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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檔案界資料查詢的工具稱作下列何者？ 
線上公用目錄（OPAC） 登錄簿（registry） 
檢索工具（finding aids） 資料綱要（schema） 

2 有關出版品預行編目（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對新書進行預行編目  是圖書館與出版社之間的合作 
可減輕一般圖書館編目作業負擔 是詳細完整的編目資料 

3 下列何者為正確的國際標準書號（ISBN）之結構與順序？ 
群體識別號－商品類型碼－出版者識別號－書名識別號－檢查號 
出版者識別號－群體識別號－商品類型碼－書名識別號－檢查號 
商品類型碼－書名識別號－群體識別號－出版者識別號－檢查號 
商品類型碼－群體識別號－出版者識別號－書名識別號－檢查號 

4 下列何者為圖書館處理英文資源時最新使用的編目規則？ 
ICP  CCR  RDA  AACR2  

5 一般而言，書目（bibliography）和目錄（catalog）的差異在於書目不包括下列那一個項目？ 
著者 版本 出版者 典藏地 

6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著錄地圖集的稽核項，下列何者正確？ 
100 幅地圖集：彩色地圖；29 公分 
1 冊地圖集（330 面）：100 幅彩色地圖；29 公分 

地圖集（330 面）：彩色地圖；29 公分 
地圖集（100 幅）：彩色地圖；29 公分 

7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關於稽核項的著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單冊雙面印刷之作品著錄其葉數 
一作品有三冊，頁數相連共 630 面，標示如下：﹝630﹞面 

[38] , 200, [50]面表示該書正文前有 38 面連續編碼，正文後有 50 面連續編碼 
38 , 200 面, 圖版 8 葉表示該書有八葉單面印刷之圖版 

8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關於附件的著錄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著錄於集叢項  著錄於其他必要記載項 
視為另一作品著錄  視為續集，著錄於正題名的編次名稱 

9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下列何者不適合記載於電影片的著者敘述項？ 
表演者 編劇 導演 製作人 

10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翻譯作品附原文（全部或部分），且原題名載於主要著錄來源，其原題名應如

何著錄？ 
將原題名著錄於附註項  將其他題名著錄於附註項 
將英文題名著錄於附註項 以並列題名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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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有關電子書的編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電子書的擷取模式及網址，應記載於附註項 
電子書的性質、使用範圍及系統需求，應詳細記載於資料特殊細節項 
電子書的稽核項著錄細節，可採用紙本書的面（葉）數 
適用圖書著錄規範外，仍須依據電子資源的著錄規範 

12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下列何者不包含在文學作品劃一題名標目的細目？ 
單元題名 語文 選輯 譯本名稱 

13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2014 年在輔仁大學舉辦之圖書館與資訊社會研討會，如立為檢索款目，

其標目名稱為下列何者？ 
圖書館與資訊社會研討會（民 103：輔仁大學） 
圖書館與資訊社會研討會（2014：輔仁大學） 
圖書館與資訊社會研討會（輔仁大學：2014） 
圖書館與資訊社會研討會（民 103：新北市：輔仁大學） 

14 下列何者不是《中國編目規則》第二章「圖書」的適用對象？ 
一般圖書 小冊子 善本圖書 散頁印刷品 

15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林獻堂. 灌園詩集」此一款目稱為下列何者？ 
劃一題名款目 分析款目 著者款目 著者題名款目 

16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由若干部分組成的作品，其各部分書目紀錄的編製稱為下列何者？ 
附錄 集叢 分析 摘要 

17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一位作者有二個以上的名號，有關人名標目的選擇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①個人最近使用者 ②最為著稱者 ③個人作品中最常用者 ④文獻中最常用者 
①②③④ ②③④① ③②①④ ④①②③ 

18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關於選擇僧尼人名標目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一律以法名立標目  一律以俗名立標目 
如俗名比法名著稱，以俗名立標目 俗名及法名一起被分立為人名標目 

19 下列何者不是《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所附的複分表？ 
中國縣市表 臺灣縣市表 臺灣鄉鎮表 臺灣地方志複分表 

20 根據四角號碼著者號取碼規則，下列何者為司馬遷之作者號？ 
7031  7731  1773  1731  

21 根據首尾五筆著者號取碼規則，下列何者為明朝王守仁之作者號？ 
1032  3426  6426  7426  

22 我國國家圖書館應用克特號於中文圖書分類時，是由下列何種符號組成？ 
2 個拉丁字母加上 1 至 2 個阿拉伯數字 2 個拉丁字母加上 1 至 3 個阿拉伯數字 
1 個拉丁字母加上若干個阿拉伯數字 1 至 4 個阿拉伯數字 

23 《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的編者是下列何者？ 
杜定友 王雲五 沈祖榮 劉國鈞 

24 國際十進分類法的英文簡稱是下列何者？ 
CC  UDC  DDC  LCC  

25 下列那一個分類原理是由胡爾梅（E. W. Hulme）所提出？ 
文獻保證原理（Principle of Literary Warrant） 一題一位原理（One Place Theory） 
相似律（Law of Likeness） 歷史律（Historic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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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MeSH 主要提供何種類型圖書館做為主題分析工具？ 
藝術圖書館 工商圖書館 佛學圖書館 醫學圖書館 

27 單元詞法（Uniterm）、關鍵詞法（Keyword）、索引典法（Thesaurus）、標題法（Subject Heading）等主

題法發展過程中，何種方法發展最晚？ 
關鍵詞法（Keyword）  單元詞法（Uniterm） 
索引典法（Thesaurus）  標題法（Subject Heading） 

28 標題法是以標題詞作為主題標示，並經過標準化處理，其詞間具有下列何種關係？ 
等同、層級、互見（參見）關係 只有等同、層級關係 
只有等同關係  無詞間關係 

29 下列何者是主題詞表新增主題概念時增補主題詞的參考依據？ 
標引頻率較低的主題詞  檢索頻率較低的主題詞 
標引頻率較低的自由詞  標引頻率較高的自由詞 

30 字順主題表讓每一個主題詞只能表達一個概念，而每一個概念也只能用一個主題詞表達，這是其何種性

質？ 
動態性質 組配性質 規範化性質 詞義性質 

31 下列那個標題表有提供樹狀結構？ 
中文圖書標題表  醫學標題表 
美國國會圖書館標題表  中文主題詞表 

32 有關虛擬國際權威檔（Virtual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ile，簡稱 VIAF）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以連接國家層級的權威紀錄為目標 
可以顯示各參與國家圖書館權威檔原先的標目形式（含語言、字型等） 
除圖書館的名稱權威紀錄外，也開始整合檔案館和博物館的權威紀錄 
由 IFLA 統籌維護 

33 在編目作業中，有三種類型的標目因為容易有變動，使用者也較會產生困擾，應建立權威檔，請問是下

列那三種？①人名及團體名稱 ②題名 ③標題 ④標準號碼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③ 

34 「國際權威資料庫合作建置計畫」（Linking and Exploring Authority Files, LEAF）是那一地區的權威檔合

作計畫？ 
北美地區之圖書館、檔案館、文獻中心 
美國、澳洲、英國、加拿大之圖書館、檔案館、文獻中心 
歐盟國家之圖書館、檔案館、文獻中心 
美國、德國、加拿大、法國之圖書館、檔案館、文獻中心 

35 在《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第二十六章的「參照」，主要包括那些？ 
「見」、「反見」及「說明參照」 「見」、「參見」及「說明參照」  
「用」、「不用」及「說明參照」 「見」、「參見」及「參照」 

36 權威紀錄的功能即在確立標目之標準形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要消除歧異，使標目具有唯一性 呈現相關名稱與標目間的關連 
列舉出版社提供的說明  提供標目選擇的文獻依據 

37 機讀編目格式 MARC 發展至今，下列何者已經成為全球使用率最高的格式？ 
UNIMARC  USMARC  MARC 21  CM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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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下列何者是共同遵循和使用的書目交換格式標準？ 
Z39.50  CCCII  ISBN  ISO  2709 

39 CMARC 轉換至 MARC 21 的轉換規格，該對照表是以下列何者轉換規格為藍本？ 
CANMARC 至 MARC 21 轉換規格 UNIMARC 至 MARC 21 轉換規格 
USNARC 至 MARC 21 轉換規格 UKMARC 至 MARC 21 轉換規格 

40 民國 86 年《中國機讀編目格式》第四版的 5XX 為下列何者？ 
附註段 相關題名段 連接款目段 主題分析段 

41 下列何者不是 Dublin Core 的元素？ 
Author  Creator  Publisher  Contributor  

42 建立獨立的詮釋資料（metadata）紀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分離詮釋資料與資源本身，並以 XML 方式編碼存儲 
在網頁 HTML 編碼中，使用 META Tags 放置詮釋資料 
將全數詮釋資料建置於資料庫，並在展示網頁中嵌入詮釋資料 
將全數詮釋資料建置於資料庫，提供該詮釋資料的 XML 檔案下載 

43 美國國會圖書館合作編目計畫（Program for Cooperative Cataloging, 簡稱 PCC）所包含的四個分支計畫中，

下列何者是權威紀錄相關的合作計畫？ CONSER①  NACO②  BIBCO③  SACO④  
①③ ②④ ①②③ ①③④ 

44 1994 年 OCLC 的 InterCat 網路資源編目計畫，採用下列何種標準？ 
TEI header  MARC  Dublin Core  GILS  

45 有關書目中心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書目中心最早發展於 1980 年代 
目前最大而服務最廣的書目中心為 OCLC 
書目中心所維持的資料庫基本上是一線上聯合目錄 
聯合目錄中包括著錄編目、分類資料及各館館藏資訊 

46 下列何者不是影響書目紀錄品質的主要因素？ 
某些資料採用外包作業  部分資料採用簡略編目，如視聽資料 
抄錄編目完全依據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西文資料編目採用單種機讀編目格式 

47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所規定的分類法，包括下列何者？ 
臺灣圖書分類法 國際圖書分類法 中文圖書分類法 中國圖書館分類法 

48 新一代線上公用目錄（Next generation OPAC）強調應具優質的操作介面，包括需符合直覺式、視覺化及

無縫式三個目標。所謂的「無縫式」設計是指下列何者？ 
利用 FRBR 架構，顯示單一作品與各種不同內容版本的連結關係，不需分別檢索 
簡單、不需操作說明，使用者一看就知道要如何操作的介面 
以圖形化的方式呈現主題資源，或利用顏色、字型大小標記重要資源，輔以圖片的呈現 
使用者從檢索到獲取資源（發現到傳遞）都能在同一介面完成，不須連結到其他網站 

49 社會性標記所建構的詞彙具備若干特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社會性標記的命名不具有明確的詞彙關係 社會性標記結果可能具較多個人詞彙 
社會性標記詞彙處理詞彙之間的關係 社會性標記，相同詞彙可能代表多種意義 

50 書目紀錄功能需求（FRBR）所指之載體版本（manifestation），下列定義何者正確？ 
知識或藝術創作內容的具體呈現 為知識或藝術的創作 
呈現知識或藝術創作具體物件的單一有形物件 知識或藝術創作的展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