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 1 2

210 R Abbreviated Title 531 R 簡略題名（適用於連續性出版

品）

0 No added entry 0 簡略題名不適宜做為檢索款目

1 Added entry 1 簡略題名做為檢索款目

␢ Abbreviated key titl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Other abbreviated titl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Abbreviated title NR $a 簡略題名

NR $b Qualifying information NR $b 區別字樣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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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R Key Title 530 R 識別題名（適用於連續性出版

品）

␢ Undefined 0 識別題名與正題名相同
CMARC3指標1預設為0，再人

工判斷是否為1
0 No nonfiling character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9 Number of nonfiling character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Key title NR $a 識別題名

NR $b Qualifying information NR $b 區別字樣

MARC21 $b資料內含", "␢ 時

，", "␢ 前轉入CMARC3 $b，", "␢
後轉入CMARC3 $j，", "␢ 不

轉；若無此符號，則轉入
CMARC3 $b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分欄內容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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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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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NR Uniform Title 500 R 劃一題名

0 Not printed or displayed 0 劃一題名不做為檢索款目

1 Printed or displayed 1 劃一題名做為檢索款目
0-
9 Number of nonfiling characters 0 不做為主要款目

NR $a Uniform title NR $a 劃一題名

R $d Date of treaty signing R $n 其他

NR $f Date of a work NR $k 出版日期

NR $g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R $n 其他

MARC21 $g資料內含", "␢ 時，

以", "␢ 為區隔轉入多個

CMARC3 $n，", "␢ 不轉

NR $h Medium R $t 媒體（適用於音樂資料）

R $k Form subheading NR $l 形式副標目

NR $l Language of a work NR $m 作品語文

R $m Medium of performance for
music R $t 媒體（適用於音樂資料）

R $n Number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h 編次

預設為CMARC3 $h，再人工判

斷是否為$v冊次號或$s作品號

NR $o Arranged statement for music NR $w 編曲

R $p Name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i 編次名稱

NR $r Key for music NR $u 調性(Key)（適用於音樂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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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s Version NR $q 版本（或版本日期）

R $0 Authority record control
number NR $3 權威記錄號碼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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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R Translation of Title by
Cataloging Agency 541 R 編目員翻譯題名

0 No added entry 0 編目員翻譯題名不適宜做為檢索

款目

1 Added entry 1 編目員翻譯題名做為檢索款目

0 No nonfiling character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9 Number of nonfiling character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Title NR $a 編目員翻譯題名

NR $b Remainder of title R $e 副題名

MARC21 $b資料內含" : "␢ ␢ 時，

以" : "␢ ␢ 為區隔轉入多個

CMARC3 $e；" : "␢ ␢ 不轉

NR $c Statement of responsibility, etc. NR $n 其他

NR $h Medium 無對應欄位

R $n Number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h 編次

MARC21 $n資料內含", "␢ 時

，", "␢ 前轉入CMARC3 $h，", "␢
後轉入CMARC3 $j；", "␢ 不轉

R $p Name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i 編次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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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y Language code of translated
title NR $z 語文代碼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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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NR Collective Uniform Title 501 R 總集劃一題名

若MARC21 243$k為"selected
works"，CMARC3 501指標1為
1；若為"selections"，則

CMARC3 501指標1為2，其餘

為0
0 Not printed or displayed 0 全集

1 Printed or displayed 0 全集
0-
9 Number of nonfiling character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Uniform title NR $a 總集劃一題名

MARC21 $a資料內含" : "␢ ␢ 時

，" : "␢ ␢ 後之資料轉入CMARC3
$e；" : "␢ ␢ 不轉

R $d Date of treaty signing NR $a 總集劃一題名

依MARC21 $a$d順序轉入同一

CMARC3 $a，MARC21 $d轉入

時前加","，重複時亦同

NR $f Date of a work NR $k 出版日期

NR $g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無對應欄位

NR $h Medium R $t 媒體（適用於音樂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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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k Form subheading NR $e 總集劃一副題名
重複之MARC21 $k轉入同一

CMARC3 $e，前加","

NR $l Language of a work NR $m 作品語文

R $m Medium of performance for
music R $t 媒體（適用於音樂資料）

R $n Number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s 作品號（適用於音樂資料）

NR $o Arranged statement for music NR $w 編曲

R $p Name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s 作品號（適用於音樂資料）

NR $r Key for music NR $u 調性(Key)（適用於音樂資料）

NR $s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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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NR Title Statement 200 NR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0 No added entry 0 題名不適宜做為檢索款目

1 Added entry 1 題名做為檢索款目

0 No nonfiling character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9 Number of nonfiling character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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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a Title R $a 正題名

MARC21 $a資料內含" "␢ 時，

將" "␢ 後之資料轉入CMARC3
$p

NR $b Remainder of title R $e 副題名及其他題名資料

MARC21分欄前導符號為" = "␢ ␢
時，MARC21 $b之資料轉入

CMARC3 $d，資料內含" = "␢ ␢
時，將" = "␢ ␢ 後之資料轉入

CMARC3 $d；分欄前導符號

為" : "␢ ␢ 時，MARC21 $b之資料

轉入CMARC3 $e，資料內

含" : "␢ ␢ 時，將" : "␢ ␢ 後之資料轉

入CMARC3 $e；分欄前導符號

為" ; "␢ ␢ 時，MARC21 $b之資料

轉入CMARC3 $a，資料內

含" ; "␢ ␢ 時，將" ; "␢ ␢ 後之資料轉

入CMARC3 $a。" = "␢ ␢ 、" : "␢ ␢
及" ; "␢ ␢ 皆不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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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c Statement of responsibility, etc. R $f 第一著者敘述

MARC21分欄前導符號為" / "␢ ␢
時，MARC21 $c之資料轉入

CMARC3 $f；資料內含" ; "␢ ␢ 時

，" ; "␢ ␢ 後之資料則轉入

CMARC3 $g，重複時以" ; "␢ ␢ 為

區隔轉入多個CMARC3
$g；" ; "␢ ␢ 及" / "␢ ␢ 皆不轉

NR $f Inclusive dates 無對應欄位

NR $g Bulk dates 無對應欄位

NR $h Medium 204 NR 0 ␢ $a 資料類型標示

轉入CMARC3 $a時，刪除資料

前後之"[" "]"，若"[" "]"中有"("
")"包覆之其他資料，則轉入多

個CMARC3 204；若MARC21
040$b為chi時，CMARC3 204指
標1為0，其餘為1

R $k Form 300 NR ␢ ␢ $a 附註

R $n Number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200 R $h 編次(Number of a part)

MARC21分欄前導符號為". "␢ 時

，MARC21 $n之資料轉入

CMARC3 $h；分欄前導符號若

為", "␢ 則轉入CMARC3 $v；". "␢
及", "␢ 皆不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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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p Name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i 編次名稱(Name of a part)

NR $s Version 305 NR ␢ ␢ $a 版本註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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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R Varying Form of Title 517 R 其他題名
MARC21 246指標2為␢、0、
2、3時，轉入CMARC3 517

0 Note, no added entry 0 其他題名不適宜做為檢索款目

1 Note, added entry 1 其他題名做為檢索款目

2 No note, no added entry 0 其他題名不適宜做為檢索款目

3 No note, added entry 1 其他題名做為檢索款目

␢ No type specifi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Portion of titl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2 Distinctive titl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3 Other titl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Title proper/short title NR $a 其他題名

NR $b Remainder of title R $e 副題名

MARC21 $b資料內含" : "␢ ␢ 時，

以" : "␢ ␢ 為區隔轉入多個

CMARC3 $e；" : "␢ ␢ 不轉

NR $f Date or sequential designation NR $j 卷號或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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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g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NR $n 其他

NR $h Medium 無對應欄位

NR $i Display text 無對應欄位

R $n Number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h 編次

R $p Name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i 編次名稱

NR $5 Institution to which field
app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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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R Varying Form of Title 510 R 並列題名
MARC21 246指標2為1時，轉入

CMARC3 510

0 Note, no added entry 0 並列題名不適宜做為檢索款目

1 Note, added entry 1 並列題名做為檢索款目

2 No note, no added entry 0 並列題名不適宜做為檢索款目

3 No note, added entry 1 並列題名做為檢索款目

1 Parallel titl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Title proper/short title NR $a 並列題名

NR $b Remainder of title R $e 副題名

MARC21 $b資料內含" : "␢ ␢ 時，

以" : "␢ ␢ 為區隔轉入多個

CMARC3 $e；" : "␢ ␢ 不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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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f Date or sequential designation NR $j 卷號或日期

NR $g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NR $n 其他

NR $h Medium 無對應欄位

NR $i Display text 無對應欄位

R $n Number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h 編次

R $p Name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i 編次名稱

NR $5 Institution to which field
app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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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R Varying Form of Title 512 R 封面題名
MARC21 246指標2為4時，轉入

CMARC3 512

0 Note, no added entry 0 封面題名不適宜做為檢索款目

1 Note, added entry 1 封面題名做為檢索款目

2 No note, no added entry 0 封面題名不適宜做為檢索款目

3 No note, added entry 1 封面題名做為檢索款目

4 Cover title 1 產生附註

NR $a Title proper/short title NR $a 封面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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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b Remainder of title R $e 副題名

MARC21 $b資料內含" : "␢ ␢ 時，

以" : "␢ ␢ 為區隔轉入多個

CMARC3 $e；" : "␢ ␢ 不轉

NR $f Date or sequential designation NR $j 卷號或日期

NR $g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NR $n 其他

NR $h Medium 無對應欄位

NR $i Display text 無對應欄位

R $n Number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h 編次

R $p Name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i 編次名稱

NR $5 Institution to which field
app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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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R Varying Form of Title 513 R 附加書名頁題名
MARC21 246指標2為5時，轉入

CMARC3 513

0 Note, no added entry 0 附加書名頁題名不適宜做為檢索

款目

1 Note, added entry 1 附加書名頁題名做為檢索款目

2 No note, no added entry 0 附加書名頁題名不適宜做為檢索

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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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No note, added entry 1 附加書名頁題名做為檢索款目

5 Added title page title 1 產生附註

NR $a Title proper/short title NR $a 附加書名頁題名

NR $b Remainder of title R $e 副題名

MARC21 $b資料內含" : "␢ ␢ 時，

以" : "␢ ␢ 為區隔轉入多個

CMARC3 $e；" : "␢ ␢ 不轉

NR $f Date or sequential designation NR $j 卷號或日期

NR $g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NR $n 其他

NR $h Medium 無對應欄位

NR $i Display text 無對應欄位

R $n Number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h 編次

R $p Name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i 編次名稱

NR $5 Institution to which field
app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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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R Varying Form of Title 514 R 卷端題名
MARC21 246指標2為6時，轉入

CMARC3 514

0 Note, no added entry 0 卷端題名不適宜做為檢索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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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Note, added entry 1 卷端題名做為檢索款目

2 No note, no added entry 0 卷端題名不適宜做為檢索款目

3 No note, added entry 1 卷端題名做為檢索款目

6 Caption title 1 產生附註

NR $a Title proper/short title NR $a 卷端題名

NR $b Remainder of title R $e 副題名

MARC21 $b資料內含" : "␢ ␢ 時，

以" : "␢ ␢ 為區隔轉入多個

CMARC3 $e；" : "␢ ␢ 不轉

NR $f Date or sequential designation NR $j 卷號或日期

NR $g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NR $n 其他

NR $h Medium 無對應欄位

NR $i Display text 無對應欄位

R $n Number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h 編次

R $p Name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i 編次名稱

NR $5 Institution to which field
app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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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欄內容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246 R Varying Form of Title 515 R 逐頁題名
MARC21 246指標2為7時，轉入

CMARC3 515

0 Note, no added entry 0 逐頁題名不適宜做為檢索款目

1 Note, added entry 1 逐頁題名做為檢索款目

2 No note, no added entry 0 逐頁題名不適宜做為檢索款目

3 No note, added entry 1 逐頁題名做為檢索款目

7 Running title 1 產生附註

NR $a Title proper/short title NR $a 逐頁題名

NR $b Remainder of title R $e 副題名

MARC21 $b資料內含" : "␢ ␢ 時，

以" : "␢ ␢ 為區隔轉入多個

CMARC3 $e；" : "␢ ␢ 不轉

NR $f Date or sequential designation NR $j 卷號或日期

NR $g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NR $n 其他

NR $h Medium 無對應欄位

NR $i Display text 無對應欄位

R $n Number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h 編次

R $p Name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i 編次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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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分欄內容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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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R Varying Form of Title 516 R 書背題名
MARC21 246指標2為8時，轉入

CMARC3 516

0 Note, no added entry 0 書背題名不適宜做為檢索款目

1 Note, added entry 1 書背題名做為檢索款目

2 No note, no added entry 0 書背題名不適宜做為檢索款目

3 No note, added entry 1 書背題名做為檢索款目

8 Spine title 1 產生附註

NR $a Title proper/short title NR $a 書背題名

NR $b Remainder of title R $e 副題名

MARC21 $b資料內含" : "␢ ␢ 時，

以" : "␢ ␢ 為區隔轉入多個

CMARC3 $e；" : "␢ ␢ 不轉

NR $f Date or sequential designation NR $j 卷號或日期

NR $g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NR $n 其他

NR $h Medium 無對應欄位

NR $i Display text 無對應欄位

R $n Number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h 編次

R $p Name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i 編次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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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5 Institution to which field
app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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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R Former Title 520 R 舊題名（適用於連續性出版品）

0 No added entry 0 舊題名不適宜做為檢索款目

1 Added entry 1 舊題名做為檢索款目

0 Display note 1 產生附註

1 Do not display note 0 不產生附註

NR $a Title NR $a 舊題名

NR $b Remainder of title R $e 副題名

MARC21 $b資料內含" : "␢ ␢ 時，

以" : "␢ ␢ 為區隔轉入多個

CMARC3 $e；" : "␢ ␢ 不轉

NR $f Date or sequential designation NR $j 卷號或日期

NR $g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NR $n 其他

NR $h Medium 無對應欄位

R $n Number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h 編次

R $p Name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i 編次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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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x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NR $x 舊題名之ISSN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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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NR Edition Statement 205 R 版本項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Edition statement NR $a 版本敘述

MARC21 $a資料內含" ; "␢ ␢ 時，

以" ; "␢ ␢ 為區隔轉入多個

CMARC3 205；含", "␢ 時，", "␢
後之資料轉入CMARC3
$b；" ; "␢ ␢ 及", "␢ 不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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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b Remainder of edition statement R $d 並列版本敘述

MARC21分欄前導符號為" = "␢ ␢
時，MARC21 $b之資料轉入

CMARC3 $d；分欄前導符號

為" / "␢ ␢ 時，MARC21 $b之資料

轉入CMARC3 $f；分欄前導符

號為" ; "␢ ␢ ，MARC21 $b之資料

轉入CMARC3 $g；
" = "␢ ␢ 、" / "␢ ␢ 及" ; "␢ ␢ 皆不轉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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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NR Musical Presentation Statement 208 NR 資料特殊細節項：樂譜形式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Musical presentation statement NR $a 樂譜

MARC21 $a資料內含" = "␢ ␢ 時

，" = "␢ ␢ 後之資料轉入CMARC3
$d，重複時則轉入多個

CMARC3 $d；" = "␢ ␢ 不轉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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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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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R Cartographic Mathematical
Data 206 R 資料特殊細節項：地圖資料──

製圖細節

␢ Undefined 0 以中文著錄

若MARC21 040$b為chi時，

CMARC3 206指標1為0，其餘

為1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Statement of scale NR $a 製圖細節
各分欄皆轉入同一CMARC3 $a
，且依序以";"區隔分欄資料

NR $b Statement of projection NR $a 製圖細節
各分欄皆轉入同一CMARC3 $a
，且依序以";"區隔分欄資料

NR $c Statement of coordinates NR $a 製圖細節
各分欄皆轉入同一CMARC3 $a
，且依序以";"區隔分欄資料

NR $d Statement of zone NR $a 製圖細節
各分欄皆轉入同一CMARC3 $a
，且依序以";"區隔分欄資料

NR $e Statement of equinox NR $a 製圖細節
各分欄皆轉入同一CMARC3 $a
，且依序以";"區隔分欄資料

NR $f Outer G-ring coordinate pairs NR $a 製圖細節
各分欄皆轉入同一CMARC3 $a
，且依序以";"區隔分欄資料

NR $g Exclusion G-ring coordinate
pairs NR $a 製圖細節

各分欄皆轉入同一CMARC3 $a
，且依序以";"區隔分欄資料



1 2 1 2
分欄內容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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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NR Computer File Characteristics 209 NR 資料特殊細節項：電腦檔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Computer file characteristics NR $a 檔案型態（記錄或程式敘述之數

量）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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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R Country of Producing Entity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Subfield Codes 無對應欄位

258 R Philatelic Issue Data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260 R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
(Imprint) 210 NR 出版項

MARC21欄位260轉換時，應注

意$a$b$c之組配及$e$f$g之組配

情形，請參見附錄一「研訂原

則及說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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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ot applicable/No information
provided/Earliest available
publisher

␢ 未定，以空格表示

2 Intervening publisher ␢ 未定，以空格表示

3 Current/latest publisher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R $a Place of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 R $a 出版地，經銷地等

若MARC21 $a資料前後有"(" ")"
包覆，"(" ")"內之資料轉入

CMARC3 $b，"(" ")"不轉

R $b Name of publisher, distributor,
etc. R $c 出版者，經銷者等名稱

R $c Date of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 R $d 出版，經銷等日期

R $e Place of manufacture R $e 印製地

若MARC21 $e資料前後有"(" ")"
包覆，"(" ")"內之資料轉入

CMARC3 $f，"(" ")"不轉

R $f Manufacturer R $g 印製者名稱

R $g Date of manufacture R $h 印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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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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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NR Projected Publication Date 211 NR 預定出版日期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a Projected publication date NR $a 出版日期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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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R Address 無對應欄位

␢ No level specified 無對應欄位

1 Primary 無對應欄位

2 Secondary 無對應欄位

␢ No type specified 無對應欄位

0 Mailing 無對應欄位

7 Type specified in subfield $i 無對應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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