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lcome to CEAL CTP Webinar  
Chinese Rare Book Cataloging:  

Descriptive cataloging focus 

While waiting for the session to begin, Please test your a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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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于特殊術語較多，請盡可能用中文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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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Rules 一般规则 

Cataloging Guidelines for Creating Chinese Rare Book 
Records in Machine-Readable Form  

中文善本書機讀目錄編目規則  
Research Library Group, 2000 (Revised 2009) 

  

 

• 規則制訂依據 —— AACR2、ISBD(A)、中國古籍善本書著錄之傳統 

 

• 著录文字—— 1）漢字為繁體字。2）除附註項不要求羅馬字（漢語拼音）
與漢字對照外，其他項與普通書著錄要求大體一致。 

 

• 著錄來源—— 1) 整部書 2) 据書外來源内容著錄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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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對照USMARC字段表   
 

1xx  Main entry     主要款目  

130  Main entry – Uniform title    主要款目--統一書名  

240  Uniform title     統一書名  

245  Title and statement of responsibility  書名及責任者項  

246  Varying form of title    異書名  

250  Edition      版本項  

260  Publication     出版項  

300  Physical description    稽核項  

490  Series statement     叢書項  

5xx  Note      附註項  

6xx  Subject heading(s)    國會圖書館主題  

650  Four-part (si bu) classification(s)   四部分類  

7xx  Name/title added entries    書名/責任者附加款目  

8xx  Series added entries    叢書附加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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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名 MARC Tag: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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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名 MARC Tag: 100  (cont.) 
1.   主要責任者首先取自正文卷端（第一卷第一頁） 

 

 

   100  1  胡仔, ǂd fl. 1147-1167. 
 
   
 

 

 

 

 

 

 

 

      

   

    南宋淳熙二年（1175）胡仰两浙東路提點刑獄司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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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名 MARC Tag: 100 (cont.) 
2.   若正文卷端的責任者並非著錄在100 field的責任者 ，或正文卷端
未見責任者，可參考書名、序跋、目錄、内封面等書内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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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名 MARC Tag: 100 (cont.) 
2.   若正文卷端的責任者並非著錄在100 field的責任者 ，或未見責任者，可

參考書名、序跋、目錄、内封面等書内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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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名 MARC Tag: 100 (cont.) 
3.   若書内來源不足以確定主要責任者，可參考工具書等書外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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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書名 MARC Tag: 130, 240 

1. 一般情況下不採用統一書名(uniform title)。 

2. 當正書名(245)與通用書名不同，或需增加檢索點時方考慮著錄
統一書名。 

3. 統一書名不用集合名稱 (works, selections, essays, etc.) 

  

100  1  曹雪芹, ǂd ca. 1717-1763. 

100  1  Cao, Xueqin, ǂd ca. 1717-1763. 

240  10 紅樓夢 

240  10 Hong lou meng 

245  10 增評全圖石頭記 : ǂb [一百二十回 / ǂc 曹雪芹著]. 

245  10 Zeng ping quan tu Shi tou ji : ǂb [yi bai er shi hui / ǂc Cao Xueqin 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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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項 MARC Tag: 245 $a 

1. 書名取自卷端(caption)。 
 

2. 若卷端未題書名，按以下順序在書内提取書名：尾題(end title)、
凡例(compilation principles)、目錄(table of contents)、序
(preface)、跋(postscript)、版心(center column)、内封面(inner 
cover)、原印書簽(original printed titled label)、牌記(printer’s 
colophon)，並在5xx field説明。 
 

3. 若以上來源均不見書名，書名可取自書外來源（如參考工具書），
並將書名放入[ ]，將書外來源出處列入5xx field. 
 

4. 若書名不見于書外來源，可自擬書名，自擬書名放入[ ]，並將書
外來源出處列入5xx field. 
 

5. 兩种及兩种以上書合刻而無縂書名時，各書並列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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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項 MARC Tag: 245 $a (cont.) 

2. 若卷端未題書名，按以下順序在書内提取書名：尾題(end title)、凡例
(compilation principles)、目錄(table of contents)、序(preface)、跋
(postscript)、版心(center column)、内封面(inner cover)、原印書簽
(original printed titled label)、牌記(printer’s colophon)，並在5xx 
field説明。 

 

245 00  二家詩鈔 : ǂb [二十卷] / ǂc 邵長蘅輯. 

 

500       書名據封面及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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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項 MARC Tag: 245 $a (cont.) 
 

 

 

245 00 今古奇觀 : ǂb 四十卷 / ǂc 抱甕老人輯 ;  

              笑花主人閱. 

500      書名據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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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項 MARC Tag: 245 $a (cont.) 

3. 若以上來源均不見書名，書名可取自書外（如參考工具
書），將書名放入[ ]，並將書外來源出處列入5xx field. 

 

245  00  [黄氏畫譜 : ǂb 八種, 八卷 / ǂc 黃鳳池輯]. 

510  4   書名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245  10   [左懋第全集： ǂb 九卷 / ǂc 左] 彤九輯. 

510  4   書名及版本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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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項 MARC Tag: 245 $a (cont.) 

4. 若書名亦不見于書外來源，可自擬書名，自擬書名放入[ ]，
並將書外來源出處列入5xx field. 

 

245  10  [鄞縣王氏家集]  / ǂc 王應鵬 ... [et al.] 撰. 

245  10  [Jinxian Wang shi jia ji] / ǂc Wang Yingpeng ... [et al.] zhuan. 

500    書名自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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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項 MARC Tag: 245 $a (cont.) 

5. 兩种及兩种以上書合刻而無縂書名時，各書並列著錄。 

 

同一作者例 

 

245 10 遲菴先生集 : ǂb 八卷 ; 遲菴先生詩集 : 四卷 / ǂc 王臬撰. 

  

不同作者例 

 

245 10 爾雅正義 : ǂb 二十卷 / ǂc 邵晉涵撰集.  爾雅釋文 : [三卷] / 陸 
 德明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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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quiz one 

1. “正文卷端”在中文古籍（不包括現當代複印本）中指的是 – 

 

A. 全書第一頁 

B. 正文第一卷第一頁 

C. 目錄第一頁 

 

2. 中文古籍（不包括現當代複印本）的正書名取自 – 

 

A. 内封面 

B. 目錄 

C. 正文卷端 

D. 版心 

E. 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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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s to quick quiz one 

1. “正文卷端”在中文古籍（不包括現當代複印本）中指的是 – 

 

A. 全書第一頁 

B. 正文第一卷第一頁 

C. 目錄第一頁 

 

2. 中文古籍（不包括現當代複印本）的正書名取自 – 

 

A. 内封面 

B. 目錄 

C. 正文卷端 

D. 版心 

E. 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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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數 MARC Tag: 245 $b 

1. 若書以中文數字標卷，將卷數以漢字著錄于245 $b。 
 

245 00 今古奇觀  :  ǂb 四十卷 /  ǂc 抱甕老人輯 ; 笑花主人閱. 

 

  

2.    若書以其他方式(上中下、元亨利貞、子丑寅卯…)標卷，換算成數字著
錄在[ ]中。 

 

245 00 吳歈萃雅  :  ǂb [四卷]  / ǂc 梯月主人選輯 ; 隱之道民校點. 

500 卷分元、 亨、 利、貞. 
 

245 00 唐賢三昧集  :  ǂb [三卷]  / ǂc 王士禛編. 

500 卷分上、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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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數 MARC Tag: 245 $b (cont.) 

3。不必著錄未分卷者。 
 

245 00 廉吏傳 / ǂc 費樞編集 ; 黄汝亨輯. 

  
 

4。在正文卷數後如實著錄卷首、卷末、附錄等情況。 
 

245 00 學宮備考 : ǂb 十卷, 卷首, 卷末, 餘說 / ǂc 彭其位輯 ; 趙城參閱. 

  
 

5。若卷數源于書外來源，將卷數列入[ ]中，並在5xx field註明殘存情況。 
 

245 10 青蘿館詩 : ǂb [六卷] / ǂc 徐中行著. 

510 4 卷數參據《中國善本書提要》, ǂc p.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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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者 MARC Tag: 245$c 

1. 責任者取自卷端，不必照抄朝代、官銜等。 

 

245 10 … / $c  班固撰  ;  顔師古集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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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者 MARC Tag: 245$c (cont.) 

2. 若卷端僅題字、號等，照錄。參照NAF在100 field或7xx field提供責任
者姓名信息。 

 

100  1  朱誠泳, ǂd 1458-1498. 

245  10 小鳴稿 : ǂb 十卷 / ǂc 賓竹道人著. 

  
 

NAF Record 

010    no2002116494 

100  1   Zhu, Chengyong, ǂd 1458-1498 

400 1   朱誠泳, ǂd 1458-1498 

400 1   Zhu, Jian, ǂd 1458-1498 

400 1   朱簡, ǂd 1458-1498 

400 0  Binzhudaoren, ǂd 1458-1498 

400 0  賓竹道人, ǂd 1458-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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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者 MARC Tag: 245$c (cont.) 

3. 若卷端未題責任者，可取自書中其他地方，在5xx field説明。 

 

245  10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 : ǂb 七十卷 / ǂc 晁補之撰.  

500 著者據序. 

 

4. 若全書無責任者信息，責任者信息取自書外來源，放入[ ]，並在5xx 
field註明書外來源。 

 

245  10 觀象玩占 : ǂb 五十卷 / ǂc [李淳風撰]. 

510  4  著者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 ǂc p.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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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者 MARC Tag: 245$c (cont.) 

5. 卷端有三個以上責任者，選擇主要責任者。 
 

245 00 詩經大全  :  ǂb 二十卷 / ǂc 胡廣 ... [et al.] 纂修. 

  

 

6.   照錄兩個以上的著作方式。 
 

245 10 皇明文則 : ǂb 二十二卷 / ǂc 愼蒙編選, 校正, 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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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者 MARC Tag: 245$c (cont.) 

100 1  鄭元慶, ǂd 1660-ca. 1730. 

245 10 廿一史約編 / ǂc 鄭元慶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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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quiz two 

 若卷端責任者名前冠有朝代、官銜，應當如何著錄？請選擇 – 

 

A. 245  10 … / ǂc 漢護軍班固撰. 

 

B. 245 10 … / ǂc 班固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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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to quick quiz two 

若卷端責任者名前冠有朝代、官銜時，應當如何著錄？請選擇 – 

 

A. 245  10 … / ǂc 漢護軍班固撰. 

 

B. 245 10 … / ǂc 班固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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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書名 MARC Tag: 246 

1. 出現在全書任何地方，不同于卷端書名的書名均被視爲異書名，
需著錄于246 field. 同時在5xx field説明出處。 

 

245  10 朱飮山千金譜 : ǂb 三十九卷 / ǂc 楊廷兹編輯. 

246  3  古學千金譜 

246  3  千金譜 

  

500 内封面鐫"古學千金譜.” 

500 框18 x 13.6公分, 9行21字, 白口, 左右雙邊,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千金譜”,  

 中鐫卷次及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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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書名 MARC Tag: 246 (cont.) 

2. 源于書内的書名，在246 field以3為指示符(indicator). 源于書外
的書名，以1為指示符，並以$i …表示。 

 

245  10 周禮  :  ǂb 六卷 / ǂc 丘葵學. 

  

246  3  周禮全書 

  

246  1  ǂi Also known as: ǂa 周禮補亡 

  

500   弘治十四年(1501)錢俊民“重刊周禮全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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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項 MARC Tag: 250 

250 field主要用以表現兩种情況： 

 

1. 將刻本以外的其他版本類型（鈔本、活字印本、硃墨套印本等）著錄在[ ]中。 

       

 250    [活字本]    250 [朱墨套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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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項 MARC Tag: 250 (cont.) 
 

 

 

   250 [鈔本] 
 

 

 

 

 

 

 

 

2. 版刻依據相同，確為不同版本時，在[ ]中著錄天干（甲乙丙丁…)以示區
別。 

 

      這款牽涉到比較複雜的版本鑑定，多數情況下由版本學家鑑定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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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項 MARC Tag: 260 

 

初印本 – 專指雕版所印書籍最初印刷者。 

 

重刻本 – 或稱重刊本。指依照原刻本文字内容重新刻板印刷的書。 

 

翻刻本 – 據原刻影摹，然後上版開雕，這種重刻印刷的書稱爲翻刻
本，一稱覆刻本。 

 

修補本 – 雕版流傳期間，對漫漶濫損情形加以修補，經屢修而繼續
印刷者，亦稱遞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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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項 MARC Tag: 260之  
刻書地 MARC Tag: 260 $a 

1. 勿將刻書者之籍貫或別號視爲刻書地。 

 

2.    若書内來源（牌記、序跋内容、版心等） 

        有刻書地内容，照錄該地名，並在5xx field  

        説明。    
 

     卷端：“清渤海容菴張瓚訂鋟” 

 

260  新登  :  ǂb 張瓚瑞榴堂  ;  ǂc 清康熙9年[1670] 

500  康熙九年(1690)戴京"序"及張瓚"跋” 

 均言及刻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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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項 MARC Tag: 260之  
刻書地 MARC Tag: 260 $a (cont.) 

3. 若刻書地來自推斷或書外來源（如工具書），將刻書地著錄于
[ ]，並在5xx field 説明。 

  

260 [建陽] : ǂb 余象斗, ǂc 明崇禎丁丑 [10年, 1637] 

500 萬曆戊戌(26年, 1598)林維松《三台通書正宗序》後鐫"崇禎丁丑三台 

 余象斗繡梓". 

500   建陽書林有刻書家余象斗. 

 

260   [揚州 : ǂb 揚州詩局, ǂc 清康熙46年 i.e. 1707] 

500   卷數, 著者及版本參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35 



出版項 MARC Tag: 260之  
刻書地 MARC Tag: 260 $a (cont.) 

 

4.  若刻書地推斷仍有存疑之處，將刻書地及其問號(?)著錄于[  ]。 
 

260 [彰德?]  :  ǂb 趙府居敬堂,  ǂc [明嘉靖  i.e.  between 1522 and 1566] 

 

5.  刻書地不詳，可在 [ ] 中著錄 China 。 
 

260 [China] : ǂb 汪汝祿, ǂc 清康熙戊午 [17年, 1678] 

 

6.  若重印、修補、增修等事之地名已知，著錄于260 $e 之後。 
 

260  青州 : ǂb 青州郡府, ǂc 明嘉靖元年[1522] ǂe(青州: ǂf 杜思, ǂg 嘉靖 

 乙丑[44年,1565]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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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項 MARC Tag: 260 之 
刻書者 MARC Tag: 260 $b 

1. 刻書者可以為個人、個人機構（如室名“夷白堂”）和官方機構
（如“武英殿”）。 

 

例一 

260   [China]  : ǂb 黄晟,  ǂc 清乾隆癸亥 [1743] 

  

例二 

260   武林  : ǂb 楊爾曾夷白堂,  ǂc 明萬曆丁未 [35年, 1607] 

  

例三 

260   [北京]  : ǂb 武英殿,  ǂc 清乾隆 10年 [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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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項 MARC Tag: 260 之 
刻書者 MARC Tag: 260 $b (cont.) 

2.  若刻書者為三人以上，著錄第一人，繼之以 …[et al.]表示。 

 

例一 

260   [China] : ǂb 徐道鳴, 徐亦陵, ǂc 清乾隆3年 [1738] 

260   [China] : ǂb Xu Daoming, Xu Yiling, ǂc Qing Qianlong 3 nian [1738] 

 

例二 

260   [China] : ǂb 汪啟文 ... [et al.], ǂc 明萬曆丙申 [24年, 1596] 

260   [China] : ǂb Wang Qiwen ... [et al.], ǂc Ming Wanli bing shen [24 nian, 1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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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項 MARC Tag: 260 之 
刻書者 MARC Tag: 260 $b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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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項 MARC Tag: 260 之 
刻書者 MARC Tag: 260 $b (cont.) 

3. 刻書者與藏板者為不同人（或刻書機構），在5xx field説明，並
在 7xx 作附加款目(cont.) 

 

260   [China] : ǂb 王棟, ǂc [清康熙, between 1716 and 1722] 

  

500   卷端又題"江都王棟東木重梓". 

500 封面鐫"柯韻伯先生傷寒論翼", "秩斯堂藏板". 

 

700 1  王棟, ǂe 刻. 

710 2  秩斯堂, ǂe 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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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項 MARC Tag: 260 之 
刻書者 MARC Tag: 260 $b (cont.) 

4.  若刻書者不詳，以 [s.n.] 表示。 

 

260   [China : ǂb s.n., ǂc 明萬曆, between 1600 and 1620] 

  

 

5.  若後印者（個人或機構）已知，著錄于刻書日期后。 

 

260 [China : ǂb s.n., ǂc 明, between 1601 and 1620] ǂf (翼聖堂, ǂg [   
 明, between 1601 and 1644] im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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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項 MARC Tag: 260 之 
刻書年 MARC Tag: 260 $c 

 基本原则： 

1. 刻書年的著錄包括朝代、年號、甲子紀年等，並將換算之公元紀年著
錄于 [ ]中。 

 

260 …, ǂc 清康熙戊寅 [37年, 1698] 
 

2.    若刻書年信息源自書内，在5xx field 説明。 
 

260 [China] : ǂb 張榕端讀書堂, ǂc 清康熙戊寅 [37年, 1698] 

500  康熙戊寅宋犖"序"言刻書事. 
 

3.    若刻書年信息源自書外，將刻書年信息著錄于 [ ] , 並在5xx field 説明。 
 

260 [China : ǂb東觀閣], ǂc 明崇禎8年[1635] 

500   與NJPX90-B1305核對, 版心下"東觀閣"被挖去. 當為後印時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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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項 MARC Tag: 260 之 
刻書年 MARC Tag: 260 $c  (cont.) 

細則： 
 

1.   若僅知年號刻書年，換算公元紀年，並著錄在[ ]中。 

 

260  [China : ǂb東觀閣], ǂc 明崇禎8年[1635] 

500   崇禎八年(1635)張溥"歷代名臣奏議序"言刻書事. 

 

2. 若僅知甲子刻书年，换算成年號紀年和公元紀年，並著錄在 [ ] 
中。 

 

260 [蘇州] : ǂb 趙均 小宛堂, ǂc 明崇禎辛未 [4年, 1631] 

500 崇禎辛未趙均"刻說文長箋成敬題"題于寒山小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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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項 MARC Tag: 260 之 
刻書年 MARC Tag: 260 $c  (cont.) 

3. 若僅知大致年代，用 [ ] 給出盡可能接近的刻書年，並以不同的標點符號(i.e. 
或 ，)表示年號紀年與公元紀年之對應關係。 

 

崇禎朝時段：1628-1644 

 

260  [China : ǂb s.n., ǂc 明崇禎 i.e. between 1628 and 1644] 

or  

260  [China : ǂb s.n., ǂc 明崇禎, between 1635 and 1644] 

  
  

小練習 

 

 康熙朝時段：1661-1722 

 

260  [China : ǂb s.n., ǂc  清康熙 _ between 1690 and 1722]     用逗號 ， 

260  [China : ǂb s.n., ǂc  清康熙 _ between 1661 and 1722]      用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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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項 MARC Tag: 260 之 
刻書年 MARC Tag: 260 $c  (cont.) 

4.     若刻書起止年信息完全，以“ – ”表示。 

 

例一 

260  [China] : ǂb 顧嗣立 秀野草堂, ǂc 清康熙 33-59年 [1694-1720] 

 

例二 

260   姑熟 : ǂb 汗青閣, ǂc 清康熙戊午-己未 [17-18年, 1678-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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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項 MARC Tag: 260 之 
刻書年 MARC Tag: 260 $c  (cont.) 

5. 若知後印、修補等年代，將相關信息著錄于原刻年之後(MARC Tag: 
260 $f, 260 $g). 

 

260 [吳郡] : ǂb 袁褧 [嘉趣堂], ǂc 明嘉靖乙未 [14年, 1535] ǂf (王氏湘雲堂,   

 ǂg 萬曆丙子 [4年, 1576] impression) 

500 嘉靖乙未(14年, 1535)袁褧"刻世說新語序". 

500   袁褧"序", 言刻書事. "目錄"末鐫"萬曆丙子嵗雲間王氏湘雲堂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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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項 MARC Tag: 260 之 
刻書年 MARC Tag: 260 $c  (cont.) 

6. 僅著錄抄本和稿本的抄寫年代，可將有關抄寫地和抄寫者的相關信息
著錄在5xx field. 

 

250         [鈔本]. 

260 ǂc 清乾隆丁卯[12年, 1747] 

500 據乾隆丁卯胡可大“跋”及其《常昭藝文志》是書為常熟胡可大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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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項 MARC Tag: 300 

原則上與現代書籍編目規則相同，兩點注意： 

 

1.   古籍少有頁碼連續者，故多以“ v.”著錄冊數。 

 

300   6 v. ; ǂc 27 cm. 
 

2.   書高指全書高， 

       非板框高。 

49 



附註項 MARC Tag: 5XX 
 

基本原則： 

 

1. 對書名、著作者、版本等作必要説明。 

2. 盡量使用簡潔語言。 

3. 不要求中文和羅馬注音對照。 

4. 兩條以上的附註以重要性和field order相結合之方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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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項 MARC Tag: 5XX (cont.) 

書名附註 ——  為非取自卷端之書名作説明。 

 

例一 245  00  最樂編 : ǂb 六卷 / ǂc 保光重訂. 

 500         書名據版心. 

例二 245  00 [夷門廣牘 / ǂc 周履靖輯]. 

 510  4  書名, 輯者據《中國叢書綜錄》, ǂc 1:39 

 

卷數附註 ——  為非漢字數字標卷形式作説明。 

 

例一 245  10 世說新語 : ǂb [三卷] / ǂc [劉]義慶撰 ; 劉孝標注. 

 500   書内分上、中、下三卷. 

例二 245  10 重刊校正笠澤叢書: ǂb [四卷],補遺,續補遺 / ǂc 陸龜蒙撰. 

 500   以甲、乙、丙、丁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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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項 MARC Tag: 5XX (cont.) 

責任者附註 —— 為非取自卷端的責任者作説明。 
 
例1. 245  10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 : ǂb 七十卷 / ǂc 晁補之撰.  
   
 500 著者據序. 
 
例2. 245  10 觀象玩占 : ǂb 五十卷 / ǂc [李淳風撰]. 
   
 510  4  著者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 ǂc p.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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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項 MARC Tag: 5XX (cont.) 

序跋附註 —— 將與書名、著者、版本内容相關的序跋著錄在此，著

錄内容包括朝代、紀年（及其轉換公元年）、序跋作者姓名及其序跋
名。 
 

例1 260 [China]: ǂb 陸鍾輝 水雲漁屋, ǂc 清雍正辛亥 [9年,1731] 

 500 雍正辛亥(9年, 1731)陸鍾輝"跋"言重刊事. 

 

例2 260 [China] : ǂb 何起鳴, ǂc 明嘉靖癸亥 [42年, 1563] 

 500         嘉靖癸亥(42年, 1563)趙忻"序"言刻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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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項 MARC Tag: 5XX (cont.) 

版刻依據附註 —— 為支持著錄在260 field的版刻信息提供出處。若
記錄刻書事内容過長，則不必引原文，只註明出處。 
 

例1 260 [China]: ǂb 陸鍾輝 水雲漁屋, ǂc 清雍正辛亥 [9年,1731] 

 500 封面鐫“水雲漁屋刊本”,“水雲漁屋”為陸鍾輝之室名.  

 

例2 260 [China] : ǂb 詒燕樓, ǂc 清乾隆丁亥 [32年, 1767]  

 500 封面鐫"乾隆丁亥新鐫", "詒燕樓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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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項 MARC Tag: 5XX (cont.) 

版式附註 —— 依次著錄版框(高 x 寬)、行款(行字數)、書口(黑白口)、
版框(單雙邊)、魚尾(黑白)、版心(上中下)所題、眉欄所題等。 

 

1. 板框取自正文首頁，否則註明。 

2. 板框高指上下板框外沿之間的尺寸 

3. 板框寬指版心中線到外沿的尺寸 

4. 若版心所題書名與正文卷端書名同， 

    不必重復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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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項 MARC Tag: 5XX (cont.) 
 

 例1: 

 

 框XX x XX公分, 10行21字, 

 小字雙行同.白口, 四周雙邊,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中 

 鐫卷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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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項 MARC Tag: 5XX (cont.) 
 

例2： 

 

框 XX x XX公分, 9行19字, 

白口，左右雙邊，單黑魚尾。 

版心中鐫書名，下鐫“秀野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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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quiz three 

 

 

請填寫下面這條註釋中紅色標記處 – 

 

框 XX x XX公分, 8 行16字, 小字雙行. 

白口，左右雙邊，XX魚尾。 

版心中鐫”揚子”及卷次。 

 

A. 單黑魚尾 

B. 單白魚尾 

C. 雙黑魚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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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to quick quiz three 

框 XX x XX公分, 8 行16字, 小字雙行. 
白口，左右雙邊，單黑魚尾。 
版心中鐫”揚子”及卷次。  
 
A. 單黑魚尾 
B. 單白魚尾 
C. 雙黑魚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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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項 MARC Tag: 5XX (cont.) 

裝訂附註 —— 將綫裝以外的裝訂形式記錄在此。 

 

 例1 (right)    

 500   經摺裝.  

 

 

 

       

         

             例2(left):   

             500   蝴蝶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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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項 MARC Tag: 5XX (cont.) 
  

出處附註 —— 若書名、責任者、版本之著錄源自書外，將參考工具
書之信息記錄在此(MARC Tag: 510)。 

 

例1： 

245  10 觀妙齋藏金石文攷略 : ǂb 十六卷 / ǂc [李光暎撰]. 

510  4  著者據《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ǂc p. 1083 

 

例2： 

245 10 白氏長慶集 : ǂb 七十一卷, 目錄 [二卷] / ǂc 白居易著 ; 馬元調校. 

260 [China : ǂb 馬元調, ǂc 明萬曆丙午 34年, 1606] 

510 4  版本參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 ǂc no. 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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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項 MARC Tag: 5XX (cont.) 

館藏附註 —— 將重要批校、題跋、藏章、本館藏本殘缺情況等信息
記錄在此(MARC Tag: 500 …$5 原用 590) 
 

殘缺附註例 - 

500 Library’s copy imperfect: missing the first page of juan 1.  ‡5 XXX 

 

題記附註例 - 

500 羅振玉題記. 

 $5 XXX 

藏章附註例 - 

500 鈐“羅振玉印”、 

                “唐風樓”等印. 

               $5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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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及分類 MARC Tag: 6xx 

1. 根據書之内容，從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及
“National Authority File”選擇適當主題著錄。 

 

2. 根據《中國善本書類目表》選擇依據中國傳統四部分類的適當
類目(MARC Tag: 650, $2 sk) 

 

245  10 安丘張氏族譜 : ǂb 六卷/ ǂc 張貞修. 

  

630 00 Zhang family. 

651  0 China ǂx Genealogy. 

650  7 史部 ǂx 傳記類 ǂx 宗譜. ǂ2 sk 

650  7 Shi bu ǂx Zhuan ji lei ǂx Zong pu. ǂ2 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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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及分類 MARC Tag: 6xx (cont.) 

245  10 北史 : ǂb 一百卷 / ǂc [李延壽撰]． 

  

651   0 China ǂx History ǂy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386-589. 

650  7 史部 ǂx 紀傳類 ǂy 斷代. ǂ2 sk 

650  7 Shi bu ǂx Ji zhuan lei ǂy Duan dai. ǂ2 sk 

 

 

245  10 譚襄敏公奏議 : ǂb 十卷 / ǂc 顧所有纂輯. 

  

651   0 China ǂx History ǂy Ming dynasty, 1368-1644 ǂv Sources. 

650  7 史部 ǂx 詔令奏議類 ǂx 奏議. ǂ2 sk 

650  7 Shi bu ǂx Zhao ling zou yi lei ǂx Zou yi. ǂ2 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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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團體附加款目 MARC Tag: 700, 710 

1。為主要款目之外的合作者、評註者、編纂者、出版者、刻工、題
跋者、批校者、收藏者作附加款目。 

 

 700 1  李廷機, ǂd jin shi 1583, ǂe 閱. 

 700 1  陶望齡, ǂd b. 1562, ǂe 閱. 

 700 1  劉應秋, ǂe 校. 

 700 1  董其昌, ǂd 1555-1636, ǂe 校. 

 700 1  王國賢, ǂe 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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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團體附加款目 MARC Tag: 700, 710 (cont.) 

2. 註明附加款目主（人）的著作方式（編纂、重修等）和與刊刻及收
藏相關的功能方式（刻、藏板、刻工、批校、題跋、收藏等）。 

 

 

例一： 

700 1 李廷機, ǂd jin shi 1583, ǂe 編纂. 

700 1  葉向高, ǂd 1559-1627, ǂe 校正. 

700 1  周時泰, ǂe 刻. 

710 2  石渠閣, ǂe 藏板. 

 

例二： 

700 1 曾國光, ǂe 重修, ǂe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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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團體附加款目 MARC Tag: 700, 710 (cont.) 

3.    為刻書機構（商業刻書機構和個人室名）作附加款目。 

 

700  1     毛晉, ǂd 1599-1659, ǂe 刻. 

710   2     汲古閣, ǂe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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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附加款目 MARC Tag: 730, 740 

1.   與現代書籍編目基本原則相同。 

 

2. 兩种或兩种以上著作合刻，且無縂書名，為第一書名以外的各
書名[MARC Tag: 730]及著者/書名[MARC Tag: 700 or 710]作附加

款目。書上書名與統一書名形式不同時，採用統一書名形式，
同時在MARC Tag 740為書上書名作附加款目。 

 

  

68 



書名附加款目 MARC Tag: 730, 740 (cont.) 

 

100  1  黄宗羲, ǂd 1610-1695. 

245  10 黄梨洲先生南雷文約 : ǂb 四卷 ; 黄梨洲先生思舊錄 ; 黄梨洲先生明夷待訪錄  

 / ǂc 鄭性訂 ; 鄭大節較. 

700  12 黄宗羲, ǂd 1610-1695. ǂt 思舊錄. 

700  12 黄宗羲, ǂd 1610-1695. ǂt 明夷待訪錄. 

740  02 黄梨洲先生思舊錄. 

740  02 黄梨洲先生明夷待訪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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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endixes  

Appendix 1: Overview of USMARC Tags  

Appendix 2: Punctuation in USMARC Fields 

Appendix 3: RLG Chinese Rare Books Project Practices* 

Appendix 4: Dynasties since Tang with Ming and Qing Reign Dates 

Appendix 5: Table of Chinese Rare book Classification  

Appendix 6: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 Format and Terminology 

Three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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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ic Reference Books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    邵懿辰撰，邵章續錄  

《販書偶記》   孫殿起編 

《販書偶記續編》  雷梦水編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編 

《中國古籍總目》  傅璇琮 ，杨牧之主編  

《中國叢書綜錄》  上海圖書館編 

 

《簡明中國古籍辭典》 吳楓主編 

《簡明古籍辭典》  胡道靜主編 

《中國古籍版刻辭典》 瞿冕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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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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