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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中國文學總集 

83 中國文學總集 
依文體區分。 

凡合諸家別集而成一書者，均作為總集。 

仿 820-825分為 830-835，各再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書例：文章正宗、文章鼻祖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830 中國文學總集 

 兼有眾體之總集如文選、古

文苑、古文辭類纂，全上古三代

秦漢三國六朝文，古今文選等入

此。凡合幾個時代、幾種體裁的

多人作品集入此 

830.21 先秦 

 書例：先秦文彙 

830.22 漢、三國 

 書例：兩漢三國文彙，漢

魏六朝一百三家集。 
 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之總集

和別集，分入 830及 840 
830.23 以下依中國時代表細分 

830.3 （晉、南北朝）兩晉南北朝文

彙 
 為方便起見，得將文選(昭明

文選)及斷代總集分出 
830.34 （南北朝）南北朝文鈔 

830.1 文選 
830.4 （唐）全唐文、唐文粹 

 同：昭明文選 
830.51 （宋）宋文鑑 

 選學亦入此，得詳分如下： 
830.52 （南宋）南宋文範 

830.11 選學目錄或索引 
830.55 （遼）遼文匯 

830.12 選學叢書 
830.56 （金）金文最 

830.13 李善注 
830.57 （元）元文類 

830.14 五臣注 
830.6 （明）明文彙、明文衡、明文

在 
830.15 六臣注 

830.16 明代選學 
830.7 （清）清文匯 

830.17 清代選學 
830.9 特種總集 

 書例：文選理學權輿（汪

師韓）、選學膠言(張雲璈)

、文選集釋(朱珔) 

 抒情、小品等總集入此 

831 中國詩總集 

830.18 近人選學  書例：十八家詩鈔(曾國藩選

)、詩選(戴君仁編)、千家詩 830.2 中國古代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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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1 詩經 831.92 抒情詩總集；情詩總集 

831.93 幽默詩總集  參見群經第二法 093 

831.94 諷刺詩總集 831.18 詩經之特種研究 

831.2 漢、三國詩總集 831.95 詩鐘總集 

831.3 晉南北朝詩總集 831.96 集句總集 

831.4 唐詩總集 831.97 中國各地詩總集；詩選 

831.98 白話詩總集  書例：唐詩選、全唐詩、唐

百家詩、唐十二名家詩、五十

家唐詩、唐詩鼓吹、萬首唐人

絕句、晚唐詩選、才調集、三

體唐詩(宋周緻編)、唐詩三百

首 

831.99 雜 

 邊塞詩、題畫詩總集入此 

832 辭賦總集 

 辭賦是文學之一種風雅變體

，篇幅長短不一，句子以四言、

六言為主，但允許參差，韻腳轉

韻押韻也有變化。辭產生於戰國

時代楚國，而名楚辭，以屈原的

離騷為代表，故又稱騷體和屈賦

。賦極盛於漢，故世稱漢賦 

831.5 宋詩總集 

 書例：宋詩鈔、宋詩別裁 

831.56 金詩總集 

 書例：中州集、全金詩 

831.57 元詩總集 

 書例：元人十種詩(毛晉

輯)、元詩選、元四家集、

元詩別裁集、大雅集(賴良

編) 

 將楚辭併入總集，從孫祠書

目例 

832.1 楚辭 

832.12 離騷 
831.6 明詩總集 

832.13 屈原所著其他各篇 
 書例：石倉明詩選、明詩綜

、盛明百家詩、國雅(顧起綸)

、康熙御定明詩等 

832.18 楚辭之特種研究 

832.2 賦 

833 詞總集 831.7 清詩總集 

 書例：皇清百名家詩、國初

十家詩鈔、清詩別裁集、晚清

簃詩匯(清詩匯)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通若干代者，如詞綜、詞選

等入 833。通二代者入前代 

831.8 中國現代詩總集  參見 852.3詞總集 

831.9 中國特種詩歌總集 833.4 唐 

831.91 敘事詩總集  書例：花間集、尊前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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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 中國國文課本 菴詞選 

833.5 宋  大學國文課本，如學文示例

、開明國文講義等入此。但中小

學及民眾講習班用之國語課本

，入 802.88 

 書例：宋名家詞、宋詞三百

首箋、絕妙好詞箋 

833.6 明 

 書例：明詞綜 
837 中國語體文總集 

834 中國戲曲總集 
 現代新體小說叢書入 857.5

為宜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835 中國散文總集 838 婦女作品總集 

 收入古代及現代散文的總集

，但只收古代散文總集於此，而

將現代散文總集、小品文總集、

隨筆總集等改入 855亦可，古代

散文別集入 842-847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839 中國各地藝文總集；中國各

民族藝文總集 

 同：郡邑藝文總集 

 得依區域分入 839.1-839.7

。其名為藝文志，實纂輯書目者

入 013.29；中國各地詩總集入

831.97 

 書例：古文觀止 

835.9 駢文總集 

 駢文是一種文體，別於散文

。古代之文，頗多偶語，屬辭

比事，協音成韻，後世不尚辭

華，遂稱用偶語者為駢文。駢

文，又稱駢體，盛時文字字句

「駢四儷六」，再發展到四字

、六字相同的形式，所以又稱

四六文 

 區域文學之研究或專錄一地

方之幾種體裁的多人作品集，入

此。一種體裁的多人作品集，宜

入 831-838 

 書例：全蜀藝文志(周復俊編

)入 839.27 

839.7 臺灣藝文總集  如駢體文鈔、唐駢體文鈔等

入此 839.8   中國各民族藝文總集 

 中國各少數民族作家的多

人文學作品總合集，入此；各

民族文學得仿 536.2複分 

 得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書例：唐駢體文鈔入

835.94；宋四六選入 835.95

；國朝駢體正宗入 835.97  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總集，得

依以下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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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詩歌 

4 戲劇 

5 散文 

6 雜著 

7 小說 

8 民間文藝 

9 兒童文學 

839.9 華僑文學總集、華文文學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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