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 1 2

010 NR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020 R 國家書目號 自動產生CMARC3  020$a為us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LC control number NR $b 號碼

R $b NUCMC control number 無對應欄位

R $z Canceled/invalid LC
control number R $z 取消／錯誤號碼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13 R Patent Control
Information 301 R 識別號碼註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Number NR $a 附註

NR $b Country 無對應欄位

NR $c Type of number 無對應欄位

R $d Date 無對應欄位

R $e Status 無對應欄位

R $f Party to document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15 R  National Bibliography
Number 020 R 國家書目號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R $a National bibliography
number NR $b 號碼

R $z Canceled/invalid national
bibliography number R $z 取消／錯誤號碼

NR $2 Source NR $a 國家代碼
若原資料為「tnb」，則轉換後

設為「tw」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16 R  National Bibliographic
Agency Control Number 050 NR 國立中央圖書館卡片

號碼

MARC21 $2內容為

「ChTaNC」時轉入CMARC3
050, 否則轉入CMARC 020

␢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 未定，以空格表示

7 Source specified in
subfield $2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Record control number NR $a 號碼

R $z Canceled/invalid control
number R $z 取消／錯誤號碼

NR $2 Source 無對應欄位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17 R Copyright or Legal
Deposit Number 022 R 官書編號

若原資料$2為「rocgpt」時，

則017轉入022；若$2非
「rocgpt」時，則轉至

CMARC3 301$a；MARC21
017依$b、$a順序轉入

CMARC3 301$a中，其間以

「：」分隔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Copyright or legal deposit
number ␢ 未定，以空格表示

8 No display constant
generat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R $a Copyright or legal deposit
number NR $b 號碼

NR $b Assigning agency 無對應欄位

NR $d Date 無對應欄位

NR $i Display text 無對應欄位

R $z
Canceled/invalid
copyright or legal deposit
number

R $z 取消／錯誤號碼

NR $2 Source NR $a 國家代碼
若原資料為「rocgpt」，則轉

換後設為「tw」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18 NR Copyright Article-Fee
Code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NR $a Copyright article-fee
code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20 R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010 R 國際標準書號(ISBN)

␢ Undefined 0 以中文著錄

若MARC21 040$b為chi，
CMARC3 010指標1為0，其餘

為1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NR $a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NR $a 號碼

1.MARC21資料以"  ( )"␢ 前後包

覆者，轉入CMARC3 $b
2.MARC21之020無$a ISBN時

，則$c ( )內之值轉入CMARC3
010 $b，MARC21之563 $a轉
入CMARC3 010 $b

NR $c Terms of availability NR $d 發行性質／價格
刪除MARC21 $c前之";"轉入

CMARC3 $d
R $z Canceled/invalid ISBN R $z 取消／錯誤號碼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22 R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011 R 國際標準叢刊號

(ISSN)

␢ No level specified 0 以中文著錄

若MARC21 040$b為chi，
CMARC3 011指標1為0，其餘

為1

0 Continuing resource of
international interest 0 以中文著錄

若MARC21 040$b為chi，
CMARC3 011指標1為0，其餘

為1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1 Continuing resource not
of international interest 0 以中文著錄

若MARC21 040$b為chi，
CMARC3 011指標1為0，其餘

為1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NR $a 號碼

建議：前4位數字與後4位數字

之間需有「-」

NR $l ISSN-L 無對應欄位

R $m Canceled ISSN-L 無對應欄位

R $y Incorrect ISSN R $z 錯誤號碼

R $z Canceled ISSN R $y 取消之號碼

NR $2 Source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24 R  Other Standard Identifier *012 R 國際標準錄音／錄影

資料代碼(ISRC)

MARC21指標1為0時，轉入

CMARC3 012，其他則轉入

CMARC3 301$a

0 International Standard
Recording Code 0 識別號碼

␢ No information provid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No differenc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1 Differenc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Standard number or code NR $a ISRC編號

NR $c Terms of availability NR $b 曲目編號

NR $d
Additional codes
following the standard
number or code

無對應欄位

R $z Canceled/invalid standard
number or code 無對應欄位

NR $2 Source of number or code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24 R  Other Standard Identifier 301 R 識別號碼註

MARC21指標1為0時，轉入

CMARC3 012，其他則依下列

原則轉入CMARC3 301$a

1 Universal Product Cod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轉入CMARC3 301$a時加前置

詞"Universal Product Code："

2 International Standard
Music Number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轉入CMARC3 301$a時加前置

詞"International Standard Music
Number："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3 International Article
Number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轉入CMARC3 301$a時加前置

詞"International Article
Number："

4 Serial Item and
Contribution Identifier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轉入CMARC3 301$a時加前置

詞"Serial Item and Contribution
Identifier："

7 Source specified in
subfield $2 ␢ 未定，以空格表示

直接轉入CMARC3 301$a，不

加前置詞

8 Unspecified type of
standard number or cod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直接轉入CMARC3 301$a，不

加前置詞

␢ No information provid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No differenc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Differenc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Standard number or code NR $a 附註

NR $c Terms of availability 無對應欄位

NR $d
Additional codes
following the standard
number or code

無對應欄位

R $z Canceled/invalid standard
number or code 無對應欄位

NR $2 Source of number or code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25 R  Overseas Acquisition
Number 345 NR 採訪資料註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R $a Overseas acquisition
number $b 庫存號碼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26 R Fingerprint Identifier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NR $a First and second groups
of characters 無對應欄位

NR $b Third and fourth groups
of characters 無對應欄位

NR $c Date 無對應欄位

R $d Number of volume or
part 無對應欄位

NR $e Unparsed fingerprint 無對應欄位

NR $2 Source 無對應欄位

R $5 Institution to which field
applies 無對應欄位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27 R  Standard Technical
Report Number *017 R 技術報告標準號碼 CMARC4有此分欄，故做對照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Standard technical report
number NR $a 技術報告標準號碼

R $z Canceled/invalid number R $z 取消／錯誤號碼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28 R Publisher Number 071 R
出版者資料編號（適

用於錄音資料與樂

譜）

0 Issue number 0 識別號碼

1 Matrix number 1 唱片模版號碼

2 Plate number 2 圖幟號碼

3 Other music number 3 其他出版者資料編號

（印刷形式之樂譜）

4 Videorecording number 3 其他出版者資料編號

（印刷形式之樂譜）

5 Other publisher number 3 其他出版者資料編號

（印刷形式之樂譜）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0 No note, no added entry 0 不做附註

1 Note, added entry 1 做附註

2 Note, no added entry 1 做附註

3 No note, added entry 0 不做附註

NR $a Publisher number NR $a 出版者資料編號

NR $b Source NR $b 來源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029 R Other System Control
Number 009 R 各館系統控制號

1.MARC21之029$a內容值為

「DYNIX」時，轉入CMARC
之091
2.MARC21之029$a內容值為

「EPS」時，轉入CMARC之
098
3.MARC21之029$a內容值為

「NDLTD」時，轉入CMARC
之099
4.MARC21之029$a內容值為

「CIP」時，轉入CMARC之
020
5.以上1-4項之外，均轉入009

1 Secondary control
number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OCLC library identifier 無對應欄位

NR $b System control number NR $a 各館系統控制號

030 R CODEN Designation 040 R 叢刊代碼(CODEN)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CODEN NR $a 叢刊代碼

R $z Canceled/invalid
CODEN R $z 錯誤代碼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31 R Musical Incipits
Information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NR $a Number of work 無對應欄位

NR $b Number of movement 無對應欄位

NR $c Number of excerpt 無對應欄位

R $d Caption or heading 無對應欄位

NR $e Role 無對應欄位

NR $g Clef 無對應欄位

NR $m Voice/instrument 無對應欄位

NR $n Key signature 無對應欄位

NR $o Time signature 無對應欄位

NR $p Musical notation 無對應欄位

R $q General note 無對應欄位

NR $r Key or mode 無對應欄位

R $s Coded validity note 無對應欄位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R $t Text incipit 無對應欄位

R $u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無對應欄位

R $y Link text 無對應欄位

R $z Public note 無對應欄位

NR $2 System code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32 R  Postal Registration
Number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NR $a Postal registration
number 無對應欄位

NR $b Source agency assigning
number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33 R Date/Time and Place of
an Event 無對應欄位

␢ No date information 無對應欄位

0 Single date 無對應欄位

1 Multiple single dates 無對應欄位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2 Range of dates 無對應欄位

␢ No information provided 無對應欄位

0 Capture 無對應欄位

1 Broadcast 無對應欄位

2 Finding 無對應欄位

R $a Formatted date/time 無對應欄位

R $b Geographic classification
area code 無對應欄位

R $c Geographic classification
subarea code 無對應欄位

R $p Place of event 無對應欄位

R $0 Authority record control
number 無對應欄位

R $2 Source of term 無對應欄位

NR $3 Materials specified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34 R  Coded Cartographic
Mathematical Data 123 R 資料代碼欄：地圖資

料—比例尺與座標

MARC21各分欄內資料若含

W、E、N、S等字母(代表經緯

度)，轉入CMARC3時，轉為

小寫字母，其餘照轉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0 Scale indeterminable/No
scale recorded 0 比例尺未定

1 Single scale 1 單比例尺

3 Range of scales 3 比例尺之範圍

␢ Not applicabl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Outer ring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Exclusion ring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Category of scale NR $a 比例尺型式

R $b Constant ratio linear
horizontal scale R $b 水平比例尺

R $c Constant ratio linear
vertical scale R $c 垂直比例尺

NR $d Coordinates -
westernmost longitude NR $d 座標—最西邊之經度

NR $e Coordinates -
easternmost longitude NR $e 座標—最東邊之經度

NR $f Coordinates -
northernmost latitude NR $f 座標—最北邊之緯度

NR $g Coordinates -
southernmost latitude NR $g 座標—最南邊之緯度

R $h Angular scale R $h 角比例尺

NR $j Declination - northern
limit NR $i 赤緯（向北天極）

NR $k Declination - southern
limit NR $j 赤緯（向南天極）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NR $m Right ascension eastern
limit NR $k 赤經（東端）

NR $n Right ascension western
limit NR $m 赤經（西端）

NR $p Equinox NR $n 晝夜平分點

NR $r Distance from earth 無對應欄位

R $s G-ring latitude 無對應欄位

R $t G-ring longitude 無對應欄位

NR $x Beginning date 無對應欄位

NR $y Ending date 無對應欄位

NR $z Name of extraterrestrial
body 無對應欄位

NR $2 Source 無對應欄位

NR $3 Materials specified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35 R System Control Number 009 R 各館系統控制號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System control number NR $a 各館系統控制號

R $z Canceled/invalid control
number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36 NR Original Study Number
for Computer Data Files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NR $a Original study number 無對應欄位

NR $b Source agency assigning
number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37 R Source of Acquisition 025 R 銷售號／庫存號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Stock number R $a 銷售號、庫存號及其

他字樣

NR $b Source of stock
number/acquisition NR $b 來源（編號機構）

R $c Terms of availability 345 R ␢ ␢ $d 發行性質／價格

R $f Form of issue 345 R ␢ ␢ $c 媒體形式

R $g Additional format
characteristics 無對應欄位

R $n Note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38 NR  Record Content Licensor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NR $a Record content licensor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40 NR Cataloging Source 801 R 出處欄

1.CMARC3 801 $a預設為tw，

再人工判斷是否修改為其他國

別代碼 (此為必備欄位)
2.當MARC21 040$a$c$d內容

值為「CYT」時，810$b轉為

「國圖」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0 原始編目單位

NR $a Original cataloging
agency 801 NR $b 單位簡稱／代碼 轉入CMARC3指標2為0之$b

NR $b Language of cataloging 100 NR ␢ ␢ $a(22
-24) 編目語文

NR $c Transcribing agency 801 NR $b 單位簡稱／代碼 轉入CMARC3指標2為1之$b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R $d Modifying agency 801 NR $b 單位簡稱／代碼 轉入CMARC3指標2為2之$b
R $e Description conventions R $g 編目規則代碼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41 R Language Code 101 NR 作品語文

MARC21 008/35-37轉入

CMARC3 101的第一個$a，
MARC21 041第二個之後的$a
轉入CMARC3 101第二個之後

的$a

␢ No information provided 0 原文

0
Item not a
translation/does not
include a translation

0 原文

1 Item is or includes a
translation 1 譯文

CMARC3指標預設為1，再人

工判斷是否為2

␢ MARC language cod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7 Source specified in
subfield $2 ␢ 未定，以空格表示

R $a
Language code of
text/sound track or
separate title

R $a 正文語文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R $b Language code of
summary or abstract R $d 提要語文

預設為CMARC3 $d，再人工

判斷是否應轉入$j

R $d Language code of sung or
spoken text R $h 歌詞語文(適用於錄音

及文字資料並存時)

R $e Language code of
librettos R $h 歌詞語文(適用於錄音

及文字資料並存時)

R $f Language code of table of
contents R $e 目次語文

R $g
Language code of
accompanying material
other than librettos

R $i 附件語文(別於摘要、

歌詞時)

R $h

Language code of
original and/or
intermediate translations
of text

R $b 據以翻譯之譯文語文

（如非譯自原文）

預設為CMARC3 $b，再人工

判斷是否應轉入$c

R $j Language code of
subtitles or captions R $j 影片字幕語文

NR $2 Source of code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42 NR  Authentication Code 042 R 審查機構代碼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R $a Authentication code R $a 機構代碼

043 NR Geographic Area Code 660 R 地區代碼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R $a Geographic area code NR $a 代碼

1.MARC21 043有多個$a時，

轉入多個CMARC3 660
2.內容值若為「a-ch---」，轉

為「a-cc-ta」

R $b Local GAC code 無對應欄位

R $c ISO code 無對應欄位

R $2 Source of local code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44 NR  
Country of
Publishing/Producing
Entity Code

102 NR 出版國別
參見附錄五「國家代碼轉換

表」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R $a MARC country code R $a 出版國別

MARC21 008/15-17轉入

CMARC3 102的第一個$a，
MARC21 044第二個之後的$a
轉入CMARC3 102第二個之後

的$a；MARC21 008/15-17值，

依據附錄五「國家代碼轉換

表」轉換為CMARC3採用之

ISO3166-1之代碼，並將其改

為小寫

R $b Local subentity code 無對應欄位

R $c ISO country code 無對應欄位

R $2 Source of local subentity
code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45 NR Time Period of Content 661 R 年代代碼

␢ Subfield $b or $c not
present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Single date/tim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Multiple single
dates/time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2 Range of dates/time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R $a Time period code NR $a 代碼
MARC21 045有多個$a時，轉

入多個CMARC3 661

045 NR Time Period of Content 122 R 資料代碼欄：作品涵

蓋時間

0 Single date/time 0 單一時間

1 Multiple single
dates/times 1 多種單一時間

2 Range of dates/times 2 時間範圍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R $b Formatted 9999 B.C.
through C.E. time period R $a 作品涵蓋時間（西元

前9999到現在）

R $c Formatted pre-9999 B.C.
time period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46 R Special Coded Dates 306 R 出版項註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Type of date code NR $a 附註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NR $b Date 1, B.C. date NR $a 附註

NR $c Date 1, C.E. date NR $a 附註

NR $d Date 2, B.C. date NR $a 附註

NR $e Date 2, C.E. date NR $a 附註

NR $j Date resource modified 無對應欄位

NR $k Beginning or single date
created 無對應欄位

NR $l Ending date created 無對應欄位

NR $m Beginning of date valid 無對應欄位

NR $n End of date valid 無對應欄位

NR $2 Source of date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1. MARC21之046$a為"X"時，

$b$d轉入CMARC之306$a錯誤

年代：␢西元前046$b之值－

046$d之值；MARC21之046$a
為"X"時，$c$e轉入CMARC之
306$a錯誤年代：␢046$c之值

－046$e之值

2. MARC21之046$a為"X"以外

之其他代碼時，046不轉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47 R  Form of Musical
Composition Code 128 R 資料代碼欄：音樂演

奏作品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MARC musical
composition cod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7 Source specified in
subfield $2 ␢ 未定，以空格表示

R $a Form of musical
composition code R $a 作曲形式（音樂演奏

或樂譜）

an Anthems an 頌歌

bd Ballads bd 敘事歌，不同於民謠
bg Bluegrass music bg bluegrass
bl Blues bl 布魯士曲

bt Ballets bt 芭蕾舞曲

ca Chaconnes zz 其他

cb Chants, Other religions cb 聖歌，非基督教

cc Chant, Christian cc 聖歌，基督教

cg Concerti grossi cg 大協奏曲

ch Chorales ch 合唱曲

cl Chorale preludes cl 合唱前奏曲

cn Canons and rounds cn 卡農曲

co Concertos co 協奏曲

cp Chansons, polyphonic cp 複音歌曲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cr Carols cr 節慶頌歌

cs Chance compositions cs 機會作曲

ct Cantatas ct 清唱劇

cy Country music cy 鄉村歌曲

cz Canzonas cz 器樂曲

df Dance forms df 舞曲

dv

Divertimentos, serenades,
cassations,
divertissements, and
notturni

di 嬉遊曲或輕組曲

fg Fugues fg 賦格曲

fl Flamenco zz 其他

fm Folk music fm 民間音樂

ft Fantasias ft 幻想曲

gm Gospel music gm 福音頌歌

hy Hymns hm 讚美詩歌

jz Jazz ja 爵士樂

mc Musical revues and
comedies mc 音樂諷刺喜劇

md Madrigals md 牧歌

mi Minuets mi 小步舞曲

mo Motets mo 經文歌

mp Motion picture music mp 電影音樂

mr Marches mr 進行曲

ms Masses ms 彌撒曲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mu Multiple forms mu 含一種以上之形式

mz Mazurkas mk 馬厝卡舞曲

nc Nocturnes nc 夜曲

nn Not applicable zz 其他

op Operas op 歌劇

or Oratorios or 神劇

ov Overtures ot 序曲

pg Program music pg 標題音樂

pm Passion music pm 受難曲

po Polonaises po 波羅奈斯舞曲

pp Popular music pp 流行音樂

pr Preludes pr 前奏曲

ps Passacaglias pt 巴沙加牙舞曲

pt Part-songs ps 和聲歌曲

pv Pavans pa 巴望舞曲，又名孔雀

舞
rc Rock music rc 搖滾樂

rd Rondos rd 輪旋曲

rg Ragtime music rg 繁音拍子

ri Ricercars ri 主題模仿

rp Rhapsodies rp 狂想曲

rq Requiems rq 安魂曲

sd Square dance music sq 方塊舞

sg Songs sg 歌曲

sn Sonatas sn 奏鳴曲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sp Symphonic poems sp 交響詩

st Studies and exercises st 教學與練習

su Suites si 組曲

sy Symphonies sm 交響曲

tc Toccatas tc 觸技曲

tl Teatro lirico zz 其他

ts Trio-sonatas ts 三重奏鳴曲

uu Unknown zz 其他

vi Villancicos zz 其他

vr Variations vr 變奏曲

wz Waltzes wa 華爾滋舞曲

za Zarzuelas zz 其他

zz Other zz 其他

|| No attempt to code 無對應欄位

NR $2 Source of cod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48 R
Number of Musical
Instruments or Voices
Code

128 R 資料代碼欄：音樂演

奏作品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MARC cod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7 Source specified in
subfield $2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R $a Performer or ensemble R $b 合奏或合唱（音樂演

奏或樂譜）

Brass
ba Horn 銅管

樂器

ba 號角

bb Trumpet bb 小號
bc Cornet bc 短號
bd Trombone bd 長號
be Tuba be 低音號
bf Baritone bf 上低音號
bn Unspecified bu 未載明者
bu Unknown bu 未載明者
by Ethnic bt 民族音樂銅管樂器
bz Other bz 其他

Chor
uses

ca Mixed 合唱

團

ca 混聲

cb Women's cb 女聲
cc Men's cc 男聲
cd Children's cd 兒童
cn Unspecified cu 未載明者
cu Unknown cu 未載明者
cy Ethnic ct 民族音樂合唱團

Elect
ronic

ea Synthesizer 電子

樂器

ea 合成器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eb Tape eb 錄音帶
ec Computer ec 電腦
ed Ondes Martinot ed Ondes Martenot
en Unspecified eu 未載明者
eu Unknown eu 未載明者
ez Other ez 其他

Keyb
oard

ka Piano 鍵盤

樂器

ka 鋼琴

kb Organ kb 風琴
kc Harpsichord kc 大鍵琴
kd Clavichord kd 古鋼琴
ke Continuo ke 彈數字低音樂器
kf Celeste kf 鋼片琴
kn Unspecified ku 未載明者
ku Unknown ku 未載明者
ky Ethnic kt 民族音樂鍵盤樂器
kz Other kz 其他

Large
r
ense
mble

oa Full orchestra 管絃

樂

oa 管弦樂團

ob Chamber orch. ob 室內樂團
oc String orchestra oc 弦樂交響樂團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od Band od 樂隊
oe Dance orchestra oe 舞蹈交響樂團
of Brass band (brass with

some doubling, with or
without percussion)

of 銅管樂隊

on Unspecified ou 未載明者
ou Unknown ou 未載明者
oy Ethnic ot 民族音樂樂團
oz Other oz 其他

Percu
ssion

pa Timpani 敲擊

樂器

pa 定音鼓

pb Xylophone pb 木琴
pc Marimba pc 馬林巴木琴
pd Drum pd 鼓
pn Unspecified pu 未載明者
pu Unknown pu 未載明者
py Ethnic pt 民族音樂敲擊樂器
pz Other pz 其他

Strin
gs,
bowe
d

sa Violin 擦絃

樂器

sa 小提琴

sb Viola sb 中提琴
sc Violoncello sc 大提琴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sd Double bass sd 低音提琴
se Viol se 古提琴
sf Viola d'amore sf 古中提琴
sg Viola da gamba sg 古大提琴
sn Unspecified su 未載明者
su Unknown su 未載明者
sy Ethnic st 民族音樂擦弦樂器
sz Other sz 其他

Strin
gs,
pluck
ed

ta Harp 撥絃

樂器

ta 豎琴

tb Guitar tb 吉他
tc Lute tc 魯特琴
td Mandolin td 曼陀林琴
tn Unspecified tu 未載明者
tu Unknown tu 未載明者
ty Ethnic tt 民族音樂撥弦樂器
tz Other tz 其他

Voic
es

va Soprano 聲部 va 女高音

vb Mezzo Soprano vb 女中音
vc Alto vc 女低音
vd Tenor vd 男高音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ve Baritone ve 男中音
vf Bass vf 男低音
vg Counter tenor vg 男聲唱女聲通常用假

聲
vh High voice vh 聲部—高音
vi Medium voice vi 聲部—中音
vj Low voice vj 聲部—低音
vn Unspecified vu 未載明者
vu Unknown vu 未載明者
vy Ethnic vt 民族音樂合聲部

Woo
dwin
ds

wa Flute 木管

樂器

wa 長笛

wb Oboe wb 雙簧管
wc Clarinet wc 豎笛
wd Bassoon wd 低音管
we Piccolo we 短笛
wf English horn wf 英國號
wg Bass clarinet wg 低音豎笛
wh Recorder wh 古爭器
wi Saxophone wi 薩克管
wn Unspecified wu 未載明者
wu Unknown wu 未載明者
wy Ethnic wt 民族音樂木管樂器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wz Other wz 其他
zn Unspecified instruments 其他 uu 其他未載明者

zu Unknown uu 其他未載明者

R $b Soloist 128 R $c 獨奏或獨唱（音樂演

奏或樂譜）

代碼對照方式與MARC21
048$a轉入CMARC3 128$b之
代碼對照相同，參見上表

NR $2 Source of cod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50 R Library of Congress Call
Number 680 R 美國國會圖書館分類

號（LCC）
␢ No information provid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Item is in LC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Item is not in LC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Assigned by LC ␢ 未定，以空格表示

4 Assigned by agency other
than LC ␢ 未定，以空格表示

R $a Classification number NR $a 分類號
若MARC21 050$a重複，則轉

入多個CMARC3 680

NR $b Item number NR $b 書號

NR $3 Materials specified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51 R
Library of Congress
Copy, Issue, Offprint
Statement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NR $a Classification number 無對應欄位

NR $b Item number 無對應欄位

NR $c Copy information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52 R Geographic Classification 無對應欄位

␢ 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無對應欄位

1 U.S. Dept. of Defense
Classification 無對應欄位

7 Source specified in
subfield $2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NR $a Geographic classification
area code 無對應欄位

R $b Geographic classification
subarea code 無對應欄位

R $d Populated place name 無對應欄位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NR $2 Code source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55 R  Classification Numbers
Assigned in Canada 687 R 其他分類號

轉入時自動產生CMARC3
687$d為nlc

␢ Information not provid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Work held by LAC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Work not held by LAC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LC-based call number
assigned by LAC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Complete LC class
number assigned by LAC ␢ 未定，以空格表示

2 Incomplete LC class
number assigned by LAC ␢ 未定，以空格表示

3
LC-based call number
assigned by the
contributing library

␢ 未定，以空格表示

4
Complete LC class
number assigned by the
contributing library

␢ 未定，以空格表示

5
Incomplete LC class
number assigned by the
contributing library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6 Other call number
assigned by LAC ␢ 未定，以空格表示

7 Other class number
assigned by LAC ␢ 未定，以空格表示

8
Other call number
assigned by the
contributing library

␢ 未定，以空格表示

9
Other class number
assigned by the
contributing library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Classification number R $a 分類號

NR $b Item number R  書號

NR $2 Source of call/class
number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60 R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Call Number 686 R 美國國立醫學圖書館

分類號（NLM）

若MARC21 060$a重複，則轉

入多個CMARC3 686

␢ No information provid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Item is in NLM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Item is not in NLM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Assigned by NLM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4 Assigned by agency other
than NLM ␢ 未定，以空格表示

R $a Classification number NR $a 分類號

NR $b Item number NR $b 書號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61 R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Copy Statement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R $a Classification number 無對應欄位

NR $b Item number 無對應欄位

NR $c Copy information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66 NR Character Sets Present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NR $a Primary G0 character set 無對應欄位

NR $b Primary G1 character set 無對應欄位

R $c Alternate G0 or G1
character set 無對應欄位

070 R 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Call Number 687 R 其他分類號

轉入時自動產生CMARC3
687$d為usnal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0 Item is in NAL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Item is not in NAL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R $a Classification number R $a 分類號

NR $b Item number R $b 書號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71 R 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Copy Statement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R $a Classification number 無對應欄位

NR $b Item number 無對應欄位

R $c Copy information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72 R Subject Category Code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0 NAL subject category
code list 無對應欄位

7 Source specified in
subfield $2 無對應欄位

NR $a Subject category code 無對應欄位

R $x Subject category code
subdivision 無對應欄位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NR $2 Source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74 R GPO Item Number 025 R 銷售號／庫存號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GPO item number R $a 銷售號、庫存號及其

他字樣

R $z Canceled/invalid GPO
item number R $z 取消／錯誤號碼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80 R Universal Decimal
Classification Number 675 R 國際十進分類號（

UDC）
␢ No information provid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Full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Abridg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Universal Decimal
Classification number NR $a 分類號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NR $b Item number NR $a 分類號

依MARC21 $a$b$x順序轉入同

一CMARC3 $a，MARC21 $b
轉入時前加"+"，MARC21 $x
轉入時前加"－"

R $x Common auxiliary
subdivision NR $a 分類號

依MARC21 $a$b$x順序轉入同

一CMARC3 $a，MARC21 $b
轉入時前加"+"，MARC21 $x
轉入時前加"－"

NR $2 Edition identifier NR $v 版本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82 R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Number 676 R 杜威十進分類號（

DDC）
若MARC21 082$a重複，則轉

入多個CMARC3 676

0 Full edition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Abridged edition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No information provid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Assigned by LC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4 Assigned by agency other
than LC ␢ 未定，以空格表示

R $a Classification number NR $a 分類號

NR $b Item number 無對應欄位

NR $m Standard or optional
designation 無對應欄位

NR $q Assigning agency 無對應欄位

NR $2 Edition number NR $v 版本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83 R
Additional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Number

676 R 杜威十進分類號（

DDC）

若MARC21 083$a重複，則轉

入多個CMARC3 676
若MARC21 083有$z時，則此

欄位不轉

0 Full edition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Abridged edition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R $a Classification number NR $a 分類號

R $c Classification number--
Ending number of span 無對應欄位

NR $m Standard or optional
designation 無對應欄位

NR $q Assigning agency 無對應欄位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R $y

Table sequence number
for internal
subarrangement or add
table

無對應欄位

R $z Table identification 無對應欄位

NR $2 Edition number NR $v 版本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84 R Other Classification
Number 681 R 中國圖書分類號（

CCL）

若MARC21 084$2為ncsclt，才

轉入此欄位；其餘轉入

CMARC3 687；MARC21
084$a轉入CMARC3 687$a；
MARC21 084$b轉入CMARC3
687$b；CMARC3 687指標1、
2均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R $a Classification number NR $a 分類號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NR $b Item number NR $b 書號

MARC21 084$b中有資料以" "␢
區隔，則" "␢ 之後轉入

CMARC3 681$y，再以人工判

斷是否為第二作者號

NR $2 Number source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85 R
Synthesized
Classification Number
Components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086 R Government Document
Classification Number 022 R 官書編號

CMARC3 022$a之內容值依據

MARC21 008/15-17值，參考

「附錄五 國家代碼轉換表」轉

換為CMARC3採用之ISO3166-
1之代碼，並將其改為小寫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Source specified in
subfield $2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Superintendent of
Documents Classification
System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Government of Canada
Publications: Outline of
Classification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Classification number NR $b 號碼

R $z Canceled/invalid
classification number R $z 取消／錯誤號碼

NR $2 Number source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088 R Report Number 301 R 識別號碼註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Report number NR a 附註

R $z Canceled/invalid report
number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R $8 Field link and sequence
number 無對應欄位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090 R Local Call Numbers 805 R 館藏記錄 國圖自訂欄位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Agency code NR $a 單位簡稱／代碼

R $b Sublocation R $b 次層單位簡稱／代碼

R $c Accession number R $c 登錄號

R $d Class number R $d 分類號

R $e Item number R $e 書號

R $f Cataloger R $f 編目者、審核者等

R $g Name of volume, number R $g 卷期名稱

R $m Lacking volume R $m 缺期

R $n Remark R $n 註記

R $p Prefix R $p 特藏符號

R $t Code of classification
system R $t 分類系統代碼

R $v Edition R $v 版本

R $y Date (year, month) R $y 日期（年、月）、冊

次號、年代號

R $1-7 Level of volume number R $1-7 卷期層次

*099 R Local Free-text Call
Number 687 R 其他分類號

MARC21之099先轉入CMAR3
之687，再以人工判斷是否轉

入682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2 1 2
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代碼 分欄內容 代碼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9 Local class schem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R $a Classification number R $a 分類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