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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准考證號碼：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108 年「資訊組織分析師」認證考試考題 

 

一、選擇題  (單選，一題兩分) 

 

1. ［ D ］Taylor 探討資訊組織主要有下列六大功能，包括辨識資訊物件的存

在、辨識資訊物件的內容、系統化存藏、編製標準化目錄或清單、檢索功能、定

位功能，試問「網站內有名人傳記資料，而其中的人物或事蹟」此為六大功能的

哪一種功能？ 

(A) 編製標準化目錄或清單 

(B) 定位功能 

(C) 系統化存藏 

(D) 辨識資訊物件的內容 

 

2. ［ B ］以下何者非「控制詞彙」的優點？ 

(A) 提高檢索的精確度。 

(B) 能清楚呈現整個主題概念的結構，易從事有階層附屬關係的檢索。 

(C) 避免索引人員產生的人為錯誤。 

(D) 可解決同義字、類同義字與同形異義字的問題。 

 

3. ［ D ］下列何者可提供讀者直覺、簡易的查詢介面，讀者透過單一查詢框

及檢索點，一站式(One-stop)輕鬆地查找及取得圖書館各種形式的資源的檢索工

具？ 

(A) 資訊架構  

(B) 圖書館公用目錄 

(C) 檢索引擎  

(D) 資源探索服務 

 

4. ［ B ］下列何者不是資訊組織的基本目標？  

(A) 查詢與辨識 

(B) 排序 

(C) 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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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瀏覽  

 

5. ［ C ］圖書館目錄的目的與功能不斷演進，請將下列相關理論依提出時間

先後排序？ 

(1) Rules for a Dictionary Catalog( Cutter,C.A.) 

(2)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 

(3) Ninety-One Cataloguing Rules for British Museum Library ( Panizzi, A.) 

(4) Anglo-American Cataloging Rules。 

(A) 1,2,3,4 

(B) 2,1,3,4 

(C) 3,1,4,2 

(D) 4,1,2,3 

 

6. ［ E ］請問下列何者不屬於《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中所指定著錄項目及

《英美編目規則》第二版（AACR2）中指定的著錄項目？？ 

(1) 資料類型標示項；(2) 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3) 版本項；(4) 追尋

項；(5) 稽核項 

(A) 2, 4  

(B) 1, 3 

(C) 1, 5 

(D) 3, 4 

(E) 1, 4 

 

7. ［ D ］請問下列著錄格式，何者與《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的規定不符？ 

(1) 楚辭補注 十七卷 / (宋)洪興祖編 

(2) 書於竹帛 =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3) 臺北市 : 臺灣學生, 民 98.10 

(4) 13, 299 面 : 圖, 地圖 ; 27.4 公分 

(5) 孔明棋[電子資源] ; 蘋果遊戲 / 楊第設計 [說明：無共同題名，但著者為同一

人] 

(A) 1, 2 

(B) 1, 3 

(C) 2, 5 

(D) 2, 4 

(E) 3, 4 

 

8. ［ B ］請問下列敘述，何者與《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的規定不符？ 

(1) 正題名之遣詞用字、符號、標點、數字、國語注音符號、羅馬拼音，均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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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品所載著錄。 

(2) 主要著錄來源載有與正題名不同語文之其他題名，一律作為並列題名處

理。 

(3) 記載附註事項時，須於啟始處加上「註云:」兩字，表示該項目是附註項。 

(4) 未正式出版之作品，不必著錄其出版項，亦不得著錄為「出版者不詳」。 

(5) 一書之高廣應以其封面之長寬為準，按實際量度所得之公分數記載之。 

(A) 1, 3, 5 

(B) 2, 3, 5  

(C) 2, 3, 4 

(D) 1, 3, 4 

(E) 3, 4, 5 

 

9. ［ C ］請問下列關於資源描述與檢索(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 RDA)

的描述，何者不正確？ 

(1) RDA 延續 AACR2 的設計，規定書目資料需以 ISBD 的格式著錄。 

(2) RDA 希望改進 AACR2 的 Anglo-American centric 觀點，採取較為國際化的

考量。 

(3) RDA 繼續使用「資料類型標示」（GMD），藉以標註資料的媒體形式。 

(4) RDA是 content standard，不涉及採用何種encoding standard（如：MARC21）

的問題。 

(5) RDA 的設計原型，是以 IFLA Library Reference Model 為基礎，目前則依據

IFLA 的 FRBR 及 FRAD 概念模式進行修訂。 

(A) 1, 2, 3 

(B) 1, 2, 4  

(C) 1, 3, 5  

(D) 2, 3, 5 

(E) 3, 4, 5 

 

10. ［ A ］請問下列關於 AACR2 與 RDA 的比較，何者正確？ 

(1) AACR2 第一部分（Description）的各章，主要依據資料類型與 ISBD 的結構

編排；RDA 則是依據 FRBR 的實體與屬性編排。 

(2) AACR2 與 RDA 的規則均發行紙本，在使用上也以紙本為主，強調線性閱

讀（to be read linearly）。 

(3) AACR2 與 RDA 在基本詞彙上有些改動，如：AACR2 使用 heading 一詞，RDA 

改為 authorized access point。  

(4) AACR2 的 chief source of information，在 RDA 改稱 preferred source，但 RDA

仍延續 AACR2 中對各種資料類型指定著錄來源的相同規定。 

(5) 若相同著作方式之著者超過三人時，AACR2 僅記首列之著者，RDA 則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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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of three 的規定，不再限定僅記首位著者。 

(A) 1, 3, 5  

(B) 2, 3, 5  

(C) 3, 4, 5  

(D) 1, 4, 5 

(E) 2, 4, 5 

 

11. ［ D ］請問下列關於權威控制（authority control）的描述，何者有誤？ 

(1) 權威控制旨在確保檢索款目的選定能符合政府機關認定的標準，故名權

威。 

(2) 權威控制在確保檢索款目形式的一致性與獨特性。 

(3) 權威控制的工作包括建立與維護檢索款目的各種參照關係。 

(4) 權威檔的建立與維護，攸關權威控制工作的效能，是權威工作的重要一

環。 

(5) 權威紀錄需藉 MARC 格式著錄，所以在人工作業時代並無權威控制的相關

作業。 

(A) 1, 2 

(B) 1, 3 

(C) 1, 4  

(D) 1, 5 

(E) 3, 5 

 

12. ［ E ］請問下列何者不屬於名稱權威檔（name authority）的類型？  

(1) 個人名稱；(2) 主題標目；(3) 劃一題名；(4) 會議名稱；(5) 出版者名稱。 

(A) 1, 3 

(B) 2, 3  

(C) 3, 4  

(D) 2, 4 

(E) 2, 5 

 

13. ［ B ］請問下列關於 VIAF (Virtual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ile)之描述，何

者有誤？  

(1) VIAF 是以虛擬方式將多個名稱權威檔案合併為單一名稱權威檔。 

(2) VIAF 名稱權威檔目前只收錄人名權威紀錄。 

(3) VIAF 是由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負責的專案。 

(4) VIAF 中包含臺灣圖書館界提供的名稱權威資料。 

(5) VIAF 是一項為方便存取全球主要名稱權威檔案(Name authority file)所設

計的服務，是全球主要圖書館合作開發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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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2 

(B) 2, 3 

(C) 3, 4 

(D) 2, 5 

(E) 3, 5 

 

14. ［ B ］《中文主題詞表》中「UFO 用 不明飛行體」，其中「UFO」屬於下

列何種詞彙？ 

(A) 正式主題詞 

(B) 非正式主題詞 

(C) 注釋文字 

(D) 說明參照 

 

15. ［ A ］作品內容包含 A、B 兩個論題時，下列分類原則哪些正確？ 

(1) 考慮 A、B 兩主題的顯著因素。 

(2) A、B 兩主題並列，分量相當時，則依順序在前原則處理。 

(3) B 主題是從屬於 A 的小主題，歸入 B 主題較適切。 

(4) A 主題是 B 主題產生的原因，故依 A 主題歸類。 

(5) A 主題為工具層面，可應用於 B 主題，分類時依 B 主題歸類。 

(A) 1,2,5 

(B) 1,3,4 

(C) 1,3,5 

(D) 2,4,5 

 

16. ［B 或 C］主題分析著重於揭示主題詞之間的語意關係，不包括下列何者？ 

(A) 同義關係 

(B) 階層關係 

(C) 屬分關係 

(D) 相關關係 

說明：字順主題法的屬分關係應為主題詞間的隸屬關係，側重整體與部分概念在

語義上的反映，並不完全等同系統主題法的階層關係，因答案選項並未清楚界定

或例示，考生易視為同義詞概念，建議調整選答「隸屬關係」的答案選項(B)或(C)

者皆給分。 

 

17. ［ D ］依《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專科目錄(含索引)的分類，

下列何者正確？ 

(A)  歸入適切的學科主題，再依目錄的語言複分 

(B)  歸入適切的學科主題，再依目錄的年代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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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依目錄屬性歸入專科目錄，再依目錄的體裁複分 

(D)  依目錄屬性歸入專科目錄，再依目錄的學科主題複分 

 

18. ［ D ］四角號碼法的個人著者取碼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A) 單姓複名：姓取 2 碼（左上角，右上角）；名各取 1 碼（右上角） 

(B) 單姓單名：姓取 2 碼（左上角，右上角）；名取 2 碼（右上角，左上角） 

(C) 複姓單名：複姓各取 1 碼（左上角，左上角）；名取 2 碼（右上角，左上角） 

(D) 複姓複名：姓名各取 1 碼（左上角） 

 

19. ［ B ］有關 FAST 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 主題詞層面分類的應用。 

(2) 採前組配方式使主題檢索更靈活。 

(3) 主題詞與 LCSH 相容。 

(4) 美國國會圖書館已經全面採用 FAST 主題詞。 

(A) 1,2 

(B) 1,3 

(C) 2,4 

(D) 3,4 

 

20. ［ A ］文學作品分類時，以中國(清)曹雪芹的《紅樓夢》為例，採《杜威

十進分類法》時，需依哪些屬性進行 800 類與文學複分表(Table 3)的類號組配？ 

(1) 語言；(2)體裁；(3)時代；(4)國家 

(A) 1,2,3 

(B) 1,2,4 

(C) 1,3,4 

(D) 2,3,4 

 

21. ［ D ］以下何者為鏈結資料的其中一項核心概念?  

(A) 檔案網 (Web of Archive) 

(B) 文件網 (Web of Document) 

(C) 資訊網 (Web of Information） 

(D) 資料網 (Web of Data) 

 

22. ［ C ］資源描述框架（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簡稱 RDF）是基

於何種型式的資料模型？ 

(A) 關聯式 

(B) 超文本式 

(C) 圖像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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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巢狀式 

 

23. ［ C ］IFLA 圖書館參考模型(IFLA Library Reference Model, IFLA LRM)整合自

FRBR 家族模型，其中 IFLA LRM 提出的使用者任務棄用哪一項 FRBR 家族模型既

有任務？ 

(A) identify 

(B) explore 

(C) contextualize 

(D) find 

 

24. ［ B ］關於 BIBFRAME 2.0，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是一種資料模式（data model），而非內容模式（content model） 

(B) 共包含作品、實例、單件及權威等三類 

(C) 具有實體與屬性 

(D) 實例（instance）類別是一個或以上的作品之具體化資訊，包括: 出版者、

出版地、格式等 

 

25. ［ C ］以下何者不為鏈結資料四原則之一？ 

(A) 利用 URI 為資源或事物命名 

(B) 以 HTTP 做為客戶端和伺服器端之間查詢及傳送 URI 的機制，用以查詢特定

URI 所代表事物的相關資訊 

(C) 伺服器端使用 RDA 與 HTML 等標準，提供更多的資訊 

(D) 對於特定 URI 所代表事物的相關資訊中，應包含與其他相關事物的連結，使

事物間得以串連，以達成構築全域資料空間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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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作題 

實作題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請依據題目所列圖書選出該書的分類號（配分 5

分）；第二部分請依提供之書名頁、版權頁與說明資料，以 MARC21 輸入表單進

行記述編目（配分 20 分）。 

1. 
書名頁 版權頁 

  

 

 

ISBN 978-986-477-646-7(平裝) 

309 面，有圖，高 21 公分 

原書名: How clients buy : a practical guide to business development for 

consulting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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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選出本書最合適的分類號？答案：___B___(單選)(5 分) 

(A) 494.014 管理心理學 

(B) 496.5 銷售 

(C) 178.3 心理診斷   

 

(2) 請依提供之書名頁、版權頁與說明資料，以 MARC21 輸入表單進行記述編目

實作。(20 分) 

 

2. 

書名頁 版權頁 

 

 
 

ISBN 978-986-05-2367-6 (精裝) 

2 冊，圖，高廣 26 x27 公分 
 

 

(1) 請選出本書最合適的分類號？答案：___A 或 C___(單選)(5 分) 

(A) 557.644 郵政明信片 

(B) 733.69 臺灣遊記 

(C) 733.28 臺灣史日治時期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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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書單就題名及副題名而言是可以歸類(A)557.644 郵政明信片，但就

該書題名又名為日治時期明信片，又具有揭示該時期之歷史之意，可

能會歸類為(C)733.28 臺灣史日治時期。在實務上一書有兩個以上的主

題，各館擇定之分類號係依各館主題分類原則，因此會有相同圖書各

館給的分類號不同。 

二、本實作題因僅能就所提供書名頁及版權頁之訊息選出適當類號，而分

類號選項確有出現可能為該圖書的主題，因此來信所提建議將選項

(C)733.28 臺灣史日治時期亦調為正確答案，尚屬合理。 

 

(2) 請依提供之書名頁、版權頁與說明資料，以 MARC21 輸入表單進行記述編目

實作。(2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