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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群經 

09 群經 

Collected Chinese Classics 
經為儒家之典籍，自漢代劉歆七略首列六藝為一略以來，我國目錄無不以經列為首

部。現代的分類原則有二：第一法為分散方式；第二法為集中方式。 

 易經、書經、詩經、禮、樂

經、春秋、論語 第一法：分散方式 

091.5 八經 
綜述群經及其研究者入此，專述單經

及其研究者分入各類。舉例如下： 
091.6 九經 

 易經、書經、詩經、周禮、

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

穀梁傳 

易經入 121.2；詩經入 831.1；書經

入 621.1；儀禮入 531.1；禮記入 531.2；

周禮入 573.11；春秋入 621.7；論語入

121.22；孟子入 121.26；大學入 121.251

；中庸入 121.253；孝經入 193.1；爾雅入

802.11 

091.7 十一經 

 易經、書經、詩經、周禮、

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

穀梁傳、論語、孟子 

091.8 十三經 
090 經學總論 

 易經、書經、詩經、周禮、

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

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

孟子 

090.9 經學史 

091 群經合刻 

 圖書館得詳分如下 

091.9 十四經 091.1 三經；四經 
 加大戴禮於十三經 091.2 五經 

092-099各目均依注疏者之時代細分  易經、書經、詩經、禮、春

秋 092 群經注疏箋釋（附本文） 

091.3 六經 
093 群經注疏箋釋（不附本文） 

 易經、書經、詩經、禮、樂

經、春秋 094 群經名物典制 
091.4 七經 

095 群經表譜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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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 群經文字音義  併大戴禮於十三經 

090.9 經學史 
097 讖緯總錄 

091 易經  
098 群經總義合刻 

 同：周易 

098.1 群經總義分刻 【091.4 占筮】 

 宜入 292占卜 099 石經 
091.8 古易 

091.82 連山 
第二法：集中方式 

091.83 歸藏 

091.84 三易通義 綜述群經及其研究者分入 090.2- 

090.9，專述單經及其研究者分入 091-099 091.9 易緯 

 書例：周易乾鑿度、易緯坤

靈圖、易河圖數、易九厄戮、

易中孚傳、易通統圖 

090 經學通論 

 以下各經得依本類末經書複

分表複分，得再依中國作家時代

區分表複分 
092 書經  

同：尚書 
090.8 群經合刻 

092.8 分篇 
 圖書館得詳分如下： 

092.81 虞書；堯典；舜典 
090.81 三經；四經 

092.82 禹貢 
090.82 五經 

092.83 洪範 
 易經、書經、詩經、儀禮

、春秋 
092.85 湯誓 

092.86 湯誥 
090.83 六經 

092.88 大誥 
 易經、書經、詩經、儀禮

、樂經、春秋 
092.89 其他 

092.9 書緯 
090.84 七經 

 書例：尚書考靈曜、尚書帝

命驗、尚書璇璣鈐、尚書緯刑

德放、尚書中候、中候儀明 

090.85 八經 

090.86 九經 

090.87 十一經 

093 詩經  090.88 十三經 

090.89 十四經  詩經係古代詩歌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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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 春秋  093.1 毛詩 

093.2 三家詩 095.1 左傳 
093.3 齊詩  書例：春秋左氏傳章句(劉

歆)、左傳補釋(梁履繩)、讀

左漫筆(陳懿典) 

093.4 魯詩 

093.5 韓詩 

093.9 詩緯 095.2 公羊傳 
 書例：詩含神露、詩推度災

、詩汎歷樞、詩緯汜歷樞 

 書例：春秋公羊顏氏記(顏

安樂）、公羊問答(凌曙)、公

羊禮疏(凌曙) 094 禮  

095.3 穀梁傳 094.1 周禮 
 書例：春秋穀梁傳章句(尹

更始)、穀梁傳補注(姚鼐)、

穀梁禮證(侯康) 

 同：周官(經) 

094.2 儀禮 

 同：禮經 
095.4 三傳通義 094.23 喪服 

095.5 三傳異文 094.3 禮記 
095.9 春秋緯  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兩篇合

論語及孟子成為四書，入 097  書例：春秋漢含、春秋合誠

圖、春秋保乾圖、春秋佐助期

、春秋握誠圖、春秋濕潭巴、

春秋說題辭、春秋命歷序 

094.4 大戴禮記 

094.46 夏小正 

094.6 三禮通義 

096 孝經   書例：三禮考註(吳澄)、石

渠禮論(戴聖)、三禮義宗(崔

靈恩)、三禮通釋(林昌彝）、

禮書通故(黃以周) 

096.9 孝經緯 

 書例：孝經援神契、孝經中

契、孝經古秘、孝經鉤命訣、

孝經內事、孝經威嬉拒 094.7 通禮 

 書例：禮書(陳祥道)、禮書

綱目(江永）、讀禮通考(徐乾

學）、五禮通考(秦蕙田) 

097 四書  

097.1 論語 

097.19 論語讖 094.9 禮緯 

 書例：論語比考讖、論語

摘輔象、論語摘哀聖、論語

 書例：禮含文嘉、禮稽命徵

、禮斗威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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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王受命讖 

097.2 孟子 

097.29 孟子外書 

097.3 大學  

 書例：大學本旨(黎立武)

、大學章句(朱熹)、大學辨業

(李塨) 

097.4 中庸  

097.5 四書通義 

097.6 論孟 

097.7 學庸 

 書例：科學的學庸(蔣中正)

入 005.76 

098 群經總義 

098.1 彙刻 

098.2 彙佚 

098.3 專著 

098.4 圖說 

書例：六經圖(鄭之僑) 

098.5 音義 

 書例：經典釋文(陸德明)

、群經音辨(雷昌朝）、群經字

詁(段諤廷）、經書字音辨要  

(楊名颺）、十三經字音釋略  

(周德瑛） 

098.6 文字校勘 

 書例：五經文字(張參）、九

經字樣(唐玄度) 

098.8 石經 
098.9 纖緯總錄 

099  樂經及爾雅 

099.1 爾雅 

099.8 樂經 

 

經書複分表 
必要時每種經下均可用下表複分，即

以下列號碼附加 0於本類號碼之後 

1 本文 

13 石經 

15 選本 

19 佚本 

2 注疏箋釋（附本文） 

3 注疏箋釋（不附本文） 

4 名物典制 

5 表譜圖說 

6 文字音義 

7 研究論評 

8 分篇 依篇次排 

9 緯書 

〔注意〕不論經部拆散與否皆當依此表

複分。如號碼與表上列者不衝突，得省

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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