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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文圖書分類法》醫學類表解 
              基礎醫學：394-399 
              預防醫學：衛生學（411-412）；醫院管理、醫事行政及護理（419） 
    醫藥科學  中醫藥學：413-414 
              西方醫學：病理學、各科、婦產、老幼、腫瘤 415-417 
              藥學及治療學：418 

 
2 人體科學：人體解剖學（394）、人體組織學、顯微解剖學（395）、人體胚胎 

學（396）、人體生理學（397-398）、生物化學、醫化學（399） 
 
人體系統 
11 大系統：皮膚系統、肌肉系統、骨骼系統、神經系統、心血管系統、淋巴系

統、呼吸系統、消化系統、內分泌系統、泌尿系統、生殖系統 
   ─  
  ※循環系統：心血管系統、淋巴系統  泌尿及生殖系統 

 
生物體研究的階層：分子 ─ 細胞 ─ 組織 ─ 器官 ─ 系統 ─ 個體 
 
3  基礎醫學、預防醫學（衛生學、保健事業）、臨床醫學、特種醫學、藥學及治

療學 
 
4  預防醫學：衛生學、生育計畫、流行病學及防疫、衛生統計與調查、保健事

業 
 
5  保健事業、衛生事業、衛生行政、醫政、藥政、醫院管理、醫事行政 
 
6  現代醫學：西方醫學 

傳統醫學：中醫學、各國中醫（日、韓、越）、蒙醫、藏醫、維醫、彝醫 
 
7  現醫學類目之編制：主要依醫院科別、人體系統、性別、年齡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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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4  流行病學；防疫 

          總論傳染病預防措施入此，專論各種傳染病防治入 415.23-.29 

 

415.23  病毒性感染疾病 

           總論傳染病及其防治入此，總論傳染病預防入 412.4，專論各種傳 

         染病分入 415.23-.29 

 
8  醫藥地理學 
   地理病理學（病理地理學）：地方病防治、疾病地區分布、自然疫源地區分布 
   熱帶醫學、寒帶醫學、極地醫學 
   醫藥氣候學 
 
   高山醫學（412.84） 
   海洋醫學（412.88）、潛水醫學（412.87）    

 ※包括水下醫學、高氣壓醫學、潛艇醫學 
   航空醫學（412.85）、太空醫學（412.86） 
     ※實際上醫藥地理學應只包括“地理病理學、各帶醫學、醫藥氣候學＂三

類，自“高山醫學＂以下各類並包括在內，只因類號不敷使用，借用“醫

藥地理學＂類號以編制相關類目 
 
9  特種醫學：放射醫學、軍事醫學（594.9）、航海醫學、潛水醫學、航太醫學、

運動醫學（416.69、528.9013）、法醫學（586.66） 
 
10  放射醫學：放射線學（X 線學）、X 線解剖學、X 線診斷學、放射療法、放

射性同位素、放射病及放射損傷 
 
11  臨床醫學各方面 
    預防、控制和衛生    ※總論 412.5 
    病理學、病因學    ※總論 415.1  各科：例如胃病病理入 415.52 
    微生物學、免疫學    ※總論 369.8；369.85 
    診斷學    ※總論 415.21  各科：例如心血管系統疾病之診斷入 415.302 
    治療學    ※總論 418  各科：例如皮膚病之治療入 415.7 
      急症、急救處理    ※總論 415.22 
    併發症 
    預後 
    診療器械、用具    ※總論 419.27  各科：眼科器械入 416.7056 
    康復     
※總論臨床某方面者入以上各類號，專論一科臨床某方面者入該科臨床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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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類號不易處理之疾病 
‧營養缺乏症  415.58 
  代謝病  415.59 
  體液、電解質及酸鹹平衡失調  415.597 …以上入消化系統疾病（415.5）類下 
‧免疫性疾病  415.69 … … 血液病及淋巴系統疾病（415.6）類下 
‧過敏性及血管性疾病  415.74 
‧新陳代謝及色素異常疾病  415.75 
  自體免疫性皮膚疾病  415.76 … … 以上入皮膚病（415.7）類下 
‧前列腺疾病  415.87 … …泌尿生殖系統疾病（415.8）類下 
‧疼痛  415.942 … …神經系統疾病（415.9）類下 
‧運動醫學  416.69 … … 骨科（416.6）類下 

 
 
13  使用醫學類表時宜注意之處 
13.1  各科醫療參考類目表 
 
13.2  類號有“0＂的類目 
    415.2  內科  .205-.208 
    415.3  循環系統疾病  .302-.3028 
    415.5  消化系統疾病  .501-.5093 
    416.7  眼科學  .701-.7056 
    417.1  婦科總論  .102-.107 
    418  藥學  .01-.09 

 
 
13.3  類目仿分：前類仿後類複分例 
    413.31  金匱要略 
                仿 413.32 分 

 
 
13.4  類目細分 

類號 414.34-.37 之後，可依“中藥材複分表＂加以細分（注意：其前必須加斜撇），

但不必按藥名排。前述用法係本館新增之內部用法，茲舉例如下： 

 

    414.34/1  植物藥材採集、加工、炮製 

    414.34/2  植物藥材鑑定 

    414.34/3  植物藥材藥理、藥性 

    414.34/4  植物藥材臨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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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35/1  動物藥材採集、加工、炮製 

    414.35/2  動物藥材鑑定 

    414.35/3  動物藥材藥理、藥性 

    414.35/4  動物藥材臨床應用 

 

        附：中藥材複分表 

    /1  藥材採集、加工、炮製 

    /2  藥材鑑定 

    /3  藥理、藥性 

    /4  藥材臨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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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腫瘤學 

 
 
 
肺腫瘤  415.468 
肺癌  415.4682 
食道癌  415.512 
胃癌  415.527 
肝腫瘤  415.536 
肝癌  415.5362 
膽囊癌  415.5386 
膽管癌  415.5396 
胰臟癌  415.549 
大腸癌  415.569 
白血病  415.635 
淋巴瘤  415.642 
多發性骨髓瘤  415.645 
高泌乳素瘤  415.6632 
泌乳素瘤  415.6633 
黃體促素瘤、濾泡促素瘤  415.6634 
甲狀腺促素瘤  415.6635 
腎上腺皮質促素瘤  415.6636 
嗜鉻細胞瘤  415.6644 
類癌症候群  415.6695 
皮膚腫瘤  415.78 
腎臟腫瘤  415.818 
輸尿管腫瘤  415.827 
膀胱腫瘤  415.837 
尿道腫瘤  415.847 
陰莖腫瘤  415.857 
睪丸腫瘤  415.8617 
前列腺癌  415.878 

腦瘤  415.938 
腫瘤（神經外科）  416.295 
外耳道惡性瘤  416.835 
中耳惡性瘤  416.854 
聽神經瘤  416.862 
 
 
 
 
 
顏面神經瘤  416.8692 
鼻瘤  416.874 
惡性瘤（鼻）  416.875 
鼻咽癌  416.879 
喉腫瘤  416.894 
婦科腫瘤  417.103 
卵巢腫瘤  417.25 
子宮腫瘤  417.2815 
子宮肌瘤  417.28151 
子宮癌  417.28152 
子宮頸腫瘤  417.2832 
小兒腫瘤  417.56 
 
 
 
腫瘤病理  415.138 
腫瘤護理  419.8234 
中醫腫瘤  4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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