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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編目內部規範會議討論紀錄 

103 年第 7 次會議 

 

會議時間：2014 年 10 月 30 日 (星期四) 上午 11 時分 

會議地點：188 會議室 

主    席：李宜容主任 

出 席 者：王怡芳、牛惠曼、朱凌男、任永禎、吳海威、馬千惠、黃玫溱、陳慧

文、陸品儀、費心琴、錢月蓮、龍秀瑛、簡秀娟 

書號中心 劉在善 

紀    錄：錢月蓮 

 

討論： 

新增主題詞：「文化心理學」、「社會資本」、「轟炸機」、「拉阿魯哇族」、「卡那卡

那富族」。 

修訂主題詞：「整形外科」與「整型外科」。 

新增類目：貨幣史；金融史。 

修訂類目：「自然人」、「妨害祕密罪」、「個人資料保護法」、「人權及基本自由」、

「哈薩克」…等。 

 

決議： 

新增主題詞：「文化心理學」、「社會資本」、「轟炸機」、「拉阿魯哇族」、「卡那卡

那富族」。 

修訂主題詞：修訂「整形外科」為「整型外科」，與分類法類目一致。 

新增類目：561.09 貨幣史；金融史。 

修訂類目：「個人資料保護法」分類號由政治類 571.948，改入法律類自然人人格

權 584.111；參見 585.44。 

          修訂「自然人」、「妨害祕密罪」、「個人資料保護法」、「人權及基本自

由」等相關注釋說明。 

          訂正「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土庫曼」、「烏

克蘭」、「斯洛維尼亞」、「巴哈馬」、「喀麥隆」、「西撒哈拉」等國家

之英文名稱。 

 

上述決議內容，詳見 103 年第 07 號公布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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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編目作業公布事項  103 年第 07 號 

 

2014/10/30 

 

一、《茲針對《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年版）修訂內容如下： 

1. 修訂類目英文 

   【修訂前】 

      734.4    哈薩克  Kazak 

   【修訂後】 

      734.4    哈薩克  Kazakstan 

                                                           p.544 左 

 

2. 修訂類目英文 

   【修訂前】 

      734.5    烏茲別克  Uzbek 

   【修訂後】 

      734.5    烏茲別克  Uzbekistan 

                                                           p.544 左 

 

3. 修訂類目英文 

   【修訂前】 

      734.6    塔吉克  Tadzhik 

   【修訂後】 

      734.6    塔吉克  Tajikitan 

                                                           p.544 左 

 

4. 修訂類目英文 

   【修訂前】 

      734.7    吉爾吉斯  Kirgiz 

   【修訂後】 

      734.7    吉爾吉斯  Kyrgyzstan 

                                                           p.544 左 

 

5. 修訂類目英文 

   【修訂前】 

      734.8    土庫曼  Turk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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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後】 

      734.8    土庫曼  Turkmenistan 

                                                           p.544 左 

 

6. 修訂類目英文 

   【修訂前】 

      748.752    烏克蘭  Ukrainia 

   【修訂後】 

      748.752    烏克蘭  Ukraine 

                                                           p.559 右 

 

7. 修訂類目英文 

   【修訂前】 

      749.35    斯洛維尼亞  Slovania 

   【修訂後】 

      749.35    斯洛維尼亞  Slovenija 

                                                           p.560 左 

 

8. 修訂類目英文 

   【修訂前】 

      755.82    巴哈馬  Bahama 

   【修訂後】 

      755.82    巴哈馬  Bahamas 

                                                           p.566 左 

 

9. 修訂類目英文 

   【修訂前】 

      764.2    喀麥隆  Cameron 

   【修訂後】 

      764.2    喀麥隆  Cameroon 

                                                           p.569 左 

 

10. 修訂類目英文 

   【修訂前】 

      767.6    西撒哈拉  West Sahara 

   【修訂後】 

      767.6    西撒哈拉  Western Sahara 

                                                           p.570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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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修訂注釋 

   【修訂前】 

      584.111    自然人 

                  出生、死亡、死亡宣告入此 

   【修訂後】 

      584.111    自然人 

                  出生、死亡、死亡宣告；自然人人格權，如：隱私權、個人

資料保護法等入此 

                    參見 585.44 妨害祕密罪 

                                                           p.464 

 

12. 修訂注釋 

   【修訂前】 

      585.44    妨害祕密罪 

         

   【修訂後】 

      585.44    妨害祕密罪 

                  侵害個人隱私權、侵害個人資料保護者罪刑入此 

                  參見 584.111自然人 

                                                               p.468 

 

13. 修訂注釋 

   【修訂前】 

      571.948    個人資料保護 

                   隱私權入此 

                     參見 579.27人權及基本自由 

   【修訂後】 

     [571.948]    個人資料保護 

                   隱私權入此 

                   參見 579.27人權及基本自由 

                  宜入 584.111自然人 

                                                               p.437 

 

14. 修訂注釋 

   【修訂前】 

      579.27    人權及基本自由 

                  參見 571.948個人資料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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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後】 

      579.27    人權及基本自由 

 

                  參見 571.948個人資料保護 

                                                               p.458 

 

15. 新增類目 

   【修訂後】 

      536.3351    拉阿魯哇族 Hla'alua 

         

                                                               p.371 

 

16. 新增類目 

   【修訂後】 

      536.3352    卡那卡那富族 Kanakanavu 

         

                                                               p.371 

 

17. 新增類目 

   【修訂後】 

      561.09    貨幣史；金融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p.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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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轟炸機      598.62   

                                                       21 畫 p.454                                                                                                     

 

2 新增主題詞 

【修訂後】 

   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541.76；551.5              

                                            8 畫 p.166 社會傳統後 

 

3. 新增主題詞 

【修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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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心理學   Cultural Psychology 

   541.2014 

                                         4 畫 p.53  文化大革命後 

 

4. 新增主題詞 

【修訂後】 

   拉阿魯哇族   536.3351  

         Hla'alua 

   不用 

沙阿魯阿族 

 

8 畫 p.153 拉卜拉土函數後 

 

5. 新增主題詞 

【修訂後】 

   沙阿魯阿族 

         用 

拉阿魯哇族 

 

7 畫 p.137 沙丘後 

 

6. 新增主題詞 

【修訂後】 

   卡那卡那富族    536.3352 

         Kanakanavu 

                                             5 畫 p.69 卡片目錄後 

 

 

7. 修訂主題詞 

【修訂前】 

   整形外科      416.4 

                 Plastic surgery 

 

【修訂後】 

   整形外科 

          用 

            整型外科 

           



7 

 

   整型外科      416.4 

       Plastic surgery 

                 不用 

                   整形外科 

                                                      16 畫 p.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