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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元前三千年定居於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人，使用下列何者作為一般的書寫材質？ 

羊皮紙 紙草紙 泥版 木版 

2 下列有關知識地圖之敘述，何者錯誤？ 

其內容涵蓋知識本身，以及描述擁有知識的個人、文件或知識庫的屬性 

又可稱為「知識分布圖」或「知識黃頁簿」 

是衡量組織存在那些知識與知識分布的指南 

以視覺的圖形方式表現組織內的專家、知識資產、知識來源、知識架構和知識應用系統之所在的方法 

3 影響圖書館館藏淘汰的主要因素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維持館藏的平衡 有效利用圖書館空間 掌握預算的執行 因應時間及需求的改變 

4 下列那一項不屬於圖書館透過代理商或經銷商採購館藏資料的優點？ 

提高採購業務的效率  一定可獲得較高折扣，節省經費 

減少圖書館須負擔的文書作業 可爭取額外服務，如提供出版訊息文件 

5 電子資源採購與傳統紙本圖書資料採購不同，下列關於電子資源採購特色之敘述，何者錯誤？ 

可分為圖書館個別採購與透過聯盟共同採購 

通常由圖書館個別採購較符合成本效益，並可獲得許多附加服務 

需與紙本採購同時考量 

採購方法多樣化，例如：買斷式採購、租用等 

6 依據我國「圖書館統計標準」，下列有關圖書館館藏之敘述，何者錯誤？ 

已取得使用權的館外資源列入館藏 館藏包括圖書館自行取得及透過聯盟取得的使用權 

外來經費取得之使用權不得列入館藏 館藏包括本館所擁有的圖書資料 

7 圖書館相關法規中，各類型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主要是就下列那些內容，提出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建議？

①組織人員 ②經費分配 ③館藏規模 ④館舍設備 ⑤資訊服務 ⑥經營管理 

①②③⑤⑥ ①②④⑤⑥ ①③④⑤⑥ ②③④⑤⑥ 

8 下列有關圖書館期刊資源品質評鑑的準則，何者錯誤？ 

出版單位之權威性 文章內容之正確性 主題範圍之完整性 訂購價格之合理性 

9 世界著名的學位論文資料庫 PQDT（ProQuest-Dissertations & Theses）系統之版權取得以什麼樣的方式為

主？ 

有償授權 無償授權 贈送 交換 

10 大學圖書館為支援教師教學便利，會將各課程教師指定閱讀書籍單獨陳覽並限館內使用，此項服務稱為： 

專題選粹服務 參考服務 指定參考書服務 特藏服務 

11 下列何者最不適宜作為圖書館交換圖書資料的來源？ 

館藏之珍善本圖書 母機構的出版品 特別採購用來交換 館藏之多餘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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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列有關圖書館館藏評鑑的範圍與方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館藏數量，採用問卷調查統計法 館藏品質，採用書目查核法 
館藏使用，採用分析流通紀錄 館藏品質，採用專家評鑑法 

13 圖書館利用甘特圖控制作業進度，下列有關甘特圖的敘述，何者正確？ 
將圖書館業務有關的各種作業項目與進行進度以文字說明顯示 
甘特圖的水平軸與垂直軸項目可以視情況對調 
甘特圖的水平軸為圖書館業務作業進度，垂直軸為作業項目 
甘特圖的水平軸為圖書館業務作業項目，垂直軸為作業進度 

14 依我國圖書館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各級圖書館可自行報廢的館藏範圖？ 
喪失保存價值的館藏  主動無償贈送的館藏 
不堪使用的館藏  毀損滅失的館藏 

15 依照我國公共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要求鄉鎮圖書館應有期刊幾種以上？ 
30 種 50 種 300 種 500 種 

16 圖書館組織存在的目的是為完成圖書館被賦予的任務，完整的組織結構體有助於任務的達成。下列圖書館組

織設計之步驟，何者正確？①將各種職務歸屬於部門組織 ②將各種職務構成職位 ③將各種活動項目轉

換成職務 ④將各部門依照水平及垂直層級順序形成組織結構 
①②③④ ③②①④ ③④①② ②③①④ 

17 依據我國公共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有關館舍設備之建議，包括下列那些內涵？①設立地點 ②建築安全 

③未來發展 ④無障礙設施 ⑤共用空間 
①②③④ ①②③⑤ ①③④⑤ ②③④⑤ 

18 下列何者屬於 YouTube 之特性？ 
經同儕審查 付費認證 共建共享 全球計價 

19 下列那種參考工具屬於語文辭典？ 
Whitaker’s Almanack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Roget’s Thesaurus  World Atlas 

20 下列有關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之敘述，何者正確？ 
目前僅出版紙本 目前僅出版電子版 目前紙本與電子版並行 目前由線上共筆出版 

21 依據我國「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規定，在寄存政府出版品中，電子出版品的最低保存年限為幾年？ 
5 年 4 年 3 年 2 年 

22 在大學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中，下列何者不適宜於大一新生訓練時講述？ 
圖書館的服務項目  圖書館的位置與設備 
圖書館的借閱規則  書目管理軟體的使用 

23 下列何者不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1994 年在「公共圖書館宣言」中宣示公共圖書館的主要任務？ 
教育 掃盲 工商服務 文化 

24 下列何者是我國政府出版資料的入口網站？ 
NBINet OPEN  NDDS Rapid 

25 中華民國總統府的網站網址，是下列何者？ 
http://www.president.com.tw/ http://www.president.gov.tw/ 
http://www.president.org.tw/ http://www.president.net.tw/ 

26 在網際網路上搜尋的重要特色就是容易發現意料之外的資訊，有關這一類的資訊行為，通常稱為： 
最佳化搜尋 計畫行為搜尋 模糊檢索 資訊偶遇 

http://www.president.com.tw/
http://www.president.gov.tw/
http://www.president.org.tw/
http://www.president.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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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關於維基百科（Wikipedia）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是第一個使用 wiki 系統進行百科全書編纂作業的協作計畫 
提供的資訊極具權威性 
所有款目皆可由使用者自由編輯 
各語系維基百科的條目相當 

28 下列有關創用 CC 授權的敘述，何者正確？ 
創用 CC 是指 Current Contents 創用 CC 是我國首創的授權方式 
創用 CC 是指 Creative Commons 創用 CC 僅適用於學術界的授權 

29 下列何者屬於指引性參考資源？ 
百科全書 字辭典 年鑑 索引與摘要 

30 下列何者不是與使用者研究及資訊尋求行為研究相關的研究議題？ 
決策評鑑與效益評估 使用者與系統的互動 管理成本分析 使用者特質 

31 臺灣光復後，那一所學校首先設立圖書館學相關學系，提供正規圖書館學教育？ 
臺灣大學  臺灣省立師範學院 
私立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私立輔仁大學 

32 下列何者不屬於資訊組織專業人員應具備之專業能力？ 
進行資訊內容分類與制定標題之能力 

具備記述編目的知識、技能與應用 
使用編目標準與詮釋資料（metadata）處理電子資源 
設計及建構可支援資訊互通需求系統的能力 

33 下列有關我國圖書館員專業倫理守則的敘述，何者正確？ 
由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制訂 
由圖書館中央主管機關教育部制訂 
前三條文強調自由、平等及中立等三項民主精神 
前三條文強調自由、平等及博愛等三項民主精神 

34 在圖書館環境中，相較於條碼辨識標籤，下列何者不是無線射頻辨識（RFID）標籤之優點？ 
數據資料容量大  資料可重複寫入 
不須光源即可讀取  需採用固定角度才能讀取辨識 

35 下列有關 OpenURL 的敘述，何者錯誤？ 
有語言限制 
主要目的為強化 Web 超連結能力 
基本語法與 CGI 程式的 HTTP GET 與 HTTP POST 類似 
藉由標準陳述語法，讓服務提供者及資料提供者溝通無礙 

36 下列何種書目計量學定律說明了「發表一篇文章的著者人數，約等於全部著者人數的 60.79%」？ 
Zipf’s Law Bradford’s Law Lotka’s Law Price Law 

37 最早的非商業性電子書是始於 1971 年的那個電子書計畫？ 
古騰堡計畫（Project Gutenberg） 
國際兒童數位圖書館（International Children’s Digital Library） 

網路典藏計畫（Internet Archive） 
線上圖書計畫（The Online Books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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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下列何者不是數位音樂／音效的檔案格式？ 
.midi .mp3 .xls .wav 

39 下列那一種研究法可以分析讀者閱讀圖書主題的次數分布？ 
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法 交易紀錄（transaction log）分析法 
疊慧（Delphi）法  焦點團體（focus group）法 

40 下列何者是指圖書館網頁提供的「簡易聚合（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簡稱 RSS）」服務？ 
網站提供使用者簡單的資料查詢檢索服務 
網站提供使用者簡單整合館藏有無之服務 
網站將使用者過往查檢瀏覽的紀錄，簡單整合存檔之服務 
網站將使用者訂閱的內容，主動傳送新資訊給使用者之服務 

41 圖書館員在面對「知識自由」時，就其專業身分與立場，不應該扮演的角色為： 
檢查制度配合者  選書者而非檢查者 
知識自由護衛者  檢查制度反對者 

42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與國立臺灣圖書館都是由教育部所設立，請問依據「圖書館法」第 4 條規定，兩者屬於

下列何種類型？ 
學術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 專門圖書館 

43 下列何者不屬於馬克盧普（Fritz Machlup）知識產業分類之職業領域？ 
傳播媒體 資訊設備 資訊發展 生物技術 

44 下列何者不屬於印度圖書館學家阮甘納桑（Ranganathan, S. R.）於 1931 年所提出的「圖書館學五律」？ 
每一讀者有其書  每一書有其讀者 
捍衛知識使用權  圖書館是一成長的有機體 

45 資訊倫理常見的四大議題簡稱為 PAPA，包涵正確性（Accuracy）、財產權（Property）、取用權（Accessibility），

與下列何者？ 
政策（Policy）  保存（Preservation） 
出版（Publication）  隱私（Privacy） 

46 下列何種索引不屬於後組合索引法（post-coordinate indexing）？ 
單一字彙索引（uniterm index） 書後索引（book index） 
邊孔卡片索引（edge notched card index） 孔碼卡片索引（peek-a-boo card index） 

47 下列有關資訊科學起源之敘述，何者錯誤？ 
Vannevar Bush 於 1950 年發表「As We May Think」一文 
Watson Davis 於 1937 年組成美國文獻學學會（American Documentation Institute，ADI） 
Paul Otlet 於 1895 年組成國際書目學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Bibliography） 
S.C. Bradford 於 1948 年發表「Documentation」 

48 《四庫全書》的文獻類型屬於： 
類書 書目 叢書 政書 

49 館藏發展政策制訂過程中，應完成的任務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了解主要服務對象的資訊需求 圖書館發展館藏的預定目標 
制訂採購決策與選書政策 訂定館際互借的服務辦法 

50 下列那一機構實施「電子出版品預行編目（ECIP）」制度？ 
Library of Congress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OCL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