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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重複 

‧ 自由使用 

805 館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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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簡稱／代碼 不可重複 

 $b 次層單位簡稱／代碼 可重複 

 $c 登錄號 可重複 

 $d 分類號 可重複 

 $e 書號 可重複 

 $f 編目者、審核者等 可重複 

 $k 複本號 可重複 

 $l 各單冊之部冊、年代、版本號 可重複 

 $n 註記 可重複 

 $p 特藏符號／代碼 可重複 

 $t 分類系統代碼 可重複 

 $v 分類系統之版本 可重複 

 $y 日期（年、月）、冊次號、 可重複 

  年代號 

 

說  明 

本欄係供各館填寫其館藏紀錄。 

$a：單位簡稱／代碼，與欄位 801 分欄 b 所用者相同。 

$b：次層單位簡稱／代碼。如各單位分館等，由各單位自行決定。 

$c：登錄記。如有一冊以上時，欄位 805 須重複填寫。 

$d：分類號。若為複本書而總館與分館之分類不同時，本欄可重複填寫。 

$e：書號。同上。 

$f：編目者、審核者等。可採代碼或其他形式。 

$k：複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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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各單冊之部冊、年代、版本號。本欄記載多冊書或集叢整套編目時，各單位之部

冊號；連續出版書刊之年代、冊次或版本號亦可記載於此。 

$n：註記，如出版品形式及其他等。 

$p：特藏符號代碼。如 R、參（表示參考書）；MF、縮（表示微縮資料）；P、期（表

示期刊）；M、圖（表示地圖資料），置於分類號、書號之前面。 

$t：分類系統代碼，如下： 

 ASIC：農業資料中心分類法 

BCS：佛教圖書分類法(Buddhist Classification Scheme) 

CCH：何日章、袁湧進中國圖書館十進分類法 

CCL：賴永祥中國圖書分類法 

CCS：中國圖書分類法(試用本) 

CCT：杜定友杜氏圖書分類法 

CCW：王雲五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 

DDC：杜威十進分類法 

HYC：裘開明漢和圖書分類法 

LCC：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 

NLM：美國國立醫學圖書館分類法 

SMC：沈寶環三民主義中心圖書分類法 

UDC：國際十進分類法 

$v：記載分類系統之版本 

$y：日期、冊次號、年代號。如期刊館藏開始之卷期年份，或成套圖書單本編目時之

冊次號，或排架區別之年代號。本分欄係索書號之一部份。 

 

實  例 

1. 805 ␢␢ $a中圖$b第二閱覽$d592.092$e8453$c001536768$1v.1$tCCL$v增訂七版 

$fCAT37 

 805 ␢␢ $a中圖$b第二閱覽$d592.092$e8453$c001536769$1v.2$tCCL$v增訂七版 

$fCAT37 

 805 ␢␢ $a中圖$b第二閱覽$d592.092$e8453$c001536770$1v.3$tCCL$v增訂七版 

$fCAT37 

 805 ␢␢ $a中圖$b中文書庫$d592.092$e8453$c001536771$1v.1$kc.2$tCCL$v增

訂七版$fCAT37 

 805 ␢␢ $a中圖$b中文書庫$d592.092$e8453$c001536772$1v.2$kc.2$tCCL$v增

訂七版$fCAT37 

 805 ␢␢ $a中圖$b中文書庫$d592.092$e8453$c001536773$1v.3$kc.2$tCCL$v增

訂七版$fCAT37 

國家圖書館(NCL)之中文館藏，分類號為 592.092，書號為 8453，分類系統為賴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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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中國圖書館分類法增訂七版，由代號 CAT37 者編目，正本共三冊置於第二閱覽

室，複本則藏於中文書庫，登錄號分別為 001536768 至 001536773。 

 

2. 805 ␢␢ $a中圖$b參考室$pR$d018.432$e8446$y84$c001532976$1v.1$tCCL$v增 

訂七版$fCAT30 

 805 ␢␢ $a中圖$b參考室$pR$d018.432$e8446$y84$c001532977$1v.1$tCCL$v增 

訂七版$fCAT30 

國家圖書館（NCL）之中文館藏，為參考書，特藏符號為 R，分類號為 018.432，

書號為 8446，該書為 84 年度之目錄，分類系統為賴永祥中國圖書館分類法增訂

七版，由代號 CAT30 者編目，正本計二冊，皆置於參考室，登錄號分別為

001532976-7。 

 

3. 805 ␢␢ $a中圖$b視聽室$pVC$d192.31$e8556:2$cAV0022926$1v.1$tCCL$v增訂 

七版$fCAT90 

 805 ␢␢ $a中圖$b視聽室$pVC$d192.31$e8556:2$cAV0022927$1v.2$tCCL$v增訂 

七版$fCAT90 

 805 ␢␢ $a中圖$b視聽室$pVC$d192.31$e8556:2$cAV0022928$1v.3$tCCL$v增訂 

七版$fCAT90 

 805 ␢␢ $a中圖$b視聽室$pVC$d192.31$e8556:2$cAV0022929$1v.4$tCCL$v增訂 

七版$fCAT90 

 805 ␢␢ $a中圖$b視聽室$pVC$d192.31$e8556:2$cAV0022926$1v.1$kc.2$tCCL$v 

增訂七版$fCAT90 

 805 ␢␢ $a中圖$b視聽室$pVC$d192.31$e8556:2$cAV0022926$1v.2$kc.2$tCCL$v 

增訂七版$fCAT90 

 805 ␢␢ $a中圖$b視聽室$pVC$d192.31$e8556:2$cAV0022926$1v.3$kc.2$tCCL$v 

增訂七版$fCAT90 

 805 ␢␢ $a中圖$b視聽室$pVC$d192.31$e8556:2$cAV0022926$1v.4$kc.2$tCCL$v 

增訂七版$fCAT90 

國家圖書館(NCL)之錄音資料館藏，特藏符號為 VC，分類號為 192.31，書號為

8556:2，分類系統為賴永祥中國圖書館分類法增訂七版，由代號 CAT90 者編目，

正複本共計八捲，皆置於視聽室，登錄號分別為為 AV0022926-33。 

 

4. 805 ␢␢ $a中圖$b法律室/官書室$pR$dKF3039.15$eSh47$y1988$c001326083 

$1pt.1$tLCC $fC41 

 805 ␢␢ $a中圖$b法律室/官書室$pR$dKF3039.15 $eSh47$y1988$c001326084 

$1pt.2$tLCC $fC41 

 805 ␢␢ $a中圖$b法律室/官書室$pR$dKF3039.15$eSh47$y1988$c001326085 

$1pt.3$tLCC $fC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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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NCL)之西文館藏，為置於法律室/官書室之參考書，特藏符號為 R，

分類號為 KF3039.15，書號為 Sh47，該書係 1988 年版，採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

由代號 C41 者編目，全書共分三冊，以 pt.1-3 加以區分。 

 

5. 805 ␢␢ $aNCU$dQA3$eL497$yv.15$c147906$tLCC$flee$fC19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之館藏，分類號為 QA3，書號為 L497，本書採集叢書單本編

目，冊次號為 15，分類系統為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由代號 lee 編目，代號 C19

者審核。 

 

6. 805 ␢␢ $aNTU$b研圖$d221.94$e814$c1235641$tCCL$fYang 

 805 ␢␢ $aNTU$b法圖$d221.94$e814$c1024632$kc.2$tCCL$fYang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之館藏，分類號為 221.94，書號為 814，由 Yang 編目，研究

圖書館及法學院圖書館均有典藏。 

 

7. 805 ␢␢ $aKML$b總館$d177$e4310$cKML0088855$tCCL$v增訂七版 

 805 ␢␢ $aKML$b鼓山$d177$e4310$cKML0178484$tCCL$v增訂七版 

 805 ␢␢ $aKML$b旗津$d177$e4310$cKML0277482$tCCL$v增訂七版 

 805 ␢␢ $aKML$b楠梓$d177$e4310$cKML0200125$tCCL$v增訂七版 

 805 ␢␢ $aKML$b左營$d177$e4310$cKML0434229$tCCL$v增訂七版 

 805 ␢␢ $aKML$b三民$d177$e4310$cKML0481319$tCCL$v增訂七版 

 805 ␢␢ $aKML$b小港$d177$e4310$cKML0305652$tCCL$v增訂七版 

 805 ␢␢ $aKML$b新興$d177$e4310$cKML0223794$tCCL$v增訂七版 

本例為高雄市立圖書館之館藏狀況，共有八冊館藏分別收藏於各分館，$c 為該館

各冊館藏之條碼。 

 

8. 805 ␢␢ $a中圖$b縮影中心$pMF$dDS3$eAs41$ySuppl.$tLCC$fC02$fC21$cM768 

53$1v.1 

 805 ␢␢ $a中圖$b縮影中心$pMF$dDS3$eAs41$ySuppl.$tLCC$fC02$fC21$cM768 

54$1v.2 

 805 ␢␢ $a中圖$b縮影中心$pMF$dDS3$eAs41$ySuppl.$tLCC$fC02$fC21$cM768 

55$1v.3 

國家圖書館(NCL)之西文館藏，為微縮資料，特藏符號為 MF，分類號為 As41，為

補篇，分類系統為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由代號 C02 者編目，代號 C21 者審核，

典藏於縮影中心，登錄號為 M76853-5。 

 

9. 805 ␢␢ $a中圖$b參考室$pR$dU104$eJ254$tLCC$fC41$fC17$c582980$11985-86 

 805 ␢␢ $a中圖$b參考室$pR$dU104$eJ254$tLCC$fC41$fC17$c588770$119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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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 ␢␢ $a中圖$b參考室$pR$dU104$eJ254$tLCC$fC41$fC17$c588771$11987-88 

$kc.2 

國家圖書館(NCL)之西文館藏，為參考書，特藏符號為 R，分類號為 U104，書號為

J254，分類系統為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由代號 C41 者編目，代號 C17 者審核，

因採開放式(open entry)編目，故在登錄號之後用該資料之年代加以區分。 

 

10. 805 ␢␢ $a香光$cB011734$d220$e2228$lv.1$tBCS$v1996年版 

805 ␢␢ $a香光$cB011735$d220$e2228$lv.2$tBCS$v1996年版 

805 ␢␢ $a 香光$cB011736$d220$e2228$lv.3$tBCS$v1996 年版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之中文館藏，分類號為 220，書號為 2228，有第一至三冊，

分類系統為佛教圖書分類法，分類系統之版本為 1996 年版，登錄號為 B011734

至 B011736。 

 

欄位歷史 

民國 90 年 10 月修訂，增加農業資料中心分類法代碼(ASIC)、佛教圖書分類法代碼(BCS) 

及實例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