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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是資訊檢索（information retrieval）一詞的創始人？ 

 Peter Luhn  Calvin Mooers  James Perry Mortimer Taube 

2 下列何者為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的縮寫？ 

WTO WIPO  OECD  UNESCO 

3 下列何者不屬於資訊倫理的核心議題範疇？ 

智識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 資訊隱私（information privacy） 

資訊焦慮（information anxiety） 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4 美國自 1960 年後，逐漸以「教學媒體中心」、「學習資源中心」等名稱取代下列那一種圖書館，表示其

館藏與服務比傳統的圖書館類型多元與廣泛？ 

大專院校圖書館 中小學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 

5 學科館員較常出現在那一類型的圖書館業務編制中？ 

兒童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 中小學圖書館 大學圖書館 

6 下列何者不是「數位圖書館」常見的相關名詞？ 

電子化圖書館 虛擬圖書館 行動書車 數位典藏 

7 下列何者不是圖書教師的相關名詞？ 

學校媒體專家（school media specialist） 教師圖書館員（teacher librarian） 

圖書館媒體專家（library media specialist） 學科館員（subject librarian） 

8 下列何者代表我國履行出版品國際交換公約，辦理國際書刊交換、轉發寄贈，及負責國際文教聯繫等事宜？ 

國家圖書館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中華民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 中華民國文化部人文及出版司 

9 清代四庫全書，一共抄寫七套存藏於七閣，其中文瀾閣在何地？ 

揚州 盛京 杭州 北京 

10 根據 Gorman 和 Howes，館藏發展政策的內容，應包括下列那些項目？①一般原則的敘述  ②館藏存在

的原因  ③館藏應包含什麼 ④實際作業的敘述 ⑤內部及外部對象 

①①①① ①①①② ①①①② ①①①② 

11 大英圖書館在 2002 年進行品牌定位時，將其服務聚焦在五大客群：學者、商務人士、一般大眾、圖書資

訊界、青少年。根據行銷理論，此種劃分客群的方式是屬於下列何者？ 

市場區隔 顧客部門化 顧客服務 讀者調查 

12 圖書館解決空間不足的方法，通常不包括下列何者？ 

採用綠建築 建立新館舍 進行館藏淘汰 館際聯合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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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某鄉鎮現有人口 25,000 人，依我國「公共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該鄉鎮圖書館應有之基本館藏量為

何？ 

 10,000 冊（件）  15,000 冊（件）  20,000 冊（件）  25,000 冊（件） 

14 關於我國「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系統提供讀者與館員查詢國內外各圖書館之館藏 

帳務結算缺乏集中沖銷功能，需到各圖書館付費 

提供臺灣與中國大陸圖書館中文期刊聯合目錄 

可線上申請期刊全文複印及圖書互借 

15 下列何者不適宜作為中文圖書「書目查證工具」？ 

中文圖書分類表 全國新書資訊網 博客來網路書店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16 下列何者是處理電子資源採購與紙本圖書採購最主要的差異？ 

考慮圖書資源的價值與範圍 授權合約的簽署 

重視使用者需求  均須納入館藏 

17 根據我國「國民中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密集式書庫之樓版載重量每平方公尺不低於幾公斤？ 

 550 公斤  650 公斤  850 公斤  950 公斤 

18 根據我國圖書館統計標準（CNS13151），下列何項區域面積不包括在圖書館機能之實際使用面積中？ 

行政及業務處理區 工作人員休息區 資料儲存區 文教活動區 

19 西文圖書館藏評鑑時，常採用書目核對法，需運用下列那一項工具？ 

 SCI 資料庫  EI 資料庫 標準書目 WOS 資料庫 

20 下列何者是查詢圖書館館藏資料的主要工具？ 

名錄 索引 百科全書 線上公用目錄 

21 有關「閱讀自由宣言」（Freedom to Read Statement）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人們必須捍衛圖書的自由流通 

顧及讀者身心健康，圖書館應實施圖書檢查制度 

由美國圖書館學會及美國圖書出版者委員會於 1953 年提出 

為了公眾的利益，出版者及圖書館工作者應促使各種意見能夠充分傳播 

22 IFLA 多元文化圖書館宣言（The IFLA Multicultural Library Manifesto）是由下列那個單位通過？ 

 ALA MLA  OCLC  UNESCO 

23 「美國獨立戰爭是那一年？」，上述是屬於下列那一類型的參考問題？ 

指示型的問題 主題型的問題 事實型的問題 研究型的問題 

24 下列何者是現代圖書館進行利用教育時較少強調的重點？  

智慧財產權與資訊倫理的觀念 讀者評估資訊內容的能力 

認識圖書館的資源  詳述館藏發展政策 

25 下列那一種書目管理軟體能協助論文寫作時參考文獻的製作與編排？ 

 SPSS  Scopus MetaCat  EndNote 

26 有關圖書館閱覽服務的敘述，下列何者較不適當？ 

圖書館閱覽服務，包括館藏整理 圖書館閱覽服務，提供圖書和視聽資料 

圖書館閱覽服務，以提供自修座位為優先 讀者類型不同，提供閱覽的圖書資料應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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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下列何者可以指出一本書中正文的重要辭彙、概念、人名或專有名詞所在的頁碼？ 

書後索引 目次 序文 導言 

28 下列何者是與閱讀素養相關的國際評比？ 

 OECD  PIRLS  PIZZA  TIMSS 

29 下列那一種參考資源最適宜查詢機關團體之名稱與基本資料？ 

 Encyclopedia of Associations  Gale Directory of Databases 

 Ulrich’s International Periodicals Directory Who’s Who 

30 在《中文圖書分類法》中，類號 700 屬於下列何者？ 

中國史地類 世界史地類 社會科學類 自然科學類 

31 管理大師杜拉克（Peter Drucker）於 1965 年提出下列何者將取代土地、勞力、資本、設備，而成為最重

要的生產要素？ 

聲譽 權力 知識 公關 

32 下列何者不屬於大學圖書館參考服務的主要項目？ 

提供各類參考工具書  提供師生論文的翻譯服務 

教導讀者資訊檢索的方法 解答讀者應用資訊的問題 

33 某圖書館因捐款者的要求，將與該捐款者之宗教信仰牴觸的圖書資料下架不提供閱覽。該項作法有違下

列那項專業倫理？ 

館員應精確、有效處理圖書館業務，提供最佳服務 

館員應抱持熱忱態度，積極主動為讀者服務 

館員應基於平等原則提供服務，不得為差別待遇 

館員應積極維護閱讀自由，並抗拒不當壓力 

34 美國第一個全國性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成立於何時？ 

 1867 年  1868 年  1876 年  1886 年 

35 依美國圖書館學會《圖書館專業核心能力》（ALA’s Core Competences of Librarianship），下列何者不屬

於「圖書館專業的基礎知能」（Foundations of the Profession）？ 

了解圖書館史與圖書館學史 具備量化與質化研究方法的知能 

了解圖書資訊專業倫理、價值和基本原則 具有分析複雜問題和提出適當解決方法的技能 

36 下列對 Web 2.0 之敘述，何者錯誤？ 

由 O’Reilly 於 2004 年所提出 強調使用者參與互動及分享 

維基百科是一符合 Web 2.0 概念的網站 由 OCLC 負責推動 Web 2.0 相關標準的制定 

37 有關資料庫系統優點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可減少資料的重複性 可達成資料的一致性 可達成資料的整合性 可提高資料的權威性 

38 有關 XML 文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巢狀結構的標籤在 XML 語法是不被允許的 

 XML 剖析器（parser）可用來檢查一份 XML 文件是否合乎文法 

一份 XML 文件的結構是由文件型別定義（DTD）及 XML Schema 共同決定的 

一份合乎文法（well-formed）的 XML 文件必須包含一個以上的元素（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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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RFID 的使用頻率愈高，則讀取範圍會如何變化？ 

愈小 不變 愈大 不一定 

40 下列何者不是研究網路文化與虛擬社會現象的研究方法－網路民族誌之其他相關說法？ 

數位民族誌 虛擬民族誌 影像民族誌 線上民族誌 

41 下列何者不是關於維基百科的特性描述？ 

允許任何人創建新百科條目和編輯自己或別人已經創建的條目 

採大規模協作共筆的編輯模式 

目前僅有英文的百科條目 

運用超文字系統的技術 

42 下列何者不是資訊檢索系統關鍵詞查詢時，普遍提供之輔助功能？ 

拼字檢查 知識本體查詢 檢索歷史顯示 同音詞彙顯示 

43 下列何者不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編目模組功能中存在之資料檔？ 

書目檔 館藏檔 經費檔 權威檔 

44 下列有關機讀編目格式之敘述，何者錯誤？ 

機讀編目格式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書目著錄格式 

 LC MARC 是各國依循的共同格式 

不同類型格式的結構都是以 ISO 2709 為基礎 

每個書目資料欄都有一個相對應的指引 

45 下列何者是圖書館用來支援分散檢索的協定？ 

 OAI-PMH  OpenURL  XML  Z39.50     

46 下列何者不是虛擬社群實例？ 

第二人生（Second Life） 可汗學院（Khan Academy） 

電子布告欄系統（Bulletin Board System） 簡易資訊聚合（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47 下列何者為公共圖書館內部行銷（internal marketing）的主要對象？ 

圖書館主管機關人員 圖書館全體人員 當地記者 社區民眾 

48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多次研討有關館際合作與資源共享實施方案，亞太地區各國也致力於圖書資源共享

活動的推行，呼籲各國政府應積極參與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所推動幾項計畫，下列何者不屬於前述計畫

之一？ 

出版品國際共享（Universal Availability of Publications，簡稱 UAP） 

國際標準書號（ISBN） 

機讀編目格式（MARC） 

綜合資訊計畫（General Information Programme，簡稱 GIP） 

49 有關圖書館內部空間規劃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 

圖書館之各個標示最好設置在讀者最需要且又醒目之處，以方便指引讀者使用 

圖書館的室內溫度維持在攝氏 20-24 度，相對濕度在 30-40%，以提供讀者舒適的閱讀環境 

圖書館內部動線規劃的主要原則是不交叉、不迂迴、不重疊，以避免混亂的情形發生 

圖書館書架的走向宜與自然光源平行，與人工照明垂直，以獲得充分且平均分布的光源 

50 下列何者不屬於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的合作項目？ 

古籍聯合目錄 期刊聯合目錄 中文拓片資料庫 中文法律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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