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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書目控制的概念，下列何者錯誤？

與權威控制的範圍完全相同

包含書目資料的建立、儲存、操作及檢索

指組織資訊以利檢索的技巧或藝術

是人類資訊紀錄依既定標準組織編排以利檢索的過程

2 下列何者非以使用者的角度所思考之目錄功能？

查詢館藏 辨識館藏 聚合館藏 盤點館藏

3 選擇檢索點時，遇上相同作者不同名稱時，圖書館會由其各種名稱中擇定一種作為權威標目。此種權威

工作，主要有助於提升下列何種目錄功能？

聚合 獲取 瀏覽 辨識

4 下列那一類型的圖書館最適合採用第一著錄層次編目？

小學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學術圖書館 專門圖書館

5 《戰爭與和平》一書原著者為托爾斯泰，後經廖清秀加以改寫，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編目時

應如何建立著者檢索款目？

只建立托爾斯泰為檢索款目 只建立廖清秀為檢索款目

托爾斯泰及廖清秀均建立檢索款目 建立「托爾斯泰. 戰爭與和平」檢索款目

6 以琦君及其本名潘希真為例，若參照關係中註明「潘希真」見「琦君」，下列何者正確？

表示琦君是不用的款目 表示潘希真是不用的款目

表示潘希真與琦君皆為權威款目 表示潘希真與琦君都是不用的款目

7 《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與《英美編目規則第二版》AACR2 內容之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中國編目規則》專有「善本」及「拓片」兩章、 AACR2 專有「手稿」一章

《中國編目規則》專有「拓片」一章、AACR2 專有「手稿」及「善本」兩章

《中國編目規則》專有「手稿」一章、 AACR2 專有「拓片」及「善本」兩章

《中國編目規則》專有「拓片」及「手稿」兩章、 AACR2 專有「善本」一章

8 有關國際書目著錄標準（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ISBD）整合版的特色，下列何者

錯誤？

採用 FRBR（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概念

依循 ICP（Statement of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Principles）

增加第 0 段內容形式與媒體型態項

保留資料類型標示〔GMD〕

9 IFLA 公布的圖書館參考模式（Library Reference Model, LRM），其特色為何？①與 FRBR 家族無關是新

建構的概念模式 ②整合 FRBR、FRAD、FRSAD ③書目紀錄與圖書館參考服務連結之模式 ④支援書

目資料在鏈結資料（linked data）環境中之運用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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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電子資源常見用詞 version、level、release、update 等，依《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之著錄方式，下列何者

正確？

著錄於版本項，譯成中文 著錄於附註項，譯成中文

著錄於版本項，照錄不必譯成中文 著錄於附註項，照錄不必譯成中文

11 以團體名稱建立團體標目，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下列何者不應省略？

冠首之「私立」

「基金會」或「委員會」

冠首之「財團法人」

會議、研討會、展覽、博覽會等名稱之「屆次、時間、地點」字樣

12 下列何者未曾編過分類表？

阮甘納桑（S. R. Ranganathan） 賽耶斯（W. C. B. Sayers）

卡特（C. A. Cutter） 布利斯（H. E. Bliss）

13 下列何者非階層式分類法？

冒點式分類法 中文圖書分類法 杜威十進分類法 中國圖書分類法

14 《中文圖書分類法》的詳表標示明代別集的類號為 846，附表「中國作家時代區分表」列出明代劉元卿的

號碼為 6.7，下列何者為《劉元卿集》一書最適宜的分類號？

 846.67  846.7  846.067  678.46

15 有關資源描述與檢索（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 RDA）的核心元素（core element），下列何者正確？

所有元素均為必備項目，幾乎是 AACR2 第一著錄層次

部分元素為非必備項目，幾乎是 AACR2 第二著錄層次

所有元素均為必備項目，幾乎是 AACR2 第三著錄層次

部分元素為非必備項目，幾乎是 AACR2 第三著錄層次

16 關於字順主題法中的標題法，下列何者非其詞彙關係？

等同關係 互見關係 層級關係 形式關係

17 若採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克特表為作者 Preston Everett James 取克特號，應以該人名的那個部分取碼？

 James  Everett  Preston  PEJ

18 下列何者為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分類法的簡稱？

 AML  NAM  NLM  NML

19 下列何者是學術分類的特性？

體裁列入分類的考量 為了應用便利性，將同類書籍分入各類

兼顧圖書的形制或版式大小 人類知識的分析以各門學科發展為基礎

20 字順主題法組配方式有二種，由使用者在檢索時進行主題詞概念組合，該組配是下列那一種索引？

前組合索引 後組合索引 範疇索引 詞族索引

21 下列何者為圖書分類時最重要的標準？

體裁格式 學科內容 時代 語文

22 下列何者非主題觀念提供辨識的概念原則？

材質 名稱 形式 年代

23 有關杜威十進分類法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採單純標記 第 23 版有 7 個複分表 第一版於 1876 年問世 標記具助記性

24 依據 MARC21 權威紀錄編目規範，當編目員選取「瓊瑤」為首選名稱時，應將其本名「陳喆」著錄於下

列那一個欄位？

欄位 400 欄位 410 欄位 420 欄位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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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文主題詞表》採用控制詞彙並建立參照關係，以「AIDS 用 愛滋病」為例，「AIDS」屬於下列何種

詞彙？

主題詞 同義詞 參見詞 相關詞

26 下列何者未參與合作建置「中文名稱權威聯合資料庫檢索系統（CNASS）」？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中國）

國家圖書館（新加坡） 香港大學圖書館館長聯席會（JULAC）

27 「中文名稱規範聯合數據庫」是下列那些地區的合作計畫？

中國大陸、美國、英國、日本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新加坡

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新加坡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

28 下列何者非權威合作計畫？

 NACO  NBINet  SACO  VIAF

29 圖書館提供電子資源時，可以使用 MARC21 書目機讀格式那一欄號，以說明取用（access）時所需的技

術設備或軟體等相關資訊？

 501  502  532  556

30 目前 MARC 21 由下列何者負責維護？

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 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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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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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下列何者為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所

訂的機讀編目格式名稱？

 IFLAMARC  INTERMARC MARC 21  UNIMARC

32 下列何者為 MARC 21 書目紀錄內用來提供非書資料載體特徵的定長欄位？

 Leader  006  007  008

33 若網路整合性資源的其他題名有變動，新的其他題名應著錄在下列 MARC 21 的那一個欄位？

欄位 245$a 欄位 245$b 欄位 245$c 欄位 245$f

34 下列何者非國家圖書館採用 MARC 21 書目格式之目的？

國際性 全球化 精簡化 資源共享

35 以 ISO 2709 傳送書目紀錄時，下列何者是紀錄標示前五個位元的功用？

該筆紀錄的編號 該筆紀錄的長度

該筆紀錄的索書號 該筆紀錄的國際標準書號最後五碼

36 有關「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英文簡稱 SMART 書目量及資料類型居臺灣之冠

包括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等 50 餘種圖書館資源 提供書目及權威查詢

37 下列何者是合作編目的基本要件？

各會員圖書館須遵守共同編目規範 各會員圖書館須投入相同人力

各會員圖書館須提交等量編目紀錄 各會員圖書館須繳交相同的會員費用

38 下列何者是 NBINet 建議合作館優先建檔的書目資料？

具館藏特色的出版品 新到館的出版品 回溯性資料 非書資料

39 香港地區的 JULAC 是以分散方式建立的虛擬式聯合目錄，採用下列那一種標準？

 OAI-PMH  OAIS  OpenURL  Z39.50

40 下列何種科技影響書目中心的產生？

電腦與通訊技術 人工智慧 數位化技術 衛星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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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在書目紀錄功能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FRBR）中，某一實體（entity）

包括了不同形式的資訊載體，如紙本書與電子書。前述情形符合 FRBR 那一個實體（entity）的屬性範圍？

作品（work） 表現形式（expression）

具體呈現（manifestation） 單件（item）

42 在權威資料功能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Authority Data，FRAD）其中一項使用者任務（user

task），旨在「記載權威資料建立者為受控檢索點選擇名稱及其形式的理由」，下列何者使用者任務係屬

於 FRAD？

尋找（find） 識別（identify）

證明為正當（justify） 融入上下文中（contextualize）

43 有關詮釋資料物件描述綱要（Metadata Object Description Schema，MODS）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MODS 標籤係為詞彙標籤

MODS 資料元素較 MARC 複雜

未將 MARC 的資料元素重組

所有 MODS 資料元素皆可在 MARC 中找到相對應的欄位

44 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發展的書目框架（Bibliographic Framework，BIBFRAME）第二版中，下列何者主要是

用來表徵作品（work）的論題概念（concept）？

作品（work） 實例（instance） 代理者（agents） 主題（subjects）

45 有關管理型詮釋資料（administrative metadata），下列何者不包括在內？

徵集資訊 智財權資訊 記錄合法使用需求 編目紀錄

46 詮釋資料（metadata）的互通中，直接對映（crosswalks）是指下列何者？

透過註冊網站確認並登記既有之詮釋資料標準

在不同詮釋資料標準間採一對一的對映，但各表相對獨立並無依賴關係

設定轉換機制，讓不同詮釋資料標準都可對映到該機制

一種能讓其他詮釋資料綱要架構在一個具有高層次與概念性結構的對映參照模組

47 從使用者的動機而言，下列何者非標籤的主要價值？

有趣 具客觀性 表現自我 容易使用

48 下列何者非知識本體（ontology）的重要概念？

被運用在某些知識組織系統

可以呈現物件之間複雜的關係

經常與資料探勘及知識管理等系統結合，用以描述特定領域的知識

由資料全文中擷取出來的字詞，按字母或筆劃順序排列的字彙列表

49 下列何者非「鏈結開放資料」（Linked Open Data）的概念？

結合「鏈結資料」的技術與「開放資料」的開放授權

資源共享與再利用的一種概念

是發布結構化資料的方式

以方便於人們閱讀與利用的方式發布於全球資訊網

50 下列何者非資源描述與檢索（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 RDA）所依據的概念模式？

 FRAD  FRBD  FRBR  FRS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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