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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編目作業公布事項 

109年第 02號 

2020/05/18 

一、茲針對《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年版）修訂內容如下： 

1. 修訂類名 

【修訂前】 

       428.3  餵乳 Lactation；飲食 Food and drink 

【修訂後】 

       428.3  哺乳 Lactation；飲食 Food and drink 

                                                            p.275 

※據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所載，「Lactation」

一詞譯為「哺乳」。 

 

2. 修訂類名 

【修訂前】 

       529.47  臺灣原住民教育 

【修訂後】 

       529.47  臺灣原住民族教育 

                                                            p.372 

※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所載改用

「原住民族」。 

 

3. 修訂類名 

【修訂前】 

       536.33  臺灣原住民志 

【修訂後】 

       536.33  臺灣原住民族志 

                                                            p.378 

※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所載改用

「原住民族」。 

 

4. 修訂類名 

【修訂前】 

       539.5339  臺灣原住民民間故事及傳說 

【修訂後】 

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
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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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5339  臺灣原住民族民間故事及傳說 

                                                            p.385 

※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所載改用

「原住民族」。 

 

5. 修訂類名 

【修訂前】 

       [639.9]  臺灣原住民 

【修訂後】 

       [639.9]  臺灣原住民族 

                                                            p.520 

※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所載改用

「原住民族」。 

 

6. 修訂類名 

【修訂前】 

       803.99  臺灣原住民語 

【修訂後】 

       803.99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p.615 

※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所載改用

「原住民族」。 

 

7. 修訂類名 

【修訂前】 

       863.8  臺灣原住民文學 

【修訂後】 

       863.8  臺灣原住民族文學 

                                                            p.639 

※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所載改用

「原住民族」。 

 

8. 修訂類名 

【修訂前】 

       919.7  臺灣原住民音樂 

【修訂後】 

       919.7  臺灣原住民族音樂 

                                                            p.660 

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
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
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
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


3 
 

※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所載改用

「原住民族」。 

 

9. 修訂注釋 

【修訂前】 

       536.33  臺灣原住民志 

                   日人稱高砂族 

                   臺灣原住民語言入 803.99；臺灣原住民民間故事入 

539.5339；臺灣原住民教育入 529.47 

【修訂後】 

       536.33  臺灣原住民族志 

                   日人稱高砂族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入 803.99；臺灣原住民族民間故事入 

539.5339；臺灣原住民族教育入 529.47 

                                                            p.378 

※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所載改用

「原住民族」。 

 

10. 修訂注釋 

【修訂前】 

       5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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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後】 

       5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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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類諺語得入各該類 

                                                            p.386 

※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所載改用

「原住民族」。 

 

11. 修訂注釋 

【修訂前】 

       563.61  國際 

                   國際投資規約入 579.543 

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
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
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


4 
 

【修訂後】 

  563.61  國際 

        國際投資規約入 579.544 

                                                               p.438 

 

12. 修訂注釋 

【修訂前】 

       573.561  內政 

                   原住民行政入此 

                   參見 588.29民族事務管理法規 

【修訂後】 

       573.561  內政 

                   原住民族行政入此 

                   參見 588.29民族事務管理法規 

                                                               p.454 

※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所載改用

「原住民族」。 

 

13. 修訂注釋 

【修訂前】 

       733.41  人民 

                   臺灣原住民志入 536.33；臺語入 803.3；閩南語入 

802 .5232；客家話入 802.5238；臺灣原住民語入 803.99 

【修訂後】 

       733.41  人民 

                   臺灣原住民族志入 536.33；臺語入 803.3；閩南語入 

802 .5232；客家話入 802.5238；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入 

803.99 

                                                               p.554 

※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所載改用

「原住民族」。 

 

14. 修訂注釋 

【修訂前】 

       803.9  南島語系 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 

                   同：馬來亞 - 玻里尼西亞語系 (Malayo-Polynesian 

language family) 

                   臺灣原住民語入 803.99 

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
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


5 
 

【修訂後】 

       803.9  南島語系 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 

                   同：馬來亞 - 玻里尼西亞語系 (Malayo-Polynesian 

language family)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入 803.99 

                                                               p.615 

※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所載改用

「原住民族」。 

 

15. 修訂注釋 

【修訂前】 

       913.533  臺灣民謠 

                   客家山歌、臺灣原住民歌曲入此 

【修訂後】 

       913.533  臺灣民謠 

                   客家山歌、臺灣原住民族歌曲入此 

                                                               p.657 

※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所載改用

「原住民族」。 

 

16. 修訂注釋 

【修訂前】 

       976.333  臺灣民間舞蹈 

                   臺灣原住民舞蹈入此 

【修訂後】 

       976.333  臺灣民間舞蹈 

                   臺灣原住民族舞蹈入此 

                                                               p.678 

※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所載改用

「原住民族」。 

 

17. 刪除類目 

【修訂前】 

       563.6 各國證券市場 

       563.62-.67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修訂後】 

  563.6 各國證券市場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
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
https://www.apc.gov.tw/porta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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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38 

※刪除「563.62-.67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將其併入「563.6  各國證券

市場」之注釋文字「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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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後】           

        母乳哺育  428.3 

Breast feeding 

不用  母乳餵食 

                                      5畫 p.78右，母系社會之後 

 

2. 新增主題詞 

  【新增後】           

        物聯網  448.7 

            Internet of things 

                                        8畫 p.162右，物質物理之後 

 

3. 新增主題詞 

  【新增後】           

        原住民族  536.33；639.9 

            Indigenous peoples 

      不用 土著 

         原住民 

                                     10畫 p.210右，原住民音樂之後 

 

4. 新增主題詞 

  【新增後】           

        原住民族行政法規  588.29 

      不用 山地行政法規 

         原住民行政法規 

                                     10畫 p.210右，原住民音樂之後 

 

5. 新增主題詞 

  【新增後】           

        原住民族音樂  910；919.7 

      不用 原住民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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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畫 p.210右，原住民音樂之後 

 

6. 新增主題詞 

  【新增後】           

        原住民族教育  529.47 

      不用 山地教育 

                  原住民教育 

                                   10畫 p.210右，原住民音樂之後 

 

7. 新增主題詞 

  【新增後】           

        原住民族傳播  541.83 

      不用 原住民傳播 

                                   10畫 p.210右，原住民音樂之後 

 

8. 新增主題詞 

  【新增後】           

        臺灣原住民族  536.33；639.9 

      不用 高山族 

                  高砂族 

                  臺灣高山族 

                  臺灣原住民 

                                 14畫 p.376左，臺灣省原住民之後 

 

9. 新增主題詞 

  【新增後】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803.99 

      不用 臺灣高山族語言 

                  臺灣原住民語言 

      參見 南島語系 

                                   14畫 p.376左，臺灣原住民之後 

 

10. 修訂主題詞 

  【修訂前】 

        土著 

            用  原住民 

  【修訂後】           

        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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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原住民族 

                                       3畫 p.20右，土勒病菌之後 

 

11. 修訂主題詞 

  【修訂前】 

        山地行政法規 

            用  原住民行政法規 

  【修訂後】           

        山地行政法規 

            用  原住民族行政法規 

                                       3畫 p.26右，山地生物之後 

 

12. 修訂主題詞 

  【修訂前】 

        山地教育 

            用  原住民教育 

  【修訂後】           

        山地教育 

            用  原住民族教育 

                                   3畫 p.26右，山地行政法規之後 

 

13. 修訂主題詞 

  【修訂前】 

        母乳餵食  397.155；428.3 

            Breast feeding 

  【修訂後】           

        母乳餵食 

            用  母乳哺育 

                                       5畫 p.78右，母系社會之後 

 

14. 修訂主題詞 

  【修訂前】 

        原住民  536.29；639.9 

            Aboriginal people 

            不用  土著 

  【修訂後】           

        原住民 

            用  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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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畫 p.210右，原成岩之後 

 

15. 修訂主題詞 

  【修訂前】 

        原住民行政法規  588.29 

            不用  山地行政法規 

  【修訂後】           

        原住民行政法規 

            用  原住民族行政法規 

                                          10畫 p.210右，原住民之後 

 

16. 修訂主題詞 

  【修訂前】 

        原住民音樂  910 

  【修訂後】           

        原住民音樂 

            用  原住民族音樂 

                                  10畫 p.210右，原住民行政法規之後 

 

17. 修訂主題詞 

  【修訂前】 

        原住民教育  529.47 

            不用  山地教育 

  【修訂後】           

        原住民教育 

            用  原住民族教育 

                                      10畫 p.210右，原住民音樂之後 

 

18. 修訂主題詞 

  【修訂前】 

        原住民傳播  541.83 

  【修訂後】           

        原住民傳播 

            用  原住民族傳播 

                                      10畫 p.210右，原住民教育之後 

 

19. 修訂主題詞 

  【修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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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族 

            用  臺灣原住民 

  【修訂後】           

高山族 

            用  臺灣原住民族 

                      10畫 p.243左，高山症之後                                                                    

 

20. 修訂主題詞 

  【修訂前】 

        高砂族 

            用  臺灣原住民 

  【修訂後】           

高砂族 

            用  臺灣原住民族 

                    10畫 p.243右，高度開發地區之後                                                                    

 

21. 修訂主題詞 

  【修訂前】 

        臺灣高山族 

            用  臺灣原住民 

  【修訂後】           

臺灣高山族 

            用  臺灣原住民族 

                  14畫 p.376左，臺灣原住民語言之後                                                                    

 

22. 修訂主題詞 

  【修訂前】 

        臺灣高山族語言 

            用  臺灣原住民語言 

  【修訂後】           

臺灣高山族語言 

            用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14畫 p.376左，臺灣高山族之後                                                                    

 

23. 修訂主題詞 

  【修訂前】 

        臺灣原住民  536.29；639.9 

            不用  高山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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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砂族 

                  臺灣高山族 

  【修訂後】           

臺灣原住民 

            用  臺灣原住民族 

                    14畫 p.376左，臺灣省政府之後                                                                    

 

24. 修訂主題詞 

  【修訂前】 

        臺灣原住民語言  802.99 

            不用  臺灣高山族語言 

            參見  南島語系 

  【修訂後】           

臺灣原住民語言 

            用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14畫 p.376左，臺灣原住民之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