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圖書分類法講義  世界史地 

2008/07/21（Mon.） 
 
 
 
1  【史地類歸納整理】 

                      史學 601  史料學 601.2 
            史地總讑  地理學 609  地圖學 609.2 
                      史地總論：編制形式 602-608 
                      中國歷史 610-650 
            中國史地 
    史地類            中國地理 660-690 
             
            世界史地 710-770 
            傳  記 780 
            文物考古 790 

 
2  【地理類整埋】 

地理學  609 
    地圖學  609.2 

中國地理  660-690 
    總志  660 
    方志  670 
    類志  680 
    遊記  690 

世界地理  716 
  海洋志  720 

      航海記彙編  729 
各國地理  730-770 
  亞洲  730 

    歐洲  740 
    美洲  750 
      北美洲  751 
      拉丁美洲  754 
      中美洲  755 
      南美洲  756 
    非洲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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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洋洲  770 
    北極  778 
    南極洲  779 
 
3  中西交通史、東西交通史、絲路 

海洋志、航海志 
探險記、旅行記、考察記 

 
4  【中國地理類志】 

集中方式：全國及各省 
分散方式 

    全國：分入類志 
    各省：分入各省 
 
5  【方志分類方式】 

第一法（狹義） 
    志書 
    歷史 
    地理 

第二法（廣義） 
    志書 
    歷史 
    地理 
    人文地理 
    經濟地理 
    名勝古蹟 
    遊記及指南 
    人物及文獻 
    雜記 
 
6  【大洋洲】 

                        澳大利亞  771 
            澳大拉西亞  塔斯馬尼亞  771.78 
                        紐西蘭  772 
    大洋洲  美拉尼西亞  775 
            密克羅尼西亞  776 
            玻里尼西亞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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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部：巴布亞紐幾內亞，屬美拉尼西亞 
    新幾內亞島 
                西部：伊里安查亞（西伊里安），屬印度尼西亞 

 
7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聯邦（蘇聯） 
‧俄羅斯（俄羅斯蘇維埃社會主義聯邦共和國） 
‧波羅的海三國 
  立陶宛  747.81 
  拉脫維亞  747.84 
  愛沙尼亞  747.87 
‧東歐三國 
  白俄羅斯  748.751 
  烏克蘭  748.752 
  摩達維亞  748.753 
‧外高加索三國 
  亞美尼亞  748.757 
  喬治亞  748.758 
  亞塞拜然  748.759 
‧中亞五國 
  哈薩克  734.4 
  烏茲別克  734.5 
  塔吉克  734.6 
  吉爾吉斯  734.7 
  土庫曼  734.8 
 
8  【聯合王國】 

              蘇格蘭 
              英格蘭  不列顛島（英倫三島） 
    聯合王國※ 威爾斯 
 
              北愛爾蘭 
                        愛爾蘭島 
                愛爾蘭 
     ─  
    ※聯合王國（UK）全名【不列顛與北愛爾蘭聯合王國】 

 
 
 

 3



9  【歐洲五小邦】 
‧梵蒂岡：教廷，義利利境內  745.9 
‧聖馬利諾：義大利境內  746.6 
‧列支敦士登：瑞、奧間，阿卑斯山  744.7 
‧摩納哥：法國南部  742.9 
‧安道爾：安道亥，法、西間，比利牛斯山  746.4 
 
10  【相關地名辨似】 
  希伯來 
  猶太 
  以色列  735.3 
  巴勒斯坦  735.2 
 
  阿拉伯帝國 
  沙烏地阿拉伯  735.91 
  阿拉伯聯合大公國  735.94 
  阿拉伯聯合共和國（阿聯）  761 
 
  阿位伯世界 
  伊斯蘭文化圈 
  中東、西亞、西南亞 
 
  赤道幾內亞 … … 中非  764.5 
  幾內亞 … … 西非  766.5 
  幾內亞比索（葡屬幾內亞）… … 西非  766.7 
  新幾內亞 … … 太洋洲美拉尼西亞  775.7 
  巴布亞紐幾內亞 … … 太洋洲美拉尼西亞  775.9 
 
  撒哈拉（法屬撒哈拉、法屬西非洲）  763 
  西撒哈拉  767.6 
    里俄特俄羅  767.6 
  撒拉威  767.69 
 
  格瑞那達  755.95 
  格瑞那丁（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755.99 
 
  摩納哥  742.9 
  摩洛哥  7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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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其頓（國名）  749.34 
  馬其頓（希臘省名） 
  多明尼克（多米尼克）  755.919 
  多明尼加  755.86 
 
  圭亞那 
    蓋亞那（英）  758.7 
    蘇利南（荷）  758.8 
    圭亞那（法）  758.9 
 
  密克羅尼西亞  776 
  密克羅尼西亞聯邦  776.7 
  薩摩亞群島  777.4 
  薩摩亞（西薩摩亞）  777.49 
  美屬薩摩亞  777.4 
 
  衣絲垂亞（厄特立垂亞）  762.9 
  索馬利亞  765.7 
  索馬利蘭（索馬利）  今名吉布地  765.8 
 
  剛果 … … 布市剛果、法屬剛果  764.7 
  剛果 … … 剛果主共和國、金市剛果，薩伊，比利時屬地  764.8 
 
11  【複合的國名】 
  【東南歐】 
  波士尼亞 ─ 赫塞哥維納  749.33 
  
  【小安地列斯群島】  755.9 
  安地卡及巴布達  755.91 
  千里達及托巴哥  755.97 
  聖克里斯多福及尼維斯  755.98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755.99 
 
  【非洲屬島】 
  聖多美普林西比  7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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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史上重要國家及時代】 
‧地跨亞、歐、非三洲的大帝國：波斯帝國、亞歷山大帝國（馬其頓帝國）、羅

馬帝國和拜占庭帝國、阿拉伯帝國 
‧地跨亞、歐二洲的大帝國：大元帝國、鄂圖曼帝國、俄羅斯帝國 
 
蒙古及韃靼諸帝國 
‧鄂圖曼帝國（奧斯曼帝國，1281-1453）  735.122 
‧帖木兒帝國（1370-1506）  730.258 
‧蒙兀兒帝國（1526-1857）  737.05 
‧大元帝國（蒙古帝國，1271-1368）  625.7 
‧欽察汗國（金帳汗國，1243-1502）（1219-1502 年）  730.251 
  是蒙古帝國西北部的汗國，後來突厥化。位于今天俄羅斯咸海和裏海北，佔有 
  東歐和中歐地區，由朮赤及其兒子拔都及其後人管理。 
‧察合臺汗國（1227-1369）  730.252 
  察合臺汗國（Chagatai Khanate）成吉思汗次子察合臺所建，是蒙古帝國的部 
  分，四大汗國之一。元朝的西北宗藩國，統治中亞地區。最盛時疆域東至吐魯 
  番、羅布泊，西及阿姆河，北到塔爾巴哈臺山，南越興都庫什山。由察合臺及 
  其兒子哈剌旭烈及其後人管理。 
‧窩闊臺汗國（1225-1309）  730.253 
  窩闊臺汗國（Ögedei Khanate）是蒙古帝國的一部分、四大汗國之一。位於今 
  日中亞的葉密立河流域，都城在葉密立，即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疆的額敏 
  縣。窩闊臺汗國成立於 1225 年，由成吉思汗把今阿爾泰山以西一些土地封給 
  其子窩闊臺，到 1309 年被察合臺汗國及元朝瓜分，察八兒出走元朝，窩闊臺 
  汗國滅亡，是四大汗國之中最短國祚的汗國，只有 84 年歷史。有蒙兀兒斯坦 
  的一部分。地方基本上是乃蠻故地。窩闊台汗國成立之時，其實並無國名。現 
  在的名字其實是史學家取其第一代君主窩闊臺名字而作為汗國的通稱。 
‧伊兒汗國（1256-1335 年）  730.254 
  大約位於今日中亞南部至南亞北部之間，首都最先在阿塞拜疆附近的蔑刺合。 
  元朝建立時，伊兒汗國一直承認元朝為正宗，直至忽必烈去世為止。屬國包括 
  阿富汗的庫爾特王朝、克爾曼的後西遼、安納托利亞的塞爾柱帝國及喬治亞。 
 
  邪馬臺國  731.213 
 
  阿卡德帝國（西元前 2334-2190）  735.521 
  古巴比倫帝國（西元前 1894-1595）  735.521 
  亞述帝國（西元前 1350-612）  735.421 
  新巴比倫帝國（迦爾底亞帝國，西元前 626-539）  735.521 
  美大尼王國  73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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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蘭帝國  735.9 
    阿拉伯帝國（632-1258）  大食帝國、薩拉森帝國  735.9 
    塞爾柱土耳其帝國（1055-1258）  735.121 
    鄂圖曼土耳其帝國（1299-1922）  西亞至東歐  735.122 
    帖木兒汗國（1370-1506）  中亞  730.258 
    蒙兀兒帝國（1526-1857）  南亞  737.05 
 
  阿拉伯帝國（大食帝國、薩拉森帝國）  735.9 
    穆罕默德時代：於麥加建立伊斯蘭政權（622-632）  735.903 
    神權共和時期（正統哈里發時期，632-661）：什葉派（Shiite）、遜尼派（素 
    尼派，Sunni）  735.903 
    倭馬亞王朝（奧馬亞王朝，烏邁亞王朝，661-750）  735.903 
    阿拔斯王朝（阿巴斯王朝，750-1258）  735.903 
 
  安息帝國（帕帝亞帝國，256B. C.-226A. D.）  736.121 
  波斯帝國  736.121 
  薩森王朝（薩珊王朝）  736.122 
  大夏  736.222    ※阿富汗 
  大宛  734.522    ※烏茲別克 
 
  哈拉巴文化  737.08 
  孔雀王朝（321–184 BC）  737.02 
  貴霜帝國（60–240）  737.03 
  當時世界四大強權：漢帝國、羅馬帝國、安息王朝（Parthian）、貴霜王朝

（Kushan）。 貴霜即是大月氏，希臘人稱之為 Tocharian（吐火羅），為最東的印   
  歐語系。 
 
  笈多王朝（240–550）  737.03 
  蒙兀兒帝國（莫臥兒帝國）  737.05 
  罽賓（漢）  737.572    ※克什米爾 
  迦濕彌羅（唐）  737.572    ※克什米爾 
 
  愛琴文明  740.219 
    克里特文明 
    邁錫尼文明 
  古希臘文明  740.215 
  伊特魯里亞文明（伊特里斯坎文明）  740.225 
  古羅馬文明  74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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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其頓帝國（362-323BC）  740.2137 
  羅馬帝國  740.22 
  西羅馬帝國（395-476）  740.2239 
  東羅馬帝國（拜占庭帝國，395-1453）  740.229 
 
  法蘭克王國  742.22 
  查理曼帝國（由法蘭克王國擴張而成）  742.22 
    西部：西法蘭克王國 
    中部：查理曼帝國（800-840） 
    東部：東法蘭克王國 
 
  神聖羅馬帝國（962-1806）  740.234  743.224  ※東法蘭克王國鄂圖一世所  

   建 
  耶路撒冷王國（1099-1187）  740.2361 
    耶路撒冷王國（Kingdom of Jerusalem），是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于 1099 年 
    在黎凡特（Levant）建立的基督教王國。於 1299 年阿卡城淪陷後滅亡。 
  拉丁帝國（1202-1261）  740.2368 
  普魯士王國  743.235 
  德意志帝國（1871-1918）  743.25 
 
  阿茲忒（特）克帝國  750.231 
  印加帝國  750.235 
  奧爾梅加文明  799.9506 
  瑪雅文明  799.9508 
 
13  【世界史地分類規則】 
13.1  有關多國史地之期刊、團體、論文集、叢書等，歸入史地總類（602-608）， 
      不歸入“711-712  世界史＂、“716  世界地理＂等類。 
 
13.2  有關多國史地敘述（不屬同一洲），依其內容性質分別歸入世界通史、世 
      界斷代史、世界地理、世界遊記、世界地理類志等相關類目。 
 
13.3 有關多國地理期刊、團體、論文集、叢書等，歸入地理學，不歸入“716  世 
      界地理＂。 

              設有類目：東南亞、中東、西歐、東歐、東南歐 
    區域地理  有注釋者：東亞、遠東、大巽他群島 
              未設類目：北亞、北非、大安地列斯群島 

 

 8



14  【中國古籍外國地志名著舉隅】 
‧佛國記  一卷  晉‧法顯撰 
  又名《歷遊天竺記傳》、《法顯傳》。朝代一作宋人，名字一作法明（避諱） 
‧佛國記地理考證  一卷  清‧丁謙撰 
‧大唐西域記  十二卷  唐‧玄奘口述  唐‧辯機撰 
  簡稱《西域記》 
‧南海寄歸傳  四卷  唐‧義淨撰 
  全名《南海寄歸內法傳》，為義淨在南海室利佛逝國，記印度的僧規，假託歸 
  客寄贈唐朝的書，故以“寄歸＂為名。 
‧諸蕃志  二卷  宋‧趙汝适撰  730.62 
‧真臘風土記  一卷  元‧周達觀撰 
‧島夷志略  一卷  元‧汪大淵撰  730.62 
‧瀛涯勝覽  一卷  明‧馬歡撰  730.63 
‧海語  三卷  明‧黃衷撰 
‧東西洋考  十二卷  明‧張燮撰 
‧西洋番國志  明‧鞏珍撰 
‧西洋朝貢典錄  三卷  明‧黃省曾撰  730.63 
‧職方外紀  五卷  明‧艾儒略撰 
‧坤輿圖說  二卷  清‧南懷仁撰 
‧皇清職貢圖  九卷  清‧乾隆奉敕撰 
‧異域錄  一卷  清‧圖理琛撰 
‧海國聞見錄  二卷  清‧陳倫炯撰 
‧海國圖志  一百卷  清‧魏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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