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圖書館編目規範討論會會議摘要 

-- 97 年 4 月 -- 
 

1. 有關總論「癌症」之相關文獻應如何分類，請  討論。 

   決議：新增相關類目，如下： 

    417  婦產科；老幼科；其他 ← 417  婦產科；老幼科 

       .8  腫瘤科 
               總論入此；各科腫瘤各入其類，例如肺癌入 415.4682，食 

             道癌入 415.512，胃癌入 415.527，肝癌入 415.5362 

               中醫腫瘤參見 413.37，腫瘤病理參見 415.138，腫瘤護理參 

             見 419.8234 

各科腫瘤學參考類目 

肺腫瘤  415.468 
肺癌  415.4682 
食道癌  415.512 
胃癌  415.527 
肝腫瘤  415.536 
肝癌  415.5362 
膽囊癌  415.5386 
膽管癌  415.5396 
胰臟癌  415.549 
大腸癌  415.569 
白血病  415.635 
淋巴瘤  415.642 
多發性骨髓瘤  415.645 
高泌乳素瘤  415.6632 
泌乳素瘤  415.6633 
黃體促素瘤、濾泡促素瘤  415.6634 
甲狀腺促素瘤  415.6635 
腎上腺皮質促素瘤  415.6636 
嗜鉻細胞瘤  415.6644 
類癌症候群  415.6695 
皮膚腫瘤  415.78 
腎臟腫瘤  415.818 
輸尿管腫瘤  415.827 
膀胱腫瘤  415.837 

尿道腫瘤  415.847 
陰莖腫瘤  415.857 
睪丸腫瘤  415.8617 
前列腺癌  415.878 
腦瘤  415.938 
腫瘤（神經外科）  416.295 
外耳道惡性瘤  416.835 
中耳惡性瘤  416.854 
聽神經瘤  416.862 
顏面神經瘤  416.8692 
鼻瘤  416.874 
惡性瘤（鼻）  416.875 
鼻咽癌  416.879 
喉腫瘤  416.894 
婦科腫瘤  417.103 
卵巢腫瘤  417.25 
子宮腫瘤  417.2815 
子宮肌瘤  417.28151 
子宮癌  417.28152 
子宮頸腫瘤  417.2832 
小兒腫瘤  417.56 
腫瘤病理  415.138 
腫瘤護理  419.8234 
中醫腫瘤  4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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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7 年 4 月 11 日討論會議紀錄 

1. 七版類號「857.65 共產作家別集」與「857.75 共產作家長篇」，國圖編目組於

民 85 年 2 月 3 日起停用（漢學中心資料組依然採用），但 2007 年版「857.65

中國大陸作家別集」與「857.75 中國大陸作家長篇」卻仍保留，請  討論： 

   （1）依照編目組原先之規定：停用這兩個類號 

   （2）自現在起改採用 2007 年版之類號（舊版類號文獻不再改號）。  

決議：自民97年4月11日起停用「857.65 中國大陸作家別集」與「857.75

中國大陸作家長篇」這兩個類號。 

 
2.  2007 年版類號「671.09 北京市」及「672.09 上海市」，已各自有獨立類號；

原七版類號則分別在華北地區及華中地區之下，是否採用新類號，或保留七

版類號之用法，請  討論。 

決議：採用 2007 年版新類號。 

 

3.  2007 年版類號 719 世界遊記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七版類號 719 遊記  依西洋時代分 

   若有論述特定時代之世界遊記文獻，是否可於 719 之下採用西洋時代表複   

   分，其複分號是否要加「0」，以與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區別，請  討論。 

決議：不用新增依西洋時代表複分，直接以作者號時代碼即可區分。 

 

4.  2007 年版類號「563.6 各國證券市場」，是否可仿「563.69 獎券；彩票」 加

註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請  討論。 

決議：請於 563.6 各國證券市場  新增注釋： 

 

    563.6  各國證券市場 

               .62-.67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 有關「口吃」之相關文獻，七版原有類號「415.9465 語言不整 失寫疾， 口

吃」，2007 年版之相關類目已刪除，有關「口吃」相關文獻之類號訂定， 

   請  討論。 

決議：於 2007 年版分類法中，新增「口吃」相關類號使用注釋。 

     415.939  其他中樞神經系統疾病 

                 口吃入此 

                 言語障礙入 416.867 

     416.867  言語障礙 

                 口吃入 415.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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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97 年 4 月 18 日討論會議紀錄 

1. 《中文圖書分類法》（2007 年版）類號「414.34-.37」各目是否依藥名排， 

   請  討論。 

   決議：類號 414.34-.37 之後，可依「中藥材複分表」加以細分（注意：  

        其前必須加斜撇），但不必按藥名排。（前述用法係本館新增之內  

        部用法），茲舉例如下： 

 

     414.34/1  植物藥材採集、加工、炮製 

     414.34/2  植物藥材鑑定 

     414.34/3  植物藥材藥理、藥性 

     414.34/4  植物藥材臨床應用 

 

     414.35/1  動物藥材採集、加工、炮製 

     414.35/2  動物藥材鑑定 

     414.35/3  動物藥材藥理、藥性 

     414.35/4  動物藥材臨床應用 

 

       附：中藥材複分表 

        中藥材複分表 

    /1  藥材採集、加工、炮製 

    /2  藥材鑑定 

    /3  藥理、藥性 

    /4  藥材臨床應用 

 

2. 有關心理（心靈）治療之文獻，應如何界定其分類號，請  討論。 

   決議：（1）總論心理治療入 178.8（心理治療）；專論各種心理療法，例 

            如宗教、催眠、藝術、音樂、舞蹈等療法，入 418.98（心靈 

            療法）類下相應子目。 

       （2）類目“418.98  心靈療法＂新增內容如下： 

 

    418.98  心靈療法 

       .989   其他 

                 書目治療法、閱讀治療法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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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97 年 4 月 24 日討論會議紀錄 

1. 有關《中文圖書分類法》（2007 年版）類目「798 各國古物志」各國子目下是 

   否仿類號「791-796」分，請  討論。 

   決議：「798 各國古物志」類，包括有形可移動之物件和有形之人為營 

        建物、文物、生物遺跡、場址兩類。凡文獻內容為前一類者，依  

        地區別分入 798.3-.7 相應之類號；凡文獻內容為後一類者，分 

        入 798.8 或 798.81-.88，然後再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在此 

        特別指出，798.8 如須依地區複分時，地區號碼前必須補 「0」， 

        以免類號有衝號之虞。 

 

    故宮藏日本文物展覽圖錄 = Listing of Japanese cultural rel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故宮博物院編  北京市  紫禁城出版社  

2002  建議類號 798.31 

 

    日本遺址博物館田野手記  林明美撰  臺北縣八里鄉  臺北縣立十三行

博物館  2003  （博物館系列叢書；1）  建議類號 798.8031 

 

    卑南遺址石板棺研究：以 1993-1994 年發掘資料為例  葉美珍撰  臺東

市  臺東縣政府  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2005.03  （卑南遺址與文化系

列）  建議類號 798.8233 
 

2. 七版「總論複分表」之「04 辭典；類書」，在 2007 年版「總論複分表」之「04    

   辭典；百科全書」另新增： 

041  辭典  

042  百科全書  類書入此 

[043] 用語索引 

  044  字典 

   各類專科辭典或專科百科全書是否只採用「04」，或採用新版類號細 

   分至 041-044，請  討論。 

   決議：採用 2007 年版類號，細分至 041-044。 

 

3. 2007 年版類號「557.77 電視」，是否可仿「557.76 廣播」細分至 557.768 中國 

   狀況；557.769 各國狀況；557.76933 臺灣狀況，請  討論。 

決議：於類號「557.77 電視」之下再細分 
（下述類號仿分係本館新增之內部用法） 

 

 4



     557.77  電視 

        .778   中國狀況 

        .779   各國狀況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77933     臺灣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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