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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將資訊科學知識分為不同階段，了解資訊使用者的資訊需求，提供所需的資訊服務應屬於資訊的： 

上游 中游 下游 回游 

2 對公司而言，熟悉產業趨勢與公司現況之資深員工，是屬於下列那一項知識來源？ 

內部顯性知識來源 外部顯性知識來源 內部隱性知識來源 外部隱性知識來源 

3 下列那兩個學術名稱在 20 世紀初期併存與通用？ 

目錄學、文獻學 資訊科學、文獻學 目錄學、資訊檢索 圖書資訊學、文獻學 

4 法定送存制度可追溯自西元 1537 年之<蒙彼利埃敕令>，規定凡是該國境內出版的出版物，未送存至皇家

城堡的圖書館之前禁止販售。請問該敕令由下列那一國國王發布？ 

德國 英國 法國 義大利 

5 中國圖書館史上，有一中央政府機關存在千年之久，相當於現代的國家圖書館，是下列何者？ 

國子監 崇文院 秘書監 文淵閣 

6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之「大陸資訊及研究中心」是屬於那一種類型的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 大學圖書館 專門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7 有關圖書館採購處理流程中書目查證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目的在查核經費  目的在確認館藏流通狀態  

目的在作為圖書的書目權威控制 目的在辨識推薦者所提供的書目資料是否正確 

8 國家圖書館建置之「編目園地」資訊網，收錄的主要內容是下列何者？ 

編目規範標準與編目訊息報導 CIP 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珍善本古籍書目資訊  新編圖書書目資訊 

9 下列何者通常不歸屬於參考工具書？ 

名錄 字典 教科書 百科全書 

10 下列那個概念意指「資料能在公眾網際網路上被自由取用，並允許任何使用者得閱讀、下載、重製、散

布、列印、搜尋或連結至該篇文章的全部內容」？ 

公開取用（open access） 資訊架構（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創用 CC（creative commons） 數位出版（digital publishing） 

11 目標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是由那一位學者所提出來的？ 

吉爾特．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 享利．明茲博格（Henry Mintzberg） 

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 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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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列何者較不屬於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的功能？ 

標示館藏發展的方向  有助於經費分配的合理化 

減少館員及個人偏見對選書的影響 作為罰款政策的參考 

13 訂購有固定主題的叢書、叢刊或不定期出刊的期刊，較適合下列何種訂購方式？ 

閱選訂購 長期訂購 一般訂購 緊急訂購 

14 根據行銷理論，下列何者是指圖書館界定潛在顧客族群並確認每個族群的組成特性與需求？ 

市場區隔 市場調查 組織分析 產品分析 

15 根據我國圖書館法，圖書館如因館藏毀損滅失、喪失保存價值或不堪使用者，每年得自行報廢多少範圍

內之館藏？ 

百分之一 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16 根據我國「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縣（市）立公共圖書館基本館舍開放時間，每週以不少於幾小時

為原則？ 

44 小時 48 小時 56 小時 58 小時 

17 下列何種文字著述受到著作權保護？ 

中央或地方機關就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作成之翻譯物或編輯物 

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表、表格、簿冊或時曆 

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 

補習班的模擬考題 

18 電子資源的採購涵蓋許多考慮因素，下列何者是以「成本考量」來進行電子資源的採購？ 

系統版本更新與網路維護 系統是否容易操作與檢索 

使用人數與下載的資料量 資料檔案的典藏地 

19 選書程序敘述與採訪程序敘述內容不同，下列何者屬於選書程序敘述之內容要項？①如何執行館藏發展

政策 ②由誰擔任選書工作  ③如何執行選書的決定  ④選書的標準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③④ 

20 有關文獻傳遞服務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提供複印期刊文章全文  主要目的為建立聯合目錄 

提供圖書資料館際互借  NDDS 為我國主要的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21 下列何者不是圖書館加入電子資源採購聯盟的優點？ 

電子資源的談判採購是複雜且費時的工作，加入聯盟可減輕館員的行政負擔 

圖書館增加資源選擇的行政自主權，也降低各館館藏的同質性 

規模小的圖書館可獲得核心資料，提升服務品質 

可藉由共同談判議價，降低費用 

22 下列何者是摘要的主要功能？ 

取得作者聯繫資料  了解文章作者之背景  

查核文章之影響係數  協助決定是否要閱讀文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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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下列何者為臺灣第一套國人自編的中文百科全書？ 

中華百科全書 環華百科全書 光復科技百科全書 醫學健康百科全書 

24 下列何者不是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DOI）的特點？ 

具唯一性的數位資源識別碼 主要被應用在具有智慧產權性質之資源 

一旦被分配後不會再改變，具持續性 一個被辨識的物件可以有二個 DOI 

25 電子期刊全文資料庫中，下列何種全文檔案格式較少提供？ 

html 全文檔案 html+影像 doc 檔 pdf 檔 

26 下列何者不是判定網路資源資訊品質之標準？ 

資訊可免費取得 資訊具正確性 作者具權威性 資訊具可信度 

27 下列何者較不屬於 K-12 的資訊素養應具備的能力？ 

知道那些是有幫助的資訊 知道那裡可以獲取資訊 

能清楚定義自己的問題所在 應用 EndNote 書目管理系統 

28 「圖書館根據讀者偏好的主題建立讀者興趣檔，定期檢索更新後的資料庫，並將檢索結果交給讀者」，

屬於下列那一項服務？ 

資訊轉介服務 專題選粹服務 館際合作服務 多元文化服務 

29 下列有關美國圖書館參考服務發展歷史，何者敘述錯誤？ 

1876 年 Worcester Public Library 館長格林（Samuel S. Green）發表名為《建立公共圖書館館員與讀者間

交流和人際關係》的文章，有助於參考服務的開展 

l9 世紀初期圖書館員認為圖書館員的職責是保管圖書，不使圖書損壞遺失，有助參考服務的開展 

1848 年《普爾期刊文獻索引》（Poole's Index to Periodical Literature）的編製，有助於參考服務的開展 

1876 年《杜威十進分類法》的問世，有助於參考服務的開展 

30 圖書館參考服務理應周全，但是仍應注意答詢的限制。下列何者應予避免？ 

協助讀者查詢書目資料 

告知讀者某類書籍之館藏位置 

在電話詢問中，直接回答讀者法律與醫藥問題 

彙集讀者提出之問題予以分類及分析，以利後續參考服務 

31 下列何者不是大學圖書館進行研究生的讀者利用教育時會強調的重點？ 

評鑑與選擇資訊內容的能力 智慧財產權與資訊倫理的觀念 

學術電子資料庫的檢索技巧 了解圖書館編目規則的使用 

32 《中文圖書分類法》大類表的 600 及 700 分別代表中國史地類與世界史地類，若依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

法大類表則列入下列那幾大類？ 

I, J, K, L. A, B, C, D. A, B, M, N. C, D, E-F, G. 

33 下列有關圖書館 4C 行銷理論，何者正確？ 

顧客、能力、成本、溝通 顧客、便利、環境、溝通 

顧客、能力、便利、溝通 顧客、成本、便利、溝通 

34 「利用裝載工具提供類似非全時開放之圖書館分館服務」是屬於下列何種圖書館服務？ 

即時虛擬參考服務 電子書借閱 行動圖書館 數位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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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依我國終身學習法，終身學習之中央主管機關為： 

科技部 文化部 教育部 國家圖書館 

36 圖書館員發表與其職務相關著作宜先與主管溝通，此敘述探討之議題與下列那一個主題相關？ 

學術傳播 資訊倫理 資訊服務 媒體素養 

37 下列何種資源較適宜查檢難字或罕見字？ 

俚語詞典 康熙字典 聯綿辭典 歧字字典 

38 下列何者是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所訂定之機讀編目格式？ 

LCMARC MARC21 UNIMARC USMARC 

39 建構兒童圖書館員所需之專業知能，除館員專業課程之訓練，還可以增加其他相關知能，下列何者較不

相關？ 

說故事原理與技巧 圖書館財務管理 推廣活動策劃 繪本選讀 

40 有關圖書館線上目錄，下列何者較不屬於多元化查詢的描述？ 

預設相關性排序 通常以控制指令檢索 查詢結果以視覺化呈現 即時提供輔助查詢提示 

41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

上述這三個聯盟的共同性質為何？ 

皆為自建雲端空間典藏電子資源的聯盟 皆為國際性圖書館合作聯盟組織 

皆為電子資源的共享聯盟 皆為圖書館書目共享聯盟 

42 下列那一種數位檔案格式，具有檔案容量較小的優點，但影像會有一定程度的失真？ 

BMP PNG JPG TIFF 

43 下列那一項資訊技術不屬於資訊安全認證的作法？ 

加密 浮水印 數位簽章 系統轉置 

44 從工具層面來看，下列何者不是在 Web 2.0 的概念中為促進使用者參與、分享和協同創造而生的？ 

Ordering Rating Reviewing Tagging 

45 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技術應用於圖書館的服務， 主要是基於下列何種特性？ 

應用拉引技術 應用推播技術 讀者互動簡易 儲存付費紀錄 

46 有關智慧型圖書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將無障礙環境融入通用性設計 需要圖書館員提供借還書服務 

空間彈性與替代性是圖書館設計重點 可採取無線射頻自動識別系統（RFID）科技 

47 下列何者不屬於建立詮釋資料（metadata）屬性間關係的結構標準？ 

DTD RDF LCSH MARC  

48 下列何者較不屬於建置數位圖書館的目的？ 

促進資訊傳遞更加快速 鼓勵館際間共同合作 促使民眾能終身學習 減少著作版權爭議 

49 TCP/IP 是指下列那一種？ 

網路連接設備 網路通訊協定 網路作業系統 網路伺服主機 

50 關於數位影像的解析度，通常以下列何者表示？ 

CRT GIF PPI RG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