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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圖書分類法》增訂八版使用解說 

陳 友 民 
國家圖書館編目組 

圖書進行分類時，必須要有“量測”標準的一把“量尺”，如此才能做到“千人共

事而齊一，百代相沿而一貫”的要求。這把“量測”圖書的“量尺”，就是圖書分類法，

它是圖書分類時必須依循的規範工具。 

“圖書分類法”一詞有兩種含義，其一是指圖書分類的理論與方法，例如王省吾編

著《圖書分類法導論》便是。另一是指圖書分類表，例如劉國鈞編訂《中國圖書分類法》、

何日章編訂《中國圖書十進分類法》、王雲五編訂《中外統一圖書分類法》等便是。本

文所用之圖書分類法，指的是後者。 

一部完善的圖書分類法，除了做為主體類目表之外，通常還收有其他輔助的相關資

料，例如“編制或使用說明、圖書分類方法、同類書排列法”等。賴永祥先生編訂之《中

國圖書分類法》增訂八版，援例在書前也收錄了“例言、圖書分類簡則、分類表使用法、

同類書籍排列法”四種資料，對於增訂八版的使用自然助益不少。唯覈按內容文字較為

簡略，恐未臻條暢分類要旨的目的。因此，筆者不揣固陋，針對《中圖法》增訂八版內

容撰寫了“使用解說”，俾藉此揭示增訂八版之使用方法及其注意事項，以增進分類的

基本知識。全文內容分“沿革述略、結構剖析、使用說明、目錄改編”四部分，介紹《中

圖法》增訂八版的沿革、結構、使用方法以及目錄改編等問題，必要時並舉有實例。 

一、 沿革述略 

專為中國圖書編訂之現代圖書分類法，以劉國鈞先生（字衡如，1898-1980）《中國
圖書分類法》為最著名。劉氏《中圖法》主要參考《漢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四

庫全書總目》等中國古代目錄分類法，並融會《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館類法》、《杜威十進

分類法》等有關新學科以及國內通行之分類法編訂而成。標記符號採單純數字制，基本

大綱分為十部，以十進制展開子目。 

劉氏《中圖法》初稿編成於 1929年，由南京金陵大學圖書館代為印行，1936年 3
月增訂再版‧1957年北京圖書館為因應新中國之需要，曾以社會主義思想為根據出版
修訂本，將原來之“總部”移於部末，而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首部。後來仍然

為依馬克思、列寧思想編訂之分類法所替代，就這樣劉氏《中圖法》走進了圖書分類法

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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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氏《中圖法》雖未在大陸流行，但卻飄洋過海在臺灣異地開花。1958年由熊逸
民先生增補索引及部分類目，以《增補‧索引中國圖書分類法》名義出版修訂本，唯著

者題“金陵大學圖書館”編，1962年再出“修訂再版本”，主要內容仍劉氏《中圖法》
之舊。 

與熊氏大致同時略後，即 1964年 6月賴永祥先生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書為基
礎，增補了“臺灣地區”相關類目，並修訂了世界分國表有關之地名，以《中國圖書分

類法》之名義自力出版“新訂初版”本。另外，又按四角號碼字法編製了《中國圖書分

類法索引》，俾便提供從類名字順途徑以檢索分類號。賴氏之《中圖法》仍維持劉氏之

基本大綱，只是名稱易“部”為“類”而已。茲將賴氏基本大綱抄錄如下： 

  000 總 類       500 社會科學類 
  100 哲學類       600 中國史地類 
  200 宗教類       700 世界史地類 
  300 自然科學類     800 語文類 
  400 應用科學類     900 美術類 

為了因應學術文化的進步和社經政教的發展，《中圖法》自 1964年起以迄 2000止
前後 37年間，曾出版過 8版，俾與時俱進、與社會同步。茲為明瞭起見，特將修訂年
代及其出版情形表列如下： 

    新訂初版  民國 53年 6月  24, 366面  三民書局總經銷  另有索引 1冊 
    新訂 2版  民國 60年 3月  12, 486面  三民書局總經銷  內容實際有增訂 
    新訂 3版  民國 62年 8月  12, 486面  三民書局總經銷 
    新訂 4版  民國 65年 4月  12, 486面  三民書局總經銷 
    新訂 5版  民國 66年 5月  12, 500面  三民書局總經銷  內容實際有增訂 
    增訂 6版  民國 70年 4月  13, 636面  三民書局總經銷  內容實際有增訂 
    增訂 7版  民國 78年 4月  13, 825面  三民書局總經銷  內容實際有增訂 
    增訂 8版  民國 90年 9月  2冊  文華圖書館資訊管理公司 內容實際有增訂 

形式上賴氏《中圖法》前後曾增訂過八版之多，唯覈按分類法實際內容，真正修訂

者只有“新訂二版、新訂五版、增訂六版、增訂七版、增訂八版”五次而已。前後五次

修訂中，以增訂八版之修訂幅度最大，修訂之類目遍及類表的各個部分，修訂類目數量，

計達四千餘條。 

二、 結構剖析 

圖書分類法有宏觀結構（編輯結構），有微觀結構（類目結構）兩部分，《中圖法》

自不例外。茲以《中圖法》增訂八版之結構，試加解說如後。《中圖法》之宏觀結構，

即從組成《中圖法》的編輯單元加以觀察，微觀結構即從全書構成的基本單元加以剖析。

析言之，《中圖法》之宏觀結構可分為四部分，即說明文字、類目體系、附錄部分、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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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索引。其中，“說明文字”部分包括“例言、圖書分類簡則、分類表使用法、同類書

排列法”四篇資料，係有關文獻分類及文獻排序的基本知識，宜熟讀理解之。茲為了明

瞭起，特將《中圖法》全書之結構表解如下： 

例言 
       說明文字  圖書分類簡則 

分類表使用法、同類書籍排列法 
             正 表：“類表”（即基本大綱）、簡表、綱目表、詳表 
 宏觀結構   類目體系      附表（即通用複分） 
             複分表 插表（即專類複分） 
                    仿分（即仿照複分） 

相關附錄：首尾五筆著者號取碼法、克特號取碼法等 6種 
       輔助索引：即《中國圖書分類法索引》 

微觀結構，即類目結構。分析起來，一條類目其構成要素可分為“標記符號、類目

名稱、類目注釋”三部分。如從“類目注釋”中再析出“參照說明”，其構成要素即為

四部分。其中，類目名稱（簡稱類名）是類目結構的中心和樞紐；標記符號又稱類目符

號（簡稱類號），是類名的代表者，也是類目組織及排列的依據；類目注釋又稱類下注

釋，註明類目之含義、範圍，指出類目的關係，並指示分類及排列方法等。 

         標記符號：數字制、十進制、小數制、層級制 
         類目名稱：中文類名、英文類名 
  微觀結構   類目注釋：類名同義詞、類目含義、分類方法、排列方法、文獻實例 
                           入、入此 
         參照說明   宜入 
               參見 

上述兩種結構是從不同層級加以觀察和分析的。但如通貫來看，這兩種結構又是相

互倚賴、相互交錯的。微觀結構或類目結構可說是分類法的細胞，是構成分類法基本的

單元。這些基本單元依一定的規則及關係組織起來，即構成組織嚴密、體系分明、有倫

有脊的類目體系；類目體系再配置其他相關材料，例如說明文字、相關附錄、 輔助索
引等，即構成編輯單元最後組成完整之分類法。 

三、 使用說明 

圖書分類法編訂或修訂最終的目的，還是要落實在應用的層面上來。易言之，分類

法最終必須成為文獻標引的規範或依據。因此，對於分類法應該怎麼使用，顯然是分類

法編撰時首要重視的課題。 

為了提高分類法的使用效能，分類法除了設有做為主體部分的類目表之外，通常有

編制說明（或使用說明）、圖書分類規則、分類表使用法、大類說明等資料。另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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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之下又多附注有注釋文字。其中，類目注釋是否詳備完善，敘述文字是否清晰明白，

尤關乎類目的理解和分類法的使用。因為，類目含義之理解與分類標引有直接關係，只

有明瞭類目之含義，才能做到完善分類標引的要求。 

以下就類目注釋、第一法／第二法、複分方法三方面，對《中圖法》加以解說。其

中，類目注釋是解說重點之所在。類目注釋又稱類下注釋，是對類名的補充說明文字，

有助於明確類目的含義和類目間的關係，也有助於掌握分類法的使用方法。《中圖法》

類目注釋依性質及作用，主要分為七種類型：即指明類目內涵、指明分類方法、指明複

分方法、指明排列方法、指明交替類目、指明參見類目、舉示文獻實例。茲分述如下： 

(一)類目注釋文字 

1. 指明類目內涵 

指明類目之同義詞、意義、性質、對象、範圍等。 

    119    人文學 
                △ 人文科學 
                  以人類之信仰、情感、美感、道德等為研究對象者，包括宗教、哲學、藝

術、文學等學門 
    441.38  建築氣侯學 
                在不同氣侯條件下的建築理論 
    577.1   殖民 
                移居他處從事墾拓之謂也 
    802.3   字典；字彙；辭書 
                就廣義言，訓詁類之爾雅，文字類之說文及音韻類之廣韻等，皆係字典。此

目為現代體字典而設 
    802.411 今韻 
                中古以降的音韻稱今韻 

2. 指明分類方法 

指明類目之“入／入此、集中與分散、總論與專論、細分、仿分”等情況。 

    118    知識的區分 
                泛論入此；人文學入 119，社會科學入 500，自然科學入 300 
    146    法國哲學 
                仿 144分 
    313.7   廣代數；布林代數 
                微分代數入此 
    326.3   外星探險 
                泛論入此；專談月球探險者入 325.7 … 
    410.35  醫學工程 
                醫用電子學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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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6   銅工 
                仿 472.5分 
    501.9   行為科學 
                綜論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入此 
    521.6   各科教學法 
                依本表科目分，如物理教學法為 521.633，但以分入各科為宜 
    735.421 敘利亞古代史 
                亞述帝國入此 
    630    中國文化史 
                泛論及一般考證入此；斷代者入 631-638 
    850    中國各種文學 
                … 凡欲將一種文學特別提出者得利用之 
    901.7   宗教藝術 
                宗教藝術總論入此；屬於一教之藝術入其類 

3. 指明複分方法 

指明依“總論複分表、中國時代表、世界分國表、中國省區縣市表、經書複分表、

各國語言複分表、各國文學複分”等通用複分表和專類複分表的使用方法。 

    017.2   中國個人目錄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440    工程學總論 
                .01-.09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509    社會思想史 
                 依世界分國表複分 
    520.92  中國教育史 
                 .9201-.9208依中國時代表複分；.921-.927依中國省區縣市表複分 
    535.7   民族性 
                 依世界分國表複分 
    576.25  中國共產黨 
                 依各政黨複分表複分 
    584    民法 
                 複分時本國法原文用.01、釋義用.03，餘仍照總論複分表複分； 
                 至分入各項之專門法規，如農業法規、工業法規等亦得仿此 
    782.6   中國各地傳記 
                 依中國省區縣市表複分 

4. 指明排列方法 

同類書區分法除依著者取碼，並依著者號排列外，對於部分類目為求排列合理，往

往在類目注釋中注明特殊的排列方法，此即“同類書特殊排列法”；順便提及，部分類

目常注明藏書地點及特藏符號，以便集中該類館藏，並進而方便其維護管理，也與藏書

排列方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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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33  機關團體著刊目錄 
                  依機關團體名稱排 
    014.8   族姓書目 
                  依姓氏排 
    357.7   其他礦物 
                  依礦物名稱排 
    529.9   學校出版品 
                  依學校所在地及學校名稱排 
    578.285 中外條約彙編 
                  依彙編年份排 
    609     地理學 
                  所有地圖得在其號碼前加#（或M）以便排架 
    630.1   中國文化史典籍 
                  必要時通典、通志、通考得依下列順序排列 
    910    音樂 
                  樂譜依性質分入下列各類，並得冠○或M特藏記號以便示別 

5. 指明交替類目 

某些類目可以同時隸屬於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的上位類，在分類表中同時予以反

映，俾適應不同專業單位或不同讀者的需求。凡設為交替類目者，通常其中一類為使用

類目，即正式類目；另一類為交替類目或選擇類目，即不被使用的類目。交替類目類下

注有“宜入 xx ”字樣，類目加註中括號（[ ]）以資識別。《中圖法》部分類目使用“或
入 xx ”、“以入 xx 為宜”、“以入 xx 為便”字樣，其用法與“宜入”之注釋相同。 

    142.5   摩爾哲學家 
                  宜入 134.3 
    355.8   寶石 
                  宜入 357.8 
    [544.85  老人福利] 
                  宜入 548.15 
    [553.91  公司法規] 
                  宜入 587.2 
    [563.71  保險法規] 
                  宜入 587.5 
    [576.01  黨政政治論] 
                  宜入 571.66 
    576.25  中國共產黨 
                  或入 549.42 
    942.196 拼音字母書法 
                  或入 942.27 

如果改用交替類目為正式類目，則需將原交替類目下的注釋刪除，在原正式類目下

加上“宜入 xx ”的注釋。交替類目之中括號，也一併相應加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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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明參見類目 

即指出類目間除隸屬關係、並列關係、交替關係等之外的相關關係，提醒分類人員

在分類標引時參閱之。 

    355.28  石油與天然煤氣 
                  參見 457 
    426    家庭工藝 
                  參見 960 
    432.1   氣候及時令；農業氣象學 
                  參見 327.1 
    546.17  無產階級 
                  參見 556 
    601.8   年代學；紀年法 
                  參見 327.7 
    760.74  舊比利時屬地 
                  參見 746.8 
    802.29  字體 
                  參見 942.1 
    890.9   新聞史 
                  參見 898, 899 

7. 舉示文獻實例 

舉示文獻實例有兩種形式，其一、只舉示單純書例，例如“586.65檢驗實錄”之書
例，其類號可直接使用之；其二、除舉有書例外，並明示應分入之確定類號，例如“835.9
駢文總集”之書例，其類號應經組配後使用之。 

    011.8   校勘學 
                  書例：群書拾補（盧文弨） 
    293.2   相書 
                  書例：太清神鑑、人倫大統賦 
    586.65  檢驗實錄 
                  書例：洗冤錄 
    626.96  明鄭：鄭成功 
                  書例：閩海紀要、臺灣外紀 … 海上見聞錄、賜姓始末 
    782.23  儒林傳 
                  書例：明儒言行錄入 782.236 
    791.2   金石文字 
                  書例：金石萃編、秦金石刻辭 
    835.9   駢文總集 
                  書例：國朝駢體正宗入 835.97 

993.41  投壺 
                  書例：壺譜（李孝元）、壺史（郭元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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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法／第二法 

“第一法”及“第二法”是為了圖書館在分類標引時提供不同的選擇，若經選定其

中一法，則應在分類法上注明之，以便日後遵循以維持分類號的一致性。《中圖法》一

共有四處提及“第一法”及“第二法”，它們是“外國叢書”（085）、“群經”（090）、
“各省方志”（671-676）、“臺灣方志”（677）。四處的“第一法”及“第二法”之性
質及用法不儘相同，茲為明瞭起見，製表解說如下： 

分類號 類目名稱 第一法及第二法之性質 備註 
085 外國叢書 第一法：依國別分 

第二法：依語文分 
 
 

090 群經 第一法：分散分類，即將群經及其注疏、研究分入 
090-099，單經及其注疏、研究分入各類 

第二法：集中分類，即將群經及單經（均包含注疏 
及研究）分入 090-099 

1 

671-676 各省方志 第一法：以狹義方志為分類標準 
第二法：以廣義方志為分類標準 

2 

677 臺灣方志 同上  

(三) 複分方法運用 

複分表又稱附表、輔助表，是現代分類法必要的組成部分。複分表是將主表中按相

同標準劃分的某些類目所產生的一系列相同子目抽取出來，配以特定號碼，單獨編列，

提供主表有關類目進一步細分用的類目表。主要有通用複分表和專類複分表兩種，另外

仿表其實也是一種複分。茲將有關複分之方法，分述並舉示如下： 

1. 通用複分 

即書末所附之“附表”，除少數不適用之類目外，大致適用於整個類表的大小類

目。詳表如有專號或另有規定，則優先依其規定取號。《中圖法》附表包括總論複分表、

中國時代表、西洋時代表、日本韓國時代表、中國省區縣市表、世界分國表、機關出版

品排列表、中國作家時代區分表８種。茲將總論複分之使用法，解說如下： 

(1)複分號碼不可單獨使用，必須配合主表分類號（簡稱主類號）始可使用。類目
是否需要複分，主表相關類目下通常會注明“依 … 複分”字樣，分類人員依指示行事

                                                   

1  例如詩經分入“831.1”、尚書分入“621.1”、周易分入“121.1”等。 
2  所謂“狹義方志”，是指一地之通志而言，分入方志類。所謂“廣義方志”，是指通志外，還包括一地
之歷史、地理、人文、遊記、名勝古蹟等專志，以及史料、檔案等文獻，分入方志類；至於各地之經濟、

產業、交通、教育、社會、風俗、氣象等專志，依《中圖法》的作法是按主題分入各類，各地傳記則分

入“782.6  各地傳記”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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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主表相關類目如未注明“依 … 複分”字樣，各館可根據本館編目作業需求，自
行調整增補之，唯最好應以書面文字記錄之。 

(2)複分號碼之組配，應依類目注釋之指示文字進行之。凡主表類目中已含複分意
義者，不必再進行複分。例如“211  宗教哲學”、“228  佛教史”、“412.21  醫藥
法規”、“526.2  教育法規”等類，即不必再進行相應之總論複分。 

(3)總論號碼組配時，可直接將號碼添附於主類號之後即可；但主類號中如末一位
或末兩位為“0”，則宜先將“0”去掉，然後再進行組配。例如《哲學辭典》、《中國哲
學論文集》經組配後其號碼分別為“104”、“120.7”。其中，前者號碼中去掉兩個
“0”，後者號碼中去掉一個“0”。茲為明瞭起見，圖解如下： 

    100（哲學）+ 04（辭典）= 104（哲學辭典）     ※去掉兩個“0” 
    120（中國哲學）+ 07（論文集）= 120.7（中國哲學論文集）    ※去掉兩個“0” 

(4)總論複分號碼經組配後，以帶一個“0”為原則，以帶兩個“0”（其形式為
“00”）或不帶“0”為例外。工程學類（440）、亞洲史地類（730）等經總論複分後，
號碼便帶有兩個“0”；中國歷史類（611-619）經總論複分後，號碼便不帶“0”。前
者如《工程學期刊》其號碼應為“440.05”，號碼中即多一個“0”；後者如《中國歷
史叢書》其號碼應為“618”，號碼中便沒有“0”（即省去兩個“0”）。茲為明瞭起見，
圖解如下： 

    440（工程學）+ 05（期刊）= 440.05（工程學期刊） ※保留一個“0” 
    610（中國歷史）+ 08（叢書）= 618（中國歷史叢書） ※省去兩個“0” 

 (5) 總論複分號碼依其性質可分“內型”（內容觀點）及“外型”（編制形式）
兩種。其中“哲學（01）、教育（03）、歷史（09）”三種是複分號碼的“內型”，其餘
“參考工具（02）、辭典（04）、期刊（05）、機關團體（06）、論文集（07）、叢書（08）”
六種是複分號碼的“外型”。茲為明瞭起見，製表解說如下： 

    內型 外型 
    01  哲學、理論 02  參考工具 
    03  教育及研究 04  辭典 
    09  歷史 05  期刊 
  06  機關、團體、會議 
  07  論文集 
  08  叢書 

(6)總論複分號碼分類標引時，如待分文獻同時具有兩種總論複分，通常的原則是
“取內型，捨外型”。例如一本討論中國教育史論文集的書，內含“歷史”（09）及“論
文集”（07）兩種總論複分，實際標引時可依據本條原則，取“歷史”（09）而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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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07）標引為“520.92”。 

(7)有關總論以外其餘的通用複分號碼，其組配方法可仿總論複分。唯兩者不同之
處是，其餘的通用複分號碼係直接添附在主類號之後，中間不必加“0”。 

2. 專類複分 

專類複分即指本書正表中所附之“插表”而言，它只適用於某一專門類目，其他類

目並不適用。《中圖法》插表一共有三十七種3，茲為明瞭起見，製表解說如下： 

    經書複分表  P. 45 日本分區表  P. 474-475 
    中國哲學家著作複分表  P. 48 韓國分區表  P. 478-480 
    佛教各宗派複分表  P. 84 美國分區表  P. 508-509 
    農作物複分表  P. 232 加拿大分區表  P. 510 
    學校出版品排列表  P. 303 分傳詳分表  P. 521 
各民族複分表  P. 306 各國傳記複分表  P. 522 

    各國共產主義複分表  P. 335 各國語言複分表  P. 530 
    經濟史地複分表  P. 344 各國文學複分表  P. 542 
    各國工業複表  P. 350 魯迅作品分類特表  P. 550 
    各鐵路複分表  P. 352 英國文學時代區分表  P. 560 
    省政複分表  P. 377 莎士比亞作品分類表  P. 560 
    各國政治複分表  P. 378 美國文學時代區分表  P. 561 
    各政黨複分表  P. 381 德國文學時代區分表  P. 561 
    中國斷代史複分表  P. 420 法國文學時代區分表  P. 562 
    中國與各國外交史複分表  P. 441 義大利文學時代區分表  P. 562 
    地方志第一法複分表  P. 446 西班牙文學時代區分表  P. 563 
    地方志第二法複分表  P. 447  萄葡牙文學時代區分表  P. 563 
    臺灣各區複分表  P. 454 俄國文學時代區分表  P. 563 
    各國史地複分表  P. 468 

(1)使用專類複分時，必須注意本書中專類複分表與相關類目表的差別。相關類目
表，例如“主要醫療部門號碼”（P. 206）、“各種工程類目簡表”（P. 240）、“中國文
學相關類目表”（P. 545）等所附之號碼，係主表類目的號碼，係純粹提供跨類參考之
用；專類複分表所附之號碼，則是提供進一步複分組配之用。兩者性質及編製目的均不

同，使用時請注意。 

(2)專類複分號碼不可單獨使用，必須配合主類號一起使用。專類複分號碼之添加
位置有兩種：其一、添加於主類號之後：一般而論，專類複分號碼以添加於主類號為原

則。添加時如無衝號之虞，則將複分號碼直接添加於主類號之後即可；如有衝號之虞，

                                                   

3  另有 “西疆地方志複分表”（P. 448-449）及“臺灣史地複分表”（P. 450）兩個複分表未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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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21.251  大學”、“121.253  中庸”等類目，複分號碼之前則加“0”以補救
之。其二、添加於同類書區分號之後：部分專類複分號碼，例如“學校出版品排列表”、

“鐵路複分表”、“傳記詳分表”等類，以添加於同類書區分號之後為原則。添加複分

號碼時，應加足以識別之標識符號（例如圓括號），以資識別。4 

(3)通用複分號碼與專類複分號碼含義相同者，優先適用專類複分號碼。例如經濟
史地複分號碼“5  期刊、報告”與總論複分號碼“05  期刊”含義相同；方志複分號
碼“2  歷史”與總論複分號碼“9  歷史”含義相同；各國語言複分號碼“3  詞典”
與總論複分號碼“04  詞典”含義相同，優先使用各例之前者，即優先使用專類複分號。 

(4)文獻如同時具有通用複分與專類複分兩種性質，適用時先專類複分，後通用複
分。例如法國小說叢書之分類號，依其組配先後順序為“876 + 57 + 08 = 876.5708”。
茲為明瞭起見，特分析解說如下： 

    876  法國文學     ※查表得知 
    876.57  法國小說     ※來自各國文學複分“57  小說” 
    876.5708  法國小說叢書     ※來自總論複分“08  叢書” 

3. 仿照複分 

仿分，可視為專類複分的一種。其編制法是在被仿類目之下列出被仿與仿分類目的

共同子目，然後在需要進行同樣細分之類下注明“仿…分”字樣，以標示其使用範圍及
方法。被仿類目的結構，可分解為兩部分，居前的部分為被仿類目之上位類或母類，在

後的部分為被仿與仿分兩類的共同下位類或子目。實際運用時，可將仿分類目之上位類

與分解出來的共同子目組配，即可組配出仿分類目的子目。 

    524  中等教育 … …被仿類目      525  高等教育 … …仿分類目 
       .3  教學法              524.3-.8仿中等教育分 
       .4  學程；課程                                        類目注釋 
       .5  教師             被仿與仿分共同子目 
       .6  行政及組織 
       .7  管理及訓育 
       .8  調查及報告；各中學校 

    被仿類目圖解 
    524.5（中等教育教師）＝ 524（中等教育）＋ .5（教師） 
        被仿類目 ＝ 被仿類目上位類 ＋ 被仿與仿分類目共同子目 

檢閱上表，可知“525 高等教育”為仿分類目，“524 中等教育”為被仿類目，

                                                   

4  《中圖法》以圓點為標識符號，唯使用圓點易與續編號（圓點）相混淆，故建議改用圓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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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法”、“.4 學程；課程”、“.5 教師”等為中等與高等教育兩類之共同

子目。依注釋文字的指示，我們可用“525”（高等教育）與“.6”（行政及組織）相
組配，即可組配出“525.6 高等教育行政及組織”這一類目。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既

是類目的“仿分”，其類名就必須依仿分類目本身之性質，更換為適當的詞彙。例如上

例被仿類目“524.8 中等學校調查及報告；中等學校誌”，而仿分類目則必更換為

“525.8 大學調查及報告；大學誌”，始符合仿分類目之特性。 

四、 目錄改編 

《中圖法》增訂 8版修訂之內容及類目範圍頗大，因此在適用新版分類法之際，必
與《中圖法》舊版分類法之號碼產生銜接的問題，新舊版分類法到底應如何銜接，假如

換個角度來看，其實就是目錄改編的問題。 

所謂“目錄改編”，又稱圖書改編。是指因換用新分類法，或分類法修訂，或分類

標引失當等因素，對原編目之書目記錄、目錄以及文獻之書標、書內碼加以更改的整個

過程而言。其目的是為了銜接新舊類號、加強文獻管理、方便讀者查檢。 

概括起來，目錄改編的方法可分為年代斷限法、目錄改組法、徹底改編法 3種。而
這 3種方法，係從實踐中逐漸形成的。3種目錄改編方法各有利弊，在人力、財力不足
條件之下，採年代斷限法不失為快速解決問題辦法之一。以下所述，以年代斷限法為主。 

(一)選定基準年代 

選一便於記憶的年代，例如當年的七月一日或次年的元月一日為目錄改編斷限的基

準年代。凡基準年代之前編目的文獻，按舊版分類法分類；凡基準年代之後(含)編目的
文獻，按新版分類法分類。對於已按舊版分類法標引之館藏文獻，在換用新版分類法之

後，不必進行目錄改編。 

(二)編類目對照表 

編製「舊新版分類法異動類目對照表」，以舊版類目(包括類號及類名)為欄首，逐
一與新版類目(包括類號及類名)對照起來，必要時欄末可加“備考欄”。另外，書末最
好編製類名索引，俾指引使用者從字順途徑查檢新舊版類目。 

在分類目錄導卡上註明新舊版分類法類目間之「參照說明文字」，說明新版類目修

訂情形，其與舊版類目之沿革承繼關係又如何，俾使新舊版相關類目聯繫起來，以方便

分編作業之進行，並方便讀者查檢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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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訂定分類原則 

訂定分類標引之「從新原則」及「從舊原則」，俾作為新舊書處理的依據。凡圖書

館已編目入藏之文獻，其複本書或續入藏連續性出版品之分類，按「從舊原則」處理，

即依舊版分類法標引類號；凡本館未收藏之新書、或已入藏之再版書及其衍生性文獻(相
關書)之分類，按「從新原則」處理，即依新版分類法標引類號。假如人力許可的話，
對於手邊待編之複本書及連續性出版品，亦可改按「從新原則」處理，即將文獻、卡片

目錄、電腦書目檔等的舊版分類號改為新版分類號。 



232  中國圖書分類法增訂七、八版異動類目對照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