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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我國「大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下列何者具備大學圖書館專業人員資格？ 
國內某大學會計系畢業，曾修習該校圖書資訊學系課程 15 學分 
國內某大學設計系畢業，參加中國圖書館學會暑期研習班，總時數 300 小時 
英國某大學行銷博士，著有《圖書館與資訊行銷》一書，並公開出版 
國內某大學德文系畢業，在大學圖書館擔任編目工作 2 年 

2 根據我國圖書館法，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立，以政府機關（構）、法人、團體及研究人士為主要服務對象，

徵集、整理及典藏全國圖書資訊，保存文化、弘揚學術，研究、推動及輔導全國各類圖書館發展之圖書

館，為下列何者？ 
國家圖書館 政府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 專門圖書館 

3 利用資料庫中的那一項功能，可定期獲知資料庫中收錄的新資訊？ 
Alert Browse Peer-reviewed Visual search 

4 「教育部無障礙全球資訊網」主要的服務對象是針對那一種障礙類型的人士？ 
聽覺障礙 視覺障礙 肢體障礙 智能障礙 

5 Web 2.0 的概念中，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網站中各主題被運用的情形，可稱為下列何者？ 
視覺雲 層積雲 標籤雲 社會雲 

6 依我國「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法」，經認證機構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有效期限為： 
1 年 2 年 3 年 5 年 

7 下列對圖書館服務行銷通路的解釋，何者錯誤？ 
服務提供的地點 服務傳送的管道 服務提供的時間 服務提供的品質 

8 有關期刊索引功能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可以查詢期刊中的文獻資料 
可藉以知悉學術發展的趨勢 
可以得知某一本期刊在所有圖書館的收藏情況 
可了解各研究領域相關問題研究的程度和前人研究的成果 

9 有關圖書館推動數位合作參考服務的益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分享各館專業人員  擴大讀者服務範圍 
擴大各館可用的參考資源 透過數位資源即可回答所有問題 

10 下列何者屬於 Web 2.0 的概念？ 
Taxonomy Social Tagging Britannica Online MP3 

11 下列何者屬於主要描述視覺資源之 Metadata 格式？ 
VRA  EAD  TEI  GILS  

12 下列何者是指 Request For Proposal（RFP）？ 
廠商提出的報價文件  廠商提出的系統徵詢文件 
圖書館提出的經費預算文件 圖書館提出的系統需求建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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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下列何者屬於大規模網路開放課程（MOOC）平台？ 
Khan Academy DOAJ JSTOR YouTube 

14 「我國國家級網路資訊中心，亦是國內統籌網域名稱註冊及 IP 位址發放的非營利性財團法人機構，也是

與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日本網路資訊中心等網際網路組織的對口單位。」請問以上描述所指的是下

列那個機構？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財團法人臺灣網路資訊中心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15 關於圖書館中資訊共享空間（information commons）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只存在於虛擬空間  僅需關注個體的使用行為即可 
資訊共享空間即等同於數位圖書館 強調圖書館與資訊科技的整合性服務 

16 為增進知識的傳播，2003 年柏林宣言（Berlin Declaration）主要倡議下列何種概念？ 
Dublin Core Open Access Social Tagging Book Censorship 

17 下列那種圖書館服務較不適合利用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的技術？ 
圖書館資源行動導覽 圖書館技術服務 尋書導覽服務 新書內容介紹 

18 受到資訊內容大量數位化的影響，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必須要外加下列何種功能，以提升數位內容全文傳

遞的效益？ 
鏈結解析（link resolver） 數位學習（e-Learning） 
館際互借（interlibrary loan） 期刊盤點（serial inventory control） 

19 圖書館線上目錄系統在使用者輸入檢索條件後，查詢結果為零筆時，出現引導讀者洽詢館員或提出介購

申請等訊息，屬於下列何種功能？ 
檢索結果相關性排序 檢索結果瀏覽 視覺化檢索功能 提供輔助查詢提示 

20 Library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是下列那一專業組織之英文名稱？ 
中華資訊素養學會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中華資訊與科技教育學會 

21 下列何者較不屬於提升圖書館的專業形象之措施？ 
主動關心讀者之資訊需求，提供適當的圖書資訊服務 
利用網路社群媒體推廣圖書資訊服務 
在圖書館設置讀者輕食專區 
加強館員專業能力及服務技巧 

22 下列何種網路社群媒體的主要功能為「讓使用者觀看或分享影音資源」？ 
YouTube Plurk WiKi Orkut 

23 下列何者較不屬於資訊使用者研究的相關議題？ 
使用者的資訊需求 使用者與系統互動性 使用者管理成本分析 使用者的資訊尋求途徑 

24 下列敘述何者是指「圖書通閱」？ 
當讀者需要的圖書查詢不到時，透過口頭、電話或電子郵件等方式提出問題 
當讀者尋找資料時，無法由館內取得資料，可以透過圖書館館際合作組織，申請協助 
當讀者需要的圖書被他人借走時，只要辦理預約手續，當書一回館，圖書館便通知讀者到館借閱 
當讀者需要的圖書在甲分館時，只需填寫申請單，便可在乙分館取得該資料，不需要親自到甲分館借閱 

25 有關公共圖書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公共圖書館都隸屬政府單位 公共圖書館會蒐藏地方文獻 
公共圖書館肩負保存文化使命 公共圖書館是為全民利用的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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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有關讀者服務工作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提供期刊目錄的查詢功能 

圖書館提供相關機構或組織的訊息給讀者就是一種轉介服務 

圖書館處理館際合作的申請案經常伴隨著書目查證工作 

圖書館提供館際互借服務必須先建立讀者興趣檔 

27 公共圖書館館員在資訊素養的教學活動中，下列何者錯誤？ 

館員應注重教學知識與技巧 

館員對讀者所詢問的醫療相關問題，應主動提供適用藥品資訊 

館員最重要的任務是教導讀者能獨立分析資訊的需求，並透過資訊查詢解決問題 

館員須深入了解讀者的需求，協助讀者運用館藏資源建構知識體系，以解決讀者的資訊問題 

28 關於 PubMed 資料庫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是由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所建置的電子資料庫 可透過 web 介面免費查詢 Medline 的資料 

主要收集生物醫學文獻之書目索引摘要 僅提供付費之全文連結服務 

29 有關資訊搜尋技巧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限定字詞查詢會讓搜尋結果更精準 

為擴大搜尋範圍，部分字詞可以用截字法進行檢索 

查到資料量很多但符合者少時，要重新調整搜尋策略 

為縮小搜尋範圍，部分字詞可以用布林邏輯 OR 進行檢索 

30 下列何者不是線上公用目錄提供的主要服務項目？ 

查詢館藏資料 預約與續借圖書 查詢個人借閱紀錄 申請出版品預行編目 

31 依據我國圖書館統計標準，下列有關圖書館館藏的敘述，何者錯誤？ 

館藏包括各種圖書資料類型，含圖書、連續性出版品等之總量 

館藏包括圖書館典藏各種類型資料及擁有使用權之館外資源 

館藏包括圖書和連續性出版品等各類圖書館典藏資源，不含僅擁有使用權之資源 

館藏包括圖書館為使用者提供的所有資料，含圖書館所擁有的各類型資料及已取得使用權的館外資源 

32 有關 SWOT 分析在圖書館應用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S 和 W 是分析圖書館外部環境的變遷 OT 是圖書館組織內部能力的盤點 

根據 OT 分析可發展圖書館相對競爭優勢 T 是分析圖書館組織的特性與核心專長 

33 根據一般館際互借要則，關於貸方圖書館的責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圖書館要確保維持使用者隱私 

圖書館可依該館規定決定出借與否，及可以出借或複印之資料種類 

圖書館須遵守著作權法的規定，並須將其適用條文政策告知使用者 

根據聯合目錄查詢資料典藏地，儘量避免所借圖書資料集中於少數圖書館 

34 下列何種訂購方式常見於固定主題的叢書、叢刊、參考書之訂購，圖書館毋須持續發訂單，出版社或供

應商只要出書即寄出書刊與發票？ 

閱選訂購 指令統購 長期訂購 一般訂購 

35 圖書採購的「催缺檔」主要功用為下列何者？ 

了解圖書處理的狀況，避免重複採購 提醒採購人員，避免遺漏訂購 

用來追蹤該到未到的圖書 預估圖書採購時所需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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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下列何者不屬於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制定的全球性共同標準？ 
書目紀錄功能需求（FRBR） 國際書目描述標準（ISBD） 
資源描述與檢索（RDA） 國際機讀編目格式（UNIMARC） 

37 圖書館的財務行政程序，正確排序應為下列何者？①預算的執行 ②預算的編製 ③預算的監督 ④預

算的審議 
④②③① ④②①③ ②④③① ②④①③ 

38 下列那一項不屬於消費者健康資訊？ 
健康照護資訊 保健與預防資訊 身體功能與藥物資訊 醫學決策支援系統 

39 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的訂定，必須以符合圖書館的目的為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同類型的圖書館，其目的可能因為圖書館員的圖書館哲學不同而產生差異 
圖書館的目的因類型而有不同，同類型的圖書館其目的一定相同 
同類型的圖書館，其目的可能因為社區的需求不同而產生差異 
圖書館的目的不只一個，其優先順序不同會影響館藏發展的方向 

40 下列關於學術傳播的說明，何者錯誤？ 
主要是指學術成果的傳播過程 
學術傳播的管道限定於學位論文、學術期刊等一次文獻 
學者將自身的研究成果透過各種管道加以傳播，供其他學者分享與參考 
吸收前人分享的學術成果後，可以避免重複研究，並能刺激新的研究方向 

41 「知識就是力量」，是那位哲學家的名言？ 
德國康德 英國培根 法國笛卡兒 奧地利佛洛伊德 

42 美國公共圖書館運動，大約開始於下列何時？ 
十七世紀中葉 十八世紀中葉 十九世紀中葉 二十世紀中葉 

43 下列何者為我國國家圖書館於民國 85 年改名之前的名稱？ 
國立中央圖書館 南京圖書館 國立北平圖書館 京師大學堂圖書館 

44 資訊社會一詞的概念，在 Daniel Bell 著作中意指下列何種類型的社會？ 
後現代社會（Post Modern Society） 後工業社會（Post Industrial Society） 
後殖民社會（Post Colonial Society） 後冷戰社會（Post Cold War Society） 

45 舉辦銀髮族之閱讀推廣，主要是下列那一類型圖書館的業務項目？ 
大學圖書館 專門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46 下列何者鼓勵了科學家要求美國國會支持「科學資訊使用」的研究與發展，並促成許多美國國家資訊系

統的發展？ 
1953 年溫伯格報告書（Weinberg Report） 
1963 年溫伯格報告書（Weinberg Report） 
1953 年科學資訊交換報告（Science Information Exchange） 
1963 年科學資訊交換報告（Science Information Exchange） 

47 下列何者為中國最早的圖書分類目錄？ 
四部 五經 六藝 七略 

48 下列何者為中國歷代政府蒐藏圖書典籍的目錄？ 
中國叢書目錄史 善本書目索引 偽書通考 藝文志 

49 下列何者為專門記錄典章制度的工具書？ 
政書 類書 年表 集成 

50 下列何者可以廣泛吸引社會公眾對圖書館工作的支持與參與？ 
招募正式館員 招募專家學者 招募外國人 招募志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