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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是圖書聯合目錄？ 

TCI  ERIC NBINet PubMed 

2 下列何者不是克特提出的編製目錄之目標？ 

查詢圖書館館藏 展示圖書館館藏 獲取圖書館館藏 選擇圖書館館藏 

3 下列何者為目錄最早出現的形式？ 

卡片式 書本式 縮影式 電腦式 

4 下列何者為第一代線上公用目錄之發展時期？ 

1960 年代 1970 年代 1980 年代 1990 年代 

5 下列那一種目錄把所有款目（包括著者、書名、主題、集叢名等）以字母順序混合編排？ 

分類目錄 字典式目錄 分置式目錄 參照目錄 

6 《哈姆雷特》一書之語文為中文，原為英文作品，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下列何者為該作品之

劃一題名標目？ 

哈姆雷特. 中文  哈姆雷特. 英文  

哈姆雷特. 中文. 英文  哈姆雷特 

7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書目紀錄中出現下列著錄方式，其解釋何者正確？ 

湯姆歷險記 =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湯姆歷險記是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的並列題名  

湯姆歷險記是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的副題名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是湯姆歷險記的並列題名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是湯姆歷險記的副題名 

8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有關版本項的著錄，下列何者需要著錄？ 

本版 這一版 該版 初刊本 

9 非翻譯作品之中文圖書，其英文題名出現於主要著錄來源時，依據《中國編目規則》，下列著錄方式何

者正確？ 

中華民國年鑑  

中華民國年鑑 ＝ Economic yearboo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conomic yearboo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中華民國年鑑  

中華民國年鑑. Economic yearboo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0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一書正文採雙面印刷共 250 頁，另含 8 張單面印刷的圖版，下列著錄方式何者正確？ 

圖版 8,  250 面 250, 圖版 8 頁 250, 圖版 8 面  250 面, 圖版 8 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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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照《中國編目規則》，關於人名標目的擇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若作者以不同之筆名或本名，題署於不同寫作領域或風格之作品，雖各署名均已相當著稱，仍要擇其

一為標目，未經採用者，另立參照款目引見之  

帝王、后妃、諸侯、貴族逕以廟號、諡號、封號為標目，故岳飛不用本名，採用（宋）岳武穆為標目 

外國著者已取用中文名字者，以其中文名字為標目  

僧尼之有法名者，一律以法名為標目 

12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有關附件資料的著錄，下列何者錯誤？ 

321 面：彩圖 ; 23 公分 ＋ 1 冊教師手冊  

321 面：彩圖 ; 23 公分＋ 1 冊教師手冊（20 面：地圖 ; 20 公分） 

321 面（另含 1 冊教師手冊）：彩圖 ; 23 公分 

於附註項說明本書另附 1 冊教師手冊 

13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編目地圖資料時，記載於製圖細節項之內容，下列何者錯誤？ 

等高線 比例尺 投影法 經緯度 

14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連續性出版品其正題名若有更易，應如何著錄？ 

記於正題名之後，以並列題名著錄 記於附註項  

另行編目  記於版本項 

15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團體名稱如果有改變，則下列何者錯誤？ 

新舊名稱分立「參見」款目 沿用舊名稱著錄  

新舊名稱分立「說明參照」款目 採用作品所載新名稱 

16 《在圖書館培養比爾蓋茲》為韓文作品之中譯本，在此書的封面另載有「How to use the library」，依據

《中國編目規則》，要如何著錄此相關英文題名？ 

將英文題名視為正題名著錄於附註項 將英文題名視為副題名著錄於附註項  

將英文題名視為封面題名著錄於附註項 將英文題名視為並列題名著錄於附註項 

17 下列何者不屬於《中國編目規則》中第十四章「分析」的範疇？ 

內容註 部分「在」分析 多層次著錄  檢索款目 

18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下列那一項資訊不可以加註於朝代相同之中國人名後用以區別？ 

職稱 學歷 西元生卒年 籍貫 

19 下列何種分類法為分析綜合分類法（Synthetic classification）的典型代表？ 

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 中文圖書分類法 杜威十進分類法 冒點式分類法 

20 下列何者將中國古代圖書分為甲、乙、丙、丁四部？ 

鄭樵 荀勖 劉向 劉歆 

21 採用《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分類《企業管理的理論與哲學》一書，由主類表查得「企業管理」

為 494，從附表 1 得知「哲學與理論」為 01，類表 494.01 已設定為「企業效率」，應將該書歸入何類？ 

494  494.1 494.01 494.001 

22 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的建立，是以何分類法為基礎？ 

杜威分類法 展開分類法 書目分類法 冒點式分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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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下列何者曾為分類定下「相同律」、「歷史律」及「進化律」三律？ 

李查遜（Ernest C. Richardson） 布朗（James Duff Brown）  

胡爾梅（E. Wyndham Hulme） 賽也（W. C. Berwick Sayers） 

24 分類館員根據辨類結果，在分類法中選擇最適合圖書內容的類目，給予類碼，以確定它在書架上的位置，

此工作程序稱為下列何者？ 

上架 歸類 粗分 編製索引 

25 下列知識組織工具何者無法表達詞彙之概念關係？ 

語意網路（Semantic network） 詞彙清單（Term list）  

索引典（Thesaurus）  知識本體（Ontology） 

26 索引典詞彙「食品」UF「食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食品」是敘述詞 「食物」是敘述詞 「食物」是被認可術語 「食品」是參照款目 

27 一般而言，圖書分類工作的順序為何？ 

決定學科領域→查看類表→決定作品主題→建置類號  

決定作品主題→決定學科領域→查看類表→建置類號  

決定學科領域→決定作品主題→建置類號→查看類表  

決定作品主題→決定學科領域→建置類號→查看類表 

28 下列何者不是美國國會圖書館標題表（LCSH）所採用的詞間關係符號？ 

BT/NT  USE/UF RT CC 

29 在首尾五筆著者號碼法中，筆形「直」（│）的代號為何？ 

2  3 4 5 

30 一本關於貓的書，其標題選用「貓」而不選「動物」，主要是何種主題標引原則？ 

專指款目原則 詳盡款目原則 文獻保證原則 款目數量控制原則 

31 《中文主題詞表》的參照說明，下列何者是其主要用意？ 

解釋主題詞之詞義 揭示主題詞之詞間關係 便於主題詞之排列 分類主題一體化 

32 根據《中國機讀權威紀錄格式》的規定，「反見標目段」是在那一段？ 

2XX  3XX 4XX 5XX 

33 編目時支援各檢索款目保持一致以維護目錄品質的檔案，稱為下列何者？ 

書目檔 權威檔 採購檔 讀者檔 

34 下列那一項計畫不是權威檔合作建立計畫？ 

VIAF （Virtual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ile） PCC（Program for Cooperative Cataloging） 

SACO（Subject Authority Cooperative Program） FGDC（Federal Geographic Data Committee） 

35 一個人的姓名，可能有本名、筆名、室名、別號、譯名、全稱、法名、廟號、諡號及封號等多種表現形

式，在建立圖書館目錄的檢索款目時，為確保標目之一致性，圖書館可建立那一種權威紀錄呢？ 

家族權威紀錄 團體權威紀錄 檢索款目權威紀錄 人名權威紀錄 

36 透過線上公用目錄提供讀者方便選擇與辨識資料的加值資訊，可提高讀者使用線上公用目錄的滿意度。

一般而言加值資訊不包括下列何者？ 

資料封面 同儕評審 書評或評論 摘要或目次 

37 MARC 21 有編製對應至各種詮釋資料的對照表，但是不包括下列何者？ 

UNIMARC  MODS Dublin Core V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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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依照 FRBR 第一組實體之作品、內容版本、載體版本以及單件的關連，下列選項之排序何者正確？

1995① 年 BBC 所拍攝，由 Colin Firth 與 Jennifer Ehle 主演的傲慢與偏見 ②圖書館典藏，由 Colin Firth
與 Jennifer Ehle 主演，BBC 拍攝傲慢與偏見的錄影光碟 Jane Austen③ 所寫的傲慢與偏見 1981④ 年

Penguin 公司出版的傲慢與偏見 
①③②④ ②①④③ ③①④② ④②③① 

39 下列何者不是 MARC 格式的組成要素？ 
記錄結構 指引 內容標識符號 資料內容 

40 下列何者是《中國機讀編目格式》的必備欄位？ 
200  300 500 600 

41 在 MARC 21 中，下列那一個欄位用於著錄電腦檔資料形式？ 
260  300 516 538 

42 下列何者是 VRA 詮釋資料標準的特性？ 
由 Getty 研究機構的藝術資訊專案小組負責 共有 31 個類目  
提供藝術資料庫詳盡的結構指引 用來描述視覺資料 

43 書目中心最早發展於下列那一個時期？ 
1960 年代 1970 年代 1980 年代 1990 年代 

44 國家圖書館與臺灣大學圖書館合作建置的「中文名稱權威資料庫」，提供何種權威紀錄的查詢？ 
劃一題名權威紀錄  集叢名稱權威紀錄   
標題權威紀錄  人名及團體名稱權威紀錄 

45 下列何者是記述編目作業之必備工具？ 
分類表 標題表 編目規則 索引典 

46 《物理與化學》一書內容涉及兩個主題，二者為並列關係，不互為解說，且不側重於其中任一主題時，

應分入何類，較為適宜？ 
總類（000） 科學類（300） 物理學類（330） 化學類（340） 

47 有關 NBINet 合作編目資料處理原則定有核心書目紀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參考美國國會圖書館「BIBCO Core Record」訂定  
各類型核心書目紀錄欄位，皆屬於必備欄位  
核心書目紀錄分為 CMARC 及 MARC 21 標準  
另訂定 CMARC 及 MARC 21 簡篇欄位，適用於「簡略著錄」 

48 有關資源描述與檢索（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 RDA）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RDA 的規則理念與 AACR2 完全不同  

RDA 保留資料類型標示，以表現不同類型資源的特性  
RDA 章節組織不以載體形式安排規則的架構  
RDA 內容僅涵蓋作品與內容版本的著錄規範 

49 詮釋資料、後設資料、元資料、超資料、元數據等都是 metadata 一詞的中譯名，若圖書館選定詮釋資料

作為該主題的權威標目，下列參照關係何者正確？ 
詮釋資料  見  元資料  元資料  見  後設資料  
後設資料  見  超資料  後設資料  見  詮釋資料 

50 書目紀錄功能需求（FRBR）中，載體版本（manifestation）與單件（item）之間關係，下列何者正確？

①一載體版本僅可有一個單件 ②一個單件可反應多個載體版本所承載的知識或藝術創作內容 ③一載

體版本可有多個單件 ④一個單件僅能反應一載體版本所承載的知識或藝術創作內容 
①② ②③ ③④ ①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