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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為美國資訊科學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SIS）之前身？ 

美國計算機學會（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ACM） 

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文獻學委員會（Interdivision Committee on 

Documentation） 

美國文獻學學會（American Documentation Institute, ADI） 

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資訊科學與自動化委員會（Information Science and 

Automation Division） 

2 晚清四大私人藏書樓中，下列何者藏書被日本大量收購？ 

鐵琴銅劍樓 八千卷樓 皕宋樓 海源閣 

3 「人們會有尋找資訊的需求，源於人們認知到自己既有的知識體系發生異常的狀態或呈現不尋常的狀況」最

符合下列何項資訊行為理論的解釋？ 

知識渾沌說（Anomalous State of Knowledge） 採莓說（Berry-picking Model） 

意義建構論（Sense-making Model） 資訊搜尋歷程（Information Search Process） 

4 下列各種館藏評估方法，那一種方法是以使用為基礎的評估方法？ 

館藏直接分析法 文獻傳遞測試法 書目核對法 館藏比較統計法 

5 若把資訊視為資訊流的概念，試問資訊的上游、中游、下游應該分別是下列何種組合？ 

上游（資訊產出）─中游（資訊行銷與傳播）─下游（資訊加值與知識管理） 

上游（資訊加值與知識管理）─中游（資訊產出）─下游（資訊行銷與傳播） 

上游（資訊行銷與傳播）─中游（資訊產出）─下游（資訊加值與知識管理） 

上游（資訊產出）─中游（資訊加值與知識管理）─下游（資訊行銷與傳播） 

6 下列有關資訊科學家 Calvin Mooers 之敘述，何者錯誤？ 

發明運用孔卡（punch card）的資訊檢索系統 

設計了首次可以執行「AND」、「OR」、「NOT」運算的資訊檢索系統 

第一個提出資訊檢索（information retrieval）一詞 

有資訊科學之父的尊稱 

7 下列資訊科學家何者為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之創始人？ 

Eugene Garfield Jesse Shera Vannevar Bush Watson Davis 

8 臺灣於日治時期在基隆設立的石坂文庫屬於： 

學校圖書館 專門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 學術圖書館 

9 依據我國圖書館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國家圖書館的主要服務對象？ 

社會大眾 研究人士 法人、團體 政府機關（構） 

10 受到資訊科技的影響，下列有關現代圖書館服務趨勢之敘述，何者正確？ 

藉由資訊科技的運用與網路資源的豐富，圖書館不需再依賴資源共享提升資訊服務可及的範圍 

圖書館存在的社會價值不同於以往，為資訊中繼站，不典藏、保存資訊 

現代圖書館的經營管理應符合學術理論與實務，圖書館可就其立場，自行規劃與提供圖書館服務，無需考

量讀者的想法 

圖書館存在的社會價值本質，如保存文化紀錄、維護求知權利、傳播資訊知識等仍舊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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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下列有關 Google 數位圖書館計畫之敘述，何者正確？ 

Google 以社會公益角度出發，全面提供免費使用圖書資源 

Google 與世界主要研究型圖書館合作，掃描圖書館館藏圖書，包括絕版圖書、公領域作品以及受著作權

保護之圖書 

受到合理使用的保護，Google 可以透過數位圖書館計畫無償提供其所掃描圖書之各項資訊服務，盡到其

企業社會責任 

參與 Google 數位圖書館計畫之圖書館，可利用計畫成果完全取代其圖書館服務 

12 下列有關圖書館書目查證工作之敘述，何者錯誤？ 

核對其他圖書館館藏目錄，確定他館購書情形 

以書目工具查對推薦者所提供的書目資料是否正確 

以館藏目錄核對推薦者所推薦之書刊是否已經入藏 

核對書名相同的圖書，其版本、版次與出版年是否相同 

13 下列那一個圖書館負責我國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ISRC）之編配管理？ 

立法院國會圖書館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國立臺灣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14 因應網路化及數位化環境的發展，下列有關圖書館館藏發展概念之敘述，何者錯誤？ 

圖書館資訊資源若經由採購實體而獲得，是擁有館藏的所有權（ownership） 

電子資源或虛擬館藏主要提供查詢的使用權（access） 

館藏發展已由及時（just-in-time）轉為備用（just-in-case）的概念 

所有權（ownership）及使用權（access）兩者皆有其重要性 

15 下列何者符合「透過公共網際網路免費取得，讓讀者在沒有經濟、法律與技術障礙的前提下，允許進行閱讀、

下載、複製、散布、列印、檢索或連結到其他全文資料，並替這些文獻製作索引與其他合法目的之使用」

之說明？ 

open access toll access web index immediacy index 

16 有關圖書館經費分配原則與方式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圖書館經費分配屬於多種影響因素與單一目標的決策問題 

公式法具有簡單性、迅速性和公平性之優點 

公式法缺點在於過於僵化、無法因應突發事件而改變經費額度 

良好的大學圖書館經費分配模式，應兼顧教職員生之需求 

17 有關美國圖書館權利法案（Library Bill of Rights）的主要訴求，下列何者錯誤？ 

保障讀者自由選擇讀物 挑戰查禁制度 強調合理使用 倡導思想自由 

18 圖書館書架如何擺放較可獲得充分且平均分布的光源？ 

與自然光源平行；與人工照明垂直 與自然光源垂直；與人工照明平行 

與自然光源平行；與人工照明平行 與自然光源垂直；與人工照明垂直 

19 有關電子資源套裝模式訂購策略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圖書館有更多的機會可透過選擇過程，提升館藏品質 

出版商掌握市場價格，對於合約具有更高的控制權力 

圖書館對於館藏的購置具有更高的主控權 

圖書館可以提高對館藏複本的管控程度 

20 下列四種圖書館組織之內在環境因素，組織氣氛與其成員間的人際互動屬於那一種？ 

館員個人之心理環境 技術環境 組織結構環境 人群關係環境 

21 評量圖書館服務績效的各項指標中，常需要考量圖書館有效使用者，請問根據統計標準，A 館應將下列那些

讀者列為今年提報的有效使用者？ 

今年年初到圖書館辦理圖書館證的讀者 

曾在前年到圖書館借書的讀者 

圖書館服務社區的所有讀者 

今年年初到圖書館辦理圖書館證並且使用圖書館電子書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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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下列有關灰色文獻之敘述，何者正確？ 

不能公開發行的文獻  容易透過商業出版行銷管道購得 

技術報告屬於此類文獻  通常是由政府機構出版 

23 下列有關圖書館應用人力派遣方式之敘述，何者錯誤？ 

人力派遣是非典型聘僱關係 

人事調度較為靈活，可快速增補人員 

彌補人事經費緊縮問題，節省人事成本 

與正式人員比較，派遣人員具有流動率低、高向心力、高忠誠度之特質 

24 下列何者不屬於圖書館人員的績效考核項目？ 

態度，如主動性、積極性、耐心、投入等 表現，如執行工作的時間、產出數量等 

成效品質，如工作產出品質、讀者滿意度等 年資，如在圖書館以及該職位之時間等 

25 下列那一項工具可以用來選擇外文期刊？ 

Ulrichsweb.com NBINet COUNTER CONCERT 

26 依據我國圖書館統計標準，下列那一類工作人員不列入圖書館工作人員的計算範圍？ 

圖書館僱用或任用之專業人員 

圖書館所僱用的工讀生 

圖書館或所屬機構以外經費所僱用或任用之專業人員 

圖書館僱用或任用之非圖書資訊專業人員 

27 依據圖書館統計標準（CNS13151）規定，下列有關圖書之統計方式，何者錯誤？ 

編入館藏之小冊子（50 頁以下的單本印刷資料），不計入圖書 

散頁印刷品，不計入圖書 

以數位形式出版的圖書，計入電子書 

圖書是指非連續性、頁碼在 50 頁以上（不含封面）的單行本印刷品 

28 參考資源分為指引型（direction type）與資料型（source type），下列何者屬於指引型參考資源？ 

百科全書 曆書 統計資料 索引 

29 下列何者是與嬰幼兒閱讀服務相關的計畫？ 

Bookstar Babystar Babystart Bookstart 

30 下列何者屬於參考工具書，圖書館通常置於參考室（參考區）中？ 

雜誌 報紙 漫畫 詞典 

31 「索引」除了可以稱為「通檢」、「備檢」、「韻編」外，又被稱為： 

解題 引得 會要 總目 

32 下列有關國立臺灣圖書館之敘述，何者錯誤？ 

為國立之公共圖書館  擁有豐富的「臺灣學」館藏 

兒童與青少年不是其服務對象 前身為日治時期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 

33 查詢英文資料時，可利用以下何種檢索語法找到字首相同而字尾可能因單複數、時態、詞性有所變化的詞彙？ 

精確查詢 鄰近檢索 片語查詢 切截 

34 利用網際網路搜尋資訊常會意外地發現資訊，下列何者可以描述此一現象？ 

連續性搜尋 最佳化搜尋 資訊偶遇 資訊超載 

35 想知道西元 1950 年的中秋節是陽曆的幾月幾日，可利用下列何種資源？ 

年表 年譜 史日對照表 歷史上的今天 

36 下列何者不是維基百科（Wikipedia）之特性？ 

維基百科包含紙本與線上版本 

維基百科採取共筆完成方式 

維基百科具 web2.0 的特性 

維基百科採取 GNU 自由文檔許可證的開放授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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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下列何者不屬於查找工商資訊之資料庫？ 

Aremos ABI/INFORM Thomas Register MLA 

38 圖書館為了教導讀者有效地利用各項資源與服務，經常舉辦各種推廣活動，下列那個詞與「圖書館利用教育」

無關？ 

user operation bibliography instruction library orientation user education 

39 下列何者均為引用文獻資料庫？ 

SSCI 與 Scopus SSCI 與 JCR LISA 與 Scopus JCR 與 LISA 

40 規範21世紀的學生該學會那些與資訊素養相關的學習技能之Standards for the 21-Century Learner是由下列何

者所發展？ 

ACRL OCLC AASL UNESCO 

41 我國圖書館員專業倫理守則中，館員應該本著下列何種原則，蒐集各種圖書資訊，維護讀者權益？ 

中立原則 熱忱原則 效率原則 平等原則 

42 下列敘述，何者不屬於美國圖書館學會的「圖書館權利宣言」中特別指出反對「檢查制度」的內容？ 

圖書館應挑戰「檢查制度」，以維護提供公眾公平閱覽與啟智的責任 

選擇館藏資料不因作者之種族、國籍、社會、政治、宗教立場而遭到排斥 

組成社區圖書館檢查委員會，保護社區青少年兒童免於受到閱讀污染 

提供各種議題之目前及過去不同觀點的所有出版品 

43 下列何者是以「研究、發揚與促進圖書資訊學教育」為主要宗旨而成立的專業組織？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中華資訊素養學會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中華圖書館協會 

44 下列有關四種計量學出現的先後次序，何者正確？ 

圖書館計量學 → 資訊計量學 → 科學計量學 → 網路計量學 

科學計量學 → 資訊計量學 → 圖書館計量學 → 網路計量學 

圖書館計量學 → 科學計量學 → 資訊計量學 → 網路計量學 

科學計量學 → 圖書館計量學 → 資訊計量學 → 網路計量學 

45 下列何者為 Google 網路搜尋引擎服務中，主要是搜尋期刊論文的服務？ 

Google Map Google Drive Google Scholar Google Calendar 

46 下列何者不是 SFX 智慧型動態連結系統應用在圖書資源查詢系統中的特點？ 

是一種圖書資源的轉介服務 串聯各種不同異質資料庫的連結 

連結服務多元，如全文文件或產生不同引用格式 無法即時產生動態連結 

47 下列何者不屬於書目管理軟體？ 

EndNote Zotero APA RefWorks 

48 一般圖書館在進行讀者使用行為相關的資料探勘時，下列何者不是資料倉儲（data warehouse）所必備？ 

讀者記錄檔 館藏記錄檔 採購記錄檔 借閱記錄檔 

49 美國於西元 1998 年以後所推動的第二期國家數位圖書館起始計畫（Digital Library Initiative 2）著重於數位

圖書館的社會、行為及經濟層面，因而自此所進行的數位圖書館研究有三個主要方向。下列何者不包括在

內？ 

以資訊政策為導向 以人為導向 以系統為導向 以內容為導向 

50 下列何者不是數位影像資料的檔案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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