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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圖  書 

2.0 通則 

2.0.1 適用範圍 

 本章規則適用於圖書、小冊子及散頁印刷品之著錄。連續性

資源見第三章，微縮資料見第十二章。 

2.0.2 著錄來源 

2.0.2.1 主要著錄來源 

圖書之主要著錄來源為書名頁，若無書名頁，則參考版權

頁、封面、書背、卷端、簡略書名頁及逐頁書名等，以載有

最完備之著錄資料者替代之，並將來源記於附註項，凡替代

書名頁為主要著錄來源者，視同書名頁。 

2.0.2.2 指定著錄來源 

圖書各著錄項目之指定著錄來源規定如下，非得自指定著錄

來源者，加方括弧： 

項目 指定著錄來源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主要著錄來源。 

版本項 書名頁、版權頁、封面。 

出版項 同上。 

稽核項 該書。 

集叢項 集叢書名頁、書名頁、版權

頁、封面、該書其他部份。 

附註項 該書、其他參考資料。 

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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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標點符號 

 依 1.0.3 款著錄。 

各項之標點符號參見下列規則。 

2.0.4 著錄詳簡層次 

 依 1.0.4 款著錄。 

2.0.5 印刷錯誤之著錄 

 依 1.0.5 款著錄。 

2.0.6 兩個以上主要著錄來源 

 依 1.0.6 款著錄。 

2.1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目  次 

   2.1.0   序則 

   2.1.1   正題名 

   2.1.2   資料類型標示 

   2.1.3   並列題名 

   2.1.4   副題名 

   2.1.5   著者敘述 

   2.1.6   無共同題名之作品 

2.1.0 序則 

2.1.0.1 標點符號 

 依 1.1.0.1 款著錄。 

2.1.1 正題名 

 依 1.1.1 款著錄。 

例：1. 精神分析與政治行為 

2. 16mm 教育影片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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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簡易 COBOL 語法 

4. 一○一○一年 

5. 大家來學ㄅㄆㄇ 

2.1.1.1 書名頁同時載有作品之共同書名及個別書名，以共同書名為

正書名，個別書名記於附註項內容註。 

例：鐵崖三種 / (元)楊廉夫著 

註云：內容： 1, 鐵崖樂府註--2, 鐵崖詠史註--3, 鐵

崖逸編註 

2.1.1.2 書籍之分卷者，應將卷數記於書名之後，依所題照樣著錄，

並間以空格。 

(1) 未列入正文之卷首、卷末、序目等卷數，須於原題卷數之

後另記之。 

(2) 一書分為數部份，而各有題名卷數，且內容不宜分割者，

照錄之。 

(3) 小說之回數，必要時得視同卷數著錄之。 

(4) 殘存之書，若主要著錄來源載有原卷數，照錄之，並於附

註項中記明殘存第幾卷。 

例：1. 芮城縣志  十六卷, 卷首一卷, 卷末一卷 

2. 方望溪先生全集  十八卷, 集外文十卷, 補遺二卷 

3. 水滸傳  一百二十回 

4. 周易新講義  十卷 

註云：原書存第一卷至六卷 

*2.1.2 資料類型標示 

 依 1.1.2 款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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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並列題名 

 依 1.1.3 款著錄。 

例：比較哲學導論 =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philosophy 

2.1.4 副題名 

 依 1.1.4 款著錄。 

例：1. 社會學導引：人文取向的研究 

2. 莊子新傳：莊子即楊朱定論 

3. 紙鳶：廖添丁的故事 

2.1.5 著者敘述 

 依 1.1.5 款著錄。 

2.1.5.1 取自作品以外之著者敘述不記載於本項，必要時可著錄於附

註項。 

例：文藝心理學 / 臺灣開明書店編輯部編 

註云：據上海開明書店原版題著者為朱光潛 

2.1.6 無共同題名之作品 

 依 1.1.6 款著錄。 

2.2 版本項 

    目  次 

   2.2.0   序則 

   2.2.1   版本敘述 

   2.2.2   關係版本著者敘述 

2.2.0 序則 

2.2.0.1 標點符號 

依 1.2.0.1 款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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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版本敘述 

 依 1.2.1 款著錄。 

例：1. 談修養 / 朱光潛著. --初版 

2. 圖書館經營法 / 藍乾章編著. --增訂四版 

3. 論語集註大全 / (明) 胡廣等撰. --明內府刊本 

4. 明史 / 張廷玉等修. --清乾隆武英殿原刊本 

5. 困學紀聞 / (宋)王應麟撰. --明萬曆癸卯[1603] 

吳獻台重刊本 

6. 孔子家語 / 王肅譔註. --明覆宋刊本, 缺文從汲古

閣本補入 

7. 南華經 / (周)莊周撰 ; (晉)郭璞註 ; (宋)林希逸口

義. --明刊朱墨藍紫四色套印本 

8. 中庸章句大全 / 胡廣等撰. --明內府朱絲欄寫本 

2.2.2 關係版本之著者敘述 

 依 1.2.2 款著錄。 

2.3 資料特殊細節項 

 本款不適用於圖書著錄。 

2.4 出版項 

    目  次 

   2.4.0   序則 

   2.4.1   通則 

   2.4.2   出版地、經銷地等 

   2.4.3   出版者、經銷者等 

   2.4.4   出版者、經銷者職責敘述 

   2.4.5   出版年、經銷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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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印製地、印製者、印製年 

2.4.0 序則 

2.4.0.1 標點符號 

依 1.4.0.1 款著錄。 

2.4.1 通則 

 作品載有二個以上之出版地、出版者，或出版事項錯誤不

實，均依 1.4.1 款著錄。 

2.4.2 出版地、經銷地等 

 依 1.4.2 款著錄。 

2.4.3 出版者、經銷者等 

 依 1.4.3 款著錄。 

例：臺北市：臺灣商務 

2.4.4 出版者、經銷者職責敘述 

 依 1.4.4 款著錄。 

例：1. 臺北市：國立編譯館出版：正中發行 

2. 臺北市：東大出版：三民總經銷 

3. 臺北市：美國亞洲學會中文研究資料中心發行：成

文出版 

2.4.5 出版年、經銷年 

 依 1.4.5 款著錄。 

例：臺北市 : 遠景, 民 70 

2.5 稽核項 

    目  次 

   2.5.0   序則 

   2.5.1   面（葉）數、冊數或其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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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插圖及其他稽核細節 

   2.5.3   高廣 

   2.5.4   附件 

2.5.0 序則 

2.5.0.1 標點符號 

依 1.5.0.1 款著錄。 

2.5.1 面（葉）數、冊數或其他單位 

2.5.1.1 單冊作品著錄其面（葉）數，正反皆印者記其「面」數，「面」

數即俗稱之頁數，僅印一面者記其「葉」數，書內分欄不載

面（葉）數而僅載欄數者，記其欄數。卷子記其軸數。散葉

之書記其面（葉）數。書中含較優紙張精印且未列入正文頁

碼之圖版，記「圖版 xx 面（葉）於面（葉）數之後，隔以

逗點。面（葉）數、冊數或其他單位均以阿拉伯數字著錄之。 

例：1. 中國通史 / 李方晨著 

[20], 767 面 

2. 曝書雜記  三卷 / (清)錢泰吉撰 

[116]葉 

3. 滿蒙喇嘛教美術圖版 / 逸見梅榮, 仲野半四郎著

125 葉 

（說明）散葉 

4. 我們正在寫歷史 : 方勵之自選集 / 方勵之著 

32, 366 面, 圖版 8 面 

2.5.1.2 面（葉）數包括正文面（葉）數及正文前後之面（葉）數。

若全書之面（葉）數順次相連者，則以載於最後一面（葉）

者為準。若正文前後之面（葉）數另計時，則依書中之次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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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前、正文、正文後）著錄，隔以逗點。倘正文前後之

面（葉）數不止一組，則各合計其面（葉）數，加方括弧；

倘正文之面（葉）數有二組以上者，則連同正文前後及全書

面（葉）數合計著錄，並加方括弧。 

例：1. 臺灣史略 / 林熊祥撰 

180 面 

2. 圖學問題集 / 劉明分撰 

8, 76, 18 面 

3. 刑事政策 / 佐藤昌彥撰；李德義譯 

[9], 219, [40]面 

4. 古書虛字集釋 /  [裴學海撰] 

[1254]面 

2.5.1.3 原書所註面（葉）數之後，如尚有繼續前文者，但未註面（葉）

數，應計其面（葉）數以著錄之，加方括弧。惟廣告等未涉

及本文內容者不予計入。 

例：化學自修手冊 / 胡添才編譯 

[3], 401, [38]面 

（說明）原書書末尚有 38 面未註面數。 

2.5.1.4 原書所註面（葉）數顯然有誤時，仍照錄之，於附註項中註

明「原書實為若干面（葉）」。 

2.5.1.5 由某一書或多冊書中提出相連續之若干面（葉）單獨著錄

者，應著錄其起訖面（葉）數。圖書或期刊之抽印本，應著

錄其起訖面（葉）數，如抽印部分另編有面（葉）數者，則

依新編面（葉）數著錄。 

例：金世宗對於中原漢化與女真舊俗的態度／姚從吾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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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面 

註云：原載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 4 期 

2.5.1.6 一書不著面（葉）數，或各章篇面（葉）數自為起訖者，應

合計其實有面（葉）數著錄之，加方括弧。若面（葉）數龐

雜且在一百面（葉）以上者，得以五十面（葉）為基數記其

約計面（葉）數。 

例：香港年鑑 

約 2000 面 

2.5.1.7 若書籍最後部份佚去，無法確知原有面（葉）數，得於現有

面（葉）數後記 「＋」（加號），並於附註項中說明。 

例：8, 124 ＋ 面 

註云：館藏不全，124 面以後佚去 

2.5.1.8 若書不止一冊，且各冊面（葉）數自為起訖者，則著錄其冊

數，不記面（葉）數；但各冊面（葉）數相連者，得將總面

（葉）數附記於冊數之後，加圓括弧。 

例：1. Villee 生物學 / 方鴻明編譯 

2 冊 

2. 大辭典 / [三民書局] 大辭典編纂委員會編輯 

3 冊(6190 面) 

2.5.1.8.1 改裝訂之書，其冊數與原冊數不符，應著錄其改裝訂冊數，

而記其原冊數於改裝訂冊數之後，加圓括弧。必要時，將改

裝訂情形記於附註項。 

例：大學物理學 / 西爾‧柴曼斯撰；張桐生譯 

3 冊(原 2 冊) 

註云：上冊分訂 2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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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8.2 線裝書之裝函者，得於冊數之後記明其分裝之函數，加圓 

括弧。 

例：三國誌  六十五卷 / (晉)陳壽撰 

14 冊(3 函) 

2.5.1.9 為便於添加新資料而以活頁方式出版之書籍，記其冊數，並

註明活頁，加圓括弧 。 

例：1. 1 冊(活頁) 

2. 2 冊(活頁) 

2.5.2 插圖及其他稽核細節 

2.5.2.1 書籍之附有插圖者，以「圖」著錄之，至於插圖應否詳為著

錄，視其在書中之重要性而定。插圖之種類須按下列順序詳

記之：像、地圖、設計圖、圖表、影鈔、譜系表、表格、樂

譜等。其他一般圖概以「圖」著錄。 

例：1. ：圖 

2. ：地圖, 影鈔, 表格 

3. ：圖, 像, 地圖 

2.5.2.2 彩色插圖冠以「彩」或「彩色」等字樣著錄之，如「彩圖」

或「彩色地圖」。若未全部著色，則另冠以「部分」於「彩」

或「彩色」之前，如「部分彩圖」或「部分彩色地圖」。 

2.5.2.3 圖之大於書頁而摺疊於書中者，冠以「摺」字，如「摺圖」。 

2.5.2.4 重要之插圖，得據圖上號數、目錄所標示或合計所得定其數

量。 

例：3 幅地圖 

2.5.2.5 插圖之置於書末口袋中者，將其數目及放置地點記明於附註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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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彰化鹿港區之土壤與利用 / 席連之，周昌蕓撰 

[5], 34 面 : 圖 ; 25 公分 

註云：本書另有圖 2 葉置於書末口袋中 

2.5.3 高廣 

2.5.3.1 一書之高廣應以其封面之長寬為準，按公分量度而記載之，

其零數作一公分計。 

2.5.3.2 一般書籍僅記其高度，但有下列情形者則高廣尺度並記之，

高在前，廣次之，中間置「×」號。 

(1) 長本：一書之廣不及高度二分之一者。 

例：景印敦煌莫高窟舊藏大唐初刻金剛經卷子； 

27 × 13 公分 

(2) 橫本：一書之廣超過高度者。 

例：歷史輿地沿革圖； 

22 × 31 公分 

2.5.3.3 一書有數冊，而各冊尺度不同，如尺度相差未及兩公分者，

記其較大尺度，若超過兩公分者，則最大、最小尺度圴得著

錄，其間以連字符號分隔。 

例：；24-28 公分 

2.5.3.4 散葉印刷品，除記高度外，並記其廣度。其以摺疊方式出版

者，將摺疊後高廣記於其後。 

例：；48 × 30 公分摺成 24 × 15 公分 

2.5.3.5 合訂書籍記其裝訂後之高廣。 

2.5.4 附件 

2.5.4.1 一書附有關聯之作品者，記其名稱（或包括稽核事項）於高

廣之後，並依 1.5.4 款著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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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71 面：圖；21 公分 ＋ 1 冊教師手冊(25 面) 

2.5.4.2 若附件隨書刊行，並置於封面內頁口袋中，可於附註項中說

明。 

2.6 集叢項 

    目  次 

   2.6.0   序則 

   2.6.1   集叢敘述 

2.6.0 序則 

2.6.0.1 標點符號 

依 1.6.0.1 款著錄。 

2.6.1 集叢敘述 

 依 1.6 各款著錄。 

2.7 附註項 

    目    次 

   2.7.0   序則 

   2.7.1   附註 

2.7.0 序則 

2.7.0.1 標點符號 

依 1.7.0.1 款著錄。 

2.7.1 附註 

 依 1.7.1 款著錄。 

2.8 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 

    目  次 

   2.8.0   序則 

   2.8.1   標準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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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獲得方式 

   2.8.4   裝訂及其他區別字樣 

2.8.0 序則 

2.8.0.1 標點符號 

依 1.8.0.1 款著錄。 

2.8.1 標準號碼 

 依 1.8.1 款著錄。 

2.8.3 獲得方式 

 依 1.8.3 款著錄。 

2.8.4 裝訂及其他區別字樣 

 依 1.8.4 款著錄。 

2.9 補篇 

 依 1.9 款著錄。 

2.10 多種資料類型組成之作品 

 依 1.10 款著錄。 

2.11 影鈔、影印及其他複製品 

 依 1.11 款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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