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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編目作業公布事項   

105年第 02號 

 

2016/04/22 

一、茲針對《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年版）修訂內容如下： 

 頁碼 修訂前 修訂後 

0 類 P.40 sinologists Sinologists 

1 類 p.57 100 哲學總論 Philosoply：  100 哲學總論 Philosophy： 

 p.68 132.54 栗谷派 

    …李珥（粟谷，1536-1584） 

132.54 栗谷派 

   …李珥（栗谷，1536-1584） 

 132.55 折衷派 

退溪派及粟谷之折衷論者入此 

132.55 折衷派 

退溪派及栗谷之折衷論者入此 

4 類 p.228 412.85  航空醫學 Aviation  

medicne 

412.85  航空醫學 Aviation  

medicine 

p.276 434.261  整地 Ttillage 434.261  整地 Tillage 

p.283 438.25  漁民 Fisherman；漁

會 Fisherfork 

438.25 漁民 Fisherman；漁會

Fishmen’s association 

說明：Fisherfork可能為 Fisherfolk之

誤植 

p.284 438.283 水產品貯藏與貯

藏設備 Fishery products 

storage and equitments 

438.283 水產品貯藏與貯藏設

備 Fishery products  storage and 

equipments 

p.289 440.3 工程材料 

Engineereing materials 

總論入此，專論各入其類 

440.3 工程材料 Engineering 

materials 

總論入440.2，專論各入其類，如建

築材料入441.53 

說明: 與440.2注釋「工程材料入此」重

複 

p.301 446.385  冷卻器；冷媒冷

凍櫃入此…… 

446.385  冷卻器；冷媒

凍櫃入此…… 

p.315 452.9 礦場災害及安全 Mine 

disaster and dafety 

452.9 礦場災害及安全 Mine 

disaster and safety 

p.316 456.8 煤礦災害及安全 Coal 

mine disaster and dafety 

456.8 煤礦災害及安全 Coal 

mine disaster an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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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19 461.18人造氣體 Artifical gases 461.18 人造氣體 Artificial gases 

p.320 463.1321 人造冰 Artifical ice 463.1321 人造冰 Artificial ice  

p.322 464.7 琺瑯 Enamel；搪磁 464.7 琺瑯 Enamel；搪瓷 

p.330 472.8 金銀細工 Gold-and 

silver smithing 

472.8 金銀細工 Gold-and-silver 

smithing 

p.342 495.2會計法規 Accounting 

principles 

495.2會計準則 Accounting principles 

會計法規 Accounting regulation入此 

5 類 p.399 549.349 恩克斯生平… 549.349 恩格斯生平… 

說明: 與經濟學類目詳表一致 

p.402 550.1851 米勒 Adam M?ller 550.1851 米勒 Adam Mü ller 

p.403 550.188 當代經濟學家 

Contemporary economics 

550.188 當代經濟學派 

Contemporary economics 

p.410 553.62 國營企業 State 

enterpriser 

553.62 國營企業 State enterprises 

6 類 p.493 622.7 六朝 (222-588) 622.7 六朝 (222-589) 

 623 晉及南北朝 Tsin, 

South-North Dynasties 

(265-588) 

623 晉及南北朝 Tsin, South-North 

Dynasties (265-589) 

 623.4 南北朝 (396-588) 623.4 南北朝 (386-589) 

 623.5 南朝 (420-588) 623.5 南朝 (420-589) 

p.494 624 唐及五代 Tang, Five 

Dynasties (618-959) 

624 唐及五代 Tang, Five 

Dynasties (618-960) 

說明：960年為陳橋兵變，宋太祖篡後周

的年代，959則為後周世宗逝世年代，周

世宗死後其幼子周宗訓繼位，至960年年

初才讓位 

 623.6 北朝(396-581) 623.6 北朝(386-581) 

 623.65 北周（鮮卑）（557-580） 623.65 北周（鮮卑）（557-581） 

 624.7 後周(漢) (951-959) 624.7 後周(漢) (951-960) 

7 類 p.544 734.9 蒙古 Mongolia 

外蒙古，為蒙古之一部，清康熙間

附屬於中國。1920年宣告獨立，稱

蒙古人民共和國 

734.9 蒙古 Mongolia 

外蒙古，為蒙古之一部，清康熙間附屬

於中國。1924年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國 

p.544 734.97 蒙古地方志 

得依附表五之二中國縣市表

52外蒙古細分 

734.97 蒙古地方志 

得依附表五之二中國縣市表52外

蒙古細分 

說明: 附表五之二是八版的附表 

2007年版是附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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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69 762.257 義依戰爭 

Italo-Ethiopean War 

(1935-1936) 

762.257 義衣戰爭 Italo-Ethiopean 

War (1935-1936) 

8 類 p.610 858.4 鼓詞 

   …子第書 

858.4 鼓詞 

   …子弟書 

p.617 872 近代西洋文學 Modern 

western literature 

872 近代西洋文學 Modern 

Western literature 
p.622 889 西洋小說 Western fiction 

…雙城記(迭更斯)入873.57… 

889 西洋小說 Western fiction 

…雙城記(狄更斯)入873.57… 
編

例 

v 7.4   第 一 法 ／ 第 二 法 

本 法 採 用 “ 第 一 法 ／ 第 二 法 

” 共 有 4個 類 目 ， 即 各 國 叢 書

（085）、群經（090）、中國地方

志（670）、臺灣史地（733）。茲

為明瞭起見，製表解說如下： 

7.4   第 一 法 ／ 第 二 法 

本 法 採 用 “ 第 一 法 ／ 第 二 法 ” 

者 有：各 國 叢 書（085）、群經（090）、

中國地方志（670）、臺灣史地（733）

等。茲為明瞭起見，將常用者製表

解說如下： 

使
用
說
明 

 

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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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分

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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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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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分類法》一共

有四處提及“第一法”及“第

二法”者有“外國叢書”（085）、

“群經”（090）、“各省方志”

（671-676）、“臺灣方志”（677）等，

其性質及用法不儘相同，茲為明

瞭起見，製表解說如下： 

詳
目 

 

xxvi 第一法／第二法 

1. 外國叢書：第一法／第二

法 （085） 

2. 群經：第一法／第二法 （090） 

3. 地方志：第一法／第二

法 （670） 
4. 臺灣史地：第一法／第二
法 （733） 

第一法／第二法 

1. 學位論文；送審論文  (008)  

2.外國叢書：第一法／第二法 （085） 

3.  群經：第一法／第二法 （090） 

4. 臺灣政黨 (576.33) 

5. 地方志：第一法／第二法 （670） 

6. 臺灣史地：第一法／第二

法 （733） 

xxvii 35.中國作家作品排列表 35.中國作家作品複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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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目

表 

15 463 

食品化學工業；營養化學工業 

Food  chemicals  industries； 
Nutrition  chemicals 

463 

食品工業 

Food  Industries 

附表 p.667 附表二 (第一法) 

3  晉及南北朝 (265-588) 

  六朝(222-588)入此 

附表二 (第一法) 

3  晉及南北朝 (265-589) 

  六朝(222-589)入此 

 附表二 

34 南北朝(386-588) 

35 南朝(420-588) 

附表二 

34南北朝(386-589) 

35南朝(420-589) 

說明:589年為隋朝滅陳一統天下 

 附表二 

4  唐及五代 (618-959) 

附表二 

4  唐及五代 (618-960) 

p.669 附表二 (第二法) 

3 魏晉南北朝 (220-588) 

六朝(222-588)入此 

附表二 (第二法) 

3 魏晉南北朝 (220-589) 

六朝(222-589)入此 

 34 南北朝(386-588) 

35 南朝(420-588) 

34南北朝(386-589) 

35南朝(420-589) 

 4  隋唐五代 (618-959) 4  隋唐五代 (618-960) 

p.731 附表十 

3741 尼泊爾 Nepal 

附表十 

374 尼泊爾 Nepal 

p.735 附表十 

785 北極 

附表十 

78 北極 

p.730 附表十 

349蒙古 
原為中國領土，1920年獨立為蒙古人民

共和國，1946年中華民國承認其獨立 

附表十 

349蒙古 

原為中國領土(外蒙古)，1911年宣布獨立，

1924年建立為蒙古人民共和國，1946年中華

民國承認其獨立，1992年2月改國名為蒙古 

p.764 參考圖表(十六國至五代十國

總表) 

623.65 北周 577-580 [24] 

參考圖表(十六國至五代十國總

表) 

623.65 北周 577-581 [24] 

p.789 附錄4 中國年號筆畫查檢表 

顯德( 後周.世宗、恭帝)  

954-959 

附錄4 中國年號筆畫查檢表 

顯德( 後周.世宗、恭帝) 954-960 

 

二、茲針對《中文主題詞表》（2005年修訂版）修訂內容如下： 

1. 新增主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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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部派佛教    220 

                  不用 

                    小乘佛教 

                    上座部佛教 

                    南傳佛教                     

                                            11 畫 p.287  部位麻醉之後 

 

2. 修訂主題詞 

 

   【修訂前】 

      小乘佛教   220 

                 不用 

                    上座部佛教 

                    南傳佛教 

【修訂後】 

      小乘佛教    

                 用 

                    部派佛教 

                     

                                                    3 畫  p.25  左下 

 

3. 新增主題詞 

【修訂後】 

    Line    

312.1653 

 

                                 0 畫  p.2  KTV 之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