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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克特（C. A. Cutter）指出編目的目標之一是要展示圖書館館藏。下列何者不是克特提到可展示的面向？ 

特定著者 特定體裁 特定主題 特定語言 

2 下列那一位不是探討目錄功能與相關理論的學者專家？ 

席爾斯（Sears） 朱艾特（Jewett） 魯比茲基（Lubetzky） 斯維諾尼斯（Svenonius） 

3 下列何者不是線上公用目錄的特點？ 

具關鍵字檢索功能  具布林邏輯檢索功能 

具上傳書目紀錄的功能  能與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其它模組整合 

4 下列何者為一般圖書館的編目工作步驟？①編目前資料查核 ②編製索引摘要 ③分類編目 ④加工處理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5 使用者主要透過下列何者查詢圖書館館藏？ 

館際互借服務 線上公用目錄 專題選粹服務 文獻傳遞服務 

6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提供遠端存取之電子資源，下列那一項著錄可省略？ 

版本項 出版項 稽核項 附註項 

7 根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規定，作家 A 如均以筆名 B 署名出書，其人名標目為下列何者？ 

選用本名 A 選用筆名 B 本名 A 參見筆名 B  筆名 B 見本名 A 

8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有關連續性資源的「卷期」著錄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若同時具有卷期（數字或文字）及年份編次，應將卷期置於年份之前 

卷期已全部出版或已停刊，應著錄其起迄編次 

若同時採用兩種以上編次系統，則以等號（=）引出之 

連續性出版品的卷數、編次或年度等，應記於附註項 

9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下列何者為劃一題名之第一選擇？ 

最常使用之題名 最為著稱之題名 原題名 最新題名 

10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關於錄音資料的著者檢索款目，下列何者可不必建立？ 

音樂專輯發行者 音樂專輯作曲者 音樂專輯作詞者 音樂專輯主唱者 

11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何者是錯誤的外國政府機關標目？ 

美國國防部 日本法務省 在臺交流協會 英國教育部 

12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為區別相同之本國地名，下列何者是地名標目之正確作法？ 

於地名後將更大地名置於圓括弧內 於地名前加上更大地區名稱 

於地名後將特色說明文字置於圓括弧內 於地名後將更小地名置於圓括弧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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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三本書（寺塔記、益州名畫錄、元代畫塑記），各有其作者：（唐）段成式、（宋）黃休復、（元）佚名。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中，無共同題名且無明顯主要部分之作品，若以整體為一單元著錄，下列著錄何者

正確？ 

寺塔記等三書 /（唐）段成式等 

寺塔記；益州名畫錄；元代畫塑記 /（唐）段成式；（宋）黃休復；（元）佚名 

寺塔記、益州名畫錄、元代畫塑記 /（唐）段成式、（宋）黃休復、（元）佚名 

寺塔記 /（唐）段成式 . 益州名畫錄 /（宋）黃休復 . 元代畫塑記 /（元）佚名 

14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關於著者的著錄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吳靜吉博士著 皮爾夫人著 李遠哲院士撰 王逢吉教授著 

15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宗教經典之劃一題名標目依序包括那些細目？①選輯 ②語文 ③譯本名稱 

④單元題名 ⑤劃一題名 

①②③④⑤ ③④⑤②① ④③②①⑤ ⑤④③②① 

16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若主要著錄來源依序出現中華民國經濟年鑑及 Economic yearboo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應如何記載正題名？ 

Economic yearboo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民國經濟年鑑 

中華民國經濟年鑑＝Economic yearboo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conomic yearboo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中華民國經濟年鑑 

17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下列那些不包括在標準號碼項？ 

ISBN 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 獲得方式 價格 

18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在決定美國作者其人名標目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採用英文原姓名  採用最著稱的中文譯名 

可能採用自行翻譯的中文譯名 如無最著稱的中文譯名，則採用作品中的譯名 

19 《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中，有部分類號提供「第一法」及「第二法」，但下列何者不包括在內？ 

083 普通叢書 090 群經 671-676 各省方志 677 臺灣方志 

20 自何分類法開始，四部分類法成為中國古代圖書分類的標準？ 

通志藝文略 隋書經籍志 漢書藝文志 四庫全書總目 

21 圖書分類原理「一題一位」（one place per topic），是由何人所提出？ 

布朗（James Duff Brown） 胡爾梅（E. Wyndham Hulme） 

杜威（Melvil Dewey）  克特（Charles Ammi Cutter） 

22 分類館員在分類時，可由很多地方找到圖書的主題，但通常不包括下列何者？ 

題名 書評 序跋 出版者 

23 下列有關四角號碼法的四個角筆法代號敘述，何者錯誤？ 

點的代號為 1 叉的代號為 4 八的代號為 8 角的代號為 7 

24 下列何者是控制語彙之語義的屬分關係？ 

對立與統一關係 上下位的概念關係 形式與內容關係 本質與現象關係 



 代號：4512 
頁次：4－3 

25 在美國歷史最久且應用最廣的是下列那種圖書分類法？ 

杜威十進分類法  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 

書目分類法  展開式分類法 

26 用來標示索引典控制詞彙間相關關聯的標記符號是： 

USE RT NT BT 

27 印度圖書館學家阮甘納桑（S. R. Ranganathan）將主題解析成 PMEST 五個部分，其中 M 是指下列何者？ 

Material Minority Major Matter 

28 圖書的內容涉及葡萄牙、瑞典與希臘遊記三個主題，分類員將之歸入歐洲遊記類，所依據的是下列那一個準則？ 

側重規則 應用原則 在前原則 涵蓋原則 

29 主題法的發展歷史中，單元詞法（Uniterm）、關鍵詞法（Keyword）、索引典法（Thesaurus）、標題詞法

（Subject Heading），何種方法發展最早？ 

單元詞法  標題詞法 

關鍵詞法  索引典法 

30 關於《中文主題詞表》的主要功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驗證功能、檢索功能、規範功能 檢索功能、規範功能、解釋功能 

規範功能、驗證功能、解釋功能 解釋功能、驗證功能、檢索功能 

31 下列何者不是《中文主題詞表》中用以規範主題詞間關係的用語？ 

用 不用 參見 參照 

32 下列那幾項計畫是由 OCLC 所推動的權威紀錄計畫？①VIAF ②NACO ③WorldCat Identities Project 

④CORC 

①③ ①④ ③④ ①② 

33 臺灣的「中文主題編目規範系統」是由那一單位所建立？ 

臺灣大學圖書館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立法院國會圖書館 

34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關於聖經作品之劃一題名，下列何者正確？ 

使徒行傳. 聖經. 新約. 阿美語 阿美語. 聖經. 新約. 使徒行傳 

新約. 聖經. 使徒行傳. 阿美語 聖經. 新約. 使徒行傳. 阿美語 

35 「為書目檢索點（access points）提供一種標準形式，它將標目的不同形式、相關形式、參照、資料來源、

建立日期等事項一併記載，以組成一筆完整之標目紀錄。」請問此定義所說明的是那一種紀錄？ 

名稱紀錄 權威紀錄 檢索紀錄 館藏紀錄 

36 下列何者不是將權威檔與書目檔連結的優點？ 

方便全域更新  保持標目之一致性 

提升合作編目之書目品質 不需再花費時間人力更新與維護權威資料 

37 下列何者是 MARC 代表的意義？ 

美國圖書館學會 國際標準組織 機讀編目格式 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 

38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的資料，轉換為下列何者編碼之後，再儲存於系統的資料庫？ 

CCCII Big5 Unicode E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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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MARC 21 採用下列何種拼音系統？ 

漢語拼音  通用拼音 

韋傑士（Wade-Giles）拼音 國音第二式拼音 

40 為有效進行合作編目，書目中心會統一合作編目建檔規範，下列那一項為我國中文圖書資料合作編目的統一

建檔規範？ 

中國機讀編目格式、中國編目規則、杜威分類法 

中國機讀編目格式、中國編目規則、中國圖書館分類法 

中國機讀編目格式、中國文獻編目規則、中國圖書館分類法 

中國編目規則、中文圖書分類法、中文主題詞表 

41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有關電子資源的版本，下列何者可視為新版？ 

操作系統升級 銷售地點更換 經銷商改變 URL 改變 

42 下列 MARC 21 那一欄位是著錄國際標準叢刊號（ISSN）？ 

017 020 022 024 

43 下列何者為 Open Archival Information System （OAIS）模式？ 

書目紀錄的功能需求  開放典藏擷取模式 

描述藝術資料的詮釋資料格式 建立資訊長久保存系統之參考模式 

44 當期刊同時有紙本及電子版時，若以單一紀錄編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經由紙本期刊的紀錄提供電子期刊的取用 以紙本期刊的紀錄為次 

經由電子期刊的紀錄提供紙本期刊的取用 以電子期刊的紀錄為主 

45 適用於描述視覺化物件與影像資源之詮釋資料（metadata）標準為下列何者？ 

EAD GILS CSDGM VRA 

46 新一代線上公用目錄（Next generation OPAC）多強調應具備書目紀錄功能需求（FRBR）模式，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呈現作品間的內容、載體版本等不同層級的關係 

提供較好的聚集功能、辨識作品內容版本之間的關係 

提供較強的權威控制功能 

可作為使用者匯集相同作品名稱館藏的工具 

47 圖書館透過「書目加值」強化目錄功能或提升圖書館業務績效，下列何者不是「書目加值」的主要功能？ 

增加圖書館館藏使用率  改善線上公用目錄的檢索效果 

目次內容可協助館員進行採購決策 強化權威控制的效益 

48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為 Alice Munro 的創作，下列何者為書目紀錄功能需求（FRBR）所指的作品 （work）？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手稿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1998 年 Penguin 公司再版的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的親筆簽名書 

49 下列何者不是合作編目計畫而建置的書目中心？ 

OCLC RLIN NBINet ITS MARC 

50 根據《MARC 21 書目紀錄中文手冊》，欄號 650 應著錄下列何者？ 

附註 書名 版本 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