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圖書分類法講義  總類 
2008/02/23（Sat.） 

 
 
 

1  檢索性工具：目錄與索引 

1.1  緒論 
    a. 工具書名稱：參考書、工具書、參考工具書、參考資料、參考資源 
    b. 工具書類型：檢索性工具書、知識性工具書、資料性工具書 
    c. 檢索性工具的層次：目錄之目錄 ─ 目錄 ─ 索引 
    d. 對檢索工具之理論研究：目錄學、版本學、索引法 
 
1.2  目錄之目錄 
    a. 意義：目錄書（及索引書）之清單 
    b. 名稱：書目之書目、目錄總錄、目錄指南 
 
1.3  目錄 
    a. 目錄名稱：目、錄、考、略、簿、志  目錄、書目、總目、提要、書錄、   
       敘錄、書志  藝文志、經籍志 
    b. 目錄辨義：a) 目錄 = 書目  b) 藏書 vs. 學科  c) 器物 vs. 文獻 
    c. 目錄變體：提要、摘要、書影、版本、書評、題識、序跋、校勘 
    d. 目錄類型：綜合目錄、國家目錄、藏書目錄、特種目錄、學科目錄、專 
      書目錄

 
          綜合目錄 

          國家目錄 

            地方目錄 

    目錄  藏書目錄 

          特種目錄 

            著述目錄 

          學科目錄 

          專書目錄 

    e. 地方目錄：a) 地方著述目錄  b) 地方出版目錄  c) 地方研究目錄 
    f. 專書目錄：有專號、無專號、以卷次號表示 
    g. 分類要點：a) 綜合性目錄分入 012-015 及 017-018；b) 學科目錄分入目 
      錄類（016）或分入各類後再複分；c) 專書目錄隨專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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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方式  分散方式 
    h. 注意事項：疑似專書專號  內容涉及多種元素  容易誤分類目 
 
1.4  索引 
    a. 索引名稱：通檢、備檢、韻編、引得、堪靠燈  論文索引、論文篇目、 
       題錄 
    b. 索引類型：綜合索引、學科索引、專書索引 
    c. 分類要點：a) 綜合索引分入 012.9；b) 學科索引視同學科目錄；c) 專書 
      索引隨專書分 
 
1.5  理論研究 
    a. 目錄學：010 
    b. 版本學：011.5 
    c. 索引法：019.4 
    d. 其  餘：依目錄編制形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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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目錄 
 
公藏目錄：注意注釋 
 
著述目錄：史志、地方、機關團體、族姓、個人 
 
期刊目錄／期刊索引 
 
索引／索引法 
 
地方目錄／方志目錄 
 
參考書目／參考書使用法 
 
 
 

 蔣中正先生論著目錄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目組編  臺北市  中國國民黨中

央黨史會孫逸仙博士圖書館出版  國立中央圖書館發行  1986 
 博士論文提要  第 1 輯：民國 49-67 年  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編  臺北市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0 
 基督教出版人聯合服務社聯合圖書目錄  1981  天道書樓編輯  香港  基

督教出版人聯合服務社  1981 
 臺南市立圖書館科學技術類圖書目錄  臺南市立圖書館編  臺南市  臺南

市立圖書館  1982 
 高級中學自然學科教學剪輯資料目錄  第 1 輯  蔡瑞榮主編  臺南市  臺

南市立第二中學  1991 
 科學類圖書雜誌展參展目錄  臺北市立圖書館編  臺北市  臺北市立圖書

館  1992 
 中國植物學文獻目錄 =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botany  中國植物學會編  

北京市  科學出版社  1983 
 國立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傳播研究論文摘要  楊孝濚編  易行  鄭振煌譯  

臺北市  國立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  1972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論文提要彙編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編  臺

北縣新莊鎮  輔仁大學文學院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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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01（Sat.） 
 
 
 

2  文獻編制形式：目錄、索引、提要、摘要  百科全書、類書  手冊、名錄、  

    指南  圖錄、表譜  普通論叢  普通叢書  法規彙編  統計彙編  期刊 

   ※ 機關、團體、會議 

 

 目錄提

要摘要 

索引 百科全

書類書

手冊 

便覽 

名錄 

指南 

圖錄 

表譜 

論文集

文集 

叢書 期刊 

綜合性 012 012.9 040 046 - - 070 080 050 
專科性 016／ 

各科

+021 

同左 各科

+04 
各科

+026 
各科

+026 
各科

+025 
各科

+07 
各科

+08 
各科

+05 

理論研

究 
010 019.4 040.8 

040.9 
 -  -  -  - 080.1 050.1 

050.9 
※ 歸納整理：綜合性、專科性、理論研究 

 

 

3  文集：論文集（綜合性、專科性）、紀念集（個人、機關） 

                            個人：生平、哀榮錄（分入別傳） 

                    紀念集   

                            機關：機關紀念特刊（分入各機關） 

    個人及機關文集 

                            綜合性論文集：分入普通論叢（080） 

                    論文集 

                            專科性論文集：先依主題分，再依 07 複分 

 

 

4  叢書：綜合性、專科性、叢書研究、目錄索引 

          文獻類型：綜合性（分入普通叢書）  專科性（分入各類） 

    叢書  理論研究：叢書學、叢書史 

          目錄檢索：分入叢書目錄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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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機關文獻：有專號、無專號 

              有專號：逕分入該專號，必要時再依機關出版品排列表細分，例 
    機關文獻          如 062.1、558.069、562.4335、573.561 

              無專號：先依主題分，再視該類號是否含機關意義，決定是否 

                      依 06 複分。例如513、430.33、562.5  320、340、440

 
                      添附於分類號之後：062.11、062.119、062.12 
    機關出版品排列表 
                      添附於同類書區分號（機關號碼）之後，並加圓括號 
 
    ※【附註】  有關機關志的編製法，分入 060 

 

 

6  會議文獻：會議實錄、會議論文集 

              會議實錄 … … 先依主題分，再依 06 複分 

    會議文獻  

              會議論文集 … … 先依主題分，再依 07 複分 
 
    ※【附註】  1. 會議實錄，又稱會議錄，主要內容包括會議議程、開（閉） 

                  幕詞、討論及發言紀要、選舉實錄、新聞花絮、與會人員名 

                  錄等。另有會議手冊（篇幅較少、內輍較簡）亦以 06 複分 

                2. 也有部分會議文獻的內容同時包括會議實錄和會議論文集  

                   二者，一律以 06 複分 

 
 
論文集：論文集、論集、散論、論叢、叢編、文集、文叢、彙編 
機關團體：機關、團體、學校、醫院、公司、商號、社團、基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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