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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文學 

81 文學 

Literature（Belles-lettres） 
使用文字以表現情感者，謂之「文學」，關於文學理論、文學、作品、文學史、及個

別作家或個別作品的批評及研究等屬之。文學總論入 810，中國文學分入 820-850，東方

各國文學入 860-869，西洋及其餘國家文學分入 870-888，並為欲集中西洋小說之翻譯於

一處者特設 889一目。 

各國文學複分表 .67  報導文學 

.2 文藝批評、文學批評 .69  雜著、雜文 

 比較文學入此 .8  地方文學、民族文學及其他 

.3 總集 .86  婦女文學 

 包括兩個以上作家之全 .89  少數民族文學 

 集或選集 .9 文學史、文學批評史 

   關於個別作品之評論與

研究，應隨原作品歸類；關

於個別作家之評論與研究

，得隨該作家之別集歸類；

各個作家之單行作品得依

體裁分，但亦得歸入別集 

.4 別集 

 收個人全集或選集 

.5 各種文藝（各種文學） 

.51  詩、詩歌 

.52  詞 

.53  其他韻文 

.55  戲劇、戲曲、劇本、歌劇 
810 文學總論 .57  小說 

.58  民間文學、俗文學  文藝總論入此 

.59  兒童文學 810.13 文學派別 

.6 散文、隨筆、雜文、雜著 810.131 古典派文學 Classicism 

.61  語錄、小品 810.132 自然派文學 Naturalism 

.62  演說 810.133 象徵派文學 Symbolism 

.63  日記 810.134 印象派文學 Impressionism 

.64  書信、函牘、通信 810.135 人文主義文學 Humanism 

.65  傳記文學 810.136 浪漫派文學 Romanticism 

.66  遊記文學 810.137 唯美派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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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文學 

811 寫作；翻譯及演講 Literary 

Writing 

810.138 寫實派文學 

810.139 其他 

 未來派入此  本目注重方法。著述泛論得

入 011.1 810.14 文學心理學、文藝心理學 

810.15 文學社會學  中國語文修詞入 802.7 

810.19 文學思想、文學思潮 811.1 寫作法 
810.21 文學文獻學  專論蒐集資料之書入

019.2  含括文學書目、目錄、索

引 811.2 文學規律體例 
810.4 文學辭典 811.3 各種文章作法 
810.5 文學雜誌  參見 812.02文藝創作法 

810.64 學社；學會 811.31 論說文 

文藝協會、筆會等入此 811.32 抒情文 

810.7 文藝雜論 811.33 描寫文 

810.71 諸家彙編 811.34 記事文 

810.72 文藝與人生 811.35 小品、隨筆 

810.73 文藝與性愛 811.36 日記 

810.74 文藝與自然 811.37 幽默諷刺文 

810.75 文藝與戰爭 811.38 函牘 

810.76 文藝與美術 811.39 其他 

810.77 文藝欣賞 811.4 論文寫作法 
810.79 其他 811.5 著作權 
810.8 文學理論叢書  參見 011.1著作論 

 世界文學作品之總集入

813 

811.7 翻譯 

 機械翻譯入 801.47 

810.9 文學史泛論；文學史料學 811.8 座談術；討論會 
 文學史泛論入此。各國文學

史入各國該類 

811.9 演講術 

 辯論術入 159.9 

 如中國文學史入 820.9、西

洋文學史入 870.9、日本文學

史入 861.9之類。又文藝批評

史入 812.9 

812 文藝創作及批評 

 凡總論各國者屬之 

812.02 文藝創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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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021 題材、主題 

812.022 人物形象 

812.023 情節、結構 

812.024 風格、技巧 

812.025 文學語言 

812.026 文學翻譯 

 關於文學作品的翻譯

理論與方法入此 

812.1 詩 

812.11 詩律、詩法、詩格 

812.13 詩韻 

812.14 各體詩 

812.15 各類詩 

812.151 敘事詩 

812.152 抒情詩 

812.153 幽默詩 

812.156 諷刺詩 

812.159 史詩 

812.18 詩評、詩話 

812.2 其他韻文 

812.3 戲劇、戲曲、曲藝 

812.4 散文 

812.5 演說、函牘 

812.7 小說 

812.8 雜文學論 

 報導文學論入此 

812.81 雜文學寫作法 

 報導文學寫作法入此 

812.84   民族文學論 

812.86   宗教文學論 

812.88   民間文學論 

812.89   兒童文學論 

812.9 文藝批評史 

813 世界文學總集 

 世界文學全集之類，視所收

錄文學之體分入之。專收一國之

總集者，入各國文學總集。中國

文學總集入 830-839。除特種文

學外，均仿 812分 

813.1 詩總集 

813.2 其他韻文總集 

813.3 戲劇、戲曲、劇本總集 

813.4 散文總集 

813.5 演說、函牘總集 

813.6 世界雜文總集 

813.7 世界小說總集 

813.8   民間文學總集、民族文學總集

、宗教文學總集 

813.9   兒童文學總集 

815 各種文學 

 此類為便利閱覽而設，其中

各類本應分入文藝評論或總、別

集，凡欲將一種文學特別提出者

得利用本目 

815.1 婦女文學、女性文學 

815.4    民族文學 

815.5 軍中文學 

815.6 宗教文學 

815.8 民間文學 

815.9 兒童文學 

819 比較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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