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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泰勒（Arlene Taylor）的看法，資訊組織的最主要目的是什麼？ 

充實館藏 檢索資訊 購買資料 組織重整 

2 作品若同時屬於晨鐘文庫第 7 冊與向日葵文叢第 7 冊，集叢項應如何著錄？ 

（晨鐘文庫；7）  （晨鐘文庫；7）（向日葵文叢；7） 

（向日葵文叢；7）  （晨鐘文庫：向日葵文叢；7） 

3 下列六個索書號的正確排架順序為何？①N7432.186 1991 ②N7431.5.A34 1990 ③N7432.3.C64 1991 

④N7432.5.A78.K93 1982 ⑤N7431.Q562 1974 ⑥N7431.Q56 1990 

②⑤⑥①③④ ⑤②⑥①③④ ⑥⑤②①③④ ⑥⑤②③④① 

4 下列那些狀況下，團體名稱標目的差異或變更會造成使用者的困擾，須編製權威記錄加以控制？①機構

改名後，其新舊名稱之間 ②機構的全稱與簡稱之間 ③外國機構的原名與譯名之間 ④相同的團體名

稱之間 

僅①④ 僅②③ 僅①②③ ①②③④ 

5 中文抄錄編目主要來源的「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其資料庫目前採用之中文字集為何？ 

 Big5  ASCII  UNICODE  EBCDIC 

6 作品含若干部分而無共同題名，若無明顯之主要部分，其著錄方式何者錯誤？ 

以第一部分題名著錄 

以整體為一單元著錄 

每一部分之題名分別著錄，其餘部分題名記於附註項 

若以整體為一單元著錄，則以載於主要著錄來源之題名依次著錄之 

7 通常索書號（call number）的組成，不包括下列何者？ 

條碼號 特藏號 作品號 分類號 

8 一組表達事物間的矛盾與對立、形式與內容、本質與現象等關係之詞彙，其主題詞間的語義關係是： 

整部關係 屬種關係 相關關係 同義關係 

9 根據《中國機讀權威記錄格式》，人名權威標目是放在那一個欄位？ 

 100  200  300  600 

10 在「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中，提供查詢的「中文名稱權威資料庫」是由那兩個單位合作建

置？①國立臺中圖書館 ②臺灣大學圖書館 ③國家圖書館 ④政治大學圖書館 

①② ②③ ③④ ①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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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列關於線上公用目錄的敘述，那一個是錯誤的？ 

書目資料更新很容易  可以用布林邏輯檢索 

可以在館外進行檢索  介面呈現格式已標準化 

12 關於出版年的記載，下列何者不恰當？ 

 2009  昭和 27 年［1952］ 

清同治戊辰［1868］  民國 99 年 

13 《漢書藝文志》主要是根據那一個分類體系所編訂的？ 

《七略》 《七志》 《七錄》 《中經新簿》 

14 下列關於標題表的敘述，何者錯誤？ 

《醫學標題表》（MeSH）可作為醫學期刊論文主題分析工具 

標題是標目的簡稱，屬主題編目的一環 

可以將某學科的相關語彙加以控制 

標題表是一種語彙控制，可以將自然語言轉換成受控語言 

15 《中國機讀權威記錄格式》中定義分欄 5 是參照關係代碼，用一個字母代碼說明參照標目與主標目之間

的關係（例如 f＝本名），請問下列這筆記錄若顯示在目錄上應該是那一項？ 

200_1$a 何$b 凡  400_1$5f$a 夏$b 承楹 

何凡 用本名：夏承楹  何凡 參見本名：夏承楹 

何凡 不用本名：夏承楹 夏承楹 不用筆名：何凡 

16 為了強化書目紀錄內容，可以將圖書的目次資訊加在中國機讀格式下列那一段較為適合？ 

 1XX 段  2XX 段  3XX 段  8XX 段 

17 下列何者為全世界書目量最大、會員最多、服務項目最多元的書目中心？ 

 NBINet  OCLC  RLIN WLN 

18 標題表選詞必須將同形異義的標目加以控制，即增加區辨字樣予以區別屬於以下何種原則？ 

流行性標目原則 穩定性標目原則 普遍性標目原則 獨特性標目原則 

19 待編目之作品若為紙本期刊經縮影後的微縮資料，其資料類型標示應著錄為： 

期刊 微縮資料 期刊微縮 微縮期刊 

20 根據《中國編目規則》之規定，下列那幾個人名標目格式錯誤？①李登輝總統 ②釋星雲 ③證嚴法師 

④單國璽樞機主教 

②③ ①②③ ①③④ ②③④ 

21 下列何者不是 XML 的特性？ 

是一種資料標示語言  是由 SGML 衍生的簡化格式 

必須包含文件型別定義（DTD） 可採用 ASCII 碼存檔 

22 下列何者不是研究圖書館目錄功能相關議題的專家？ 

 Charles Cutter  John Dewey  Charles Jewett  Anthony Panizzi 

23 根據《中國編目規則》之規定，下列有關寺廟、教堂的標目，那一個錯誤？ 

龍山寺（臺北市）  新竹城隍廟（新竹市） 

鹿耳門天后宮  聖家堂（臺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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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取索書號時，下列何者是用來區別同類著者的不同書籍？ 

作品號 分類號 特藏號 登錄號 

25 下列何者是資訊資源記述標準中，不屬於能使系統互通之「語法」層次標準？ 

MARC  XML  AACR  RDF 

26 下列何者為我國圖書館對西文資源做主題編目時，常採用的綜合性主題標目表？ 

 CCS  LCC  LCSH MeSH 

27 下列關於地名用於團體標目之敘述，何者錯誤？ 

標示展覽會舉行地點  作為政府機關標目的一部分 

區別名稱相同的團體  我國中央機關之標目不得省略「中華民國」字樣 

28 下列那種分類系統採用混合的標記？ 

杜威十進分類法  美國國會圖書館分類法 

國際十進分類法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29 以下圖書的標題中，何者含一般複分標題？ 

債權與債務 ─ 消滅 汽車 ─ 汽缸 動物 ─ 育種 健康法 ─ 論文，講詞等 

30 下列何者是最能表達出概念關係之知識組織工具？ 

權威檔（authority file）  術語典（glossary） 

標題表（subject heading） 知識本體（ontology） 

31 圖書館請代理商、書商或編目公司代為進行編目工作的作法，稱為： 

原始編目 委外編目 抄錄編目 合作編目 

32 作品若有多冊，著錄時應優先考量何者為主要著錄來源？ 

資料最完備者 最新出版者 第一冊 資料最簡潔者 

33 下列索引典實例中，何者不屬於主題間的上下層級關係？ 

「玫瑰」與「薔薇屬」  「貨用火車」與「火車」 

「神經系統」與「中樞神經系統」 「語言」與「語義學」 

34 「中華民國--歷史」屬主題標目標題款目詞的何種形式？ 

多字的單一名詞 限定形式標題 形容詞詞組 複分標目 

35 團體名稱冠首之「私立」、「財團法人」等字樣不必記載於標目內，但應於目錄中以那種款目說明之？ 

「見」款目 「參見」款目 「說明參照」款目 「分析」款目 

36 下列何項詮釋資料（metadata）格式較適用於檔案、手稿特藏資源的描述？ 

 EAD  GILS  CIMI  VRA 

37 在資訊資源描述相關標準中，何者是決定那些屬性內容必須描述、應如何描述之標準： 

語意標準 結構標準 語法標準 語言標準 

38 個人名稱、團體名稱、劃一題名或是集叢名稱等若有不同名稱，當在目錄上使用那些不同的標目時，可

立那種款目互見之？ 

「見」款目 「參見」款目 「分析」款目 「附加」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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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下列關於複分標題的敘述，何者錯誤？ 

複分標題本身不得單獨使用 

標題表的主標目可以進一步細分稱複分 

複分種類有形式複分、論題複分、時間複分與地區複分 

一般性複分，不可自由運用於任何主標目下 

40 在《中國圖書分類法》中，「數學」方面的圖書資料分入那一類？ 

總類 自然科學類 應用科學類 社會科學類 

41 下列那一個團體名稱標目最恰當？ 

私立淡江大學  財團法人洪建全基金會 

中華徵信所  臺灣積體電路股份有限公司 

42 美國國會圖書館分類法將知識分成幾大類？ 

五大類 七大類 十大類 二十一大類 

43 下列著者標目格式何者正確？ 

王莽（漢） （民國）徐志摩 （宋）歐陽修 鄭成功 

44 根據《中國編目規則》之規定，一人有二個以上的名號者，其人名標目的選擇順序應為何？①文獻中最

常用者 ②最著稱者 ③個人作品中最常用者 ④個人最近使用者 

①②③④ ②③①④ ②④①③ ③④①② 

45 下列何者非機讀編目格式的結構？ 

紀錄標示 指引 書目資料欄 館藏格式 

46 下列有關「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系統的敘述，那些是正確的？①採用集中式的書目資料庫

架構 ②提供 Z39.50 client 及 server 與編目模組結合 ③資料庫記錄係透過 OAI 方式更新 ④具備線上

聯合目錄的功能 

僅①② 僅①③ ①②④ ①③④ 

47 下列何者不是抄錄編目主要的功能？ 

節省編目人力 降低編目成本 提高編目時效性 促進編目專業教育 

48 對於集叢著錄方式敘述何者錯誤？ 

集叢號依作品之編次著錄，力求簡明，不必要之文字得予省略 

集叢號以阿拉伯數字記之 

附屬集叢名稱可單獨著錄 

作品分為若干部分，各自屬於不同集叢，無法在集叢項表示者，於附註項著錄之 

49 下列何者不是機讀編目格式的重要功能？ 

作為辨識、儲存、傳輸編目資訊的標準 是圖書館自動化的基礎 

便於館際間書目資料的交換 是主題分析的最佳工具 

50 「讓使用者可以找特定作者的所有作品」，指的是圖書館目錄的那一種功能？ 

辨識 聚合 選擇 獲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