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000 記錄標示 Record Label 定長 Fixed V

記錄長度 Record length 5 0－4
記錄性質 Record status 1 5

c 修正過之記錄 corrected record
d 刪除之記錄 deleted record
n 新記錄 new record
o 有較高層次之記錄 previously issued higher

level record
p 曾為不完整或出版前

之記錄

previously issued as an
incomplete, pre-publication
record

執行代碼 Implementation 4 6－9
    記錄類型     Type of record 1 6

a 印刷型式之文字資料 language materials, printed

b 手稿型式之文字資料 language materials,
c 印刷型式之樂譜 music scores, printed
d 手稿形式之樂譜 music scores, manuscript

e 印刷型式之地圖資料 cartographic materials,
f 手稿型式之地圖資料 cartographic materials,

manuscript
g 動態放映資料（如影

片、影碟、錄影帶

等）

projected and video material
（motion pictures,
filmstrips, slides,
transparencies, video

h 縮影資料 microforms
i 錄音資料（非音樂

性）

sound recordings, non-
musical performance

j 錄音資料（音樂性） sound recordings, musical
performance

k 靜畫、圖片、設計圖

及靜態放映資料（

如：幻燈片、透明片

two-dimensional graphics （
pictures, designs etc.）

l 電腦檔（如：磁帶、

磁片、光碟等）

electronic resources

m 多媒體組件 multimedia
n 特殊教學資料（包括

圖表、生態立體圖、

閃示卡、遊戲用品、

顯微鏡切片、模型、

special instruction materials

p 立體藝術品、實物 three-dimensional artefacts
and realia

r 善本書 Chinese rare books
u 拓片 rubbings

CMARC3 XML Schema/DTD元素名稱中英文定義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1



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書目性質     Bibliographic 1 7
a 分析款目 analytic（component part）
c 合集 collection
m 單行本 monographic
s 連續性出版品 serial

    層次等級     Hierarchical
level code

1 8

從屬關係未定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undefined

0 無從屬關係 no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1 最高層的記錄 highest level record
2 最高層以下之所有層

次之記錄

record below highest level
(all levels below)

   未定     Undefined 1 9
指標長度 Indicator length 1 10
分欄識別長度 Subfield identifier

length
1 11

資料基位 Base address of 5 12－16
記錄補釋 Additional record

definition
3 17－19

   著錄依據     Encoding level 1 17
完整著錄 full level

1 次完整著錄 sublevel 1
2 出版前著錄 sublevel 2
3 不完整著錄 sublevel 3

     著錄格式 Descriptive
cataloguing form

1 18

完全採用ISBD之格式 record is in full ISBD form
n 不採用ISBD之格式 record is in partial or

incomplete ISBD form
i 局部或不完全採用

ISBD之格式
record is in non-ISBD form

   未定     Undefined 1 19
指引格局 Directory map 4 20－23
    欄長位數     Length of

'Length of field'
1 20

    首字位址     Length of
'Starting character
position'

1 21

    執行定義部份
長度

    Length of
implementation－
defined portion

1 22

   未定     Undefined 1 23
001 記錄識別欄 Record Identifier 定長 Fixed V
005 最後更新時間 Version Identifier 定長 Fixed

2



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009
〕

各館系統控制號 Other System Control
Numbers

定長 Fixed V

　　各館系統控制號     Other Systems
Control   Number

a

010 國際標準書號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ISBN）

變長 Variable V

　以中文著錄     Described in Chinese 0

　以中文以外之語文

著錄

    Described in other
than Chinese

1

　　號碼         Number（ISBN） a

　　裝訂及其他區別

字樣

        Qualification b

　　發行性質／價格         Terms of
Availability and／or
Price

d

　　取消／錯誤號碼         Erroneous ISBN z V
011 國際標準叢刊號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ISSN）

變長 Variable V

　以中文著錄     Described in Chinese 0

　以中文以外之語文

著錄

    Described in other
than Chinese

1

　　號碼         Number（ISSN） a
　　裝訂及其他區別

字樣

        Qualification b

　　發行性質／價格         Terms of
Availability and／or

d

　　取消之號碼         Cancelled ISSN y V
　　錯誤號碼         Erroneous ISSN z V

020 國家書目號 National Bibliography
Number

變長 Variable V

　　國家代碼         Country Code a
　　號碼         Number b
　　取消／錯誤號碼         Erroneous Number z V

021 送繳編號 Legal Deposit Number 變長 Variable V
　　國家代碼         Country Code a
　　號碼         Number b
　　取消／錯誤號碼         Erroneous Number z V

022 官書編號 Government Publication
Number

變長 Variable V

　　國家代碼         Country Code a
　　號碼         Number b
　　取消／錯誤號碼         Erroneous Number z V

3



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025 銷售號／庫存號 Sales Number／Stock
Number

變長 Variable V

　　銷售號、庫存號

及其他字樣

        Sales Number／
Stock Number

a V

　　來源（編號機

構）

        Source（agency
assigning number）

b

　　取消／錯誤號碼         Cancelled／invalid
number

z V

040 叢刊代碼 CODEN（Serials） 變長 Variable V
　　叢刊代碼         CODEN a
　　錯誤代碼         Erroneous CODEN z V

042 審查機構代碼 Authentication Agency
Code

變長 Variable V

　　機構代碼         Authentication
Agency Code

a V

050 國立中央圖書館卡片

號碼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ard Number

變長 Variable

　　號碼         NCL Card Number a
　　取消／錯誤號碼         Erroneous Number z V

071 出版者資料編號（適

用於錄音資料與樂

譜）

Publisher's Number（
Sound Recordings and
Music）

變長 Variable V

　識別號碼     Issue number 0

　唱片模版號碼     Matrix number 1

　圖幟號碼     Plate number 2

    其他出版者資料編

號（印刷形式之樂

    Other Publisher's
Number（Printed

3

　不做附註     Do not make a note 0

　做附註     Make a note 1

　　出版者資料編號         Publisher's Number a
　　來源         Source b

100 一般性資料 General Processing Data 定長 Fixed V
　　一般性資料         General Processing

Data
a 35

輸入日期 Date entered on file 8 0－7 V
出版情況 Type of Publication

Date
1 8

a 繼續刊行之連續性出

版品

currently published serial

b 已停刊之連續性出版 serial no longer being
c 連續性出版品不能確

定是否仍繼續刊行或

停刊者

serial of unknown status

d 一次或一年內出版完

整之單行本

monograph complete when
issued, or issued within one
calendar year

4



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e 重印本、影印本、影

鈔本、翻印本

reproduction of a document

f 單行本出版年不確定

者

monograph, date of
publication uncertain

g 單行本出版年在一年

以上者

monograph whose
publication continues for

y 未發行之資料 unpublished
出版年1 Publication Date 1 4 9－12
出版年2 Publication Date 2 4 13－16
適用對象 Target Audience

Code
3 17－19

a 青少年，一般性（當

b、c、d、e 未使用或
不適用時）

juvenile, general（Use
instead of b, c, d or e when
these codes have not been
used or cannot be used）

b 學前兒童，0-5歲 pre-primary, ages 0-5

c 學齡兒童，5-10歲 primary, ages 5-10
d 兒童，9-14歲 children, ages 9-14
e 青少年，14-20歲 young adult, ages 14-20

k 成年，學術性 adult, serious
m 成年，一般性 adult, general
u 不詳 unknown
z 特殊使用者 specialized

政府出版品代碼 Government
Publication

1 20

a 中央機構 federal／national
b 省級、院轄市機構 state／province
c 縣級、省轄市機構 county／department
d 鄉、鎮、縣轄市及其

他地方機構

local（municipal, etc.）

e 中央機構以下、省級

機構以上之各級機構

聯合出版品

multi-local（interstate
departments, etc. below the
national level）

f 國際機構 intergovernmental
g 流亡政府機構 government in exile or

clandestine
h 機構所屬層級無法確 level not determined
u 不詳（不確定是否為

政府出版品 ）
unknown

y 非政府出版品 not a government publication
z 其他（不屬於a-g之其

他層級）

other government level

修正記錄代碼 Modified Record
Code

1 21 V

5



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0 未修正 unmodified record
1 修正 modified record

編目語文 Language of
Cataloguing

3 22－24 V

音譯代碼 Transliteration 1 25
a 國際標準組織音譯法 ISO transliteration scheme
b 其他（如韋傑士羅馬

拼音系統）

other（e.g. Wade-Giles
System of Romanization,

c 多種音譯法 multiple transliterations

y 無音譯 no transliteration scheme
used

字集 Character Sets 4 26－29 V
01 ISO 646, IRV version（

basic Latin set）
ISO 646, IRV version（
basic Latin set）

02 ISO Registration ＃37
（basic Cyrillic set）

ISO Registration ＃37（
basic Cyrillic set）

03 ISO 5426（extended
Latin set）

ISO 5426（extended Latin
set）

04 ISO DIS 5427（
extended Cyrillic set）

ISO DIS 5427（extended
Cyrillic set）

05 ISO（Greek set） ISO（Greek set）
06 ISO 6438 （African

coded character set）
ISO 6438 （African coded
character set）

09 中文字集 National standard of Chinese
character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附加字集 Additional
Character Sets

4 30－33

題名語文 Script of Title 1 34

a 拉丁文 Latin
b 其他拉丁語系（如英

文、德文 ）
Roman（extended, e.g.
English, German, etc.）

c 斯拉夫語文 Cyrillic
d 日文 Japanese
e 中文 Chinese
f 阿拉伯文 Arabic
g 希臘文 Greek
h 希伯來文 Hebrew
i 泰文 Thai
j 梵文 Devanagari
k 韓文 Korean
l 塔米爾文 Tamil
z 其他 other

101 作品語文 Language of the Item 變長 Variable V

6



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原文     Item is in the original
language(s) of the work

0

　譯文     Item is a translation
of the original work or
an intermediate work

1

　含譯文     Item contains
translations other than
translated summaries

2

　　正文語文         Language of Text a V
　　據以翻譯之譯文

語文

        Language of
Intermediate Text when
Item is Not Translated
from Original

b V

　　原文         Language of
Original Work

c V

　　提要語文         Language of d V
　　目次語文         Language of

Contents Page
e V

　　題名頁語文（別

於正文時）

        Language of Title
Page if Different from

f V

　　正題名語文（如

非正文語文）

        Language of Title
Proper if Not First
Language of Text

g

　　歌詞語文（適用

於錄音及文字資料 並
存時）

        Language of
Libretto, etc.

h V

　　附件語文（別於

摘要、歌詞時）

        Language of
Accompanying Material
（Other than
Summaries, Abstracts or
Librettos）

i V

　　影片字幕語文         Language of j V
102 出版國別 Country of Publication

or Production
變長 Variable

　　出版國別         Country of a V
　　出版地區         Locality of b V
　　出版縣市         County／City of

Publication
c V

105 資料代碼欄：圖書、

善本書

Coded Data Field：
Textual Material,
Monographic, Chinese

定長 Fixed

　　圖書之資料代碼         Monograph Coded
Data

a 13

插圖代碼 Illustration codes 4 0－3

7



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a 圖 illustrations
b 地圖 maps
c 肖圖 portraits
d 航行圖 charts
e 設計圖（如建築設計

圖）

plans

f 圖版 plates
g 樂譜 music
h 影鈔；書影 facsimiles
i 徽章 coats of arms
j 譜系表 genealogical tables
k 表格 forms
l 樣本 samples
m 錄音資料（如附在書

內硬紙夾的唱片）

sound recordings

n 透明圖片（如附在書

袋中的透明片）

transparencies

o 文稿上的修飾圖案 illuminations
y 無插圖 no illustrations
z 其他（如含不同於m、

n媒體之附件）
others

內容形式代碼 Form of Contents
Codes

4 4－7

a 書目（參考書目、研

究書目、專題書目

bibliography

b 目錄（器物目錄、藏

書目錄、出版目錄、

展覽目錄等）

catalogue（lists of items in a
collection, an exhibition, or a
commercial catalog）

c 索引 (專指作品本身為
索引)

index（not when an item
contains an index to its own
contents）

d 摘要（專指作品本身

為摘要）

abstract or summary（not
when an item contains
abstracts to its own

e 字典 dictionary
f 百科全書、類書 encyclopaedia
g 名錄、指南 directory
i 統計資料 statistics
j 編序資料 programmed text book
k 專利 patent
l 標準（技術規範） standard
m 學位論文 dissertation or thesis
n 法規 laws and legislation
b 數值表 numeric table
p 技術報告 technical report
q 試題 examination paper

8



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r 文獻評析 literature surveys／reviews
s 條約、協定 treaties
t 漫畫、連環圖書 cartoons or comic strips
z 其他 other

會議代碼 Conference or
Meeting Code

1 8

0 非會議紀錄 not a conference publication
1 會議記錄 conference publication

紀念集指標 Festschrift 1 9
0 非紀念集 not a festschrift
1 紀念集 festschrift

索引指標 Index Indicator 1 10
0 無索引 no index
1 有索引 index present

文學體裁代碼 Literature Code 1 11
a 小說（長篇、中篇、

短篇、極短篇）

fiction

b 戲劇（包括電視劇、

電影劇本）

drama

c 散文（小品、雜文、

駢文）

essays

d 幽默及諷刺小品（不

包括漫畫）

humour, satire

e 書信 letters
f 短篇故事、民間故

事、寓言、神話、童

話、傳說

short stories

g 詩詞、曲、賦、歌謠 poetry
h 演說稿、對話錄 speeches, oratory
y 非文學作品（含文學

批評）

not a literary text

z 其他或多種體裁（例

如：遊記、傳記、報

導文學、對聯 ）

multiple or other literary
forms

傳記代碼 Biography Code 1 12
a 自傳 autobiography
b 分傳 individual biography
c 總傳 collective biography
d 含傳記資料 contains biographical
y 非傳記資料 not biographical

106 資料代碼欄：文字資

料形式特性

Coded Data Field：
Textual Materials －
Physical Attributes

變長 Variable

　　文字資料形式代

碼

    Textual Material
Coded Data－Physical
Medium Designator

a V

9



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d 大字體印刷資料 large print
e 報紙形式 newspaper format
f 點字本 Braille and Moon script
g 縮影資料 microprint
h 手稿本 hand-written
i 多媒體組件 multimedia
j 縮印資料 mini-print
r 一般印刷資料 regular print
z 其他 other form of reproduction

110 資料代碼欄：連續性

出版品

Coded Data Field：
Serials

定長 Fixed

　　連續性出版品之

資料代碼

        Serial Coded Data a 11

連續性出版品之

類型

Type of serial
designator

1 0

a 期刊 periodical
b 集叢 monographic series
c 報紙 newspaper
z 其他 other

刊期 Frequency of issue 1 1
a 日刊 daily
b 半週刊 semiweekly（twice a
c 週刊 weekly
d 雙週刊 biweekly（every two
e 半月刊 semimonthly（twice a
f 月刊 monthly
g 雙月刊 bimonthly（every two
h 季刊 quarterly
i 一年三次 three times a year
j 半年刊 semiannual（twice a year）
k 年刊 annual
l 雙年刊 biennial（every two years）

m 三年刊 triennial（every three
n 一週三次 three times a week
o 一月三次 three times a month
u 不詳 unknown
y 不定期 no frequency
z 其他 other

規則性 Regularity 1 2
a 有規則 regular
b 定期的不規則（如月

刊，除7－8月外）
normalised irregular

u 不詳 unknown
y 不規則 irregular

資料類型代碼 Type of material 1 3

10



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a 書目（如專科書目） bibliography
b 目錄（如出版目錄） catalogue
c 索引（專指作品本身

即為索引）

index

d 摘要（專指作品本身

即為摘要）

abstract or summary

e 字典、辭彙 dictionary
f 百科全書 encyclopaedia
g 名錄、指南 directory
h 年鑑、年報 yearbook
i 統計資料 statistics
j 編序教材 programmed texts
k 書評、評論 reviews
l 法規 laws and legislation
m 判決報導及摘要 law reports and digests
n 法律論文 legal articles
o 法律案例及案例註解 legal cases and case notes
p 傳記（指個人傳記、

團體傳記以及作品本

身含有傳記資料者）

biography

r 文獻評析 literature surveys／reviews
t 漫畫、連環圖書 cartoons or comic strips

z 其他 other kinds of contents
內容性質代碼 Nature of contents

code
3 4－6

會議出版品代碼 Conference
publication

1 7

0 非會議紀錄 not a conference publication
1 會議紀錄 conference publication

題名頁來源代碼 Title-page
availability code

1 8

a 活頁、附於每卷之最

後一期

in last issue of volume－
loose

b 刊於每卷之最後一期 in last issue of volume－
c 活頁、附於下一卷之

第一期

in first issue of next volume
－loose

d 刊於下一卷之第一期 in first issue of next volume
－attached

e 單獨刊行，免費備索 published separately－free
upon request

f 單獨刊行，寄贈 published separately－free－
sent automatically

g 單獨刊行，備購 published separately－
purchase－request

u 不詳 unknown at time of record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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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x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y 無題名頁出版 no title-page issued
z 其他 other

索引來源代碼 Index availability 1 9
a 每期附有活頁之索引 each issue contains an index

to its own contents－loose
b 面數另計之活頁、附

於每卷最後一期

in last issue of volume－
loose－separately paged

c 面數不計之活頁、附

於每卷最後一期

in last issue of volume－
unpaged

d 刊於每卷之最後一期 in last issue of volume－
e 面數另計之活頁、附

於下一卷之第一期

in first issue of next volume
－loose－separately paged

f 面數不計之活頁、附

於下一卷之第一期

in first issue of next volume
－loose－unpaged

g 刊於下一卷之第一期 in first issue of next volume
－attached

h 單獨刊行，寄贈 published separately－free－
sent automatically

i 單獨刊行，免費備索 published separately－free
upon request

j 單獨刊行，由出版商

裝訂寄贈

published separately－bound
from publisher－free－sent
automatically

k 單獨刊行，由出版商

裝訂免費備索

published separately－bound
from publisher－free upon
request

l 單獨刊行，由出版商

裝訂發售

published separately－bound
from publisher－purchase
upon request

m 本補篇或附屬集叢為

其本篇索引

this serial is a supplement or
subseries indexed in its
parent serial

u 不詳 unknown at time of record
creation

x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y 無索引 index is not available
z 其他 other

彙編索引來源代

碼

Cumulative index
availability code

1 10

0 無彙編索引或目次 no cumulative index or table
of contents

1 有彙編索引或目次 cumulative index or table of
contents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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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115 資料代碼欄：投影資

料、錄影資料、影片

Coded Data Fields：
Visual Projections,
Videorecordings and
Motion Pictures

定長 Fixed V

　　資料代碼（一般

性）

        Coded Data－
General

a 20

資料類型 Type of material 1 0
a 影片 motion picture
b 投影資料（透明圖

片、幻燈片）

visual projection

c 錄影資料 videorecording
長度 Length 3 1－3
色彩 Colour indicator 1 4

a 黑白 black and white
b 彩色 colour
c 黑白及彩色 combination of black and

white and colour
u 不詳 unknown
z 其他 other（sepia, tinted, etc.）

聲音 Sound indicator 1 5
a 聲音在媒體上 sound on medium
b 聲音與媒體分開 soundtrack separate
u 不詳 unknown
y 無聲 no sound

發聲媒體 Media for sound 1 6
a 光學發聲影片 optical sound track on

motion picture film
b 磁性發聲影片 magnetic sound track on

motion picture film
c 匣式錄音帶 magnetic audio tape in
d 唱片 sound disc
e 盤式錄音帶 magnetic audio tape on reel
f 卡式錄音帶 magnetic audio tape in
g 同時具光學磁性發聲

影片

optical and magnetic sound
track on motion picture film

h 錄影帶 videotape
i 影碟 videodisc
z 其他 other
u 不詳 unknown
y 無聲 no sound

大小尺寸 Width or 1  7
z 其他 none of these

    影片及幻燈捲
片

    Motion pictures
and filmstrips

 a 8糎米 8mm
b 超8糎米 super 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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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c 9.5糎米 9.5mm
d 16糎米 16mm
e 28糎米 28mm
f 35糎米 35mm
g 70糎米 70mm
h 單8糎米 single 8mm

   幻燈單片     Slides
j 2×2吋或5×5公分 2 × 2 in.（5 × 5 cm.）
k 2 1/4×2 1/4吋或5 1/2×5

1/2公分
2 1/4 × 2 1/4 in.（5 1/2 × 5
1/2 cm.）

   錄影帶     Videotapes
l 8糎米 8mm
m 3/4吋或2公分 3/4 in.（2 cm.）
n 1/4吋或1/2公分 1/4 in.（1/2 cm.）
o 1/2吋或1 1/3公分 1/2 in.（1 1/3cm.）
p 1吋或2 1/2公分 1 in.（2 1/2 cm.）
q 2吋或5公分 2 in.（5 cm ）

   透明圖片     Transparencies
r 8×10吋或21×26公分 8 × 10 in（21 × 26 cm.）

s 4×5吋或10×12 1/2公分 4 × 5 in.（10 × 12 1/2 cm.）
t 5×7吋或12 1/2×17 1/2

公分

5 × 7 in.（12 1/2 × 17 1/2
cm.）

u 7×7吋或17 1/2×17 1/2
公分

7 × 7 in.（17 1/2 × 17 1/2
cm.）

v 8×8吋或20×20公分 8 × 8 in.（20 × 20 cm）

w 9×9吋或22 1/2×22 1/2
公分

9 × 9 in.（22 1/2 × 22 1/2
cm.）

x 10×10吋或25×25公分 10 × 10 in（25 × 25 cm.）
投影資料、影片

發行形式

Form of release－
visual projection,
motion picture

1 8

a 盤式影片 film reel
b 匣式影片 film cartridge
c 卡式影片 film cassette
d 其他形式電影片 other film type
g 匣式幻燈捲片 filmstrip cartridge
h 長條式幻燈片 filmslip
I 其他形式幻燈片 other filmstrip type
j 幻燈捲片 film strip roll
k 幻燈單片、成套幻燈

單片、立體單片

slide, slide set, stereograph

l 透明圖片 transparency
u 不詳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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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z 其他 other forms of release
x 非影片或投影資料 not a motion picture or

visual projection
影片製作技術 Technique－

videorecording,
motion picture

1 9

a 動畫 animation
b 實景 live action
c 動畫與實景 animation and live action

z 其他 other
u 不詳 unspecified／unknown
x 非影片或錄影資料 not a motion picture or video

recording
影片顯像形式 Presentation format

－ motion picture
1 10

a 標準形式 standard sound aperture（
reduced format）

b 非變形（寬銀幕） nonanamorphic（wide
c 立體 3D
d 變形（寬銀幕） anamorphic（wide screen）
e 標準無聲孔徑 standard silent aperture
f 其他寬銀幕形式 other wide screen format

u 不詳 unknown
z 其他 other
x 非影片 not a motion picture

附件 Accompanying
material

4 11－14

a 劇照 stills
b 劇本有關資料 script material
c 海報 posters
d 宣傳手冊 programmes and pressbooks
e lobby cards lobby cards
f 教材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g 配樂、樂譜 score or other music format
h 道具或服裝設計圖 set or costume designs
z 其他 other accompanying material

錄影資料發行形

式

Form of release－
videorecording

15

a 匣式錄影帶 videocartridge
b 影碟 videodisc
c 卡式錄影帶 videocassette
d 盤式錄影帶 videoreel
e 電子錄製圖像 electronic videorecording（

EVR）
x 非錄影資料 not a videore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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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z 其他 other videotype
錄影資料規格 Presentation format

－videorecording
16

a Beta 卡式錄影帶 Beta（videocassette）
b VHS 卡式錄影帶 VHS（videocassette）
c U-matic卡式錄影帶 U-matic（videocassette）

d EIAJ盤式錄影帶 EIAJ（reel）
e C型盤式錄影帶 Type C（reel）
f 四磁頭型盤式錄影帶 Quadruplex（reel）
g 反射式影碟 Laser optical（Reflective）

videodisc
h 靜電容量式影碟 CED (capacitance electronic

disk) videodisc
I V2000卡式錄影帶 V2000（videocassette）
j 8糎米卡式錄影帶 Video8（videocassette）
u 不詳 unknown
x 非錄影資料 not a videorecording
z 其他 other

投影資料軟片基

底質料

Base on emulsion
material－visual
projection

1 17

a 安全軟片 safety film
b 非安全軟片 film base other than safety
c 合成物（塑膠，乙烯

基等）

synthetics（plastic, vinyl,
etc.）

u 不詳 unknown
v 二種以上質料組成之

基底

mixed collection（
containing more than one

x 非投影資料 not a visual projection
z 其他 other

投影資料外框質

料

Secondary support
material－visual
projection

1 18

a 紙板 cardboard
b 玻璃 glass
c 合成物（塑膠、乙烯

基等）

synthetics（plastic, vinyl,
etc.）

d 金屬 metal
e 金屬及玻璃 metal and glass
f 合成物（塑膠、乙烯

基等）及玻璃

synthetics（plastic, vinyl,
etc.）and glass

u 不詳 unknown
x 非投影資料 not a visual projection
y 無裝框 not present（no secondary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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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z 其他 other
錄影資料播放標

準

Broadcast standard
－videorecording

1 19

a 405 405
b 525（NSTC系統） 525（e.g. NSTC）
c 625（PAL系統） 625 PAL
d 625（SECAM系統） 625 SECAM
g 1125 1125
z 其他 other

　　影片代碼（存檔

資料）

        Motion Picture
Coded Data－Archival

b 14

影片版類別 Generation 1 0
a 攝製原片（影片最早

之版本或最接近原始

攝製之版本）

original

b 供拷貝之原片 master
c 複製版（從沖印前之

原版複製而成者）

duplicate

d 參閱版（供存檔資料

使用者觀看之正片拷

reference print／viewing
copy

u 不詳 unknown
x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z 其他 other

工作片性質 Production 1 1
a 工作拷貝（從原片沖

印用來作剪接之用

workprint

b 修剪後剩片（工作拷

貝剩下之原片）

trims

c 廢片（剪接影片後廢

棄之部份）

outtakes

d 趕印之正毛片（自前

一日攝製影片所沖印

出來之正毛片）

rushes

e 混合音效卡（音樂，

對白與音效錄在同一

音軌之影片）

mixing tracks

g title bands／inter-title title bands／inter-title rolls
h production rolls production rolls
u 不詳 unknown
x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z 其他 other

色彩 Refined categories
of colour for
moving pictures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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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a 三層彩色 3 layer colour
b 二層捲片 2 colour, single strip
c 未明二色 undetermined 2 colour
d 未明三色 undetermined 3 colour
e 三捲片色 3 strip colour
f 二捲片色 2 strip colour
g 紅捲片 red strip
h 藍綠捲片 blue or green strip
i 靛捲片 cyan strip
j 紫紅色的細長片 magenta strip
k 黃色的細長片 yellow strip
l 二景 S E N 2
m 三景 S E N 3
n 調棕色 sepia tone
o 其他顏色 other tone
p 淡調色 tint
q 淡調色及染色 tinted and toned
r 印刷版色 stencil colour
s 手工調色 hand-coloured
u 不詳 unknown
x 不適用（非彩色片） not applicable（item not a

colour film）
z 其他 other

影片感光乳劑之

極性

Film emulsion（
polarity）

1 3

a 正片 positive
b 負片 negative
u 不詳 unknown
x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z 其他 other

影片基底質料 Film base 1 4
a 安全軟片基 safety（triacetate）
b 硝酸鹽基 nitrate
c 安全軟片基（硝酸纖

維）

safety（diacetate）

d 多元脂片基 polyester base
v 混合片基（硝化及不

燃性）

mixed base（nitrate and
safety）

z 其他 other
影片聲音種類 Kind of sound for

moving images
1 5

a 單音 monaural
b 立體音 stereophonic
c 多音道，環音系統 multichannel, surround or

quadraph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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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u 不詳 unknown
v 混合 mixed
x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item is
z 其他 other

影片種類 Kind of film stock
or print

1 6

a 染料轉色法 imbibition dye transfer
b 三層片 three layer stock
c 三層片（不褪色） three layer stock（low
d 轉換片 duplitised stock

影片破損程度 Deterioration stage 1 7
b 硝酸鹽基－有異味 nitrate－suspicious odour
c 硝酸鹽基－有辛辣味 nitrate－pungent odour
d 硝酸鹽基－變褐色 nitrate－brownish,

discoloration, fading, dusty
e 硝酸鹽基－有黏性 nitrate－sticky
f 硝酸鹽基－起泡沫 nitrate－frothy, bubbles,
g 硝酸鹽基－成塊狀 nitrate－congealed
h 硝酸鹽基－成粉狀 nitrate－powder
k 非硝酸鹽基－稍有破

損

non－nitrate－detectable
deterioration

l 非硝酸鹽基－嚴重破

損

non－nitrate－advanced
deterioration

m 非硝酸鹽基－完全破 non－nitrate－disaster
y 無破損情形 no deterioration

影片內容完整程

度

Completeness 1 8

a 不完整 incomplete
b 完整 complete
u 不詳 unknown
x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檢查日期 Film inspection 6 9－14
   年     Year 4

   月     Month 2
116 資料代碼欄：圖片 Coded Data Field：

Graphics
定長 Fixed V

　　圖片資料之代碼         Coded Data for
Graphics

a 4

資料特殊類型標

示

Specific material
designation

1 0

a 美術拼貼 collage
b 素描 drawing
c 繪畫 painting
d 照相複製品（如複製

藝術品）

photomechanical
reproduction

e 負片 photo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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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g 圖表 photoprint
h 圖片 picture
i 拓印藝術品 print
j 閃示卡 flash card
k 工程圖 technical drawing
z 其他非投影性圖片 other non-projected graphic

作品資料 Primary support
material

1 1

a 帆布 canvas
b 布里斯托紙板 bristol board
c 紙板 cardboard／illustration
d 玻璃 glass
e 合成物（塑膠、乙烯

基等）

synthetics（plastic, vinyl,
etc.）

f 皮革（羊皮、牛皮

等）

skins（leather, parchment,
vellum, etc.）

g 紡織物（包含人造纖

維）

textiles（including man-
made fibres）

h 金屬 metal
i 紙 paper
j 石膏 plaster
k 夾板 hardboard
l 瓷器 porcelain
m 石器 stone
n 木器 wood
u 不詳 unknown
v 多種質料組成 mixed collection
z 其他 other

外框質料 Secondary support
material

1 2

a 帆布 canvas
b 布里斯托紙板 bristol board
c 紙板 cardboard／illustration
d 玻璃 glass
e 合成物（塑膠、乙烯

基等）

synthetics（plastic, vinyl,
etc.）

f 皮革（羊皮、牛皮

等）

skins（leather, parchment,
vellum, etc.）

g 紡織物（包含人造纖

維）

textiles（including man-
made fibres）

h 金屬 metal
i 紙 paper
j 石膏 plaster
k 夾板 hardboard
l 瓷器 porcelain
m 石器 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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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n 木器 wood
u 不詳 unknown
v 多種質料組成 mixed collection
z 其他 other
y 其餘情況 no secondary support

色彩 Colour 1 3
a 單色 one-colour, monochrome

b 黑白 black-and-white
c 彩色 multicoloured
d 人工上色 hand coloured
u 不詳 unknown
v 以上多種情況組合 mixed
z 其他 other

120 資料代碼欄：地圖資

料—一般性

Coded Data Field：
Cartographic Materials
－General

定長 Fixed V

　　地圖資料之代碼

（一般性）

        Cartographic
Material Coded Data（

a 13

圖色指標 Colour indicator 1 0
a 單色 one colour
b 多色 multi-colour

索引指標 Index indicator 1 1
a 地圖資料本身有地名

索引或地名錄

index or name list on
cartographic item itself

b 地名索引或地名錄另

刊於隨附之小冊子或

封套

index or name list
accompanying cartographic
item in booklet, pamphlet,

c 有地名索引或地名錄

但不詳細標示位置

index or name list present
but location not specified

y 無地名索引或地名錄 no index or name list
圖說指標 Narrative text

indicator
1 2

a 地圖資料本身有說明

文字

text on cartographic item
itself

b 說明文字另刊於隨附

之小冊子或封套

text accompanying
cartographic item in booklet,
pamphlet, unattached cover,

y 無說明文字 no narrative text
地貌代碼 Relief codes 4 3－6

a 等高曲線 contours
b 暈渲法 continuous tone shaded relief
c 分層設法 hypsometric tints－layer
d 暈滃法 hachures
e 海深圖－以點表示 bathymetry－soundings
f 水平暈滃 form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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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g 點渲法 spot heights
h 其他著色法（如英荷

夫式）

other methods in colour

i 斜視圖 pictorially
j 地面形象 landforms
k 海深圖－以等深線表 bathymetry－isolines
z 其他 not applicable
x 不適用 other methods of relief

representation
地圖投影 Map projection 2 7－8
    正方位投影     Azimuthal

projections
2

aa Aitoff投影 Aitoff
ab 日晷投影 gnomonic
ac 朗伯特正方位等面積

投影

Lambert's azimuthal equal
area

ad 正射投影 orthographic
ae 正方位等距離投影 azimuthal equidistant
af 平射投影 stereographic
ag 等積方位投影 azimuthal equal area
au 未知特性之正方位投 azimuthal, specific type
az 已知特性之正方位投

影

azimuthal, other known
specific type

    圓柱投影     Cylindrical
projections

2

ba 高爾投影 Gall
bb 古蒂等面積投影 Goode's homolographic
bc 朗伯特圓柱等面積投 Lambert's cylindrical equal
bd 麥卡托投影 Mercator
be 米勒投影 Miller
bf 摩爾外德投影 Mollweide
bg 正弦曲線投影 sinusoidal
bh 橫麥卡托投影 transverse Mercator
bi 高斯投影 Gauss
bj 可利投影 Plate Carree
bk 卡西尼投影 Cassini's
bl 拉伯得投影 Laborde
bm 斜麥卡托投影 Oblique Mercator
bu 未知特性之圓柱投影 cylindrical, specific type

unknown
bz 已知特性之圓柱投影 cylindrical, other known

specific type
   圓錐投影     Conic 2

ca 阿爾伯斯投影（雙標

準緯線等積圓錐投

Albers equal area

cb 彭納投影 Bonne
cc 朗伯特正形圓錐投影 Lambert's conformal conic

22



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cd 簡單圓錐投影 conic（simple）
ce 米勒雙極斜正形圓錐

投影

Miller's bipolar oblique
conformal conic

cf 雙標準緯線等距圓錐

投影（戴麗兒投影）

De lisle

cg 世界國際輿圖投影 proj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ap of the

ch 底索正形圓錐投影 Tissots conformal conic
cp 多圓錐投影 polyconic
cu 未知特性之圓錐投影 conic, specific type unknown
cz 已知特性之圓錐投影 conic, other known specific

   其他投影     Other projections 2
da 蟾蜍狀投影 armadillo
db 蝶狀投影 butterfly
dc 厄寇特投影 Eckert
dd 古蒂投影 Goode's homolosine
de 米勒雙極式投影 Miller's bipolar
df 范德格林氏投影 Van der Grinten
dg 戴美克森式投影 dimaxion
dh 心狀投影 cordiform
di 多面體投影 polyhedric
uu 未知形狀之投影 type of projection unknown

zz 其他已知形狀之投影 other known type
xx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起始經線 Prime Meridian 2 9－12
aa 英國‧格林威治（國

際起始經線）

Greenwich, United Kingdom
（International prime

ab 荷蘭‧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Netherlands
ac 希臘‧雅典 Athens, Greece
ad 印尼‧雅加達 Batavia Indonesia
ae 瑞士‧伯恩 Berne, Switzerland
af 哥倫比亞‧波哥大 Bogota, Columbia
ag 印度‧孟買 Bombay, India
ah 比利時‧布魯塞爾 Brussels, Belgium
ai 西班牙‧加地斯 Cadiz, Spain
aj 南非‧開普敦 Capetown, South Africa
ak 委內瑞拉‧加拉卡斯 Caracas, Venezuela
al 丹麥‧哥本哈根 Copenhagen, Denmark
am 阿根廷‧哥多華 Cordoba Argentina
an 加那利群島‧費洛 Ferro, Canary Islands
ao 芬蘭‧赫爾辛基 Helsinki, Finland
ap 土耳其‧伊斯坦堡 Istanbul, Turkey
aq 格陵蘭‧猶連哈 Julianehaab, Greenland
ar 葡萄牙‧里斯本 Lisbon, Portugal
as 英國‧倫敦 London, Uni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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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at 印度‧馬德拉斯 Madras, India
ba 西班牙‧馬德里 Madrid, Spain
bb 墨西哥‧墨西哥城 Mexico City, Mexico
bc 蘇聯‧莫斯科 Moscow, USSR
bd 德國‧慕尼黑 Munich, Fed. of Germany
be 義大利‧那不勒斯 Naples, Italy
bf 挪威‧奧斯陸 Oslo, Norway
bg 法國‧巴黎 Paris, France
bh 中國‧北平 Peiping, China
bi 美國‧費城 Philadelphia, USA
bj 蘇聯‧列寧格勒 Pulkovo, USSR
bk 巴西‧里約熱內盧 Rio de Janeiro, Brazil
bl 義大利‧羅馬 Rome, Italy
bm 智利‧聖地牙哥 Santiago, Chile
bn 瑞典‧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Sweden
bo 澳洲‧雪梨 Sydney, Australia
bp 阿爾巴尼亞‧地拉那 Tirana, Albania
bq 日本‧東京 Tokyo, Japan
br 美國‧華盛頓 Washington, DC, USA
uu 不詳 unknown
zz 其他 other

121 資料代碼欄：地圖資

料形式特性

Coded Data Field：
Cartographic
Materials：Physical

定長 Fixed

　　地圖資料之形式

特性（一般性）

        Cartographic
Material  Coded Data：
Physical attributes（

a 9

平面或立體 Physical dimension 1 0
a 平面 2-dimensional
b 立體 3-dimensional

地圖最初影像 Primary
cartographic image

2 1－2

a 手繪及繪圖儀輔助繪 manually and plotted
b 照像 photographically
c 電腦繪製 by computer
d 主動遙測繪製 by active remote sensing

techniques
e 被動遙測繪製 by passive remote sensing

techniques
媒體 Physical medium 2 3－4
    非照像類媒體     Non-

photographic
aa 紙張 paper
ab 木板 wood
ac 石板 stone
ad 金屬板 m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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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ae 合成物（如塑膠板、

合成皮等）

synthetics（e.g. plastics,
vinyl）

af 皮革（羊皮、牛皮

等）

skin（e.g. parchment,
vellum）

ag 紡織品（包含人造纖

維，如絲綢、布匹、

尼龍等）

textile including man-made
fibre textiles（e.g. silk,
cloth, nylon）

ah 適於電腦磁性儲存媒

體

magnetic storage medium－
computer compatible

ai 非適用於電腦磁性儲

存媒體

magnetic storage medium－
not computer compatible

aj 描圖紙 tracing paper
ak 紙板 cardboard
ap 石膏 plaster
az 其他非照相媒體 unknown
au 不詳 other non-photographic

    照相類媒體     Photographic
medium

ba 透明或不透明彈性正

片基底

transparent or opaque
flexible base positive

bb 透明或不透明彈性負

片基底

transparent or opaque
flexible base negative

bc 透明或不透明非彈性

正片基底

transparent or opaque non-
flexible base positive

bd 透明或不透明非彈性

負片基底

transparent or opaque non-
flexible base negative

bz 其他照相類媒體 other photographic medium
bu 不詳 unknown

製圖技術 Creation technique 1 5
a 手製（手繪、含特製

品如石刻、模型等）

manuscript

b 印刷（凸版、雕版、

刻版、平版、印版、

點字版等）

printing

c 照像製版 photocopying
d 縮影照像製版 microphotography
u 不詳 unknown
y 尚未至最後使用之製

圖技術

the cartographic item is not a
final product

z 其他 other
複製方法 Form of 1 6

a 手製 by hand
b 印刷 printed
c 照像 photography
d 轉印（如複印、曬圖

等）

transfer line print（e.g.,
Xerox, blueprints, oz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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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y 非複製品 not a reproduction
大地平差法 Geodetic 1 7

a 未平差 no adjustment
b 未按座標系統平差 adjusted but without grid
c 按座標系統平差 adjusted with grid system
x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出版形式 Physical form of
publication

1 8

a 單件 single
b 陸續出版 in parts
c 地圖集（包括散葉之

地圖集）

atlas including loose-leaf
published atlas

d 以叢刊或書籍補篇之

形式出版

as a separate supplement to a
journal, monograph, etc.

e 刊於叢刊或書籍內 bound into a journal,
monograph, etc.

z 其他 other
　　航空照像及遙測

形式代碼

        Aerial Phot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Coded Data：Physical

b 8

感測器高度 Altitude of Sensor 1 0

a 地面 terrestrial
b 航空 aerial
c 太空 space

感測器角度 Attitude of sensor 1 1

a 低傾斜 low oblique
b 高傾斜 high oblique
c 垂直 vertical

光譜段數 Spectral bands 2 2－3
01至
99

段數 number of bands

xx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影像品質 Quality of image 1 4

a 劣 poor
b 可 fair
c 佳 good
d 最佳 very good

雲量 Cloud cover 1 5
1 1/8雲量 1/8 cover
2 2/8雲量 2/8 cover
3 3/8雲量 3/8 cover
4 4/8雲量 4/8 cover
5 5/8雲量 5/8 cover
6 6/8雲量 6/8 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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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7 7/8雲量 7/8 cover
8 全部雲遮 completely covered by

地面解像平均值 Mean value of
ground resolution

2 6－7

    地面解像力平
均值

    Mean ground
resolution values

6

 — 小於1公分 less than 1 centimetre
1－9 數字值 numeric value
＋ 大於9公里 greater than 9 kilometres
x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公制單位代碼     Metric unit 7
c 公分 centimetres
i 公寸 decimetres
m 公尺 metres
d 公丈 decametres
h 公引 hectametres
k 公里 kilometres
x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122 資料代碼欄：作品涵

蓋時間

Coded Data Field：
Time Period of Item

變長 Variable V

　單一時間     Single-dated item 0

　多種單一時間     Multiple single dates 1

　時間範圍     Range of dates 2

　　作品涵蓋時間         Time period, 9999
B.C. to present

a V

時代識別 Era identifier 1 V
c 公元紀元前 date falls before the year 1 in

the Gregorian calendar, i.e.
d 公元紀元後 date falls after the year 1 in

the Gregorian calendar, i.e.
年 Year 4 V
月 Month 2

日 Day 2

時 Time 2
123 資料代碼欄：地圖資

料—比例尺與座標

Coded Data Field：
Cartographic Materials
－Scale and Co-

變長 Variable V V

　比例尺未定     Scale indeterminable 0

　單比例尺     Single scale 1

　複比例尺     Multiple scales 2

　比例尺之範圍     Range of scales 3

　　比例尺型式         Type of Scale V a 1
a 線比例尺 linear scale
b 角比例尺 angular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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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z 其他（如時間比例尺

，數量統計比例尺

等）

other type of scale（e.g.,
time scale, quantitative
statistical scale）

　　水平比例尺         Constant Ratio
Linear Horizontal Scale

b V

　　垂直比例尺         Constant Ratio
Linear Vertical Scale

c V

　　座標—最西邊之

經度

        Co-ordinates－
Westernmost Longitude

d 8

   半球     Hemisphere 1
w 西半球 west
e 東半球 east
n 北半球 north
s 南半球 south

   度     Degree 3

   分     Minute 2

   秒     Second 2

　　座標—最東邊之

經度

        Co-ordinates－
Easternmost Longitude

e 8

   半球     Hemisphere 1
w 西半球 west
e 東半球 east
n 北半球 north
s 南半球 south

   度     Degree 3

   分     Minute 2

   秒     Second 2

　　座標—最北邊之

緯度

        Co-ordinates－
Northernmost Latitude

f 8

   半球     Hemisphere 1
w 西半球 west
e 東半球 east
n 北半球 north
s 南半球 south

   度     Degree 3

   分     Minute 2

   秒     Second 2

　　座標—最南邊之

緯度

        Co-ordinates－
Southernmost Latitude

g 8

   半球     Hemisphere 1
w 西半球 west
e 東半球 east
n 北半球 north
s 南半球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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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度     Degree 3

   分     Minute 2

   秒     Second 2

　　角比例尺         Angular Scale h V 4

　　赤緯（向北天

極）

        Declination－
Northern Limit

i 8

   時     Hour 2

   分     Minute 2

   秒     Second 2

　　赤緯（向南天

極）

        Declination－
Southern Limit

j 8

   時     Hour 2

   分     Minute 2

   秒     Second 2

　　赤經（東端）         Right ascension－
Eastern Limits

k 6

   時     Hour 2

   分     Minute 2

   秒     Second 2

　　赤經（西端）         Right ascension－
Western Limits

m 6

   時     Hour 2

   分     Minute 2

   秒     Second 2

　　晝夜平分點         Equinox n 4
124 資料代碼欄：地圖資

料—特殊資料類型

Coded Data Field：
Cartographic Materials
－Specific Material
Designation Analysis

變長 Variable V

　　影像性質         Character of Image a 1

a 非照相影像 non-photographic image
b 照相影像 photographic image
c 遙測影像 remote sensing image

　　地圖型式         Form of
Cartographic Item

b V 1

a 地圖集 atlas
b 圖表 diagram
c 地球儀 globe
d 地圖 map
e 模型 model
f 傾面圖 profile
g 遙測圖 remote sensing image
h 斷面圖 section
i 景觀圖 view
j 平面圖 plan
z 其他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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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照相或非照相影

像之顯像技術

        Presentation
Technique for
Photographic or Non-
Photographic Image

c V 2

aa 浮雕式 anaglyphic
ab 極化式 polarized
ac 測定面積 planimetric
ad 圖解地圖 diagram map
ae 流線圖 flowline map, flow map
af 點示地圖 dot map
ag 統計圖 diagrammatric map
ah 地勢圖 choropleth
ai 彩色地勢圖 chorochromatic
aj 密度圖 dasymetric
ak 等值圖 isopleth
am 分枝形成圖 anamorphic
an 圖畫地圖 pictorial map
ao 空間模型圖 spatial model on two

dimensional surface
ap 意象圖 mental or cognitive map
aq 水平景觀圖 views with horizon showing
ar 非水平景觀圖 views without horizon
as 地圖景觀 map view
da 照像地圖 picto map
db 隨機點示圖 random dot map
dc 網板 screened
dd 非網板 not screened

　　照相或遙測影像

之載臺位置

        Position of
Platform for
Photographic or Remote

d V 1

a 地面 terrestrial
b 航空 aerial
c 太空 space

　　遙測影像之太空

衛星種類

        Category of
Satellite for Remote

e V 1

a 氣象衛星 meteorological
b 測地衛星 earth resources
c 太空觀測衛星 space observing

　　遙測影像之太空

衛星名稱

        Name of Satellite
for Remote Sensing

f V 1

   氣象衛星    Meteorological
aa 紅外線電視觀測衛星 Tiros
ab ATS ATS
ac NOAA NOAA
ad Nimbus Nimbus
ae METEOSAT METEO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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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測地衛星     Earth resources

ga ERTS ERTS
gb Landsat I Landsat I
gc Landsat II Landsat II
gd Landsat III Landsat III
ge 海洋定位 Seasat
gf 天空實驗室 Skylab
gg 太空實驗室 Spacelab

   太空測量衛星     Space observing
ma 探測者一號 Explorer I
mb 探測者二號 Explorer II

　　遙測影像之錄影

技術

        Recording
Technique for Remote

g V 1

   放光     Light emission
aa 錄影 video recoding
ab 分色照相 false colour photography
ac 多色光譜照相 multispectral photography
ad 多色光譜掃描 multispectral scanning
av 綜合多種放光 combination of various light

emission techniques
    熱導紅外線掃
描

    Thermal infrared
scanning

da 紅外線掃描 infrared line scanning
dv 綜合多種熱導紅外線

掃描技術

combination of various
thermal infrared scanning

    微波放光     Microwave
emission

ga 空中雷達側視 Sidelooking Airborne Radar
（SLAR）

gb 合成孔徑雷達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

gc 微波製圖 passive microwave mapping
125 資料代碼欄：樂譜資

料與非音樂性錄音資

料

Coded Data Field：
Sound Recordings and
Printed Music

定長 Fixed

　　樂譜資料代碼         Format of Printed
Music

a 2

樂譜型式 Type of Score 1 0
a 總譜 full score, graphic score
b 縮印或研究用之總譜 score, miniature or study size
c 有鋼琴伴奏之聲樂譜 vocal score, accompaniment

reduced for keyboard
d 聲樂樂譜、合唱譜 voice score, chorus score

accompaniment has been
dro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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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e 濃縮譜或鋼琴指揮譜 condensed score, piano-
conductor score

g 密集樂譜 close score
m 含一種以上之形式 multiple formats
u 不詳 unknown
x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not a score
z 其他 other

分譜指標 Parts Indicator 1 1
a 有分譜 parts exist
u 不詳 unknown
x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y 無分譜 parts not present

　　錄音資料代碼（

非音樂性）

        Literary Text
Indicator（Non-Music
Performance）

b 2 2－3

a 詩 poetry
b 戲劇 drama
c 小說 fiction
d 歷史 history
e 演講 lectures, speeches
f 解說 instructions（how to …）
g 聲音 sounds
h 自傳 autobiography
i 傳記 biography
j 散文 essays
k 報導 reporting
l 回憶錄 memoirs
m 彩排、預演 rehearsals
n 訪談 interviews
o 廣告內容 advertising texts
p 語言教學 instruction（language）
q 會議記錄 conference proceedings
r 喜劇 comedy
s 民間故事 folktales
t 宗教經文 sacred texts
u 不詳 unknown
x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z 其他 other types of literary text

126 資料代碼欄：錄音資

料形式特性

Coded Data Field：
Sound Recordings－
Physical Attributes

變長 Variable

　　錄音資料代碼（

一般性）

        Sound Recording
Coded Data（General）

a V 15

發行型式 Form of release 1 0
a 唱片 disc
b 盤式錄音帶 tape（open r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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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c 卡式錄音帶 tape（cassette）
d 匣式錄音帶 tape（cartridge）
e 鋼絲錄音 wire recording
f 圓形錄音筒 cylinder
g 鋼琴或風琴之音樂捲

帶

roll（player-piano or player
organ）

h 影片上之聲帶 film（sound film）
z 其他 other

錄音速度 Speed 1 1
u 不詳 unknown
x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z 其他 other

   唱片     Discs
a 16 2/3轉／分 16 2/3 rpm
b 33 1/3轉／分 33 1/3 rpm
c 45轉／分 45 rpm
d 78轉／分 78 rpm
e 8轉／分 8 rpm
g 1.4公尺／秒（雷射唱

片）

1.4 m. per second（compact
discs）

   圓形錄音筒     Cylinders
h 1吋／秒（120轉／ 1 in. per second（120 rpm）
i 160轉／分 160 rpm

   錄音帶     Tapes
k 1 7/8吋／秒（一般卡

式錄音帶）

1 7/8 in. per second

l 15/16吋／秒（迷你錄
音帶）

15/16 in. per second

m 3 3/4吋／秒（匣式錄
音帶）

3 3/4 in. per second

n 7 1/2吋／秒（普通盤
式錄音帶）

7 1/2 in. per second

o 15吋／秒（專業盤式
錄音帶）

15 in. per second

p 30吋／秒 30 in. per second
q 8/10吋／秒 8/10 in. per second
r 4/10吋／秒 4/10 in. per second

聲道類型 Kind of sound 1 2
a 單聲道 monoaural
b 立體聲道 stereophonic
c 四聲道 quadraphonic
u 不詳 unknown
z 其他 other

唱片紋寬 Groove width 1 3
a 標準形 coarse／standard
b 微紋 microgroove／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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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x 非唱片錄音 not applicable
u 不詳 unknown
z 其他 other

唱片或錄音帶之

直徑

Dimensions（
sound recordings）

1 4

a 3吋 3 in.
b 5吋 5 in.
c 7吋 7 in.
d 10吋 10 in.
e 12吋 12 in.
f 16吋 16 in.
g 14吋 14 in.
h 4 3/4吋（雷射唱片） 4 3/4 in.（compact disc）
j 3 1/8×2 1/2吋（卡式錄

音帶）

3 7/8 × 2 1/2 in. cassette

o 5 1/4×3 7/8吋（匣式錄
音帶）

5 1/4 × 3 7/8 in. cartridge

s 2 1/4×4吋（圓形錄音
筒）

2 3/4 × 4 in. cylinder

u 不詳 unknown
x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z 其他 other

錄音帶寬度 Tape width 1 5
a 1/4吋 1/4 in.
b 1/2吋 1/2 in.
c 1吋 1 in.
d 1/8吋(卡式錄音帶) 1/8 in.
e 2吋 2 in.
f 1/3吋（8厘米） 1/3 in.（8 mm.）
u 不詳 unknown
x 非錄音帶錄音 recording not a tape
z 其他 other

錄音帶音軌 Tape configuration 1 6
a 單音軌（全音跡） full（1）track
b 雙音軌（二分跡） half（2）track
c 四音軌（四分跡） quarter（4）track
d 八音軌（八分跡） eight track
e 十二音軌（十二分 twelve track
f 十六音軌（十六分 sixteen track
g 二十四音軌 twenty-four track
h 六音軌 six track
u 不詳 unknown
x 非錄音帶錄音 recording not a tape
z 其他 other

文字附件 Accompanying
textual material

6 7－12

34



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a 錄音資料書目 discography
b 書目 bibliography
c 作曲家作品一覽表 thematic index
d 歌劇劇本 libretto or text
e 作曲者介紹 biography of composer
f 演奏者介紹 biography of performer or

history of ensemble
g 樂器資料 technical or historical

information on instruments

h 音樂作品之技術資料 technical information on
i 音樂作品之史料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bout
j 其他史料 other historical information

k 民族音樂資料 ethnological information
l 編曲者介紹 biography of arranger or

transcriber
r 教學資料 instructional material
s 樂譜 score
z 其他 other accompanying textual

material
錄製技術 Recording 1 13

a 音響 acoustic
b 電訊 electric
c 數位 digital
u 不詳 unknown
z 其他 other

複製特性 Special
reproduction

1 14

a NAB NAB Standard
b CCIR／IEC CCIR／IEC Standard
c DBX DBX Processed
d 數位（雷射唱片） digital（compact disc）
e Dolby-A Dolby－A encoded
f Dolby-B Dolby－B encoded
g Dolby-C Dolby－C encoded
h CX CX encoded
x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u 不詳 unknown
z 其他 other

　　錄音資料代碼（

詳細資料）

        Sound Recording
Coded Data（Detail）

b 3

唱片、錄音帶或

圓形錄音筒

Kind of disc,
cylinder or tape

1 0

a 現場錄音者（定點錄

音）

instantaneous（unique, cut
on the spot）

b 大量製造者 mass p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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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c 母帶 master tape
d 複製母帶 tape duplication master
e 唱片母模版 disc master（negative）
f 母模版 mother（positive）
g 壓模版 stamper（negative）
h 試壓片 test pressing
u 不詳 unknown
x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z 其他 other

質料種類 Kind of material 1 1
   唱片     Discs

a 醋酸鹽 lacquered
b 鋁 metal
c 假漆版唱片（大量製

造者）

shellac pressing（mass
produced）

d 塑膠版唱片（大量製

造者）

plastic pressing（mass
produced）

e 金屬或塑膠（雷射唱

片）

metal and plastic（compact
discs）

   圓形錄音筒     Cylinders
e 臘製圓形錄音筒（現

場錄製者）

wax（instantaneous）

f 模製錄音筒（大量製

造者）

plastic（mass produced）

   錄音帶     Tapes
i 紙背 paper backed
j 醋酸鹽 acetate
k 塑膠 PVC
l 多元脂 polyester

錄音槽切割形式 Kind of cutting 1 2
a 側面切割式 lateral or combined cutting
b 高低式起伏 vertical（hill and dale）
u 不詳 unknown
x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127 資料代碼欄：錄音資

料播放或樂譜演奏之

時間

Coded Data Field：
Duration of Sound
Recordings and Printed
Music

變長 Variable

　　時間         Duration a V 6
128 資料代碼欄：音樂演

奏作品

Coded Data Field：
Music Performances and

變長 Variable V

　　作曲形式（音樂

演奏或樂譜）

        Form of
Composition

a V 2

ai 歌調 airs
an 頌歌 anthems
ar 抒情歌 ar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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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bd 敘事歌，不同於民謠 ballads
bg bluegrass bluegrass
bl 布魯士曲 blues
bt 芭蕾舞曲 ballets
cb 聖歌，非基督教 chant, non-Christian
cc 聖歌，基督教 chant, Christian
cg 大協奏曲 concerti grossi
ch 合唱曲 chorales
cl 合唱前奏曲 chorale preludes
cn 卡農曲 canons
co 協奏曲 concertos
cp 複音歌曲 chansons, polyphonic
cr 節慶頌歌 carols
cs 機會作曲 chance compositions,

aleatoric music
ct 清唱劇 cantatas
cy 鄉村歌曲 country music
cz 器樂曲 canzonas
df 舞曲 dance forms
di 嬉遊曲或輕組曲 divertimentos
fg 賦格曲 fugues
fm 民間音樂 folk music
ft 幻想曲 fantasias

gm 福音頌歌 gospel music
hm 讚美詩歌 hymns
in 間奏曲 intermezzos
ja 爵士樂 jazz
li 歌曲 lieder

mc 音樂諷刺喜劇 musical revues and comedies
md 牧歌 madrigals
mi 小步舞曲 minuets
mk 馬厝卡舞曲 mazurkas
mo 經文歌 motets
mp 電影音樂 moving picture music
mr 進行曲 marches
ms 彌撒曲 masses
mu 含一種以上之形式 multiple forms
nc 夜曲 nocturnes
op 歌劇 operas, operettas
or 神劇 oratorios
ot 序曲 overtures
pa 巴望舞曲，又名孔雀 pavans
pg 標題音樂 programme music
pm 受難曲 passion music
po 波羅奈斯舞曲 polonaises
pp 流行音樂 popular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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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pr 前奏曲 preludes
ps 和聲歌曲 part-songs
pt 巴沙加牙舞曲 passacaglias
rc 搖滾樂 rock music
rd 輪旋曲 rondos
rg 繁音拍子 ragtime
ri 主題模仿 ricecars
rp 狂想曲 rhapsodies
rq 安魂曲 requiems
sa 交響曲、歌劇序曲 sinfonias
sg 歌曲 songs
si 組曲 suites
sm 交響曲 symphonies
sn 奏鳴曲 sonatas
sp 交響詩 symphonic poems
sq 方塊舞 square dance
st 教學與練習 studies and exercises
tc 觸技曲 toccatas
ts 三重奏鳴曲 trio-sonatas
vr 變奏曲 variations
wa 華爾滋舞曲 waltzes
ya 宋朝雜劇 Sung ch'au tsa chii
yb 元朝南曲 Yuan chao nan ch'u
yc 元朝北曲 Yuan chao pei ch'u
yd 明朝傳奇 Ming chao ch'uan ch'i
ye 平劇 P'ing chu
yf 崑曲 K'un ch'u
yg 秦腔 Chi'n ch'iang
yh 廣東戲（粵劇） Kuang tung hsi
yi 梆子 Pang tzu
yj 紹興戲 Shao hsing hsi
yk 滬劇 Hu chu
yl 大鼓 Ta ku
ym 平談 Ping t'an
yn 潮州戲 Ch'ao chao hsi
yo 歌仔戲 Ko tsai hsi
yp 南管 Nan Kuan
yq 北管 Pei Kuan
yz 其他中國戲曲 other Chinese forms
zz 其他 other forms

　　合奏或合唱（音

樂演奏或樂譜）

        Instruments or
Voices for Ensemble

b V 2或4

   銅管樂器     Brass ba 號角 horn
bb 小號 trumpet
bc 短號 cornet
bd 長號 tromb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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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be 低音號 tuba
bf 上低音號 baritone
bt 民族音樂銅管樂器 ethnic
bu 未載明者 unspecified
bz 其他 other

   合唱團     Choruses
ca 混聲 mixed
cb 女聲 women's
cc 男聲 men's
cd 兒童 children's
ct 民族音樂合唱團 ethnic
cu 未載明者 unspecified

   管弦樂     Orchestra
oa 管弦樂團 full orchestra
ob 室內樂團 chamber orchestra
oc 弦樂交響樂團 string orchestra
od 樂隊 band
oe 舞蹈交響樂團 dance orchestra
of 銅管樂隊 larger ensemble－brass band
ot 民族音樂樂團 ethnic
ou 未載明者 unspecified
oz 其他 other

   電子樂器     Electronic
ea 合成器 synthesizer
eb 錄音帶 tape
ec 電腦 computer
ed Ondes Martenot Ondes Martenot
eu 未載明者 unspecified
ez 其他 other

   鍵盤樂器     Keyboard
ka 鋼琴 piano
kb 風琴 organ
kc 大鍵琴 harpsichord
kd 古鋼琴 clavichord
ke 彈數字低音樂器 continuo
kf 鋼片琴 celesta
kt 民族音樂鍵盤樂器 ethnic
ku 未載明者 unspecified
kz 其他 other

   聲部     Voices
va 女高音 soprano
vb 女中音 mezzo-soprano
vc 女低音 alto
vd 男高音 tenor
ve 男中音 baritone
vf 男低音 b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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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vg 男聲唱女聲通常用假 counter tenor
vh 聲部—高音 voices－high voice
vi 聲部—中音 voices－medium voice
vj 聲部—低音 voices－low voice
vt 民族音樂合聲部 ethnic
vu 未載明者 unspecified
vz 其他 other

   敲擊樂器     Percussion
pa 定音鼓 timpani
pb 木琴 xylophone
pc 馬林巴木琴 marimba
pd 鼓 drum
pe 中國鼓 Chung-kuo ku
pf 大鼓 Ta ku
pg 建鼓 Chien ku
ph 鐘 Chung
pi 鈴鐘 Ling chung
pj 磬 Ch'ing
pk 銅鈸 Tung pa
pl 雲鑼 Yun lo
pm 木魚 Mu yu
pn 拍板 P'ai pan
po 揚琴 Yang ch'in
pt 民族音樂敲擊樂器 ethnic
pu 未載明者 unspecified
pz 其他 other

   擦弦樂器     Strings, Bowed
sa 小提琴 violin
sb 中提琴 viola
sc 大提琴 cello
sd 低音提琴 double bass
se 古提琴 viol
sf 古中提琴 viola d'amore
sg 古大提琴 viola de gamba
sh 胡琴 Hu ch'in
si 二胡 Erh hu
sj 大胡 Ta hu
sk 低胡 Ti hu
sl 粵胡 Yueh hu

sm 椰胡 Yai hu
sn 京胡 Ching hu
so 四胡 Ssu hu
sp 板胡 Pan hu
sq 高胡 Kao hu
st 民族音樂擦弦樂器 ethnic
su 未載明者 unspec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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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sz 其他 other
   撥弦樂器     Strings, Plucked

ta 豎琴 harp
tb 吉他 guitar family
tc 魯特琴 lute family
td 曼陀林琴 mandolin
te 琴 ch'in
tf 瑟 Se
tg 箏 Cheng
th 琵琶 P'i pa
ti 三弦 San hsuan
tj 月琴 Yueh ch'in
tk 阮弦 Juan hsuan
tt 民族音樂撥弦樂器 ethnic
tu 未載明者 unspecified
tz 其他 other

   木管樂器     Woodwinds
wa 長笛 flute
wb 雙簧管 oboe
wc 豎笛 clarinet
wd 低音管 bassoon
we 短笛 piccolo
wf 英國號 cor anglais
wg 低音豎笛 bass clarinet
wh 古爭器 recorded
wi 薩克管 saxophone
wj 中國笛 Chung kuo ti
wk 中國簫 Chung kuo hsiao
wl 排簫 P'ai hsia
wm 笙 Sheng
wn 嗩吶 Shauo na
wo 壎 Hsuan
wq 篪 Ch'ih
wr 籥 Yueh
wt 民族音樂木管樂器 ethnic
wu 未載明者 unspecified
wz 其他 other

　　獨奏或獨唱（音

樂演奏或樂譜）

        Instruments or
Voices for Soloists

c V 2或4

   銅管樂器     Brass ba 號角 horn
bb 小號 trumpet
bc 短號 cornet
bd 長號 trombone
be 低音號 tuba
bf 上低音號 baritone
bt 民族音樂銅管樂器 eth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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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bu 未載明者 unspecified
bz 其他 other

   合唱團     Choruses
ca 混聲 mixed
cb 女聲 women's
cc 男聲 men's
cd 兒童 children's
ct 民族音樂合唱團 ethnic
cu 未載明者 unspecified

   管弦樂     Orchestra
oa 管弦樂團 full orchestra
ob 室內樂團 chamber orchestra
oc 弦樂交響樂團 string orchestra
od 樂隊 band
oe 舞蹈交響樂團 dance orchestra
of 銅管樂隊 larger ensemble－brass band
ot 民族音樂樂團 ethnic
ou 未載明者 unspecified
oz 其他 other

   電子樂器     Electronic
ea 合成器 synthesizer
eb 錄音帶 tape
ec 電腦 computer
ed Ondes Martenot Ondes Martenot
eu 未載明者 unspecified
ez 其他 other

   鍵盤樂器     Keyboard
ka 鋼琴 piano
kb 風琴 organ
kc 大鍵琴 harpsichord
kd 古鋼琴 clavichord
ke 彈數字低音樂器 continuo
kf 鋼片琴 celesta
kt 民族音樂鍵盤樂器 ethnic
ku 未載明者 unspecified
kz 其他 other

   聲部     Voices
va 女高音 soprano
vb 女中音 mezzo-soprano
vc 女低音 alto
vd 男高音 tenor
ve 男中音 baritone
vf 男低音 bass
vg 男聲唱女聲通常用假 counter tenor
vh 聲部—高音 voices－high voice
vi 聲部—中音 voices－medium 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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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vj 聲部—低音 voices－low voice
vt 民族音樂合聲部 ethnic
vu 未載明者 unspecified
vz 其他 other

   敲擊樂器     Percussion
pa 定音鼓 timpani
pb 木琴 xylophone
pc 馬林巴木琴 marimba
pd 鼓 drum
pe 中國鼓 Chung-kuo ku
pf 大鼓 Ta ku
pg 建鼓 Chien ku
ph 鐘 Chung
pi 鈴鐘 Ling chung
pj 磬 Ch'ing
pk 銅鈸 Tung pa
pl 雲鑼 Yun lo
pm 木魚 Mu yu
pn 拍板 P'ai pan
po 揚琴 Yang ch'in
pt 民族音樂敲擊樂器 ethnic
pu 未載明者 unspecified
pz 其他 other

   擦弦樂器     Strings, Bowed
sa 小提琴 violin
sb 中提琴 viola
sc 大提琴 cello
sd 低音提琴 double bass
se 古提琴 viol
sf 古中提琴 viola d'amore
sg 古大提琴 viola de gamba
sh 胡琴 Hu ch'in
si 二胡 Erh hu
sj 大胡 Ta hu
sk 低胡 Ti hu
sl 粵胡 Yueh hu

sm 椰胡 Yai hu
sn 京胡 Ching hu
so 四胡 Ssu hu
sp 板胡 Pan hu
sq 高胡 Kao hu
st 民族音樂擦弦樂器 ethnic
su 未載明者 unspecified
sz 其他 other

   撥弦樂器     Strings, Plucked
ta 豎琴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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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tb 吉他 guitar family
tc 魯特琴 lute family
td 曼陀林琴 mandolin
te 琴 ch'in
tf 瑟 Se
tg 箏 Cheng
th 琵琶 P'i pa
ti 三弦 San hsuan
tj 月琴 Yueh ch'in
tk 阮弦 Juan hsuan
tt 民族音樂撥弦樂器 ethnic
tu 未載明者 unspecified
tz 其他 other

   木管樂器     Woodwinds
wa 長笛 flute
wb 雙簧管 oboe
wc 豎笛 clarinet
wd 低音管 bassoon
we 短笛 piccolo
wf 英國號 cor anglais
wg 低音豎笛 bass clarinet
wh 古爭器 recorded
wi 薩克管 saxophone
wj 中國笛 Chung kuo ti
wk 中國簫 Chung kuo hsiao
wl 排簫 P'ai hsia
wm 笙 Sheng
wn 嗩吶 Shauo na
wo 壎 Hsuan
wq 篪 Ch'ih
wr 籥 Yueh
wt 民族音樂木管樂器 ethnic
wu 未載明者 unspecified
wz 其他 other

129 資料代碼欄：拓片 Coded Data Field：
Rubbings

定長 Fixed

　　拓片之資料代碼         Rubbing material
coded data

a 7

拓片形式 Type of Rubbings 1 0
a 單幅 single page
b 冊頁 volume
c 捲軸 roll
z 其他 other

拓製方法 Method of 1 1
a 石拓 stone rubbings
b 影印 photo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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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z 其他 other
資料類型 Forms of Materials 2 2－3
   甲骨     Oracle bones

aa 龜骨 bones of turtle
ab 人骨 bones of human beings
ac 獸骨 bones of beast
ad 獸角 horns of beast
ae 象牙 ivory
au 不詳 unknown
az 其他 other

   金     Bronzes
ba 彝器（含禮器、樂

器）

ceremonial vessels（
including ceremonial wares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bb 食器（含烹飪器、食

器）

catering wares（including
cooking and catering

bc 酒器 drinking vessels
bd 尋常用器（含盤、

盂、鏡、鑑 等）
appliance（including tray,
mirror, looking glass, etc.）

be 農具 farm implements
bf 度量衡 measurements of distance,

area, and weight
bg 錢幣（含化、布、制

錢）

coins

bh 鉢印 ancient seal
bi 兵器 weapons
bj 錢範 mould for coins
bk 造像 bronze statues
bm 雜器 miscellaneous bronze wares
bu 不詳 unknown
bz 其他 other

   玉     Jades
ca 禮器（含殉葬物） ceremonial wares
cb 用器 normal utensils
cc 玉飾（含珮玉及器物

鑲配件）

jade ornaments

cd 玉像 jade statues
ce 珍玩 valuable curios
cu 不詳 unknown
cz 其他 other

   石     Stones
da 經籍（群經小學、道

經、釋典、詩文、奏

勅、函牘、家訓、格

言、碑帖法書）

classics and sacred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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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db 傳記（碑碣、墓表、

墓闕、骨塔、題名、

題記、家祠族姓 ）

biographies

dc 墓誌（壙、幽境地、

神柩銘、墓記）

biographical sketch engraved
on memorial tablet

dd 頌詛（瑯琊刻石...等） eulogy engraved on stone
de 地理（山川、橋樑、

泉池、書院、塋域...
geography（including
mountain, river, bridge,

df 祠廟（孔廟、道觀、

佛寺、佛塔、雜祠

廟）

shrine（including Confucian
temple, Taoist & Buddhist
temples, Buddhist tower,

dg 習俗（祈雨、禱神...） custom（pray to rian, God,
etc.）

dh 造像（包括造像記） stone sculpture （including
the history of building

di 圖繪 drawings
dj 雜石刻 miscellaneous stone carvings
du 不詳 unknown
dz 其他 other

    匋     Pottery（
Earthenwares）

ea 匋器 pottery wares
eb 磚（含墓誌磚） bricks（including bricks for

epigraph）
ec 瓦 tiles（earthenwares）
ed 瓷器 porcelain wares（
ee 玻璃 glass
ef 明器 funeral objects
eg 封泥 clay impressions of seal
eh 錢範 mould for coins
ei 塑像 statues
ej 浮雕（善業埿附） relief
eu 不詳 unknown
ez 其他 other

    竹木     Bamboo and
Wood

fa 竹器 bamboo wares
fb 木器 wooden vessels（furniture）
fc 版片（有刻紋之簡牘

附）

plates

fd 版畫 graphic arts
fe 雕像 sculpture
ff 木碑 wooden tablet
fu 不詳 unknown
fz 其他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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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其他未載明之
拓片

    Unspecified

uu 未載明者 unspecified
書體 Style of 4

a 篆書 seal script
b 隸書 clerical script
c 楷書 script in formal style
d 草書 cursive rapid script
e 行書 cursive script
u 不詳 unknown
z 其他 other

文體 Style of Character 5
a 陽文 Yang wen
b 反文（反書字） Fan wen（Fan shu tzu）
c 回文 Hui wen
d 倒文 Tao wen
e 左行 Tso hsing
f 環列 Huan lieh
g 棋子方格 Ch'i tzu fang ke
u 不詳 unknown
z 其他 other

墨色 Colour of Ink and
Water

6

a 墨拓 black ink
b 朱拓 red ink
c 藍拓 blue ink
d 朱墨合拓 red and black ink
u 不詳 unknown
z 其他 other

130 資料代碼欄：縮影資

料形式特性

Coded Data Field：
Microforms－Physical
Attributes

變長 Variable V

　　微縮資料形式特

性

        Microform Coded
Data－Physical

a V 11

資料特殊類型 Specific Material
Designation

1 0

a 孔卡 aperture card
b 匣式微縮捲片 microfilm cartridge
c 卡式微縮捲片 microfilm cassette
d 盤式微縮捲片 microfilm reel
e 微縮單片 microfiche
f 卡式微縮單片 microfiche cassette
g 不透明微縮片 micro opaque
h 長條縮影片 microfilm slip
z 其他 other

極性 Polarity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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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a 正片 positive
b 負片 negative
c 不詳 mixed polarity
d 含正負兩極 unknown

大小尺寸 Dimensions 1 2
   縮影捲片     Microfilm

a 8糎米 8 mm
c 16糎米 16 mm
f 35糎米 35 mm
g 70糎米 70 mm
h 105糎米 105 mm

    縮影單片或不
透明縮影片

    Microfiche or
micro opaque

l 3×5 吋（8×13公分） 3 × 5 in.（8 × 13 cm）
m 4×6 吋（11×15公分） 4 × 6 in.（11 × 15 cm）
o 6×9 吋（16×23公分） 6 × 9 in.（16 × 23 cm）
p 3 1/4 ×7 3/8（9×19公

分）（孔卡）

3 1/4 × 7 3/8 in.（9 × l9
cm）（aperture card）

u 不詳 unknown
z 其他 other

縮率 Reduction ratio 1 3
a 低縮率 low reduction
b 正常縮率（16-30倍） normal（16x-30x）
c 高縮率（31-60倍） high（31x-60x）
d 極高縮率（61-90倍） very high（61x-90x）
e 超高縮率（91倍以 ultra-high（9lx-）
u 不詳 unknown
v 多種縮率 varies

閱讀放大倍率 Specific reduction
ratio

3 4－6

色彩 Colour 1 7
a 單色 monochrome
b 彩色 colour
u 不詳 unknown
v 多種情況 varies

軟片感光乳劑性

質

Emulsion on film 1 8

a 銀鹽 silver halide
b 重氮 diazo
c 氣泡 vesicular
u 不詳 unknown
v 混合感光乳劑 mixed emulsion
x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z 其他 other

軟片版類別 Generation 1 9
a 母片 first generation（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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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b 複製用母片 printing master
c 發行片 service copy
u 不詳 unknown
v 混合 mixed generations

軟片基底 Base of film 10
a 安全軟片基底 safety base
b 非安全軟片基底 not a safety base
u 不詳 unknown
x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131 資料代碼欄:地圖資

料—大地、網格、垂

直測量

Coded Data Field：
Cartographic Materials
－Geodetic, Grid and
Vertical Measurement

變長 Variable

　　球形體         Spheroid a V 2

　　水平基準面         Horizontal Datum b V 2

　　主要網格與座標

系統

        Grid and
Referencing System

c V 2

　　重疊與座標系統         Overlapping and
Referencing System

d V 2

　　次級網格與座標

系統

        Secondary Grid and
Referencing System

e V 2

　　垂直基準面         Vertical Datum f V 2

　　高程測量單位         Unit of
Measurement of

g V 2

　　高等線間距         Contour Interval h V 4

　　助曲線間距         Supplementary
Contour Interval

i V 2

　　海深測量單位         Unit of
Measurement of
Bathymetry

j V 4

　　等深線間距         Bathymetric k V 4

　　助等深線間距         Supplementary
Bathymetric Interval

l V 4

135 資料代碼欄：電腦檔 Coded Data Field：
Electronic Resources

定長 V

　　電腦檔資料代碼         Coded Data for
Electronic Resources

a

電腦檔資料類型 Type of electronic
resource

1 0

a 數字 numeric
b 電腦程式 computer program(s)
c 圖像 representational
d 文字 text
u 不詳 unknown
v 多種類型 combination
z 其他 other

49



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200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Title and Statement of
Responsibility

變長 Variable V

　題名不適宜做為檢

索款目

    Title is not significant 0

　題名做為檢索款目     Title is significant 1

　　正題名         Title Proper a V
　　合刊本其他著者

之作品

        Title Proper by
Another Author

c V

　　並列題名         Parallel Title d V
　　副題名及其他題

名資料

        Other Title
Information

e V

　　第一著者敘述         First Statement of
Responsibility

f V

　　第二及依次之著

者敘述

        Subsequent
Statement of

g V

　　編次         Number of a Part h V
　　編次名稱         Name of a Part i V
　　卷數         Number of Chuan p
　　冊次號         Volume v
　　並列題名之語文         Language of

Parallel Title Proper
z V 3

　　題名之羅馬拼音         Romanization of
Title Proper

r V

204 資料類型標示 General Material
Designation

變長 Variable V V

    以中文著錄     Described in Chinese 0
    以中文以外之語文
著錄

    Described in another
than Chinese

1

        資料類型標示         General Material
Designation

a

205 版本項 Edition Statement 變長 Variable V
　　版本敘述         Edition Statement a
　　版本其他名稱敘         Issue Statement b V
　　並列版本敘述         Parallel Edition

Statement
d V

　　版本之第一著者

敘述

        Statement of
Responsibility Relating
to Edition

f V

　　版本之第二及依

次之著者敘述

        Subsequent
Statement of

g V

206 資料特殊細節項：地

圖資料—製圖細節

Material Specific
Area：Cartographic
Materials－

變長 Variable V V

　以中文著錄     Described in Chinese 0

　以中文以外之語文

著錄

    Described in another
than Chine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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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製圖細節         Mathematical Data
Statement

a

207 資料特殊細節項：連

續性出版品—卷期編

Material Specific
Area：Serials

變長 Variable

　採固定格式     Formatted 0

　採不固定格式     Not formatted 1

　　卷期、年份編次         Numbering：Dates
and Volume

a V

　　卷期編次來源         Source of
Numbering Information

z

208 資料特殊細節項：樂

譜形式

Material Specific
Area：Printed Music
Specific Statement

變長 Variable

　　樂譜         Printed Music
Specific Statement

a

　　並列樂譜形式         Parallel Printed
Music Specific

d V

209 資料特殊細節項：電

腦檔

Material Specific
Area：Electronic

變長 Variable

        檔案型態（記錄
或程式敘述之數量）

        Type of Electronic
Resource

a

210 出版項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

變長 Variable

　　出版地，經銷地

等

        Place of
Publication,

a V

　　出版者，經銷者

等住址

        Address of
Publisher, Distributor,

b V

　　出版者，經銷者

等名稱

        Name of Publisher,
Distributor, etc.

c V

　　出版，經銷等日

期

        Date of
Publication,

d V

　　印製地         Place of e V
　　印製者住址         Address of

Manufacturer
f V

　　印製者名稱         Name of
Manufacturer

g V

　　印製日期         Date of h V
211 預定出版日期 Projected Publication 定長 Fixed

　　出版日期         Date a
215 稽核項 Physical Description 變長 Variable V

　以中文著錄     Described in Chinese 0

　以中文以外之語文

著錄

    Described in another
than Chinese

1

　　數量（面數，冊

數或其他）

        Specific Material
Designation and Extent
of Item

a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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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插圖及其他稽核

細節

        Other Physical
Details

c

　　高廣、尺寸         Dimensions d V
　　附件         Accompanying

Material
e V

225 集叢項 Series 變長 Variable V
　與欄號410或
461,462所訂者不同

    Not the same as the
established form

0

　集叢名不做檢索款

目，欄號410或461、
462不填

    No established form 1

    與欄號410或461、
462所訂者相同

    Same as the
established form

2

　　集叢名         Series Title a
　　並列集叢名         Parallel Series Title d V
　　集叢副題名         Other Title

Information
e V

　　著者敘述         Statement of
Responsibility

f V

　　編次         Number of a Part h V
　　編次名稱         Name of a Part i V
　　集叢號         Volume v V
　　集叢之國際標準

叢刊號

        ISSN of Series x V

　　並列集叢名之語

文

        Language of
Parallel Title

z V

　　集叢名之羅馬拼

音

        Romanization of
Series Statement

r

300 一般註 General Notes 變長 Variable V
　　附註         Text of Note a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01 識別號碼註 Notes Pertaining to
Identification Numbers

變長 Variable V

        附註         Text of Note a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02 代碼資料註 Notes Pertaining to
Coded Information

變長 Variable V

        附註         Text of Note a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03 著錄依據註 General Notes
Pertaining to
Descriptive Information

變長 Variable V

        附註         Text of Not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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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04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註 Notes Pertaining to Title
and Statement of
Responsibility

變長 Variable V

        附註         Text of Note a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05 版本項及書目歷史註 Notes Pertaining to
Edition and

變長 Variable V

        附註         Text of Note a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06 出版項註 Notes Pertaining to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

變長 Variable V

        附註         Text of Note a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07 稽核項註 Notes Pertaining to
Physical Description

變長 Variable V

        附註         Text of Note a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08 集叢項註 Notes Pertaining to 變長 Variable V
        附註         Text of Note a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10 裝訂及發行性質註 Notes Pertaining to
Binding and Availability

變長 Variable V

        附註         Text of Note a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11 連接欄註 Notes Pertaining to
Linking Fields

變長 Variable V

        附註         Text of Note a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12 相關題名註 Notes Pertaining to
Related Titles

變長 Variable V

        附註         Text of Note a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14 著者註 Notes Pertaining to
Intellectual

變長 Variable V

        附註         Text of Not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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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15 特殊細節註 Notes Pertaining to
Material（or Type of
Publication）Specific
Information

變長 Variable V

        附註         Text of Note a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16 卷數註 Notes Pertaining to
Number of Chuan

變長 Variable V

        附註         Text of Note a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20 書目、索引、附錄等

註

Internal Bibliographies
／Indexes Note

變長 Variable V

        附註         Text of Note a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21 被索引、摘要及引用

註

External Indexes／
Abstracts／References
Note

變長 Variable V

    無法確定     No information given
    收錄本作品之索
引、摘要

    Indexing, abstracting
coverage

0

    引用本作品資料之
書目

    Bibliography,
catalogue citation

1

        被索引、摘要及
引用之書目註

        Indexes, Abstracts,
References Note

a

        日期         Dates of Coverage b
        ISS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x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22 製作群註（適用於放

映、錄影及錄音資

料）

Credits Note（Projected
and Video Material and
Sound Recordings）

變長 Variable

        附註         Text of Note a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23 演出者註（適用於放

映、錄影、錄音資

料）

Cast Note（Projected
and Video Material and
Sound Recordings）

變長 Variable V

        附註         Text of Note a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24 影鈔註 Facsimile Note 變長 Variable

54



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附註         Text of Note a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26 刊期註 Frequency Statement
Note（Serials）

變長 Variable V

        刊期         Frequency a
        日期         Dates of Frequency b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27 內容註 Contents Note 變長 Variable
　不完整之內容註     Contents note is not

complete
0

　完整之內容註     Contents note is
complete

1

　　內容註細目         Entry in Contents
Note

a V

328 學位論文註 Dissertation（Thesis）
Note

變長 Variable V

　　附註         Text of Note a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30 提要註 Summary or Abstract 變長 Variable V
　　附註         Text of Note a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33 使用者／適用對象註 Users／Intended
Audience Note

變長 Variable V

　　附註         Text of Note a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36 電腦檔資料型式註 Type of Electronic
Resource Note

變長 Variable V

　　附註         Text of Note a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37 技術細節註（電腦

檔）

Technical Details Note
（Electronic

變長 Variable V

　　附註         Text of Note a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39
〕

館藏註 Holdings Note 變長 Variable V

　　附註         Text of Note a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345 採訪資料註 Acquisition Information
Note

變長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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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採訪來源之名稱
或地址

        Source for
Acquisition／

a V

        庫存號碼         Stock Number b V
        媒體形式         Medium c V
        發行性質／價格         Terms of d V
        郵撥帳號及帳戶         Postal Remittance

Account
p V

        電話         Telephone Number t V
        國際書目交換用
之附註

        United Languages u V

410 集叢 Series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411 附屬集叢 Subseries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421 補篇 Supplement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422 本篇 Parent of Supplement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423 合刊、合訂 Issued with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430 繼續 Continues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431 衍自 Continues in Part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434 合併 Absorbed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435 部分合併 Absorbed in Part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56



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436 由___及___合併而成 Formed by Merger of ...,
..., and …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440 改名 Continued by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441 部分衍成 Continued in Part by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444 併入 Absorbed by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445 部份併入 Absorbed in  Part by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446 衍成 Split into…, …, and …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447 與___及___合併成 Merged with … and ...
to Form …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產生附註（用於記
載合併後之刊名）

    Print a note（used for
product of the merger）

9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448 恢復原題名 Changed Back to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451 同一媒體之其他版本 Other Edition in The
Same Medium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452 不同媒體之其他版本 Other Edition in
Another Medium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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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453 譯作 Translated as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454 譯自 Translation of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461 總集 Set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462 分集 Subset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463 單冊 Piece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464 單冊分析 Piece－Analytic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488 其他相關作品 Other Related Work 變長 Variable V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相關之資料欄位         Any Data Field 1 V

500 劃一題名 Uniform Title 變長 Variable V
　劃一題名不做為檢

索款目

    Uniform title is not
significant

0

　劃一題名做為檢索

款目

    Uniform title is
significant

1

　不做為主要款目     Title is not used as a
heading

0

　做為主要款目     Title is primary entry 1

　　劃一題名         Uniform Title a
　　編次         Numder of Section

or Part
h V

　　編次名稱         Name of Section or
Part

i V

　　出版日期         Date of Publication k
　　形式副標目         Form Subheading l
　　作品語文         Language（when

part of a heading）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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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其他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n V

　　卷數         Chuan p
　　版本（或版本日

期）

        Version（or Date
of Version）

q

        作品號（適用於
音樂資料）

        Numeric
Designation（for

s V

        媒體（適用於音
樂資料）

        Medium of
Performance（for

t V

　　調性（適用於音

樂資料）

        Key（for Music） u

　　冊次號         Volume v
　　編曲         Arranged

Statement（for Music）
w

        主題複分         Topical x V
        地區複分         Geographical

Subdivision
y V

        時代複分         Chronological
Subdivision

z V

        標題系統代碼         System Code 2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羅馬拼音         Romanization of
Uniform Title

r

501 總集劃—題名 Collective Uniform Title 變長 Variable V
　全集     Complete collected

works
0

　選集     Selected works 1
　選粹     Selections 2
　　總集劃一題名         Collective Uniform

Title
a

　　總集劃一副題名         Collective Uniform
Subtitle

e

　　出版日期         Date of
Publication, etc.

k

　　作品語文         Language（when
part of heading）

m

        作品號（適用於
音樂資料）

        Numeric
Designation（for

s V

        媒體（適用於音
樂資料）

        Medium of
Performance（for

t V

　　調性（適用於音

樂資料）

        Key（for Music） u

　　編曲（適用於音

樂資料）

        Arranged
Statement（for Music）

w

        主題複分         Topical x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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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地區複分         Geographical
Subdivision

y V

        時代複分         Chronological
Subdivision

z V

        標題系統代碼         System Code 2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羅馬拼音         Romanization of
Uniform Title

r

503 劃一習用標目 Uniform Conventional
Heading

變長 Variable V

　劃一習用標目不做

為檢索款目

    Uniform conventional
heading is not

0

　劃一習用標目做為

檢索款目

    Uniform conventional
heading is significant

1

　　正標目         Form Heading a
　　副標目         Form Subheading b
　　月日         Month and Day d
　　著者姓氏         Surname of person e
　　著者名字         Forename f
　　著者修飾詞         Personal Name

Qualifier
h

　　標目中之題名         Title of Part i
　　年代         Year j
　　阿拉伯數字         Numeration（

Arabic）
k

　　羅馬數字         Numeration（
Roman）

l

　　機構所在地         Locality m
　　機構名稱         Institution in n
　　卷數         Chuan p
　　冊次號         Volume v
　　羅馬拼音         Romanization of

Uniform Title
r

510 並列題名 Parallel Title Proper 變長 Variable V
　並列題名不適宜做

為檢索款目

    Parallel title is not
significant

0

　並列題名做為檢索

款目

    Parallel title is
significant

1

　　並列題名         Parallel Title a
　　副題名         Other Title

Information
e V

　　編次         Number of Part h V
　　編次名稱         Name of Part i V
　　卷號或日期         Volume or Dates

Associated with Title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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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其他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n

　　卷數         Chuan p
　　語文代碼         Language of Title z 3

　　羅馬拼音         Romanization of
Parallel Title

r

512 封面題名 Cover Title 變長 Variable V
　封面題名不適宜做

為檢索款目

    Cover title is not
significant

0

　封面題名做為檢索

款目

    Cover title is
significant

1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封面題名         Cover Title a
　　副題名         Other Title

Information
e V

　　編次         Number of part h V
　　編次名稱         Name of part i V
　　卷號或日期         Volume or Dates

Associated with Title
j

　　其他說明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n

　　卷數         Chuan p
　　語文代碼         Language or Title z 3

　　羅馬拼音         Romanization of
Cover Title

r

513 附加書名頁題名 Added Title-page Title 變長 Variable V
　附加書名頁題名不

適宜做為檢索款目

    Added title-page title
is not significant

0

　附加書名頁題名做

為檢索款目

    Added title-page title
is significant

1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附加書名頁題名         Added Title-page a
　　副題名         Other Title

Information
e V

　　編次         Number of Part h V
　　編次名稱         Name of Part i V
　　卷號或日期         Volume or Dates

Associated with Title
j

　　其他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n

　　卷數         Chuan p
　　語文代碼         Language of Title z 3

　　羅馬拼音         Romanization of
Added Title-page Title

r

514 卷端題名 Caption Title 變長 Variable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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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卷端題名不適宜做

為檢索款目

    Caption title is not
significant

0

　卷端題名做為檢索

款目

    Caption title is
significant

1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卷端題名         Caption Title a
　　副題名         Other Title

Information
e V

　　編次         Number or Part h V
　　編次名稱         Name of Part i V
　　卷號或日期         Volume or Dates

Associated with Title
j

　　其他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n

　　卷數         Chuan p
　　語文代碼         Language of Title z 3

　　羅馬拼音         Romanization of
Caption Title

r

515 逐頁題名 Running Title 變長 Variable V
　逐頁題名不適宜做

為檢索款目

    Running title is not
significant

0

　逐頁題名做為檢索

款目

    Running title is
significant

1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逐頁題名         Running Title a
　　副題名         Other Title

Information
e V

　　編次         Number of Part h V
　　編次名稱         Name of Part i V
　　卷號或日期         Volume or Dates

Associated with Title
j

　　其他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n

　　卷數         Chuan p
　　語文代碼         Language of Title z 3

　　羅馬拼音         Romanization of
Running Title

r

516 書背題名 Spine Title 變長 Variable V
　書背題名不適宜做

為檢索款目

    Spine title is not
significant

0

　書背題名做為檢索

款目

    Spine title is
significant

1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書背題名         Spine Titl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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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副題名         Other Title
Information

e V

　　編次         Number of Part h V
　　編次名稱         Name of Part i V
　　卷號或日期         Volume or Dates

Associated with Title
j

　　其他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n

　　卷數         Chuan p
　　語文代碼         Language of Title z 3

　　羅馬拼音         Romanization of
Spine Title

r

517 其他題名 Other Variant Titles 變長 Variable V
　其他題名不適宜做

為檢索款目

    Variant title is not
significant

0

　其他題名做為檢索

款目

    Variant title is
significant

1

        其他題名         Variant Title a
　　副題名         Other Title

Information
e V

　　編次         Number  of Part h V
　　編次名稱         Name of Part i V
　　卷號或日期         Volume or Dates

Associated with Title
j

　　其他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n

　　卷數         Chuan p
　　語文代碼         Language of Title z 3

　　羅馬拼音         Romanization of
Other Variant Titles

r

520 舊題名（適用於連續

性出版品）

Former Title（Serials） 變長 Variable V

　舊題名不適宜做為

檢索款目

    Former title is not
significant

0

　舊題名做為檢索款     Former title is 1
    不產生附註     Do not print a note 0
    產生附註     Print a note 1
        舊題名         Former Title a
　　副題名         Other Title

Information
e V

　　編次         Number of Part h V
　　編次名稱         Name of Part i V
　　卷號或日期         Volumes or Dates

of Former Title
j

　　其他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n

　　舊題名之ISSN         ISSN of Former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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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語文代碼         Language of Title z 3

　　羅馬拼音         Romanization of
Former Titles

r

530 識別題名（適用於連

續性出版品）

Key Title（Serials） 變長 Variable V

　識別題名與正題名

相同

    Key title is the same
as the title proper

0

　識別題名與正題名

不同

    Key title differs from
the title proper

1

　　識別題名         Key Title a
　　區別字樣         Qualifier b
　　卷號或日期         Volume or Dates

Associated with Key
j

531 簡略題名（適用於連

續性出版品）

Abbreviated Title（
Serials）

變長 Variable V

　簡略題名不適宜做

為檢索款目

    Abbreviated title is
not significant

0

　簡略題名做為檢索

款目

    Abbreviated title is
significant

1

　　簡略題名         Abbreviated Title a
　　區別字樣         Qualifier b

532 完整題名 Expanded Title 變長 Variable V
　完整題名不適宜做

為檢索款目

    Expanded title is not
significant

0

　完整題名做為檢索

款目

    Expanded title is
significant

1

　說明完整題名之型

式

    Type of expansion
indicator

　頭字語     Initialism 0
　數字     Numeral 1
　縮寫字     Abbreviation 2
　其他，或非羅馬字

符號等

    Other, non-roman
symbol, etc.

3

　　完整題名         Expanded Title a
　　語文代碼         Language of Title z 3

　　羅馬拼音         Romanization of
Expanded Titles

r

540 編目員附加題名 Additional Title
Supplied by Cataloguer

變長 Variable V

　編目員附加題名不

適宜做為檢索款目

    Additional title is not
significant

0

　編目員附加題名做

為檢索款目

    Additional title is
significant

1

　　編目員附加題名         Additional Title a
　　語文代碼         Language of Title z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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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羅馬拼音         Romanization of
Additional Title
Supplied by Cataloguer

r

541 編目員翻譯題名 Translated Title
Supplied by Cataloguer

變長 Variable V

　編目員翻譯題名不

適宜做為檢索款目

    Translated title is not
significant

0

　編目員翻譯題名做

為檢索款目

    Translated title is
significant

1

　　編目員翻譯題名         Translated Title a
　　副題名         Other Title

Information
e V

　　編次         Number of a Part h V
　　編次名稱         Name of Part i V
        卷號或日期         Volumes or Dates

of Translated Title
j

　　其他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n

　　卷數         Chuan p
　　語文代碼         Language of Title z 3

　　羅馬拼音         Romanization of
Translated Title

r

600 人名標題 Personal Name Used as
Subject

變長 Variable V

　以名字著錄     Name entered under
forename or in direct

0

　以姓氏著錄     Name entered under
surname（family name,
patronymic etc.）

1

　　標目主體         Entry Element a
　　副標目         Part of Name Other

than Entry Element
b

　　年代以外之修飾

語

        Additions to Name
Other than Dates

c V

　　世代數         Roman Numerals d
　　生卒年代         Dates f
　　副標目頭字語全

名

        Expansion of
Initials of Forename

g

　　朝代         Dynasty s
　　主題複分         Topical x V
　　地區複分         Geographical

Subdivision
y V

　　時代複分         Chronological
Subdivision

z V

　　標題系統代碼         System Code V 2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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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601 團體名稱標題 Corporate Body Name
Used as Subject

變長 Variable V

　團體名稱     Corporate name 0
　會議名稱     Meeting 1
    倒置名稱     Name in inverted 0
　以地區或轄區著錄

為標目主體

    Name entered under
place or jurisdiction

1

　直接著錄     Name entered under
name in direct order

2

　　標目主體         Entry Element a
　　副標目         Subdivision（or

name if entered under
b V

　　修飾語         Addition to Name
or Qualifier

c V

　　會議屆次         Number of Meeting
and／or Number of Part
of a Meeting

d

　　會議地點         Location of e
　　會議日期         Date of Meeting f
        倒置部份         Inverted Element g
　　其他部份名稱         Part of Name Other

than Entry Element and
Inverted Element

h V

　　朝代         Dynasty s
　　主題複分         Topical x V
　　地區複分         Geographical

Subdivision
y V

　　時代複分         Chronological
Subdivision

z V

　　標題系統代碼         System Code V 2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602 家族名稱標題 Family Name Used as
Subject

變長 Variable V

        標題主體         Entry Element a
        家族年代         Dates f
        主題複分         Topical x V
        地區複分         Geographical

Subdivision
y V

        時代複分         Chronological
Subdivision

z V

        標題系統代碼         System Code V 2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604 著者／題名標題 Name and Title Used as
Subject

變長 Variable V

        相關之資料欄位         Linking Data 1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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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605 題名標題 Title Used as Subject 變長 Variable V
　　標目主體         Entry Element a
　　編次         Number of Section

or Part
h V

　　編次名稱         Name of Section or
Part

i V

　　出版日期         Date of Publication k
　　形式副標目         Form Subheading l
　　作品語文         Language（when

part of heading）
m

　　譯本／版本         Version（or date
of version）

q

        其他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n V

        主題複分         Topical x V
        地區複分         Geographical

Subdivision
y V

        時代複分         Chronological
Subdivision

z V

        標題系統代碼         System Code V 2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606 主題標題 Topical Name Used as
Subject

變長 Variable V

　　標目主體         Entry Element a
　　主題複分         Topical x V
　　地區複分         Geographical

Subdivision
y V

　　時代複分         Chronological
Subdivision

z V

　　標題系統代碼         System Code V 2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607 地名標題 Geographical Name
Used as Subject

變長 Variable V

　　標目主體         Entry Element a
　　主題複分         Topical x V
　　地區複分         Geographical

Subdivision
y V

　　時代複分         Chronological
Subdivision

z V

　　標題系統代碼         System Code V 2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608 輔助檢索項（善本

書）

Auxiliary Access Field
（for Chinese Rare
Books Only）

變長 Variable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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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版本類型     Edition 0
    刻書地／出版地     Place of Engraving／

Printing
1

    刻書者／出版者     Engraver／Printer 2
    刻工名     Engraving Worker 3
    刻書年／出版年     Date of Engraving／

Printing
4

    裝訂形式     Binding 5
    藏印者     Collector 6
    以中文著錄     Described in Chinese 0
    以中文以外語文著
錄

    Described in other
than Chinese

1

        檢索名稱         Access Terms a
        檢索名稱複分         General x V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610 非控制主題詞彙 Uncontrolled Subject
Terms

V

　以中文著錄     Described in Chinese 0
　以中文以外之語文

著錄

    Described in other
than Chinese

1

　　標目主體         Subject Term a V
620 輔助檢索項（出版

地、製作地等）

Place Access V

    以中文著錄     Described in Chinese 0
    以中文以外之語文
著錄

    Described in other
than Chinese

1

        國名         Country a
        州（省）名         State or Province b
        郡（縣）名         County c
        市名         City d

626 技術細節檢索項（電

腦檔）

Technical Details
Access（Electronic

V

        電腦機型         Make and Model of
Machines

a

        程式語言         Programming
Languages

b

        操作系統名稱         Operating System c
660 地區代碼 Geographic Area Code

（GAC）
變長 Variable V

　　代碼         Code a
661 年代代碼 Time Period Code 變長 Variable V

　　代碼         Time Period Code a
670 前後關係索引法 Precis 變長 Variable V

　　主題代號         Subject Indicator
Number

a

　　字串         String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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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主題參照代號         Reference Indicator
Number

e V

　　主題語文代碼         Language of Terms z
675 國際十進分類號 Universal Decimal

Classification（UDC）
變長 Variable V

　　分類號         Number a
　　版本         Edition v
　　版本語文         Language of

Edition
z 3

676 杜威十進分類號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DDC）

變長 Variable V

　　分類號         Class Number a
　　版本         Edition v

680 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

號

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變長 Variable V

　　分類號         Class Number a
　　書號         Book Number b

681 中國圖書分類號 Chinese Classification
Scheme（CCS）

變長 Variable V

　　分類號         Class Number a
　　書號         Book Number b
　　版本         Edition v

682 農業資料中心分類號 Agricultural Science
Information Center（
ASIC）Classification
Scheme

變長 Variable V

　　分類號         Class Number a
　　書號         Book Number b

686 美國國立醫學圖書館

分類號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Classification

變長 Variable V

　　分類號         Class Number a
　　書號         Book Number b

687 其他分類號 Other Class Numbers 變長 Variable V
　　分類號         Class Number a V
　　書號         Book Number b V
　　複分         Classification

Subdivision
c V

　　分類系統代碼         System Code d
700 人名—主要著者 Personal Name－

Primary Intellectual
變長 Variable

　以名字著錄     Name entered under
forename or direct order

0

　以姓氏著錄     Name entered under
surname（family name,
patronymic, etc.）

1

　　標目主體         Entry Elemen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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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副標目         Part of Name Other
than Element

b

　　年代以外之修飾

語

        Additions to
Names Other than Dates

c V

　　世代數         Roman Numerals d
　　生卒年代         Dates f
　　副標目頭字語全

名

        Expansion of
Initials of Forename

g

　　朝代         Dynasty s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著作方式         Designation of
Function

4 V

701 人名－合著者或其他

相當主要著者

Personal Name－
Alternative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變長 Variable V

    以名字著錄     Name entered under
forename

0

    以姓氏著錄     Name entered under
surname

1

        標目主體         Entry Element a
        副標目         Part of Name Other

than Element
b

        年代以外之修飾
語

        Additions to
Names Other than Dates

c V

        世代數         Roman Numerals d
        生卒年代         Dates f
        副標目頭字語全
名

        Expansion of
Initials of Forename

g

        朝代         Dynasty s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著作方式         Designation of
Function

4 V

702 人名—輔助著者 Personal Name－
Secondary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變長 Variable V

　以名字著錄     Name entered under
forename

0

　以姓氏著錄     Name entered under
surname

1

　　標目主體         Entry Element a
　　副標目         Part of Name Other

than Element
b

　　年代以外之修飾

語

        Additions to
Names Other than Dates

c V

　　世代數         Roman Numerals d
　　生卒年代         Dates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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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副標目頭字語全

名

        Expansion of
Initials of Forename

g

　　朝代         Dynasty s
　　題名         Title t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著作方式         Designation of
Function

4 V

710 團體名稱—主要著者 Corporate Body Name
－Primary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變長 Variable

　團體名稱     Corporate name 0
　會議名稱     Meeting 1
    倒置名稱     Name in inverted 0
　以地區或轄區著錄

為標目主體

    Name entered under
place or jurisdiction

1

　直接著錄     Name entered under
name in direct order

2

　　標目主體         Entry Element a
　　副標目         Subdivision b V
　　修飾語         Addition to Name

or Qualifier
c V

　　會議屆次         Number of Meeting
and／or Number of Part
of Meeting

d

　　會議地點         Location of e
　　會議日期         Date of Meeting f
        倒置部份         Inverted Element g
        其他部份名稱         Part of Name Other

than Entry Element and
Inverted Element

h V

　　朝代         Dynasty s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著作方式         Designation of
Function

4 V

711 團體名稱－合著者或

其他相當主要著者

Corporate Body Name
－Alternative
Intellectual

變長 Variable V

    團體名稱     Corporate name 0
    會議名稱     Meeting 1
    倒置名稱     Name in inverted 0
　以地區或轄區著錄

為標目主體

    Name entered under
place or jurisdiction

1

　直接著錄     Name entered under
name in direct order

2

　　標目主體         Entry Elemen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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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副標目         Subdivision b V
　　修飾語         Addition to Name

or Qualifier
c V

　　會議屆次         Number of Meeting
and／or Number of Part
of Meeting

d

　　會議地點         Location of e
　　會議日期         Date of Meeting f
        倒置部份         Inverted Element g
        其他部份名稱         Part of Name Other

than Entry Element and
Inverted Element

h V

　　朝代         Dynasty s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著作方式         Designation of
Function

4 V

712 團體名稱—輔助著者 Corporate Body Name
－Secondary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變長 Variable V

　團體名稱     Corporate name 0
　會議名稱     Meeting 1
    倒置名稱     Name in inverted 0
　以地區或轄區著錄

為標目主體

    Name entered under
place or jurisdiction

1

　直接著錄     Name entered under
name in direct order

2

　　標目主體         Entry Element a
　　副標目         Subdivision b V
　　修飾語         Addition to Name

or Qualifier
c V

　　會議屆次         Number of Meeting
and／or Number of Part
of Meeting

d

　　會議地點         Location of e
　　會議日期         Date of Meeting f
        倒置部份         Inverted Element g
        其他部份名稱         Part of Name Other

than Entry Element and
Inverted Element

h V

　　朝代         Dynasty s
        題名         Title t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著作方式         Designation of
Function

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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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720 家族名稱－主要著者 Family Name－Primary
Intellectual

變長 Variable

        標目主體         Entry Element a
        家族年代         Dates f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著作方式         Designation of
Function

4 V

721 家族名稱－合著者或

其他相當主要著者

Family Name－
Alternative Intellectual

變長 Variable V

        標目主體         Entry Element a
        家族年代         Dates f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著作方式         Designation of
Function

4 V

722 家族名稱－輔助著者 Family Name－
Secondary Intellectual

變長 Variable V

        標目主體         Entry Element a
        家族年代         Dates f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著作方式         Designation of
Function

4 V

770 人名（羅馬拼音／中

譯作品之著者原名 ）
－主要著者

Personal Name（
Romanization／Original
Name of Translated
Works）－Primary
Intellectual

變長 Variable

    以名字著錄     Name entered under
forename

0

    以姓氏著錄     Name entered under
surname

1

        標目主體         Entry Element a
        副標目         Part of Name Other

than Entry
b

        年代以外之修飾
語

        Additions to Name
Other than Dates

c V

        世代數         Roman Numerals d
        生卒年代         Dates f
        副標目頭字語全
名

        Expansion of
Initials of Forename

g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著作方式         Designation of
Function

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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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771 人名（羅馬拼音／中

譯作品之著者原名 ）
－合著者或其他相當

主要著者

Personal Name（
Romanization／Original
Name of Translated
Works）－Alternative
Intellectual

變長 Variable V

    以名字著錄     Name entered under
forename

0

    以姓氏著錄     Name entered under
surname

1

        標目主體         Entry Element a
        副標目         Part of Name Other

than Entry
b

        年代以外之修飾
語

        Additions to Name
Other than Dates

c V

        世代數         Roman Numerals d
        生卒年代         Dates f
        副標目頭字語全
名

        Expansion of
Initials of Forename

g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著作方式         Designation of
Function

4 V

772 人名（羅馬拼音／中

譯作品之著者原名）

－輔助著者

Personal Name（
Romanization／Original
Name of Translated
Works）－Secondary
Intellectual

變長 Variable V

    以名字著錄     Name entered under
forename

0

    以姓氏著錄     Name entered under
surname

1

        標目主體         Entry Element a
        副標目         Part of Name Other

than Entry
b

        年代以外之修飾
語

        Additions to Name
Other than Dates

c V

        世代數         Roman Numerals d
        生卒年代         Dates f
        副標目頭字語全
名

        Expansion of
Initials of Forename

g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著作方式         Designation of
Function

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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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780 團體名稱（羅馬拼音

／中譯作品之著者原

名）－主要著者

Corporate Body Name
（Romanization／
Original Name of
Translated Works）－
Primary Intellectual

變長 Variable

    團體名稱     Corporate name 0
    會議名稱     Meeting 1
    倒置名稱     Name in inverted 0
    以地區或轄區著錄
為標目主體

    Name entered under
place or jurisdiction

1

    直接著錄     Name entered under
name in direct order

2

        標目主體         Entry Element a
　　副標目         Subdivision（or

name if entered under
b V

　　修飾語         Addition to Name
or Qualifier

c V

　　會議屆次         Numder of Meeting d
        會議地點         Location of e
        會議日期         Date of Meeting f
        倒置部份         Inverted Element g
        其他部份名稱         Part of Name Other

than Entry Element and
Inverted Element

h V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著作方式         Designation of
Function

4 V

781 團體名稱（羅馬拼音

／中譯作品之著者原

名）合著者或其他相

當主要著者

Corporate Body Name
（Romanization／
Original Name of
Translated Work）－
Alternative Intellectual

變長 V

    團體名稱     Corporate name 0
    會議名稱     Meeting 1
    倒置名稱     Name in inverted 0
    以地區或轄區著錄
為標目主體

    Name entered under
place or jurisdiction

1

    直接著錄     Name entered under
name in direct order

2

        標目主體         Entry Element a
　　副標目         Subdivision（or

name if entered under
b V

　　修飾語         Addition to Name
or Qualifier

c V

　　會議屆次         Numder of Meeting d
        會議地點         Location o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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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會議日期         Date of Meeting f
        倒置部份         Inverted Element g
        其他部份名稱         Part of Name Other

than Entry Element and
Inverted Element

h V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著作方式         Designation of
Function

4 V

782 團體名稱（羅馬拼音

／中譯作品之著者原

名）－輔助著者

Corporate Body Name
（Romanization／
Original Name of
Translated Works）－
Secondary Intellectual

變長 Variable V

    團體名稱     Corporate name 0
    會議名稱     Meeting 1
    倒置名稱     Name in inverted 0
    以地區或轄區著錄
為標目主體

    Name entered under
place or jurisdiction

1

    直接著錄     Name entered under
name in direct order

2

        標目主體         Entry Element a
　　副標目         Subdivision（or

name if entered under
b V

　　修飾語         Addition to Name
or Qualifier

c V

　　會議屆次         Numder of Meeting d
        會議地點         Location of e
        會議日期         Date of Meeting f
        倒置部份         Inverted Element g
        其他部份名稱         Part of Name Other

than Entry Element and
Inverted Element

h V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著作方式         Designation of
Function

4 V

790 家族名稱（羅馬拼音

／中譯作品之著者原

名）－主要著者

Family Name（
Romanization／Original
Name of Translated
Works）－Primary
Intellectual

變長 Variable

        標目主體         Entry Element a
        家族年代         Dates f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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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著作方式         Designation of
Function

4 V

791 家族名稱（羅馬拼音

／中譯作品之著者原

名）－合著者或其他

相當主要著者

Family Name（
Romanization／Original
Name of Translated
Works）－Alternative
Intellectual

變長 Variable V

        標目主體         Entry Element a
        家族年代         Dates f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著作方式         Designation of
Function

4 V

792 家族名稱（羅馬拼音

／中譯作品之著者原

名）－輔助著者

Family Name（
Romanization／Original
Name of Translated
Works）－Secondary
Intellectual

變長 Variable V

        標目主體         Entry Element a
        家族年代         Dates f
        權威記錄號碼         Authority Record

Number
3

        著作方式         Designation of
Function

4 V

801 出處欄 Originating Source 變長 Variable V
　原始編目單位     Original Cataloguing

Agency
0

　輸入電子計算機單     Transcribing Agency 1
　修改記錄單位     Modifying Agency 2
　發行記錄單位     Issuing Agency 3
　　國家代碼         Country a 2

　　單位簡稱／代碼         Agency b
　　處理日期         Date of Transaction c 5

　　編目規則代碼         Cataloguing Rules
（Descriptive

g V

802 國際叢刊資料系統中 ISDS Centre 變長 Variable
　　中心代碼         ISDS Centre Code a 2

805 館藏記錄 Local Library Holdings 變長 Variable V
　　單位簡稱／代碼         Agency Code a
　　次層單位簡稱／

代碼

        Sublocation b V

　　登錄號         Accession Number c V
　　分類號         Class Number d V
　　書號         Book Number e V
　　編目者、審核者         Cataloger f V
        卷期名稱         Name of Volume,

Number
g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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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必備 1 2 重複 長度

長

度

指標 分

欄

分欄備註 資料單元名稱 Name of Data
Element

欄位 欄、指標、分欄名稱 欄位長度 欄位備註Field, Indicator,
Subfield

Length of
the Field

代碼 位址 代碼內容 必備Codes

　　缺期         Lacking Volume m V
　　註記         Remark n V
　　特藏符號         Prefix p V
　　分類系統代碼         Code of

Classification System
t V

　　版本         Edition v V
　　日期（年、

月）、冊次號、年代

        Date（year,
month）

y V

        卷期層次         Level of Volume
Number

1-7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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