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圖書分類法講義  法律 

2008/07/19（Sat.） 
 
 
 
1 【法與法律】  是體現統治階級意志，由國家制定或認可，受國家強制力保 

證執行的行為規則的總稱。凡法、律、條例、通則、命令、規則、判例、慣 
例等都屬於法的範疇。法學文獻所探討之內容範圍，大致可分為下列 4 部分： 

    ‧法學（法的理論） 
    ‧法學史、法律思想史 
    ‧各國法律及其研究 
    ‧國際法    ※《中文圖書分類法》編列於政治類 

 
 
2  【法律類整理】 
‧580  法律總論 
‧582  中國法律彙編 
  583  各國法規 
‧581  憲法 
     .02  各國憲法彙編 
     .1  憲法學各論 
     .2  中國憲法 
     .3-.7  各國憲法 
  584  民法 
     .9  各國民法 
  585  刑法 
     .9  各國刑法 
  586  訴訟法 
     .9  各國訴訟法 
  587  商事法 
     .9  各國商法 
  588  行政法 
     .9  各國行政法 
‧589  司法制度 
     .9  各國司法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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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律類編制之依據】  《中文圖書分類法》法律類名，主要以中華民國法 
    典編制為基礎，以講學課程名為參考編制而成。前者如民法、刑法、保險法 
    等，後者如商事法、行政法等。 
 
4  【法律文獻之體裁】 

    ‧本文    ‧彙編    ‧論      ‧解釋        ‧案例 
                          釋論      判解          演習 
                          釋義      判例          實務 
                                    裁判 
                                    裁定 
                                    判決 
                                    法規令函 

 
5  歷代法律 
     ‧法律彙編：律令則例  582.1 
     ‧刑律論  585.6 
     ‧單種法律彙編各入其類，例如民法判解彙編入民法 

              歷代：582.1 
    法規彙編  多種：582.18 
              單種：各入其類 
 
              全國：582.1 
              地方：582.2 
    法規彙編 
              省：582.3 
              縣市：582.4 

 
6 【集中與分散】  法律文獻分類，有集中和分散兩種方式，各館可依據本身 
    館藏特色或編目政策選用之。茲以中華民國法律為例，舉示如下： 
 
‧採分散方式 
  法律彙編 582 
  憲法、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商事法、行政法  581、584-588 
  各類法規：入各類    ※例如教育法規 526.2  經濟法規 553.4 
‧採集中方式 
  法律彙編 582 
  憲法、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商事法、行政法  581、584-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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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類法規：582    ※例如教育法規 582.952  經濟法規 582.955 
 
7  單種法規，特藏符號不標識“R＂或“參＂；多種法規彙編，特藏符號標識  
  “R＂或“參＂。 
 
8  判例（解釋）彙編：a. 法條 + 判例（解釋）  b. 判例（解釋） 
 
    ※多種法規彙編入此，單種法規彙編各入其類 
    ※多種判例、解釋彙編入此，單種判例、解釋彙編各入其類 
 
9 【法制史和法系史】  法制係指法律制度，即由國家所制定各種不同位階的 
    法律，探討歷史上不同時代的法律制度，即為法制史。法系（Geneology of  
    law）係指因不同社會發展所產生的不同法律的系統。此因各國法律之制定 
    多合固有法和繼承法二者而成，於是產生如母子之系統關係，是謂法系。 
 
    五大法系：中華法系（中國法系）、羅馬法系（拉丁法系、大陸法系）、英美 
    法系（海洋法系）、阿拉伯法系（伊斯蘭法系）、印度法系。 
 
    歷史上法系：埃及法系、巴比倫法系、希臘法系、波斯法系、猶太法系（希   
    伯萊法系）。 
 
    法制史與法律思想史亦不同，法律思想史又稱法律學說史，較偏重於法理論  
    與思想方面，法制史則較偏重法實際與制度方面。 
 
10 【法醫學】  為偵查、審判案件服務的醫學科學。它應用醫學、生物學、化 
    學及其他自然科學的理論和技術，研究政法實踐中有關醫學的理論和實際問 
    題，為法政機關偵察、審判案件提供資料和證據。內容包括勘驗現場、檢驗 
    活體或屍體、證物和毒物等。 
 
    法醫學（裁判醫學）  586.66 
    檢驗實錄  586.65 
    指紋學  586.67 
    司法彈道學  586.68 
 
11  【解決爭議之途徑】  協商（協議）、和解、調解、仲裁、訴訟 
    實體法 
    程序法 
    總則  程序  告訴  偵查  起訴  審判  證據  律師  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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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  告發  舉發  檢舉  申訴 
 
    公法 
    私法 
    社會法 
 
12 【立法學】  立法原理、立法制度、立法程序、立法技術（法案起草步驟、 
    詞語運用及法規體例的原則）、法規體例 
 
立法學  朱力宇撰  北京市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1.09  （21 世紀法學系 
  列教材）  ISBN：7300038476 
 
立法學實用辭典  羅傳賢著  臺北市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004.08   ISBN：  
  9571134694 
 
13  司法制度  589 
    司法行政  589.1 
    司法組織  589 
    司法機構  589 
 
 
14  法律文書  580.169 
    司法文書  589.16 
    訟訴文書（訴訟書狀）  586.34 
    仲裁書狀  586.489 

    契約書範例  584.319 
 
仲裁法新論  楊崇森等著  臺北市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仲裁書狀範例  李永然等著  臺北市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2008.01 
仲裁法判解要旨彙編  臺北市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仲裁事件法院裁判選輯  臺北市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仲裁案例選輯  臺北市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工程法律與索賠實務  李家慶著  臺北市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工程仲裁案例選輯  臺北市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15 【法人】  是指法律上具有人格的組織，它們就像自然人一樣，享有法律上 
    的權利與義務，可以發起或接受訴訟。法人能夠以政府、法定機構、公司、  
    法團等形式出現。法人主要分為公法人和私法人兩種，近來又出現行政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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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概念。 

                  財團法人：私立學校、研究機構、教會、寺廟、基金會、慈 
          私法人            善團體  584.119 
                  社團法人  584.119 
    法人  公法人  584.119 
 
          行政法人  584.119 

 
16 【財產法】  包括債權、物權、準物權、無體財產權（智慧財產權）等 4 
    種，分類方法如下： 

            總論：分入物權法 584.2 
    財產法        債權：分入債權法 584.3 
            專論  物權及準物權：分入物權法 584.2 
                  智慧財產權：分入經濟法規 553.4 

 
17  【物權】  所有權、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抵押權、質權、典權、留置 
    權 
 
18  【準物權】  民法未規定之物權，例如漁業權、礦業權等。 
 
19 【智慧財產權】  是一種無體財產權，係指人類精神活動之成果而能產生財 
    產上之價值者，由法律所創設的一種權利，包括著作權、商標權、專利權、 
    工業設計、積體電路電路布局（IC）、鄰接權、植物種苗、營業秘密與不公 
    平競爭等。 
 
20  【國際法】  調整國與國之間關係的規範總和。主要包括的內容如下： 
‧國際法理論：國際法理論（狹義）、國際法學史、國際法史  579.01 
‧國際法彙編  579 
‧國際法主體：國家  579.11 
  國家責任  579.12 
  領土  579.13 
  領水；海上權  579.14 
  領空  579.15 
 
  委任統治、託管、共管  579.16 
  殖民地  579.17 
  特殊國際法主體  5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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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組織  579.19 
‧平時國際法  579.3 
‧戰時國際法  579.4 
‧中立國際法  579.5 
‧國際刑法  579.95 
‧國籍法  572.21 
‧國際私法  579.9 
‧準國際私法  579.99 
 
國際法  579 
  條約論  579.7 
  國際慣例  579.8 
國際私法  579.9 
準國際私法  5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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