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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立體資料 

10.0 通則 

10.0.1 適用範圍 

 本章規則適用於各種人工立體資料之著錄（前列各章已述及

者除外），包括模型、生態立體圖、遊戲用品（如拼圖、拼

字等益智性遊戲）、雕塑及其他立體藝術作品、展覽品、機

器、服飾等；亦適用於自然生成物之著錄，包括顯微鏡標本、

裝框之標本等。立體地圖資料（如模型地圖、地球儀等）之

著錄見第五章。 

10.0.2 著錄來源 

10.0.2.1 主要著錄來源 

各種立體資料之主要著錄來源依次為： 

物體本身（包括永久附著之標籤） 

附隨文字資料 

出版物或製造商為原作品所提供之盛裝物 
10.0.2.2 指定著錄來源 

立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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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出版項                    同上。 

 稽核項                    任何來源。 

         集叢項                    主要著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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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項                    任何來源。 

        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  同上。 

10.0.3 標點符號 

 依 1.0.3 款著錄。 

各項之標點符號參見下列規則。 

10.0.4 著錄詳簡層次 

 依 1.0.4 款著錄。 

10.0.5 錯誤資料之著錄 

 依 1.0.5 款著錄。 

10.0.6 兩個以上主要著錄來源 

(1) 多件組成作品之盛裝物若為其組合要件，所載資料即為主

要著錄來源。 

(2) 多件組成作品之盛裝物若非組合要件，其主要著錄來源之

著錄見 1.0.6 款。 

(3) 單件作品有兩個以上主要著錄來源，其著錄方式見 1.0.6

款。 

10.1 書名及著者敘述項 

    目  次 

   10.1.0  序則 

   10.1.1  正題名 

   10.1.2  資料類型標示 

   10.1.3  並列題名 

   10.1.4  副題名 

   10.1.5  著者敘述 

   10.1.6  無共同題名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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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序則 

10.1.0.1 標點符號 

依 1.1.0.1 款著錄。 

10.1.1 正題名 

 依 1.1.1 款著錄。 

例：1. 至聖先師孔子像 

2. 鍼灸銅人 

3. 國立中央圖書館新館設計模型 

4. 人類血液循環系統模型 

*10.1.2 資料類型標示 

 依 1.1.2 款著錄。 

例：1. 鳳尾蝶[標本] 

2. 天才學習板[遊戲用品] 

10.1.3 並列題名 

 依 1.1.3 款著錄。 

例：結晶礦物標本 = Model of crystallized minerals 

10.1.4 副題名 

 依 1.1.4 款著錄。 

10.1.5 著者敘述 

 依 1.1.5 款著錄。 

例：1. 臺灣省拼圖[遊戲用品] / 季芝編 

2. 小捕手[遊戲用品] / 劉興欽發明 

3. 爪哇人頭骨模型[模型] / 永光儀器行製 

10.1.6 無共同題名之作品 

 依 1.1.6 各款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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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版本項 

    目  次 

   10.2.0   序則 

   10.2.1   版本敘述 

   10.2.2   關係版本著者敘述 

10.2.0 序則 

10.2.0.1 標點符號 

 依 1.2.0.1 款著錄。 

10.2.1 版本敘述 

 依 1.2.1 款著錄。 

10.2.2 關係版本之著者敘述 

 依 1.2.2 款著錄。 

10.3 資料特殊細節項 

 本項不適用於立體資料之著錄。 

10.4 出版項 

    目  次 

   10.4.0  序則 

   10.4.1  通則 

   10.4.2  出版地、經銷地等 

   10.4.3  出版者、經銷者等 

   10.4.4  出版者、經銷者職責敘述 

   10.4.5  出版年、經銷年 

   10.4.6  印製地、印製者、印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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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 序則 

10.4.0.1 標點符號 

依 1.4.0.1 款著錄。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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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 出版地、經銷地等 

 依 1.4.2 款著錄。 

10.4.2.1 自然生成物之未經裝框及包裝以便展示者，或原非供流傳之

人工製品，不必著錄出版地、經銷地。 

10.4.3 出版者、經銷者等 

 依 1.4.3 款著錄。 

例：1. 高雄市 : 高雄市立美術館 

2. 台北市 : 兒童教育研究中心 

3. 台北市 :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 

10.4.3.1 自然生成物之未經裝框及包裝以便展示者，或原非供流傳之

人工製品，不必著錄出版者、經銷者。 

10.4.4 出版者、經銷者職責敘述 

 依 1.4.4 款著錄。 

10.4.5 出版年、經銷年 

 依 1.4.5 款著錄。 

例：1. 台北市 : 恆生雕塑, 民 71 

2. 台北市 : 中華藝術陶瓷, 民 68 

10.4.5.1 自然生成物之未經裝框及包裝以便展示者不錄出版年、經銷

年；原非供流傳之人工製品逕錄製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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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 印製地、印製者、印製年 

 除 10.4.2.1 及 10.4.3.1 款所載情況以外，餘皆依 1.4.6 款著錄。 

10.4.6.1 著者敘述中（見 10.1.5 款）若已著錄作品之製作者，則本項

不必重複記載製作地及製作者。 

10.5 稽核項 

    目  次 

   10.5.0  序則 

   10.5.1  件數、張數或其他單位（包括資料特殊類型標示） 

   10.5.2  其他稽核細節 

   10.5.3  高廣深 

   10.5.4  附件 

10.5.0 序則 

10.5.0.1 標點符號 

依 1.5.0.1 款著錄。 

10.5.1 件數、張數或其他單位（包括資料特殊類型標示） 

10.5.1.1 立體資料之件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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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下列名詞均不適當，

則自行決定之）： 

生態立體圖    顯微鏡單片 

展示品        拼組模型 

遊戲用品      模型 
例：1. 1 件遊戲用品 

2. 2 件生態立體圖 

3. 1 張顯微鏡單片 

4. 2 件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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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件拼組模型 

 如資料類型標示與資料特殊類型標示相同，則只錄組件數

量，資料特殊類型標示可不予記載（見 10.5.1.2 款） 

10.5.1.2 作品組件之名稱及數量著錄於資料特殊類型標示之後。若組

件名稱無法以簡潔文字表示或不能確定，則以「多種組件」

字樣著錄，並宜於附註項中說明之（見 10.7.1 款）。 

例：1. 1 件拼組遊戲(1000 片) 

2. 1 件遊戲用品(2 本規則、盤、卡片、角色卡、2 粒

骰子) 

3. 1 件生態立體圖(多種組件) 

註云： 包括 1 座小台、5 張前景透明圖片、2 幅背

景圖、5 張說明板及 1 座支架 

10.5.2 其他稽核細節 

10.5.2.1 質料 

作品宜著錄其所用質料。質料若無法以簡潔文字表示，則可

略去不載或於附註項中說明。顯微鏡單片如非以玻璃製成，

宜註明其所用質料。 

例：1. 1 件拼組模型(多種組件) : 合成樹脂 

2. 1 座雕像 : 大理石 

3. 1 張顯微鏡單片 : 塑膠 

10.5.2.2 色彩 

(1) 作品之色彩如為一種或兩種顏色構成，可著錄顏色名稱。 

例：1. 1 件模型 : 木, 藍色 

2. 1 件模型 : 合成樹脂, 藍白 

3. 1 件模型 : 鐵, 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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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品之色彩如為三種以上顏色構成，可以「彩色」字樣著

錄。 

例：1 件織品 : 棉, 彩色 

(3) 顯微鏡單片如經染色，宜著錄之。 

例：1 張顯微鏡單片 : 染色 

10.5.3 高廣深 

10.5.3.1 立體資料之高廣深按公分量度而記載之，其零數作一公分

計，必要時加「高」、「廣」、「深」等字樣於公分數之前。顯

微鏡單片記其長寬。 

例：1. 1 座鑄像 : 青銅 ; 高 110 公分 

2. 6 張顯微鏡單片 : 染色 ; 8 × 3 公分 

10.5.3.2 作品如置於盛裝物內，應著錄盛裝物名稱及其高廣深於作品

高廣深之後，或僅記盛裝物名稱及其高廣深（作品之高廣深

可略去不載）。 

例：1. 1 件拼組模型(10片) : 彩色 ; 16 × 32 × 3 公分

置於 17 × 34 × 6 公分匣內 

2. 1 件生態立體圖(多種組件) : 彩色 ; 置於 30 × 

25 × 13 公分盒內 

10.5.4 附件 

 依 1.5.4 款著錄。 

例： 5 件模型 : 彩色 ; 置於 20 × 20 × 12 公分盒內+ 

教師手冊(3 冊 ; 3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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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集叢項 

    目  次 

   10.6.0  序則 

   10.6.1  集叢敘述 

10.6.0 序則 

10.6.0.1 標點符號 

依 1.6.0.1 款著錄。 

10.6.1 集叢敘述 

 依 1.6.1 各款著錄。 

10.7 附註項 

    目  次 

   10.7.0  序則 

   10.7.1  附註 

10.7.0 序則 

10.7.0.1 標點符號 

依 1.7.0.1 款著錄。 

10.7.1 附註 

 附註分為數則者，須按下列次序排列之： 

(1) 性質 

例：註云：供學習太極拳動作之用 

(2) 正題名來源 

例：1. 註云：正題名取自廠商目錄 

2. 註云：正題名係編目者訂定 

(3) 原名、異名、改名、缺名 

例：註云：盛裝物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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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殘存 

例：註云：本模型缺右機輪１個 

(5) 並列題名載於主要著錄來源之外 

例：註云：盛裝物題名：Wheels and axles 

(6) 副題名過長 

(7) 著者敘述 

例：1. 註云：解說：楊英風 

2. 註云：策劃：何立武；指導：方名喜等 

(8)版本項 

例：1. 註云：據藝術家民國 48 年石膏原像改以銅鑄 

2. 註云：據(明)宋應星著天工開物仿製 

3. 註云：據故宮博物院藏西周「饕餮紋鼎」仿製 

(9) 出版項 

(10) 稽核項 

作品之稽核項如有「多種組件」字樣，宜於附註中說明。 

例：1. 註云：為原件尺寸 4 倍，耳朵部份著色以顯示其內

部構造 

2. 註云：包括頭巾、珠飾襯衫、長褲及鹿皮鞋 

3. 註云：包括 1 座小台、5 張前景透明圖片、2 幅背

景圖、2 張說明板及 1 座支架 

(11)附件 

例： 註云：附教師及學生手冊、16 篇演講錄音帶、卡式錄

音機及 4 冊課本 

(12) 集叢項 

(13) 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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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註云：醫科學生適用 

2. 註云：中小學適用 

(14) 摘要 

例：註云：摘要： 說明人體血液循環系統及各主要器官

位置 

(15) 內容 

例：註云： 內容：1-2，蛇--3-4，魚--5-6，貓--7-8，鳩-- 9-10，

鼠--11-12，雞 

(16) 號碼 

記載 10.8.1 款所示者以外之其他重要號碼。 

(17) 實際館藏記載 

10.8 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 

    目  次 

   10.8.0  序則 

   10.8.1  標準號碼 

   10.8.2  識別題名 

   10.8.3  獲得方式 

   10.8.4  裝訂及其他區別字樣 

10.8.0 序則 

10.8.0.1 標點符號 

依 1.8.0.1 款著錄。 

10.8.1 標準號碼 

 依 1.8.1 款著錄。 

10.8.3 獲得方式 

 依 1.8.3 款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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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4 裝訂及其他區別字樣 

 依 1.8.4 款著錄。 

10.9 補篇 

 依 1.9 款著錄。 

10.10 多種資料類型組成之作品 

 依 1.10 款著錄。 

10.11 影抄、影印及其他複製品 

 依 1.11 款著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