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圖書分類法講義  地理 

2008/07/08（Tue.） 
 
 
 
1 【地理學】  地理研究對象是“人與地＂各方面的關係，其範圍幾乎涉及一 
    切社會和自然現象。近代地理學發展：地貌學（地形學）、氣候學、生物地 
    理、經濟地理、政治地理。地理學的分支伸至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兩領域， 
    形成了一個龐大的、綜合的、複雜的地理科學體系。茲為了明瞭起見，製表 
    解說如下： 

            地理學理論／理論地理學、地理學史、歷史地理學、方志學、地名               
                        世界地理                                   學 
            區域地理學  中國地理 
                        各國地理 
                        人文地理學／人種、人口、城市、農村、社會、政治 
                                    軍事、文化 
    地理學  系統地理學  經濟地理學／總論  區域  部門：農業、工業、商業               
                                    總論              交通運輸、旅遊 
                        自然地理學  區域／世界、中國、各國 
                                    部門／氣候學、水文地理、地貌學、資 
                                          源地理、土壤地理、生物地理※

            技術地理／地圖學及地圖  計量地理學  地理資訊系統 
            應用地理學 
     ─  
    ※系統地理學也稱部門地理學 

    ※包括動物地理及植物地理 

參考王恩涌、許學工著《地理學是什麼》（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8.05）頁 38 及白國應編

著《圖書分類學》（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1.11）頁 301 資料編製 

 
2  【地理文獻之範圍】 
   a  地理學 
 
   b  區域地理、地方志 
   c  各地游記及雜記 
 
   d  人文地理學 
   e  經濟地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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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自然地理學 
   g  歷史地理學 
 
   h  地圖及地圖學 
 
3  【中國地理類整理】 
‧660  中國地理總志 
‧661-676  各代地理志 
‧669  中國歷史地理 
 
‧670  中國地方志 
‧671-676  各地方史地 
 
‧680  中國地理類志 
‧681  都城；疆域 
‧682  水志 
‧683  山志 
‧684  名勝古蹟 
‧685  人文地理    ※人文地理總志入此，人文地理專志各入其類 
‧686  經濟地理    ※分入經濟史地 
‧687  人物    ※分入中國傳記 
‧689  雜記 
‧690  遊記    ※全國遊記彙編入此，各地方遊記依省別分入各省 
 
4  【地理文獻分類方式】  我國古代地理學文獻，多數將自然地理和經濟地理 
    的材料作綜合的記述，實際上是方志性的地理學著述。因此，在中國古代圖 
    書分類法中，地理是作為歷史的一部分，並且是集中歸類的。現代地理類的 
    文獻，有採集中方式的，也有採分散方式的。 
 
4.1  集中方式：地理學是一門綜合性的科學 
    地理文獻集中便於讀者查檢 
    日常生活中地理概念已形成 
 
4.2  分散方式：自然地理和經濟地理有差異 
    地理文獻集中破壞分類體系 
    地理學在學科中地位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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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文地理】  包括社會地理、政治地理、軍事地理、人口地理、文化地理、 
    民族地理、民俗地理等。凡綜合性的內容分入地理類；凡專門性的內容依主   
    題別分入相應類目，例如軍事地理入軍事類，人口地理入人口類。 
 
6  【經濟地理】  普通經濟地理，即綜合經濟地理分入經濟史地類；部門經濟 
    地理依主題別分入相應類目，例如交通地理入交通運輸類；區域經濟地理先 
    主題別分入相應類目，然後再依區域別細分子目。 

可歸入經濟類，亦可歸入方志類，通常以歸入經濟類“經濟史地＂子目為

宜。如歸入方志類，又可分集中與分散兩種方式，此依各館政策而定。 

              經濟類 552.2       集中方志：全國 685  地方 686.01-.06 

    經濟地理          地理類志 

              方志類            分散方式：全國 685  地方 671-676 

                      各地方：依各省區縣市分 671-676 

 
7  【自然地理】  普通自然地理，即綜合自然地理分入地球科學類；部門自然 
    地理依主題別分入相應類目，例如生物地理入生物學類；區域自然地理先依  
    主題別分入相應類目，然後再依區域別細分子目。 
 
7.1  氣候：溫度、降水、風系、氣候帶、氣候類型 
 
7.2  地貌：構造地貌、河流地貌、喀斯特地貌、冰川與冰緣地貌、風沙地貌、 
     黃土地貌、海岸地貌 
 
7.3  陸地水文：河流、水系、流域、湖泊、沼澤、冰川、地下水 
 
8  【歷史地理】  研究歷史時期的自然地理、政治地理、經濟地理現象，以及 
    它們在歷史時期分布變化及其發展規律。 
 
9  【地名學】  是藉由地名命名的原因、地名的演變、語源、語音、含義等的 
    瞭解，以探究各地歷史、文化、社會、組織的發展情況，可以從時間面（歷 
    史）或空間面（地理）來分析。 
 
10 【地圖】  按一定法則，顯示地表面自然和社會現象的圖。按內容性質可分 

為普通地圖和專門地圖，按區域範圍可分為世界地圖、國家地圖和區域地

圖。普通地圖是綜合地反映地面上物體和現象一般特徵的地圖，內容包括自

然地理要素（例如水系、地貌、土質、植被等）和人文地理要素或社會經濟

要素（例如居民點、行政區劃、交通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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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門地圖又叫專題地圖、主題地圖、特種地圖，是著重表示自然和社會現某 
    一種或某幾種要素的地圖，一般分為自然地理圖（例如氣候圖、水文圖、地 
    質圖、土壤圖、植被圖等）、人文地理圖或社會經濟圖（例如經濟地圖、政 
    區地圖、人口分布地圖、交通地圖等）和歷史地圖 
 
11  【地圖學】  研究有關地圖生產（測繪、製作、編輯、出版）的知識。特別 
    指出地圖學有時也稱“製圖學＂，極易與屬工程學類之“製圖學＂相混，宜 
    注意分別。 
 
12  【觀光】  觀光行政（法規、政策）、觀點地理、觀光設施、觀光整備、景 
     點介紹（名勝古蹟、風景區、遊樂區）、國家公園、觀光產業（旅行社、旅 
     館業、餐飲業、土特產行）、從業人員（領隊、導遊、專業導覽人員） 
 
13 【觀光指南】  即彙集出外旅遊觀光所有有關之交通、食宿、錢幣、語言、 

行李、購物、土特產、餐飲、小吃、氣候、景點、機構等觀光資訊之手冊 
或便覽。 

 
有關景點介紹、國家公園及觀光旅遊指南，分入各國史地類；其餘有關觀 
光之文獻，均分入觀光類。 

 
純粹有關觀光指南（或觀光資訊，下同）之文獻，分入觀光類；兼敘觀光 
指南及景點之文獻，分入各國史地類。 

 

北海道玩全指南  吳秀雲編著攝影  臺北縣新店市  宏碩文化事業公司   

2007.11  （行遍天下；E01037）    ※行前準備  北海道初體驗：吃玩買 

賞綜覽分析  分區導覽  ※※賞玩買遊食宿享  地電時網價交   

※※※731.7909 

 

中國攝影之旅：首選 20 經典路線 = Photograic of China  藏羚羊自助旅行工 

作室編著  臺北市  紅樹林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公司城邦分公司發行   

2008.02  （藏羚羊自助遊；024）    ※2008 最新自助旅遊指南  ※※內容： 

景點  預算  氣候  交通  住宿  餐飲  通訊  醫療  ※※※690 

 

山東：濟南、淄博、青島  高文麒著  臺北市  大輿出版社  2007.12  （文 

化中國）    ※戰國齊魯文化  ※※建築與歷史  藝術與文學  科學與工 

藝  生活與傳統  飲食文化  地圖  實用資訊：自然環境、景點指南、餐 

飲指南、表演與展覽、行程建議、住宿建議、旅遊相關資訊  ※※※671.269 
 

 4



14  【遊記和雜記】  遊記是旅行遊覽時所見所聞的記載或旅行指南，雜記則是 
     有關某地零零碎碎之記載。這類文獻所記大都是有關各地之名勝古蹟、民 
     情風土、人物傳說等。 
 
15  【地方志】  又稱方志，是我國特有的一種地理學文獻。地方志廣泛而詳細 
    記載了一個地區的建置、沿革、區域、山川、關隘、津梁、古蹟、寺觀、物 
    產、田賦、災害、行政、職官、文教、宗教、風俗、人物、藝文等自然和社 
    會資料，被譽為“博物之書＂、“一方之全書＂和“地方百科全書＂。自古 
    以來，方志有隸屬地理類和隸屬歷史類之別，目前多數將方志歸入地理類。 
 
16 【第一法／第二法】   
     第一法：依狹義方志為分類標準，只收錄志（誌）、 
     志書（稿）、採訪冊、地理、歷史等，其餘各類分入地理類志或分散至類表 
     各類。 
 
     方志類 671-676：各地志書（省志、府志、縣志等）、歷史、地理 
     地理類志 680：人文地理、經濟地理、遊記及雜記、人物 
     類表各類：上述以外有關某地之文獻 

    總志（一統志） 
      省志（通志） 
        府志、道志 
          州志、縣志、廳志、市志 
            鄉志、鎮志 
              村志、里志 

 
     第二法：依廣義方志為分類標準，將地方各種材料彙集於一處，即將志書、 
     歷史、地理以及各類專志：人文（文化、政治、風土）、經濟（農業、工業、  
     商業、交通）、名勝古蹟、遊記、指南、人物、文獻、雜記等，均集中一處。 

區 分 收 錄 範 圍 分 類 標 準 類 志 處 理 本 館 作 法

第一法 狹義：只收志書

（形式） 
依清以前行政

級別：省府縣 
地理類志：兼收

全國及各省 
早期採用 

第二法 廣義：兼收志書及

各種類志（專志） 
依主題別：歷史

地理、人文、經

濟、自然、遊記

地理類志：全國

性類志，各省類

志分入各省 

目前採用：

但未收經濟

地理及人物 
     ※※本館作法：本館採“第二法＂，但只收錄志書、歷史、地理、人文地 

     理、遊記及雜記等；將經濟地理（包括農業、工業、商業、交通等地理） 
     以及人物傳等文獻，分別分入經濟及傳記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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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傳記】  可歸入方志類，亦可歸入傳記類，通常以歸入傳記類“各地 

傳記＂子目為宜，不歸入方志類“人物、文獻＂子目。 

 
17  【區域地理分類法】  區域地理（包含地理志，下同）是綜述一個地區的自 
     然、經濟、居民、國家制度、文化生活、風俗習慣以及物產資源的綜合性 
     文獻。分類時凡綜述世界各國的文獻，分入世界地理總論；凡分述各洲、 
     各區域、各國的文獻，依洲別、區域別、國別分入相應的類目。 

    世界 
      各洲 
        區域 
          各國 
            地區 

 
18  【跨區文獻之分類】 

          只敘二省：居前原則、重點原則 
    跨省            同一地方：分入包括這些省份之地方 
          三省以上 
                    不同地方：分入中國地理 
 
          只敘二國：居前原則、重點原則 
    跨國            同一區：分入包括這些國家之區域 
          三國以上  同一洲：分入這些國家所屬之洲 
                    不同洲：分入世界地理 

 
19  【專題地理】 
    氣象地理  328.9 
    區域地文志  351.1 
    火山志  354.19 
    溫泉志  354.39 
    地震志  354.49 
    地質調查  356 
    礦物分布（各地礦物志）  357.4 
    岩石分布  358.7 
    古生物地理學  359.3 
    生物地理學  366 
    植物地理學  374.6 
    動物地理學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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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種地理分佈  392.6 
    醫藥地理學  412.8 
    農業地理學  430.1632 
    森林地理  436.13 
    商業地理  491 
    人口分布  542.12 
    經濟史地  552 
    交通地理  557.18 
    軍事地理  592.3 
    語言地理學  801.8 
 
20  【地理相關表譜】 
20.1  標識文獻內容及編制類型 
   a. 各國史地複分表／適用於世界各國（中國及臺灣除外） 
   b. 地方志複分表／適用於中國方志（中國省區、中國縣市） 
   c. 臺灣地方志複分表／適用於臺灣史地（全區） 
   d. 臺灣各區複分表／適用於臺灣各地方（臺灣縣市、臺灣鄉鎮） 
 

20.2  標識地區代碼 

   a. 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b. 中國省區表 

   c. 中國縣市表 

   d. 臺灣縣市表 

   e. 臺灣鄉鎮表 

   f. 臺灣分區表 

   g. 日本分區表 

   h. 韓國分區表 

   i. 北韓分區表 

   j. 美國分區表 

   k. 加拿大分區表 

 

21  【各國史地複分表】 

    9  備用，有二種使用法： 

         a)  標識國名：依“借號法＂編制法編配為其他相關地名類目，例如 

       “741.9＂、“742.9＂、“745.9＂… … 前一號國家或地區遊記用“89＂ 

 

         b)  標識遊記：731.9（日本遊記）  732.9（韓國遊記）  752.9（美 

       國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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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行政區劃層級】 

   a  省區：省、院轄市※、特別行政區、自治區、地方（蒙古、西藏） 
   b  縣市：縣、省轄市、設治局、自治州、自治縣、盟、旗、特別旗 
   c  鄉鎮：鄉、鎮、縣轄市 
   d  村里 

 

※ 院轄市，又稱直轄市、特別市。在行政層級上與省級相當，惟《中文圖書

分類法》編製地區號碼時，與縣市編入同一種號碼表，即“中國縣市表＂

及“臺灣縣市表＂，使用請特別注意。 

 

臺灣地理相關文獻標引整理表 

區 分 使用之地區表 使 用 之 複 分 表 分 類 舉 例 說 明

臺灣全

域 

世界分國表 

 

臺灣地方志複

分表（二） 

臺灣府志：733.12 目前本館採地

方志複分表二

臺灣各

縣市 1 

臺灣分區表 臺灣各區複分

表 

臺北市志：

733.92/1 

號碼 1-3 位以

傳統地名為主

臺灣各

縣市 2 

臺灣縣市表 

 

臺灣各區複分

表 

臺北市志：

733.9/101/1 

號碼數固定 3

位現地名為主 

臺灣各

鄉鎮 

臺灣鄉鎮表 臺灣各區複分

表 

中和市人文志：

733.9/103.9/113.4 

提供鄉鎮文獻

標引之用 

※標引臺灣各縣市地理相關文獻時，可自上表“臺灣各縣市 1＂及“臺灣各縣市 

2＂兩者擇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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