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5 

12 

第十二章 微縮資料 

12.0 通則 

12.0.1 適用範圍 

 本章規則適用於各種微縮資料之著錄。微縮資料包括微縮捲

片（簡稱微捲）、微縮單片（簡稱微片）、不透明微縮片及孔

卡等，或為現存圖書文件、靜畫資料之微縮複製品，或原來

即為微縮形式之出版品。 

12.0.2 著錄來源 

12.0.2.1 主要著錄來源 

微縮捲片之主要著錄來源為題名幅（通常為微捲之第一幅，

載有完整題名及出版有關資料）。單張孔卡之主要著錄來源

為孔卡本身；成組孔卡之主要著錄來源為題名卡。微縮單片

及不透明微縮片之主要著錄來源為題名幅。若缺題名幅或所

載資料不足，則以單片或不透明片頂端之肉眼可讀資料為主

要著錄來源。上述各種微縮資料，當肉眼可讀之文字附件或

盛裝物（如片盒或外包裝）之題名較完整時，則視其為主要

著錄來源，並於附註項中說明之。 

若缺以上主要著錄來源，則可依次自下列來源中取得著錄資

料： 

 作品其餘部分（包括該整體資料不可分離之組件，如捲

片之卡、匣）。 

盛裝物（非該整體資料不可分離之組件，如盛裝之盒、

套）。 

肉眼可讀之文字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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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出版品及其他參考資料。 

12.0.2.2 指定著錄來源 

微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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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其餘部 

   分及盛裝物。                           

        資料特殊細節項             同上。 

        出版項                     同上。 

        稽核項                     該出版品及其他參考資料。 

        集叢項                     主要著錄來源、作品其餘部 

   分及盛裝物。 

        附註項                     該出版品及其他參考資料。 

        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  同上。 

12.0.3 標點符號 

 依 1.0.3 款著錄。 

各項之標點符號參見下列規則。 

12.0.4 著錄詳簡層次 

 依 1.0.4 款著錄。 

12.0.5 錯誤資料之著錄 

 依 1.0.5 款著錄。 

12.0.6 兩個以上主要著錄來源 

 依 1.0.6 款著錄。 



 

217 

12 

12.1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目  次 

   12.1.0  序則 

   12.1.1  正題名 

   12.1.2  資料類型標示 

   12.1.3  並列題名 

   12.1.4  副題名 

   12.1.5  著者敘述 

   12.1.6  無共同題名之作品 

12.1.0 序則 

12.1.0.1 標點符號 

依 1.1.0.1 款著錄。 

12.1.1 正題名 

 依 1.1.1 款著錄。 

例：1. 炭翁先生集  二卷 

2. 日報索引 

3. 大正新修大藏經 

4. 南迴鐵路沿線地區板岩系地層之構造研究 

 若正題名非得自主要著錄來源，或主要著錄來源為盛裝物，

或肉眼可讀之文字附件，得於附註項中說明之。 

*12.1.2 資料類型標示 

 依 1.1.2 款著錄。 

例：1. 日報索引[微縮資料] 

2. 曲冰遺址第一次發掘報告[微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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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並列題名 

 依 1.1.3 款著錄。 

12.1.4 副題名 

 依 1.1.4 款著錄。 

12.1.5 著者敘述 

 依 1.1.5 款著錄。 

例：1. 通典  二百卷[微縮資料] / (唐)杜佑撰 

2. 宋代的經學當代化初探[微縮資料] / 金中樞撰 

12.1.6 無共同題名之作品 

 依 1.1.6 各款著錄。 

12.2 版本項 

    目  次 

   12.2.0  序則 

   12.2.1  版本敘述 

   12.2.2  關係版本之著者敘述 

12.2.0 序則 

12.2.0.1 標點符號 

依 1.2.0.1 款著錄。 

12.2.1 版本敘述 

 依 1.2.1 款著錄。 

例：1. 第三版 

2. 增訂版 

3. 紀念版 

4. 縮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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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關係版本之著者敘述 

 依 1.2.2 款著錄。 

12.3 資料特殊細節項 

12.3.1 連續性資源之微縮資料，無論其為原出版形式或據原件複製

而成，卷期編次均依 3.3 款著錄。 

例： 佛學叢報. --第 1 期(民 1 年 10 月-第 12 期(民 3 年 6

月) 

12.3.2 地圖微縮資料之製圖細節依 5.3 款著錄。 

12.3.3  樂譜微縮資料之樂譜形式依 6.3 款著錄。 

12.4 出版項 

    目  次 

   12.4.0  序則 

   12.4.1  通則 

   12.4.2  出版地、經銷地等 

   12.4.3  出版者、經銷者等 

   12.4.4  出版者、經銷者職責敘述 

   12.4.5  出版年、經銷年 

12.4.0 序則 

12.4.0.1 標點符號 

依 1.4.0.1 款著錄。 

12.4.1 通則 

 微縮資料載有二個以上之出版地、出版者及經銷者，或出版

事項錯誤不實，均依 1.4.1 款著錄。 

12.4.2 出版地、經銷地等 

 依 1.4.2 款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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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臺北市 : 國立中央圖書館 

2. 東京 : 日本偕成社 

12.4.2.1 未正式出版之微縮資料不必著錄其出版地、經銷地，亦不得

著錄「出版地不詳」。 

12.4.3 出版者、經銷者等 

12.4.3.1 出版者、經銷者等依 1.4.3 款著錄。 

例：臺北市 : 國科會微縮小組 

12.4.3.2 未正式出版之微縮資料不必著錄其出版者、經銷者，亦不得

著錄「出版者不詳」。 

12.4.4 出版者、經銷者職責敘述 

 依 1.4.4 款著錄。 

12.4.5 出版年、經銷年 

12.4.5.1 出版年、經銷年依 1.4.5 款著錄。 

例：1. 臺北市 : 成文, 民 69 

2. Ann Arbor, Mich.：Xerox University Microfilms, 

1973- 

12.4.5.2 未正式出版之微縮資料可著錄其攝製年。 

例：國語日報[微縮資料]. --民 77 

（說明）攝製年代為民 77。 

12.5 稽核項 

    目  次 

   12.5.0  序則 

   12.5.1  捲數、張數或其他單位（包括資料特殊類型標示） 

   12.5.2  其他稽核細節 

   12.5.3  高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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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4  附件 

12.5.0 序則 

12.5.0.1 標點符號 

依 1.5.0.1 款著錄。 

12.5.1 捲數、張數或其他單位（包括資料特殊類型標示） 

12.5.1.1 微縮資料之捲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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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卡 

              匣式微縮捲片（匣式微捲） 

              卡式微縮捲片（卡式微捲） 

              盤式微縮捲片（盤式微捲） 

              微縮單片    （微片） 

              卡式微縮單片（卡式微片） 

              不透明微縮片（不透明微片） 

              長條微縮片  （長條微片） 

              微縮夾檔 

例：1. 20 張孔卡 

2. 1 張微片 

3. 2 捲盤式微捲 

4. 1 捲匣式微捲 

5. 30 張卡式微片 

6. 1 張不透明微片 

*12.5.1.2 資料類型標示如已載明為微縮資料，則資料特殊類型標示可

略去「微縮」字樣。 

例：1 捲盤式捲片 



 

222 

12 

12.5.1.3 微縮單片之幅數如能確定，宜加圓括弧註明之。 

例：1. 1 張微片(120 幅) 

2. 3 張微片(每張大約 120 幅) 

12.5.2 其他稽核細節 

12.5.2.1 微縮資料如為負片，應註明之。 

例：1 捲盤式微捲：負片 

12.5.2.2 微縮資料如含插圖，依 1.5.2 款著錄之。 

例：1. 1 捲匣式微捲：負片, 圖 

2. 1 張微片：圖, 樂譜 

12.5.2.3 微縮資料及其插圖之有色彩者，依下列方式著錄： 

(1) 微縮資料如為彩色或部份彩色，以「彩色」字樣著錄之。 

例：1 捲盤式微捲：彩色 

(2) 微縮資料及其插圖如均為彩色或部分彩色，以「彩色及彩

圖」字樣著錄之。 

例：1 捲盤式微捲：彩色及彩圖 

(3) 微縮資料若僅其插圖為彩色或部分彩色，以「彩圖」字樣

著錄之。 

例：1 捲盤式微捲：彩圖 

12.5.3 高廣 

 微縮資料之高廣依下列規則著錄，按公分或吋量度而記載

之，其零數作一公分或一吋計。若微縮資料之高廣不等，則

最大與最小量度均得著錄，其間以連字符號分隔。 

12.5.3.1 孔卡記其框之高廣，以公分計之。 

例：20 張孔卡 ; 9 × 19 公分 

12.5.3.2 微縮單片以公分記其高廣，若是標準尺寸（10.5x14.8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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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必著錄。 

例：1. 1 張微片 ; 12 × 17 公分 

2. 4 張微片 ; 11 × 15 公分-12 × 17 公分 

12.5.3.3 微縮捲片記其片幅寬度，以「糎」或「mm」計之。 

例：1. 1 捲盤式微捲 ; 16 糎 

2. 1 捲卡式微捲 ; 35 糎 

12.5.3.4 不透明微片記其高廣，以公分記之。 

例：5 張不透明微片 ; 8 × 13 公分 

12.5.4 附件 

 依 1.5.4 款著錄。 

例：1 捲盤式微捲 ; 16 粴 + 手冊(30 面 : 圖 ; 22 公分) 

12.6 集叢項 

    目  次 

   12.6.0  序則 

   12.6.1  集叢敘述 

12.6.0 序則 

12.6.0.1 標點符號 

依 1.6.0.1 款著錄。 

12.6.1 集叢敘述 

 依 1.6 各款著錄。 

例：臺北地區都市意象[微縮資料] / 夏鑄九主持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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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附註項 

    目  次 

   12.7.0  序則 

   12.7.1  附註 

12.7.0 序則 

12.7.0.1 標點符號 

依 1.7.0.1 款著錄。 

12.7.1 附註 

 微縮資料之附註依下列次序排列；但由原件複製而成之微縮

資料，其與原件有關之附註著錄於「與原件關係註」（參見

12.7.1(23)）。 

(1) 性質、範圍及體裁 

例：1. 註云：18 世紀手稿集藏 

2. 註云：清代稿本彙編 

(2) 使用語文 

例：註云：日文附中譯 

(3) 正題名來源 

例：註云：正題名取自片盒 

(4) 原名、異名、改名、缺名 

(5) 殘存 

例：註云：本套微片缺第 3,6 兩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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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農林廳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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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版本項 

例：註云：第三版：民 68 年 

(10) 出版項 

例：註云：香港經銷者：龍門書店 

(11) 稽核項 

微縮資料之縮小倍率如為十六倍至三十倍，不必著錄；否

則可自下列名詞中擇一適當者標示之： 

                低倍率      縮小十六倍以下 

                高倍率      縮小三十一倍至六十倍 

                極高倍率    縮小六十一倍至九十倍 

                超高倍率    縮小九十倍以上（需註明確實倍數， 

如：超高倍數，150 倍） 

                倍率不等 

 匣式或卡式微捲如為某一特殊類型閱讀機所設計使用，宜

註明之。 

例：註云: 使用 Information Design reader 

(12) 附件 

例：註云：附簡釋 3 面 

(13) 集叢項 

(14) 學位論文 

(15) 適用對象 

例：註云：大學適用 

(16) 其他資料類型 

例：註云：亦發行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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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摘要 

(18) 參考書目、索引、附錄 

例：1. 註云：含參考書目 

2. 註云：民國 23-25 年年度報告 

(19) 內容 

例：內容： 東明聞見錄一卷 / (明)瞿共美撰--行在陽秋二

卷 / (明)劉湘客撰--也是錄一卷/ (明)鄧凱撰--

求野錄一卷 / (明)客溪樵隱撰 

(20) 號碼 

12.8.1 款以外之其他重要號碼。 

(21) 實際館藏記載 

例：註云： 館藏上集卷 5-13, 19-27；中集卷 1-17, 53-55；

下集卷 1-12, 20-25 

(22) 合刊、合訂 

(23) 與原件關係註 

例：1. 註云：上海：上海商務, 民 25 

2. 註云：臺北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民 72 

12.8 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 

    目  次 

   12.8.0  序則 

   12.8.1  標準號碼 

   12.8.2  識別題名 

   12.8.3  獲得方式 

   12.8.4  裝訂及其他區別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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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 序則 

12.8.0.1 標點符號 

 依 1.8.0.1 款著錄。 

12.8.1 標準號碼 

 依 1.8.1 款著錄。 

12.8.2 識別題名  

 依 1.8.2 款著錄。 

12.8.3 獲得方式 

 依 1.8.3 款著錄。 

12.8.4 裝訂及其他區別字樣 

 依 1.8.4 款著錄。 

12.9 補篇 

 依 1.9 款著錄。 

12.10 多種資料類型組成之作品 

 依 1.10 款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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