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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重複

‧ 必備

200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本欄記載題名及著者敘述項，係根據編目規則之題名及著者敘述項(CCR 1.1；AACR2 1.1)

著錄。

指　　標

指標 1：說明建立紀錄機構認為題名是否做為檢索款目。

0：題名不適宜做為檢索款目

1：題名做為檢索款目

指標 2：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　　欄

分  欄   識  別 分   欄   內  容 備         註

$a 正題名 可重複

$b 資料類型標示 可重複

$c 合刊本其他著者之作品 可重複

$d 並列題名 可重複

$e 副題名及其他題名資料 可重複

$f 第一著者敘述 可重複

$g 第二及依次之著者敘述 可重複

$h 編次(Number of a part) 可重複

$i 編次名稱(Name of a part) 可重複

$p 卷數 不可重複

$v 冊次號 不可重複

$z 並列題名之語文 可重複，佔 3位，採用「語文

代碼」表（詳見附錄 6）。

$r 題名之羅馬拼音 可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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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1. 本項各分欄內之標點符號均須輸入，如：$p 一卷，續編一卷，補遺一卷。

2.　各分欄間之指定標點符號可由程式控制如下：

分  欄   識  別 分   欄   內  容 備         註

$a 正題名 不用標點符號

$a(重複) 同一著者之不同題名 ；

(用於合刊本)

$b 資料類型標示 〔〕

$c 合刊本其他著者之作品 ．

$d 並列題名 ＝

$e 副題名及其他題名資料 ：

$f 第一著者敘述 ／

$g 第二及依次之著者敘述 ；

$h 編次 ．

$i 編次名稱 ，或．

$p 卷數 ␢

3.　指標 1 ：用以控制題名是否做為檢索款目。

0：表示題名不適宜做為檢索款目，有些題名如「圖書目錄」，「研究報告」不

適宜做檢索款目，填“0”。但如圖書館認為此類題名亦可做為檢索款目，

則填“1”。

1：表示題名做為檢索款目。

4.　$a：正題名，亦含正題名之又名，但不含其他題名資料，如副題名。合刊本中同一

著者之題名若出現於主要著錄來源，應於本分欄重複記載。

$b：資料類型標示。本分欄記載書目紀錄所屬資料之型態，係依據編目規則之資料

類型標示(CCR 1.1.2；AACR2 1.1C1)著錄。本分欄可重複記載。

$c：合刊本其他著者之作品。合刊本其他著者之作品若出現於主要著錄來源，則記

載於本分欄，否則記載於欄位 523。本分欄可重複記載。

$d：並列題名。說明如下：

(1)作品如為兩種以上語文對照，其並列題名記載於本分欄，欄位 510 亦填；

(2)非翻譯作品，其並列題名出現於主要著錄來源時，記載於本分欄，欄位 510

亦填；

(3)非翻譯作品之不同語文題名，出現於非主要著錄來源時，不視為並列題名，

本分欄免填，而填於欄位 512—517；

(4)翻譯作品附原文（全部或部份），且原題名載於主要著錄來源，其原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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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並列題名，記載於本分欄；翻譯作品未附原文，其原題名一律記載於

欄位 527，本分欄免填；

(5)並列之國語羅馬拼音或注音符號視為並列題名，記載於本分欄，欄位 510

亦填。

$e：副題名及其他題名資料。其他題名資料係指和正題名、並列題名等有關之資料。

書背題名、封面題名、逐頁題名等不著錄於本分欄。本分欄主要用於本欄中分

欄 a、分欄 c、分欄 d有關之其他題名資料。

$f：第一著者敘述。表示第一種著者敘述，或分欄 c 另一合刊本之著者敘述。

$g：第二及依次之著者敘述。作品如有幾項著者敘述，如撰者、譯者、編者等，依

其在作品中之次序填寫，首先出現者填於分欄 f，其餘填於分欄 g，分欄 g可

重複記載。

$h：指從屬於題名之作品編號。

$i：指從屬於題名之名稱。

$r：題名之羅馬拼音，此處題名指$a，亦包括分欄 h與分欄 i。

相關欄位

100　一般性資料 分欄 a／12.題名語文（位址 34）

101　作品語文

300　一般註

5__　相關題名段

7__　著者及輔助檢索段

實　　例

1.　作家.作品.生活 / 田新彬〔撰〕

200 1␢ $a 作家.作品.生活$f 田新彬[撰]$rTso chia, tso p'in, sheng huo

2.　教育的過程 / 布魯納原著 ; 陳伯璋, 陳伯達合譯

200 1␢ $a 教育的過程$f 布魯納原著$g 陳伯璋, 陳伯達合譯$rChiao yu ti kuo

ch'eng

3.　開天關地 : 西洋文明的變遷 / 克拉克(Clark, Kenneth)著 ; 顏元叔譯

200 1␢ $a 開天闢地$e 西洋文明的變遷$f 克拉克(Clark, Kenneth)著$g 顏元叔

譯$rK'ai t'ien p'i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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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元遺山詩集箋注 十四卷, 卷首一卷, 卷末一卷 / (金)元好問著 ; (清)施國祁

箋

200 1␢ $a元遺山詩集箋注$p十四卷, 卷首一卷, 卷末一卷$f(金)元好問著$g(清)

施國祁箋$r Yuan I-shan shih chi chien chu

5.　古文觀止 十二卷 / (清)吳楚材選輯

200 1␢ $a 古文觀止$p 十二卷$f(清)吳楚材選輯$rKu wen kuan chih

6.　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200 1␢ $a 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dBulletin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zeng$rChung-kuo t'u shu kuan hsiieh hui hui pao

7.　海外遺珍﹒ 繪畫﹒ 續 = Chinese art in overseas collections. Painting

Ⅱ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輯

200 1␢ $a 海外遺珍$i 繪畫$h 續$dChinese art in overseas collections$iHai

wai i chen. Hui hua. Hsu

8.　中國佛教通史. 第二卷 / 鎌田茂雄著 ; 關世謙譯

200 1␢ $a 中國佛教通史$h 第二卷$f 鎌田茂雄著$g 關世謙譯$rChung-kuo fo

chiao t'ung shih. Ti erh chuan

9.　勞動法實用. 2 / 呂榮海, 俞慧君合著

200 1␢ $a 勞動法實用$h2$f 呂榮海, 俞慧君合著$rLao tung fa shih yung. 2

10. 房地產法律談. 續編 / 李永然著

200 1␢ $a 房地產法律談$h 續編$f 李永然著$rFang ti ch'an fa lu t'an. Hsu

pien

11. 中國音樂史. 樂譜篇 / 薛宗明著

200 1␢ $a 中國音樂史$i 樂譜篇$f 薛宗明著$rChung-kuo yin yueh shih. Yueh

p'u p'ien

12. 理則學導論, 又名, 理則學概要 / 林本著

200 1␢ $a 理則學導論, 又名, 理則學概要$f 林本著$rLi tse hsueh tao lun, yu

ming, Li tse hsueh kai yao

13. 文史通義 ; 校讎通義 / (清)章學誠撰

200 1␢ $a 文史通義$a 校讎通義$f(清)章學誠撰$rWen shih t'ung i ; Chiao

ch'ou t'un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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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佛教的科學觀 / ㄤ智表著﹒一個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 / 王小徐著

200 1␢ $a 佛教的科學觀$f ㄤ智表著$c 一個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f 王小徐著

$rFo chiao ti k'o hsueh kuan. I ko k'o hsueh che yen chiu fo ching

ti pao kao

15. 賦格的藝術[樂譜] / 蕭滋

200 1␢ $a 賦格的藝術$b 樂譜$f 蕭滋

16. 中華民國全圖[地圖]

200 1␢ $a 中華民國全圖$b 地圖

17. Micro-PROLOG : programming in logic / K. L. Clark and F. G. McCabe ; with

contributions by M. H. van Emden ... [et al.]

200 1␢ $aMicro-PROLOG$eprogramming in logic$fK. L. Clark and F. G.

McCabe$gwith contributions by M. H. van Emden ... [et al.]

18. The listing attic ; The unstrung harp / by Edward Gorey

200 1␢ $aThe listing attic$aThe unstrung harp$fby Edward Gorey

19. Henry Esmond : a novel / by Thackeray. Bleak House : a novel / by Dickens

200 1␢ $aHenry Esmond$ea novel$fby Thackeray$cBleak House$ea novel$fby

Dickens

20. Dicitionary for automotive engineering : English, French,

German = Dictionnaire du genie automobile : Anglais, Francais, Allemand =

Wörterbuch für kraftfahrzeugtechnik : Englisch, Franzöisch, Deutsch / Jean
De Coster

200 1␢ $aDictionary for automotive engineering$eEnglish, French,

German$dDictionnaire du genie automobile$eAnglais, Francais,

Allemand $zfre$dWörterbuch für kraftfahrzeugtechnik$eEnglisch,
Franzöisch, Deutsch$zger$fJean De Coster

21. Asia : special studies, 1982-1985. Supplement.

200 1␢ $aAsia$especial studies, 1982-1985$hSupplement

22. Aquatic sciences and fisheries abstracts. Part 1, Biological sciences &

living resources

200 1␢ $aAquatic sciences and fisheries abstracts$hPart1$iBiological

sciences & living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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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Research report

200 0␢ $aResearch report

其劃一題名為 Research report (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24. China and India, 1950-1960. Supplement. [microform]

200 1␢ $aChina and India, 1950-1960$hSupplement$bmicroform

欄位歷史

民國 90 年 10 月修訂， 依據 UNIMARC 1998 年版新增分欄 b資料類型標示， 原欄位 204

資料類型標示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