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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2 詞譜；詞韻 850-859 中國各種文學 
852.3 詞總集 

 依文體分 
 參見 833詞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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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利用之 

852.4 詞別集 

 視需要得按作者時代詳分

。例： 

852.448 李後主詞（李煜） 

851 中國詩 852.4515 六一居士詞（歐陽修） 

852.4516 東坡樂府（蘇軾）清真集

、片玉詞（周邦道） 

 詩本為有韻可詠之文，古詩

多四言，其後五言、六言、七言

等相繼而起，至唐乃有古體、近

體之分，現代更有無韻之散文詩 

852.4521 漱玉詞（李清照） 

852.4522 石湖詞（范成大） 

852.4523 稼軒詞（辛棄疾）  詩史入 829.91為宜 

852.4524 白石道人詞（姜夔） 夢

窗詞（吳文英） 

851.1 詩律；詩話；詩格 

851.2 詩韻 

852.4574 草窗詞（周密） 851.3 詩總集 

852.4575 五峰詞（李孝光）  參見 831詩總集 

852.472   吳梅村詞（吳偉業） 851.4 詩別集 

852.5 詞評；詞話  得按作者時代詳分 

851.5 詩評；詩話 853 曲 

852 詞（詩餘、長短句）  曲之名，自元始，元曲有南

北曲，按北曲係就宋之雜劇而變

者，故亦謂之雜劇；南曲係源於

南宋之戲文 

 詞係韻文之一種，一稱詩餘

，又曰長短句。萌芽於六朝，育

於唐，五代，盛於宋。本演變於

古之樂府，後遞變而為曲  凡曲文皆入此目，其附有譜

者亦入此目，若有譜無文者入音

樂 913；專評曲文者宜入詞文評

823；評度曲者，入音樂 913為

 詞史入 920.93為宜 

 其餘得複分如下： 

852.1 詞律；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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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散曲，包括小令與散套，均

為無科目相連貫之曲；只為清唱

而無動作和道白，小令，體例極

短少，無論單複可以首各為韻；

散套，各套獨立不聯貫，但全套

必叫一韻 

853.1 曲律；曲法 

 均依著者時代分 

853.2 曲譜；曲韻 

 均依著者時代分 

853.3 曲總集；選集 

均依著者時代分 

853.4 散曲 

 小令、散套入此 

 均依著者時代分 

853.5 雜劇 

 均依著者時代分 

853.6 傳奇 

 均依著者時代分 

 書例：元曲選入 853.35 

853.7 曲評；曲話 

 著名雜劇傳奇作者有： 

 元代－關漢卿、王實甫、馬

致遠、白樸、鄭光祖、宮天廷

、喬吉 

 明代－高明(琵琶記)、賈仲

名、朱有燉、鄭若庸、徐渭、

王道焜、張鳳翼、梁辰魚、沈

璟、湯顯祖、馮夢龍、阮大鋮 

 清代－李玉鋐、徐石麒、吳

偉業、李漁、尤侗、洪昇、孔

尚任、萬樹、張堅、唐英、丘

濬、夏綸、蔣士銓、楊潮觀、

舒位、黃燮清、楊恩壽等 

854 劇本 

 戲曲見 853；雅部劇本分入

853.5雜劇及 853.6傳奇為宜。

戲劇演出，入 980以下 

854.1 劇話 

 宜入 824，其評演劇者入

812.3 

854.3 總集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854.4-.5  花部劇本 

 亂彈、俗劇入此 

 花部為二黃、京腔、秦腔、

戈陽腔、梆子腔、羅羅腔，統

謂之亂彈，以別於雅部之崑腔 

854.4 皮簧平劇（京調） 

854.5 其他各地俗劇劇本 

 梆子調(秦腔）、崩崩戲、魯

劇、蜀劇等入此 

 依中國省區縣市表複分 

 參見 982.5地方劇 

854.58 傀儡劇本 

854.588 影子劇劇本 

854.599 布袋劇劇本 

854.6 話劇劇本 

 民初之文明戲，其後之新劇

入此 

854.7 廣播劇本 

854.8 電視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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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9 電影劇本 856.77 專集：清 

856.8 寓言；諷諧；笑話；幽默  參見 987.8各種電影 

 參見 539.8笑話 855 散文：隨筆、日記 
856.9 雜項 

 論叢、雜考、雜說、雜講、

雜品 
 掌故、稗史、野史入此 

857 小說  現代散文總集及別集入此 

 古代散文總集入 835；古代散

文別集入 842-847 

 舊籍小說類亦分別入此，雜

事之屬(故事近於情理者)入

857.1，異聞(敘述含有神異性質

者)入 857.2，瑣語(小品文專集)

入 857.3，各依作者時代再分。

參見 070普通論叢各項 

 雜論入 070-079為宜，稱筆

記而近說部者，可入 857.1-.3 

855.9 駢文 

參見 835.9註 

【857.01 評論】 856 函牘及雜著 
 宜入 827 

 謎語入 997.4；商業文件函牘

入 493.6 
【857.09 小說史】 

 宜入 820.97 
856.1 函牘總集 

857.1-.3 筆記小說 Short stories in 

literary language 
 依輯者時代分 

856.2 函牘專集 
857.1 筆記；雜事 

 依作者時代分 
 依中國作家時代區分表複

分 
856.3 函牘範本 

856.4 應用文範 
 書例：世說新語(初名世說

新書)入 857.131；明語林(清

吳肅公)入 857.17；今世說入

857.17 

856.47 契約 

856.48 帖式；名片 

856.5 迴文；詩鐘 

856.6 楹聯；壽文；輓詞 
857.2 筆記；異聞 

856.7 制藝 
 依中國作家時代區分表複

分 
 八股文、四書文入此 

856.71 叢話 
 書例：搜神記入 857.23；

杜陽雜編(唐蘇鶚）；宣室志  

(唐張讀)；集異記(唐薛用弱)

856.72 作法、試律 

856.73 總集、叢選 

856.76 專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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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異記(唐谷神子)入

857.241；稽神錄(宋徐鉉)入

857.251；聊齋誌異入 857.27 

857.3 筆記；瑣語 

 依中國作家時代區分表複

分 

 書例：蚓菴瑣語(清王逋)

入 857.37 

857.4 話本小說及章回 

857.41 評話 

 亦作平話，以口語敷演故

事，專重說白。短篇，多係

講片段的故事，宋時最盛行 

 書例：今古奇觀；拍案驚

奇 

857.42 話本長篇 

 盛行於宋元 

857.43 佛曲 

 偈頌，和以笙管 

857.44 章回小說 Serial novels 

 分章敘事之小說。多用白

話，但也有文言體者 

 書例：儒林外史(吳敬梓

）；野叟曝言(夏敬渠）；鏡

花緣(李汝珍）；兒女英雄傳

－初名金玉緣(燕北閒人．

文康) 

 得將講史類、最著名小說

及民國以後之章話小說分

出如下： 

857.45 講史類；歷史小說 

 平話係講片段的故事；而

講史乃講全部的書史也 

 得按書內容時代細分 

 書例：三國演義入

857.4523；大宋中興通俗演

義入 857.4551；通俗隋唐演

義入 857.4537 

857.46 水滸傳 

857.47 西遊記 

857.48 金瓶梅 

857.49 紅樓夢 

 同：石頭記 

 紅樓夢研究與評論入

827.26，但亦可附於此之後 

857.5 現代新體小說叢書 

857.6 短篇小說 

857.61 總集 

 二人以上作者 

857.62 類集 

 以類彙集者 

857.63 別集 

 一人作者多篇 

857.65 中國大陸作家別集 

857.7 長篇（現代新體） 

857.75 中國大陸作家長篇 

857.8 推理小說；報導小說 

857.81 推理小說；偵探小說 

857.83 科幻小說 

857.85 寫實報導小說 

 中國報導文學論入 826；

中國報導文學史入 820.96 

857.9 武俠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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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 民間文學；俗文學 

 寓言、詼諧入 856.8；民間故

事入 539.52；神話入 282；俗語

入 539.6；笑話入 539.8；諺語

入 539.9；俗曲、小調、歌謠入

539.1 

858.2 俗文學 

 如上所述，在本分類表中，

俗文學係分入各類。若圖書館

擬將俗文學集中閱覽時，得入

此 

858.21 短語 

 諺語、謎語、對聯、遊戲

文學等入此 

858.23 故事 

 寓言、笑話、神話、仙話

、鬼話、精怪故事、傳說、

民間故事、民族故事等入此 

858.25 韻文學 

 歌謠、說唱文學、大戲、

小戲等入此 

858.27 敘事詩 

858.29 史詩 

858.3 總集 

858.4 鼓詞 

 或稱鼓子詞、鼓兒詞。為有

說有唱而以唱為主，依次說唱

一件故事之一種文體，用同一

曲調反覆歌詠而夾有散文，盛

行於北方。包括說唱鼓詞、純

唱鼓詞、各種大鼓詞、書帽、

子第書、三絃書、竹板書、木

板書等 

858.48 河南墜子；道情；漁鼓 

 包括山西道情、蒙古道情

等 

858.5 琴書（竹琴、洋琴） 

 北京琴書、山東琴書、徐州

琴書、四川揚琴、雲南揚琴等

入此 

858.6 變文 

 以詩歌與散文合組而成，將

難懂的經文或故事重加敷演

，使變為生動，易讀之文，故

稱變文。敦煌石室遺書中有舜

子至孝變文，明妃曲等 

858.69 寶卷 

858.7 彈詞 

 同：盲詞 

 以故事編為聯章韻語，有白

有曲，可用琵琶或三絃等彈唱

者 

 評彈、平湖調、廣東南音、

湖南輓歌、長沙彈詞、揚州彈

詞、蘇州評彈等入此 

858.78 木魚書 

 粵調說唱歌體 

858.79 竹枝詞 

858.8 曲詞 

 諸宮調、鼓子詞、八角調(

牌子曲、岔曲、趕板、單絃)

、鼓子曲、四川清音、揚州清

曲、天津時調、粵曲清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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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劇等入此 

858.89 其他說唱文學 

 包括快書、快板、太平歌

詞、蓮花落、數來寶、山東

快書、荷葉、金錢板、對口

詞等 

858.9 相聲；獨腳戲 

 北方評書、揚州評話、陜北

說書等入此 

859 中國兒童文學 

 以兒童為本位而組織之文學

，大抵淺顯明白，饒有興趣為兒

童所能想像，且能引起兒童之情

感者 

 中國青少年文學得入此 

859.1 兒童文學理論 

 兒童文學寫作法入此 

859.2 兒童文學評論 

859.3 兒童文學總集 

859.4 童話；神話 

 參見 28神話 

859.5 兒童戲劇；兒童曲藝 

 兒童劇演出，入 985 

859.6 兒童故事；兒童小說 

859.7 兒童創作；兒童散文 

859.8 童詩；童謠；寓言；謎語；兒

童笑話 

 兒童歌曲入 913 

 參見 539.38童謠、童詩 

859.9 圖畫故事 

 

  歷史故事、科學故事等入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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