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3 

7 

第七章 錄音資料 

7.0 通則 

7.0.1 適用範圍 

 本章規則適用於各類型之錄音資料，如唱片、錄音帶（盤式、

匣式、卡式）及音樂捲帶等之著錄。 

7.0.2 著錄來源 

7.0.2.1 主要著錄來源 

各種錄音資料之主要著錄來源分列如下： 

                種  類              主要著錄來源 

              唱片                唱片及標籤 

              盤式錄音帶          錄音帶及標籤 

              卡式錄音帶          錄音帶及標籤 

              匣式錄音帶          錄音帶及標籤 

              捲帶                標籤 

(1) 主要著錄來源有兩個以上，如唱片正反面之標籤，視為一

體（參見 1.0.6.1 款）。 

(2) 作品各部分及其標籤均無共同題名時，載有共同題名之文

字資料或盛裝物可視為主要著錄來源，並於附註項中說明

之。 

(3) 若主要著錄來源中均無著錄所需資料，則自下列來源依次

取得之： 

附隨文字資料 

盛裝物（套、盒等） 

其他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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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主要著錄來源同時具有文字資料（如標籤）與聲音資

料，則以文字資料為主。 

7.0.2.2 指定著錄來源 

錄音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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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著錄來源、附隨文字資 

料、盛裝物。 

          出版項                    主要著錄來源、附隨文字資 

料、盛裝物。 

          稽核項                    該錄音資料。 

          集叢項                    主要著錄來源、附隨文字資 

料、盛裝物。 

          附註項                    該錄音資料、其他參考資料。 

          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  同上。 

7.0.3 標點符號 

 依 1.0.3 款著錄。 

各項之標點符號參見下列規則。 

7.0.4 著錄詳簡層次 

 依 1.0.4 款著錄。 

7.0.5 印刷錯誤之著錄 

 依 1.0.5 款著錄。 

7.0.6 兩個以上主要著錄來源 

 依 1.0.6 款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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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目  次 

   7.1.0   序則 

   7.1.1   正題名 

   7.1.2   資料類型標示 

   7.1.3   並列題名 

   7.1.4   副題名 

   7.1.5   著者敘述 

   7.1.6   無共同題名之作品 

7.1.0 序則 

7.1.0.1 標點符號 

 依 1.1.0.1 款著錄。 

7.1.1 正題名 

 依 1.1.1 款著錄。 

音樂作品依 6.1.1.1 款著錄。 

例：1. 名人對話錄 

2. 那一夜, 我們說相聲 

3. 伙伴們! 來學法文 

4. 幻眼 The Band! 

5. KK 音標入門 

6. 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合唱" 

 若正題名得自盛裝物或非主要著錄來源，得於附註項說明。 

*7.1.2 資料類型標示 

 緊接正題名之後，依 1.1.2 款著錄。 

例：1. 秦良玉[錄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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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浪者之歌[錄音資料] 

3. 精選優美小夜曲音樂[錄音資料] 

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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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 並列題名 

 依 1.1.3 款著錄。 

例：1. 歌唱學英語 = Learning English by singing 

2. 青春舞曲 = Dance des pagodes 

7.1.4 副題名 

 依 1.1.4 款著錄。 

例：躍：鄉土民謠 

7.1.5 著者敘述 

 錄音資料文詞之撰寫者、音樂之作曲（詞）者，民歌、童謠

等之採集者，其著者敘述均依 1.1.5 款著錄。主要著錄來源

中若載有作品之表演、執行或解說等職責以外之其他參與者

（常見於流行音樂、搖滾音樂及爵士音樂），則應著錄於著

者敘述中；若所載僅限於表演、執行或解說（常見於正統音

樂、古典音樂或演講錄音），則於附註項中說明之（見 7.7.1(8)

款）。 

例：1. 彌賽亞 / 韓德爾 

2. 一隻花瓶 / 姜龍昭編劇 

註云：中國廣播公司廣播劇團演播 

3. 蕭邦敘事曲與詼諧曲 / [蕭邦] 

註云：魯賓斯坦鋼琴演奏 

4. 雙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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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云：Jone Lane 錄音 

7.1.5.2 如團體名稱及其成員均載於主要著錄來源，且編目人員認為

重要時，得將成員記於附註項。 

例： F 大調四重奏 / 拉威爾 

註云： 布達佩斯四重奏樂團(小提琴 : J. Roisman and 

A. Schneider ; 中音小提琴 : B. Kroyt ;低音

提琴 : M. Schneider) 

7.1.6 無共同題名之作品 

(1) 依 1.1.6.1 款著錄。 

例：給愛麗思 

註云： 內容：給愛麗思--杜鵑--小步舞曲--嘉禾舞曲--

阿爾卑斯山黃昏--荷夫曼船歌--森林中的鐵匠 

(2) 依 1.1.6.2 款著錄。 

例：1. 舒曼 A 小調鋼琴協奏曲 / 舒曼 

註云：與蕭邦 F 小調第二號鋼琴協奏曲合錄 

2. 蕭邦 F 小調第二號鋼琴協奏曲 / 蕭邦 

註云：與舒曼 A 小調鋼琴協奏曲合錄 

(3) 依 1.1.6.3 款著錄。 

例：1. 第 14 號鋼琴奏鳴曲"月光"．第 23 號鋼琴奏鳴曲"

熱情"．第 8 號鋼琴奏鳴曲”悲愴” / 貝多芬 

2. 波烈路 / 拉威爾．春之祭 / 史特拉汶斯基．牧神

的午後前奏曲 / 德布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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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版本項 

    目  次 

   7.2.0   序則 

   7.2.1   版本敘述 

   7.2.2   關係版本著者敘述 

7.2.0 序則 

7.2.0.1 標點符號 

依 1.2.0.1 款著錄。 

7.2.1 版本敘述 

 依 1.2.1 款著錄。 

7.2.2 關係版本之著者敘述 

 依 1.2.2 款著錄。 

7.3 資料特殊細節項 

 本項不適用於錄音資料之著錄。 

7.4 出版項 

    目  次 

   7.4.0   序則 

   7.4.1   通則 

   7.4.2   出版地、經銷地等 

   7.4.3   出版者、經銷者等 

   7.4.4   出版者、經銷者職責敘述 

   7.4.5   出版年、經銷年 

   7.4.6   印製地、印製者、印製年 

7.4.0 序則 

7.4.0.1 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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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1.4.0.1 款著錄。 

7.4.1 通則 

 依 1.4.1 款著錄。 

7.4.2 出版地、經銷地等 

 依 1.4.2 款著錄。 

7.4.2.1 未正式出版發行之錄音資料，不必著錄出版地。 

7.4.3 出版者、經銷者等 

 依 1.4.3 款著錄。 

例：1. 臺北市：福茂 

2. 臺北縣土城鄉：海山 

7.4.3.1 錄音資料如載有出版公司及其分支單位之名稱或此公司所

用之廠牌名稱時，則視分支單位名稱或廠牌名稱為出版者著

錄之。 

例：唱片標籤載： 

Decca Record Company / Ace of Diamonds 

著錄為： 

倫敦：Ace of Diamonds 

7.4.3.2 如廠牌名稱顯為集叢名稱，而非出版分支單位名稱時，則著

錄於集叢項。 

例：唱片標籤載： 

Disney Storyteller. Walt Disney Productions 

著錄為： 

倫敦：Walt Disney Productions. --(Disney Storyteller) 

7.4.3.3 未正式出版發行之錄音資料，不必著錄出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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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出版者、經銷者職責敘述 

 依 1.4.4 款著錄。 

例：1. 臺北市：果實音樂製作：滾石發行 

2. 臺北市：飛碟發行 

7.4.5 出版年、經銷年 

 依 1.4.5 款著錄。 

例：1. 臺北市：中國廣播公司, 民 71 

2. 臺北市：福茂, 民 77 錄製 

7.4.5.1 除出版年、經銷年之外，尚有錄製日期，則錄製日期記於附

註項中；但若僅有錄製日期，則仍記於此項中。 

例：臺北市：第一唱片承製：飛碟發行, p1987[民 76] 

註云：民 75 錄製 

7.4.5.2 未正式出版發行之錄音資料，記其錄製日期。 

7.4.6 印製地、印製者、印製年 

 依 1.4.6 款著錄。 

7.5 稽核項 

    目  次 

   7.5.0   序則 

   7.5.1   捲數、張數或其他單位（包括資料特殊類型標示） 

   7.5.2   其他稽核細節 

   7.5.3   高廣深 

   7.5.4   附件 

7.5.0 序則 

7.5.0.1 標點符號 

依 1.5.0.1 款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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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捲數、張數或其他單位（包括資料特殊類型標示） 

7.5.1.1 錄音資料之捲數、張數或其他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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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匣式錄音帶 

卡式錄音帶 

盤式錄音帶 

唱片 

鋼琴捲帶 

風琴捲帶 
例：1. 1 捲匣式錄音帶 

2. 2 張唱片 

3. 1 捲卡式錄音帶 

(1) 如資料特殊類型標示已載明為錄音資料，則可省略「錄音」

字樣。 

例：1. 1 捲卡式帶 

2. 2 捲盤式帶 

(2) 捲帶資料可視需要註明演奏樂器名稱。 

例：1. 2 捲鋼琴捲帶 

2. 2 捲風琴捲帶 

7.5.1.2 錄音資料之放音時間應記於資料特殊類型標示之後，依下列

方式擇一著錄之。 

(1) 作品明載放音時間，照錄於數量單位後之圓括弧內。 

(2) 作品未明載放音時間，但可立即查知，則記於數量單位後

之圓括弧內。 

*(3) 作品未明載放音時間，也無法立即查知，可記其約略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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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品分成若干部分，各部份放音時間一致，可於時間前加

一"各"字，否則記其總數。 

例：1. 1 捲卡式帶(45 分) 

2. 1 張唱片(30 分 15 秒) 

3. 1 捲盤式帶(約 20 分) 

4. 6 捲卡式帶(各 30 分) 

7.5.1.3 作品含若干部分而無共同題名，依 1.1.6 款著錄時，將其他

部分之題名及放音時間記於附註項。 

7.5.2 其他稽核細節 

7.5.2.1 其他稽核細節依序為： 

(1) 錄音方式 

(2) 放音速率 

(3) 槽紋（唱片） 

(4) 音軌（匣式、卡式及盤式錄音帶） 

(5) 聲道 

7.5.2.2 錄音方式 

記載聲音錄製於唱片或錄音帶上之方式。 

例：1. 1 張唱片(45 分) : 類比 

2. 1 張唱片(52 分) : 數位 

3. 1 捲卡式帶(90 分) : 類比 

4. 1 捲卡式帶(60 分) : 數位 

7.5.2.3 放音速率 

(1) 類比唱片之放音速率記其每分鐘轉速（rpm）；數位唱片之

放音速率記其每秒轉數（m. per sec.）。 

例：1 張唱片(45 分) : 類比, 33 1/3 轉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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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類比錄音帶之放音速率以吋 / 秒 記載。 

例：1 捲盤式帶(20 分) : 類比, 7 1/2 吋 / 秒 

 若為標準放音速率(類比卡式錄音帶為 1 7/8 吋 / 秒 ; 數位

唱片為 1.4 米 / 秒)，則不必著錄。 

7.5.2.4 槽紋 

唱片之槽紋若非標準形式，應說明之。 

例：1 張唱片(7 分) : 類比, 78 轉 / 分, 微紋 

7.5.2.5 音軌 

匣式、卡式及盤式錄音帶之音軌數目如與標準音軌數目不

同，應著錄之（匣式標準數目為八音軌，卡式為四音軌）。 

7.5.2.6 聲道 

若資料來源有標明，則擇一種以上之適當名詞著錄。 

單聲道 

立體聲 

四聲道 
例：1 張唱片(20 分) : 類比, 33 1/3 轉 / 分, 立體聲 

7.5.3 高廣深 

 錄音資料之高廣深依下列規則著錄。 

7.5.3.1 唱片之直徑以吋記之。 

例：1. 1 張唱片(20 分) : 類比, 33 1/3 轉 / 分, 立體聲 ;  

12 吋 

2. 2 張唱片(45 分) : 數位, 立體聲 ; 4 3/4 吋 

3. 6張唱片 : 類比, 33 1/3轉 / 分, 立體聲 ; 10-12吋 

7.5.3.2 匣式錄音帶若為標準尺寸（5 1/4X3 7/8 吋，帶寬 1/4 吋），

則無需著錄；否則應記其實際尺寸（不足 1 吋之零數以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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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表示之）。 

7.5.3.3 卡式錄音帶若為標準尺寸（3 7/8X2 1/2 吋，帶寬 1/8 吋），

則無需著錄；否則應記其實際尺寸（不足 1 吋之零數以分數

式表示之）。 

例： 1 捲卡式帶(85 分) : 類比, 單聲道 ; 7 1/4X3 1/2 吋, 

寬 1/4 吋 

7.5.3.4 盤式錄音帶盤直徑以吋記之。其帶寬若為標準尺寸（1/4

吋），則無需著錄；否則應記其實際尺寸（不足 1 吋之零數

以分數式表示之）。 

例： 1 捲盤式帶(20 分) : 類比, 7 1/2 吋 / 秒, 2 音軌, 單

聲道 ; 7 吋, 帶寬 1/2 吋 

7.5.3.5 鋼琴或風琴捲帶無需著錄高廣深。 

7.5.4 附件 

 依 1.5.4 款著錄。 

例：6 捲卡式帶(各 25 分) : 類比, 單聲道 + 1 冊書 

7.6 集叢項 

    目  次 

   7.6.0   序則 

   7.6.1   集叢敘述 

7.6.0 序則 

7.6.0.1 標點符號 

依 1.6.0.1 款著錄。 

7.6.1 集叢敘述 

 依 1.6 各款著錄。 

例：1. （中國民俗音樂專集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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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醉人的古典音樂系列） 

7.7 附註項 

    目  次 

   7.7.0   序則 

   7.7.1   附註 

7.7.0 序則 

7.7.0.1 標點符號 

依 1.7.0.1 款著錄。 

7.7.1 附註 

 附註分為數則者，按下列次序排列之。 

(1) 性質、體裁及演出媒體 

例：1. 註云 : "阿瑪迪斯"電影音樂 

2. 註云 : 二幕歌劇 

3. 註云 : 錄自天然鳥鳴聲 

4.註云 : 電子音樂 

(2) 使用語文 

例：1. 註云 : 日語演唱 

2. 註云 : 閩南語演唱, 國語介紹 

(3) 正題名來源 

例：1. 註云 : 題名取自唱片封套 

2. 註云 : 題名取自說明書 

(4) 原名、異名、改名、缺名 

例：註云 : 封套題名 : 小提琴名曲集 

(5) 殘存 

(6) 並列題名載於主要著錄來源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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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註云 : 封套題名 : O Solo Mio 

(7) 副題名過長 

(8) 著者敘述 

錄音資料可於附註項中加註表演者名稱，或相關之職責敘

述。 

例：1. 註云 : 據黃自作品改編 

2. 註云 : 編曲．指揮 : 李泰祥 ; 主唱 : 簡上仁 

3. 註云 : 鋼琴 : 歐提斯 ; 指揮 : 佛斯特 ; 演奏 : 

英國皇家愛樂管絃團 

4. 註云 : 演員 : 馬之秦(劉母), 寇世勳(劉父)... 

(9) 版本項 

未正式出版發行之錄音資料，得據現有資料說明之。 

例：民國 78 年 12 月 25 日在臺灣大學之演講錄音 

(10) 出版項 

例：註云 : 香港經銷者 

(11) 稽核項 

例：1. 註云 : 雷射唱片 

2. 註云 : 放音時間 : 17 分 ; 23 分 ; 9 分 

(12) 附件 

例：註云 : 封套內附節目表 

(13) 集叢項 

(14) 學位論文 

視同論文之錄音資料。 

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民 78 

(15) 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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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註云 : 國民中學適用 

(16) 其他資料類型 

例：註云 : 亦發行卡式帶 

(17) 摘要 

例：註云 : 摘要 : 本唱片集特別介紹小生中范派、徐派、

尹派與旦角中戚派、呂派之唱法與唱腔, 由高

瑾演唱, 一人飾多角, 表現各派唱法。 

(18) 內容 

例：1. 華視英語會話專集 

註云： 內容 : 英語日常生活會話--英語交談的技

術--會話俚語精華--置身其中英語會話--實

用書信及短文朗誦 

2. 天使平安夜 

註云： 部分內容 : 歡樂的笛聲--聽！天使之歡唱

平安夜--莫札特彌撒曲167號--小鼓手--夜鶯

歌唱 

(19)出版者號碼 

(如作品載有出版者號碼，應照錄之。作品如包括數件，

且各件編號連貫，可錄其起訖號碼；各件編號如不連貫，

且總數不超過三件, 則錄各件號碼；三件以上則錄首末號

碼，並以一斜撇間隔之。 

例：1. 註云 : 齊飛 SF 8007-4 

2. 註云 : 滾石 RC 177, 188, 198 

3. 註云 : 飛碟 WU 2872/3979 

 (如錄音資料上載有二種號碼，一為整套之號碼，一為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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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之號碼, 則僅錄其套號。若套號未出現於個別作品中，

則將個別作品號再加於套號之後，並加圓括弧。 

例：註云 : Phlips: 6769 042(9500718-9500719) 

 (如錄音資料上僅有印刷號碼，則記下此號碼，並於後用

圓括弧註明。 

例：Melodia : C10 06767(matrix)-C10 06768(matrix) 

(20) 實際館藏記載 

(21) 合錄 

例：註云 : 與貝多芬月光奏鳴曲合錄 

7.8 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 

    目  次 

   7.8.0   序則 

   7.8.1   標準號碼 

   7.8.2   識別題名 

   7.8.3   獲得方式 

   7.8.4   區別字樣 

7.8.0 序則 

7.8.0.1 標點符號 

依 1.8.0.1 款著錄。 

7.8.1 標準號碼 

 依 1.8.1 款著錄。 

7.8.2 識別題名 

 依 1.8.2 款著錄。 

7.8.3 獲得方式 

 依 1.8.3 款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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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4 區別字樣 

 依 1.8.4 款著錄。 

7.9 補篇 

 依 1.9 款著錄。 

7.10 多種資料類型組成之作品 

 依 1.10 款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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