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姓名：＿＿＿＿＿＿＿＿ 

 

准考證號碼：＿＿＿＿＿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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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請問下列何者不是資訊組織的工作範圍？ 

(1)為資訊物件建立替代性紀錄；(2)隱性知識的萃取與管理；(3)記述編目；(4)主

題編目；(5)館藏的採訪徵集。 

（A） 5 

（B） 1, 2 

（C） 2, 5 

（D） 1, 5 

 

2. ［D］請問下列何者不是《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中指定的著錄項目？ 

(1)資料特殊細節項；(2)追尋項；(3)版本項；(4)目次項；(5) 稽核項。 

（A） 2, 5 

（B） 2, 3 

（C） 1, 2 

（D） 2, 4 

 

3. ［B ］請問下列何者不是《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中所指定標點符號斜撇

（/）的用法? 

(1)用於題名及著者敘述項以分隔不同著作方式之著者敘述；(2)用於題名及著者

敘述項以引出著者敘述；(3)用於出版項以引出出版者敘述；(4)用於集叢項以引

出集叢號；(5)用於集叢項以引出集叢之著者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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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3 

（B） 1, 3, 4 

（C） 1, 4, 5 

（D） 3, 5 

 

4. ［A ］請問下列條文，何者與《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中的規定不符？ 

(1)著錄來源中發現錯誤，應依考證所得之正確內容著錄；(2)著錄來源之選定，由

各館自行決定，以合於館方工作需求者為準；(3)凡書中載有與正題名不同語文之

其他題名，一律以並列題名著錄；(4)著者敘述非得自主要著錄來源者，加圓括弧；

(5)若作品中載有二個以上之出版地，依其排列順序全部著錄，並以分號區隔。 

（A） 以上全不符合規定 

（B） 以上全都符合規定 

（C） 1, 3, 5 

（D） 2, 3, 4,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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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PS/2 系統詳論 / 李開復著  (2)中華民國經濟年鑑 = Economic Yearboo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3)香港 : 臺北市 ; 一品文化, 2015  (4) 321 面  : 

圖 ; 24.5 公分  (5)(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叢書 ; 12) 

（A） 1, 2, 3 

（B） 2, 3, 5 

（C） 1, 3, 4 

（D） 2, 3, 4   

 

6. ［C ］請問下列何者與權威控制的功能無關？ 

(1)確保檢索款目的選定符合政府機關認定的標準；(2)確保檢索款目形式的一致

性與獨特性；(3)建立與維護檢索款目的各種參照關係；(4)權威控制有助於提升

檢索的回收率，但與查準率無關；(5)確保書目資料的品質，以提高檢索的效率。 

（A） 1 

（B） 4 

（C） 1, 4 

（D） 1, 3 

 

7. ［B ］因為詞彙與其所代表的概念間並非總是一對一的關係，請問下列何

者是應用於權威控制中以改善詞彙與其概念間非一對一關係的機制？ 

(1)將所有的同義字（詞）串連成同義詞環（synonym ring）；(2)提供字典或詞彙表

以確定詞彙的用法；(3)由同義字（詞）中擇一作為代表，並為同義字（詞）建立

參照關係；(4)開放使用者提供標記（tags），藉提供更多詞彙來提高檢索效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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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字（詞）代表多種概念，則為各字（詞）分別加註限定詞（qualifier），以釐

清其限定的意涵（如：竹圍（桃園市）、竹圍（新北市）……）。 

（A） 1,3,5 

（B） 2, 3, 5 

（C） 3, 5 

（D） 2, 3, 4    

 

8. ［B ］權威工作（authority work）包括參照紀錄的編製，請問下列何者不

屬於權威控制中使用的參照格式？ 

(1)「上位詞/下位詞」參照 （broader term / narrower term; BT/NT）；(2)「見」參

照 （see reference）；(3)「相關詞」參照（related term）；(4)「參見」參照（see also 

reference）；(5)說明參照（explanatory note）。 

（A） 1, 2 

（B） 1, 3 

（C） 2, 3 

（D） 2, 4    

 

9. ［B ］以下何者為圖書館目錄最早出現之型式？ 

（A） 卡片式目錄 

（B） 書本式目錄 

（C） 縮影式目錄 

（D） 線上公用目錄 

 

10. ［D ］以下何者為美國國會圖書館自 2013 年 3 月 31 日起全面採用的編目

規則？ 

（A） AARC2 

（B） FRBR 

（C） LCC 

（D） RDA 

 

11. ［A ］「書目紀錄功能需求(FRBR)」將書目著錄的對象分為三群，莎士比

亞的哈姆雷特 的這個故事，是屬於第一群（Group 1）中的哪一個?  

（A） 作品 work 

（B） 表現形式 expression 

（C） 具體呈現 manifestation 

（D） 單件 item 

 

12. ［C ］以下關於「書目架構計畫(BIBFRAME)」的描述，何者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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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是一種資料模式 

（B） 運用關連資料的原則 

（C） 最終目的是希望與 MARC 並存 

（D） 是 2011 年 5 月由美國國會圖書館發起 

 

13. ［B ］以下何者為最早出現的書目中心?  

（A） NBINet 

（B） OCLC 

（C） RLIN 

（D） WLN  

 

14. ［B ］下列何者不是圖書館的資訊檢索工具？ 

（A） 圖書館館藏目錄(catalog) 

（B） 檢索引擎(search engine) 

（C） 資料庫(Database) 

（D） 索引(index)  

 

15. ［D ］有關於 Taylor 談到的「資訊組織」有六大重要功能，下列何者為非？ 

（A） 辨識各類型圖書文獻的存在 

（B） 系統性地將這些圖書文獻徵集放到圖書館 

（C） 根據標準規則為這些圖書文獻製作清單 

（D） 提供圖書文獻的來源與著作權資訊  

 

16 ［C ］下列何者不是線上公用目錄的特點？ 

（A） 具關鍵字檢索功能  

（B） 具布林邏輯檢索功能  

（C） 具上傳書目紀錄的功能  

（D） 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模組之一    

 

17.［C ］下列何者為一般圖書館的編目工作步驟？ 

(1)加工處理；(2)編製索引摘要；(3)分類編目；(4)編目前資料查核。 

（A） 1,2,3 

（B） 1,2,4 

（C） 4,3,1 

（D） 4.2.1 

 

18.［C ］目錄的功能最早由 Cutter 提出，1997 年 IFLA 提出書目記錄的新功能，

下列何者非為目錄的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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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辨識 identify 

（B） 獲取 acquire 

（C） 匯集相關圖書 collocate 

（D） 查詢 find  

 

19.［A ］下列何者是分析綜合式分類法？  

（A） 冒點式分類法 

（B） 美國國會圖書分類法 

（C） 中文圖書分類法 

（D） 展開式分類法 

 

20.［D ］從文獻中提煉出來的主題概念，必須和文獻所論述的主題概念無論在

外延和內涵上皆為一致。此為主題分析要點的哪一個注意事項？ 

（A） 詳盡性 

（B） 客觀性 

（C） 針對性 

（D） 專指性 

 

21.［B ］下列字順主題法，何者採用前組合方式？ 

（A） 單元詞法 

（B） 標題法 

（C） 敘述詞法 

（D） 關鍵詞法 

 

22.［B ］圖書分類有八項標準，下列何者為中文圖書分類表的總論複分採用標

準？ 

（A） 字順標準 

（B） 體裁標準 

（C） 地域標準 

（D） 時代標準 

 

23.［A ］在美國歷史最久且應用最廣的是下列那種圖書分類法？  

（A） 杜威十進分類法 

（B） 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 

（C） 書目分類法 

（D） 展開式分類法 

 

24.［D ］無論標題表或索引典若要加入新的詞彙，必須是當文獻上有新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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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而必須有對應的詞彙來表達的狀況，此為控制詞彙應用的哪一項原則？ 

（A） 專深款目 

（B） 讀者保證原則 

（C） 款目數量 

（D） 文獻保證原則 

 

25.［C ］下列何者不是美國國會圖書館標題表採用的複分標題？ 

（A） 形式複分 

（B） 論題複分 

（C） 語文複分 

（D） 時間複分 

 

 

二、實作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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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書名頁 版權頁 

 

 

 

 

平裝 (全書中文) 

本書有 241 面；書高 21 公分 

內容有彩色與黑白圖片  

有附錄:「蔡明亮電影簡介」、有參考文獻、有索引  

 

(1) 以下何者為本書最合適的分類號？ 答案: __B_____ (5 分) 

 

     A.782 中國傳記;   B.987 電影;  C.900 藝術總論。 

 

(2).請依提供之書名頁、版權頁與說明資料，以書目著錄表單進行記述編目實作。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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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書名頁 版權頁 

 

 

平裝  

本書有 307 面；書高 21 公分，書寬 15 公分 

內容有彩圖；有索引 

本書包含了包馬歇三部代表性的作品：《賽維爾的理髮師》、《費加洛的婚禮》與

《犯錯的母親》。 

 

(1)以下何者為本書最合適的分類號？ 答案: ___C____ (5 分) 

    A.784.2 法國傳記;    B.876 法國文學;  C.876.55 法國戲劇。 

 

(2)請依提供之書名頁、版權頁與說明資料，以 MARC21（或 CMARC）輸入表單

進行記述編目實作。（2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