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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何者不屬於自動化系統編目模組的一部分？ 

書目檔 採購檔 館藏檔 權威檔 

2 國家圖書館建置下列何網站，提供圖書館間新訊息、編目相關規範、消息報導、問題討論、文獻課程等資源？ 

參考服務園地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編目園地 全國新書資訊網 

3 我國圖書館合作編目推動合作權威控制，並建立下列何種資料庫？ 

中文地名權威資料庫 中文名稱權威資料庫 西文地名權威資料庫 西文名稱權威資料庫 

4 IFLA FRBR 的作品模式有四大要件，其中 expression 的意義為何？ 

作品的呈現方式可能會記錄在不同的媒體上 作品會有各種不同的表現手法，例如語言、版本等 

作品由好幾個部分所組成 一本書包含目次、章節正文、插圖、表格等 

5 何謂都柏林核心集（Dublin Core）？ 

它是描述網路資源的核心欄位 它是描述核心期刊的編目規則 

它是德國的文獻數位化計畫 它是英國的合作編目計畫 

6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用來支援分散式查詢標準的協定是 Z 39.50，該協定支援的書目紀錄格式主要為下列何者？ 

XML、RDF Dublin Core、MARC SGML、HTML TEI、XML 

7 《中國機讀編目格式》中，系統識別號與 ISBN 應著錄在那一段？ 

8XX 段 3XX 段 1XX 段 0XX 段 

8 編目人員建立圖書館書目資料之檢索款目或標目一致性，並維護其間的各種參照關係，以確保書目資料的品

質及提高檢索的效率，稱之為： 

記述編目 索引製作 權威控制 劃一題名 

9 全世界最大的書目資料庫是： 

美國國會圖書館目錄 OCLC 的 WorldCat RLIN 線上聯合目錄 NBINet 

10 若一作者之作品有 A、B 兩個名字，在本館目錄中僅用 A 當權威款目，則應建立下列那一種權威關係？ 

A 見 B B 見 A A 參見 B B 參見 A 

11 權威人名標目之選擇，首要判斷以下列何者為原則？ 

著者本名 著者筆名 著者字號 是否"著稱" 

12 依據《中國機讀權威紀錄格式》，權威紀錄之反見標目段之欄號應著錄於何段？ 

1XX 段 2XX 段 4XX 段 5XX 段 

13 書目中心具有許多功能，下列何者非屬其主要職責？ 

合作建立書目資料庫 建立聯合目錄 合作編目自動化 合作預行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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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國 NBINet 系統建檔格式以下列何者為基礎？ 

CMARC，MARC21 CNMARC，CMARC MARC21，UNIMARC UNIMARC，CNMARC 

15 著名漢學家 John King Fairbank，生於西元 1907 年，卒於 1991 年，中文姓名為費正清，依據《中國編目規則》，

應取下列何者為個人權威標目？ 

費正清（Fairbank, John King, 1907-1991）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 

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 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 

16 最早發展的字順主題法是： 

單元詞法 標題法 關鍵詞法 敘詞法 

17 索引典詞彙專指度高主要的好處是： 

可以檢索出相關文獻，排除不相關文獻 可以不漏檢文獻 

可檢索出完整文獻  可檢索出許多文獻 

18 索引典中貓與其他詞彙的關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貓是寵物的狹義詞 寵物是貓的廣義詞 哺乳動物是貓的廣義詞 家貓是寵物的廣義詞 

19 下列有關自由詞（Free Term）的敘述何者正確？ 

自由詞有 RT 關係  自由詞沒有詞間結構 

自由詞不能作為標引和檢索詞彙 自由詞有 Use 或 UF 的用代關係 

20 《中文圖書標題表》主要屬於何種組合法？ 

分解組合法 自行組合法 前組合法 後組合法 

21 索引典詞彙展現方式中，依照術語間從屬關係，將同一屬類的敘述語由上而下的排列方式，是何種展現方式？ 

分類式展現 交替式展現 字母序展現 層次式展現 

22 《中國圖書分類法》針對群經，提供第一法及第二法的分類選擇，其主要的用意是： 

可因館藏新舊而有不同的分類選擇 可因圖書之集中或分散而有不同的分類選擇 

可因圖書館的類型而有不同的分類選擇 可因館藏的多寡而有不同的分類選擇 

23 下列何者屬主題標目的「限定形式標題」形式？ 

人造衛星 臺灣－歷史 法律與社會 印象派（文學） 

24 清末明初時期，西學東漸，我國圖書分類法的發展主要分成三派，下列何者非屬其中一派？ 

改革四部派 沿襲四部派 酌採杜威派 創造新法派 

25 國內多數圖書館採四角號碼法取中文圖書著者號，該法由誰發明？ 

王雲五 杜定友 何日章 賴永祥 

26 某些圖書館會以「F」此一符號代替類號以節省作業時間，「F」通常代表何種館藏？ 

小說 期刊 光碟 地圖 

27 下列那一種分類法的編訂採用「文獻保證」原則？ 

中國圖書分類法 美國國會圖書館分類法 杜威分類法 冒號分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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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中國圖書分類法》為了節省篇幅，對於複分方式相同的類號，有時會有如下註記【仿 946.141-946.149 複分】，

此種註記稱為： 

仿分註 參照註 複分註 範圍註 

29 圖書分類的功能，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可供讀者蒐集某一特定主題的圖書 方便圖書流通及排架管理 

按筆畫順序就可查出相關資料 可使館員瞭解各類圖書的分布狀況 

30 下列中國圖書分類法類號，在書架上的位置，正確排序法應為： 

412.12→412.125→412.3→412.7 412.3→412.7→412.12→412.125 

412.12→412.125→412.7→412. 3 412.125→412.12→412.3→412.7 

31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下列何者並非為音樂作品劃一題名標目可包含的細目？ 

作曲者 演奏者 樂曲形式 演出媒體 

32 下列何者為選擇「團體標目」的最優先原則？ 

選用最著稱者 選用最近使用者 選用文獻中常用者 選用作品中最常用者 

33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的規範，作品所載著者姓名如果包含中國朝代名稱時，應如何著錄？ 

［朝代］姓名 （朝代）姓名 朝代．姓名 「朝代」姓名 

34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的規範，下列何者不應在「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中著錄？ 

國際標準書號 國際標準叢刊號 出版者號碼 識別題名 

35 依《中國編目規則》規定，著錄圖書的數量單位為 12, 746 面時代表的是什麼？ 

該書共有 12746 頁  

該書正文有 746 頁，正文前另有頁碼連續的 12 頁 

該書正文有 746 頁，正文前有多組頁碼，加起來共 12 頁 

該書正文依序有 12 頁及 746 頁 

36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編目地圖資料時，資料特殊細節項應特別著錄的資料是： 

尺寸 比例尺 顏色 頁數 

37 對現代編目規則的發展貢獻極大之字典式目錄規則（Rules for a Dictionary Catalog）作者是誰？ 

潘尼茲（Anthony Panizzi） 杜威（Melvil Dewey） 

克特（Charles A. Cutter） 阮甘那桑（S.R. Ranganathan） 

38 下列何者為 ISBD 的第一大項？ 

集叢項  資料特殊細節項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 

39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編目時著錄連續性出版品之主要著錄來源為何？ 

首期之版權頁 首期之書名頁 首期之書背 首期之作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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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下列何者不是《中國編目規則》認可的檢索款目？ 

人名 團體名稱 出版年 題名 

41 將著者、書名及標題全部依字母順序混合排列於同一書目檔中稱為： 

字順式目錄 字典式目錄 分類式目錄 區分式目錄 

42 ISRC 的意義為何？ 

國際標準書號  國際標準叢刊號 

國際標準書目著錄格式  國際標準錄音錄影資料代碼 

43 目前國內最新的中文圖書資料主題控制詞彙為： 

漢語主題詞表 中國分類主題詞表 中文主題詞表 中文圖書標題表 

44 為配合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與系統之間傳輸和交換資料檔時不需遵守下列何者？ 

MARC  CCCII Code 或 BIG5 Code 

ISO2709  ONIX for Books 

45 1997 年國際圖書館協會聯盟（IFLA）研究小組對目錄功能重新研究的結果中，不包括下列何者在內？ 

航行（navigate） 選擇（select） 

獲取（acquire or obtain） 辨識（identify） 

46 書目資料庫中的館藏檔主要來自書目檔中的那一段機讀編目格式？ 

0XX 1XX 8XX 3XX 

47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圖書館的目錄已改變為圖書館可以檢索到那些資源，而非有那些館藏資源 

博物館或檔案館與圖書館相同，館藏通常都有複本 

CDWA 通常用來描述博物館資料 

MARC AMC 就是檔案及手稿的編碼格式 

48 下列何者不是我國重要的抄錄編目資源？ 

全國新書資訊網預行編目資料 OCLC 的 WorldCat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網路書店 

49 設計連續性刊物之文章所用的索引典系統，詞彙收錄應考慮： 

概念簡略，詞量中等  概念詳細，詞量多  

概念詳簡程度中等，詞量中等 概念宜淺不宜深 

50 關於電子資源的「版本敘述項」之著錄，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version、level、update 等可視為版本敘述，照錄之，不必譯成中文 

version、level、update 等可視為版本敘述，應譯成中文再著錄 

若同時有整套產品和部分產品的版本敘述，只需記載整套產品的版本敘述 

經常性更新、遠端存取的電子資源，省略其版本敘述，而在附註項中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