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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而言下列何種類型的機構，其館藏具有較多的複本並採行標準化作業？ 

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 藝術畫廊 

2 下列何種功能可以展現館藏中某一作品的所有版本？ 

聚合 查詢 定位 辨識 

3 為了節省工作時間，圖書館會從網路下載現有書目紀錄到本館系統，這種作業模式稱為： 

書目查核 抄錄編目 書目加工 原始編目 

4 我國圖書館最常使用 MARC 21 的那一種格式？ 

書目資料格式 分類資料格式 權威資料格式 社區資料格式 

5 我國的機讀編目格式發展於那一年？ 

民國 59 年 民國 69 年 民國 79 年 民國 89 年 

6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關於外國人名標目的著錄，若以傑西‧薛拉（Jesse H. Shera）為例，下列何者正

確？ 

傑西（Jesse H. Shera）  薛拉（Shera, Jesse H.） 

傑西‧薛拉（Jesse H. Shera） 薛拉‧傑西（Shera, Jesse H.） 

7 一書寬度 30.9 公分，長度 23.1 公分，依據《中國編目規則》，下列稽核項的著錄方式何者正確？ 

 23 公分 × 30 公分  30.9 公分 × 23.1 公分  23.1 公分 × 30.9 公分  24 公分 × 31 公分 

8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下列資料類型標示之著錄方式，何者錯誤？ 

牛頓雜誌 [連續性出版品] 釋迦佛陀 [藝術品原件] 

臺灣省拼圖 [遊戲用品]  爪哇人頭骨模型 [模型] 

9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會議名稱之標目格式，下列何者錯誤？ 

全國大氣科學學術研討會（2：民 69：臺北市） 

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民 102：國家圖書館） 

中華民國美術思潮研討會（民 80：臺北市立美術館） 

第一屆亞太地區圖書館學術研討會（民 72：臺北市） 

10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編目機構考慮某一作品是否應使用劃一題名時，下列何者錯誤？ 

該作品之知名度  該作品不同版本及譯本之多寡 

該作品內容增修而題名有異 該作品之原文是否為外文 

11 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中，未提供下列何者？ 

 ISBN 分類號 主題詞 數量及高廣 

12 下列何者不是著錄資料類型標示（General material designation）的功能之一？ 

用以標示作品之媒體類型 區別相同題名之作品 

提醒使用者準備相關播放設備 統計各種資料類型典藏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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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題名及著者敘述項的主要著錄依據，下列何者錯誤？ 

圖書之書名頁  期刊最新一期之書名頁 

錄影資料之片頭  錄音帶之標籤 

14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有關我國的機關標目，下列何者錯誤？ 

內政部營建署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行政院法務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5 根據《中國編目規則》之規定，對於相同的中國人名標目且又同屬相同朝代時，可在姓名之後加註下列

那些文字置於圓括弧內加以區分之？①朝代年號 ②西元生卒年 ③性別 ④籍貫 

②② ②② ①②② ②②② 

16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若作品同時載有著者外文原名及中文譯名時，著者敘述應如何著錄？ 

僅著錄外文原名  僅著錄中文譯名 

兩者都著錄，中文譯名在前，外文原名在後 兩者都著錄，外文原名在前，中文譯名在後 

17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連續性出版品的主要著錄來源，若含有全名及縮寫兩種形式的題名，應如何著

錄正題名？ 

縮寫 省略 全名 兩者都寫 

18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作品若無出版年之記載，可依下列何種順序之年代著錄？①推定年代 ②印製

年 ③序跋年 ④版權年 

②②②① ②②②① ②②②① ①②②② 

19 有關《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的使用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凡主表類目中已含複分意義者，不必再進行複分 總論號碼經組配後，以帶一個「0」為原則 

總論複分號碼不可單獨使用 總論複分號碼僅供總類使用 

20 分類新進館的圖書時，若發現書庫已有 1 本完全相同的圖書，通常會在索書號中，加上何種符號以區隔

之？ 

種次號 版次號 部冊號 典藏號 

21 有關我國國家圖書館應用《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時，其克特號取碼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根據美國國會圖書館克特號取碼法編訂 主要用於中文輸入法、電腦程式語言等 

由 2 位拉丁字母和若干阿拉伯數字組成 表中所列的阿拉伯數字不包括 0 與 1 

22 下列何者不是列舉式分類法？ 

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  中文圖書分類法 

杜威十進分類法  冒號分類法 

23 凡內容涉及某地域、時代之圖書，應依下列何種次序分類？ 

學科性質、時代、地域  學科性質、地域、時代 

地域、學科性質、時代  時代、學科性質、地域 

24 用來標示索引典控制詞彙的同義字符號是： 

 see also specific  see under  use  see also 

25 如索書號為「910.92/4445 v.2」，通常英文字母 v 代表何意義？ 

冊次 複本 版次 高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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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在四角號碼法中，代碼 5 的筆法是下列何者？ 

插 叉 方 捺 

27 選用「人體解剖學」而不用「解剖學」，主要符合標題表中選詞工作的何種原則？ 

一致性標目原則  特定而直接性標目原則 

劃一性標目原則  穩定性標目原則 

28 採用概念分解與組配原理，以規範化的詞彙作為文獻主題標示的依據是下列何者？ 

敘述詞 關鍵詞 單元詞 同義詞 

29 對於《中文主題詞表》標目詞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標目詞位於條目首行  具有指示主題詞的地位及作用 

非正式主題詞不列入排印 標目詞是條目排列的依據 

30 自然語言用於資訊檢索，若詞彙不加以控制，會造成下列何種結果？ 

檢全率、檢準率都提高  檢全率、檢準率都降低 

檢全率降低，檢準率提高 檢全率提高，檢準率降低 

31 標題表的形式複分係根據文獻的編輯形制或著述形式而定的複分標題，如「光學－年鑑」、「光學－

論文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光學代表主題標目的體裁 光學代表主題標目的複分標題 

年鑑代表主題標目的形式複分 論文集代表主題標目的主題 

32 下列何者不是權威控制的參照模式？ 

 see reference   reference service 

 explanatory reference   see also reference 

33 國際檔案權威檔團體、個人與家族標準（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Authority Record for Corporate Body, 

Persons and Families）是由下列那一單位所制定？ 

國際檔案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美國檔案人員協會（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 

34 某一圖書的微縮片，應視為與原書具有下列那一種書目關係？ 

對等關係 衍生關係 描述關係 附屬關係 

35 下列何者可用以記錄權威資料的機讀格式？①中國機讀編目格式 ②中國機讀權威紀錄格式 ③MARC 21 

Authority Format ④都柏林核心集（Dublin Core） 

①② ②② ②② ②② 

36 石頭記、風月寶鑑均是紅樓夢的異稱，若圖書館選擇紅樓夢作為這部作品的權威標目，在《中國機讀權

威紀錄格式》中，石頭記應著錄在那一段？ 

 1XX 代碼資料段  2XX 主標目段  3XX 附註段  4XX 反見標目段 

37 《中國機讀編目格式》記載與作品主題相關的標題、分類號等資料段為下列何者？ 

 2XX 段  3XX 段  5XX 段  6XX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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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MARC 21 共包括幾種資料格式？ 

 3 種  4 種  5 種  6 種 

39 國家圖書館於 102 年宣布西文編目標準採用下列何者？ 

 UNIMARC  USMARC MARC 21  RDA 

40 CMARC 發展至今，囿於人力、經費及時間，難以進行大規模修改維護，因此僅有書目格式及下列何種格

式？ 

分類格式 權威格式 區域共同格式 館藏格式 

41 應用 MARC 21 編目電子資源時，除了著錄欄位 007 與 008 外，還可以使用下列那一個定長欄位？ 

 006  010  011  020 

42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電子資源若同時有整套產品及部分產品之版本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同時記載整套產品及部分產品之版本敘述 記載整套產品之版本敘述 

記載部分產品之版本敘述 兩者皆不記載 

43 下列何者是描述型詮釋資料（descriptive metadata）？ 

智財產  資源間的超連結關係 

追蹤系統反應時間  展覽紀錄 

44 下列何者是呈現一個以上圖書館擁有的館藏之清單？ 

聯合目錄 營業書目 索引摘要 書目指南 

45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的書目內容由各合作館上傳，主要書目資料之機讀格式為下列何者？ 

 CMARC  UKMARC  USMARC  CNMARC 

46 有關社會性標記（social tagging）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社會性標記是由使用者自發性地選擇控制詞彙的社會性分類法 

社會性標記是利用群體的力量收藏和分享標籤的機制 

社會性標記是使用者可針對內容提供適當的關鍵字或詞彙做為標籤 

社會性標記是由使用者自發性地定義關鍵字的社會性分類法 

47 下列何者不是資源描述與檢索（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RDA）的編訂目的？ 

為提供建構書目關係的規範與原則而編訂 為提供各種詮釋資料的規範與原則而編訂 

為控制檢索點一致，顯示名稱關係而編訂 為提供網路資源連結方法而編訂 

48 關於關聯資料（linked data）的實作方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使用 URI 為任何事物的標識名稱 

關聯資料透過 RDF 並使用 URIs 形塑資料 

當有人搜尋一個 URI 時，能提供有用的 HTTP 資訊 

提供連結到其他相關資料的 URI，幫助使用者找到更多的訊息 

49 書目紀錄功能需求（FRBR）中所指之單件（item），下列定義何者正確？ 

知識或藝術創作內容的具體呈現 為單一知識或藝術的創作 

呈現知識或藝術創作具體物件的單一有形物件 知識或藝術創作的單一展現 

50 北美地區的書目中心，下列何者成立最早？ 

 RLIN WLN  OCLC  Ohi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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