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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樂 譜 

6.0 通則 

6.0.1 適用範圍 

 本章規則適用於已出版樂譜之著錄。錄音資料見第七章，微

縮形式之樂譜見第十二章。 

6.0.2 著錄來源 

6.0.2.1 主要著錄來源 

樂譜之主要著錄來源為書名頁，若無書名頁，則依序參考版

權頁、卷端、封面、正文前置部分或其他來源。 

6.0.2.2 指定著錄來源 

樂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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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端、封 

   面、其他正文前置部分。 

         樂曲型式                  書名頁、版權頁。 

         出版項                   書名頁、版權頁、卷端、封 

  面、其他正文前置部分、樂 

  譜首頁。 

         稽核項                     該樂譜。 

         集叢項                     集叢書名頁、書名頁、版權 

  頁、封面 、樂譜其他部分。 

         附註項                     該樂譜、其他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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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       同上。 

6.0.3 標點符號 

 依 1.0.3 款著錄。 

各項之標點符號參見下列規則。 

6.0.4 著錄詳簡層次 

 依 1.0.4 款著錄。 

6.0.5 印刷錯誤之著錄 

 依 1.0.5 款著錄。 

6.0.6 兩個以上主要著錄來源 

 依 1.0.6 款著錄。 

6.1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目  次 

   6.1.0   序則 

   6.1.1   正題名 

   6.1.2   資料類型標示 

   6.1.3   並列題名 

   6.1.4   副題名 

   6.1.5   著者敘述 

   6.1.6   無共同題名之作品 

6.1.0 序則 

6.1.0.1 標點符號 

依 1.1.0.1 款著錄。 

6.1.1 正題名 

 依 1.1.1 款著錄。 

例：1. 中國藝術歌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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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布西鋼琴曲集 

3. 胡桃鉗組曲 

6.1.1.1 題名若為曲式之一般性名稱（如三重奏、協奏曲、交響曲），

其表演媒體、調性或作品號得視為正題名之一部分（見例

1,2），否則視為副題名（見例 3）。 

例：1. 第一鋼琴奏鳴曲, 降 B 大調, 作品第 570 號 

2. 第五交響曲, C 小調, 作品第 67 號 

3. 復活節壁畫：女高音, 長笛, 法國號, 豎琴及鋼琴 

6.1.1.2 編目員如需自行裁定正題名，可依下列細目依序著錄：  

(1) 樂曲形式 

(2) 演出媒體 

(3) 作品號 

(4) 調性 

 各細目間以逗點相隔。 

例：[三重奏, 鋼琴, 弦樂, 作品第 66 號, C 小調] 

*6.1.2 資料類型標示 

 緊接正題名之後，依 1.1.2 款著錄。 

例：1. 國劇唱腔譜集[樂譜] 

2. 鋼琴電影名曲集[樂譜] 

6.1.2.1 作品若包含兩種或兩種以上之資料類型，而其中無任何一種

資料類型為作品之主要部分，則標示為「多媒體組件」。 

6.1.3 並列題名 

 依 1.1.3 款著錄。 

例：1. 世界名歌選 = The world's best songs 

2. 詳解巴哈二聲部三聲部創意曲全集 = Bach two-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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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part inventions for the piano 

6.1.4 副題名 

 依 1.1.4 款著錄。 

例：1. 民謠吉他：初學與深造 

2. 盲：長笛獨奏, 作品 17 號 

6.1.5 著者敘述 

 依 1.1.5 款著錄。 

例：1. 中國民歌組曲集 / 黃友棣編曲 ; 何志浩配詞 

2. 晚霞 = Wanshia / 馬思聰作曲  

3. 六弦琴韻 / 胡品清編著 

4. 土耳其進行曲 : 鋼琴奏鳴曲 A 大調 / 莫札特 

6.1.6 無共同題名之作品 

 依 1.1.6 各款著錄。 

6.2 版本項 

    目  次 

   6.2.0   序則 

   6.2.1   版本敘述 

   6.2.2   關係版本著者敘述 

6.2.0 序則 

6.2.0.1 標點符號 

依 1.2.0.1 款著錄。 

6.2.0.2 樂曲手稿 

不同版本之樂曲手稿，依 4.2.1.2 款著錄。 

6.2.1  版本敘述 

 依 1.2.1 款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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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第二版 

2. 增訂新版 

*6.2.2 關係版本之著者敘述 

 依 1.2.2 款著錄。 

*6.3 樂譜型式敘述項 

    目  次 

   6.3.0   序則 

   6.3.1   樂譜型式敘述 

6.3.0 序則 

6.3.0.1 標點符號 

參見 1.0.3 款。 

以分項符號與前項相隔。 

6.3.1 樂譜型式敘述 

6.3.1.1 依主要著錄來源中所標示之樂譜型式著錄。樂譜型式所使用

之文字不止一種時，以正題名所使用之文字著錄之；若無正

題名所使用之文字時，則以首列者著錄之。 

例：1. 管弦樂—總譜 

2. 總譜及分譜 

3. 縮印總譜 

4. 演奏總譜 

6.3.1.2 若樂譜型式已著錄於其他項中，且為該項不可分割之部分，

則本項可省略，不必重覆著錄。 

6.4 出版項 

    目  次 

   6.4.0   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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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   通則 

   6.4.2   出版地、經銷地等 

   6.4.3   出版者、經銷者等 

   6.4.4   出版者、經銷者職責敘述 

   6.4.5   出版年、經銷年 

   6.4.6   印製地、印製者、印製年 

6.4.0 序則 

6.4.0.1 標點符號 

依 1.4.0.1 款著錄。 

6.4.1 通則 

 依 1.4.1 款著錄。 

6.4.2 出版地、經銷地等 

 依 1.4.2 款著錄。 

6.4.3 出版者、經銷者等 

 依 1.4.3 款著錄。 

例：臺北市 : 天同 

6.4.3.1 出版者號碼及圖幟號碼著錄於附註項。（見 6.7.1 (18) 款） 

6.4.4 出版者、經銷者職責敘述 

 依 1.4.4 款著錄。 

例：臺北市 : 臺隆發行 : 大陸書店經銷 

6.4.5 出版年、經銷年 

 依 1.4.5 款著錄。 

例：1. 臺北市 : 遠景, 民 70 

2. 臺北市 : 全音樂譜, 民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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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稽核項 

    目   次 

   6.5.0    序則 

   6.5.1    套數或其他單位（包括資料特殊類型標示） 

   6.5.2    插圖 

   6.5.3    高廣 

   6.5.4    附件 

6.5.0 序則 

6.5.0.1 標點符號 

依 1.5.0.1 款著錄。 

6.5.1 套數或其他單位（包括資料特殊類型標示） 

6.5.1.1 樂譜作品總譜或分譜之套數以阿拉伯數字記其數量，並自以

下所列名詞中擇一適當者標示之（若下列名詞均不適當，則

以「樂譜」著錄之）。樂譜作品如為手稿，則於所選名詞冠

以「手稿」二字。樂譜作品如為「點字本」或「大字本」，

可在數量單位後加圓括弧，標明「點字本」或「大字本」。

如資料類型標示項已標明，此處可省略。 

          總譜                      聲樂總譜 

          精簡總譜                  鋼琴總譜 

          縮印總譜                  合唱總譜 

          分譜                      指揮用鋼琴（或小提琴）分譜 

例：1. 1 套總譜 

2. 1 套聲樂總譜 

3. 3 套分譜 

4. 1 套手稿總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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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套總譜及分譜 

（說明）分譜印在總譜第 5 頁。 

6. 1 套總譜(點字本) 

7. 8 面樂譜 

8. 3 冊樂譜 

6.5.1.2 樂譜作品如由數種不同總譜，或一套總譜及數套分譜，或數

種不同總譜及分譜等組成，則依 6.5.1.1 款所列名詞依序著

錄，並間以加號。 

例： 1 套總譜(23 面) + 1 套指揮用鋼琴分譜(8 面) + 16 套

分譜 

6.5.1.3 依 2.5.1 款所示著錄面（葉）數或冊數於樂譜作品套數之後，

置於圓括弧內。 

例：1. 1 套總譜([6], 27 面) 

2. 1 套總譜(2 冊) 

3. 1 套總譜(9, 278 面) + 24 套分譜 

4. 1 套總譜(23 面) + 2 套分譜 

6.5.2 插圖 

 依 2.5.2 款著錄。 

例：1 套總譜(23 面) : 圖 + 16 套分譜 

6.5.3 高廣 

 依 2.5.3 款著錄。如作品所含總譜及分譜各有不同高廣，則

分別記高廣於總譜及分譜之後；若高廣相同，則不必分別記

載。 

例：1. 1 套縮印總譜(34 面) ; 18 公分 

2. 1 套總譜 ([6], 63 面) ; 20 公分 + 16 套分譜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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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3. 1 套總譜(20 面) + 1 套分譜(8 面) ; 18 公分 

6.5.4 附件 

 依 1.5.4 款著錄。 

例：1套總譜([7], 32面) ; 28公分 + 1張雷射唱片(45分 : 

數位, 立體聲 ; 4 3/4 吋) 

6.6 集叢項 

    目  次 

   6.6.0   序則 

   6.6.1   集叢敘述 

6.6.0 序則 

6.6.0.1 標點符號 

依 1.6.0.1 款著錄。 

6.6.1 集叢敘述 

 依 1.6 各款著錄。 

例：1. (中國名曲與民謠 ; 11) 

2. (現代國樂叢書 ; 9) 

3. (震旦音樂叢書) 

6.7 附註項 

    目  次 

   6.7.0   序則 

   6.7.1   附註 

6.7.0 序則 

6.7.0.1 標點符號 

依 1.7.0.1 款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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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 附註 

 附註分為數則者，須按下列順序排列之。 

(1)樂曲形式及演出媒體 

樂曲形式如未於各項中述及，宜於附註項中以簡潔字句說

明之。 

例：1. 註云：讚美詩 

2. 註云：二幕歌劇 

 表演媒體包括聲部與樂器，著錄時聲部在前（如男聲、女

聲、混聲、合聲等），樂器在後。供管弦樂團及一般樂團

使用之樂譜不必著錄樂器部分。合唱譜可酌予著錄高、

低、中音等細節事項。 

例：1. 註云：男聲, 鋼琴用譜 

2. 註云：女聲, 電子琴用譜 

3. 註云：男高音, 小提琴用譜 

(2)使用語文（樂譜中之文字部分） 

例：1. 註云：日文及英文 

2. 註云：日文, 中譯文在 53 面 

3. 註云：原版有日譯文 

(3)正題名來源 

例：1. 註云：正題名取自出版商目錄 

(4)原名、異名、改名、缺名 

例：1. 註云：原名：晚霞 

2. 註云：書背題名：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5) 殘存 

例：註云：本譜缺第 9、10 兩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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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並列題名載於主要著錄來源之外 

(7) 副題名過長 

(8) 著者敘述 

例：註云：據(清)蒲松齡聊齋誌異編曲 

(9) 版本項 

例：1. 註云：據民 28 年版影印 

2. 註云：據民 30 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全譜縮印 

3. 註云：據民 26 年上海正中書局原版摹印 

(10) 記譜法 

所用記譜法若非一般常用者，宜說明之。 

例：1. 註云：箏之基本指法符號 

2. 註云：簡譜 

3. 註云：圖示譜 

4. 註云：工尺譜 

(11) 出版項 

例：註云 : 經銷者 : 香港 : 集成 

(12) 稽核項 

例：1. 註云 : 演奏時間 : 18 分 

2. 註云 : 演奏時間 : 約 1 時 10 分 

3. 註云 : 附作曲者簽名 

(13) 附件 

例：註云：封面內套各附首演照片 3 張 

(14) 集叢項 

(15) 學位論文 

例：註云：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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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適用對象 

例：註云：大專音樂科系學生適用 

(17) 內容 

例：1.註云：內容 : 1, 中國名曲民謠--2, 世界名曲民謠--3, 

中國懷念老歌--4, 國語風靡歌曲--5, 西洋鄉

村歌曲--6, 電影風靡歌曲 

2.註云：部分內容 : 黃自歌曲「旗正飄飄」 

(18) 出版者號碼及圖幟號碼 

樂譜如載有出版者號碼或圖幟號碼時，照錄之，但需分別

標明。號碼前之文字資料必須一併著錄。作品如包括數

冊，且各冊編號連貫，可錄其起訖號碼；各冊編號如不連

貫，且總數不超過三冊，則錄各冊號碼；三冊以上則錄首

末號碼，並以一斜撇間隔之。 

例：1. 註云：圖幟號碼：S. & B. 4081 

2. 註云：出版者號碼：6139 

3. 註云：圖幟號碼：B. & H. 8798-8806 

4. 註云：圖幟號碼：B. M. Co. 10162, 10261, 1011 

5. 註云：出版者號碼：6201/9935 

(19) 實際館藏記載 

例：1. 註云：館藏 4 套分譜 

（說明） 該樂譜共有 1 套總譜及 6 套分譜, 館藏僅

有 4 套分譜 

2. 註云：館藏本有作曲者簽名 

(20) 合刊、合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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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 

    目  次 

   6.8.0   序則 

   6.8.1   標準號碼 

   6.8.2   識別題名 

   6.8.3   獲得方式 

   6.8.4   裝訂及其他區別字樣 

6.8.0 序則 

6.8.0.1 標點符號 

 依 1.8.0.1 款著錄。 

6.8.1 標準號碼 

 依 1.8.1 款著錄。 

6.8.2 識別題名 

 依 1.8.2 款著錄。 

6.8.3 獲得方式 

 依 1.8.3 款著錄。 

6.8.4 裝訂及其他區別字樣 

 依 1.8.4 款著錄。 

6.9 補篇 

 依 1.9 款著錄。 

6.10 多種資料類型組成之作品 

 依 1.10 款著錄。 

6.11 影鈔、影印及其他複製品 

 依 1.11 款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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