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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重複

‧ 自由使用

210 出版項

本欄記載作品之出版、發行及印製資料，係根據編目規則之出版項(CCR 1.4；AACR2 1.4)

著錄。

指　　標

本欄指標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　　欄

分  欄   識  別 分   欄   內  容 備         註

$a 出版地，經銷地等 可重複

$b 出版者，經銷者等住址 可重複

$c 出版者，經銷者等名稱 可重複

$d 出版，經銷等日期 可重複

$e 印製地 可重複

$f 印製者住址 可重複

$g 印製者名稱 可重複

$h 印製日期 可重複

說　　明

1.　各分欄間之指定標點符號如下：

分  欄   識  別 分   欄   內  容 標         號

$a 出版地，經銷地等 不用標號符號

$a(重複) 出版地，經銷地等 ；

$b 出版者，經銷者等住址 （

$c 出版者，經銷者等名稱 ：

$d 出版，經銷等日期 ，

$e 印製地 （

$e(重複) 印製地 ；

$f 印製者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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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印製者名稱 ：

$h 印製日期 ，

以上標點符號均由程式自行控制，分欄 b，e 之右括弧亦由程式控制。

2. 影片之合約製作單位，記載於欄位 200 分欄 g，發行公司則記載於本欄分欄 c。

3.　錄音資料之識別號碼，唱片模版號碼，及樂譜之圖幟號碼等，記載於欄位 071。

相關欄位

100 一般性資料

分欄 a／2.出版情況；3.出版年 1；4.出版年 2(位址 8—16)

102　出版國別

2__　著錄段

205　版本項

207　資料特殊細節項：連續性出版品─卷期編次

300　一般註

7__　著者及輔助檢索段

734　輔助檢索項（出版、製作地等）

實　　例

1.　臺北市 : 臺灣中華, 民60

210 ␢␢ $a 臺北市$c 臺灣中華$d 民 60

2.　[出版地不詳 : 出版者不詳], 民59

210 ␢␢ $a[出版地不詳$c 出版者不詳]$d 民 59

3.　臺北市 : 田野出版 : 松崗總經銷, 民69-70

210 ␢␢ $a 臺北市$c 田野出版$c 松崗總經銷$d 民 69-70

4.　臺北市(景美區溪口街95號之1三樓) : 樂清朱氏詠義堂, 民60

210 ␢␢ $a 臺北市$b 景美區溪口街 95 號之 1三樓$c 樂清朱氏詠義堂$d 民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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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臺北市 : 編者, 民70(臺北市 : 復美彩色印刷)

210 ␢␢ $a 臺北市$c 編者$d 民 70$e 臺北市$g 復美彩色印刷

6.　臺南市 : 王家, 民64-

210 ␢␢ $a 臺南市$c 王家$d 民 64-

7.　高雄市 : 大眾, [民70]

210 ␢␢ $a 高雄市$c 大眾$d[民 70]

8.　臺中市 : 臺中市立文化中心, [民75?]

210 ␢␢ $a 臺中市$c 臺中市立文化中心$d[民 75?]

9.　臺北市 : 遠流, 民77印刷

210 ␢␢ $a 臺北市$c 遠流$d 民 77 印刷

10. Homewood, Ill. : R. C. Irwin, 1986

210 ␢␢ $aHomewood, Ill.$cR. C. Irwin$d1986

11. London ; New York : Academic Press, 1983, c1981

210 ␢␢ $aLondon$aNew York$cAcademic Press$d1983, c1981

12. New York ; Grove Press :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77-

210 ␢␢ $aNew York$cGrove Press$c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d1977-

13.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 Gower ; Boulder, Colo. : Westview Press, c1985

210 ␢␢ $aAldershot, Hants, England$cGower$aBoulder, Colo.$cWestview

   Press$dc1985

14. New York (373 Prak Ave. S., New York 10016): C. F. Peters , c1984

210 ␢␢ $aNew York$b373 Prak Ave. S., New York 10016$cC. F. Peters$dc1984

15. [S. l.: s. n.], 1983 (Charlotte, N. C.: Heritage Printers)

210 ␢␢ $a [S.l.$cs. n.]$d1983$eCharlotte, N. C.$gHeritage Printers

16. New York : Harper & Row, 1980 (1982 printing)

210 ␢␢ $aNew York$cHarper & Row$d1980$h1982 prin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