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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關於國際標準書號（ISBN）的敘述，何者錯誤？ 

 ISBN 是便於國際間出版品交流與統計的一套國際編號制度 

 2010 年起 ISBN 由 10 碼改為 13 碼，整合於 EAN 全球商品碼中 

 ISBN 的結構為：商品類型碼 - 群體識別號 - 出版者識別號 - 書名識別號 - 檢查號 

我國出版的圖書之 ISBN 群體識別號為 957 和 986 

2 登記簿（register）主要是那種資訊傳播機構傳統的館藏控制工具？ 

圖書館 博物館 檔案館 數位圖書館 

3 下列那位學者率先提出目錄應具有導航的功能？ 

克特（Cutter）  朱艾特（Jewett） 

魯比茲基（Lubetzky）  斯維諾尼斯（Svenonius） 

4 下列那個書目供用中心在 1990 年代末期被併入了 OCLC？ 

WLN  RLIN  Utlas  A-G Canada 

5 1961 年國際編目會議通過的編目原則為何？ 

柏林原則 倫敦原則 巴黎原則 都柏林原則 

6 有關版本的概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抄本與版本概念相同，著錄於版本項 刻本是雕版印成的書 

影抄本是根據原書照相製版 影印本是覆在原書上影寫成的書 

7 一書之稽核項著錄為 1, 124 面，依據《中國編目規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書有 1124 面 該書有 124 面 該書有 125 面 該書正文 125 面 

8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有關團體名稱標目的參照關係，下列何者錯誤？ 

客家委員會  見 客委會 淡江文理學院   參見 淡江大學 

臺灣省立中興大學  參見 國立中興大學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不用 原民會 

9 欲申請有聲出版品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應向國內那一個單位辦理？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文化部  

國家圖書館  財團法人臺灣唱片出版事業基金會 

10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光碟片電子資源的主要著錄來源，其第一優先選擇順序為何？  

題名畫面  不可分離盛裝物及其標籤 

電子資源所附文件  印製於電子資源外套封盒上資料 

11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下列機關標目何者錯誤？ 

花蓮縣教育局第一科 屏東縣勞工局 教育部第二科 臺北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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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下列人名標目何者正確？ 

（民國）胡適 陳君美博士 謝東來理事長 張愛玲 

13 《天下才子必讀書》還有另一書名《才子古文》，應如何著錄？ 

天下才子必讀書 = 才子古文 天下才子必讀書：才子古文 

天下才子必讀書，別名，才子古文 天下才子必讀書，又名，才子古文 

14 一作品同屬於溝通句典第一集，平安叢書第七集，依據《中國編目規則》，集叢項應如何著錄？ 

（溝通句典, 第一集 ; 平安叢書, 第七集） （溝通句典 ; 第 1 集）（平安叢書 ; 第 7 集） 

（溝通句典, 第一集）（平安叢書, 第七集） （溝通句典 ; 第 1 集,  平安叢書 ; 第 7 集） 

15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連續性出版品若尚未出版完畢，應在出版年後做何種處理？ 

記上加（＋）號  短橫號（－）後預留空格  

記上刪節（...）號  記上斜撇（ / ） 

16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下列何者不宜以原作品的相關作品著錄？ 

原作品之索引 原作品之續篇 原作品之電子版 原作品之要語索引 

17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下列何者不是資料類型標示的功用？ 

告知資料類型 告知需要輔助器材 告知尺寸大小 告知不是圖書 

18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下列何者不是音樂作品劃一題名標目的組成要件？ 

演出媒體 調性 作品號 作曲風格  

19 冒點式分類法是那一位圖書館學者所發展出來的？ 

胡爾梅（E. Wyndham Hulme） 布利斯（Henry Evelyn Bliss） 

克特（Charles Ammi Cutter） 阮甘納桑（Shiyali Ramamrita Ranganathan） 

20 鄭樵編的《通志藝文略》，將圖書分成幾大類？ 

四大類 七大類 十大類 十二大類 

21 下列何者通常為分類館員進行圖書分類的第一個步驟？ 

決定作品的作者 決定作品的主題 翻閱分類詳表 翻閱相關索引 

22 當圖書的內容涉及不止一個主題時，應依循一些分類的原則，下列何者不包括在內？ 

應用原則 側重原則 在後原則 涵蓋原則 

23 下列何者不是索書號中作品號之一部分？ 

版次號 特藏號 部冊號 種次號 

24 依五筆檢字法取「梁啟超」的著者號碼應為： 

 8664  8665  8667  8668 

25 下列何者是控制詞彙的同義關係？ 

同形異義詞彙 廣義詞彙 語義相關的詞彙 狹義詞彙 

26 當《中國圖書分類法》的詳表無「依國分」字樣，但館中相關圖書不少，此時分類員可經由何表，再加

「分國表」表示之？ 

總論複分表 語言複分表 時代複分表 文學複分表 

27 《宋元明清經濟史研究》一書內容涉及四個時代，根據《中國圖書分類法》分類原則，該書應歸入那一

個時代？ 

宋 元 明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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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系統所依據的分類原理為下列何者？ 

文獻保證原理 分析綜合原理  PMEST 原理 十進原理 

29 索引典的款目結構通常不會出現下列何者？ 

 Scope note  BT、NT、RT  call number  use、use for 

30 選擇主題標目時，若有相似詞必須加以控制，如「愛滋病」、「愛死病」、「AIDS」、「A.I.D.S」，選

用「愛滋病」是符合下列那種選詞原則？ 

一致性標目 劃一性標目 穩定性標目 獨特性標目 

31 下列何者不是作為主題標目數量決定的依據？ 

圖書館性質  讀者對目錄依賴的程度 

作品內容的表達   同類作品的多寡 

32 下列何者不是電子書分立紀錄編目的優點？ 

可以整批下載書目紀錄  減少自動化系統的紀錄數量 

容易更新  無需費時做複本查核 

33 為解決目錄中之同人異名、同名異人而建立的檔案稱為： 

名稱權威檔 集叢權威檔 標題權威檔 題名權威檔 

34 針對權威資料的功能需求，IFLA 於 2009 年提出來的文件為何？ 

 FRBR   FRAD  

 VIAF   ISBD Consolidated Edition 

35 圖書館透過權威檔的參照關係，維護書目系統中所使用的名稱標目、主題標目及劃一題名標目等的一致

性與唯一性，以提升目錄之查檢與聚集功能。前述文字所描述的概念，在圖書資訊學界的專門術語為何？ 

權威紀錄 權威控制 書目控制 詞彙控制 

36 華文書目資料庫目前有一個中文名稱權威資料庫共建共享的計畫，下列何者不包括在此計畫中？ 

臺灣 中國大陸 香港 新加坡 

37 《中國機讀編目格式》記載編目作品的書目資料（如題名、著者敘述等）之資料段為下列何者？ 

 0XX 段  1XX 段  2XX 段  5XX 段 

38 《中國機讀編目格式》的書目資料交換標準，是由下列何者所公布？ 

國際標準組織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組織 

美國國家標準組織  英國國家標準組織 

39 CMARC 採用下列何種拼音系統？ 

耶魯拼音  漢語拼音 

韋傑士（Wade-Giles）拼音 通用拼音 

40 下列何者可供異質性系統之間進行書目資料交換之依據？ 

主題詞表 欄位對應表 索引典 編目規則 

41 在編目電子資源時，應在下列 MARC21 中那一欄位標示電腦檔（computer files）？ 

 Tag 001  Tag 003  Tag 008  Tag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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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若電子期刊為紙本期刊的複製品時，下列何者是電子期刊複製品編目的條件或特性？ 

紙本期刊與電子期刊同時為複製編目基礎 

電子期刊紀錄是紙本期刊紀錄的複製編目基礎 

以紙本期刊紀錄為複製編目基礎  

無需為電子期刊複製品編目 

43 目前國際間成員最多，服務最廣的書目中心為下列何者？ 

 RLIN  NBINet  OCLC WLN 

44 關於線上公用目錄的檢索，下列何者不是書目紀錄功能需求（FRBR）模式化所強調的功能？ 

可依作品內容篩選與排序檢索結果 易於進行權威控制 

具備匯集相同作品名稱館藏資料的功能 可階層化呈現作品家族及區分類型 

45 電子資源權威控制的工作內容包括下列何者？①記載標目的不同形式與相關形式 ②聚集不同形式名稱

的作品 ③選定標目與呈現形式 ④連結使用標目與未使用標目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46 RDF 包含主題（subject）、述語（predicate）以及物件（object）三個要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主題（subject）為 RDA，以字串、號碼、資料表示一項資源或概念的原義 

述語（predicate）定義一項資源或概念的特性屬性，也是 URI 

物件（object）為 RDA，表示另一項資源架構，或是以字串、號碼、資料表示一項資源或概念的原義 

主題（subject）與物件（object）均以 URI 表示一項資源或是概念 

47 針對書目紀錄功能需求（FRBR）所指稱作品（work）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閱聽人可直接透過接觸、了解作品的內容 

作品翻譯為不同語言，或是音樂創作以不同方式錄音或套譜呈現，可視為不同作品 

作品是指一知識或藝術創作的抽象概念 

作品是指稱知識或藝術創作的展現 

48 關於《中文主題詞表》之詞表附表說明，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提供使用者從某一特殊類型查檢主題詞 

該詞表有中國時代表等附表 

在主表出現的主題詞絕不會在附表出現 

可以直接查檢附表之主題詞，也可先查主表 

49 關於書目中心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利用電腦設備儲存書目資料，提供聯合目錄的機構 

主要以書目光碟資料庫，提供會員圖書館抄錄編目 

提供會員圖書館線上合作編目系統 

有計畫採購各地國家級圖書館之書目檔及權威檔 

50 書目中心提供合作館線上查詢服務，並不包括下列何種紀錄？ 

書目紀錄 館藏紀錄 流通紀錄 權威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