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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編目概論


編目的意義



圖書館目錄



目錄品質控制



編目流程



編目規範的種類



常見的編目規範



中文編目工具

編目的意義(一)


編目是就資料的形體及內容特性，按照一
定的規範記載下來，以便讀者認識、辨別
所需的資料。



編目就其涵義可分為記述編目與主題編目
兩方面；就作業內容則另包含權威控制。



編目方式可分為原始編目及抄錄編目。

編目的意義(二)


記述編目係對資料作形體的分析，以描
述資料的形體特性，其所遵循的規範稱
為編目規則。



主題編目係對資料作內容的分析，以決
定資料的分類號及主題標目，其規範工
具為分類表及標題表(主題詞表)。

圖書館目錄(一)


圖書館目錄是記述編目和主題編目的記錄，
也就是編目工作的產品，藉以顯示圖書館館
藏資料的內涵與特性。



單一圖書館的目錄，稱為館藏目錄；結合二
個以上圖書館的目錄，稱為聯合目錄。

圖書館目錄(二)


目錄的重要性



圖書資料和讀者之間的橋樑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核心
圖書館採訪、閱覽、典藏、館際互借等
各項服務的基礎
書目加值服務的前導
書目共享的前提
國際書目交流的要素








圖書館目錄(三)


目錄的種類



依照使用對象區分，可分為公用(讀者)
目錄及公務目錄。
依照目錄性質區分，有書名目錄、著者
目錄、分類目錄及主題目錄。
依照目錄形式區分，有書本目錄、卡片
目錄及線上公用目錄(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簡稱OPAC)。





圖書館目錄(四)


目錄的格式



1.卡片格式
卡片標準尺寸為3X5吋(7.5X12.5公分)
卡片目錄記載的內容主要包括書目著
錄、檢索款目及索書號等三部分。

※中文目錄卡片基本格式樣張

分類號

主要款目
(MARC21 格式)
正題名[資料類型標示] : 副題名 = 並列題名 / 第一著者

著者號

敘述 ; 其他次要著者敘述. -- 版本敘述 / 關係版本著者敘
述. -- 資料特殊細節. -- 出版地 : 出版者, 出版年 (印製
地 : 印製者, 印製年)
數量(面、葉、冊數)或其他單位 : 插圖或其他稽核細節；

登錄號

高廣尺寸 ＋ 附件. -- (集叢名 / 集叢著者敘述, 集叢標準
號碼 ; 集叢號. 附屬集叢名, 附屬集叢標準號碼 ; 附屬集
叢號)
附註
標準號碼
1.標題 2.標題 3.標題
目 III. 檢索款目

I. 檢索款目

II. 檢索款

分類號
著者號

標目
(CMARC 格式)
正題名[資料類型標示]：副題名 = 並列題名 / 第一著者
敘述；其他次要著者敘述. -- 版本敘述 / 關係版本著者
敘述. -- 資料特殊細節. -- 出版地：出版者, 出版年(印
製地：印製者, 印製年)
數量(面、葉、冊數)或其他單位：插圖或其他稽核細節

登錄號

；高廣尺寸 ＋ 附件. -- (集叢名 / 集叢著者敘述, 集叢
標準號碼；集叢號. 附屬集叢名, 附屬集叢標準號碼
；附屬集叢號)
附註
標準號碼
1.標題 2.標題 3.標題
目 III. 檢索款目

I. 檢索款目

II. 檢索款

著者號

敘述 ; 其他次要著者敘述. -- 版本敘述 / 關係版本著者敘
述. -- 資料特殊細節. -- 出版地 : 出版者, 出版年 (印製
數量(面、葉、冊數)或其他單位 : 插圖或其他稽核細節；

登錄號

高廣尺寸 ＋ 附件. -- (集叢名 / 集叢著者敘述, 集叢標準

標題及檢索款目
1.標題 2.標題 3.標題 I. 檢索款目 II. 檢索款
目 III. 檢索款目

第三段

號碼 ; 集叢號. 附屬集叢名, 附屬集叢標準號碼 ; 附屬集
叢號)
附註
標準號碼
追尋項

第二段

索書號 地 : 印製者, 印製年)

第一段

分類號

書目著錄
主要款目
正題名[資料類型標示] : 副題名 = 並列題名 / 第一著者

圖書館目錄(五)


2.機讀格式
為配合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與系統間傳
輸和交換機讀資料檔時需要遵循和使用
的記錄格式，稱為機讀格式。機讀資料
檔的資料可分為書目資料、權威資料、
分類資料等，各訂有不同的機讀格式。

※機讀編目格式樣張

目錄品質控制


完整的教育訓練



詳盡的編目規範



清楚的作業流程



完備的工作手冊



有效的系統檢核



周密的人工審校

編目流程


前置作業



編目建檔



複本查核



審核總校



決定原編/抄編



加工



類號標引

書標、卡片、書後卡袋



主題標引

條碼、磁條



權威控制

編目規範的種類








編目規則
分類法
標題表；主題詞表
機讀編目格式
權威機讀格式
著者號碼表
編目工作手冊

常見的編目規範(一)


編目規則：
中國編目規則（CCR）
英美編目規則（AACR2）
--> RDA (LC自2013年3月31日起實施)
http://www.loc.gov/aba/rda/



資料交換格式：
中國機讀編目格式
中國機讀權威記錄格式
MARC 21
UNIMARC …

常見的編目規範(二)






分類法：
中文圖書分類法；中國圖書分類法
中國圖書十進分類法
杜威十進分類法（DDC）
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LCC)
主題法：
中文主題詞表；中文圖書標題表
美國國會圖書館標題表（LCSH）
著者號碼：
中文目錄檢字表（首尾五筆號碼法）
四角號碼檢字法
克特著者號碼表

中文編目工具(一)


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民94



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使用手冊，民97



中國機讀編目格式(第三版) ，民78



中國機讀編目格式(第四版) ，民86



中國機讀編目格式(民國九十年版) ，民91



中國機讀權威記錄格式，民83

中文編目工具(二)


MARC 21
MARC STANDARDS
http://www.loc.gov/marc/



MARC 21書目紀錄中文手冊，民100



NBINet合作編目書目資料處理原則(第二
版) ，民97



文化中心圖書館工作手冊，民76

MARC 21書目紀錄
中文手冊

中文圖書分類法
2007年版

中國編目規則
第三版

中文主題詞表

貳、中國編目規則


沿革



標點符號



修訂原則



著錄層次



編排體例



檢索款目



著錄項目



標目



著錄來源



第三版修訂內容

沿 革(一)


「中國編目規則」係根據「國立中央圖
書館中文圖書編目規則」及 「國際標準
書目著錄」( ISBD) 、「英美編目規則第
二版」(AACR2)作為參考之藍本，並依據
國內圖書資訊著錄的實際需要，以及媒
體資訊的變化、國際發展的趨勢而持續
研訂發展。

沿 革(二)


國立中央圖書館
「國立中央圖書館中文圖書編目規則」(民48)

「中國編目規則」(民72)


中國圖書館學會
「中國編目規則」修訂版 (民84)
「中國編目規則」修訂二版 (民89)
「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 (民94)

修訂原則




第三版之增修工作分為兩方面 ：
1. 針對修訂二版及其POD版二刷文字訛
誤部分，加以校訂。
2. 參考相關編目規範工具書，並斟酌編
目實務經驗，針對部分條文內容予以
增修。
凡有增修之條文其前均加註雙圈號(◎)
，以資識別。

編排體例(一)


中國編目規則內容分為二編：
甲編「著錄」部分，說明如何著錄各類
型資料之書目資料；
乙編「標目」部分，則闡釋如何選擇檢
索款目及確立標目形式。

編排體例(二)




甲編含總則、圖書、連續性資源、善本
圖書、地圖資料、樂譜、錄音資料、電
影片及錄影資料、靜畫資料、立體資
料、拓片、微縮資料、電子資源、分析
等十四章。
甲編之條文 (第十四章除外) 採助記性編
號，如：1.2為總則之版本項，其餘類推

編排體例(三)


乙編含檢索款目之擇定、人名標目、地
名、團體標目、劃一題名、參照等六章



凡有助於讀者查尋或辨識某一資料之款
目，均可立為檢索款目，檢索款目之形
式應依其性質按規則乙編擇定適當之條
文確立。



凡條文前加註「＊」者，係選擇性條文。

著錄項目




依據國際標準書目著錄
錄項目包括八大項：
(1)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2)版本項
(3)資料特殊細節項
(4)出版項

(ISBD) 規定，著
(5)稽核項
(6)集叢項
(7)附註項
(8)標準號碼及
其他必要記載項

凡目錄依次記載下列各項(規則1.0.1)

著錄來源


著錄必有依據，甲編「著錄」每一章首
均列出該資料之主要著錄來源，以供優
先採擇著錄。每一著錄項目有其指定著
錄來源，非得自指定著錄來源者，加方
括弧。(規則1.0.2)



圖書著錄來源(規則2.0.2.1；2.0.2.2)

標點符號







根據國際標準書目著錄(ISBD)規定
為配合國際標準化及電腦化而設
指定符號共有15種
著錄目錄時，須按照「中國編目規則」
所規定之標點符號著錄。
參考規則1.0.3之規定。

※目錄片格式樣本

著錄層次


書目資料之著錄，依其詳簡分為簡略、
標準、詳細三種著錄層次，各館可視需
要採用適當之著錄層次。(規則1.0.4)



第一著錄層次：簡略著錄(規則1.0.4.1)



第二著錄層次：標準著錄(規則1.0.4.2)



第三著錄層次：詳細著錄(規則1.0.4.3)

檢索款目


檢索款目之擇定係包括作品之標題及正
題名以外之各種檢索款目，「中國編目
規則」所規範的檢索款目主要包括題名
及著者兩大類。



題名檢索款目的擇定(規則21.1.1)



著者檢索款目的擇定(規則21.1.2)

標


目

「中國編目規則」第二十二章至二十五章，即
為規範各種檢索款目之標目形式而訂的條文。



人名標目(規則第二十二章)



地名標目(規則第二十三章)



團體標目(規則第二十四章)



劃一題名(規則第二十五章)



參照(規則第二十六章)

第三版編目規則修訂內容


「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以第三章連續
性資源和第十三章電子資源改變最多。

主要修訂內容如下:
1. 出版者以全稱或簡稱直接著錄
2. 出版年及經銷年得加註月份
3. 西元以外之紀年需換算為西元年代
4. 連續性出版品改稱「連續性資源」
5. 資料特殊細節項不適用於電子資源之著錄
6. 劃一題名適用範圍增列音樂作品
7. 增列劃一題名之參照


第三版編目規則第三章



3.0.1
適用範圍
本章規則適用於連續性資源之著錄，包
括連續性出版品（如期刊、電子期刊
等）、整合性資源（如持續更新之活頁
出版品、網站等），及有限性資源（如
選舉公報）。有限性資源，指具有連續
性出版品之特色，帶有卷期編次，但刊
期是有限的；連續性出版品重印本及有
限的整合性資源。

參、MARC 21









機讀編目格式簡介
MARC 21沿革
MARC 21格式類型
名詞解釋
MARC 21結構
欄位概述
常用欄號一覽表
常用欄位CMARC3與MARC21對照

機讀編目格式簡介






機讀編目格式為電腦系統可以閱讀及處理編
目紀錄的格式，簡稱MARC 。
(Machine-Readable Cataloguing Format)
定義：將記錄以代碼形式及特定結構格式，
儲存在電腦硬碟上而能夠被電腦識別並編輯
輸出資訊的目錄格式。
機讀編目格式的功用在於圖書館可以透過標
準格式與其他圖書館或資料單位進行書目資
料交換，藉以達成資訊交換及分享之要求。

MARC 21 沿革








MARC I 1960
MARC II 1968
LCMARC 1970
USMARC
MARC21 1999
整合CANMARC和USMARC
MARC STANDARDS
http://www.loc.gov/marc/

MARC 21 格式類型


書目格式 (Bibliographic Format)



權威格式 (Authority Format)



館藏格式 (Holding Format)



分類格式 (Classification Format)





社群資訊格式 (Community Information
Format)
MARC STANDARDS
http://www.loc.gov/marc/

名詞解釋(一)


參見「中國機讀編目格式」第三版，2-6頁

(1)欄 (Field)
(2)分欄 (Subfield)
(3)欄號 (Tag Number)
(4)指標 (Indicator)
(5)定長欄 (Fixed Field)

名詞解釋(二)
(6)變長欄 (Variable Field)
(7)記錄(Record)
(8)分隔符號
採用ISO-646符號集之IS1、IS2、IS3

1.分欄識別($)--(1F) Æ系統產生或人工輸入
2.欄間符號(#)--(1E) Æ系統自動產生
3.記錄分隔(%)--(1D) Æ系統自動產生

MARC 21結構(一)


MARC 21之結構包括：
▪記錄標示 (Leader)
▪指引 (Directory)
▪書目資料變長欄區 (Variable Fields)

記錄標示 指
引 變長欄控制段 變長欄資料段
0-------23 24—35—n
參見：

http://www.loc.gov/marc/bibliographic/bd
summary.html

MARC 21結構(二)
書目資料欄
(1)段(Block)

0XX 控制、數字及代碼段
1XX 主要款目段
2XX 題名、版本、出版段
3XX 實體描述(稽核)段
4XX 集叢段

MARC 21結構(二)
書目資料欄

5XX 附註段
6XX 主題段
7XX 附加款目、連接款目段
8XX 集叢附加款目、館藏段
9XX 本地使用段

MARC 21結構(三)
(2)欄(Field)
欄有定長欄(Fixed Field)與變長欄(Variable
Field)兩種，定長欄沒有指標和分欄，變
長欄由指標、分欄識別、資料單元及欄
間符號組成。
以三位數字的欄號(Tag number)識別不同
欄，如以245代表題名及著者敘述項，以
260代表出版項，300代表稽核項等。

MARC 21結構(四)
(3)指標(Indicator)
用以指示該欄的內容、與其他欄的關係或
指出操作程序。指標以阿伯數字表示，未
定者以空格表示。
(4)分欄(Subfield)
資料欄的次層單元。
分欄識別符號以「$」(1F) 表示，欄間符號
以「#」(1E) 表示。

定長欄(Fixed Fields)







紀錄標示 (Leader)
欄位 006
欄位 007
欄位 008
CMARC3與MARC 21
常用定長欄之對照
參見：CMARC3轉MARC 21對照表

紀錄標示(Leader)









Leader/05
Leader/06
Leader/07
Leader/17

-----

紀錄性質(Record status)
紀錄類型(Type of record)
書目性質(Bibliographic level)
著錄依據及層次
(Encoding Level)
Leader/18 -- 記述編目格式
(Descriptive cataloging form)
Leader/19 -- 層次等級
(Multipart resource record level)

紀錄標示(Leader)
紀錄標示（Leader）參見：
http://www.loc.gov/marc/bibliographic/bdleader.html


Leader/05 -- 紀錄性質 (Record status)
有較高層次之紀錄Æ a
修正過之紀錄Æ c
刪除之紀錄Æ d
新紀錄Æ n
增訂預行編目資料之著錄層次 Æ p

紀錄標示(Leader)


Leader/06 -- 紀錄類型 (Type
文字資料Æ a （一般）
樂譜Æ c （一般）
地圖資料Æ e （印刷形式）
放映性資料Æ g
錄音資料Æ i （非音樂性）
非放映性圖像資料Æ k
電腦檔案/電子資源Æ m
特殊教學資料Æ o
混合性資料Æ p
立體藝術品、實物Æ r

of
t
d
f

record)
（手稿）
（手稿）
（手稿）

j （音樂性）

紀錄標示(Leader)


Leader/07 -- 書目性質 (Bibliographic level)
單本、單冊/合集 Æ a, c, d, m
連續性、整合性 Æ b, i, s



Leader/17 -- 著錄依據及層次 (Encoding Level)
# Æ 完整著錄
8 Æ 出版前著錄

4 Æ 核心項目著錄

OCLC增訂上傳書目方式的代碼：
線上完整Æ I
線上次完整Æ K
FTP完整Æ L
FTP次完整Æ M

紀錄標示(Leader)


Leader/18 -- 記述編目格式
(Descriptive cataloging form)
依據ISBD含標點Æ i
依據AACR2Æ
a

(中文CCR入此)
(西文)

紀錄標示(Leader)


Leader/19 -- 層次等級
(Multipart resource record level)
無從屬關係或關係未定 Æ #
包含多個單件之紀錄Æ a (Set)
各單件紀錄Æ b (題名可獨立之單件）
Æ c (題名不可獨立之單件）

＊其餘未詳述之紀錄標示其他位址，宜由系統自行設定

欄位008 一般性資料(NR)




必備欄
008總長度為40個位址(008/00-39)
部分位址是任何紀錄類型皆相同定義
008/00-17
008/35-39

部分位址依不同紀錄類型(7種)而有不同定義
008/18-34
參見：


http://www.loc.gov/marc/bibliographic/bd008.html

欄位008 一般性資料(NR)


每種紀錄類型相同定義的位址，重要者如：



008/06 -- 出版情況






s(單一出版年), m(多出版年)
c(連續性出版品仍刊行), d(連續性出版品已停刊)
q(出版年不確定), u(連續性出版品出版現狀不詳)

008/07-14 -- 出版年 (第一、第二出版年)



圖書式出版品：出版年 (配合 260 $c)
連續性出版品：期刊創刊/停刊年
(配合 260 $c 或 362)

欄位008 一般性資料(NR)



每種紀錄類型相同定義的位址，重要者如：
008/15-17 -- 出版地區
美國、加拿大、英國及澳洲以 3 碼代表
前兩碼為地區，第3碼為國家（依序為 u, c, k, a）
如：紐約Æ nyu ； 溫哥華Æ bcc ； 倫敦Æ enk

其他國家以 2 碼代表
如：臺灣Æ ch ； 日本Æ jp ； 法國Æ fr
中國大陸、香港、澳門 Æ cc

＊參見代碼表：http://www.loc.gov/marc/countries/
(與CMARC 之國家代碼表不同）

欄位008 一般性資料(NR)



每種紀錄類型相同定義的位址，重要者如：
008/35-37 -- 作品語文
如：中文Æ chi
英文Æ eng

若不只一種語文，則重複著錄於欄位041
參見代碼表：(大致與CMARC 語文代碼表相同）
http://www.loc.gov/marc/languages/
*各紀錄類型同位址定義相同但未詳述者，宜由系統
自動設定

欄位008 一般性資料(NR)
008/18-34依據Leader/06-07分為7種紀錄類型
 圖書 Books (BK)
 電腦檔 Computer file (CF)
 地圖資料 Maps (MP)
 音樂資料 Music (MU)
 連續性資料 Continuing resources (CR)
 視覺資料 Visual matearials (VM)
 混合性資料 Mixed materials (MX)

如何區別紀錄類型？


If Leader/06 = a (文字資料)
and Leader/07 = a, c, d, m(單行本)
Æ Books（BK）圖書



If Leader/06 = a (文字資料)
and Leader/07 = b, i, s(連續性)
Æ Continuing Resources （CR）
連續性出版品



If Leader/06 = t (手稿形式文字資料)
Æ Books（BK）圖書

如何區別紀錄類型？


If Leader/06 = c, d, i, j
Æ Music（MU）音樂資料
OCLC分為
score (leader/06=c或d) 樂譜
sound recording (leader/06=i或j) 錄音資料



If Leader/06 = e, f(手稿)
Æ Maps（MP）地圖資料

如何區別紀錄類型？


If Leader/06 = g(放映性資料), k(圖像資料),
o(特殊教學資料), r(立體實物)
Æ Visual Materials (VM）視覺資料



If Leader/06 = m
Æ Computer Files（CF）電腦檔
電腦軟體（包括：程式、遊戲、字型）
■數字資料 ■電腦驅動之多媒體 ■ 線上系統或服務
■

＊若為兼具其他類型之電子出版品仍依該主要類型
著錄Leader及欄位008，而電子出版品之特性則在
欄位006表示。

如何區別紀錄類型？


If Leader/06 = p
Æ Mixed Materials（MX）混合性資料

＊用於具多種形式(forms)的資源，通常為檔案特藏

資料(archival materials)，例如收藏某人或某機
構特殊意義的資料，如：講稿、手稿、書信、照片
等，無法以某一形式作為首要資料類型。編目標的
為整個檔案。

欄位008 一般性資料(NR)
不同紀錄類型008/18-34位址定義不同
圖書：
 008/18-21, 006/01-04 -- 插圖代碼
 008/22, 006/05
-- 適用對象
 008/23, 006/06 -- 形式特性
 008/24-27, 006/07-10 -- 內容形式
 008/28, 006/11 -- 政府出版品
 008/29, 006/12 -- 會議出版品代碼
 008/30, 006/13 -- 紀念集指標
 008/31, 006/14 -- 索引
 008/33, 006/16 -- 文學體裁代碼
 008/34, 006/17 -- 傳記代碼

欄位008 一般性資料(NR)
不同紀錄類型008/18-34位址定義不同
連續性出版品，重要者如：
 008/18, 006/01 -- 刊期
 008/19, 006/02 -- 規則性 (如：r, u, x)
 008/21, 006/04 -- 連續性出版品類型
(如：p, n, m)
 008/28, 006/11 -- 政府出版品
 008/29, 006/12 -- 會議出版品代碼
 008/34, 006/17 -- 連續性出版品著錄模式 (S/L)
(0, 1, 2) Æ CMARC無

欄位006 附加資料特性(R)


006/00 紀錄類型
共15種代碼(即同Leader/6的14個代碼
＋ Leader/7的代碼 s)
分為7種類型(與008同)



006/01-17：內容與008/18-34相同

參見：
http://www.loc.gov/marc/bibliographic/bd006.html

欄位006 附加資料特性(R)


006 -- 用於著錄出版品的次要特性 (Additional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描述具多重特性的出版品，例如：連續性地圖出版品,
多媒體組件等

或描述具另一特性的伴隨資料，如：紙本書有一伴隨
光碟

需先決定出版品的主要特性與次要特性
例：電子連續性出版品
主要特性：連續性出版品，用 008 serial form
次要特性：電子出版品，用 006 computer file


紀錄標示(Leader)
008、006、007的關係


008 著錄主要特性
008/00非紀錄類型代碼，主要特性的資
料類型代碼著錄於Leader/06-07



006/00 次要特性(附加)的紀錄類型代碼



007/00 資料外形(載體)代碼

欄位007 稽核細節(R)


007 - 稽核細節 --

一般性資料 (Physical

description fixed field)



通常指不能以稽核項完整描述資源實質特性
對印刷式出版品而言，有兩種用法:






有伴隨資料時，於 007 描述伴隨資料
用單筆書目紀錄處理電子連續性出版品時，於007描
述電子連續性出版品

例：做微縮資料編目時，於 007 描述微縮資料特性.
例：DVD 電影，於008 描述錄影資訊，於 007 描述
DVD 實質特性

欄位007 稽核細節(R)




007/00 資料類型
15種載體類型
007之長度依不同載體而不同
2個位址至23個位址，每種載體之007
則為定長

參見：

http://www.loc.gov/marc/bibliographic/bd007.html

變長欄位--控制、數字及代碼段
01X-09X Control Information, Number
and Codes-General Information
010
024
041
060
086

__
__
__
__
__

017
028
042
074

__ 020 __ 022 __
__ 029 __ 040 __
__ 043 __ 050 __
__ 082 __ 084 __

變長欄–標目架構
Heading Fields - General Information
Sections
X00
X10
X11
X30

個人名稱
團體名稱
會議名稱
劃一題名名稱

*共用原則於 1XX、6XX、7XX、8XX

1XX 主要款目段
Main Entries-General Information
100
110
111
130

__
__
__
__

個人名稱
團體名稱
會議名稱
劃一題名

20X-24X 題名段
Title and Title-Related Fields -General Information
240
245
246
247

__
__
__
__

劃一題名（非主標目）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其他形式題名
舊題名

25X-28X 版本、出版段
Edition, Imprint, Etc. Fields General Information
250 __ 版本項
260 __ 出版項 264_出版項 (RDA新增)
263 __ 預定出版日期

3XX 實體描述(稽核)段
Physical Description, Etc. Fields General Information
300
310
321
362

__
__
__
__

稽核項
現行刊期
舊刊期
連續性出版品-卷期項

3XX 實體描述(稽核)段
為RDA新增欄位：
336
337
338
38X

__
__
__
__

內容形式(Content type)
媒體形式(Media type)
載體形式(Carrier type)
劃一題名附加核心項目

4XX 集叢段
Series Statements - General
Information
490 __ 集叢項
＊830 __ 集叢劃一題名
＊440 __ 集叢項（已不用）

5XX 附註段
Notes-General Information

500 __ 504 __ 505 __ 515 __
520 __ 530 __ 533 __ 538 __
550 __ 580 __

6XX 主題段
Subject Access Fields - General
Information
600
610
650
651

__
__
__
__

標題附加款目-個人名稱
標題附加款目-團體名稱
標題附加款目-主題用語
標題附加款目-地理名稱

70X-75X 附加款目段
Added Entries - General Information
700
710
711
730
740

__
__
__
__
__

附加標目-個人名稱
附加標目-團體名稱
附加標目-會議名稱
附加標目-劃一題名
附加標目-非控制相關或分析題名

76X-78X 連接款目段
Linking Entries-General Information

765/767 __
連續性出版品：原文/翻譯連接款目

77X __
連續性出版品：主刊/附篇/不同版本連接款目

78X __
連續性出版品：接續關係連接款目

80X-83X 集叢附加款目段
Series Added Entries-General
Information
830 __ 集叢附加款目-劃一題名

841-88X 館藏段
Holdings, Alternate Graphics, Etc.General Information
＊與 MARC 21 format for Holdings Data 相容
856 __ 電子資源位址及取得方法
880 __ 其他字型著錄內容

變長欄自行著錄標點


MARC 21較之CMARC，除欄位格式及代碼外，在變長欄的
明顯差異為：
◆

需自行標示標點，即標點為資料的一部分，非由分欄引出
範例：
245 00 $a臺灣國際技術交易博覽會. $n2004 : $b參展項
目彙編 = Taiwan technomart. $n2004 / $c經濟部
工業局等主辦 ; 臺灣技術交易市場整合服務中心
(TWTM)執行 ; 工業技術研究院等協辦


建議留意ISBD規則，配合書目系統設定，以正確顯示

常用欄號一覽表


圖書資料 001, 008, 020, 040, 041, 084,

1xx, 240, 245, 246, 250, 260,
300, 490, 5xx, 6xx, 7xx, 830,
856


連續性出版品 001, 008, 022, 040, 041, 084,

1xx, 245, 246, 250, 260, 300,
310, 321, 362, 5xx, 6xx, 7xx,
856

常用欄位CMARC3與MARC21對照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200/245
資料類型標示 204/245 $h
版本項 205/250 出版項 210/260
稽核項 215/300
集叢項 225,410/490,830
附註項 3xx/5xx
資料特殊細節項(卷期) 207/362
國際標準號碼 010/020；011/022
標題 600/600；601/611；605/630；606/650；607/651
中國(文)圖書分類法 681/084
著者檢索 7xx/1xx,7xx
題名檢索 5xx,4xx/246,7xx,240(130)

欄位020 國際標準書號(ISBN)(R)


CMARC 欄位010



指標1及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欄 a, c, z




a
c
z

國際標準書號 (ISBN)（NR）
價格與價格相關資訊（NR）
取消的或無效的 ISBN（R）

範例：020 ## $a9789573265351 (平裝) :$cNT$340
020 ## $cNT$250 (平裝)


指標不分語文別

欄位022 國際標準叢刊號(ISSN)(R)


CMARC 欄位011



指標1及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欄 a, y, z




a
y
z

國際標準叢刊號 (ISSN)（NR）
不正確的 ISSN（R）
被取消的 ISSN（R）

範例：022 ## $a0271-738X
022 ## $a6520-1195$y7309-8233


指標不分語文別

欄位040 編目來源出處(NR)
分欄 a, b, c, d, e (類似CMARC 欄位801)







a
b
c
d
e

原始編目機構 (Original cataloging
agency)（NR）
編目語文 (Language of cataloging)（NR）
轉檔機構 (Transcribing agency)（R）
修正機構 (Modifying agency)（R）
編目規則代碼 (Description convention)（R）

範例：
040 ## $a DLC $c DLC $d MnMULS $d RCS $e rda
040 ## $a CYT $b chi $c CYT $d CYT (國圖中編書目)
040 ## $a CYT $b eng $c CYT $d CYT $e aacr (國圖西編書目)

欄位041 語文代碼(R)


CMARC 欄位101

指標1 （是否為翻譯）




# 未提供資訊
0 非譯文或不含譯文
1 譯文或含譯文

指標2 （代碼系統）




# MARC 21語文代碼系統 (MARC language code)
（同Leader/35-37使用之代碼系統）
7 代碼系統著錄於 $2

欄位041 語文代碼(R)
分欄 a, b, d, e, f, g, h, j, k, m, n












a
b
d
e
f
g
h
j
k
m
n

正文語文（R）
提要/摘要語文（R）
歌曲/說話錄音語文（R）
歌詞語文（R）
目次語文（R）
伴隨資料語文（R）
翻譯作品原文（R）
錄影資料字幕語文（R）
據以翻譯語文（R）
伴隨資料原文（R）
伴隨資料歌詞原文 （R）

欄位041 語文代碼(R)


何時需用此碼?








內容有數種語言
主要內容是翻譯
內容摘要或目次的語言與正文不同

若僅有一種語言，則著錄於008/35-37即可
代碼表與008/35-37使用的相同
通常與欄位546 一起使用

範例：
041
041
041
546

0#
1#
0#
##

$a
$a
$a
$a

chi $a eng $b chi $b eng
chi $h eng (翻譯作品)
eng $a fre $a ger $b rus
The item includes text in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and its summary is in Russian.

欄位084 其他分類號碼(R)




中國（中文）圖書分類號著錄於此
指標1及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欄 a, b, 2




a
b
2

分類號（R）
書號 年代冊次（NR）
號碼來源（NR）
已於代碼表申請專屬代碼為 ncsclt
代表中國（中文）圖書分類法（不著錄分類法版本）

範例：084 ## $a538.8232 $b8786 $2ncsclt
084 ## $a538.833 $b8467 $2ncsclt

欄位100 主要款目-個人名稱(NR)


CMARC 欄位700



指標1 人名形式




(Type of personal name entry element)
0 以名字著錄 (Forename)
1 以姓或姓名著錄 (Surname)
3 以家族名稱著錄 (Family name)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Undefined)

分欄 a, b, c, d, e, g, q, 4



欄位100 主要款目-個人名稱(NR)


分欄










a
b
c
d
e
g
q
4

姓名 (Personal name)（NR）
世代數 (Numeration)（NR）
頭銜等修飾語 (Titles and words
associated with a name)（R）
生卒年 (Dates associated with a name)（NR）
相關職責詞語 (Relator term)（R）
其他資料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NR）
全稱 (Fuller form of name)（NR）
相關職責代碼 (Relator code)（R）

欄位100 主要款目-個人名稱(NR)
範例：
100 1#
100 1#
100 1#
100 0#
100 3#
100 1#
100 0#
100 3#
100 1#

$a林語堂$c(文學)
$a辛棄疾$d宋
$a詹姆斯$c(James, Henry, 1843-1916)
$a幾米$c(繪畫)
$a林氏
$aShakespeare, William,$d1564-1616.
$aMadonna,$d1958$aTudor family.
$aKennedy, M. L.$q(Martha Lynn).$4pro

欄位110 主要款目-團體名稱(NR)


CMARC 欄位710，指標1為0 團體名稱



指標1 著錄團體名稱之方式







0 倒置名稱 (Inverted name)
1 以地區或轄區著錄為標目主體
(Jurisdiction name)
2 直接著錄 (Name in direct order)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b, d, e, g, 4

欄位110 主要款目-團體名稱(NR)


分欄









a
b
d
e
g
4

團體名稱或轄區名稱 (Corporate name or
jurisdiction name as entry element)（NR）
從屬單位 (Subordinate unit)（R）
會議日期(朝代) (Date of meeting or
treaty signing)（R）
相關職責詞語 (Relator term)（R）
其他資料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NR）
相關職責代碼 (Relator code)（R）

欄位110 主要款目-團體名稱(NR)
範例：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1#
1#
2#
2#
2#
1#
2#
2#

$a臺北市$b教育局
$a美國$b能源部
$a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
$a行政院$b衛生署$b藥物食品檢驗局
$a內務府$d清
$aUnited states.$bCongress.
$aInstitute of Physics.
$a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bAnnual Conference.

欄位111 主要款目-會議名稱(NR)


CMARC 欄位710，指標1為1 會議名稱



指標1 會議名稱形式
0 倒置名稱 (Inverted name)
1 以地區或轄區著錄為標目主體
(Jurisdiction name)
2 直接著錄 (Name in direct order)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c, d, e, g, j, n, q



欄位111 主要款目-會議名稱(NR)


分欄

a



c
d
e
g
j
n



q







會議名稱或轄區名稱 (Meeting name or
jurisdiction name as entry element)（NR）
會議地點 (Location of meeting)（NR）
會議日期 (Date of meeting)（NR）
從屬單位 (Subordinate unit)（R）
其他資料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NR）
相關職責詞語 (Relator term)（R）
會議屆次 (Number of part/section/
meeting)（R）
轄區名稱後之會議名稱 (Name of meeting
following jurisdiction name entry element) (NR)

欄位111 主要款目-會議名稱(NR)
範例：
111 2# $a全國圖書館業務會議
$n(1 :$d民61 :$c臺北市)
111 2# $a南島民族國際會議 $d(民100 :$c臺北市)
111 1# $aParis.$qPeace Conference,$d1919.
111 2# $a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11 2# $aFestival of Britain
$d(1951 :$cLondon, England)

欄位130 主要款目-劃一題名(NR)







指標1




CMARC 欄位500
代表源自於同一作品以不同題名出版的出版品
(例:不同版本或翻譯版本)
無作者, 以劃一題名為主要標目
不排序字元 (Nonfiling characters)
0-9 不排序字元數 (Number of nonfiling characters)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f, g, k, l, n, p, s

欄位130 主要款目-劃一題名(NR)
範例：
130 0# $aArabian nights.
130 0# $aArabian nights.$l French.
130 0# $aBible.$pN.T.
130 0# $aKoran.

參見：
http://www.loc.gov/marc/bibliographic/bd130.html

欄位240 劃一題名(NR)








0 不列印或顯示 (Not printed or displayed)
1 列印或顯示 (Printed or displayed)

指標2




用法與 130 同
應知何時用 240 或 130

指標1 本劃一題名僅供是否列印或顯示




非主要標目

不排序字元 (Nonfiling characters)
0-9 不排序字元號數(Number of nonfiling characters)

分欄 a, f, g, k, l, n, p, s

欄位240 劃一題名(NR)
範例：
100 1# $a曹雪芹$d清
240 10 $a紅樓夢
245 10 $a石頭記 /$c(清)曹雪芹著
翻譯作品之原題名(CMARC 454)
100 1# $a羅琳$c(Rowling, J. K.)
240 10 $aHarry Potter and the chamber of secrets.
$l中文
245 10 $a哈利波特 :$b消失的密室 /$c羅琳(J. K.
107
Rowling)著 ; 彭倩文譯

欄位245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NR)




必備欄
CMARC 欄位200
指標1 題名附加款目 (Title added entry)





指標2




0 題名不適宜做為附加款目 (No added entry)
1 題名附加款目 (Added entry)
不排序字元 (Nonfiling characters)
0 無不排序字元 (No nonfiling characters)
1-9 不排序字元數 (Number of nonfiling characters）

分欄 a, b, c, h, n, p

欄位245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NR)


分欄








a
b
c
h
n
p

正題名 (Title)（NR）
其他題名 (Remainder of title)（NR）
著者敘述 (Statement of responsibility,
etc.)（NR）
資料類型標示 (Medium)（NR）
編次 (Number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R）
編次名稱 (Name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R）

欄位245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NR)
範例：
245 10
245 10
245 00
245 10
245 10
245 10

$a美的自覺 :$b臺灣藝術家群像 /$c王保雲著
$a作家.作品.生活 /$c田新彬[撰]
$a古文觀止 十二卷 /$c(清)吳楚材選輯
$a勞動法實用.$n2 /$c呂榮海, 俞慧君合著
$a中國音樂史.$p樂譜篇 /$c薛宗明著
$a顧一樵全集.$n第十冊,$p中國的文藝復興
$h[電子資源] /$c顧一樵著

245 10 $a世界最偉大的勵志書 =$bThe greatest
success classics in the world /$c李津編著
246 31 $aThe greatest success classics in the world

欄位245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NR)
範例：
245 10 $a臺灣國際技術交易博覽會.$n2004 :$b參展項目
彙編 = Taiwan technomart.$n2004 /$c經濟部
工業局等主辦 ; 臺灣技術交易市場整合服務中
心(TWTM)執行 ; 工業技術研究院等協辦
245 10 $a開天闢地 :$b西洋文明的變遷 /$c克拉克
(Clark, Kenneth)著 ; 顏元叔譯
245 10 $a教育的過程 /$c布魯納原著 ; 陳伯璋, 陳伯達
合譯
245 10 $a賦格的藝術$h[樂譜] /$c蕭滋
245 00 $a中華民國全圖$h[地圖]

欄位245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NR)
合刊範例：
245 10 $a人間詞化 ;$b人間詞話 /$c王國維著
700 12 $a王國維$t人間詞話
245 10 $a佛教的科學觀 /$cㄤ智表著. 一個科學者研究
佛經的報告 / 王小徐著
700 12 $a王小徐$t一個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
245 10 $aBASIC語言$h[電子資源] ;$bCOBOL語言 ;
PASCAL語言 /$c譚培華, 張嘉鴻編著
700 12 $a譚培華$tCOBOL語言
100 1# $a譚培華
700 12 $a譚培華$tPASCAL語言 700 1# $a張嘉鴻

欄位245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NR)
合刊範例：
245 10 $a挑戰PHP$h[電子資源] /$c陳會安著. ASP網站
開發 / 陳俊榮撰. JAVA的應用 / 林梓涵著.
C++進階 / 李勁著. Visual Basic速成 / 施威
銘研究室作
700 12 $a陳俊榮$tASP網站開發
700 12 $a林梓涵$tJAVA的應用
700 12 $a李勁$tC++進階
710 22 $a施威銘研究室$tVisual Basic速成

欄位246 其他形式題名(R)



CMARC 欄位510-517,532,540
指標1 附註/題名附加款目控制碼
(Note/added entry controller)








0 有附註，無附加款目
(Note, no added entry)
1 有附註，有附加款目
(Note, added entry)
2 無附註，無附加款目
(No note, no added entry)
3 無附註，有附加款目
(No note, added entry)

欄位246 其他形式題名(R)


指標2 題名類型 (Type of title)











#
0
1
2
3
4
5
6
7
8

未標示題名類型 (No type specified)
部分題名 (Portion of title)
並列題名 (Parallel title)
區別題名 (Distinctive title)
其他題名 (Other title)
封面題名 (Cover title)
附加書名頁題名 (Added title page title)
卷端題名 (Caption title)
逐頁題名 (Running title)
書背題名 (Spine title)

欄位246 其他形式題名(R)


分欄 a, b, f, g, h, i, n, p










a
b
f
g
h
i
n
p

題名 (Title proper/short title)（NR）
其他題名 (Remainder of title)（NR）
卷期或日期 (Date or sequential
designation)（NR）
其他資料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NR）
資料類型標示 (Medium)（NR）
顯示文字 (Display text)（NR）
編次 (Number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R）
編次名稱 (Name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R）

欄位246 其他形式題名(R)
範例：
245 10 $a臺灣風格設計 =$bDesigned in Taiwan
advocate
246 31 $aDesigned in Taiwan advocate
245 10 $a最新英語讀本
246 30 $a英語讀本
245 10 $a美的自覺 :$b臺灣藝術家群像
246 30 $a臺灣藝術家群像
245 10 $a才子古文, 又名, 天下才子必讀書
246 3# $a天下才子必讀書

欄位250 版本項(NR)


CMARC 欄位205



指標1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b



a
b

版本敘述 (Edition statement)（NR）
版本敘述其他資訊 (Remainder of edition
statement)（NR）

欄位250 版本項(NR)
範例：
250 ## $a增訂三版
250 ## $a中文版
250 ## $a明末原刊本
250 ## $a修訂一版 /$b臺灣中華書局編輯部修訂

欄位260 出版項(R)


CMARC 欄位210 ； RDA 欄位 264



指標1 出版說明順序







# 不適用/未提供資訊/最早期的出版者
(Not applicable/No informationprovided/
Earliest available publisher)
2 中期的出版者 (Intervening publisher)
3 現行/最近期的出版者 (Current/latest publisher)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b, c, e, f, g

欄位260 出版項(R)


分欄


a



b



c





e
f
g

出版地、經銷地 (Place of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R）
出版者、經銷者 (Name of publisher,
distributor, etc.)（R）
出版年、經銷年 (Date of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R）
印製地 (Place of manufacture)（R）
印製者 (Manufacturer)（R）
印製日期 (Date of manufacture)（R）

欄位260 出版項(R)
範例：
260 ## $a臺北市 :$b正中,$c民96.03
260 ## $a臺北市 :$b田野出版 :$b松崗總經銷,
$c民69.05-70.11
260 ## $a臺北市 :$b德威國際文化出版 ;$a[臺北縣
中和市] :$b吳氏圖書總經銷,$c2006.09
260 ## $a臺北市 :$b遠流,$c民77.10九刷
260 ## $c民99.06
260 ## $e(臺北市 :$f復美彩色印刷,$g民80.05)
260 ## $a[出版地不詳 :$b出版者不詳],$c民90.06
260 ## $a[臺北市 :$b國家圖書館複印,$c民97?]

欄位300 稽核項(R)


CMARC 欄位215



指標1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b, c, e, f, g, 3

欄位300 稽核項(R)


分欄









a
b
c
e
f
g
3

數量 (Extent)（R）
插圖及其他稽核細節 (Other physical
details)（NR）
高廣尺寸 (Dimensions)（R）
附件 (Accompanying material)（NR）
單位類型 (Type of unit)（R）
單位尺寸 (Size of unit)（R）
資料說明 (Materials specified)（NR）

欄位300 稽核項(R)
範例：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a101面 :$b圖, 地圖 ;$c18公分
$a75葉 :$b圖 ;$c28公分
$a2冊 :$b部分彩圖, 彩像 ;$c15 x 18公分
$a1冊 ;$c21公分 +$e1冊手冊 + 1張光碟片
$a 冊(活頁) :$b圖 ;$c21公分
$a 冊 :$b圖 ;$c27公分
$a1幅地圖 :$b彩色 ;$c156 x 83公分
$a1冊地圖集(17,37面, 圖版74葉) :$b100幅彩色
地圖 ;$c29公分
300 ## $a1幅掛圖 :$b彩色 ;$c105 x 150公分裱於
118 x 157分紙上
##
##
##
##
##
##
##
##

欄位300 稽核項(R)
範例：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
##
##
##
##
##
##
##
##
##

$a1套總譜(50面) ;$c20公分 +$a8套分譜 ;$c32公分
$a1張唱片(30分) :$b33轉, 雙聲道 ;$c12吋
$a1捲卡式帶(60分) :$b類比, 單聲道
$a1張唱片(約50分) :$b數位, 立體聲 ;$c4 3/4吋
$a1捲卡式帶(60分) :$b有聲, 彩色 ;$c1/2吋
$a1張數位影音光碟 :$b有聲, 彩色 ;$c4 3/4吋
$a1張縮影單片(33幅) :$b負片, 圖 ;$c12 x 17公分
$a2捲縮影捲片 :$b負片 ;$c35粴米
$a1張光碟片 ;$c4 3/4吋 +$e1冊使用手冊
$a157KB :$b2D

欄位310 現行刊期(NR)
欄位321 舊刊期(R)


用於期刊編目



CMARC 欄位326



配合定長欄位 008/18,19 刊期和規則性使用



008/18, 006/01 -- 刊期
008/19, 006/02 -- 規則性

欄位310 現行刊期(NR)


指標1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b


a



b

現行刊期 (Current publication
frequency)（NR）
現行刊期之日期 (Date of current
publication frequency)（NR）

欄位321 舊刊期(R)


指標1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b


a



b

舊刊期 (Former publication
frequency)（NR）
舊刊期之日期 (Dates of former
publication frequency)（NR）

欄位310 現行刊期(NR)
欄位321 舊刊期(R)
範例：
310 ## $a年刊
310 ## $a不定期
310 ## $a季刊,$b民75321 ## $a月刊,$b民74年1月-12月
310 ## $a半年刊,$b民88321 ## $a季刊,$b民80-87
310 ## $a月刊,$b民92年5月321 ## $a半月刊,$b民89年5月-92年4月

欄位362 連續性出版品-卷期項(R)


CMARC 欄位207



指標1 日期形式


0 固定格式 (Formatted style)
根據刊物本身的卷期登錄



1 不固定格式 (Unformatted note)
若不確定創刊號與停刊號的卷期及其日期，則用
不固定格式登錄形式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z

欄位362 連續性出版品-卷期項(R)


分欄


a

出版日期或卷期號 (Dates of publication
and/or sequential designation)（NR）



z

資料來源 (Source of information)（NR）

欄位362 連續性出版品-卷期項(R)
範例：
362 0#
362 0#
362 0#
362 0#
362 0#

$aNo. 1(民85年6月)$aVol. 1, no. 1(Apr. 1981)$a第1卷第1期= 總號1號$a民89年8月號-民95年7月號
$a1998-2008

＊刊物卷期名稱改變
362 1# $aNo. 1-no. 10 ; 民95年5月-

欄位490 集叢項(R)


CMARC 欄位225



指標1 集叢是否做為檢索款目





0 集叢不被檢索 (Series not traced)



1 集叢被檢索 (Series traced)

分欄 a, v, x




a
v
x

集叢題名（R）
集叢號（R）
國際標準叢刊號（ISSN）（NR）
134

欄位490 集叢項(R)


集叢題名可不做為一檢索款目，設指標1為“0＂
範例：
490 0# $a生活美食系列 ;$v21
490 0# $a輕熟女戀愛事件簿 ;$v1
490 0# $a人人文庫 ;$v特121

135

欄位490 集叢項(R)


用欄位490 著錄刊物的集叢題名，若設該集叢為
檢索款目，設指標1為“1＂，另用欄位830 著錄
權威檔的題名
範例：
490 1# $a中國方志叢書. 華中地方 ;$v第911號
830 #0 $a中國方志叢書.$p華中地方 ;$v第911號
490 1# $a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全集
830 #0 $a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全集
136

欄位 5XX


附註段 (Note Fields - General Information)



CMARC 欄位3XX



欄位500為一般附註項
欄位501-586為專指性附註項
任何型態的文字說明均可，以簡單清楚為原則



分欄






a

一般註（NR）
137

欄位500 一般註(R)


用於下列情況:


有關題名與題名頁的附註

500 ## $a版權頁誤題原題名為巴上冷男人
500 ## $a題名取自版權頁
500 ## $a據第2冊之書目資料著錄

＊著錄連續性出版品時，題名來源多與著錄來源
刊期一起登錄於欄位588內
588 ## $a據第5期(民74年3月)書目資料著錄 ; 題名
取自封面
138

欄位500 一般註(R)


有關內容、藝術表現、翻譯改寫附註

500 ## $a據(清)洪昇之<<長生殿>>原著改寫


與出版項有關的附註

500 ## $a民78年二十刷
500 ## $a出版事項迭有變更


有關著者敘述、版本敘述附註

500 ## $a著者改譯斯密斯
500 ## $a著者號取自題名
500 ## $a影印本

139

欄位500 一般註(R)


有關稽核事項附註

500 ## $ac.2高度為23公分
500 ## $a附件格式內容為MP3
500 ## $a雷射唱片


其他

500
500
500
500
500

##
##
##
##
##

$a執行機構: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a計畫編號: DOH91-DC-1067
$a每年NT$1,200 (平裝)
$a含索引
$a指導教授: 林慶彰
140

欄位502 學位論文註(R)




登錄學位論文資訊
CMARC 欄位328
分欄 a, b, c, d
a 學位論文註（NR）
 b
學位類型（NR）
 c
授予機構名稱（NR）
 d
授予年度（NR）
範例：
502 ## $a博士論文--國立臺灣大學歷史學系, 2010
502 ## $b碩士論文$c國立清華大學歷史研究所
141
$d2010


欄位504 書目註(R)





用來說明出版品內含書目。如一出版品同時有書
目及索引，可用欄位504同時著錄此兩項資訊
CMARC 欄位320
分欄


a 書目註（NR）

範例 :
504 ## $a含參考書目
504 ## $a參考書目: 面467-486
504 ## $a含參考書目及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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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05 內容註(R)






註明出版品的內容目次，欄位也可包含著者敘
述、時間、或卷冊編次等資料
欄位700-740著錄附加題名款目
CMARC 欄位327,463,464
指標1 前導用語顯示





0
1
2
8

內容 (Content)
不完整內容 (Incomplete contents)
部分內容 (Partial contents)
不產生前導用語 (No display constant
generated)

143

欄位505 內容註(R)


指標2 內容層次格式





# 基本級 (Basic)
0 增強級 (Enhanced)

分欄 a, g, r, t





a
g
r
t

內容註（NR）
其他資料（R）
著者敘述（R）
題名（R）
144

欄位505 內容註(R)


內容註無需檢索時，設指標2為“#＂基本級，
以基本格式著錄內容註
範例 :
245 10 $a妖刀記 /$c默默猴著
505 0# $a1, 荒塚妖刀--2, 紅螺染楓--3, 暗香
疏影--4, 天裂蛛綱--5, 青鋒赤煉-6, 五色帝牙--7, 碧火神功
145

欄位505 內容註(R)


內容註需檢索，且著者相同或未知時，設指標2
為“0＂增強級，以增強格式著錄內容註



無需再做欄位740
範例 :
245 10 $a幽默聊齋 /$c周銳著 ; 奇兒繪圖
505 00 $gv.1,$t地府流浪貓--$gv.2,$t會作詩的
寵物猪--$gv.3,$t失憶霸王龍--$gv.4,
$t垃圾堆裡的妖精--$gv.5,$t怪鳥荷包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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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05 內容註(R)


內容註之著者相同或未知時，亦可採基本格式著
錄內容註，並用欄位740著錄附加款目
範例 :
245 10 $a幽默聊齋 /$c周銳著 ; 奇兒繪圖
505 0# $a1, 地府流浪貓--2, 會作詩的寵物猪--3, 失憶
霸王龍--4, 垃圾堆裡的妖精--5, 怪鳥荷包蛋
740 02 $a地府流浪貓
740 02 $a會作詩的寵物猪
740 02 $a失憶霸王龍
740 02 $a垃圾堆裡的妖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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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 02 $a怪鳥荷包蛋

欄位505 內容註(R)


內容註有各自著者時，用欄位700著錄著者題名
附加款目
範例 :
245 10 $a近代中國思想人物論 /$c周陽山, 楊肅
獻編
505 00 $g1,$t晚清思想 /$r張灝等著--$g2,$t民族
主義 /$r李國祁等著
700 12 $a張灝$t晚清思想
700 12 $a李國祁$t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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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30 其他媒體形式註(R)





用來說明一出版品有其他媒體版本
註明其他版本或複製品，並用連接項欄位776
指標1及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欄 (類似 CMARC 欄位311)


a

其他媒體形式註（NR）

範例 :
245 00 $a國家圖書館年報.$n2009年$h[電子資源]
530 ## $a另發行中文紙本
776 1# $t國家圖書館年報.$n2009年
149
$w(NCL)002400797

欄位546 語文註(R)



用來註明刊物正文和摘要所用的語言
應與定長欄位008/35-37作品語文，欄位041語文
代碼一起配合使用
CMARC 欄位302
指標1及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欄 a, b






a 語文註
b
範例 :
041 0# $achi $aeng
546 ## $a中英對照


■

資料代碼或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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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80 連接款目註(R)





用來解釋一刊物與其他刊物間的繁複關係
多用於期刊編目，如下列情況:

提供題名改變的年代

解釋刊物間的複雜關係，通常連接項多於一
個，例如：一刊物分成 (A) 和 (B) ；與 (A)
和 (B) 合併形成 (C)

當各刊物間的關係不能用前導用語解釋清楚時

當刊物與一非連續性出版品有關時，用欄位
580來說明
當一書目紀錄是描述翻版重印時，用欄位580提供
151
原版的的出版資料

欄位580 連接款目註(R)



指標1及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欄


a

連接款目註（NR）

範例 :
245 00 $a小牛頓
580 ## $a衍成: 新小牛頓；少年牛頓
785 16 $t新小牛頓
785 16 $t少年牛頓
245 00 $a黏土娃娃搖搖樂 /$c楊慧芳作
580 ## $a另有題名: 可搖擺黏土公仔
740 0# $t可搖擺黏土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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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要附註欄位










欄位508
欄位511
欄位515
欄位516
欄位520
欄位521
欄位538
欄位586
欄位588

製作群註（R）
演出者註（R）
卷期特異情況註（R）
電腦檔資料形式註（R）
摘要提要註（R）
適用對象註（R）
系統細節註（R）
得獎註（R）
著錄來源註（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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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XX 標題附加款目(一)


欄位600 標題附加款目-個人名稱 (CMARC 600)
600 17 $a王雲五 $2lcstt (主題詞表)
600 17 $a王雲五$x學術思想 $2csht (標題表)



欄位610 標題附加款目-團體名稱 (CMARC 610)
610 27 $a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 $2lcstt
610 17 $a新北市$b社會局 $2lcstt



欄位630 標題附加款目-劃一題名 (CMARC 605)
630 07 $a紅樓夢 $2lcstt

欄位6XX 標題附加款目(二)
欄位650 標題附加款目-主題用語 (CMARC 606)



650 #7 $a前衛音樂 $2lcstt (主題詞表)
650 #7 $a期刊 $2lcstt (主題詞表)
650 #7 $a英國語言$x會話 $2csht (標題表)

欄位651 標題附加款目-地理名稱 (CMARC 607)



651 #7 $a新北市 $2lcstt
651 #7 $a太魯閣國家公園 $2lcstt

欄位700 附加款目-個人名稱(R)



CMARC 欄位701,702
指標1 人名形式






0 以名字著錄
1 以姓或姓名著錄
3 家族名稱

指標2 附加款目類型



# 未提供資訊
2 分析款目

註：相關欄位
600 標題附加款目–個人名稱
800 集叢附加款目–個人名稱

欄位700 附加款目-個人名稱(R)


分欄










a
b
c
d
e
h
k
q
4



姓名（NR）
世代數（NR）
頭銜等修飾語（R）
生卒年（NR）
相關職責詞語（R）
資料類型標示（NR）
形式副標目（R）
全稱（NR）
相關職責代碼（R）











f
g
l
m
n
o
p
r
s
t

作品日期（NR）
其他資料（NR）
作品語文（NR）
音樂表演媒體（R）
編次（R）
編曲（NR）
編次名稱（R）
調性（NR）
版本（NR）
作品題名（NR）

欄位700 附加款目-個人名稱(R)
範例：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0#
0#
1#
1#
1#
12
12
12

$a墨人
$a清高宗
$a林語堂$c(文學)
$a歐陽修$d宋
$a克魯斯$c(Cruise, Tom, 1962-)
$a朱湘$t子夜漫談
$a譚培華$tCOBOL語言
$a莫札特$c(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tConcertos,$mpiano,
orchestra,$nK. 414,$rA major

欄位710 附加款目-團體名稱(R)



CMARC 欄位711,712，指標1為0 團體名稱
指標1 著錄團體名稱之方式






0 倒置名稱
1 以地區或轄區著錄為標目主體
2 直接著錄

指標2 附加款目類型



# 未提供資訊
2 分析款目

註：相關欄位
610 標題附加款目–團體名稱
810 集叢附加款目–團體名稱

欄位710 附加款目-團體名稱(R)


分欄











a
b
c
d
e
h
k
f

團體名稱或轄區
名稱（NR）
從屬單位（R）
會議地點（NR）
會議日期或條約
簽訂日（R）
相關職責詞語（R）
資料類型標示（NR）
形式副標目（R）
作品日期（NR）












g
l
m
n
o
p
r
s
t
4

其他資料（NR）
作品語文（NR）
音樂表演媒體（R）
會議屆次（R）
編曲（NR）
編次名稱（R）
調性（NR）
版本（NR）
作品題名（NR）
相關職責代碼（R）

欄位710 附加款目-團體名稱(R)
範例：
710 2# $a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
710 1# $a臺北市$b教育局
710 1# $a高雄市$b社會局
710 2# $a行政院$b衞生署$b藥物食品檢驗局
710 2# $a內務府$d清

欄位710 附加款目-團體名稱(R)
範例：
710 22 $a交通部$b觀光局$b北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
景區管理處$t北關畫風情
710 22 $a交通部$b觀光局$b北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
景區管理處$t山海溫泉遊
710 22 $a交通部$b觀光局$b北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
景區管理處$t幸福北海岸

欄位711 附加款目-會議名稱(R)



CMARC 欄位712，指標1為1 會議名稱
指標1 會議名稱形式






0 倒置名稱
1 以地區或轄區著錄為標目主體
2 直接著錄

指標2 附加款目類型



# 未提供資訊
2 分析款目

註：相關欄位
611 標題附加款目–會議名稱
811 集叢附加款目–會議名稱

欄位711 附加款目-會議名稱(R)


分欄









a
c
d
e
h
j
k

會議名稱或以轄區
名稱為標目（NR）
會議地點（NR）
會議日期（NR）
從屬單位（R）
資料類型標示（NR）
相關職責詞語（R）
形式副標目（R）









f
g
l
n
p
s
t

作品日期（NR）
其他資料（NR）
作品語文（NR）
會議屆次（R）
編次名稱（R）
版本（NR）
作品題名（NR）

欄位711 附加款目-會議名稱(R)
範例：
711 2# $a全國圖書館業務會議$n(1 :$d民61 :$c臺北市)
711 2# $a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n(8 :$d
民99 :$c國家圖書館)
711 2# $a中文名稱規範聯合協調委員會會議$n(8 :$d
民99 :$c國家圖書館)
711 2# $a全國圖書館業務會議$n(1 :$d民61 :$c臺北市)
$t全國圖書館業務會議紀要

欄位740 附加款目非控制相關或分析題名(R)


指標1 不排序字元





0 無不排序字元
1-9 不排序字元數

指標2 附加款目類型



# 未提供資訊
2 分析款目

註：相關欄位
246 其他形式題名
730 附加款目–劃一題名

欄位740 附加款目非控制相關或分析題名(R)


分欄 a, h, n, p





a
h
n
p

非控制相關/分析題名（NR）
資料類型標示（NR）
編次（R）
編次名稱（R）

欄位740 附加款目非控制相關或分析題名(R)
範例：
提供欄位505題名附加款目
245 10 $a幽默聊齋 /$c周銳著 ; 奇兒繪圖
505 0# $a1, 地府流浪貓--2, 會作詩的寵物猪--3, 失
憶霸王龍--4, 垃圾堆裡的妖精--5, 怪鳥荷包蛋
740 02 $a地府流浪貓
740 02 $a會作詩的寵物猪
740 02 $a失憶霸王龍
740 02 $a垃圾堆裡的妖精
740 02 $a怪鳥荷包蛋

欄位740 附加款目非控制相關或分析題名(R)
範例：
相同媒體出版品之不同題名
245 10 $a黏土娃娃搖搖樂 /$c楊慧芳作
500 ## $a另有題名: 可搖擺黏土公仔
740 0# $a可搖擺黏土公仔
無著者之合刊著錄情形
245 00 $a禮八十八佛洪名寶懺.$b大悲懺儀
740 02 $a大悲懺儀

欄位776 其他媒體形式款目(R)




欄位776適用於圖書及連續性出版品，用來連結在
編資料其他媒體版本的書目紀錄，包括：微縮複
製品，電子版本，和其他非書版本
指標1 是否產生附註





0 產生附註
1 不產生附註

指標2 前導用語顯示



# 其他媒體形式
8 不須產生前導用語

欄位776 其他媒體形式款目(R)


分欄







a
b
c
d
g
i

主標目（NR）
版本敘述（NR）
區別字樣（NR）
出版項（NR）
相關部分（R）
關係資訊（R）










s 劃一題名（NR）
t 題名（NR）
w 紀錄控制號（R）
x 國際標準叢刊號
(ISSN)（NR）
y 叢刊代碼(CODEN)
（NR）
z 國際標準書號
(ISBN)（R）

欄位776 其他媒體形式款目(R)
範例：
245 00 $a紅樓夢$h[電子資源] /$c曹雪芹作
530 ## $a另發行紙本
776 1# $t紅樓夢
245 00 $a紅樓夢 /$c曹雪芹作
530 ## $a另發行電子版
776 1# $t紅樓夢

欄位780 先前款目(R)
欄位785 後續款目(R)


欄位780及欄位785屬於書目間的衍續關係
（Chronological relationship）



用欄位780來著錄在編連續性出版品的前任出版
品，若前任出版品不只一種，可重複使用欄位
780



用欄位785來連結在編連續性出版品接續款目，
若後續發行的出版品超過一種，則可重複使用
欄位785

欄位780 先前款目(R)
欄位785 後續款目(R)




欄位780應與785配對使用：當一書目紀錄的正
題名或劃一題名是另一筆紀錄的欄位780時，則
該筆書目紀錄的正題名或劃一題名便應是此筆
書目紀錄的欄位785


245 00 Title A

245 00 Title B



780 00 Title B

785 00 Title A

必要時可用欄位580解釋其間關係

欄位780 先前款目(R)
欄位785 後續款目(R)


若指標1是0，則由指標2控制線上目錄前導用語顯示


指標1 不產生附註





0 產生附註
1 不產生附註

指標2用來指明現刊與前任或續任出版品間之關係，
並控制線上目錄前導用語顯示


指標2 關聯類型

欄位780 先前款目(R)


指標2 關聯類型


0 繼續 (Continues)



1 衍自 (Continues in part)



4 由…及…合併而成
(Formed by the union of … and …)



5 合併 (Absorbed)



6 部分合併 (Absorbed in part)



7 由…分出 (Separated from)

欄位785 後續款目(R)


指標2 關聯類型


0 改名 (Continued by)



1 部分改名 (Continued in part by)



4 併入 (Absorbed by)



5 部分併入 (Absorbed in part by)



6 衍成…及… (Split into … and … )



7 與…合併為… (Merged with … to form …)



8 恢復原題名 (Changed back to)

欄位780 先前款目(R)
欄位785 後續款目(R)


分欄 a, b, d, g, s, t , w, x, y










a 主標目（NR）
b 版本敘述（NR）
d 出版項（NR）
g 相關部分（R）
s 劃一題名（NR）
t 題名（NR）
w 紀錄控制號（R）
x 國際標準叢刊號 (ISSN)（NR）
y 叢刊代碼 (CODEN)（NR）

欄位780 先前款目(R)
欄位785 後續款目(R)
範例：
245 00 $a國家圖書館館訊
780 00 $t國立中央圖書館館訊
繼續: 國立中央圖書館館訊
245 00 $a國立中央圖書館館訊
785 00 $t國家圖書館館訊
改名: 國家圖書館館訊
245 00 $a四海之友
780 05 $t函校通訊
合併: 函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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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780 先前款目(R)
欄位785 後續款目(R)
範例：
245 00 $a函校通訊
785 04 $t四海之友
併入: 四海之友
245
580
780
780

00
##
14
14

$a高雄文獻
$a由高市文獻及高縣文獻合併而成
$t高市文獻
$t高縣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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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830 集叢附加款目
-- 劃一題名(R)


指標1




# 未定，以空格表示

指標2 不排序字元



0 不排序字元
1-9 不排序字元數

註：相關欄位
490 集叢敘述
500 一般註
533 複製註（$f重製之集叢敘述）

欄位830 集叢附加款目
-- 劃一題名(R)


用欄位830著錄集叢題名附加款目。著錄欄位830時，
書目紀錄中應有集叢敘述(欄位490)或附註項(欄位500)
或欄位533分欄$f



分欄








a
d
f
g
h
k
l

劃一題名（NR）
簽約日期（R）
作品日期（NR）
其他資料（NR）
資料類型標示（NR）
形式副標目（R）
作品語文（NR）










m
n
o
p
r
s
t
v

音樂表演媒體（R）
編次（R）
編曲（NR）
編次名稱（R）
調性（NR）
版本（NR）
作品題名（NR）
集叢號（NR）

欄位830 集叢附加款目
-- 劃一題名(R)
範例：
490 1# $a中國歷史叢書 ;$v1W75
830 #0 $a中國歷史叢書 ;$v1W75
490 1# $a滄海叢刊. 哲學
830 #0 $a滄海叢刊.$p哲學
490 1# $a桂冠心理學叢書. 心理學術系列 ;$v26
830 #0 $a桂冠心理學叢書.$p心理學術系列 ;$v6

欄位856 電子資源位址及
取得方法(R)




欄位856用來紀錄遠端取得的電子出版品的資源
位址及取得方法
指標1 檢索方法








#
0
1
2
3
4
7

未提供資訊
電子郵件 (Email)
檔案傳輸 (FTP)
遠程登入 (Remote login (Telnet) )
撥接 (Dial-up)
超本文傳輸協定 (HTTP)
取得方式著錄於分欄2

欄位856 電子資源位址及
取得方法(R)


指標2 相關性


# 未提供資訊



0 資源本身 (Resource)



1 資源之電子版本 (Version of resource)



2 相關資源 (Related resource)



8 不產生前導用語
(No display constant generted)

欄位856 電子資源位址及
取得方法(R)


分欄 u, y, z, 2, 3


u

統一資源識別符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R）



y

連結文字 (Link text) （R）



z

公開顯示之附註 (Public note) （R）



2

取得方法 (Acess method)（NR）



3

資料說明 (Materials specified) （NR）

欄位856 電子資源位址及
取得方法(R)



分欄u 統一資源識別符，若一電子出版品有數個
URL，可重複使用欄位856
分欄z 用來說明遠端存取電子資料的有關事項



分欄3 用來說明欄位856所連接的電子資料



856 1# $u ftp://Harvarda.Harvard.edu
856 40 $u
http://Saturn.ksi.edu/people/advisors/changs
k/changbook/contents.html $z趣味電腦
856 42 $u http://marine.cpami.gov.tw
$z海洋國家公園通訊

肆、著錄項目著錄法


就中國編目規則八大著錄項目的著錄方法，
輔以「MARC 21」為依據，將兩者之條文號
碼及欄位號碼說明如下：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版本項



資料特殊細節項



出版項






稽核項
集叢項
附註項
標準號碼及其他必
要記載項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一)


題名部分著錄內容包括：正題名、卷數、資
料類型標示、並列題名、副題名等；著者敘
述部分包括：著者名稱及著作方式。

參考(規則＊.1)(機讀欄位245)
1.正題名--(規則＊.1.1)(機讀欄位245，分欄a)
(1)依據作品的主要著錄來源著錄，規則第二
至十三章對各類型資料的正題名來源，有


指定著錄來源的規定。 (規則＊.0.2)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二)
(2)正題名非得自指定著錄來源，應加方括弧；
非得自主要著錄來源，需註明於附註項。
(3)正題名的用字、符號、標點、數字…等，均
依原作品所載著錄。若正題名中之標點符號
與指定之標點符號相同而有礙辨識時，得改
以適當之符號或省略。 (規則1.1.1.1)
※ 其他有關正題名之著錄規定，請參考
規則1.1.1.1至1.1.1.10及各章之規定。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三)
例：幾何學ABC (245 10 $a幾何學ABC)
O與1之間 (245 10 $aO與1之間 )
理學.佛學 (245 10 $a理學.佛學)
古文觀止 十二卷
(245 10 $a古文觀止 十二卷)
房地產法律談. 續編
(245 10 $a房地產法律談.$n續編)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四)
2.資料類型標示--(規則＊.1.2)
(機讀欄位245，分欄h)
(1)資料類型標示之著錄為自由選用性質。
(2)標示名稱記於正題名之後，加方括弧，
一般圖書館對圖書均不加資料類型名稱。
例：中華民國全圖[地圖] (245 $h[地圖])
大家說英語[錄音資料] (245 $h[錄音資料])
中華職棒[電子資源] (245 $h[電子資源])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五)
3.並列題名--(規則＊.1.3)(機讀欄位245，分欄b)
(1)主要著錄來源載有與正題名不同語文之其
他題名或符號(如羅馬拼音)，視為並列題
名。依主要著錄來源所載順序著錄，並列
題名前冠以等號(=) 。
例：臺北建築 = Taipei architecture
(245 10 $a臺北建築 =$bTaipei architecture)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六)
(2)翻譯作品附原文，且原題名載於主要著錄
來源，原題名以並列題名著錄。
(3)翻譯作品未附原文，其原題名可著錄於
附註項，並以前導用語「譯自：」引出；
或可著錄於劃一題名並加註譯本語文。
(規則1.1.3.3)(機讀欄位500或240)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七)
例：
人生的光明面
譯自: The amazing results of positive thinking
(245 10 $a人生的光明面)
(500 ## $a譯自: The amazing results of positive
thinking)
[The amazing results of positive thinking.中文]
(240 14 $aThe amazing results of positive
thinking.$l中文)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八)
4.副題名--(規則＊.1.4)(機讀欄位245，分欄b)
主要著錄來源若載有副題名，則加冒號(：)
置於所屬正題名或並列題名之後。
例：贏的策略 : 從設計出發 = The strategy of
anticounterfeiting : innovative industrial design
(245 10 $a贏的策略 :$b從設計出發 = The
strategy of anticounterfeiting : innovative
industrial design)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九)
5.著者敘述--(規則＊.1.5)(機讀欄位245，分欄c)
(1)依作品之主要著錄來源著錄，著作方式記於
著者名稱之後，著者敘述非來自主要著錄來
源者加方括弧。
(2)著述方式相同之著者名稱，以(，)相隔，不
止一人(團體)時，併錄之；但超過三人者，
僅記首列之著者，並加以「等」字，其餘全
部省略，著作方式不同者，則隔以分號(；)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十)
例：古文觀止 十二卷 / (清)吳楚才選輯
(245 00 $a古文觀止 十二卷 /$c (清)吳楚才選輯)
河殤 / 蘇曉康, 王魯湘著
(245 10 $a河殤 /$c蘇曉康, 王魯湘著)
三劍客 / 大仲馬(Alexandre Dumas)著 ;
許智仁譯
(245 10 $a三劍客 /$c大仲馬(Alexandre
Dumas)著 ; 許智仁譯)

版 本 項(一)


版本項的著錄，包括版本敘述與關係版本之著
者敘述兩部分。以分項符號(. -- )與題名及著者
敘述項分隔。

參考(規則＊.2)(機讀欄位250)
1.版本敘述--(規則＊.2.1)(機讀欄位250，$a)
依規則各章之主要著錄來源或本項之指定著錄
來源著錄，得自其他來源者加方括弧。


版 本 項(二)
(1)版次：依作品中所載版次敘述著錄。
(2)版本：版本名稱照原書所載著錄。
例：初版(250 ## $a初版)明刊本(205 ## $a明刊本)
2.關係版本之著者敘述--(規則＊.2.2)
(機讀欄位250，$b)
除原著者外，凡對版本修改增補之著者敘述，
著錄於版本敘述之後，但本項為選擇性條文，
各館可自行決定是否採用。

資料特殊細節項





此著錄項目僅用於連續性出版品、地圖、
樂譜、電子資源及某些微縮資料。
以分項符號(. -- )與前項相隔。
參考(規則＊.3)(機讀欄位254(樂譜)，
255(地圖資料)，256(電子資源)，
362(連續性出版品) )

出 版 項(一)


出版項包括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三個細項
，以分項符號(. -- )與前項相隔。出版項基本著
錄格式如下：
出版地：出版者, 出版年
出版地：出版者：發行者, 出版年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地：發行者, 出版年



參考(規則＊.4)(機讀欄位260)

出 版 項(二)
1.出版地、經銷地等--(規則＊.4.2)
(機讀欄位260，$a)
(1)依規則各章之指定著錄來源著錄。
(2)為助於辨識，有區別之必要時，則於該地
名前冠以較大地區名稱，若較大地區名稱
非得自指定著錄來源，則加方括弧。
(3)若作品無出版地之記載，則以「出版地不
詳」著錄之。

出 版 項(三)
例：臺北市 (260 ## $a臺北市)
[臺北縣]新店市 (260 ## $a[臺北縣]新店市)
[高雄縣？] (260 ## $a [高雄縣？])
[出版地不詳] (260 ## $a [出版地不詳])
2.出版者、經銷者等--(規則＊.4.3)
(機讀欄位260，$b)
(1)依規則各章之指定著錄來源所載之出版者
、經銷者等名稱著錄於其所在地名之後。

出 版 項(四)
(2) 出版者或經銷者名稱以最簡明字樣著錄之
，但以不妨礙辨識為原則。
(3)出版者或經銷者不詳，得以「出版者不詳」
著錄之。
例：臺北市 : 正中 (260 ## $a臺北市 :$b正中)
[出版地不詳 : 出版者不詳]
(260 ## $a[出版地不詳 :$b出版者不詳])

出 版 項(五)
(4)若出版者名稱已載於題名及著者敘述項時，
基於提供出版者檢索點之考量，宜採用全稱
或簡稱直接著錄，不用「著者」、「編者」、
該部」、「該館」、「該會」等字樣著錄。
(規則1.4.3.4)
例：自動化經濟績效之評估與建議 / 國家建設委員
會編. --臺北市 : 國家建設委員會, 民75
(260 ## $a臺北市 :$b國家建設委員會,$c民75)

出 版 項(六)
(5)若作品指定之著錄來源載有二個以上出版者
、經銷者時，以排列在前者著錄之。其餘機
構若印刷字體顯著者，亦一併著錄。
(規則1.4.3.5)
例：上海市 :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教育出版社



(260 ## $a上海市 :$b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
教育出版社)
參考「國家圖書館有關聯合出版之著錄格式」(編
目園地)

出 版 項(七)
3.出版者、經銷者職責敘述--(規則＊.4.4)
(機讀欄位260，$b)
出版項中若逕以發行者或出版者著錄，不必加記職責敘
述；若同時載有不同職責之機構名稱，則不宜省略。

例：臺北市 : 東大出版 : 三民經銷
(260 ## $a臺北市 :$b東大出版 :$b三民經銷)
臺北市 : 第三波出版 ; 臺南市 : 船塢總經銷
(260 ## $a臺北市 :$b第三波出版 ;
$a臺南市 :$b船塢總經銷)

出 版 項(八)
4.出版年--(規則＊.4.5)(機讀欄位260，$c)
(1)以版本項所載該版本之首次出版年代為出版
年。必要時得加註月份於年代之後，年、月
中間以圓點分隔。
(2)出版年用西元、外國紀年、干支或代字紀年
者，照錄之。西元以外之紀年查明西元年代
，並加方括弧以阿拉伯數字著錄記註於後。
(3)作品含有數冊而其出版年不同時，須註明其
最初及最後出版年。

出 版 項(九)
(4)作品若無出版年之記載，不可著錄為「出
版年不詳」，但可依版權年、印製年、序
跋年、推定年代之順序來著錄。
例：臺北市 : 遠流, 民96.03
(260 ## $a臺北市 :$b遠流,$c民96.03)
2003.12($c2003.12)
昭和27年[1952] ($c昭和27年[1952])
民75-76 ($c民75-76) 民75- ($c民75- )
民79印刷 ($c民79印刷) 民89? ($c民89?)

稽 核 項(一)








稽核項的著錄，包括：數量單位，插圖及其他
稽核細節，高廣、尺寸，附件。各類型資料形
體互異，所使用之名詞也各有不同。
稽核項的指定著錄來源為作品本身或其他來源
，除另有規定外，均不加方括弧。
稽核項(圖書)基本著錄格式如下：
面(冊數)：圖；高廣 + 附件
參考(規則＊.5)(機讀欄位300)

稽 核 項(二)
1.面(葉)數、冊數--(規則2.5.1) (機讀欄位300，$a)
以阿拉伯數字及作品之計數單位著錄
例：182面, 圖版6面 (300 ## $a182面, 圖版6面)
[9], 285面 (300 ## $a[9], 285面)
125葉 (300 ## $a125葉)
2冊 (300 ## $a2冊)
3冊(900面) (300 ## $a3冊(900面))
1冊(活頁) (300 ## $a1冊(活頁))

稽 核 項(三)
2.插圖及其他稽核細節--(規則2.5.2)
(機讀欄位300，$b)
書籍附有插圖者以「圖」著錄之，插圖之種類
按下列順序著錄：像、地圖、設計圖、圖表、
影抄、譜系表、表格、樂譜等。
例：125面 : 圖, 像 (300 ## $a125面 :$b圖, 像)
彩圖, 部份彩像 ($b彩圖, 部份彩像)
像, 樂譜 ($b像, 樂譜)

稽 核 項(四)
3.高廣--(規則2.5.3)(機讀欄位300，$c)
(1)一書之高廣以其封面之長寬為準，按公分
量度記載，其零數作一公分計。
(2)一般書籍僅記其高度，但長本或橫本書則
高廣尺度並記，高在前，廣次之，中間置
「x」號。
例：125面：圖；27 x 13公分
(300 ## $a125面 :$b圖 ;$c27 x 13公分)

稽 核 項(五)
4.附件--(規則＊.5.4)(機讀欄位300，$e)
附件可依下列三種方式擇一著錄：
(1)視為另一作品著錄。
(2)著錄於附註項。
例： 註云：本書附有教師手冊一冊。
(3)著錄於稽核項末。
例：125面 : 圖 ; 27公分 + 1冊使用手冊
(300 ## $a125面 :$b圖 ;$c27公分 +$e 1冊
使用手冊)

集 叢 項(一)







集叢項記於稽核項後，以分項符號(. -- )相隔，
集叢項另加圓括弧。
集叢項的著錄包括：集叢正題名、集叢並列題
名、集叢副題名、集叢著者敘述、集叢之標準
叢刊號碼、集叢號、附屬集叢、二種以上集叢
敘述等細目。
集叢號之數字以阿拉伯數字記之。
參考(規則＊.6 )(機讀欄位490, 830)

集 叢 項(二)
例：1.(人人文庫 ; 特121)
(490 0# $a人人文庫 ;$v特121)
2.(滄海叢刊. 哲學)
(490 1# $a滄海叢刊. 哲學)
(830 #0 $a滄海叢刊.$p哲學)
3.(雙月樓新記 ; 第1集) (晨鐘文庫 ; 7)
(490 1# $a雙月樓新記 ;$v第1集)
(490 1# $a晨鐘文庫 ;$v7)

附 註 項(一)


為解說題名、著者、版本、出版、稽核、
集叢各項未詳盡之處，得於附註項說明。
附註分為數則者，依編目規則所規定的著
錄項目依次記載。



參考(規則＊.7 )(機讀欄位5--)

附 註 項(二)










例：500
例：500
例：500
例：500
例：500
例：500
例：500
例：504
例：546

##
##
##
##
##
##
##
##
##

$a據第2冊書目資料著錄
$a題名取自封面 (欄位588)
$a據康熙庚申(1680)年版本影印
$a民96年初版三刷
$a版權頁題名: 奉天昌圖縣志
$a著者本名陳平
$a含索引
$a參考書目: 面237-245
$a中英對照

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一)






本項記載國際標準號碼(ISBN，ISSN)、識別題名
、獲得方式、裝訂及其他區別字樣等四個細項。
本項記載另起一行，若有兩個以上之標準號
碼，則每一記載之間用分項符號(. -- )隔開。
參考(規則＊.8 )(機讀欄位020)

例： 無ISBN
NT$200 (精裝) (020 ## $cNT$200 (精裝))
基價3.5元 (020 ## $c基價3.5元)
非賣品 (平裝) (020 ## $c非賣品 (平裝))

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二)
例：
10碼ISBN
ISBN 9571201529 (全套 : 精裝) : NT$500. -ISBN 9571201537 (上冊 : 精裝) : NT$250. -(020 ## $a9571201529 (全套 : 精裝) :$cNT$500)
(020 ## $a9571201537 (上冊 : 精裝) :$cNT$250)
13碼ISBN
ISBN 9789866973055 (平裝) : NT$400
(020 ## $a9789866973055 (平裝) :$cNT$400)

電子資源位址及取得方法





欄位856 (MARC 21)
常用分欄及順序：
URL（856 $u）
公開顯示的附註（856 $z）
例：856 42 $uhttp://www.lib.ntu.edu.tw/pub/
univj/menu.html$z大學圖書館
856 40 $uhttp://dblink.ncl.edu.tw/epub/
a00001-9789862730485-00.epub
$z電子書

伍、檢索款目著錄法
根據規則第21-26章
個人著者：欄位100、700（規則第22章）
團體著者：欄位110、710、711（規則第24章）
相關題名：欄位246（規則第21、25章）
主題分析：欄位6xx（標題）（不在規則討論範圍）
中文常用600、610、630、650、651
欄位084、092（分類號）
參照（規則第26章）









權威控制


維護標目的一致性
選擇主標目（同一實體多個名稱之間）
確立標目形式
對於名同實異的標目加以區別



建立標目間的參照關係
主標目和異名標目之間
主標目和主標目之間
不同語文標目之間

實 例(一)







例：245 10 $a彩色藝術字大全
246 14 $a五彩百體藝術字大全 (封面題名)
例：650 #7 $a英國語言 $2 csht
例：650 #7 $a前衛音樂 $2 lcstt
例：084 ## $a805.12 $b8384 90 $2 ncsclt
例：245 10 $a王荊公文集箋注 /$c(宋)王安石撰
100 1# $a王安石$d宋

實 例(二)




例：245 10 $a我們的動物園 /$c鍾琴, 黃大魚撰
500 ## $a黃大魚本名黃春明
100 1# $a鍾琴
700 1# $a黃春明
例：245 10 $a金傑和皮克的故事 /$c 碧雅翠絲.
波特原著 ; 林海音翻譯
100 1# $a波特$c(Potter, Beatrix, 18661943)
700 1# $a林海音
700 1# $aPotter, Beatrix, $d1866-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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