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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編目作業公布事項   

105年第 05號 

 

2016/08/11 

一、茲針對《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年版）修訂一版修訂內容如下： 

1. 新增注釋 

   

【修訂前】 

     431.49     農民運動 

        

【修訂後】 

     431.49     農民運動 

                  臺灣日據時期農民運動入 733.2867 

p. 278 

2. 修訂注釋 

 

【修訂前】 

       523.2  學前教育 

                  同: 幼稚教育 

【修訂後】 

    523.2  學前教育 

               同: 幼兒教育、幼稚教育                       p.361 

3. 修訂類名 

 

【修訂前】 

       523.27  各幼稚園        

                  各幼稚園得依園名排 

【修訂後】 

    523.27  各幼兒園 

               各幼兒園得依園名排 

                                                            p.361 

4. 修訂類名 

 

【修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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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29  各國幼稚教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修訂後】 

       523.29  各國學前教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p.361 

5. 修訂類名 

 

【修訂前】 

       546.81  童子軍  Boy scout 

                   

【修訂後】 

       546.81  童軍  Boy scout 

                                                           p.398 

6. 修訂類名 

 

【修訂前】 

       546.82  女童子軍  Girl scout 

                   

【修訂後】 

       546.82  女童軍  Girl scout 

                                                            p.398 

7. 修訂類名 

 

【修訂前】 

       547.56  殘障福利 

                   

【修訂後】 

       547.56  身心障礙者福利 

                                                            p.399 

8. 修訂類名 

 

【修訂前】 

       563.743  殘障 

                   

【修訂後】 

       563.743  失能 

                                                               p.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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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增注釋 

 

【修訂前】 

       572.53   總統制 

                   

【修訂後】 

       572.53   總統制  

                  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 或稱雙首長制、混合制）

入此 

                                                               p.449 

10. 修訂類目 

 

【修訂前】 

       584.23  永佃權 Emphyteusis 

                 支付佃租永久能在他人土地上耕作或畜牧之權也 

【修訂後】 

       584.23  農育權 Agricultural right 

                 昔稱永佃權，其條文已廢除，相關資料仍入此 

                                                              p.477 

11. 修訂類目 

 

【修訂前】 

       584.24  地役權 Easement 

                 以他人土地供自己土地便宜之用者 

【修訂後】 

       584.24  不動產役權  Servitude of real property 

                 昔稱地役權，民 99年 2月 3日民法物權編已將原本之「地役 

權」修改為「不動產役權」，並於同年 8月 3日生效。 

                                                             p.477 

12. 修訂類名 

 

【修訂前】 

       738.1  緬甸  Burma 

                

【修訂後】 

       738.1  緬甸  Burma (Myanmar)                

                                                              p.567 

13. 修訂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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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 

       738.86  北婆羅州  North Borneo 

                 同: 沙巴 (Sabah) 

【修訂後】 

       738.86  沙巴州  Sabah, State of 

                 簡稱「沙州」，原名「北婆羅洲」 

                                                              p.569 

14. 修訂類名 

 

【修訂前】 

       758.6  厄瓜多爾   Ecuador 

                  

【修訂後】 

       758.6  厄瓜多    Ecuador 

                                                              p.588                                                                                     

15. 修訂類名 

 

【修訂前】 

       761.926   蘇丹獨立 (1956-)                  

【修訂後】 

    761.926   蘇丹共和國 (1956- )  Republic of the Sudan 

                    同: 北蘇丹 

                                                            p.591 

16. 新增類名 

【修訂後】 

    761.927        南蘇丹共和國 (2011- )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p.591 

17. 修訂注釋 

【修訂前】 

       附表九  臺灣鄉鎮表 

                 …實際上還包括相當於鄉鎮級之縣轄市以及院轄市 

【修訂後】 

       附表九  臺灣鄉鎮表 

                 …實際上還包括相當於鄉鎮級之縣轄市以及直轄市 

                                                              p.752 

18. 修訂附表十 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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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586    厄瓜多  Ecuador                                  p.761 

       61926  蘇丹共和國  Republic of the Sudan                    p.761 

       61927  南蘇丹共和國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p.761 

                                                              

19. 修訂附表十 乙表 

     

【修訂後】 

       沙巴州  3886  

                                                              p.765 

 

20. 修訂附表十  丙表 

     

【修訂後】 

       Myanmar  7381                                           p.771 

       Republic of the Sudan  61926                            p.772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61927                          p.772 

       Sabah, State of  3886                                   p.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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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後】 

     印地語     803.43  Hindi language 

                  參見 

                印度語族 

                                             六畫 p.100 印地安族之後 

2. 新增主題詞 

   

【修訂後】 

     印度語族     803.4   Indic 

                                               六畫 p.101 印度族之後 

3. 新增主題詞 

   

【修訂後】 

     二林蔗農事件    733.2867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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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林事件 

                                               二畫 p.9 二林事件之後 

4. 新增不用詞 

   

【修訂後】 

     二林事件     用 

                  二林蔗農事件 

                                               二畫 p.9 二次革命之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