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圖資處採編組影片編目與加工規範 

影片編目格式說明 

1.010 可重覆欄位 

(1) $a 輸入 ISBN 號碼 

(2) $b 裝訂方式(盒裝); 套編時有一個以上的 ISBN(包含單本冊數

及一套的 ISBN)_都必須要打 

(3) 如: $a962-397-201-6$bset：pbk.$dNT4500 

$a962-397-202-7$bvol.1:pbk. 

$a962-397-203-X$bvol.2:pbk. 

$a962-397-204-1$bvol.3:pbk. 

(4) 若為單本時，則$b 只要註明裝訂方式$dNT 註明價格即可。 

(5) 若單本各有不同的價格，必須於$d 價格上輸入。 

※請注意價格均不得使用全形＄或半形$，以免和分欄符號混淆，致價格無法 

轉入或轉出。 

2.100 一般性資料 

$a20161014d2005       y0chib50      e 

(1)前面 8 位數為建檔日期，以西元年代輸入；d 後的為出版年代，

也是以西元年代表示，這個年代必須與 210 $d 的年代對應一

樣。 

(2)底線的英文字代表編目語文，英語為 eng、法語為 fre、德語為

ger、日語為 jpn。 

3.101 作品語文。語文代碼如前所述。 

4.200 題名作者敘述項 

  $a 作品正題名[DVD/VOD]，在正題名後加影片類型→如:哈利波特[DVD] 

$e 作品副題名 $d 作品並列題名(英文片名) $f 第一著者敘述，表

示第一種著者敘述(＊電影片之第一著者請著錄導演名)，若有三個著者

(含)，則必須全部鍵入，人名後以”，”隔開；若三個以上，則只需

鍵入一人人名即可。 $g 第二著者敘述，著作品有不同的著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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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如撰者、譯者、編者等，首先出現者填於$f，其餘填於$g。 

5.204 資料類型，$a 錄影資料 

6.205   $a 公播版(或家用版) 

7.210 出版項，$a 出版地$c 出版者$d 出版年。 

8. 215 稽核項，$a1 DVD(?分) $c 有聲, 彩色$d4 3/4 吋. $e 附件      

(DVD →數位影像光碟， VCD →張影音光碟，BD→藍光影音光碟) 

9.225 集叢項，$a 鍵入集叢名；$v 鍵入集叢號 

10.300 一般註。公開播映版、電影分級、發音、字幕等於此欄著記 

11.7XX 著者追尋項 

700 第一著者追尋$a 姓$b 名(電影片請著錄導演名) 

702 其他著者追尋$a 姓$b 名(電影片請著錄導主演者) 

710 團體著者，只打$a 

711 第二團體著者，只打$a 

712 第三團體著者，只打$a 

12.805 館藏記錄 

  $aCSU$bCSU-2C$pMDL$d$e$tCCL$n$r$c$f$y$k 

$a 不用更改$b 館藏室；$c 鍵入條碼號；$d 鍵入分類號(中文

採”CCL”，西文採”DDC”)；$e 鍵入著者號(中文採”四角號碼”，西

文採”科特號”)；$f 鍵入編目者名字；$t 中文鍵入”CCL”，西文鍵

入”DDC”；$k 鍵入複本時，從”c.2”起；$p 鍵入特藏號，如:電影片

為”MDL”；$n 鍵入經費來源；$r 鍵入購價；$x 有附件時才須著錄；

$l 鍵入簿冊號，如 v.1、v.2 等；$y 鍵入年代，版次 2 版以上必須於

此加錄年代。(詳見下面 805 欄位表) 

13. 941    $o37025$l234020 

941 欄位 

＃ 代碼 說明 範例 1 

  o 訂購流水號 37025 

  l 書目系統號 234020 

上述代碼為小寫英文字母的 o 與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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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 欄位: 

＃ 代碼 說明 對應代碼表 範例 備註 

1 a  館藏地 代碼表-館藏地 CSU 單位簡稱/代碼 

2 b 館藏室 代碼表-館藏室 CSU-2C 如(表 1.)代碼 

3 c  條碼號   00789123   

4 d  分類號   791.43 西文 DDC 

5 e  作者號   R861 西文 科特號 

6 k  複本號   c.2 開始~~   

7 l  部冊號   v.1   

8 n 經費備註   103 教補款 經費來源(如表 2.) 

9 p  特藏代碼 代碼表-館藏代碼 MDL (影片) 
 

10 r  價格   1200 只輸入數字，不加幣別 

11 t 分類代號   DDC 若為中文影片則以 CCL 分類 

12 f 編目人員   kelly 
 

      
範例 

     

805 
$aCSU$bCSU-3B$d736.98$eR861$tDDC$n103 教補款$pBE$r1200 

$fkelly$c00789123$y1989$lv.2$kc.2 

 

表 1 

館藏地 
 

館藏地 代碼 

正修科技大學 CSU 

  

館藏室 
 

館藏室 代碼 

一樓流通台櫃台 CSU-1C 

二樓資訊共享區 CSU-2C 

  

館藏代碼 
 

館藏代碼名稱 代碼 

影片光碟 M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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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年度 經費來源 簡稱 

103 

教育部補助款 103 教補款 

學校自付款 103 校付款 

教學卓越 103 教卓 

國科會 103 國科會 

其他單位-教卓 103 其他單位教卓 

其他單位-校付 103 其他單位校付 

其他單位補助款 103 其他單位補助款 

※ 本規範未盡事宜，須依圖書實際狀況，依 CMARC 之規定著錄 ※ 

 

送影片部分 

1.  該批影片若超過 50 片，需在每件影片上標註順序編號。 

2.  所送影片若超過 2 箱，需在外箱標註箱號順序。 

3.隨書送達時，務必同時寄送正確交書電子檔與 iso 檔給館方。 

 

清單部分 

1. 若為推薦書，清單上務必保留推薦人/推薦單位等資料。 

2. 清單上需提供正確之書名、作者、ISBN、出版社、出版年、定價及購價等基本

資料。 

3.交書電子檔所需欄位如下: 

  
序

號 

圖書

條碼

號 

索書號 
書    

名 
ISBN 

作   

者 

出  

版  

者 

出版日 冊數 售價 

推薦

單位/

人 

附

件 

訂購流

水號 

書目系

統號 
訂購號 

範例     MDL/191/2014         1030828       1     1030201001-001 

 

4. 如有缺片等情形，務必在清單上(含紙本與電子檔)標註清楚。  

 

範例 

010 0  |b 盒裝|dNT4500  

100    20060920d2005       y0chib50      e  

101 0  chi|aeng|jchi|jeng|jmay  

102    tw  

115    c157baizxax    bgxxb  

200 1  哈利波特[DVD]|e火盃的考驗|dHarry potter: the goblet of fire 

       |zeng|fMike Newell(麥克紐威爾)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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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0  錄影資料  

205    公播版 

210    臺北市|c華納家庭娛樂有限公司|d2005[民 94]  

215 0  1 DVD(約 157 分)|c有聲,彩色|d4 3/4吋  

300    公播版 

300    普遍級  

300    國英語發音, 中英馬來文字幕  

510 1  Harry potter|ethe goblet of fire|zeng  

517 1  火盃的考驗|zchi  

676    791.43|bN546  (中文影片則著錄: 681    987.83|bN546) 

700  1 Newell|bMike|4 導演  

702  1 Radcliffe|bDaniel|4 主演  

702  1 Grint|bRupert|4 主演  

702  1 Watson|bEmma|4 主演  

805    CSU$bCSU-2C|d791.43|eN546|tDDC|n103教補款

|pMDL|r4000|fkelly|c00789123|kc.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