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 1 2

800 R Series Added Entry-
Personal Name 410 R 集叢

1.MARC21同一個800轉入

CMARC3之同一個410，並依下列

順序排列410$1702、$1200、
$1204、$1210、$1305、$1011，
$a、$b、$c、$d、$e、$q、$u、
$0、$4轉入同一個410$1702，其

餘依下列表格內容轉換。

2. 上述702指標設定為 1␢ ，200指
標設定為1␢，210指標設定為␢␢，
305指標設定為␢␢，再以人工判斷

是否加以修改；若MARC21 040$b
為chi時，上述204及011指標均設

定為0␢，否則為1␢。

0 Forenam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Surnam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3 Family nam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0 不產生附註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NR $a Personal name NR $1702$a 人名－輔助著者：標目

主體

MARC21 $a資料內含"|"時，"|"前
轉入CMARC3 410$1702$a，"|"後
轉入410$1702$b，"|"不轉；

MARC21 $a資料內含","時，","
及","前轉入CMARC3 410$1702$a
，","後轉入410$17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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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2$d 人名－輔助著者：世代

數

R $c Titles and other words
associated with a name R $1702$c 人名－輔助著者：年代

以外之修飾語

NR $d Dates associated with a
name NR $1702$f 人名－輔助著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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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1702$f，
否則MARC21 $d轉入CMARC3
410$1702$s

R $e Relator term R $1702$4 人名－輔助著者：著作

方式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NR $f Date of a work R   $1210$d 出版項：出版，經銷等

日期

NR $g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無對應欄位

NR $h Medium NR $1204$a 資料類型標示

轉入CMARC3 410$1204$a時，刪

除資料前後之"[" "]"，若"[" "]"中
有"("  ")"包覆之其他資料，則轉入

同一個410之重覆的$1204。

R $j Attribution qualifier 無對應欄位

R $k Form subheading 無對應欄位

NR $l Language of a work 無對應欄位

R $m Medium of performance
for music 無對應欄位

R $n Number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1200$h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編

次

NR $o Arranged statement for
music 無對應欄位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R $p Name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1200$i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編

次名稱

NR $q Fuller form of name NR $1702$g 人名－輔助著者：副標

目頭字語全名
 

NR $r Key for music 無對應欄位

NR $s Version NR $1305$a 版本項及書目歷史註  

NR $t Title of a work R $1200$a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正

題名

NR $u Affiliation R $1702$c 人名－輔助著者：年代

以外之修飾語
 

NR $v Volume/sequential
designation NR $1200$v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冊

次號

R $w Bibliographic record
control number   無對應欄位

NR $x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NR $1011$a 國際標準叢刊號

R $0 Authority record control
number NR $1702$3 人名－輔助著者：權威

記錄號碼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NR $3 Materials specified 無對應欄位

R $4 Relator code R $1702$4 人名－輔助著者：著作

方式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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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810 R Series Added Entry-
Corporate Name 410 R 集叢

1.MARC21同一個810轉入

CMARC3之同一個410，並依下列

順序排列410$1712、$1200、
$1204、$1210、$1305、$1011，
$a、$b、$c、$d、$e、$g、$n、
$u、$0、$4轉入同一個410$1712
，其餘依下列表格內容轉換。

2.上述712指標設定為02，200指標

設定為1␢，210指標設定為␢␢，
305指標設定為␢␢，再以人工判斷

是否加以修改；若MARC21 040$b
為chi時，上述204及011指標均設

定為0␢，否則為1␢。

0 Inverted nam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Jurisdiction nam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2 Name in direct order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0 不產生附註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NR $a
Corporate name or
jurisdiction name as
entry element

NR $1712$a 團體名稱－輔助著者：

標目主體

MARC21 810$a資料內容有"("")"
時，將"("")"內之資料連同"("")"轉
入CMARC 410$1712$c

R $b Subordinate unit R $1712$b 團體名稱－輔助著者：

副標目
 

NR $c Location of meeting NR $1712$e 團體名稱－輔助著者：

會議地點

R $d Date of meeting or treaty
signing NR $1712$f 團體名稱－輔助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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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1712$f，
否則MARC21 $d轉入CMARC3
410$1712$s

R $e Relator term R $1712$4 團體名稱－輔助著者：

著作方式
 

NR $f Date of a work  R   $1210$d 出版項：出版，經銷等

日期

NR $g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R $1712$h 團體名稱－輔助著者：

其他部分名稱

MARC21 $g資料內含",␢"時，",␢"
前轉入CMARC3 410$1712$g，",␢"
後轉入CMARC3 410$1712$h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NR $h Medium NR $1204$a 資料類型標示

轉入CMARC3 410$1204$a時，刪除

資料前後之"[" "]"，若"[" "]"

中有"("  ")"包覆之其他資料，

則轉入同一個410之重覆的

$1204。

R $k Form subheading 無對應欄位

NR $l Language of a work 無對應欄位

R $m Medium of performance
for music 無對應欄位

R $n Number of part/section/
meeting NR $1712$d 團體名稱－輔助著者：

會議屆次

NR $o Arranged statement for
music 無對應欄位

R $p Name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1200$i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編

次名稱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NR $r Key for music 無對應欄位

NR $s Version NR $1305$a 版本項及書目歷史註

NR $t Title of a work R $1200$a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正

題名

NR $u Affiliation R $1712$c 團體名稱－輔助著者：

修飾語

NR $v Volume/sequential
designation NR $1200$v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冊

次號

R $w Bibliographic record
control number 無對應欄位

NR $x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NR $1011$a 國際標準叢刊號

R $0 Authority record control
number NR $1712$3 團體名稱－輔助著者：

權威記錄號碼

NR $3 Materials specified 無對應欄位

R $4 Relator code R $1712$4 團體名稱－輔助著者：

著作方式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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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 R Series Added Entry-
Meeting Name 410 R 集叢

1.MARC21同一個811轉入

CMARC3之同一個410，並依下列

順序排列410$1712、$1200、
$1204、$1210、$1305、$1011，
$a、$c、$d、$e、$g、$j、$n、
$q、$u、$0、$4轉入同一個

410$1712，其餘依下列表格內容

轉換。

2.上述712指標設定為12，200指標

設定為1␢，210指標設定為␢␢，
305指標設定為␢␢，再以人工判斷

是否加以修改；若MARC21 040$b
為chi時，上述204及011指標均設

定為0␢，否則為1␢。

0 Inverted nam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1 Jurisdiction nam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2 Name in direct order ␢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0 不產生附註

NR $a
Meeting name or
jurisdiction name as
entry element

NR $1712$a 團體名稱－輔助著者：

標目主體

NR $c Location of meeting NR $1712$e 團體名稱－輔助著者：

會議地點

NR $d Date of meeting NR $1712$f 團體名稱－輔助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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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1712$f，否則

MARC21 $d轉入CMARC3

410$1712$s

R $e Subordinate unit R $1712$b 團體名稱－輔助著者：

副標目

NR $f Date of a work R   $1210$d 出版項：出版，經銷等

日期

NR $g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R $1712$h 團體名稱－輔助著者：

其他部分名稱

MARC21 $g資料內含", "␢ 時，", "␢
前轉入CMARC3 410$1712$g
，", "␢ 後轉入CMARC3
410$1712$h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NR $h Medium NR $1204$a 資料類型標示

轉入CMARC3 410$1204$a時，刪除

資料前後之"[" "]"，若"[" "]"

中有"("  ")"包覆之其他資料，

則轉入同一個410之重覆的

$1204。

R $j Relator term R $1712$4 團體名稱－輔助著者：

著作方式

R $k Form subheading 無對應欄位

NR $l Language of a work 無對應欄位

R $n Number of part/section/
meeting NR $1712$d 團體名稱－輔助著者：

會議屆次

R $p Name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1200$i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編

次名稱

NR $q
Name of meeting
following jurisdiction
name entry element

R $1712$b 團體名稱－輔助著者：

副標目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NR $s Version NR $1305$a 版本項及書目歷史註

NR $t Title of a work R $1200$a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正

題名

NR $u Affiliation R $1712$c 團體名稱－輔助著者：

修飾語

NR $v Volume/sequential
designation NR $1200$v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冊

次號

R $w Bibliographic record
control number 無對應欄位

NR $x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NR $1011$a 國際標準叢刊號

R $0 Authority record control
number NR $1712$3 團體名稱－輔助著者：

權威記錄號碼

NR $3 Materials specified 無對應欄位

R $4 Relator code R $1712$4 團體名稱－輔助著者：

著作方式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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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 R Series Added Entry-
Uniform Title 410 R 集叢

1.MARC21同一個830轉入

CMARC3之同一個410，並依下列

順序排列410$1200、$1204、
$1210、$1305、$1011。
2.上述200指標設定為1␢，210指標

設定為␢␢，305指標設定為␢␢；若

MARC21 040$b為chi時，上述204
及011指標均設定為0␢，否則為

1␢。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No nonfiling characters 0 不產生附註 預設為0，再人工判斷是否為1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1-
9

Number of nonfiling
characters 0 不產生附註 預設為0，再人工判斷是否為1

NR $a Uniform title R $1200$a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正

題名

R $d Date of treaty signing 無對應欄位

NR $f Date of a work R   $1210$d 出版項：出版，經銷等

日期
 

NR $g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無對應欄位

NR $h Medium NR $1204$a 資料類型標示

轉入CMARC3 410$1204$a時，刪除

資料前後之"[" "]"，若"[" "]"

中有"("  ")"包覆之其他資料，

則轉入同一個410之重覆的

$1204。

R $k Form subheading    無對應欄位

NR $l Language of a work    無對應欄位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R $m Medium of performance
for music    無對應欄位

R $n Number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1200$h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編

次

NR $o Arranged statement for
music    無對應欄位

R $p Name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1200$i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編

次名稱

NR $r Key for music    無對應欄位

NR $s Version NR $1305$a 版本項及書目歷史註  

NR $t Title of a work    無對應欄位

NR $v Volume/sequential
designation NR $1200$v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冊

次號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R $w Bibliographic record
control number 無對應欄位

NR $x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NR $1011$a 國際標準叢刊號  

R $0 Authority record control
number    無對應欄位

NR $3 Materials specified 無對應欄位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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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 R Holding Institution 805 R 館藏記錄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 Undefin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R $a Holding institution NR $a 單位簡稱／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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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 R Location 無對應欄位

␢ No information provided 無對應欄位

0 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無對應欄位

1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無對應欄位

2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classification 無對應欄位

3 Superintendent of
Documents classification 無對應欄位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4 Shelving control number 無對應欄位

5 Title 無對應欄位

6 Shelved separately 無對應欄位

7 Source specified in
subfield $2 無對應欄位

8 Other scheme 無對應欄位

␢ No information provided 無對應欄位

0 Not enumeration 無對應欄位

1 Primary enumeration 無對應欄位

2 Alternative enumeration 無對應欄位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856 R Electronic Location and
Access *856 R

電子資源位址及取得方

法（Electronic Location
and Access）

CMARC4有此分欄，故做對照

␢ No information provided 無對應欄位

0 Email 0 電子郵件（Email）

1 FTP 1 檔案傳輸（FTP）

2 Remote login (Telnet) 2 遠程簽入（Remote
login（Telnet））

3 Dial-up 3 撥接（Dial-up）

4 HTTP 7 分欄2 所指定之方法
自動產生CMARC3 856$2預設為

http

7 Method specified in
subfield $2 7 分欄2 所指定之方法

␢ No information provide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0 Resourc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Version of resourc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2 Related resource ␢ 未定，以空格表示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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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a Host name R $a 主機名稱（Host name）

R $b Access number NR $b
取得號碼（Access
number）

R $c Compression information R $c 壓縮資訊（Compression
information）

R $d Path R $d 路徑（Path）

R $f Electronic name R $f 電子檔案名稱（

Electronic name）

NR $h Processor of request NR $h 處理器名稱（Process of
request）

R $i Instruction R $i 指令（Instruction）

NR $j Bits per second NR $j 每秒傳輸速度（Bits per
second）

NR $k Password NR $k 密碼（Password）
NR $l Logon NR $l 簽入用語（

R $m Contact for access
assistance R $m

要求協助時之聯絡人（
Contact for access
assistance）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NR $n Name of location of host R $n
分欄a 之主機所在地名

（Name of location host
in subfield $a）

NR $o Operating system NR $o 作業系統（Operating
system）

NR $p Port R $p 通訊埠（Port）

NR $q Electronic format type NR $q 檔案傳輸模式（File
transfer mode）

NR $r Settings R $r 傳輸設定（Settings）

R $s File size R $s 檔案大小（File size）

R $t Terminal emulation R $t 終端機模擬形式（

Terminal emulation）

R $u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R $u 資源定位器（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R $v Hours access method
available R $v

電子資源開放時間（
Hours access method
available）

R $w Record control number R $w 紀錄控制號碼（Record
control number）

R $x Nonpublic note R $x 不公開顯示之附註（

Nonpublic note）

R $y Link text 無對應欄位

R $z Public note R $z 公開顯示之附註（

Public note）

NR $2 Access method NR $2 取得方法（Access
method）

NR $3 Materials specified NR $3 特定部份資料（

Materials specified）

NR $6 Linkage 無對應欄位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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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 R Alternate Graphic
Representation

若MARC21書目紀錄內容0XX-
7XX為拼音資料，880為中文資料

，則MARC21 880之內容轉換請參

考附錄四「轉錄國際書目說明」

$a-z Same as associated field
$0-5 Same as associated field

NR $6 Linkage
$7-9 Same as associated field

882 NR Replacement Record
Information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R $a Replacement title 無對應欄位

R $i Explanatory text 無對應欄位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R $w
Replacement
bibliographic recor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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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 R Foreign MARC
Information Field  

1. MARC21 886第1個$a中之內容

值為CMARC3之欄號

2. MARC21 886 $b前2位為

CMARC3該欄號之指標，指標後

為分欄識別及資料內容，以下以

CMARC3之128與503為例

0 Leader  無對應欄位

1 Variable control fields
(002-009)  無對應欄位

2 Variable data fields (010-
999)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NR $a
(128)

Tag of the foreign
MARC field 128 R 資料代碼欄：音樂演奏

作品

MARC21 886$a中之內容值為

CMARC3之欄號128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NR $b(位址

0)
Content of the foreign
MARC fiel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MARC21 886$b中前2位之內容為

CMARC3 128之指標␢␢

NR $b(位址

1)
Content of the foreign
MARC fiel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NR $2 Source of data 無對應欄位

R $a-z Foreign MARC subfield
MARC21 886$b指標之後的各分欄

轉入CMARC3 128之對應分欄，可

能為$a，也可能為$b或$c

R $0-9 Foreign MARC subfield 無對應欄位

886 R Foreign MARC
Information Field  

1. MARC21 886第1個$a中之內容

值為CMARC3之欄號

2. MARC21 886 $b前2位為

CMARC3該欄號之指標，指標後

為分欄識別及資料內容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0 Leader  無對應欄位

1 Variable control fields
(002-009)  無對應欄位

2 Variable data fields (010-
999)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NR $a
(503)

Tag of the foreign
MARC field 503 R 劃一習用標目

MARC21 886$a中之內容值為

CMARC3之欄號503

NR $b(位址

0)
Content of the foreign
MARC field 1  劃一習用標目做為檢索

款目

NR $b(位址

1)
Content of the foreign
MARC field ␢ 未定，以空格表示

R $a-z Foreign MARC subfield MARC21 886$b指標之後的各分欄

轉入CMARC3 503之對應分欄

NR $2 Source of data 無對應欄位

R $0-9 Foreign MARC subfield 無對應欄位



1 2 1 2
分欄內容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分欄內容 備註欄號 屬性 指標 分欄 /
位址

887 R Non-MARC Information
Field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 Undefined 無對應欄位

NR $a Content of non-MARC
field 無對應欄位

NR $2 Source of data 無對應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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