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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編目規則」修訂說明 

一、修訂緣起 

「中國編目規則」自民國七十二年出版以來，國內圖書館即普遍採

行，做為記述編目的準則。多年來，根據各館的使用經驗，認為若干條

文有重新檢討之必要；加以「英美編目規則第二版」1988 修訂版

（AACR2R）的問世，更使圖書館界對修訂「中國編目規則」的期盼更

加殷切。有鑑於此，中國圖書館學會分類編目委員會於民國七十九年冬

即著手「中國編目規則」的修訂工作，歷時三年半始告完成。 

分類編目委員會主要由在大學圖書館系所講授分類編目課程的教師

及從事分類編目實務的圖書館同道組成，委員們利用教學及工作之餘，

先是隔週，後來則每月定期開會研商「中國編目規則」的修訂事宜，備

極辛勞。在漫長修訂過程中，全程參與的委員有：江綉瑛女士、李莉茜

女士、吳明德先生、吳瑠璃女士、陳和琴女士、陳昭珍女士、鄭恆雄先

生、盧荷生先生；分期參與的委員則有：朱護平、林淑芬、林義娥、俞

小明、孫喜雲、張慧銖、陳國瓊、曾秋香、黃永春、盧秀菊等諸位女士。 

二、修訂原則 

分類編目委員會在計劃修訂「中國編目規則」之初，即為修訂原則

斟酌再三，最後決定仍然以保存傳統、迎合世界潮流、適應實務使用，

作為修訂的目標，承續原來研訂「中國編目規則」的基本精神，據此定

下三項修訂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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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存「中國編目規則」原有的特色統特色，儘量保留原來條文，

但尊重專家意見，擴大善本圖書的適用範圍，凡線裝古書的編

目得依第四章著錄。 

 AACR2 中規定的檢索點有主要款目與附加款目之分，而「中國

編目規則」則泛稱檢索款目，修訂版仍然維持原有設計，不採

用主要款目的觀念。主要原因是編目自動化之後的線上目錄，

無論從任何檢索點查詢，得到的書目資料，其內容並無差異，

主要款目的重要性大為降低，實在沒有必要為主要款目的選

擇，大費周章，訂定細則。 

2. 參考「英美編目規則第二版」1988 修訂版 

 AACR2 列有選擇性的條文（Optional , Optional addition），本修

訂版酌予採用，在條文號碼前標以星號「*」，提示編目員可自

由選用，以適應個別需要。 

 對並列語文資料的著錄，AACR2R 有較詳細的規定，本修訂版

亦擇要參酌採用。未正式出版的作品，其著錄方式與正式出版

品稍有不同，AACR2R 有新規定，本修訂版一併採納。 

3. 配合編目實務的需求 

 編目規則的編訂應能滿足編目工作的需求，「中國編目規則」的

採行已有十年，根據各館多年的使用經驗，提出許多質疑與建

議，對於質疑之處，詳加剖析，說明清楚；對於建議事項，若

合理可行，則予以採納，或融入原有條文之中，或另增新款，

力求周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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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訂要點 

「中國編目規則」的修訂，採逐條討論方式，由點而面，從條款到

篇章，大部份條款維持不變，其他部分則或增刪文字、或添加實例、或

合併條款、或擴增條文，完全依實際需要而定。歸納修訂的內容，可分

為下列十點： 

1. 確定著錄項目為八大項 

 依據國際標準書目著錄（ISBD）規定，著錄項目包括八大項：

(1)題名及著者敘述項，(2)版本項，(3)資料特殊細節項，(4)出版

項，(5)稽核項，(6)集叢項，(7)附註項，(8)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

記載項。原「中國編目規則」另增追尋項一項，成為九大項，

引起不少困擾。其實，追尋項記載的事項並不屬於著錄項目的

範圍，它的目的在記載記述編目後所選定的檢索款目以及主題

標目，對卡片形式的目錄具有備忘作用，用以揭示書目記錄的

檢索點；對線上目錄則無此必要。修訂版在著錄項目的條文

（1.0.1）刪除追尋項，但保留記載追尋事項之相關條文（1.9，

1.9.1，1.9.2），供製作卡片目錄者參考遵循。 

2. 釐清著錄來源的觀念 

 「中國編目規則」只有主要著錄來源的規定、未作指定著錄來

源的陳述，顯然對著錄來源的詮釋，有欠周全。修訂版為釐清

著錄來源的觀念，每一類型資料均列出該資料之主要著錄來

源；而每一著錄項目則明訂其指定著錄來源。 

3. 增加選擇性條款的運用 

 為了適應各圖書館不同的需求，編目規則中的條文，不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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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採納，為此 AACR2 特別編列若干選擇性條款，由各館自

行決定是否採行。修訂版在此類條文前加註星號「*」，以提醒

編目者，若有必要，可以著錄；若無必要，則可省略。例如資

料類型標示款即屬選擇性條款，各館可自行決定是否著錄資料

類型名稱(見 1.1.2 款)。 

4. 增訂未正式出版資料之著錄條款 

 關於未正式出版作品的出版項著錄方式，在原編目規則中沒有

明文規定，引起不少困擾，修訂版特別增列條款，規定未正式

出版之作品，僅著錄其年代，不必著錄其出版地及出版者（見

1.4.1.1，1.4.2.7，1.4.3.9，1.4.5.6 諸款） 

5. 增加「分析」條款之內容 

 由若干部分組成的作品，除應編製完整的書目記錄外，亦應分

析各部分的書目資料，做成分析款目，以供檢索。分析的方式

主要有三種，一為集叢及多部分組成作品的分析，即各部分單

獨編目，而將共同題名（或集叢名）記於集叢項；二為將各部

分之書目記錄記於附註項的分析方式；三為「在」分析。除此

以外，修訂版另增「多層次著錄」的分析條款（見 14.6，14.6.1，

14.6.2 款），供編目單位多一種選擇著錄分析的方式。 

6. 明訂「團體標目」中本國與外國政府機關的標目格式 

 有關訂定本國政府機關標目之各款（見 24.2.4.1 款―24.2.4.7

款），各款條文之首另加「我國」二字，以便與外國政府機關標

目之條款（見 24.2.4.8 款）有所區別。至於大陸地區的政府機關

標目亦依本國政府機關標目之規定訂定，但加註「中國大陸」

字樣，置於圓括弧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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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增訂「劃一題名」條款 

 有些作品常因版本不同或譯本迥異而有不同的題名，這種情形

尤以宗教經典、文學作品、古典音樂作品等最為常見，編目時

可以使用劃一題名，並立為檢索款目，使目錄中不同題名的同

一作品匯集一處，以便檢索，這就是劃一題名的主要功用。 

 「中國編目規則」中有關劃一題名標目的條款，僅有概略性說

明，對各類型資料的劃一題名，則缺乏詳細規範。修訂版特別

參考 AACR2 1988 修訂版，針對中文資料的特性，同時考慮線

上目錄的需求，研訂有關文學作品、古典音樂作品、宗教經典

等劃一題名之編訂方式（詳見第 25 章）。 

8. 擴展「人名標目」的選擇範圍 

 依據選擇人名標目的規定，一人有二個以上名號者，應擇其著

稱者為標目。在目錄中，一個人只能立一個人名標目，其他未

經採用的名號，則以「見」參照款目來連結。這樣的規定，對

使用不同筆名發表不同領域或不同風格作品的著者而言，並不

恰當。因此，修訂版在第二十一章人名標目部分，增加一條款：

「若作者以不同之筆名或本名題署於不同寫作領域或風格之作

品，且各署名均已相當著稱，則可同時採用各署名為標目，並

立參照款目連結之；若無法確定，仍依 22.1.1 條擇定之。（見

22.1.2.3 款） 

 同時，在第二十六章參照，增列人名之參見款目條款：「個人之

名字在目錄中使用不同之標目時，得立「參見」款目互見之。」

（見 26.1.2.1 款） 

9. 增列「集叢名稱」之參照條款 

 「中國編目規則」在「參照」一章中，僅有人名、團體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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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之參照條款，集叢名稱之參照條款則付之闕如。因此修訂

版增訂集叢名稱之「見」款目及「參見」款目，以供採行（見

26.3.1，26.3.2 款） 

10. 普遍增加實例說明 

 「中國編目規則」出版以來，圖書館編目界一直盼望能另編使

用手冊，詳細解說各條款的含義及使用方法，但始終未能如願。

由於使用手冊的編纂，耗時費力，蹉跎多年，仍未編成，為彌

補缺乏使用手冊的不便，修訂版於各條款之後，儘量多舉實例，

藉以說明條款的使用，紓解文字表達的不足，增進編目員對編

目規則的瞭解。 

四、編排體例 

1. 本規則內容分為二編，甲編「著錄」部分，說明如何著錄各類

型資料之書目資料；乙編「標目」部分，則闡釋如何選擇檢索

款目及確立標目形式。 

2. 甲編含總則、圖書、連續性出版品、善本圖書、地圖資料、樂

譜、錄音資料、電影片及錄影資料、靜畫資料、立體資料、拓

片、微縮資料、電腦檔、分析等十四章。 

3. 乙編含檢索款目之擇定、人名標目、地名、團體標目、劃一題

名、參照等六章。 

4. 甲編之條文(第十四章除外)採助記性編號，例如：1.2 為總則之

版本項。2.2 為圖書之版本項，3.2 為連續性出版品之版本項，

其餘類推。 

5. 各條文多編有實例，以提供實際編目之參考，並有助於條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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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之瞭解與掌握。 

6. 凡條文前加註星號「*」者，係選擇性條文，表示各館可視需要

擇用之。 

五、使用說明 

1. 本規則適用於各類型圖書館或資料單位著錄各類型資料，編目

資料可記錄於 3 吋×5 吋(7.5 公分×12.5 公分)之目錄卡片，或

機讀目錄中，卡片格式可參考本規則 1.0.4 各款；機讀格式則請

參考「中國機讀編目格式」第三版。 

2. 著錄各資料類型時，除根據該資料類型適用之章節條文外，同

時須參考第一章「總則」有關條文。若著錄之資料包含多部分

內容，則須根據第十四章之規定，分析其部分內容。 

3. 條文下所舉之實例，凡加註「註云：」字樣者，實際編目時勿

於各附註項前加「註云：」二字。 

4. 凡有助於讀者查尋或辨識某一資料之款目，均可立為檢索款

目，檢索款目之形式應依其性質按本規則乙編擇定適當之條文

確立之。 

六、結語 

有人認為，「中國編目規則」是 AACR2 的翻版；也有人說，「中國

編目規則」是中文版的 AACR2，似是而非，引人暇思。事實上，「中國

編目規則」乃依據 ISBD、參考 AACR2 而研訂，同時也參酌中文資料

的特性，決非全盤吸收、連根移植的產物，例如主要款目的選擇，就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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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與 AACR2 不同的觀點。「中國編目規則」修訂版依然參考 AACR2R

而修訂，同時也考慮本地的需求，採納圖書館的建議，使它更適合以中

文資料為重的圖書館使用。 

自從編目自動化以來，線上目錄逐漸取代卡片目錄，兩者不論在檢

索點的選立、目錄的檢索方式、書目記錄的展現方式等方面，均有差異，

而原先編訂的編目規則，雖說是為了配合以電腦來處理書目資料的特

性，但本質上仍然擺脫不了卡片目錄的制式，「中國編目規則」的一些

修訂條文，就是以線上目錄的特性來考慮的。但若談到符合線上目錄需

求的編目規則，恐怕就得另起爐灶，重訂新規，而不是僅靠修訂舊規則

就能完事的。 

「中國編目規則」的修訂工作在眾人的殷切期待中，暫告一段落，

分類編目委員會的委員們，利用教學或工作之餘，定期聚會研討，歷時

三年半，不為名、不為利、任勞任怨、犧牲奉獻，如果不是對圖書館事

業的熱愛，尤其對分類編目工作的執著，這項工作是無法完成的。 

 
 
 

中國圖書館學會分類編目委員會 

主任委員 吳瑠璃 謹識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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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編目規則修訂二版」修訂說明 

一、修訂緣起 

「中國編目規則」自民國七十二年出版以來，圖書館界一直盼望有

使用手冊的出版，俾詳細解說規則條款的含義及使用方法，由於受到人

力、物力的限制，始終未能如願。民國八十七年，中國圖書館學會分類

編目委員會為了不負眾望，終於排除萬難，自該年九月開始著手進行手

冊稿的編寫工作。同時，由於「中國編目規則修訂版」部分條文因新資

訊媒體的出現恐不符實際編目的需求，委員們乃針對修訂版規則逐條討

論。除了第四章「善本圖書」、第十一章「拓片」因一般圖書館較少引

用而未予討論外，其餘各章前後歷時將近兩年始全部討論完畢。 

二、修訂要點 

「修訂二版」的修訂承續「修訂版」的既定原則，保存「中國編目

規則」原有的特色、參考「英美編目規則第二版」1998 修訂版、及配

合編目實務的需要。在修訂內容方面，除了第十三章章名由「電腦檔」

改為「電子資源」，在條文有較大幅度的更動外，其餘部分或是修正文

字、或是刪併條款、或是添加實例，都視需要而定。茲將規則最主要的

改變略述於下： 

（一）電子資源 

資訊科技快速發展的結果，各種新興資訊媒體紛紛出現，而且數量

日增。電腦儲存媒體原以磁碟為主，現已漸由光碟取代，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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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ROM、CD Interactive、Photo CD 等等各種光碟。結合聲音、影像、

文字、圖形的互動性多媒體尤其廣受歡迎。自從網際網路盛行，大量遠

端存取之電腦檔可資利用，網路資源極其豐富，圖書館不得不為這些資

源進行編目工作，卻發現目前的編目規則有不敷使用之困窘。有鑑於

此，委員們認為中國編目規則修訂版第十三章必須作一調整。因而修訂

稿先由陳昭珍委員草擬，再交由與會委員進行討論，其結論要點如下： 

1. 第十三章名由電腦檔改為電子資源。適用範圍涵蓋所有新型態

的電子資源，包括互動性多媒體、網路資源等等。 

2. 資料類型標示（GMD）亦由電腦檔改為電子資源。 

3. 版本用詞擴及 version, level, release, update 等，編目時，視同版

本敘述，照錄之。 

4. 於「資源特性」項中，資源類型標示依特定性分為兩種層次，

例如： 

電子資料為第一層次 

電子字型資料為第二層次 

電子程式為第一層次 

電腦輔助繪圖程式為第二層次 

編目人員可視館藏多寡，選擇適用之資源類型標示。若規則無

適用之資源類型標示，亦可根據目前通行之用語冠以「電子」

描述之。 

5. 網路資源是否為正式出版很難區辨，原規則「未正式出版發行

之電腦檔不必著錄出版地、出版者」的條文刪除，以符合編目

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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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稽核項的著錄較具彈性，例如： 

(1) 只提供遠端存取之電子資源不必著錄稽核項； 

(2) 規則中無適用之特殊資料類型標示可以用載體（盛裝物）

之特定名稱著錄之，並加「電子」二字； 

(3) 資源載體若無適當之中文譯名，可直接以通用之英文名稱

著錄之。 

(4) 包含不同型態及大小載體之電子資源，可以或是於同一筆

書目記錄對不同載體給予個別描述、或是為不同載體分別

建立書目記錄。 

7. 附註項中，增加網址的記載。（參見規則 13.7.1 查尋軟體及網址） 

（二）影音光碟 VCD、數位影音光碟 DVD 

影音光碟 VCD、數位影音光碟 DVD 通常被圖書館認為與錄影資

料屬同一資料類型，故其著錄事項新增於規則第八章。至於其他規格之

數位多功能光碟（Digital Versatile Disc, DVD），其著錄事項仍屬第十三

章電子資源之範圍。 

（三）劃一題名 

需使用劃一題名並立為檢索款目的中文作品多半為文學作品及宗

教作品。至於古典音樂作品，若需使用劃一題名並立為檢索款目，委員

們認為對目錄使用者而言，採英美編目規則為之設定標目，將更易於檢

索，故相關條文（原 25.5）刪去。 

（四）資料類型標示 

作品若無共同題名，無論是否同一著者，其資料類型標示之著錄改

記於第一作品正題名之後。與舊版之「如係同一著者之作品，則記於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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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之後；如係不同著者之作品，則記於最後之題名著者敘述項之後」

相比，更直接而易於辨識。 

三、結語 

分類編目委員會主要由從事分類編目實務的圖書館同道及大學圖

書資訊系所講授編目課程的教師組成，在顧問吳瑠璃老師的指導之下，

參與的委員包括王純瑾、江綉瑛、林淑芬、吳慧中、姜又梅、俞小明、

陳昭珍、陳國瓊、曾秋香、張慧銖、鄭美珠、錢月蓮、陳和琴等女士及

陳友民先生。委員們在公務或課業繁忙之餘，還得抽空編寫手冊稿，而

且每月至少一次至學會參加委員會議，研商規則修訂及手冊稿等事宜，

可謂備極辛勞。 

茲值「中國編目規則修訂二版」付梓之際，歷時兩年編寫之「中國

編目規則使用手冊」亦將由國家圖書館印行，透過手冊的協助將可增進

對中國編目規則的了解與使用。未來配合書目著錄的國際標準化，「中

國編目規則」的修訂工作必須持續進行，以迎合時代潮流。在修訂過程

長期奮鬥歷程中，「中國編目規則修訂二版」及使用手冊的出版僅是其

中的一小步，未來的一大步──亦即全新的展現，還有賴國內圖書館界

的共同努力、支持與鼓勵。 

 
 

中國圖書館學會分類編目委員會

主任委員陳和琴謹識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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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增修說明 

「中國編目規則」係根據「國立中央圖書館中文圖書編目規則」及

「國際標準書目著錄」（ISBD）、「英美編目規則第二版」（AACR2）作

為參考之藍本，並依據國內圖書資訊著錄的實際需要，以及媒體與資訊

的變化、國際發展的趨勢而持續研訂發展。民國 69 年，中國圖書館學

會（以下簡稱本會）及國立中央圖書館邀集館界專家積極研訂編目規

則，於 72 年由國立中央圖書館發行初版。以後陸續於 84 年 6 月修訂、

89 年 9 月發行修訂二版，都是由本會編訂印行。89 年本會又以修訂二

版為內容編寫使用手冊，則由國家圖書館出版。 

修訂二版發行以來頗受歡迎，為因應需求先後刷印兩次，及印行

POD 版二刷。爾來本會察覺 POD 版有些訛誤，且 AACR2 隨著媒體的

變化頗有增訂，第四十七屆「分類編目委員會」乃於民國 92 年 12 月修

訂二版之第三章連續性資源及第十三章電子資源兩章，並於國家圖書館

編目園地網站公告週知，期以廣徵意見。93 年 7 月 13 至 14 日又在國

家圖書館舉行「整合型態出版品編目研習會」，由本會與國家圖書館、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專門圖書館委員會合辦，共同邀請旅美編目

專家徐蕙芬女士及戴怡正女士主講，引介討論 AACR2 改編後的第九章

（Electronic Resources）和第十二章（Continuing Resources），範圍涵蓋

整合型態出版品，並特別著重電子整合型態出版品的編目。 

第四十八屆「分類編目委員會」接續增修研訂工作，由委員分別審

閱條文、訂正訛誤，並開會討論，完成規則之訂定。此版內容調整訂正

頗多，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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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版者以全稱或簡稱直接著錄 

第一章總則所稱出版者名稱，若已載於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時，基於提供出版者檢索點之考量，宜採用全稱或簡稱直接

著錄，不用「著者」、「編者」、「該部」、「該館」、「該會」等

字樣著錄。 

(二) 出版年及經銷年之記載得加註月份 

出版年及經銷年之記載，以版本項所載該版本之首次出版

年代為出版年（不包括重印），必要時得加註月份於年代之

後，年、月中間以圓點分隔。若無版本敘述，則以初次發

行年代著錄之。經銷年不同於出版年時，如有必要，亦應

著錄。 

(三) 西元以外之紀年需換算為西元年代 

出版年之記載，以阿拉伯數字著錄之。出版年用西元、外國

紀年、干支或其代字紀年者，照錄之。西元以外之紀年，查

明西元年代加方括弧記於其後。如：清同治戊辰[1868]、明

治 30 年[1897]。 

(四) 連續性出版品改稱「連續性資源」 

第三章原稱連續性出版品，改稱「連續性資源」。內容適用於

連續性資源之著錄，包括連續性出版品（如期刊、電子期刊

等）、整合性資源（如持續更新之活頁出版品、網站等），及

有限性資源（如選舉公報）。有限性資源，包括具有連續性出

版品之特色，帶有卷期編次，但刊期是有限的；連續性出版

品重印本以及有限的整合性資源。 

(五) 資料特殊細節項不適用於電子資源之著錄 

第十三章電子資源 13.3「資源特性」改為「資料特殊細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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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不適用於電子資源之著錄，刪除資源類型及檔案大小之

著錄。又因應電腦軟體及設備之進展，調整釋例。如 13.7.1

附註 (1)系統需求之說明，註云：系統需求： Windows 

XP/2000/ME/98SE；記憶體 128MB RAM（建議 256 或以上），

如需使用 DV 直接燒錄功能，建議配備 DDR RAM。 

(六) 劃一題名適用範圍增列音樂作品 

第二十五章除宗教經典、文學作品外，增列音樂作品為最常

使用之劃一題名。增加 25.5 古典音樂作品。劃一題名應以使

用本國語言為原則，但必要時得以外文題名著錄。音樂作品

之劃一題名標目，其標目依序包含下列細目：(1)作曲者、(2)

樂曲形式、(3)演出媒體、(4)作品號、(5)調性。 

(七) 增列劃一題名之參照 

第二十六章增列 26.3 劃一題名之參照，包括「見」、「參見」

及「說明參照」款目。原 26.3-26.3.2 集叢名稱，調整為

26.4-26.4.2。 

本次增修工作分為兩方面：其一、針對修訂二版及其 POD 版二刷

文字訛誤部分，加以校訂；其二、參考相關編目規範工具書，並斟酌編

目實務經驗，針對部分條文內容予以增修。凡有增修之條文，其前均加

註雙圈號（◎），以資識別，並方便讀者查閱。 

本會第四十八屆「分類編目委員會」接續規則增修工作，委員有：

王國聰、張秀琴、曾秋香、鄭美珠、林達中、劉春銀、江綉瑛、陳友

民、許令華、錢月蓮、何芳瑛等圖書館界同道。胡歐蘭、盧秀菊、陳

和琴三位教授擔任顧問；國家圖書館編目組李主任莉茜、吳主任英美

擔任副主任委員。研訂工作多承諸委員勞心勞力、反覆研商，始克成

事。茲值本規則第三版編訂完成，即將付梓之際，謹致謝忱。委員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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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何芳瑛於文字校勘所費心力尤多，特表感謝。諸委員多半於公餘

之暇撥空修訂、聚會討論，期間時程緊湊，或有疏漏，尚請方家不吝

指正為盼。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分類編目委員會 

                       主任委員    鄭 恒 雄    謹識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