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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重複

‧ 自由使用

215 稽核項

本欄記載作品之稽核事項，係根據編目規則之稽核項 (CCR 1.5；AACR2 1.5) 著錄。

指　　標

指標 1：說明是否以中文著錄。

0：以中文著錄。

1：以中文以外之語文著錄。

指標 2：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　　欄

分  欄   識  別 分   欄   內  容 備         註

$a 數量（面數，冊數或其他） 可重複

$c 插圖及其他稽核細節 不可重複

$d 高廣、尺寸 可重複

$e 附件 可重複

說　　明

1. 樂譜若有總譜及分譜，則分欄 a 可重複使用，分欄 a 前以“＋”出現，但不必填

寫。

2.　各分欄間之指定標號符號如下：

分  欄   識  別 分   欄   內  容 標　點　符　號

$a 數量（面數，冊數或其他） 不用標點符號

$a(重複) （適用於樂譜） ＋

$c 插圖及其他稽核細節 ：

$d(重複) 高廣、尺寸 ；

$d(重複) （適用於樂譜） ；

$e 附件 ＋

以上標點符號由程式自行控制，不必輸入，但各分欄內之標點符號均須輸入。



215

215-2

相關欄位

105　資料代碼欄：圖書

分欄 a／1.插圖代碼 (位址 0—3)

115　資料代碼欄：投影資料、錄影資料、電影片

120　資料代碼欄：地圖資料─一般性

126　資料代碼欄：錄音資料形式特性

130　資料代碼欄：微縮資料形式特性

135　資料代碼欄：電子資源

2__　著錄段

300　一般註

實　　例

1.　101面 : 圖 ; 18公分

215 0␢ $a101 面$c 圖$d18 公分

215 1␢ $a101 p.$cill.$d18 cm.

2.　1冊(活頁) ; 20公分

215 0␢ $a1 冊(活頁)$d20 公分

215 1␢ $a1v.(loose-leaf)$d20 cm.

3.　　　 冊 ; 26公分

215 0␢ $a　冊$d26 公分

215 1␢ $a　v.$d26 cm.

4.　[525]面 : 圖, 地圖 ; 23公分 + 1張磁碟片

215 0␢ $a[525]面$c 圖, 地圖$d23 公分$e1 張磁碟片

215 1␢ $a[525] p.$cill., map$d23 cm.$e1 computer disk

5.　1幅地圖 : 彩色 ; 156 × 83公分

215 0␢ $a1 幅地圖$c 彩色$d156 × 83 公分

215 1␢ $a1 map$ccol.$d156 × 8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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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冊地圖集 (17, 37面, 圖版74葉) : 100幅彩色地圖 ; 29公分

215 0␢ $a1 冊地圖集 (17, 37 面, 圖版 74 葉)$c100 幅彩色地圖$d29 公分

215 1␢ $a1 atlas (17, 37p., 74 leaves of plates)$c100 col. maps$d29 cm.

7.　1座地球儀 : 彩色, 木製, 裝於金屬支架 ; 直徑20公分

215 0␢ $a1 座地球儀$c 彩色, 木製, 裝於金屬支架$d 直徑 20 公分

215 1␢ $a1 globe$ccol., wood, mounted on metal stand$d20 cm. in diam.

8.　1捲盤式電影片(30分鐘) : 有聲, 彩色 ; 16糎

215 0␢ $a 1 捲盤式電影片(30 分鐘)$c 有聲, 彩色$d16 糎

215 1␢ $a1 film reel (30 min.)$csd.,col.$d16 mm.

9.　1捲盤式錄影帶(21分鐘) : 無聲, 黑白 ; 1/2吋

215 0␢ $a1 捲盤式錄影帶(21 分鐘)$c 無聲, 黑白$d1/2 吋

215 1␢ $a1 video reel (21 min.)$csi., b & w$d1/2in.

10. 1張唱片(20分鐘) : 33 1/3轉, 雙聲道 ; 12吋

215 0␢ $a1 張唱片(20 分鐘)$c33 1/3 轉, 雙聲道$d12 吋

215 1␢ $a1 sound disc (20 min)$c33 1/3rpm,stereo$d12 in.

11. 1捲卡式錄音帶(60分鐘) : 3 3/4吋／秒, 單聲道 ; 7 1/4 × 3 1/2吋 ; 1/4吋

帶

215 0␢ $a1 捲卡式錄音帶(60 分鐘)$c3 3/4 吋／秒, 單聲道$d7 1/4 × 3 1/2

吋 ; 1/4 吋帶

215 1␢ $a1 sound cassette (60 min.)$c3 3/4 ips, mono.$d 7 1/4 × 3 1/2

in ; 1/4 in. tape

12. 1捲幻燈片 (70幅) : 有聲, 彩色 ; 35糎 + 1冊教師手冊

215 0␢ $a1 捲幻燈片(70 幅)$c 有聲, 彩色$d35 糎$e1 冊教師手冊

215 1␢ $a1 filmstrip (70 fr.)$csd., col.$d35 mm.$e1 teacher's guide

13. 1套縮印總譜 (34面) ; 18公分 + 1冊小冊子

215 0␢ $a1 套縮印總譜(34 面)$d18 公分$e1 冊小冊子

215 1␢ $a1 miniature score (34p. )$d18 cm.$e1 booklet

14. 1套總譜 (9, 278面) + 24套分譜 ; 28公分

215 0␢ $a1 套總譜 (9, 278 面)$a24 套分譜$d28 公分

215 1␢ $a1 score (9, 278p. )$a24 parts$d2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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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套總譜 ; 20公分 + 16套分譜 ; 32公分

215 0␢ $a1 套總譜$d20 公分$a16 套分譜$d32 公分

215 1␢ $a1 score$d20 cm.$a16 parts$d32 cm.

16. 2冊 (7, 696面) : 圖, 像, 表格, 樂譜 ; 26公分

215 0␢ $a2 冊 (7, 696 面)$c 圖, 像, 表格, 樂譜$d26 公分

215 1␢ $a2 v. (7, 696p.)$cill., form,music,port.$d26 cm.

17. 1幅掛圖 : 彩色 ; 105 × 150公分裱於118 × 157公分紙上

215 0␢ $a1 幅掛圖$c 彩色$d105 × 150 公分裱於 118 × 157 公分紙上

215 1␢ $a1 wall map$ccol.$d105 × 150 cm.on sheet 118 × 157cm.

18. 1張縮影單片 (33幅) : 負片, 圖 ; 12 × 17公分

215 0␢ $a1 張縮影單片 (33 幅)$c 負片, 圖$d12 × 17 公分

215 1␢ $a1 microfiche (33 fr.)$cnegative, ill.$d12 × 17cm.

19. 2捲盤式縮影捲片 : 負片 ; 35糎

215 0␢ $a2 捲盤式縮影捲片$c 負片$d35 糎

215 1␢ $a2 microform reels$cnegative$d35 mm.

20. 2張磁碟片 : 有聲, 彩色, 單面, 單密度, 軟性分段 ; 5 1/4吋 + 1冊使用手

冊

215 0␢ $a2 張磁碟片$c 有聲, 彩色, 單面, 單密度, 軟性分段$d5 1/4 吋$e1

冊使用手冊

215 1␢ $a2 computer disks$csd., col., single, density, soft sectored$d5

1/4in.$e1 user manual

21. 2張光碟片 ; 3 1/2-5 1/4吋

215 0␢ $a2 張光碟片$d3 1/2-5 1/4 吋

215 1␢ $a2 computer laser optical disks$d3 1/2-5 1/4in.

22. 1張光碟片 : 有聲, 彩色 ; 4 3/4吋

3 張磁碟片 : 有聲, 彩色 ; 5 1/4 吋

1 本使用手冊(225 面) ; 23 公分

215 0␢ $a 1 張光碟片$c 有聲, 彩色$d4 3/4 吋

215 0␢ $a 3 張磁碟片$c 有聲, 彩色$d5 1/4 吋

215 0␢ $a 1 本使用手冊(225 面)$d2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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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本學習手冊(105面) : 彩色 ; 30公分

1捲卡式錄影帶(60分鐘) : 有聲, 彩色 : 1/2吋

3捲卡式錄音帶(180分鐘) : 類比, 單聲道 ; 7 1/4 x 3 1/3吋 ; 1/4吋帶

215 0␢ $a1 本學生手冊(150 面)$c 彩色$d30 公分

215 0␢ $a1 捲卡式錄影帶(60 分鐘)$c 有聲, 彩色$d1/2 吋

215 0␢ $a3 捲卡式錄音帶(180 分鐘)$c 類比, 單聲道$d7 1/4 x 3 1/3 吋 ; 1/4

吋帶

24. 1 student book (150 p.) : ill. ; 30 cm.

1 videocassette (60 min.) : sd., col. ; 1/2 in.

3 sound cassettes (180 min.) : analog, mono. : 7 1/4 x 3 1/3 in. ; 1/4

in. tape

215 0␢ $a1student book(150 p. )$cill.$d30 cm.

215 0␢ $a1 videocassette (60 min.)$csd., col.$d1/2 in.

215 0␢ $a3 sound cassettes (180 min.)$banalog, mono.$d7 1/2 x 3 1/3 in. ;

1/4 in. ta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