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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類 科：圖書資訊管理 (選試英文) 

科 目：技術服務 

考試時間： 2 小時 

 

1. 何謂圖書定價銷售制度? 與政府採購法的圖書折扣標採購有何不同? 試分析對於圖書館採購有何影響?(25 分)  

 

Step 1：拆解題幹 Step 2：概念延伸 Step 3：重組配分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 

 圖書折扣標採購 

 比較 

 對採購的影響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圖館

藏採購模式的翻轉 

起(10%)： 背景介紹 
承(30%)：圖書定價銷售制度  
轉(30%)：政府採購法之折扣標採購 
合(30%)： 對圖書館採購的影響 

參考書目 
 邱炯友、陳俊偉 (2016)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文化部委託研究計劃。 

 文化部 (2012)，101 年圖書出版產業調查報告。

http://mocfile.moc.gov.tw/mochistory/images/Yearbook/2012survey/home.html 

 林芊慧 (2014)。政府採購法與中文圖書採購模式之探討。輔仁大學圖書館與資訊社會研討會。 

圖書公共出借權與圖書統一定價是文化部近年來針對國內圖書產業提出的兩大策略，在今年公共出借

權的議題已有進展，而圖書統一定價制度，隨著日本實施成效不如預期，文化部於 2018 年研議將該

制改名「新書售價規範」，規畫新書出版一年內限打 9 折，截至目前為止仍未取得共識。到底圖書定價

銷售制度是什麼?  為何會有這樣的制度產生 ? 與國內圖書館採購圖書常用的折扣標有有何不同? 分

別論述如下。 
 
一、圖書訂價銷售制度的源起、定義與正負面的影響 
在台灣所謂「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之名稱為一般通稱，或稱「圖書固定價格制度」、「圖書統一定價制

度」、「圖書限制折扣交易規則」、「再販賣價格維持制度」、「圖書定價法」、「淨價書協議」(Net Book 
Agreement，簡稱 NBA)以及圖書「零售價格維持制」(Resale Price Maintenance，簡稱 RPM)。圖書統

一價格（或稱圖書固定價格，Fixed Book Price，簡稱 FBP），為「限制轉售價格」（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PM）用於圖書上的一種形式，其歷史可追溯至 19 世紀的英國，由於大量發行商以折扣方式傾銷出

版商之書籍，導致 19 世紀末圖書業發行商頻傳破產，出版商也因發行商的減少而面臨缺乏銷售端的危

機，最後促成兩方協議實施「淨價圖書制度」（Net Book Agreement, NBA）。 
 
FBP 泛指一種透過法律或協議所進行的管制(或約束)圖書零售價格的市場機制，此制度之對象大都針

對圖書末端零售商於銷售出版品予消費者時，將該交易價格(或折扣率)與服務項目，於某段時間內維持(或限制)
在既定(或約定)內容規範下的一種圖書銷售制度。 
 
邱炯友參考過往對於 FBP 之討論，整理出實施 FBP 對出版商、通路端與消費者所具有的正面影響，如

下所示： 
1. 對作者與出版商的好處 
 ●可以交互補助（cross-subsidise）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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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圖書多樣性 
2. 對圖書銷售商的好處 
 ●讓小書店以及獨立書店得以生存 
3. 對讀者的好處 
 ●讓偏遠的地方也有許多書籍可以選擇 
 ●價格在任何地方都一樣 
可能的負面影響方面，邱炯友提到實施 FBP 將造成書價上揚，同時 FBP 做為一種管制手段，也將讓整

個出版產業較難以擁有自由市場之優點。 
 
二、政府採購法的圖書折扣標採購 
根據林芊慧於 2014 年輔仁大學圖書館與資訊社會研討會中所提出之圖書館現行規定的政府採購法之

圖書採購模式可分為總價格之最低得標、折扣標、選擇性招標、共同供應契約、最有利標與異質採購

最低標。其中，折扣標的方式為所謂折扣標方式為一次招標，館方分批提供訂購清單，廠商分批交貨。

通常在會計年度開始即依當年度購書預算進行招標作業，廠商投標時不以總價決標，而以折扣數決標；

該年度內館方擬訂購之圖書皆由得標廠商依決標折扣數價格提供。也就是於招標作業完成後，館方才

提出訂購清單，分批交由廠商依限交貨，其基本架構和作業方式與一般標案無太大的差異。折扣標有

的優點為： 

（1）保留招標的精神，降低成本。 
（2）省卻重複的行政作業：每年招標一次，省卻重複辦理的時間及人力。 
（3）縮短採購期程，降低缺書率：可視館方人力及經費狀況調整書單，次數若較密集，可縮短新書進

館時間，降低缺書率。 
（4）彈性執行預算：若再運用開口契約，於契約內預定多少比例的預算增加量，年度預算易於限期內

充份執行完畢。 
折扣標的缺點為： 
（1）標的物提出的時程影響投標意願。 
（2）價格查證困難 
（3）容易造成投標廠商搶標，難以保證品質。 
（4）高成本圖書容易缺書。 
（5）實際預算短缺，極可能造成書商成本損失。 
（6）預算執行率具不確定性。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與政府採購法之折扣標相同的是都是針對圖書的售價做限制，不同的是圖書定價銷

售制度規範某一銷售時間內的價格，折扣標則是不管是新書還是舊書，統一用與書商談定之折扣做為

圖書館購買書籍的價格。利用政府採購法的折扣標進行圖書採購的優缺點以及影響已論述如上。不過

也有鑒於折扣標所產生之缺點，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因此進行圖書採購模式之翻轉，運用基金會與募

書的方式翻轉原本折扣標的缺點，讓圖書館更有選書的彈性，同時也讓出版單位保有營利空間，形成

出版界、圖書館與著者三贏之局面。若國內通過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圖書館界立即產生之衝擊為新

書購書價格之提高而買不到新書，另一方面，在圖書館使用折扣標之採購方式之下，更容易產生圖書

館列出書單後缺書的狀況，對圖書館員來說，館藏發展政策中該買的書籍仍舊會購買，只能不斷的將

書籍列入採購書單進行招標，反而失去了折扣標原本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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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書館選購電子資源包括哪些類型 ? 何謂電子資源館藏發展政策? 電子資源館藏發展政策制定要點為何? 電子

資源館藏發展政策與一般館藏發展政策有何不同? (25 分)  

  
Step 1：拆解題幹 Step 2：概念延伸 Step 3：重組配分 

 電子資源的類型 

 電子資源館藏發展

政策 

 制定要點 

 與一般館藏發展政

策有何不同 

 電子資源生命週期 起(20%)： 電子資源的種類 
承(20%)： 特性上之不同，須建立電子資源館藏發展政策 
轉(40%)：制定要點 
合(20%)： 與傳統館藏發展政策上的不同 

參考書目 
 王梅玲等 (2016)，館藏發展與管理。新北市，Airiti Press。 

電子資源大量增加，不但改變圖書館館藏的面貌，也使資訊資源的管理愈加複雜，於是館藏發展需要納入館藏管理

(Collection Management) 的觀念。電子資源的種類多元，包括電子期刊、電子書、全文資料庫、索引與摘要資料庫、

參考行資料庫、數據與統計資料庫、電子影像資料、電子影音資料等。 
 
電子資源與紙本資料在形式上與結構大不相同，具有以下特徵 1. 網路位置的變動性。2. 內容的多變性。3. 資訊結構

句延伸性與可被任意編輯。4. 流體性質以不同方式或片段被取用。5. 滿足個人化需求。6. 取用代替擁有。7. 來源及

取用方式的多樣性。因應這樣與紙本資料大不同的特性，圖書館員必須有一個有策略、有計畫、有組織進行館藏發展

的藍圖做為最高指導原則。電子資源更多需要館藏發展政策讓圖書館有所遵循。 Johnson 界定電子館藏發展政策，是

指導館原從事電子資源館藏發展作業，配合圖書館使用者需要，有關電子資源技術可行性、功能與信賴性、廠商支援、

電子資源提供取用、與授權合約協商等議題等相關政策。 
 
由於電子資源種類型與形式多元，館員應掌握各類電子資源的特性訂定政策，並與既有的館藏發展政策相互關連參照。

電子資源館藏發展政策的制訂有三種模式 

(1) 圖書館在既有館藏發展政策中對於電子館藏制定獨立條款。 

(2) 圖書館在既有館藏發展政策中未有獨立條款，但適用於電子館藏 

(3) 有些圖書館另制定電子資源館藏發展政策。 

電子資源館藏發展政策要點列述如下： 

(1) 圖書館的任務與目標 

(2) 電子館藏發展的目標 

(3) 使用者分析 

(4) 電子資源館藏範圍 

(5) 電子館藏館藏描述，如電子書、電子期刊、資料庫與網路資源 

(6) 電子資源授權問題，例如允許多少使用者可以線上使用，以及館際合作與文獻傳遞服務 

(7) 電子資源選擇工具 

(8) 電子資源評選原則與指南 

(9) 電子資源採購方法與程序，如圖書館自行採購或是透過聯盟採購。 

(10) 電子資源組織與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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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電子資源與紙本重複問題 

(12) 電子資源技術服務與館員訓練 

(13) 電子資源數位保存問題 

(14) 電子資源評鑑、續訂與刪訂問題 

 
與一般圖書館傳統的館藏發展政策的內容有不小的差異，美國圖書館學會的 Guideline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ies 詳列了館藏發展應包含的項目包括： 

(1) 圖書館的目的(任務)。 

(2) 社區(服務對象)的描述。 

(3) 館藏學科範圍及其各別的館藏深度(層級)。 

(4) 非書資料的館藏政策。 

(5) 贈書和複本之處理。 

(6) 爭議性資料的館藏政策。 

(7) 選書工作的職責。 

(8) 選書工具。 

(9) 館藏淘汰。 

(10) 與他館的合作計畫。 

(11) 讀者意見的處理。 

(12) 館藏發展政策的制定與修訂程序。 

 
可由以上包含項目的分析可得知，電子資源館藏發展政策較特殊的項目為電子資源的授權與電子資源

數位保存之議題。而相較於傳統館藏發展政策的淘汰，電子資源亦有淘汰的策略，其中刪訂亦是館藏

淘汰的方式。差異點就在於電子資源生命週期可分為三大階段，分別是館藏規劃、館藏建設與館藏管理。

在館藏建設階段中多了電子資源授權合約管理，在館藏管理階段特別針對電子資源使用統計分析、評鑑與透過電子資

源管理與系統進行館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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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家圖書館自民國 107 年公布實施 RDA 新編目規則，試說明 RDA 編目規則為何? 採用何種概念模型 ? RDA 的

組織結構為何? RDA 的實施影響那些編目工作? (25 分) 

 
Step 1：拆解題幹 Step 2：概念延伸 Step 3：重組配分 

 RDA  
 概念模型 

 組織結構 

 實施對編目的影響 

 Day 1  
 資訊組織的六大功能 

起(20%)： 資訊組織六大功能 
承(30%)： 背景與定義、概念模型 
轉(30%)： 組織架構與實施影響 
合(20%)： 擁抱改變，三管齊下 

參考書目 
 張慧銖等 (2017)。資訊組織。新北市，Airiti Press。 

圖書館的工作分為技術服務與讀者服務兩大主軸，其中，資訊組織為技術服務重要的基本工作。資訊組織是指任何資

訊紀錄或是資訊物件的組織工作，包含為其建立替代性紀錄，以協助使用者能夠進行資料的查詢、辨識、選擇與獲取。

泰勒曾於 1999 年指出資訊組織的六大功能，分別是 1. 辨識資訊物件的所在。2. 辨識資訊物件的內容。3. 系統化存

儲。4. 編制標準化目錄或清單。5. 提供檢索功能。6. 提供定位功能。在現今以使用者為導向之大環境下，良好的資

訊組織可將使用者與資源之間做有意義的連結，使使用者的需求獲得滿足，節省使用者時間，而系統化之後被充分利

用，發揮效益。 
 
資訊組織很重要的就是原則與規範的制定與遵循，才能建立標準化的書目紀錄與一致性的檢索點。1999 年 IFLA 發表

[書目記錄功能需求] (Functional Requirement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簡稱 FRBR) ，引領國外進行英美編目規則修

訂。2005 年在 JSC 的會議中正式放棄 AACR3 草案，決定重新擬定新的內容與標準，以因應數位環境下的編目規則，

除涵蓋所有資源的著錄與檢索，並將新版編目規則命名為[資源描述與檢索] (RDA: 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 。

自此之後， "Anglo-American" 便從編目規則的名單中消失， 圖書館界專用的「編目」（Cataloguing）一詞也被更換

成比較一般性且容易為其他領域所瞭解的用詞，如「資源」（resource）、「著錄」（description）及「檢索」（access）。

RDA 可謂是 AACR 現代化、國際化及網路化的具體成果。 
 
RDA 根據資料庫設計之實體關係架構概念模型而衍生，為了數位時代使用者設計的資源描述和檢索的新編目標準，

具有下列特色 ： 

1. 是支持使用者探索資源之系列指南，強調描述資源的資訊，而非說明如何顯示該資訊。 

2. 可以描述傳統與數位資源，其特色係針對各類資源的技術與內容描述，提供一致性、彈性與可擴展

架構。 

3. 是國際化適用情境，具彈性，可適用於圖書館與其他資訊業。 

4. 結構基於 FRBR 與 FRAD 概念模式，可協助圖書館目錄使用者更容易地查找資訊，在目錄中聚集關

於同一題名的資訊，並有更好的資訊呈現。 

5. 超越舊有的編目規則，是電子資源的編目準則，強調對使用者的協助，包括查找、辨識、選擇和取

得所需資訊。 
 
不同於 AACR2 是以資料類型作為規則條文的基礎，除總則之外，逐章描述各類型資料的著錄規則；而 RDA 係仿照

FRBR 實體與關係的結構，前半為實體「屬性」之著錄，後半為實體間「關係」的描述，每部分第 1 章皆為該部分的

總說明（general guidelines）。RDA 的組織結構共分為 10 個部分（section）、37 章（chapter）及 12 個附錄（appendix）。

其中第 1 到第 4 部分，主要描述 FRBR 和 FRAD 中所定義的實體屬性（attributes）；第 5 到第 10 部分，主要描述 FRBR



    鼎文公職  解題      鼎文公職  解題 

 
 

 

答案以正式公告為準

《公職、國營事業、證照》 
線上解題：http://www.ezexam.com.tw面、函授課程【憑准考證則享優惠】  

電話：02-2331-6611

最 新 考 情

課 程 諮 詢

和 FRAD 所定義的關係（relationships）。每個部分的第 1 章皆說明該範圍的目標、原則和核心項目；每個部分的後續

章節則包括支援使用者工作（user task）的屬性或關係。 
 
隨著 RDA 的逐步實施，國內的編目工作受到影響的範圍包括  
1. 自動化系統轉換的影響：實施 RDA 必須有系統端的支援，才能夠利用系統功能簡化編目人力。 

2. 轉換 MARC21 的驅動力：機讀格式需要轉換成 MARC21 才能夠進行 RDA 所強調的關係的著錄。 

3. 抄錄編目的影響：國家圖書館中文以 RDA 開始進行編目，代表國內圖書館在抄錄編目時，若館方已使用 RDA 的

編目規則，則可以直接抄錄，但對沒有實施 RDA 的圖書館而言，則需要修改成中國編目規則的著錄方式，增加

館員修改編目紀錄的時間。 

4. 對傳統熟稔舊編目館員的影響：RDA 規範的實施不僅僅是規則的改變，而是從從使用者的層面為宗旨為發揮使用

者工作的目標，強調協助使用者查詢（find）、辨識（identify）、選擇（select）與獲取（obtain）所需資源。因此

不過三原則，取消資料類型標示、關係的建立等都對編目館員產生極大的衝擊。 
 
圖書館所面臨的資源不斷變化，資訊技術呈現目錄的方式也隨時在改變，因此，對我國編目規則發展的建議理應是隨

著世界潮流同時邁進。圖書館法第六條 圖書資訊分類、編目、建檔及檢索等技術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國家圖

書館、專業法人或團體定之。國家圖書館看到此編目規則改變的趨勢，自 2012 年成立 RDA  小組進行 RDA 研究，

翻譯 RDA 中文手冊，對外進行 RDA 的推廣活動，不僅在編目園地中設定 RDA 工作推動主題，也時常邀請國內外

學者專家說明 RDA 規範與實例操作。2013 年 3 月 1 日由西文資源開始採行 RDA 編目，2017 年開始實施中文資源

採行 RDA 編目。要讓保守的編目館員積極擁抱 RDA ，必須從根本面著手，而這樣的根本就是從系統面、教育訓練

面與應用面三管齊下，讓館員認知擁抱改變後對自身工作與讀者的效應。 
 
 
4. 何謂公開取用，試說明其定義與重要的推動策略? 有哪些公開取用資源，請列舉說明? 我國電子化學位論文開放

取用有何意義與問題? (25 分) 

 
Step 1：拆解題幹 Step 2：概念延伸 Step 3：重組配分 

 公開取用 

 定義 

 推動策略 

 公開取用資源列舉 

 電子化學位論文 

 起(20%)： 公開取用背景 
承(30%)： 定義 
轉(30%)：推動策略與舉例 
合(20%)： 電子化論文的意義與問題 

參考書目 
 毛慶禎 (2007)。開放近用運動的真諦。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3(2) 

 王宏德，林安琪 (2017)，國家圖書館推動國內電子化學位論文開放取用的理論與實踐，國家圖書館館訊，

106(2)。 
網際網路的發展，促進研究資訊和研究資料最大程度的自由流通。如何利用網路和資訊技術的新發展，來建立優質的

和更開放的學術研究環境。在這樣的發展脈絡逐漸發展之下，網路上的「開放近用運動 (Open Access Movement)」逐

漸為各國政府所重視，因為開放近用能將研究文獻的最大程度流通，並大幅地降低數位落差，讓學術文獻無差別地提

供給所有的研究人員和研究生，不論他們所屬的大學或研究機構所擁有的研究資源多寡，都能平等地進入和獲取所需

的學術研究論文，讓公平的學術研究環境無特權區分；甚至社會人士亦能從開放近用中受益，獲取感興趣的研究文獻，

讓他們參與和瞭解科學的發展，學術研究成果也將在社會上獲得更多的理解和社會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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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關於開放近用的主要國際宣言是 2002 年的《布達佩斯公開取用先導計畫》。根據布達佩斯公開取用先導計畫

(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簡稱 BOAI) 定義，開放近用 (Open Access) 是允許使用者可以從網路 1. 閱讀。2. 
下載。3. 複製。4. 散布。5. 列印。6. 檢索。7. 連結全文。8. 爬梳 (做索引)。9. 置入軟體。不受財務，法律，技術

限制可藉由網路獲得取用。其他兩個相關的宣言也相繼出爐，一個《畢士大開放近用出版宣言，另一個是 2003 年的

《柏林宣言：科學與人文學知識的開放近用 (Berlin Declaration on Open Access to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s and 
Humanities)》。這三大宣言統稱為「3B 先驅 (3B initiatives)」，為開放近用浪潮的發展史中十分重要的里程碑。 
 
柏林宣言公告時，學術期刊已採用兩種模式將開放近用付諸實現： 
1.「玉律」：將經過同儕評閱已出版的研究論文，典藏在大學或研究機構的典藏所。 
2.「金科」：經由補助出版費(如：生物醫學中心)或公帑補助(如：數位同儕出版計畫)，在開放 近用出版社或開放近用

學刊出版論文或開放近用出版社，尤其是大學出版社，同時出版(付費近用)印本圖書及(免費近用) 電子圖書。 
 
依照公開近用典藏行為來分類，可分為自我典藏、學科典藏與機構典藏，這些都是公開近用資源取得的管道來源。自

我典藏為作者將自己的文章以數位文件的方式儲存公開網址供人查詢閱覽，文章的性質可以是未出版的預刊本，或是

刊後本。學科典藏著名的資源為 Arxiv，為某些研究學科為了加速學術資源之散布速度與分享彼此的學術成果所設置

的學科典藏庫。機構典藏為以機構為單位來建置典藏庫，目前各校幾乎都建置其機構典藏的系統保存機構師生所發表

的學術內容。其中，博碩士論文的資源也是各校機構典藏的重要內容。 
 
學位論文為各校院最重要的學術資源之一， 可藉此瞭解全國各校院、系所的研究發展動向與趨勢，不僅是學術研究

的基石，更是支援產業技術發展、提升服務品質的最佳研究資訊。另一方面，對於研究生或授予學位的學校而言，學

位論文的公開發表更是學術研究能力的證明，而著作被引用的情形，也被視為研究人員學術能量的重要指標。國家圖

書館於民國 83 年執行教育部「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建檔計畫」，建立起系統將學位論文逐步數位化。並透過著作權法

之著者授權將授權給國圖的博碩士論文開放近用給全體社會大眾，國圖的重要則認為負責典藏與保存學校的重要博碩

士論文資產，若取得著者授權的博碩士論文則使論文開放透明，藉由自由、公開的傳播機制，結合輿論與全民共同發

揮監督與保護力量之外，進而也藉此保障作者的權益，遏止論文抄襲與代寫歪風，讓心存僥倖者無所遁形。但另一面

向來看，除了需要考量著作權與專利申請的問題之外，國圖需要考慮的問題是開放也代表容易被有心人士大量截取進

行商業利用，反而提供了合法且免費取得的管道進行違法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