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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五等考試
類
科：圖書資訊管理
科
目：中文圖書分類編目大意
考試時間： 1 小時

座號：

※注意：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5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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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不是抄錄編目的主要目的？
避免重複編目，浪費人力
降低圖書館之編目成本
提高目錄的時效性
書目的加值與應用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頒發之「資訊組織分析師」證書的有效期為幾年？
在職期間均有效
3年
4年
5年
資訊組織包括「人」
、「科技」、「資訊」等三個面向，
「人」所指稱的範疇不包括下列何者？
讀者如何創作資訊
讀者需要何種資訊
讀者資訊行為模式
讀者如何使用資訊
採用《資源描述與檢索》
（Resource Description & Access, RDA）進行圖書編目時，若其出版地及出版者不
確定時，應如何著錄？
[臺北市？]：[中華民國運輸學會？], 2019
[臺北市？：中華民國運輸學會？], 2019
[臺北市]：[中華民國運輸學會], 2019
[臺北市：中華民國運輸學會], 2019
下列何者為我國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CIP）的負責單位？
出版品國際交換處
國際標準書號中心
國際標準期刊號中心 政府出版品管理處
鏈結資料（linked data）是由下列何者於 2006 年首次提出？
比爾．蓋茲（Bill Gates）
提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
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
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
下列何項不是網路本體語言（Web Ontology Language, OWL）的重要概念與敘述？
可以讓機器執行有效的推論工作
為文件資料的意義加上語意說明
是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所公布和語意網相關的眾多標準之一
新增更多的詞彙來描述 RDF 的屬性與類別，以及類別之間的關係
關於都柏林核心集（Dublin Core）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主要包括 15 個核心元素
每個元素都必須使用控制值
每個元素皆可重複著錄
每個元素可以任意排序
描述資源的創建和更新等相關事項者，是下列何種詮釋資料？
描述型
保存型
技術型
管理型
著名小說《傲慢與偏見》
（Pride and Prejudice）已在全世界譯成不同語文，前述情形是符合書目紀錄功能需
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 FRBR）那一個實體（entity）的屬性？
作品（work）
表現形式（expression）
具體呈現（manifestation）
單件（item）
MARC 21 權威紀錄中，用來記載與不同權威檔中等同款目的連結資訊，應著錄於下列何者？
欄位 4XX
欄位 5XX
欄位 6XX
欄位 7XX
知識本體或資料建模是鏈結資料（LD）建構過程的其中一項重要步驟。下列何者錯誤？
清楚界定資料之間的脈絡關係
規範概念、屬性和實例的定義域（domain）與值域（range）
以文件網（Web of Document）為核心的結構
 RDF 是鏈結資料在建構知識本體最基本而關鍵的資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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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標記與控制詞彙相較之下，前者具備下列那一項特色？
固定
事先制定
更新容易
架構以階層式為主
當在特定資料集中，下列何者並非統一資源識別碼（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URI）的呈現內容要素之一？
 URI 可用不特定的語法表達
 URI 用來代表真實世界的物件本身
 URI 用來描述物件之相關資源並用 HTML 的方式表現
 URI 用來描述物件之相關資源並用 RDF/XML 的方式表現
中文名稱權威聯合資料庫檢索系統（CNASS）為下列何者共同合作的編目計畫？
臺灣、中國、澳門
澳門、中國、香港
臺灣、新加坡、香港
臺灣、中國、香港
關於資源描述框架綱要（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Schema, RDFS）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是一種可以在特定領域內建立詞彙表的一種語言
可以協助讓 RDF 更有結構化，讓人們更能了解網路上資源的意涵
可用來建立詞彙表以描述 RDF 的分類、子分類及特性
 RDF 分類的語法有：rdfs:Resource, rdfs:Class, rdfs:Literal, rdfs:Datatype 等
有關電子期刊的合作編目，下列敘述何者較為適當？
編目的焦點在於單件的取得
儘量從附註中建立附加款目
各館不可以加上自己的資訊
刪減各館電子期刊不必要的 URL
有關我國國家圖書館參與之國際合作編目與資源共享活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參與 VIAF 名稱權威合作
參與 CNASS 名稱權威合作
曾與 JULAC 交換書目
曾與 SILAS 交換書目
在鏈結資料實作中，下列何者常被用來標記個人基本資料與交友關係的標準？
 FOAF
 LCNAF
 SWRL
 ULAN
在權威資料機讀格式（MARC 21 Format for Authority Data）中，著錄個人權威紀錄之家族（family）相關
資訊，係使用下列那一欄位（tag）？
 370
 372
 373
 376
下列何者是書目資料庫進行書目品質控制時，較無法利用欄位檢查程式偵測出的錯誤類型？
數字偵錯
機讀欄位偵錯
重複紀錄偵錯
權威檔連結偵錯
關於各地區書目共享系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NBINet 提供臺灣地區合作館的聯合目錄
 HKCAN 提供香港地區圖書館的聯合目錄
 CALIS 提供加州地區大學圖書館的聯合目錄  DanBib 提供丹麥地區合作館的聯合目錄
在社區資料機讀格式（MARC 21 for Community Information）中，雖然延續使用許多書目資料機讀格式的
區段與欄號，下列那一書目資料機讀格式的區段並未被社區資料機讀格式延用？
 1XX
 5XX
 6XX
 76X-78X
CMARC 記載稽核項的欄位為何？
 100
 200
 210
 215
2013 年之後，MARC 21 中的 020 為國際標準書號，下列有關該欄位之著錄敘述何者正確？
 020 的指標 1 適用以設定所著錄的國際標準書號是否有效
 020 分為 a、b、c，3 個分欄，國際標準書號著錄於分欄 a
所著錄作品的價格與相關資料，也依對應的標準書號著錄於同一欄
 020 分欄 c 為限定資訊的著錄分欄
圖書館要為某地名建立權威紀錄，該地名之權威款目應著錄於 MARC 21 下列那個欄位？
欄位 110
欄位 111
欄位 150
欄位 151
MARC 21 不包括下列何種格式？
書目格式（bibliographic format）
館藏格式（holding format）
分類格式（classification format）
文件格式（document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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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將同一著者之作品或不同譯本之作品聚合，需建立下列那些權威紀錄？①個人名稱 ②劃一題名 ③主
題 ④集叢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搜尋 VIAF 平臺有關知名作家畢卡索的相關資訊，下列檢索方式何者錯誤？
可在搜尋欄位直接輸入畢卡索，在全部 VIAF 權威檔案中進行查找
畢卡索為西班牙人，必須使用西班牙語文設定檢索詞
直接在 VIAF 網頁加上權威紀錄 ID，可以加快取得資訊
我國國家圖書館也參與 VIAF，提交名稱權威紀錄
在 MARC 21 書目資料機讀格式中，RDA 的作品或表現形式的權威檢索點通常不會著錄於下列那個欄位？
 100
 240
 336
 700
《中文主題詞表》依條目結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出版品預行編目 023.4（023.4）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不用
CIP
在版編目
預行編目
出版品預行編目是正式主題詞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是同義詞
 CIP 是非正式主題詞
在版編目是同義詞
下列何者不是西方 20 世紀以前的分類理論學者與理論？
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在柏拉圖的知識分類基礎上提出的知識結構體系，包括：思想三律、四謂詞、十範疇
等，對西方的邏輯學與分類學之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邏輯學家樸爾菲利提出「樹」的觀念，以樹枝分叉說明屬、種之間的分層關係，此樹狀結構展現「專深
等級漸進原則」
哲學家孔德提出科學分類體系，主張分類應以觀察為基礎，首先掌握物的普遍性，再藉此比較找出差異，
區分出各個特殊的系列，並依其關聯歸類和排列
圖書館學家胡爾梅提出若干圖書分類原則，其中包括文獻保證原則，主張分類表類目的編製，應依據已
出版之圖書文獻的內容擬定。此原則與後來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的設計原則不謀而合
在特藏號中，
「R」通常用以表示下列何種意義？
 Reachable
 Reference
 Red
 Real
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連續性出版品的刊期，應著錄在下列何項？
特殊資料細節項
附註項
稽核項
出版項
關於《資源描述與檢索》RDA 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具彈性與延展性的架構，適合描述數位資源
正題名後以方括弧著錄「資料類型標示」
強調書目關係的建立，才能達成資源聚集
提供建構詮釋資料及支援資源探索的指引
依據《資源描述與檢索》
（RDA），選擇個人首選名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若個人已改名，選擇最新名稱
同一個人有多種名稱，擇其最著稱者
同一人名有多種形式時，選擇最近常用形式
同一人名有不同語文形式，選擇大部分資源所用語文形式
《中文圖書分類法》
（2007 年版）的專類複分表中，下列何者的號碼須添加於同類書區分號之後，並加圓括
號以資識別？
鐵路複分表
農作物複分表
器樂複分表
臺灣傳記複分表
在進行主題分析時，常見的主題分析誤差有下列那幾項？①主題概念提煉過多 ②主題概念提煉有專指性
③主題概念提煉不全 ④主題概念提煉錯誤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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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分類在應用上有許多優點，下列何者錯誤？
建構容易
組合方式多元
主題表達性強
提供各學科主題分類的彈性
BT 966.2 .G7 1986 vol.1 c.2 是某圖書館根據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所取的索書號，下列何者代表克特號
（Cutter number）？
 BT

41

42

 966.2

 G7

 vol.1 c.2

索引典的編製，在詞的蒐集與選詞方面的考量要點，下列何者錯誤？
根據主題範圍選詞
選擇最特殊的名稱範疇
根據索引典的實際用途選詞
根據檢索頻率選詞
圖書分類原則中有所謂「在前原則」
，對於此原則的解釋下列何者正確？
不同分類表有共同的準則，即依作品中排列在前的主題歸類
不同分類表有共同的準則，即選用在類表中較先出現的類號
不同分類表有不同的準則，主要分為依作品中排列在前的主題歸類、選用在類表中較先出現的類號兩種
做法
不同分類表有不同的準則，主要分為依作品中排列在前的主題歸類、選用主題字母或筆畫序排列在前的
類號兩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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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已蒐藏了張大春的作品《送給孩子的字》
，又新購入該作者的另一個作品《我的老台北》
，兩書分類
號與作者號（aaa.aaa/bbbb）完全相同，《我的老台北》之索書號應採用下列那一個？
 aaa.aaa/bbbb/v.2
 aaa.aaa/bbbb/c.2
關於檔案館資訊組織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aa.aaa/bbbb-2

 aaa.aaa/bbbb（2）

可以採用機讀編目格式著錄
注重檔案產生的出處

需要註明檔案的歷史
檔案資料多採開架式，必須詳細分類

有關《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內容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檢索點有主要款目與附加款目之分
著錄層次分為簡略、概要、標準及詳細四種著錄層次
圖書、連續性資源、錄影資料、手稿、善本等資料類型均有專章規範

46

每一類型資料均列出該資料之主要著錄來源，每一著錄項目明訂有指定著錄來源
同一經典作品因版本或譯本眾多而題名有異、或題名相同而作品不同時，為使其匯聚一處，可採用下列何
者著錄，以利檢索？
正題名

47

副題名

並列題名

劃一題名

經常性更新、遠端存取之電子資源，通常標示為網路版、WWW10.3 版等，針對此類資源的版本敘述，
《中
國編目規則》第三版規定應著錄在下列那一項？

版本項
附註項
稽核項
資料特殊細節項
48 《國際標準書目著錄》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ISBD）整合版（2011 年）
，新增下列
何段以便記載資源之內容類型和媒體類型？
第 0 段（Area 0）
第 1 段（Area 1）
49

第 2 段（Area 2）

第 3 段（Area 3）

未正式出版之作品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出版地應如何著錄？
不必著錄其出版地
著錄為「出版地不詳」

著錄著者的國籍
著錄著者的居住地
50 《英美編目規則》的發展歷程下列那一個選項正確？
第一版正式出版於 1965 年，為「巴黎原則（Paris Principles）
」制訂的基礎
第二版於 1978 年出版，為「國際標準書目著錄（ISBD）」制訂的基礎
第二版修訂版於 1988、1998 及 2002 等年分別印行
因應《資源描述與檢索》
（RDA）的發展，第二版（AACR2）已正式修訂為第三版（AACR3）新的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