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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有關推動合作編目的主要目的，何者正確？ 

比較各館編目的品質  了解各館人力的資源 

增加各館的館藏量  減少人力與資源的重複 

2 建立權威紀錄時必須記載權威資料之參考來源，這些來源相關資料應著錄於《中國機讀權威記錄格式》

中的那一個欄號？ 

 701  710  801  810 

3 世界最大的書目網路是： 

 NBINet WLN  RLIN  OCLC 

4 NBINet 目前的主要用途為何？ 

合作採購 合作參考 合作編目 合作館藏發展 

5 電子書的標準關係未來發展，請問 IDPF（International Digital Publishing Forum）支持下列何種書目紀錄

格式？ 

 Dublin Core MARC 21  UNIMARC  CMARC 

6 XML 是下列何種語言？ 

機讀編目格式 標誌語言 自然語言 控制語言 

7 編目模組中的館藏紀錄檔主要功用是展示一館所有館藏紀錄，是系統由書目檔中分離出來的資料，若為

《中國機讀編目格式》，主要來自於書目檔的第幾段？ 

 2XX  5XX  3XX  8XX 

8 資訊組織在數位化時代，設計許多詮釋資料 metadata，下列何者不是數位圖書館計畫中常用的詮釋資料格

式？ 

 TEI  EAD  VRA Core  DOI 

9 1994 年 OCLC 的 InterCat 計畫是何種編目計畫？ 

權威控制計畫  網路資源的編目計畫 

數位圖書館的編目計畫  期刊資源的編目計畫 

10 IFLA FRBR 的資料模式有四個層次，其中那一個層次是指作品可能由好幾個部分所組成，如一本書包含

目次、章節正文、插圖、表格等？ 

 work  expression  manifestation  item 

11 為維持圖書館目錄中之標目的一致性，書目檔中的檢索款目必須進行下列那一項工作？ 

經費控制 館藏控制 權威控制 條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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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關十進分類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將人類的知識分為十大類 指十字軍東征時期發明的分類法 

是賴永祥發明的分類法  乃清人張十進發明的分類法，故以為名 

13 書目資料庫包含許多檔案以支持圖書館自動化，下列何者不包括在這些檔案之列？ 

書目檔 權威檔 索引檔 讀者檔 

14 為 metadata 在全球資訊網（WWW）各種應用，提供一致性資源描述基礎架構，W3C 於 1999 年制定下列

何者？ 

 XML  OAI-PMH  HTML  RDF 

15 美國圖書館學會原文為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英文簡稱 ALA，依據《中國編目規則》，應採用下

列何者為權威標目？ 

美國圖書館學會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 

16 下列何者和索引典結構的評價較無關？ 

收錄詞彙的多寡  字順系統的完整性 

結構功能的有效程度  索引典整體結構的嚴密性 

17 索引典詞彙專指度高的好處，下列何者最正確？ 

可以檢索出許多文獻  可以檢索出相關文獻，排除不相關文獻 

可以檢索出完整文獻  可以不漏檢文獻 

18 控制詞彙用 BT、NT、RT、UF 來代表語彙間的關係，下列何者表達非層次相屬又非同義關係？ 

 BT  NT  RT  UF 

19 在標題表中，用以解釋標題詞的範圍及使用方式的標題款目結構是： 

見 反參見 主標目 註釋 

20 臺灣地區最通用的西文圖書分類法是： 

中國圖書分類法、杜威十進分類法 杜威十進分類法、冒號分類法 

冒號分類法、美國國會圖書館分類法 美國國會圖書館分類法、杜威十進分類法 

21 下列何者是我國最早的分類目錄？ 

七林 七志 七略 七錄 

22 《中國圖書分類法》的附表一「總論複分表」使用範圍為何？ 

限用於總類  限用於史地類 

限用於有註明「依總論複分表複分」之類目 適用於各類 

23 請問在四庫分類法中，爾雅一書應入那一類？ 

經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24 依《中國圖書分類法》，世界名著《戰爭與和平》中譯本應歸入下列那一類號？ 

 578.183（國際關係－戰爭與和平）  811.7（文學－翻譯） 

 857.7（中國文學－長篇小說）  880.57（俄國文學－小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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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圖書館中，通常以下列那一種號碼代表一本書在書架上的位置？ 

作品號 索書號 特藏號 著者號 

26 首尾五筆著者號碼法為取著者號的一種方法，該法以最多四位數字代表每一著者，其首位數字代表的意

義是： 

著者的時代  著者姓名首尾兩筆相加的數字 

著者姓名第一個字的筆劃數 著者姓名最後一個字的筆劃數 

27 《中國圖書分類法》的十大類中，下列何者占了兩大類？ 

總類 社會科學類 史地類 語文類 

28 臺灣中文圖書最常用的兩種著者號碼法是： 

四角號碼法、克特氏著者號碼表 克特氏著者號碼表、拼音著者號碼法 

拼音著者號碼法、首尾五筆著者號碼法 首尾五筆著者號碼法、四角號碼法 

29 一般分類法都將共同適用的子目，編製附表，並給予固定號碼，以便活用，此種表稱為： 

分類表 綱目表 複分表 標題表 

30 下列何者較少有使用「劃一題名」的時機？ 

文學作品 宗教作品 科學作品 音樂作品 

31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著錄來源發現有印刷錯誤的書名，應如何著錄？ 

依正確者著錄但不必於附註說明 依正確者著錄但須於附註說明 

照錄之且不必於附註說明 照錄之但須於附註說明 

32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下列何者不是會議與研討會的標目要項？ 

地點 時間 主辦人 屆次 

33 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正確的人名標目格式為何？ 

史密斯（John Smith）  史密斯（Smith, John） 

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 約翰．史密斯（Smith, John） 

34 關於連續性出版品的「刊期」（Frequency）之相關資訊，應著錄在下列那一個項目中？ 

版本項 出版項 稽核項 附註項 

35 在著錄連續性資源時，下列那一個項目不可能出現開放性款目（open entry）的處理方式？ 

卷期項 出版年 數量單位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36 下列那一位目錄學家曾負責大英博物館圖書館目錄的編製工作？ 

克特（Charles A. Cutter） 朱艾特（Charles Coffin Jewett） 

潘尼茲（Sir Anthony Panizzi） 魯比茲基（Seymour Lubetzky） 

37 關於「出版項」的著錄規則，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如果作品有兩個以上的出版地，選擇在著錄來源上排列最前者著錄之 

編目機構的所在國之出版地，如果不是排列在著錄來源的最前面位置，仍需著錄 

只能著錄出版者之完整名稱 

沒有正式出版之作品，不必著錄其出版者，也不可以著錄為「出版者不詳」 



 代號：3505
頁次：4－4

38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那一個層次的著錄最完整？ 

第一著錄層次 第二著錄層次 第三著錄層次 第四著錄層次 

39 下列何者為「電子資源」最優先使用的主要著錄來源？ 

書名頁 題名畫面 資源所附文件 盛裝物或其標籤 

40 下列那一位編目學家其主要款目與主題款目的規範與方法被沿用至今，堪稱現代目錄編製的基石？ 

潘尼茲（Sir Anthony Panizzi） 斯維諾尼斯（Elaine Svenonius） 

克特（Charles A. Cutter） 魯比茲基（Seymour Lubetzky） 

41 「編目園地全球資訊網」是國內最主要的編目專業知識之網路資源，其建置單位為： 

國家圖書館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館 

中央研究院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42 將主題或性質不同的書，分別歸類，以簡單符號的組合代表索書號，以便依號排架，按類得書，這項工

作稱為： 

編目 分類 標題 權威 

43 圖書館員查詢各書目資料庫或各圖書館的 OPAC 後，若查到所需書目資料，將其轉至圖書館所使用的系

統，此一工作程序稱為： 

原始編目 圖書加工 抄錄編目 複本處理 

44 目前國內圖書館中文資料的著錄依據為： 

美國國會圖書館標題法  中國圖書分類法 

英美編目規則  中國編目規則 

45 下列那些應做權威控制，以使檢索款目保持一致性？①人名 ②劃一題名 ③稽核項 ④主題標目 

⑤團體名稱 

①②③ ③④⑤ ①②④⑤ ①③④⑤ 

46 AACR2 的功能為何？ 

編目規則 分類法 主題標目 排片規則 

47 創立杜威十進分類法的杜威（Melvil Dewey）是那一國人？ 

英國 美國 德國 印度 

48 機讀編目格式所處理的書目資料，必須依據各種編目標準，惟下列何者不包括在內？ 

編目規則 分類表 標題表 索引檔 

49 在《中國圖書分類法》中，「中國作家時代區分表」是根據何種標準，區分作家的時代？ 

作家生年  作家卒年 

作家最早發表著作的年代 作家最後發表著作的年代 

50 在《中國圖書分類法》增訂八版中，除學位論文外，尚有何處採用字母與數字之標記符號？ 

文學類 電腦類 藝術類 醫學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