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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乙編 標 目 

第二十一章 檢索款目之擇定 

21.0 通則 

21.0.1 本章規則用於選擇適當之款目，以檢索目錄中之書目記錄。

檢索款目之標目，見第二十二章至第二十六章之規則。 

21.0.2 來源 

 依作品之主要著錄來源選擇檢索款目。所有檢索款目需取自

書目記錄之各著錄項目。 

21.0.3 範圍 

 本章檢索款目之擇定係包括作品之標題及正題名以外之各

種檢索款目（如著者、合著者、編者、集叢名等）。 

21.0.4 卡片目錄檢索款目之著錄方式 

21.0.4.1 除正題名外，其餘各檢索款目，記於全部著錄項目之後，稱

為追尋。 

21.0.4.2 標題以阿拉伯數字編號，如有若干標題，依其重要性順序記

載。（標題之訂定非本規則之範圍）。 

21.0.4.3 正題名以外之各種檢索款目記於標題之後，以羅馬數字編

號，依下列順序記載： 

(1) 著者標目（本標目為選定著者號之主要依據） 

(2) 其他個人著者標目 

(3) 其他團體著者標目 

(4) 個人著者題名標目 

(5) 團體著者題名標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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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6) 題名（不包括正題名） 

21.1 基本規則 

 編目時，除以題名及著者為檢索款目外，並視需要，另立適

當之各種款目，以利檢索。 

21.1.1 題名 

21.1.1.1 下列題名得作為檢索款目： 

(1) 又名 

例：天下才子必讀書 

（說明）正題名為「才子古文」。 

(2) 原題名（如翻譯作品、改寫作品之原題名） 

例：1. 販書偶記 

（說明）正題名為「四庫書目續編」。 

2. Beast and man in India 

（說明）正題名為「叢林奇談」，劉元孝改編。 

(3) 並列題名 

例：Economic yearboo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說明）正題名為「中華民國經濟年鑑」。 

(4) 「欽定」、「御批」、「增補」等字樣後之題名（或可另立參

照片） 

例：1. 四庫全書總目 

（說明）正題名為「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2. 通鑑輯覽 

（說明）正題名為「御批通鑑輯覽」。 

3. 中華諺海 

（說明）正題名為「增補中華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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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5) 非載於主要著錄來源而與正題名有重要差異之題名，如封

面題名、卷端題名等。 

例：李太白詩文集 

（說明）卷端題「分類補注李太白詩」，版心題「李

集」。 

(6) 劃一題名 

例：湯姆歷險記 

（說明）正題名為「孤兒歷險記」。 

(7) 集叢名 

集叢之各單元分別編目時，得將集叢名立為檢索款目，集

叢號可加於集叢名之後。 

例：1. 正中工商管理叢書 

（說明）正題名為「賦稅實務」。 

2. 桂冠社會學叢書 

（說明）正題名為「教育與國家發展」。 

21.1.1.2 正題名之更易 

(1) 專書 

單冊作品：各版之間正題名有重大差異者，應另行編目。 

例：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總表 

（說明）另版題名「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另行

編目。 

 多冊作品：各冊之間正題名有差異者，以首冊之題名為其正

題名。但若首冊之外其他各冊之題名異於首冊，

則以較多冊數所用題名為主，其餘均立檢索款

目。各版之間正題名有重大差異者，另行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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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例：圖說世界的歷史(8 冊)(民 75 年) 

（說明） 新版題名「新編圖說世界歷史(10 冊)(民 79

年)」，因冊數不同、內容稍增，故可另行編

目並分立題名檢索款目以為參照。 

(2) 連續性出版品 

連續性出版品之題名若有所更易，應以新題名另行編目。 

例：1. 萬國公報 

（說明）原名「中國教會公報」。 

2.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說明）原名「教育資料科學月刊」，後更名為「教

育資料科學」，後再改今名。 

21.1.2 著者 

 凡作品之創作者（如書籍之撰者、音樂作品之詞曲作者、藝

術作品之創作者、照片之攝影者）應立檢索款目。其他著作

方式（如編輯、修訂、翻譯、節錄、監修、校訂、訪談…等）

之著者，得視其重要性，立為檢索款目。 

唱片、錄音帶、影片、錄影帶等資料之主要表演者，得視其

重要性，立為檢索款目。（參見 21.5 款） 

例：1. 新人生觀／羅家倫著 

（說明）以羅家倫立檢索款目。 

2. 中華樂府／何志浩詞；黃友棣曲 

（說明）以何志浩、黃友棣分立檢索款目。 

3. 台北新形象／第五季設計傳播公司設計；黃銘源，

黃天縉攝影 

（說明）以第五季設計傳播公司、黃銘源、黃天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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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分立檢索款目。 

4. 中國文學史類編／褚柏思編 

（說明）以褚柏思立檢索款目。 

5. 中華百科全書／中國文化大學中華學術院中華百

科全書編纂委員會編輯；張其昀監修 

（說明） 以中國文化大學中華學術院中華百科全

書編纂委員會、張其昀分立檢索款目。 

6. 古國幻遊記／馬克吐溫著；蕭廉任譯 

（說明）以馬克吐溫、蕭廉任分立檢索款目。 

7. 寧拙勿巧：楊振寧訪談錄／潘國駒、韓川元編 

（說明）以楊振寧、潘國駒及韓川元分立檢索款目。 

8. 一個好人[錄影資料] / 洪金寶導演 ; 成龍, 李婷宜

主演 

（說明） 除以洪金寶立檢索款目外，另以成龍及李

婷宜分立檢索款目。 

21.1.2.1 單一著者 

著者為某一團體或個人者，無論作品中載明與否，均應立檢

索款目。 

21.1.2.1.1 個人著者 

人名標目之選擇及格式見第二十二章。 

例：1. 創意人：創意思考的自我訓練／詹宏志著 

（說明）以詹宏志立檢索款目。 

2. 從傳統到現代／金耀基著 

（說明）以金耀基立檢索款目。 

21.1.2.1.2 團體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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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團體著者包括政府機關、公司行號、宗教團體、學會、協會、

學術及教育機構、專案組織、會議、展覽、演藝團體、競技

大會…等。團體標目之選擇及格式見第二十四章。 

例：1. 中華民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國立中央圖書館編 

（說明）以國立中央圖書館立檢索款目。 

2. 健康食品規格基準／日本健康食品協會著 

（說明）以日本健康食品協會立檢索款目。 

3. 中國編目規則 /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分類編目委

員會編訂 

（說明）以「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分類編目委員

會」立檢索款目。 

4. 21 世紀資訊科學與技術的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說明） 以「21 世紀資訊科學與技術的展望國際學

術研討會(民 85 : 臺北市)」立檢索款目。 

21.1.2.1.3 著者不實 

若作品之主要著錄來源所載著者不實，若能考證得知其真實

著者，另以原著者設立檢索款目。 

例：1. 天祿閣外史／（漢）黃憲撰 

（說明） 該書經考證為明人王逢年偽撰，除以（漢）

黃憲立檢索款目外，另以（明）王逢年立

檢索款目。 

2. 中國文學大辭典／江恆源、袁少谷合編 

（說明） 該書經考證其真實著者為莊適。除以江恆

源、袁少谷分立檢索款目外，另以莊適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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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檢索款目。 

3. 古小說鉤沉序 / 周作人 

（說明） 此係周樹人（魯迅，原名周樟壽，1881-1936）

借用其弟周作人（原名周櫆壽，1885-1967）

筆名發表之作品；除以周作人立檢索款目

外，另以周樹人立檢索款目。 

21.1.2.2 合著者 

凡著者（如：著、撰、編、譯、輯…等著作方式）為二人或

三人者，得分立檢索款目；著者超過三人者，僅以首列者立

檢索款目。 

例：1. 中等教育／王家通，陳伯璋，吳裕益合著 

（說明）以王家通、陳伯璋、吳裕益分立檢索款目。 

2. 新編六法參照法令判解全書／林紀東等編纂 

（說明） 編纂者有林紀東、鄭玉波、蔡墩銘、古登

美四人，以首列者林紀東立檢索款目。 

3. 行銷管理學／Philip Katler 原著；賴紀秀等譯 

（說明） 譯者有賴紀秀、單萍芝、羅明琦、張琰四

人，以首列者賴紀秀立檢索款目。 

21.1.2.3 作品之原著者 

作品如係改寫、修訂、釋義、翻譯、節編、續補等，或藝術

作品由一種媒體改變成另一媒體，書目記錄中且載明所據作

品之著者時，得以原著者立檢索款目。 

例：1. 戰爭與和平／廖清秀改寫 

（說明）托爾斯泰原著，得以托爾斯泰立檢索款目。 

2. 教育大辭典／唐鉞，朱經農，高覺敷主編．--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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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版／孫邦正修訂 

（說明） 得以原編纂者唐鉞、朱經農、高覺敷分立

檢索款目。 

3. 說文解字注／（清）段玉裁註釋 

（說明）得以原書著者（漢）許慎立檢索款目。 

4. 史通通釋／浦起龍釋 

（說明）得以史通原撰者（唐）劉知幾立檢索款目。 

5. 冰凍乾燥法／張志純譯 

（說明）得以原著者梅樂(Mellor, J. D.)立檢索款目。 

6. 白話史記／龍宇純等譯 

（說明）得以史記原著者（漢）司馬遷立檢索款目。 

7. 十三妹／劉藹如節編 

（說明）得以原著者莫文康立檢索款目。 

8. 增補歷代紀事年表／華國出版社編 

（說明）得以原著者王之樞、龔士炯分立檢索款目。 

9. 書目答問補正／范希增補正 

（說明）得以原著者（清）張之洞立檢索款目。 

21.1.2.4 插圖者 

凡插圖為名家之作、或為作品之重要部分，或所佔篇幅較多

者，得以插圖者立檢索款目。 

例：細說錦繡中華／郭嗣汾著；陳乃勇插圖 

（說明）得以陳乃勇立檢索款目。 

21.1.3 著者題名款目 

 個人著者或團體名稱加上作品之題名者稱之。兩者之間以圓

點及空格相隔。在下列情況得立為檢索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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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 集叢整套編目後其所屬各單元之著者及題名 

例：小學生文庫／王雲五主編 

內容：兒童圖書館／徐庸撰--... 

（說明）得以「徐庸. 兒童圖書館」立檢索款目。 

(2) 作品如係註釋、翻譯、改寫，其原作品之著者及題名 

例：音注河上公老子道德經／（漢）河上公註 

（說明）得以「老子. 道德經」立檢索款目。 

(3) 無共同題名且無明顯主要部分之作品，以整體為一單元著

錄，其各部分之著者及題名 

例： 無悶草堂詩存 五卷，附詩餘一卷／林朝崧撰．灌園

詩集三種／林獻堂撰 

（說明）得以「林獻堂. 灌園詩集」立檢索款目。 

(4) 作品如為另一作品之相關作品 

例：續精神分析入門／弗洛依德撰；右澤平作譯 

（說明）得以「佛洛依德. 精神分析入門」立檢索款

目。 

21.1.4 附有傳記或評論性資料之作品 

 主要著錄來源中若載有作品以外他人所作傳記或評論性資

料之撰述者，得與傳主同立為檢索款目。 

例：袁枚評傳／楊鴻烈撰 

（說明） 除以楊鴻烈立檢索款目外，亦得以袁枚立檢

索款目。 

21.2 藝術作品 

21.2.1 藝術作品若改製為另一型式，除為改製者立檢索款目外，亦

應以原創作者立著者題名檢索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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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例：1. 蟠桃仙 [藝術複製品] / (明)吳圻緙絲；(明)沈周原畫 

（說明） 此作品係(明)吳圻根據(明)沈周之畫作

「蟠桃仙」緙絲而成。除以(明)吳圻立檢

索款目外，另應以「沈周. 蟠桃仙」立檢

索款目。 

2. 拾橞 [藝術品原件] / 陳錦芳改製 ; 米勒原畫 

（說明） 此作品係台北市立美術館所藏陳錦芳根

據米勒油畫作品「拾橞」改製為綜合媒材

（以空罐頭為稻橞）之油畫作品（背景色

彩亦改變），故視為藝術品原件。除以陳

錦芳立檢索款目外，另應以「米勒(Millet, 

Jean Francois). 拾橞」分立檢索款目。 

21.2.2 藝術作品除為原創作者立檢索款目外，若為複製品，亦應以

負責複製之個人或團體立檢索款目。 

例：1. 山水 [藝術品原件] / (明)沈周繪 

（說明）以(明)沈周立檢索款目。 

2. 九珠峰翠圖 [藝術品原件] / (元)黃公望繪 

（說明）以(元)黃公望立檢索款目。 

3. 調良圖 [藝術複製品] / (元)趙孟頫繪 ; [國立故宮

博物院複製] 

（說明） 除以(元)趙孟頫立檢索款目外，並應以國

立故宮博物院立檢索款目。 

4. 歸途 [藝術複製品] / 林玉山繪 ; [台北市立美術館

複製] 

（說明） 此係依台北市立美術館所典藏之林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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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先生之膠彩作品複製，除以林玉山立檢索

款目外，並應以複製單位台北市立美術館

立檢索款目。 

21.2.3 兩件以上藝術複製品 

21.2.3.1 無文字部分者 

藝術複製品未含文字部分者，得以原創作者立檢索款目。 

例：吳昌碩作品集 : 繪畫 / [吳昌碩繪] 

（說明）為一複製畫集，以吳昌碩立檢索款目。 

21.2.3.2 有文字部分者 

藝術複製品含文字部分者，若主要著錄來源載有文字部分之

著者，得與原創作者分立為檢索款目。 

例：1. 中國近現代名家畫集 : 張大千 / 張大千繪 

（說明） 以張大千立檢索款目；序評者蔡星儀僅見

於序中，未載於主要著錄來源，故不立檢

索款目。 

2. 畢卡索 = Picasso / 畢卡索繪 ; [陳銀輝傳記及作品

解說] 

（說明） 為一複製畫集，除以畢卡索（Picasso, 

Pablo）立檢索款目外，另得以陳銀輝立檢

索款目。 

21.3 音樂作品 

21.3.1 音樂作品除以作曲者立檢索款目外，如係改編，亦應以改編

者立檢索款目。 

例：1. 梅花 [樂譜]／劉家昌曲；蔣緯國改編 

（說明） 除以劉家昌立檢索款目外，亦應以蔣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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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立檢索款目。 

2. 望春風 [樂譜]／李臨秋詞 ; 鄧雨賢曲 ; 陳澄雄改

編 

（說明） 除以鄧雨賢立檢索款目外，亦應以李臨

秋、陳澄雄(改編為合唱譜)分立檢索款目。 

21.3.2 音樂作品之作詞者應立檢索款目，歌詞若係以他人作品而

成，其原著者及其題名得立檢索款目。 

例：滿江紅 [樂譜]／(宋)岳飛詞；林聲翕曲 

（說明）除以林聲翕立檢索款目外，亦應以歌詞原作

者 

（宋）岳飛立檢索款目。 

21.3.3 古典音樂作品若有單獨之題名，該題名得另立檢索款目。 

例：貝多芬第六交響曲 : 田園 / (德)貝多芬作曲 

（說明）得以題名「田園交響曲」另立檢索款目。 
21.4 錄音資料 

21.4.1 錄音資料除以原創作者（包括音樂作品之作曲、作詞者、非

音樂作品之著者）立檢索款目外，亦應為主要表演者（如：

演唱者、講述者、管絃樂團）立檢索款目。主要表演者在超

過三人以上時，以首列者立檢索款目。 

例：1. 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錄音資料]／貝多芬；紐約愛

樂交響樂團演奏 

（說明） 除以貝多芬立檢索款目外，亦應以紐約愛

樂交響樂團立檢索款目。 

2. 童年[錄音資料]／李宗盛詞曲；張艾嘉[唱] 

（說明） 除以李宗盛立檢索款目外，亦應以演唱者



 

261 

21 張艾嘉立檢索款目。 

3. 西遊記[錄音資料] / [施耐庵著] ; 白姐姐[講] 

（說明） 除以施耐庵立檢索款目外，亦得以講述者

白姐姐立檢索款目；惟白姐姐係一虛構之

人名（非固定一人講述錄製），故亦可不

立檢索款目。 

4. 孫叔叔講故事[錄音資料] / [孫越講] 

（說明）以孫越立檢索款目。 

21.4.2 若錄音資料乃某一表演者之專輯作品，應以此表演者立檢索

款目；若創作者超過三人，可不必為創作者立檢索款目。 

例：1. 長笛之愛[錄音資料]／賴英里[演奏] 

（說明）應以演奏者賴英里立檢索款目。 

2. 重溫舊夢[錄音資料]／吳冠英[鋼琴演奏] 

（說明）應以演奏者吳冠英立檢索款目。 

21.5 錄影資料 

 一般性錄影資料檢索款目之擇定，依本章相關規則處理；惟

音樂性錄影資料，則得依 21.4.1 之原則擇定。 
例：杜蘭朵公主[錄影資料] : 北京紫禁城實況錄影  = 

Turandot : in the forbidden city of Beijing / 普契尼

(Giacomo Puccini)作 ; 梅塔(Zubin Mehta)指揮 ;卡索

拉(Giovanna Casolla)主唱 ; 張藝謀導演 ;佛羅倫斯

歌劇院管絃樂團及合唱團演出 

（說明） 除以普契尼立檢索款目外，另應以梅塔、卡

索拉、張藝謀、佛羅倫斯歌劇院管絃樂團及

合唱團分立檢索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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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1.6 相關作品 

 相關作品包括續篇、索引、要語索引、連續性出版品專號等，

若分別單獨編目時，應將相關之著者及題名另立檢索款目。 

例：1. 續精神分析入門／弗洛依德撰；右澤平作譯 

（說明） 除以弗洛依德及右澤平作立檢索款目

外，另以「精神分析入門」立檢索款目。 

2. 全唐詩索引／史成編 

（說明） 除以史成立檢索款目外，另以「清聖祖. 全

唐詩」立檢索款目。 

21.7 法令類出版品 

 法令類出版品如涉及某一特定法令、行政規章、或條約、合

約者，得視其重要性立劃一題名檢索款目。（參見 25.0.3 款） 

（說明） 除為法條本身作檢索款目外，另得為法條之發佈單

位立檢索款目（見例 4 及例 5）。 

例：1. 兩岸著作權法之比較研究 / 蕭雄淋著 

（說明） 除以蕭雄淋立檢索款目外，得以「著作權

法」另立劃一題名檢索款目。 

2. 最新商標專利法令判決實用 / 蘇良井編著 

（說明） 除以蘇良井立檢索款目外，得以「商標專

利法」另立劃一題名檢索款目。 

3. 四十年代中國、蘇聯與外蒙古的關係 : 以「中蘇友

好同盟條約」為中心 / 徐桂香著 

（說明） 除以徐桂香立檢索款目外，得以「中蘇友

好同盟條約」另立劃一題名檢索款目。 

4. 音樂著作強制授權申請許可及使用報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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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87.1.23) / [內政部令] 

（說明） 除以辦法立劃一題名檢索款目外，另得以

「內政部」立檢索款目。 

5. 傳染病防治條例施行細則(87.3.11) / [行政院衛生署

令] 

（說明） 除以施行細則立劃一題名檢索款目外，另

得以「行政院衛生署」立檢索款目。 

21.8 宗教類出版品 

21.8.1 凡宗教經典之作品（如聖經）應為有關之著者立檢索款目，

至於劃一題名之選定見第二十五章。 

例：1. 聖經 / [狄考文(C.W. Mateer)等中譯] 

（說明） 聖經原著者有四十多位（摩西等），此版

本由五位教士先後由英文版本譯成，為目

前國內最普及之版本，於 1919 年出版。 

2. 摩門經 / [史密斯(Joseph Smith)英譯 ; 胡唯一中

譯] 

（說明） 除為摩門經立劃一題名檢索款目外，另應

為史密斯(Smith, Joseph)及胡唯一分立檢

索款目。 
3. 可蘭經 / [羅德威(J.M. Rodwell)英譯 ; 馬堅中譯] 

（說明） 除為可蘭經立劃一題名檢索款目外，另應

為羅德威(J.M. Rodwell)及馬堅分立檢索

款目。 

21.8.2 有關宗教儀式之作品，應以所屬教會(如天主教)立檢索款目。 

例：1. 普天崇拜(合訂本) / 中華基督教會等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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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說明）以中華基督教會立檢索款目。 

2. 崇拜禮文 / 永德大區會編 

（說明）以永德大區會立檢索款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