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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為按中文字順排序之目錄所需參考的工具？ 

檢字表 克特表 分類表 複分表 

2 下列何者不是記述編目的範圍？ 

著錄作品題名 辨別著作方式 描述主題標目 描述出版資訊 

3 國家圖書館所建置的網路資源中，下列何者收錄和編目相關的訊息報導、規範標準、訓練教材等資料？ 

遠距學園 編目園地 全國新書資訊網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4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所規定的系統建檔格式中，書目資料是以下列何者為基礎之一？ 

中國機讀編目格式 臺灣機讀編目格式 國際機讀編目格式 中文機讀編目格式 

5 下列何者為克特（C. A. Cutter）提出的編目規則，對後來英美編目規則的發展有深遠影響？ 

巴黎原則 國際編目原則 字順式目錄規則 字典式目錄規則 

6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下列何者不是「稽核項」的子項目？ 

數量單位 高廣尺寸 插圖及其他細節 獲得方式 

7 《中國美術史》在書名頁未署著者，版權頁載有主編及作者姓名，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下列

作者著錄何者正確？ 

中國美術史／何恭上主編；馮振凱撰述 中國美術史／何恭上主編 

中國美術史／馮振凱撰述 中國美術史／何恭上主編.--馮振凱撰述 

8 翻譯作品未附原文，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其原題名應如何著錄？ 

著錄於附註項，以前導用語「原題名：」引出 著錄於附註項，以前導用語「譯作：」引出 

著錄於附註項，以前導用語「譯自：」引出 以並列題名著錄 

9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政府機構之團體名稱標目，下列何者錯誤？ 

立法院  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交通部  原民會 

10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下列何者須冠以國名或地區名稱，才是正確的地名標目？ 

倫敦 巴黎 孟買 佛羅倫斯 

11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使用手冊，下列著錄方式何者正確？ 

中華民國全圖［大字本］ 中華民國全圖（點字本） 

中華民國全圖［大字本（地圖）］ 中華民國全圖［地圖（點字本）］ 

12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外國著者應依據何種順序著錄其標目？①自行翻譯 ②依著稱之中文譯

名 ③採作品中之譯名 ④採作者取用之中文名字 

①④②③ ②③①④ ③④②① ④②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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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連續性出版品的編目應依據那一期著錄？ 

首期 最近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14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作品若有附件，下列著錄方式何者錯誤？ 

著錄於稽核項末 視為另一作品著錄 著錄於出版項末 著錄於附註項 

15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下列何者不適合使用「說明參照」款目？ 

個人之名字，其未經選用為標目者 

一個機構經多次改名 

僅以「見」或「參見」款目無法給予讀者適當指引者 

兩個著者使用共同筆名，其個別作品見其個別名字 

16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使用手冊，《伽利略傳》此書於主要著錄來源載有原著者是 A，翻譯者是 B，

請問有關檢索款目建立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僅為 A 立檢索款目  為 A、B 分立檢索款目 

以伽利略、B 分立檢索款目 以伽利略、A、B 分立檢索款目 

17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有關西洋人士標目之選用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杜威（Dewey, John, 1859-1952） 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 

Dewey, John（1859-1952） John Dewey（1859-1952） 

18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插圖者立為檢索款目不包括下列何種情況？ 

插圖占大部分作品篇幅  插圖為彩色印刷 

插圖為作品之重要部分  插圖為名家作品 

19 《中文主題詞表》之條目結構，除了標目詞外，下列何種不屬於其條目結構？ 

參照說明 使用說明 參考類號 注釋文字 

20 首尾五筆著者號碼法之著者時代號，係以那些阿拉伯數字代表古今中西各個時代？ 

0 至 9 l 至 9 0 至 8 1 至 8 

21 《先秦諸子經濟思想述評》一書，內容涉及地域（中國）及時代（先秦），原則上依下列何種順序分類？ 

先依地域，次依內容學科性質，再依時代分類 先依內容學科性質，次依地域，再依時代分類 

先依時代，次依地域，再依內容學科性質分類 先依內容學科性質，次依時代，再依地域分類 

22 圖書館學家阮甘納桑（S.R. Ranganathan）將主題分析為 PMEST 五個部分，其中“S”是指？ 

類表（schedule） 空間（space） 部分（section） 尺度（scale） 

23 下列那些字母，是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尚未使用的大類？ 

I, O, R, X, Y I, O, S, X, Y I, O, W, X, Y I, O, X, Y, Z 

24 如將下列中文圖書分類法索書號依排架順序排列，何者正確？ 

①230.86/5420 ②230.25/6419 ③230.9/5419 ④230.12/9311 ⑤230.255/9230 

③④②①⑤ ④②⑤①③ ③①②④⑤ ④③①②⑤ 

25 依王雲五四角號碼法取複姓單名的著者號時，應為下列何者？ 

姓各取 1 碼（右上角），名取 2 碼（左上角和右上角） 

姓各取 1 碼（右上角），名取 2 碼（皆為左上角） 

姓各取 1 碼（左上角），名取 2 碼（皆為右上角） 

姓各取 1 碼（左上角），名取 2 碼（左上角和右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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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有關分類館員選擇類號時必須考慮的原則，下列何者錯誤？ 

分入最大用途的類  形式優先於主題 

分入最切合內容的類  勿直接使用索引選擇類號 

27 中文圖書分類法的範圍註，係指下列何者？ 

列舉歸入此類號之圖書  說明類目之涵意及適用範圍 

表示仿某類複分  以「入」代表不同意義的類目，另歸入其他類號 

28 所謂標題表的形式複分指的是下列何者？ 

某一地理區域而定的歷史複分 依文獻的編輯形制而定的複分標題 

關於某一論題而定的複分標題 某一主題歷史而定的複分標題 

29 下列何者不是索引典？ 

AAT AGROVOC LISA MeSH 

30 一般使用者在資訊檢索時，若採用自行選取的詞彙，稱為下列何者？ 

自然語言 系統語言 控制詞彙 標準語言 

31 有些控制詞彙表會將階層關係表現出來，上層的表示廣義，下層的表示狹義，如： 

  電視節目 

  BT1 節目 

  NT1 戲劇節目 

  NT2 連續劇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連續劇」是「戲劇節目」的廣義詞 「節目」是「電視節目」的狹義詞 

「電視節目」是本條目結構的最廣義詞 「電視節目」是正式主題詞 

32 下列何者通常不是圖書館技術服務部門的工作？ 

採購圖書資源 圖書資料加工 圖書資料流通 建立書目紀錄 

33 有關權威檔中的權威紀錄應具備的特色，下列何者錯誤？ 

要能表現出標目之間的相關性 

標目的參考資料不全而產生盲目參照 

標目要能區分，每一權威標目應具有唯一性 

標目的決定須有文獻的紀錄，才能達到權威控制的效果，此即為書目保證 

34 《中國機讀權威記錄格式》記載主標目段之並列或不同語文或文字之標目的 7XX 段，其中文名稱為何？ 

附註段 反參見標目段 連接標目段 資料來源段 

35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有關人名標目的相關規定，下列何者為優先選擇？ 

個人最近使用者 各種名號中最著稱者 文獻中最常用者 個人作品中最常用者 

36 有關虛擬國際權威檔（Virtual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ile, VIAF）之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VIAF 是一項合作開發成果 

以虛擬與實體集中方式將多個名稱權威檔案合併為單一名稱權威檔服務之專案 

目前由 OCLC 管理 VIAF 並提供軟體系統服務，而由參與的機構提供權威和書目資料內容 

VIAF 可以利用地方版的名稱，作為在地化書目資料進行搜尋和顯示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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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在《中國機讀編目格式》中，連續性出版品資料特殊細項的機讀欄位為下列何者？ 

200 206 207 208 

38 書目紀錄須做權威控制的欄位有許多，下列何者不包括在內？ 

團體名稱 叢書名 主題 關鍵詞 

39 下列何者是整合性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中最核心的檔案？ 

書目檔 讀者檔 權威檔 索引檔 

40 《中國機讀編目格式》制定時，主要參考下列何者？ 

CNMARC UNIMARC MARC21 UKMARC 

41 XML 是下列那一種標示語言所衍生之簡化格式？ 

HTML SGML XTML STML 

42 下列何者不屬於知識組織系統（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s, KOS）中的語詞關係類型？ 

索引典 術語典 語意網 知識本體 

43 電子資源常出現多重版權年，除了著錄最新的版權年外，其他可著錄在下列何者？ 

資料類型標示 資源特殊細節項 附註項 出版項 

44 社會性標記是使用者針對內容提供適當的關鍵字或詞彙作為標籤，標記結果可能具有個人詞彙特徵，下

列敘述何者錯誤？ 

社會性標記結果可能具有比較多的個人詞彙 詞彙對賦予標記者可能具有較多的個人意義 

標記詞彙的個人意義，不影響主題檢索功能 標記詞彙具個人意義，可能為非主題敘述詞 

45 關於詮釋資料（metadata）的結構（structure），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描述資源的屬性、屬性該如何命名 依據標準讓資料可在不同系統間轉換 

清楚呈現各屬性間的關係 描述資源屬性的依據 

46 下列何者不是新一代線上公用目錄的新功能？ 

ISBN 檢索 多語言主題檢索 整合 Web 2.0 技術 符合 FRBR 概念架構 

47 何謂 Dublin Core 的 1：1 原則？ 

使用一組主題標目，標引資料的主題內容 一筆權威紀錄只能有一個權威主標目 

使用一組詮釋資料（metadata）元素描述一物件 一個物件只能有一個識別碼（identifier） 

48 NBINet 合作編目要點中，合作館必須以何種交換格式提供書目資料？ 

Z39.50 ISO 9000 ISO 2709 Z39.5 

49 下列何者為分散式聯合目錄優於集中式聯合目錄之處？ 

系統檢索結果回應速度較快 各別系統自主性高，建置成本較低 

查詢結果不會有重複之書目紀錄 系統功能可量身訂作，系統功能較強 

50 書目紀錄功能需求（FRBR）中，作品（work）與內容版本（expression）間關係，下列何者正確？ 

①一個作品可以對應到多個內容版本 

②一個作品僅可對應到一個內容版本 

③一個內容版本可呈現多個作品 

④一個內容版本僅呈現一個作品 

①② ②③ ③④ ①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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