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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文學相關分類表修訂說明 
 

2019.08.15 

 

  為考量國內圖書館有關兒童及青少年圖書資料分類需求，解決多數圖書館兒童讀

物集中於特定類號、以致部分類號館藏量過於龐大問題，並考量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

將設立「兒童服務區」、「青少年服務區」、「臺灣兒童及青少年文學史料中心」，茲以《中

文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兒童文學及其相關類目，編製本表以為因應。本表主要內

容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兒童文學」；第二部分為「兒童文學相關」，即與兒童

文學關係較密切之類目，同時也包括主要的兒童知識類目。 

 

一、 修訂範圍： 

（一） 以兒童文學為主： 

1. 文體涵蓋：童話、寓言、故事、小說、童詩、繪本 …。 

2. 地理涵蓋：世界、中國、臺灣、主要國家（美、英、法、德、義、俄、

日、韓）。 

（二） 以相關類目為輔： 

1. 兒童文藝相關：語言文字、民間文學、音樂、繪畫、戲劇、電影。 

2. 兒童個體相關：兒童心理、中小教育、育兒。 

（三） 主要兒童知識類：兒童百科全書、兒童目錄…。 

 

二、 修訂內容：  

（一） 新增「兒童文學複分表」：參考「859 中國兒童文學」編製「兒童文學複分

表」，供各國兒童文學作品細分或複分用。 

（二） 世界兒童文學：將「815.9 兒童文學」另起一段，增加大類說明、納入所

增訂之「兒童文學複分表」，同時將「815.9 兒童文學」進行細目擴展。 

（三） 中國兒童文學：「859 中國兒童文學」類目項下，做以下調整： 

1. 保留「859.1 兒童文學理論」。 

2. 「859.2 兒童文學評論」含括兒童文學導讀。 

3. 「859.3 兒童文學總集」為多種體裁、多人創作的作品集。 

4. 保留「859.4 童話；神話」。 

5. 「859.5 兒童戲劇；兒童曲藝」改為「859.5 兒童劇劇本」。 

6. 寓言、笑話不入「859.6 兒童故事；兒童小說」，寓言入 856.8。兒童寓

言、圖畫故事入「859.6 兒童故事；兒童小說」。 

7. 「859.7 兒童創作；兒童散文」改為「859.7兒童散文」。 

8. 「859.8 兒童詩歌」，同童詩。兒歌、童謠入「859.8 兒童詩歌」。 

9. 科學故事、歷史故事不再入「859.9 圖畫故事」。科學故事入 307.9、中

國歷史故事入 610.9、世界歷史故事入 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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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859.9 圖畫故事」類名改為「859.9兒童繪本」。兒童圖畫書、橋樑書

入「859.9 兒童繪本」。 

（四） 臺灣兒童文學：臺灣兒童文學「863.59」之擴展依「兒童文學複分表」進

行子目擴展。 

（五） 各國兒童文學：依「兒童文學複分表」於主要國家文學（例如，美、英、

法、德、義、俄、日、韓）項下，增加注釋說明『得依兒童文學複分表複

分』。 

 

三、 修訂標識： 

（一）「宜入類目」以方括號（[]）標識。 

（二）「新增、刪改類目」以斜體字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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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文學相關分類表 
 

2019.08.15 

 

兒童文學係指以兒童為閱讀對象的文學作品。坊間出版品偶有以兒童適讀年齡做

為兒童文學作品之區隔，本類表則以兒童文學統稱。兒童文學包括學理與作品。作品

方面涵蓋甚廣，例如童話、神話、兒童劇劇本、兒童寓言、兒童故事、兒童小說、兒

童散文、兒童詩歌、兒童繪本、兒童笑話等。若為各國兒童文學作品，分類時先入各

國文學，再以「兒童文學複分表」複分。科學故事入 307.9，中國歷史故事入 610.9，

世界歷史故事入 710.9。 

 

【第一部分  兒童文學】 
 

815.9  兒童文學 

 

❖兒童文學複分表❖ 

      如有必要各國兒童文學均可 

    仿此複分 

 

1  兒童文學理論 

       兒童文學寫作法入此 

2  兒童文學評論 

       兒童文學導讀入此 

3  兒童文學總集 

4  童話；神話 

5  兒童劇劇本 

       戲劇演出者入戲劇類 

6  兒童故事；兒童小說 

       兒童寓言、兒童笑話入此 

7  兒童散文 

8  兒童詩歌 

       同：童詩 

9  兒童繪本 

       兒童圖畫書、橋樑書、圖 

像故事、圖文小說、圖文故事 

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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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89]  兒童文學論 

             宜入 815.91 

 

[813.9]  世界兒童文學總集 

            宜入 815.93 

 

815.9  兒童文學 

   .91   兒童文學理論 

   .92   世界兒童文學評讑 

   .93   世界兒童文學總集 

   .94   世界童話；世界神話 

   .95   世界兒童劇劇本 

   .96   世界兒童故事；世界兒童小說 

   .97   世界兒童散文 

   .98   世界兒童詩歌 

   .99   世界兒童繪本 

 

859  中國兒童文學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以兒童為本位而組織之文學，大抵淺顯明白，饒有興趣為兒童所能想 

       像，且能引起兒童情感者 

         中國青少年文學得入此 

   .1  兒童文學理論 

           兒童文學寫作法入此 

   .2  兒童文學評論 

   .3  兒童文學總集 

   .4  童話；神話 

   .5  兒童劇劇本 

           兒童劇演出入 985 

   .6  兒童故事；兒童小說 

           兒童寓言、兒童笑話入此 

           寓言入 856.8 

           科學故事入 307.9 

           中國歷史故事入 610.9；世界歷史故事入 710.9 

   .7  兒童散文 

   .8  兒童詩歌 

           同：童詩 

           兒歌、童謠入此 

   .9  兒童繪本 

           兒童圖畫書、橋梁書、圖像故事、圖文小說、圖文故事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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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59  日本兒童文學 

           得依兒童文學複分表複分 

 

862.59  韓國兒童文學 

           得依兒童文學複分表複分 

 

 [863.29]  兒童文學論 

           宜入 863.592 

 

863.59  兒童文學 

   .591   兒童文學理論 

   .592   兒童文學評論 

.593   兒童文學總集 

   .594   童話；神話 

   .595   兒童劇劇本 

   .596   兒童故事；兒童小說 

   .597   兒童散文 

   .598   兒童詩歌 

   .599   兒童繪本 

 

873.59  英國兒童文學 

            得依兒童文學複分表複分 

 

874.59  美國兒童文學 

            得依兒童文學複分表複分 

 

875.59  德國兒童文學 

            得依兒童文學複分表複分 

 

876.59  法國兒童文學 

            得依兒童文學複分表複分 

 

877.59  義大利兒童文學 

            得依兒童文學複分表複分 

 

880.59  俄國兒童文學 

            得依兒童文學複分表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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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文學分類舉隅❖ 

     

    天方夜譚（一千零一夜）入 865.596 

    伊索寓言入 871.36 

    小人國遊記入 873.596 

    大人國遊記入 873.596 

    格列佛遊記入 873.596 

    愛麗絲夢遊仙境入 873.596 

    格林童話入 875.594 

    貝洛童話入 876.594 

    小王子入 876.596 

    克雷洛夫寓言入 880.596 

    安徒生童話入 881.5594 

     

    中國民間故事入 539.52 

    中國成語故事入 802.1839 

中國童話故事入 859.4 

    中國神話故事入 859.4 

中國寓言故事入 859.6 

    寄小讀者入 859.7 

     

    法布爾科學故事入 307.9 

十萬個為什麼？入 308.9 

    西頓動物故事入 38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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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兒童文學相關】 
 

014.93  兒童圖書目錄 

 

047  青少年百科全書 Teenager's encyclopedia；兒童百科全書 Children's 

encyclopedia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書例：幼獅少年百科全書；中華兒童百科全書 

 

173.1  兒童心理學 

          青少年心理學入此 

   .11  身體 

   .12  心理 

   .16  變態兒童 

            過動兒入此 

            受虐兒童入 548.13；家庭暴力入 544.18 

   .17  兒童問題 

   .18  女童心理 

   .19  嬰兒心理學 

 

307.9  通俗科學故事 

          科學故事入此 

 

308.9  兒童用科學叢書 

 

360.79  通俗生物故事 

 

380.79  通俗動物故事 

 

426  家庭手藝 Domestic handicraft 

         參見 960應用美術 

   .1  手藝圖案 Handicraft patterns 

   .2  刺繡 Embroidery 

           參見 966.8 刺繡 

   .3  縫紉 Sewing 

           參見 966.9 服飾 

   .4  編結 Knitting 

           參見 966.5 編結 

   .6  手工藝材料 Handicraft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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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布料手工藝品 Dress material handicrafts 

           拼布入此 

           衣服設計、製作入 423；織品服飾工藝美術入 966 

   .77   裝飾品 

             非布料裝飾品入 426.9 

   .78   玩具 

   [.8]  人造花 Artificial flower 

           宜入 479.77 

   .9  其他 Others 

           裝飾品、串珠入此 

 

428  育兒 Child care 

         此目以養育幼兒為主 

         兒童心理學入 173.1；中醫兒科入 413.7；小兒科入 417.5；兒童學入 

       523.1 

   .1  居室 Room；寢具 Bedding 

   .2  衣服 Clothes；尿布 Diaper 

   .3  餵乳 Lactation；飲食 Food and drink 

           嬰兒食品入此 

   .4  睡眠 Sleep 

   .5  沐浴 Bath 

   .6  運動 Exercise；外出 Outdoor activities；散步 Stroll 

   .7  生活習慣 Living habits 

           入廁訓練入此 

   .8  教養 Nurture 

   .81   創作活動 

             紙工、繪畫、音樂、捏塑入此 

   .82   遊戲 

   .83   閱讀 

   .84   聽故事 

   .85   語言訓練 

   .89   品德訓練 

   .9   陪伴兒童 Baby sitting 

            家庭保姆入此 

            參見 523.26 幼兒教師、保姆 

 

479.7  手工藝 

           家庭手藝入 426 

   .71   手工 



9 

 

   .73   縫紉 

   .74   針織 

   .75   刺繡 

   .77   人造花 

   .79   其他手工藝 

             假髮製作、梳子或梳篦製造入此 

             總論梳子或梳篦文化者入 538.149 

 

521  教育心理學 Educational psychology；教學 Teaching；課程 Curriculum 

   .1 學習心理 

   .11 智力；能力 

   .12 自我觀念 

   .13 習慣；態度；價值 

   .14 動機；興趣 

   .15 想像；抽象 

   .16 創造；模仿 

   .17 注意；疲乏 

   .18 情緒；情意；感情 

      情緒教育、情意教學入此 

   .19 環境因素 

   .191 家庭環境 

      如：家庭管教、家庭社經背景、家庭結構等 

   .192 學校環境 

      如：編班型態、師生互動、教師期望等 

   .193 同儕團體 

      如：學生次級文化、友伴關係等 

   .194 社會風氣 

      如：社會時尚與價值、傳播媒體報導等 

   .199 其他 

 

521.2 學科心理 

   .21 語文科學習心理 

   .22 數學科學習心理 

   .23 自然科學習心理 

   .24 社會科學習心理 

   .25 藝能科學習心理 

   .29 其他學科學習心理 

 

521.3 教育測驗 Tests & measu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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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力測驗入 179.2；性向專門才能測驗入 179.3 

     參見 179 心理測驗 

   .31 評量方法 

   .32 材料 

   .33 量表製造 

   .34 教育測驗統計 

   .35 語文測驗 

   .36 數學測驗 

   .37 常識測驗 

     社會科、自然科入此 

   .39 其他教育測驗 

 

521.4 教學 

      總論入此，專論各級教育者各入其類 

   .41 教學理論 

   .411 行為主義教學理論 

      如：嘗試錯誤學習、制約學習等 

   .412 個別化教學理論 

      如：編序教學理論、熟教學理論、單元教學理論等 

   .413 群性化教學理論 

      如：合作教學理論 

   .414 認知發展教學理論 

      如：發現教學理論、解釋教學理論等 

   .415 互動教學理論 

      如：訊息處理理論、學習條件理論、社會學習理論等資訊化教學理論入

此 

   .416 建構教學理論 

   .417 多元智慧教學理論 

   .419 其他教學理論 

   .42 普通教學法 

   .421 講述教學法；討論教學法 

   .422 啟發式教學法 

      如：問題解決教學法、角色扮演教學法 

   .423 精熟教學法 

   .424 練習教學法 

   .425 發表教學法 

   .426 思考教學法 

   .427 協同教學法 

   .428 個別化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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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編序教學、多元媒體教學、電腦教學 

   .429 其他教學法 

      如：建構教學法 

 

521.5 特殊教學法 

   .51 表演示範 

   .52 遠距教學 

      同：隔空教學、空中教學 

   .521 廣播教學 

   .523 電視教學 

   .53 教學科技；教學媒體 

      視聽教育、教育工學入此 

      圖書館視聽資料之處理入 023.85 

   .531 非放映性視覺媒體 

      如：印刷教材、靜畫、圖表、實物、模型等 

   .532 放映性視覺媒體 

      如：透明片、幻燈片等 

   .533 聽覺媒體 

      如：唱片、錄音帶、廣播等 

   .534 動態視聽媒體 

      如：電影片、錄影媒體、電視等 

   .535 以電腦為基礎之媒體 

      如：光碟、超媒體等 

   .536 以傳訊為基礎之媒體 

      如：網際網路、電視傳訊等 

   .539 其他 

   .54 社會資源運用 

      校外教學入此 

   .541 參觀教學；旅行教學；遠足 

   .542 露營、野營 

   .543 野外考查；訪問調查 

   .549 其他社會資源運用 

   .55 學校與家庭 

   .551 親師會 

      如：母姊會、家長會、PTA等 

   .554 家庭連絡簿 

   .556 家庭訪問 

   .56 教學系統設計 

   .57 電腦輔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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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多媒體教學入此 

   .58 電腦網路教學 

   .59 各科教學法 

      依本表科目分，如物理教學法為 521.5933，但以分入各科為宜 

      專論各級教育分入 522-525 

 

521.6 教學活動 

     總論與教學相關之各項因素專論各級或各類教育之教學者，入各級教育或

各類教育 

   .61 教學目標 

   .611 認知領域 

   .612 情意領域 

   .613 技能領域 

   .62 教學計畫 

      含：教案編寫、教學單元設計等 

   .63 教學技術 

      含：動機啟發、發問技巧、討論技巧、媒體運用等 

   .64 教學環境 

      含：教室管理、教室氣氛、教室環境與設施、座位安排等 

   .65 教師與教學 

      含：教師心理、師生關係等 

   .66 教學評量 

      學生成績考查入此 

   .67 教學評量工具 

      如：考試、教師自編成就量表、標準化量表、平時觀察、學期報告、評

定量表、個人自陳量表、項目檢核表等 

   .68 學習輔導 

     補救教學入此 

   .681 學習困難學生 

     如：學習遲緩、特殊學習缺陷、情緒困擾之學生等 

   .682 學習困難診斷 

   .683  學習輔導策略 

        如：行為改變技術、完形學習過程、現實教學法、學習者中心教學法

等 

   .69 有效教學策略 

 

521.7 課程 

總論入此，專論分入 522-525 

各級教育之課程及科目入各級教育如：國小數學課程入 523.42；國中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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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入 524.471 

   .71 課程設計理論 

   .72 課程結構 

含：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潛在課程、誤置課程、未置課程等 

   .73 課程標準 

   .731 幼兒學校課程標準 

   .732 小學課程標準 

   .733 初級中學課程標準 

   .734 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735 技術及職業學校課程標準 

   .739 其他學校課程標準 

   .74 課程設計 

   .741 幼兒教育課程設計 

   .742 小學課程設計 

如：九年一貫課程設計 

   .743  中學課程設計 

含：國中、高中、完全中學課程設計 

   .744 大學課程設計 

   .745 技術及職業學校課程設計 

   .746 師資培育課程設計 

   .747 身心障礙者教育課程設計 

   .748 資優及特殊才能者教育課程設計 

   .749 成人教育課程設計 

   .75 課程評鑑 

   .76 課程改革 

   .77 課程實驗 

   .79 其他 

 

521.8 教科書 

總論教科書之編製入此 

擬將所有教科書集中一處者，亦得用此目 

中小學各科教科書入各該級教育；大專以上各級教科書各入其類 

 

521.9 教材 

總論教材編製之理論與方法 

中小學各科教材入各該級教育；大專以上各科教材各入其類 

 

523  初等教育 Primary education 

   .023   初等教育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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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兒童研究 

   [.12]  兒童心理 

             宜入 173.1 

   .13  兒童遊戲 

   .15  兒童玩具 

   .16  兒童語言發展 

   .18  兒童節；兒童年 

   .19  與其他學科之關係 

            如：兒童人類學，兒童社會學等 

   .1939  兒童人類學 

 

523.2  學前教育 

           同：幼兒教育、幼稚教育 

   .21   學前教育理論 

   .22   學前教育制度 

   .23   教材與教學法 

   .24   課本；玩具；教具 

   .25   幼兒學生 

   .26   幼兒教師；保姆 

             幼兒教師及保姆證照入此 

   .27   各幼兒園 

             各幼兒園得依園名排 

   .28   托兒所；育嬰中心 

   .29   各國學前教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23.3  小學教學法 

   .31   語文科教學 

   .311    本國語文教學 

               語文學習領域入此 

   .313    作文 

   .314    寫字 

   .316    說話；說故事 

   .317    鄉土語文教學 

               母語教學入此 

   .318    外國語文教學 

   .32   數學科教學 

             數學學習領域入此 

   .33   常識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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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教育入此 

   .34   史地科教學 

   .35   社會科教學 

             社會學習領域、生活與倫理教學入此 

   .36   自然科教學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理化科教學入此 

   .37   藝能科教學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音樂、美術、體育、書法教學等入此 

   .38   資訊科技教學 

   .39   其他 

   .4  小學課程 

           .41-.49仿 523.3分 

   .401   九年一貫課程 

   .5   小學教師 

 

524  中等教育 Secondary education 

   .023  中等教育法規 

   .1  中等教育理論 

   .2  中等教育制度 

   .3  中學教學法 

   .31   語文科 

             語文學習領域入此 

             .311-.313 仿 523.31 分 

   .313   作文 

   .314   寫字 

   .316   說話 

   .32  數學科教學 

   .33  常識科教學 

   .34  史地科教學 

   .35  社會科教學 

            社會學習領域、生活與倫理教學入此 

   .36  自然科教學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理化科教學入此 

   .37  藝能科教學 

   .371   音樂 

   .372   美術 

   .373   書法 

   .374   表演藝術 

   .375   資訊科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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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外國語文教學 

            英文教學入此 

   .39  其他 

            如：指導活動 

   .4  中學課程 

           仿 524.3 分 

   .5  中學教師 

 

539  民謠 Traditional lore；傳說 Folklore 

         此目收錄以口頭傳承為主旨，凡民間歌謠、傳說、故事、俗語、諺語 

       等均入此 

         神話入 280；謎語入 997.4 

         參見各國文學 

   .1  民謠 

           同：歌謠 

           本類以歌詞（未有譜者）為主；凡只有譜者或有詞有譜入 913.5；歌 

         曲入 913 

   .5  民間故事 Folk-tales；民間傳說 Legend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俗語入 539.6；諺語入 539.9；中國笑話、寓言入 856.8 

          各國民間文學總論、總集，宜入各國文學，例如中國民間文學總集入        

858.3 

   .6  俗語 

          俏皮話、歇後語、順口溜、俚語、慣用語入此 

  [.8]  笑話 

          宜入 856.8 

   .9  諺語 Proverb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中國再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複分， 

         臺灣再依臺灣縣市表複分 

           天氣諺語入 328.881；農諺入 430.171；專類諺語得入各該類 

 

610.9  通俗史話 

          中國歷史故事入此 

 

710.9  世界史話 

          世界歷史故事入此 

 

802.1839  成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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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184]  中文俗語語彙 

             宜入 539.6 

 

802.3  字典；詞典 Dictionaries 

書例：中華大字典 

訓詁入 802.1；古代字書入 802.2；韻書入 802.4 

  .31  康熙字典 

      依刊行（重刊）者排 

  .32  特殊編排字典 

      依部首法（加筆畫）者較多，但有各種其他方式。例如： 

  .322  依音韻編排 

  .324  依號碼編排 

       四角號碼法字（詞）典入此 

  .326  依字義編排 

       分類字（詞）彙入此 

  .329  其他 

  .33  略語詞典 

      簡體字彙（字典）、繁簡體對照表入 802.299 

  .34  多義語詞典；多音語詞典 

  .35  成語詞典；熟語詞典 

  .36  語源詞典 

  .37  新語詞典；外來語詞典 

  .38  俗語詞典；隱語詞典 

  .39  特殊詞典 

 

802.81  蒙求書 

            書例：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入此 

            千家詩入 831 

   .82  古文選本 

   .83  小學用讀本 

   .84  中學用讀本 

 

854.58  傀儡劇本 

   .588   影子劇劇本 

   .589   布袋劇劇本 

   .6  話劇劇本 

   .7  廣播劇本 

   .8  電視劇本 

   .9  電影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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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見 987.8 各種電影 

 

856.8  寓言；笑話 

           兒童笑話入 859.6 

           參見 539.8 笑話 

 

858  民間文學 Folk literature 

         同：俗文學 Popular literature 

         寓言、笑話入 856.8；民間故事及傳說入 539.52；神話入 282；俗語 

入 539.6；諺語入 539.9；俗曲、小調、歌謠入 539.1 

   .21  短語 

           諺語、謎語、對聯、遊戲、文學等入此 

           參見 997.4 謎語 ;文藝遊戲 

   .23  民間故事；民間傳說 

 

913.2  獨唱 Solos 

           作曲家之獨唱曲集宜入此，如舒伯特歌曲集 

   .21   童聲 

            兒歌、童謠入 913.8 

   .6   通俗歌曲 

            流行歌曲入此 

            .601-.607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602   國語流行歌曲 

              各省方言流行歌曲，依中國省區表複分 

.6033   臺灣流行歌曲 

              包括臺語、客語流行歌曲 

              客家山歌、臺灣原住民歌曲入 913.533 

   .61  民歌；校園歌曲 

   .62  電影歌曲 

   .63  電視歌曲 

   .64  卡通歌曲 

   .7  團體歌曲 

.8  兒童歌曲 

          兒童歌謠入此 

          兒童藝術歌曲入 913.21；歌詞入各國文學 

 

947.41  漫畫 Cartoons, Caricatures；連環漫畫 Comic strips 

            漫畫是靜態的描繪圖畫，是繪畫中的隨筆、小品 

            參見 956.6 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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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短篇連環（5 冊以下） 

   .417  中篇連環（6-14 冊） 

   .418  長篇連環（15 冊以上） 

   .419  其他（圖文混合等） 

 

947.45  插圖 Illustration 

   .47  兒童畫 

   .48  影畫 Silouettes 

 

956.6  動畫及視訊 Animation and video 

           參見 947.41 漫畫；987.85 卡通片、漫畫片；997.82電腦遊戲 

 

966  織品服飾工藝美術 

         拼布入 426.7 

   .1  絲織 

   .2  緙絲 

   .3  織花 

   .4  地毯；壁掛 

   .5  編結 

   .6  印染 

   .7  蠟染 

   .8  刺繡 

   .9  服飾 

 

969  民間工藝美術 

   .1  年畫 

   .2  木偶；皮影；人形 

   .3  臉譜 

   .4  麵塑 

   .5  糖畫 

   .6  木竹工藝美術 

   .7  編結工藝美術 

   .9  其他 

 

972  紙藝 

   .1   摺紙；扎紙 

   .2   剪紙 

            剪貼藝術入此 

   .3   紙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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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刻紙 

   .5   人造花；紙花 

 

983.3  臺灣戲劇 

          京劇入 982；話劇、歌劇等入 982.6 

   .31   南管戲 

   .32   亂彈戲 

             同：北管戲 

   .33   歌仔戲 

   .34   客家戲 

   .35   其他大戲 

             九甲戲、四平戲等入此 

   .36   小戲 

             車鼓戲、採茶戲、乞丐戲、牛犁歌、秧歌戲、花燈戲、花鼓戲等 

           入此 

   .37   偶戲 

   .371    布袋戲 

              同：掌中戲 

   .372    皮影戲 

   .373    傀儡戲 

 

985  學校戲劇 School drama 

         兒童戲劇入此 

 

986  偶戲 Puppet theatre 

          日、韓稱人形劇 

          臺灣偶戲入 983.37 

 

987.8  各種電影片 

           此處按內容分，按表現方式與技術分者入 987.5 

           參見 987.9 各國電影片 

   .81   紀錄片 

   .82   娛樂片 

   .83   劇情片；故事片 

   .85   卡通片；漫畫片 

   .86   文化教育影片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ilm 

   .87   藝術片 

   .88   兒童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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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  兒童遊戲 Children's games 

         或入 523.13 

   .2  捉迷藏 Hide-and-seek 

 

997  智力遊戲 

   .1  棋藝 

   .2  拼圖；七巧板（圖） 

           九連環、魔術方塊入此 

  .3  骨牌 Rubic’s cube 

   .4  謎語；文藝遊戲 

           燈謎（文虎、燈虎）、字謎、成語接龍、繞口令等入此 

           參見 858.21 短語 

   .5  結繩；挑繩 

   .6  數學遊戲 

          數獨入此 

   .7  填字遊戲 

   .8  電動玩具 

   .82   電腦遊戲 

   .9  其他 

 

  ── 

註 1  本表中凡以方括號（[ ]）標識者，為「宜入類目」。 

 

註 2  本表中凡以斜體字標識者，為「新增類目」或「刪改類目」。 

 

註 3  本表係以《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年版）為主要參考藍本，並以兒童文學為核

心編製而成的分類表。主要內容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兒童文學」；第二部

分為「兒童文學相關」，即與兒童文學關係較密切之類目，同時也包括主要的兒

童知識類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