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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編目規則  

甲編 著錄 

第一章 總 則 

規則編號 規則條文 

1.0 通則 

1.0.1 著錄項目 

 凡目錄依次記載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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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著錄來源 

 著錄必有依據。本規則甲編「著錄」每一章首均列出該資料

之主要著錄來源，以供優先採擇著錄。每一著錄項目有其指

定著錄來源，非得自指定著錄來源者，加方括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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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3 標點符號 

 著錄中，除另有特殊規定者外，常用之標點符號列舉如下： 

(1) 圓點（．） 

用於題名及著者敘述項以引出補篇； 

用於集叢項以引出附屬集叢名。 

(2) 連字符號（--） 

用於列舉內容時，子題間以兩連字符號相連； 

用於連續性出版品之年分、卷期起訖等處。 

(3) 分項符號（. -- ） 

以圓點、空格、短橫、短橫、空格表示之。 

用於同一段落中項與項之間。 

(4) 冒號（：） 

用於題名及著者敘述項以引出副題名； 

用於出版項以引出出版者、經銷者及印製者； 

用於稽核項以引出插圖及其他稽核細節； 

用於集叢項以引出集叢副題名； 

用於附註項以引出各種題名，及引出列舉之內容； 

用於標準號碼項以引出作品之價格。 

(5) 等號（=） 

用於題名及著者敘述項以引出並列題名； 

用於版本項以引出並列版本敘述； 

用於出版項以引出並列出版敘述； 

用於集叢項以引出集叢並列題名； 

用於連續性出版品之標準號碼項以引出識別題名。 

(6) 斜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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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於題名及著者敘述項以引出著者敘述； 

用於版本項以引出關係版本之著者敘述； 

用於集叢項以引出集叢之著者敘述。 

(7) 逗點（，） 

用於正題名之又名前後； 

用於編次與編次名稱間之分隔； 

用於題名及著者敘述項，以分隔相同著作方式之著者敘

述； 

用於出版項，以引出修訂或重印敘述； 

用於出版項以分隔出版者（印製者）與出版年（印製年）。 

(8) 分號（；） 

用於題名及著者敘述項以分隔不同著作方式之著者敘述； 

用於出版項以分隔不同之出版地與經銷地； 

用於稽核項以引出高廣尺寸； 

用於集叢項，以引出集叢號。 

(9) 圓括弧（( )） 

用於題名及著者敘述項以標示中國著者之時代或外國著

者之原名； 

用於出版項之補充說明； 

用於稽核項之補充說明； 

用於集叢項。 

用於標準號碼項之裝訂及其他區別字樣。 

(10) 方括弧（[ ]） 

用於標示資料類型； 

用於標示得自指定著錄來源以外之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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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項相鄰之細目，如需各加方括弧，可同置一方括弧內； 

不同項者，分置之。 

(11) 乘號（×） 

用於稽核項以記高廣。 

(12) 刪節號（…） 

用於標示省略字句。 

(13) 加號（＋） 

用於稽核項引出附件。 

(14) 引號（ " " ） 

用於附註項引用字句。 

(15) 問號（ ? ） 

用於編目員自行推測之出版、發行年代。 

以上指定標點符號中，冒號（：）、等號（﹦）、斜撇（/）、

分號（；）、乘號（×）、加號（＋）及刪節號（…），前

後各空一格。連字符號（--）、圓括弧（( )）、方括弧（[ ]）

及引號（"  "），前後均不空格。圓點（．）及逗點（，），

僅於其後空一格。 

1.0.4 著錄詳簡層次 

 本規則所列書目資料之著錄，依其詳簡分為簡略、標準及詳

細三種著錄層次，各館可視需要採用適當之著錄層次。 

1.0.4.1 第一著錄層次：簡略著錄。著錄項目包括正題名、第一著者

敘述、版本敘述、資料特殊細節、出版者、出版年、稽核項

（僅數量即可）、附註、標準號碼。 

正題名 / 第一著者敘述﹒--版本敘述﹒--資料特殊細節﹒--

出版者, 出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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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數量(面、葉、冊數或其他單位) 

附註 

標準號碼 

1.0.4.2 第二著錄層次：標準著錄。著錄項目包括正題名、資料類型

標示、副題名、並列題名、第一著者敘述、其他次要著者敘

述、版本敘述、關係版本之第一著者敘述、資料特殊細節、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稽核項、集叢項、附註、標準號

碼。 

正題名〔資料類型標示〕：副題名 = 並列題名 / 第一著者

敘述；其他次要著者敘述﹒--版本敘述 / 關係版本之第一著

者敘述.-- 資料特殊細節﹒--出版地：出版者, 出版年 

數量(面、葉、冊數或其他單位)：插圖或其他稽核細節；高

廣尺寸 --(集叢正題名 / 集叢著者敘述, 集叢標準號碼；集

叢號, 附屬集叢名, 附屬集叢標準號碼；附屬集叢號) 

附註 

標準號碼 

1.0.4.3 第三著錄層次：詳細著錄。依本規則所列各細目全部著錄。 

1.0.5 印刷錯誤之著錄 

 著錄來源中發現錯誤，仍照錄之；將考證所得，於附註中說

明之。 

例：1. 老子索引 / 葉廷幹編 

註云： 書名頁未署編者，版權頁、封面及書背均誤

題編者為葉廷幹，據序所言實為蔡廷幹。 

2. 識訓數學 / W. R. Mitchell & J. J. Magaud 原著 

註云：書名頁題名有誤，應為職訓數學。 



 

6 

1 
1.0.6 兩個以上主要著錄來源 

1.0.6.1 作品若僅為一冊（捲、片…等單位）時，依首先出現之主要

著錄來源著錄。但下列情形者例外： 

(1) 作品由若干部分組成，各有其主要著錄來源，卻無共同之

主要著錄來源（例如：合刊圖書之各有其書名頁；錄音資

料之兩面各附標籤），則應將各部分之主要著錄來源，視

為一個主要著錄來源。 

(2) 宜選用刊有最新出版年、經銷年之主要著錄來源。 

(3) 作品有兩個以上主要著錄來源（或為個別作品，或為多單

元作品之一部分），則依各館處理該作品之方式（個別著

錄或整體著錄），擇取適當之主要著錄來源。 

(4) 各主要著錄來源有不同之語文，則以與正文相同者為主要

著錄來源。 

1.0.6.2 作品若有多冊（捲、片…等單位）時，則以第一冊（捲、片…

等單位）為主要著錄來源。若無法確定，則依提供資料最完

備者著錄。各主要著錄來源間之差異，註明於附註項。 

1.1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目  次 

   1.1.0   序則 

   1.1.1   正題名 

   1.1.2   資料類型標示 

   1.1.3   並列題名 

   1.1.4   副題名 

   1.1.5   著者敘述 

   1.1.6   無共同題名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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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0 序則 

1.1.0.1 標點符號 

(1) 正題名及又名前後隔以逗點。 

(2) 正題名及其卷數之間空一格。 

(3) 正題名與補篇或編次間用圓點及一空格相隔。 

(4) 同一著者所著無共同題名之作品，各作品題名間隔以分號

（；）。 

(5) 不同著者所著無共同題名之作品，各作品之題名及著者敘

述項間隔以圓點（．）。 

(6) 資料類型標示置於正題名（包括卷數）後之方括弧（〔 〕）

內。 

(7) 並列題名前冠以等號（=）。 

(8) 副題名前冠以冒號（：）。 

(9) 第一著者敘述前冠以斜撇（/）。 

(10) 不同著作方式之著者敘述前冠以分號（；）。 

(11) 相同著作方式之著者敘述間隔以逗號（，）。 

1.1.0.2 著錄來源 

依本規則各章之主要著錄來源著錄，得自其他來源者加方括

弧。 

1.1.1 正題名 

 依作品之主要著錄來源著錄之，正題名非得自主要著錄來

源，需註明於附註項。 

1.1.1.1 正題名之遣詞用字、符號、標點、數字、國語注音符號、羅

馬拼音，或其他拼音符號及夾用外文者，均依原作品所載著

錄。若正題名中之標點符號與本規則指定之標點符號相同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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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礙辨識時，得改以適當之符號或省略。正題名若含刪節號

（…）及方括弧（[]），應分別改為破折號（—）及圓括弧

（（ ）），以免與指定之標點符號混淆。無法照錄的圖形及符

號或其他內容，可用相應的文字代替，加方括弧，並於附註

項中說明。 

例：1. 幾何學 ABC 

2. ０與１之間 

3. 敵乎? 友乎? 

4. X 射線 

5. 堅忍、奮鬥、成功! 

6. π（ㄆㄞˋ）的故事 

7. １＋１﹦２ 

8. IBM PS/2 系統詳論 

9.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導讀 

（說明）書名頁原題：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導讀。 

10. 愛[心] 

註云：原題名“心”為一個心形圖案 

1.1.1.2 正題名選定後，如主要著錄來源中另有別題名（如原名、亦

名、一名、又名等），視為正題名之一部分，記於其後，兩

者之間以「，又名，」相連。 

例：1. 鴉片戰爭史事考, 又名, 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 / 

(清)魏源原著 ; 姚薇元考訂 

2. 才子古文, 又名, 天下才子必讀書 / (清)金聖嘆評

注 ; 韓道誠校訂 

1.1.1.3 正題名內含有著者（負責者）名稱，或作品經他人刊刻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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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而將著者姓名移置原作品正題名之前者，照錄之。 

例：郁達夫選集 / 郁達夫撰 

1.1.1.4 正題名過於冗長者，以照錄為原則。必要時可在不失題名原

意的前提下予以省略，省略部分以以刪節號（…）表示。但

正題名首五字以不省略為宜。 

例： 中英文自傳…推薦函範例 

（說明） 原題中英文自傳、求職信、面談英語、履歷

表、介紹信、推薦函範例。 

1.1.1.5 若作品各著錄來源均未載題名時，得參考諸家著錄以決定

之，並於附註項中註明「題名佚去，據 XX 補」。作品及諸

家著錄俱不能取得適當之正題名，編目員得依己意裁定，加

方括弧，並於附註項中說明。 

例：1. [春秋大事比] 

註云：書名佚去, 據文獻通考補 

（說明）此係舊鈔本，書名佚去，錄漢董仲舒以春

秋斷獄決疑，凡七十八事，據馬端臨文獻

通考定為今名。 

2. [理化學講義] 

註云： 本書為中央砲兵學校講義，內容包括化學概

論、熱學及光學，書名係本館所擬定 

1.1.1.6 若正題名同時以兩種以上語文並列，則以與作品中主要部分

相同之語文著錄。無法確定時，以首先出現於主要著錄來源

者為正題名，其餘則以並列題名著錄。 

1.1.1.7 正題名之冠有「欽定」、「增廣」、「增補」、「詳註」、「重修」、

「校訂」、「選本」、「繪圖」、「最新」等字樣者，依原題字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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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著錄，並以省略此類字樣之題名另立檢索款目，或另定劃一

題名。劃一題名之制定參閱本規則乙編「標目」第廿五章。 

例：1.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2. 足本老殘遊記 

3. 增補中華諺海 

4. 最新中日大辭典 

1.1.1.8 卷數 

 書籍之分卷者，應將卷數記於正題名之後，空一格以國字書

寫。若所題卷數與原書不符時，須於附註說明之。 

例：1.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二百卷, 卷首一卷 

2. 廿二史劄記  三十五卷, 補遺一卷 

註云： 原書三十六卷, 補遺一卷, 書名頁誤題三十

五卷, 補遺一卷 

1.1.1.9 若一作品為另一作品之一部分或續編、補編等，則將其部分

題名（含編次、編次名稱）著錄於正題名之後，以圓點及一

空格相隔。 

例：1. 統計學術研討會實錄．七十五年 

2. 圖解觀賞用魚類大觀．卷二, 金魚篇 

3. 冷凍空調檢定學科大全．甲級 

4. 國際經濟技術合作計劃概況．續編 

1.1.1.10 若主要著錄來源同時有共同題名及個別題名，則視共同題名

為正題名，其個別題名著錄於附註項。 

*1.1.2 資料類型標示 

 資料類型名稱記於正題名之後，加方括弧。 

 資料類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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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圖 電子資源 

文字印刷本 電影片 

手稿 複製藝術品 

幻燈捲片 圖片 

幻燈單片 圖表 

生態立體圖 實物 

地圖 模型 

多媒體組 樂譜 

玩具 錄音資料 

拓片 錄影資料 

閃示卡 點字本 

球儀 微縮資料 

透明片 藝術品原件 

遊戲用品 顯微鏡單片 

 必要時，方括弧中之類型名稱之後可加「大字本」、「點字本」

等說明，並加圓括弧。 

例：中華民國全圖[地圖(點字本)] 

1.1.2.1 作品無共同題名，無論是否同一著者，其資料類型標示之著

錄，記於第一作品正題名之後。 

例：1. 孔明棋[電子資源] ; 蘋果遊戲 ; 智商 180 / 楊第

設計 

2. 古今偽書考 / 姚際恒著[微縮資料]．經籍舉要 /  

龍啟瑞編．儀禮石經校勘 / 阮元撰 

1.1.2.2 正題名含編次、編次名稱時，則其資料類型標示著錄於其編

次、編次名稱之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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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 五層樓預鑄剪刀牆在等值靜載重作用下之模型試驗

研究．第三期報告[微縮資料] 

1.1.2.3 若作品係從另一種資料類型轉製而來，依現在之類型著錄，

但應於附註項說明據以轉製之原始類型。 

例： 教育學報[微縮資料] / 中華民國教育總會編 

註云：據紙本期刊微縮 

1.1.2.4 作品包含兩種或兩種以上之資料類型，以主要部分之資料類

型著錄；若無明顯之主要部分，則標示為「多媒體組件」。 

1.1.3 並列題名 

 主要著錄來源載有與正題名不同語文之其他題名或符號（如

羅馬拼音、國語注音等），視為並列題名。依主要著錄來源

所載之順序著錄，並列題名前冠以等號（﹦）。 

例： 中華民國經濟年鑑 = Economic yearboo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1.3.1 第一著錄層次不必著錄並列題名；第二著錄層次只著錄第一

個並列題名；第三著錄層次應一一依次著錄所有並列題名。 

1.1.3.2 翻譯作品附原文（全部或部分），且原題名載於主要著錄來

源，其原題名以並列題名著錄。 

翻譯作品未附原文，其原題名一律著錄於附註項，並以前導

用語「譯自：」引出。 

1.1.3.3 並列題名非得自主要著錄來源則著錄於附註項。 

例：中國童玩 

註云：書背題名 : Games Chinese children play 

1.1.4 副題名 

 主要著錄來源若載有副題名，則加冒號置於所屬正題名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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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題名之後。 

例：1. 大趨勢：改變人類生活的十個新方向 

2. 健康的第一步：認識你的身體 

3. 專家系統設計：理論與實務 = Expert systems from 

inside to practice 

4. 贏的策略：從設計出發 = The strategy of 

anti-counterfeiting : innovative industrial design 

1.1.4.1 副題名過於冗長，可省略其無關重要部分（參見 1.1.1.4 

款），或著錄於附註項。 

例：1. 諾貝爾傳：偉大發明家…奮鬥歷程 

（說明） 本書副題名為偉大發明家戲劇性的一生

與奮鬥歷程。 

2. 諾貝爾傳 

註云： 副題名：偉大發明家戲劇性的一生與奮鬥歷

程 

1.1.4.2 正題名含義不清，需進一步解釋時，可於附註項中說明。 

例： 小屯 

註云：考古報告 

1.1.5 著者敘述 

 依作品之主要著錄來源著錄，著作方式記於著者名稱之後，

著者敘述非得自主要著錄來源者，加方括弧。即使主要著錄

來源所署著者不足憑信或有疑問，仍照樣著錄，而以考證所

得記於附註項。 

例：1. 不按牌理出牌 / 何凡 

2. 中國美學史資料彙編 / 明文書局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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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劉其偉水彩集 / 劉其偉 ; 何政廣編 

（說明） 上述三例，其主要著錄來源均未記載著作

方式，因作品與著者之關係可以辨識，故

不需加註著作方式 

4. 書法入門 / 史正中著并書 

5. 李菊圃夫子課士語錄 / 李菊圃遺著 

6. 現代名家詩選 / 佚名編 

7. 復性書院講錄 / 馬一浮撰 

8. 金獎小說 / 歷屆得獎青年作家合著 

（說明） 以上均依主要著錄來源所載照樣著錄。 

9. 胡適文存 / 胡適著作 

（說明） 書名頁未署著者，版權頁記載「著作者：

胡適」，著錄時，將著作方式移置著者名

稱之後。 

10. 中國美術史 / 何恭上主編 ; 馮振凱撰述 

（說明） 書名頁未署著者，版權頁記載「主編：何

恭上；撰述：馮振凱」，著錄時，將著作

方式移置著者名稱之後。 

11. 史記探源 / [崔適撰] 

（說明） 撰者據正文卷端所題著錄。 

12. 標準字設計 /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 

（說明） 書名頁僅署本社編輯部，編目時改為全

名，加方括弧。 

13. 詩學事類  二十四卷 / (明)李攀龍撰 

註云： 原題（明）李攀龍撰，據四庫全書總目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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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託名之作 

14. 中國歷代典籍考 / 程登元撰 

註云： 此書原名古今典籍聚散考, 著者為陳登原, 

非程登元 

15. 古籍版本鑑定叢談 / [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 

註云： 據 1984 年東洋學文獻類目考知著者為魏隱

儒及王金雨 

1.1.5.1 著者敘述中之個人或團體與作品之關係有欠明確者，可加添

字句說明之，並加方括弧。 

例：1. 經營貿易必勝法 / 島田光泰[著] ; 吳瑞南譯 

2. 白石老人自述 / 齊璜[口述] ; 張次溪筆錄 

3. 空軍概要[透明片] / 教育部學生軍訓處[監製] 

1.1.5.2 作品中若無著者名稱及有關著者之記載，則省略著者敘述。

但遇下列情況，得於附註中說明。 

(1) 作品有時代可稽者，則以「某朝佚名撰」記於附註項。 

(2) 可由諸家目錄或他書考訂其著者，則記於附註項，並說明

其來源。 

(3) 一般傳說為某人所著，可於附註項記載「舊題某某撰」。

如考證所得與一般傳說不同，則以考證所得記於附註項，

並訂正傳說之誤。 

例：1. 國立中央圖書館遷館紀念特刊 

2. 可愛的摺紙 

（說明） 上述二例，作品中均無關於著者之記載，

故省略著者敘述。 

3. 四夷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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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云：(明)佚名撰 

4. 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 

註云：據 1980 年東洋學文獻類目考知著者為張舜

徽 

5. 華嚴法界玄鏡  三卷 

註云： 據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之實用佛學辭

典考訂著者為(唐)釋杜順述；(唐)釋澄觀譯 

6. 曾子  二卷 

註云：舊題曾參撰 

1.1.5.3 著作方式（如撰、編、輯…等）相同之著者名稱，間以逗點

（，）不止一人（團體）時，併錄之；但超過三人（團體）

者，僅記首列之著者，並加「等」字，其餘全部省略。著作

方式不同者，則隔以分號（；）。 

例：1. 明歸震川先生有光年譜 / 張傳元, 余梅年著 

2. 教導心理學研究 / 吳靜吉等編著 

（說明） 書名頁題編著者為吳靜吉、丁興祥、朱進

財、王敬仁、張守泰。 

3. 莊子集釋 / (晉)郭象注 ; (唐)成玄英疏 ; (唐) 

陸德明釋文 ; (清)郭慶藩集釋 

4. 三劍客 / 大仲馬(Alexandre Dumas)著 ; 許智仁譯 

5. 古典社會學理論 / 柯塞原著 ; 黃瑞祺, 張維安譯 

1.1.5.4 作品所題著者為別名、筆名或所題著者姓名不全時，均照原

題著錄之，但可考證其真實姓名記於附註中。 

例：1. 莊子解故 / 章太炎著 

註云：著者本名章炳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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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帶經堂詩話  三十卷, 卷首一卷 / (清)漁洋山人著 

註云：著者本名王士禎 

3. 知識的水庫 / 彭歌著 

註云：著者本名姚朋 

4.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 梁氏著 

註云：著者為梁漱溟 

1.1.5.5 著者之頭銜、學位、職位等均不必著錄。但省略後有礙辨識

者，仍照錄之。 

例：1. 青年的四個大夢 / 吳靜吉著 

（說明）書名頁題吳靜吉博士著。 

2. 人生新境界：生命價值與美之真諦 / 王逢吉著 

（說明）書名頁題王逢吉教授著。 

3. 為妻的心路歷程 / 皮爾夫人著；簡宛節譯 

4. 大佛頂首楞嚴經淺釋  十卷 / 宣化上人講述 

5. 西藏度亡經 / (唐)蓮華生大士原著；達瓦桑杜喇嘛

英譯；徐進夫譯 

（說明） 「夫人」、「上人」、「大士」、「喇嘛」，均

不宜省略。 

1.1.5.6 作品所題著者姓名若含中國朝代名稱時，則照原題著錄。朝

代名稱置於姓名之前，加圓括弧。 

例：1. 楚辭補注  十七卷 / (宋)洪興祖編 

2. 江楚會奏變法三摺 / (清)劉坤一, (清)張之洞撰 

1.1.5.7 作品所題外國著者原名或僅載中文譯名者，均依原題著錄；

若同時載有著者外文原名及其中文譯名者，則原名著錄於中

文譯名後，並加圓括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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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兒童肖像大全 / John Norton 原著 ; 胡哲編譯 

2. 機械準確性的基礎 / Wayne R. Moore 原著 ; 孫葆

銓, 孫樂南編譯 

3. 禪門公案秘傳 : 隻手之聲 / 霍甫曼著 ; 徐進夫譯 

4. 天堂暗影 / 雷馬克(Erich M. Remarque)著 ; 張時

譯 

5. 當代文學理論 / T.伊格頓(Terry Eagleton)著 ; 鍾

嘉文譯 

1.1.6 無共同題名之作品 

1.1.6.1 作品含若干部分而無共同題名，若有明顯之主要部分，則以

其主要部分之題名著錄之，其他部分之題名著錄於附註項。

（參見 1.7.1 (19)）。 

1.1.6.2 作品含若干部分而無共同題名，若無明顯之主要部分，可以

整體為一單元著錄之（參見 1.1.6.3 款）；或以每一部分之題

名分別著錄之，其餘部分之題名著錄於附註項（參見

1.7.1(21)），如地圖資料，錄音資料，電影片及錄影資料，電

子資源及縮影資料。 

例：1. 睡美人[錄音資料] 

註云：與三隻小貓合錄 

2. 三隻小貓[錄音資料] 

註云：與睡美人合錄 

3. 昆蟲世界[錄影資料] 

註云：與飛禽世界合錄 

4. 飛禽世界[錄影資料] 

註云：與昆蟲世界合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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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3 無共同題名且無明顯主要部分之作品，若以整體為一單元著

錄，則以載於主要著錄來源之題名依次著錄之。各部分各有

其主要著錄來源時，仍視為一個主要著錄來源（參見 1.0.6 

款）。 

(1) 若為同一著者之作品，則依次著錄題名，題名與題名間，

以分號相隔。 

例：孔明棋[電子資源]；蘋果遊戲；智商 180 / 楊第設計 

(2) 若為不同著者之作品，則題名與著者依次對應著錄，每一

題名及著者敘述間，以圓點及一空格相隔。 

例：寺塔記 / (唐)段成式. 益州名畫錄 / (宋)黃休復. 元

代畫塑記 / (元)佚名 

1.2 版本項 

    目  次 

   1.2.0   序則 

   1.2.1   版本敘述 

   1.2.2   關係版本著者敘述 

1.2.0 序則 

1.2.0.1 標點符號 

(1) 以分項符號（. -- ）與題名及著者敘述項相隔。 

(2) 修訂或重印敘述前冠以逗號（，）。 

(3) 版本著者敘述前冠以斜撇（/）。 

(4) 不同方式之版本著者敘述前冠以分號（；）。 

(5) 並列版本敘述前冠以等號（﹦）。 

1.2.0.2 著錄來源 

依本規則各章之主要著錄來源或本項之指定著錄來源著錄

◎ 



 

20 

1 
之，得自其他來源者加方括弧。 

1.2.1 版本敘述 

(1) 版次：依作品中所載版次敘述著錄。 

(2) 版本：版本名稱如原刊本、補刊本、初刊本…等，均照原

書所載著錄之。但本版、這一版、該版、革新版等，均不

必著錄。 

1.2.1.1 若版本敘述不止一種語文時，依正題名所使用之語文著錄，

若無正題名所使用語文之版本敘述時，則依首列者著錄。 

*其他語文之版本敘述，如有必要，可以並列形式著錄之。 

*1.2.1.2 若作品中未載明版本，但能確知其不同於舊版本，如有必

要，可簡略描述著錄之。 

*1.2.1.3 若作品中雖載明為新版本，但確知其與舊版本並無不同，則

仍以原版本敘述著錄之。 

例：盲點 / 廖輝英著. --初版 

（說明） 原書版權頁載「二十二版」，唯其與舊版

本並無不同，故著錄為「初版」。 

1.2.1.4 若合刊本無共同題名及共同版本敘述，則需將每一題名之版

本敘述分別著錄於其題名及著者敘述之後，並以一圓點及空

格相隔。 

*1.2.2 關係版本之著者敘述 

 除原著者外，凡對版本修改增補之著者敘述，著錄於版本敘

述之後。 

例：1. 中國歷代戰爭史 / 李震主編. --修訂一版 / 中國

歷代戰爭史修訂委員會修訂 

2. 圖書板本學要略 / 屈萬里, 昌彼得合著. --增訂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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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潘美月增訂 

*1.2.2.1 若作品之版本敘述已有並列版本之著錄，而其關係版本之著

者敘述僅一種語文時，可將版本之著者敘述著錄於所有並列

版本之後。 

*1.2.2.2 若作品有二種不同語文之版本敘述及其版本之著者敘述，可

依語文類別分別著錄。 

1.2.2.3 若作品之版本敘述僅一種語文，而關係版本之著者敘述不止

一種語文時，依正題名所使用之語文著錄，若無正題名所使

用語文之關係版本著者敘述時，則依首列者著錄。其它語文

之版本著者敘述，以並列版本著者敘述方式著錄之。 

1.3 資料特殊細節項 

 以分項符號（.-- ）與前項相隔。 

僅用於連續性資源（第三章）、地圖（第五章）、樂譜（第章）、

電子資源（第十三章），在某些情況下，也適用於微縮資料

（第十二章），詳見上述五章。 

1.4 出版項 

    目  次 

   1.4.0   序則 

   1.4.1   通則 

   1.4.2   出版地、經銷地等 

   1.4.3   出版者、經銷者等 

   1.4.4   出版者、經銷者職責敘述 

   1.4.5   出版年、經銷年 

   1.4.6   印製地、印製者、印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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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序則 

1.4.0.1 標點符號 

(1) 以分項符號（﹒-- ）與前項相隔。 

(2) 不同之出版地、經銷地前冠以分號（；）。 

(3) 出版者、經銷者、印製者前冠以冒號（：）。 

(4) 出版年、經銷年、印製年前冠以逗號（，）。 

(5) 印製地、印製者、印製年等置於圓括弧（( )）內。 

(6) 出版項中所有並列敘述前均冠以等號（﹦）。 

1.4.0.2 著錄來源 

依本規則各章之主要著錄來源或本項之指定著錄來源著錄

之，得自其他來源者加方括弧。 

1.4.1 通則 

1.4.1.1 本項著錄作品之出版、經銷、印製、發行等之地名、名稱及

年代。如經銷與出版之記載相同，僅著錄出版事項。未正式

出版之作品，僅著錄其年代。 

1.4.1.2 若出版、經銷等事項之記載，不止一種語文，則依正題名所

使用之語文著錄。 

* 其他不同語文之出版、經銷事項，如有必要，可以並列形

式著錄之。 

例：1. 臺北市：中國出版公司 

（說明） 版權頁另題出版者英文名稱為  China 

Publishing Company ，不予著錄。 

2. 臺北市：虹橋 = Rainbow Bridge 

1.4.1.3 若作品載有二個以上之出版地、出版者，及經銷地、經銷者，

擇其排列最前者著錄之。但編目機構所在國家之出版地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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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者，雖載於指定著錄來源次要位置，仍需著錄。 

例：1. 臺中縣霧峰鄉：臺灣省教育廳 

（說明） 本作品另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出版，以首

列者著錄之。 

2. Bedford, N. Y. : Asian Associate ; 臺北市 : 華英 

（說明） 本國（編目機構所在國家）之出版地及出

版者雖載於指定著錄來源次要位置，仍需

著錄。 

1.4.2 出版地、經銷地等 

1.4.2.1 依本規則各章之指定著錄來源著錄。 

1.4.2.2 出版地、經銷地等為助於辨識，有區別之必要時，則於該地

名前冠以較大地區名稱（包括縣、市、省、國等），若較大

地區名稱非取自指定著錄來源，則加方括弧。 

例： [廣西省]鳳山 

（說明）合江省及臺灣省均另有鳳山。 

1.4.2.3 作品之出版地不止一種語文時，則依正題名所使用之語文著

錄，若無正題名所使用語文之出版地時，則以首列者著錄。 

1.4.2.4 若作品載有二處以上出版地（經銷地），以其排列在前者著

錄之。其餘地名中若有屬於編目機構所在國家者，仍需著錄。 

例：香港；臺北市：道聲 

1.4.2.5 若作品無出版地、經銷地之記載，可依指定著錄來源所使用

語文著錄可能之地名，後加問號。如無法推測，應以其國名、

省名等著錄。著錄之國名、省名若有疑問，亦加問號於其後。

若國名、省名亦無法查悉，則以「出版地不詳」著錄之。 

例：1. [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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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浙江省] 

3. [江蘇省?] 

4. [出版地不詳] 

*1.4.2.6 出版者、經銷者之詳細地址可酌情記於出版地之後，加圓括

弧。 

例：孟痕錄 / 朱鏡宙著 

臺北市(景美溪口街 95 號之一 3 樓)：樂清朱氏詠莪堂 

1.4.2.7 未正式出版之作品，不必著錄其出版地；亦不得著錄為「出

版地不詳」。 

1.4.3 出版者、經銷者等 

1.4.3.1 依本規則各章之指定著錄來源所載之出版者、經銷者等名稱

著錄於其所在地名之後。 

例：1. 臺北市：正中 

2. 臺南市：五南 

1.4.3.2 作品併載發行人及發行機構時，著錄發行機構。 

例：臺北市：正中 

（說明）版權頁另題發行人黃肇珩，不予著錄。 

1.4.3.3 出版者或經銷者名稱以最簡明字樣著錄之，但以不妨礙辨識

為原則。 

例：1. 臺北市：正中 

（說明） 原題正中書局，省作「正中」。 

2. 臺北市：一品文化 

（說明） 原題一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省作「一品

文化」 

3. 臺北市：臺灣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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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臺灣書店不宜省作「臺灣」，以資辨認。 

1.4.3.4 若出版者名稱已載於題名及著者敘述項時，基於提供出版者

檢索點之考量，宜採用全稱或簡稱直接著錄，不用「著者」、

「編著」、「該部」、「該館」、「該會」等字樣著錄。 

例：1. 自動化經濟績效之評估與建議 / 國家建設委員會

編. --臺北市：國家建設委員會, 民 75 

2. 國立中央圖書館讀者指引. --臺北市：國立中央圖

書館, 民 78 

3. 前程就業考試指導 / 前程編輯部編. --高雄市：前

程, 民 75 

4. 天工萬用英文手冊 / 天工書局編輯部編著. --臺北

市：天工, 民 75 

1.4.3.5 若作品指定之著錄來源載有二個以上出版者、經銷者時，以

排列在前者著錄之。其餘機構若印刷字體顯著者，亦一併著

錄。 

1.4.3.6 出版者或經銷者不詳，得以「出版者不詳」著錄之。 

1.4.3.7 出版者或經銷者不詳，而作品中載有印製事項，可著錄於出

版項之後，加圓括弧。 

1.4.3.8 作品中所載名稱，若不能確定為出版者或印製者時，以出版

者著錄之。 

1.4.3.9 未正式出版之作品，不必著錄其出版者；亦不得著錄為「出

版者不詳」。 

1.4.4 出版者、經銷者職責敘述 

 出版項中若逕以發行者或出版者著錄，不必加記職責敘述。

若同時載有出版者、發行者、經銷者等不同職責之機構名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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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則不宜省略。 

例：1. 臺北市：國立編譯館出版 : 正中發行 

2. 臺北市：東大出版 : 三民經銷 

1.4.5 出版年、經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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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1. 中國現代小說史 / 夏志清原著 ; 劉紹銘編譯. -- 

臺北市 : 傳記文學, 民 68 

（說明）無版本敘述，以初次發行年代著錄。 

2. 增修辭源 /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編纂. -- 

全部增修臺一版. --臺北市 : 臺灣商務, 民 67 

（說明） 民國 4 年發行初版，20 年 12 月發行續編

初版，67 年發行全部增修臺一版 

3. 論語別裁 / 南懷瑾述著. --修訂八版. --臺北市 : 

老古, 民 69 

（說明） 由此書版權頁所載無法考證各版有無不

同，或均為重印本，故照樣著錄。 

4. 中國哲學論集 / 王邦雄著. --再版. --臺北市 : 臺

灣學生, 民 79 印刷 

（說明）版權頁上僅記載「民國 79 年再版二刷」。 

5. AutoCAD 2004 / 吳永進編著. --初版. --臺北市 : 

文魁資訊, 民 93.10 

1.4.5.1 出版年用西元、外國紀年、干支或代字紀年者，照錄之。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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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外之紀年查明西元年代，並加方括弧以阿拉伯數字著錄

記註於後。 

例：1. 1955 

2. 昭和 27 年[1952] 

3. 清同治戊辰[1868] 

4. 明治 30 年[1897] 

*1.4.5.2 版權年與出版年不同，以出版年著錄於前，後附最新版權

年，並加「版權」二字。 

例： 民 69, 民 65 版權 

1.4.5.3 作品含有數冊（捲、幅等）而其出版年不同時，須註明其最

初及最後出版年。若作品仍繼續出版中，則著錄最初之出版

年，加一連字符號（﹣），並預留空格。俟出版完整時，再

行著錄最後之出版年。 

例：1. 民 67-69 

2. 民 67﹣ 

1.4.5.4 若作品無出版年之記載，可依下列先後次序之年代著錄之。 

(1) 版權年：後加「版權」二字，如民 79 版權。 

(2)印製年：後加「印刷」或「製作」等字樣，如民 78 製作、

民 79 印刷。 

例： 智慧的河流 / 杜恆芬譯. --初版. --臺北市 : 時報, 

民 78 印刷 

(3) 序跋年：後加「序」或「跋」等字樣，如民 76 序。 

(4) 推定年代：如下例： 

例：1. [民 52?] 

（說明）可能為民國 5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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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 51 或 52] 

3. [民 50-59 年間] 

4. [民 5-?] 

（說明）可能為民國 50-59 年。 

5. [清光緒年間] 

1.4.5.5 作品之出版年，若記載有誤，仍照錄之，並將考訂之正確年

代於附註項中說明，必要時得說明考證之依據。 

例：民 97 

註云：出版年誤, 應為民 79 

1.4.5.6 未正式出版之作品，著錄其製作之年代。 

1.4.6 印製地、印製者、印製年 

1.4.6.1 出版者不詳，但作品可查出印製地、印製者、印製年等印製

事項時，可著錄於出版年之後，並置圓括弧內。 

例：高雄市 : [出版者不詳], 民 66(裕隆印務局) 

1.4.6.2 若作品無出版年，可以印製年代之，印製者之後不必重複記

載印製年。 

例：臺北市 : [出版者不詳], 民 72 印刷(揚善雜誌社) 

*1.4.6.3 若作品於出版者外，另載有印製地、印製者、印製年等資料，

必要時得著錄之。 

1.5 稽核項 

    目  次 

   1.5.0   序則 

   1.5.1   數量單位 

   1.5.2   插圖及其他稽核細節 

   1.5.3   高廣、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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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附件 

1.5.0 序則 

1.5.0.1 標點符號 

(1) 插圖及其他稽核細節前冠以冒號（：）。 

(2) 高廣、尺寸前冠以分號（；）。 

(3) 附件前冠以加號（＋）。 

(4) 附件之稽核事項著錄於圓括弧內，使用之標點符號參用本

項規則標點符號(2)、(3)。 

1.5.0.2 著錄來源 

本項之著錄資料可取自作品本身或其他來源。除非本規則 

後列各章另有規定，稽核項內不加方括弧。 

1.5.1 數量單位 

 以阿拉伯數字及作品之計數單位著錄，各類型資料詳細著錄

方法見本規則後列各章。 

例：1.  25 面 

2.  3 冊 

3.  3 冊(1397 面) 

4.  3 捲卡式帶(125 分) 

1.5.1.1 作品之放音或放映時間，依下列方式擇一著錄。 

(1) 作品明載其放音或放映時間，照錄於數量單位後之圓括弧

內。 

例：1 捲卡式帶(60 分) 

(2) 作品未明載其放音或放映時間，但可立即查知，則記於數

量單位後之圓括弧內。 

例：1 捲卡式帶(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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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放音或放映時間未明載於作品，亦無法立即查知，可記

其約略時間。 

例：1 捲盤式帶(約 90 分) 

*(4) 若作品分成若干部分，各部分放音或放映時間一致，可於

時間前加一 "各" 字，否則記其總數。 

例：1.  3 捲卡式帶(各 60 分) 

2.  2 捲卡式帶(50 分) 

1.5.1.2 若作品不止一冊（或其他單位），編目時尚未齊全，又無法

確知其數量，可於計數單位前空一格，以便將來填入。 

例： 冊： 圖 

1.5.2 插圖及其他稽核細節 

 依本規則後列各章之規定著錄之。 

例：1. 321 面 : 彩圖 

2. 1 張唱片(25 分) : 33 1/3 轉, 雙聲道 

3. 20 幅掛圖 : 彩色 ; 76×55 公分 

4. 7 捲卡式帶 : 類比 

1.5.3 高廣、尺寸 

 依本規則後列各章之規定著錄之。 

例：1. 321 面 : 彩圖 ; 23 公分 

2. 321 面 : 彩圖 ; 18 × 23 公分 

3. 1 張唱片(25 分) : 33 1/3 轉, 雙聲道 ; 12 吋 

4. 1 張唱片(48 分) : 數位, 雙聲道 ; 4 3/4 吋 

5. 1 套縮印總譜(167 面) ; 19 公分 

6. 1 捲盤式片(10 分) : 有聲, 彩色 ; 1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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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附件 

 依下列三種方式擇一著錄。 

(1) 視為另一作品著錄。 

(2) 著錄於附註項。 

例：註云：本書附有教師手冊及習題解答各一冊 

(3) 著錄於稽核項末。 

例：1. 321 面 : 彩圖 ; 23 公分 ＋ 1 冊教師手冊 

2. 11 面 ; 21 公分 ＋ 1 捲錄音帶 

 附件若須詳細著錄稽核事項，參閱本規則 1.5.1、1.5.2 及 1.5.3

各款。 

例： 321 面 : 彩圖 ; 23 公分 ＋ 1 冊教師手冊(20 面 :地

圖 ; 20 公分) 

1.6 集叢項 

    目  次 

   1.6.0   序則 

   1.6.1   集叢正題名 

   1.6.2   集叢並列題名 

   1.6.3   集叢副題名 

   1.6.4   集叢著者敘述 

   1.6.5   集叢之國際標準叢刊號碼 

   1.6.6   集叢號 

   1.6.7   附屬集叢 

   1.6.8   其他集叢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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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序則 

1.6.0.1 標點符號 

(1) 集叢項著錄於圓括弧內，以分項符號（. -- ）與稽核項相

連。 

(2) 集叢或附屬集叢之並列題名前冠以等號（﹦）。 

(3) 集叢或附屬集叢之副題名前冠以冒號（：）。 

(4) 集叢或附屬集叢之著者敘述前冠以斜撇（/）。 

(5) 集叢或附屬集叢之不同著作方式之著者敘述前冠以分號

（；） 

(6) 集叢或附屬集叢之國際標準叢刊號碼前冠以逗號（，）。 

(7) 集叢號前冠以分號（；）。 

(8) 附屬集叢名前使用圓點（．），並空一格。 

1.6.0.2 著錄來源 

依本規則各章之主要著錄來源或本項之指定著錄來源著錄

之，得自其他來源者加方括弧。 

1.6.1 集叢正題名 

 依 1.1.1 各款著錄。 

例：1. (四部備要) 

2. (健康叢書) 

3. (牛頓文庫) 

1.6.1.1 集叢若有不同題名，依載於指定著錄來源者著錄之，其餘可

著錄於附註項。若指定著錄來源中載有不同之題名，應選錄

其重要而簡明者。 

1.6.2 集叢並列題名 

 依 1.1.3 各款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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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中文研究資料中心研究資料叢書  = Chinese 

Materials and Research Aids Service Center research 

aids series) 

2. (世界文明史 =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1.6.3 集叢副題名 

 凡有助於辨識之集叢副題名，依 1.1.4 各款著錄之。 

1.6.4 集叢著者敘述 

 凡有助於辨識之集叢著者敘述，依 1.1.5 各款著錄之。 

例：1. (函海 / (清)李調元輯) 

2. (抱經堂叢書 / (清)盧文弨輯) 

1.6.5 集叢之國際標準叢刊號碼 

 依標準形式（ISSN 字樣後空一格，兩組數字間以連字符號

相連）著錄。 

例：(省政建設叢書, ISSN 0494-5115) 

1.6.6 集叢號 

 依作品之編次著錄，力求簡明，不必要之文字得予省略，數

碼以阿拉伯數字記之。 

例：1. (生態研究. 75 年 ; 第 10 號) 

2. (大眾心理學全集 ; 12) 

3. (IBM PC 小品 ; 第 17 集) 

4. (國學基本叢書四百種 ; 004-009 冊) 

1.6.6.1 作品之集叢號連續者，著錄其起訖號碼，否則依次著錄。 

例：1. 抗戰八年 / 王以平編著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續輯, 第 71 輯；第 705-706 冊) 

2. 民商法問題研究 / 鄭玉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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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叢書 ; 3, 19, 20) 

1.6.6.2 集叢若不以數字編次，仍照錄之。 

1.6.7 附屬集叢 

 附屬集叢，不論其名稱是否具有獨立性，均著錄於主要集叢

之後，用圓點及一空格相間。 

例：1. (家庭圖書館. 營養與健康系列) 

2. (滄海叢刊. 社會) 

1.6.7.1 附屬集叢名若僅由編次組成，照錄之。若包括編次與編次名

稱，則依次著錄，兩者以逗點（，）相隔。 

例：1. 搜神秘覽  三卷 / (宋)章炳文撰 

(筆記小說大觀. 四十二編 ; 第 2 冊) 

2. 漢語詞法句法論集 / 湯廷池著 

(現代語言學論叢. 甲類 ; 12) 

3. 雲南邊境風物志 / 李霖燦著 

(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民俗學叢書專號. 2, 民族篇 ; 

第 65-66 輯) 

4. 金石文字集拓 / (清)莫繩孫編 

(石刻史料新編. 第三輯, 一般類 ; 第 1 冊) 

1.6.7.2 附屬集叢之並列題名、副題名及著者敘述，依本規則 1.1.3、

1.1.4、1.1.5 各款著錄之。 

1.6.7.3 作品若載有附屬集叢之國際標準叢刊號碼，照錄之，並將主

要集叢之國際標準叢刊號碼（參閱 1.6.5 款）予以省略。 

1.6.7.4 附屬集叢之編號依 1.6.6 款著錄之。 

例：1. 公共衛生 / 蔡養生譯 

(科學圖書大庫. 童子軍科學叢書, 第 5 輯；第 8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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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珊珊集 四卷 / (明)周之標編 

(善本戲曲叢刊；14. 第 2 輯； 3) 

1.6.8 二種以上集叢敘述 

 作品載明同屬於數種集叢者，依 1.6.1 至 1.6.7 各款著錄，

分別加圓括弧。 

例：書香 / 彭歌著 

(雙月樓新記；第 1 集)(晨鐘文庫；7)(向日葵文叢；7) 

1.6.8.1 作品分為若干部分，各自屬於不同集叢，無法在集叢項表示

者，則於附註項著錄之。 

例： 東歐各國經貿簡介 /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中華民國

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譯編 5 冊 

註云： 第 1, 2 冊收入「國際貿易參考資料，各國貿易

介紹之一及二」，第 3 至 5 冊收入「貿協叢刊：

市場研析類 695 之 205 至 207」 

1.7 附註項 

    目  次 

   1.7.0   序則 

   1.7.1   附註 

1.7.0 序則 

1.7.0.1 標點符號 

(1) 每一附註另起一行。 

(2) 引用字句加引號（“ ”）。 

(3) 除引號內著錄資料外，其餘附註可視需要酌採指定之標點

符號。 

1.7.0.2 著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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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項之著錄資料可取自作品本身或其他來源。除引用資料之

字句外，其餘不加方括弧。 

1.7.1 附註 

 為解說題名、著者、版本、出版、稽核、集叢各項未詳盡之

處，得於附註項說明之。附註分為數則者，須按下列順序排

列之。 

(1) 性質、範圍、體裁 

例：1. 豆腐一聲天下白 / 林海音等著 

註云：散文選 

2. 李白 / 舒梅適主編 

註云：詩文選注 

3. 台北行 / 諸正瑛著 

註云：教會人物與教會機構訪談錄 

(2) 使用語文、譯作、改寫 

例：1. 赫塞語粹 / 赫塞原著 ; 顧燕翎譯 

註云：據曼赫(Ralph Manheim)英譯本轉譯 

2. 四書 

註云：中英對照 

3. 作業研究導論詳解 / Ailler Lieberman 原著 ; 吳國

基, 黃國祥譯著 

註云： 據赫立爾(Frederick S. Hiller), 李柏門

(Gerald J. Lieberman)撰 Introduction to 

operations research, 4th ed. 題解 

4. 定時器入門 / 小野孝治著 ; 曾煥堂編譯 

註云：譯自：よくわガるタイ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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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先知 / 紀伯倫著 ; 施一中譯 

註云：譯自 : The prophet 

(3) 正題名來源 

例：1. 後漢紀 

註云：題名取自封面 

2. 會員名錄. 民國 78-79 年 / 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

會編 

註云：題名取自封面 

(4) 原名、異名、改名、缺名 

例：1. 隸書大字典 / [(清)翟云升輯] 

註云：原題名：隸篇 

2. 列子  八卷 / (周)列禦寇撰 ; (晉)張湛注 

註云：卷端題名：沖虛道德經 

3. 中國藝術論 / 滕固編 

註云： 初版題名：教育部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專刊 

4. [春秋大事比] 

註云：書名佚去, 據文獻通考補 

5. 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 / 胡適著 

註云：書背題名：中國新文學小史 

6. 國際象棋初步 / 許宏順編著 

註云：封面題名：西洋棋初步 

(5)殘存卷數 

例： 宋刻單疏本春秋公羊疏  二十八卷 / (唐)徐彥撰 

註云：原書存第一至七卷 

(6)並列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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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 中國童玩 

註云：書背題名 : Games Chinese children play 

(7)副題名（參閱 1.1.4.1 款） 

例： 司馬遷的世界 / 鄭樑生編譯 

註云：副題名：司馬遷戲劇性的一生與史記的世界 

(8)著者敘述 

例：1. 北山詩話 

註云：(宋)佚名撰 

2. 華嚴法界玄鏡  三卷 

註云： 據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之實用佛學辭

典考訂著者為(唐)釋杜順述 ; (唐)釋澄觀譯 

3. 曾子  二卷 

註云：舊題曾參撰 

4. 詩學事類  二十四卷 / (明)李攀龍撰 

註云：原題(明)李攀龍撰, 據四庫全書總目考證為

託名之作 

(9) 版本項 

例：1. 宋史 

註云： 據上海涵芬樓影印北平圖書館藏元至正刊

本闕卷以明成化刊本配補 

2. 廣雅疏證  十卷 

註云：據畿輔叢書本影印 

3. 金石大字典 / 汪仁壽 

註云：據民國 15 年(丙寅)求古齋刊本影印 

4. 文化服裝講座 / 日本文化服裝學院編 ; 施素筠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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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云： 第 1 冊, 7 版 ; 第 2, 4, 5 冊, 6 版 ; 第 3 冊, 

5 版 

(10) 資料特殊細節項 

例：1. 註云：比例尺 1：100,000 誤, 應為 1：450,000 

2. 註云：卷期編號不規則 

(11) 出版項 

例：1.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 

註云：自 3 卷 1 期起改由正中書局出版, 國立中央

圖書館發行, 自 4 卷 1 期起復由國立中央圖

書館單獨發行 

2. 中華民國裁判類編 

註云： 本書分民事法、刑事法及行政法三種專集。

行政法由台灣書店印行, 民事法及刑事法由

正中書局印行 

3. 望鄉井 / 司馬中原著. --初版. --台北市 : 皇冠, 

民 66 

註云： 版權頁記載：民國 66 年 9 月初版, 民國 73

年 9 月這一版 

(12)稽核項 

例：1. 註云：原書面數實為 4, 292 面 

2. 註云：封套內面口袋有摺疊地圖 4 張 

3. 註云：第 3 冊至第 6 冊高 30 公分 

(13)集叢項 

例： 註云：第 1 冊至第 2 冊之集叢名 : 非洲展望, 第 3 冊

至第 4 冊之集叢名 : 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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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學位論文 

例：1. 註云：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 民 82 

2. 註云：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民 76 

(15)適用對象 

例：1. 註云 : 青少年讀物 

2. 註云 : 大學用書 

3. 註云 : 3-6 歲適用 

(16)其他資料類型 

例：1. 註云 : 亦發行卡式錄音帶 

2. 註云 : 亦發行 16mm 影片 

(17)摘要 

例： 中國結[錄影資料] / 曾廣順監製 ; 柯文福製作 

註云：摘要： 敘述中國結的起源, 編結的工具、材

料、步驟及注意事項, 並示範十三種基

本結及介紹結飾的應用 

(18)參考書目、索引、附錄 

例：1. 註云 : 參考書目 : 面 98-100 

2. 註云 : 含參考書目 

3. 註云 : 含參考書目及索引 

4. 註云 : 含索引 

5. 註云 : 附錄 : 中西名詞對照表 

6. 註云 : 附錄 : 1, 用語解說 ; 2, 作者小傳 ; 3,推

薦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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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內容 

例：1. 唯識新裁擷叢 / 唐大圓撰 

註云：部分內容 : 佛學講演集 / 唐大圓撰--唯識今

釋 / 繆鳳林撰 

2. 鄉夢[錄音資料]：阿鏜小提琴集 / 黃輔堂作曲 

註云：內容： 鄉夢--紀念曲--中國民歌改編曲四首

--中國舞曲二首 

3. 文化服裝講座 

註云：內容： 第 1-3 冊, 婦人服編--第 4 冊, 童裝編

--第 5 冊, 男裝編 

(20)號碼（除 1.8 款所示者外） 

例：1. 註云：聲美 : SMCM-007 

2. 註云：四海 : CT-1041 

3. 註云：Philips : 7337 263-4 

(21)合刊、合訂（參閱 1.1.6 款） 

例：1. 新校漢書藝文志  一卷 / (漢)班固撰 ; (唐)顏師

古注 

註云：與新校隋書經籍志合刊 

2. 中國歌謠 / 朱自清著 

註云：與中國游藝研究 / 楊蔭深著合刊 

(22)實際館藏記載 

例：1. 註云：館藏：第 5 冊, 第 7 冊 

2. 註云：館缺：第 1 冊 

(23)複印、影鈔 

例： 科學的道理. --[台北市：中央圖書館複印, 民 76] 



 

42 

1 
註云：據中央文物供應社版本複印 

1.8 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 

    目  次 

   1.8.0   序則 

   1.8.1   標準號碼 

   1.8.2   識別題名 

   1.8.3   獲得方式 

   1.8.4   裝訂及其他區別字樣 

1.8.0 序則 

1.8.0.1 標點符號 

(1) 本項記載另起一行，若有兩個以上之標準號碼，則每一記

載之間用分項符號（. -- ）相隔。 

(2) 識別題名前冠以等號（﹦）。 

(3) 獲得方式前冠以冒號（：）。 

(4) 裝訂及其他區別字樣置於圓括弧（( )）內。 

1.8.0.2 著錄來源 

依作品本身或其他來源著錄。 

1.8.1 標準號碼 

1.8.1.1 將作品之國際標準書號或國際標準叢刊號等著錄於其縮寫

字母 ISBN 或 ISSN 等之後，各組號碼之間加連字符號。 

例：1. ISBN 957-678-001-2 

2. ISBN 957-12-0153-7．-- ISBN 957-12-0154-5 

3. ISSN 0002-9769 

1.8.1.2 作品內同時載有整套及部分作品之國際標準號碼時，整套作

品之號碼記載於前，再依各部分作品之先後次序記載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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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ISBN 957-12-0152-9(全套 : 精裝). --ISBN 957-12-0153-7 

(上冊 : 精裝). --ISBN 957-12-0154-5 (下冊 : 精裝) 

1.8.1.3 除國際標準號碼外，作品中若載有其他編號者，得記於附註

項。 

例： 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 : 06289780131 

（說明）此為中華民國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 

1.8.1.4 作品之國際標準號碼經查證為錯誤，則將正確號碼記載於

ISBN 或 ISSN 之後，並加「更正」二字，置圓括弧內。 

例：ISBN 0-340-16427-1(更正) 

1.8.2 識別題名 

 將識別題名記於國際標準叢刊號之後，無國際標準叢刊號

者，不必記載識別題名。 

*1.8.3 獲得方式 

(1) 價格：依作品所載價格以阿拉伯數字記載，幣制宜採用通

行之符號。 

例：1. NT$120 

2. 基價 5.4 元 

3. HK$5 

4. ￥2800 

(2) 非賣品：依作品所載有關字樣記載。 

例：1. 贈閱 

2. 非賣品 

1.8.4 裝訂及其他區別字樣 

1.8.4.1 將作品之裝訂方式或有助區別之字樣，記載於國際標準號碼

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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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ISBN 957-678-001-2(平裝) : NT$120 

2. ISBN 962-7039-09-8(精裝) 

*1.8.4.2 獲得之方式如有差異，得加以註明之。 

例：1. NT$150(會員特價 NT$75) 

2. NT$150(學生八折優待) 

3. NT$150(教師免費) 

1.8.4.3 作品無國際標準號碼者，可將裝訂或區別字樣記於獲得方式

之後。 

例：1. NT$150(平裝) 

2. NT$150(會員特價 NT$75) 

1.9 補篇 

1.9.1 補篇單獨著錄 

 補篇若視為另一獨立之作品，可單獨編目，依 1.1.1.9 款著錄。 

1.9.2 補篇視為附件著錄 

 依 1.5.4 款擇一著錄。 

1.10 多種資料類型組成之作品 

1.10.1 本規則適用於兩種以上不同資料類型所組成之作品（例如由

唱片及圖書組成之作品）。 

1.10.2 作品中以一資料類型為主，其餘各資料類型以附件記於稽核

項末（見 1.5.4 款），或記於附註項（見 1.7 款）。 

1.10.3 作品中未以某資料類型為主，除本章及以後各章相關條款

外，依以下各款著錄。 

1.10.3.1 資料類型標示 

無共同題名之作品，若以整體為一單元著錄，無論是否同一

著者，其資料類型標示之著錄，記於第一作品正題名之後（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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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款）。若分別著錄，則將各個標示分別著錄於每一正

題名之後；有共同題名之作品，則依 1.1.2 款著錄。 

1.10.3.2 稽核項 

從下列三種詳簡不同方式中擇一著錄： 

(1) 先依次記載每一資料類型之數量，若有容器，則後記「在

容器內」，最後再記該容器之尺寸。 

例： 1個提示圖片夾, 1套透明片(18冊), 18冊教師手冊及

教材, 142 張提示圖片, 26 張幻燈單片, 1 捲卡式錄音

帶, 3 張遊戲板, 1 本評鑑表(16 張), 2 張社會學習課

程範圍程序表, 2 本圖解練習簿 ; 在紙箱內(40×18

×30 公分) 

(2) 作品中各資料類型之稽核項，若需要詳細表明時，分別另

起一行著錄。 

(3) 資料類型繁多，除非無法計數，否則仍應記其總數及通稱。 

1.10.4 附註 

 於集叢項或稽核項後著錄各資料類型之附註。 

1.11 複印、影印、摹真、影鈔及其他複製品 

1.11.1 著錄圖書、地圖、手稿本、樂譜、及圖畫資料之複印、影印、

摹真、影鈔及其他複製品時，將影印等有關資料記載於目錄

各項，但附註項除外。（連續出版品之卷期年代則記於資料

特殊細節項）。若複印、影印、摹真、影鈔與原作品資料類

型不同，應以新資料類型為著錄依據，（例如手稿本複製為

圖書，則採用本規則第二章圖書著錄）除參見有關規則章節

外，另見以下條款。 

1.11.2 複印等作品之題名若與原件不同，應依新題名著錄。原題名



 

46 

1 
若記載於主要著錄來源，以副題名著錄之，否則應著錄於附

註項（見 1.11.6 款）。 

1.11.3 複印等作品若另有新版本敘述、出版事項及集叢資料應記於

版本項、出版項及集叢項。至於原件之有關資料則記於附註

項（見 1.11.6 款）。 

1.11.4 將複印等作品之稽核事項記於稽核項，並將原件之有關資料

記於附註項（見 1.11.6 款）。 

1.11.5 將複印等作品之標準號碼、識別題名及獲得方式等有關資

料，著錄於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見 1.11.6 款）。 

1.11.6 將複印等作品有關原件之所有著錄資料，依項目先後以附註

記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