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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社會科學類異動類目對照表 

增訂七版 增訂八版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修訂方法 備註 

   501.64 環境社會學  類目新增  

511.7 解釋  511.7 
解釋、資料

分析  類名改訂  

   520.18367 教育生態學  類目新增  
   520.1839 教育人類學  類目新增  
   520.1856 教育財政學  類目新增  

520.9 
教育史及現

狀  520.9 
教育史及現

狀；比較教

育制度 
 類名改訂  

   521.34 
教育測驗統

計  類目新增  

521.539 
電腦補助教

育  521.539 
電腦補助教

育 遠距教學入此 注釋新增  

521.552 
家長教師組

織  521.552 
家長教師組

織；家長會
 類名改訂  

   522.023 
師範教育法

規  類目新增  

522.1 教師檢定  522.1 
教師資格及

遴聘  類名改訂  

   522.46 在職進修  類目新增  
522.69 收費問題  522.69 公費問題  類名改訂  

   523.023 
初等教育法

規  類目新增  

   523.24 幼稚園課本  類目新增  

523.31 國語科  523.31 語言 國語或標準語

言之教學入此
類名改訂  

   523.317 
國內通用其

他語言 
母語教學入此 類目新增  

   523.318 外國語教學  類目新增  
   523.38 電腦操作  類目新增  

   524.023 
中等教育法

規  類目新增  

   524.31 語言  類目新增  
   524.313 作文  類目新增  
   524.314 寫字  類目新增  
   524.316 說話  類目新增  
   524.32 數學  類目新增  
   524.33 常識  類目新增  
   524.34 史地  類目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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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七版 增訂八版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修訂方法 備註 

   524.35 社會科  類目新增  
   524.36 自然科  類目新增  
   524.37 藝能科  類目新增  
524.4 學程  524.4 學程；課程  類名改訂  
   524.71 入學  類目新增  

   525.6 
大學之行政

及組織  類目新增  

525.71 招生 大專聯招入此 525.71 
大學入學、

招生 
大專聯招、多

元入學入此 類名改訂  

   525.72 督學  類目新增  
   525.74 教學輔導  類目新增  
   525.77 認可  類目新增  

526.2 法規  526.2 教育法規 

各級教育法規

分入522-525及
528，並以023
複分 

注釋改訂  

   526.21 
中共教育法

規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526.22 
本國教育法

規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527.115 學力測驗  類目新增  
527.81 儀節  527.81 儀節；服裝  類名改訂  
528.47 升學補習班  528.47 青少年教育  類名改訂  
   528.9014 體育心理學  類目新增  
   528.9015 體育社會學  類目新增  
   528.927 運動醫學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528.936 跳躍運動  類目新增  
   528.937 機巧運動  類目新增  
   528.9464 越野跑  類目新增  
   528.9469 慢跑  類目新增  
   528.9471 十項全能  類目新增  
   528.9472 七項全能  類目新增  
   528.9473 五項全能  類目新增  
   528.9474 三項全能  類目新增  
528.96 游泳  528.96 水上運動  類名改訂  

528.96 游泳  528.961 
游泳；游泳

池  
類號改訂

類名改訂  

528.961 游泳池  528.961 
游泳；游泳

池  類名改訂  

528.97 拳術  528.97 武術；拳術

中國武法，如

中國腿法入此

；兼收中外武

類名改訂

注釋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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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七版 增訂八版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修訂方法 備註 

術彙編，防身

術入此 

528.974 
槍術，棒術

，矛術  528.974 
長兵：槍術

、棒術、矛

術、棍術 
 類名改訂  

528.975 武術；劍術  528.975 
短兵：劍術

，刀術  類名改訂  

528.976 角力，相撲  528.976 
角力，相撲

，摔角  類名改訂  

528.977 
摔跤及其他

鬥術  528.977 其他鬥術 

空手道，跆拳

道，唐手，合氣

道，擒拿術等

入此 

類名改訂  

528.98 民眾體育  528.98 運動會  類名改訂  
   528.9831 洲際運動會  類目新增  
529.5 盲聾啞教育  529.5 特殊教育  類名改訂  
529.51 方法  529.51 殘障教育  類名改訂  

529.55 
指話法 ，讀
唇術  529.55 手語  類名改訂  

529.55 
指話法 ，讀
唇術  529.56 讀唇術  

類號改訂

類名改訂  

   529.69 學習障礙  類目新增  
   529.81 終身教育  類目新增  

532.2 凶禮  532.2 
凶禮；喪葬

禮儀  類名改訂  

532.3 賓禮  532.3 
賓禮；社交

禮儀  類名改訂  

532.5 嘉禮  532.5 
嘉禮；社會

禮儀  類名改訂  

    532.35 請帖   類目新增  
     532.36 名片   類目新增  

533.1 諡法  533.1 祭禮 △祭典，祭祀 類名改訂 533.1與
533.2 互調 

533.1 諡法  533.2 諡法  類號改訂  

533.2 祀典  533.2 諡法  類名改訂 533.1與
533.2 互調 

533.2 祀典  533.1 祭禮 △祭典，祭祀 類號改訂  
    533.8 禮品  類目新增  
    536.09 民族史  類目新增  
    536.211 客家人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536.2811 僮族(壯族)  536.2811 僮族 廣西壯族入

673.4 
注釋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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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七版 增訂八版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修訂方法 備註 

    536.2991 凱達格蘭族
馬賽族，龜崙

族入此 類目新增  

   536.2992 雷朗族  類目新增  
   536.2993 噶瑪蘭族 加禮灣族入此 類目新增  
   536.2994 道卡斯族  類目新增  
   536.2995 巴布拉族  類目新增  
   536.2996 巴宰族  類目新增  
   536.2997 貓霧揀族  類目新增  
   536.2998 洪雅族 阿里崑族入此 類目新增  

   536.2999 西拉雅族 馬卡道族，放

索族入此 類目新增  

537.12 居住  537.12 原始居住 建築風俗入此 注釋新增  
   537.737 決鬥  類目新增  
   538.162 鬍鬚  類目新增  
538.191 漢民族     類目刪除  

538.67 居喪及祭祀
祭祀參見271
原始宗教 538.67 居喪及祭祀

盂蘭盆會入此

；參見272祭祀
注釋改訂  

539.1 民間歌謠  539.1 
民謠歌曲；

民俗音樂  類名改訂  

539.581 神話 見280 539.581 神話故事 總論入280 注釋改訂  
541 社會學各論  541 社會與文化  類名改訂  
541.26 文化振興論  541.256 文化振興論  類號改訂  
541.26 文化振興論  541.26 文化之分布  類名改訂  

541.28 文化交流  541.28 
文化關係；

文化交流、

比較 

文化震撼、文

化衝突、文化

整合入此 
類名改訂  

541.37 文化之分支  541.37 次文化  類名改訂  
541.41   541.413 農業社會  類目新增  
   541.414 工業化社會  類目新增  
   541.415 資訊社會  類目新增  

   541.48 
社會變動與

文化變動  類目新增  

541.626 拳擊 包括決鬥、仇

鬥 541.626 打鬥 決鬥、械鬥入

此 
類名改訂  

   541.8302
大眾傳播與

各方關係  類目新增  

   541.830165
5 媒體經濟學  類目新增  

   541.830165
7 媒體政治學  類目新增  

541.88 集團士氣  541.88 集團士氣 組織氣候 注釋新增  
   541.93 奴隸社會 △古代社會 類目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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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七版 增訂八版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修訂方法 備註 

541.94 封建制社會  541.94 封建社會 

△中古社會 
各階級遞相隸

屬之社會，封

建制度入此  
參見546.1階級

注釋新增  

542.12 人口分佈  542.12 
人口分佈；

人口區位學
 類名改訂  

   542.1327
臺灣人口問

題  類目新增  

542.138 人口與糧食  542.138 
人口與經濟

；人口與糧

食 
 類名改訂  

542.139 
家族計劃與

人口  542.139 
人口成長；

家庭計畫與

人口 
 類名改訂  

542.14 人口品質  542.14 
人口品質；

人口與健康
 類名改訂  

542.265 戰地新娘   542.265 
戰地新娘；

戰爭孤兒、

混血兒 
 類名改訂  

542.266 
戰爭孤兒、

混血兒  542.265 
戰地新娘；

戰爭孤兒、

混血兒 
 

類號改訂

類名改訂  

542.266 
戰爭孤兒、

混血兒     類號刪除  

   542.286 裁軍運動  類目新增  

542.53 生活程度  542.53 
生活程度；

生活品質  類名改訂  

542.54 貧民生活  542.54 
貧民生活；

物質生活  類名改訂  

542.55 生活態度  542.55 
生活態度；

精神生活  類名改訂  

   542.62 住宅環境  類目新增  
   542.635 社宅  類目新增  

542.71 
勞動力，就

業人口及失

業人口 
 542.71 

人力資源；

勞動力；就

業人口及失

業人口 

 類名改訂  

542.77 就業  542.77 就業；失業  類名改訂  

544.14 
家族之角色

及權柄  544.14 
家族之角色

及權柄 
父母與子女入

此 
注釋新增  

544.141 父  544.141 父；母  類名改訂  
   544.1436 媳婦  類目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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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七版 增訂八版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修訂方法 備註 

544.144 母  544.144 祖父母  類名改訂  
544.144 母  544.141 父；母  類號改訂  

   544.1486
養父母子女

；義父母子

女 
 類目新增  

   544.181 
夫妻衝突與

協調  類目新增  

   544.182 
親子衝突與

協調  類目新增  

   544.183 
婆媳衝突與

協調  類目新增  

   544.184 
嫂娌衝突與

協調  類目新增  

   544.185 其他 兄弟姊妹衝突

與協調入此 類目新增  

544.229 親族之遷移  544.229 親族之遷移 尋根入此 注釋新增  
544.32 婚姻制度  544.32 戀愛  類名改訂  
544.33 一夫一妻制  544.33 婚姻介紹  類名改訂  
544.33 一夫一妻制  544.341 一夫一妻制  類號改訂  
544.341 多妻制  544.341 一夫一妻制  類名改訂  

544.341 多妻制  544.342 
一夫多妻制

、妾媵制  
類號改訂

類名改訂  

544.344 妾媵制  544.342 
一夫多妻制

、妾媵制  
類號改訂

類名改訂  

544.345 伴婚制  544.349 
其他婚制，

伴婚制  
類號改訂

類名改訂  

544.349 其他婚制  544.349 
其他婚制，

伴婚制  類名改訂  

544.37 戀愛  544.37 畸戀  類名改訂  
544.37 戀愛  544.32 戀愛  類號改訂  

   544.372 
老少配、師

生戀  類目新增  

   544.373 單戀  類目新增  

544.381 姦通  544.381 準婚姻 
同居、未婚生

子、通姦等入

此 
類名改訂  

   544.382 外遇  類目新增  

544.384 
寡婦(未亡
人)  544.384 鰥寡 鰥夫、寡婦入

此 類名改訂  

544.389 婚姻介紹  544.33 婚姻介紹  類號改訂  
544.4 生育  544.4 生育 產科見417.3 注釋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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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七版 增訂八版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修訂方法 備註 

544.52 婦女之地位  544.52 
女權；婦女

地位  類名改訂  

   544.522 婦女投票權  類目新增  

   544.527 
中絕生產之

權  類目新增  

   544.528 性騷擾防制  類目新增  

544.7 性關係  544.7 
性關係；兩

性關係 殉情入544.378 類名改訂  

   544.7665 雛妓  類目新增  
   544.81 高齡化社會  類目新增  

   544.82 
老人住居環

境  類目新增  

   544.84 老人年金  類目新增  
544.85 老人福利  544.85 老人福利 宜入548.15 注釋新增 增訂類表 
   544.86 老人介護  類目新增  

545 社區  545 社區；環境

社區營造入此

市政及環境工

程入445 
類名改訂  

   545.11 都市轉型  類目新增  
   545.12 都市生態學  類目新增  

   545.13 
都市發展形

狀  類目新增  

   545.14 都市計畫  類目新增  

545.9 械鬥  541.626 打鬥 決鬥、械鬥入

此 
類號改訂

類名改訂 改入注釋 

545.9 械鬥  545.9 環境 參見367生態
學 類名改訂  

   545.91 
環境科學基

礎理論  類目新增  

   545.912 環境物理學  類目新增  
   545.913 環境化學  類目新增  
   545.914 環境地質學  類目新增  
   545.915 環境地理學  類目新增  
   545.916 環境氣象學  類目新增  
   545.917 環境生物學  類目新增  

   545.92 環境與人類
參見172.8環境
與心理 類目新增  

   545.93 
環境保護管

理  類目新增  

   545.937 
資源合理開

發  類目新增  

   545.938 無污染技術  類目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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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七版 增訂八版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修訂方法 備註 

   545.94 
自然災害及

其防治  類目新增  

   545.95 
人為災害及

其防治  類目新增  

   545.96 
環境污染及

其防治 
參見445.9環境
工程 類目新增  

   545.98 
環境監測；

環境品質評

價 
 類目新增  

   545.981 
環境保護標

準  類目新增  

   545.99 
各國環境現

況 
依世界分國表

複分 類目新增  

546 
社會群及團

體   546 
社會階級；

社會團體及

組織  

封建社會入

541.54 
類名改訂  

   546.117 職業與身份 宜入542.74 類目新增  

546.16 資產階級 所謂小市民階

級入此 546.16 資產階級 
△中產階級 
所謂小市民階

級得入546.13
注釋改訂  

546.18 階級之衝突  546.18 
階級衝突；

社會流動  類名改訂  

546.5 種族  546.5 種族、族群  類名改訂  

546.52 種族偏見  546.52 
種族偏見；

種族歧視  類名改訂  

546.59 
各國種族問

題  546.59 
各國種族問

題、族群問

題 
 類名改訂  

546.93 
白蓮教， 一
貫道  546.93 

白蓮教；   
[一貫道] 

一貫道改入

271.6 
注釋新增 增訂類表 

547.4 社區工作  547.4 
社區工作；

社區發展  類名改訂   

548.126 
宗教與社會

救濟  548.126 
宗教與社會

救濟 
慈濟功德會入

此 
注釋新增  

548.13 兒童救濟  548.13 
兒童救濟；

兒童福利；

兒童保護 
 類名改訂  

   548.136 青少年福利  類目新增  
548.15 養老設施  548.15 老人福利 養老設施入此 類名改訂  

548.173 施衣  548.173 
低收入戶救

濟  類名改訂  

548.173 施衣  548.176 施材， 施衣  類號改訂  
548.176 施材  548.176 施材， 施衣  類名改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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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七版 增訂八版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修訂方法 備註 

   548.355 
自殺防止；

生命線  類目新增  

   548.542 良心犯  類目新增  
   548.545 經濟犯罪  類目新增  
548.546 智能犯罪  548.546 智能犯罪 電腦犯罪入此 注釋新增  

548.631 痕跡  548.631 痕跡 手印、指紋入

此 注釋新增  

548.778 囚犯心理  548.778 
囚犯心理、

監獄心理學
 類名改訂  

548.78 出獄教化  548.78 
出獄教化；

更生保護  類名改訂  

548.81 嗜煙  548.81 煙癮與戒煙 禁煙運動入此 類名改訂  
548.82 鴉片及毒品  548.82 吸毒與反毒  類名改訂  
548.83 嗜酒  548.83 酗酒與戒酒  類名改訂  
548.89 其他  548.89 其他 飆車入此 注釋新增  
548.925 公保制  548.925 公務員保險 宜入563.78 類名改訂  
   548.926 國民年金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549.3331 階級的產生  類目新增  

   549.3332
階級矛盾、

階級鬥爭和

社會發展 
 類目新增  

   549.3337
階級觀點、

階級路線  類目新增  

   549.359 列寧生平  類目新增  
   549.42192 鄧小平理論  類目新增  
550.1 原理  550.1 原理 經濟分析入此 注釋新增  

550.186 
社會主義學

派  550.186 
社會主義學

派；馬克思

經濟學 
 類名改訂  

550.187 
近代經濟學

派  550.187 
近代經濟學

派 資本主義入此 注釋新增  

551 經濟學各論  551 經濟學各論
個體經濟學入

此 注釋新增  

   551.49 知識經濟學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551.852 消費者  類目新增  
   551.853 消費者保護  類目新增  

   553.41 
中共經濟法

規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553.42 
本國經濟法

規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553.712 小企業  553.712 中小企業  類名改訂  
   553.721 獨佔與競爭  類目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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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七版 增訂八版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修訂方法 備註 

   553.723 完全壟斷  類目新增  
   553.724 寡頭壟斷  類目新增  
    553.725 壟斷性競爭  類目新增  
   553.728 獨占禁止  類目新增  

553.8 
基爾特制：

行會  553.8 
行會制度；

同業公會  類名改訂  

553.91 法規 參見587.2 [553.91 公司法規] 宜入587.2 注釋改訂 增訂類表 
   554.281 地籍測量  類目新增  
   554.282 地籍調查  類目新增  
   554.283 土地登記  類目新增  
   554.284 地籍管理  類目新增  
   554.287 土地代書  類目新增  
554.7 地價、地稅  554.7 地價  類名改訂  
   555.014 工業心理學  類目新增  

   555.102 
工業基本建

設  類目新增  

   555.107 工業國有化  類目新增  

   555.51 
工業企業組

織  類目新增  

   555.52 
人事、勞務

管理  類目新增  

   555.53 
財務管理及

經濟核算  類目新增  

   555.54 工廠設備  類目新增  
   555.55 勞動保護 參見556勞工 類目新增  
   555.61 生產計畫  類目新增  

   555.63 
生產過程組

織 生產線⋯ 類目新增  

   555.64 
生產進度計

劃 生產指標⋯ 類目新增  

   555.65 技術管理 技術經濟定類

等入 類目新增  

   555.66 
生產技術改

革 
合理化建議入

此 類目新增  

   555.67 
材料供應計

劃  類目新增  

   555.68 產品管理  類目新增  

555.9 各國工業 依國分 555.9 各國工業 
如果各國工業

需要按部門再

分，得用下表

注釋改訂  

   555.91 世界  類目新增  
   555.927 台灣(工業）  類號改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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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七版 增訂八版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修訂方法 備註 

   556.59 非技術工  類目新增  
   556.67 勞資合作  類目新增  

556.83 
勞工福利及

衛生  556.83 
勞工福利；

勞工教育；

勞工衛生 

勞工衛生政策

及法規入此⋯
類名改訂  

   556.883 
世界工會聯

合會  類目新增  

   556.884 
產業工會國

際組織  類目新增  

557.12 交通行政  557.12 
交通行政；

交通組織  類名改訂  

557.15 交通管理  557.15 
交通管理，

交通工程  類名改訂  

   557.156 交通警察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557.23 管理  557.23 鐵路管理 鐵路災難處理

入此 注釋新增  

557.257 臺灣鐵路     類目刪除  
   557.29 高速鐵路  類目新增  
557.3 陸路、公路  557.3 公路  類名改訂  
557.341 運輸  557.341 公路運輸  類名改訂  
   557.424 公營 省縣市營入此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557.54 工務  557.54 工務 宜入443.2 注釋改訂  

557.541 築港計劃  443.21 
築港規劃、

勘測與設計
 

類號改訂

類名改訂  

557.541 築港計劃     類號刪除  
557.543 濬港  443.251 浚港  類號改訂  
557.543 濬港     類號刪除  
557.544 打撈  443.252 打撈  類號改訂  
557.544 打撈     類號刪除  
557.545 浮油處理   443.253 浮油處理  類號改訂  
557.545 浮油處理     類號刪除  
   557.718 中國狀況  類目新增  
   557.719 各國狀況  類目新增  
   557.7208 無線電話  類目新增  
   557.7209 行動電話  類目新增  

557.727 長途  557.727 
長途電話；

國際電話  類名改訂  

   557.74 傳真  類目新增  

557.79 人員訓練  557.79 
電腦通訊，

網路通訊  類名改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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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修訂方法 備註 

557.822 
管制燈、紅

綠燈  557.822 
交通控制系

統；交通號

誌 
 類名改訂  

   557.825 停車管制  類目新增  

   557.871 
出租汽車，

計程車  類目新增  

557.94 
空中運輸；

業務  557.94 
航空運輸；

飛行安全  類名改訂  

   558.19 貨品之管制  類目新增  
   558.191 輸出管制  類目新增  
558.4 保護貿易  558.16 保護貿易  類號改訂  
558.4 保護貿易     類號刪除  
558.44 走私  558.164 走私，揖私  類號改訂  
558.44 走私     類號刪除  

558.43 
貨品之管制

進口  558.195 進口管制  類號改訂  

558.43 
貨品之管制

進口     類號刪除  

558.5 
國際貿易實

務  558.5 
國際貿易市

場  類名改訂  

558.5 
國際貿易實

務  558.7 
國際貿易實

務  類號改訂  

558.7 進出口實務  558.7 
國際貿易實

務  類名改訂  

   558.71 
貿易經營，

管理  類目新增  

   558.72 貿易金融  類目新增  
   558.73 貿易會計  類目新增  
   558.74 輸出入手續  類目新增  
   558.76 進出口實務 通關手續入此 類目新增  
   558.77 進口業務  類目新增  
   558.78 出口業務  類目新增  
   561.014 金錢心理學  類目新增  
   561.152 新臺幣  類目新增  
   561.154 歐元  類目新增  

   561.21 
中共金融法

規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561.38 私鑄貨幣  561.38 代用貨幣  類名改訂  

561.8 
偽幣，貨幣

鑑定  561.48 
偽幣，貨幣

鑑定  類號改訂  

561.8 
偽幣，貨幣

鑑定  561.8 國際金融 國外匯兌入

563.23；國際證
類名改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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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七版 增訂八版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修訂方法 備註 

券市場入

563.61；國際通
貨入561.19 

   561.81 
國際金融理

論  類目新增  

   561.82 
國際金融政

策  類目新增  

   561.83 
國際金融市

場  類目新增  

   561.84 
國際貨幣基

金(IMF)  類目新增  

   561.85 國際收支  類目新增  
   561.86 國際借貸  類目新增  
   561.87 資本輸出  類目新增  

   561.88 
國際資本移

動  類目新增  

   562.029 電子銀行  類目新增  
   562.19 銀行經營  類目新增  

   562.339 
呆帳；逾期

放款  類目新增  

   562.377 票據交換所  類目新增  

   562.427 
中國人民銀

行  類目新增  

   562.428 臺灣銀行  類目新增  
   563.321 金錢信託  類目新增  
   563.322 投資信託  類目新增  

   563.323 
有價證券信

託  類目新增  

   563.324 不動產信託  類目新增  

   563.325 
有擔保公司

債信託  類目新增   

   563.39 
各國信託狀

況  類目新增  

   563.549 市場指數 
道瓊工業指數

，那斯達克市

場指數等入此

類目新增  

563.71 保險法規  [563.71 保險法規] 宜入587.5 注釋新增 增訂類表 
   563.748 年金  類目新增  
   563.821 託存  類目新增  
   563.822 保管  類目新增  
   563.823 防害  類目新增  



138  中國圖書分類法增訂七、八版異動類目對照表 

增訂七版 增訂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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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方法 備註 

   563.89 
各國倉庫狀

況  類目新增   

   564.127 中共  類目新增  
564.129 其他     類目刪除   
   564.382 行政規費  類目新增   
   564.383 工程受益費  類目新增   
   564.384 特許金  類目新增   
   564.385 罰款  類目新增   
   564.389 其他  類目新增  
   564.427 臺灣  類目新增  

564.6 
官產；國營

事業  564.6 
公共投資；

公有財產；

公營事業 
 類名改訂  

567.073 逃稅防止法  567.073 
逃稅防止法

；節稅 
退稅，免稅入

此 類名改訂  

   567.211 法人稅  類目新增  
   567.687 臺灣  類目新增  
   567.86 加值營業稅  類目新增  
   568.71 關務  類目新增  
   568.711 貨物查驗  類目新增  
   568.712 貨物分類 參見568.6 類目新增  
   568.713 關稅估價  類目新增  
   568.716 徵稅與放行  類目新增  
   568.717 退稅  類目新增  
   568.719 緝私  類目新增  
   570.15 政治社會學  類目新增  
   570.16 政治文化  類目新增  

570.92 中國  570.92 
中國政治思

想史 
縱橫家入

621.588 
注釋改訂  

   570.9408 現代  類目新增  
571 國家論  571 政治學各論  類名改訂  

571.13 國家之誕生  571.13 
國家之誕生

和滅亡  類名改訂  

   571.138 分裂國家 
如東德、西德

、朝鮮(北韓)、
韓國 

類目新增  

571.14 疆域  571.14 國家之要素

人民、疆域、

主權是國家之

三要素 
類名改訂  

571.14 疆域 參見579.13領
土 571.15 疆域；國界

參見579.13領
土 

類號改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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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七版 增訂八版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修訂方法 備註 

571.15 地緣政治  571.15 疆域；國界
參見579.13領
土 類名改訂  

571.16 國家之性質  571.16 主權 參見579.116國
家基本權 類名改訂  

571.161 主權  571.16 主權 參見579.116國
家基本權 類號改訂  

571.3 原始國家  571.3 各種政體  類名改訂  
   571.31 原始政治  類目新增  
571.4 君主制  571.4 獨裁政治  類名改訂  

571.42 君權  571.42 
君權政治；

君主政治  類名改訂  

   571.69 五權政治  類目新增  

571.7 政體改革  571.7 
專政及政體

改革 政治運動入此 類名改訂  

   571.72 叛亂.暴動  類目新增  

571.73 恐怖主義  571.73 
消極抵抗；

示威  類名改訂  

   571.74 
人民民主專

政  類目新增  

571.75 共產制  571.75 
無產階級專

政  類名改訂  

   571.77 軍事獨裁  類目新增  

571.91 政權與治權  571.91 
政權與治權

；參政權  類名改訂  

   571.935 生存權  類目新增  
   571.936 死亡權  類目新增  
   571.9413 居住自由  類目新增  
   571.9414 行動自由  類目新增  
   571.9415 通信自由  類目新增  

   571.946 
遊行；示威

之自由  類目新增  

   571.948 
個人情報的

保護  類目新增  

   571.966 工作權  類目新增  
   572.15 直接民權  類目新增  
   572.16 民主集中制  類目新增  

   572.384 
婦女保障名

額  類目新增  

572.39 選舉舞弊  572.39 
選舉舞弊；

選舉糾紛  類名改訂  

   572.399 選舉訴訟  類目新增  
572.46 任用  572.46 任用；銓敘  類名改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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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方法 備註 

   572.51 王室制度 依世界分國表

分 類目新增  

572.66 議員  572.66 
議員；民意

代表 立法委員入此 類名改訂  

572.8 監察  572.8 監察 罷免權入此。

審計入564.9 注釋新增  

572.95 行政監督  572.95 
行政監督；

行政考核  類名改訂  

572.99 雜項  572.99 公共政策 政策科學入此 類名改訂  

573.05 公報  573.05 政府公報 政府出版品、

官書入此 
注釋新增  

573.056 
中央其他官

置  573.0559
中央其他官

署  類號改訂  

573.056 
中央其他官

署  573.056 

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央政

府各官屬公

報 

 類名改訂  

   573.187 
中共(1949-)
共同綱領  類目新增  

573.19 經國方略  573.19 
經國方略；

國家計劃  類名改訂  

   573.4024 職官表  類目新增  
   573.4187 中共官制  類目新增  
   573.438 中共祿制  類目新增  
573.463 人事行政     類目刪除  

   573.464 
中共政府任

用制  類目新增  

   573.518 諸侯  類目新增  
   573.5512 國代選舉  類目新增  

   573.5514
國代歷屆大

會  類目新增  

573.569 實業  573.569 
行政院直屬

各機關委員

會 
 類名改訂  

573.57 
行政院各委

員會  573.569 
行政院直屬

各機關委員

會 
 

類號改訂

類名改訂  

573.57 
行政院各委

員會  573.57 
中華人民共

和國(1949- 
) 

 類名改訂  

   573.571 國家主席  類目新增  
   573.572 國務院  類目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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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修訂方法 備註 

   573.573 
國務院屬下

各部  類目新增  

573.58 
行政院直屬

各機關  573.569 
行政院直屬

各機關委員

會 
 

類號改訂

類名改訂  

573.58 
行政院直屬

各機關     類號刪除  

573.59 新聞局     類目刪除  
   573.63 公民投票  類目新增  
   573.632 創制權  類目新增  
   573.634 複決權  類目新增  
   573.661 產生，選舉  類目新增  
   573.667 歷屆會議  類目新增  

   573.67 
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中
共) 

 類目新增  

   573.74 中共司法部 宜入589.18 類目新增  
   573.76 人民法院 宜入589.28 類目新增  

   573.87 
中共國家監

察機關  類目新增  

   574.1 中共政治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574.18 中共外交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574.31 朝鮮政治  類目新增  

575 地方制度  575 
地方制度；

地方自治  類名改訂  

575.15 建設、工務  575.15 
建設工務；

公共工程  類名改訂  

575.16 公用事業  575.16 
公用事業；

公共設施  類名改訂  

   575.27 臺灣  類目新增  
575.81 法規  575.81 警政法規 違警罰法入此 注釋新增  

575.849 警民協會  575.849 
警民協會；

義警  類名改訂  

   575.872 消防警察  類目新增  
   575.873 消防義警  類目新增  

576.01 政黨政治論  [576.01 政黨政治論

] 
宜入571.66 注釋新增 增訂類表 

576.15 國際共產黨  576.15 
無產政黨；

國際共產黨
 類名改訂  

   576.209 中國政黨史  類目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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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七版 增訂八版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修訂方法 備註 

576.25 中國共產黨  576.25 中國共產黨

或入594.2；中
共政權史入

628.7；參見
549.42中國共
產主義；依各

政黨複分表複

分，並得再細

分，例如： 

注釋改訂  

   576.254 黨員及組織  類目新增  
   576.2541 黨員  類目新增  
   576.25411 黨員標準  類目新增  

   576.25412
黨員的權利

義務  類目新增  

   576.25413 黨性鍛鍊  類目新增  
   576.25414 黨校  類目新增  
   576.25415 黨課  類目新增  

   576.25416
黨的紀律和

檢查  類目新增  

   576.25417 模範黨員  類目新增  
   576.25418 發展新黨員  類目新增  
   576.2542 黨組織原則  類目新增  
   576.2543 黨組織工作  類目新增  
   576.2544 黨幹部  類目新增  

   576.2545
黨中央組織

(圖表)  類目新增  

   576.2546 黨中央組織  類目新增  
   576.2547 各級組織  類目新增  

   576.259 
中國共產主

義青年團  類目新增  

576.29 
無黨派.黨
外運動  576.29 臺灣政黨  類名改訂  

   576.291 
日據時期的

臺灣政黨  類目新增  

   576.292 
共產黨在臺

灣  類目新增  

   576.293 
戰後的臺灣

政黨  類目新增  

   576.294 民主進步黨  類目新增  
   576.295 建國黨  類目新增  
   576.296 新黨  類目新增  
   576.297 親民黨  類目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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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七版 增訂八版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修訂方法 備註 

   576.298 
臺灣團結聯

盟  類目新增  

   576.299 其他  類目新增  
   576.856 黨營事業  類目新增  

   576.9 利益團體 壓力團體，利

益遊說入此 類目新增  

   577.5351
 土耳其  類目新增  

   577.5359
 阿拉伯  類目新增  

578 國際關係  578 
國際政治；

國際關係  類名改訂  

578.1578 
國際貿易總

協定  578.1578

國際貿易總

協定 
(世界貿易
組織) 

 類名改訂  

   578.163 
亞洲區域國

際組織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578.164 
北大西洋公

約組織  578.164 
歐洲區域國

際組織  類名改訂  

578.164 
北大西洋公

約組織  578.1641
北大西洋公

約組織  類號改訂  

   578.1642 歐洲共同體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578.171 
國際聯合會

公約  578.171 
國際聯盟公

約  類名改訂  

   578.186 
民主與共產

；冷戰  類目新增  

   578.187 南北問題  類目新增  

   578.19722
6 

南中國海問

題 △南海問題 類目新增  

   579.1158
分裂國家的

地位  類目新增  

   579.137 佔領  類目新增  
   579.1645 柏林  類目新增  

579.23 
僑民入境出

境  579.23 
入境出境管

理 護照、簽證 類名改訂  

   579.342 軍隊示威  類目新增  

   579.344 
斷絕外交關

係  類目新增  

579.36 
安全保障；

集體安全  579.36 國際安全  類名改訂  

   579.453 佔領地行政  類目新增  
579.48 開戰；宣戰  579.414 開戰；宣戰  類號改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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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七版 增訂八版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修訂方法 備註 

579.48 宣戰；開戰  579.48 
交戰國間非

敵對關係  類名改訂  

   579.481 
通行證；護

衛  類目新增  

   579.482 貿易執照  類目新增  

   579.483 
軍使；休戰

旗  類目新增  

   579.484 戰時協定  類目新增  
   579.485 停火；休戰  類目新增  
   579.486 俘虜交換  類目新增  

579.491 停火  579.485 停火；休戰  
類號改訂

類名改訂  

579.491 停火  579.491 投降協定  類名改訂  

   579.499 
國際軍事裁

判  類目新增  

   579.546 
中立船舶臨

檢、搜索、

拿捕及審判

 類目新增  

579.648 國際組織  579.648 
國際組織之

豁免權  類名改訂  

579.9 國際私法  579.9 
國際私法及

規約  類名改訂  

579.94 國際商法  579.94 國際經濟法  類名改訂  

   579.941 
國際貿易規

約  類目新增  

   579.942 
國際財政金

融規約  類目新增  

   579.943 國際稅規約  類目新增  

   579.944 
國際投資規

約  類目新增  

   579.945 
國際技術轉

讓規約  類目新增  

   579.947 
國際智慧財

產權保護規

約 
 類目新增  

580.161 法與宗教  580.162 法與宗教  類號改訂  

580.162 法與倫理  580.1619
法與倫理；

法與道德  
類號改訂

類名改訂  

580.162 法與倫理  580.162 法與宗教  類名改訂  

580.163 
法與社會、

禮俗  580.1653
法與社會、

禮俗  類號改訂  

580.164 法與政治  580.1657 法與政治  類號改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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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七版 增訂八版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修訂方法 備註 

   580.1641 法律與醫學  類目新增  
580.165 法與經濟  580.1655 法與經濟  類號改訂  
580.167 法心理學  580.1617 法心理學  類號改訂  

581.26 臨時條款  581.26 
臨時條款；

憲法相關規

定 

兩岸關係法入

此 
類名改訂

注釋新增  

   581.311 日本憲政史  類目新增  

   582.189 
中共法規彙

編  類目新增  

582.6 
偽政權法規

彙編  582.6 
非正統政權

法規彙編  類名改訂  

584 民法  584 民法 ⋯著作權法得

入588.34 
注釋改訂  

584.375 提存 見584.88 584.375 提存 參見584.88提
存 

注釋改訂  

584.422 非婚生子女 私生子問題見
544.73 

584.422 非婚生子女
繼子女入此。

私生子問題見

544.735 
注釋改訂  

   584.92 中共民法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585.178 牽連關係 
一個犯罪行為

，觸犯二個以

上罪名 
類目新增  

   585.217 反革命罪 懲反革命條例 類目新增 中共刑法分
則類目 

   585.227 
顛覆國家政

權罪  類目新增 中共刑法分
則類目 

585.3 
侵害社會法

益的犯罪  585.3 
侵害社會法

益的犯罪   

中共刑法分

則類目：

585.3危險公
共安全罪 

585.31 公共危險罪  585.31 

公共危險罪

；妨害交通

罪；妨害衛

生罪 

 類名改訂  

   585.327 
破壞社會、

經濟秩序罪
 類目新增 中共刑法分

則類目 

585.35 
妨害婚姻及

家庭罪  585.35 妨害家庭罪  類名改訂 

中共刑法分

則類目：

585.35妨害
婚姻及家庭

罪 

   585.414 
安樂死內刑

責  類目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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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七版 增訂八版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修訂方法 備註 

   585.418 醉態駕駛罪
酒罪駕車之刑

責入此 類目新增  

   585.437 
侵犯公民人

身權利、民

主權利罪 
 類目新增 中共刑法分

則類目 

585.44 財產罪  585.44 財產罪   

中共刑法分

則類目：

585.44侵犯
財產罪 

   585.538 勞教；勞改  類目新增  

585.55 
名譽刑、能

力刑  585.55 
名譽刑；能

力刑；資格

刑 
 類名改訂  

   585.567 羈押折抵  類目新增  
585.571 刑期計算  585.566 刑期計算  類號改訂  
585.571 刑期計算  585.571 犯人死亡  類名改訂  

585.575 大赦、特赦  585.574 大赦  
類號改訂

類名改訂  

585.575 大赦、特赦  585.575 特赦  類名改訂  
   585.578 復權  類目新增  
   585.581 感化教育  類目新增  
   585.582 監護處分  類目新增  
   585.583 禁戒處分  類目新增  

   585.584 
強制工作處

分  類目新增  

   585.585 
強制治療處

分  類目新增  

585.59 保護管束  585.586 保護管束  類號改訂  

   585.587 
驅逐出境處

分  類目新增  

   585.588 在家受監試  類目新增  

585.7 刑事特別法  585.7 刑事特別法
陸海空軍刑法

入593.91 注釋新增  

585.78 
少年事件處

理法  585.78 
少年事件處

理法；家事

審判法 
 類名改訂  

   585.92 中共刑法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586.22 告發；公訴  類目新增  

586.472 保全程序  586.472 
保全程序；

假扣押；假

處分 
 類名改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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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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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48 和解；仲裁  586.48 和解；仲裁

調解(民事訴訟
)、商務仲裁入
此 

注釋新增  

   586.5144 羈押禁見  類目新增  
   586.5145 停止羈押  類目新增  
   586.5146 羈押回籠  類目新增  
586.518 起訴  586.518 起訴；公訴  類名改訂  
   586.582 再審程序  類目新增  

586.63 鑑定  586.63 
物證及其鑑

定  類名改訂  

   586.638 筆跡  類目新增  
   586.69 通譯  類目新增  

586.89 強制執行  586.89 強制執行 

強制處分、假

處分、假扣押

入此。參見

586.472保全程
序 

注釋新增  

   586.92 中共訴訟法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586.921 
中共民事訴

訟法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586.922 
中共刑事訴

訟法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587.28 
公司登記與

許可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587.62 船舶  587.62 船舶法 船舶租賃、船

舶登記法入此
注釋新增  

   587.67 緝私  類目新增  
   587.815 拍賣  類目新增  
   587.92 中共商法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588.01 行政法理論  類目新增  
   588.111 中央組織法  類目新增  
   588.113 地方組織法  類目新增  
   588.114 地方自治法  類目新增  
   588.117 基層組織法  類目新增  

588.12 
官吏法律責

任  588.12 公務員法 
所謂陽光法案(
財產申報法規)
入此 

類名改訂  

   588.135 行政程序法  類目新增  

588.14 行政救濟  588.14 
行政救濟；

國家賠償法
 類名改訂  

588.15 訴願法  588.15 
訴願法；請

願法  類名改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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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16 訴訟法  588.16 行政訴訟法 行政法院入此 注釋新增  

588.18 行政執行法  588.18 
行政執行法

；行政罰法
 類名改訂  

   588.19 
公物；營造

物  類目新增  

588.2 內務行政  588.2 內政法規  類名改訂  

588.21 警察行政  588.21 
警察法規；

公安法規 

集會遊行法、

治安管理處罰

條例入此 
類名改訂  

    588.27 
宗教事物管

理法規  類目新增  

588.29 山地行政  588.29 
民族事務管

理法規  類名改訂  

588.3 教育行政  588.3 
文教管理法

規  類名改訂  

   588.36 
科學技術管

理法規  類目新增  

588.5 實業行政  588.5 
經濟行政法

規  類名改訂  

   588.92 中共行政法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589.14 司法人員  類目新增  

   589.15 
司法人員教

育及訓練  類目新增  

   589.16 司法文書  類目新增  

   589.18 
中共司法行

政  類目新增  

589.26 檢察官署  589.26 特別法院  類名改訂  
589.28 特殊法院  589.26 特別法院  類號改訂  

589.28 特殊法院  589.28 
中共法院組

織  類名改訂  

   589.281 
最高人民法

院  類目新增  

   589.282 
高級人民法

院  類目新增  

   589.283 
中級人民法

院  類目新增  

   589.284 
基層人民法

院  類目新增  

   589.286 
專門人民法

院  類目新增  

   589.41 調解制度  類目新增  
   589.42 仲裁制度  類目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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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43 公證制度  類目新增  

589.5 
司法調查機

構  589.5 檢察制度  類名改訂  

   589.55 
司法調查制

度  類目新增  

   589.57 民國  類目新增  
   589.58 中共  類目新增  
   589.59 各國  類目新增  
589.67 檢察官  589.51 檢察官  類號改訂  
589.67 檢察官     類號刪除  
   589.69 司法警察  類目新增  

589.88 
感化院；少

年輔育院  589.88 
感化院；少

年輔育院；

觀護制度 
 類名改訂  

   589.892 中共獄政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591.19 軍旗，軍徽 軍服入594.72 類目新增  

   591.32 紅軍編制 人民解放軍編

制入此 
類目新增  

591.42 命令系統  591.42 軍令系統  類名改訂  
   591.511 軍官  類目新增  
591.515 士官  591.515 士兵  類名改訂  
591.515 士官  591.516 士官  類號改訂  
591.516 兵  591.516 士官  類名改訂  
591.516 兵  591.517 兵  類號改訂  

591.605 義勇兵制  591.605 
義勇兵制；

民兵制  類名改訂  

   591.651 替代役  類目新增  
   591.692 中共役政  類目新增  

591.72 綏靖  591.72 
綏靖工作、

勦匪工作  類名改訂  

591.73 勦匪  591.72 
綏靖工作、

勦匪工作  
類號改訂

類名改訂  

591.73 勦匪  591.73 鎮暴工作  類名改訂  

591.74 政治  591.74 
政治作戰工

作  類名改訂  

591.8 中國軍政  591.8 本國軍政  類名改訂  
   591.92 中共軍政  類目新增  
   592.389 軍事製圖學  類目新增  

592.57 要塞戰  592.57 
要塞戰；攻

堅戰  類名改訂  

592.59 
掩護戰及其

他  592.59 
掩護戰及其

他 星際戰爭入此 注釋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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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七版 增訂八版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修訂方法 備註 

   592.9155 波斯灣戰爭  類目新增  
   592.9287 紅軍(戰史) △人民解放軍 類目新增  

593 訓練及教育  593 
軍事訓練及

軍律  類名改訂  

593.4 學校教育  593.4 
軍事養成教

育 
新兵訓練中心

入此 
類名改訂

注釋新增  

   593.939 申復           

   593.966 
戰時禁制品

條例  類目新增  

   593.967 
海上捕獲條

例  類目新增  

593.98 中國制度  593.98 
中國軍事法

規  類名改訂  

593.99 各國制度  593.99 
各國軍事法

規  類名改訂  

594 
後勤；軍人

生活  594 
後勤；軍人

生活；聯合

勤務 
 類名改訂  

   594.12 
聯勤總司令

部  類目新增  

594.5 兵站 參見595.4 594.5 
兵站；軍事

運輸 
參見595.4軍事
交通 

類名改訂  

594.6 輜重  594.6 
輜重；軍需

物質    

   594.64 燃料、油料  類目新增  
   594.65 武器、彈藥  類目新增  
   594.68 軍犬、軍鴿  類目新增  
594.75 艦隊生活  594.75 軍中生活  類名改訂  

594.8 軍事衛生  594.91 
軍事衛生保

健  
類號改訂

類名改訂  

594.9 救護；軍醫  594.9 軍事醫學  類名改訂  
594.9 救護；軍醫  594.93 救護；軍醫  類號改訂  
   594.92 軍事急救  類目新增  
594.94 後送  594.94 傷患護送  類名改訂  

   595.11 機械 
裝甲工程車、

開路機、挖壕

機等入此 
類目新增  

595.13 築路  595.13 築路；築橋  類名改訂  
   595.15 基地工程  類目新增  
   595.151 陸軍基地  類目新增  

   595.152 
海軍基地：

軍港  類目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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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七版 增訂八版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修訂方法 備註 

   595.153 
空軍基地:
軍用機場  類目新增  

   595.154 
飛彈軍事工

程 
基地、發射場

等 類目新增  

   595.27 偽裝工事  類目新增  
595.4 軍事交通  595.4 軍事通訊  類名改訂  

   595.41 
軍用通信器

材  類目新增  

595.43 軍事通訊  595.4 軍事通訊  類號改訂  
595.43 軍事通訊  595.43 軍郵  類名改訂  
595.47 紅外線  595.47 光波通信  類名改訂  

595.84 
細菌兵器；

生物兵器  595.84 
細菌兵器；

生物兵器；

化生放兵器

 類名改訂  

595.9 器械  595.9 
器械；兵器

；武器  類名改訂  

595.91 子彈  595.91 冷兵器 刺刀、匕首等

入此 類名改訂  

595.92 手槍、步槍  595.92 
手槍、步槍

、卡賓槍  類名改訂  

   595.946 
海岸炮；艦

炮  類目新增  

   595.947 高射炮 參見599.64高
炮射擊術 類目新增  

   595.948 火箭炮  類目新增  

   595.949 
其他各種火

炮  類目新增  

595.96 炸彈  595.96 
彈藥；爆破

器材  類名改訂  

595.96 炸彈  595.964 炸彈  類號改訂  

595.961 手榴彈 擲彈筒亦入此 595.961 爆破器材 

手榴彈、擲彈

筒、布雷器、

引信、火工品

亦入此 

類名改訂  

   595.962 槍彈 照明彈、燃燒

彈亦入此 類目新增  

   595.963 炮彈  類目新增  
   595.965 火箭彈  類目新增  
   595.969 深水炸彈  類目新增  
596.64 防火學兵  596.64 化學兵  類名改訂  

596.66 空降部隊  598.72 空降兵 △傘兵 類號改訂

類名改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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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七版 增訂八版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類號 類名 類目注釋 

修訂方法 備註 

   597.77 潛水艇部隊  類目新增  
   597.78 海岸防衛隊  類目新增  
   598.71 航空兵  類目新增  
   598.73 雷達兵  類目新增  
   598.74 高射炮兵  類目新增  
   598.75 探照燈部隊  類目新增  

   599.13 
國防經費與

預算  類目新增  

   599.18 國防現代化  類目新增  
599.31 保甲  599.31 保安警察  類名改訂  

   599.645 
飛彈防禦系

統  類目新增  

   599.78 民防 地方警政及公

安入575.8 
類目新增  

   599.92 中共國防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省政複分表 

53 民政廳  53 民政；內政  類名改訂  
   583 環保處  類目新增  

   592 
省級人民代

表大會  類目新增  

   62 
省級人民委

員會  類目新增  

各國政治複分表 
   75 公安、警察  類目新增  
9 職方、省制  9 地方制度  類名改訂  

各政黨複分表 
   48 黨內派系  類目新增  

8 外圍團體  9 
附屬團體、

外圍團體  
類號改訂

類名改訂  

1.  修訂統計本類(500)新增 435條，改訂 292條，刪除 5條。 

2.  類目“544.3婚姻”之下位類目架構重組，故類號多所更動。 

3.  類目“545.9環境”與類目“445.9環境污染及其防治”相仿。  

4.  類目“571.14國家之要素”、“571.15疆域”、“571.16主權”，架構重組，類號更動。 

5.  中共政治擴大為 574.1，各類目舉示如下： 

官報 574.105 
通制 574.11 
官制 57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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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制 574.143 
任用 574.146 
中央行政 574.15 
國家主席 574.151 
國務院 574.152 
國務院下屬各部 574.153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574.16 
中共國家監察機關 574.17 

6.  為便於使用，將本國(臺灣)及中共軍事類目整理如下： 

本國役政 591.68 中共役政 591.692 
本國軍政 591.8 中共軍政 591.92 
本國制度(軍事訓練及軍律) 593.6 中共制度(軍事訓練及軍

律) 
593.72 

本國軍事法規 593.91 中共軍事法規 593.992 
本國陸軍 596.8 中共陸軍 596.92 
本國海軍 597.8 中共海軍 597.92 
本國空軍 598.8 中共空軍 598.92 
本國國防 599.8 中共國防 599.92 

7.  新增「各國工業複分表」專類複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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