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圖書分類法講義  財政 

2008/06/12（Thu.） 
 
 
 
1  【財政】  研究理財之科學，即論述公共經濟之原理及政策，包括貨幣、銀   
    行、信用、匯兌、證券、保險等，亦包括公共理財及賦稅在內。 

    a. 財政總論及財政史 
    b. 公共財政：財務行政（中央）、預算、公共收入、決算、公債、公有財產、

政府會計、審計、地方財政 
    c. 稅收相關：租稅、關稅、海關 
    d. 金融相關：貨幣、金融、銀行、儲蓄、信用、匯兌、信託、投資、證券、

保險、倉庫 

 
2  【財政類歸納整理】 
  ‧財政學總論  560 
      財政史  560.9 
  ‧中央財政 = 564 + 565 
      公共財政  564 
      各國財政狀況  565 
    地方財政  566 
      各國地方財政  566.9 
  ‧租稅  567 
    關稅  568 
  ‧貨幣、金融  561 
    銀行  562 
    金融各論  563 
      信用  563.1 
      匯兌  563.2 
      信託  563.3 
      投資與證券  563.5 
      各國證券市場  563.6 
      保險  563.7 
      倉庫  5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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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貨幣演進】  商品貨幣 ─ 金屬貨幣 ─ 信用貨幣 ─ 電子貨幣     

    ※電子貨幣：卡式電子貨幣、軟體式電子貨幣    ※※塑膠貨幣：金融卡、 
    信用卡、簽帳卡、會員卡    ※※※電子錢包、電子現金、電子支票 
 
4 凡探討現行貨幣（包括紙幣）之論述者，入金融類；凡探討古泉（錢）之收 
   藏及鑒賞者，入文物考古類；凡探討集錢、集鈔者，入遊藝類鈔幣收集子目。 

    各種貨幣：各種材質之貨幣  561.3 
    紙幣：通行之貨幣  561.5 
    古錢  793.4 
    鈔幣收集  999.2 

 
5 【銀行】  本類除包括銀行外，另也包括古代之錢莊以及目前仍通行於民間 
    之借貸處、典當業、高利貸等。至於合會（民間合會、民間互助會）則入合 
    作類。 
    ※※宜特別注意之類號：國家銀行（562.4）、商業銀行（562.5） 

    銀行  562 
    錢莊  562.7 
    借貸處  562.81 
    典當業  562.86 
    高利貸  562.88 
 
    合會  559.57 

 
   【中央銀行】   
    1. 敘述大陸時期（1928 – 1949 年）之文獻，入 562.421 

    2. 敘述臺灣時期（1949 年以後迄今）之文獻，入 562.4331 
    3. 綜述大陸、臺灣兩時期（1929 年以後迄今）之文獻，入 562.421 
 
   【交通銀行】   
    1. 敘述大陸時期（1908 – 1949 年）之文獻，入 562.423 

    2. 敘述臺灣時期（1949 – 2006 年）之文獻，入 562.4333 
    3. 綜述大陸、臺灣兩時期（1908 – 2006 年）之文獻，入 562.423 
    4. 2006 年與中國國際商業銀行合併成立兆豐國際商業銀行（562.54331） 
 
   【農民銀行】   
    1. 敘述大陸時期（1933 – 1949 年）之文獻，入 562.424 

    2. 敘述臺灣時期（1949 年）之文獻，入 562.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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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綜述大陸、臺灣兩時期（1933 年以後迄今）之文獻，入 562.424 
    4. 2006 年以後，農民銀行併入合作金庫業銀行（562.54332） 
 
   【中國銀行／中國國際商業銀行】   
    1. 敘述大陸時期（1912 – 1949 年）之文獻，入 562.422     

       ※前身為戶部銀行、大清銀行 

    2. 敘述臺灣時期（1949 – 2006 年）之文獻，入 562.4336 
    3. 綜述大陸、臺灣兩時期（1912 年以後迄今）之文獻，入 562.422 
    4. 2006 年與交通銀行合併成立兆豐國際商業銀行（562.54331） 
 
    戶部銀行（1004 – 1908 年） ─ 大清銀行（1908 – 1911 年） ─ 中國銀行  
   （1912 – 1971 年） ─ 中國國際商業銀行（1971 – 2006 年） ─ 兆豐國際商 
    業銀行（2006 年以後） 
 
中國銀行／中國國際商業銀行沿革表 

    戶部銀行（1004 – 1908 年） 
    大清銀行（1908 – 1911 年） 
    中國銀行（1912 – 1971 年） 
      大陸時期（1912 – 1949 年） 
      臺灣時期（1949 – 1971 年） 
    中國國際商業銀行（1971 – 2006 年） 
    兆豐國際商業銀行（2006 年以後） 

 
6  【信用】  徵用、討債、破產 
 
7  【理財與理財公司】 

           家庭理財、個人理財  421.1 
    理財   公司理財（企業理財）  494.7  553.977 
           公共理財（政府理財）  564-566 
 
    ※理財公司 563.3  信託投資公司  證券投資信託公司 

   【融資性租賃】  又稱資本租賃。外觀看起來像租，其實是借錢來買。承租 
    人必須將其資產及負債全部入帳，而出租人也不是收租金，其實是收資金和   
    利息。名義上是租賃，實際上是借錢買機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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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託】  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 
    本旨，為受益人之利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理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 
    託法第一條）委託人係信託關係之創設人，必須具處分財產之行為能力。信 
    託主要有金錢信託、投資信託、有價證券信託、不動產信託 4 種。     

    ※【有價證券信託】  共同基金、海外債券、運動債、ETF（交易所買賣基 
       金） 
 
9  【投資理財工具】 

    證券     銀行債券、金融債券 
    股票     期貨 
    基金     選擇權 
    公債     藝術投資 
    公司債     衍生性金融商品 

 
10  【衍生性金融商品】  係指其價值由利率、匯率、股價、指數、商品或其他 
     利益及其組合等所衍生之交易契約。一般可分為直接衍生型與商品組合  
     型，常見基本型的衍生性金融商品有遠期契約（Forwards）、期貨契約 
    （Futures）、交換契約（Swap）及選擇權契約（Options）等四種。 
 
11  投資信託公司：簡稱投信，屬證券業之一環。 
    信託投資公司：簡稱信託公司，屬信託業，幾乎與銀行沒有分別。 
    證券投資信託公司：屬信託業 
 
12  公共收入（564.38）：非租稅收入，包括規費、工程受益費、特許金、罰款 

              租稅 
    政府收入   
              公共收入：規費、工程受益費、特許金、罰款等 
     ─  
    ※公債、公有財產、充公財產 

 
13  【海關】  包括陸關、海關、空關，通稱海關。凡貨物經過海關均需課關稅， 
    關稅有內地稅（釐金）和國境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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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保險之分類】 

                        人壽保險 
              人身保險  健康保險 
                        傷害保險  年金保險 
    營業保險            火災保險（火險） 
                        海上保險（水險） 
              財產保險  陸空保險 
                        責任保險 
                        保證保險  其他保險 

 
社會保險  548.9 
公務人員保險  573.434（民國祿制） 
年金保險  563.748 
  國民年金  548.933 
軍人保險  591.59（軍職／其他） 
農業保險  431.33（農業信用） 
漁業保險  438.24（漁業金融、信貸、保險） 
保險合作  559.54 
勞工保險  556.82 
郵政保險  557.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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