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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語文類異動類目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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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3 語音學  801.3 
語音學；音

韻學  類名改訂  

801.4 比較文法  
 801.4 修辭及文法

參見 811寫作
、翻譯及演講

類名改訂  

801.47 機械翻譯  801.47 機械翻譯 參見 028.75機
械翻譯 

注釋新增  

801.6 語義學  801.6 
語義學；術

語學  類名改訂  

801.81 世界之語系
印歐語族入

804 
801.81 世界之語系  注釋刪除  

   801.84 高加索語系  類目新增  
   801.841 印歐語系 入 804 類目新增  

   801.843 
伊比利高加

索語系 入 807.3 類目新增  

   801.844 含語系 入 807.4 類目新增  
   801.845 閃語系 入 807.5 類目新增  

801.9 
非語言文字

意思傳達法
 801.9 

非語言文字

意思傳達法

；記號語言

學 

 類名改訂  

801.93 繪畫文字  801.93 象形文字  類名改訂  

   801.94 
手語(指話
法) 宜入 529.55 類目新增  

   801.95 讀唇術 宜入 529.56 類目新增  
   801.96 點字；盲字 宜入 529.52 類目新增  

   801.98 
信號；旗號

；軍號 宜入 595.44 類目新增  

802 總論  802 中國語言  類名改訂  

   802.425 等韻學 反切入

802.466 
類目新增  

802.426 韻補(吳棫)  802.426 韻補(吳棫) 宜入 802.41 注釋新增  
   802.4682 教會羅馬字  類目新增  
   802.5211 北方方言  類目新增  
   802.5214 西北方言  類目新增  
   802.5217 西南方言  類目新增  

802.5231 
閩語(福建
話) 

有閩北(福州
話)及閩南(廈
門話)二系統。

802.5231
閩語(福建
話) 

有閩東話(福
州話)、閩北話
、閩中話、莆

仙話等，特分

注釋改訂 範圍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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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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閩南語入

802.5232。 

802.527 臺語 閩南語(廈門
話)入此 802.5232 閩南語 

廈門話、漳州

話、泉州話等

入此 
類目新增 廈門話原入

802.527 

802.527 臺語 閩南語(廈門
話)入此 802.527 臺語 參見 802.5232

閩南語 注釋改訂  

802.59 國語羅馬字  802.59 
國語羅馬拼

音  類名改訂  

802.791 公文程式  802.791 
公文程式；

應用文  類名改訂  

   802.921 內蒙古語  類目新增  

   802.922 
喀爾喀語(
蒙古人民共

和國國語) 
 類目新增  

   802.923 布利亞特語  類目新增  
   802.924 喀爾瑪克語  類目新增  
   802.925 東鄉語  類目新增  
   802.926 土族語  類目新增  
   802.927 保安語  類目新增  
   802.928 達保爾語  類目新增  

802.99 
臺灣高山族

語文  802.99 
臺灣原住民

語  類名改訂  

802.999 
古高山族語

言  802.999 平埔族語言  類名改訂  

   802.9999 西拉雅語  類目新增  

803 東方語言  803 
東方語言文

字  類名改訂  

803.3 梵文  803.3 印度語系 
是印歐語族的

一系，參見 804
註 

類名改訂  

803.3 梵文 古典印度語入

此 803.33 梵文 古典印度語入

此 
類號改訂  

803.6 伊朗語支  803.6 伊朗語系 
同義詞：波斯

語；參見 804
註 

注釋新增  

803.9 南島語族  803.9 南島語族 臺灣原住民語

入 802.99 注釋新增  

803.911 
印尼語；爪

哇語  803.911 印尼語  類名改訂  

803.911 
印尼語；爪

哇語  803.93 爪哇語  
類號改訂

類名改訂 
增訂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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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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234 學名辭典  類目新增  
   804.6 義大利語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804.69 羅馬尼亞語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804.7 西班牙語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804.8 葡萄牙語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805.1 英語  805.1 
英語；英國

語言  類名改訂  

805.123 慣用語  805.123 
英國語言成

語  類名改訂  

805.179 函牘格式  805.179 
函牘格式；

英國語言應

用文 
 類名改訂  

   806.3 捷克語  類目新增  
   810.14 文學心理學  類目新增  
   810.15 文學社會學  類目新增  
   810.19 文學思想史  類目新增  
   810.21 文學書目  類目新增  
   810.4 文學辭典  類目新增  
   810.5 文學雜誌  類目新增  

811.3 
各種文章作

法  811.3 
各種文章作

法 
參見 812.02文
藝創作法 注釋新增  

811.7 翻譯  811.7 翻譯 機械翻譯入

801.47 
注釋新增  

811.8 
座談術；會

話術  811.8 
座談術，討

論會  類名改訂  

812 文藝批評  812 
文藝創作及

批評  類名改訂  

   812.02 文藝創作法  類目新增  
   812.021 題材；主題  類目新增  
   812.022 人物形象  類目新增  
   812.023 情節；結構  類目新增  
   812.024 風格；技巧  類目新增  
   812.025 文學語言  類目新增  
812.3 劇本  812.3 戲劇文學  類名改訂  
812.6 函牘  811.38 函牘  類號改訂  
812.6 函牘     類號刪除  

812.8 雜著  812.8 雜文學論 報導文學論入

此 
類名改訂  

   812.81 
雜文學寫作

法 
報導文學寫作

法入此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813.6 
世界雜文總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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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7 
世界小說總

集  類目新增  

813.8 
婦女文學總

集  815.1 婦女文學  
類號改訂

類名改訂  

815 特種文藝  815 各種文藝  類名改訂  
815.7 小說     類目刪除  

   820.19 
中國文學思

想史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820.77 
中國文學欣

賞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820.96 雜文學史  820.96 雜文學史 中國報導文學

史入此 注釋新增  

820.99 
婦女文學史

及其他 
文學批評史入

829 820.99 
婦女文學史

及其他  注釋刪除  

822 
賦及其他韻

文論  822 辭賦論  類名改訂  

825.9 駢文  825.9 駢文論  類名改訂  

826 
函牘及雜著

評論  826 
中國雜文學

論 
中國報導文學

論入此 類名改訂  

   826.1 
中國雜文學

寫作法 
中國報導文學

寫作法入此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827.2 古體小說論

筆記、話本、

評話、章回小

說等 
類目新增  

   827.26 
紅樓夢研究

與評論  類目新增  

   827.3 新體小說論  類目新增  

829 文學批評史  829 
中國各地文

學 
.1-.7按中國地
理表複分 類名改訂  

   829.7 臺灣文學 臺灣藝文總集

入 839.7 類目新增  

   829.77 臺灣小說論  類目新增  
   829.79 臺灣文學史  類目新增  

   829.8 
中國各族文

學  類目新增  

   829.9 華僑文學  類目新增  

   83 
中國文學總

集  類目新增  

   831.92 情詩總集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831.97 
中國各地詩

總集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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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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 
辭賦及韻文

總集  832 辭賦總集  類名改訂  

   839.7 
臺灣藝文總

集  類目新增  

   848.1 魯迅作品  類目新增  

85 特種文藝  85 
中國各種文

學  類名改訂  

850-859 特種文藝  850-859 
中國各種文

藝 
依文學體裁分 類名改訂  

   851.1 詩律  類目新增  
   851.2 詩韻  類目新增  
   851.3 詩總集  類目新增  
   851.4 詩別集  類目新增  
   851.5 詩話；詩評  類目新增  
852.1 詞律  852.1 詞律；詞法  類名改訂  
852.5 詞評；詩話  852.5 詞評；詞話  類名改訂  
853.1 曲律  853.1 曲律；曲法  類名改訂  
854.4-.5 花都劇本  854..4-.5 花部劇本  類名改訂  
   855.9 駢文  類目新增  
856.48 帖式  856.48 帖式；名片  類名改訂  

856.8 寓言、諷諧  856.8 
寓言；諷諧

；笑話  類名改訂  

857.45 講史類  857.45 
講史類；歷

史小說  類名改訂  

857.49 紅樓夢  857.49 紅樓夢 

紅樓夢研究與

評論入 827.26
，但亦可附於

此之後 

注釋新增  

   857.5 
現代新體小

說叢書  類目新增  

857.65 
共產作家別

集  857.65 
中國大陸作

家別集  類名改訂  

857.75 
共產作家長

篇  857.75 
中國大陸作

家長篇  類名改訂  

857.8 
現代新體小

說叢書  857.8 
推理小說；

報導小說  類名改訂  

   857.81 
推理小說；

偵探小說  類目新增  

   857.83 科幻小說  類目新增  

   857.85 
寫實報導小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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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48 
墜子；道情

；漁鼓  類目新增  

858.5 寶卷  858.5 
琴書(竹琴
；洋琴)  類名改訂  

858.5 寶卷  858.69 寶卷  類號改訂  
858.8 木魚書  858.78 木魚書  類號改訂  
858.8 木魚書  858.8 曲詞  類名改訂  

   858.89 
其他說唱文

學  類目新增  

858.9 竹枝詞  858.9 相聲  類名改訂  

859 
中國兒童文

學  859 
中國兒童文

學 
中國青少年文

學得入此 注釋新增  

   859.1 
兒童文學理

論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859.2 
兒童文學評

論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859.4 童話  859.4 童話；神話  類名改訂  

859.5 神話  859.4 童話；神話  
類號改訂

類名改訂  

859.5 神話  859.5 
兒童戲劇；

兒童曲藝  類名改訂  

859.6 故事  859.6 
兒童故事；

兒童小說  類名改訂  

859.7 
兒童創作；

兒童作文  859.7 
兒童創作；

兒童散文  類名改訂  

859.8 童詩；童謠  859.8 
童詩；童謠

；寓言；謎

語 
 類名改訂  

859.9 
寓言；謎語

等  859.8 
童詩；童謠

；寓言；謎

語 
 

類號改訂

類名改訂  

859.9 
寓言；謎語

等  859.9 幼兒圖畫書  類名改訂  

861.53 
近代詩(新
體詩‧自由

詩) 
 861.53 

日本詩(新
體詩‧自由

詩) 
 類名改訂  

861.6 
隨筆；日記

；函牘；雜

著 
 861.6 

隨筆；日記

；函牘；雜

著；散文 
 類名改訂  

862.6 雜著  862.6 雜著；散文  類名改訂  

864 中東文學  864 中東文學 依世界分國表

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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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7.51 詩  類目新增  
   868.37 越南漢文學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868.4 高棉文學  類目新增  
   868.5 寮國文學  類目新增  
868.6 菲律賓文學  868.6 菲律賓文學 改入 869.1 注釋新增  
   869 南洋文學  類目新增  
   869.1 菲律賓文學  類目新增  
   869.3 印尼文學  類目新增  

871.36 諷刺；諧謔 伊索寓言入此 871.36 
諷刺；諧謔

；寓言  類名改訂  

   872.59 
西洋兒童文

學  類目新增  

   879.51 詩  類目新增  

   880.453 
陀斯妥以夫

斯基  類目新增  

   880.456 托爾斯泰  類目新增  
   880.458 高爾基  類目新增  
   881.2 冰島文學  類目新增 增訂類表 

   885.73 
哥倫比亞文

學  類目新增  

   886.1 埃及文學  類目新增  
   887.2 紐西蘭文學  類目新增  
892 組織  892 組織和管理  類名改訂  

893 編輯  893 
新聞編輯及

報導  類名改訂  

893.1 編輯方針  893.1 報導方針  類名改訂  
   893.19 訂正記事  類目新增  

893.9 副刊編輯  893.9 
副刊；特刊

編輯  類名改訂  

894 新聞營業  894 
新聞業務；

新聞經營  類名改訂  

   894.5 
政治行政服

務  類目新增  

   894.51 政令宣傳  類目新增  

   894.55 
代辦領事業

務  類目新增  

   894.66 尋人服務  類目新增  
   895.19 廣播員  類目新增  
895.2 新聞的來源  895.2 新聞的來源 通訊社見 896 注釋新增  
   895.233 發言人制  類目新增  
   895.24 記者招待會  類目新增  
   895.25 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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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5.6 調查  895.26 調查  類號改訂  
895.6 調查     類號刪除  

   895.39 
氣象報導；

交通報導  類目新增  

895.4 訪問  895.4 新聞寫作  類名改訂  
895.76 剪報服務  895.79 剪報  類名改訂  
   896.22 新華通訊社  類目新增  

   897 
各種新聞媒

體  類目新增  

   897.2 期刊  類目新增  
   897.3 新聞影片  類目新增  
   897.4 廣播新聞  類目新增  
   897.5 電視新聞  類目新增  
   897.6 電子新聞  類目新增  

   898.7 
臺灣新聞事

業  類目新增  

各國語言複分表 

   19 速記  類目新增  
4 音韻  4 語言  類名改訂  
   41 發音、重音  類目新增  
   42 母音、子音  類目新增  
   48 音標  類目新增  
   49 朗讀法  類目新增  
   63 詞法  類目新增  
   64 詞類  類目新增  

   65 句法 句型、造句法

入此 類目新增  

   71 標點符號  類目新增  
   72 文體論  類目新增  
   73 風格論  類目新增  
   74 韻律論  類目新增  
   78 翻譯學  類目新增  
        

各國文學複分表 

.55 戲曲  .55 戲劇文學  類名改訂  

.6 雜著  .6 散文、雜著  類名改訂  
   .61 語錄、小品  類目新增  
   .63 日記  類目新增  
   .64 書信  類目新增  
   .65 傳記文學  類目新增  
   .66 遊記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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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報導文學  類目新增  
.6 雜著  .69 雜著  類號改訂  

   .89 
少數民族文

學  類目新增  

 魯迅作品分類特表  插表新增 

   /1 全集    

   /2 
選集、文集

、語錄    

   /3 理論著作    
   /4 雜文、散文    
   /5 詩    
   /6 小說    
   /7 日記、書信    
   /8 手稿、墨跡    
   /91 史著    
   /92 譯文集    
   /97 著作研究    
   /99 目錄    

1.  修訂統計本類(500)新增 109條，改訂 89條，刪除 1條。 

2.  類目“802.9邊疆語文”，係指中國境內各族語言；“803.7中國南疆外諸語”則是中國境外各族
語言。 

3.  類目“811.5著作權”不用，相關資料入“011.1著作著”。 

4.  類目“815.9兒童文學”必要時可仿 859.1-859.9細分。 

5.  採用“827.26紅樓夢研究與評論”者，需於“857.49紅樓夢”加注“宜入 827.26”；若採用“857.49
紅樓夢”者，於“827.26紅樓夢研究與評論”加注“宜入 857.49”。 

6.  魯迅作如品如果分散各類號者，“848.1魯迅作品”不用，如果魯迅相關作品集中於“848.1魯
迅作品”，需於該類目下加注“魯迅相關作品入此”。 

7.  “864中東文學”以各國文學為主，中東現代文學總論及總集入 865。 

8.  “865阿拉伯文學”以古代文學為主，中東現代文學總論及總集入此，中東現代各國文學入
864。 

9.  “87西洋文學”與「世界分國表」號碼並無必然關係(如：873-879)。 

10. 單論報紙編輯採訪入“89新聞學”，綜論廣播、電視、報紙者入“541.83大眾傳播”。 

11. 各國文學可配合「各國文學複分表」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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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各國語言複分表」31-34，建議可仿 805.131-805.134複分。 

13. 「各國文學複分表」中“.6散文、雜著”增訂八版已加細分，與增訂七版不同，使用時宜注
意。 

14. 新增「魯迅作品分類特表」專類複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