦主題標目，但不得與 LCSH 重複 ③主要是新增或修改名稱、劃一題名和集叢紀錄 

④會員不必繳交入會費用 
①① ①① ①① ①① 

40 下列詮釋資料（Metadata）格式，何者較適用於描述政府資訊資源？ 
 EAD  GILS  CSDGM  CDWA 

41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連續性出版品指頁碼在 50 頁以下的單行本印刷品 
小冊子指 49 頁以上的單行本印刷資料 
連續性出版品翻拍成微縮資料，改依微縮資料著錄  
印刷的圖書或小冊子翻拍成微縮資料，改依多媒體組件著錄 

42 資源描述與檢索（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RDA）的設計是以下列那組概念模型為基礎？ 
 DOI、FRBR  URI、HTTP  FRBR、FRAD  AACR2、MARC 

43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所規定的編目規則，以下列何者為基礎之一？ 
臺灣編目規則 中國編目規則 國際編目規則 美國編目規則 

44 下列何者是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所規定的建檔格式之一？ 
 CNMARC MARC21  UKMARC  UNIMARC 

45 關於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合作編目書目資料處理原則中的一般著錄規範，不包括下列何者？ 
中英文夾雜之著錄方式 標點符號的選用 權威標目的選用 缺字問題的處理 

46 決定書目紀錄中個人或團體名稱、劃一題名、標題等的標目形式，及此標目所需參照與相關連結的整個

過程稱為： 
權威紀錄 權威檔案 權威工作 書目控制 

47 《中文主題詞表》其增詞規範可查檢附表以選用主題詞，或參考相關規範工具自行增補，稱之自由詞，

共 21 大類，不包括下列何者？ 
中國朝代名 人體器官名 條約名稱 樂器名稱 

48 由於電子資源必須經電腦設備解讀，通常在編目時，會將其系統需求資訊著錄在下列 MARC21 的那一個

欄位？ 
欄位 516 欄位 520 欄位 530 欄位 538 

49 中國古代《七略》中的「方技略」相當於現今的那一學科？ 
文學 軍事學 醫學 社會學 

50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有關資料類型標示，下列著錄方式何者正確？ 
悲慘世界 [DVD]  悲慘世界：互動影音光碟  
悲慘世界 [互動影音光碟] 悲慘世界 [錄影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