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圖書分類法講義  中國歷史 

2008/06/29（Sun.） 
 
 
【史地文獻主題之類型】 
‧史學理論 
  區域歷史：各國（地）歷史 
  各民族歷史 
  歷史輔助學 
  專科史 
‧傳記理論 
  人物傳記：總傳、類傳、別傳 
‧地理學理論 
  地圖學理論 
  區域地理：各國（地）地理 
 
【中文分類法中之史地類】 

    史地總論 
      史學總論  602-608 
      史學  601 
      地理學  609 
    中國史地 
      中國歷史  610-620 
      中國文化史  630 
      中國外交史  640 
      中國史料  650 
      中國地理 
        總志  660 
        方志  670 
        類志  680 
        遊記  690 
    世界史地 
      總志  710 
      海洋志  720 
      各國史地  730-770    ※文化史、民族史、外交史、史料 
    傳記  780 
    文物考古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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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  史學理論、史學方法論、史學史、年代學、史料學 
 
【史料】  論述史料之源流、價值、整理、編纂和利用方法之文獻，入史料學；

凡彙編史料成一書者，其內容如涉及歷代者入史料類，如涉及各斷代者入斷代

史，如涉及專科者入各專科史。 
 
【史料之分類】 

          理論：史料學  601.2 

                通代※：650 

    史料  彙編 

                斷代※：621-628  651-655 

          專科：隨各專科史分類 

     ─  

    ※包括詔令、奏議、公牘、起居注、實錄、檔案、族檔、公報、雜史料等 

    ※綜合性斷代史料隨斷代分，某類型之斷代史料分入 651-655 相應子目 

 
【年表】 
表譜 
  年代對照表 
編年 
曆表 
 
【表譜之類及其分類】 

                紀年表：以中國紀年為主，只紀年及帝王  610.5 

          年表 

                大事年表、編年：以年繫事，即有年有事件文字敘述  610.2 

    表譜  曆表：327.41  曆日對對表：327.48 

 

          圖譜：文物圖譜、版本圖譜、歷史圖譜、人物圖譜、科技圖鑑、地圖 

 

    ※曆表：中外（包括西元、回曆、日韓紀年等）紀年對照，以年為主 

      曆日對照表：中西曆對照，以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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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斷代史、綿延數代史】 
朝代：帝王、史事、史書 
 
通史 
綿延數代史事 
先秦、秦漢、魏晉南北朝、隋唐五代、宋夏遼金元、明清 
古代、史前、遠古、上古、中古、近古、近世、近代、現代、當代 
 
斷代史（各代史） 
某朝史事（某帝史事） 
 
綿延數代史事 
三代  621.2 

             西周 621.52 
    周 621.5             春秋時代 621.62 
             東周 621.6 
                        戰國時代 621.8 

 
商至漢總錄  621.39 
明清史  626.99 
近代史  627.6 
 
【220-589 年】 
魏晉南北朝（220-589） 
三國兩晉南北朝（220-589） 
六朝（222-589） 
【跨號編號法】  十六國（623.331-.349） 
五涼：前涼、後涼、南涼、北涼、西涼 
四燕：前燕、後燕、南燕、北燕 
三秦：前秦、後秦、西秦 
兩趙：前趙、後趙 
夏  成漢 
※冉魏（附於後趙）  西燕（附於後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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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各代制度入中國政治制度類，惟太平天國的制度入歷史類（627.752） 
太平天國外交  627.753 

              通記  627.74 
 
    太平天國        上帝教  627.751  中國基督教史（248.2） 
                    制度、政策  627.752 
              專記  對外關係  627.753 
                    諸王自述  627.758 
                    天地會起義  627.759 

 
 
【史書體裁】  紀傳、編年、紀事本末、表志、史稿、史鈔、雜史、史評    
 ※政書、志書 
 
紀傳   
編年  按年代順序編寫的史書 
紀事本末  以歷史事件為大綱編寫的史書 
雜史   
年表   
史料   
史鈔   
史評   
 
【古代史部在中文分類法之位置】 

    一般史籍：先分入各代史，再依體裁（紀傳、編年、紀事本末、雜史）細分 
    地理類：總志（660）、方志（670）、類志（680）、遊記（690） 
      外記之屬：分入各國史地 
    時令類：分入農業類 
    職官類：分入中國政治制度類 
      官箴之屬：分入國家倫理 
    政書類：分入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 
    目錄類 
      經籍之屬：分入目錄學 
      金石之屬：分入文物考古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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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總目》史部類目】 
1  正史類 
2  編年類 
3  紀事本末類 
4  別史類 
5  雜史類 
6  詔令奏議類 
7  傳記類／聖賢  名人  總錄  雜錄  別錄 
8  史鈔類 
9  載記類 
10  時令類 
11  地理類／總志  都會郡縣  河渠  邊防  山川  古蹟  雜記  遊記  外紀 
12  職官類／官制  官箴 
13  政書類／通制  典禮  邦計  軍政  法令  考工 
14  目錄類／經籍  金石 
15  史評類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類目整理】 

    第一類群：史傳  第二類群：相關類  第三類群：其他 
    歷史      詔令奏議      時令 
      正史      職官       目錄 
      編年      政書 
      紀事本末     地理 
      別史 
      雜史 
      載記 
      史鈔 
      史評 
    傳記 

 
《四庫全書總目》與《中文圖書分類法》歷史類對照表 

《 四 庫 全 書 總 目 》 史 部

類 屬 
《中文圖書分類

法》相應類目 
相 關 說 明

1  正史  
2  編年  
3  紀事本末  
4  別史  

‧610  中國通史

‧621-627  中國

斷代史 

‧古代史書分類，

先體裁次時代 
‧現代史書分類，

先時代次體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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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雜史  
詔令 651  詔令  6  詔令奏議 
奏議 652  奏議；公牘  
聖賢：孔孟傳之屬 782.8  別傳  
名人 782.8  別傳 依內容時代細分 
總錄 782.1  普通總傳 

782.2  特種總傳 
依內容性質分入

相應類目 
雜錄：敘一事始末 782.8  別傳 依內容時代細分 

7  傳記：敘一人

始末曰傳，敘

一事始末曰記

（雜錄） 

別錄：逆亂人物傳 782.8  別傳 依內容時代細分 
8  史鈔  610.7  史鈔 斷代史鈔入各代

史，再依史鈔複分

9  載記：述偏方

割據列國之事

  依內容性質分入

相應類目 
10  時令 
 

  《中國圖書分類

法》有相應類目 
總志             660  地理總志 
都會郡縣 681  都城 
河渠 682  水志 
邊防 681.5  邊疆防務 
山川 682-683  山水志 

古蹟 684  名勝古蹟 
雜記 689  雜記 
遊記 690  遊記 

均依內容性質入

相應類下之子目 
11  地理 

外紀 730  亞洲史地 
740  歐洲史地 

清以前外紀，主要

以歐亞兩洲為主 
官制 573.4  職官  12  職官 
官箴 196  官箴  
通制 573.1  通制；政書  
典禮 533  邦禮  
邦計 433.09  農業災害

史 
康濟錄、荒政叢

書、捕蝗考之屬 
軍政 591  軍制  
法令 585.6  刑律論  

13  政書 

考工 400  應用科學 依內容性質分入

相應類目 
14  目錄 經籍 010  目錄學 依內容性質分入

相應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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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石 791.1  金石目錄 依內容性質分入

相應類下目錄目 
15  史評  610.8  史評 斷代史評入各代

史再依史評複分 
  [1] 本表只就古代史部（以《四庫全書總目》為例）最有可能分入《中文圖書

分類法》類目而加以編製，實際分類標引時請詳審文獻內容主題，再依性質分入

相應之類目，請勿以本表所提供之對照類號為唯一正確依據。 

  [2] 如從文獻題名無法判斷應分入《中文圖書分類法》何類目，可利用《四庫

全書總目》以為分類標引之輔助工具。利用之方法有三： 

  其一、利用索引以查知待編文獻在《四庫全書總目》所屬之“部、類、屬＂ 

  其二、以查獲之“部、類、屬＂，再利用本表以檢知應分入《中文圖書分類法》

之類目 

  其三、進一步依文獻內容性質，再細分或複分至適當之子目 
 
【歷史與專科史】  歷史是關於一個國家、區域、民族的整個的、全面的發生、  
 發展過程的著述。專科史則指關於某一學科的發生、發展過程的著述。 
 
【歷史與政治】  凡論述政治制度之文獻，包括國家機構、選舉制度、人事制度、 
 各種政書，以及政治現況、政策及具體措施等，分入政治。關於某國（地）政 
 治情況之發展、演變，分入各國歷史。 

 
【典章制度】  包括周禮、會典、會要、政書（三通、十通）以及制度、政制， 
 分入中國政治制度類。 
 
【外交史】  凡敘述一個國家與其他國家發生關係經過的文獻，歸入外交史；但 
 有關一國對外政策、活動和條約的文獻，則歸入政治類外交子目。 
【文化史】  探討有關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發生、發展的文獻，如為綜合性質 
 的歸入文化史，如為專科性質的歸入各專科史。 

                通史 630  典籍 630.1 
                斷代史 631-638 
    中國文化史  中西文化史 630.9 
                中華民族史 639 
                專門文化史：各歸其類 

 
【東方學】  東方學、中國學、埃及學、亞述學等，通常是針對某一地區或國家 
 的歷史、社會、民族、語言、文學、藝術、宗教、信仰、風俗、道德、制度等 
 方面的綜合性研究，如已設專號則逕分入該專號，如無專號則分入該國（地） 
 史或該國（地）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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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史】   

1. 有關歷史上民族之記述，例如女真、鮮卑、契丹、匈奴、突厥、回紇、吐番 

等，以歸入中華民族史類（639）有關子目，各國：分入各國史類文化史子 
目為宜。惟歷史上不活躍之各族史，則歸入中華民族志（536.2）有關子目。 

2. 有關各民族風俗習慣之觀察及調查報告、記錄，以歸入中華民族志類（536.2） 

有關子目為宜。例如臺灣原住民族等。 

 
【漢學】  早期以中國傳統學術研究為主，但後來範圍漸擴及社經政法之研究， 
 而時間上也兼及現代中國。 
 
【中國學】  係有關中國之全面研究，在時間包括古代至現代之中國，在學科範 
 圍上包括人文學及社經政法之研究。 
 
【大陸研究】  又稱中國大陸研究。以 1949 年以後中國之黨政、軍法、社經、 
 文教等為研究對象。 
 
【中共研究】  本應專指有關中國共產黨之研究，但有時研究之對象與範圍，與 
 大陸研究有重疊之處。 
 
【臺灣研究】  以“臺灣＂為對象之一門學問，即以臺灣為時空背景，以探討其 

自然、社會、經濟、政治、教育、宗教、道德、風俗、思想、學術等各方面情

況。如從某一方面加以探討，是謂專題研究；如從整全的觀點加以綜合性的探

討，是謂綜合研究或整體研究。臺灣史、臺灣地理等，多為綜合研究；至於臺

灣教育、臺灣經濟、臺灣社會、臺灣政治、臺灣宗教、臺灣風俗等，則是某一

方面的專題研究。 

 

【臺灣研究史】  論述“臺灣研究＂本身之意義、方法、範圍、價值，及其有關 

之機構、計畫、經費、人員、培訓、成果、展望等之沿革、進展、演變。 

 

 
【中國史相關表譜】 
‧中國斷代史複分表  P. 489 
  中國外交史複分表  P. 505 
‧中共歷史分期參考類目表  P.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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