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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國圖書館學校學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ibrary Schools）在 1984 年更名為下列那一個學會？ 

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簡稱 ASIS&T） 

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簡稱 ALA）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教育學會（Associ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簡稱 ALISE） 

美國專門圖書館學會（Special Libraries Association，簡稱 SLA） 

2 某圖書館整理讀者常問的問題，製成 FAQ 供查詢使用，請問該館是進行下列何項知識管理活動？ 

顧客隱性知識顯性化 館員隱性知識顯性化 顧客顯性知識隱性化 館員顯性知識隱性化 

3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雖各有發展源流，但是卻逐漸整合，主要原因是兩者的研究基礎都建立在三個要素上。

下列何者非三個要素之一？ 

使用者（人）  資訊（文獻、資料、知識） 

資訊審查機制  承載資訊的媒體及傳播科技 

4 下列資訊科學家何者首先提出資訊檢索（information retrieval）一詞？ 

Vannevar Bush Ted Nelson Calvin Mooers Eugene Garfield 

5 Michael Buckland 於 1991 年在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提出資訊的三種性質，

不包括下列那一項？ 

資訊即過程（Information-as-process）  

資訊即物件（Information-as-thing） 

資訊即科技（Information-as-technology） 

資訊即知識（Information-as-knowledge） 

6 下列何者為國家圖書館於 2011 年 12 月起編目著錄採用之機讀格式？ 

CMARC3 MARC21 USMARC UNIMARC 

7 下列何者為我國古代掌理典籍的專責機構？ 

國子監 秘書監 欽天監 文淵閣 

8 下列那些措施有利於縮減數位落差？①加強網路基礎建設 ②公共圖書館主動提供收費服務 ③加強學校與

在職之教育與訓練 ④重視資訊資源的傳播與利用 ⑤結合社會資源，加強協助 

①②③④ ①②④⑤ ①③④⑤ ②③④⑤ 

9 胡述兆於 2001 年提出「圖書館是為資訊建立檢索點並為使用者提供服務的機構」，定義圖書館在資訊社會中

所扮演的角色。在達到角色目標過程中，圖書館透過完成那些任務，為資訊建立檢索點？①獲取各種資訊的

載體 ②有系統的組織所獲得的資訊 ③描述藏品，分析藏品內容 ④製作檢索工具 ⑤對檢索點作有效利用 

①②③④ ①②④⑤ ①③④⑤ ②③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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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列有關國際標準書號（ISBN）的敘述，何者錯誤？ 

自 2007 年起由 10 碼改為 13 碼，整合於 EAN 全球商品碼中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的群體識別號為 957 及 986 

適用申請對象包括中華民國境內依法印製出版品之個人出版者 

未滿 50 頁的圖書不適用申請編配書號 

11 依據「高級中學圖書館設立及營運基準」，下列何者不屬於我國高級中學圖書館設立的宗旨？ 

支援教學與學習  提供學習資源  

實施圖書館利用教育  推廣社會教育及辦理文化活動 

12 下列各種採購書刊的方式，何者是圖書館最常用於訂購期刊的方式？ 

Lease plan Approval plan Standing order Blanket order 

13 假設 2012 年訂購某中文電子書資料庫，內有電子書 8,000 種，2013 年續訂時因故自原資料庫刪除 100 種，

請問館藏淘汰量應計算為幾種？ 

館藏淘汰量計為 0 種，停止訂購或終止使用權之電子資源數量不含在館藏淘汰量之內 

館藏淘汰量計為 50 種，停止訂購或終止使用權之電子資源數量需乘以 50%計算 

館藏淘汰量計為 100 種，停止訂購或終止使用權之電子資源數量含在館藏淘汰量之內 

館藏淘汰量計為 200 種，停止訂購或終止使用權之電子資源數量需乘以 200%計算 

14 圖書館處理讀者抱怨的第一步，下列何者最合適？ 

同理心聆聽 據理力爭 說明圖書館規則 維護館員自身權益 

15 依據「公共圖書館設立及營運基準」規定，公立公共圖書館館藏量以人口總數每人幾冊（件）為發展目標？ 

每人 1 冊（件） 每人 2 冊（件） 每人 3 冊（件） 每人 4 冊（件） 

16 下列有關大學圖書館學術期刊選擇之決策因素的敘述，何者錯誤？ 

訂購符合館藏學科領域之讀者推薦的期刊 訂購任何透過館際合作申請一定次數以上的期刊 

應以價格便宜的期刊最優先訂購 不訂購未經同儕審查論文的期刊 

17 圖書館採購期刊可參考書評推薦內容，下列何者不刊載期刊書評？ 

Serials Review  Library Journal 

Choice  Ul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 

18 下列那一種期刊或資料庫可以用來查得各學科領域每年期刊的價格、漲幅及發行狀況？ 

Choice  Library Journal 

American Library  Library Literature & Information Science 

19 圖書館通常依照不同原則建構其業務單位，下列部門化方式，何者較少應用於圖書館組織？ 

功能部門化 學科部門化 資料類型部門化 流程部門化 

20 某大學圖書館根據該校教授與學生發表著作中的參考書目進行分析研究，請問該館是採用下列何種館藏評鑑

方法？ 

書目核對法 引用文獻分析法 專家評鑑法 館內使用調查 

21 下列機構或計畫，何者與電子期刊典藏計畫或標準無關？ 

LOCKSS Portico OCLC ECO CON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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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依據我國圖書館統計標準，下列所列之費用項目，何者於開辦費與營運費中均須編列？①圖書資料費用

（各類型館藏資料費用） ②文獻供應與館際互借費用 ③館藏維護費用（裝訂、保存與維護；數位化費用） 

④館舍費用（館舍租用與維護，如水電、清潔） ⑤自動化費用（電腦、網路、軟體權利金、電信） 

①③⑤ ①④⑤ ②④⑤ ③④⑤ 

23 下列何者不是合作館藏發展計畫？ 

OhioLINK  Triangle Research Libraries Network（TRLN） 

Cooperative Online Resource Catalog（CORC） Farmington Plan 

24 若某一圖書館運用企業識別系統（CIS）將館員制服及名牌統一設計，此項措施最主要是為提升下列何項產

品特徵？ 

產品品質 產品安全性 產品包裝 產品一致性 

25 臺北市第一座智慧圖書館 Open Book，是採下列那一種服務系統？ 

到府服務 讀者自助借還書服務 機器人服務 圖書巡迴車服務 

26 國家圖書館建置之「遠距學園」屬於下列何種服務？ 

偏鄉教育 數位學習 線上參考 文獻傳遞 

27 下列何者屬於灰色文獻？ 

博碩士學位論文 圖書 期刊 報紙 

28 Ul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 屬於那一類型的參考資源？ 

期刊論文摘要 期刊指南 期刊索引 期刊聯合目錄 

29 「列出文章的篇名、作者、文章出處外，也詳列其參考文獻並可查詢所有引用特定文章的其他文獻」，是指

下列何種參考資源？ 

abstract encyclopedia citation index readers guide 

30 依據我國「政府出版品管理作業要點」規定，每一獨立出版單元以申請下列何種編號一號為原則？ 

GDP GPA GPN GNP 

31 下列那一部百科全書是由網友透過共建共享的方式，在 wiki 的系統中編輯與撰寫詞條？ 

臺灣大百科全書 中華大百科全書 大英百科全書 中醫大百科全書 

32 下列何者是財經工商類報紙？ 

商業周刊 臺灣經濟新報 財訊 亞洲華爾街日報 

33 下列何者屬於原始資料（primary source）？ 

手稿 索引 目錄 年鑑 

34 下列何者是與 15 歲學生的閱讀、數學、科學能力相關之國際學生評量計畫？ 

OECD PISA PIRLS TIMSS 

35 下列何者是由政府機構所建立的醫學參考資源？ 

HealthFinder JSTOR Embase BIOSIS Previews 

36 在資料庫中利用關鍵字進行檢索時，若找到的資料太少時，可再利用以下那類關鍵字修正檢索策略？ 

同音異義詞 同義詞 專有詞 限定詞 

37 查檢「異名錄」可以解答下列那一個問題？ 

「詩仙」是誰？  中國歷史上是不是有取名「李安」的名人？ 

「舊金山」和「三藩市」是不是指同一個地方？ 「採訪」在新聞學與圖書館學分別代表什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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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根據我國圖書館員專業倫理守則第一條規定，館員應積極維護那種自由，並抗拒不當壓力？ 

資訊存取自由 閱讀自由 採訪自由 思想自由 

39 下列何者不屬於國際圖書館協會聯盟（IFLA）「圖書館員專業倫理守則」中，所強調同事及雇主員工間的關係？ 

推動男女員工同工同酬同福利 彼此公平相處並互相尊重 

不因私人利益和個人信仰而失去專業的中立性 不使用不正當競爭手段來獲得個人榮譽 

40 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成立於何時、何地？ 

1867 年、費城（Philadelphia） 1867 年、波士頓（Boston） 

1876 年、費城（Philadelphia） 1876 年、波士頓（Boston） 

41 下列何種定律又稱為科學生產力的倒平方律？ 

Bradford Law Price Law Zipf Law Lotka Law 

42 機構典藏系統 DSpace，是由那個大學所研發？ 

麻省理工學院 哈佛大學 史丹佛大學 牛津大學 

43 下列何者不屬於音樂檔案的檔名類型？ 

mid mp3 tif wav 

44 數位圖書館中的數位資訊生命週期包括三階段，下列何項排序正確？ 

數位化作業階段－傳播階段－結構化與管理階段 結構化與管理階段－數位化作業階段－傳播階段 

傳播階段－數位化作業階段－結構化與管理階段 數位化作業階段－結構化與管理階段－傳播階段 

45 下列有關 Web2.0 技術與服務的敘述，何者錯誤？ 

RSS 網站摘要可以自動訂閱或發布內容 Twitter 是由專家所撰寫與編輯的參考工具書 

YouTube 影音分享平台可以供使用者自行上傳影片 Facebook 是屬於微網誌的一種 

46 下列何者不是開放式課程計畫（OpenCourseWare）的特色？ 

讓自學者與教育者得以免費搜尋教材 

教師在 OpenCourseWare 上分享他們的教材、教案與教學方法 

是一種正式的學位學程 

以數位方式分享與傳播 

47 將大量非結構性文字資料轉換成可視的圖形資料，以便使用者能透過視覺介面呈現的圖形，觀察蘊含在資料

間的樣式而能發掘有用的洞察資訊。上述說明為下列何者之定義？ 

資訊結構化 資訊視覺化 資訊圖形化 資訊數位化 

48 無線射頻技術（RFID）應用在圖書館作業管理的特徵，下列何者錯誤？ 

方便讀者自助借還書 降低盤點速度 提升讀架整架速度 減少人力成本 

49 對於擅自拷貝他人電腦中之個人資料檔案的行為，是觸犯以下何者？ 

個人資料保護法 公平交易法 政府資訊公開法 著作權法 

50 依據我國圖書館統計標準，下列那一項不屬於電子化館藏的統計項目？ 

資料庫 電子期刊 數位文獻 免費網際網路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