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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禁止或反對具有破壞作用的作品之傳播、流通或陳列」是下列那一個概念的定義？

公開取用（open access） 檢查制度（censorship）

館藏評鑑（collection evaluation） 智識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

2 下列何者是圖書館學新五律（Five New Laws of Library Science）的提倡者之一？

布希（V. Bush） 高曼（M. Gorman）

蘭開斯特（F. W. Lancaster） 阮甘那桑（S. R. Ranganathan）

3 根據我國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鄉鎮圖書館每週開放時數至少幾小時？

 56 小時  48 小時  45 小時  40 小時

4 起源於春秋時代，興盛於兩漢之際，以絲織品做為紀錄的載體，不包括下列何者？

帛書 繒書 素書 簡牘

5 「某期刊當年度所出版文章的平均被引用次數」屬於下列何種期刊引用指標？

 Citation Index  H Index  Immediacy Index  Impact Factor

6 下列何者非政府資訊公開的主要目的？

促進政府資訊安全 促進政府行政作為的透明化

滿足人民知的權利 加強人民對政府施政之監督與控制

7 美國早期的圖書館學教育，以下列何種模式為主？

學科制 研究制 實務制 理論制

8 「會典」、「會要」屬於那一類型的參考資源？

摘要 政書 類書 法律出版品

9 國內申辦電子書國際標準書號，應向下列何者提出？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國家圖書館 數位出版聯盟 文化部

10 下列何者非學術圖書館的主要特徵？

隸屬於高等教育機構之公私立大專院校圖書館 支援母機構之教育與研究活動

提供母機構使用者服務與利用教育 免費開放給所有社區民眾使用

11 中國最早的全國圖書館專業組織當時稱為「中華圖書館協會」於何年正式成立？

民國 2 年 民國 9 年 民國 14 年 民國 20 年

12 下列何者非平衡計分卡的構面？

財務 顧客 內部流程 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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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從管理學的角度，下列何者是效能（effectiveness）的展現？

把事情做對（doing things right） 做對的事情（doing the right things）

以最少的投入，得到最大的產出 強調做事的方法

14 依據我國圖書館統計標準，圖書館館藏中的「數位文件（digital document）」包括那些類型？

①電子書 ②電子化專利 ③網路視聽資料 ④電子期刊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15 圖書館在執行參考服務評鑑時，雇用他人充當讀者詢問館員問題，屬於下列那一種評鑑法？

觀察法 訪談法 有感式評鑑法 非干擾式評鑑法

16 下列何種理論可說明「圖書館除重視熱門館藏，同時也需關注較少被借閱館藏之推廣」？

混沌理論 長尾理論 波浪理論 鐘擺理論

17 下列何者為我國「著作權法」的主管機關？

內政部 教育部 法務部 經濟部

18 某大學圖書館之工作人員有 60 人，根據我國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該館之專業人員至少應有多少人？

 20 人  30 人  40 人  45 人

19 我國館際合作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三個館際合作組織，下列何者最後於 1999 年正式整合為一，且於 2000

年正式運作的組織？

中華民國科技館際合作協會 中華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合作組織

大陸資料館際合作組織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20 下列何者為我國目前最大的合作編目資訊網？

 CEPSNet  CNKINet  ISBNNet  NBINet

21 下列那一種參考書不強調資訊的新穎性無需經常修訂？

名錄 年鑑 類書 統計資料

22 有關微縮資料特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需透過閱讀機器才能觀看其內容 比原始印刷資料節省儲存空間

通常屬於不外借之圖書館資源 微縮資料的壽命低於磁帶及磁碟片

23 有關線上公用目錄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線上公用目錄簡稱 OPAC 線上公用目錄提供每本書的索書號

線上公用目錄提供讀者查詢他人的借閱紀錄 線上公用目錄可用來查詢圖書館有否典藏某本書

24 關於參考資源功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提供基本知識、查考疑難問題、幫助輯佚校勘 揭示文獻藏所、指引文獻來源、提供參考資料

指示求知門徑、啟發創新知識 提供通篇閱讀、了解內隱知識

25 下列何者為 Concordance？

表譜 圖錄 善本書 逐字索引

26 下列何者非公共圖書館提供的參考服務？

指導兒童使用參考書 指導兒童利用圖書館

推薦好書給兒童閱讀 提供兒童學校作業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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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有關維基百科的特性，下列何者錯誤？

任何人都可以撰寫內容 屬於網路百科全書

資料更新不易 有多種語言版本

28 下列那一項非「珍善本圖書」的特徵？

提供外借之圖書 名家批校之圖書 精印難得之書籍 明朝以前之刻本

29 下列何者為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出版之《兒童圖書館服務發展指南》（Guidelines for Children's

Library Services）所提出之兒童圖書館員需要具備之專業技能？①撰寫學術論文之能力 ②解決問題的能力 

③具有分析讀者需求的能力 ④積極主動、靈活並樂於接受建議能力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30 圖書館進行圖書資料的交換與贈送，不包括下列那一項優點？

增加圖書館的館藏資源 與他館建立良好公共關係

節省圖書館的購書經費 免除選擇過濾作業的時間

31 有關圖書資訊檢索結果評鑑之回現率（recall rate）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回現率是指檢索到相關文章占所有相關文章的比例

回現率是指系統找到所有相關文獻的能力

回現率是指系統排除不相關文章的能力

回現率不易計算

32 有關公共圖書館推廣服務之敘述，下列何者較不適當？

舉辦讀書會 提供托兒服務 舉辦演講活動 提供電影欣賞

33 下列何者非圖書館讀者服務的業務範疇？

流通與閱覽 參考服務 圖書館利用教育 採訪與編目

34 有關參考館員必備的素養，下列何者錯誤？

具備服務的熱誠與服務倫理 對各種學科資訊資源的認識

提供法律或醫療諮商 具備溝通及晤談技能

35 有關數位合作參考服務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可以擴大各館參考資源 可以提升各館服務效率

易於回覆讀者參考問題 易於解決電子資源版權問題

36 薛拉（Jesse Shera）於 1960 年代建議圖書館與資訊科學需要發展一個新的知識領域，以便強化學科的知

識基礎，此新學科稱為下列何者？

社會認知論（Social Cognition）

社會知識論（Social Epistemology）

知識歷史哲學（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Knowledge）

個人知識論（Personal Knowledge）

37 我國的圖書館週是每年的何時？

 4 月  6 月  10 月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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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下列那一項不是創新組織（innovative organization）會有的作為？

鼓勵嘗試 成功和失敗都獎勵 肯定失敗的價值 衝突容忍度低

39 有關 RSS 在圖書館的應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個人化服務 專題選粹 問答服務 新知通告

40 下列何者是隨選視訊系統（VOD systems）的主要特色之一？

由使用者主導影片的播放 無須藉由電腦控制即可播放

系統無須配置大量的儲存空間 需由專人播放使用者指定的節目

41 有關數位權利管理技術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是保護數位內容與權利的管理技術

可避免數位智財權未經授權的複製濫用

可結合軟硬體機制，設定數位內容存取權限

當複製行為發生時，才能夠追蹤數位內容之使用狀況

42 關於數位浮水印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具有財產權宣示作用 可作為版權認證的依據

拷貝時通常容易去除浮水印 有隱性與顯性浮水印之別

43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以機讀編目格式完成之目錄，主要以下列何種方式提供讀者查詢？

主題資源指引網站 圖書館電子布告欄 引文索引資料庫 線上公用目錄

44 常見的名稱權威檔除了個人名稱、團體名稱、地理名稱之外，還有下列那一種？

標題 關鍵字 分類號 劃一題名

45 從網路技術層面來看，下列何種機制可以讓使用者獲得來自其他使用者的評價和推薦？

 Remembering  Remixing  Rating Mashing up

46 關於 Library 2.0 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著重個別讀者的感受而非社群經營與互動分享 強調圖書館管理者與研究者的經驗

強調集中式及管理導向的服務 是一種強調使用者參與的模式

47 應用資訊科技收藏與管理網際網路之網站，以防止網站資料的消失，是指下列何者？

網站典藏 社群網站目錄 網路主題地圖 主題式資源指引網站

48 關於數位圖書館雲端化可能面臨的問題，下列何者錯誤？

有非授權存取的風險 增加系統維護成本

有資料隱私權保護疑慮 有遭受惡意駭客攻擊問題

49 有關建置數位典藏系統的相關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數位典藏工作需要結合內容專家與資訊技術人才

進行系統功能分析前需先著手詮釋資料（metadata）分析

不同類型藏品以採用單一詮釋資料（metadata）標準為限

根據著錄與系統功能需求選擇合適之詮釋資料（metadata）標準

50 「數位內容產業白皮書」中定義八類的數位內容產業，下列何者非屬於這八類？

數位遊戲 數位閱讀 電腦動畫 數位出版與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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