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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電影片及錄影資料 

8.0 通則 

8.0.1 適用範圍 

 本章規則適用於各種電影片及錄影資料之著錄，包括攝製完

成之影片與電視節目、集錦、摘輯（如廣告片、新片預告）、

新聞報導、紀錄影片、庫存短片及未經剪輯之影視資料等。

其他靜態視覺型資料見第九章。 

8.0.2 著錄來源 

8.0.2.1 主要著錄來源 

各種電影片及錄影資料之主要著錄來源，依次為影片帶本身

（如片頭題名）、不可分離之盛裝物及其標籤（如錄影帶之

卡盒）。若缺以上主要著錄來源，再依次自下列來源中取得

著錄資料： 

附隨文字資料（如腳本、拍攝記錄表、宣傳資料等） 

盛裝物（非為該件資料之不可分離組件） 

其他來源 
8.0.2.2 指定著錄來源 

電影片及錄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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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著錄來源及附件。 

          出版項                    同上。 

          稽核項                    該作品及其他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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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叢項                    主要著錄來源及附件。 

          附註項                    該作品及其他參考資料。 

          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  同上。 

8.0.3 標點符號 

 依 1.0.3 款著錄。 

各項之標點符號參見下列規則。 

8.0.4 著錄詳簡層次 

 依 1.0.4 款著錄。 

8.0.5 錯誤資料之著錄 

 依 1.0.5 款著錄。 

8.0.6 兩個以上主要著錄來源 

 依 1.0.6 款著錄。 

8.1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目  次 

   8.1.0   序則 

   8.1.1   正題名 

   8.1.2   資料類型標示 

   8.1.3   並列題名 

   8.1.4   副題名 

   8.1.5   著者敘述 

   8.1.6   無共同題名之作品 

8.1.0 序則 

8.1.0.1 標點符號 

依 1.1.0.1 款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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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正題名 

 依 1.1.1 款著錄。 

例：1. 如何利用圖書館 

2. 梁山伯與祝英台 

3. 緹縈 

4. 故宮寶藏 

5. DDT 的故事 

6. Glagson 曳引機 

7. 甘蔗新品種 F175 

8. 如何才能在高速公路上安全駕駛? 

9. 保肝，防癌 

10. 台灣的北管音樂 

 若正題名得自盛裝物或非主要著錄來源，得於附註項中說

明。 

8.1.1.1 作品若缺題名，除依 1.1.1.5 款著錄外，並須遵循下列規則： 

(1) 廣告影片：編目員自定廣告題名應含廣告產品之名稱或服

務事項等，並加註「廣告」字樣。 

例：1. [摩卡咖啡廣告] 

2. [道路交通安全廣告] 

(2) 未經剪輯之影視資料及新聞影片：編目員自定題名時應含

事件發生地點、日期、拍攝日期（如非現場拍攝）、當事

人及主題等資料。 

例： [民國 66 年 7 月 7 日范園焱義士駕機投奔自由降落台

南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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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資料類型標示 

 依 1.1.2 款著錄。 

例：1. 兒童天地[錄影資料] 

2. 大哉中華[電影片] 

3. 原野的律動[錄影資料] 

4. 內湖古蹟巡禮[錄影資料] 

8.1.3 並列題名 

 依 1.1.3 款著錄。 

例：1. 植物對人類的用途[電影片] = How plants help us 

2. 台北映象[錄影資料] = Images of Taipei 

3. 美國職籃輕鬆時間[錄影資料] = Pastime magazine 

4. 海天遊蹤[錄影資料] = Bon voyage 

8.1.4 副題名 

 依 1.1.4 款著錄。 

例：1. 殘而不廢自力更生[電影片] : 台南縣傷殘技藝訓

練 

2. 金色山坡[錄影資料] : 台灣山坡地的開發 

3. 朱自清[錄影資料] : 背影匆匆 

4. 分享台灣經驗[錄影資料] : 中華民國國情簡介 

8.1.5 著者敘述 

8.1.5.1 主要著錄來源中所載之個人或團體，如製作、導演、動畫繪

製、剪輯等，對此作品之製作有重要貢獻者，均可著錄之。

其他著者敘述（包括表演之個人或團體）則記於附註項。 

例：1. 玉劍留香[電影片] / 荊國忠製片 ; 王重光導演 

2.台灣傳統歌仔戲藝術薪傳計畫身段教材[錄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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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篇 / 廖瓊枝導演 ; 黃雅蓉編撰 

3. 回頭是彼岸[錄影資料] = The Island and the other 

shore / 賴聲川導演  

8.1.5.2 作品中若同時載有監製者及實際執行製作者時，需並錄之。 

例：1. 保肝, 防癌[電影片] / 行政院衛生署監製 ; 何立

武策劃 ; 朱明燦導演 

2. 阿美族[錄影資料] / 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監製 ;  財

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製作 

8.1.6 無共同題名之作品 

 依 1.1.6 款著錄。 

例：1. 土地改革十年有成[電影片] 

註云： 本新聞片另含：全省公民投票選舉第三屆省

議員 

2. 飛禽世界[錄影資料] 

註云：與昆蟲世界合錄 

3. 危險的電子陷阱[錄影資料] 

註云：與午夜台北合錄 

8.2 版本項 

    目  次 

   8.2.0   序則 

   8.2.1   版本敘述 

   8.2.2   關係版本著者敘述 

8.2.0 序則 

8.2.0.1 標點符號 

依 1.2.0.1 款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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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版本敘述 

 依 1.2.1 款著錄。 

例：第三版 

8.2.2 關係版本之著者敘述 

 依 1.2.2 款著錄。 

8.3 資料特殊細節項 

 本項不適用於電影片及錄影資料之著錄。 

8.4 出版項 

    目  次 

   8.4.0   序則 

   8.4.1   通則 

   8.4.2   出版地、經銷地等 

   8.4.3   出版者、經銷者等 

   8.4.4   出版者、經銷者職責敘述 

   8.4.5   出版年、經銷年 

   8.4.6   印製地、印製者、印製年 

8.4.0 序則 

8.4.0.1 標點符號 

依 1.4.0.1 款著錄。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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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臺北市：臺灣教育影視傳播公司 

（說明） 本錄影資料另題台灣幼兒影視股份有限公

司，此處以首列者著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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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出版地、經銷地等 

 依 1.4.2 款著錄。 

例：1. 臺北市：光啟社 

2. 臺北市：國立教育資料館 

3. 臺此市：中視文化服務中心 

8.4.2.1 未正式出版之作品，不必著錄出版地、經銷地等，亦不得著

錄為「出版地不詳」。 

8.4.3 出版者、經銷者等 

8.4.3.1 正式出版之作品，其出版者、經銷者等，依 1.4.3 款著錄。 

8.4.3.2 未正式出版之作品，不必著錄出版者、經銷者等，亦不得著

錄為「出版者不詳」。 

*8.4.4 出版者、經銷者職責敘述 

 依 1.4.4 款著錄。 

8.4.5 出版年、經銷年 

8.4.5.1 正式出版之作品，其出版年、經銷年等，依 1.4.5 款著錄。 

例：1. 臺中縣霧峰鄉 : 臺製, 民 52 

2. 臺北市 : 中影, 民 58 

8.4.5.2 未經剪輯或未正式出版之影視資料著錄其創作年代。 

8.4.6 印製地、印製者、印製年 

 依 1.4.6 款著錄。 

8.5 稽核項 

    目  次 

   8.5.0   序則 

   8.5.1   捲數、張數或其他它單位（包括資料特殊類型

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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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   其他稽核細節 

   8.5.3   高廣深 

   8.5.4   附件 

8.5.0 序則 

8.5.0.1 標點符號 

依 1.5.0.1 款著錄。 

8.5.1 捲數、張數或其他單位（包括資料特殊類型標示） 

8.5.1.1 電影片及錄影資料之捲數、張數或其他單位以阿拉伯數字記

其數量，並自下列名詞中擇一適當者標示之： 

              匣式電影片     卡式錄影帶 

              卡式電影片     盤式錄影帶 

              迴環式電影片   影碟  

              盤式電影片     影音光碟 

              匣式錄影帶     數位影音光碟 

 如資料特殊類型標示已載明此作品為電影片或錄影資料，則

可省略「電影」或「錄影」字樣。 

例：1. 1 捲卡式片 

2. 2 捲盤式片 

3. 2 捲匣式帶 

4. 2 捲迴環式片 

5. 2 張影碟 

8.5.1.2 電影片及錄影資料之放映時間依 1.5.1.1 款著錄。 

例：1. 14 捲盤式片(157 分) 

2. 1 捲迴環式片(4 分 30 秒) 

3. 1 捲卡式帶(10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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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張數位影音光碟(100 分) 

8.5.1.2.1 影碟之放映時間 

(1) 移動畫面 

依 1.5.1.1 款著錄。 

(2) 靜止畫面 

若放映時間載明於作品中，則照錄之；若未載明，則不必

著錄。 

(3) 含移動畫面及靜止畫面 

若放映時間載明於作品中，則照錄之。 

* 不論放映時間是否載明於作品中，得將靜止畫面之幅數

及移動畫面之放映時間記於附註項。 

8.5.2 其他稽核細節 

8.5.2.1 其他稽核細節依序為： 

(1) 投映率及放映特質（電影片） 

(2) 聲音 

(3) 色彩 

(4) 放映速度（電影片） 

(5) 放影速度（影碟） 

8.5.2.2 投映率及放映特質 

電影片之投映率及放映特質著錄時宜力求簡明，如寬銀幕、

新藝拉瑪體、立體、多銀幕放映式等。 

例：14 捲盤式片(157 分) : 新藝拉瑪體 

8.5.2.3 聲音 

電影片及錄影資料音軌之有無以「有聲」或「無聲」等字樣

著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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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1 捲盤式帶(15 分) : 有聲 

2. 1 捲卡式帶(70 分) : 有聲 

8.5.2.4 色彩 

電影片及錄影資料之色彩以「彩色」或「黑白」等字樣著錄

之。作品若兼有彩色及黑白畫面，亦需予以簡略說明。 

例：1. 1 捲盤式片(10 分) : 有聲, 彩色 

2. 1 捲盤式片(30 分) : 有聲, 彩色(部分黑白) 

3. 1 捲卡式帶(24 分) : 有聲, 黑白(彩色片頭) 

4. 1 捲卡式帶(92 分) : 有聲, 黑白 

8.5.2.5 放映速度（電影片） 

電影片之放映速度以幅／秒記之。若為標準放映速度（有聲

影片 24 幅／秒，無聲影片 16 幅／秒），則不必著錄。 

例：1 捲盤式片(1 分 17 秒) : 無聲, 彩色, 25 幅 / 秒 

8.5.2.6 放映速度（影碟） 

影碟之放映速度以轉／分記之。 

例：1 張影碟(50 分) : 有聲, 黑白, 1500 轉 / 分 ; 8 吋 

8.5.3 高廣深 

 電影片及錄影資料之高廣深依下列規則著錄。 

8.5.3.1 電影片之片幅寬度以「粴」或「mm」記之。如為八粴影片，

需註明為八粴、標準八粴或超八粴。 

例：1. 1 捲盤式片(12 分) : 有聲, 黑白 ; 16 粴 

2. 1 捲卡式片(21 分) : 有聲, 彩色 ; 標準 8 粴 

8.5.3.2 錄影帶之帶寬以吋記之。 

例：1 捲盤式帶(30 分) : 有聲, 黑白 ; 1/2 吋 

8.5.3.3 影碟、影音光碟、數位影音光碟之直徑以吋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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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1 張影碟(50 分) : 有聲, 黑白, 1500 轉 / 分 ; 8 吋 

2. 1 張數位影音光碟（100 分） : 有聲, 彩色 ; 4 3/4

吋 

8.5.4 附件 

 依 1.5.4 款著錄。 

例： 1 捲匣式片(21 分) : 有聲, 彩色 ; 標準 8 粴 ＋ 教師

手冊 

8.6 集叢項 

    目  次 

   8.6.0   序則 

   8.6.1   集叢敘述 

8.6.0 序則 

8.6.0.1 標點符號 

依 1.6.0.1 款著錄。 

8.6.1 集叢敘述 

 依 1.6 各款著錄。 

例：1. (銀髮貴族健康系列講座) 

2. (台視文化美食生活館系列) 

3. (節約用水宣導影片系列) 

8.7 附註項 

    目    次 

   8.7.0   序則 

   8.7.1   附註 

8.7.0 序則 

8.7.0.1 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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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1.7.0.1 款著錄。 

8.7.1 附註 

 附註分為數則者，須按下列次序排列之： 

(1)性質或體裁 

例：1. 註云 : 紀錄影片 

2. 註云 : 電視連續劇 

(2)使用語文 

例：1. 註云 : 英語，加配國語發音 

2. 註云 : 日語發音 

3. 註云 : 英語對話，中文字幕 

4. 註云 : 阿美族母語發音，中文字幕 

(3)正題名來源 

(4)原名、異名、改名、缺名 

例：1. 註云 : 盛裝物題名 : 臺語舒懷典藏集 

2. 註云 : 片頭題名 : 黃山之美 

3. 註云 : 第 4, 6-8 件盛裝物題名略有不同 

(5)並列題名 

(6)副題名 

(7)著者敘述 

凡於著者敘述項中未述及之其他對製作有貢獻之個人或

團體，均可於本項說明之。 

例：1. 註云：配音 : 駱明道 ; 攝影 : 申劍一 ; 主唱 : 

沈淑惠，王瑞瑜 

2. 註云：主演 : 威廉鮑德溫(William Baldwin)，辛蒂

克勞馥(Cindy Craw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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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版本項 

例：1. 註云：審查版, 民國 56 年審訖 

2. 註云：據民國 48 年同名影片重拍 

3. 據瓊瑤小說攝製 

4. 註云：彩色版, 據民國 60 年黑白版改製 

(9) 出版項 

製作年代與出版年代不同者，可記於附註項。 

例：1. 註云：香港發行者 : 邵氏公司 

2. 註云：1947 年製作，1953 年發行 

3. 註云：首版於美國發行 

(10) 稽核項 

 聲音：如磁性發聲、光學發聲、同步錄音等。 

 影片或錄影帶長度：影片或錄影帶長度以呎記之。 

 色彩：電影片或錄影資料之色彩處理方式或系統（如伊

士曼彩色、天然彩色、SECAM 色彩記錄系統等）或其他

與色彩有關之細節事項。 

 軟片形式：如正片、負片、反轉片、反轉中間負片、中

間負片、中間正片、分色、複製片、細微粒複製正片或

負片等。 

 軟片性質：如硝酸鹽膠片、醋酸鹽膠片或多元脂膠片等。 

 錄影系統：稽核項中若未述及，可於此註明之。二吋錄

影帶需記其行數、區數及調幅頻率（如高波段、低波

段）。 

例：1. 註云：Beta 

2. 註云：Teldec disc 



 

174 

8 

3. 註云：標準：405 行、50 欄、高波段 

 轉錄次數：錄影帶之轉錄次數以「代」記之，如為母帶，

亦需註明。 

例：註云：第二代母帶 

 放映特質：第 8.5.2.2 款中未載而與放映有關之其他

細節事項，宜在此註明之。 

例：註云：多機放映 

 影碟若兼含移動畫面及靜止畫面，則記載移動畫面之放

映時間及靜止畫面之幅數。 

其他與電影片或錄影資料之使用或儲存有關之稽核細

節，可酌予註明之。 

(11) 附件 

例：1. 註云：附指導手冊 

2. 註云：盒上附演職員表 

3. 註云：附分鏡表 

(12) 集叢項 

例：註云 : 原集叢名 :  

(13) 學位論文 

視同論文之影片或錄影資料。 

(14) 適用對象 

例：註云 : 中學適用 

(15) 其他資料類型 

例： 註云：亦發行卡式帶(Sony U-Matic)或盤式帶(Sony 

CV1/2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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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摘要 

例：1. 註云：簡述我國故宮博物收藏之歷代文物 

2. 註云：藉由演員還年輕的身體詮釋人在老年、老化

以及生命末端的種種情境 

(17) 內容 

例：1. 註云： 內容 : 1, 自由的代價(24 分)--2, 不可能的

戰爭(25 分) 

2. 註云：亦包括 70 年國慶閱兵新聞影片 

(18) 未經剪輯之影視資料及新聞影片 

未經剪輯之影視資料及新聞影片宜註明其用鏡、內容及長

度。 

例：註云： 長鏡頭拍攝之飛機正面降落(30 呎) ; 長鏡頭

俯角拍攝之飛機滑行進場(40 呎) ; 近鏡頭拍

攝之飛機駕駛員操作情形(25 呎) 

(19) 號碼 

記載 8.8.1 款所示者以外之其他重要號碼。 

(20) 實際館藏記載 

(21) 其他部分之題名記載 

例：1.註云 : 本影片另含 : 臺灣光復二十年 

2.註云 : 本錄影資料另含 : 貴妃醉酒 

8.8 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 

    目  次 

   8.8.0   序則 

   8.8.1   標準號碼 

   8.8.2   識別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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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3   獲得方式 

   8.8.4   區別字樣 

8.8.0 序則 

8.8.0.1 標點符號 

依 1.8.0.1 款著錄。 

8.8.1 標準號碼 

 依 1.8.1 款著錄。 

8.8.3 獲得方式 

 依 1.8.3 款著錄。 

例：1. 註云 : 可租售(售價新台幣 1000 元) 

2. 註云 : 大專院校免費 

8.8.4 區別字樣 

 依 1.8.4 款著錄。 

8.9 補篇 

 依 1.9 款著錄。 

8.10 多種資料類型組成之作品 

 依 1.10 款著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