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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電子資源 

13.0 通則 

13.0.1 適用範圍 

 本章適用於各種可直接存取或遠端存取之電子資料檔及程

式檔。 

13.0.2 著錄來源 

13.0.2.1 主要著錄來源 

電子資源之主要著錄來源為題名畫面，若無題名畫面，則以

出現於電子資源中其他重要畫面之資料著錄（例如：主畫

面、程式敘述畫面等）。若資料無法得自電子資源畫面，則

依下列資料著錄： 

盛裝物或其標籤 

電子資源所附文件 

印製於外套封盒之資料 
13.0.2.1.1 若上述來源中所載之資料完整度不一，以最完整者著錄之。 

13.0.2.1.2 若一作品內含兩種以上資料，且其盛裝物或標籤上有共同題

名，則視該盛裝物或標籤為主要著錄來源。 

13.0.2.1.3 若上述之主要著錄來源或其他來源中均無可據以著錄之資

料，則依下列順序之資料著錄之： 

有關該電子資源之其他出版品 

其他來源 
13.0.2.2 指定著錄來源 

電子資源各項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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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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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指定著錄來源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主要著錄來源、盛裝物或其標

籤、 

                                電子資源所附文件、封盒。 

       版本項                主要著錄來源、盛裝物或其標

籤、 

                                 電子資源所附文件、封盒。 

       檔案特性                   該作品及其他參考資料。 

      出版項                主要著錄來源、盛裝物或其標

籤、 

                                 電子資源所附文件、封盒。 

       稽核項                  該作品及其他參考資料。 

       集叢項                 主要著錄來源、盛裝物或其標

籤、 

                                    電子資源所附文件、封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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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作品及其他參考資料。 

13.0.3 標點符號 

 依 1.0.3 款著錄。 

13.0.4 著錄詳簡層次 

 依 1.0.4 款著錄。 

13.0.5 錯誤資料之著錄 

 依 1.0.5 款著錄。 

13.0.6 兩個以上主要著錄來源 

 依 1.0.6 款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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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目  次 

   13.1.0  序則 

   13.1.1  正題名 

   13.1.2  資料類型標示 

   13.1.3  並列題名 

   13.1.4  副題名 

   13.1.5  著者敘述 

   13.1.6  無共同題名之作品 

13.1.0 序則 

13.1.0.1 標點符號 

依 1.1.0.1 款著錄。 

13.1.1 正題名 

 依 1.1.1 款著錄。 

例：1. 中文圖書資訊學文獻摘要資料庫 

2. 中國期刊網 

3. 台灣魚類學習知識庫 

4. Adobe Photoshop CS 中文版 

5. Dr.eye 2002 譯典通 

*13.1.1.1 正題名之來源需著錄於附註項中。 

13.1.2 資料類型標示 

 依 1.1.2 款著錄。 

例：1. Microsoft Excel 中文版[電子資源] 

2. 台灣電影資料庫[電子資源] 

13.1.2.1 作品若含兩種以上之資料類型，且其中無任何一件為主要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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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則標示為「多媒體組件」。 

13.1.3 並列題名 

 依 1.1.3 款著錄。 

例：1. 中華民國企管文獻摘要資料庫[電子資源]=  

MARS 

2. 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電子資源]=  

Dissertation And Thesis Abstract System 

13.1.4 副題名 

 依 1.1.4 款著錄。 

例：1. 中文期刊聯合目錄[電子資源] : 全國館際合作系

統 

2. 商標資訊檢索系統[電子資源] : 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資訊檢索系統 

13.1.5 著者敘述 

 依 1.1.5 款著錄。 

例：1. 中英文文書處理系統[電子資源] / 康迅資訊開發

公司作 

2. 倚天中文系統[電子資源] / 倚天資訊公司[製作] 

13.1.6 無共同題名之作品 

 依 1.1.6 各款著錄。 

13.2 版本項 

    目 次 

   13.2.0  序則 

   13.2.1  版本敘述 

   13.2.2  關係版本之著者敘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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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  版本修訂之敘述 

   13.2.4  關係版本修訂之著者敘述 

13.2.0 序則 

13.2.0.1 標點符號 

依 1.2.0.1 款著錄。 

13.2.1 版本敘述 

 依 1.2.1 款著錄。 

(1) 電子資源之版本主要有兩種型態，一為循序編號，用來說

明內容之修改、擴充、更新的情況。另一則在於說明為不

同目的或使用對象而發行的不同版本。 

(2) 電子資源若同時有整套產品及部分產品之版本敘述，僅需

記載整套產品之版本敘述。 

(3) 電子資源常見之版本用詞有 version, level, release,  update

等，視為版本敘述，照錄之，不必譯成中文。 

(4) 經常性更新、遠端存取之電子資源，省略其版本敘述，僅

於附註項說明之。 

例：1. 中國國家法規數據庫[電子資源]= Laws & 

regulations of China. - - 繁/簡體雙語版 

2. 中央通訊社剪報資料庫查詢系統[電子資源] 

註云：網路版 

3.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 WWW 版[電子資源] 

註云：WWW 8.1 版 

13.2.2 關係版本之著者敘述 

 依 1.2.2 款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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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資源特殊細節項 

 本項不適用於電子資源之著錄。 

13.4 出版項 

    目  次 

   13.4.0  序則 

   13.4.1  通則 

   13.4.2  出版地、經銷地 

   13.4.3  出版者、經銷者 

   13.4.4  出版者、經銷者之職責敘述 

   13.4.5  出版年、經銷年 

   13.4.6  製作地、製作者、製作年 

13.4.0 序則 

13.4.0.1 標點符號 

依 1.4.0.1 款著錄。 

13.4.1 通則 

 依 1.4.1 款著錄。 

13.4.2 出版地、經銷地 

 依 1.4.2 款著錄。 

13.4.3 出版者、經銷者 

 依 1.4.3 款著錄。 

*13.4.4 出版者、經銷者職責敘述 

 依 1.4.4 款著錄。 

13.4.5 出版年、經銷年 

 依 1.4.5 款著錄。 

13.4.5.1 電子資源若無出版日期，可記其創作日期，若無創作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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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著錄其推定年代。 

13.4.5.2 其他重要年代（例如資料收集之年代），著錄於附註項中。 

13.4.6 製作地、製作者、製作年 

 依 1.4.6 款著錄。 

13.5 稽核項 

    目 次 

   13.5.0  序則 

   13.5.1  數量（含特殊資料類型標示） 

   13.5.2  其他稽核細節 

   13.5.3  高廣深 

   13.5.4  附件 

13.5.0 序則 

 只提供遠端存取之電子資源，省略其稽核項之著錄。 

13.5.0.1 標點符號 

依 1.5.0.1 款著錄。 

13.5.1 數量（含特殊資料類型標示） 

13.5.1.1 電子資源之數量及單位，以阿拉伯數字記之，並自下列名詞

中擇一適當者標示之： 

電腦卡帶 

磁碟片 

電腦捲帶 

光碟片 

光碟卡 
例：1.  3 張磁碟片 

2.  1 捲電腦卡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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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張光碟片 

13.5.1.2 電子資源載體若無適當之中文譯名者，直接以通用之英文名

稱著錄之。 

例：1.  1 張 DVD 

2.  1 張 VCD 

13.5.1.3 若上述名稱不敷使用，則以盛裝物之特定名稱著錄之，並加

「電子」二字。 

例：1.  1 張電子卡 

2.  1 部電子字典 + 2 張電子卡 

13.5.2 其他稽核細節 

13.5.2.1 若電子資源有聲音或色彩應註明之。 

例：1.  1 張磁碟片：彩色 

2.  1 張光碟片：有聲, 彩色 

*13.5.2.2 若下列資料特性易於獲得，則著錄之：(1)使用面數；(2)記

錄密度（例如：bpi ，單面，雙面）；(3)區劃。 

例：1.  1 張磁碟片：有聲, 彩色, 單面, 單密度, 軟體區劃 

2.  2 捲電腦磁帶：6250bpi 

13.5.3 高廣深 

13.5.3.1 依下列規則記載電腦檔盛裝物之高廣深： 

(1) 磁碟片、光碟片：記其直徑 

例：1.  1 張磁碟片：彩色 ﹔5 1/4 吋 

2.  1 張光碟片：有聲 ﹔4 3/4 吋 

(2) 電腦卡帶：記錄卡帶之長寬 

例：1 捲電腦卡帶 ﹔3 7/8 × 2 1/2 吋 

(3) 電腦捲帶：不必記載其高廣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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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盛裝物：以公分為單位描述盛裝物之高廣深 

例：1 張電子卡 ;  9 × 6 公分   

13.5.3.2 電子資源若有大小不同之盛裝物，則記其最小及最大之尺

寸，其間以短橫相隔。 

例：3 張磁碟片 ﹔3 3/4 - 5 1/4 吋 

13.5.3.3 包含不同型態及大小載體之電子資源 

若一電子資源包含不同之類型、大小之載體，或以不同的媒

體及顯示格式輸出時，例如一套 Windows 作業系統，所包

含之載體有光碟片、磁碟片，並附手冊，則以下列兩種方式

擇一描述之：  

(1) 在同一筆書目記錄內對不同的載體給予個別的描述。 

例：1 張光碟片：有聲, 彩色 ﹔4 3/4 吋 

3 張磁碟片：有聲, 彩色 ﹔5 1/4 吋 

1 本使用手冊（225 面）﹔23 公分 

(2) 為不同載體之資料分別編目，以上述資料為例，則指分別

為光碟片、磁碟片及使用手冊編目，所以會有三筆書目記

錄。 

13.5.4 附件 

 依 1.5.4 款著錄。 

例：1.  1 張磁碟片 ﹔5 1/4 吋 + 使用手冊 

2. 1 捲電腦卡帶：彩色 ﹔3 7/8 × 2 1/2 吋 + １捲

錄音帶 

3. 1 張磁碟片 ﹔5 1/4 吋 + 7 張地圖 

13.5.4.1 若附件繁多，且各件無法單獨使用，可以「相關文件」字樣

著錄之。 



 

238 

13 

例：1 張磁碟片：彩色 ﹔5 1/4 吋 + 相關文件 

13.6 集叢項 

    目  次 

   13.6.0  序則 

   13.6.1  集叢敘述 

13.6.0 序則 

13.6.0.1 標點符號 

依 1.6.0.1 款著錄。 

13.6.1 集叢敘述 

 依 1.6.1 款著錄。 

例：（第三波 16 位元金軟體；61015） 

13.7 附註項 

    目  次 

   13.7.0  序則 

   13.7.1  附註 

13.7.0 序則 

13.7.0.1 標點符號 

依 1.7.0.1 款著錄。 

13.7.1 附註 

 凡附註分數則者，須按下列次序著錄之： 

(1) 性質、範圍及系統需求 

① 性質、範圍 

例：1. 註云：電腦遊戲 

2. 註云：文字處理器 

② 系統需求：以「系統需求」為前導用語，記載下列各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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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各資料間以分號相隔。 

例：1.註云： 系統需求：Windows   

XP/2000/ME/98SE；記憶體 128MB  

RAM（建議 256 MB 或以上）；如需使用

DV 直接燒錄功能，建議配備 DDR  

2.註云： 系統需求：Microsoft windows 95 或 98，

Windows NT 4.0，Pentium 相容系統； 

16MB RAM（建議使用 32MB）；全彩或

高彩顯示卡；至少 130MB 硬碟空間；建

議使用 WinTab 相容數位版 

3.註云： 系統需求：Intel Pentium 相容系統（建議

使用 Pentium 166 以上支援 MMX）；

Windows 95 OSR2 或更新的版本

Windows 2000；32MB 記憶體（建議使用

64 MB）；80MB 可用硬碟空間（建議

100MB）；DirectX 6.0 驅動程式或更新版

本；全彩或高彩顯示卡或顯示器（800x600

像素以上）；光碟機； Windows 相容滑鼠 

③ 擷取模式及網址：若電子資源只能以遠程載入方式檢

索，需記其擷取模式及網址。 

例：1.註云：擷取模式及網址：以通用之瀏覽器到下列

網址瀏覽或查尋 http://www.ncl.edu.tw 

2.註云：存取程式：WWW browser 

(2) 使用語言及符號 

電子資源內容（語音或文字）所使用之語言及符號，需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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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於附註項。但程式語言記載系統需求註。 

例：註云：本檔使用中文 

(3)正題名來源 

每一電子資源均需記其正題名來源於附註項。 

例：1. 註云：正題名取自題名畫面 

2. 註云：正題名取自製作者出版之目錄 

3. 註云：正題名由編目員擬定 

(4) 題名之異名 

例：註云：使用手冊題名：慧星壹號：多窗文書處理系統 

(5) 並列題名及副題名 

其他語文之題名及未載於題名著者敘述項中之重要題

名，得記於附註項。 

(6) 著者敘述 

著錄於著者敘述項中之著者（個人及團體）之異名、其他

與作品製作有關而未載於著者敘述項中之著 者，得記於附

註項。 

(7) 版本及歷史 

例：1. 註云：原檔於民 69 年第一次發行 

2. 註云：資料來源：東北亞資源開發檔案 

(8) 資源特性 

 說明未載於資源特性中之重要資源特性。 

例：1. 註云：階層式檔案結構 

2. 註云：檔案大小不同 

3. 註云：檔案大小不詳 

4. 註云：ASCII 字碼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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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註云：Unicode 字碼集 

 若資料含若干部分而無法於資源特性項中詳載其數量，可

於附註說明之。 

例：1. 註云：檔案數量：520,300,250,400,320,400,500 筆記錄 

2. 註云：檔案數量：約 520,300,400,320 行敘述 

(9) 出版、經銷項 

例：1. 註云：僅由該實驗室經銷 

2. 註云：臺灣由榮電公司經銷 

(10) 稽核項 

例：1. 註云：立體聲 

2. 註云：以紅、黃、藍三色顯示 

3. 註云：第二張磁片為備份片 

(11) 附件 

例：註云：附５個 C++寫成之程式 

(12) 集叢項 

(13) 學位論文 

例：註云：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電機研究所—民 81 

(14) 適用對象 

例：註云：7-10 歲兒童適用 

(15) 其他資料類型 

例：註云：亦發行微縮資料 

(16) 摘要 

例：註云：民 68 年臺北市防止青少年犯罪問卷調查 

(17) 內容 

例：註云： 內容：1,跨國漢碟系統 -- 2,跨國漢碟工具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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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跨國漢碟輔助系統 -- 4-6, 跨國漢碟 24 × 

24 字碟 

(18) 號碼（記錄 13.8.1 款以外之其他重要號碼） 

例：APX-10050 

(19) 複製、館藏、使用限制 

例：1. 註云：館缺：第七張磁片 

2. 註云：1983 年複製 

3. 註云：限教師使用 

(20) 合錄 

例：註云：與中文多窗文書處理系統合錄 

13.8 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 

    目  次 

   13.8.0  序則 

   13.8.1  標點符號 

   13.8.2  識別題名 

   13.8.3  獲得方式 

   13.8.4  區別字樣 

13.8.0 序則 

13.8.0.1 標點符號 

依 1.8.0.1 款著錄。 

13.8.1 標準號碼 

 依 1.8.1 款著錄。 

13.8.2 識別題名 

 依 1.8.2 款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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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3 獲得方式 

 依 1.8.3 款著錄。 

13.8.4 裝訂及其他區別字樣 

 依 1.8.4 款著錄。 

13.9 補篇 

 依 1.9 款著錄。 

13.10 多種資料類型組成之作品 

 依 1.10 款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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