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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為斯維諾尼斯（Svenonius）在西元 2000 年提出非傳統之目錄功能？ 

獲取 導航 選擇 辨識 

2 可以讓使用者瀏覽相關資料的設計，下列何者為有效目錄的特性？ 

可靠性 經濟性 發掘性 深度性 

3 《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的標記屬於下列何類？ 

單純標記 整合標記 混合標記 羅馬標記 

4 下列何者規範各館著錄層次及分類粗細等編目業務之相關工作細節？ 

權威檔 編目規則 館藏發展手冊 編目工作手冊 

5 下列何種編目工作所需參考的工具，應由各圖書館自行撰寫編製？ 

分類表 編目規則 編目政策手冊 機讀編目格式 

6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錄音資料編目時，下列何者不是著錄於附註項？ 

正題名來源 表演者 價格 實際館藏記載 

7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錄影資料的資料類型標示著錄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臺北映象 [錄影資料] = Images of Taipei / 漢笙影視公司製作 

臺北映象 = Images of Taipei [錄影資料] / 漢笙影視公司製作 

臺北映象 = Images of Taipei .-- [錄影資料] / 漢笙影視公司製作 

臺北映象 = Images of Taipei / 漢笙影視公司製作 .-- [錄影資料] 

8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見」款目的建立，下列何者正確？ 

個人名字，在目錄中使用不同之標目時，分立「見」款目互見之  

個人名字，其未經選用為標目者，應立「見」款目引見之 

團體名稱如有變更，採用其作品所載之名稱，新舊名稱分立「見」款目 

地名如有變更，採用作品所載之地名，其新舊地名分立「見」款目 

9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關於錄音資料的主要著錄來源，下列何者錯誤？ 

作品本身，錄音資料播放時的聲音資料 

若主要著錄來源同時具有文字資料（如標籤）與聲音資料，則以聲音資料為主 

不可分離盛裝物上的標籤 

唱片正反面之標籤 

10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連續性出版品的卷期著錄項，下列何者正確？ 

第一期（民 103 年 1 月） 第 1 卷第 1 期 

第一卷（2014 年）  第 1 卷第 1 期（一九七○年） 

11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正題名得作為檢索款目，下列何者不能省略正題名前二個字再另立檢索

款目？ 

增補文獻備考 欽定全唐文 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續通鑑綱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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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有關人名標目的選擇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僧尼以法名為標目者，法名前冠「釋」字 中國人之朝代判斷，主要以生年決定 

西洋人之中譯名，以姓為標目 中國人名標目依選擇之名稱直接著錄 

13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書目紀錄中出現下例著錄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標準字設計 /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 

著者根據書名頁照錄   

團體作者採用[ ]著錄 

為提高注意力使用[ ]   

書名頁僅署名本社編輯部，編目時改為出版社全名 

14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下列何者正確？ 

散裝是平裝 活頁裝是平裝 鐵釘裝是平裝 經摺裝是散裝 

15 下列何者為 RDA？ 

主題詞表 機讀編目格式 編目規則 排片規則 

16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關於資料類型標示的著錄，下列何者正確？ 

圖書無需著錄資料類型標示 縮影片標示為[縮影檔] 

錄影資料標示為[DVD]  用電腦觀看的電子書標示為[電腦檔] 

17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下列何者正確？ 

著者. 題名 題名. 著者 著者 / 題名 題名 / 著者 

18 某圖書所記載之地名 A 欲立為地名標目，但經查證，發現地名 A 於三十年前被改名為 B，於十年前又由

B 改名為 C，最後於一年前由 C 改名為 D，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下列何者為該地方之正確地

名標目？ 

 C  A  D  B 

19 《中文圖書分類法》與《杜威十進分類法》的基本結構相似，但其大類類別與內容不盡相同，下列何者

的學科類別相同？ 

 200  400  600  900 

20 有關《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設計之初以實用為主  未考量文獻保證原則 

不以任何知識分類體系為依據 其類目無嚴格遵守合乎學理邏輯的順序 

21 下列何者不是杜威十進分類法的複分表？ 

標準複分表 時代複分表 文學複分表 地區複分表 

22 何謂前組合索引詞彙？ 

直接採用文獻本身的主題詞彙 被編目員或索引者事先組合好作為檢索用語 

檢索用語不必依規範加以制定與組配 檢索用語採取自由組配方式 

23 主題術語之分面式應用（Faceted Application of Subject Terminology, FAST）的特性為何？ 

採前組合式控制詞彙，具檢索彈性 採後組合式控制詞彙，具檢索彈性 

只由 LCSH 的主標目組成 檢索詞彙不容易產生意義混淆   

24 下列何者為專門學科的標題表？ 

 LCSH MeSH  Sears 中文主題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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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列何者用於索書號中區分同一作者的不同著作？ 

版次號 冊次號 部次號 種次號 

26 冒號分類法是一種分析綜合式分類法，下列何者為其主題解析之五個基本部分？ 

主題、實體、語言、空間、時間（SMLST） 主題、實體、空間、時間、事物（SMSTE） 

人格、實體、能力、空間、時間（PMEST） 人格、實體、體裁、空間、時間（PMFST） 

27 當圖書內容涉及不止一個主題時，選擇類號所依據的準則，下列何者錯誤？ 

側重原則 應用原則 均衡原則 涵蓋原則 

28 我國的國際標準書號中心，設置於下列那個機構？ 

國家標準局 國家圖書館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國立臺灣圖書館 

29 採用主題詞表之主題詞作為檢索詞彙，下列何者錯誤？ 

主題詞可以查找文獻  本身即具有強大的類聚功能 

主題詞經過規範化可以減低檢索的干擾因素 經由主題詞間的隸屬關係，可以擴展檢索效果 

30 主題標目的數量有時與編目員選用標目的專深程度有關，下列何者正確？ 

編目員對某主題不熟時，可能會選用比較專深的主題標目 

同主題館藏資料較少時，編目員會選用比較專深的主題標目 

同一作品，編目員會儘量使用兩個專深程度不同的同一類標題 

同主題館藏資料較多時，編目員會選用比較專深的主題標目 

31 下列何者係為便於將現在的知識組織內容轉換成具有 RDF 結構的 XML 檔案，以利互通及應用？ 

簡單知識組織系統（SKOS） 資源描述框架（RDF）  

網路本體語言（OWL）  層面索引典（Faceted Thesauri） 

32 下列著錄項目何者需要做權威控制？ 

附註項 版本項 稽核項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33 下列何種圖書分類法完全採用混合標記？ 

中文圖書分類法  杜威十進分類法  

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  國際十進分類法 

34 《中國機讀權威記錄格式》著錄各種異名（variant names）的 4XX 段，其中文名稱為何？ 

反參見標目段 反見標目段 連接標目段 識別段 

35 名稱權威紀錄，除人名、團體名稱、會議名稱、地理名稱之外，還應包括下列何種類型？ 

編目術語 劃一題名 主題標目 時間與年代用語 

36 「經由權威工作而決定的紀錄稱之，每一筆紀錄之內容包括正標目、參照款目、使用註、來源及其他相

關事項」，圖書資訊學界如何稱呼此種紀錄？ 

書目紀錄 標目紀錄 參照紀錄 權威紀錄 

37 下列何種機讀編目格式是由 IFLA 所訂定，期許成為不同機讀編目格式轉換的共同介面？ 

MARC21  CANMARC  UNIMARC  USMARC 

38 因機讀編目格式採變長欄方式設計，為識別不同欄資料，在欄位結束處需加上下列何種符號？ 

指標 分欄符號 紀錄標示 欄間符號 

39 下列何者是字順式的主題分析工具？ 

 DDC  LCC MeSH  U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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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下列何者是民國 90 年《中國機讀編目格式》修訂版新增的代碼資料段欄號？ 

 105 圖書   123 地圖資料–比例尺與座標 

 135 電子資源   140 古籍–一般性 

41 下列何者是 Dublin Core 的主要目的之一？ 

提供簡單的資料描述格式，滿足大多數圖書館專業人員的需求 

以非結構化的方式呈現網路資源的書目特質 

建立一套描述傳統紙本文獻特色的方式 

符合「著者著錄」的趨勢 

42 下列何者是詮釋資料（metadata）的特性之一？ 

是描述數位典藏品的資料，通常由典藏品使用者建立 

任何協助辨識、描述與放置網路化電子資源的資料 

不可作為資訊儲存與檢索系統的基礎 

為非結構化資料的資料 

43 線上合作編目的效益，下列何者錯誤？ 

加速編目作業處理時間  一館集中建檔，多館資源共享 

節省編目人力與經費  奠定線上聯合目錄的基礎 

44 下列何者為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建議合作館首要優先建檔之資料？ 

具各合作館的館藏特色之專業性出版品 各合作館新到之出版品 

各合作館的回溯性圖書  各合作館的回溯性期刊 

45 社會性標記是使用者自行分類編目，較具彈性且較符合使用者的認知，下列何者錯誤？ 

依照個人觀點進行資訊組織，內容不一定周全 

具彈性的特色，可能造成書目資料品質的問題 

標籤所代表的可能是使用者為方便回想所賦予的標記 

依個人觀點給予標記，但仍需遵循標準工具和程序 

46 有關資源描述與檢索（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 RDA）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RDA 以 FRBR、FRAD 為其編訂基礎 

 RDA 保留資料類型標示，以表現不同類型資源的特性 

 RDA 章節組織延續 AACR2，以載體形式安排規則的架構 

 RDA 內容僅涵蓋作品與內容版本的著錄規範 

47 以 William Shakespeare's Romeo and Juliet 為例，在書目紀錄功能需求（FRBR）中，下列何者為所指的內

容版本（expression）？ 

羅密歐與茱麗葉  羅密歐與茱麗葉 DVD 

William Shakespeare's Romeo and Juliet PDF 檔 William Shakespeare's Romeo and Juliet HTML 檔 

48 下列何者不是《中文圖書分類表》一般類目的排列原則？ 

先部分後總體 先一般後特殊 先低級後高級 先抽象原理後具體應用 

49 書目中心提供合作編目及書目共享機制，下列抄錄編目來源中，何者屬於書目中心？ 

 ITS MARC  ISBNnet  OhioLINK  NBINet 

50 美國圖書館界曾針對標題權威紀錄進行合作計畫，下列何者為此計畫的英文簡稱？ 

 SACO  NACO  BIBCO  CO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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