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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 21 formats

For bibliographic data  書目

For authority data 權威

For holdings data 館藏

For classification data 主題標目

For community information 社群資訊

每種 formats 皆有concise簡明版

紙本有：組合5個concise簡明版為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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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1. 本教材包含 MARC21 書目與權威紀錄常用的欄
位

2. 著重於圖書及期刊的編目欄位 (monograph 
cataloging and serials cataloging only)

3. 對 MARC21 各欄位的詳細說明, 需參考LC之
MARC21 Standards at: 
http://www.loc.gov/marc/

4. 為提供書目至國際性資料庫（OCLC）以進行國
際交換，為通過該資料庫之檢核，需參考其規
範Bibliographic formats and standards ：

http://www.oclc.org/bibformats/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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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 21 format for 
bibliographic data

書目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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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 21

架構

參見：
http://www.loc.gov/marc/bibliographic/bdsumm
ary.html

定長欄位 (FIXED FIELDS)
紀錄標示（Leader）

欄位006

欄位007

欄位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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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 21

變長欄位 (VARIABLE FIELDS)

長度不定

遵照規定使用分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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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長欄位 (FIXED FIELDS)

紀錄標示（Leader）, 006,007,008

-- 定長欄位 (Fixed length data     
elements) 

OCLC標示方法，以縮寫字代表欄位位
址，有助記功能

ALEPH未採用OCLC之標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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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LC標示定長欄方法

欄位位址與縮寫字之對照

參見OCLC書目紀錄格式說明網頁：

http://www.oclc.org/bibformats/default.htm

CMARC3與MARC 21 

常用定長欄之對照，參見：

CMARC3轉MARC 21對照表

MARC 21 定長欄位其他相關參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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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LC圖書之定長欄位顯示

Type: a Elvl:  Srce:     Audn:   Ctrl:   Lang: ___
Blvl: m  Form:  Conf: 0 Biog: __ Mrec:    Ctry: ___

Cont:   GPub:   LitF: 0 Indx:   0 
Desc: _ Ills:   Fest:  0  DtSt: __ Dates: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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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LC連續性出版品定長欄位顯示

Type: a Elvl:  Srce:     Gpub:   Ctrl:   Lang: ___
Blvl: s  Form:  Conf: __ Freq: __ Mrec:    Ctry: ___
S/L: __ Orig:   EntW:   Regl: __ ISSN:    Alph:
Desc: _ SrTp:   Cont:    DtSt: __ Dates: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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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LC電子出版品定長欄位顯示

Type: m Elvl:  Srce:     Audn:   Ctrl:   Lang: ___
Blvl: a  File:  GPub: __ Mrec:    Ctry: ___
Desc: _ DtSt: __ Dates: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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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錄標示（Leader）

紀錄標示（Leader）參見：
http://www.loc.gov/marc/bibliographic/bdleader
.html

Leader/05 -- 紀錄性質 (Record status) (Rec stat)
有較高層次之紀錄 a
修正過之紀錄 c
刪除之紀錄 d 
新紀錄 n 
增訂預行編目資料之著錄層次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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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錄標示（Leader）

Leader/06 – 紀錄類型 (Type of record) (Type)  
文字資料 a （一般） t  （手稿）
樂譜 c （一般） d  （手稿）
地圖資料 e （印刷型式） f  （手稿）
放映性資料 g  
錄音資料 i （非音樂性） j （音樂性）
非放映性圖像資料 k
電腦檔案/電子資源 m
特殊教學資料 o
混合性資料 p
立體藝術品、實物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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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錄標示（Leader）

Leader/07 -- 書目性質 (Bibliographic level) (Blvl) 

單本、單冊/合集 a, c, d, m 

連續性、整合性 b, i, s

Leader/17 – 著錄依據及層次 (Encoding Level) (Elvl)

# 完整著錄 4 核心項目著錄

8 出版前著錄

OCLC增訂上傳書目方式的代碼：

線上完整 I    線上次完整 K

FTP完整 L    FTP次完整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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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錄標示（Leader）

Leader/18 –記述編目格式 (Descriptive  

cataloging form) (Desc) 

依據ISBD含標點 i   (中文CCR入此)

依據AACR2 a   (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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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錄標示（Leader）

Leader/19 -- 層次等級 Multipart resource record 
level

無從屬關係或關係未定 #

包含多個單件之紀錄 a   (Set)

各單件紀錄 b (題名可獨立之單件）

c (題名不可獨立之單件）

＊其餘未詳述之紀錄標示其他位址，宜由系統自行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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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08 定長資料-一般性資料(NR)

必備欄

008總長度為40個位址（008/00-39）

部分位址是任何紀錄類型皆相同定義

008/00-17

008/35-39

部分位址依不同紀錄類型（7種）而有不同定義

008/18-34

008參見：
http://www.loc.gov/marc/bibliographic/bd0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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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08 定長資料-一般性資料(NR)

每種紀錄類型相同定義的位址，重要者如：

008/06 -- 出版情況 (s, m, c, d, u) (DtSt)

008/07-14 -- 出版年 (Dates)

圖書式出版品：出版年 (配合 260 $c)

連續性出版品：期刊創刊/停刊年（配合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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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08 定長資料-一般性資料(NR)

每種紀錄類型相同定義的位址，重要者如：

008/15-17 -- 出版地區 (Ctry)

英、美、加、澳 3碼

前兩碼為地區，第3碼為國家（依序為 k, u, c, a）

如：cau California

其他國家 2碼

參見代碼表：http://www.loc.gov/marc/countries/

( 與CMARC 之國家代碼表不同）

臺灣 ch

中國大陸、香港、澳門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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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08 定長資料-一般性資料(NR)

008/ 35-37 -- 作品語文 (Lang) 

若不只一種語文，則重複著錄於欄位041

（參見代碼表：
http://www.loc.gov/marc/languages/）

（大致與CMARC 語文代碼表相同）

**各紀錄類型同位址定義相同但未詳述者，
宜由系統自動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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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8-34依據Leader/06-07
分為7種紀錄類型

Books (BK)

Computer file (CF)

Maps (MP)

Music (MU)

Continuing resources (CR)

Visual matearials (VM)

Mixed materials (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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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區別紀錄類型？

If Leader/06 = a 

and  Leader/07 = a, c, d, or m

Books （BK） 圖書

If Leader/06 = a 

and Leader/07 = b, i, or s

Continuing Resources （CR）

連續性出版品

If Leader/06 = t   Books （BK）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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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區別紀錄類型？

If Leader/06 = c, d, i, or j 

Music （MU） 音樂資料
OCLC分為 score （leader/06=c或d)  樂譜

與 sound recording (leader/06=i或j) 錄音資料

If Leader/06 = e, or f   Maps （MP）

地圖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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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區別紀錄類型？

If Leader/06 = g, k, o, or r

Visual Materials （VM） 視覺資料

If Leader/06 = m

Computer Files （CF） 電腦檔

電腦軟體（包括：程式、遊戲、字型）

數字資料

電腦驅動之多媒體

線上系統或服務

若為兼具其他類型之電子出版品仍依該主要類型著錄Leader及欄位
008，而電子出版品之特性則在欄位006（次要特性）表示。參見欄位
006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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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區別紀錄類型？

If Leader/06 = p  

Mixed Materials （MX）混合型資料

用於具多種形式(forms)的資源，通常為檔案特藏資料
(archival materials ) ，例如收藏某人或某機構特殊意義
的資料，如：講稿、手稿、書信、照片等，無法以某一形式
作為首要資料類型。編目標的為整個檔案。

（Entity is a made-up collection; no type of materials 
predominates. 

This is heavily used by archival materials for 
collection-level ti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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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08 定長資料-一般性資料(NR)

不同紀錄類型008/18-34位址定義不同

圖書：

008/18-21, 006/01-04 -- 插圖代碼 (Ills)

008/22, 006/05 -- 適用對象 (Audn)

008/23, 006/06 --形式特性 (Form)

008/24-27, 006/07-10 -- 內容形式 (Cont)

008/28, 006/11 --政府出版品 (GPub)

008/29, 006/12 --會議出版品代碼 (Conf)

008/30, 006/13 --紀念集指標 (Fest)

008/31, 006/14 --索引 (Indx)

008/33, 006/16 -- 文學體裁代碼 (LitF)

008/34, 006/17 -- 傳記代碼 (Bio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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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LC圖書之定長欄位顯示範例

Type: a Elvl:  Srce:     Audn:   Ctrl:   Lang: eng
Blvl: m  Form:  Conf: 0 Biog: b Mrec:    Ctry:  nyu

Cont: b  GPub:   LitF: 0 Indx:   0 
Desc: a Ills:  a Fest:  0  DtSt: s Dates: 2010,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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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08 定長資料-一般性資料(NR)

不同紀錄類型008/18-34位址定義不同
連續性出版品，重要者如：

008/18, 006/01 – 刊期 (Freq )
008/19, 006/02 -- 規則性(Regl)
008/21, 006/04 -- 連續性出版品類型(SrTp)

(如：p, n, m)
008/28, 006/11 -- 政府出版品(Gpub)
008/29, 006/12 -- 會議出版品代碼(Conf)

008/34,  006/17 -- 連續性出版品著錄模式 (S/L)  
(0, 1, 2) CMARC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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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06 定長資料-附加資料特性(R)

006/00 紀錄類型

共15種代碼 （即同Leader/6的14個代碼 ＋

Leader/7的代碼 s）

分為7種類型（與008同）

006/01-17 ：內容與008/18-34相同

006參見：
http://www.loc.gov/marc/bibliographic/bd006.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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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06 定長資料-附加資料特性(R)

006 –用於著錄出版品的次要特性 (Additional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描述具多重特性的出版品, 例如: 連續性地圖出版品, 
多媒體組件等

或描述具另一特性的伴隨資料, 如: 紙本書有一伴隨
光碟

需先決定出版品的主要特性與次要特性

例：電子連續性出版品

主要特性: 連續性出版品, 用 008 serial form 

次要特性: 電子出版品, 用 006 computer file



32

紀錄標示（Leader）、008、006、007
的關係

008著錄主要特性

008/00非紀錄類型代碼，主要特性的資料
類型代碼著錄於Leader/06-07

006/00 次要特性（附加）的紀錄類型代碼

007/00 資料外形（載體）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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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07  稽核細節定長資料–
一般性資料(R)

007 –稽核細節定長資料– 一般性資料 (Physical 
description fixed field)

通常指不能以稽核項完整描述資源實質特性

對印刷式出版品而言, 有兩種用法:

有伴隨資料時, 於 007 描述伴隨資料.

用單筆書目紀錄處理電子連續性出版品時, 於007描
述電子連續性出版品

例: 做微縮資料編目時, 於 007 描述微縮資料特性.

例: DVD 電影, 於008 描述錄影資訊, 於 007 描述
DVD 實質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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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07  稽核細節定長資料–
一般性資料(R)

007/00 資料類型
15種載體類型
地圖 a                   動態影片 m
電子資源 c               特殊教學資料 o
球儀 d                   樂譜 q
觸覺資料 f               遙測影像 r
放映性圖像資料 g         錄音資料 s
微縮資料 h               文字資料 t
非放映性圖像資料 k       錄影資料 v
未載明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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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07  稽核細節定長資料–
一般性資料(R)

007之長度依不同載體而不同

2個位址至23個位址，每種載體之007則為
定長

007參見：

http://www.loc.gov/marc/bibliographic/bd0
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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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縮資料的著錄 – 008、007

008的7種紀錄類型中，

微縮資料（microform）並非其中之一

在除了CF之外每種資料類型的

008/23或008/29：form of item

以代碼顯示其形式，包括微片或微捲

另著錄007

007/00=h   及其後，共13個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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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LC標示變長欄

參見OCLC書目紀錄格式說明網頁：

http://www.oclc.org/bibformats/default.htm

CMARC3與MARC 21 

常用定長欄之對照，參見：

CMARC3轉MARC 21對照表

MARC 21 變長欄位其他相關參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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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長欄位 — 控制、數字及代碼段

01X-09X   Control Information, Number and 
Codes-General Information

010 __   017 __  020 __  022 __  

024 __   028 __  029 __  040 __  

041 __   042 __  043 __  050 __

060 __   074 __  082 __  084 __  

086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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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長欄位 – 標目架構

Heading Fields - General Information 
Sections

X00   個人名稱

X10   團體名稱

X11   會議名稱

X30   劃一題名名稱

共用原則於 1XX、6XX、7XX、8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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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長欄位 – 主標目段

1XX Main Entries-General Information

100 __  個人名稱

110 __  團體名稱

111 __  會議名稱

130 __  劃一題名



41

變長欄位 – 題名段

20X-24X Title and Title-Related 
Fields -- General Information

240 __  劃一題名（非主標目）

245 __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246 __  其他形式題名

247 __  舊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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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長欄位 – 版本、出版段

25X-28X Edition, Imprint, Etc. 
Fields - General Information

250 __  版本項

260 __  出版項

263 __  預定出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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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長欄位 – 實體描述（稽核）段

3XX Physical Description, Etc. Fields 
- General Information

300 __  稽核項

310 __  現行刊期

321 __  舊刊期

362 __  連續性出版品-卷期項



44

變長欄位 – 實體描述（稽核）段

為RDA新增欄位：

336 __  內容形式(Content type)

337 __  媒體形式(Media type)

338 __  載體形式(Carrier type)

38X __  劃一題名附加核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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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長欄位 -- 集叢段

4XX   Series Statements - General 
Information

490 __  集叢項

＊＊830 __  集叢劃一題名

＊＊440 __  集叢項（已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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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長欄位 – 附註段

5XX Notes-General Information

500 __  504 __  505 __  515 __ 

520 __  530 __  533 __  538 __  

550 __  580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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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長欄位 – 主題段

6XX Subject Access Fields - General 
Information

600 __   標題附加款目-個人名稱

610 __   標題附加款目-團體名稱

650 __   標題附加款目-主題用語

651 __   標題附加款目-地理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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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長欄位 – 附加款目段

70X-75X Added Entries - General 
Information

700 __  附加標目-個人名稱

710 __  附加標目-團體名稱

711 __  附加標目-會議名稱

730 __  附加標目-劃一題名

740 __  附加標目-非控制相關或分析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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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長欄位 – 連接款目段

76X-78X      Linking Entries-General 
Information

765/767 __  

連續性出版品：原文/翻譯連接款目

77X __   

連續性出版品：主刊/附篇/不同版本連接款目

78X __

連續性出版品：接續關係連接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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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長欄位 – 集叢附加款目段

80X-83X Series Added Entries-
General Information

830 __  集叢附加款目-劃一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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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長欄位 – 館藏段

841-88X Holdings, Alternate 
Graphics, Etc.-General Information

＊與 MARC 21 format for Holdings Data 相容

856 __  電子資源位址及取得方法

880 __ 其他字型著錄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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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長欄位自行著錄標點

MARC 21較之CMARC，除欄位格式及代碼外，在變長欄的明
顯差異為：

需自行標示標點，亦即標點為資料的一部份，而非由分欄引出

範例：

245 10 $a 臺灣國際技術交易博覽會. $n 2004 : $b 參展項

目彙編 = Taiwan technomart. $n2004 / $c經濟部

工業局等主辦 ; 臺灣技術交易市場整合服務中心

(TWTM)執行 ; 工業技術研究院等協辦

建議留意ISBD規則，配合書目系統設定，以正確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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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10 美國國會圖書館控制號碼（NR）

010 ## $a 96385649

010 ## $a 2001627090

一般新編臺灣出版中文書無此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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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17 版權或送存號（R）

臺灣之政府出版品編號（Government Publication 
Number, GPN)意義與此欄位相似，著錄於此

指標1  未定，以空格表示

指標2   8 （不產生前導用語）

分欄

a  版權或送存號碼（我國之GPN著錄於此）（R）

2  來源（已向LC申請代碼為rocgpt）（NR）

**若為美國政府出版品分類號則著錄於086 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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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17 版權或送存號（R）

範例：
017 #8  $a 1009703265

$2 rocgpt

017 #8  $a 96002104

$2 roc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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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20 國際標準書號（ISBN）（R）

指標1及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欄
a   ISBN（NR）

c  價格或與價格有關的資訊（NR）

z  取消的, 無效的 ISB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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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20 國際標準書號（ISBN）（R）

範例：
020 ## $a 9789573265351 (平裝) :

$c NT$340
020 ## $a 0394502884 (Random House) :

$c $12.50 
020 ## $a 0877790019 (black leather)

$z 0877780116 :
$c $14.00 

020 ## $c $250 (平裝) 

指標不分語文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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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22 國際標準叢刊號（ISSN）（R）

指標1及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欄

a ISSN（NR）

y 不正確的 ISSN （R）

z 被取消的 ISSN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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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22 國際標準叢刊號（ISSN）（R）

範例：
022 ## $a 0271-738X

022 ## $a 6520-1195

$y 7309-8233

指標不分語文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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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24 其他標準識別號（R）

指標1：由指標1區別不同類型的標準識別號

0：International Standard Recording Code   (ISRC)
2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Music Number

分欄
a 號碼長度限12位英數字（for OCLC）（NR）
c 其他用語（NR）

例： 024 0# $a BRTPA0300143 $c no.1 
024 2# $a M571100511 $c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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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28 出版者號碼（R）

用於樂譜, 音樂 CD 及錄影資料

由指標1區別不同類型的號碼

0： Issue no.  識別號碼

1： Matrix no. 唱片模版號碼

2： Plate no.  圖幟號碼

由指標2指示是否有附註或附加款目

範例：

028 00 $a M4X-31427 $b Columbia     

028 22 $a 26676 $b Alfred 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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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29 其他系統控制號（R）

OCLC MARC規範訂定，國圖選用

a  系統代碼 （NR）

如：CIP （書號中心系統）

EPS （數位平台系統）

NDLTD （博碩士論文系統）

b  系統號（NR）

例：029 1# $a CIP $b 93003403  



63

欄位040 編目來源出處（NR）

分欄
a  原始編目機構 (Original cataloging agency)
（NR）

b  編目語文 (Language of cataloging)（NR）

c  轉檔機構 (Transcribing agency)（R）

d  修正機構 (Modifying agency)（R）

e  編目規則代碼 (Description convention)（R）

040 ##  $a DLC $c DLC $d MnMULS $d RCS $e r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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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40 編目來源出處（NR）

國圖著錄方式

分欄
a  原始編目機構 為 CYT  （for OCLC）

b  編目語文 (Language of cataloging)

一般西文書目多不著錄，但國圖過去書目轉入為
chi 或 eng

c  轉檔機構 為 CYT  （for OCLC）

e 編目規則代碼 為 CCR 或 AAC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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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41 語文代碼（R）

指標 1 （是否為翻譯）

# 不詳

0 非譯文或不含譯文

1 譯文或含譯文

指標 2  （代碼系統）

#  MARC 21之語文代碼系統

（同Leader/35-37使用之代碼系統）

7  代碼系統著錄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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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41 語文代碼（R）

常用分欄

a  正文語文 （R）

b  提要/字幕語文（R）

d  歌曲/演講語文（R）

e  歌詞語文（R）

f  目次語文（R）

g  附件語文（R）

h  翻譯作品原文/據以翻譯語文（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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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41 語文代碼（R）

何時需用此碼?

內容有數種語言

主要內容是翻譯

內容摘要或目次的語言與正文不同

若僅有一種語言，則著錄於008/35-37即可

代碼表與008/35-37使用的相同

通常與欄位 546 一起使用
範例：

041 0# $a eng $a fre $a ger $a rus

546 ## $a Most issues have summaries in English, French, 
and Russian; some in German.

041 1# $a eng $h f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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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42 審查機構代碼 （NR）

標題部分認證狀況
權威控制檢查工作
lc, nlc, lccopycat, pcc

如： 042 ## $a pcc

代碼表：

http://www.loc.gov/standards/valuelist/marcauthe
n.html

欄位即原CMARC3之欄位042，但因代碼需向LC申請並認可，未
申請認可前，不著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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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43 地區代碼（NR）

決定於 650 $z  和 651
參照 MARC 21 Code List for Geographic 
Areas
參見代碼表

http://www.loc.gov/marc/geoareas/

043 ## $a n-us---

043 ##  $a n-us-ca  $a a-ch---

＊ 除臺灣地區代碼（a-ch---）之外，餘與CMARC3相同
＊ 分欄重複，非欄位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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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50 美國國會圖書館索書號（R）

指標

指標1： #,0,1 – 資源是否在LC

指標2： 0,4 – 書號指定機構 (LC or not LC)

分欄

a 分類號 （R）

b 書號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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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50 美國國會圖書館索書號（R）

範例：

050 00  $a HG387 $b .M43    （LC自訂）

050 14  $a LB901.K726 $b T34 2009

（各館著錄自訂LC類號時，指標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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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60 美國國家醫學圖書館索書號（R）

指標

指標1： #,0,1 – 資源是否在NLM

指標2： 0,4 – 書號指定機構 (NLM or not NLM)

分欄

a 分類號 （R）

b 書號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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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60 美國國家醫學圖書館索書號（R）

範例：

060 00  $aWX2 $b JJ S5

060 00 $a W3 $b NU36 no. 28 1993 

國圖著錄自訂NLM類號時，指標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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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74 美國政府出版品件品號碼（R）

指標1及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欄

a   號碼 （NR）

z   取消的, 無效的號碼（R）

僅供美國政府出版品送存圖書館紀錄美國政府出版

品之件品號（GPO Item no.），其他國家之政府出版
品不著錄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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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84 其他分類號碼（R）

其他無適當欄位可供著錄之分類法，配合分欄2之代碼，
著錄於此

指標1及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欄

a  分類號 （R）

b  書號 （NR）

2  號碼來源（NR）

參見代碼表：
http://www.loc.gov/standards/sourcelist/classifica
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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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084 其他分類號碼（R）

中國（中文）圖書分類號著錄於此

指標1及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欄

a  分類號 （R）

b  書號 年代冊次（NR）

2  號碼來源（NR）

已於代碼表申請專屬代碼為 ncsclt

代表中國（中文）圖書分類法（不著錄分類法版本）

範例： 084 ## $a 538.8232 $b 8786 $2 ncsc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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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要分類號碼

欄位082 杜威十進分類索書號 （R）

(Dewey Decimal Call Number)

欄位086  政府出版品分類號 （R）
(Government Document Classification 
Number) 又名: SupDoc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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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100 主要款目-個人名稱(NR)

指標1  人名形式
(Type of personal name entry element)
0   以名字著錄 (Forename)
1   以姓或姓名著錄 (Surname)
3   家族名稱 (Family name)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Undefined)

分欄 a,  b,  c,  d,  e,  q,  4



79

欄位100 主要款目-個人名稱(NR)

分欄

a    姓名 (Personal name) (NR)
b    世代數 (Numeration) (NR)
c    頭銜等修飾語 (Titles and words 

associated with a name) (R)
d    生卒年 (Dates associated with a name) (NR)

e    相關職責 (Relator term) (R)
q    全稱 (Fuller form of name) (NR)
4    相關職責代碼 (Relator cod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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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100 主要款目-個人名稱(NR)

分欄

f     作品日期 (Date of a work) (NR)
g    其他資料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NR)
k    形式副標目 (Form subheading) (R)
l     作品語文 (Language of a work) (NR)
n    編次 (Number of part/section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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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 (R)
t     作品題名 (Title of a work) (NR)
u    隸屬關係資料 (Affiliation) (NR)
j      屬性限定 (Attribution qualifier)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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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100 主要款目-個人名稱(NR)

範例：

100 1# $a 林語堂 $c (文學) $e 撰
100 1# $a 辛棄疾 $d 宋 $e 撰
100 1# $a 詹姆斯 $c (James, Henry, 1843-1916) $e 著
100 0# $a 幾米 $c (繪畫) $e 著
100 3# $a 林氏

100 1# $a Shakespeare, William, $d 1564-1616.
100 0# $a Madonna, $d 1958-
100 3# $a Tudor family.
100 1# $a Kennedy, M. L. $q (Martha Lynn). $4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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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110 主要款目-團體名稱(NR)

指標1  著錄團體名稱之方式

0   倒置名稱 (Inverted name) 
1   以地區或轄區著錄為標目主體

(Jurisdiction name)
2   直接著錄 (Name in direct order)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b,  d,  e,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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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110 主要款目-團體名稱(NR)

分欄

a    團體名稱或轄區名稱 (Corporate name or
jurisdiction name as entry element) (NR)

b    從屬單位 (Subordinate unit) (R)
d    會議日期 (Date of meeting or

treaty signing) (R)
e    相關職責 (Relator term) (R)
g    其他資料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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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110 主要款目-團體名稱(NR)

分欄

c    會議地點 (Location of meeting) (NR)
f     作品日期 (Date of a work) (NR)
k    形式副標目 (Form subheading) (R)
l     作品語文 (Language of a work) (NR)
n    會議屆次 (Number of part/section/ 

meeting) (R)
p    編次名稱 (Name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t     作品題名 (Title of a work) (NR)
u    關係資料 (Affiliation)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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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110 主要款目-團體名稱(NR)

範例：

110 1# $a 臺北市 $b 教育局 $e 編著

110 1# $a 美國 $b 能源部 $e 著
110 2# $a 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 $e 編著

110 2# $a 行政院 $b 衛生署 $b 藥物食品檢驗局 $e 編著

110 2# $a 內務府 $d 清 $e 撰
110 0# $a Newman (Jean and Dorothy) Industrial relations 

Library. 
110 1# $a Austin (Tx.) $b General Assembly.
110 2# $a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b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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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111 主要款目-會議名稱(NR)

指標1  會議名稱形式

0   倒置名稱 (Inverted name) 
1   以地區或轄區著錄為標目主體

(Jurisdiction name)
2   直接著錄 (Name in direct order)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c,  d,  e,  g,  j,  n,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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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111 主要款目-會議名稱(NR)

分欄

a   會議名稱或以轄區名稱為標目(Meeting name or
jurisdiction name as entry element) (NR) 

c    會議地點 (Location of meeting) (NR) 
d    會議日期 (Date of meeting) (NR) 
e    從屬單位 (Subordinate unit) (R) 
g    其他資料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NR) 
j     相關職責 (Relator term) (R) 
n    會議屆次 (Number of part/section/

meeting) (R) 
q  轄區名稱後之會議名稱 (Name of meeting

following jurisdiction name entry element)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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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111 主要款目-會議名稱(NR)

分欄

f     作品日期 (Date of a work) (NR)
k    形式副標目 (Form subheading) (R)
l     作品語文 (Language of a work) (NR)
p    編次名稱 (Name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t     作品題名 (Title of a work) (NR)
u    關係資料 (Affiliation)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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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111 主要款目-會議名稱(NR)

範例：

111 2# $a 全國圖書館業務會議

$n (1 : $d 民61 : $c 臺北市)

111 1# $a Paris. $q Peace Conference, $d 1919.
111 2# $a Symposium on Quantum Theory.

111 2# $a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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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130 主要款目-劃一題名(NR)

代表源自於同一作品以不同題名出版的出版品
(例:不同版本或翻譯版本)
無作者, 以劃一題名為主要標目

指標1
不排序字元 (Nonfiling characters)
0-9 不排序字元數 (Number of nonfiling characters)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f,  g,  k,  l,  n,  p,  s



91

欄位130 主要款目-劃一題名(NR)

範例：

130 0# $a Arabian nights.

130 0# $a Arabian nights. $l French.

130 0# $a Bible. $p N.T.

130 0# $a Koran.

130參見：

http://www.loc.gov/marc/bibliographic/bd1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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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10 簡略題名(R)

指標1  題名附加款目 (Title added entry)
0   不適宜做為檢索款目 (No added entry) 
1   做為檢索款目 (Added entry)

指標2  類型 (Type) 
#   簡略題名 (Abbreviated key title) 
0   其他簡略題名 (Other abbreviated title) 

分欄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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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10 簡略題名(R)

分欄

a    簡略題名 (Abbreviated key title) (NR)

b    區別字樣 (Qualifying information) (NR)

範例: 210 0# $a Manage. improv. cost reduct. Goals
222222 #0 $a Management improvement and cost 

reduction goals

210 0# $a Plant prot. bull. $b (Faridabad)

222 222 #0 $a Plant protection bulletin $b (Farida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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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22 識別題名(R)

指標1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指標2
不排序字元(Nonfiling characters)
0    無不排序字元 (No nonfiling characters)

1-9 不排序字元數

(Number of nonfiling characters)

分欄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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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22 識別題名(R)

分欄

a    識別題名 (Key title) (NR)
b    區別字樣 (Qualifying information) (NR)

範例: 222 #4 $aThe Sourdough

222 #0 $a 101 gardening and outdoor ideas
245 00 $a Woman's day 101 gardening and outdoor 

ideas.        
222 #0 $a Russian history $b (Pittsburgh)
245 00 $a Russia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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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40 劃一題名(NR)

非主要標目
用法與 130 同
應知何時用 240 或 130

指標1  本劃一題名僅供是否列印或顯示
0   不列印或顯示 (Not printed or displayed)
1   列印或顯示 (Printed or displayed)

指標2
不排序字元 (Nonfiling characters)
0-9 不排序字元數 (Number of nonfiling characters)

分欄 a,  f,  g,  k,  l,  n,  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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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範例：

100 1# $a 曹雪芹 $d 清 $e 著
240 10 $a 紅樓夢

245 10 $a 石頭記 / $c (清)曹雪芹著

翻譯作品之原題名(CMARC 454)
100 1# $a 羅琳 $c (Rowling, J. K.) 
240 10 $a Harry Potter and the chamber of secrets. 

$l 中文

245 10 $a 哈利波特 : $b 消失的密室 / $c 羅琳(J. K.
Rowling)著 ; 彭倩文譯

97

欄位240 劃一題名(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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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範例：

100 1# $a Rowling, J. K.

240 10 $a 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

245 10 $a 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 /

$c J.K. Rowling ; illustrations by Mary GrandPre ́.

240參見：

http://www.loc.gov/marc/bibliographic/bd240.html
98

欄位240 劃一題名(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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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45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NR)

必備欄

指標1  題名附加款目 (Title added entry)
0   題名不適宜做為附加款目 (No added entry) 
1   題名附加款目 (Added entry) 

指標2
不排序字元 (Nonfiling characters)
0    無不排序字元 (No nonfiling characters)
1-9 不排序字元數

(Number of nonfiling characters）

分欄 a,  b,  c,  h, n,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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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45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NR)

分欄

a    正題名 (Title) (NR)
b    其他題名 (Remainder of title) (NR)
c    著者敘述 (Statement of responsibility,

etc.) (NR)
h    媒體 (Medium) (NR)
n    編次 (Number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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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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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45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NR)

分欄

f     含日期 (Inclusive dates) (NR) 
g    大量日期 (Bulk dates) (NR)
k    形式 (Form) (R)
s    版本或版本日期 (Version)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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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45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NR)

中文範例：

245 10 $a 美的自覺 : $b 臺灣藝術家群像 / $c 王保雲著

245 10 $a 作家.作品.生活 / $c 田新彬[撰]
245 00 $a 古文觀止 十二卷 / $c (清)吳楚材選輯

245 10 $a 勞動法實用. $n 2  / $c 呂榮海, 俞慧君合著

245 10 $a 中國音樂史. $p 樂譜篇 / $c 薛宗明著

245 00 $a 海外遺珍. $p 繪畫 / $c 國立故宮博物院

編輯委員會編輯

245245 1010 $a 世界最偉大的勵志書 = $b The greatest 
success classics in the world / $c 李津編著

246246 3131 $a The greatest success classics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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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45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NR)

中文範例：

245 10 $a 臺灣國際技術交易博覽會. $n 2004 : $b 參展項

目彙編 = Taiwan technomart. $n2004 / $c經濟部

工業局等主辦 ; 臺灣技術交易市場整合服務中心

(TWTM)執行 ; 工業技術研究院等協辦

245 10 $a 開天闢地 : $b 西洋文明的變遷 / $c 克拉克

(Clark, Kenneth)著 ; 顏元叔譯

245 10 $a 教育的過程 / $c 布魯納原著 ; 陳伯璋, 陳伯達合譯

245 10 $a 賦格的藝術 $h [樂譜] / $c 蕭滋

245 00 $a 中華民國全圖 $h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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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45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NR)

合刊範例：

100 1# $a 章學誠 $d 清
245 10 $a 文史通義 ; $b 校讎通義 / $c (清)章學誠撰

700 12 $a 章學誠 $d 清 $t 校讎通義 $e 撰

100 1# $a ㄤ智表

245 10 $a 佛教的科學觀 / $c ㄤ智表著. 一個科學者研究

佛經的報告 / 王小徐著

700 12 $a 王小徐 $t 一個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 $e 著



105

欄位245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NR)

合刊範例：

100 1# $a 譚培華

245 10 $a BASIC語言 $h [電子資源] ; $b COBOL語言 ; 
PASCAL語言 / $c 譚培華, 張嘉鴻編著

700 12 $a 譚培華 $t COBOL語言 $e 編著

700 12 $a 譚培華 $t PASCAL語言 $e 編著

700 1# $a 張嘉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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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45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NR)

合刊範例：

100 1# $a陳會安

245 10 $a 挑戰PHP $h [電子資源] / $c 陳會安著. ASP網站

開發 / 陳俊榮撰. JAVA的應用 / 林梓涵著. C++
進階 / 李勁著.  Visual Basic速成 / 施威銘研究

室作

700 12 $a 陳俊榮 $t ASP網站開發 $e 撰
700 12 $a 林梓涵 $t JAVA的應用 $e 著
700 12 $a 李勁 $t C++進階 $e 著
710 22 $a 施威銘研究室 $t Visual Basic速成 $e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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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45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NR)

西文範例：

245 04 $a The year book of medicine.

245 00 $a Management report. $n Part 1 $h [electronic 
resource] / $c U.S. Navy’s Military Sealift 
Command.

245 10 $a Confucianism and ecology : $b the interrelation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s / $c edited by
Mary Evelyn Tucker and John Berth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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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46 其他形式題名(R)

指標1  附註/題名附加款目控制碼

(Note/added entry controller)
0   有附註，無附加款目

(Note, no added entry) 
1   有附註，有附加款目

(Note, added entry) 
2   無附註，無附加款目

(No note, no added entry)
3   無附註，有附加款目

(No note, added 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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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46 其他形式題名(R)

指標2  題名類型 (Type of title)
# 未標示題名類型 (No type specified)
0 部分題名 (Portion of title)
1   並列題名 (Parallel title)
2   區別題名 (Distinctive title)
3   其他題名 (Other title)
4   封面題名 (Cover title)
5   附加書名頁題名 (Added title page title)
6   卷端題名 (Caption title)
7   逐頁題名 (Running title)
8   書背題名 (Spine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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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46 其他形式題名(R)

分欄 a,  b,  f,  g,  h,  i,  n,  p
a    題名 (Title proper/short title) (NR)
b    其他題名 (Remainder of title) (NR) 
f     卷期或日期 (Date or sequential 

designation) (NR) 
g    其他資訊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NR) 
h    媒體 (Medium) (NR)
i     顯示文字 (Display text) (NR) 
n    編次 (Number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p    編次名稱 (Name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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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46 其他形式題名(R)

中文範例：

245 10 $a 臺灣風格設計 = $b Designed in Taiwan advocate.
246 31246 31 $a Designed in Taiwan advocate

245 10 $a 最新英語讀本

246 30246 30 $a 英語讀本

245 10 $a 美的自覺 : $b 臺灣藝術家群像

246 30246 30 $a 臺灣藝術家群像

245 10 $a 才子古文, 又名, 天下才子必讀書

246 3#246 3# $a 天下才子必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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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46 其他形式題名(R)

中文範例：

245 10 $a 彩色藝術字大全

246 14246 14 $a 五彩百體藝術字大全

245 10 $a 宋曾文定公鞏年譜

246 16246 16 $a 曾子固年譜稿

245 10 $a 工業合成染料化學

246 17246 17 $a 合成染料化學

245 10 $a 談修養

246 18246 18 $a 修養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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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46 其他形式題名(R)

西文範例：

245 04 $a The miner & workman’s advocate.
246 3# $a Miner and workman’s advocate

245 00 $a 4 corners power review.
246 3# $a Four corners power review

245 04 $a The Berkeley book of modern writing.
246 30 $a Modern writing

245 00 $a Chemical Abstracts
246 1# $i Also known as: $a COMPENDEX



114

欄位247 舊題名(R)

最近刊名登錄編目 (Latest entry cataloging)
用於著錄整合性資源 (新舊題名著錄於同一書目)

注意定長欄位 (S/L)

指標1  題名附加款目 (Title added entry) 
0   不適宜做為檢索款目 (No added entry) 
1   做為檢索款目 (Added entry) 

指標2  是否產生附註 (Note controller)
0   產生附註 (Display note)
1   不產生附註 (Do not display note)

分欄 a,  b,  f,  g,  h,  n,  p,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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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47 舊題名(R)

分欄

a    題名 (Title) (NR) 
b    其他題名

(Remainder of title) (NR) 
f     卷期或日期

(Date or sequential designation) (NR) 
g    其他資訊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NR) 
h    媒體 (Medium) (NR) 
n    編次 (Number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p    編次名稱 (Name of part/section of a

work) (R)
x    國際標準叢刊號 (ISSN)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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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47 舊題名(R)

西文範例：
245 00 $a Family circle.
247 10 $a Everywoman’s magazine $f v.1-24, Jan. 1948-1957
附註展示為:
Title varies: v.1-24, Jan. 1948-1957, Everywoman’s magazine.

*題名變化太繁複, 可設定第二指標為 “1”, 並用欄位 547解釋
245 00 $a Printing trades blue book.
247 11 $a Printing trade blue book. $p New York edition 

$f 1916
250 ## $a Metropolitan ed., Greater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547 ## $a Edition varies: 1916, New York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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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50 版本項(NR)

指標1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b
a   版本敘述 (Edition statement) (NR)
b   關係版本之敘述 (Remainder of edition

statement)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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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50 版本項(NR)

範例：
250 ## $a 增訂三版
250 ## $a 中文版
250 ## $a 明末原刊本
250 ## $a 修訂一版 / $b 臺灣中華書局編輯部修訂

250 ## $a Rev. ed.  (修訂版)
250 ## $a 2nd ed.  (第二版)
250 ## $a Library ed.  (特別形式)
250 ## $a English ed.  (不同語文版本)
250 ## $a Daily ed.  (出版頻率)
250 ## $a International ed. = $b Ed. internacional
250 ## $a 3rd draft / $b edited by Paul Wa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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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60 出版項(R)

指標1  出版說明順序
#   不適用/未提供資訊/較早的出版者

(Not applicable/No informationprovided/
Earliest available publisher) 

2   中期的出版者 (Intervening publisher)
3   較近期的出版者 (Current/latest publisher)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b,  c,  e,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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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60 出版項(R)

分欄

a    出版地、經銷地 (Place of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 (R)

b    出版者、經銷者 (Name of publisher, 
distributor, etc.) (R)

c    出版年、經銷年 (Date of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 (R) 

e    印製地 (Place of manufacture) (R)
f     印製者 (Manufacturer) (R)
g    印製日期 (Date of manufactur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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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60 出版項(R)

中文範例：
260 ## $a 臺北市 : $b 正中, $c 民96.03
260 ## $a 臺北市 : $b 田野出版 : $b 松崗總經銷, $c

民69.05-70.11
260 ## $a 臺北市 : $b 德威國際文化出版 ; $a [臺北縣

中和市] : $b 吳氏圖書總經銷, $c 2006.09
260 ## $a 臺北市 : $b 遠流, $c 民77.10九刷

260 ## $c 民99.06 
260 ## $e (臺北市 : $f 復美彩色印刷, $g 民80.05)
260 ## $a [出版地不詳 : $b 出版者不詳], $c 民90.06
260 ## $a [臺北市 : $b 國家圖書館複印, $c 民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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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60 出版項(R)

西文範例：

260 ## $a New York, N.Y. : $b E. Sterger, $c 1878-1979.

260 ## $a Paris : $b Gauthier-Villars ; $a Chicago : $b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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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263 預定出版日期(NR)

指標1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a   預定出版日期 (Projected publication) (NR)
日期模式 (yyyymm)

範例 : 263 ##  $a 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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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00 稽核項(R)

指標1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b,  c,  e,  f,  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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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00 稽核項(R)

分欄

a    數量(面數、冊數或其他) (Extent) (R)
b    插圖及其他稽核細節 (Other physical

details) (NR)
c    高廣尺寸 (Dimensions) (R) 
e    附件 (Accompanying material) (NR)
f     單位類型 (Type of unit) (R)
g    單位尺寸 (Size of unit) (R)
3    資料說明 (Materials specified)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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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00 稽核項(R)

中文範例：
300 ## $a 101面 : $b 圖, 地圖 ; $c18公分

300 ## $a 75葉 : $b 圖 ; $c 28公分

300 ## $a 2冊 : $b 部分彩圖, 彩像 ; $c 15 x 18公分

300 ## $a 1冊 ; $c 21公分 + $e 1冊手冊 , 1張光碟片

300 ## $a 1冊(活頁) : $b 圖 ; $c 21公分

300 ## $a   冊 : $b 圖 ; $c 27公分

300 ## $a 1幅地圖 : $b 彩色 ; $c 156 x 83公分

300 ## $a 1冊地圖集(17,37面, 圖版74葉) : $b 100幅彩色
地圖 ; $c 29公分

300 ## $a 1幅掛圖 : $b 彩色 ; 
$c 105  x 150公分裱於118 x 157分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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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00 稽核項(R)

中文範例：

300 ## $a 1套總譜(50面) ; $c 20公分 + $a 8套分譜 ; $c 32公分

300 ## $a 1張唱片(30分) : $b 33轉, 雙聲道 ; $c 12吋

300 ## $a 1捲卡式帶(60分) : $b 類比, 單聲道

300 ## $a 1張唱片(約50分) : $b 數位, 立體聲 ; $c 4 3/4吋

300 ## $a 1捲卡式帶(60分) : $b 有聲, 彩色 ; $c 1/2吋

300 ## $a 1張數位影音光碟 : $b 有聲, 彩色 ; $c 4 3/4吋

300 ## $a 1張縮影單片(33幅) : $b 負片, 圖 ; $c 12 x 17公分

300 ## $a 2捲縮影捲片 : $b 負片 ; $c 35粴米

300 ## $a 1張光碟片 ; $c 4 3/4吋 + $e 1冊使用手冊

300 ## $a 157KB : $b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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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00 稽核項(R)

西文範例：

300 ## $a 277 p. : $b ill., maps ; $c 24 cm. + $e 1 CD-ROM
300 ## $a 1 v. : $b ill. ; $c 20 x 25 cm.
300 ## $a    v. ; $c 29 cm.
300 ## $a 27 leaves of plates, 4 p. ; $c 31 cm.
300 ## $a 1 score (16 p.) ; $c 29 cm.
300 ## $a 1 score (30 p.) ; $c 20 cm. + $a 16 parts ; $c 32cm. 
300 ## $a 1 map : $b col. ; $c 30 x 55 cm.
300 ## $a 8 reels of 8 (7557 ft.) : $b sd., col. ; $c 35 mm.

$3 dupe neg nitrate (copy 2).
300 ## $a 160 slides : $b col. ; $c 2 x 2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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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00 稽核項(R)

西文範例：

300 ## $a 1 sound disc (20 min.) : $b analog, 33 1/3 rpm, 
stereo. ; $c 12 in. 

300 ## $a 1 sound disc (56 min.) : $b digital, stereo. ; 
$c 4 3/4 in. 

300 ## $a 1 videocassette of 1 (Beta) (30 min.) : $b sd., col. ;
$c 1/2 in. $3 (2 copies) 

300 ## $a 1 computer disk : $b sd., col. ; $c 3 1/2 in. +
$e reference manual.

300 ## $a 14 film reels (157 min.) : $b Panavision ; $c 16 mm.
300 ## $3 records $a 1 $f box $g 2 x 4 x 3 1/2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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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10 現行刊期(NR) 
欄位321 舊刊期(NR)

用於期刊編目

配合定長欄位 008 : Freq 和 Reg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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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10 現行刊期(NR)

指標1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b
a   現行刊期 (Current publication 

frequency) (NR)
b   現行刊期之日期 (Date of current

publication frequency)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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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21 舊刊期(NR)

指標1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b
a   舊刊期 (Former publication 

frequency) (NR)
b   舊刊期之日期 (Dates of former 

publication frequency)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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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10 現行刊期(NR) 
欄位321 舊刊期(NR)

中文範例：
310 ## $a 年刊
310 ## $a 不定期

310 ## $a 季刊, $b 民75-
321 ## $a 月刊, $b 民74年1月-12月

310 ## $a 半年刊, $b 民88-
321 ## $a 季刊, $b 民80-87

310 ## $a 月刊, $b 民92年5月-
321 ## $a 半月刊, $b 民89年5月-9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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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10 現行刊期(NR) 
欄位321 舊刊期(NR)

西文範例：
310 ## $a Annual
310 ## $a Monthly, including annual cumulation
310 ## $a Monthly (except July and Aug.) 
008/18 a      008/19 n

310 ## $a Continuously updated 
008/18 m     008/19 n     

310 ## $a Annual, $b 1983-
321 ## $a Monthly, $b Mar. 1972-Dec. 1980
321 ## $a Semiannual, $b 1981-1982
310 ## $a Quarterly, $b 1985-
321 ## $a Frequency varies, $b 1948-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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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36 內容形式(R)

指標1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b,  2
a   內容形式用語 (Content type term) (R) 
b   內容形式代碼 (Content type code) (R) 
2   出處代碼 (Source)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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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36 內容形式(R)

西文範例：
336 ## $a performed music $2 rdacontent
336 ## $a two-dimensional moving image $b tdi

$2 rdacontent
336 ## $b prm $2 rdacontent

336 $a $b 參見

http://www.loc.gov/standards/valuelist/rdacontent.html
336 $2 參見代碼表

http://www.loc.gov/standards/sourcelist/genre-for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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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37 媒體形式(R)

指標1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b,  2
a   媒體形式用語 (Media type term) (R)
b   媒體形式代碼 (Media type code) (R)
2   出處代碼 (Source)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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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37 媒體形式(R)

西文範例：

337 ## $a audio $2 rdamedia
337 ## $a video $b v $2 rdamedia
337 ## $b s $2 rdamedia

337 $a $b 參見

http://www.loc.gov/standards/valuelist/rdamedia.html
337 $2 參見代碼表

http://www.loc.gov/standards/sourcelist/genre-for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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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38 載體形式(R)

指標1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b,  2
a   載體形式用語 (Carrier type term) (R)
b   載體形式代碼 (Carrier type code) (R)
2   出處代碼 (Source)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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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38 載體形式(R)

西文範例：

338 ## $a audio disc $2 rdacarrier
338 ## $a videodisc $b vd $2 rdacarrier

338 ## $b sd $2 rdacarrier

338 $a $b 參見

http://www.loc.gov/standards/valuelist/rdacarrier.html
338 $2 參見代碼表

http://www.loc.gov/standards/sourcelist/genre-for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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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62 連續性出版品-卷期項(R)

指標1  日期形式

0   固定格式 (Formatted style)
手邊有首期或末期 (第一手資料), 根據刊物本身的卷期登錄

1   不固定格式 (Unformatted note)
手邊沒有首期或末期, 但從他處得知首期或末期卷期資料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z



142

欄位362 連續性出版品-卷期項(R)

分欄

a    出版日期或流水序號 (Dates of 

publication and/or sequential 

designation) (NR)

z    資料來源 (Source of information)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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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62 連續性出版品-卷期項(R)

中文範例：

362 0# $a No. 1(民85年6月)-
362 0# $a Vol. 1, no. 1(Apr. 1981)-
362 0# $a 第1卷第1期- = 總號1號-
362 0# $a 民89年8月號-民95年7月號

362 0# $a 1998-2008

刊物卷期名稱改變

362 1# $a No. 1-no. 10 ; 民95年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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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62 連續性出版品-卷期項(R)

西文範例：

362 0# $a Vol. 1, no. 1 (Apr. 1983)-v. 1, no. 3 
(June 1983).

362 1# $a Began in 1969 ; ceased in 1985.
362 1# $a Began with v. 4, published in 1947.
362 0# $a   -v.9 (Dec. 1988). 

刊物卷期名稱改變

362 1# $a Oct. 1970-Dec. 1980 ; new ser., v. 1, 
no. 1 (Jan.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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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80 作品形式(R)

指標1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2
a   作品形式 (Form of work) (R)
2   項目來源代碼 (Source of term) (NR)

參見代碼表

http://www.loc.gov/standards/sourcelist/subje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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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80 作品形式(R)

西文範例：

100 1# $a Adams, John, $d 1947-
245 10 $a Nixon in China 
380 ## $a Opera $2 lcsh

100 1# $a Renoir, Auguste $d 1841-1919.
245 10 $a Luncheon of the boating party
380 ## $a Oil $2 lctgm

130 0# $a Cinderella (Choreographic work)
380 ## $a Choreographic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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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81 作品其他識別特性(R)

指標1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u,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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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81 作品其他識別特性(R)

分欄

a    其他識別特性 (Other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 (R)

u    統一資源識別符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R)

2    項目來源代碼 (Source of term) (NR) 

參見代碼表

http://www.loc.gov/standards/sourcelist/subje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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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81 作品其他識別特性(R)

西文範例：
130 0# $a Swan lake (Choreographic work : Balanchine 

after Ivanov)
245 10 $a Maria Tallchief in Montréal 

$h [videorecording].
380 ## $a Choreographic work
381 ## $a Balanchine after Ivanov

130 0# $a Research paper (South African Law Commission)
381 ## $a South African Law Commission

[Attributes of a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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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82 表演媒介(R)

指標1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2

a   表演媒介 (Medium of performanc) (R)
2   項目來源代碼 (Source of term) (NR)

參見代碼表

http://www.loc.gov/standards/sourcelist/musical-
instrument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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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82 表演媒介(R)

西文範例：
100 1# $a Stravinsky, Igor, $d 1882-1971.
245 10 $a Symphonie de Psaumes
382 ## $a mixed voices $a orchestra

100 1# $a Beethoven, Ludwig van, $d 1770-1827.
240 10 $a Sonatas, $m piano, $n no. 14, op. 27, no. 2,

$r C# minor
382 ## $a piano
383 ## $a no. 14, $b op. 27, no. 2
384 ## $a C# mi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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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83 音樂作品編號(R)

指標1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b
a   序號 (Serial number) (R)
b   作品編號 (Opus number)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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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83 音樂作品編號(R)

西文範例：
100 1# $a Bach, Johann Sebastian, $d 1685-1750.
240 10 $a Kaffee-Kantate
245 10 $a Coffee cantata $h [sound recording] : 

$b BWV 211.
383 ## $a BWV 21 
100 1# $a Beethoven, Ludwig van, $d 1770-1827.
240 10 $a Sonatas, $m piano,$mno. 14, op. 27, no. 2,

$r C# minor
382 ## $a piano
383 ## $a no. 14, $b op. 27, no. 2
384 ## $a C# mi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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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84 調(NR)

指標1  音調類型

#   未知 (Relationship to original unknown) 
0   原調 (Original key)
1   變調 (Transposed key)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 (Undefined)

分欄 a
a   調號 (Key)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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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384 調(NR)

西文範例：

100 1# $a Beethoven, Ludwig van, $d 1770-1827.
240 10 $a Sonatas, $m piano, $n no. 14, op. 27, no. 2, 

$r C# minor
382 ## $a piano
383 ## $a no. 14, $b op. 27, no. 2
384 ## $a C# mi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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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490 集叢項（R）

指標1 集叢是否做為檢索款目

0 集叢不被檢索 (Series not traced) 

1 集叢被檢索 (Series traced)  

分欄

$a 集叢題名（R）

$v 集叢號（R）

$x 國際標準叢刊號（ISSN）（NR）



157157

欄位490 集叢項（R）

集叢題名可不做為一檢索款目，設指標1為
“0＂.

490 0# $a 生活美食系列 ; $v21

490 0# $a 輕熟女戀愛事件簿 ; $v1

490 0# $a 輕熟女戀愛事件簿. 最終回

490 0# $a Arthur Frommer＇s travel guides



158158

欄位490 集叢項（R）

用欄位 490 登錄刊物上集叢題名，若設該集叢為
檢索款目，設指標1為 “1＂，另用欄位 830 著錄
權威檔的題名
490 1# $a 中國方志叢書. 華中地方 ; $v 第911號

830 #0 $a 中國方志叢書. 華中地方 ; $v 第911號

490 1# $a 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全集

830 #0 $a 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全集

490 1# $a Uniform crime reports

830 #0 $a Uniform crime reports (Washington, D.C.)



159159

欄位490 集叢項（R）

490 1# $a Cuadernos de Pensamiento    

Espanol, $x 1696-0637 ; $v no. 21.

830 #0 $a Cuadernos de Pensamiento Espanol, $x 
1696-0637 ; $v no. 21.

490 1# $a FieldianaZoology, $x 0015-0745 ; $v 
new ser., no.107.

830 #0 $a FieldianaZoology, $x 0015-0745 ; $v 
new ser., no.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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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 5XX

附註段 (Note Fields - General 
Information)

欄位500為一般附註項

欄位501-586為專指性附註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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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00 一般註（R）

包含未定義在5XX專指性附註項內的一般資訊

任何型態的文字說明均可，以簡單清楚為原則

分欄
$a 一般註（NR）

用於下列情況:
有關題名與題名頁的附註

500 ## $a 版權頁誤題原題名為巴上冷男人

500 ## $a 題名取自版權頁



162162

欄位500 一般註（R）

500 ## $a 據(清)洪昇之<<長生殿>>原著改寫

500 ## $a 據第2冊之書目資料著錄

500 ## $a Title from cover.  (題名與著錄來源)

與出版項有關的附註
500 ## $a c.2為民99年第二版第三刷

500 ## $a 民78年二十刷

500 ## $a 出版事項迭有變更

500 ## $a Imprint varies.

500 ## $a Published: Bristol, Conn.,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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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00 一般註（R）

期刊特刊附註
500 ## $a 原書殘存十二卷

500 ## $a Vols. for 1970- include Author＇s 
report and statement of accounts.

有關著者敘述、版本敘述附註
500 ## $a 著者改譯斯密斯

500 ## $a 著者號取自題名

500 ## $a 版權頁誤題版本為初版

500 ## $a 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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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00 一般註（R）

有關稽核事項附註
500 ## $a c.2高度為23公分

500 ## $a 附件內容為MP3

500 ## $a c.2為POD版

其他
500 ## $a 執行機構: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500 ## $a 計畫編號: DOH91-DC-1067

500 ## $a 含索引

500 ## $a 指導教授: 林慶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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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00 一般註（R）

其他
500 ## $a 本篇: 人生小語

500 ## $a 補篇:  人生小語. 續編

245 10 $a 星河倒影 : $b 外國明星影史 / $c 蔡國榮著

500 ## $a 補篇: 星河倒影. 續篇

730 0# $a 星河倒影. $p 續篇

500 ## $a 跋:「光緖戊子榷知同州府事皖北宮爾鐸...」

500 ## $a 每月新臺幣100元 (平裝)

500 ## $a 原為創造叢書第3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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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00 一般註（R）

245 10 $a 宜蘭渡小月的美味 / $c 陳兆麟作

500 ## $a 原書名: 海鮮總動員

740 0# $a 海鮮總動員

245 10 $a 生活妙點子1000招 / $c 學院社編著 ; 王
毓諄譯

500 ## $a 另有譯名: 超省錢1000招

740 0# $a 超省錢1000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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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00 一般註（R）

拓片
500 ## $a 拓片形式: 單幅

500 ## $a 拓片拓製方法: 石印

500 ## $a 拓片資料類型: 獸骨

500 ## $a 拓片書體: 篆書

500 ## $a 拓片文體: 陽文

500 ## $a 拓片墨色: 朱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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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01 合刊註（R）

與 … 出版品合刊

一出版品包含數項不同作品且無集合題名, 
用欄位 501 登錄其他作品資訊

分欄

$a 合刊註（NR）



169169

欄位501 合刊註（R）

501 ## $a With: The reformed school / John 
Dury. London : Printed for R. Wasnothe, [1850] 

501 ## $a With: Peer Gynt (Suite) no. 1-2 / 
Edvard Grieg -- Till Eulenspiegels lustige
Streiche / Richard Stra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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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02 學位論文註（R）

登錄學位論文資訊

分欄

$a 學位論文註（NR）

$b 學位類型（NR）

$c 授予機構名稱（NR）

$d 授予年度（NR）

502 ## $a 博士論文-- 國立臺灣大學歷史學系, 2010

502 ## $b 碩士論文 $c 國立清華大學歷史研究所

$d 2010



171171

欄位502 學位論文註（R）

502 ## $b Thesis (M.A.)$c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d1969.

502 ## $b Ph.D $c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d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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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04 書目註（R）

用來說明出版物內含書目、索引，如二者並
有時，併成一個附註項

分欄

$a 書目註（NR）

504 ## $a 含參考書目及索引
504 ## $a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and 

indexes.

504 ## $a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p. 

341-360) and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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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05 內容註（R）

註明出版品的內容目次，欄位也可包含著者
敘述、時間、或卷冊編次等資料。

欄位700-740登錄附加題名款目

指標1 前導用語顯示

0 完整內容註 （Content）

1 不完整內容註（Incomplete contents ）

2 部分內容註 （ Partial contents ）

8 不須產生前導用語（ No display constant 

genera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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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2  內容層次格式

#  基本級（Basic）

0  增強級（Enhanced）

分欄
$a 內容註（NR）

$g 其他資料（R）

$r 著者敘述（R）

$t 題名（R）

174

欄位505 內容註（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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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註無需檢索時

245 10 $a 妖刀記 /$ c 默默猴著

505 0# $a1, 荒塚妖刀--2, 紅螺染楓--3, 

暗香疏影--4, 天裂蛛綱--5, 青鋒赤

煉--6, 五色帝牙--7, 碧火神功

175

欄位505 內容註（R）



176176

內容註需檢索，且著者相同或未知時，無需
再做欄位740

245 10 $a 幽默聊齋 / $c 周銳著 ; 奇兒繪圖

505 00 $g v.1, $t 地府流浪貓--$g v.2, $t會作

詩的寵物猪--$g v.3, $t 失憶霸王龍--$g v.4,  

$t 垃圾堆裡的妖精--$g v.5, $t 怪鳥荷包蛋

176

欄位505 內容註（R）



177177

著者相同或著者未知時，於欄位740（附加款目

）著錄

245 10 $a幽默聊齋 / $c周銳著 ; 奇兒繪圖

505 0# $a1, 地府流浪貓--2, 會作詩的寵物猪--3, 失憶霸

王龍--4, 垃圾堆裡的妖精--5, 怪鳥荷包蛋

740 02 $a 地府流浪貓

740 02 $a 會作詩的寵物猪

740 02 $a 失憶霸王龍

740 02 $a 垃圾堆裡的妖精

740 02 $a 怪鳥荷包蛋
177

欄位505 內容註（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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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註有各自著者時，於欄位700做著者題名
附加款目

245 00 $a 近代中國思想人物論 / $c 周陽山, 楊

肅獻編

505 00 $g 1, $t 晚清思想 / $r 張灝等著--$g 2,  

$t 民族主義 / $r 李國祁等著

700 12 $a 張灝 $t 晚清思想

700 12 $a 李國祁 $t 民族主義

178

欄位505 內容註（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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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  0#  $a disc 1: From pole to pole ; Mountains ; 
Fresh water -- disc 2: Caves ; Deserts ; Frozen 
worlds -- Disc 3: The great plains ; Jungles ; 
Shallow seas-- disc 4: Seasonal forests ; Ocean 
wide, ocean deep -- disc 5: Saving species ; Into 
the wilderness ; Living together.

505 00  $g 1, The $t living machine -- $g 2, The $t 
blue planet -- $g 3, The $t climate puzzle -- $g 4, $t 
Tales from other worlds -- $g 5, $t Gifts from the 
Earth -- $g 6, The $t  solar sea -- $g 7, $t Fate of 
the Earth.

179

欄位505 內容註（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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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06 檢索限制註（R）

用來註明使用出版品的限制，是指出版者或
發行者所定的限制

指標1 限制

# 未提供資訊

0 不限制

1 加以限制

指標2

# 未定，以空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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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06 檢索限制註（R）

分欄

$a 檢索限制說明（NR）

$b 管轄單位（NR）

$c 利用規定（NR）

$d 授權使用者（NR）

$e 授權單位（NR）

506 ##  $a For official use.

506 ##  $a Access available only to 
institutions with sub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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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10 引用 / 參考註（R）

用來指明一出版品被其他參考工具書索引或
摘要

指標1 收錄範圍/出處

0 收錄範圍無法確定

1 收錄範圍完整

2 收錄範圍為選擇性

3 參考資料出處不詳

4 有參考資料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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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10 引用 / 參考註（R）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欄

$a 來源名稱（NR）

$b 日期（NR）

$c 參考資料出處（NR）

$x 國際標準叢刊號（NR）

510 1# $a 收錄於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 $b 民

70-, $x 0378-0112



184184

欄位510 引用 / 參考註（R）

510 1# $a Business periodicals index $x   

0007-6961

510 2# $a Chemical abstracts $x 0009-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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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13 技術報告類型與涵蓋時間（R）

有關報告類型和報告含蓋時間範圍註

指標1及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欄

$a 報告形式（NR）

$b 涵蓋時間（NR）

513 ## $a 第一年度執行報告 ; $b 97年9月-98年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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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15 卷期特異情況註（R）

用來解釋連續性出版品發行模式或卷期不規
律、或特異情況。

用來註明出版品一期發行多冊、修訂版、和
報告內容涵蓋的年代等。

指標1及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欄

$a 卷期特異情況註（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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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15 卷期特異情況註（R）

用來說明刊物卷期編次的特異情況，多重卷期
的混淆使用等
515 ## $a Issue for June, 1996 has no volume 

numbering but constitute v. 1, no. 1.

515 ## $a Issues for May, 1990 incorrectly 
numbered but constitute v. 23, no. 5.

515 ## $a Vols. 53 and 54 combined.

出版的特異情況
515 ## $a Publication suspended 1988, 1992.

515 ## $a Some issues published out of 
chronological sequence.

515 ## $a Some numbers issues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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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15 卷期特異情況註（R）

刊物每期發行數冊, 或有時發行修訂版
515  ## $a 1998- issued in 3 vols.

515 ## $a Some reports issued in revised editions.

報告含蓋年代
515 ## $a Report covers fiscal year.

515 ## $a Report year ends Sep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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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16 電腦檔資料形式註（R）

紀錄電子資料檔案類型，也可用來著錄詳細
的電子資料特徵

指標1 前導用語顯示

# 檔案類型

8 不顯示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欄

$a 檔案或資料形式（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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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16 電腦檔資料形式註（R）

245  00  $a 國家圖書館年報 .$n 2009年 $h [電

子資源]

516  ##  $a 電子書

516 ## $a 電子期刊

516 ## $a 網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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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20 摘要、提要註（R）

用來形容一出版品的內容範圍和主題

指標1 前導用語顯示
# 概要

0 主題

1 評論

2 範圍及內容

3 摘要

4 內容建議

8 不須產生前導用語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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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20 摘要、提要附註（R）

分欄
$a 摘要（NR）

520 ## $a Presents articles, crafts, puzzles, games and  

other items for readers living on farms and ranches or

interested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life.

520 ## $a Follows the progress of a hungry little 

caterpillar as he eats his way through a varied and 

very large quantity of food until, full at last, he 

forms a cocoon around himself and goes to sleep. Die-

cut pages illustrate what the caterpillar ate on 

successive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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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21 使用者/適用對象註（R）

用來說明使用此出版品的讀者群

有關適用對象或知識水平代碼可紀錄於008/22位置
（讀者對象）

指標1 前導用語顯示

# 適用對象

0 閱讀年級

1 適用年齡

2 適用年級

3 特殊對象

4 動機/興趣等級

8 不須產生前導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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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21 使用者/適用對象註（R）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欄

$a 適用對象（R）

521 ## $a 學前兒童適用

521 ## $a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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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25 補篇註（R）

用來紀錄補篇或附刊的發行，無論補篇或附刊有
無其獨特題名，只要不另外分開編目，都可使用
此欄位

如有獨特題名，可用欄位770提供附加題名款目

依據美國編目習慣，只用於連續性出版品

指標1及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欄

$a 補篇註（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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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25 補篇註（R）

525 ## $a Has supplements.

525 ## $a Has supplements:  

computers buying guide.

525 ## $a Supplements accompany some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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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26 學習計畫資訊註（R）

指標1 前導用語顯示

0  閱讀計畫

8  不須產生前導用語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欄

$a 計畫名稱（NR）

$b 影響層級（NR）

$c 閱讀層級（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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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30 其他媒體形式註（R）

用來說明一出版品有其他媒體版本

註明其他版本或複製品的存在，並用連接項
欄位776

指標1及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欄

$a 其他媒體形式註（NR）



199199

欄位530 其他媒體形式註（R）

245 00 $a 國家圖書館年報 .$n 2009年 $h 

[電子資源].

530 ## $a 另發行中文紙本

776 1# $t 國家圖書館年報 .$n 2009年 $w    

(NCL)002400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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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30 其他媒體形式註（R）

245 00 $a Applied science & technology index 
$h [computer file].

530 ## $a Also available in a print ed.

776 1# $t Applied science & technology index 
$x 0003-6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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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33 複製品註（R）

當一書目紀錄是紀錄原版的書目資料，用欄
位 533 來著錄其非書複製品，最常見的是微
縮複製品 (microforms)

欄位 533 常用於形容微縮複製品及電子複製
品

若書目紀錄有欄位 533，應著錄適當的定長
欄碼 (008/23) 

指標1及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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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33 複製品註（R）

分欄
$a 複製類型（NR）

$b 複製地（R）

$c 複製機構（R）

$d 複製日期（NR）

$e 複製品稽核項（NR）

$f 集叢敘述（R）

$m 出版日期（R）

$n 複製註（NR）

分欄輸入的順序如下: $a，$m，$b，$c，$d，$e
，$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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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33 複製品註（R）

$m 原版出版卷期和年份：此分欄紀錄原版出
版品的卷期和年份

$c 複製機構：商業複製機構可視為商業出版
商，紀錄在$c，若負責複製的機構不明，可
輸入 [s.n.]。若知道負責複製的機構名，但
此機構名沒有印在微縮資料上，在輸入$c時
，應用方括弧 ( [  ] ) 

複製品叢刊：用分欄$f註明複製品叢刊資料
。複製品叢刊資料應放括弧 ( ( ) ) 裡



204204

欄位533 複製品註（R）

533 ## $a Microfilm. $b Ann Arbor, Mich. : $c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d 
1966?-1980. $e 15 microfilm reels ; 35 mm.

533 ## $a Microfilm. $b Woodbridge, Conn. : $c 
Research Publications, Inc., $d 1982. $e 6 
microfilms reels ; 35 mm. $f (History of 
photography periodicals ; P1)

830 #0 $a History of photography period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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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34 原始版本註（R）

當一書目紀錄是著錄複製版的書目資料，用欄位
534來著錄其原出版品資訊
指標1及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欄

$a 原版之主要款目（NR）
$b 原版版本敘述（NR）
$c 原版出版項（NR）
$e 原版稽核項（NR）
$f 原版集叢項（NR）
$n 原版註（R）
$p 前導說明（NR）
$t 原版題名敘述（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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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34 原始版本註（R）

分欄輸入的順序如下：$p，$a，$t，$b，$c
，$e，$f，$n 

534 ## $p Originally published: $c Englewood 
Cliffs, N.J. : Prentice Hall, 1974.

534 ## $p Reproduction of: $t Femme nue en plein
air, $c 1876. $e 1 art original : oil, col. ; 
79 x 64 cm. $l In Louvre Museum, Paris.



207207

欄位535 原件/複本所在註（R）

指標1 保管人員之其他資料

1 原件持有人

2 複本持有人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欄

$a 保管人（NR）

$b 通訊地址（R）

$c 國家（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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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38 系統細節註（電腦檔）（R）

用於紀錄下列型態資料：

直接攝取電子檔案 (Direct Access)

遠距攝取電子檔案 (Remote Access)

錄影紀錄

註明系統要求：電腦語言、電腦硬體條件、
週邊要求和攝取方式等指標未定

分欄

$a 系統細節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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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38 系統細節註（電腦檔）（R）

538 ## $a 系統平臺: Windows XP 以上, MAC OS 10.6 以
上; 檔案格式: EPUB 繁體中文版; 使用載體: 可閱讀
EPUB 格式之 PC, eReader, Smart Phone等閱讀載體; 
軟體需求: EPUB 軟體閱讀器

538 ## $a System requirements: MS-DOS compatible 
system with CD-ROM drive.

538 ## $a System requirement: Adobe Acrobat reader 
or PostScript printer.

538 ## $a Mode of access: Internet email, FTP, and 
World Wide Web.

538 ## $a Available in both Beta and VHS form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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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46 語文註（R）

用來註明刊物正文和摘要所用的語言

應與定長欄位008/35-37語言碼 (Lang) ，欄位
041 一起配合使用

指標1及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欄
$a 語文註

$b 資料代碼或字母
546 ## $a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546 ## $a In Hungarian; summaries in Russian, 
French, and G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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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46 語文註（R）

041 0# $a chi $a eng

546 ## $a 部分內容中英對照

546 ## $a 國語注音

546 ## $a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546 ## $a In Hungarian; summaries in Russian, 
French, and G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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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50 發行單位註（R）

說明現任和以前的學術發行機構，並著錄附加
標目710，一般商業出版者的附註則用欄位500

僅用於期刊編目

用於說明下列情況:

現任的發行機構

與其他發行機構聯合出版

指標1及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欄

$a 發行單位註（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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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50 發行單位註（R）

260 ## $a New York : $b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 
1990-

550 ## $a Issued by American Physics Society.

710 2# $a American Physics Society.

260 ## $a Providence, RI : $b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c 1985-

550 ## $a Issued with: Institute of Advances 
Studies.

710 2# $a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710 2# $a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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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50 發行單位註（R）

說明贊助機構, 和其他與出版有關的機構
550 ## $a Pu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21/22-1927;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28-

710 2# $a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710 2# $a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50 ## $a Publishe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Kansas 
State Board of Agriculture, 1974-

710 1# $a Kansas. $b State Board of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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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63 合訂註（R）

紀錄古藉資料、善本圖書和其他特藏文獻裝
訂資訊

指標1及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欄

$a 合訂註（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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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80 連接款目註（R）

用來解釋一刊物與其他刊物間的繁複關係

多用於期刊編目，如下列情況:

提供題名改變的年代

解釋刊物間的複雜關係，通常連接項多於一個，
例如：一刊物分成 (A) 和 (B) ；與 (A) 和 (B) 
合併形成 (C)

當各刊物間的關係不能用前導用語解釋清楚時

當刊物與一非連續性出版品有關時，用欄位 580 
來說明.

當一書目紀錄是描述翻版重印時，用欄位 580 
提供原版的的出版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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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80 連接款目註（R）

指標1及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欄

$a 連接款目註（NR）

245 00 $a 小牛頓

580 ## $a 衍成: 新小牛頓; 少年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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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 ## $a Continued in 1982 by: U.S. exports. Schedule 

E commodity groupings by world area and country.

785 10 $t U.S. exports. Schedule E commodity groupings 

by world area and country 

580 ## $a Merged with: Index chemicus (Philadelphia, Pa 

: 1977), to form: Current abstracts of chemistry and 

index chemicus (Philadelphia, Pa : 1978) 

785 17 $t Index chemicus (Philadelphia, Pa : 1977) $x 

1060-1482

785 17 $t Current abstracts of chemistry and index   

chemicus (Philadelphia, Pa : 1978) 
218

欄位580 連接款目註（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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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80 連接款目註（R）

580 ## $a Cumulates: Bibliographie.  Wochentiliches

Verzeichnis, 1953-1964, and its several successor 

parts, 1965-1990.

787 1# $t Deutsche Bibliographie.  Wochentiliches

Verzeichnis $w (DLC) 87642473

787 1# $t Deutsche Bibliographie.  Wochentiliches

Verzeichnis … $w (DLC) 87642474 $w (DLC) 

87642476 $w (DLC) …

580 ## $a Companion to: The play book, v.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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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83 館藏處理註（R）

用來紀錄書目項目保存及維護工作。如出版
品數位化、製作成微縮影片、保存處理的工
作。

指標1 資料隱密性

# 未提供資訊

0 隱密資料

1 非隱密資料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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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83 館藏處理註（R）

分欄

$a 處理事宜（NR）

$c 處理事宜時間（R）

$h 管轄單位（R）

$l 狀態（R）

$z 公共註（R）

583 ## $a digitized $c 2010 $h HathiTrust

Digital Library $l committed to preserve 

$2 pda $5 MiAaH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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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86 得獎註（R）

登錄出版品所得的獎賞榮譽獎項。如有數個榮譽獎
項，註錄於個別的欄位 586 

指標1 前導用語顯示

# 獎項

8 不須產生前導用語

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欄

$a 得獎註（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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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86 得獎註（R）

245 10 $a 11元的鐵道旅行 / $f劉克襄著

586 ## $a 新聞局圖書金鼎獎文學獎, 2010年

586 ## $a 中國時報(開卷) 美好生活書, 2009年

586 ## $a Academy Award for Best Picture,  

1987.

586 ## $a Newbery honor, 1929. 

586 ## $a Caldecott Medal, 2010.

586 ## $a National Book Award,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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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588 著錄來源註（R）

僅用於期刊編目，說明著錄來源 、題名出處及
書目紀錄更新的資料來源

此類資訊原著錄於欄位500 

指標1及指標2 未定，以空格表示

分欄
$a 著錄來源註（NR）

588 ## $a Description based on: Vol. 1, no. 2.

588 ## $a Title from cover.

588 ## $a Latest issue consulted: Vol. 13, no. 8 
(Ja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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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00 標題附加款目-個人名稱（R）

當一出版品的主題是有關個人、或有關個人的著
作，用欄位 600 登錄此個人名稱，或個人著作題
名。

指標1 人名形式

0 以名字著錄 (Forename)

1 以姓或姓名著錄 (Surname) 

3 家族名稱 (Family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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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00 標題附加款目-個人名稱（R）

指標2 標題系統 / 索引典代碼

0 美國國會圖書館標題表

1 美國國會圖書館兒童文學標題表

2 美國醫學圖書館標題表

3 美國國家農業圖書館主題標題

4 來源不詳

5 加拿大國家圖書館標題（英文）

6 加拿大國家圖書館標題（法文）

7 $2之特定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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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00 標題附加款目-個人名稱（R）

分欄

標題姓名部分
$a 姓名 （NR）

$b 世代數(以羅馬數字表達，用於指標1 代碼為 0 時）（NR）

$c 頭銜等修飾語（R）

$d 生卒年（NR）

$e 相關職責（R）

$j 屬性限定（R）

$q 全稱（NR）

$u 隸屬關係資料（NR）

$4 相關職責代碼（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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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00 標題附加款目-個人名稱（R）

分欄
題名部分

$f 作品日期（NR）
$g 其他資料 （NR）
$h 媒體（NR）
$k 形式副標目（R）
$l 作品語文（NR）
$m 音樂表演媒體 （R）
$n 編次（R）
$o 編曲 （NR）
$p 編次名稱（R）
$r 調性（NR）
$s 版本（NR）
$t 作品題名（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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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00 標題附加款目-個人名稱（R）

分欄

主題和形式複分標題
$v 形式複分（R）

$x 一般複分（R）

$y 時代複分（R）

$z 地理複分（R）

$2 標題系統出處（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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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00 標題附加款目-個人名稱（R）

600 17 $a 劉枝萬 $c (文學, 1923-) $2 lcstt

600 17 $a 拿破崙 $c (Napoleon I, Emperor of the French,   

1769-1821) $x 傳記 $2 csht

600 17 $a 曹雪芹 $d 清 $t 紅樓夢 $2 lcstt

600 00 $a Francis, $c of Assisi, Saint, $d 1182-1226.

600 00 $a Bstan-'dzin-rgya-mtsho $c Dalai Lama XIV, $d   

1935-

600 10 $a Shakespeare, William, $d 1564-1616 $x In 

literature.

600 10 $a Alain-Fournier, $d 1886-1914 $x Periodicals.

600 10 $a Rowling, J. K. $t 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

600 10 $a Shakespeare, William, $d 1564-1616. $t Ham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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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10 標題附加款目-團體名稱（R）

當一出版品的主題是有關團體機構、或是有
關此團體機構的著作

指標1 著錄團體名稱之方式
0 倒置名稱

1 以地區或轄區著錄為標目主體

2 直接著錄

指標2 標題系統/索引典代碼
0-6 同欄位600之指標2 

7 $2之特定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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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10 標題附加款目-團體名稱（R）

分欄

團體名稱部分
$a 團體名稱或轄區名稱（NR）

$b 從屬單位（R）

$c 會議地點（NR）

$d 會議日期或條約簽訂日（R）

$e 相關職責（R）

$n 會議屆次（NR）

$u 隸屬關係資料（R）

$4 相關職責代碼（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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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10 標題附加款目-團體名稱（R）

主題和形式複分標題
$v 形式複分（R）

$x 一般複分（R）

$y 時代複分（R）

$z 地理複分（R）

$2 標題系統出處（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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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10 標題附加款目-團體名稱（R）

610 27 $a 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 $2 lcstt

610 27 $a 內政部 $b 營建署 $2 lcstt

610 20 $a Titanic (Steamship) $v Drama.

610 10 $a United States. $b Army $x History.

610 20 $a Organis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610 20 $a Microsoft Corporation $x Management.

610 20 $a Unesco $x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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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11 標題附加款目-會議名稱（R）

當一出版品的內容涉及某會議、或該會議衍
生的著作

指標1 會議名稱形式

0 倒置名稱

1 以地區或轄區著錄為標目主體

2 會議名稱

指標2 標題系統/索引典代碼

0-6 同欄位600之指標2

7 $2之特定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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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11 標題附加款目-會議名稱（R）

分欄

會議名稱部分
$a 會議名稱或以轄區名稱為標目（NR）

$c 會議地點（NR）

$d 會議日期（NR）

$e 從屬單位（R）

$j 相關職責（R）

$n 會議屆次（R）

$u 隸屬關係資料（NR）

$4 相關職責代碼（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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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11 標題附加款目-會議名稱（R）

主題和形式複分標題
$v 形式複分（R）

$x 一般複分（R）

$y 時代複分（R）

$z 地理複分（R）

$2 標題系統出處（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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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11 標題附加款目-會議名稱（R）

611 27 $a 童年及少年權益: 行動與挑戰學術研討
會 $2 lcstt

611 27 $a 亞太地區圖書館學研討會 $n(1 $d 民72 
: $c 臺北市) $2 lcstt

611 20 $a Perdue Pest Control Conference $v 
Period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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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30 標題附加款目-劃一題名（R）

欄位 630 包括下列名稱:
收音機廣播節目名稱和影片名稱

無作者之作品

條約及政府與政府間的協定

刊物涉及原稿或與該原稿相關的作品

一刊物題名在另一刊物內提及

指標1 不排序字元
0 - 9  不排序字元數

指標2 標題系統/索引典代碼
0-6同欄位600之指標2

7 $2之特定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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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30 標題附加款目-劃一題名（R）

分欄

題名部分
$a 劃一題名（NR）

$d 簽約日期（R）

$e 相關職責（R）

$f 作品日期（NR）

$g 其他資料（NR）

$h 媒體（NR）

$k 形式副標目（R）

$l 作品語文（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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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30 標題附加款目-劃一題名（R）

分欄
$m 音樂表演媒體（R）

$n 編次（R）

$o 編曲（NR）

$p 編次名稱（R）

$r 調性（NR）

$s 版本（NR）

$t 作品題名（NR）

$4 相關職責代碼（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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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30 標題附加款目-劃一題名（R）

分欄

主題和形式複分標題
$v 形式複分（R）

$x 一般複分（R）

$y 時代複分（R）

$z 地理複分（R）

$2 標題系統出處（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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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30 標題附加款目-劃一題名（R）

630 07 $a 聖經 $2 lcstt

630 00 $a Bible. 

630 00 $a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630 00 $a Arabian nights (Choreographic work : 

Kreutzberg and Page)

630 00 $a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N.Y. : 1857) 

$v Indexes.

630 00 $a Bible. $p N.T. $pActs $x Criticism, 

interpretation, etc. $x History $y 20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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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50 標題附加款目-主題用語（R）

欄位 650 用於著錄主題標題。這些主題
標題約可分為下列數種：

包括在中文主題詞表、美國國會圖書館
主題標題內的一般名詞用語

植物、動物名詞及化學合成物

某事件、假期名稱

某種類專有名詞，例如：電腦語言、電
腦作業系統等

神祇名、小說、故事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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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50 標題附加款目-主題用語（R）

指標1 標題層次

# 未提供資訊

0 未標明層次

1 主要標題

2 輔助標題

指標2 標題系統/索引典代碼

0-6同欄位600之指標2   

7 $2之特定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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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50 標題附加款目-主題用語（R）

分欄
$a 主題標題（NR）

$e 相關職責（R）

$v 形式複分（R）

$x 一般複分（R）

$y 時代複分（R）

$z 地理複分（R）

$2 標題系統出處（R）

$4 相關職責代碼（R）



247247

欄位650 標題附加款目-主題用語（R）

650 #7 $a 訪談 $2 lcstt

650 #7 $a 傳記 $2 lcstt

650 #7 $a 變奏曲 $2 lcstt

650 #0 $a Biochemistry.

650 #0 $a Cooking, Chinese $x Taiwanese style $v   

Pictorial works.

650 #0 $a Banks and banking $z Israel $v  

Statistics.

650 #0 $a Art, Modern $y 19th century $x History 

$v Period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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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51 標題附加款目-地理名稱（R）

欄位651包括：

國家名。國家名之後如有行政單位名稱，應
登錄此名稱於欄位610

地理自然特徵，例如：海灣、河流、山脈等

地理區域和太空星球名

古蹟

公園、社區

地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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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51 標題附加款目-地理名稱（R）

指標1 未定，以空格表示

指標2 標題系統/索引典代碼

0-6同欄位600 之指標2

7 $2之特定來源

分欄

$a 地理名稱（NR）

$e 相關職責（R）

$4 相關職責代碼（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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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651 標題附加款目-地理名稱（R）

651 #7 $a 新北市 $2 lcstt

651 #7 $a 太魯閣國家公園 $2 lcstt

651 #7 $a 日月潭 $2 lcstt

651 #0 $a Taiwan $x Foreign relations $y 1945-

651 #0 $a China $x Relations $z Taiwan.

651 #0 $a North America.

651 #0 $a Yellow River (China).

651 #0 $a Disney World (Fla.)

651 #0 $a New York (N.Y.) $x History $v 
Periodicals.

651 #0 $a Asheboro (N.C.) $v News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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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1  人名形式

0  以名字著錄

1  以姓或姓名著錄

3  家族名稱
指標2  附加款目類型

#  未提供資訊

2  分析款目

註：相關欄位

600  標題附加款目 – 個人名稱

800  集叢附加款目 – 個人名稱

欄位700 附加款目- 個人名稱（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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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欄

a  姓名(NR)

b  世代數(NR)

c  頭銜等修飾語(R)

d  生卒年(NR)

e  相關職責(R)

h  媒體(NR)

k  形式副標目(R)

q  全稱(NR)

f  作品日期(NR)

g  其他資料(NR)

l  作品語文(NR)

m  音樂表演媒體(R)

n  編次(R)

o  編曲(NR)

p  編次名稱(R)

r  調性(NR)

s  版本(NR)

t  作品題名(NR)

欄位700 附加款目- 個人名稱（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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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700 0# $a 墨人

700 0# $a 清高宗

700 1# $a 林語堂 $c (文學)

700 1# $a 歐陽修 $d 宋

700 1# $a 克魯斯 $c (Cruise, Tom, 1962-)

700 12 $a 朱湘 $t 子夜漫談

700 12 $a 譚培華 $t COBOL語言

700 12 $a 莫札特 $c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 $t Concertos, $m piano, orchestra, 
$n K. 414, $r A major 

欄位700 附加款目- 個人名稱（Ｒ）



254

範例

700 1# $a Fairfield, Richard, $d 1937-
700 1# $a Thallmann, Hans Ernst.
700 12 $a Shakespeare, William, $d 1564-1616. $t 

Hamlet.
700 12 $a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d 1756-1791. 

$t Concertos, $m piano, orchestra, $n K. 414, $r A 
major. 

欄位700 附加款目- 個人名稱（Ｒ）



255

欄位710 附加款目- 團體名稱（Ｒ）

指標1  著錄團體名稱之方式

0  倒置名稱

1  以地區或轄區著錄為標目主題

2  直接著錄

指標2  附加款目類型

#  未提供資訊

2  分析款目

註：相關欄位

610  標題附加款目 – 團體名稱

810  集叢附加款目 – 團體名稱



256

分欄
a  團體名稱或轄區

名稱(NR)

b  從屬單位(R)

c  會議地點(NR)

d  會議日期或條約

簽訂日(R)

e  相關職責(R)

h  媒體(NR)

k  形式副標目(R)

f  作品日期(NR)

g  其他資料(NR)

l  作品語文(NR)

m  音樂表演媒體

(R)

n  會議屆次(R)

o  編曲(NR)

p  編次名稱(R)

r  調性(NR)

s  版本(NR)

t  作品題名 (NR)

4  相關職責代碼(R)

欄位710 附加款目- 團體名稱（Ｒ）



257

範例

710 2# $a 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

710 1# $a 臺北市 $b 教育局

710 1# $a 高雄市 $b 社會局 $e 編

710 2# $a 行政院 $b 衞生署 $b 藥物食品檢驗局
$e 編著

710 2# $a 內務府 $d 清

欄位710 附加款目- 團體名稱（Ｒ）



258

範例

710 22 $a 交通部 $b 觀光局 $b 北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理處 $t 北關畫風情

710 22 $a 交通部 $b 觀光局 $b 北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理處 $t 山海溫泉遊

710 22 $a 交通部 $b 觀光局 $b 北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理處 $t 幸福北海岸

欄位710 附加款目- 團體名稱（Ｒ）



259

範例
710 2# $a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Economists (U.S.)
710 1# $a United States. $b Dept. of Interior.
710 2# $a Zürcher Kammerorchester. $4 prf
710 1# $a United States. $b Army Map Service. $t 

Eastern United States 1:250,000.
710 22 $a Catholic Church. $b Pope (1958-1963 : 

John XXIII). $t Mater et magistra. $l French. $k 
Selections. $f 1963.

欄位710 附加款目- 團體名稱（Ｒ）



260

欄位711 附加款目- 會議名稱（Ｒ）

指標1  會議名稱形式

0  倒置名稱

1  以地區或轄區著錄為標目主題

2  直接著錄

指標2  附加款目類型

#  未提供資訊

2  分析款目

註：相關欄位

611  標題附加款目 – 會議名稱

811  集叢附加款目 – 會議名稱



261

分欄
a  會議名稱或以轄區

名稱為標目(NR)

c  會議地點(NR)

d  會議日期(NR)

e  從屬單位(R)

h  媒體(NR)

j  相關職責(R)

k  形式副標目(R)

f  作品日期(NR)

g  其他資料(NR)

l 作品語文(NR)

n  會議屆次(R)

p  編次名稱(R)

s  版本(NR)

t  作品題名(NR)

欄位711 附加款目- 會議名稱（Ｒ）



262

範例
711 2# $a 全國圖書館業務會議 $n (1 : $d 民61 :

$c 臺北市)

711 2# $a 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 $n (8 : 
$d 民99 : $c 國家圖書館)

711 2# $a 中文名稱規範聯合協調委員會會議 $n (8 : 
$d 民99 : $c 國家圖書館)

711 22 $a 全國圖書館業務會議 $n (1 : $d 民61 :
$c 臺北市) $t 全國圖書館業務會議紀要

欄位711 附加款目- 會議名稱（Ｒ）



263

範例
711 2# $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oplatonism and 

Gnosticism $d (1984 : $c University of Oklahoma)
711 2# $a Conference on Philosophy and Its History $d

(1983 : $c University of Lancaster)
711 22 $a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n (1st : $d 1958 : $c Geneva, Switzerland). $t 
Proceedings. $k Selections. $f 1960.

711 22 $a Council of Trent $d (1545-1563). $t Canones et 
decreta. $l English. $k Selections. $f 1912.

欄位711 附加款目- 會議名稱（Ｒ）



264

欄位730 附加款目- 劃一題名（Ｒ）

指標1  不排序字元

0-9  不排序字元數

指標2  附加款目類型

#  未提供資訊

2  分析款目

註：相關欄位

130  劃一題名

630  標題附加款目 – 劃一題名

830  集叢附加款目 – 劃一題名



265

分欄
a  劃一題名(NR)

d  簽約日期(R)

f  作品日期(NR)

g  其他資料(NR)

h  媒體(NR)

k  形式副標目(R)

l  作品語文(NR)

m  音樂表演媒體(R)

n  編次(R)

o  編曲(NR)

p  編次名稱(R)

r  調性(NR)

s  版本(NR)

t  作品題名(NR)

欄位730 附加款目- 劃一題名（Ｒ）



266

若有相關出版品, 應著錄題名附加標目
(Title added entry).

若相關出版品題名可在權威檔裡找到, 或是另
一書目紀錄的正題名, 應用欄位730著錄其題名.

若相關出版品題名不在權威檔裡, 也沒有另一
書目紀錄代表此刊物, 應用欄位740著錄其題名.

欄位730 附加款目- 劃一題名（Ｒ）



267

範例

245 00 $a 人生小語

500 ## $a 補篇: 人生小語. 續集

730 0# $a 人生小語. $p 續集

（無著者之補篇著錄情形）

245 00 $a 人生小語. $p 續集

500 ## $a 本篇: 人生小語

730 0# $a 人生小語

（無著者之本篇著錄情形）
$

欄位730 附加款目- 劃一題名（Ｒ）



268

730 0# $a Arabian nights.
730 0# $a Bible. $l English. $f 1852. $s Authorized.
730 0# $a Nova (Television program).

245 1# $a Supplement to Weinwirtschaft.
580 ## $a Supplement to:  Weinwirtschaft.
730 0# $a Weinwirtschaft.
772 0# $t Weinwirtschaft

欄位730 附加款目- 劃一題名（Ｒ）



269

欄位740 附加款目- 非控制相關或分析題名（Ｒ）

指標1  不排序字元

0    無不排序字元

1-9  不排序字元數

指標2  附加款目類型

#  未提供資訊

2  分析款目

註：相關欄位

246  其他形式題名

730  附加款目 – 劃一題名



270

分欄

a  非控制相關/分析題名(NR)

h  媒體(NR)

n  編次(R)

p  編次名稱(R)

欄位740 附加款目- 非控制相關或分析題名（Ｒ）



271

範例

245 00 $a 憲政要覽. $b 行憲述要
740 02 $a 行憲述要
（無著者之合刊著錄情形）

245 00 $a 全家動員的家庭瑜珈術. $b 防老與健康的瑜
珈自習法

740 02 $a 防老與健康的瑜珈自習法
（無著者之合刊著錄情形）

欄位740 附加款目- 非控制相關或分析題名（Ｒ）



272

245 10 $a 宜蘭渡小月的美味 / $c 陳兆麟作

500 ## $a 原書名: 海鮮總動員

740 0# $a 海鮮總動員

245 10 $a 生活妙點子1000招 / $c 學院社編著 ; 王
毓諄譯

500 ## $a 另有譯名: 超省錢1000招

740 0# $a 超省錢1000招

欄位740 附加款目- 非控制相關或分析題名（Ｒ）



273

範例

500 ## $a Some issues include section: Formacion
sindical.

740 02 $a Formacion sindical.

505 0# $a Pt. 1, The search for mind -- … pt. 5, Pain and 
healing -- pt. 6, Depression … -- pt. 9, The violent mind.

740 42 $a The search for mind
740 02 $a Pain and healing
740 02 $a Depression
740 42 $a The violent mind

欄位740 附加款目- 非控制相關或分析題名（Ｒ）



274

欄位76X-78X 連接款目（Ｒ）

連接款目適用於連續性出版品

由於書目間可能會存在著從屬或平行關係

透過連接款目連接到另一相關之書目紀錄

第一指標 是否產生附註

0  產生附註

1  不產生附註(由編目員提供欄位 5XX 附註項 )

第二指標 前導用語顯示

#  款目關係

0  款目關係

8  不須產生前導用語



275

欄位76X-78X 連接款目（Ｒ）

分欄
a  主標目(NR)

b  版本敘述(NR)

d  出版項(NR)

g  相關部分(R)

s  劃一題名(NR)

t  題名(NR)

w  紀錄控制號(R)

x  國際標準叢刊號(ISSN)(NR)

y  叢刊代碼(CODEN)(NR)



276

欄位760 主集叢款目（Ｒ）

欄位762 附屬集叢款目（Ｒ）

指標1  是否產生附註

0  產生附註

1  不產生附註

指標2  前導用語顯示

#  主集叢【欄位760】

#  附屬集叢【欄位765】

8  不須產生前導用語



277

分欄
a  主標目(NR)

b  版本敘述(NR)

d  出版項(NR)

g  相關部分(R)

s  劃一題名(NR)

t  題名(NR)

w  紀錄控制號(R)

x  國際標準叢刊號(ISSN)(NR)

y  叢刊代碼(CODEN)(NR)

欄位760 主集叢款目（Ｒ）

欄位762 附屬集叢款目（Ｒ）



278

欄位760及欄位762屬於書目間的從屬關係

在編資料本身為附屬集叢，則

需建立主集叢款目（欄位760）

產生附註之前導用語為「Main series: 」(集叢: )或
「Subseries of: 」(附屬於集叢: )

在編資料本身為主集叢（或附屬集叢之上層款目）
，則

需建立附屬集叢款目（欄位762）

產生附註之前導用語為「Has subseries: 」(附屬集
叢: )

欄位760 主集叢款目（Ｒ）

欄位762 附屬集叢款目（Ｒ）



279

範例
110 1# $a United States. $b Geological Survey.
245 10 $a Quality of surface wa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760 0# $a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t Water 

supply papers

110 1# $a United States. $b Geological Survey.
245 10 $a Geological Survey water-supply paper.
762 0# $t Quality of surface wa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762 0# $t Evaporation control research

欄位760 主集叢款目（Ｒ）

欄位762 附屬集叢款目（Ｒ）



280

欄位765 譯自款目（Ｒ）

欄位767 譯作款目（Ｒ）

指標1  是否產生附註

0  產生附註

1  不產生附註

指標2  前導用語顯示

#  譯自（Translation of）【欄位765】

#  譯作（Translated as）【欄位767】

8  不須產生前導用語



281

分欄
a  主標目(NR)

b  版本敘述(NR)

d  出版項(NR)

g  相關部分(R)

s  劃一題名(NR)

t  題名(NR)

w  紀錄控制號(R)

x  國際標準叢刊號(ISSN)(NR)

y  叢刊代碼(CODEN)(NR)

欄位765 譯自款目（Ｒ）

欄位767 譯作款目（Ｒ）



282

欄位765及欄位767屬於書目間的平行關係

在編資料本身為譯本（或為翻譯作品），則

需建立原文款目（欄位765）

產生附註之前導用語為「Translation of: 」(譯自: )

在編資料本身為原文，且知其翻譯作品時，則

需建立譯作款目（欄位767）

產生附註之前導用語為「 Translated as: 」(譯作: )

欄位765 譯自款目（Ｒ）

欄位767 譯作款目（Ｒ）



283

欄位765  原文版書目紀錄連接款目

欄位767  翻譯版書目紀錄連接款目

一書目紀錄是翻譯作品時，用欄位765連接到
原文版本的書目紀錄，附註之前導用語: 
Translation of:

一書目紀錄是原文作品時，用欄位767連接到
翻譯版本的書目紀錄，附註之前導用語: 
Translated as:

欄位765 譯自款目（Ｒ）

欄位767 譯作款目（Ｒ）



284

範例

130 00 $a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l 中文

245 10 $a 哈佛商業評論中文版

765 0# $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x 0017-8012
（連接到原文版紀錄）

245 00 $a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67 0# $t 哈佛商業評論中文版 $x 1681-0244
（連接到翻譯版本紀錄）

欄位765 譯自款目（Ｒ）

欄位767 譯作款目（Ｒ）



285

範例
130 0# $aAstrofizicheskie issledovaniia. $l English.
245 10 $aBulletin of the Special Astrophysical Observatory –

North Caucasus.
765 0# $t Astrofizicheskie issledovaniia $x 0320-9318
（連接到原文版紀錄）

245 00 $a Astrofizicheskie issledovaniia.
767 0# $t Bulletin of the Special Astrophysical Observatory –

North Caucasus $x 0190-2709 
（連接到翻譯版本紀錄）

欄位765 譯自款目（Ｒ）

欄位767 譯作款目（Ｒ）



286

欄位770 補篇或特刊款目（Ｒ）

欄位772 補篇之上層款目（Ｒ）

指標1  是否產生附註

0  產生附註

1  不產生附註

指標2  前導用語顯示

#  補篇（Had supplement）【欄位770】

#  本篇 (Supplement to) 【欄位772】

0  上層款目（Parent）【欄位772】

8  不須產生前導用語



287

分欄
a  主標目(NR)

b  版本敘述(NR)

d  出版項(NR)

g  相關部分(R)

s  劃一題名(NR)

t  題名(NR)

w  紀錄控制號(R)

x  國際標準叢刊號(ISSN)(NR)

y  叢刊代碼(CODEN)(NR)

欄位770 補篇或特刊款目（Ｒ）

欄位772 補篇之上層款目（Ｒ）



288

欄位770及欄位772屬於書目間的從屬關係

在編資料本身為本篇（且與補篇分開編目時），則

需建立補篇或特刊款目（欄位770）

產生附註之前導用語為「Has supplement: 」(補篇: )

在編資料本身為補篇或特刊或單期，則

需建立補篇之上層款目（本篇或上層款目）（欄位767）

產生附註之前導用語為「Supplement to: 」(本篇: ) 
、 「Parent: 」(上層款目: ) 

欄位770 補篇或特刊款目（Ｒ）

欄位772 補篇之上層款目（Ｒ）



289

欄位770 補篇或特刊款目

欄位772 補篇之上層款目：指主刊物之本篇或母
篇）

一出版品同時出版補篇或特刊，此補篇或特刊有自

己的書目紀錄 ：

在主刊物的書目紀錄上，用欄位770著錄補篇或
特刊連接款目；

在補篇或特刊的書目紀錄上, 用欄位772著錄主
刊物連接款目。

欄位770 補篇或特刊款目（Ｒ）

欄位772 補篇之上層款目（Ｒ）



290

主刊物的書目紀錄 :

範例
245 00 $a Journal of cellular biochemistry. 
770 0# $t Journal of cellular biochemistry. Supplement $x 

0733-1959  

補篇或特刊的書目紀錄：

範例
245 00 $a Journal of cellular biochemistry. $p 

Supplement.
772 0# $t Journal of cellular biochemistry $x 0730-2312

欄位770 補篇或特刊款目（Ｒ）

欄位772 補篇之上層款目（Ｒ）



291

欄位773 在分析 - 主作品款目（Ｒ）

欄位774 組成單元款目（Ｒ）

指標1  是否產生附註

0  產生附註

1  不產生附註

指標2  前導用語顯示

#  在（In）【欄位773】

#  組成單元（Constituent unit) 【欄位774】

8  不須產生前導用語



292

分欄
a  主標目(NR)

b  版本敘述(NR)

d  出版項(NR)

g  相關部分(R)

s  劃一題名(NR)

t  題名(NR)

w  紀錄控制號(R)

x  國際標準叢刊號(ISSN)(NR)

y  叢刊代碼(CODEN)(NR)

z  國際標準書號(ISBN)(R)

欄位773 在分析 - 主作品款目（Ｒ）

欄位774 組成單元款目（Ｒ）



293

欄位773及欄位774適用於圖書及連續性出版品

欄位773及欄位774屬於書目間的從屬關係

在編資料本身為另一出版品的一部分，例如：期刊
中的一篇文章、書中的一章節、數冊圖書中的一冊
（且與另一出版品分開編目時），則

需建立在分析－主作品款目（欄位773）

產生附註之前導用語為「In: 」(在: )

在編資料本身為該出版品的全部或完整部分，則

需建立組成單元款目（欄位774）

產生附註之前導用語為「Constituent unit: 」(組成
單元: )

欄位773 在分析 - 主作品款目（Ｒ）

欄位774 組成單元款目（Ｒ）



294

範例

245 10 $a 道家文化的科學價值

773 0# $t 國文天地 $g 9卷4期(民82年9月)

245 10 $a 國文天地

774 0# $t 道家文化的科學價值

欄位773 在分析 - 主作品款目（Ｒ）

欄位774 組成單元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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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245 10 $a 紅樓夢的社會問題

773 0# $t 紅樓夢研究專刊 $g 第10輯(民62年7月)

245 10 $a 紅樓夢研究專刊

774 0# $t 論紅樓夢人物

774 0# $t 紅樓夢的社會問題

774 0# $t 紅樓夢版本的新發現

774 0# $t 紅樓夢詩輯校

774 0# $t 紅樓夢謎語輯校

774 0# $t 紅樓夢書目補遺

欄位773 在分析 - 主作品款目（Ｒ）

欄位774 組成單元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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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245 10 $a Map of area with highlighted street.

773 0# $t [136th Street, southeastern section of the Bronx]

245 10 $a View of Mill Brook Houses from one of the houses.

773 0# $t [136th Street, southeastern section of the Bronx]

245 10 $a [136th Street, southeastern section of the 
Bronx].

774 0# $t Map of area with highlighted street

774 0# $t View of Mill Brook Houses from one of the houses

欄位773 在分析 - 主作品款目（Ｒ）

欄位774 組成單元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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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775 其他版本款目（Ｒ）

指標1  是否產生附註

0  產生附註

1  不產生附註

指標2  前導用語顯示

#  其他版本

8  不須產生前導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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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欄
a  主標目(NR)

b  版本敘述(NR)

d  出版項(NR)

g  相關部分

s  劃一題名(NR)

t  題名(NR)

w  紀錄控制號

x  國際標準叢刊號(ISSN)(NR)

y  叢刊代碼(CODEN)(NR)

欄位775 其他版本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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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775與其他書目間屬於平行關係

若一出版品同時發行同一媒體之其他版本，
用欄位775來說明，其他版本的情況如下：

不同語言版本（Language editions）

翻印版（Regular-print reprints）

其他版本（Other editions）

產生附註之前導用語為「Other edition 
available: 」(其他版本: )

欄位775 其他版本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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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版品同時發行數種不同語言版本

範例

245 10 $a 讀者文摘
775 0# $t  Reader’s digest

欄位775 其他版本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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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版品同時發行數種不同語言版本

範例

245 10 $a 臺灣光華雜誌

580 ## $a 另發行英文版題名: Taiwan panorama
775 1# $t Taiwan panorama $x 0256-9051

130 0# $a 臺灣光華雜誌. $l 英文

245 10 $a Taiwan panorama.
580 ## $a 另發行中文版題名: 臺灣光華雜誌

775 1# $t 臺灣光華雜誌 $x 0923-1258

欄位775 其他版本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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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版品同時發行數種不同語言版本

範例

130 0# $a Cuba economic news. $l Spanish.
245 10 $a Cuba noticias economicas.
580 ## $a Issued also in English: Cuba economic news.
775 1# $t Cuba economic news $x 0590-2932 

欄位775 其他版本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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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1  是否產生附註

0  產生附註

1  不產生附註

指標2  前導用語顯示

#  其他媒體形式

8  不須產生前導用語

欄位776 其他媒體形式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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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欄
a  主標目(NR)

b  版本敘述(NR)

c  區別字樣(NR)

d  出版項(NR)

g  相關部分(R)

i  關係資訊(R)

s  劃一題名(NR)

t  題名(NR)

w  紀錄控制號(R)

x  國際標準叢刊號(ISSN)(NR)

y  叢刊代碼(CODEN)(NR)

z  國際標準書號(ISBN)(R)

欄位776 其他媒體形式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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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776適用於圖書及連續性出版品
欄位776與其他書目間屬於平行關係
用來連接同一出版品其他媒體形式且內容相同的書目
紀錄, 包括:
微縮複製品
電子連續性出版品

一對一的關係
一對多的關係

非書資料版本

產生附註之前導用語為「Available in other 
form: 」(另發行: ) [非連續性出版品用] 、
「Issued in other form: 」(另發行: )[連續性出
版品用]

欄位776 其他媒體形式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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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245 10 $a 紅樓夢 $h [電子資源] / $c 曹雪芹作

530 ## $a 另發行紙本

776 1# $t 紅樓夢

245 10 $a 紅樓夢 / $c 曹雪芹作

530 ## $a 另發行電子版

776 1# $t 紅樓夢

欄位776 其他媒體形式款目（Ｒ）



307

範例
245 10 $a 國家圖書館年報 $h [電子資源] / $c國家圖書館年報
編輯小組編著 ; 吳英美主編

250 ## $a 數位版

530 ## $a 另發行紙本

776 1# $t 國家圖書館年報

245 00 $a 國家圖書館年報 / $c國家圖書館年報編輯小組編著 ;
吳英美主編

530 ## $a 另發行數位版

776 1# $t 國家圖書館年報

欄位776 其他媒體形式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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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書目紀錄 (e-book provider-
neutral records)

範例

245 10 $a 國家圖書館年報 $h [電子資源] / $c國
家圖書館年報編輯小組編著 ; 吳英美主編

776 08 $i 紙本: $t 國家圖書館年報 $d 臺北市 : 國
家圖書館, 2009.04-

欄位776 其他媒體形式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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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245 00 $a Applied science & technology index $h 

[electronic resource].
530 ## $a Also available in a printed ed.
776 1# $t Applied science & technology index $x 0003-

6986

245 00 $a Applied science & technology index.
580 ## $a Issued also in an annual cumulation and on 

CD-ROM.
776 1# $t Applied science & technology index $x 1063-

6895

欄位776 其他媒體形式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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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書目紀錄 (e-book provider-neutral records)

範例
245 10 $a Opening information horizons $h [electronic 

resource] : $b 6th ACM/IEEE-CS Joint Conference on 
Digital Libraries 2006 : June 11-15, 2006, Chapel Hill, NC, 
USA : JCDL 2006 

776 08 $i Print version: $a ACM/IEEE-CS Joint Conference on 
Digital Libraries (6th : 2006 : Chapel Hill, N.C.). $t Opening 
information horizons. $d New York : ACM, 2006 $z 
1595933549

欄位776 其他媒體形式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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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777 合刊款目（Ｒ）

指標1  是否產生附註

0  產生附註

1  不產生附註

指標2  前導用語顯示

#  合刊

8  不須產生前導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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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777 合刊款目（Ｒ）

分欄
a  主標目(NR)

b  版本敘述(NR)

d  出版項(NR)

g  相關部分

s  劃一題名(NR)

t  題名(NR)

w  紀錄控制號

x  國際標準叢刊號(ISSN)(NR)

y  叢刊代碼(CODEN)(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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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777與其他書目間屬於平行關係

當另一單獨編目的出版品與在編資料的主要
出版品一起出版(issued with)，或是在編
目資料為的主要出版品的一部分，用欄位
777著錄該單獨編目的次要出版品

請勿與“合訂＂(bound with)（欄位501 
With Notes屬於分析關係）混淆

產生附註之前導用語為「Issued with: 」
(合刊: )

欄位777 合刊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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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245 04 $a The drug, the nurse, the patient.
580 ## $a Vols. for 1962-<1966> include alternate biennial revisions of: 

Current drug handbook, ISSN 0070-1939, also issued separately.
730 02 $a Current drug handbook.
777 1# $t Current drug handbook $g 1962- $x 0070-1939

[Record for target item]

245 00 $a Current drug handbook.
580 ## $a Alternate biennial revisions for 1962/64-<1966/68> also 

included in: The Drug, the nurse, the patient.
777 1# $t Drug, the nurse, the patient

[Related record]

欄位777 合刊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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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780及欄位785屬於書目間的衍續關係
（Chronological relationship）

用欄位780來著錄在編期刊之前任期刊，若前任
期刊不只一種，可重複使用欄位780

用欄位785來表示一刊物接續在編期刊的出版，
若接續發行的刊物有數種，則可重複使用欄位
785

欄位780 先前款目（Ｒ）
欄位785 後續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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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780應與785配對使用：當一書目紀錄的正
題名或劃一題名是另一筆紀錄的欄位780時，
則該筆書目紀錄的正題名或劃一題名便應是
此筆書目紀錄的欄位785

245  00  Title A 245  00  Title B

780  00  Title B       785  00  Title A

必要時可用欄位580解釋其間關係

欄位780 先前款目（Ｒ）
欄位785 後續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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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指標1是0，則由指標2控制線上目錄前導用語顯示

指標1  不產生附註

0  產生附註

1  不產生附註

指標2用來形容現刊與前任或續任刊物間關係，並控制
線上目錄前導用語顯示

指標2  關聯類型

欄位780 先前款目（Ｒ）
欄位785 後續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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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780

指標2  關聯類型

0  繼續

1  衍自

2  取代

3  部分取代

4  由…及…合併而成

5  合併

6  部分合併

7  由…分出

附註顯示之前導用語

0  Continues: 

1  Continues in part: 

2  Supersedes: 

3  Supersedes in 
part:

4  Formed by the 
union: … and: … 或
Merge of: … and …

5  Absorbed: 

6  Absorbed in part: 

7  Separated from: 

欄位780 先前款目（Ｒ）
欄位785 後續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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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785

指標2  關聯類型

0  改名

1  部分改名

2  取代為

3  部分取代為

4  併入

5  部分併入

6  衍成…及…

7  與…合併為…

8 恢復原題名

附註顯示之前導用語

0  Continued by: 

1  Continued in part by: 

2  Superseded by : 

3  Superseded in part by :

4  Absorbed by: 

5  Absorbed in part by: 

6  Split into: … and …

7  Merged with: … to form …

8  Changed back to: 

欄位780 先前款目（Ｒ）
欄位785 後續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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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780 先前款目（Ｒ）
欄位785 後續款目（Ｒ）

分欄

a  主標目(NR)

b  版本敘述(NR)

d  出版項(NR)

g  相關部分

s  劃一題名(NR)

t  題名(NR)

w  紀錄控制號

x  國際標準叢刊號(ISSN)(NR)

y  叢刊代碼(CODEN)(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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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245 10 $a 原子動力通訊
780 01 $t 臺電工程月刊

245 10 $a 臺電工程月刊
785 01 $t 原子動力通訊

245 10 $a 食品健康雜誌
780 06 $t 冷凍食品月刊

245 10 $a 冷凍食品月刊
785 05 $t 食品健康雜誌

欄位780 先前款目（Ｒ）
欄位785 後續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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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245 10 $a 觀光資料
780 02 $t 觀光統計月報

245 10 $a 觀光統計月報
785 02 $t 觀光資料

245 10 $a 四海之友
780 00 $t 函校通訊

245 10 $a 函校通訊
785 00 $t 四海之友

欄位780 先前款目（Ｒ）
欄位785 後續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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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245 00 $a Banking
780 00 $t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 journal $w 

(DLC)sn 91027042
785 01 $a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 $t ABA 

banking journal $x 0194-5947

110 2# $a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
245 10 $a ABA banking journal.
780 00 $t Banking $x 0005-5492

欄位780 先前款目（Ｒ）
欄位785 後續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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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245 00 $a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hypertension.
580 ## $a Split into: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hypertension. Part A,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hypertension. Part B, Hypertension in 
pregnancy. 
785 16 $t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hypertension. Part A, 
Theory and practice $x 0730-0077
785 16 $t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hypertension. Part B, 
Hypertension in pregnancy $x 0730-0085

欄位780 先前款目（Ｒ）
欄位785 後續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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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787適用於圖書及連續性出版品

出版品間的關係不適用前面提及的連接款目

（欄位760-785）來解釋時，應用欄位787連

接相關款目

必要時可用欄位580或欄位787$i來說明

產生附註之前導用語為「Related item: 」
(相關作品: )

欄位787 其他關係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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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1  是否產生附註

0  產生附註

1  不產生附註

指標2  前導用語顯示

#  相關作品

8  不須產生前導用語

欄位787 其他關係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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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787 其他關係款目（Ｒ）

分欄
a  主標目(NR)

b  版本敘述(NR)

d  出版項(NR)

g  相關部分

i  關係資訊

s  劃一題名(NR)

t  題名(NR)

w  紀錄控制號

x  國際標準叢刊號(ISSN)(NR)

y  叢刊代碼(CODEN)(NR)

z  國際標準書號(ISB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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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245 00 $a 常熟景觀 $c 臺北市江蘇省常熟同鄉會編

580 ## $a 據汪青萍撰「常熟手冊」改編

787 1# $t 常熟手冊

欄位787 其他關係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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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245 00 $a Empire State report weekly.
580 ## $a Companion publication to: Empire state report 
(1982).
787 1# $t Empire State report (1982) $x 0747-0711 

130 0# $a Empire State report (1982)
580 ## $a Complemented by: Empire State report weekly.
787 1# $t Empire State report weekly $x 0745-8622
或

787 18 $i Complemented by: $t Empire State report 
weekly $x 0745-8622

欄位787 其他關係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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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 800  集叢附加款目 -- 個人名稱

欄位 810  集叢附加款目 -- 團體名稱

欄位 811  集叢附加款目 -- 會議名稱

欄位 830 集叢附加款目 -- 劃一題名

欄位800/810/811/830 集叢附加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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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 800 集叢附加款目 -- 個人名稱
指標1  人名形式

0  以名字著錄
1  以姓或姓名著錄
3  家族名稱

指標2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註：相關欄位

490  集叢敘述
500  一般註
533  複製註（$f重製之集叢敘述）

欄位800/810/811/830 集叢附加款目（Ｒ）



332

欄位 800  集叢附加款目 -- 個人名稱

分欄

a  姓名(NR)

b  世代數(NR)

c  頭銜等修飾語(R)

d  生卒年(NR)

e  相關職責(R)

h  媒體(NR)

k  形式副標目(R)

q  全稱(NR)

欄位800/810/811/830 集叢附加款目（Ｒ）

f  作品日期(NR)

g  其他資料(NR)

l 作品語文(NR)

m  音樂表演媒體(R)

n  編次(R)

o  編曲(NR)

p  編次名稱(R)

r  調性(NR)

s  版本(NR)

t  作品題名(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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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 810  集叢附加款目 -- 團體名稱
指標1  著錄團體名稱之方式

0  倒置名稱

1  以地區或轄區著錄為標目主題

2  直接著錄

指標2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註：相關欄位

490  集叢敘述

500  一般註

533  複製註 （$f重製之集叢敘述）

欄位800/810/811/830 集叢附加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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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 810  集叢附加款目 -- 團體名稱

分欄
a  團體名稱或轄區

名稱(NR)

b  從屬單位(R)

c  會議地點(NR)

d  會議日期(R) 

e  相關職責(R)

h  媒體(NR)

k  形式副標目(R)

欄位800/810/811/830 集叢附加款目（Ｒ）

f  作品日期(NR)

g  其他資料(NR)

l  作品語文(NR)

m  音樂表演媒體(R)

n  會議屆次(R)

o  編曲(NR)

p  編次名稱(R)

r  調性(NR)

s  版本(NR)

t  作品題名(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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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 811  集叢附加款目 -- 會議名稱
指標1  會議名稱形式

0  倒置名稱
1  以地區或轄區著錄為標目主題
2  直接著錄

指標2
#  未定，以空格表示

註：相關欄位
490  集叢敘述
500  一般註
533  複製註 （$f重製之集叢敘述）

欄位800/810/811/830 集叢附加款目（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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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 811  集叢附加款目 -- 會議名稱

分欄
a  會議名稱或以轄區

名稱為標目(NR)

c  會議地點(NR)

d  會議日期(NR)

e  從屬單位(R)

h  媒體(NR)

j  相關職責(R)

k  形式副標目(R)

欄位800/810/811/830 集叢附加款目（Ｒ）

f  作品日期(NR)

g  其他資料(NR)

l  作品語文(NR)

n  編次(R)

p  編次名稱(R)

s  版本(NR)

t  作品題名(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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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 830 集叢附加款目 -- 劃一題名
指標1

#  未定，以空格表示
指標2  不排序字元

0  不排序字元

1-9  不排序字元數
註：相關欄位

490  集叢敘述

500  一般註

533  複製註 （$f重製之集叢敘述）

欄位800/810/811/830 集叢附加款目（Ｒ）



338

欄位 830 集叢附加款目 -- 劃一題名

分欄
a  劃一題名(NR)

d  簽約日期(R)

f  作品日期(NR)

g  其他資料(NR)

h  媒體(NR)

k  形式副標目(R)

l  作品語文(NR)

欄位800/810/811/830 集叢附加款目（Ｒ）

m  音樂表演媒體(R)

n  編次(R)

o  編曲(NR)

p  編次名稱(R)

r  調性(NR)

s  版本(NR)

t  作品題名(NR)

v  卷期/序號(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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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800/810/811/830 集叢附加款目（Ｒ）

範例
490 1# $a 桂冠心理學叢書

830 #0 $a 桂冠心理學叢書

490 1# $a Cambridge companions to literature
830 #0 $a Cambridge companions to literature.

490 1# $a McGraw-Hill serie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830 #0 $a McGraw-Hill serie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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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856 電子資源位址及取得方法（Ｒ）

指標1  檢索方法

#  未提供資訊

0  電子郵件

1  檔案傳輸

2  遠程載入

3  撥接

4  超本文傳輸協定

7  分欄2所指定之方法

指標2  相關性

#  未提供資訊

0  資源本身

1  資源之電子版本

2  相關資源

8  不產生固定前導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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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欄

u  資源定位器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z  公開顯示之附註 (Public note)

2  取得方法

3 部分特定資料 (Materials specified) 

分欄u用來著錄資源定位器，若一電子資源有數個URL，
可重複欄位856

分欄z用來說明取得電子資料的有關事項

分欄3用來說明特定部分資料，本分欄記載該筆書目（即
欄位245）所代表之物件中的某一特定部分之說明訊息

欄位856 電子資源位址及取得方法（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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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856 1# $u ftp://Harvard.Harvard.edu
856 40 $u

http://Saturn.ksi.edu/people/advisors/changsk/changb
ook/contents.html

856 42 $u http://www.lib.ntu.edu.tw/pub/univj/menu.html
$z 大學圖書館

欄位856 電子資源位址及取得方法（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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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856 0# $u mailto:ejap@phil.indiana.edu
856 1# $u ftp://path.net/pub/docs/urn2urc.ps
856 2# $u telnet://pucc.princeton.edu
856 40 $z Access full text online. $u 

http://lcweb.loc.gov/catdir/semdigdocs/seminar.html
856 41 $3 Table of contents $u 

http://lcweb.loc.gov/catdir/toc/93-3471.html

欄位856 電子資源位址及取得方法（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