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 1 2

600 R Subject Added Entry-
Personal Name 600 R 人名標題

1.MARC21指標1為3時，轉入

CMARC3 602。
2.MARC21有600$t時，同一個600
全轉入CMARC3同一個

604$1700$1500，$a、$b、$c、
$d、$q、$u轉入同一個604$1700
，$v、$x、$y、$z轉入同一個

604$1500，其餘依下列表格內容

轉換。

3.若沒有$t，則轉入600，$f、
$g、$h、$k、$l、$m、$n、$o、
$p、$r、$s、$t不轉。

0 Forename 0 以名字著錄

1 Surname 1 以姓氏著錄

0 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lc

1 LC subject headings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lcc

2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mesh

3
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subject authority
fil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nal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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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Source not specifi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5 Canadian Subject
Heading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cae

6 Répertoire de vedettes-
matièr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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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a Personal name NR $a 標目主體

MARC21 $a資料內含"|"時，"|"前
轉入CMARC3 $a，"|"後轉入

CMARC3 $b，"|"不轉；MARC21
$a資料內含","時，","及","前轉入

CMARC3 $a，","後轉入CMARC3
$b，若","後有空格，則拿掉再轉

入CMARC3 $b，後續再以人工判

斷是否去除","
NR $b Numeration NR $d 世代數

R $c Titles and other words
associated with a name R $c 年代以外之修飾語

NR $d Dates associated with a
name NR $f 生卒年代

若MARC21 $d資料字碼全部為英

文字母或阿拉伯數字或標點符號

時，轉入CMARC3 $f，否則

MARC21 $d轉入CMARC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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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 Relator term 無對應欄位

R $j Attribution qualifier 無對應欄位

NR $q Fuller form of name NR $g 副標目頭字語全名

NR $u Affiliation R $c 年代以外之修飾語

R $v Form subdivision R $x 主題複分

R $x General subdivision R $x 主題複分

R $y Chronological
subdivision R $z 時代複分

R $z Geographic subdivision R $y 地區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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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2 Source of heading or
term NR $2 標題系統代碼

若MARC21資料為csht，轉入時設

為csh；若為lcstt，轉入時設為

cst；若為jlabsh，轉入時設為

bsh；若已照上述指標之不同自動

產生CMARC3 $2時不轉，其餘照

轉

604 R ␢ ␢ $1500 著者／題名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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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h Medium R $t 媒體（適用於音樂資

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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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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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s Version NR $q 版本（或版本日期）

NR $t Title of a work NR $a 劃一題名

NR $3 Materials specified 無對應欄位

R $4 Re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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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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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R Subject Added Entry-
Personal Name 602 R 家族名稱標題

1.MARC21 600指標1為3時，轉入

CMARC3 602。
2.MARC21有600$t時，同一個600
全轉入CMARC3 同一個

604$1720$1500，$a、$b、$c、$d
轉入同一個604$1720，$v、$x、
$y、$z轉入同一個604$1500，其

餘依下列表格內容轉換。

3.若沒有$t，則轉入602，$f、
$g、$h、$k、$l、$m、$n、$o、
$p、$r、$s、$t不轉。

3 Family nam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lc

1 LC subject headings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lcc

2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mesh

3
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subject authority
fil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nal

4 Source not specifi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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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Canadian Subject
Heading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cae

6 Répertoire de vedettes-
matièr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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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a Personal name NR $a 標目主體
MARC21 $a$b$c依序轉入同一個

CMARC3 $a，其間以", "␢ 相隔

NR $b Numeration NR $a 標目主體
MARC21 $a$b$c依序轉入同一個

CMARC3 $a，其間以", "␢ 相隔

R $c Titles and other words
associated with a name NR $a 標目主體

MARC21 $a$b$c依序轉入同一個

CMARC3 $a，其間以", "␢ 相隔

NR $d Dates associated with a
name NR $f 家族年代

R $e Relator term 無對應欄位

R $j Attribution qualifier 無對應欄位

NR $q Fuller form of name 無對應欄位

NR $u Affiliation 無對應欄位

R $v Form subdivision R $x 主題複分

R $x General subdivision R $x 主題複分

R $y Chronological
subdivision R $z 時代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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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z Geographic subdivision R $y 地區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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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2 Source of heading or
term NR $2 標題系統代碼

若MARC21資料為csht，轉入時設

為csh；若為lcstt，轉入時設為

cst；若為jlabsh，轉入時設為

bsh；若已照上述指標之不同自動

產生CMARC3 $2時不轉，其餘照

轉

604 R ␢ ␢ $1500 著者／題名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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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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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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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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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s Version NR $q 版本（或版本日期）

NR $t Title of a work NR $a 劃一題名

NR $3 Materials specified 無對應欄位

R $4 Re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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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 R Subject Added Entry-
Corporate Name 601 R 團體名稱標題

1.MARC21有610$t時，同一個610
全轉入CMARC3同一個

604$1710$1500，$a、$b、$c、
$d、$n、$u轉入同一個604$1710
，$v、$x、$y、$z轉入同一個

604$1500，其餘依下列表格內容

轉換。

2.若沒有$t，則轉入601，$f、
$g、$h、$k、$l、$m、$o、$p、
$r、$s、$t不轉。

0 Inverted name 0 倒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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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Jurisdiction name 1 以地區或轄區著錄為標

目主體

2 Name in direct order 2 直接著錄

0 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 0 團體名稱 自動產生CMARC3 $2為lc

1 LC subject headings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0 團體名稱 自動產生CMARC3 $2為lcc

2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0 團體名稱 自動產生CMARC3 $2為mesh

3 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subject authority 0 團體名稱 自動產生CMARC3 $2為nal

4 Source not specified 0 團體名稱

5 Canadian Subject
Headings 0 團體名稱 自動產生CMARC3 $2為cae

6 Répertoire de vedettes-
matière 0 團體名稱 自動產生CMARC3 $2為caf

7 Source specified in
subfield $2 0 團體名稱

NR $a
Corporate name or
jurisdiction name as
entry element

NR $a 標目主體

MARC21資料內容有"("")"時，

將"("")"內之資料連同"("")"轉入

CMARC 601$c
R $b Subordinate unit R $b 副標目

NR $c Location of meeting NR $e 會議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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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d Date of meeting or treaty
signing NR $f 會議日期

若MARC21 $d資料字碼全部為英

文字母或阿拉伯數字或標點符號

時，轉入CMARC3 $f，否則

MARC21 $d轉入CMARC3 $s
R $e Relator term 無對應欄位

R $n Number of
part/section/meeting NR $d 會議屆次

NR $u Affiliation R $c 修飾語

R $v Form subdivision R $x 主題複分

R $x General subdivision R $x 主題複分

R $y Chronological
subdivision R $z 時代複分

R $z Geographic subdivision R $y 地區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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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2 Source of heading or
term NR $2 標題系統代碼

若MARC21資料為csht，轉入時設

為csh；若為lcstt，轉入時設為

cst；若為jlabsh，轉入時設為

bsh；若已照上述指標之不同自動

產生CMARC3 $2時不轉，其餘照

轉
604 R ␢ ␢ $1500 著者／題名標題

NR $f Date of a work NR $k 出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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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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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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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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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s Version NR $q 版本（或版本日期）

NR $t Title of a work NR $a 劃一題名

NR $3 Materials specified 無對應欄位

R $4 Re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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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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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R Subject Added Entry-
Meeting Name 601 R 團體名稱標題

1.MARC21有611$t時，同一個611
全轉入CMARC3同一個

604$1710$1500，$a、$c、$d、
$e、$n、$u轉入同一個604$1710
，$v、$x、$y、$z轉入同一個

604$1500，其餘依下列表格內容

轉換。

2.若沒有$t，則轉入601，$f、
$g、$h、$k、$l、$p、$s、$t不
轉。

0 Inverted name 0 倒置名稱

1 Jurisdiction name 1 以地區或轄區著錄為標

目主體

2 Name in direct order 2 直接著錄

0 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 1 會議名稱 自動產生CMARC3 $2為lc

1 LC subject headings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1 會議名稱 自動產生CMARC3 $2為lcc

2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1 會議名稱 自動產生CMARC3 $2為mesh

3
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subject authority
file

1 會議名稱 自動產生CMARC3 $2為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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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Source not specified 1 會議名稱

5 Canadian Subject
Headings 1 會議名稱 自動產生CMARC3 $2為cae

6 Répertoire de vedettes-
matière 1 會議名稱 自動產生CMARC3 $2為caf

7 Source specified in
subfield $2 1 會議名稱

NR $a
Meeting name or
jurisdiction name as
entry element

NR $a 標目主體

NR $c Location of meeting NR $e 會議地點

NR $d Date of meeting NR $f 會議日期

若MARC21 $d資料字碼全部為英

文字母或阿拉伯數字或標點符號

時，轉入CMARC3 $f，否則

MARC21 $d轉入CMARC3 $s
R $e Subordinate unit R $b 副標目

R $j Relator term 無對應欄位

R $n Number of
part/section/meeting NR $d 會議屆次

NR $u Affiliation R $c 修飾語

R $v Form subdivision R $x 主題複分

R $x General subdivision R $x 主題複分

R $y Chronological
subdivision R $z 時代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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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z Geographic subdivision R $y 地區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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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2 Source of heading or
term NR $2 標題系統代碼

若MARC21資料為csht，轉入時設

為csh；若為lcstt，轉入時設為

cst；若為jlabsh，轉入時設為

bsh；若已照上述指標之不同自動

產生CMARC3 $2時不轉，其餘照

轉

604 R ␢ ␢ $1500 著者／題名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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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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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q
Name of meeting
following jurisdiction
name entry element

無對應欄位

NR $s Version NR $q 版本（或版本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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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t Title of a work * NR $a 劃一題名

NR $3 Materials specified 無對應欄位

R $4 Re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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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R Subject Added Entry-
Uniform Title 605 R 題名標題

0-
9

Number of nonfiling
character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lc

1 LC subject headings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lcc

2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mesh

3 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subject authority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nal

4 Source not specifi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5 Canadian Subject
Heading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cae

6 Répertoire de vedettes-
matièr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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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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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a Uniform title NR $a 標目主體

R $d Date of treaty signing R $n 其他

R $e Relator term 無對應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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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h Medium 無對應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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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對應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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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o Arranged statement for
music 無對應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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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r Key for music 無對應欄位

NR $s Version NR $q 譯本／版本

NR $t Title of a work 無對應欄位

R $v Form subdivision R $x 主題複分

R $x General subdivision R $x 主題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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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y Chronological
subdivision R $z 時代複分

R $z Geographic subdivision R $y 地區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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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2 Source of heading or
term NR $2 標題系統代碼

若MARC21資料為csht，轉入時設

為csh；若為lcstt，轉入時設為

cst；若為jlabsh，轉入時設為

bsh；若已照上述指標之不同自動

產生CMARC3 $2時不轉，其餘照

轉
NR $3 Materials specified 無對應欄位

R $4 Re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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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 R Subject Added Entry-
Chronological Term 606 R 主題標題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lc

1 LC subject headings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l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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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mesh

3 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subject authority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nal

4 Source not specifi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5 Canadian Subject
Heading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cae

6 Répertoire de vedettes-
matièr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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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a Chronological term NR $a 標目主體

R $v Form subdivision R $x 主題複分

R $x General subdivision R $x 主題複分

R $y Chronological
subdivision R $z 時代複分

R $z Geographic subdivision R $y 地區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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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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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2 Source of heading or
term NR $2 標題系統代碼

若MARC21資料為csht，轉入時設

為csh；若為lcstt，轉入時設為

cst；若為jlabsh，轉入時設為

bsh；若已照上述指標之不同自動

產生CMARC3 $2時不轉，其餘照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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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 R Subject Added Entry-
Topical Term 606 R 主題標題

若MARC21 650有$b時，650全轉

至CMARC3 607，MARC21 $b轉
入CMARC3 $x

␢ No information provid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No level specifi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Primary ␢ 未定，以空格表示

2 Secondary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lc

1 LC subject headings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lcc

2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m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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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subject authority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nal

4 Source not specifi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5 Canadian Subject
Heading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cae

6 Répertoire de vedettes-
matièr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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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a Topical term or
geographic name entry NR $a 標目主體

NR $b
Topical term following
geographic name entry
element

607 R $x 主題複分

若MARC21 650有$b時，650全轉

至CMARC3 607，MARC21 $b轉
入CMARC3 $x

NR $c Location of event 606 R $y 地區複分

NR $d Active dates R $z 時代複分

R $e Relator term 無對應欄位

R $v Form subdivision R $x 主題複分

R $x General subdivision R $x 主題複分

R $y Chronological
subdivision R $z 時代複分

R $z Geographic subdivision R $y 地區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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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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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2 Source of heading or
term NR $2 標題系統代碼

若MARC21資料為csht，轉入時設

為csh；若為lcstt，轉入時設為

cst；若為jlabsh，轉入時設為

bsh；若已照上述指標之不同自動

產生CMARC3 $2時不轉，其餘照

轉

NR $3 Materials specified 無對應欄位

R $4 Re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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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 R Subject Added Entry-
Geographic Name 607 R 地名標題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lc

1 LC subject headings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lcc

2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mesh

3 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subject authority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nal

4 Source not specifi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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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Canadian Subject
Heading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cae

6 Répertoire de vedettes-
matièr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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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a Geographic name NR $a 標目主體

R $e Relator term 無對應欄位

R $v Form subdivision R $x 主題複分

R $x General subdivision R $x 主題複分

R $y Chronological
subdivision R $z 時代複分

R $z Geographic subdivision R $y 地區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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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2 Source of heading or
term NR $2 標題系統代碼

若MARC21資料為csht，轉入時設

為csh；若為lcstt，轉入時設為

cst；若為jlabsh，轉入時設為

bsh；若已照上述指標之不同自動

產生CMARC3 $2時不轉，其餘照

轉

NR $3 Materials specified 無對應欄位

R $4 Relator code 無對應欄位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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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 R Index Term-Uncontrolled 610 R 非控制主題詞彙

␢ No information provid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No level specifi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Primary ␢ 未定，以空格表示

2 Secondary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No information provided 0 以中文著錄
若MARC21 040$b為chi，
CMARC3 610指標2為0，其餘為1

0 Topical term 0 以中文著錄
若MARC21 040$b為chi，
CMARC3 610指標2為0，其餘為1

1 Personal name 0 以中文著錄
若MARC21 040$b為chi，
CMARC3 610指標2為0，其餘為1

2 Corporate name 0 以中文著錄
若MARC21 040$b為chi，
CMARC3 610指標2為0，其餘為1

3 Meeting name 0 以中文著錄
若MARC21 040$b為chi，
CMARC3 610指標2為0，其餘為1

4 Chronological term 0 以中文著錄
若MARC21 040$b為chi，
CMARC3 610指標2為0，其餘為1

5 Geographic name 0 以中文著錄
若MARC21 040$b為chi，
CMARC3 610指標2為0，其餘為1

6 Genre/form term 0 以中文著錄
若MARC21 040$b為chi，
CMARC3 610指標2為0，其餘為1

R $a Uncontrolled term R $a 標目主體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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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 R Subject Added Entry-
Faceted Topical Terms 606 R 主題標題

␢ No information provid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No level specifi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Primary ␢ 未定，以空格表示

2 Secondary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 以中文著錄

R $a Focus term NR $a 標目主體

R $b Non-focus term 無對應欄位

R $c Facet/hierarchy
designation 無對應欄位

R $e Relator term 無對應欄位

R $v Form subdivision R $x 主題複分

R $y Chronological
subdivision R $z 時代複分

R $z Geographic subdivision R $y 地區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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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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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2 Source of heading or
term NR $2 標題系統代碼

NR $3 Materials specified 無對應欄位

R $4 Re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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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 R Index Term-Genre/Form 606 R 主題標題

␢ Basic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Facet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lc

1 LC subject headings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lcc

2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mesh

3 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subject authority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nal

4 Source not specifi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5 Canadian Subject
Headings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cae

6 Répertoire de vedettes-
matièr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自動產生CMARC3 $2為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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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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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a Genre/form data or focus
term NR $a 標目主體

R $b Non-focus term 無對應欄位

R $c Facet/hierarchy
designation 無對應欄位

R $v Form subdivision R $x 主題複分

R $x General subdivision R $x 主題複分

R $y Chronological
subdivision R $z 時代複分

R $z Geographic subdivision R $y 地區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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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2 Source of term NR $2 標題系統代碼

若MARC21資料為csht，轉入時設

為csh；若為lcstt，轉入時設為

cst；若為jlabsh，轉入時設為

bsh；若已照上述指標之不同自動

產生CMARC3 $2時不轉，其餘照

轉

NR $3 Materials specified 無對應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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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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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 R Index Term-Occupation 606 R 主題標題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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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a Occupation NR $a 標目主體

NR $k Form R $x 主題複分

R $v Form subdivision R $x 主題複分

R $x General subdivision R $x 主題複分

R $y Chronological
subdivision R $z 時代複分

R $z Geographic subdivision R $y 地區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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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2 Source of term NR $2 標題系統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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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 R Index Term-Function 606 R 主題標題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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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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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a Function NR $a 標目主體

R $v Form subdivision R $x 主題複分

R $x General subdivision R $x 主題複分

R $y Chronological
subdivision R $z 時代複分

R $z Geographic subdivision R $y 地區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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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2 Source of term NR $2 標題系統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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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 R Index Term-Curriculum
Objective 610 R 非控制主題詞彙

同一個MARC21 658之$a$b，轉入

同一個CMARC3 610之重覆的$a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0 以中文著錄
若MARC21 040$b為chi，
CMARC3 610指標2為0，其餘為1

NR $a Main curriculum
objective $a 標目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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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b Subordinate curriculum
objective $a 標目主體

NR $c Curriculum code 無對應欄位

NR $d Correlation factor 無對應欄位

NR $2 Source of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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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 R Subject Added Entry-
Hierarchical Place Name 620 R 輔助檢索項（出版地、

製作地等）

␢ Undefined 0 以中文著錄
若MARC21 040$b為chi時，

CMARC3 620指標1為0，其餘為1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R $a Country or larger entity NR $a 國名

NR $b First-order political
jurisdiction NR $b 州（省）名

R $c Intermediate political
jurisdiction NR $c 郡（縣）名

NR $d City NR $d 市名

R $e Relator term 無對應欄位

R $f City subsection 無對應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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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g
Other nonjurisdictional
geographic region and
feature

無對應欄位

R $h Extraterrestrial area 無對應欄位

R $0 Authority record control
number 無對應欄位

NR $2 Source of heading or
term 無對應欄位

R $4 Re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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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X R Local Subject Access
Fields 無對應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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