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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人在宋朝時著有「校讎略」，以論述歷代校理圖書的方法和理論，創立校讎目錄學的體系？ 

鄭樵 王安石 朱熹 周敦頤 

2 圖書資訊學的學術領域，主要是在關心人類社會中的知識議題，有所謂上、中、下游等概念，所謂上游

是指： 

採訪徵集 知識生產 典藏流通 閱覽使用 

3 西元 1854 年，因為下列那一個公共圖書館的建立，帶動美國各地興建公共圖書館，促成圖書館事業的快

速發展，並成為杜威（Melvil Dewey）建立圖書館正規學校的動力？ 

紐約公共圖書館 波士頓公共圖書館 匹茲堡公共圖書館 芝加哥公共圖書館 

4 「透過人際關係累積而來的資源」，是屬於下列人類所擁有的何種資本？ 

經濟資本 文化資本 社會資本 知識資本 

5 美國圖書館界於 2005 年白宮老化會議中，針對圖書館在全國老年服務的角色與政策提出六大領域及相關

建議，其中關於「建議圖書館應被納入合法資助，以保留及僱用年長之工作者，並能發起鼓勵終身學習

及不同世代間的勞動力整合之典範方案」，是針對下列那個領域的建議？ 

社會參與 工作職場 生涯規劃 健康與長壽 

6 下列何者是指圖書館流通服務？ 

圖書館舉辦的促進學術交流與溝通的服務 圖書館提供的文獻傳遞服務 

圖書館提供的參考諮詢服務 圖書館提供的圖書借還服務 

7 網路的誕生，使得資訊量爆增，導致資料整理的工作益形困難，因缺乏整理及無序的資訊，最終造成資

訊氾濫。此為下列何種現象的展現？ 

資訊焦慮 資訊揭露 資訊超載 資訊不對稱 

8 美國圖書館學會（ALA）提出十一項圖書館事業之核心價值（Core Values of Librarianship），下列何者不

是其中之一？ 

隱私權（privacy）  檢查制度（censorship） 

公共福祉（public good） 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 

9 下列何者屬於中國明代官府司禮監的職責？ 

編著書 選擇書 刊刻書 典藏書 

10 在圖書館擔任選書館員，應具備下列那些知識和能力？①瞭解圖書館的任務與目的 ②瞭解圖書館的社

區及讀者的需求 ③具備主觀的審查觀點 ④具備專門學科知識與廣泛知識 ⑤瞭解現有館藏的強弱 

①②③④ ①②③⑤ ①②④⑤ ②③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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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何者為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採用的新型電子書採購方法？ 

Approval Plan Acquisition Blanket Order Acquisition 

Patron-Driven Acquisition Standing Order Acquisition 

12 圖書館行銷要同時考量 4P 行銷組合，下列那組是正確的 4P？ People①  Price②  Place③  Promotion④  

Product⑤  

①②③④ ①②③⑤ ①③④⑤ ②③④⑤ 

13 美國八大影業為了保護經銷商與代理商的權益，杜絕產品的水貨及平行輸入問題，而提出下列何種 DVD

影片編碼制度？ 

國別碼 區域碼 影片識別碼 影片標準號碼 

14 圖書館可以利用館內使用及外借等方式，瞭解館藏被利用之情況，下列何者不屬於我國圖書館統計標準

建議之估算方法？ 

歸架量 觀察法 訪談法 問卷調查 

15 我國國家標準業務的主管機關是下列何者？ 

教育部 內政部 經濟部 交通部 

16 關於圖書館採購方式中，「指令統購」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允許圖書館退書  採購方法類似「一般採購」 

代理商提供圖書讓圖書館挑選 圖書館與代理商協議購買圖書的主題與範圍 

17 根據我國「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某一公共圖書館全年預算總額為新臺幣 800 萬元，則該年度圖書

資料購置費不得低於下列何者？ 

新臺幣 20 萬元 新臺幣 40 萬元 新臺幣 80 萬元 新臺幣 120 萬元 

18 根據我國「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普通型高級中學為維持圖書館館藏量之合理成長及提供各項服務，

每年圖書購置費至少應占教學設備費之多少比率？ 

百分之五以上 百分之十以上 百分之十五以上 百分之二十以上 

19 評鑑參考服務時，偶有採用僱用代理人偽裝成讀者對館員提問，再加以觀察的方式，稱之為何？ 

無感式評鑑法 疊慧式評鑑法 訪談式評鑑法 轉接式評鑑法 

20 瞭解館藏是否滿足使用者需求，通常採用下列那些評鑑的方法？①館內使用調查 ②讀者意見調查 ③館

藏量的評鑑 ④流通分析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21 下列何者不屬於國際在推動「公開取用」（Open Access）運動所採取的經營策略？ 

自我典藏 機構典藏 開放定位址 公開取用期刊 

22 館際互借服務起源甚早，美國的館際互借服務始於 19 世紀後期，館際互借之父於 1876 年開始提倡館際

互借觀念，請問館際互借之父是誰？ 

Melvil Dewey Samuel Green Michael Gorman S. R. Ranganathan 

23 下列那一個系統較適宜查詢《商業周刊》的簡介？ 

中華民國期刊出版指南系統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中文期刊資料庫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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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資訊檢索時依據檢索者個人的認知狀態、興趣和喜好，判斷檢索結果的相關性，屬於下列那一種相關判

斷？ 

情境相關 主題相關 邏輯相關 理論相關 

25 下列何者較不適合列入參考館員能力的評鑑？ 

參考館員溝通及晤談的能力 參考館員在圖書館工作的年資 

參考館員回答參考問題的能力 參考館員在提供參考資源使用指導時的表現 

26 有關網路資訊的特性，下列何者正確？ 

只有專業人士才能在網路上出版資訊 沒有完整的全球性網路清單可資查詢 

Google 是網路資源搜尋工具的標準 網站雖然不斷變動，但都不會消失 

27 有關圖書館行銷本質的敘述，下列何者不適當？ 

行銷是一種交換關係 行銷要以組織為中心 行銷是一種需求管理 行銷重視讀者研究 

28 有關書標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書標可用來指示資料在書架上的擺放位置 由書標可以知道圖書資料的主題 

書標可用來協助館藏整理 書標即所謂的圖書分類號 

29 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英文簡稱為何？ 

ISRC ISAN ISSN ISMN 

30 「根據某學科各種期刊所含相關文獻篇數的多寡，依遞減次序排列，這些期刊將可分為一個核心區（第

一區）及接連的數區，且每一區包含大約相同的文獻篇數，則各區期刊種數的比例將呈現 1：n：n2…的

關係，其中 n 大約是 5」，以上的文字說明屬於下列何種定律？ 

Bradford’s Law Lotka’s Law Price’s Law Zipf’s Law 

31 下列何者不是由我國國家圖書館所建置的系統？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臺灣學術線上系統  政府公報資訊網 

32 下列何者為灰色文獻資訊系統？ 

AccessGrey Repository  OpenGrey Repository 

LiteratureGrey Repository InformationGrey Repository 

33 布林邏輯（Boolean Logic）運算元主要有三個，下列何者正確？ 

AND, OR, BUT AND, NO, PLUS AND, OR, NOT AND, OR, ALL 

34 下列何者不屬於資料性參考書？ 

索引、書目 名錄、指南 手冊、法規 類書、百科全書 

35 2007 年以後國際標準書號（ISBN）改為幾碼？ 

10 碼 11 碼 12 碼 13 碼 

36 下列何者是工具書與一般圖書之主要差異？ 

主題 語文別 出版者 使用方式 

37 下列何者不是 CPU 的一部分？ 

暫存器 控制單元 主記憶體 算數邏輯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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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下列那一種資訊倫理是指個人應擁有對其基本資料的檢視、改正錯誤及被告知資料如何被搜尋、被使用

的權利？ 

Privacy Accuracy Property Accessibility 

39 我國自 1950 年代起，開辦圖書館工作人員研習班之在職教育的專業組織為下列何者？ 

中華資訊與科技教育學會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中華資訊素養學會 

40 「在選購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前，由圖書館撰寫給系統開發廠商的正式文件，列舉系統（包含各個子系統）

的特定需求或規格以及其他相關資料」，請問這段描述是指下列何種文件？ 

使用合約書 需求合約書 需求建議書 產品開發書 

41 下列何者為開放原始碼軟體模式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Fedora DSpace Koha Dublin Core 

42 下列那個用詞與圖書館線上目錄系統的權威控制無直接相關？ 

open access access point see also authority file 

43 下列何者不屬於指引性參考書？ 

書目 索引 叢書 摘要 

44 關於圖書館整合查詢系統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以檢索功能深入與複雜為其優點 

實體資源與電子資源須分別查詢 

通常僅限於檢索 5 個以內的資料庫 

使用者只需點選查詢結果，即可連結至各資料庫 

45 「將已出版的實體紙本圖書掃瞄、數位化，使其可利用資訊科技進行網路與螢幕閱讀」，是關於下列那

個計畫的描述？ 

Project Portico Project Gutenberg Project LOCKSS Project SPARC 

46 關於 Library 2.0 概念特性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圖書館資源是收費的 

圖書館無所不在，不受實體空間的限制 

圖書館採用完全開放、不設防的系統模式 

圖書館與社群成員連結合作，完全超越技術廠商的支援 

47 網路環境下圖書館提供數位館藏的服務，應考慮的要素通常不包含下列何者？ 

資訊的可及性 資訊的易用性 資訊的可得性 資訊的區域性 

48 郵件群組（Listserv）是屬於下列何種網路技術？ 

publishing technology preservation technology push technology pull technology 

49 年鑑、評論、索引、摘要、目錄、書目等，在資訊傳播管道中被稱為第幾次文獻？ 

第一次文獻 第二次文獻 第三次文獻 第四次文獻 

50 詮釋資料（metadata）的特性包括具語意性、是關於資料的資料、在數位典藏的應用上也是對藏品資料屬

性的一組描述。除上述特性之外還有下列何種特性？ 

模糊性 結構化 資產化 串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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