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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連續性資源 

3.0 通則 

3.0.1 適用範圍 

 本章規則適用於連續性資源之著錄，包括連續性出版品（如

期刊、電子期刊等）、整合性資源（如持續更新之活頁出版

品、網站等），及有限性資源（如選舉公報）。有限性資源，

指具有連續性出版品之特色，帶有卷期編次，但刊期是有限

的；連續性出版品重印本以及有限的整合性資源。 

3.0.2 著錄來源 

3.0.2.1 著錄依據 

3.0.2.1.1 連續性出版品 

依據首期著錄，若缺首期，則以館藏最早的刊期著錄。有卷

期編次的連續性出版品，其首期為卷期編號最小之刊期。未

有卷期編次的連續性出版品，其首期為出版年、經銷年最早

之刊期。 

項目                著錄依據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首期或館藏最早刊期全部或

部分 

版本項                 同上 

卷期項                 首期及／或最新刊期全部或

部分 

出版地及出版者            首期或館藏最早刊期全部或

部分 

出版年                 首期及／或最新刊期全部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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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稽核項                 所有卷期 

集叢項                 同上 

附註項                 所有卷期及其他來源                   

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  同上 
3.0.2.1.2 整合性資源 

整合性資源著錄，除起始之出版年代外，以最新資料為依據。 

項目                 著錄依據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最新資料 

版本項                   同上 

出版地及出版者             同上 

出版年                  首次及／或最新資料                   

稽核項                   最新資料 

集叢項                  同上 

附註項                  所有資料及其他來源 

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  同上  
3.0.2.2 主要著錄來源 

3.0.2.2.1 印刷類連續性資源 

印刷類連續性資源之主要著錄來源為首期之書名頁。若無書

名頁，則依序選用版權頁、分析題名頁、封面、卷端題名、

刊頭或編輯頁等所載資料替代之，並將來源記於附註項。若

缺首期，則依館藏之最早一期著錄，並於附註項中說明著錄

依據。 

3.0.2.2.2 非印刷類連續性資源 

直接取用之電子形式連續性出版品，以載體或其標籤為主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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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錄來源，其他非印刷類連續性資源之著錄來源，參見本規

則甲編各相關章節。（例如：錄音類型之連續性資源著錄來

源參見第七章） 

3.0.2.3 指定著錄來源 

3.0.2.3.1 印刷類連續性資源 

印刷類連續性資源各著錄項目之指定著錄來源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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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頁前置

部分。                                 

卷期項                    該出版品。 

出版項                    同上。 

稽核項                    同上。 

集叢項                    集叢書名頁、分析題名頁、封

面、卷端題名、刊頭、編輯頁、

版權頁及其他資源。 
附註項                    該出版品、其他參考資料。 

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  同上。 

3.0.2.3.2 非印刷類連續性資源 

非印刷類連續性資源著錄項目之指定著錄來源參見本規則

甲編各相關章節（例如：連續性錄音資源之指定著錄來源參

見第七章）。 

3.0.3 標點符號 

依 1.0.3 款著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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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之標點符號參見下列規則。 

3.0.4 著錄詳簡層次 

 依 1.0.4 款著錄。 

3.0.5 印刷錯誤之著錄 

 若正題名有明顯錯誤，著錄時應更正之，並將原題名記於附

註項。 

依 1.0.5 款著錄。 

3.0.6 兩個以上主要著錄來源 

 依 1.0.6 款著錄。 

3.1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目 次 

   3.1.0   序則 

   3.1.1   正題名 

   3.1.2   資料類型標示 

   3.1.3   並列題名 

   3.1.4   副題名 

   3.1.5   著者敘述 

3.1.0    序則 

3.1.0.1 標點符號 

 依 1.1.0.1 款著錄。 

3.1.1 正題名 

 依 1.1.1 款著錄。 

例：1. 音樂月刊 

2. RCA 家園 

3. .0 與 1 科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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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二十一世紀 

5. C.Y.C.C 

（說明）內容以中文為主。 

3.1.1.0.1 若正題名有明顯錯誤，應加以更正並於附註項說明。 

3.1.1.0.2 若正題名含以前之刊名（如被合併之刊名），則前刊名不必 

著錄，但需將其關係於附註項說明。 

3.1.1.1 主要著錄來源之題名有全名及縮寫兩種形式，以全名著錄為

正題名。若無法確定某一團體之名稱或其簡稱是否為正題名

之一部分時，則以合於下列情形者視為正題名著錄： 

(1) 該名稱一再出現於此一連續性出版品之封面、卷端或刊頭

等處。 

(2) 編目時已發現該名稱以同樣方式出現於索引、摘要或其他

書目中。 

3.1.1.2 若某一連續性出版品雖單獨刊行，但為另一連續性出版品之 

一部分，或補遺、補篇、附冊，依下列情況著錄： 

(1) 主要著錄來源之題名已顯示其從屬關係：將部分題名 

著錄於所屬連續性出版品共同題名之後，以一圓點及一空

格相隔。若部分題名前冠有編次，則兩者以逗點相隔。 

例：1. 產業技術資訊. 電子產業透析 

2. 輔仁學誌. 文學院之部, 第 1 期- 

(2) 主要著錄來源未載有所屬連續性出版品之共同題名 

時，則著錄此部分題名，另將共同題名視為集叢記載。 

3.1.1.3 若正題名中含有逐期更動之日期或編號，應予略去，而代以

刪節號。如日期或編號位於正題名之起首處，則逕予省略，

不加刪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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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中華民國…全國美術展覽專集 

（說明）省略「第五屆」三字。 

2. 中華民國臺灣…工商普查總報告 

（說明）省略「第二次」三字。 

3. 特用作物生產實施方案 

（說明）題名前省略「四十七年度」五字。 

3.1.1.4 正題名改變  

3.1.1.4.1 連續性出版品 

正題名若有更易，應另行編目（參見 21.1.1.2 款）。 

3.1.1.4.2 整合性資源 

正題名若有更易，則以最新資料之正題名著錄。若舊題名具

重要性，記於附註項。 

*3.1.2 資料類型標示 

 資料類型標示記於正題名之後，加方括弧。（參見 1.1.2 款）。 

例：1. 民鍾季刊[微縮資料] 

2. 聖樂天地[樂譜] 

3. 師鐸[錄音資料] 

4. 財經記事[電子資源] 

3.1.3 並列題名 

 依 1.1.3 款著錄。 

例：1. 牛頓雜誌 = Newton 

2. 空中英語文摘 = Studio classroom 

3. 中法漢學研究所圖書館館刊 = Scripta Sinica 

bulletin bibliographique 

3.1.3.1 若連續性出版品之正題名係由共同題名與部分題名所組

◎ 



 

67 

3 

成，而又各有其並列題名，則依 3.1.1.2 款著錄後，再以等號

依次引出各並列題名。 

例：1. 近代工程技術討論會專集. 化工組 = Moder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Seminar. Industrial 

chemistry session 

2. 淡江學報. 理工學門 = Tamkang journal. Science  

& engineering 

3.1.3.2 並列題名改變 

3.1.3.2.1 連續性出版品 

並列題名若有增刪或改變而具重要性者，可記於附註項。 

3.1.3.2.2 整合性資源 

並列題名若有增刪或改變，以最新資料之並列題名著錄。 

若舊並列題名具重要性，記於附註項。 

3.1.4 副題名 

 依 1.1.4 款著錄。 

例：1. 思與言：人文社會科學雜誌 

2. 食貨：中國歷史社會科學雜誌 

3.1.4.1 主要著錄來源 

3.1.4.1.1 副題名依據 1.1.4 款著錄 

若有以下三種情形，依下列情況著錄： 

(1) 主要著錄來源之題名有縮寫及完整題名兩種形式時，縮 

寫之題名著錄為副題名。 

(2) 若著者或出版者出現於副題名，照錄之。 

(3) 若正題名僅包含團體及會議名稱，宜加註文字以副題名著

錄之。內容更新之說明文字（如修訂日期）不宜以副題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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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錄之。 

3.1.4.2 副題名改變 

3.1.4.2.1 連續性出版品 

副題名若有增刪或改變而具重要者，可記於附註項。 

3.1.4.2.2 整合性資源 

若最新資料之副題名改變，以最新的副題名著錄之。若舊副

題名具重要性，記於附註項。 

3.1.5 著者敘述 

 依 1.1.5 款著錄。 

例：1. 生物科學 / 中國生物學會編輯委員會編 

2. 臺灣交通統計月報 / 臺灣省政府交通處編 

3.1.5.1 著者之全名或簡稱已見於正題名或副題名中，但未另載於主

要著錄來源，則省略其著者敘述；若著者名稱另載於主要著

錄來源，則不得省略。 

例：1. 師大學報 

（說明）正題名含著者簡稱，但著者名稱未載於主

要著錄來源，故不必著錄。 

2. 財政部公報 / 財政部秘書處編 

（說明）正題名含著者全名，且另載於主要著錄來

源，故仍需著錄。 

3.1.5.2 連續性出版品之個人編者，無需著錄於著者敘述中。若有其

重要性，則記於附註中。 

例：1. 人間世 

註云：林語堂主編 

2. 清議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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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云：梁啟超主編 

3.1.5.3 整合性資源之個人編者若有其重要性，著錄於題名及著者敘

述項。 

3.1.5.4 若正題名由共同題名、部分題名或補編組成，將著者敘述置

於部分題名之後。若有疑問，將著者敘述置於正題名後。 

3.1.5.5 著者敘述改變 

3.1.5.5.1 連續性出版品 

著者敘述項中個人或團體若有增刪或改變，不必另行編目。

若其改變具重要性，記於附註項。 

3.1.5.5.2 整合性資源 

若最新資料之著者有增刪或改變，以最新資料之著者著錄

之。若舊著者敘述具重要性，記於附註項。 

3.2 版本項 

    目  次 

   3.2.0   序則 

   3.2.1   版本敘述 

   3.2.2   關係版本著者敘述 

3.2.0 序則 

3.2.0.1 標點符號 

依 1.0.3 款與 1.2.0.1 款著錄。 

3.2.1 版本敘述 

3.2.1.1 連續性出版品 

依 1.2.1 款著錄。 

連續性出版品常見之版本敘述如下： 

(1)區域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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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中央日報. -- 海外版 

2. 皇冠. -- 東南亞版 

3. 中國教會新報. -- 臺灣版 

(2) 特殊對象 

例：健康雜誌. -- 醫師版 

(3) 特殊體例或類型之版本敘述 

例：心光點字 = Heart light. -- 點字版 

(4) 語文 

例：1. 問題與研究. -- 中文版 

2. 讀者文摘. -- 中文版 

(5) 其他 

例：史地學報. -- 重印本 

3.2.1.1.1 卷數、編次或年度等，應記於卷期項。若有定期修訂或經常

修訂之敘述，則著錄於附註項。 

例：軍用簡要天文年曆 

註云：每年修訂一次 

3.2.1.1.2 若版本敘述不止一種文字，依正題名所使用之文字著錄之；

若無正題名所使用文字，則依首列者著錄之。 

3.2.1.2 整合性資源 

若具重要性者，依 1.2.1 款著錄。 

3.2.1.3 版本改變 

3.2.1.3.1 連續性出版品 

版本敘述有增刪或改變時，不必另行編目。若其改變具重要

性，記於附註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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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2 整合性資源 

最新資料之版本敘述有增刪或改變，不必另行編目，以最新

資料之版本敘述著錄之。若舊版本敘述具重要性，記於附註

項。 

*3.2.2 關係版本之著者敘述 

 依 1.2.2 款著錄。 

3.3 .卷期項 

    目  次 

   3.3.0   序則 

   3.3.1   以數字、文字編次 

   3.3.2   按年份編次 

   3.3.3   首期不載卷期編次 

   3.3.4   兩種以上編次系統 

   3.3.5   已全部出版或已停刊之連續性出版品 

   3.3.6   前後所採編次系統不同 

3.3.0 序則 

3.3.0.1 適用性 

指出卷期項的適用範圍。 

3.3.0.1.1 連續性出版品 

適用於首期及/或最新刊期的連續性資源，單行本集叢無號碼

編次者除外。 

3.3.0.1.2 整合性資源 

不適用。 

3.3.0.2 標點符號 

參見 1.0.3 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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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項符號（. --  ）與前項相隔。 

編次或首期出版年月之後，應採用連字符號（-）。 

卷期後記載之年份編次，置於圓括弧內（()）。 

若同時採用兩種以上編次系統，則以等號（=）引出之。 

若編次改變，則於新採用之編次系統前，冠以分號（；）。 

3.3.1 以數字及/或文字編次 

3.3.1.1 以數字及/或文字編次之連續性出版品，依首期及/或最新一

期所載著錄，數字一律以阿拉伯數字記載之。編次後加連字

符號，再預留空格，供記載末期編次之用。（參見 3.3.5 款）。 

例：1. 新潮. --  第 1 卷第 1 號- 

2. 再生. --  臺字第 1 卷 8 月號- 

3. 國粹學報. --  第 1 年第 1 號- 

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  第 1 本第 1 份- 

5. 民間知識. --  革新 1 期- 

3.3.1.2 連續性出版品以影印或其他方式重製者，其卷期依原版著錄。 

例：1.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光碟系統[電子資源]. --  

[1.1 版](1982 年 1 月-1992 年 12 月)- 

2.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微縮資料]. --  1987 年第 1 期-  

= 總一期-  

（說明）本刊原為紙本，出版後拍攝為縮影資料。 

3.3.1.3 卷期編次採用兩種以上文字，依正題名所使用之文字著錄

之；若無正題名所使用之文字，則依首列者著錄之。 

例：1. 中華民國臺灣人口統計季刊. --  1 卷 1 期- 

（說明）另題：vol.1, no.1. 

2. 天文通訊. --  1 卷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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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另題：vol.1, no.1. 

3.3.1.4 若連續性出版品之正題名變更，而編次延續，應著錄新正題

名首期編次。 

例：1. 石油鑽採工程. --  第 4 期- 

（說明） 第 1-3 期原名「鑽採技術報導」。 

2. 民族社會學報. --  第 12 期- 

（說明） 第 1-11 期原名「邊政學報」。 

3. 政論週刊. --  78 期- 

（說明） 1-40 期原名「三民主義半月刊」，41-77

期改名「主義與國家」，78 期起改今名。 

3.3.2 按年份編次 

3.3.2.1 連續性出版品若按年份編次，依首期及/或最新一期所載著錄

之，惟標點符號可不必照錄。 

例：1. --  民 40 年- 

2. --  1961/2- 

（說明） 刊物出現：1961-2，著錄時不一定採用相

同之標點符號。 

3.3.2.2 年份編次有兩種以上文字，依正題名所使用文字著錄之； 

若無正文所使用文字，則以首列者著錄之。 

3.3.2.3 連續性出版品之首期，若同時具有卷期（數字或文字）及年

份編次，則將卷期置於年份之前。若卷期編次包括年份及編

號，將年份置於該編號之前。 

例：1. 新時代. --  第 1 期(民 50 年 1 月)- 

2. 香港圖書館協會學報. --  第 1 期(Dec. 1969)- 

3. 中國大陸研究. --  第 28 卷(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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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灣省財政統計年報. --  第 14 期(1971)- 

5. 傑士之聲. --  第 1 期(民 73 年 1 月)-  

6. 全國律師. --  第 1 卷第 1 期(Jan. 1997)-  

7. 社會學報. --  97/1- 

（說明）刊物出現 1-97，著錄為 97/1。  

3.3.3 首期不載卷期編次 

 若連續性出版品之首期未載任何卷期編次，首期編次依據首

期或最新一期所用卷期編次著錄。 

例：.1. 書目季刊. --  第 1 期(民 55 年秋季)- 

（說明）原題秋季創刊號。 

2. 中興法學. --  第 1 期(民 55 年)- 

註云：第 1 期又稱創刊號 

3. 中央警察大學法學論集. --  第 1 期(民 85 年 3 月)- 

註云：第 1 期又稱創刊號 

4. 佛教圖書館館訊. --  [第 1 期]- 

5. 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季刊. --  第 1 期(民 85 年元月)- 

註云：第 1 期又稱創刊號   

6. 公共行政學報. --  第 1 期(民 86 年 1 月-) 

註云：據第 2 期(民 87 年 1 月)推算首期。 

3.3.4 兩種以上編次系統 

 連續性出版品若同時採用兩種以上編次系統，則依載於指定

著錄來源之先後記之，間以等號。 

例：1. 大學雜誌. --  1 卷 1 期-      = 1 期- 

2. 東方宗教研究 = Studies in oriental religion. -- 新 1

期﹣     = 總號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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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 1987 年第 1 期-   = 總 1 期- 

註云：依據 1993 年第 1 期(總 37 期)著錄 

4. 中南工業大學學報. -- 第 26卷第 1期(1995年 2月)-  

= 總第 101- 

5. 人物. -- 1980 第 1 期-   = 總第 1 期- 

3.3.5 已全部出版或已停刊之連續性出版品，著錄時應將其起迄編 

次均予記載。連續性出版品若首期編次不詳，僅記載末期之

編次。 

例： 人文月刊. -- 第 1 卷第 1 期(民 19 年 2 月)-第 8 卷第

10 期(民 26 年 12 月) 

3.3.6 前後所採編次系統不同 

 連續性出版品正題名未變，惟中途改採另一編次系統，則 

先記載舊系統之起迄編次，並以分號引出新系統之首期編

次，若正題名亦已變更，則另行著錄。新編次系統有「新」

等文字性敘述，照錄之。 

例：1. 今日地政. -- 1 卷 1 期(民 51 年 8 月)-4 卷 12 期 

(民 53 年 5 月) ; 47 期(民 53 年 6 月) 

2. 今日佛教. -- 1 卷 1 期(民 46 年 4 月)-2 卷 12 期 

(民 48 年 4 月) ; 25 期(民 48 年 5 月)- 

3. 中華民國科技期刊論文索引. -- 民 76 年-民 85 

年 6 月 

4. 中華民國科技期刊論文摘要. 生物醫農類. -- 第 

1 卷第 1 期-第 11 卷第 6 期 

5. 中華民國台灣人口統計季刊. -- 第 1 卷(1975)- 

第 19 卷(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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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制言半月刊. -- 第 1 期(民 24 年 9 月 16 日)-第 47 期

(民 26 年 8 月 16 日) 

7.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 – 新 1 卷 1 期(民 56 年 7 月) 

3.4 出版項 

    目  次 

   3.4.0   序則 

   3.4.1   通則 

   3.4.2   出版地、經銷地等 

   3.4.3   出版者、經銷者等 

   3.4.4   出版者、經銷者職責敘述 

   3.4.5   出版年 

   3.4.6   印製地、印製者、印製年 

3.4.0 序則 

3.4.0.1 標點符號 

依 1.0.3 款與 1.4.0.1 款著錄。 

3.4.1 通則 

 依 1.4.1 款著錄。 

3.4.2      出版地、經銷地等 

 依 1.4.2 款著錄。 

3.4.2.1 出版地、經銷地改變 

3.4.2.1.1 連續性出版品 

出版地、經銷地改變而具重要者，可記於附註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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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2 整合性資源 

出版地、經銷地若有改變，以最新資料之出版地、經銷地著

錄。若舊出版地、經銷地具重要性，記於附註項。 

3.4.3 出版者、經銷者等 

 依 1.4.3 款著錄。 

例：1. 臺北市 : 大陸雜誌社 

2. 新加坡 : 南洋大學 

3.4.3.1 出版者、經銷者改變 

3.4.3.1.1 連續性出版品 

出版者、經銷者改變，不必另行編目，若具重要性，記於附

註項。 

3.4.3.1.2 整合性資源 

出版者、經銷者改變，以最新資料之出版者、經銷者著錄。

若舊出版者、經銷者具重要性，記於附註項。 

3.4.4 出版者、經銷者職責敘述 

 依 1.4.4 款著錄。 

例：1. 臺北市 : 中山學術文化基金董事會出版 : 臺灣商

務經銷 

2. 臺中市 : 東海大學出版 : 中央書局經銷 

3.4.5 出版年 

3.4.5.1 首期之出版年，依 1.4.5 款著錄，其後加一連字符號，並預

留空格，以供記載末期出版年月之用。無首期及最新一期可

不著錄出版年。 

例：臺北市 : 財政部, 民 52 年- 

3.4.5.2 出版年與出版品之年份編次無論是否吻合，均需著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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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華民國年鑑. -- 民 40-    . -- 臺北市 : 正中, 民41- 

3.4.5.3 連續性資源已全部出版或已停刊 

3.4.5.3.1 連續性出版品 

連續性出版品已全部出版或已停刊，應著錄其起迄出版年，

並間以一連字符號。 

3.4.5.3.2 整合性資源 

整合性資源結束時，出版日期之著錄，依 1.4.5 款著錄。 

例: 1990-1995(最後更新日期 1996) 

3.4.6 印製地、印製者、印製年 

 依 1.4.6 款著錄。 

3.4.6.1 印製地、印製者、印製年改變 

3.4.6.1.1 連續性出版品 

印製地及/或印製者改變，而出版者仍不詳，視其重要性，

可記於附註項。 

3.4.6.1.2 整合性資源 

印製地及/或印製者改變，而出版者仍不詳，以最新資料之印

製地、印製者著錄。若舊印製地及/或印製者具重要性，記於

附註項。 

3.5 稽核項 

    目  次 

   3.5.0   序則 

   3.5.1   面（葉）數、冊數或其他單位 

   3.5.2   插圖及其他稽核細節 

   3.5.3   高廣、尺寸 

   3.5.4   附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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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序則 

3.5.0.1 標點符號 

依 1.0.3 款及 1.5.0.1 款著錄。 

3.5.1 面（葉）數、冊數或其他單位 

 依各類型資料所屬各章之相關條款著錄之。（例如印刷類連

續性出版品依 2.5.1 款著錄）。 

活頁出版品於冊數後用圓括弧加註（活頁） 

3.5.1.1 發行中之連續性出版品，依 1.5.1.1 款著錄。 

3.5.1.2 已全部出版或停刊者，應以阿拉伯數字標明其數量。 

例：1. 100 冊 

2. 16 捲卡式帶 

3.5.2 插圖及其他稽核細節 

 依各類型資料所屬各章之相關條款著錄之。（例如印刷類連

續性出版品依 2.5.2 款著錄）。 

例：1.  冊 : 彩圖 

2.  捲卡式帶 : 有聲, 彩色 

3.5.2.1 插圖及其他稽核細節改變 

3.5.2.1.1 連續性出版品 

新刊期之其他稽核細節增加，需更改稽核項，依 3.5.2 款著

錄；若其他稽核細節省略或改變，可視其重要性記於附註項。 

3.5.2.1.2 整合性資源 

其他稽核細節有增刪或改變，以最新資料之稽核項著錄。若

舊稽核細節具重要性，記於附註項。 

3.5.3 高廣、尺寸 

 依各類型資料所屬各章之相關條款著錄之。（例如印刷類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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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性出版品依 2.5.3 款著錄）。 

例：1.  冊 : 彩圖 ; 25 公分 

2.  捲卡式微捲 : 圖 ; 35 糎 

3.  張影碟 : 有聲, 彩色 ; 8 吋 

3.5.3.1 高廣尺寸改變 

記錄資源最小至最大尺度，中間以連字符號區隔。 

3.5.4 附件 

3.5.4.1 連續性出版品 

3.5.4.1.1 定期發行之附件，依 1.5.4 款著錄。若著錄於稽核項末，且

刊期不同於原連續性出版品時，則記其刊期於附註項。 

例：E-3 知性英語視聽月刊錄音帶 

(1) 視為另一作品著錄。 

(2) 著錄於附註項。 

註云：每期附錄音帶一捲 

(3)著錄於稽核項末。 

2 冊 : 彩圖 ; 21 公分 + 1 捲錄音帶 

3.5.4.1.2 不定期發行，或僅發行一次之附件，得著錄於附註項，或 

不予著錄。 

例：消費人 

註云：民 70 年 7 月有消費人聯誼會附冊 

3.5.4.2 整合性資源 

若有其重要性，依 1.5.4 款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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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集叢項 

    目  次 

   3.6.0   序則 

   3.6.1   集叢敘述 

3.6.0 序則 

3.6.0.1 標點符號 

依 1.0.3 款與 1.6.0.1 款著錄。 

3.6.1 集叢敘述 

 依 1.6 各款著錄。 

例：1. (科學文選) 

2. (科學技術資料選粹. 新到期刊目次選輯) 

3.6.1.1 集叢敘述改變 

3.6.1.1.1 連續性出版品 

集叢敘述若有增刪或改變，且此改變在集叢項不能清楚 

地描述，視其重要性，記於附註項。 

3.6.1.1.2 整合性資源 

集叢敘述有增刪或改變，以最新資料之集叢敘述著錄之。若

舊集叢敘述具重要性，可記於附註項。   

3.7 附註項 

    目  次 

   3.7.0   序則 

   3.7.1   附註 

3.7.0 序則 

3.7.0.1 標點符號 

依 1.7.0.1 款著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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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2 整合性資源以最新資料著錄，舊資料應於附註項說明。 

3.7.1 附註 

 凡附註分為數則者，須按下列次序記載之。 

(1)刊期 

刊期已明白顯示於題名及著者敘述項內者，則無需記載。

若刊期有所變更，當予註明。 

例：1. 週刊 

2. 旬刊 

3. 半月刊 

4. 月刊 

5. 雙月刊 

6. 季刊 

7. 年刊 

8. 不定期 

9. 月刊(民 38-40)、季刊(民 41- ) 

(2) 使用語文 

著錄各項未能顯示所使用之語文，宜註明於附註項。 

例：1. 學生英文雜誌 = Student English weekly 

註云：中英對照 

附英文摘要 

2. 和風 

註云：中日對照 

(3) 正題名來源 

① 正題名非得自主要著錄來源，宜註明其來源於附註項。

（參見 3.0.2.1.1 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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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號外 

註云：正題名取自封面 

② 正題名改變 

(I) 連續性出版品 

若首期或館藏最早刊期的正題名有改變，可加附註說

明。若各期另有不同正題名，宜在附註項說明。 

(II) 整合性資源 

舊正題名應記於附註項。 
(4) 其他題名 

①正題名之外，另有其他名稱，宜註明於附註項。 

例：1. 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刊 

註云 : 封面題名 : 藝專校刊 

2. 市師環教 

註云 : 書背題名 : 市師環境教育 

② 連續性出版品（除集叢外）之各期若另有題名，宜加附

註說明之。其較具重要性者，分別記載其題名。 

例： 仙人掌雜誌 

註云：各期有不同專題 

③其他題名改變 

(I) 連續性出版品 

其他題名有改變而具重要性者，可記於附註項。 

(II)整合性資源 

其他題名有改變而具重要性者，可將舊其他題名於附

註項說明。 
(5) 並列題名及副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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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未載於題名及著者敘述項，或有不同之並列題名及副題

名者，可加附註說明之。 

例：大地 

註云 : 英文題名 : TaTi poetry quarterly 

②並列題名及副題名改變 

(I) 連續性出版品 

若首期或館藏最早刊期的並列題名或副題名改變而

具重要性者，可於附註項說明。 

(II)整合性資源 

並列題名或副題名與最新資料不同，可視其重要性，

將舊並列題名或副題名記於附註項。 
(6) 著者敘述 

①未載於題名及著者敘述項者，可視其重要性，記載於附

註項。 

例：露營生活 

註云：中華民國露營協會會訊 

②個人或團體僅以簡稱或西文縮寫載於著錄各項中，必要

時，得於附註中記其全名。 

例：1. 台肥月刊 

註云：「台肥」全名為臺灣肥料公司 

2. 僑資會訊 =  O.C.E.A.monthly 

註云：「僑資」及英文「O.C.E.A.」之全名為中

華民國僑資事業協進會 

3. 人間世 

註云：林語堂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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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著者敘述改變 

(I) 連續性出版品 

著者敘述改變而具重要性者，可在附註項說明。 

(II) 整合性資源 

著者敘述與最新資料不同，若具重要性，將舊著者敘

述記於附註項。 
(7) 與其他連續性資源之關係 

① 翻譯：一連續性資源若係譯自另一連續性資源（但非

3.2.1 款所述不同語文版），原題名宜記於附註項。 

例：巨匠美術週刊：Discovering the great paintings 

註云：譯自：Capire la pittura 

② 繼續：一連續性資源若係繼續另一已停刊之連續性資源

發行，不論其編次是否連貫或有所更易，應將原資源之

題名記於附註項。 

例：客家雜誌 

註云：繼續：客家風雲 

③改名 

例：客家風雲 

註云：改名：客家雜誌 

④合併 

(I) 一連續性資源若係由兩種以上連續性資源合併發

行，原來各資源之題名應記於附註項。 
例：土木水利 

註云：由土木工程及水利合併而成 

(II) 一連續性資源若與他種連續性資源合併且改換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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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應將新題名及所合併之資源題名記於附註項。 
例：土木工程 

註云 : 與水利合併成土木水利 

⑤ 分衍 

(I)一連續性資源若係由另一連續性資源分衍而成，應記

原資源之題名於附註項。必要時，分衍後其他連續性

資源之題名亦一併註明。 
例：商標公報 

註云 : 衍自 : 標準 

(II)一連續性資源經分衍而成數部分者，各部分之題名應

註明於附註項。 

例：標準 

註云 : 衍成 : 專利公報、商標公報、標準公報 

(III)一連續性資源若係由另一連續性資源分割而成，原

資源之題名應註明於附註項。 
例 : 原子動力通訊 

註云 : 由臺電工程月刊分出 

(IV) 一連續性資源若部分分衍成另一連續性資源，應註明

所衍成資源之題名於附註項。 
例 : 臺電工程月刊 

註云 : 部分衍成 : 原子動力通訊 

⑥併入 

(I)一連續性資源若有另一連續性資源併入發行，應記其

題名於附註項。必要時，加註併入日期。  
例： 四海之友 

註云：僑務月報、函校通訊併入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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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一連續性資源若併入另一連續性資源發行，應將其所

併入資源之題名加註於附註項。必要時，加註併入日

期。 
例：僑務月報 

註云 : 併入 : 四海之友 

(III)一連續性資源若部分併入另一連續性 

資源發行，應註明所併入資源之題名於附註項。 
例：職業輔導快訊 

註云 : 部分併入 : 360 行求職快訊 

⑦複製或重製：一連續性資源若係另一連續性資源之複製

品（照相版或其他），且題名變易，則應記其原題名於

附註項。至原出版地、出版者、刊期、國際標準叢刊號

碼若與複製者不同，則一併註明。 

⑧版本 

(I)一連續性資源若與其主要版本之內容有異，或所用文

字不同，應記主要版本之題名於附註項。 
例：讀者文摘 

註云 :為 Reader's Digest 之中文版 

(II)若主要版本題名不詳，則概略註明之。 
例：註云 : 譯自法文版。 

⑨版本眾多：連續性資源若有眾多版本，如一資源在兩國

同時發行等，則僅註明「版本眾多」。 

例： 光華 = Sinorama 

註云 : 版本眾多 

（有中英文版、中日文版及中西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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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補篇 

(I)一連續性資源若為另一連續性資源之補篇，應記本篇

之題名於附註項。 
例：1. 僑訊增刊 

註云 : 本篇 : 僑訊 

2. 彩色華僑 

註云 : 本篇 : 華僑日報 

(II)連續性資源之補篇，若單獨著錄，則記補篇之題名於

附註項。 
例：僑訊 

註云：每期附僑聯畫刊, 每月附僑訊增刊 

(III)連續性資源之補篇，無需單獨著錄者，記於附註項。 
例：1. 時報週刊 

註云 : 含附冊 

2. 大陸雜誌 

註云 : 時或出版特刊及索引 

(8)版本敘述 

①對電子資源而言，版本敘述的著錄來源若與正題名不

同，可記於附註項。 

②版本資訊改變 

(I)連續性出版品 

版本敘述改變而具重要性者，可在附註項說明。 

(II)整合性資源 

版本敘述與最新資料不同，若具其重要性，將舊版本

敘述記於附註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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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卷期、編次項 

①繁複、特異或不規則之編次方式，未明白顯示於卷期編

次項者，應記於附註項。 

例：1. 出版家雜誌 

註云 : 除第 1 期外, 尚有 0 期 

2. 青蓓雜誌 

註云 : 創刊號出版後, 再出版第 1 期 

3. 世界教育動態 

註云：自民 52 年至 57 年, 每年各自 1 期編至 12

期 

4. 神州詩刊 

註云 : 創刊號亦為天狼星詩刊第 6 期 

5. 註云 : 民 23 年 3 月至 12 月號另稱第 1 卷 3 期

至 12 期 

6. 註云 : 卷期不規則, 無 5 至 6 卷, 11 至 12 卷重

複 

7. 註云 : 卷期不規則 

②刊期為一年以上之連續性資源，各卷或各期涵蓋之時期

若非日曆年度，應註明所涵蓋之時期。 

例：1. 中華民國年鑑 

註云： 本刊所指年度係自當年 7月 1日起至次年

6 月 30 日止 

2.中華民國教育統計 

註云： 本刊所指年度係自當年 8月 1日起至次年

7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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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教育年鑑 

註云：本刊年度不規則 

4. 臺灣農業年報 

註云：本刊收錄十年之資料截至出版前一年止 

③連續性資源若暫時停刊，應註明之。若已恢復發行，則

記載停刊期間年月或編次。  

例：1. 註云：自第 11 期起停刊 

2. 八閩會訊 

註云：民 63 年 8 月至 64 年 9 月停刊 

3. 教育雜誌 

註云：民 21 年 12 月至 23 年 8 月，民 30 年 12

月至 36 年 6 月停刊 

(10)出版項 

①連續性資源之出版事項若有變更或異常之處，應記於附

註項。若過於複雜，則概括記之。 

例：1. 註云：民 40 年出版第 30 期，47 年出版第 31 期 

2. 註云：民國 28 年遷昆明, 30 年遷成都，34 年遷

南京出版 

3. 註云：出版事項迭有變更 

②刊物創刊或停刊日期若未著錄於出版項，可於附註 

項說明。 

③出版項改變 

(I)連續性出版品 

出版地及／或出版者、經銷地及／或出版者改變而具

重要性者，可將其改變記於附註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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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整合性資源 

出版地及／或出版者、經銷地及／或出版者與最新資

料不同，可依其重要性，將舊出版資訊於附註項說明。 
(11) 稽核項 

①稽核項中未列而具重要的稽核細節，可於附註項說明。 

②稽核項改變 

(I) 連續性出版品 

連續性出版品各期之稽核事項若有變易而具重要性

者，宜註明之。 
例：1. 註云：4 至 7 卷：30 公分 

2. 註云：部分卷期有彩圖 

(II) 整合性資源 

整合性資源若稽核項與最新資料不同，若具重要性，

將舊稽核項記於附註項。 
(12) 附件 

連續性資源若有不定期之附件，應將刊期記於附註項。 

例：1. 行政院公報 

註云：每年附”目錄索引”1 冊 

（行政院公報為週刊） 

2. 天下雜誌 

註云：民 87 年 6 月附”天下雜誌 1000 大特刊”一冊 

(13) 集叢項 

① 集叢資料未能記載於集叢項（如複製品原件所屬之集叢

資料等）、集叢編次方式各期若有不同者，均得於附註

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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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集叢資料改變 

(I) 連續性出版品 

集叢資料若有變更而具重要性者，可於附註項說明。 

(II)整合性資源 

集叢資料與最新資料不同，若具重要性，將舊集叢敘

述記於附註項。 
(14) 適用對象 

連續性出版品中，若載明適用對象，得於附註項中說明。 

例：小樹苗 

註云：學前、國小低年級適用 

(15) 其他資料類型 

例：銀行週報 

註云：亦發行縮影單片 

(16)索引 

①連續性出版品 

(I) 連續性出版品若有彙編之索引，應記於附註項， 

並儘可能註明索引之種類（如著者索引、標題索引

等）、收錄之卷期、編次；單獨發行之索引，亦應記

之。 
例：1. 教育科學資料月刊 

註云：索引：1 至 10 卷載於第 10 卷 4 期 

2. 中國人事行政 

註云：每卷編有索引刊於次卷卷首 

3.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公報 

註云：每年編有索引, 油印本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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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央月刊 

註云：索引：第 1 卷 1 期至 10 卷 12 期(民 57

年 10 月至 67 年 10 月), 單行本 

(II) 連續性出版品若為另一索引或摘要所收錄，可記於附

註項。 
例： 社教雙月刊 

註云：收錄於：教育論文摘要 

② 整合性資源 

有索引性質的整合性資源，若有其重要性，可記於附註

項。 

(17)摘要 

例：營造天下 

註云： 摘要：為臺灣區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機關刊

物，以提供產、官、學、研溝通管道，刊載營

造工程專論、該會動態、營造法規、技術報導、

物價指數等。 

(18) 內容 

連續性出版品若含未另行編目之插頁、其他連續性出版品

及特定題名之專載，宜記於附註項。圖書集叢不宜作內容

註。 

例：1. 臺灣銀行季刊 

註云：每期附有臺灣經濟文獻分類索引 

2. 中央月刊 

註云： 每期內附題為「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之大陸

河山景物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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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工 

註云：民 60 年起每年最末一期為鑄造專輯 

4. 學前教育月刊 

註云：每期內附「本期玩具」 

(19) 號碼 

連續性資源中，除國際標準叢刊號碼外，若另載有其他重

要號碼時，宜記之。(依 1.8.1 款著錄) 。 

例：中華民國交通統計月報 

註云：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009014870013 

（說明） 除國際標準叢刊號碼外，連續性出版品之其

他重要號碼若為一期一號，則可省略不錄。 

(20) 實際館藏記載 

例：材料科學 

註云：館藏：2 至 7 卷 

(21) 合刊 

連續性資源若為另一連續性資源之一部分，且另有題名，

或與其他連續性資源合刊，宜加附註說明。 

例：主計公報 

註云：與主計月報合刊 

(22) 著錄依據 

著錄內容若非依據首期，則應註明其依據。 

例：中華皮膚科醫學雜誌. -- 第 1 卷第 1 期(民 72 年 1 月)-

註云：據第 7 卷第 4 期（民 78 年 12 月）著錄 

① 連續性出版品 

(I) 有編次連續性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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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著錄參考數個刊期，須著錄所參考最新一期的刊

期，如同時參考最早及最新刊期，合併為一個附註。 

(II) 無編次連續性資源 

著錄所參考最新一期的刊期出版日期，如同時參考最

早及最新刊期，一併著錄依據最早及最新一期的出版

日期。 
② 整合性資源 

以最新資料做為書目著錄依據，並在附註項說明。 

3.8 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 

    目  次 

   3.8.0   序則 

   3.8.1   國際標準叢刊號碼 

   3.8.2   識別題名 

   3.8.3   獲得方式 

   3.8.4   裝訂及其他區別字樣 

3.8.0 序則 

3.8.0.1 標點符號 

依 1.3.0 款及 1.8.0.1 款著錄。 

3.8.1 標準號碼 

 依 1.8.1 款著錄。 

例：科學發展 

ISSN 0250-1651 

3.8.2 識別題名 

 依照國際叢刊資料系統中心(ISDS Center) 所編訂之識別題

名，若載於連續性出版品中，或不難查得者，應記之。雖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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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題名與題名相同，亦當記載。 

例：1. 牛頓 

ISSN 1018-5445 = Newton (Taipei) 

2. 臺灣糖業 

ISSN 0492-1712 = Taiwan sugar 

*3.8.3 獲得方式 

 必要時，得依 1.8.3 款著錄。 

3.8.4 裝訂及其他區別字樣 

 必要時，得依 1.8.4 款著錄。 

例：1. 中華郵政 

ISSN 0412-4383(平裝) : 會員贈閱 

2. 大地 

每年 NT$70(平裝) 

3.8.4.1 持續更新的活頁出版品，可加（活頁）字樣於 ISBN 之後。 

3.9 補篇 

 依 1.9 款著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