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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劃一題名 

25.0 適用範圍 

 作品因版本或譯本不同而題名有異者，編目時得使用劃一題

名，並立為檢索款目，期於目錄中匯集一處，以便檢索。 

25.0.1 因內容增修而題名有異之作品，不需立劃一題名，但可於附

註項中註明其先前版次之題名，並以之立檢索款目。 

25.0.2 編目機構可依下列情況考慮某一作品是否應使用劃一題名： 

(1) 該作品之知名度。 

(2) 該作品不同版本及譯本之多寡。 

(3) 該作品之原文是否為外文。 

(4) 該作品之不同版本、譯本是否需匯集一處，以便於研究。 

25.0.3 宗教經典、文學作品、音樂作品等為最常使用劃一題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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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款） 

25.1 劃一題名之選擇 

25.1.1 劃一題名以使用本國語言為原則，必要時得以外文題名著

錄，並依下列順序選擇： 

(1) 最為著稱之題名。 

(2) 作品中最常使用之題名。 

(3) 原題名。 

例：1. 紅樓夢 

（說明）不用石頭記 

2. 天方夜譚 

（說明）不用一千零一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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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2 外文作品之題名如有多種不同之中文譯名，依 25.1.1 款選擇

劃一題名。 

例：1. 哈姆雷特 

（說明）不用王子復仇記 

2. 悲慘世界 

（說明）不用孤星淚；孤星血淚 

3. 孤雛淚 

（說明）不用奧列佛爾 

4. 塊肉餘生錄 

（說明）不用塊肉餘生記；大衛高柏菲爾 

25.2 標目格式 

25.2.1 以劃一題名為檢索款目時，應於附註項中註明，並以前導用

語「劃一題名」引出。 

例：大衛高柏菲爾 

註云：劃一題名：塊肉餘生錄 

25.2.2 劃一題名之標目若與其他人名標目、團體標目，或題名標目

相同需區分時，應在標目中加適當之修飾字詞，置於圓括弧

內。 

例：1. 亨利四世 

亨利四世(劇本) 

2. 圖書館學刊(臺大) 

圖書館學刊(輔大) 

25.2.3 劃一題名之標目，得視需要加註單元題名、單元之部冊號、

作品語文、選輯等項目，各項間以圓點及空格相隔。 

25.2.3.1 作品之某一單元若單獨出版但無個別之題名，則以該作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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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為劃一題名，並加註該單元之卷冊號。若該單元有個別

之題名，則逕以該題名作為題名標目，並以該作品之劃一題

名引見個別題名。如有必要得以說明參照引見之。 

例：1. 浮士德. 第一部 

（說明）無單獨之個別題名 

2. 阿里八八四十大盜 

（說明）阿里八八四十大盜為天方夜譚之一單元，

乃個別題名，應立參照款目如下：天方夜譚. 阿里

八八四十大盜見阿里八八四十大盜 

25.2.3.2 作品之語文若與原文不同，則在劃一題名標目中加註作品語

文名稱，但作品語文為中文者，則不須加註。 

例：1. 水滸傳. 日文 

（說明） 作品語文為日文，原文為中文，劃一題名

標目應加註作品語文之名稱。 

2. 哈姆雷特 

（說明） 作品語文為中文，原文為英文，劃一題名

標目不須加註作品語文之名稱。 

25.2.3.3 作品之語文與原文不同時，若含二種語文，則在劃一題名標

目中加註該二種語文之名稱。若含二種語文以上，則註明「多

種語文」。 

例：1. 道德經. 中文. 英文 

2. 道德經. 多種語文 

25.2.3.4 僅包含作品若干部分之選輯，則在劃一題名標目中加註「選

輯」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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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宗教經典 

25.3.1 宗教經典之劃一題名標目，依 25.1 各款及 25.2 各款之規定

訂定。其標目依序包含下列細目： 

(1) 劃一題名 

(2) 單元題名 

(3) 語文 

(4) 版本或譯本名稱 

(5) 選輯 

25.3.2 基督教經典 

 基督教經典以「聖經」為劃一題名，其標目格式依 25.3.1 訂

定。 

例：1. 聖經. 韓文 

2. 聖經. 新約. 日文. 選輯 

3. 聖經. 新約. 太魯閣語 

4. 聖經. 新約. 使徒行傳. 阿美語 

5. 聖經. 舊約. 詩篇. 廿三章 

6. 聖經. 新約. 欽定版 

7. 聖經. 新約. 福音. 選輯 

25.3.3 佛教經典 

 佛經以「大藏經」為劃一題名，其標目格式依 25.3.1 訂定。 

例：1. 大藏經. 經藏. 法華經 

2. 大藏經. 經藏. 小部. 本生經 

3. 大藏經. 論藏 

4. 大藏經. 論藏. 界論 

5. 大藏經. 律藏. 解脫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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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藏經. 律藏. 犍度律. 大品 

25.4 文學作品 

25.4.1 文學作品之劃一題名標目，依 25.1 各款及 25.2 各款之規定

訂定。其標目依序包含下列細目： 

(1) 劃一題名 

(2) 單元題名 

(3) 語文 

(4) 選輯 

例：1. 西遊記 

2. 西遊記. 日文 

3. 天方夜譚. 選輯 

25.5 音樂作品 

25.5.1 音樂作品之劃一題名標目，依 25.1 各款及 25.2 各款之規定

訂定。其標目依序包含下列細目： 

(1) 作曲者 

(2) 樂曲形式 

(3) 演出媒體 

(4) 作品號 

(5) 調性 

例：1. 巴哈(Bach, Jahann Sebastian). 協奏曲. 第 1 號.  F

大調 

2. 貝多芬(Beethovan, Ludwig Van). 交響曲. 第 1 號. 

作品 21 號. C 大調 

3. 孟德爾頌(Mendelssohn-Bartholdy, Felix). 三 重奏. 

鋼琴. 弦樂. 第 2 號. 作品 66 號. C 小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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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舒伯特(Schubert, Franz). 四重奏. 弦樂. 作品 D. 
887 號. G 大調 

5. 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 Peter Illich). 奏嗚曲. 鋼

琴. 作品 37 號. G 大調 

25.5.2 音樂作品若有單獨之題名，仍依 25.5.1 款之規定立劃一題名

標目，該題名另立檢索款目。 

例： 貝多芬(Beethovan, Ludwig Van). 交響曲. 第 6 號. 作

品 66 號. F 大調 

（說明） 本作品之題名「田園交響曲」另立檢索款目 

25.5.3 音樂作品若無單獨之題名而以樂曲形式或演出媒體等為題

名，得依 25.5.1 款立劃一題名標目。 

例：1. 四重奏. 弦樂 

2. 諧謔曲. 鋼琴. 曲品 22. A 大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