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10.26 數位資訊組編訂

欄位內容著錄規範 version 1
欄位(*為必填欄位)

說明

*題名= title

※ 輸入作品主要題名。若您要輸入不同語言之題名、或其他題名，
請按加入更多。
※ 正副題名間之分隔符號，採原件照錄。

*作者= creator

※ 多位合著者時，以分號半形+空格半形作區別。
※ 若您要輸入不同語言之作者姓名，請按"加入更多"。
※ 英文譯名統一先著錄---姓氏+逗號半形+空白半形+名。
範例
邱炯友; 葉和明
Chiu, Jeong-yeou; Yeh, Ho-ming
※ 作者英文譯名部分，
「名」部分以「-」隔開，僅首字母大寫，縮
寫時則不在此範圍內，如下；
黃榮村→Huang, Jong-tsun
黃榮村→Huang, J. T.
※ 作者英文譯名部分除直譯外，作者其他英文名，或僅英文名時，
原件照錄。
宋鴻燕→Sung, Hung-yeh Angela
張家宜→Chang, Flora Chia-i
劉艾華→Liou, Ay-hwa Andy
※ 當作者身分為譯、校或編者時，須括弧註記(譯)、(編)；若原資
料有註明(著)、(撰)時，則直接刪除。
範例
邱炯友(譯)
張正良(編)
邱炯友(著); 張正良(譯)→邱炯友; 張正良(譯)
邱炯友(編著) →邱炯友(編著) 因有可能非全部接原創，所以
採原件照錄
※ 研究報告：除了計畫主持人外，其他共(協)同主持人也須一併著
錄。
※ 專利：著錄專利權人為作者。
※ 學位論文：著錄作者姓名，不著錄指導教授
※ 視聽資料：須註明此資料作者擔任工作性質，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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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慰慈(紀錄片導演)
王慰慈(製作人)

貢獻者= contributor

※ 填入作者所屬單位名稱。例如：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 當作者分屬兩個單位時，以主聘單位為主。例如：張雅芳老師，
分屬師資培育中心及課程與教學研究所，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為主
聘，則張雅芳老師選用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 如果合著者有外系老師參與，也須著錄其系所，請按"加入更多"。
※ 即該作品出版日期，非作品上傳日期，詳細日期無法得知，可直

*日期= date

語言= language
期刊/叢集名稱= relation

接空白。
※ 研究報告：作品發表日期，即計畫完成的年份為準。
※ 專利：著錄公告/公開日期。
※ 期刊論文：如卷期有春夏秋冬時，可只著錄年份。
※ 輸入該作品所使用之語言。
英文(美國)：美式英文
英文：英式英文
單筆上傳時，於期刊/叢集欄位中，輸入作品相關資訊。
※ 期刊論文(附錄亦可著錄於此)：
中文作品(符號都全形)--刊名卷(期)=總號，(逗號全形)頁數
中文作品(符號都全形)--刊名創刊號，(逗號全形)頁數
中文作品(符號都全形)--刊名×××××專刊卷(期)，(逗號全形)頁數
範例
教育資料科學 5(1)，頁 12-15
教育資料科學 5(1)，頁 12-15；附錄：循吏政績一覽表，頁 195-196
印刻文學生活誌 1(5)=17，頁 17-22
教育資料科學創刊號，頁 12-15
教育資料科學千禧年專刊 5(1)，頁 12-15
教育資料科學千禧年專刊 5，頁 12-15
英文作品--刊名 (空格半形)卷(期), (逗號半形+空格半形)頁數
→其中頁數部分，當頁數僅有 1 頁時，採用 p.；頁數為 2 頁以上
(包含 2 頁)，採用 pp.。
Library Journal 8(1), p.35
Library Journal 8(6), pp.12-15
不論中英文，當卷期出現 part.A 或 part.1 時，有兩種情況
1.期刊本身依主題細分 part.A.B.C 或 series.B….等時，採照錄
例如: Library Journal partA: public library
→Library Journal partA: public library 5(5), pp.1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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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Journal series.B 5(5), pp.100-105
2.卷期再細分 partA.B.C…等時
例如: Library Journal 5(3)part.A
→Library Journal 5(5)A, pp.100-105
→Library Journal 5A, pp.100-105
不論中英文，若為有卷無期、有期無卷時，著錄其中一個即可，
不必括弧。
教育資料科學 5，頁 12-15
Library Journal 8, pp12-15
不論中英文，若卷期有合刊，採”- ”做區別，若期刊本身另有使用
其他符號代表時則照錄，如下。
教育資料科學 5(1-2)，頁 12-15
Library Journal 8(3-7), pp12-15
中國物理學刊 5(2-Ⅱ)，頁 55-66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 5(5-Ⅱ), pp.123-132
※ 會議論文：
中文作品(符號都全形)--會議名稱(原件照錄)，會議地點，頁數
第一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論文集，台北市，頁 188-120
英文作品--會議名稱(原件照錄), (逗號半形+空格半形)會議地
點,(逗號半形+空格半形)pp.××-××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ind engineering, Copenhagen,
Denmark, pp.52-68
當中英文並存時，將非主要依據語言之翻譯，用(半形括弧)表示，
例如：
2001 14th IPPR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graphics and image
processing (視訊媒體新世紀 CVGIP2001 論文集)
※ 專書：若為叢書的話，則須加註出自×××××叢書第××本。
叢書名+叢書號
九歌叢書系列 5
公共行政與政策叢書 7
台灣文化系列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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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說明(依 98.09.09IR 會議決議)：版次不同，內容也會有所異
動，因此採不同筆著錄。
著錄方式(relation 欄位)：叢書名+叢書號+分號(半形)+空格(半形)+
版次描述(採原件照錄)
九歌叢書系列 5; 初版
公共行政與政策叢書 7; 修訂版
※ 專書之單篇：
中文作品(符號都全形)--專書名，(逗號全形)頁數
中文作品(符號都全形)--叢書名+叢書號，(逗號全形)頁數
語言政治與政策，頁 133-180
台灣文化系列 38，頁 225-250
英文作品--專書名, (逗號半形+空格半形)PP.××-××
英文作品--叢書名+叢書號, (逗號半形+空格半形)PP.××-××
Harry Porter, pp.11-22
Harry Porter 5, pp.11-22
※ 視聽著作：若屬叢書類型，則亦須著錄。
生活中的化學科技系列

辨識碼=ISSN, ISBN

主題、關鍵詞= subject

摘要= description:abstract

其他描述= description

※ 輸入該作品來源期刊 ISSN 國際標準號。
作品為期刊，其 ISSN，加 dash，例如 1013-090x。
※ 輸入該作品來源專書之 ISBN 國際標準號。
作品為專書，其 ISBN 的 dash，可加也可不加，例如 0-1234-5678-9。
※ 填入關鍵詞時，以新增欄位方式增加，例如有四個關鍵詞，則除
了原本的欄位外，須再新增三個欄位，分別填入其他關鍵字，若
有英文關鍵詞，則接續填入英文部分，亦用新增欄位方式。
範例
機構典藏
機構典藏政策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 輸入作品之摘要描述，中英文摘要皆使用同一欄位。語言先後順
序依照作品主要使用語言決定，例如 A 作品使用語言為英文，則
摘要順序為英文→中文；反之，B 作品使用語言為中文，則順序
為中文→英文。
輸入與作品相關的敘述，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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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利：須註明專利類型(發明、新型、新式樣)、國別(中華民國或
日本等地)、公告號及專利權期間。相關資訊可利用中華民國專利
檢索系統（http://twpat.tipo.gov.tw/）取得。
專利類型：(冒號全形) 發明、新型、新式樣
專利國別：(冒號全形)中華民國
專利公開/公告號：(冒號全形)×××××
專利申請號：(冒號全形)
國際分類號：(冒號全形)
專利期間：(冒號全形)20030321~20130724
＊本國專利國別統一著錄為中華民國。
※ 研究報告：須註明委託單位、計畫編號、期間及經費。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計畫編號：(冒號全形)NSC96-2411-H009-019
研究期間：(冒號全形)20010901~20020831
研究經費：(冒號全形)304,000
※ 視聽著作：須註明視聽資料類型(錄音帶、錄影帶、DVD、VCD、
CD、幻燈片等)。
視聽資料類型：(冒號全形)錄音帶
※ 電腦程式：須註明使用的程式語言。
程式語言：(冒號全形)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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