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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書目供用中心？ 
WLN  RLIN  OCLC  NBINet 

2 查詢輔助（Finding Aids）主要是用於下列那種資訊傳播機構組織整理藏品的檢索工具？ 
圖書館 博物館 檔案館 美術館 

3 《中文主題詞表》主表中，「元宵節」不用「燈節」；「燈節」用「元宵節」，下列何者正確？ 
「元宵節」為非正式主題詞 「元宵節」比「燈節」不常用 
「燈節」是正式主題詞  兩者為同義詞的關係 

4 下列何種目錄的排檢方式是把著者、書名及標題全部混合，再按字順排序於同一書目檔內？ 
整合式目錄 字典式目錄 分置式目錄 字順式分類目錄 

5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在 1961 年主辦國際編目會議通過之編目原則聲明，該聲明為下列何者？ 
舊金山原則 巴黎原則 日內瓦原則 哥本哈根原則 

6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參與作品著作的相關人士，何者可不立為檢索款目？ 
圖書作者 音樂作品作曲者 圖書校訂者 音樂作品作詞者 

7 書名頁列出依序由甲、乙、丙 3 位共同編纂的中文圖書，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規定，關於作者

標目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為甲、乙、丙分立檢索款目 為甲、乙分立檢索款目 
為甲、丙分立檢索款目  僅為甲建立檢索款目 

8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使用手冊》，著錄一書出版者、經銷者之詳細地址於出版地之後，例如：臺

北市（景美溪口街 95 號之一 3 樓）：樂清朱氏詠莪堂，其目的為何？ 
出版者所在地偏僻  出版者不為人所熟知 
有相同出版者用以區別  出版者地址變更 

9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關於稽核項高廣的著錄方式，下列何者為長本？ 
 13× 27 公分  27× 13 公分  27× 14 公分  27× 15 公分 

10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關於參考書目、索引、附錄的著錄，下列何者錯誤？  
參考書目：98-100 面  含參考書目 
附錄：中西名詞對照表  含參考書目及索引 

11 下列有關四角號碼著者號取碼規則之敘述，何者正確？ 
遇單筆與複筆並列時，取碼儘量取單筆   取碼字體以明體字為準 
以取足 4 碼為原則  基本筆形共 9 種 

12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下列何者為印刷類連續性出版品之首要著錄來源？ 
最新刊期之書名頁  首期之書名頁 
首期之版權頁  館藏之最早期之書名頁 

13 下列有關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將人類知識分為 26 大類 字母 R 讓給美國國立醫學圖書館使用 
類目結構常無階層性  有整套系統的相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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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大學圖書館》原英文題名為 University Library Quarterly，後改為 University Library Journal，編目單位認

定舊並列題名具重要性，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應如何著錄？ 
將新舊並列題名同時記載於正題名之後 將舊並列題名記於附註項 
將舊並列題名記於版本項  另行編目 

15 無共同題名之作品，如孔明棋、蘋果遊戲、智商 180 共 3 種遊戲光碟，其資料類型標示應如何著錄？ 
孔明棋等 [電子資源] / 楊第設計 
孔明棋 [電子資源] ; 蘋果遊戲 ; 智商 180 / 楊第設計 
孔明棋  [遊戲光碟] ; 蘋果遊戲 ; 智商 180 / 楊第設計 
孔明棋 ; 蘋果遊戲 ; 智商 180  [電子資源] / 楊第設計 

16 漢代劉歆《七略》，後人稱為下列何者？ 
四分法 五分法 六分法 八分法 

17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有關劃一題名選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優先選用最著稱之題名  必須以本國語言題名著錄 
非所有作品都需要選用劃一題名 如無法確認最著稱的題名，可選用最常被使用者 

18 下列何者為多論題作品的分類原則之一？ 
依排名最後的學科分類  依較小學科分類 
依學科重點選擇類號  依體裁形式選取類號 

19 若一作品為另一作品之一部分或續編、補編，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的著錄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統計學術研討會實錄（七十五年） 圖解觀賞用魚類大觀. 卷二, 金魚篇 
冷凍空調檢定學科大全；甲級 國際經濟技術合作計畫概況 ﹝上冊﹞ 

20 根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之規定，下列何者不是地名用於團體標目之作用？ 
作為政府機關標目的一部分 標示團體所在地址 
標示會議、展覽會等舉行的地點 區別名稱相同的團體 

21 在索書號中，所謂種次號係指： 
表示特殊的資料類型  區別多冊書之不同冊次 
區分同一種書的不同版本 分類號相同之同一著者的不同著作 

22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作品之出版地不只一種語言時，著錄語言的依據為何？ 
依第一個出版地使用語言著錄 依正題名使用語言著錄 
依作者所屬國籍使用語言著錄 依編目機關所使用語言著錄 

23 「Instability see Stability」此範例係指索引典的那一種術語關聯？ 
反義字 同義字 不採用細目 採用細目 

24 請問在四庫分類法中，《春秋》應入那一類？ 
經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25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團體如果有全銜和簡稱等不同形式之名稱，團體標目應如何選擇？ 
選用簡稱  選用全銜 
全銜之後，以圓括弧加註簡稱 簡稱之後，以圓括弧加註全銜 

26 下列何者為專門圖書館所設計的分類法？ 
 NLM  DDC  LCC  CC 

27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關於基督教經典劃一題名格式，下列著錄何者正確？ 
聖經. 德文. 選輯. 新約  聖經. 新約. 德文. 選輯 
聖經. 選輯. 新約. 德文  聖經. 新約. 選輯. 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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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下列何者為最早使用「相關索引」（relative index）的分類法？ 
 DDC  LCC 中國圖書分類法 中國圖書十進分類法 

29 國家圖書館編印《中文主題詞表》之詞表附表說明，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附表是一種非專用詞表  附表是主表的一般形式 
附表不屬詞表的組成部分 附表之主題詞彙均屬專用詞彙，具組配作用 

30 關於《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著錄項目之次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附註項-->出版項-->稽核項-->集叢項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出版項-->稽核項-->集叢項-->附註項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出版項-->集叢項-->稽核項-->附註項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附註項-->出版項-->集叢項-->稽核項 

31 1998 年起 OCLC 以美國國會圖書館標題表為對象，進行主題詞彙的多面向應用（FAST）計畫，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採前組合式的分面詞彙  可於線上環境使用 
詞彙的多面性，有論題、地理、時間等等 與美國國會圖書館標題表相較，FAST 較易使用 

32 下列音樂作品之劃一題名何者正確？ 
巴哈(Bach, Johann Sebastian). 協奏曲. 第 1 號. F 大調 
巴哈(Bach, Johann Sebastian). F 大調. 協奏曲. 第 1 號 
巴哈(Bach, Johann Sebastian). 協奏曲. F 大調. 第 1 號 
巴哈(Bach, Johann Sebastian). 第 1 號. F 大調. 協奏曲 

33 在「勞資糾紛」的權威標題下，有一參見款目：「參見狹義詞：罷工與怠工」，這段參照資訊，在《中

國機讀權威記錄格式》中，應著錄在那一段？ 
 3XX 附註段  4XX 反見標目段  5XX 反參見標目段  7XX 連接標目段 

34 石頭記、情僧錄、風月寶鑑、金陵十二釵、金玉緣等都是紅樓夢的異稱，若圖書館選定紅樓夢作為劃一

題名的標目，下列參照格式何者錯誤？ 
紅樓夢  見  石頭記 風月寶鑑  見  紅樓夢 金玉緣  見  紅樓夢 情僧錄  見  紅樓夢 

35 表達同一概念的語彙可能有兩種以上，圖書館目錄在選定標目格式時，會由同一概念之各種異稱中選擇

一個作為標準格式，圖書館界會用何種術語形容此類工作？  
書目控制 人名標目 館藏控制 權威控制 

36 下列那一種編目規則已將權威控制的觀念與實務納入其中？ 
中國編目規則（CCR）  資料描述與檢索（RDA） 
英美編目規則第 2 版（AACR2） 國際標準書目著錄原則（ISBD（G）） 

37 機讀編目格式根據 ISO 2709 的規定，每筆書目紀錄必須包括下列那 4 部分？ 
欄位編號、欄位名稱、欄位內容、紀錄標示 
紀錄標示、指引、書目資料登錄欄、紀錄終止符號 
書名、著者、出版地、出版者 
館藏地、索書號、標準號碼、作品語文 

38 《中國機讀編目格式》的欄位中，下列何者為非必備（optional）？ 
 200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001 紀錄識別欄 
 LDR 紀錄標示   205 版本項 

39 《中國機讀編目格式》的可重複欄位為下列何者？ 
 005 最後異動時間   101 作品語文  
 200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300 一般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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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中國機讀編目格式》中文的語文代碼為下列何者？ 
 chi  cn  roc  tw 

41 下列那種分類法主要以「分析綜合原理」（Analytico-Synthetic Principle）發展而成的一種圖書資訊組織方

法？ 
冒點式分類法  杜威十進分類法  
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  中文圖書分類法 

42 以 MARC 21 編目整合性電子資源時，當正題名改變，舊題名應著錄在下列何者？ 
欄位 210 欄位 245 欄位 246 欄位 247 

43 當期刊同時有紙本及電子版時，若以分建紀錄編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以紙本期刊的紀錄為主，電子期刊的紀錄為次 
只建一筆書目紀錄，且經由紙本期刊的紀錄提供電子期刊的取用 
紙本期刊與電子期刊分別各自建立所屬的書目紀錄 
只建一筆書目紀錄，且經由電子期刊的紀錄提供紙本期刊的取用 

44 用於資訊資源長期典藏有關之詮釋資料（metadata）稱為下列何者？ 
結構性詮釋資料 描述性詮釋資料 保存性詮釋資料 技術性詮釋資料 

45 檔案描述格式（EAD）主要由下列那 3 部分的資料組成？ 
 eadheader、filedesc、profiledesc  eadheader、frontmatter、filedesc 
 eadheader、frontmatter、profiledesc  eadheader、frontmatter、archdesc 

46 有關資源描述與檢索（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RDA）內容組織架構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RDA 內容組織架構涵蓋作品與內容版本屬性的著錄規範，但不討論彼此關係 
 RDA 內容組織架構僅涵蓋相同作品、內容版本、載體版本與單件的主要關係，不同作品、內容版本、

載體版本與單件間的關係不在規範範圍內 
 RDA 內容組織架構涵蓋作品、版本、單件、個人、團體作者等實體間的關係，不包括主題關係 
 RDA 內容討論個人、家族與團體機構的屬性，並規範上述三者間彼此關係的著錄細節 

47 RDF 是呈現網路事物的資源描述架構，共包含 3 個要素，此 3 個要素為下列何者？ 
主體（subject）、謂詞（predicate）以及客體（object） 
主體（subject）、敘述語（descriptor）以及客體（object） 
題名（title）、敘述語（descriptor）以及客體（object） 
主體（subject）、謂詞（predicate）以及單件（item） 

48 以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為例，下列何者為《書目紀錄功能需求》（FRBR）中所指稱的作品（work）？ 
哈佛商業評論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Asian Vers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電子版 

49 有關 OCLC WorldCat 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免費提供雲端的合作編目系統 經由 Google 可查詢 WorldCat 書目紀錄 
全世界最大的聯合目錄  由美國國際線上圖書館電腦中心所建置 

50 下列何者是美國國會圖書館合作編目計畫（Program for Cooperative Cataloging，PCC）的分支計畫？ 
 National Coordinated Cataloging Program，NCCP 
 Cooperative Cataloging Council，CCC 
 Cooperative Online Resource Catalog，CORC 
 Cooperative Online Serials Program，CO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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