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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不是組織圖書館資訊資源時使用的主題分析工具？ 
CCR UDC DDC LCC 

2 下列何者為圖書館以特定方式編排的館藏清單？ 
索引 目錄 摘要 指南 

3 提供資訊物件儲存處所，是為資訊組織的那一項功能？ 
檢索功能 辨識功能 定位功能 評鑑功能 

4 下列何者不屬於知識組織系統（KOS）中的分類架構（classifications and categories）類型？ 
CCL DDC EAD NLM 

5 中文目錄的排列悉依筆畫與筆法逐字排列，若筆畫相同時，則依下列何順序排列？①撇（丿） ②點（‧） 

③直（│） ④橫（─） 
①①①① ①①①① ①①①① ①①①① 

6 「教育資料科學月刊」改名「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另以新刊名編目時，依據《中國編目規則》，如何在

附註項說明其與舊刊名「教育資料科學月刊」的關係？ 
分衍 合併 改名 繼續 

7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下列何種作品較少使用劃一題名？ 
文學作品 音樂作品 科學作品 宗教經典 

8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有關檢索款目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中國編目規則》所規範之檢索款目即是查詢書目資料之全部檢索點 
多個檢索款目之建立可協助使用者查詢所需館藏資料 
檢索款目取自書目紀錄之各著錄項目 
正題名是當然之檢索款目 

9 在書目紀錄中出現下列之著錄方式： 
孔明棋［電子資源］；蘋果遊戲；智商 180 / 楊第設計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只有第一個作品是電子資源 只有第三個作品有作者 
三個作品都同一作者  第二、第三個作品是圖書 

10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下列那一個政府機構之名稱標目正確？ 
高雄縣第一科  新店市民政課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恆春鎮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11 當團體名稱不只一個時，應依何種順序加以擇定？① 近使用者 ②文獻中 常用者 ③作品中 常用者 

④ 著稱者 
①①①① ①①①① ①①①① ①①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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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視聽資料作品若無共同題名，其正題名的著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有明顯而主要部分，依該主要部分之題名著錄，其他部分之題名著錄於附註項 
無明顯主要部分，以整體為一單元著錄，將載於主要著錄來源之題名依次著錄之 
無明顯主要部分，以整體為一單元著錄，將載於主要著錄來源之題名，以排列首者為正題名 
無明顯主要部分，以每一部分之題名分別著錄之，其餘部分之題名著錄於附註項 

13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翻譯作品的著者敘述項著錄時，下列何者錯誤？ 
作品所題外國著者，僅載原名者，依原名著錄 
作品所題外國著者，僅載中文譯名者，依中文譯名著錄 
若同時載有著者外文原名及其中文譯名者，只著錄其中文譯名 
若同時載有著者外文原名及其中文譯名者，則原名著錄於中文譯名後，並加圓括弧 

14 關於《中國編目規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每一著錄項目有其主要著錄來源 每一種資料類型有其指定著錄來源 
每一種資料類型都有 ISBN 號碼可供檢索 各類型資料不一定完整著錄八大項目 

15 編目時將同一作品不同版本或譯本在目錄上匯集一處的方式為下列何者？ 
並列題名 其他題名 劃一題名 逐頁題名 

16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下列何者不適合使用「見」款目？ 
作者有本名及筆名，但編目時決定以本名為標目 個人作者在目錄中使用不同標目 
已婚婦女之作者以冠夫姓為標目 外國人以譯名為標目 

17 A 是某一錄音資料的作曲兼作詞者，B、C、D、E 是演唱者，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規定，應如何選

用檢索款目？ 
A、B、C、D、E 都要被立為檢索款目 僅以 A 立檢索款目 
僅以 A、B 分立檢索款目 僅以 A、B、C、D 分立檢索款目 

18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相同地方有不同地名，下列何者為其標目選擇的優先考量？ 
文獻中使用地名 習用正式地名  晚出現的地名  早出現的地名 

19 在《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中，有些類號會加上方括弧，例如保險法規之類號為[563.71]，下列有

關該類目之敘述，何者錯誤？ 
該類目為交替類目  該類目又稱為選擇類目 
該類目為非正式使用類目 該類目之下有「參見 xx」的注釋字樣 

20 下列何種號碼通常不會出現在索書號之中？ 
部次號 書名號 特藏號 登錄號 

21 《七略》中的「數術略」相當於現代的何種學科？ 
美術 數學 軍事學 天文學 

22 下列那一個分類原理強調「有類必有書」？ 
固定位置原理（fixed location theory） 文獻保證原理（principle of literary warrant） 
一題一位原理（one place per topic theory） 相關位置原理（relative location theory） 

23 《中、西餐及東洋食譜》一書，內容涉及的主題有從屬關係，且無特別側重某主題時，通常歸入何類較為適

宜？ 
中菜食譜（427.11） 西餐食譜（427.12） 東洋食譜（427.13） 食譜（427.1） 

24 「確定圖書資料的主題內容，從主題權威檔選定主題標目，並依據分類法選定分類號」，此敘述指的是下列

何項工作？ 
記述編目 抄錄編目 權威控制 主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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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索書號中，下列何者是部冊號？ 
放在分類號上方，另起一行書寫，如：Ref 在著者號後加註－2，－3 之類的標示 
在著者號下加註 v.1，v.2 之類的標示 在著者號後加註.2，.3 之類的標示 

26 在控制詞彙表中，會有 UF、BT、NT 與 RT 等參照符號的使用，藉以規範相關語彙的用法。下列何者不被

編目員或索引者選為控制詞彙？ 
（A   UF   B）中的 B （A   RT   B）中的 B （A   NT   B）中的 B （A   BT   B）中的 B 

27 自然語言詞彙的多義現象，當一個詞代表多個概念時，須加以規範化處理，否則以此種詞彙進行檢索，將造

成下列何種檢索結果？ 
檢全率提高 檢全率降低 檢準率提高 檢準率降低 

28 中國古代從何時開始，圖書分類的次序是甲經、乙史、丙子、丁集？ 
漢朝劉歆《七略》 梁阮孝緒《七錄》 西晉荀勖《中經新簿》 東晉李充《四部書目》 

29 字順主題法是控制詞彙，下列何者同屬概念組配？ 
單元詞、關鍵詞 關鍵詞、敘述詞 標題詞、單元詞 單元詞、敘述詞 

30 關於醫學標題表（Medical Subject Heading, MeSH）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英國國家醫學圖書館編製 應用於館藏資源主題編目 
作為醫學期刊論文主題分析工具 作為資料庫系統控制詞彙的查詢與索引工具 

31 編製主題標目時，下列標目形式及其結構，符合那一種選詞原則？ 
鐵達尼號（船） 
鐵達尼號（電影） 
劃一性標目 獨特性標目 一致性標目 特定而直接性標目 

32 下列那一項不屬於權威控制的工作範圍？ 
建立權威紀錄  匯集權威紀錄組成權威檔 
從 NBINet 下載書目紀錄  連結權威檔與書目檔，以組成權威系統 

33 在書商、著作權管理單位、圖書館、作品編號相關社團等不同組織間，建立權威檔案連接的是下列那一個計

畫？ 
VIAF InterParty Project SACO NACO 

34 對原書做敘述、批評、評價之作品，應視為和原書具有下列那一種書目關係？ 
對等關係 衍生關係 描述關係 附屬關係 

35 金陵、江寧、天京、建業、建康、秣陵等，都是南京的異稱，若圖書館選定南京作為該地的權威地理標目，

下列參照關係何者正確？ 
金陵 見 建康 金陵 見 建業 金陵 見 南京 南京 見 金陵 

36 下列何者通常不屬於建置權威紀錄的合作模式？ 
分散建置模式  集中建置模式 
委外代工模式  建置虛擬聯合權威檔模式 

37 下列何者是《中國機讀編目格式》版本項的欄位？ 
200 205 215 225 

38 臺灣的圖書館界現行主要使用下列那些機讀編目格式？ 
CMARC、UNIMARC、USMARC CMARC、MARC21、USMARC 
CNMARC、MARC21、UNIMARC CNMARC、UNIMARC、USMARC 

39 下列機讀編目格式何者 早制定？ 
CMARC LCMARC MARC21 UNIM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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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在《中國機讀編目格式》90 年版中，臺灣的國家代碼為下列何者？ 

ROC CW TW CN 

41 編目電子資源時，電子資源位址 URL 是著錄在下列 MARC21 欄號 856 之那一個分欄？ 

t u v w 

42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道德經一書除中文外，含英文、德文及日文之作品，其劃一題名標目為下列

何者？ 

道德經. 多種語文  道德經. 英文. 日文 

道德經. 中文. 英文. 日文 道德經. 中文. 英文. 德文. 日文 

43 下列何者是俗民分類（folksonomy）的特性？ 

由專業館員提供  使用控制詞彙 

語法複雜  由群眾力量收藏與分享標籤的機制 

44 分散查詢協定（OAI-PMH）主要支援的詮釋資料（metadata）格式為下列何者？ 

EAD MARC CIMI Dublin Core 

45 NBINet 規範合作館的建檔機讀編目格式，下列那種不符合規定？ 

CMARC UNIMARC USMARC MARC21 

46 新一代線上公用目錄（Next generation OPAC）強調應具優質的操作介面，包括需符合直覺式、視覺化及無

縫式三個目標。所謂的「直覺式」設計是指下列何者？ 

以圖形化的方式呈現主題資源，或利用顏色、字型大小標記重要資源，輔以圖片的呈現 

簡單、不需操作說明，使用者一看就知道要如何操作的介面 

使用者從檢索到獲取資源（發現到傳遞）都能在同一介面完成，不需連結到其他網站 

利用書目紀錄功能需求（FRBR）架構，顯示單一作品與各種不同內容版本的連結關係，不需分別檢索 

47 「書目加值」除將有關資料內容的訊息加入書目紀錄，尚有其他作法，下列何者不包括？ 

增加主題標目的數量  強化書目紀錄功能需求（FRBR）架構 

運用書後索引或摘要資訊 提供附加資訊的檢索功能 

48 針對書目紀錄功能需求（FRBR）所指的作品（work），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作品翻譯為不同語言，或是音樂創作以不同方式錄音或套譜呈現，視為新的作品 

作品是指知識或藝術創作 

若針對不同類型閱聽人改寫作品內容，改寫後之作品被視為另一新的作品 

作品內容改寫為摘要方式呈現，被視為是另一新的作品 

49 以「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為例，下列何者所代表的為書目紀錄功能需求（FRBR）中，所指稱的載體版本

（manifestation）？ 

教育資料科學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網路版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dia and Library Sciences 

50 有關 CORC 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全名是 Cooperative Online Resource Catalog 由美國國會圖書館所主導的合作計畫 

主要針對網路資源的合作編目計畫 可接受 MARC、Dublin Core 等多種詮釋資料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