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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形、地文入此 680 中國地理類志 
 水入 682；山入 683 

 以下各類，大都可分入其他

各處。此僅為將類志集於一處者

而設，須斟酌用之 

 參見 351.12中國地文 

682 水志 

 全國性類志入此；各省縣類

志分入 671-676，再仿 681-689

複分 

 書例：水經注(酈道元），今

水經（黃宗羲），行水金鑑(傅澤

洪），續行水金鑑(黎世序、潘錫

思等） 681 疆域 
 專論近代工程之書入 443水

利工程 
681.1 都城  

681.2 國界 
 682.1-.7依中國省區縣市表

複分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681.3 行政區劃 
 書例：雲南省城六河圖說(黃

士傑）入 682.35；山東諸水編   

(齊召南）入 682.12 

 省界入此 

681.5 邊疆；防務 

 討論邊疆問題之著作入此

。此收政治經濟及形勢險要之

書，關於軍事者入 599國防 

682.8 江河；湖泊 

682.81 長江 

 書例：江源記(查拉吳麟) 
 邊疆各宗教入 271.8；邊疆

民族入 536.28；邊疆語言入

802.9；邊疆行政法入 588.28 

682.82 黃河  

 書例：河源志(潘昂霄）、

黃河圖議(鄭若曾) 
參見 676西疆;西域 

682.83 淮河 
681.508 邊疆叢書 

 書例：敬止集(陳應芳) 
681.51-.57 依中國省區縣市表複分 

682.84 運河 
681.58 苗疆 

 書例：山東運河備覽(陸

燿) 
681.59 海疆 

 書例：籌海圖篇(胡宗憲) 
682.85 珠江 

681.6 長城  
682.86 洞庭湖 

681.9 自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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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87 鄱陽湖 

682.88 太湖 

682.89 洪澤湖 

682.9 圩堤 

683 山志 

 683.1-.7依中國省區縣市表

複分 

683.8 綿亙數省之山 

683.9 自然地理 

 宜入 351.12 

 683.91-.97依中國省區縣

市表複分 

684 名勝古蹟 

 名水名山分入 682,683 

 各名勝古蹟所存之金石志入

797中國古物志 

684.01-.07 各地古蹟彙志 

 依中國省區縣市表複分 

 書例：江城名蹟(陳宏緒)

入 684.024 

684.1 寺廟 

684.2 宮殿 

684.29 宗廟 

684.3 苑囿 

684.4 亭臺樓閣 

684.6 洲渚 

684.7 陵墓 

684.8 遺址 

685 人文地理 

 自 685至 689各類均可依中

國省區縣市表複分；但須於省區

號碼前加０字以免號碼衝突 

 書例：江蘇人文地理(柳肇嘉

編撰)應為 685.021；江寧橋道記

為 686.71021 

【685.1 人種】 

 宜入 392.5 

【685.2 人口】 

 宜入 542.132或 515.2 

【685.3 政事】 

 宜入 573.9 

【685.31 市政】 

 宜入 575.2 

【685.35 賦稅】 

 宜入 567.92 

【685.36 鹽法】 

 宜入 567.4 

【685.38 漕運】 

 宜入 557.47 

【685.39 軍事】 

 宜入 590.92 

【685.4 風俗】 

 宜入 538.82 

【685.5 言語】 

 宜入 802 

【685.6 宗教】 

 宜入 209.2 

【685.7 教育】 

 宜入 520.92 

【685.8 慈善】 

 宜入 5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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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 經濟地理】 

 宜入 552.2 

【686.1 物產】 

 宜入 552.2 

【686.2 實業】 

 宜入 552.2 

【686.3 農業】 

 宜入 430.92 

【686.4 工業】 

 宜入 555.92或 470.92 

【686.5 礦業】 

 宜入 486.9 

 礦物誌入 357.42 

【686.6 商業】 

 宜入 491.2 

【686.68 貿易】 

 宜入 558.52 

【686.7 交通】 

 宜入 557.092 

686.71 橋 

【686.72 道路】 

 宜入 557.37 

【686.73 鐵路】 

 宜入 557.25 

【686.74 航運】 

 宜入 557.46 

【686.76 郵務】 

 宜入 557.6 

【686.79 航空】 

 宜入 557.98 

【687 人物】 

 宜入 782.6 

【688 文獻】 

 宜入 839 

689 雜記 

690 中國遊記 

 全國性遊覽指南入此 

 各地方遊記得入 671-678各

目下，以地方志複分表複分 

 若欲將各地方遊記集中者得

入 691-697 

 691-697依中國省區縣市表

複分 

 書例：上海遊記入 692.1；新

疆遊記入 696.1；西藏之旅入

696.6 

 


	680中國地理類志
	681疆域
	682水志
	683山志
	684名勝古蹟
	685人文地理
	【686經濟地理】
	【687人物】
	【688文獻】
	689雜記
	690中國遊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