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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編目規則第六章修訂本

之

譯註及搞 同指引 (五〕

想."'.. " 文

t的 o 次'"
l 成立耐段時 ， 由於組組考慮 ， 恨，直線，每-ft，l

l 定不變之次'"﹒通常各種1111主精入日炸時 ，

l 最好..夠包含一研間斷而合理之"日，例如

, ..tl.t﹒牟取照相個巨變本之﹒圓圓，成立鴨
，主疇，世"'".廠及斬，.之布闕..分開﹒
，.鑫跨過'"依照?列"'.. 

143Dl 1)分昕偉(見WM157)
143D2 2)1民﹒名，全

'"新廠區..袋，風譯作晶之也氣，越原眩，名
不同時'..IJIlIlitW名陸徊不 0<<.4鼠，主

列齡分研位之後，若未成立分訢眩，才排

名111-)

1430 2& 1 a. ..f'F晶之麒﹒名
割.fIllilal;l盒，麼，各點﹒隙，早銬，展過名

llJ在-I!I徊的不岡﹒名，種遺作回-.，鳥

， 繭:ð'iI:~令.翁責﹒翁之土喝 .ll包搶在

i 吾吾于你看記載頂時 ， 此-...各位才可

l 側 Tran9\ 1I 1的n of t Prome9si Sp。訓
Tun叫“ ion of Na dne 

“ 302b b 毆7銜，‘你晶宛具特殼的.，屆畫，列系統
外，作品之..:ßTJt食學服"'JI人，自知的
﹒翁，到T!祖脹."文不農商﹒名.BOI<
""擇 . .成立1111主﹒鼠立俯鐘時倉健筒，質
的文句﹒

例 Fìnt ed. published in 1934 I.Inder 
title 

Prev且。U9 editions pubHlhed unðer 
title 

143D2c c 觀念作..同時以個闕，面霄 ， 不岡.名曲

眩 ， 其中，食連•• 一﹒名會盧成立攤位﹒
〈見製員t'OIC I)

ØI: A~erie.n ed. pllblished under 
ILtle 

\4JD2d d 績獲.. 前ll'U'廠女的w:ßa/it立闕，全
例Second ed. pub1ished in 1%0 under 

口 躁和琴口

輛舊隱ttl!ðt.目，這a.."，

叫 樹，會闕，生的次W'.~鑫歉服φ有-，宣

新的.. 鐘 ， 但1'*主仍".多大..
" 成立即盤時 ， 在穹的，上 ， 分析，全..楚"

4區第-...名位屆居!II二，除非未個多，

訢聾 . ".名值?過.""一。

13. r作品..自經典J 之淵益。“ 02) ~ 
2歸自震中故列在「正式JUi:J:I:l J 之街間隙
，全(14303) 的"面﹒

14. .﹒念，主<"\3-"側重自9日食..，.莉，厲的01<"0 (l 4JÐ2aJ! 143D2e) 
的鈍，向未探閥割一..名的團會筒，新服從

JIII IU叫 l仍保翎有143D2c-e 的，每代lJ!
則 (Alternative rule) ，以慎.~lIJ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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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D3 

14303. 

143D3 b 

]43D3 c 

l ttI 8eginning with the 4th ed. (I911) 
publi.hed under title 

e 作晶間時以不間，霄，不m﹒名幽脹而
，‘中滋有-個是竄*.. 冒JI..'屆時 ，被1lI
..-.4臣，可成立關眩，除非這個階盤
設，大用處 . jj\可免表-

J)卡時正或司f."調乏有闖闖盒 ， 其，.""與
前看-致﹒

a 正..，晨
例 C叩tion title 

Cover lille: The Fair Ameriean 
VoJ. 2 hu titJe 

b 其他.，區及上合作晶之鐘"、'‘國..，
"".艾﹒的.，鼠，實斜﹒ <Ii見lII.JII I46 及
147) 
作晶Ili"'冊的MØ'IlA-祉.JIlt.~鐘，
如果，街買土木很明自的摘自用那錢幢幢

I!時風，要加世﹒

例 Subtitle varies el 且 ghtly
An adverti胎ment for the 8ell 

Telephone Co 
To 1914. LBter mem納悶叮n

prepuation" wcre not published 
English and German 
English , French , Russian , or 

Spanish with lummariu in the 
。ther language. 

c 作~". <量，見錢則 144)
例 Alωatuihuted 10 Jonath.n Swift 

cf. Evans. Amer. bib1 
• Also attributed 10 ]onalhan Swift" 

-Evans. Amcr. bibl 
14JDJd d. fi;::!ll:現

14303e 

14303 f 

/III :On cnvcr , ....1:3 甜; v. 2:2. éd 
e 幽!Ii'"
倒 Imprint covered by label which 

reads: Humnitaa-Verlag , Zilrich 
“ Privately printed" 

f...但''''JI.附鉤的實..ac*見錢財
14nl1 ~S) 

例 Tmperfect copy: t. p. wanting õ 
tÎtle rrom covcr 

Imcomplcte set: v. 12 waoting 
14304 I 4)肥敢有闕，使-作晶 ， 與此他作晶竄作揣摩 1

同位飯次刷lIz.日闕，長的附眩 ， 倒創作晶 !

之前館、 .11 、後，函、"新的修訂本".但
作晶，盤問值是﹒名巴拉費者，不在此，包獨立內

﹒還望愉陸包'"

自 4304a 11. fH會作晶學潮販賣.JIltI之後眩次之作脅"

1 日司"Ili..勵 '..1農..作tfJlltIl會放立附
R. 

側 Bued on the 3d ed. of Guide to ( 

- 31 一

腦會給正式看...視之有關Jftlt (14303 
〉鑫Ji叢中，勵級少﹒

"巍則14303 b肉11.及包含所有此他﹒

名及.，臣費，等﹒ 11目Jl!畫意Ji!區揖定..
的霞，如果朱值於..名覽勝11"示縛 . 1!1

.攤位﹒

l8 .j區別 14303 e 新加7 且 Privately prin
ted"es附霞，原盤在新飯".則l381娃"。
的間販頓中穆凶。



一捏一

14304h 

14304 c 

14304d 

1430‘e 

14304eL 

14304e2 

Ihc sludy nnd usc of rcfcrence 
b∞ (5 by A. B. Kroegcr 8$ revi~d I 
by 1. 0. Mudge. 

b 作品~.II.名iR.. (前身， .4屆õj
周Seque l 字，來表示鐘此之割的11係〈

限用，啥l!，﹒作必〉
例Sequel: Le collier de Ia ~ine 

Sequel to Mémoires d'un mHec且n

至"其他作品則用“conti nues" 1t ~con 
tinued by" 竄作而本身愿用的冒牌"滋示會
"之間的關領﹒

C 闖闖作品乏，廣東山脹，賢"鉤M!輩知 ' • 
.ð..令關盒，開﹒

這種賀科包悟車也釀年，幽版商111l:.~

...飯恤金字已幽現鑽出版，間 ， 可略去本III

(iI見.!IlJt' 139G )
例 Reprinl of the 1910 ed. pubHshed 

by l-Ioughton , Mifflin , B。“"
Reprint 01 Ihe 19~5 ed. published 

by G. Cumberlege , London , 
which wu i5Sued u the Sir 
Israel Gollancz memoriallecture , 
Britiah Academy , 1945 

d 作..柯'"以其他&遁的美-11多，也脹 ，
可，.附聲中以."體字何引見原作﹒

例 。 From Ihe author's Unlerhaltungen 
d，叭seher Ausgewanderten 

“Reprinted Irom the Phyaica\ 
review, vol. 70, nO!l. 5-6 
September 卜的， 1916. ~ 

" ..於....‘反本之作鼠 ， 真有..• 
• 厲的賀科龍之明.. 重視內''11鐘時此﹒闕
，受必須與..".. 乏有闖關鑫咧酬勞開以
，.區..﹒必要時寫關"作乏實，國總.可於

開陸明中，也涉及圖.l0III附位台僧，飾-

O阻..擴散乏認..米自E見於禽4偶及作街記

.坡、阪次8閱、.，，，.現時'.飽之"蚣，間，
例 F缸sim. ed 
夠一芳函'.茗".. 看起來野.:l-....II
椒 ， 包責，隨上采值符合錢，字 ﹒ ."此...

..顧之1Il.1t!魂，令﹒名及作老祖敬賓 、服

次8閱、.，，，，﹒咦，但是在關缸中.m愣是照

相""'*﹒
例 PhotorepTint cd 
2'咒他，曾位所提傲的咦，等
竄作晶w，r，]:走上之重要賀科許未見IIJ111!日

...項看司JIl且 Inc1 udes oTigina l t.p.;" 
引見，令""""例.，時勵之賀科周代"主啥

偎著..袍..服具教某種車，要特. ' 其幽處
組倚重E敏 ， 可膺..每酬，主與內﹒

例 Fac$im.of the Huntington Library 
copy. wh恥ch has ms. note. by R 

教育資料科學月判

目， 農JIII I4304 a Jt未司獸，喔 ，但Jj[間 14304

"'"漪.at: "1師獻中 “Sequel" 或
啥叫uel to~....m齡 nl!.z作品J '間

，“c。叫削el" 1I: . Continued by" 則桐，令
其他看作 ﹒

20. ..划 143D4dU甜的純定﹒

" 澳闕 14304 b 盒，而自展中昌盛未司..'割開

叉，必須哥 IJ>竄作﹒

22. IIIHl鐘. -faes且恥ile" ji啥，商販小修Ir

官員的定11' (見HUl- G\os詞，，)

23 草房間臣'"時...-.作品的111.畫龍."有
擴充，再次聲，. • fUlimile edition" 則
.photoreprint edÎtÎoo"之間的軍別﹒盤
且原﹒翁，買主之~lIilll分重要賀科均縛

1Il.食，令因"之中﹒此外，原作晶載于構中

之重要illJl資料".臂，學於關陸學回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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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144. 

144 b 

144 c 

144d 

Heber 0四 flyleaves

"繭 ， 儼倉字上此一作""..棚"即* . 則
以 -Photoreprint ed." 的闕，主代.7

“ F.csÎm. ~字..
11"佩服餌，亭-*脅，區，自陰﹒
例 The fjrlt pl.y in tbe w-ealled 

- P.rnulus trilogy" reproduced in 
hClim. from a uniQuμem.. intbe 
Bodleiu Library ( Rawlinson D 
398) 

恨這身手讀本之為闕，匠，有有助，令11..111作晶

立IJJ. ，lJa.IJQ陸﹒
例 The original ma. , IV. A. 3 in the 

Bib1iotecl nazionale , Naples, 
帥ntains tbe second and only 
remaining porlion 01 the abridg 
ment by Featua of the lost treatise , 
De verborum ligni訂catu ， of M 
Verriua Flaeeu9 

，)自J1:'主〈必>>I.Jlf 148)

11貧乏."畫 "At head of title" note 
.也R﹒名上章，所幽翼的資料 ﹒ 若無益...

~11. 、道Ut12<< 、...，鼠、服次"..目
位置者，則以 -At head of tit!e- 之汁，

!I位z.
此﹒亨 1.畫，匠，司包帳 。國..IIßM(alll
..構成".. 晶之主..位 ﹒ lI: 1HI行機倘
不眸竄，最訟"...) . 幻，是ilÞ'wa亦非副-
4島之E<< ， 1tJ))是他自身砍頭饋毯，績之贅
，有﹒

司....﹒通常是.--<國隙，章.."已成立多，昕
霞 、 .﹒翁，主..，島*-塵 . 01'﹒函，啥，這次. 
•• f1i..眉不同員廖夫之名..

例 Autbor'. name in Chinese &1 he.d 
。f title 

b 固....名...~幽現在﹒名上珊 ， 也

未彼潭，‘你蕾"自*﹒
例 At head of title: Republica de 

Chile. Ar.m.da Nacion.l 
〈作看，耳目 Chile. Lawa,“atutes , 

etc.) 
c 俊名前1宇 (Initial吟 ， 圈，印記 .'"

Jt他...具有重要鐘，必須成立""''''
H會﹒

例 Sea! 0' SI.!e of Minnelota Forest 
Se rvice at hud of title 

d 其他賢"乘著績，令，食自之命"
例 At hud of 恥 le: Confidential 

At he.d of tôtle: Junior high 
IChool , remedi.l reading 

- )] -

1. 11飯規P.U.tI! I45

2. '區別1"至1"列，了五種固定的附誰貝多丈
與Ii飯相悶-

3 歉服..則 144 r﹒翁之前位Jm布侮正 ，

留學711眩，何個人作者名，細昌在個隘11M

翁後面以~...‘字地((:1M! endin,) 
脅 '11'"立“at head of ti l l♂峰之嵐
定。例如..女作者翁.. . ，歸祖區可以羽毛必JI
這﹒情況成立 Mat hud of tllle~ n叭e

7. 
4.11廠組定團﹒作脅之分支..~晨，錢給作

看，耳目脅 ， 直成立 MlI head of title"l室
，新每周副去此種.I!定﹒

，.，質服驗了聲明﹒名之前實生過，皆是11-﹒附
位外，還特別蜀劃它﹒眩，啥分".畫、.﹒
名，童讀﹒名絮語鐘之後﹒

〈繪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