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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分類是文獻整序的一種方法，也是圖書館工作的重要環節之一。圖書館所收

藏的文獻成千上萬，且有不同的內容和類型，如不經著錄、分類、標引、組織等整序

步驟，就不能提高文獻檢索與利用的功能，而圖書館為讀者服務的職能也勢必事倍功

半。但文獻分類不能憑空進行，必須藉助規範工具以為標引的準繩或依據，才能達到

“雖千人共事而齊一，即百代相承而一貫”的目標和要求。這個作為分類標引的準繩

或依據，便是文獻分類法或文獻分類表。

但隨著學術文化的昌明進步、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政經社會的變遷演進，文獻

載體的繁雜多樣，也會使原有分類法浮現左支右絀、捉襟見肘的現象。因此，經歷一

段時間之後，就必須加以修訂，否則，勢同鑿枘。為順應此一趨勢，本館在獲得賴永

祥教授慨贈《中國圖書分類法》（增訂 8 版，以下簡稱《中圖法》）的版權之後，遂

展開分類法修訂的工作。

分類法之修訂，是一項長遠且持續的工作，亟需學術文化界的支持、協助和參

與。因此，本館承接時，凜於任務重大，即誠邀圖資界學者專家及編目實務人員，組

成分類法修訂委員會，共同進行修訂工作。經過 6 年的努力，投入人力近 200 人次，

召開約 500 場次會議，於去（95）年完成初稿，並公布於“國家圖書館編目園地”

（http//:catweb.ncl.edu.tw）上，惠請各界批評指教。今年 1 月起又經多人多次審閱校對，

及技術規範諮詢委員會討論後決定，改名為《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以下簡

稱《中文分類法》）。為求慎重，本館再請專家增補英文類目，進一步統一體例、校訂

訛誤、增補相關資料，於 6 月底全稿編輯蕆事，遂將分類法全部內容建置於“中文主

題編目規範系統”（http//:catbase.ncl.edu.tw）上，提供各界檢閱利用。

修訂完成後之《中文分類法》，其標記制度、基本構架及編輯體例等仍維持不變，

同時儘量保留《中圖法》原有的特色，俾有利於編目作業的銜接。本次修訂之特點，

歸納起來，有下列三點：

第一、新類目之增訂。主要有四方面：其一、本次修訂約新增了 3,000 條條目，其

中以科技類為最多，期能反映社會發展所呈現之新科技、新事物；其二、

臺灣史地類目的提升及相關類目的詳編，俾與近年來漸成主流的顯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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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研究”相呼應；其三、有關中國及世界之地名，全部根據最新資料

予以更新；其四、千位類及科技重要類目採中英對照方式，以方便文獻分類。

第二、實用性之加強。分類法不但應注重類目的新穎性，也應注意分類法的實用

性，畢竟分類法是為編目人員及檢索者所用，“好用”應是第一義。為便

利實用，本次修訂增補“使用說明”、“書例”、附錄、索引等外，又於

書口處設計了踏步口，俾對於分類方法、作者取碼、類目檢閱、內容翻檢等，

提供助益和方便。

第三、穩定性之重視。除科技類（300-400）因內容較多而採全面修訂方式外，其

餘各類均多為局部修訂，務使因修訂而帶來目錄改編、目錄銜接的衝擊減

至最低。另外，在類目注釋中註明提供選擇的機制，避免變動過大，讓有

歷史傳統的圖書館裹足不前或難以採用新分類法。此外，在“使用說明”

乙文中，提出目錄改編的辦法，期有助於圖書館採用新版分類法。

本次分類法的修訂，是匯集眾人智慧而成的，但最後承擔編務，仍以本館編目組

為主。從 90 年修訂伊始，迄今付梓出版，已歷六載，前後更換三任編目主任，每一位

主任皆推進了階段性的任務。概言之，俞小明主任任內，開始籌組分類法修訂委員會

並成立修訂小組，是修訂工作的嚆矢；李莉茜主任任內，召開各類修訂會議，陸續展

開各類修訂工作；吳英美主任任內，進行分類法之校審、增補、編輯及出版等事宜。

值茲出版前夕，本人除感謝上述同仁的辛勞外，特別要對編目組吳主任的督導擘劃、

陳友民秘書負責編輯表達謝意；同時還要感謝阮靜玲助理編輯、任永禎小姐協助校正

及相關連繫事宜，使分類法在短時間內編輯完成並順利出版。

賴教授編訂之《中圖法》，曾是國內圖書館界最廣泛使用的分類法之一。本館能

獲賴教授的信任與授權，實感榮幸及責任重大，因此對此次的修訂工作亦期許能符合

學術文化的時代脈動、反映政經社會的變遷脈絡、適應各種文獻的分類標引。最後，

也期盻本分類法能在《中圖法》原有基礎上有所改進和提高，並進一步彰顯國內圖書

編目的特色。值茲付梓出版前夕，略綴數語，一來藉以向所有參與的修訂者表示最高

的謝意，二來也請海內外學者方家不吝指教。是為序。

國家圖書館館長

謹識

中華民國 96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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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分類是一種文獻整序的方法，也是圖書館工作的重要環節。文獻經過分類之

後，才能組成「條分理貫，連類相及，倫脊分明，序列井然」的藏書體系。同時，文

獻經過分類後，也便於相關文獻的檢閱、推介與利用，是圖書館展開讀者服務的前提

和基礎。之所以具前述功能，主要在於它具有「提綱契領」的作用。詳言之，即具備「秉

綱而目自張，執本而末自從」、「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既理，毛目自張」的功能。

惟文獻分類不能憑空進行，它必須藉助一定的規範工具以為準繩或依據，方能

濟事。這個作為分類標引的準繩或依據，便是文獻分類法。「如果每個人都以自己

的方式划槳，小船就無法前進。」因此，為了避免前述窘境的出現，就必須有一部

可資為規準的分類法，如此，大家方可用整齊劃一的步調，邁向並實踐「千人共事

而一致，百代相承而一貫」的目標。作為本館藏書分類依據的規範工具，前後曾使

用過三種版本：最初，民國 43-52 年採用劉國鈞《中國圖書分類法》；接著，53-95

年使用賴永祥《中國圖書分類法》；目前，96 年起改用《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以下簡稱《中文分類法》）。惟值得一提的是，這三部分類法的基本精神

和架構，都是前後相沿相承的，因而，能做到嚴絲合縫翕然相合的地步，從而保證

了沿承遞用的流暢性和穩定性。

「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事物總是不斷遷衍流變，也總是不斷推

陳出新。截至目前為止，《中文分類法》已使用了八年，平時也積累了若干訂正和增

補的資料。一來由於外部因素（外在因素）中學術文化的日新月異、社經政治的變遷

更迭；二來也緣於內部因素（內在因素）中類表本身的訛誤掛漏，因而有必要針對分

類法的內容加以修訂，以求與時俱進、同步潮流。本次增刪類目及增訂注釋等共約 700

餘條，另配合 101 年行政區調整，同時也更新了「附表八  臺灣縣市表」、「附表九  

臺灣鄉鎮表」。茲將本次修訂增補之情況，臚列如後，以概見其內容一斑：

（1） 訂正之內容：例如 671.29/307 荏平縣，改為 671.29/307 茌平縣；443.6933

臺灣河川，改為 443.6933 臺灣河流治理等。

（2） 增刪之類目：例如新增 415.6954 混合性結締組織疾病；刪除 313.76 圖論應

用等。

（3） 增補之注釋：例如於類目 415.812 腎臟炎 Nephritis 下，新增注釋「狼瘡腎

炎（Lupus nephritis）入 415.695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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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法固然需要汲取自學術的養分，以獲得生命的血肉；但分類法更需要植根於

現實的土壤，以保證沿用的久遠。《呂氏春秋 ‧ 察今》曰：「良劍期乎斷物，不期乎

莫邪；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同理，分類法期乎實用可行，並不期乎理論縝密。

因此，我們在修訂分類法之際，有三個面向常縈吾心，此即檢證分類法實用性的三面

向──既可類分古代的典籍，也可標引當代的文獻，更可歸類未來的著述。凡前述原

則，都是我們這次修訂時遵循的準則。

「山岳不棄塵壤，是以能高大；江河不逆細流，所以成深廣。」大江巨流或崇山

峻嶺，一來由於不嫌棄細微，二來也由於「積」「漸」的工夫，最後，卒以「積一勺

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準此而論，一部完善詳備的分類法，也不是一朝一夕

即可臻至的，它必須經千人百手的戮力，經悠悠歲月的打磨，經日積月累的焠鍊，方

期有成。現在，我們所作所為固然只是添文加字，其效益也至細至微，然而，也正是

這樣涓滴細微的經營積累，如假以時日，將來或可成就一部皇皇巨著，亦未可知。

這次修訂工作，係由本館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負責。從資訊蒐集到會議討論，

從資料匯集到內容編輯，從文字校訂到類目刪補，乃至於排版上網，館藏組參與同仁

本乎孜孜矻矻、黽勉從事的精神，方於短期內蕆事。另外，這次修訂我們也吸收了各

圖書館人員的寶貴意見，並獲得學者專家的鼎力相助和指導，在此謹申最誠摯的敬意

與謝意。本項修訂工作尚有不盡完善之處，至祈海內外專家學者以及圖資人不吝指教

為禱。

國家圖書館館長

謹誌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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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訂依據 

本法係以賴永祥教授《中國圖書分類法》增訂 8 版為藍本，參考《杜威十進分 

類法》、《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中國圖書館分類法》、《現代圖書分類法》 

等規範工具，並根據目前學術文化及社經背景，斟酌圖書館分類實務經驗修訂而 

成。修訂目的主要作為圖書標引、組織、檢索之用；另外，對於期刊論文及其他資 

料之分類、組織、查找亦具有參閱價值。 
 

2 修訂說明 

2.1  修訂內容 本次修訂自民國 90 年至 96 年止，前後歷時 6 載。修訂內容頗為廣泛，主 

要有下列四方面：其一、類目之修訂與增補，以自然及應用科學兩類為大宗，另外 

教育、金融、漢語、音樂、書畫以及臺灣史地、傳記、文學等類亦有修訂；其二、 

針對千位類（即“綱目表”上之整數位類）以及自然及應用科學兩者之小數位類、 

外國人名及地名等，加註英文類名；其三、編訂輔助索引，並於書口處印製踏步 

口，俾便檢閱翻查；其四、複分表及相關資料之增補及修訂，例如增加 3 種作者取 

號規則、臺灣鄉鎮表，修訂世界區域及分國表等。 
 

2.2 臺灣類目 臺灣相關類目是本次修訂的重點之一，修訂的內容主要有四方面：第 

一、針對臺灣史地、傳記、文學及臺語 4 類予以詳編，其類號亦自中國類下析出， 

編列於亞洲相關類下，俾凸顯臺灣的主體性，並提升臺灣在類表中的地位；第二、 

儘量將分散於各個類下之臺灣相關類目列出，俾便編目人員檢閱利用；第三、“世 

界區域及分國表”的臺灣號碼編配為“33”；第四、將臺灣縣市表自中國縣市表中 

析出並單獨成表，另外新增臺灣鄉鎮表，以便相關文獻之標引。 
 

2.3 法政類目 為顧及分類法的穩定性，針對有關政治、法律、軍事、中國外交史 4 

類，因其子目的編列，均係以中華民國制度為立類依據，故不便採全面修訂方式， 

而是以實際考量為依據，透過類目注釋法加以變通。上述 4 類所涉及之“中國”，除 

指自古至今之“中國”外，也兼指“中華民國”而言，與其他各類之“中國”涵意 

並不相同，請使用者特別注意之。 
 

3 全書結構 

全書分 2 冊出版，第 1 冊為“類表編”，第 2 冊為“索引編”。類表編除類目表 

（包括詳表、通用複分表、專類複分表）外，另有序、編例、使用說明、參考圖 

表、附錄等相關資料；索引編包括中文索引及英文索引兩種。茲為明瞭起見，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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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訂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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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臺灣類目 臺灣相關類目是本次修訂的重點之一，修訂的內容主要有四方面：第 

一、針對臺灣史地、傳記、文學及臺語 4 類予以詳編，其類號亦自中國類下析出， 

編列於亞洲相關類下，俾凸顯臺灣的主體性，並提升臺灣在類表中的地位；第二、 

儘量將分散於各個類下之臺灣相關類目列出，俾便編目人員檢閱利用；第三、“世 

界區域及分國表”的臺灣號碼編配為“33”；第四、將臺灣縣市表自中國縣市表中 

析出並單獨成表，另外新增臺灣鄉鎮表，以便相關文獻之標引。 
 

2.3 法政類目 為顧及分類法的穩定性，針對有關政治、法律、軍事、中國外交史 4 

類，因其子目的編列，均係以中華民國制度為立類依據，故不便採全面修訂方式， 

而是以實際考量為依據，透過類目注釋法加以變通。上述 4 類所涉及之“中國”，除 

指自古至今之“中國”外，也兼指“中華民國”而言，與其他各類之“中國”涵意 

並不相同，請使用者特別注意之。 
 

3 全書結構 

全書分 2 冊出版，第 1 冊為“類表編”，第 2 冊為“索引編”。類表編除類目表 

（包括詳表、通用複分表、專類複分表）外，另有序、編例、使用說明、參考圖 

表、附錄等相關資料；索引編包括中文索引及英文索引兩種。茲為明瞭起見，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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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如下： 
 

序、編例、使用說明 

正 表：基本大綱、簡表、綱目表、詳表 

類表編 類目表 通用複分表 

附 表 專類複分表 

中文圖書分類法 參考圖表、附錄 參考類目表 

 
 

編例、檢字表 

索引編 中文索引 

英文索引 
 
 

4 標記制度 

本法主要採阿拉伯數字為標記符號，電腦程式語言及套裝軟體等類則兼採羅馬 

字母為標記符號，以資調節。類號以 3 位數為編碼之基本形式，並以層級制（層累 

制）展開下位類（即子目）。一至三級類目以整數位表示，四級以下類目則以小數 

位表示，方法是於類號第 3 位數之右側加一小數點，以資識別。 
 

5 基本大綱 

本法根據劉國鈞《中國圖書分類法》（南京金陵大學圖書館，1929 年初版）之 

例，將藏書類別劃分為十大類，是謂“基本大綱”，茲列表解說如下： 
 
 

000 總 類 500 社會科學類 
100 哲學類 600-700 史地類 
200 宗教類 800 語言文學類 
300 科學類 900 藝術類 
400 應用科學類  
 
 

6 編號制度 

本法分類號之展開主要採十進制，即每次展開下位類目時，均分為 9 小類（連 

及類號本身，共計 10 類）；惟部分類號則採“八分法”（擴九法）及“百位法”（雙 

位制）編制，以改進十進制之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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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類目注釋 

本次修訂時，有關類目注釋作了較大的增補與調整，我們特別列出下列三點， 

並略作解說，俾對分類標引有所助益。如欲知其詳，請檢閱本書“使用說明”。 
 

7.1 “依 … 分”及“依 … 排”指明同類文獻進一步細分或排列的方法。前者指示分類 

號再細分的依據或標準，通常加於分類號之後；後者指示同類書排列的依據，通常 

加於同類書區分號（例如作者、被傳者號碼、機關團體號碼等）之後。 
 

7.2 斜撇（／）及圓括號“（ ）” 指明同類文獻進一步細分或排列的標識符號。前者 

主要用於地方志、各國民刑法（以及商法、行政法等）、專類複分表的複分，標引 

時通常加於分類號之後；後者主要用於機關及學校出版品、中國分傳的複分，標引 

時通常加於同類書區分號（例如機關團體號碼、學校名稱號碼、被傳者號碼、中國 

作家作品排列表等）之後。 
 

7.3 仿照複分 即類目仿分。是指類目表中某些類目下未列出下位類的名稱，而僅指明 

“仿 xx 分”的一種複分方式。被仿的一組類目，實際上就是一個隱含的專類複分， 

其性質與專類複分表基本相同，只是不單獨編表而已。例如“538.49 各民族婚 

俗”、“584.9 各國民法”類下，即分別註有“仿 538.19 分”、“仿 584.1-.8 分”的 

註釋文字。實際使用時，也可將“仿分類目”與“被仿類目”二者的共同子目析 

出，另行編成“仿分類目表”。 
 

7.4 第一法／第二法  本法採用“ 第一法 ／ 第二法 ”者有：各國叢書（085）、群 

經（090）、中國地方志（670）、臺灣史地（733）等。茲為明瞭起見，將常用者製表 
解說如下： 

 

類 目 分類方式及說明 文獻組織上之意義 
085 各國叢書 第一法：依國別 類目組織標準不同 

第二法：依語文別 
090 群經 第一法：分散方式 

群經類下只列總經及總經解，各種單經、 
注疏及研究，則各入其類 

文獻集中分散不同 

第二法：集中方式 
不願拆散經部，即將經部集中一處者 

670 地方志 第一法：狹義之地方志 
收錄各省通志、道府志、縣志等 

文獻範圍廣狹不同 

第二法：廣義之地方志 
願將各地方之各種材料彙集一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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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如下： 
 

序、編例、使用說明 

正 表：基本大綱、簡表、綱目表、詳表 

類表編 類目表 通用複分表 

附 表 專類複分表 

中文圖書分類法 參考圖表、附錄 參考類目表 

 
 

編例、檢字表 

索引編 中文索引 

英文索引 
 
 

4 標記制度 

本法主要採阿拉伯數字為標記符號，電腦程式語言及套裝軟體等類則兼採羅馬 

字母為標記符號，以資調節。類號以 3 位數為編碼之基本形式，並以層級制（層累 

制）展開下位類（即子目）。一至三級類目以整數位表示，四級以下類目則以小數 

位表示，方法是於類號第 3 位數之右側加一小數點，以資識別。 
 

5 基本大綱 

本法根據劉國鈞《中國圖書分類法》（南京金陵大學圖書館，1929 年初版）之 

例，將藏書類別劃分為十大類，是謂“基本大綱”，茲列表解說如下： 
 
 

000 總 類 500 社會科學類 
100 哲學類 600-700 史地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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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編號制度 

本法分類號之展開主要採十進制，即每次展開下位類目時，均分為 9 小類（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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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類目注釋 

本次修訂時，有關類目注釋作了較大的增補與調整，我們特別列出下列三點， 

並略作解說，俾對分類標引有所助益。如欲知其詳，請檢閱本書“使用說明”。 
 

7.1 “依 … 分”及“依 … 排”指明同類文獻進一步細分或排列的方法。前者指示分類 

號再細分的依據或標準，通常加於分類號之後；後者指示同類書排列的依據，通常 

加於同類書區分號（例如作者、被傳者號碼、機關團體號碼等）之後。 
 

7.2 斜撇（／）及圓括號“（ ）” 指明同類文獻進一步細分或排列的標識符號。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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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 xx 分”的一種複分方式。被仿的一組類目，實際上就是一個隱含的專類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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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文字。實際使用時，也可將“仿分類目”與“被仿類目”二者的共同子目析 

出，另行編成“仿分類目表”。 
 

7.4 第一法／第二法  本法採用“ 第一法 ／ 第二法 ”者有：各國叢書（085）、群 

經（090）、中國地方志（670）、臺灣史地（733）等。茲為明瞭起見，將常用者製表 
解說如下： 

 

類 目 分類方式及說明 文獻組織上之意義 
085 各國叢書 第一法：依國別 類目組織標準不同 

第二法：依語文別 
090 群經 第一法：分散方式 

群經類下只列總經及總經解，各種單經、 
注疏及研究，則各入其類 

文獻集中分散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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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拆散經部，即將經部集中一處者 

670 地方志 第一法：狹義之地方志 
收錄各省通志、道府志、縣志等 

文獻範圍廣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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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參照說明 

參照說明是類目注釋的一種，是說明類目間的相關關係，以便釐清類目彼此間 

的疆界和範圍，具有指引分類標引的作用。本法採用之參照法主要有“入、入此、 

宜入、參見”4 種。 
 

8.1 入參照 指明對本具有隸屬或相關關係的類目，於實際分類標引時，因從整體觀點 

加以考量，歸入別類的情形。例如“306.8 科學博物館”類下即註明“博物館總論 

入 069；自然博物館入 300.9”的註釋文字，即表明此類為某種原因雖可歸入古物 

學，惟就全部而言仍以歸入書畫類為妥。 
 

8.2 入此參照 指出較小或較隱蔽主題之歸類，有時也兼指較大主題或新主題之歸類。 

 

174 比較心理學 
動物心理學、植物心理學入此 

586.472 保全程序 
假扣押、假處分入此 

980 戲劇總論 
表演藝術入此 
 

8.3 宜入參照 指明類目間的交替關係或選擇關係，即針對可兩屬之類目，在其中非使 

用類目下註明“宜入 xx ”之字樣，並用方括號以標識類號，而其所指向之另一類 

目則為使用類目。例如“173.9 種族心理；民族心理學”類下即註明“宜入 535.7” 

的字樣，其中“173.9”為非使用類目，“535.7”則為使用類目。 
 

8.4 參見參照 指明類目間的相關關係，即謂此類之書，易與彼類相混，分類標引時須 

參酌二者，而後再選擇其中一類使用之。 
 
 

9 輔助資料 

為提供分類標引參考，本法另收有參考類目表、專類複分表、通用複分表、參 

考圖表、附錄等資料。茲為明瞭起見，製表解說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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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臺灣史地 第一法：狹義之地方志 
收錄臺灣省通志、州廳志、縣市志、鄉鎮志等

文獻範圍廣狹不同 

第二法：廣義之地方志 
願將各地方之各種材料彙集一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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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 種數 性質及其使用法 編排（印）說明 

通用複分表 12 ●一般而言，適用於分類法所有類目 

● 通用複分號不可單獨使用，必須與主類號組 

配使用 

類表編之書末 

專類複分表 45 ● 適用於特定之某一類 

● 專類複分號不可單獨使用，必須與主類號組 

配使用 

分散於相關類下 

淺橙色網底 

參考類目表 11 針對跨頁或分散於各類之相關類目，提供檢閱 

上的方便，以避免前後或全書翻閱之苦 

分散於相關類下 

深橙色網底 

參考圖表 6 針對詳表中之類目提供相關知識之表解或圖解 類表編之書末 

附錄 5 提供作者號取碼規則（3 種），及中國年號、干 

支歲陽歲陰之查檢 

類表編之書末 

 
 

10 輔助索引 

為便利使用者從類名字順途徑查檢分類號，特編製輔助索引。對於凡具有檢索 

意義之詞彙，即類名及其同義詞、英文類名，以及類目注釋中之書例、入此等，均 

提作索引款目，俾便檢閱類表。由於輔助索引篇幅較多，另編 1 冊，有關說明請檢 

閱“索引編”之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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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參照說明 

參照說明是類目注釋的一種，是說明類目間的相關關係，以便釐清類目彼此間 

的疆界和範圍，具有指引分類標引的作用。本法採用之參照法主要有“入、入此、 

宜入、參見”4 種。 
 

8.1 入參照 指明對本具有隸屬或相關關係的類目，於實際分類標引時，因從整體觀點 

加以考量，歸入別類的情形。例如“306.8 科學博物館”類下即註明“博物館總論 

入 069；自然博物館入 300.9”的註釋文字，即表明此類為某種原因雖可歸入古物 

學，惟就全部而言仍以歸入書畫類為妥。 
 

8.2 入此參照 指出較小或較隱蔽主題之歸類，有時也兼指較大主題或新主題之歸類。 

 

174 比較心理學 
動物心理學、植物心理學入此 

586.472 保全程序 
假扣押、假處分入此 

980 戲劇總論 
表演藝術入此 
 

8.3 宜入參照 指明類目間的交替關係或選擇關係，即針對可兩屬之類目，在其中非使 

用類目下註明“宜入 xx ”之字樣，並用方括號以標識類號，而其所指向之另一類 

目則為使用類目。例如“173.9 種族心理；民族心理學”類下即註明“宜入 535.7” 

的字樣，其中“173.9”為非使用類目，“535.7”則為使用類目。 
 

8.4 參見參照 指明類目間的相關關係，即謂此類之書，易與彼類相混，分類標引時須 

參酌二者，而後再選擇其中一類使用之。 
 
 

9 輔助資料 

為提供分類標引參考，本法另收有參考類目表、專類複分表、通用複分表、參 

考圖表、附錄等資料。茲為明瞭起見，製表解說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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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臺灣史地 第一法：狹義之地方志 
收錄臺灣省通志、州廳志、縣市志、鄉鎮志等

文獻範圍廣狹不同 

第二法：廣義之地方志 
願將各地方之各種材料彙集一處者 

 
編 例 
 

區分 種數 性質及其使用法 編排（印）說明 

通用複分表 12 ●一般而言，適用於分類法所有類目 

● 通用複分號不可單獨使用，必須與主類號組 

配使用 

類表編之書末 

專類複分表 45 ● 適用於特定之某一類 

● 專類複分號不可單獨使用，必須與主類號組 

配使用 

分散於相關類下 

淺橙色網底 

參考類目表 11 針對跨頁或分散於各類之相關類目，提供檢閱 

上的方便，以避免前後或全書翻閱之苦 

分散於相關類下 

深橙色網底 

參考圖表 6 針對詳表中之類目提供相關知識之表解或圖解 類表編之書末 

附錄 5 提供作者號取碼規則（3 種），及中國年號、干 

支歲陽歲陰之查檢 

類表編之書末 

 
 

10 輔助索引 

為便利使用者從類名字順途徑查檢分類號，特編製輔助索引。對於凡具有檢索 

意義之詞彙，即類名及其同義詞、英文類名，以及類目注釋中之書例、入此等，均 

提作索引款目，俾便檢閱類表。由於輔助索引篇幅較多，另編 1 冊，有關說明請檢 

閱“索引編”之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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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使用說明 
 
 
 

  文獻進行分類時，必須要有一把“量測”文獻內容主題的“量尺”。如此，才能做 

到“雖千人同事而齊一，即百代相沿能一貫”的要求。這把“量測”文獻類別的“量 

尺”，就是圖書分類法，它是圖書分類時必須依循的規範工具。 

  但單有這把量尺，對於分類標引還是未能盡其全功，必也輔以使用分類法之相關資 

料，例如使用說明、分類釋例或使用手冊等，始能達成盡善盡美的境界。俗謂“紅花再 

美，也須綠葉襯托，才增益其美。”前述之相關資料，就是輔翼分類法的“綠葉”。因 

有鑑於此，撰寫使用說明乙文，弁於編首，對於分類標引應有指引的作用。 

  其實，詳表中“大類說明”和“類目注釋”，也有分類方法的相關內容，可作為標 

引時所依循的準繩。但所述內容畢竟限於“因類制宜”，也比較零散不成系統。因此， 

有必要從整體的觀點加以統合，撰成有系統的文字，以作為分類標引的依據。此即本文 

撰述動機之所在。在此須特別指出的是，除本文外，分類標引時還應同時參閱書前之 

“序”、“編例”和書後之四角號碼著者號取碼規則、首尾五筆著者號取碼規則、國家圖 

書館克特號取碼規則 3 種附錄，如此對於分類的知識和方法才能相得益彰。 
 
 
一、 沿革述略 
 
  《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以下簡稱《中文分類法》）係根據賴永祥教授之 

《中國圖書分類法》（以下簡稱《中圖法》）為藍本修訂而成的，而賴氏之《中圖法》又 

是以劉國鈞《中國圖書分類法》為基礎加以增補而成。因此，欲認識《中文分類法》， 

追源溯流必須從《中圖法》最早的版本 ─ 劉國鈞《中國圖書分類法》說起。 

  劉國鈞之《中圖法》係專為類分中國圖書而編訂的分類法之一。該法主要參考《漢 

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四庫全書總目》等中國古代目錄，並融會《美國國會圖 

書館分館類法》、《杜威十進分類法》等有關分類規範編訂而成。標記符號採單純數字 

制，基本大綱分為 10 部，以十進制展開子目。劉氏《中圖法》初稿編成於 1929 年，由南 

京金陵大學圖書館代為印行，1936 年 3 月增訂再版。 

  劉氏《中圖法》後因時局變遷、神州陸沉，因此未能在大陸流通，但幸運的是它卻 

飄洋過海在臺灣異地開花。1958 年由熊逸民增補索引及部分類目，以《增補．索引中國 

圖書分類法》名義出版修訂本，唯著者題“金陵大學圖書館”編，1962 年再出“修訂再 

版本”，主要內容仍劉氏《中圖法》之舊。 

  與熊氏大致同時略後，即 1964 年 6 月賴永祥教授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書為基 

礎，增補了“臺灣地區”相關類目，並修訂了世界分國表有關之地名，以《中國圖書分 

類法》之名義出版“新訂初版”本。另外，又按四角號碼字法編製了《中國圖書分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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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文獻進行分類時，必須要有一把“量測”文獻內容主題的“量尺”。如此，才能做 

到“雖千人同事而齊一，即百代相沿能一貫”的要求。這把“量測”文獻類別的“量 

尺”，就是圖書分類法，它是圖書分類時必須依循的規範工具。 

  但單有這把量尺，對於分類標引還是未能盡其全功，必也輔以使用分類法之相關資 

料，例如使用說明、分類釋例或使用手冊等，始能達成盡善盡美的境界。俗謂“紅花再 

美，也須綠葉襯托，才增益其美。”前述之相關資料，就是輔翼分類法的“綠葉”。因 

有鑑於此，撰寫使用說明乙文，弁於編首，對於分類標引應有指引的作用。 

  其實，詳表中“大類說明”和“類目注釋”，也有分類方法的相關內容，可作為標 

引時所依循的準繩。但所述內容畢竟限於“因類制宜”，也比較零散不成系統。因此， 

有必要從整體的觀點加以統合，撰成有系統的文字，以作為分類標引的依據。此即本文 

撰述動機之所在。在此須特別指出的是，除本文外，分類標引時還應同時參閱書前之 

“序”、“編例”和書後之四角號碼著者號取碼規則、首尾五筆著者號取碼規則、國家圖 

書館克特號取碼規則 3 種附錄，如此對於分類的知識和方法才能相得益彰。 
 
 
一、 沿革述略 
 
  《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以下簡稱《中文分類法》）係根據賴永祥教授之 

《中國圖書分類法》（以下簡稱《中圖法》）為藍本修訂而成的，而賴氏之《中圖法》又 

是以劉國鈞《中國圖書分類法》為基礎加以增補而成。因此，欲認識《中文分類法》， 

追源溯流必須從《中圖法》最早的版本 ─ 劉國鈞《中國圖書分類法》說起。 

  劉國鈞之《中圖法》係專為類分中國圖書而編訂的分類法之一。該法主要參考《漢 

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四庫全書總目》等中國古代目錄，並融會《美國國會圖 

書館分館類法》、《杜威十進分類法》等有關分類規範編訂而成。標記符號採單純數字 

制，基本大綱分為 10 部，以十進制展開子目。劉氏《中圖法》初稿編成於 1929 年，由南 

京金陵大學圖書館代為印行，1936 年 3 月增訂再版。 

  劉氏《中圖法》後因時局變遷、神州陸沉，因此未能在大陸流通，但幸運的是它卻 

飄洋過海在臺灣異地開花。1958 年由熊逸民增補索引及部分類目，以《增補．索引中國 

圖書分類法》名義出版修訂本，唯著者題“金陵大學圖書館”編，1962 年再出“修訂再 

版本”，主要內容仍劉氏《中圖法》之舊。 

  與熊氏大致同時略後，即 1964 年 6 月賴永祥教授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書為基 

礎，增補了“臺灣地區”相關類目，並修訂了世界分國表有關之地名，以《中國圖書分 

類法》之名義出版“新訂初版”本。另外，又按四角號碼字法編製了《中國圖書分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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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俾便提供從類名字順途徑以檢索分類號。賴氏之《中圖法》仍維持劉氏之基本 

大綱，只是名稱易“部”為“類”而已。茲將賴氏基本大綱抄錄如下： 
 

000 總 類       500 社會科學類 

100 哲學類       600 中國史地類 
200 宗教類       700 世界史地類 
300  自然科學類     800 語文類 
400 應用科學類     900 美術類 
 

  賴教授為了因應學術文化的進步和社經政教的發展，自 1964 年以迄 2000 年止前後 37 

年間，先後曾 8 次修訂《中圖法》，俾與時代俱進、與社會同步。8 次修訂中，修訂幅度 

最大以增訂 8 版為最，修訂幅度幾遍類表各個部分，修訂類目計達四千餘條。 

  2000 年 9 月，賴教授於完成《中圖法》（增訂 8 版）出版後，即將增訂 9 版的版權慨贈 

國家圖書館，此即本館承擔修訂工作之緣由。本館承接之初，凜於任務之重大，當時即 

誠邀圖資界學者專家及編目實務人員，組成分類法修訂委員會，俾共同進行修訂工作。 

經過 6 年的努力，投入人力近 200 人次，召開約 500 場次會議，於去（95）年完成初稿， 

並公布於“國家圖書館編目園地”（http//:catweb.ncl.edu.tw）上，惠請各界批評指教。 

96 年 1 月起又經多人多次審閱校對，及技術規範諮詢委員會討論後決定，遂將書名《中 

圖法》（增訂 9 版）改為《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為求慎重，本館再請專家增補 

英文類目，進一步統一體例、校訂訛誤、增補相關資料，於 6 月底全稿編輯蕆事，即將 

分類法全部內容建置於“中文主題編目規範系統”（http//:catbase.ncl.edu.tw）上，提供 

各界檢閱利用。 
 
 
二、 修訂概述 
 
  《中文分類法》係以賴教授《中圖法》（增訂 8 版）為藍本，以《杜威十進分類法》、 

《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中國圖書館分類法》、《現代圖書分類法》等為參考，同 

時根據目前學術文化及社經背景，斟酌圖書館分類實務經驗修訂而成。修訂目的主要作 

為圖書標引、組織、檢索之用。 

  本次修訂除標記制度及基本架構維持不變外，其餘修訂的內容頗為廣泛，主要包括 

下列五方面： 

  第一、類目之增補與修訂，與《中圖法》增訂 8 版相比，新增類目約 3,000 條，以自 

然及應用科學兩類為大宗，其中數學、電腦科學、化學、植物學、醫學、農業、工程等 

類修訂幅度尤大。另外，教育、金融、漢語、音樂、書畫以及臺灣史地、傳記、文學等 

類亦有修訂。同時，還趁修訂之便，重寫了科學、數學、人類學、應用科學、史地等類 

的大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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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類目修訂中，有關臺灣類目部分是本次特色之一。修訂內容歸納起有四方面： 

其一、針對臺灣史地、傳記、文學及臺語 4 類予以詳編，其類號亦自中國類下析出，編 

列於亞洲相關類下，俾凸顯臺灣的主體性，並提升臺灣在類表中的地位；其二、儘量將 

分散於各個類下之臺灣相關類目列出，俾便編目人員檢閱利用；其三、“世界區域及分 

國表”的臺灣號碼編配為“33”；其四、將臺灣縣市表自中國縣市表中析出並單獨成 

表，另新增臺灣鄉鎮表，以便相關文獻之標引。 

  第二、針對千位類（即綱目表上之整數位類）及自然及應用科學兩者之小數位類、 

外國人名及地名等，均加註英文類名，使成中英對照形式，以便檢閱原文知其含意，有 

助於分類標引。將來或可以此為基礎，編製中英對照之雙語分類表。 

  第三、編訂輔助索引，包括中文類名及其同義詞、英文類名、入此參照、書例等， 

計有中文索引約 3 萬條、英文索引約 1 萬條。另外，為了方便檢閱翻查，特於書口處印製 

踏步口，亦是本次修訂特色之一。 

  第四、複分表及相關資料之修訂：與增訂 8 版比較，本次有關通用複分表、專類複 

分表、參考圖表及附錄新增及修訂情形整理如下表： 
 

資料名稱 種數 增刪說明 
通用複分表 12 新增：臺灣鄉鎮表 1 種 

修訂：總論複分表、中國縣市表、世界區域及分國表等 
專類複分表 45 新增：特殊資料複分表、臺灣傳記複分表、臺灣傳記分期表、中國 

作家作品排列表、器樂複分表 5 種 
參考圖表 6 新增：地質年代表、十六國至五代十國一覽表、臺灣省歷任主席及 

省長一覽表、美國州名譯名一覽表 4 種 
附錄 5 新增：四角號碼著者號取碼規則 1 種 

修訂：首尾五筆著者號、國家圖書館克特號取碼規則 2 種 
 

  第五、體例上儘量予以統一。本次修訂時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可以舉示如下：其 

一、十大類編列子目時，儘量以一致性的名稱予以展開；其二、類名中有“志”、“誌” 

者，儘量依其性質統一為“志”字；其三、凡 2-3 個類目組成的類組類目，兩類目間統一 

用分號（；）標識之；其四、如有固定之敘述句式，也儘量予以統一，例如“總論入 

此，專論各入其類 ”、“宜入 xx ”等。 
 
 
三、 結構剖析 
 

  《中文分類法》有宏觀結構和微觀結構。先說宏觀結構。宏觀結構又稱編輯結構， 

是從組成《中文分類法》的編輯單元加以觀察的，亦即分類法全書是由那些部分構成 

的。分析起來，《中文分類法》主要是由說明文字、類目體系、參考資料、輔助索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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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俾便提供從類名字順途徑以檢索分類號。賴氏之《中圖法》仍維持劉氏之基本 

大綱，只是名稱易“部”為“類”而已。茲將賴氏基本大綱抄錄如下： 
 

000 總 類       500 社會科學類 

100 哲學類       600 中國史地類 
200 宗教類       700 世界史地類 
300  自然科學類     800 語文類 
400 應用科學類     900 美術類 
 

  賴教授為了因應學術文化的進步和社經政教的發展，自 1964 年以迄 2000 年止前後 37 

年間，先後曾 8 次修訂《中圖法》，俾與時代俱進、與社會同步。8 次修訂中，修訂幅度 

最大以增訂 8 版為最，修訂幅度幾遍類表各個部分，修訂類目計達四千餘條。 

  2000 年 9 月，賴教授於完成《中圖法》（增訂 8 版）出版後，即將增訂 9 版的版權慨贈 

國家圖書館，此即本館承擔修訂工作之緣由。本館承接之初，凜於任務之重大，當時即 

誠邀圖資界學者專家及編目實務人員，組成分類法修訂委員會，俾共同進行修訂工作。 

經過 6 年的努力，投入人力近 200 人次，召開約 500 場次會議，於去（95）年完成初稿， 

並公布於“國家圖書館編目園地”（http//:catweb.ncl.edu.tw）上，惠請各界批評指教。 

96 年 1 月起又經多人多次審閱校對，及技術規範諮詢委員會討論後決定，遂將書名《中 

圖法》（增訂 9 版）改為《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為求慎重，本館再請專家增補 

英文類目，進一步統一體例、校訂訛誤、增補相關資料，於 6 月底全稿編輯蕆事，即將 

分類法全部內容建置於“中文主題編目規範系統”（http//:catbase.ncl.edu.tw）上，提供 

各界檢閱利用。 
 
 
二、 修訂概述 
 
  《中文分類法》係以賴教授《中圖法》（增訂 8 版）為藍本，以《杜威十進分類法》、 

《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中國圖書館分類法》、《現代圖書分類法》等為參考，同 

時根據目前學術文化及社經背景，斟酌圖書館分類實務經驗修訂而成。修訂目的主要作 

為圖書標引、組織、檢索之用。 

  本次修訂除標記制度及基本架構維持不變外，其餘修訂的內容頗為廣泛，主要包括 

下列五方面： 

  第一、類目之增補與修訂，與《中圖法》增訂 8 版相比，新增類目約 3,000 條，以自 

然及應用科學兩類為大宗，其中數學、電腦科學、化學、植物學、醫學、農業、工程等 

類修訂幅度尤大。另外，教育、金融、漢語、音樂、書畫以及臺灣史地、傳記、文學等 

類亦有修訂。同時，還趁修訂之便，重寫了科學、數學、人類學、應用科學、史地等類 

的大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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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類目修訂中，有關臺灣類目部分是本次特色之一。修訂內容歸納起有四方面： 

其一、針對臺灣史地、傳記、文學及臺語 4 類予以詳編，其類號亦自中國類下析出，編 

列於亞洲相關類下，俾凸顯臺灣的主體性，並提升臺灣在類表中的地位；其二、儘量將 

分散於各個類下之臺灣相關類目列出，俾便編目人員檢閱利用；其三、“世界區域及分 

國表”的臺灣號碼編配為“33”；其四、將臺灣縣市表自中國縣市表中析出並單獨成 

表，另新增臺灣鄉鎮表，以便相關文獻之標引。 

  第二、針對千位類（即綱目表上之整數位類）及自然及應用科學兩者之小數位類、 

外國人名及地名等，均加註英文類名，使成中英對照形式，以便檢閱原文知其含意，有 

助於分類標引。將來或可以此為基礎，編製中英對照之雙語分類表。 

  第三、編訂輔助索引，包括中文類名及其同義詞、英文類名、入此參照、書例等， 

計有中文索引約 3 萬條、英文索引約 1 萬條。另外，為了方便檢閱翻查，特於書口處印製 

踏步口，亦是本次修訂特色之一。 

  第四、複分表及相關資料之修訂：與增訂 8 版比較，本次有關通用複分表、專類複 

分表、參考圖表及附錄新增及修訂情形整理如下表： 
 

資料名稱 種數 增刪說明 
通用複分表 12 新增：臺灣鄉鎮表 1 種 

修訂：總論複分表、中國縣市表、世界區域及分國表等 
專類複分表 45 新增：特殊資料複分表、臺灣傳記複分表、臺灣傳記分期表、中國 

作家作品排列表、器樂複分表 5 種 
參考圖表 6 新增：地質年代表、十六國至五代十國一覽表、臺灣省歷任主席及 

省長一覽表、美國州名譯名一覽表 4 種 
附錄 5 新增：四角號碼著者號取碼規則 1 種 

修訂：首尾五筆著者號、國家圖書館克特號取碼規則 2 種 
 

  第五、體例上儘量予以統一。本次修訂時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可以舉示如下：其 

一、十大類編列子目時，儘量以一致性的名稱予以展開；其二、類名中有“志”、“誌” 

者，儘量依其性質統一為“志”字；其三、凡 2-3 個類目組成的類組類目，兩類目間統一 

用分號（；）標識之；其四、如有固定之敘述句式，也儘量予以統一，例如“總論入 

此，專論各入其類 ”、“宜入 xx ”等。 
 
 
三、 結構剖析 
 

  《中文分類法》有宏觀結構和微觀結構。先說宏觀結構。宏觀結構又稱編輯結構， 

是從組成《中文分類法》的編輯單元加以觀察的，亦即分類法全書是由那些部分構成 

的。分析起來，《中文分類法》主要是由說明文字、類目體系、參考資料、輔助索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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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組成的。茲為明瞭起見，製表解說如下： 
 

序 

說明文字 編例 

使用說明 

正 表：基本大綱、簡表、綱目表、詳表 

宏觀結構 類目體系 通用複分（凡 12種） 

複分表  專類複分（凡 45種） 

仿照複分（即仿分） 

參考資料：參考圖表 6種；附錄 5種 

輔助索引：中文索引、英文索引 
 

  說明文字部分包括序言、編例、使用說明等，其內容是有關文獻分類及排序的 

基本知識。其中，序言介紹了本分類法修訂之前因後果、修訂經過、內容及特色，對分 

類法的面貌和沿革有基本的認識。編例，即編制說明，是對分類法有關事項的總體說明 

，是編輯分類法的指導規範，也是圖書館人員、文獻工作者使用的導引和指南。 

  類目體系（包括主表及複分表）部分是類法最基本的構成單元，是分類法的主體部 

分。其餘 3 部分則是像眾星拱月般從不同方面對主體部分加以輔翼和補充。因編輯原因 

分為基本大綱、簡表、綱目表、詳表 4 層次加以編輯。 

基本大綱，又稱基本大類。它是在人類知識基礎上，根據學科發展和文獻出版情況 

並考慮藏書特性所列出的文獻分類的第一級類目。基本大綱通常不直接作為類分文獻之 

用，但它一方面是整個分類法所有類目的總綱，具有提綱揳領的作用，另方面可作為統 

計文獻、出版、館藏、借閱等分類統計的依據。 

  簡表，在十進制分類法系統裡又稱百位類表。是由基本大綱與其直接展開的子目所 

形成的一種類目表。綱目表，在十進制分類法系統裡又稱千位類表。它是由簡表的類目 

與其直接展開的子目所形成的一種類目表。文獻分類表中的基本大類是第一級類目，由 

基本大類直接展開的類目稱為第二級類目，由第二級類目直接展開的類目稱為第三級類 

目，以此類推。簡表與綱目表的主要作用有四：第一、對基本大綱與詳表間起著承上啟 

下的作用，便於使用查檢所需的詳細類目。第二、便於使用進行較大範圍課題的檢索。 

第三、提供中小型圖書館分類標引之用。第四、提供圖書資訊部分分類標引非專業文獻 

之用。詳表，是由綱目表展開的各種不同等級的類目所組成的類目表，它是類分文獻的 

真 正 工 具 和 依 據 。 有 關 詳 表 之 類 目 解 說 ， 則 在 下 節 “ 類 目 結 構 ” 單 元 詳 述 之 。 

  參考資料部分，《中文分類法》收錄了參考圖表和附錄兩類資料。其中，參考圖表 

包括地質年代表、Hadzi 動物演進系統圖、十六國至五代十國一覽表、臺灣歷任總督一 

覽表、臺灣省主席及省長一覽表、美國州名譯名一覽表 6 種。附錄包括四角號碼著者號 

取碼規則、首尾五筆著者號取碼規則、國家圖書館克特號取碼規則、中國年號筆畫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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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干支歲陽歲陰表 5 種。之所以收錄上述資料，主要用意在於前者詳表類目提供了相 

關的基本知識；後者則提供了有關作者號取碼規則以及查檢中國古代年代的規範工具。 

  次說微觀結構。微觀結構又稱類目結構，是從組成《中文分類法》的基本單元 ─ 

類目加以剖析的，即一條條類目的構成要素及其組織。類目（包括複分表的子目）是構 

成分類法的最基本要素，每一個類代表具有某種共同屬性的文獻集合。《中文分類法》 

的類目是由標記符號、類目名稱、類目級別、類目注釋、參照說明等 5 部分組成的。茲 

為明瞭起見，製解說如下： 
 

標記符號：數字制、十進制、小數制、層級制 

類目名稱：中文、英文、中文同義詞 

微觀結構    類目注釋：類目涵意、分類方法、排列方法、文獻實例 

入、入此 

參照說明 宜入 

參見 
 

  標記符號，又稱類目符號，簡稱類號。它是類名的代表，也是類目組織及排列的依 

據。有數字制和字母制兩種類型，《中文分類法》主要以阿拉伯數字為標記，只有有關 

電腦程式及電腦語言等例外兼採了拉丁字母為標記。類目名稱，簡稱類名，有時也逕稱 

類目，是類目結構的中心和樞紐。類目級別，簡稱類級。以不同縮格、大小不同字體及 

字級來表示，是一個隱含的要素。類目注釋，又稱類下注釋，簡稱注釋。註明類目之含 

義、範圍，指出類目的關係，並指示分類及排列方法等。參照說明，簡稱參照。它係由 

參照符號及其指向之參照類目所組成，是注釋的一種，但也可析為另一項組成要素。 

《中文分類法》的參照說明主要有“入、入此、宜入、參見”4 種，其詳請參閱下一節。 

  上述兩種結構是從不同層級加以觀察和分析的。但如通貫來看，這兩種結構又 

是相互倚賴、相互交錯的。微觀結構或類目結構可說是分類法的細胞，是構成分類法基 

本的單元。這些基本單元依一定的規則及關係組織起來，即構成組織嚴密、體系分明、 

有倫有脊的類目體系；類目體系再配置其他相關材料，例如說明文字、相關附錄、輔助 

索引等，即構成編輯單元最後組成完整之分類法。 
 
 
四、 使用解說 
 
  圖書分類法編訂或修訂最終的目的，還是要落實在應用的層面上來。易言之，分類 

法最終必須成為文獻標引的規範或依據。因此，對於分類法應該怎麼使用，顯然是分類 

法編撰時首要重視的課題。 

  為了提高分類法的使用效能，分類法除了設有做為主體部分的類目表之外，通常有 

編制說明（或使用說明）、圖書分類規則、分類表使用法、大類說明等資料。另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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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組成的。茲為明瞭起見，製表解說如下： 
 

序 

說明文字 編例 

使用說明 

正 表：基本大綱、簡表、綱目表、詳表 

宏觀結構 類目體系 通用複分（凡 12種） 

複分表  專類複分（凡 45種） 

仿照複分（即仿分） 

參考資料：參考圖表 6種；附錄 5種 

輔助索引：中文索引、英文索引 
 

  說明文字部分包括序言、編例、使用說明等，其內容是有關文獻分類及排序的 

基本知識。其中，序言介紹了本分類法修訂之前因後果、修訂經過、內容及特色，對分 

類法的面貌和沿革有基本的認識。編例，即編制說明，是對分類法有關事項的總體說明 

，是編輯分類法的指導規範，也是圖書館人員、文獻工作者使用的導引和指南。 

  類目體系（包括主表及複分表）部分是類法最基本的構成單元，是分類法的主體部 

分。其餘 3 部分則是像眾星拱月般從不同方面對主體部分加以輔翼和補充。因編輯原因 

分為基本大綱、簡表、綱目表、詳表 4 層次加以編輯。 

基本大綱，又稱基本大類。它是在人類知識基礎上，根據學科發展和文獻出版情況 

並考慮藏書特性所列出的文獻分類的第一級類目。基本大綱通常不直接作為類分文獻之 

用，但它一方面是整個分類法所有類目的總綱，具有提綱揳領的作用，另方面可作為統 

計文獻、出版、館藏、借閱等分類統計的依據。 

  簡表，在十進制分類法系統裡又稱百位類表。是由基本大綱與其直接展開的子目所 

形成的一種類目表。綱目表，在十進制分類法系統裡又稱千位類表。它是由簡表的類目 

與其直接展開的子目所形成的一種類目表。文獻分類表中的基本大類是第一級類目，由 

基本大類直接展開的類目稱為第二級類目，由第二級類目直接展開的類目稱為第三級類 

目，以此類推。簡表與綱目表的主要作用有四：第一、對基本大綱與詳表間起著承上啟 

下的作用，便於使用查檢所需的詳細類目。第二、便於使用進行較大範圍課題的檢索。 

第三、提供中小型圖書館分類標引之用。第四、提供圖書資訊部分分類標引非專業文獻 

之用。詳表，是由綱目表展開的各種不同等級的類目所組成的類目表，它是類分文獻的 

真 正 工 具 和 依 據 。 有 關 詳 表 之 類 目 解 說 ， 則 在 下 節 “ 類 目 結 構 ” 單 元 詳 述 之 。 

  參考資料部分，《中文分類法》收錄了參考圖表和附錄兩類資料。其中，參考圖表 

包括地質年代表、Hadzi 動物演進系統圖、十六國至五代十國一覽表、臺灣歷任總督一 

覽表、臺灣省主席及省長一覽表、美國州名譯名一覽表 6 種。附錄包括四角號碼著者號 

取碼規則、首尾五筆著者號取碼規則、國家圖書館克特號取碼規則、中國年號筆畫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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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干支歲陽歲陰表 5 種。之所以收錄上述資料，主要用意在於前者詳表類目提供了相 

關的基本知識；後者則提供了有關作者號取碼規則以及查檢中國古代年代的規範工具。 

  次說微觀結構。微觀結構又稱類目結構，是從組成《中文分類法》的基本單元 ─ 

類目加以剖析的，即一條條類目的構成要素及其組織。類目（包括複分表的子目）是構 

成分類法的最基本要素，每一個類代表具有某種共同屬性的文獻集合。《中文分類法》 

的類目是由標記符號、類目名稱、類目級別、類目注釋、參照說明等 5 部分組成的。茲 

為明瞭起見，製解說如下： 
 

標記符號：數字制、十進制、小數制、層級制 

類目名稱：中文、英文、中文同義詞 

微觀結構    類目注釋：類目涵意、分類方法、排列方法、文獻實例 

入、入此 

參照說明 宜入 

參見 
 

  標記符號，又稱類目符號，簡稱類號。它是類名的代表，也是類目組織及排列的依 

據。有數字制和字母制兩種類型，《中文分類法》主要以阿拉伯數字為標記，只有有關 

電腦程式及電腦語言等例外兼採了拉丁字母為標記。類目名稱，簡稱類名，有時也逕稱 

類目，是類目結構的中心和樞紐。類目級別，簡稱類級。以不同縮格、大小不同字體及 

字級來表示，是一個隱含的要素。類目注釋，又稱類下注釋，簡稱注釋。註明類目之含 

義、範圍，指出類目的關係，並指示分類及排列方法等。參照說明，簡稱參照。它係由 

參照符號及其指向之參照類目所組成，是注釋的一種，但也可析為另一項組成要素。 

《中文分類法》的參照說明主要有“入、入此、宜入、參見”4 種，其詳請參閱下一節。 

  上述兩種結構是從不同層級加以觀察和分析的。但如通貫來看，這兩種結構又 

是相互倚賴、相互交錯的。微觀結構或類目結構可說是分類法的細胞，是構成分類法基 

本的單元。這些基本單元依一定的規則及關係組織起來，即構成組織嚴密、體系分明、 

有倫有脊的類目體系；類目體系再配置其他相關材料，例如說明文字、相關附錄、輔助 

索引等，即構成編輯單元最後組成完整之分類法。 
 
 
四、 使用解說 
 
  圖書分類法編訂或修訂最終的目的，還是要落實在應用的層面上來。易言之，分類 

法最終必須成為文獻標引的規範或依據。因此，對於分類法應該怎麼使用，顯然是分類 

法編撰時首要重視的課題。 

  為了提高分類法的使用效能，分類法除了設有做為主體部分的類目表之外，通常有 

編制說明（或使用說明）、圖書分類規則、分類表使用法、大類說明等資料。另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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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之下又多附注有注釋文字。其中，類目注釋是否詳備完善，敘述文字是否清晰明白， 

尤關乎類目的理解和分類法的使用。因為，類目含義之理解與分類標引有直接關係，只 

有明瞭類目之含義，才能做到完善分類標引的要求。 

  以下就類目注釋、第一法／第二法、複分方法三方面加以解說。類目注釋，又稱類 

下注釋。是對類目的補充解釋，指示分類及排列方法的相關文字，有助於確切瞭解類目 

的含義和類目之間的關係，也有助於掌握分類法的使用方法。《中文分類法》類目注釋 

依性質及作用，主要分為 7 種類型：指明類目內涵、指明分類方法、指明複分方法、指 

明交替類目、指明參見類目、舉示文獻實例、指明排列方法。 
 

（一）類目注釋文字 

1. 指明類目內涵 

  指明類目之同義詞、意義、性質、對象、範圍等。 
 

119 人文學 

同：人文科學 

以人類之信仰、情感、美感和道德等精神文化層面為研究對象，包 

括宗教、哲學、藝術、文學等學門，有濃厚的主觀性，敘述著重於評 

價及特殊性 

441.38 建築氣候學 
指在不同氣候條件下的建築技術理論 

577.1 殖民 
移居他處從事墾拓之謂也 

584 民法 
有關民法、刑法、訴訟法、商事法、行政法等，以中華民國法為 

主，外國法為輔（於各類號碼 9之下複分） 

802.3 字典；詞典 
就廣義言，訓詁類之爾雅，文字類之說文及音韻類之廣韻等，皆係 

字典；此目為現代體字典而設 

802.411 今韻 
中古以降的音韻稱今韻 
 

2.  指明分類方法 

  指明類目“入／入此、集中與分散、總論與專論、細分”等進一步分類的方法。至 

於仿分、宜入、參見等注釋，則分別參閱有關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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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知識的區分 
總論入此；人文學入 119，宗教類入 200，自然科學入 300 … 

313.7 廣代數；布林代數 
微分代數入此 

326.3 外星探險 
總論入此；專談月球探險者入 325.7 … 

501.9 行為科學 
綜論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入此 

521.59 各科教學法 
依本表科目分，如物理教學法為 521.633，但以分入各科為宜 

735.421 敘利亞古代史 
亞述帝國入此 

630 中國文化史 
總論及一般考證入此；斷代者入 631-638 

850 中國各種文學 
依文體分，此類為便利閱覽而設，其中各類本應分入文藝評，凡欲 

將一種文學特別提出者得利用之 

901.7 宗教藝術 
宗教藝術總論入此；屬於一教之藝術入其類，例如佛教藝術入 

224.5 
 

3.  指明複分方法 

  指明各種通用複分及專類複分之方法，包括“總論複分表、中國時代表、世界區域 

及分國表、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臺灣縣市表”等通用複用表及“經書複分表、各 

國語言複分表、各國文學複分”等專類複分表。 
 

017.2 中國個人目錄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440 工程學總論 
.01-.09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520.92 中國教育史 
.9201-.9208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921-.926 依中國省區縣市表複分 

535.7 民族性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76.25 中國共產黨 
依政黨複分表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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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之下又多附注有注釋文字。其中，類目注釋是否詳備完善，敘述文字是否清晰明白， 

尤關乎類目的理解和分類法的使用。因為，類目含義之理解與分類標引有直接關係，只 

有明瞭類目之含義，才能做到完善分類標引的要求。 

  以下就類目注釋、第一法／第二法、複分方法三方面加以解說。類目注釋，又稱類 

下注釋。是對類目的補充解釋，指示分類及排列方法的相關文字，有助於確切瞭解類目 

的含義和類目之間的關係，也有助於掌握分類法的使用方法。《中文分類法》類目注釋 

依性質及作用，主要分為 7 種類型：指明類目內涵、指明分類方法、指明複分方法、指 

明交替類目、指明參見類目、舉示文獻實例、指明排列方法。 
 

（一）類目注釋文字 

1. 指明類目內涵 

  指明類目之同義詞、意義、性質、對象、範圍等。 
 

119 人文學 

同：人文科學 

以人類之信仰、情感、美感和道德等精神文化層面為研究對象，包 

括宗教、哲學、藝術、文學等學門，有濃厚的主觀性，敘述著重於評 

價及特殊性 

441.38 建築氣候學 
指在不同氣候條件下的建築技術理論 

577.1 殖民 
移居他處從事墾拓之謂也 

584 民法 
有關民法、刑法、訴訟法、商事法、行政法等，以中華民國法為 

主，外國法為輔（於各類號碼 9之下複分） 

802.3 字典；詞典 
就廣義言，訓詁類之爾雅，文字類之說文及音韻類之廣韻等，皆係 

字典；此目為現代體字典而設 

802.411 今韻 
中古以降的音韻稱今韻 
 

2.  指明分類方法 

  指明類目“入／入此、集中與分散、總論與專論、細分”等進一步分類的方法。至 

於仿分、宜入、參見等注釋，則分別參閱有關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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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知識的區分 
總論入此；人文學入 119，宗教類入 200，自然科學入 300 … 

313.7 廣代數；布林代數 
微分代數入此 

326.3 外星探險 
總論入此；專談月球探險者入 325.7 … 

501.9 行為科學 
綜論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入此 

521.59 各科教學法 
依本表科目分，如物理教學法為 521.633，但以分入各科為宜 

735.421 敘利亞古代史 
亞述帝國入此 

630 中國文化史 
總論及一般考證入此；斷代者入 631-638 

850 中國各種文學 
依文體分，此類為便利閱覽而設，其中各類本應分入文藝評，凡欲 

將一種文學特別提出者得利用之 

901.7 宗教藝術 
宗教藝術總論入此；屬於一教之藝術入其類，例如佛教藝術入 

224.5 
 

3.  指明複分方法 

  指明各種通用複分及專類複分之方法，包括“總論複分表、中國時代表、世界區域 

及分國表、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臺灣縣市表”等通用複用表及“經書複分表、各 

國語言複分表、各國文學複分”等專類複分表。 
 

017.2 中國個人目錄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440 工程學總論 
.01-.09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520.92 中國教育史 
.9201-.9208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921-.926 依中國省區縣市表複分 

535.7 民族性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76.25 中國共產黨 
依政黨複分表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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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 民法 
複分時本國法原文用.01、釋義用.03，餘仍照總論複分表複分 

782.6 中國各地傳記 
依中國省區縣市表複分 
 

4.  指明交替類目 

  分類法為了適應不同專業分類的需求，針對某些可同時隸屬於兩個不同上位類下之 

類目，在編制分類表時同時予以反映，編列於兩個上位類之下。依此種編制方式所產生 

之類目，是謂交替類目。交替類目，又稱選擇類目，通常其類號以交替符號“[ ]”（方括 

號）加以標識，類下並注有“宜入 xx ”的注釋字樣。交替類目為非正式使用類目（非 

使用類目），其所指向之類目，為正式使用類目（使用類目）。 
 

[005.6] 國民黨在臺灣 
宜入 733.292 

[142.5] 摩爾哲學家 
宜入 134.3 

[563.71] 保險法規 
宜入 587.5 

[576.01] 黨政政治論 
宜入 571.66 
 

  圖書館實際交替類目時，可根據實際需要將交替類目改為使用類目。啟用交替類目 

的方法如下：通常交替類目與使用類目均體現同一事物，故可將交替類目的交替符 

號“[ ]”及該類目下之注釋“宜入 xx ”刪去，然後對原使用類目加上交替符號“[ ]”， 

並加上“宜入 xx ”（與原指向類號相反）的注釋。如原使用類下有細目，則應將其子目 

全部移至新的使用類目之下。例如“[677] 臺灣史地”即為一交替類目，建議一般圖書 

館最好不使用；惟對於收藏臺灣史地文獻較豐富的圖書館，如仍使用“677”，則應依啟 

用交交替類目方法，調整如下： 
 

調整前 

[677] 臺灣史地 
宜入 733 
如仍使用本類號，其子目請檢閱然後套用之 

733 臺灣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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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後 

677 臺灣史地 
.1 志書 
.2 歷史 
.3 自然地理 
… 

[733] 臺灣史地 
宜入 677 
 

5.  指明參見類目 

  即指出類目間除隸屬關係、並列關係、交替關係之外的其餘相關關係，提醒分類人 

員在分類標引時應參閱兩類而後斟酌標引之。 
 

355.28 石油與天然煤氣 
參見 457 石油礦、石油工業 

426 家庭工藝 
參見 960 應用美術 

546.17 無產階級 
參見 556 勞工問題 

601.8 年代學；紀年法 
參見 327.7 計年法 

760.74 舊比利時屬地 
參見 764.8 薩伊 

802.29 字體 
參見 942.1 書體、筆法 
 

6.  舉示文獻實例 

舉示文獻實例有兩種形式，其一、只單純舉示的書例，例如“586.65 檢驗實錄”之 

書例即是，其類號可直接使用之。其二、除舉有書例外，並指明應分入之類號，例如 

“835.9 駢文總集”之書例即是；實際使用時，其類號必須經組配過程以組成新類號始 

可，不可直接使用之。 
 

011.8 校勘學 
書例：群書拾補（盧文弨） 

293.2 相書 
書例：太清神鑑、人倫大統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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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 民法 
複分時本國法原文用.01、釋義用.03，餘仍照總論複分表複分 

782.6 中國各地傳記 
依中國省區縣市表複分 
 

4.  指明交替類目 

  分類法為了適應不同專業分類的需求，針對某些可同時隸屬於兩個不同上位類下之 

類目，在編制分類表時同時予以反映，編列於兩個上位類之下。依此種編制方式所產生 

之類目，是謂交替類目。交替類目，又稱選擇類目，通常其類號以交替符號“[ ]”（方括 

號）加以標識，類下並注有“宜入 xx ”的注釋字樣。交替類目為非正式使用類目（非 

使用類目），其所指向之類目，為正式使用類目（使用類目）。 
 

[005.6] 國民黨在臺灣 
宜入 733.292 

[142.5] 摩爾哲學家 
宜入 134.3 

[563.71] 保險法規 
宜入 587.5 

[576.01] 黨政政治論 
宜入 571.66 
 

  圖書館實際交替類目時，可根據實際需要將交替類目改為使用類目。啟用交替類目 

的方法如下：通常交替類目與使用類目均體現同一事物，故可將交替類目的交替符 

號“[ ]”及該類目下之注釋“宜入 xx ”刪去，然後對原使用類目加上交替符號“[ ]”， 

並加上“宜入 xx ”（與原指向類號相反）的注釋。如原使用類下有細目，則應將其子目 

全部移至新的使用類目之下。例如“[677] 臺灣史地”即為一交替類目，建議一般圖書 

館最好不使用；惟對於收藏臺灣史地文獻較豐富的圖書館，如仍使用“677”，則應依啟 

用交交替類目方法，調整如下： 
 

調整前 

[677] 臺灣史地 
宜入 733 
如仍使用本類號，其子目請檢閱然後套用之 

733 臺灣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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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後 

677 臺灣史地 
.1 志書 
.2 歷史 
.3 自然地理 
… 

[733] 臺灣史地 
宜入 677 
 

5.  指明參見類目 

  即指出類目間除隸屬關係、並列關係、交替關係之外的其餘相關關係，提醒分類人 

員在分類標引時應參閱兩類而後斟酌標引之。 
 

355.28 石油與天然煤氣 
參見 457 石油礦、石油工業 

426 家庭工藝 
參見 960 應用美術 

546.17 無產階級 
參見 556 勞工問題 

601.8 年代學；紀年法 
參見 327.7 計年法 

760.74 舊比利時屬地 
參見 764.8 薩伊 

802.29 字體 
參見 942.1 書體、筆法 
 

6.  舉示文獻實例 

舉示文獻實例有兩種形式，其一、只單純舉示的書例，例如“586.65 檢驗實錄”之 

書例即是，其類號可直接使用之。其二、除舉有書例外，並指明應分入之類號，例如 

“835.9 駢文總集”之書例即是；實際使用時，其類號必須經組配過程以組成新類號始 

可，不可直接使用之。 
 

011.8 校勘學 
書例：群書拾補（盧文弨） 

293.2 相書 
書例：太清神鑑、人倫大統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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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65 檢驗實錄 
書例：洗冤錄 

626.96 明鄭：鄭成功 
書例：閩海紀要、臺灣外紀 … 海上見聞錄、賜姓始末 

782.23 儒林傳 
書例：明儒言行錄入 782.236 

791.2 金石文字、銘刻 
書例：金石萃編、秦金石刻辭 

835.9 駢文總集 
書例：唐駢體文鈔入 835.94；宋四六選入 835.95；國朝駢體正宗入 

835.97 
993.41 投壺 

書例：壺譜（李孝元）、壺史（郭元鴻） 
 

7.  指明排列方法 

  同類書區分法除依著者取碼，並依著者號排列外，對於部分類目為求排列合理，往 

往在類目注釋中注明特殊的排列方法，此即“同類書特殊排列法”；順便提及，部分類 

目常注明藏書地點及特藏符號，以便集中該類館藏，並進而方便其維護管理，也與藏書 

排列方法有關。 
 

014.33 機關團體著刊目錄 
依機關團體名稱排 

014.8 族姓書目 
依姓氏排 

529.9 學校出版品 
凡願對學校出版品另集於一處者，得用此目，先依地區複分，再依 

學校名稱排列 
578.285 中外條約彙編 

依彙編年份排 
609 地理學 

地圖資料得在分類號前加特殊符號（＃或Ｍ），以茲區別 
630.1 中國文化史典籍 

必要時通典、通志、通考得依下列順序排列 
910 音樂 

樂譜依性質分入下列各類，得冠 M 或其他特藏記號以便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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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二）第一法／第二法 

“第一法”及“第二法”是為了圖書館在分類標引時提供不同的選擇，《中文分類 

法》提及“第一法”及“第二法”者有“外國叢書” （085）、“群經”（090）、“各 

省方志”（671-676）、“臺灣方志”（677）等，其性質及用法不儘相同，茲為明瞭起見， 

製表解說如下： 
 

 
 
 
 
 
 
 
 
 
 
 
 
 
 
 

 

 
（三）複分方法運用 

  複分表又稱附表、輔助表，是現代分類法必要的組成部分。複分表是將主表中按相 

同標準劃分的某些類目所產生的一系列相同子目抽取出來，配以特定號碼，單獨編列， 

提供主表有關類目進一步細分用的類目表。主要有通用複分表和專類複分表兩種，另外 

仿表其實也是一種複分。茲將有關複分之方法，分述並舉示如下： 

1.  通用複分 

  附於類表編之書末，除少數不適用之類目外，大致適用於整個類表的大小類目。 

《中文分類法》通用複分表主要有總論複分表、中國時代表、西洋時代表、日本時代 

表、韓國時代表、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臺灣縣市表、臺灣鄉鎮表、世界區域及分 

國表、機關出版品排列表、中國作家時代區分表 12 種。 

  以上 12 種複分表號碼，在實際標引組配號碼時，以總論複分號碼的組配最為典型， 

也最為重要，故本節探討的內容重點，以總論複分表為主。 

 

 
1 所謂“狹義方志”，是指有關一地之通志而言，例如府志、省志、州志、縣志等。 
2 所謂“廣義方志”，是指除通志外，還包括一地之歷史、地理、人文、遊記、名勝古蹟等專志，以及 

史料、檔案等文獻而言。惟依《中文分類法》的注釋，有關各地之經濟、產業、交通、教育、社 
會、風俗、氣象等專志及各地傳記，仍依主題分入各類。 
 
 

xxi 

分類號 類目名稱 第一法及第二法解說 
085 外國叢書 第一法：依國別分 

第二法：依語文分 
090 群經 第一法：分散分類方式，即將群經及注疏、研究分入 090-099， 

單經及注疏、研究分入各類，例如詩經入 
“831.1”、尚書入“621.1”、周易入 121.1”等 

第二法：集中分類方式，即將群經及單經（均包含注疏及研究） 
分入 090-099 

671-676 各省地方志 第一法：以狹義方志為收錄範圍 1 
第二法：以廣義方志為收錄範圍 2 

677 臺灣地方志 同上 

中文圖書分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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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分類法 
 
 

586.65 檢驗實錄 
書例：洗冤錄 

626.96 明鄭：鄭成功 
書例：閩海紀要、臺灣外紀 … 海上見聞錄、賜姓始末 

782.23 儒林傳 
書例：明儒言行錄入 782.236 

791.2 金石文字、銘刻 
書例：金石萃編、秦金石刻辭 

835.9 駢文總集 
書例：唐駢體文鈔入 835.94；宋四六選入 835.95；國朝駢體正宗入 

835.97 
993.41 投壺 

書例：壺譜（李孝元）、壺史（郭元鴻） 
 

7.  指明排列方法 

  同類書區分法除依著者取碼，並依著者號排列外，對於部分類目為求排列合理，往 

往在類目注釋中注明特殊的排列方法，此即“同類書特殊排列法”；順便提及，部分類 

目常注明藏書地點及特藏符號，以便集中該類館藏，並進而方便其維護管理，也與藏書 

排列方法有關。 
 

014.33 機關團體著刊目錄 
依機關團體名稱排 

014.8 族姓書目 
依姓氏排 

529.9 學校出版品 
凡願對學校出版品另集於一處者，得用此目，先依地區複分，再依 

學校名稱排列 
578.285 中外條約彙編 

依彙編年份排 
609 地理學 

地圖資料得在分類號前加特殊符號（＃或Ｍ），以茲區別 
630.1 中國文化史典籍 

必要時通典、通志、通考得依下列順序排列 
910 音樂 

樂譜依性質分入下列各類，得冠 M 或其他特藏記號以便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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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二）第一法／第二法 

“第一法”及“第二法”是為了圖書館在分類標引時提供不同的選擇，《中文分類 

法》提及“第一法”及“第二法”者有“外國叢書” （085）、“群經”（090）、“各 

省方志”（671-676）、“臺灣方志”（677）等，其性質及用法不儘相同，茲為明瞭起見， 

製表解說如下： 
 

 
 
 
 
 
 
 
 
 
 
 
 
 
 
 

 

 
（三）複分方法運用 

  複分表又稱附表、輔助表，是現代分類法必要的組成部分。複分表是將主表中按相 

同標準劃分的某些類目所產生的一系列相同子目抽取出來，配以特定號碼，單獨編列， 

提供主表有關類目進一步細分用的類目表。主要有通用複分表和專類複分表兩種，另外 

仿表其實也是一種複分。茲將有關複分之方法，分述並舉示如下： 

1.  通用複分 

  附於類表編之書末，除少數不適用之類目外，大致適用於整個類表的大小類目。 

《中文分類法》通用複分表主要有總論複分表、中國時代表、西洋時代表、日本時代 

表、韓國時代表、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臺灣縣市表、臺灣鄉鎮表、世界區域及分 

國表、機關出版品排列表、中國作家時代區分表 12 種。 

  以上 12 種複分表號碼，在實際標引組配號碼時，以總論複分號碼的組配最為典型， 

也最為重要，故本節探討的內容重點，以總論複分表為主。 

 

 
1 所謂“狹義方志”，是指有關一地之通志而言，例如府志、省志、州志、縣志等。 
2 所謂“廣義方志”，是指除通志外，還包括一地之歷史、地理、人文、遊記、名勝古蹟等專志，以及 

史料、檔案等文獻而言。惟依《中文分類法》的注釋，有關各地之經濟、產業、交通、教育、社 
會、風俗、氣象等專志及各地傳記，仍依主題分入各類。 
 
 

xxi 

分類號 類目名稱 第一法及第二法解說 
085 外國叢書 第一法：依國別分 

第二法：依語文分 
090 群經 第一法：分散分類方式，即將群經及注疏、研究分入 090-099， 

單經及注疏、研究分入各類，例如詩經入 
“831.1”、尚書入“621.1”、周易入 121.1”等 

第二法：集中分類方式，即將群經及單經（均包含注疏及研究） 
分入 090-099 

671-676 各省地方志 第一法：以狹義方志為收錄範圍 1 
第二法：以廣義方志為收錄範圍 2 

733           臺灣地方志 第一法 : 狹義地方志  第二法 : 廣義地方志 

使用說明

xxi



 
中文圖書分類法 
 
 
a. 複分號碼不可單獨使用，必須配合主表分類號（簡稱主類號）始可使用。類目是否需 

要複分，主表相關類目下通常會注明“依  … 複分”字樣，分類人員依指示組號即 
可。主表相關類目如未注明“依 … 複分”字樣，各館可根據各館編目實務需求，自 
行調整增補之，唯最好應以書面文字記錄之。 

b.  複分號碼之組配，應依類目注釋之指示文字進行之。凡主表類目中已含複分意義者， 
不必再進行複分。例如“210.11 宗教哲學”、“228 佛教史”、“412.21 醫藥法規”、 
“526.2 教育法規”等類，即不必再進行相應之總論複分。 

c.  總論號碼組配時，可直接將號碼添附於主類號之後即可；但主類號中如末一位或末兩 
位 為 “ 0 ” ， 則 宜 先 將 “ 0 ” 去 掉 ， 然 後 再 進 行 組 配 。 

d.  總論號碼經組配後，以帶一個“0”為原則，以帶兩個“0”（其形式為“00”）或不帶 
“0”為例外。前者如工程學類（440）、亞洲史地類（730）；後者如中國史總論類 
（611-619）。 

e.  總論複分號碼依其性質可分“內型”（內容觀點）及“外型”（編制形式）兩種。其中 
“哲學（01）、教育（03）、歷史（09）”3 種是複分號碼的“內型”，其餘“參考工具 
（02）、辭典（04）、期刊（05）、機關團體會議（06）、論文集（07）、叢書（08）”6 
種是複分號碼的“外型”。茲為明瞭起見，製表解說如下： 
 

內型 外型 

01 哲學、理論 02 參考工具 
03 教育及研究 04 辭典 
09 歷史 05 期刊 

06 機關、團體、會議 
07 論文集 
08 叢書 
 

f. 總論複分號碼分類標引時，如待分文獻同時具有兩種總論複分號碼，通常的原則是 
“取內型，捨外型”。例如一本討論中國教育史論文集的書，內含“歷史”（09）及 
“論文集”（07）兩種複分，實際標引時可依本條原則，取“歷史”（09）而捨“論文 
集”（07），經組配後其分類號為“520.92”。 

g. 有關總論以外其餘的通用複分號碼，其組配方法可仿總論複分。唯兩者不同之處是， 
其餘的通用複分號碼係直接添附在主類號之後，中間不必加“0”。 

2. 專類複分 
  專類複分表，是指只適用於某一大類或某一大類下之若干子類，或某些具有共同性 
質的類目，惟不適用於前述情況之外的其他類目。例如經書複分表只適用於經書之複 
分，但不適於中國哲學家著作之複分。《中文分類法》專類複分表共收錄了特殊資料複 
分表、經書複分表、中國哲學家複分表等 45 種。有關其使用方法，請參閱各個專類複分 
表之注釋，茲就共同注意項目部分，述之如下： 
 
 
 

xxii

 
使用說明 
 
 

a.  使用專類複分時，必須注意本書中專類複分表與相關類目表的差別。相關類目表，例 
如“各科醫療參考類號表”、“各種工程類目簡表”、“中國文學相關類目表”等所附之 
號碼係主表類目的號碼；專類複分表所附之號碼則是複分號碼。 

b.  專類複分號碼不可單獨使用，必須配合主類號一起使用。使用時，將其號碼直接添附 
在主類號之後即可。惟“學校出版品排列表”、“鐵路複分表”、“中國傳記排列表” 
之複分號碼為例外，這些表之複分號碼係添加於同類書區分號之後，並用圓括號加以 
標識之。 

c.  通用與專類複分的號碼若含義相同，應優先選用專類複分號碼。例如經濟史地複分之 
號碼“5 期刊、報告”與總論複分之“05 期刊”含義相同；各國語言複分之號碼“3 
詞典”與總論複分之號碼“04 詞典”含義相同，優先使用專類複分之號碼。 

d.  文獻如同時具有通用複分與專類複分兩種性質，適用時先專類複分，後通用複分。例 
如法國小說叢書之分類號，依其組配先後順序為“876  +  57  +  08  =  876.5708”。茲 
為明瞭起見，特分析解說如下： 
 

876 法國文學 ※查表得知 

876.57 法國小說 ※來自各國文學複分“57 小說” 
876.5708 法國小說叢書 ※來自總論複分“08 叢書” 
 

3.  仿照複分 
  仿照複分，簡稱仿分。可視為專類複分的一種，只是它另行編制複分表，其複分表 
是隱含在被仿類目之子目之中。其編制法是在被仿類目下列出仿分與被仿類目的共同子 
目，然後在需要進行同樣細分之類下注明“仿...分”字樣，以標示其使用範圍及方法。 
被仿類目的結構，可分解為兩部分，居前的部分為被仿類目之上位類或母類，在後的部 
分為被仿與仿分兩類的共同下位類或子目。實際運用時，可將仿分類目之上位類與從被 
仿類目分解出來的共同子目組配，即可組配出仿分類目的子目。 
 

523.3 小學教學法 ……被仿類目 523.4 小學課程 …… 仿分類目 

.31 語文科教學              .41-.49 仿 523.3 分 

.32 數學科教學 

.33 常識科教學       

.34 史地科教學 

.35 社會科教學 仿分與被仿類目的共同子目 

.36 自然科教學 

.37 藝能科教學 

.38 資訊科技教學 

.3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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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分類法 
 
 
a. 複分號碼不可單獨使用，必須配合主表分類號（簡稱主類號）始可使用。類目是否需 

要複分，主表相關類目下通常會注明“依  … 複分”字樣，分類人員依指示組號即 
可。主表相關類目如未注明“依 … 複分”字樣，各館可根據各館編目實務需求，自 
行調整增補之，唯最好應以書面文字記錄之。 

b.  複分號碼之組配，應依類目注釋之指示文字進行之。凡主表類目中已含複分意義者， 
不必再進行複分。例如“210.11 宗教哲學”、“228 佛教史”、“412.21 醫藥法規”、 
“526.2 教育法規”等類，即不必再進行相應之總論複分。 

c.  總論號碼組配時，可直接將號碼添附於主類號之後即可；但主類號中如末一位或末兩 
位 為 “ 0 ” ， 則 宜 先 將 “ 0 ” 去 掉 ， 然 後 再 進 行 組 配 。 

d.  總論號碼經組配後，以帶一個“0”為原則，以帶兩個“0”（其形式為“00”）或不帶 
“0”為例外。前者如工程學類（440）、亞洲史地類（730）；後者如中國史總論類 
（611-619）。 

e.  總論複分號碼依其性質可分“內型”（內容觀點）及“外型”（編制形式）兩種。其中 
“哲學（01）、教育（03）、歷史（09）”3 種是複分號碼的“內型”，其餘“參考工具 
（02）、辭典（04）、期刊（05）、機關團體會議（06）、論文集（07）、叢書（08）”6 
種是複分號碼的“外型”。茲為明瞭起見，製表解說如下： 
 

內型 外型 

01 哲學、理論 02 參考工具 
03 教育及研究 04 辭典 
09 歷史 05 期刊 

06 機關、團體、會議 
07 論文集 
08 叢書 
 

f. 總論複分號碼分類標引時，如待分文獻同時具有兩種總論複分號碼，通常的原則是 
“取內型，捨外型”。例如一本討論中國教育史論文集的書，內含“歷史”（09）及 
“論文集”（07）兩種複分，實際標引時可依本條原則，取“歷史”（09）而捨“論文 
集”（07），經組配後其分類號為“520.92”。 

g. 有關總論以外其餘的通用複分號碼，其組配方法可仿總論複分。唯兩者不同之處是， 
其餘的通用複分號碼係直接添附在主類號之後，中間不必加“0”。 

2. 專類複分 
  專類複分表，是指只適用於某一大類或某一大類下之若干子類，或某些具有共同性 
質的類目，惟不適用於前述情況之外的其他類目。例如經書複分表只適用於經書之複 
分，但不適於中國哲學家著作之複分。《中文分類法》專類複分表共收錄了特殊資料複 
分表、經書複分表、中國哲學家複分表等 45 種。有關其使用方法，請參閱各個專類複分 
表之注釋，茲就共同注意項目部分，述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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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使用專類複分時，必須注意本書中專類複分表與相關類目表的差別。相關類目表，例 
如“各科醫療參考類號表”、“各種工程類目簡表”、“中國文學相關類目表”等所附之 
號碼係主表類目的號碼；專類複分表所附之號碼則是複分號碼。 

b.  專類複分號碼不可單獨使用，必須配合主類號一起使用。使用時，將其號碼直接添附 
在主類號之後即可。惟“學校出版品排列表”、“鐵路複分表”、“中國傳記排列表” 
之複分號碼為例外，這些表之複分號碼係添加於同類書區分號之後，並用圓括號加以 
標識之。 

c.  通用與專類複分的號碼若含義相同，應優先選用專類複分號碼。例如經濟史地複分之 
號碼“5 期刊、報告”與總論複分之“05 期刊”含義相同；各國語言複分之號碼“3 
詞典”與總論複分之號碼“04 詞典”含義相同，優先使用專類複分之號碼。 

d.  文獻如同時具有通用複分與專類複分兩種性質，適用時先專類複分，後通用複分。例 
如法國小說叢書之分類號，依其組配先後順序為“876  +  57  +  08  =  876.5708”。茲 
為明瞭起見，特分析解說如下： 
 

876 法國文學 ※查表得知 

876.57 法國小說 ※來自各國文學複分“57 小說” 
876.5708 法國小說叢書 ※來自總論複分“08 叢書” 
 

3.  仿照複分 
  仿照複分，簡稱仿分。可視為專類複分的一種，只是它另行編制複分表，其複分表 
是隱含在被仿類目之子目之中。其編制法是在被仿類目下列出仿分與被仿類目的共同子 
目，然後在需要進行同樣細分之類下注明“仿...分”字樣，以標示其使用範圍及方法。 
被仿類目的結構，可分解為兩部分，居前的部分為被仿類目之上位類或母類，在後的部 
分為被仿與仿分兩類的共同下位類或子目。實際運用時，可將仿分類目之上位類與從被 
仿類目分解出來的共同子目組配，即可組配出仿分類目的子目。 
 

523.3 小學教學法 ……被仿類目 523.4 小學課程 …… 仿分類目 

.31 語文科教學              .41-.49 仿 523.3 分 

.32 數學科教學 

.33 常識科教學       

.34 史地科教學 

.35 社會科教學 仿分與被仿類目的共同子目 

.36 自然科教學 

.37 藝能科教學 

.38 資訊科技教學 

.3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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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分類法 
 
 
  檢閱上表，可知“523.4  小學課程”為仿分類目，“523.3  小學教學法”為被仿 
類目，“.1 語文科”、“.2 數學科”、“.3 常識科”等為小學課程與小學教學法兩類 
之共同子目。依注釋文字的指示，我們可用“523.4 小學課程”與“.6 自然科”、“.7 
藝能科”、“.8 資訊科技”等共同子目組配，即可組配出“523.46 小學自然科課程”、 
“523.47  小學藝能科課程”、“523.48  小學資訊科技課程”等類目。需要特別指出的 
是，既是類目仿照複分既是“仿分”，其類名就必須依仿分類目本身之性質而更換為適 
當的詞彙。例如上例中被仿類目，即依例更換為“523.46 小學自然科課程”。總之，啟 
用仿分類目時，只可師其意而不可師其法，否則就會產生張冠李戴的現象。 
 
 
五、 目錄改編 
 
  《中文分類法》增訂 8 版修訂之內容及類目範圍頗大，因此在適用新版分類法之際， 
必與《中圖法》原來號碼產生銜接上的問題。有關新舊版分類法之間究竟應如何銜接， 
核心問題其實也就是目錄改編的問題。 
  所謂“目錄改編”，又稱圖書改編。是指因改用另一種分類法，或改用新版分類 
法，或分類標引失當等因素，對於書目記錄、目錄原標引之分類號，以及文獻之書標、 
書內碼加以更改的過程而言。其目的是為了銜接新舊類號、加強文獻管理、方便讀者查 
檢。 
  目錄改編主要方法有 3 種，即年代斷限法、目錄改組法、徹底改編法 3 種。3 種方法 
各有利弊，在人力、財力不足條件之下，採年代斷限法不失為快速解決問題辦法之一。 
以下所述，即以年代斷限法為準。 
 

（一）選定基準年代 
  選定一個便於記憶的日期，例如當年的七月一日或次年的元月一日為目錄改編斷限 
的基準年代。凡基準年代之前編目的文獻，按舊分類法（或舊版分類法，下同）分類； 
凡基準年代之後（含）編目的文獻，按新分類法（或新版分類法，下同）分類。對於已 
按舊分類法標引之館藏文獻，在換用新分類法之後，不必進行目錄改編。 
 

（二）編類目對照表 
  編製“新舊分類法異動類目對照表”（包括不同分類法間及同一分類法不同版本間 
的對照），以舊類目（包括類號及類名）為欄首，逐一與新類目（包括類號及類名）對 
照起來，必要時欄末可加“備考欄”。另外，書末最好編製類名索引，俾指引使用者從 
字順途徑查檢新舊分類法之類目。 
 

（三）編製參照說明 
  在分類目錄導卡上註明新舊分類法類目間之“參照說明”，說明新分類法類目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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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其與舊分類法類目之沿革承繼關係又如何，俾使新舊分類法相關類目聯繫起來， 
以方便分編作業之進行，並方便讀者查檢利用。 
 

（四）訂定分類原則 

  訂定分類標引之“從新原則”及“從舊原則”，俾作為新舊書分類標引的依據。凡 

圖書館已編目入藏之文獻，其複本書或續入藏連續性出版品之分類，按“從舊原則”處 
理，即依舊分類法標引類號；凡本館未收藏之新書、或已入藏書之再版本及其衍生性文 
獻（相關書）之分類，按“從新原則”處理，即依新分類法標引類號。假如人力許可的 
話，對於手邊待編之複本書及連續性出版品，亦可依“從新原則”處理，即將文獻、卡 
片目錄、電腦書目檔等的舊分類號改為新分類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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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分類法 
 
 
  檢閱上表，可知“523.4  小學課程”為仿分類目，“523.3  小學教學法”為被仿 
類目，“.1 語文科”、“.2 數學科”、“.3 常識科”等為小學課程與小學教學法兩類 
之共同子目。依注釋文字的指示，我們可用“523.4 小學課程”與“.6 自然科”、“.7 
藝能科”、“.8 資訊科技”等共同子目組配，即可組配出“523.46 小學自然科課程”、 
“523.47  小學藝能科課程”、“523.48  小學資訊科技課程”等類目。需要特別指出的 
是，既是類目仿照複分既是“仿分”，其類名就必須依仿分類目本身之性質而更換為適 
當的詞彙。例如上例中被仿類目，即依例更換為“523.46 小學自然科課程”。總之，啟 
用仿分類目時，只可師其意而不可師其法，否則就會產生張冠李戴的現象。 
 
 
五、 目錄改編 
 
  《中文分類法》增訂 8 版修訂之內容及類目範圍頗大，因此在適用新版分類法之際， 
必與《中圖法》原來號碼產生銜接上的問題。有關新舊版分類法之間究竟應如何銜接， 
核心問題其實也就是目錄改編的問題。 
  所謂“目錄改編”，又稱圖書改編。是指因改用另一種分類法，或改用新版分類 
法，或分類標引失當等因素，對於書目記錄、目錄原標引之分類號，以及文獻之書標、 
書內碼加以更改的過程而言。其目的是為了銜接新舊類號、加強文獻管理、方便讀者查 
檢。 
  目錄改編主要方法有 3 種，即年代斷限法、目錄改組法、徹底改編法 3 種。3 種方法 
各有利弊，在人力、財力不足條件之下，採年代斷限法不失為快速解決問題辦法之一。 
以下所述，即以年代斷限法為準。 
 

（一）選定基準年代 
  選定一個便於記憶的日期，例如當年的七月一日或次年的元月一日為目錄改編斷限 
的基準年代。凡基準年代之前編目的文獻，按舊分類法（或舊版分類法，下同）分類； 
凡基準年代之後（含）編目的文獻，按新分類法（或新版分類法，下同）分類。對於已 
按舊分類法標引之館藏文獻，在換用新分類法之後，不必進行目錄改編。 
 

（二）編類目對照表 
  編製“新舊分類法異動類目對照表”（包括不同分類法間及同一分類法不同版本間 
的對照），以舊類目（包括類號及類名）為欄首，逐一與新類目（包括類號及類名）對 
照起來，必要時欄末可加“備考欄”。另外，書末最好編製類名索引，俾指引使用者從 
字順途徑查檢新舊分類法之類目。 
 

（三）編製參照說明 
  在分類目錄導卡上註明新舊分類法類目間之“參照說明”，說明新分類法類目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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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其與舊分類法類目之沿革承繼關係又如何，俾使新舊分類法相關類目聯繫起來， 
以方便分編作業之進行，並方便讀者查檢利用。 
 

（四）訂定分類原則 

  訂定分類標引之“從新原則”及“從舊原則”，俾作為新舊書分類標引的依據。凡 

圖書館已編目入藏之文獻，其複本書或續入藏連續性出版品之分類，按“從舊原則”處 
理，即依舊分類法標引類號；凡本館未收藏之新書、或已入藏書之再版本及其衍生性文 
獻（相關書）之分類，按“從新原則”處理，即依新分類法標引類號。假如人力許可的 
話，對於手邊待編之複本書及連續性出版品，亦可依“從新原則”處理，即將文獻、卡 
片目錄、電腦書目檔等的舊分類號改為新分類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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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目 
 
 
 
 

序 i 
編 例 v 

使用說明 xi 
 
 
基本大綱（十大類） 11 
簡  表（百位類） 2 

綱 目 表（千位類） 6 
 

 

詳 表 

000 總 類 27 

100 哲學類 57 

200 宗教類 97 

300 科學類 127 

400 應用科學類 227 

500 社會科學類 353 

600-700 史地類 499 

800 語言文學類 605 

900 藝術類 651 
 
 

類目詳表 

第一法／第二法 

專類複分表 

參考類目表 

通用複分表 693 

參考圖表 789 

附 錄 801 
 
 
1 未加圓括號之數字為頁碼，加圓括號之數字為分類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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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 目 
 
 
 
 

序 i 
編 例 v 

使用說明 xi 
 
 
基本大綱（十大類） 1 

簡  表（百位類） 2 

綱 目 表（千位類） 6 
 

 

詳 表 

000 總 類 27 

100 哲學類 57 

200 宗教類 97 

300 科學類 127 

400 應用科學類 227 

500 社會科學類 353 

600-700 史地類 499 

800 語言文學類 605 

900 藝術類 651 
 

 

類目詳表 

1. 星座類目詳表 （323.8） 

2. 經濟學家類目詳表 （550.18） 

3. 聯合國專門機構類目詳表 （57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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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目 
 
 
 
 

序 i 
編 例 v 

使用說明 xi 
 
 
基本大綱（十大類） 11 
簡  表（百位類） 2 

綱 目 表（千位類） 6 
 

 

詳 表 

000 總 類 27 

100 哲學類 57 

200 宗教類 97 

300 科學類 127 

400 應用科學類 227 

500 社會科學類 353 

600-700 史地類 499 

800 語言文學類 605 

900 藝術類 651 
 
 

類目詳表 

第一法／第二法 

專類複分表 

參考類目表 

通用複分表 693 

參考圖表 789 

附 錄 801 
 
 
1 未加圓括號之數字為頁碼，加圓括號之數字為分類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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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 目 
 
 
 
 

序 i 
編 例 v 

使用說明 xi 
 
 
基本大綱（十大類） 1 

簡  表（百位類） 2 

綱 目 表（千位類） 6 
 

 

詳 表 

000 總 類 27 

100 哲學類 57 

200 宗教類 97 

300 科學類 127 

400 應用科學類 227 

500 社會科學類 353 

600-700 史地類 499 

800 語言文學類 605 

900 藝術類 651 
 

 

類目詳表 

1. 星座類目詳表 （323.8） 

2. 經濟學家類目詳表 （550.18） 

3. 聯合國專門機構類目詳表 （57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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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法／第二法 

1. 學位論文；送審論文 （008） 
2. 外國叢書：第一法／第二法 （085） 
3. 群經：第一法／第二法 （090） 
4. 臺灣政黨（576.33） 
5. 地方志：第一法／第二法 （670） 
6. 臺灣史地：第一法／第二法 （733） 

 

專類複分表 

1. 特殊資料複分表 （023.34） 

2. 經書複分表 （090） 

3. 中國哲學家著作複分表 （120） 

4. 佛教宗派複分表 （226） 

5. 農作物複分表 （434） 

6. 礦物複分表 （450） 

7. 學校出版品排列 （529.9） 

8. 民族複分表 （536.2） 

9. 共產主義複分表 （549.4） 

10. 經濟史地複分表 （552） 

11. 各國工業複分表 （555.9） 

12. 鐵路複分表 （557.25） 

13. 省政複分表 （573.9） 

14. 各國政治複分表 （574） 

15. 政黨複分表 （576） 

16. 中國斷代史複分表 （621-628） 

17. 中國外交史複分表 （643-647） 

18. 地方志複分表：第一法 （671-676） 

19. 地方志複分表：第二法 （671-676） 

20. 各國史地複分表 （730-770） 

21. 日本分區表 （731.9） 

22. 韓國分區表 （732.9） 

23. 北韓分區表 （732.9） 

24. 臺灣地方志複分表 （733） 

25. 臺灣各區複分表 （733.9） 
 

xxviii

 
詳 目 
 
 

26. 臺灣分區表 （733.9） 
27. 美國分區表 （752.9） 

28. 加拿大分區表 （753.9） 

29. 中國分傳排列表 （782.8） 

30. 各國傳記複分表 （783-787） 

31. 臺灣傳記複分表 （783.3） 

32. 臺灣傳記分期表 （783.3） 

33. 各國語言複分表 （802-808） 

34. 各國文學複分表（810） 

35. 中國作家作品複分表 （848） 

36. 英國文學時代表 （873） 

37. 莎士比亞作品表 （873.433） 

38. 美國文學時代表 （874） 

39. 德國文學時代表 （875） 

40. 法國文學時代表 （876） 

41. 義大利文學時代表 （877） 

42. 西班牙文學時代表 （878） 

43. 葡萄牙文學時代表 （879） 

44. 俄國文學時代表 （880） 

45. 器樂複分表 （916-919） 
 
 
參考類目表 

1. 哲學參考類目表 （100） 

2. 力學參考類目表 （332） 

3. 各科醫療參考類目表 （415） 

4. 各種工程參考類目表 （440） 

5. 各類政策參考類目表 （572.9） 

6.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規參考類目表 （582） 

7. 中共歷史分期參考類目表 （628.266） 

8. 世界文化史參考類目表 （713） 

9. 中國分傳類號舉隅（782.8） 

10. 世界語言參考類目表 （809） 

11. 中國文學參考類目表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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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 目 
 
 

26. 臺灣分區表 （7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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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 大洋洲史地 Oceania history and geography 
780 傳記 Biography 

790 文物考古 Antiquities & archa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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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特藏 Special collections 
001 善本  Rare books 
002 稿本  Manuscripts 
003 精鈔本；舊鈔本 

Fine transcript；Old transcript 
004 紀念文庫  Memorial 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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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graphy：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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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series：different countries 

086 郡邑叢書 
Book series：domestic regions 

087 翻譯叢書；西學叢書 
Translated book series；Western 
book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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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分類法 
 
 
088  族姓叢書 

Book series：family names 
089 自著叢書 

Books of individual writers 
 
 

【第一法】 
 

090  經學總論 
Chinese classics：general 

091  群經合刻 
General series of Chinese classics 

092  群經注疏箋釋（附本文） 
093  群經注疏箋釋（不附本文） 
094  群經名物典制 
095  群經表譜圖說 
096  群經文字音義 
097  讖緯總錄 
098  群經總義合刻 
099  石經 

Chinese classics carved on stones 
 
 

【第二法】 
 

090  經學通論 
Chinese classics：general 

091  易經  The Book of Changes 
092  書經  The Book of History 
093  詩經  The Book of Poetry 
094  禮  The Book of Rites 
095  春秋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096  孝經  The Book of Mencius 
097  四書  The Four Books 
098  群經總義 

Annotations of collected Chinese 
classics 

099  小學及樂經  Classic of Music 

 

 

哲學類  Philosophy 
 

100  哲學總論  Philosophy：general 
101 哲學理論  Philosophy theory 
103  哲學教育及研究 

Philosoph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104  哲學辭典  Philosophy dictionary 
105  哲學期刊 

Philosophy periodicals 
106  哲學團體 

Philosophy organizations 
107 哲學論文集 

Collection of philosophy essays 
108  哲學叢書 

Philosophy book series 
109  哲學史  History of philosophy 
 

110  思想、學術概說 
Overview of thought；Overview 
of learning 

112  中國思想、學術 
Chinese thought；Chinese 
learning 

113  東方思想、學術 
Eastern thought；Eastern 
learning 

114  西洋思想、學術 
Western thought；Western 
learning 

118  知識的區分 Division of knowledge 
119  人文學  The Humanities 
 

120  中國哲學總論 
Chinese philosophy：general 

121 先秦哲學 
Ancient（pre-Chin）philosophy 

122 漢代哲學 
Philosophy of the H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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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魏晉六朝哲學 
Philosophy of the Wei, Tsin, and 
Six Dynasties 

124 唐代哲學 
Philosophy of the Tang Dynasty 

125  宋元哲學 
Philosophy of the Sung and Yuan 
Dynasties 

126 明代哲學 
Philosophy of the Ming Dynasty 

127 清代哲學 
Philosophy of the Ching Dynasty 

128 現代哲學  Modern philosophy 
 

130  東方哲學總論 
Oriental philosophy：general 

131  日本哲學  Japanese philosophy 
132  韓國哲學  Korean philosophy 
133  猶太哲學  Jewish philosophy 
134  阿拉伯哲學  Arabian philosophy 
135  波斯哲學  Persian philosophy 
136  中東各國哲學 

Middle east philosophy 
137  印度哲學 India philosophy 
138  東南亞各國哲學 

Southeast Asia philosophy 
 

140  西洋哲學總論 
Western philosophy：general 

141  古代哲學  Ancient philosophy 
142  中世哲學  Medieval philosophy 
143  近世哲學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144  英國哲學  British philosophy 
145  美國哲學  American philosophy 
146  法國哲學  French philosophy 
147  德奧哲學 

German and Austrian philosophy 
148  義大利哲學  Italian philosophy 

綱目表 
 
 

149 其他西洋各國哲學 
Other Western philosophy 
 

150  邏輯總論  Logic：general 
151 演繹邏輯  Deductive logic 
152 歸納邏輯  Inductive logic 
153 科學方法論 

Methodology of science 
154 辯證邏輯  Dialectical logic 
155 模態邏輯  Modal logic 
156 數理邏輯  Mathematical logic 
157 概率  Probability 
158 專業邏輯  Specialty logic 
159 邏輯各論  Logical topics 
 

160  形上學總論 
Metaphysics：general 

161  知識論  Epistemology 
162  方法論  Methodology 
163  宇宙論  Cosmology 
164  本體論  Ontology 
165  價值論  Value 
166  真理論  Theory of truth 
168  宇宙論問題各論 

Cosmology problem topics 
169  存有論問題各論 

Ontology problem topics 
 

170  心理學總論  Psychology：general 
171 心理學研究方法 

Psychology research methods 
172 生理心理學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173 一般心理  General psychology 
174 比較心理學 

Comparative psychology 
175 離常心理學；超心理學 

Abnormal psychology； 
Para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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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邏輯各論  Logical topics 
 

160  形上學總論 
Metaphysics：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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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mology problem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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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ology problem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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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心理學研究方法 

Psychology research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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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173 一般心理  General psychology 
174 比較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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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離常心理學；超心理學 

Abnormal psychology； 
Para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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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分類法 
 
 
176  心理學各論 

Special treatises on psychoology 
177 應用心理學  Applied psychology 
178 臨床心理學  Clinical psychology 
179 心理計量；心理測量 

Psychometrics；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80  美學總論 Esthetics：general 
181  美意識  Beauty consciousness 
182  美與感覺  Beauty and perception 
183  美之形式  Forms of beauty 
184  美之內容  Contents of beauty 
185  審美情感  Aesthetic feelings 
186  審美判斷  Aesthetic judgment 
188  各派美學  Aesthetic factions 
 

190  倫理學總論 Ethics：general 
191 倫理學理論  Ethics theory 
192 個人倫理；修身 

Individual ethics 
193 家庭倫理  Family ethics 
194 性倫理；婚姻 

Sexual ethics；Marriage 
195 社會倫理  Social ethics 
196 國家倫理  State ethics 
197 生命倫理學  Bioethics 
198 職業倫理 

Professional and occupational 
ethics 

199 道德各論  Moral topics 
 
 
宗教類 Religion 
 
200 宗教總論 Religion：general 
201 宗教政策  Religion policy 
203 宗教教育及研究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4 宗教辭典  Religion dictionary 

 
 

205 宗教期刊  Religion periodicals 
206 宗教團體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207 宗教論文集 

Collection of religious essays 
208 宗教叢書  Religious book series 
209 宗教史  Religious history 
 

210  宗教學總論 
Science of religion：general 

211  宗教經驗  Religious experience 
212  宗教倫理道德 

Religious ethics（moral） 
213  宗教行為及組織 

Religious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14  宗教與文化  Religion and culture 
215  原始宗教  Primitive religions 
216  宗教觀念與思想 

Concept and thoughts in religion 
217  宗教交流  Religion interchange 
218  各宗教比較論；比較宗教學 

Comparative religion 
219  宗教思想史；宗教學史 

History of religion thoughts； 
History of religious studies 
 

220  佛教總論  Buddhism：general 
221 經及其釋 

Scriptures and its interpretation 
222 論及其釋 

Abhidharma and its interpretation 
223 律及其釋 

Vinaya and its interpretation 
224 佛教儀制；佛教文藝 

Buddhist rituals；Buddhist 
literature and art 

225 佛教佈教及信仰生活 
Buddhist missions, belief and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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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佛教宗派  Buddhist sects 
227 寺院  Temple 
228 佛教史地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Buddhism 
229 佛教傳記  Buddhism：biography 
 

230 道教總論  Taoism：general 
231 道藏  Taozang（Taoist canon） 
233 道教規律 

Taoist rules and regulations 
234 道教儀式  Taoist rituals 
235 道教修鍊 

Taoist cultivation and refinement 
236 道教宗派  Taoist sects 
237 道觀及道教組織 

Taoist temples and organization 
238 道教史  History of Taoism 
239 道教傳記  Taoism：biography 
 

240  基督教總論 
Christianity：general 

241  聖經  Bible 
242  神學；教義學 

Christian theology；Christian 
doctrinal theology 

243  教義文獻  Doctrines works 
244  實際神學；儀式 

Practical theology；Ceremony 
245  教牧學  Pastoral theology 
246  宗派 

Denominations and sects of 
Christian Church 

247  教會；社會神學 
Church；Social theology 

248  基督教史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249  基督教傳記  Christian biography 
 

250  伊斯蘭教總論 Islam：general 
251 伊斯蘭教經典  Islamic classics 

綱目表 
 
 

252  伊斯蘭教論疏 
Islamic abhidharma 

253  伊斯蘭教規律  Islamic law 
254  伊斯蘭教儀式  Islamic rituals 
255  伊斯蘭教佈教  Islamic missions 
256  伊斯蘭教宗派  Islamic sects 
257  伊斯蘭教教會及組織 

Islamic church and organization 
258  伊斯蘭教史  History of Islam 
259  伊斯蘭教傳記  Islam：biography 
 

260  猶太教總論  Judaism：general 
261 猶太教經典  Talmud 
262 猶太教教義  Jewish doctrines 
263 猶太教規律 

Jewish rules and regulations 
264 猶太教儀式  Jewish rituals 
265 猶太教佈教  Jewish missions 
266 猶太教宗派  Jewish sects 
267 猶太教教會及組織 

Synagogues and Judaismic 
organization 

268 猶太教史  History of Judaism 
269 猶太教傳記  Jewish biography 
 

270  其他宗教  Other religions 
271 中國其他宗教 

Other religions in China 
272 祠祀  Worship 
273 日本神道  Shinto 
274 婆羅門教；印度教 

Brahmanism；Hinduism 
275 祅教  Zoroastrianism 
276 其他東方諸宗教 

Other eastern religions 
277 希臘羅馬之宗教 

Greek and Roman religions 
278 條頓系及北歐之宗教 

Teutonic and Nordic reli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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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分類法 
 
 
279  其他  Others 
 

280  神話總論 Mythology：general 
282 中國神話  Chinese mythology 
283-287  各國神話 

Mythology of different 
countries 

283 亞洲各國神話  Asian mythology 
284 西洋各國神話 

Western mythology 
 

290  術數總論 Astrology：general 
291 陰陽五行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292 占卜  Divination 
293 命相  Fortune tellers 
294 堪輿  Geomancy 
295 巫術  Witchcraft 
296 通靈術；心靈術 

Spirit speak；Mind control 
297 異象奇聞；奇蹟 

Paranormal phenomena；Miracle 
298 迷信；禁忌 

Superstitions：Taboos 
299 各國迷信禁忌 

Superstition and taboo in different 
countries 
 
 

科學類 Sciences 
 
300 科學總論 Sciences：general 
301 科學理論  Science theory 
302 科學參考工具 

Science reference tools 
303 科學教育及研究 

Scienc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304 科學辭典  Science dictionary 
305 科學期刊  Science periodicals 
306 科學團體  Science organizations 

 
 

307 科學論文集 
Collection of science essays 

308 科學叢書  Science book series 
309 科學史  History of science 
 

310 數學總論  Mathematics：general 
311  初等數學 

Elementary mathematics 
312 電腦科學  Computer science 
313 代數  Algebra 
314 數學分析  Analysis 
315 拓樸學  Topology 
316 幾何  Geometry 
318 數值分析  Numerical analysis 
319 應用數學；機率 

Applied mathematics； 
Probabilities 
 

320 天文學總論  Astronomy：general 
321 理論天文學 

Theoretical astronomy 
322 實用天文學  Practical astronomy 
323 天體；天象 

Celestial body；Phenomena 
324 天文地理學；大地天文學 

Astronomical geography 
325 月球  Moon 
326 太空科學  Space science 
327 歲時；曆法；應用天文學 

Chronology；Calendars；Applied 
astronomy 

328 氣象學  Meteorology 
 

330 物理學總論  Physics：general 
331  理論物理學  Theoretical physics 
332  力學  Mechanics 
333  物質  Matter 
334  聲學；聲音  Sound；Acoustics 
335  熱學  Ther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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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光；光學  Optics 
337 電學；電子學 

Electricity；Electronics 
338 磁學  Magnetism 
339 現代物理  Modern physics 
 

340 化學總論  Chemistry：general 
341 分析化學  Analytical chemistry 
342 儀器分析化學 

Instrumental analysis chemistry 
343 高分子化學  Polymer chemistry 
345 無機化學  Inorganic chemistry 
346 有機化學  Organic chemistry 
347 化學實驗及設備 

Chemistry experiment & 
equipment 

348 物理化學  Physical chemistry 
349 材料化學  Material chemistry 
 

350 地球科學總論；地質學總論 
Earth Science：general； 
Geology：general 

351 自然地理  Natural geography 
352 歷史地質學  Historical geology 
353 固態地球科學 

Solid earth science 
354 動力地質學  Dynamic geology 
355 經濟地質學  Economic geology 
356 地質調查  Regional geology 
357 礦物學  Mineralogy 
358 岩石學  Petrology 
359 古生物學  Paleontology 
 

360 生物科學總論 
Biological science：general 

361 普通生物學  General biology 
362 演化論  Evolution 
363 遺傳學  Genetics; Heredity 
364 細胞論  Cytology；Cell biology 

綱目表 
 
 

365 經濟生物學  Economic biology 
366 生物分布；生物地理學 

Biogeography 
367 生態學  Ecology 
368 生物技術  Biotechnology 
369 微生物學  Microbiology 
 

370 植物學總論  Botany：general 
371  植物形態學  Plant morphology 
373  植物生理學  Plant physiology 
374  植物生態學  Plant ecology 
375  植物分類學  Plant taxonomy 
376  經濟植物學  Economic botany 
377  種子植物  Seed plants 
378  孢子植物  Spore plants 
379  菌藻植物門  Thallophyta 
 

380 動物學總論  Zoology：general 
381  動物形態學  Animal morphology 
382  動物解剖學  Animal anatomy 
383  動物生理學  Animal physiology 
384  經濟動物學  Economic zoology 
385  動物分布；動物地理學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animals 
386  無脊椎動物  Invertebrates 
387  節肢動物門；緩步動物門；舌形動 

物門  Arthropoda；Tardigrada； 
Linguatulida 

388  半索動物門；脊索動物門 
Hemuchordata；Chordata 

389  哺乳綱  Mammalia 
 

390 人類學總論 
Anthropology：general 

391 體質人類學 
Physical anthropology 

392 人種學  Races；Ethnology 
394 人體解剖學  Human ana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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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其他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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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各國迷信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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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科學類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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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科學參考工具 

Science reference tools 
303 科學教育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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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科學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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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stry experiment &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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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岩石學  Petrology 
359 古生物學  Paleontology 
 

360 生物科學總論 
Biological science：general 

361 普通生物學  General biology 
362 演化論  Evolution 
363 遺傳學  Genetics; Heredity 
364 細胞論  Cytology；Cell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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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植物生理學  Plant physiology 
374  植物生態學  Plant ecology 
375  植物分類學  Plant taxonomy 
376  經濟植物學  Economic botany 
377  種子植物  Seed plants 
378  孢子植物  Spore plants 
379  菌藻植物門  Thallophyta 
 

380 動物學總論  Zoology：general 
381  動物形態學  Animal morphology 
382  動物解剖學  Animal anatomy 
383  動物生理學  Animal physiology 
384  經濟動物學  Economic zoology 
385  動物分布；動物地理學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animals 
386  無脊椎動物  Invertebrates 
387  節肢動物門；緩步動物門；舌形動 

物門  Arthropoda；Tardigrada； 
Linguatulida 

388  半索動物門；脊索動物門 
Hemuchordata；Chordata 

389  哺乳綱  Mammalia 
 

390 人類學總論 
Anthropology：general 

391 體質人類學 
Physical anthropology 

392 人種學  Races；Ethnology 
394 人體解剖學  Human ana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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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人體組織學；顯微解剖學 

Human histology；Microscopic 
anatomy 

396 人體胚胎學  Embryology 
397 人體生理學  Human physiology 
398 各部生理  Various physiologies 
399 生物化學；醫化學 

Biochemistry；Medical chemistry 
 
 

應用科學類 

Applied sciences 
 
400  應用科學總論 

Applied sciences：general 
401  技術理論  Technology theory 
402  技術參考工具 

Technology reference tools 
403  技術教育及研究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404  技術辭典  Technology dictionary 
406  技術團體 

Technology organizations 
408  技術叢書 

Technology book series 
409  技術史  History of technology 
 

410  醫藥總論 
Medical sciences：general 

411  衛生學  Hygiene 
412  公共衛生  Public health 
413  中國醫學  Chinese medicine 
414  中藥學  Materia medica 
415  西醫學  Western medicine 
416  外科  Surgery 
417  婦產科；老幼科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hildren and elders 

 
 

418  藥學；藥理學；治療學 
Pharmacy；Pharmacology； 
Therapeutics 

419  醫院管理；醫事行政；護理 
Hospital administration；Medical 
affair management；Nursing 
 

420  家政總論 
Home economics：general 

421  家庭經濟；家庭管理 
Home economics；Home 
management 

422  居住環境  Living environment 
423  衣飾；服裝 

Clothes and accessories；Clothes 
425  美容  Beauty culture 
426  家庭手藝  Domestic handicraft 
427  飲食；烹飪  Food；Cookery 
428  育兒  Child care 
429  家庭衛生  Domestic health 
 

430  農業總論  Agriculture： general 
431 農業經濟 

Agricultural economics 
433 農業氣象與災害 

Agrometeorology and disasters 
434 農藝  Agronomy 
435 園藝  Horticulture 
436 森林  Forest 
437 畜牧與獸醫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438 魚業  Fishery 
439 農產加工  Agriculture processing 
 

440  工程學總論 
Engineering：general 

441 土木工程；建築工程 
Civil engineering；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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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道路工程；鐵路工程 
Road engineering；Railway 
engineering 

443 水利工程  Hydraulic engineering 
444 船舶工程  Naval architecture 
445 市政工程；環境工程 

Municipal engineering；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446 機械工程 
Mechanical engineering 

447 交通工具工程 
Transportation vehicle 
engineering 

448 電機工程  Electrical engineering 
449 核子工程  Nuclear engineering 
 

450  礦冶總論 
Mining and metallurgy：general 

451 礦業經濟  Mining economy 
452 探礦；採礦；選礦 

Prospect mineral deposits； 
Mining；Ore dressing 

453 金屬礦  Metal mine 
454 冶金；合金  Metallurgy；Alloy 
456 煤礦  Coal mine 
457 石油礦；石油工業 

Petroleum mine；Petroleum 
industry 

458-459  非金屬礦  Nonmetal mine 
 

460  化學工程 Chemical engineering 
461 化學藥品；化學工業 

Chemicals；Chemical industries 
462 爆炸物；燃料；照明 

Explosives；Fuels；Illumination 
463  食品工業 

Food industries 
464  矽酸鹽工業  Silicic industries 

綱目表 
 
 

465  染料；顏料；塗料 
Dyes；Pigment；Paint 

466  油脂及界面活性劑工業 
Oils and surfactants industries 

467  高分子化學工業 
Polymer chemical industries 

468  電化學工業 
Electrochemical industries 

469  其他化學工業 
Other chemical industries 
 

470  製造總論  Manufacture：general 
471 精密機械工藝 

Precision instruments 
472 金屬工藝  Metal manufactures 
473 石材工藝 

Stone material technology 
474 木工藝；竹工藝 

Woodworking；Bamboo work 
475 皮革工藝  Leather industries 
476 造紙工藝 

Pulp and paper industries 
477 印刷工藝  Printing technology 
478 纖維工程  Fiber engineering 
479 其他工藝  Other technologies 
 

480  商業總論  Commerce：general 
481 糧商業  Food dealers 
482 其他農產品業 

Other farm products industries 
483 畜牧水產品業；飲食相關行業 

Industry of pasturage and aquatic 
products；Food and drink related 
industry 

484 機械業；電機資訊業 
Machinery industry；Electrical 
and information industry 

485 化學製品業 
Chemical products industry 

 

 
15 

中文圖書分類法

14



 
中文圖書分類法 
 
 
395 人體組織學；顯微解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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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 各部生理  Various physiologies 
399 生物化學；醫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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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學類 

Applied sciences 
 
400  應用科學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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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技術理論  Technology theory 
402  技術參考工具 

Technology reference tools 
403  技術教育及研究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404  技術辭典  Technology dictionary 
406  技術團體 

Technology organizations 
408  技術叢書 

Technology book series 
409  技術史  History of technology 
 

410  醫藥總論 
Medical sciences：general 

411  衛生學  Hygiene 
412  公共衛生  Public health 
413  中國醫學  Chinese medicine 
414  中藥學  Materia medica 
415  西醫學  Western medicine 
416  外科  Surgery 
417  婦產科；老幼科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hildren and elders 

 
 

418  藥學；藥理學；治療學 
Pharmacy；Pharmacology； 
Therapeutics 

419  醫院管理；醫事行政；護理 
Hospital administration；Medical 
affair management；Nursing 
 

420  家政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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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家庭經濟；家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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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422  居住環境  Liv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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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飲食；烹飪  Food；Cookery 
428  育兒  Child care 
429  家庭衛生  Domestic health 
 

430  農業總論  Agriculture： general 
431 農業經濟 

Agricultural economics 
433 農業氣象與災害 

Agrometeorology and disasters 
434 農藝  Agronomy 
435 園藝  Horticulture 
436 森林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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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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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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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 engineering；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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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道路工程；鐵路工程 
Road engineering；Railway 
engineering 

443 水利工程  Hydraulic engineering 
444 船舶工程  Naval architecture 
445 市政工程；環境工程 

Municipal engineering；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446 機械工程 
Mechanical engineering 

447 交通工具工程 
Transportation vehicle 
engineering 

448 電機工程  Electrical engineering 
449 核子工程  Nuclear engineering 
 

450  礦冶總論 
Mining and metallurgy：general 

451 礦業經濟  Mining economy 
452 探礦；採礦；選礦 

Prospect mineral deposits； 
Mining；Ore dressing 

453 金屬礦  Metal mine 
454 冶金；合金  Metallurgy；Alloy 
456 煤礦  Coal mine 
457 石油礦；石油工業 

Petroleum mine；Petroleum 
industry 

458-459  非金屬礦  Nonmetal mine 
 

460  化學工程 Chemical engineering 
461 化學藥品；化學工業 

Chemicals；Chemical industries 
462 爆炸物；燃料；照明 

Explosives；Fuels；Illumination 
463  食品工業 

Food industries 
464  矽酸鹽工業  Silicic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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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染料；顏料；塗料 
Dyes；Pigment；Paint 

466  油脂及界面活性劑工業 
Oils and surfactants industries 

467  高分子化學工業 
Polymer chemical industries 

468  電化學工業 
Electrochemical industries 

469  其他化學工業 
Other chemical industries 
 

470  製造總論  Manufacture：general 
471 精密機械工藝 

Precision instruments 
472 金屬工藝  Metal manufactures 
473 石材工藝 

Stone material technology 
474 木工藝；竹工藝 

Woodworking；Bamboo work 
475 皮革工藝  Leather industries 
476 造紙工藝 

Pulp and paper industries 
477 印刷工藝  Printing technology 
478 纖維工程  Fiber engineering 
479 其他工藝  Other technologies 
 

480  商業總論  Commerce：general 
481 糧商業  Food dealers 
482 其他農產品業 

Other farm products industries 
483 畜牧水產品業；飲食相關行業 

Industry of pasturage and aquatic 
products；Food and drink related 
industry 

484 機械業；電機資訊業 
Machinery industry；Electrical 
and information industry 

485 化學製品業 
Chemical product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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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礦產品業  Minerals industry 
487  製造品業  Manufacturing 
488  紡織品業 

Textile products industry 
489 其他各種營業 

Other various business 
 

490  商學總論 
Commercial science：general 

491  商業地理  Commercial geography 
492  商政  Commercial policy 
493  商業實踐  Commercial practice 
494  企業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495  會計  Accounting 
496  商品學；市場學；行銷管理 

Merchandise；Marketing； 
Marketing management 

497  廣告  Advertisement 
498  商店  Store 
499  企業志；公司行號志 

Enterprise record；Company 
record 
 
 

社會科學類 

Social sciences 
 
500  社會科學總論 

Social sciences：general 
501  社會科學理論 

Social sciences theory 
502  社會科學參考工具 

Social sciences reference tools 
503  社會科學教育及研究 

Social science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504  社會科學辭典 
Social sciences dictionary 

505  社會科學期刊 
Social sciences periodicals 

 
 

506  社會科學團體 
Social sciences organizations 

507 社會科學論文集 
Collection of social sciences essays 

508 社會科學叢書 
Social sciences book series 

509 社會思想史 
History of social thought 
 

510  統計學總論  Statistics：general 
511 統計學各論  Essays on statistics 
512  統計資料處理 

Statistics data processing 
513  統計機關  Statistical organizations 
514  各國統計 

Statistic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515  人口統計  Statistics of population 
516  生命統計  Vital statistics 
517  國民所得統計 

Statistics of national income 
518  應用統計學  Applied statistics 
519  各科統計 

Various classes of statistics 
 

520  教育總論  Education：general 
521 教育心理學；教學；課程 

Educational psychology； 
Teaching；Curriculum 

522 教師及師資培育 
Teachers & their trainings 

523 初等教育  Primary education 
524 中等教育  Secondary education 
525 高等教育  Higher education 
526 教育行政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527 學校管理  School management 
528 各種教育 

Various types of education 
529 特殊人教育 

Education for special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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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  禮俗總論 

Rite and custom：general 
531  禮經  The book of Rites 
532  通禮  Customs of life cycle 
533  邦禮  State rites 
534  家禮  Family rites 
535  民族學  Ethnology 
536  民族志  Ethnography 
537  原始文化  Primitive culture 
538  民俗學；各國風俗 

Folk-culture；Manners and 
customs 

539  民謠；傳說 
Traditional lore；Folklore 
 

540  社會學總論 Sociology：general 
541 社會學各論  Essays on sociology 
542 社會問題  Social issues 
543 社會調查報告；社會計劃 

Social investigation report； 
Social plan 

544 家庭；族制  Family and Kinship 
545 社區；環境 

Communities；Environment 
546 社會階層及組織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associations 

547 社會工作；社會福利 
Social work；Social welfare 

548 社會救濟 
Social pathology and relief 

549 社會改革論 
Social Reform Movements 
 

550  經濟學總論 Economics：general 
551 經濟學各論  Topics on economics 
552 經濟史地 

Economic history and conditions 

綱目表 
 
 

553  生產；企業；經濟政策 
Production；Enterprise； 
Economic policy 

554  土地問題  Land related 
555  產業；工業  Industries 
556  勞工  Labor 
557  交通  Communication 
558  貿易 

Commerce; International trade 
（Foreign trade） 

559  合作  Cooperatives；Cooperation 
 

560  財政學總論  Finance：general 
561  貨幣；金融  Money；Finance 
562  銀行  Banks and banking 
563  金融各論  Finance topics 
564  公共財政  Public finance 
565  各國財政狀況 

Financial situation of different 
countries 

566 地方財政  Local finance 
567 租稅  Tax and taxation 
568 關稅  Custom duties；Tariff 
 

570  政治學總論 
Political science：general 

571  政治學各論 
Essays on political science 

572  比較政府 
Comparative governments 

573  中國政治制度 
Chinese government 

574  各國政治 
The governments of other 
countries 

575  地方制度；地方自治 
Local system；Local autonomy 

576  政黨  Political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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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分類法 
 
 
486  礦產品業  Minerals industry 
487  製造品業  Manufacturing 
488  紡織品業 

Textile products industry 
489 其他各種營業 

Other various business 
 

490  商學總論 
Commercial science：general 

491  商業地理  Commercial geography 
492  商政  Commercial policy 
493  商業實踐  Commercial practice 
494  企業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495  會計  Accounting 
496  商品學；市場學；行銷管理 

Merchandise；Marketing； 
Marketing management 

497  廣告  Advertisement 
498  商店  Store 
499  企業志；公司行號志 

Enterprise record；Company 
record 
 
 

社會科學類 

Social sciences 
 
500  社會科學總論 

Social sciences：general 
501  社會科學理論 

Social sciences theory 
502  社會科學參考工具 

Social sciences reference tools 
503  社會科學教育及研究 

Social science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504  社會科學辭典 
Social sciences dictionary 

505  社會科學期刊 
Social sciences periodicals 

 
 

506  社會科學團體 
Social sciences organizations 

507 社會科學論文集 
Collection of social sciences essays 

508 社會科學叢書 
Social sciences book series 

509 社會思想史 
History of social thought 
 

510  統計學總論  Statistics：general 
511 統計學各論  Essays on statistics 
512  統計資料處理 

Statistics data processing 
513  統計機關  Statistical organizations 
514  各國統計 

Statistic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515  人口統計  Statistics of population 
516  生命統計  Vital statistics 
517  國民所得統計 

Statistics of national income 
518  應用統計學  Applied statistics 
519  各科統計 

Various classes of statistics 
 

520  教育總論  Education：general 
521 教育心理學；教學；課程 

Educational psychology； 
Teaching；Curriculum 

522 教師及師資培育 
Teachers & their trainings 

523 初等教育  Primary education 
524 中等教育  Secondary education 
525 高等教育  Higher education 
526 教育行政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527 學校管理  School management 
528 各種教育 

Various types of education 
529 特殊人教育 

Education for special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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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  禮俗總論 

Rite and custom：general 
531  禮經  The book of Rites 
532  通禮  Customs of life cycle 
533  邦禮  State rites 
534  家禮  Family rites 
535  民族學  Ethnology 
536  民族志  Ethnography 
537  原始文化  Primitive culture 
538  民俗學；各國風俗 

Folk-culture；Manners and 
customs 

539  民謠；傳說 
Traditional lore；Folklore 
 

540  社會學總論 Sociology：general 
541 社會學各論  Essays on sociology 
542 社會問題  Social issues 
543 社會調查報告；社會計劃 

Social investigation report； 
Social plan 

544 家庭；族制  Family and Kinship 
545 社區；環境 

Communities；Environment 
546 社會階層及組織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associations 

547 社會工作；社會福利 
Social work；Social welfare 

548 社會救濟 
Social pathology and relief 

549 社會改革論 
Social Reform Movements 
 

550  經濟學總論 Economics：general 
551 經濟學各論  Topics on economics 
552 經濟史地 

Economic history and conditions 

綱目表 
 
 

553  生產；企業；經濟政策 
Production；Enterprise； 
Economic policy 

554  土地問題  Land related 
555  產業；工業  Industries 
556  勞工  Labor 
557  交通  Communication 
558  貿易 

Commerce; International trade 
（Foreign trade） 

559  合作  Cooperatives；Cooperation 
 

560  財政學總論  Finance：general 
561  貨幣；金融  Money；Finance 
562  銀行  Banks and banking 
563  金融各論  Finance topics 
564  公共財政  Public finance 
565  各國財政狀況 

Financial situation of different 
countries 

566 地方財政  Local finance 
567 租稅  Tax and taxation 
568 關稅  Custom duties；Tariff 
 

570  政治學總論 
Political science：general 

571  政治學各論 
Essays on political science 

572  比較政府 
Comparative governments 

573  中國政治制度 
Chinese government 

574  各國政治 
The governments of other 
countries 

575  地方制度；地方自治 
Local system；Local autonomy 

576  政黨  Political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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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分類法 
 
 
577  移民及殖民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colonization 

578 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79 國際法  International law 
 

580  法律總論 Law：general 
581 憲法  Constitutional law 
582 中國法規彙編 

Collections of law, Codes and 
Statutes-China 

583 各國法規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other 
countries 

584 民法  Civil law 
585 刑法  Criminal law 
586 訴訟法  Procedure 
587 商事法  Commercial law 
588 行政法  Administrative law 
589 司法制度  Judicial system 
 

590  軍事總論 
Military science：general 

591  軍制  Military system and service 
592  兵法；作戰法  Arts of war 
593  軍事教育；軍事訓練 

Military education；Military 
training 

594  軍需；後勤；軍人生活 
Military supplies；Logistics； 
Military life 

595  軍事技術  Military technology 
596  陸軍  Army 
597  海軍  Navy 
598  空軍  Air forces 
599  國防；防務 

National defense；Defense 

 

 

史地類 

History and geography 
 
600  史地總論 

History and geography：general 
601  史學  Historical science 
602  史學參考工具 

Historical science reference tools 
603  史學教育及研究 

Historic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604  史學辭典 
Historical science dictionary 

605  史學期刊 
Historical science periodicals 

606  史學團體 
Historical science organizations 

607  史學論文集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science essays 

608  史學叢書 
Historical science book series 

609  地理學  Geographical study 
 

中國史地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China 
 

610  中國通史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611 中國史學理論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theory 

612  中國史學參考工具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reference tools 

613  中國史學教育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education 
 

614  中國史學辭典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dictionary 

 

 
18 

 
 
 

615  中國史學期刊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periodicals 

616  中國史學團體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organizations 

617  中國史學論文集 
Collec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essays 

618  中國史學叢書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book 
series 

619  中國史研究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620  中國斷代史 
Chinese history by period 

621  先秦  Ancient（to 203 B.C.） 
622  漢及三國 

Han, Three Kingdoms（202 B.C.- 
280 A.D.） 

623  晉及南北朝 
Tsin, South-North Dynasties 

（265-588） 
624  唐及五代 

T'ang, Five Dynasties（618-959） 
625  宋及遼金元 

Sung, Liao, Chin, Yuan（960- 
1368） 

626  明  Ming（1368-1644） 
627  清  Ching（1644-1911） 
628  民國 

The Republic of China（1912-  ） 
629  中國方隅史  Regional histories 
 

630  中國文化史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631 先秦文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Ancient 

綱目表 
 
 

（to 203 B.C.） 
632  漢及三國文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Han, 
Three Kingdoms（202 B.C.-280 
A.D.） 

633  晉及南北朝文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Tsin, 
South-North Dynasties（265-588） 

634  唐及五代文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T'ang, 
Five Dynasties（618-959） 

635  宋及遼金元文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ung, 
Liao, Chin, Yuan（960-1368） 

636  明代文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Ming 

（1368-1644） 
637  清代文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Ching 
（1644-1911） 

638  現代文化史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639  中國民族史 
Ethnological history of China 
 

640  中國外交史 
Diplomatic history of China 

641  前代中國外交史 
Early diplomatic history of China 

（to 1912） 
642  現代中國外交史 

Contemporary diplomatic history 
of China（1912-   ） 

643  中國與亞洲  China and Asia 
644  中國與歐洲  China and Europe 
645  中國與美洲  China and America 
646  中國與非洲  China and Africa 
647  中國與大洋洲 China and Oce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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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分類法 
 
 
577  移民及殖民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colonization 

578 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79 國際法  International law 
 

580  法律總論 Law：general 
581 憲法  Constitutional law 
582 中國法規彙編 

Collections of law, Codes and 
Statutes-China 

583 各國法規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other 
countries 

584 民法  Civil law 
585 刑法  Criminal law 
586 訴訟法  Procedure 
587 商事法  Commercial law 
588 行政法  Administrative law 
589 司法制度  Judicial system 
 

590  軍事總論 
Military science：general 

591  軍制  Military system and service 
592  兵法；作戰法  Arts of war 
593  軍事教育；軍事訓練 

Military education；Military 
training 

594  軍需；後勤；軍人生活 
Military supplies；Logistics； 
Military life 

595  軍事技術  Military technology 
596  陸軍  Army 
597  海軍  Navy 
598  空軍  Air forces 
599  國防；防務 

National defense；Defense 

 

 

史地類 

History and geography 
 
600  史地總論 

History and geography：general 
601  史學  Historical science 
602  史學參考工具 

Historical science reference tools 
603  史學教育及研究 

Historic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604  史學辭典 
Historical science dictionary 

605  史學期刊 
Historical science periodicals 

606  史學團體 
Historical science organizations 

607  史學論文集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science essays 

608  史學叢書 
Historical science book series 

609  地理學  Geographical study 
 

中國史地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China 
 

610  中國通史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611 中國史學理論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theory 

612  中國史學參考工具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reference tools 

613  中國史學教育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education 
 

614  中國史學辭典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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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中國史學期刊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periodicals 

616  中國史學團體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organizations 

617  中國史學論文集 
Collec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essays 

618  中國史學叢書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book 
series 

619  中國史研究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620  中國斷代史 
Chinese history by period 

621  先秦  Ancient（to 203 B.C.） 
622  漢及三國 

Han, Three Kingdoms（202 B.C.- 
280 A.D.） 

623  晉及南北朝 
Tsin, South-North Dynasties 

（265-588） 
624  唐及五代 

T'ang, Five Dynasties（618-959） 
625  宋及遼金元 

Sung, Liao, Chin, Yuan（960- 
1368） 

626  明  Ming（1368-1644） 
627  清  Ching（1644-1911） 
628  民國 

The Republic of China（1912-  ） 
629  中國方隅史  Regional histories 
 

630  中國文化史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631 先秦文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Ancient 

綱目表 
 
 

（to 203 B.C.） 
632  漢及三國文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Han, 
Three Kingdoms（202 B.C.-280 
A.D.） 

633  晉及南北朝文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Tsin, 
South-North Dynasties（265-588） 

634  唐及五代文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T'ang, 
Five Dynasties（618-959） 

635  宋及遼金元文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ung, 
Liao, Chin, Yuan（960-1368） 

636  明代文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Ming 

（1368-1644） 
637  清代文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Ching 
（1644-1911） 

638  現代文化史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639  中國民族史 
Ethnological history of China 
 

640  中國外交史 
Diplomatic history of China 

641  前代中國外交史 
Early diplomatic history of China 

（to 1912） 
642  現代中國外交史 

Contemporary diplomatic history 
of China（1912-   ） 

643  中國與亞洲  China and Asia 
644  中國與歐洲  China and Europe 
645  中國與美洲  China and America 
646  中國與非洲  China and Africa 
647  中國與大洋洲 China and Oce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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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分類法 
 
 
648  中國與國際機構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649 中國各地方外交史 
Diplomatic history of China： 
localities, districts 
 

650  中國史料 Historical sources 
651 詔令  Edicts, decrees, etc. 
652 奏議；公牘 

Memorials and official papers 
653 起居注  Emperor living records 
654 實錄  Veritable records 
655 檔案  Archival materials 
656 族檔  Family archives 
657 公報  Official gazettes 
658 中國史料叢刊 

Library of Chinese historical 
sources 

659 雜史料  Sundry historical sources 
 

660  中國地理總志 
Geography of China 

661  先秦地理志 
Geography：Ancient（to 203B.C.） 

662  漢及三國地理志 
Geography：Han, Three 
Kingdoms（202 B.C.-280 A.D.） 

663  晉及南北朝地理志 
Geography：Tsin, South-North 
Dynasties（265-588） 

664  唐及五代地理志 
Geography：T'ang, Five 
Dynasties（618-959） 

665  宋及遼金元地理志 
Geography：Sung, Liao, Chin, 
Yuan（960-1368） 

666  明代地理志 
Geography：Ming（1368-1644） 

 
 

667  清代地理志 
Geography：Ching（1644-1911） 

669  中國歷史地理 
Historical geography 
 

670  中國地方志總論  Local history 
671  華北地區  North China area 
672  華中地區  Central China area 
673  華南地區  South China area 
674  東北地區  Northeast China area 
675  塞北地區 

North of the Great Wall 
676 西部地區  Western China area 
 

680  中國地理類志 
Topical topography 

681  都城；疆域 
Capital city；National territory 

682  水志 
Historical record of hydrology and 
watercourses 

683  山志 
Historical record of mountains 

684  名勝古蹟 
Famous, scenic and historic spots 

685  人文地理  Human geography 
686  經濟地理  Economic geography 
687  人物  Personage 
689  雜記 

Random notes（type of literature） 
690  中國遊記  Chinese travels 
 
 
世界史地 

World history and geography 
 
710  世界史地 

World：general history and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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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世界通史  World：general history 
712 世界斷代史 

World：history by period 
713 世界文化史 

World：history of civilization 
714 世界外交史 

World：diplomatic history 
715 世界史料 

World：historical sources 
716 世界地理  World：geography 
717 世界區域志 

World：district history 
718 世界地理類志 

World：topical topography 
719 世界遊記 

Articles on world journey 
 

720  海洋志總論 
Oceans and seas：general 

721  太平洋  Pacific Ocean 
722  北太平洋  North Pacific Ocean 
723  南太平洋  South Pacific Ocean 
724  印度洋  Indian Ocean 
725  大西洋  Atlantic Ocean 
726  地中海  Mediterranean Sea 
727  北極海  Arctic Ocean 
728  南極海  Antarctic Sea 
729  航海記彙編  Voyages 
 

730  亞洲史地總論 
Asia history and geography： 
general 

731  日本  Japan（Nihon, Nippon） 
732  韓國  Korea 
733  臺灣 Taiwan 
734  中亞  Central Asia 
735  中東  Middle East 
736  西南亞  Southwest Asia 
737  南亞；印度  South Asia；India 

綱目表 
 
 

738 東南亞  Southeast Asia 
739 馬來群島  Malay Archipelagoes 
 

740  歐洲史地總論 
Europe history and geography： 
general 

741  英國  British Isles 
742  法國  France 
743  德國  Germany 
744  中歐  Central Europe 
745  義大利  Italy 
746  伊比利半島及諸小國 

Iberian Peninsula and adjacent 
countries 

747  北歐  Northern Europe 
748  俄羅斯  Russia 
749  東南歐  Southeast Europe 
 

750  美洲史地總論 
Americas history and geography： 
general 

751 北美洲  North America 
752 美國  U.S.A. 
753 加拿大  Canada 
754 拉丁美洲  Latin America 
755 中美諸國 

Central American Countries 
756 南美洲  South America 
757-759 南美各國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760  非洲史地總論 
Africa history and geography： 
general 

761  埃及  Egypt 
762  衣索匹亞  Ethiopia 
763  撒哈拉  Sahara 
764  中非  Central Africa 
765  東非  East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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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分類法 
 
 
648  中國與國際機構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649 中國各地方外交史 
Diplomatic history of China： 
localities, districts 
 

650  中國史料 Historical sources 
651 詔令  Edicts, decrees, etc. 
652 奏議；公牘 

Memorials and official papers 
653 起居注  Emperor living records 
654 實錄  Veritable records 
655 檔案  Archival materials 
656 族檔  Family archives 
657 公報  Official gazettes 
658 中國史料叢刊 

Library of Chinese historical 
sources 

659 雜史料  Sundry historical sources 
 

660  中國地理總志 
Geography of China 

661  先秦地理志 
Geography：Ancient（to 203B.C.） 

662  漢及三國地理志 
Geography：Han, Three 
Kingdoms（202 B.C.-280 A.D.） 

663  晉及南北朝地理志 
Geography：Tsin, South-North 
Dynasties（265-588） 

664  唐及五代地理志 
Geography：T'ang, Five 
Dynasties（618-959） 

665  宋及遼金元地理志 
Geography：Sung, Liao, Chin, 
Yuan（960-1368） 

666  明代地理志 
Geography：Ming（1368-1644） 

 
 

667  清代地理志 
Geography：Ching（1644-1911） 

669  中國歷史地理 
Historical geography 
 

670  中國地方志總論  Local history 
671  華北地區  North China area 
672  華中地區  Central China area 
673  華南地區  South China area 
674  東北地區  Northeast China area 
675  塞北地區 

North of the Great Wall 
676 西部地區  Western China area 
 

680  中國地理類志 
Topical topography 

681  都城；疆域 
Capital city；National territory 

682  水志 
Historical record of hydrology and 
watercourses 

683  山志 
Historical record of mountains 

684  名勝古蹟 
Famous, scenic and historic spots 

685  人文地理  Human geography 
686  經濟地理  Economic geography 
687  人物  Personage 
689  雜記 

Random notes（type of literature） 
690  中國遊記  Chinese travels 
 
 
世界史地 

World history and geography 
 
710  世界史地 

World：general history and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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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世界通史  World：general history 
712 世界斷代史 

World：history by period 
713 世界文化史 

World：history of civilization 
714 世界外交史 

World：diplomatic history 
715 世界史料 

World：historical sources 
716 世界地理  World：geography 
717 世界區域志 

World：district history 
718 世界地理類志 

World：topical topography 
719 世界遊記 

Articles on world journey 
 

720  海洋志總論 
Oceans and seas：general 

721  太平洋  Pacific Ocean 
722  北太平洋  North Pacific Ocean 
723  南太平洋  South Pacific Ocean 
724  印度洋  Indian Ocean 
725  大西洋  Atlantic Ocean 
726  地中海  Mediterranean Sea 
727  北極海  Arctic Ocean 
728  南極海  Antarctic Sea 
729  航海記彙編  Voyages 
 

730  亞洲史地總論 
Asia history and geography： 
general 

731  日本  Japan（Nihon, Nippon） 
732  韓國  Korea 
733  臺灣 Taiwan 
734  中亞  Central Asia 
735  中東  Middle East 
736  西南亞  Southwest Asia 
737  南亞；印度  South Asia；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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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 東南亞  Southeast Asia 
739 馬來群島  Malay Archipelagoes 
 

740  歐洲史地總論 
Europe history and geography： 
general 

741  英國  British Isles 
742  法國  France 
743  德國  Germany 
744  中歐  Central Europe 
745  義大利  Italy 
746  伊比利半島及諸小國 

Iberian Peninsula and adjacent 
countries 

747  北歐  Northern Europe 
748  俄羅斯  Russia 
749  東南歐  Southeast Europe 
 

750  美洲史地總論 
Americas history and geography： 
general 

751 北美洲  North America 
752 美國  U.S.A. 
753 加拿大  Canada 
754 拉丁美洲  Latin America 
755 中美諸國 

Central American Countries 
756 南美洲  South America 
757-759 南美各國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760  非洲史地總論 
Africa history and geography： 
general 

761  埃及  Egypt 
762  衣索匹亞  Ethiopia 
763  撒哈拉  Sahara 
764  中非  Central Africa 
765  東非  East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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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分類法 
 
 
766  西非  West Africa 
767  西北非洲  Barbary States 
768  南部非洲  South Africa 
769  非洲屬島 Africa island territories 
 

770  大洋洲總論 Oceania：general 
771  澳大利亞  Australia 
772  紐西蘭  New Zealand 
774  太平洋諸島嶼  Pacific Islands 
775  美拉尼西亞  Melanesia 
776  密克羅尼西亞  Micronesia 
777  玻里尼西亞  Polynesia 
778  北極  Arctic 
779  南極洲  Antarctic 
 

780  傳記總論 Biography：general 
781  世界傳記  General biography 
782  中國傳記  Chinese biography 
783  亞洲傳記  Asia biography 
784  歐洲傳記  Europe biography 
785  美洲傳記  Americas biography 
786  非洲傳記  Africa biography 
787  大洋洲傳記  Oceania biography 
789  譜系  Heraldry 
 

790  文物考古總論 
Antiquities & archaeology： 
general 

791  文物彙考；金石志 
Antiquities collections；Record of 
sculpture in metal and stone 

792  甲骨  Oracle bones 
793  金屬器物  Metals, bronzes 
794  石  Stone 
795  古書畫；古文書 

Painting, calligraphy and 
documents 

796  磚瓦陶及雜器  Terra cotta 

 
 

797 中國古物志 
Record of Chinese antiquities 

798 各國古物志 
Record of other countries 
antiquities 

799 史前文物考古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語言文學類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800 語言學總論 

Linguistics：general 
801 比較語言學 

Comparative philology； 
Linguistics 

802 漢語 
Chinese languages；Mandarin 

803 東方語言  Oriental languages 
804 印歐語系  Indo-Aryan languages 
805 日耳曼語族  Germanic languages 
806 斯拉夫語族  Slavic languages 
807 其他語系  Other languages 
808 美洲、非洲、大洋洲諸語言 

Languages of America, Africa, 
Oceania 

809 人為語  Artificial language 
 

810  文學總論  Literature：general 
811 寫作；翻譯；演講 

Literary writing；Translation； 
Speech 

812  文藝創作及批評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813  世界文學總集 
World literature：general 
collections 

815  各種文學  Various lit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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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  比較文學  Comparative literature 
 

820  中國文學總論 

Chinese literature：general 
821  中國詩論  Chinese poetics 
822  辭賦論 

Antithetic prose discussion 
823  詞論；詞話  Lyric discussion 
824  中國戲曲論 

Chinese drama discussion 
825  中國散文論；語體文論；新文學論 

Chinese prose discussion；Spoken 
style writings discussion；New 
literature discussion 

826  中國雜文學論 
Chinese miscellaneous literature 
discussion 

827  中國小說論 
Chinese fiction discussion 

829  中國文學批評史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830  中國文學總集 
Chinese literature：general 
collections 

831  中國詩總集 
Chinese poems：general 
collections 

832  辭賦總集 
Antithetic prose：general 
collections 

833  詞總集 
Lyric：general collections 

834  中國戲曲總集 
Chinese opera：general collections 

835  中國散文總集 
Chinese prose：general 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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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 中國國文課本 
Chinese literature textbook 

837 中國語體文總集 
Chinese spoken style writings： 
general collections 

838 婦女作品總集 
Female works：general collections 

839 中國各地藝文總集 
Chinese regional arts and 
literature：general collections 
 

840  中國文學別集 
Chinese literature：individual 
works 

842  漢及三國別集 
The Han-Dynasty and The Three 
Kingdoms：individual works 

843  晉及南北朝別集 
The Tsin Dynasty and The 
South-North Dynasties： 
individual works 

844  唐及五代別集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individual works 

845  宋及遼金元別集 
The Sung Dynasty, The King 
Dynasty and The Yuan-Dynasty： 
individual works 

846  明代別集 
The Ming Dynasty：individual 
works 

847  清代別集 
The Ching Dynasty：individual 
works 

848  現代別集 
Contemporary：individual works 
 

850  各地方文學；各民族文學；各體文學 
Various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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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分類法 
 
 
766  西非  West Africa 
767  西北非洲  Barbary States 
768  南部非洲  South Africa 
769  非洲屬島 Africa island territories 
 

770  大洋洲總論 Oceania：general 
771  澳大利亞  Australia 
772  紐西蘭  New Zealand 
774  太平洋諸島嶼  Pacific Islands 
775  美拉尼西亞  Melanesia 
776  密克羅尼西亞  Micronesia 
777  玻里尼西亞  Polynesia 
778  北極  Arctic 
779  南極洲  Antarctic 
 

780  傳記總論 Biography：general 
781  世界傳記  General biography 
782  中國傳記  Chinese biography 
783  亞洲傳記  Asia biography 
784  歐洲傳記  Europe biography 
785  美洲傳記  Americas biography 
786  非洲傳記  Africa biography 
787  大洋洲傳記  Oceania biography 
789  譜系  Heraldry 
 

790  文物考古總論 
Antiquities & archaeology： 
general 

791  文物彙考；金石志 
Antiquities collections；Record of 
sculpture in metal and stone 

792  甲骨  Oracle bones 
793  金屬器物  Metals, bronzes 
794  石  Stone 
795  古書畫；古文書 

Painting, calligraphy and 
documents 

796  磚瓦陶及雜器  Terra cotta 

 
 

797 中國古物志 
Record of Chinese antiquities 

798 各國古物志 
Record of other countries 
antiquities 

799 史前文物考古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語言文學類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800 語言學總論 

Linguistics：general 
801 比較語言學 

Comparative philology； 
Linguistics 

802 漢語 
Chinese languages；Mandarin 

803 東方語言  Oriental languages 
804 印歐語系  Indo-Aryan languages 
805 日耳曼語族  Germanic languages 
806 斯拉夫語族  Slavic languages 
807 其他語系  Other languages 
808 美洲、非洲、大洋洲諸語言 

Languages of America, Africa, 
Oceania 

809 人為語  Artificial language 
 

810  文學總論  Literature：general 
811 寫作；翻譯；演講 

Literary writing；Translation； 
Speech 

812  文藝創作及批評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813  世界文學總集 
World literature：general 
collections 

815  各種文學  Various lit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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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  比較文學  Comparative literature 
 

820  中國文學總論 

Chinese literature：general 
821  中國詩論  Chinese poetics 
822  辭賦論 

Antithetic prose discussion 
823  詞論；詞話  Lyric discussion 
824  中國戲曲論 

Chinese drama discussion 
825  中國散文論；語體文論；新文學論 

Chinese prose discussion；Spoken 
style writings discussion；New 
literature discussion 

826  中國雜文學論 
Chinese miscellaneous literature 
discussion 

827  中國小說論 
Chinese fiction discussion 

829  中國文學批評史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830  中國文學總集 
Chinese literature：general 
collections 

831  中國詩總集 
Chinese poems：general 
collections 

832  辭賦總集 
Antithetic prose：general 
collections 

833  詞總集 
Lyric：general collections 

834  中國戲曲總集 
Chinese opera：general collections 

835  中國散文總集 
Chinese prose：general 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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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 中國國文課本 
Chinese literature textbook 

837 中國語體文總集 
Chinese spoken style writings： 
general collections 

838 婦女作品總集 
Female works：general collections 

839 中國各地藝文總集 
Chinese regional arts and 
literature：general collections 
 

840  中國文學別集 
Chinese literature：individual 
works 

842  漢及三國別集 
The Han-Dynasty and The Three 
Kingdoms：individual works 

843  晉及南北朝別集 
The Tsin Dynasty and The 
South-North Dynasties： 
individual works 

844  唐及五代別集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individual works 

845  宋及遼金元別集 
The Sung Dynasty, The King 
Dynasty and The Yuan-Dynasty： 
individual works 

846  明代別集 
The Ming Dynasty：individual 
works 

847  清代別集 
The Ching Dynasty：individual 
works 

848  現代別集 
Contemporary：individual works 
 

850  各地方文學；各民族文學；各體文學 
Various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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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分類法 
 
 
851  中國詩  Chinese poetry 
852  詞  Lyrics 
853  曲  Chinese opera 
854  劇本  Script；Libretto 
855  散文；隨筆；日記 

Prose；Ramble；Diaries 
856  函牘及雜著 

Letters and miscellanies 
857  小說  Fictions 
858  民間文學；俗文學 

Folk literature；Popular 
literature 

859  中國兒童文學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860  東方文學總論 
Oriental literature：general 

861  日本文學  Japanese literature 
862  韓國文學  Korean literature 
863  臺灣文學  Taiwanese literature 
864  中東文學  Middle East literature 
865  阿拉伯文學  Arabian literature 
866  伊朗文學  Iranian literature 
867  印度文學  Indian literature 
868  東南亞文學 

Southeast Asian literature 
869  其他亞洲各國文學 

Other Asian countries literatures 
 

870  西洋文學總論 
Western literature：general 

871  古代西洋文學 
Classical literature 

872  近代西洋文學 
Modern Western literature 

873  英國文學  English literature 
874  美國文學  American literature 
875  德國文學  German literature 
876  法國文學  French literature 

 
 

877 義大利文學  Italian literature 
878 西班牙文學  Spanish literature 
879 葡萄牙文學 

Portuguese literature 
 

880  俄國文學  Russian literature 
881 北歐各國文學 

Nordic literatures 
882 中歐各國文學 

Central European literatures 
883 東歐各國文學 

Eastern European literatures 
885 美洲各國文學 

Literatures of America 
886 非洲各國文學 

African literatures 
887 大洋洲各國文學 

Oceania literature 
889 西洋小說  Western fiction 
 

890  新聞學總論 
Journalism：general 

891  新聞政策；新聞法規 
Press policy；Press law 

892  組織和管理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893  新聞編輯及報導 
News editing and reporting 

894  新聞業務；新聞經營 
Press affairs；Press management 

895  新聞採訪及新聞寫作 
News gathering and writing 

896  通訊社  News agency 
897  各種新聞媒體  Mass media 
898  中國新聞事業 

Chinese journalism 
899  各國新聞事業 

Other countries jou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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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類 Arts 
 
900  藝術總論 Arts：general 
901 藝術理論  Art theory 
902 藝術圖譜  Art illustrative plates 
903 藝術教育及研究 

Art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904 藝術辭典  Arts dictionary 
905 藝術期刊  Arts periodicals 
906 藝術團體  Arts organizations 
907 藝術論文集 

Collection of arts essays 
908 藝術叢書 Arts book series 
909 藝術史  History of arts 
 

910  音樂總論 Music：general 
911 音樂理論  Music theory 
912 合奏及樂團 

Ensemble and music group 
913 聲樂；歌曲  Vocal music；Songs 
914 舞蹈音樂  Dance music 
915 戲劇音樂  Dramatic music 
916 絃樂  String instruments 
917 鍵盤樂器；敲擊樂器；電子與電腦 

樂器  Keyboard instruments； 
Percussion instruments； 
Electronic and computer 
instruments 

918 管樂  Wind instruments 
919 民族音樂  Ethnic music 
 

920  建築藝術總論 
Architecture：general 

921  建築藝術設計 
Architectural design 

922  中國建築  Chinese architecture 
923  各國建築 

Other countries architecture 
924  宮殿；城廓  Palaces；Cas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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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道路；橋樑  Roads；Bridges 
926  公共建築  Public architecture 
927  宗教建築；陵墓 

Religious architecture； 
Mausoleum 

928 民屋；住宅  House；Residence 
929 景觀建築  Landscape architecture 
 

930  雕塑總論  Sculpture：general 
931 篆刻；刻印  Seals 
932 雕塑材料及技法 

Sculpture：media and skills 
933 木雕  Wood carving 
934 石雕  Stone carving 
935 金屬雕刻  Metal carving 
936 玉雕；象牙雕及其他 

Jade carving；Ivory carving and 
others 

937 版畫  Engraving 
938 陶瓷雕塑；雕漆 

Ceramic sculpture；Carved 
lacquer ware 

939 塑造  Mold 
 

940  繪畫總論 
Drawing & painting：general 

941  中國書畫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942  書法  Calligraphy 
943  法帖；拓本 

Model of calligraphy for practice； 
Rubbings 

944  中國畫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945  中國畫冊 
Albu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946  東洋畫  Oriental painting 
947  西洋繪畫  Western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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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  中國詩  Chinese poetry 
852  詞  Lyrics 
853  曲  Chinese opera 
854  劇本  Script；Libretto 
855  散文；隨筆；日記 

Prose；Ramble；Diaries 
856  函牘及雜著 

Letters and miscellanies 
857  小說  Fictions 
858  民間文學；俗文學 

Folk literature；Popular 
literature 

859  中國兒童文學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860  東方文學總論 
Oriental literature：general 

861  日本文學  Japanese literature 
862  韓國文學  Korean literature 
863  臺灣文學  Taiwanese literature 
864  中東文學  Middle East literature 
865  阿拉伯文學  Arabian literature 
866  伊朗文學  Iranian literature 
867  印度文學  Indian literature 
868  東南亞文學 

Southeast Asian literature 
869  其他亞洲各國文學 

Other Asian countries literatures 
 

870  西洋文學總論 
Western literature：general 

871  古代西洋文學 
Classical literature 

872  近代西洋文學 
Modern Western literature 

873  英國文學  English literature 
874  美國文學  American literature 
875  德國文學  German literature 
876  法國文學  French literature 

 
 

877 義大利文學  Italian literature 
878 西班牙文學  Spanish literature 
879 葡萄牙文學 

Portuguese literature 
 

880  俄國文學  Russian literature 
881 北歐各國文學 

Nordic literatures 
882 中歐各國文學 

Central European literatures 
883 東歐各國文學 

Eastern European literatures 
885 美洲各國文學 

Literatures of America 
886 非洲各國文學 

African literatures 
887 大洋洲各國文學 

Oceania literature 
889 西洋小說  Western fiction 
 

890  新聞學總論 
Journalism：general 

891  新聞政策；新聞法規 
Press policy；Press law 

892  組織和管理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893  新聞編輯及報導 
News editing and reporting 

894  新聞業務；新聞經營 
Press affairs；Press management 

895  新聞採訪及新聞寫作 
News gathering and writing 

896  通訊社  News agency 
897  各種新聞媒體  Mass media 
898  中國新聞事業 

Chinese journalism 
899  各國新聞事業 

Other countries jou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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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類 Arts 
 
900  藝術總論 Arts：general 
901 藝術理論  Art theory 
902 藝術圖譜  Art illustrative plates 
903 藝術教育及研究 

Art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904 藝術辭典  Arts dictionary 
905 藝術期刊  Arts periodicals 
906 藝術團體  Arts organizations 
907 藝術論文集 

Collection of arts essays 
908 藝術叢書 Arts book series 
909 藝術史  History of arts 
 

910  音樂總論 Music：general 
911 音樂理論  Music theory 
912 合奏及樂團 

Ensemble and music group 
913 聲樂；歌曲  Vocal music；Songs 
914 舞蹈音樂  Dance music 
915 戲劇音樂  Dramatic music 
916 絃樂  String instruments 
917 鍵盤樂器；敲擊樂器；電子與電腦 

樂器  Keyboard instruments； 
Percussion instruments； 
Electronic and computer 
instruments 

918 管樂  Wind instruments 
919 民族音樂  Ethnic music 
 

920  建築藝術總論 
Architecture：general 

921  建築藝術設計 
Architectural design 

922  中國建築  Chinese architecture 
923  各國建築 

Other countries architecture 
924  宮殿；城廓  Palaces；Cas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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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道路；橋樑  Roads；Bridges 
926  公共建築  Public architecture 
927  宗教建築；陵墓 

Religious architecture； 
Mausoleum 

928 民屋；住宅  House；Residence 
929 景觀建築  Landscape architecture 
 

930  雕塑總論  Sculpture：general 
931 篆刻；刻印  Seals 
932 雕塑材料及技法 

Sculpture：media and skills 
933 木雕  Wood carving 
934 石雕  Stone carving 
935 金屬雕刻  Metal carving 
936 玉雕；象牙雕及其他 

Jade carving；Ivory carving and 
others 

937 版畫  Engraving 
938 陶瓷雕塑；雕漆 

Ceramic sculpture；Carved 
lacquer ware 

939 塑造  Mold 
 

940  繪畫總論 
Drawing & painting：general 

941  中國書畫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942  書法  Calligraphy 
943  法帖；拓本 

Model of calligraphy for practice； 
Rubbings 

944  中國畫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945  中國畫冊 
Albu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946  東洋畫  Oriental painting 
947  西洋繪畫  Western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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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8  各種西洋畫法 

Various Western painting 
techniques 

949 西洋畫各派 
Western painting factions 
 

950  攝影總論 Photography：general 
951 攝影器材設備 

Photographic equipment 
952 攝影技術  Cameral techniques 
953 專題攝影技術 

Subject photography techniques 
954 特殊攝影技術 

Special photography techniques 
955 攝影術之應用 

Application of photography 
956 電腦藝術  Computer art 
957 專題攝影集 

Photo albums-by subject 
958  普通攝影集 

Collections of photographs 
959 攝影業；攝影師 

Photography；Photographer 
 

960  應用美術總論 Decorative arts 
961 圖案  Pattern 
962 裝飾文字  Decorating lettering 
963 色彩及配色 

Color and color matching（color 
scheme） 

964 工業美術  Industrial arts 
966 織品服飾工藝美術 

Arts and crafts of fabric costume 
and accessories 

967 室內裝飾  Interior decoration 
968 玻璃及金屬工藝美術 

Arts and crafts of glass and metal 
969 民間工藝美術 

Folk arts and crafts 

 
 

970  技藝總論 

Arts and crafts：general 
971  花藝；插花  Floral arts 
972  紙藝  Paper arts 
973  香道  Incense-burning ceremony 
974  茶藝；茶道  Tea ceremony 
976  舞蹈；跳舞  Dancing 
 

980  戲劇總論  Theatre：general 
981  劇場藝術  Theatre arts 
982  中國戲劇  Chinese theatre 
983  東洋戲劇  Oriental theatre 
984  西洋戲劇  Western theatre 
985  學校戲劇  School drama 
986  偶戲  Puppet theatre 
987  電影  Motion pictures；Movies 
989  其他各種戲劇 

Other various theatres 
 

990  遊藝及休閒活動總論 
Recreation and leisure：general 

991  公共娛樂  Popular entertainment 
992  旅遊；觀光  Travel 
993  戶外活動  Outdoor games 
994  水上運動  Water sports 
995  室內遊戲  Indoor games 
996  兒童遊戲  Children's games 
997  智力遊戲  Games of skill 
998  博戲  Gambling games of chances 
999  業餘遊玩；民俗藝術 

Hobbies；Folk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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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類

Generalities

000 特藏 Special collections
擬將古籍善本、紀念文庫、鄉

土文庫、學位論文等文獻彙集一

處者，得選用本類以下各目

001 善本 Rare books
藏書家多稱書籍之精印難得

者，或以罕有者為善本。擬將西

元 1911 年以前出版之古籍善本彙

集一處者，得用此目

善本典藏法入 023.52；版本

鑒別法入 011.51；善本書目入

014.1

.1　寫本

.2　宋本

.3　遼金元本

.4　明本

.5　清本

.6　現代精刻本

.7　名家批校本

.8　原刊本

.9　各國善本

.91 高麗善本

.92 日本善本

春日版、高野版、五山版等

入此

.93 其他東方各國善本

.94 西洋各國善本

002 稿本 Manuscripts
本人書寫原稿者，依學科分

003 精鈔本 Fine transcript；
　　　舊鈔本 Old transcript

他人書寫者，依學科分

004 紀念文庫 Memorial
　　　collections

係為紀念個人或機關團體而 

設，可將被紀念之個人或機關團

體本身之著述或出版品及其所有

相關研究文獻彙集一處，必要時

得依學科細分

005 中山文庫 Sun Yat-Sen
　　　collections

此類以孫文、蔣中正、蔣經國

三人為主。其餘宜入 005.2

.1　 孫文主義研究

.11 總集

.12 三民主義（原文）

.121 三民主義研究

.124  民族主義（原文）

.125 民族主義研究

.126 民權主義（原文）

.127 民權主義研究

.128 民生主義（原文）

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

入 005.74

.129 民生主義研究

.13 建國方略

.131 建國方略研究

.134  孫文學說

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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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難行易入此

孫文哲學思想入 005.181

005.135 孫文學說研究

.136 實業計劃

.137 實業計劃研究

.138 民權初步

.139 民權初步研究

.14 建國大綱

.141 建國大綱研究

.142 軍政時期

.143 訓政時期

.144 憲政時期

.145 五權憲法

參見581.21中華民國憲法

.146 五權憲法研究

.147 革命方略

.148 宣言

.15 講演集

.16 函牘集

.17 雜文集

.18 孫文主義研究

國父思想入此，各科思想

依學科複分

.181 哲學思想

.1852 教育思想

.1854 社會思想

.1855 經濟思想

.1857 政治思想

.2　 中國國民黨
興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

入此，其餘政黨入 576.2

.21 黨章；黨綱

.215 黨的會議及文件

.22 組織

.23 中央黨部

.24 省市黨部

.25 縣黨部

005.26 特種黨部

知識青年黨部等入此

.268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

.27 訓練

.28 宣傳

.29 黨史

參見 005.54 國民革命通史

005.3　 中國國民黨黨人傳記
總傳及孫文、蔣中正、蔣經國

等傳記入此，其餘別傳入 782.88

.31 孫文傳記

.32 蔣中正傳記

言論集入 005.7

.33 蔣經國傳記

[.34] 其他黨主席傳記

宜入 782.88

[.35] 其他分傳

宜入 782.88

.4　 中國國民黨政策及黨務

.41 政策

.411 對外政策

.415 對內政策

43 國民黨與共產黨

清黨運動入此

.45 黨務

凡討論黨之理論基礎，活動

範圍，運用手段者入此

.46 黨員守則

.47 黨與教育

三民主義教育入 528.36

.48 黨產；黨營事業

.5　 中國革命問題

.51 中國革命之各方面

.52 中國革命特殊問題

.53 群眾運動

[.54] 國民革命通史

宜入 628.3

[.55] 辛亥以前之革命

宜入 6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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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6] 辛亥革命
宜入 628.1

[.57] 民國十三年前之革命

宜入 628.3

[.58] 北伐
宜入 628.32

[.6]　國民政府成立以後
宜入 628.31

[.62] 抗戰時期 1937-1945

宜入 628.5

[.63] 1945-
宜入 628.6

[.64] 國民黨在臺灣

宜入 733.292

[.65] 1975-
宜入 733.294

[.66] 1988-
宜入 733.295

[.67] 2000-
宜入 733.296

.7　 蔣中正言論集

.71 彙編
依輯者排

.72 選集
依輯者排

.73 中國之命運

.74 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

.75 蘇俄在中國

.76 其他專著

書例：科學的學庸

.77 書告、訓詞、演講、談話、
雜著

.78 蔣中正思想研究

.79 蔣宋美齡言論集

.8　 蔣經國言論集

006 指定文庫 Specific
　　　collections

由圖書館自行設立，將指定文

庫之所有相關研究文獻彙集一處，

必要時得依學科細分

007 鄉土文庫 Native land
　　　collections

擬將研究某一鄉土之所有文獻

彙集一處者，得用此目，必要時

得依學科細分，泛論鄉土研究之 

理論及方法入 528.6

008 學位論文；送審論文 
　　　Thesis or Dissertation to
　　　be examined

擬將博碩士論文或未正式出版

之送審論文等彙集一處者，得用

此目

第一法：集中方式

將學位論文集中於本類，然

後再依系所所屬之學科細分，例

如：國文系 008.802；中國文學系

008.82；英國文學系 008.8051；

物理學系 008.33；土木工程學系

008.441；法律學系 008.58；歷史

學系 008.6

第二法：分散方式

依系所所屬之學科分入各類，

然後再依學校代碼細分。學校代

碼可依流水號編成固定號碼。索

書號碼標引時，系所所屬之學科

號碼記於第一行，學校號碼記於

第二行，設中國文學系號碼為 

820，臺灣大學號碼為 001，政治

大學號碼為 002，則臺大中國文

學系博士論文之索書號碼為 820 

001D；政大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之索書號碼為 820 002D，設電機

工程學系之號碼為 448，清華大

學號碼為 005，中山大學號碼為 

010，則清大電機工程學系碩士論

文之索書號碼為 448 005M；中山

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論文之索

書號碼為 448 010M

009 禁書 Banned books
限閱圖書入此

禁書目錄入 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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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目錄學總論 Bibliography 
　　　：general

011 圖書學 Bibliology
討論圖書文獻之著作入此

書例：中國文獻學 (張舜徽 )、

圖書學新論 ( 吳平 )、圖書學概論

(田中敬 )

.016 文獻計量學

.1 著作論

著述方法入此

編輯學入 487.7；論文寫作法

入 811.4

參見 487.7 出版事業

.12-.17 各國版權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1 版權；著作權

國際版權入此

著作權保護法入 588.34

.12 中國版權

.133 臺灣版權

.18 圖書檢查

.19 文字獄

筆禍入此

.2 圖書史

書籍制度之演進、中國圖書史

入此

.21 簡牘；寫本

.22 印本

印刷術入 477

011.28 裝幀

裝訂術入 477.8

[.29] 出版與販賣

宜入 487.7

.4 各國圖書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1 日本圖書史

.42 韓國圖書史

.43 其他東方各國圖書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4-.47 西洋及其他各國圖書史

.5 版本學

討論各種版本源流、特點與鑒

別法，書影入此

其專論寫本者入 011.21；善

本書目入 014.1；版刻書目入

014.7

.51 版本鑒別法

.512 字體

.513 板式

.514 行款

.515 紙張墨色

.516 諱字

.517 刻工

.519 其他

.52 宋及宋以前版

.53 遼、金、元版

.54 明、清版

.55 現代版

.56 各國版本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目錄學 Bibliography
文獻學 Literacy(Documentation)

指研究圖書目錄工作規律的學科。有傳統目錄學和現代目錄學之分，前者主要內容包括目錄學（狹

義的）、校讎學、版本學三者，後者還包括對文獻計量、索引、摘要、書評等之研究

郵票目錄入 557.64、金石目錄入 791.1、商品目錄入 496.11、工業品目錄入 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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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57 中國書影
高麗版本附入中國，依中國

時代表複分

.58 日本書影
依日本時代表複分

.59 西洋書影
依西洋時代表複分

.6 題跋

.67 提要
解題、書誌入此

.68 摘要
摘要法入此

.69 書評
書評法入此

.7 考證
偽書考證入此

書例：古今偽書考（姚際恆）

.8 校勘學
同：校讎學

書例：群書拾補（盧文弨）

.9 讀物研究
政府出版品研究入此

論各類讀物者入各類；古籍讀

法入 032

參見 487.7 出版事業

.91 參考書工具書研究

.92 學術性讀物

.93 通俗讀物

.94 青少年讀物；兒童讀物

.95 漫畫；連環圖

.96 低級讀物

.98 圖書推薦；圖書審查

.99 讀書調查

012 總目錄 General catalogs
凡不限於一時、一地或一類之

目錄屬之

.1 書目總錄

書例：書目舉要（李之鼎）、

中國歷代書目總錄（梁子涵）

012.2　政府出版品目錄

.3　青少年讀物目錄；兒童讀物目錄

.4　推薦書目

.5　名著書目

.6　知見書目

.7　期刊目錄；報紙目錄

.8　書目叢刊

.9　索引
同：引得

彙編入此；專科索引各入其 

類；專書索引隨書分類

索引方法入 019.4

.91 群書索引

.92 期刊索引

書例：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

.93 報紙索引

.94 資料索引

013 國家書目 National
　　　bibliography

同：國別目錄

該國刊行之總書目；匯集該

國人民之著述目錄（含住寓其國 

者）；研究該國之書目

不限於一學科之著述史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2 中國國家目錄

.22-.27 各代藝文志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221 漢代
書例：漢書藝文志

.237 隋代
書例：隋書經籍志

.241 唐代
書例：新唐書藝文志

.251 宋代
書例：宋史藝文志

.26 明代
書例：明史藝文志、千頃堂

書目、國史經籍志

目錄學；文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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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27 清代
書例：清史稿藝文志

.28 民國書目；現代國家書目
書例：全國總書目

.29 地方書目
各地藝文志入此。名為藝

文志實採錄詩文者入 839 中國

各地藝文總集

依中國省區表及中國縣市

表複分

書例：安徽藝文稿（潘田）

入 013.2922、江陰藝文志

入 013.2921/315、溫州經籍

志入 013.2923/420、平湖經

籍志入 013.2923/127

.33 中華民國國家書目
臺灣及其各縣市藝文志入 

此，依臺灣縣市表複分

書例：中華民國出版圖書

目錄

014 特種書目 Bibliographies
　　　of special books

.1 善本
書目鑒別法入 011.51

.11  寫本

.12  宋本
兼有各時代者入最前之時代

.13  遼、金、元本

.14  明本

.15  清本

.16  現代精刻本

.17  各國刊本

.18  批校本

.19  特製本、原刊本及其他

.2 闕書書目

.3 著刊書目；引書書目

[.31] 時代著述目錄

宜入 013.21-.27

[.32] 地方著述目錄

宜入 013.29

014.33 機關團體著刊目錄

依機關團體名稱排

.4 禁書書目
禁書研究入此

禁 書 入 009； 圖 書 檢 查 入 

011.18

參見 009 禁書

.5 稿本目錄；未刊書目錄

.6 叢書目錄

.61 叢書總目

.64 叢書子目（書名）

.65 叢書子目（著者）

.66 叢書子目（分類）

.68 叢書子目（混合）

.7 版刻書目
書例：武英殿聚珍版書目、汲

古閣校刻書目、清內府刻書目、

郘庭知見傳本書目

討論版本源流者入 011.5

.8 族姓書目
依姓氏排

.9 特種人目錄
此種目錄以入 016 為是，其不

能列入該類者始入此

.91  婦女著述目錄

.93  兒童圖書目錄

.95  老人用書目錄

.96  病人用書目錄

.97  盲人圖書目錄

.99  其他特種人目錄

015 其他特種目錄 Other
　　　special catalogs

.1 偽書書目
偽書考證入 011.7

.2 隱名書目

.3 譯書書目

.4 佚書書目

.5 參考工具書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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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6　 繪圖書目

.7 展覽目錄
綜合性展覽目錄入此，依展覽

機關排

專科展覽目錄入 016

.8 營業目錄；出版目錄
書店入 487.6

.88 舊書店目錄；拍賣書目

.89 外國營業書目

.9 非書資料目錄
影片目錄、幻燈片目錄等入此

016 專科目錄 Bibliographies 
　　　of special subjects

同：學科目錄

包括專科索引，依學科分

.17 心理學書目

.2 宗教書目

.24 基督教書目

.43 農業書目

.52 教育書目

.67 方志書目

書例：中國地方志綜錄（朱

士嘉）

各地方書目入 013.29，臺

灣藝文志入 013.33

[.91] 音樂書目

宜入 910.21

017 個人目錄 Bibliographies
　　　of individuals

包括個人著述目錄及研究個人

之書目

.2-.7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

分，必要時再依西洋時代表、日

本時代表、韓國時代表複分

.2 中國個人目錄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書例：孫子學文獻提要（于汝

波）入 017.21；蘇軾著作版本論

叢（劉尚榮）入 017.2516；黃宗

羲著作彙考（吳光）入 017.272

.33 臺灣個人目錄

018 藏書目錄 Catalog of
　　　collections

收藏特種書之書目入 014-015 　

.1 中國公藏目錄

.11 七略；別錄

.12 崇文總目

.13 其他宋元公藏目錄

.14 文淵閣書目；內閣藏書目錄

.15 其他明代公藏目錄

.16 四庫全書總目

包括總目及其相關書目

.17 其他清代公藏目錄

書例：天祿琳琅書目

.18 國家圖書館藏書目錄

.19 其他現代公藏目錄

.2 各國公藏目錄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 聯合目錄

.4 中國圖書館目錄
依中國省區表及中國縣市表複

分，依館名排

.5 各國圖書館目錄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依

館名排

.533 臺灣圖書館目錄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依

館名排

.6 中國學校圖書館目錄
依中國省區表及中國縣市表複

分，依館名排

.7 各國學校圖書館目錄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

分，依館名排

.733 臺灣學校圖書館目錄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依

館名排

.8 中國私人藏書目錄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依藏書家

姓名排

目錄學；文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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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85 宋、遼、金、元

書 例： 遂 初 堂 書 目（ 尤 

袤）、郡齋讀書志（晁公武）

.86 明代
書例：萬卷堂書目（朱睦）、

菉竹堂書目（葉盛）、四明天

一閣藏書目錄、百川書志（高

儒）、名山藏書目（何喬遠）、

汲古閣毛氏藏書目（毛扆）

.87 清代
書例：愛日精廬藏書志（張

金吾）、天一閣書目（范邦

甸）、皕宋樓藏書志（陸心

源）、八千卷樓書目（丁仁）、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瞿

鏞）、絳雲樓書目（錢謙益）

.88 現代

.89 公司藏書目錄

.9 各國私人藏書目錄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依

藏家姓名排

019 讀書法 Reading
參見 011.9 讀物研究

.1 閱讀法
速讀入此

.2 資料蒐集法；筆記法

.3 剪輯法
報章雜誌剪裁法入此

新聞剪報服務入 895.79

.4 索引法
索 引 入 012.9； 摘 要 法 入 

011.68；書評法入 011.69

.5 檢字法
書例：四角號碼檢字法

.6 序列法
資料整理入此

.7 參考工具書使用法
參考書書目入 015.5

[.8]　 圖書館利用
宜入 023.67

019.9　 資料檢索法

資料中心泛論及其業務入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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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 圖書資訊學總論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general

.1 理論
圖書館哲學入此

.1611 圖書館與讀者

.1652 圖書館與教育

.1654 圖書館與大眾傳播

.29 圖書館自動化

.3 教育

.32 學校

.6 圖書資訊機構

.64 圖書資訊學會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641 國際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

（IFLA）入此

.642 中國
中華圖書館協會入此

.6433 臺灣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

會、中華圖書資訊學教

育學會入此

021 圖書館建築 Library 　　　
　　　building；圖書館設備
　　　Library equipment

.1 圖書館建築與設計

.3 圖書館設備
輔助設備及傢俱入此

.4 書庫；書架

021.5 閱覽室；閱覽設備

.6 管理部門各室

.7 照明設備；空調設備

.8 自動化設備

.9 圖書館用品

022 圖書館管理 Library
　　　management

同：圖書館行政

.1 組織

.2 經費

.3 法規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 圖書館與政府；圖書館與國際
機構

.45 國際出版品交換

.48 出版品呈繳制度

同：圖書呈繳制度

.5 董事會；委員會

.6 人員

.61 館長

.67 薪水

.7 圖書館統計

.8 圖書館評鑑

館藏評鑑入 023.29

.9 館規；閱覽規則

借書規則入此

023 圖書館業務 Library
　　　affairs

館藏發展入此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

圖書資訊學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檔案學 Archiv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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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1　 圖書館採訪

.11 國家圖書館採訪

.12 公共圖書館採訪

.13 大專院校圖書館採訪

.14 中小學圖書館採訪

.15 專門圖書館採訪

.16 其他各類圖書館採訪

.17 特殊資料採訪

.18 國外資料採訪

.19 合作館藏發展

合作採訪入此

.199 資料交換 Book exchange

出版品國際交換入022.45

.2 資料登錄

.21 資料檢查 Censorship

.24 捐贈

.25 寄存

.29 館藏評鑑

圖書館評鑑入 022.8

.3 圖書分類

.31 中文圖書分類 

.312 中國圖書分類法

.313 中國圖書十進分類法

.314 中國圖書館分類法

.315 中文圖書分類法

.319 其他

.32 日文圖書分類；韓文圖書分類

.33 西文圖書分類

.332 杜威十進分類法 DDC

.333 國際十進分類法 UDC

.334 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

　　　　LCC

.339 其他

.34 特殊資料分類

依特殊資料複分表複分

特殊資料複分表

有關特殊資料之利用、分類、編目等

依此複分

1 手稿

19 檔案史料

2 小冊子

29 剪輯資料

3 連續性出版品

39 政府出版品

4 地圖資料

49 靜畫資料

5 視聽資料

58 錄音資料、樂譜

59 錄影資料、電影

6 特種科技資料

7 電子資源

8 微縮資料

9 其他 

91 點字資料

 

023.36 同類書排列法；書碼

索書號碼入此

.361 著者號碼

.4 圖書編目

.41 中文圖書編目
書例：中國編目規則

.415 中國機讀編目格式

.419 善本圖書編目

.42 日文圖書編目；韓文圖書編目

.425 機讀編目格式

.43 西文圖書編目

.435 機讀編目格式

.44 特殊資料編目；後設資料（元
資料）格式

依特殊資料複分表複分

.45  權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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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機讀格式入此

023.46 目錄排列法

參見 019.5 檢字法

.47 主題法；主題表

標題法、標題表入此

.471 中文圖書主題表

.472 日文圖書主題表；韓文圖
書主題表

.473 西文主題表

.475 敘詞表

同：主題詞表、索引典 

（Thesaurus）

書例：漢語主題詞表、

教育主題詞表、中文主題

詞表

.48 目錄體系

.481 著者目錄

.482 機構目錄

.483 書名目錄

.484 主題目錄

.485 分類目錄

.486 專題目錄

.487 字典式目錄

.488 參照目錄

.49 合作編目

.5 圖書館典藏

.51 普通圖書

.52 善本圖書

[.53] 特種圖書

宜入 023.8

.54 館藏清點

館藏淘汰入此

.56 館藏保存與維護

圖書消毒、蟲害、酸化、防

濕等入此

.57 圖書修補

.579 圖書裝訂

裝訂術入 477.8

.58 典藏微縮化

023.59 典藏數位化

.6 讀者服務

.61 圖書館參考諮詢服務

參考書使用法入 019.7

.62 合作參考諮詢服務

.63 資訊檢索諮詢

.64 專題服務選粹 SDI

.65 個人化參考服務

個人化資訊檢索入此

.66 閱覽服務

.67 圖書館利用指導

目錄使用指導、圖書館導

覽、圖書館利用等入此

.68 讀書指導

.69 讀者研究

.7 圖書館流通

.71 開架式圖書館

.72 閉架式圖書館

.75 圖書出納

閱覽規則、借書規則入

022.9

.77 館際互借

.8 特殊資料利用
包括特殊資料之收集、分類、

編目、閱覽、典藏等；總論入此，

依特殊資料複分表複分

專論分類者入 023.34；專論編

目者入 023.44

.86 特種科技資料

.862 科技報告

.863 論文抽印本

.864 專利

.865 標準

.866 產品樣本

.87 電子資源

光碟片、網路資源入此

.88 微縮資料

.89 其他

.891 點字圖書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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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9 圖書館行銷；圖書館推廣服務

.91 宣傳；公共關係

.912 廣告

.914 刊物

.919 圖書館之友會

.92 各種活動

讀書會、講習班等入此

.93 分館

.94 圖書巡迴站

.96 巡迴書車

.98 館際合作

總論入此；合作採訪入

023.19；合作編目入 023.49；

館際互借入 023.77

.99 其他推廣服務

圖書館週入此

024 各類圖書館 Various
　　　libraries；特殊圖書館
　　　Special libraries

以下各目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複分，依館名排，再依機關出版

品排列表排 (附表十一 )

各圖書館之報告歷史統計等，

均依圖書館性質分入 024-026 各

類，惟書目入 018 藏書目錄

.1 流通圖書館；巡迴圖書館
巡迴書車入 023.96

.4 特殊圖書館
以特殊使用對象區分

.44 身心障礙者圖書館

.45 視障圖書館；聽障圖書館

.46 醫院圖書館

.47 船舶圖書館

.48 監獄圖書館

.49 戰地圖書館

.5 兒童圖書館

.58 青少年圖書館

.59 老人圖書館

024.6 學校圖書館
中學圖書館、小學圖書館入此

.7 大專院校圖書館
大學圖書館、學院圖書館、專

科學校圖書館入此

.8 機關圖書館

.85 學術團體圖書館

.87 公司圖書館

.9 其他圖書館

.91 寄存圖書館

025 專門圖書館 Specific
　　　libraries

依學科性質分，依館名排，參

考 024 注

例如：佛教圖書館入 025.22、

基督教圖書館入 025.24、醫學圖

書館入 025.41、農業圖書館入 

025.43

026 普通圖書館 General
　　　libraries；公共圖書
　　　Public libraries

.1-.7 各目均依世界區域及分

國表、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

臺灣縣市表複分，再依名稱排，

參考 024 注

.1 國家圖書館

.2 國立圖書館

.3 省市立圖書館

.4 縣市立圖書館
文化中心圖書館、文化局圖書

館入此

.6 鄉鎮（市）立圖書館

.7 私立公共圖書館
私立特殊圖書館或專門圖書館

各入其類

.9 各國狀況
總論一國之普通圖書館、公共

圖書館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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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 檔案學 Archives science
　　　；檔案館 Archives

檔案工作入此

.029 檔案工作自動化

.09 檔案學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 組織管理
規章制度、工作人員、建築設

備等入此

.2 收集整理
鑑定（檔案銷毀、保存期限、

真偽鑑別）、編排與描述、分 類、

主題標引、檔案描述編碼格式

（EAD）、權威紀錄、檢索入此

.3 保管利用
典閱、修復、保護、複製、流

通、參考、展覽、統計等入此

.4 編研
檔案文獻編輯學入此

.7 檔案館誌
各館（室）簡介、現況、組織、

規章等入此，依館（室）名排

.8 中國檔案事業

.89 中國各地檔案事業

依中國省區縣市表複分

.9 各國檔案事業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33 臺灣檔案事業

028 資訊處理 Information
　　　processing；資訊事業
　　　Information business

資訊政策入此

圖書館自動化入 020.29

.01 資訊理論

.023 資訊法規

.03 資訊教育

資訊素養入此

.1 相關標準

通訊協定、系統架構入此

028.2 電子圖書館
數位圖書館、虛擬圖書館入此

[.4] 摘錄法 Abstracting
宜入 011.67 

[.5] 索引法 Indexing
宜入 019.4

.6 資訊搜尋行為

.7 資訊儲存和檢索

.71 資訊檢索策略

.72 資訊檢索方法

.73 資訊檢索系統

.79 資訊檢索工具

.8 資訊中心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再

依資訊中心名稱排

.9 各國資訊事業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1 世界

.92 中國

.933 臺灣

029 私家藏書 Store of private
　　　books

.1 藏書典故

.2 訪書記

.3 藏書印記

.4 藏書票

.5 藏書癖

.6 藏書樓

.8 中國私家藏書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再依藏書

家姓名排

其藏書目入 018.8

.9 各國私家藏書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及依

西洋時代表、日本時代表、韓國

時代表複分，再依藏書家姓名排

其藏書目入 018.9

.933 臺灣私家藏書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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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 國學總論 Sinology：
　　　general

.31 國學研究法

.8 國學叢書
現代叢書入 083

.81 四部叢刊

.82 四部備要

.85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商 務 印 書
館）

.86  中國學術名著（世界書局）

.89  其他

.9 漢學史
各國漢學史入 033-037

031 古籍源流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books

四部源流入此

032 古籍讀法及研究 Ancient
　　　books：guided  reading
　　　and research

書例：古籍導讀（屈萬里）

專書讀法隨各該書歸類。古籍

劄記不便歸入於各類目或普通論

叢者得入此目

.1 經部
群經入 090

.2 經史

.3 經子

.4 史部

參見 600 史地類

032.5 史子

.6 子部

參見 120 中國哲學

.7 集部

參見 820 中國文學

.8 叢書

033-037 各國漢學研究
　 　 　 Sinology studi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漢學研究包括其歷史及現

況，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日本漢學學研究入 033.1；

美國漢學研究入 035.2

038 漢學會議 Sinology
　　　conference

039 漢學家傳記 Biography of 　　　
　　　Sinologist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國學
Sinology

本國固有之學術文化，包括古代經史子集等文獻，國外之漢學研究入此；中國研究、中國學亦可入

此群經入 090；中國思想史入 112；中國哲學史入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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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 類書總論；百科全書總論
　　　Encyclopedia general

.8 類書史

.9 百科全書史

041 分類類書 Classification
　　　encyclopedia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4 唐代
書例：北堂書鈔（虞世南）、

藝文類聚（歐陽詢）、初學記（徐
堅）、白氏六帖事類集（白居易）

.51 宋代
書例：太平御覽（李昉）、

冊府元龜（王欽若）、事物紀
原（高承）

.52 南宋
書例：玉海（王應麟）、古

今合璧事類備要（謝維新，虞
載）、錦繡萬花谷（佚名）、
事文類聚（祝穆）、記纂淵海 
（潘自牧）、事林廣記（陳元
靚）

.57  元代
書例：群書類編故事（王

罃）

.6 明代
書例：唐類函（俞安期）、天

中記（陳耀文）、圖書編（章潢）

.7 清代
書例：古今圖書集成（陳夢 

雷 ）、淵鑑類函（張英，王士 
禎）、通俗編（翟灝）、格致鏡
原（陳元龍）

042 摘錦類書 Select
　　　encyclopedia

書例：分類字錦（何焯）、子

史精華（吳襄）

043 韻目類書 Rhythm
　　　encyclopedia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4 唐代
書例：韻海鏡原（顏真卿）

.57 元代

書例：韻府群玉（陰時夫）

.6 明代
書例：永樂大典（解縉）

.7 清代
書例：佩文韻府（張玉書等）；

韻府拾遺（張廷玉等）

044 歲時類書 Chronology
　　　encyclopedia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51 宋代

書例：歲時廣記（陳元靚）

.7 清代
書例：月日紀古（蕭智漢）

046 常識手冊 Practical
　　　information handbook

書例：萬寶全書（萬寶全書編

輯委員會）、中華常識百科全書

（臺灣中華書局）

普通類書；普通百科全書
General　encyclopedia

從古籍中輯錄各門類或某一類的資料，按一定順序編排的圖書，謂之類書。編輯各門類或某一類最

新的知識，按一定順序編排的圖書，謂之百科全書。綜合性類書入 041-046；綜合性百科全書入 047

及 049；專科性類書及百科全書各入其類

國學；普通類書、普通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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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名錄入 480.25

綜合性機構名錄入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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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9 各國百科全書 Different
　　　countries encyclopedia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2 中國

書例：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

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

.31 日本

書例：世界大百科事典（下

中邦彥）

.33 臺灣

書例：中華百科全書（中

華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

.41 英國

書例：簡明大英百科全書

.42 法國

書例：拉魯斯百科全書

.52 美國

書例：大美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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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 連續性出版品 Serial 
　　　publications；普通期刊
　　　Gereral periodicals

綜合性期刊分入 051-057，專

科性期刊各入其類。如願將綜合

性及專科性期刊集中一處者分入

050，依刊名字順排

050-057 各目在大圖書館得依

語文複分如下：.1日文；.2韓文；.3

其他東洋語文；.4英文；.5法文；.6

德文；.7西班牙文及葡萄牙文；.8

俄文；.9 其他文字

.1 期刊研究

.9 期刊史

參見 487.772 期刊編輯出版

051 學術期刊 Academic
　　　journal

書例：學術季刊、文史哲學報

（國立臺灣大學）、清華學報（國

立清華大學）

052 調查研究報告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report

053 機關雜誌 Organization 
　　　magazine

054 娛樂雜誌 Entertainment 
　　　magazine

 

055 婦女雜誌 Ladies'
　　　magazine；家庭雜誌
　　　Family magazine

056 青少年雜誌 Teenager's 
　　　magazine；兒童雜誌
　　　Children's magazine

書例：兒童的雜誌（臺灣省教

育廳兒童讀物出版部）

057 普通畫報 General
　　　illustrated magazine

書例：光華畫報、台北畫刊

058 普通年鑑 General
　　　yearbook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統計年鑑入 514

.2 中國年鑑

.33 臺灣年鑑

中華民國年鑑入此

059 普通報紙 General
　　　newspaper

實際上報紙須另行庋藏，故可

以某種符號代替 059 三字，以縮

短號碼

.1-.6  中國報紙依發行地（中

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複分，

再依報紙名稱排

新聞學、新聞業入 890

.8 華僑報紙

依僑居國分，再依報紙名稱排

連續性出版品 Serial publications
             期刊 Periodicals 

連續性出版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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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9.9 各國報紙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再

依報紙名稱排

.933 臺灣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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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 普通會社總論 General
　　　organization：general

學術性會社入此，依名稱排，

每社之後得依機關出版品排列表

排，即以表內號碼加於該社名稱

號碼之後，並加圓括號標示，惟

下列中央研究院等各會社則逕以

號碼加於 062.1 之後

書例：機關志講義彙編（台灣

省文獻委員會）、機關志（台灣

省畜產試驗所）、中印緬錫文化

經濟協會廿五週年紀念特刊（中

印緬錫文化經濟協會）

061 國際性普通會社
　　　International general
　　　organization

.1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
UNESCO

.51 國際扶輪社 Rotary Club

.52 國際獅子會 Lions Club

062-067 各國普通會社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再依會社名稱排，再依機關出

版品排列表排

062 中國普通會社 China
　　　general organization

綜合性機構名錄入此

.1 中央研究院 Academia Sinica
各專門研究所各入其類

.2 歷史語言研究所

.3 中華學術院 China Academy

.6 其他各會社

063.1 日本普通會社

065.2 美國普通會社

068 基金會 Foundation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再

依會社名稱排，再依機關出版品

排列表複分

.52 美國基金會

069 博物館學 Museology
.016 博物館與教育

.1 博物館經營管理
博物館行政入此

.11 博物館法規；博物館政策

.13 博物館組織

.14 人事管理

.15 財務管理

.17 博物館行銷

.18 博物館合作；交流

.19 社會資源運用

博物館公共關係、博物館義

工入此

.2 博物館建築

.3 博物館設備

.5 藏品蒐集、整理及研究

.51 藏品蒐集

採集、田野調查等入此

.52 藏品鑑定

.53 藏品複製

實物複製、摹拓、器物、繪

畫、照相等入此

生物標本製作入 368.1

普通會社 General organization
博物館學 Museology

各種會社、社團入 546.6-546.9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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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54 藏品登錄

.55 藏品分類

.56 藏品編目

.57 藏品典藏

.58 藏品研究

.6 藏品保存

.61 藏品保管

防火、防盜、防震、保險

等措施

.63 藏品修補

.64 藏品維護

.7 博物館陳列、展覽及服務

.71 博物館陳列

.72 博物館展覽

展覽規劃、展品裝運、展

示設計、展示評量等入此

.75 博物館觀眾服務

博物館導覽、藏品講解等

入此

.753 觀眾調查研究

.76  博物館推廣教育

.77 博物館宣傳

.8 各國博物館
各國綜合性博物館入此依世界

區域及分國表複分，再依博物館

名排。其出版品再依機關出版品

排列表排

.833 臺灣

.83301 故宮博物院

.9 專門博物館
依學科複分，再依博物館名 

排，其出版品再依機關出版品排

列表排

技術博物館入 406.8；美術館

入 906.8

[.93] 自然科學博物館

宜入 300.9

.9536 民族學博物館

.979 考古學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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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 普通論叢 General
　　　collected  essays

文獻編製體裁之一，凡彙集多

篇文章而成一書者，謂之論叢，

又有叢編、論集、論文集等名 稱。

論叢依其內容所涉及學科之多寡，

可分為普通論叢及專門性論叢兩

種。前者內容涉及多種學科，又

稱綜合性論叢；後者內容只涉及

一種學科。綜合論叢入 此，專門

性論叢各入其類

四庫雜家類之雜考、雜說、雜

品、雜纂等分別入 071、072、 

074、075。如願集中一處者得在

070 類下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參見 857.1-.3 筆記小說

071 雜考 Researches
辯證者入此

得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書例：白虎通義（班固）入  

071.2； 兼 明 書（ 邱 光 庭 ） 入  

071.4； 容 齋 隨 筆（ 洪 邁 ） 入 

071.5； 古 今 考（ 魏 了 翁 ） 入  

071.5； 考 古 編（ 程 大 昌 ） 入 

071.5；困學紀聞（王應麟）入 

071.5；日損齋筆記（黃潛）入 

071.5； 丹 鉛 錄（ 楊 慎 ） 入 

071.6； 日 知 錄（ 顧 炎 武 ） 入 

071.7

072 雜說 Notes
議論而兼敘述者入此

得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書例：夢溪筆談（沈括）入 

072.5；老學庵筆記（陸游）入

072.5；香祖筆記（王士禎）入

072.7；池北偶談（王士禎）入

072.7

[073] 演講集 Lecture
　　　collections

宜入 078

074 雜品 Reviews
旁究物理，臚陳纖瑣者入此

得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書例：雲煙過眼錄（周密）入 

074.5； 格 古 要 論（ 曹 昭 ） 入 

074.6；韻石齋筆談（姜紹書） 

入 074.7

075 雜纂 Collections
類輯舊文，塗兼眾軌者入此

得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書例：意林（馬總）入 075.4；

群書治要（魏徵）入 075.4；經 

外雜鈔（魏了翁）入 075.5

077 西學雜論 Western
　　　miscellanea

明清兩期西學雜著入此，但各

專門西學雜著各入其類

書例：西學考略（丁韙良 W. 

Martin）、西藝知新（諾格德）

078 現代論叢 Essays
專門性論叢各入其類

普通論叢

General collected essays

普通論叢



總

類

48

中文圖書分類法

079 各國論叢 Different
　　　countries essays

外國論叢之中文譯書入此，專

門性論叢各入其類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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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 普通叢書 Generial series

.1 叢書研究

081 明以前叢書 Book series
　　　before Ming Dynasty

.1 宋代叢書
書例：百川學海（左圭）、續

百川學海（吳永）

.2 元代叢書
書例：說郛（陶宗儀）、說郛

續（陶珽）

.3 明代叢書
書例：漢魏叢書（程榮）、

彙秘笈、津逮秘書（毛晉）、唐

宋叢書（鍾人傑、張遂辰）、古

今說海（陸楫）、范氏二十種奇

書（范欽）、明世學山（鄭梓）

百陵學山（王文祿）、秘書九種 

（鍾惺）、芝園秘錄初刻（茅瑞 

徵）、稗乘（黃昌齡）

082 清代叢書 Book series：
　　　Ching Dynasty；近代叢書
　　　Book series：modern

除四庫全書分出外悉依輯者時

代分

.1 四庫全書

.15 四庫全書薈要

四庫全書書目入 018.16

.2 康熙時期

書例：秘書二十一種（汪士 

漢）、檀几叢書（王 、張潮）、

昭代叢書（康熙本，張潮、張漸

輯）、說鈴（吳震方）

082.3 雍正時期
書例：正誼堂全書（張伯行、

楊浚重）

.4 乾隆時期
書例：奇晉齋叢書（陸烜）、

知不足齋叢書（鮑廷博）、雅

雨堂叢書（盧見曾）、貸園叢

書 （周永年）、經訓堂叢書（畢 

沅）、抱經堂叢書（盧文弨）、

紫藤書屋叢刻（陳氏）、養和

堂叢書（陳維申）、函海（李調

元）、硯雲（金忠淳）

.5 嘉慶時期
書例：龍威秘書（馬俊良）、

借月山房彙鈔（張海鵬）、問經

堂叢書（孫馮翼）、讀畫齋叢書

（顧修）、墨海金壺（張海鵬）、

藝海珠塵（吳省蘭）、湖海樓叢

書（陳春）、詒經堂藏書（金長

春）、學津討原（張海鵬）、平

津館叢書（孫星衍）

.6 道光時期
書例：賜硯堂叢書（顧沅）、

得月簃叢書（榮譽）、青照堂叢

書（李元春）、正誼齋叢書（汪

昌序）、受經堂彙稿（楊紹文）、

知足齋叢書（黃奭）、昭代叢書

（道光本，張潮、張漸輯；楊復吉、

沈楙秧續輯）、學海類編（曹溶）

.7 咸豐．同治時期

普通叢書
General series

叢書或稱叢刊、叢刻、彙刻。指彙集多種單獨著作，而冠有總書名的一套出版品。在內容上有綜合

性和專門性之分，前者內容涉及多種學科，是為普通叢書；後者內容涉及單種學科，是為專科叢書。

綜合性叢書入此；專門性叢書各入其類

普通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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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例： 粵 雅 堂 叢 書（ 伍 崇 

曜）、別下齋叢書（蔣光煦）、

藝苑捃華（顧之逵）、小石山房

叢書（顧湘）

082.8 光緒時期

書 例： 琳 瑯 秘 室 叢 書（ 胡 

珽）、式訓堂叢書（章壽康）、

滂喜齋叢書（潘祖蔭）、功順堂

叢書（潘祖蔭）、咫進齋叢書（姚

覲元）、漸西村舍叢刊（袁昶）

083 民國叢書 Book series：
　　　Republic of China；現代
　　　叢書 Book series：
　　　contemporary

.1 萬有文庫

.11 第一集

.12 第二集

.14 簡編

.15 薈要

叢書內各書均依叢書所定

順序排列，不另加著者號碼

.2 叢書集成

.21 初編

.22 續編

.23 三編

.24 新編

.52 涵芬樓秘笈

.6 普通叢書
書例：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 

書、人人文庫、三民文庫、文星

叢刊、新潮文庫

.7 兒童及青少年叢書
書例：中華兒童叢書、中國歷

代經典寶庫（青少年版）

.8 婦女叢書

084 輯逸叢書 The missing
　　　collections

書例：玉函山房輯佚書（馬國

翰）、佚存叢書（林衡）、十種

古逸書（茆泮林 ）、二酉堂叢

書 （一名張氏叢書，張澍）、漢

學堂叢書（又名黃氏逸書考，黃 

奭）、輯佚叢刊（陶棟）

085 各國叢書 Book series：
　　　different countries

第一法：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複分

第二法：依語文分，如下：

.1 日語

.2 韓語

.3 其他東方語文

.4 英文

.5 法文

.6 德文

.7 西班牙及葡萄牙語

.8 俄文

.9 其他外國叢書
採用第二法時，得分入各國史

地叢書目

086 郡邑叢書 Book series：
　　　domestic regions

同；地方叢書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複分

.11 河北

書例：畿輔叢書（王灝）、

屏廬叢書（王又樸）

.13 河南

書例：三怡堂叢書（張鳳臺）

.14 山西

書例：山右叢書（山西省文

獻委員會）、雪華館叢編（牛

誠修）

.15 陝西

書 例： 關 隴 叢 書（ 張 鵬 

一）、關中叢書（宋聯奎）

.21 江蘇



總

類

51

書例：金陵叢書（翁長森、

蔣國榜）、江陰叢書（金武

祥）、楊州叢刻（陳恆和）、

楚州叢書（冒廣生）、虞山叢

刻（丁祖蔭）、海陵叢刻（韓

國均）

086.22 安徽

書例：安徽叢書（安徽叢書

編審會）、涇川叢書（趙紹祖）

.23 浙江

書 例： 四 明 叢 書（ 張 壽 

鏞）、台州叢書（名山堂叢書）

（宋世犖）、湖州叢書（陸心 

源）、吳興叢書（李夏器等）

.24 江西

書 例： 豫 章 叢 書（ 陶 福 

履）、宜黃叢書

.25 湖北

書 例： 湖 北 叢 書（ 趙 尚 

輔）、沔陽叢書（盧弼）

.33 廣東

書例：廣東叢書（廣東叢書

編印委員會）、嶺南叢書（吳

蘭修）、嶺南遺書（伍元薇、

伍崇曜）

.35 雲南

書例：雲南叢書（趙藩、陳

榮昌）

.36 貴州

書例：黔南叢書（任可澄）

.37 海南

書例：海南叢書（海南書局）

087 翻譯叢書 Translated book 　　　
　　　series；西學叢書
　　　Western book series

書例：敦懷堂洋務叢鈔（沈雲

龍 ）、西政叢書（求自強齋主 

人）、富強齋叢書（元俊德）、

江南製造局譯書彙刻

088 族姓叢書 Book series：
　　　family names

同；氏族叢書

依姓氏排

書例：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方

昌翰）、袁氏叢書（袁黃）、

高郵王氏遺書（羅振玉）、長洲

彭氏家集（彭祖謙）、董氏叢書

（董金鑑）

089 自著叢書 Books of
　　　individual writers

指彙集一人之所有單獨著作，

而冠以總書名的一套出版品，內

容通常包括多種學科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書例：章氏叢書（章學誠）、

曾文正公全集（曾國藩）、漁洋

山人集（王士禎）、榕村全集（李

光地）等入此 089.7

 

普通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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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列總經及總經解者得用下表

易 入 121.1； 書 入 621.11； 詩 入 

831.1；儀禮入 531.1；禮記入 531.2；

周禮入 573.117；春秋入 621.17；四

書入 121.21；小學類入 802；爾雅入 

802.11；孝經入 193.1；樂類入 910

090 經學總論 Chinese 
　　　classics：general

群經及其研究入此，單經及其

研究分入各類

.9 經學史

091 群經合刻 General series
　　　of Chinese classics

.1 三經；四經

.2 五經

易經、書經、詩經、禮、春秋

.3 六經

易經、書經、詩經、禮、樂 

經、春秋

.4 七經

易經、書經、詩經、禮、樂經、

春秋、論語

.5 八經

.6 九經

易經、書經、詩經、周禮、儀禮、

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

091.7 十一經

易經、書經、詩經、周禮、儀

禮、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

傳、論語、孟子

.8 十三經

易經、書經、詩經、周禮、儀

禮、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

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

.9 十四經

十三經加大戴禮為十四經

092 群經注疏箋釋（附本文）

093 群經注疏箋釋（不附本文）

094 群經名物典制

095 群經表譜圖說

096 群經文字音義

097 讖緯總錄

098 群經總義合刻

.1 群經總義分刻

099  石經 Chinese classics
　　　carved on stones

群經
Collected Chinese classics

經為儒家之典籍，自漢代劉歆七略首列六藝為一略以來，我國目錄無不以經列為首部。現代的分類

原則有二：第一法為分散方式；第二法為集中方式

092-099 各目均依注疏者之時代細分

第一法：分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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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 經學通論 Chinese 
　　　classics：general

以下各經得依經書複分表複分，

再依中國作家時代區分表排列

.8 群經合刻
圖書館得詳分如下

.81 三經；四經

.82 五經

易經、書經、詩經、儀禮、

春秋

.83 六經

易經、書經、詩經、儀禮、

樂經、春秋

.84 七經

.85 八經

.86 九經

.87 十一經

.88 十三經

.89 十四經

十三經加大戴禮記

.9 經學史

091 易經 The Book of
　　　Changes

同：周易

[.4] 占筮
宜入 292 占卜

.8 古易

.82 連山

.83 歸藏

.84 三易通義

.9 易緯
書例：周易乾鑿度、易緯坤靈

圖、易河圖數、易九厄戮、易中

孚傳、易通統圖

092 書經 The Book of History
同：尚書

.8 分篇 　

.81 虞書；堯典；舜典

.82 禹貢

.83 洪範

.85 湯誓

.86 湯誥

.88 大誥

.89 其他

.9 書緯
書例：尚書考靈曜、尚書帝

命驗、尚書璇璣鈐、尚書緯刑德 

放、尚書中候、中候儀明

093 詩經 The Book of Poetry
　　　詩經係古代詩歌總集

詩經係古代詩歌總集

.1 毛詩

.2 三家詩

.3 齊詩

.4 魯詩

.5 韓詩

.9 詩緯
書例：詩含神露、詩推度災、

詩汎歷樞、詩緯汜歷樞

094 禮 The Book of Rites
.1 周禮

同：周官（經）

.2 儀禮
同：禮經

.23 喪服

.3 禮記

.4 大戴禮記

.46 夏小正

.6 三禮通義
書例：三禮考註（吳澄）、石

渠禮論（戴聖）、三禮義宗（崔

群經

第二法：集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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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恩）、三禮通釋（林昌彝）、

禮書通故（黃以周）

094.7 通禮

書例：禮書（陳祥道）、禮書

綱目（江永）、讀禮通考（徐乾

學）、五禮通考（秦蕙田）

.9 禮緯

書例：禮含文嘉、禮稽命徵、

禮斗威儀

095 春秋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1 左傳

書例：春秋左氏傳章句（劉 

歆）、左傳補釋（梁履繩）、讀

左漫筆（陳懿典）

.2 公羊傳

書例：春秋公羊顏氏記（顏安

樂）、公羊問答（凌曙）、公羊

禮疏（凌曙）

.3 穀梁傳

書例：春秋穀梁傳章句（尹更

始）、穀梁傳補注（姚鼐）、穀

梁禮證（侯康）

.4 三傳通義

.5 三傳異文

.9 春秋緯

書例：春秋漢含、春秋合誠 

圖、春秋保乾圖、春秋佐助期、

春秋握誠圖、春秋濕潭巴、春秋

說題辭、春秋命歷序

096 孝經 The Book of
　　　Mencius

.9 孝經緯

書例：孝經援神契、孝經中 

契、孝經古秘、孝經鉤命訣、孝

經內事、孝經威嬉拒

097 四書 The Four Books
.1 論語

097.19 論語讖

書例：論語比考讖、論語摘

輔象、論語摘哀聖、論語素王

受命讖

.2 孟子

.29 孟子外書

.3 大學

書例：大學本旨（黎立武）、

大學章句（朱熹）、大學辨業 

（李塨）

.4 中庸

.5 四書通義

.6 論孟

.7 學庸

書例：科學的學庸（蔣中正）

入 005.76

098 群經總義 Annotations of
　　　collected Chinese classis

.1 彙刻

.2 彙佚

.3 專著

.4 圖說

書例：六經圖（鄭之僑）

.5 音義

書例：經典釋文（陸德明）、

群經音辨（雷昌朝）、群經字詁（段

諤廷）、經書字音辨要（楊名颺）、

十三經字音釋略（周德瑛）

.6 文字校勘

書例：五經文字（張參）、九

經字樣（唐玄度）

.8 石經

.9 纖緯總錄

099 小學及樂經 Classic of
　　　Music

.1 爾雅

.8 樂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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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經

經書複分表

不論經部拆散與否，每種經書均依

本表複分，並依依著者時代排，其法是

即將下列複分號碼添附於本類號之後，

如有衝號之虞者，補“0”以資補救

1 本文

13 石經

15 選本

19 佚本

2 注疏箋釋（附本文）

3 注疏箋釋（不附本文）

4 名物典制

5 表譜圖說

6  文字音義

7 研究論評

8 分篇　

依篇次排

9 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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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類

Philosophy
哲學家，悉依其國籍、時代區分

凡個別哲學家的全集、選集及其批評研究等均入各國各時代的哲學家，不歸入他們所屬的學派，例
如：黑格爾的研究入 147.51 黑格爾，不入 143.51 唯心論

凡個別哲學家之著作，其內容關於其他學門者，該著作依據學科性質分別歸類，書例：歷史哲學（黑
格爾）入 601.44 唯心歷史哲學；四書集註（朱熹）入 121.21 四書

人生哲學入 191.9；生命倫理學入 197；生命論入 361.1	

凡專門學科之哲學分別歸入各有關類目如下表	

100 哲學總論 Philosophy：
general

101 哲學理論 Philosophy
theory

.639 哲學人類學

103 哲學教育及研究
Philosoph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1 哲學研究方法

104 哲學辭典 Philosophy
dictionary

105 哲學期刊 Philosophy
periodicals

106 哲學團體 Philosophy
organizations

107 哲學論文集 Collection
of Philosophy essays

108 哲學叢書 Philosophy
book series

109 哲學史 History of
philosophy

中國哲學史入 120.9；日本哲

學史入 131.09；韓國哲學史入	

132.09；印度哲學史入 137.09；

西洋哲學史 ( 歐洲哲學史 ) 入

140.9；英國哲學史入 144.09；

美國哲學史入 145.09；法國哲學

史入 146.09

.9 哲學家總傳

中國哲學家總傳入 120.99；日

本哲學家總傳入 131.099；韓國

哲學家總傳入 132.099；印度哲

學家總傳入 137.099；西洋哲學

家總傳入 140.99；英國哲學家總

傳入 144.099；美國哲學家總傳

入 145.099；法國哲學家總傳入
146.099

哲學

哲學參考類目表

圖書館哲學 020.1

宗教哲學 210.11

佛教哲學 220.11

數理哲學 310.1

技術哲學 401.1

教育哲學 520.11

民族哲學 535.01

經濟哲學 550.1

政治哲學 570.1

法律哲學 580.1

歷史哲學 601.4　

藝術哲學 901.1

音樂哲學 910.11

戲劇哲學 9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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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思想、學術概說
Overview  of thought；
Overview  of learning

凡思想史之不屬於任何一科者

入此

各國之思想、學術依世界區域

及分國表複分，例如：中國思想、

學術入 112；美國思想、學術入

115.2

凡專門學科之思想史分別入各有

關類目，例如：愛國思想入	196.7；

佛教思想入220.13；基督教思想史

入240.9；社會思想史入509；教育

思想史入	520.19；經濟思想史入

550.9；政治思想史入570.9；法律

思想史入580.19；文學思想、思潮

入810.19；藝術思想史入901.9

112 中國思想、學術
Chinese thought；
Chinese learning

中國思想史入此

中國哲學入 120

113 東方思想、學術
Eastern  thought；
Eastern  learning

日本思想史入113.1；日本哲學入

131；韓國思想史入113.2；韓國哲學

入132；印度思想史入113.7；印度

哲學入137

114 西洋思想、學術

Western thought；
Western learning

英國思想史入 114.1；英國哲

學入 144；法國思想史入 114.2；

法國哲學入 146；德國思想史入

114.3；德奧哲學入 147

114.09  西洋思想、學術史

依西洋時代表複分

118 知識的區分 Division of
knowledge

總論入此

人文學入119；宗教類入200；自

然科學入300；數理科學入310；電

腦科學入312.9；物理科學入330；生

物科學入360；應用科學入400；社

會科學入500；史地類入600、700；

語文類入	800；藝術類入900

119 人文學 The Humanities
同：人文科學

以人類之信仰、情感、美感和道

德等精神文化層面為研究對	象，如

宗教、哲學、藝術、文學等學門，

有濃厚的主觀性，敘述著重於評價

及特殊性等

思想 Thought
學術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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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哲學家著作複分表

中國哲學家之著作及研究，均可依

本表複分

分類號所指為一位哲學家，同時

只有一種著作時，則逕以下列複分

號碼添加於分類號之後。例如莊子

郭象注入 121.331；莊子天下篇疏證

入 121.335；無求備齋莊子集成入

121.338

分類號所指為一位哲學家，但有兩

種以上著作時，則以下列複分號碼添

加於書名號（即按哲學家原著取同類

書區分號）之後，並加圓點或圓括號

以識別之

分類號所指為二位以上哲學家，若

只有一種著作時，則將下列複分號碼

添加於哲學家號碼之後（即按哲學家

姓名取同類書區分號），並加圓點或

圓括號以識別之

分類號所指為二位以上哲學家，

若有兩種以上著作時，則將下列複分

號碼添加於作品號碼之後（即針對入

藏之同一哲學家不同作品取輔助區分

號），並加圓點或圓括號以識別之

 白文
逕用哲學家著作號碼即可

1 注釋
依注釋或編輯人排

2 節本
依選輯人排

4 單行各書

依書名排

5 分篇
依篇名排

6 偽託
依書名排

7 總論及批評 

8 全集

依選輯人排

9 特種研究 

120 中國哲學總論
Chinese philosophy：
general

.8 叢書

子書合刻入此

.9 哲學史

121 先秦哲學 Ancient
(per-Chin) philosophy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農家入 430.19；兵家入 592.	

09；縱橫家入 621.88

.1 易經 Book of Changes
依經書複分表複分

.2 儒家；儒學 Confucianism
總論儒學及先秦儒學得入此

個別儒家及儒家著作分入各目。

本表將儒家及儒家著作混合排列

.201 反儒；批孔

Anti-Confucianism

.21 四書

依經書複分表複分

.22 論語

依經書複分表複分

.228  論語分篇

.228/01 學而

.228/02 為政

中國哲學

Chinese philosophy

思想、學術；中國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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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28/03 八佾

.228/04 里仁

.228/05 公冶長

.228/06 雍也

.228/07 述而

.228/08 泰伯

.228/09 子罕

.228/10 鄉黨

.228/11 先進

.228/12 顏淵

.228/13 子路

.228/14 憲問

.228/15 衛靈公

.228/16 季氏

.228/17 陽貨

.228/18 微子

.228/19 子張

.228/20 堯曰

.23  孔子（551-479 B.C.）

論 語 入 121.22； 大 學 入

121.251；孫孔伋入 121.249；

春秋入 621.7

參見271.1孔教；533.3祀孔

.24  孔子弟子

.241 顏回（子淵，521-481 B.C.）

.242 子騫（閔損，536-487 B.C.）

 ； 伯 牛（ 冉 耕，544B.C.-

？）： 子 有（ 冉 求，522-

489 B.C.）

仲弓（冉雍，522-？	B.C.）

入此

.243  子路（仲由，542-480B.C.）

.244  子 我（ 宰 予，522-458B.
C.）； 子 貢（ 端 木 賜，
520-456 B.C.）

.245  子 游（ 言 偃，506-467B.
C.）； 子 夏（ 卜 商，507-
446 B.C.）；子張（顓孫師，
503-446 B.C.）

.246  子輿（曾參，505-436B.C.）

著有曾子

孝經入 193.1

121.247    子 羽（ 澹 臺 滅 明，512- ？     
B.C.）； 子 賤（ 宓 不 齊，
502- ？ B.C.）；子思（原憲，
515- ？ B.C.）；子長（公冶
長）、子容（南宮括）、漆
雕子等入此

.248      其他孔子弟子

.249      子思（孔伋，492-431 B.C.）

孔子之孫，中庸是其所撰

中庸入 121.253

.25  學庸

.251  大學
大學本是禮記之一篇，至宋

與中庸、論語、孟子合為四書

依經書複分表複分

.253  中庸

依經書複分表複分

.26  孟子（孟軻，372-289 B.C.）

孟子（經書）入此

依經書複分表複分

.268 孟子分篇

.27  荀子（荀況，313-238 B.C.）

.28  晏子（晏嬰，-500 B.C.）

晏子春秋把晏子列為墨家，

誤也，從漢志、清志入儒家

.29  其他儒家

宓子、景子、世子、公孫尼

子、甯子、王孫子、董子、徐

子、魯連子等入此

.3 道家 Taoists
總論老莊哲學者入此

道教入 230

.31  老子（李耳）
書例：道德經

.316  老子化胡經

偽經也

.32  列子（列御寇，450-375 B.C.）

書例：沖虛至德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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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3         莊子（莊周，369-286 B.C.）
書例：南華真經

.34        關尹子（尹喜）

.35        楊子（楊朱，395-335 B.C.）

.36        文子
書例：通玄真經

.39       其他道家

.4     墨家 Mohists

.41       墨子（墨翟，468-376 B.C.）

.43       告子（420-350 B.C.）

.44       別墨
別墨ㄧ詞，出自莊子天下篇

.5 名家 Logicians

.51 鄧析子（545-501 B.C.）

.52 尹文子（350-285 B.C.）

.53  惠子（惠施，370-310 B.C.）

.54  公孫龍（300-250 B.C.）

.6 法家 Legalists

.61  管子（管仲，-645 B.C.）

.62  商子（公孫鞅、商鞅，390-

            338 B.C.）

.63  申子（申不害，385-337 B.C.）

.64  慎子（慎到，395-315 B.C.）

.67  韓非子（韓非，280-233 B.C.）

.68       李斯（280-208 B.C.）

.69       其他法家

.7 陰陽家

.74  鄒子（鄒衍，305-240 B.C.）

.8 雜家

.81  鬻子（鬻熊，1180-1060 B.C.）

.82  尸子（尸佼，390-330 B.C.）

.83  計倪子

.84  子華子（380-320 B.C.）

.85  於陵子

.86  鶡冠子（300-240 B.C.）

.87  呂不韋（290-235 B.C.）

書例：呂氏春秋

121.88        鬼谷子

.89  孔鮒（孔甲，264-208 B.C.）

書例：孔叢子，崇文總目繫

於雜家

.9 其他雜家
由余、汗子（汗明）、波弄

子（淳子髡）、希子（希寫）、

薛子（薛燭）、風胡子、歲寒

子（張孟同）等入此

縱橫家入 621.88；兵家入	

592.09；農家入 430.19

122  漢代哲學 Philosophy  of
the Han Dynasty

.1 漢初諸子

.11  陸賈（264-208 B.C.）

書例：新語

.12  賈誼（200-168 B.C.）

書例：新書

.14  董仲舒（179-104 B.C.）

書例 :春秋繁露

.2 劉安（179-122 B.C.）
書例 :淮南子

.3 桓寬
書例：鹽鐵論

.4 劉向（77-6 B.C.）
書例：說苑、新序

.5 其他西漢諸子　　　
書例：法言

揚雄（52-18	B.C.）入此

.6 王充（委宛子，29-97）
書例：論衡

.7 馬融（79-166）
書例：忠經

.8 其他東漢諸子

.81  王符（85-162）

書例：潛夫論、回中子

.9 建安諸子

中國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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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2  荀悅（148-209）
書例：申鑒、小荀子

.94 徐幹（170-217）
書例：中論

123  魏晉六朝哲學

Philosophy of the Wei,

Tsin, and Six Dynasties

.1 三國諸子

.11  何晏（190-249）

.12  王弼（226-249）

.14  嵇康（224-263）

.3 西晉諸子

.312  傅玄（傅子，217-278）

.316  楊泉

.317  裴頠（267-300）

.318  郭象（252-312）

.4 東晉諸子

.42  葛洪（約 281-341）

書例：抱朴子

.5 南朝諸子

.52  范曄（398-445）

.54  范縝（約 450-510）

.55  蕭琛（478-529）

.7 北朝諸子

.71  顏之推（531-591）

書例：顏氏家訓

.73  劉晝（514-565）

書例：劉子

.9 隋代諸子

.91  王通（584-617）

中說舊題王通撰，實其子

福郊、福畤所纂述

書例：中說、文中子

124  唐代哲學 Philosophy  of

the Tang Dynasty

.1 唐代諸子

124.11  臣軌（唐武后）

.12 林慎思
書例：續孟子、伸蒙子

.14  張弧
書例：素履子

.15  張志和
書例：玄真子

.16  司馬承禎（655-735）

書例：天隱子

.17  王士元
書例：亢倉子

.2 呂才（600-665）

.3 韓愈（768-824）

.4 李翱（772-841）

.5 劉禹錫（772-842）

.6 柳宗元（773-819）

.8 五代諸子

.88  譚峭
書例 :化書

125  宋元哲學 Philosophy  of

the Sung and Yuan
Dynasties

書例：理學概述、宋學淵源記、

宋元學案

北宋諸子入 125.1-.3；南宋諸

子入 125.4-.7

.1 二程以前

.11  李覯（1009-1059）

.12  周敦頤（濂溪，1017-1073）
書例：周子鈔釋入

125.121；太極圖說入

125.124；通書入 125.124

.13  邵雍（康節，1011-1077）
稱百源學派

書例：皇極經世

.14  張載（橫渠，1020-1077）
書例：正蒙

.16  王安石（1021-1086）
主張新法，非理學家

.17  晁說之（1059-1129）
書例：儒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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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8 劉敞（1019-1068）

.19 其他二程以前諸子

.2 二程及其弟子

.21        程顥（明道，1032-1085） 

.22  程頤（伊川，1033-1107）

.29  二程弟子
呂大臨（1040-1092）入此

.292  謝良佐（1050-1103）

書例：上蔡語錄

.294  楊時（1053-1135）

.296  胡宏（1105-1155）

.3     二程以後

.32  羅從彥（1072-1135）

.34  李　侗（1093-1163）

.4 朱子以前

.44  張栻（1133-1180）

.5 朱熹（朱子，1130-1200）
理學、朱子學、性理學入此

書例：近思錄、性理吟、朱子

語類

日本朱子學派入 131.4；朝鮮

李朝朱子學派入 132.52

.6 陸九淵（象山，1139-1193）
綜述陸氏學派者亦入此。陸九

淵和王守仁，以「心即理也」而

同，綜述陸王學派者得入此

書例：象山先生要語、陸子學

譜（李紱）

.7 朱陸同時及以後

.71  呂祖謙（1137-1181）

近思錄入 125.5

.72  陳亮（1143-1194）

.74  葉適（1150-1223）

.75  真德秀（1178-1235）
書例：心經

.76  魏了翁（1178-1239）

.79  其他朱陸同時及以後諸子

蔡元定（1135-1198）、舒

璘（1136-1199）、項安世（			

-1208）、陳淳（1151-1216）、

黃 榦（1152-1221	）、 袁 燮	

（1144-1224）、楊簡（1140-

1225）、蔡沈（1167-1230 等

入此

125.8     遼金諸子 
.9 元代諸子

.91  許衡（1209-1281）

.93  劉因（1241-1293）

.94  鄭牧（1247-1306）

.95  吳澄（1247-1331）

.97  鄭玉（1298-1358）

.99  其他元代諸子 

126  明代哲學 Philosophy  of
  the Ming Dynasty 

書例：明儒學案	

.1 陽明以前諸子
劉基（1311-1373）、方孝孺	

(1357-1402）、曹端（1376-	

1437）、薛瑄（1392-1464）、

吳與弼（1391-1469）、胡居仁	

（1434-1484）等入此

書例：郁離子（劉基）

.3 陳獻章（1428-1500）
明代陸氏學派入此

.4 王守仁（陽明，1472-1528）
書例：傳習錄

.5 陽明學派
徐愛（1487-1517）、黃省曾	

（1490-1540）、薛侃（？	

-1545）、蔣信（1483-1559）鄒

守益（1491-1562）；姚江學派

入此

朝鮮李朝陽明學派入 132.57；

日本陽明學派入 131.5

.6 王艮（1483-1541）
泰州學派入此

.7 王廷相（1474-1544）

.81  湛若水（1464-1560）

.82  羅欽順（1465-1547）

中國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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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83 黃綰（1477-1551）

.84 王畿（1498-1582）

.85  何心隱（1517-1579）

.91  李贄（1527-1602）

.92  呂坤（1536-1618）

.93  陳繼儒（1558-1639）

.94  劉宗周（1578-1646）

127  清代哲學 Philosophy  of
the Ching Dynasty

.01 派別

顏李學派入 127.2

.011 浙東學派

.012 浙西學派

考證學入此

.0129 古文學派

.013 吳派
蘇州派入此

.014 皖派
安徽派入此

.015 揚州學派

.016 湖南學派

.017 理學派

.018 桐學派

.019 陽湖派

.0199 其他清代學派

.1 清初諸子

孫奇逢（1584-1675	）、陳瑚	

（1613-1675	）、 湯 斌（1627-	

1687）、李顒（1627-1705）入此

.11  黃宗羲（黎州，1610-1695）

.12  方以智（1611-1671）

.13  陸世儀（1611-1672）

.14  顧炎武（亭林，1613-1682）

.15  王夫之（船山，1619-1692）

.16  陸隴其（1630-1692）

.17  陳　確（1604-1677）

127.18 唐　甄（1630-1704）

.19 李光地（1642-1718）

.2 顏元（習齋，1635-1704）；
李塨（恕谷，1659-1733）

顏李學派入此

.31  張伯行（1651-1725）

.4 乾嘉時代諸子

.43  戴　震（東原，1723-1777）

.48  彭允初（尺木，1740-1796）

.49  章學誠（實齋，1738-1801）

.52  焦　循（理堂，1763-1820）

.6 咸同諸子；嘉慶以後諸子

.69  龔自珍（1792-1841）

.71  魏　源（1794-1857）

.73  曾國藩（1811-1872）

.8 清末（光緒宣統）諸子

.82  譚嗣同（1865-1898）

128  現代哲學 Modern

philosophy

.1 1910 年代

.2 1920 年代
嚴復（1853-1921	）、康有為	

（1858-1927）、王國維（1877-

1927）、梁啟超（1873-1929）等

入此

.3 1930 年代
章炳麟（1869-1936）入此

.4 1940 年代
蔡元培（1868-1940）入此

.5 1950 年代

.6 1960 年代
胡適（1891-1962	）、熊十力	

（1885-1968）、張君勱（1887-

1969）等入此

.7 1970 年代
方東美（1899-1977）、唐君

毅（1909-1978）等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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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8 1980 年代
徐復觀（1903-1982）、梁漱

溟 (1893-1988）等入此

.9 1990 年代
馮友蘭（1895-1990）入此

.99  2000 年代以後

東方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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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東方哲學總論

Oriental philosophy：
general

131  日本哲學 Japanese

philosophy

.1 日本主義
日本精神入此

.11  武士道學派

山本常朝（1659-1719）、

松宮	俊	仍	﹙	觀	山	，	1686	

-	1780 ﹚、中村中倧（1778-	

1851）、吉田松陰（1830-1859）

等入此

.12  神道學派

吉田兼俱（1435-1511）吉

川惟足（1616-1694）、山縣

大貳（1725-1767）等入此

參見 273 日本神道

.2 和學
日人稱國學

.22  契沖（1640-1701）

.23  荷田春滿（1669-1736）

.24  賀茂真淵（1697-1769）

.25  本居宣長（1730-1801）

.26  平田篤胤（1776-1843）

.27  其他近世和學者

伴信友（1772-1846）、佐

藤信淵（1769-1850）等入此

.28  現代和學者

大國隆正（1792-1871）、

元田永孚（1818-1891）等入此

.3 儒學 Confucianism

131.34 漢學 Conservative  schools

.36 宋學 Rationalism

.37 理學 Materialism

.4 日本朱子學派 Chuhsi school 

.41  惺窩學派
藤 原 惺 窩（1561-1619）、

林羅山（1583-1657）、木下順

庵（1621-1698）、雨森芳洲

（1668-1755）、室鳩巢（1658-

1734）、 安 東 省 庵（1622-

1701）、新井白石（1657-1725）

等入此

.42  惺窩學派以外朱子學

中村惕齋（1629-1702）、貝

原益軒（1630-1714）等入此

.43  南學派

同：海南朱子學派

谷時中（1598-1649）、野

中兼三（1615-1663）、小倉

三省（1604-1654）等入此

.431  闇齋學派

山崎闇齋（1618-1682）、

淺見絅齋（1652-1711）、佐

藤直方（1650-1719）、三宅

尚齋（1662-1741）等入此

.44  大阪朱子學派

同：懷德堂朱子學派

五井時軒（1641-1721）、

三宅石庵（1665-1730）、中

井竹山（1730-1804	）、中井

履軒（1732-1817	）、片山北

海（1723-1790	）、大橋訥庵	

（1816-1862）等入此

.45  寬政以後朱子學者

柴野山（1736-1807）、西

山拙齋（1735-1798）、尾藤

東方哲學
Oriental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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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洲（1745-1813	）、古賀精

里（1750-1817	）、中村敬宇	

（1832-1891）等入此

131.5 陽明學派 Yomeigaku
中 江 藤 樹（1608-1648）、 淵

岡山（1617-1686	）、熊澤蕃山

（1619-1691）、中根東里（1694-

1765）、三輪執齋（1669-1744）、

佐藤一齋（1772-1859）、山田方

谷（1811-1882）、大鹽中齋（平

八郎，1793-1837	）、林良齋哲

（1808-1849）、春日潛庵（1812-

1878）、池田草庵（1812-1878）、

河井繼之助（1827-1868）等入此

.55  心學 Shingaku（Moralism）

石田梅巖（1685-1744）、

手島堵庵（1718-1786）、上河

淇水、中澤道二（1725-1803）、

布施松翁（1725-）、柴田鳩

翁（1783-1839）、鎌田柳泓

（鵬，1754-1821）、奧田賴拔

（-1849）等入此

.58  報德教 Hotokukyo

二宮尊德（1787-1856）、

富田高慶（1814-1890）、福

住正兄（1824-1892）、齊藤

高行等入此

.6 古學派 Classicism

.61  山鹿素行（1622-1685）
山鹿素行晚年為兵學者，以

山鹿派兵學聞世

參見 131.11 武士道學派

.62  堀河學派 Kyoto school

同：古義學派

伊藤仁齋（1627-1705）、

伊藤東涯（1670-1736）、中

江 岷 山（1655-1726	）、 青

木昆陽（1698-1769）、原雙

桂（1718-1767	）、 原 東 岳

（1726-1783）、 並 河 天 民

（1679-1718）等入此

.67  蘐園學派 Edo school

同：古文辭學派

荻生徂徠（1666-1728）、

太宰春臺（1680-1747）、服

部南郭（1683-1759）、山縣

周南（1687-1753）、龜井南

溟（1743-1814）、龜井昭陽

（1773-1836）、 市 野 迷 菴

（1765-1826）、 藤 澤 東 畡

（1792-1865）等入此

131.68        古注學派
岡白駒（龍洲，1692-	1767	

）、岩垣彥明（龍溪，1741-

1808）、村上勤、永富鳳（獨

嘯庵，1732-1766）、片山世

璠（兼山，1730-1782）、細

井德民（平洲，1728-1801）

等入此

.69  折衷學派 Eclecticism
井上金峨（1732-1784）、

山本北山（1745-1812）、皆川

淇園（1734-1807）、豐島幹（豐

州，1737-1814）、東條弘（一

堂，1778-1857）、日尾瑜（荊

山，1789-1859）、朝川鼎（善

庵，1781-1849）等入此

.7 考證學派 School of textual
criticism

大 田 元 貞（ 錦 城，1765-

1825）、山井鼎（1681-1728）、

豬飼彥博（敬所，1761-1845）、

廣瀨淡窗（1782-1856）等入此

.8 水戶學 Mito school
安 積 澹 泊（1656-1737）、

藤 田 幽 谷（ 名 一 正，1774-

1826）、 會 澤 安（ 正 志 齋，

1782-1863）、藤田東湖（1806-

1855）等入此

.89  其他獨立學者
三浦梅園（1723-1789）、

富永仲基（1715-1746）、安

藤昌益（1703-1762	）、山片

蟠桃（1748-1821	）、帆足萬

里（1778-1852）等入此

.9 現代哲學家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s

東方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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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1 佛教哲學家
中村元（1912-1999）、鈴

木大拙（1870-1966）、井上圓

了（1859-1919）等入此

日本佛教諸宗入 226.8

.92 西洋哲學家

西周（1829-1897）、大西

祝（1864-1900）、田中王堂

（喜一，1867-1932）、阿部

次郎（1883-1959）、桑木嚴

翼（1874-1946）、波多野精

一（1877-1950）、高橋里美	

（1886-1964）等入此

.93  倫理學哲學家

井上哲次郎（1855-1944）、

和辻哲郎（1889-1960）、金子

武藏（1905-			）、大島康正

（1917-		）等入此

.94  京都學派哲學家

西田幾多郎（1870-1945）、

田 邊 元（1885-1962）、 朝 永

三 十 郎（1871-1951）、 三 木

清（1897-1945）、谷川徹三

（1895-1989）、 高 坂 正 顯

（1900-1969）、 西 谷 啟 治

（1900-1990）、 高 山 岩 男

（1905-	）等入此

.95  唯物論及馬克思主義哲學家

永田廣志（1904-1946）、

戶坂潤（1900-1945）、出隆

（1882-1980）、柳田謙十郎	

（1883-1983）等入此

.96  其他著名思想家

中江兆民（1847-1901）、

西村茂樹（1828-1902）、內村

鑑三（1861-1930）等入此

132  韓國哲學 Korean

philosophy

.3 中古時代
薛聰（約 655-740	）、崔致遠	

（857-			）等入此

.4 高麗時代

132.41 高麗初期時代
崔彥撝（868-944）、崔承

老（927-989	）、崔沖（984-	

1068）、金富軾（1075-1151）

等入此

.42 高麗中末期時代

安王尚（裕，1243-1306）、白

頤正（1260-1340）、禹倬（1263-

1342）、權溥（1262-1346）、崔

瀣（1287-1340）、李齊賢（1287-

1367）、崔文度（1291-1345）、

李榖（1298-1351）、李穡（號牧

隱，1328-1396）、鄭夢周（1337-	

1392）、鄭道傳（1342-1398	）、

李 崇 仁（1347-1392）、 權 近

（1352-1409）、吉再（1353-1419）

等入此

.5 李朝時代

按哲學家名排列，但得按派

別再分如下：

.51  初期儒家思想

金 宗 植（ 佔 畢 齋，1431-	

1504）、金宏弼（寒暄堂）、

鄭汝昌（一蠹，1450-1504）、

金馹孫（濯纓，1464-1498）、

趙光祖（靜庵，1482-1519）、

金湜（沙西）、奇遵（服齋）、

金練（自庵）、金安國（慕齋）、

金正國（思齋）等入此

.52  朱子學派 Chuhsiism

性理學

徐敬德（花潭	）、李彥迪	

（晦齋）、曹植（南溟）、李

恆（一齋）、金麟厚（河西）、

奇大升（高峰）、成渾（牛溪）、

宋翼弼（龜峰）等入此

.53  退溪派

東人派、嶺南學派

理氣二元論（理發氣隨

說）、主理論（唯理論）者

李滉（退溪，1501-1570）、

趙穆（月山）、曹好益（芝	

山）、金誠一（鶴峰）、權

好文（松岩）、柳成龍（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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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1542-1607）、柳雲龍（謙

菴）、李玄逸（葛庵）、李載

（密庵）、李象靖（大山）、

柳致明（定齋	）、李震相（漢	

州）、郭鍾賜（俛宇）、奇正

鎮（蘆沙）、李恆光（華西）、

柳重教（省齋）等入此

132.54       栗谷派
西人派、畿湖學派

理氣合理論（氣發理乘	

說）、主氣論（唯氣論）

李珥（栗谷，1536-1584）、

宋時烈（尤菴）、宋浚吉（同

春）、鄭曄（守夢）、權尚夏（遂

菴、寒水齋）、任聖周（鹿門）、

任靖周（雲湖	）、任魯	（穎

西）、任憲晦（鼓山）入此

.55  折衷派
金昌協（農巖）、林泳（滄

溪）、趙聖期（拙修）、金昌

翕（三淵）、金元行（渼湖）、

吳熙常（老洲）、鄭宗魯（立	

齋）、田愚（艮齋）等入此

退溪派及栗谷之折衷論者入此

.56  禮學派
鄭述（寒岡）、金長生（沙

溪）、金集（慎獨齋）、鄭經

世（愚伏）、俞綮（市南）、

朴世采（南溪、玄石）等入此

.57  陽明學派
崔鳴吉（遲川，1586-	

1547	）、 張 維（ 谿 谷，

1587-1638）、梁得中（德村，

1665-1742）、鄭齊斗（霞谷，

1649-1736	）、朴殷植（1859-	

1925）、鄭寅普（1892-	 	）

等入此

.58  實學派
許筠（1569-1618）、李啐光

（芝峰，1563-1628	）、金堉（潛

谷，1580-1658）、柳馨遠（磻

溪，1622-1673	）、李翼（星湖，

1681-1763）、安鼎福（順菴）、

申景濬（旅庵）、丁若鏞（茶

山，1762-1836）、朴趾源（燕

岩，1737-1805）、洪大容（湛

軒，1731-1783）、李德懋（雅

亭、炯庵）、朴齊家（楚亭、

貞蕤，1750-1805）、朴世堂（西

溪）、韓百謙（久菴）、柳得

恭（惠風）、洪良浩（耳溪）、

徐有渠（楓石）、李重煥（清

潭）等入此

132.59       東學派

崔濟愚（1824-1864）、崔

時亨（1827-1898	）、孫秉熙	

（1861-1922）等入此

.6 日本統治時期

.7 現代

133  猶太哲學 Jewish
philosophy

134  阿拉伯哲學 Arabian 
philosophy

中東各國哲學入 136

.23 尼 古 馬 克 斯 Nikomackus of 

Gerasa

.3 中世摩爾哲學家

.32 亞法拉比（Alfarabi, -950）

.33 亞根德（Alkindi,  -961）

.34 亞微瑟那（Avicenna, 980-

             1037）

.35 亞芬帕斯（Avenpace, ca. 

             11th-1138）

原名：伊本拔吉連（Ibn	

Badja）

.36  亞吠羅（Averroes, 1126-

             1198）

.37  亞勃百色（Abubacer）

135  波斯哲學 Persian

philosophy

東方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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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中東各國哲學 Middle

east philosophy

137  印度哲學 India

philosophy

.1 印度哲學泛論

.12 知識論 Epistemology

.13 本體論 Ontology

.14 宇宙論 Cosmology

.15 修行解脫論 Cultivation and

             liberation（extrication） 

             theory

.17  因明論 Hetuvidya
古印度邏輯學入此

佛教邏輯入 220.111

參見 222.14 論集部

.2 吠陀 Veda
吠陀意譯為明論，乃聖者受神

啟示所誦出之頌歌和祈禱文，是

印度最古之經典，分為四部：

.21  黎俱吠陀 Rig-Veda
同 :讚頌明論

.22  沙摩吠陀 Sama-Veda
同 :歌詠明論

.23  夜珠吠陀 Yajur-Veda
同 :祭祀明論

.24  阿達婆吠陀 Atharva-Veda
同 :禳災明論

.3 梵書 Brahmana
同 :淨行書、婆羅門書

.4 優婆尼沙曇 Upanishad
同 :奧義書

.8 印度哲學正統各派
即婆羅門教六派哲學，承認或

維護吠陀的權威為其哲學宗旨 ;

反之，懷疑或反對吠陀權威的哲

學派別則為非正統派

六派哲學如下 :

.81  彌曼差派 Mimansa

彌曼差，意為思維審議、

審查考究

137.82 吠檀多派 Vedanta
吠檀多，意為吠陀教義的

究竟目的。又稱後彌曼差派

（Uttara	 	 Mimansa），婆陀

羅耶那（Badarayana）為始祖

書例：吠檀多經，亦名梵經

（Brahma	Sutra）

.822 商羯羅（Sankaracharya）
八世紀人，婆羅門教

的中興祖師，古奧義書的

注釋家，主張絕對一元論

（Advaita）

.823 羅摩努闍
               （Ramanujacharya）

十二世紀人，吠檀多經

的注釋家，主張有限二元

論（Visistadvaita）

.824  二元論派

137.825-.828 之哲學家

均為二元論派

.825  摩達婆 （Madhvacharya）

十三世紀人，古奧義

書的注釋家，主張二元論

（Dvaita）

.826  Bhedabheda

梵和我、世界是異同關係

.827  尼跋迦（Nimbarka）

主張二元不二論

（Draitadvaita-vada）

.828  婆羅跋 （Vallabhacharya）

十五世紀人，古奧義書

的注釋家，主張局限一元

論（Suddha-advaita）

.83  僧佉派 Samkhya

同：數論派

意為計數，引申為思索，迦

毘羅（Kapila）為始祖

.84  瑜伽派 Yoga

意為結合、相應。鉢顛闍梨

（Patanjali）為始祖

書例：瑜伽經

.85  吠世師迦派 Vaisesika

同：勝論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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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為殊勝；迦那陀（Kanada）

為始祖

137.86 尼耶也派 Nyaya

同：正理派

意為引導到一結論的標

準，也稱為思辯學；足目

（Akasapada）為始祖

書例：日尼耶也經

.9 印度哲學非正統派

.91  順世派 Lokayata

主張唯物論

.92  耆那教 Jainism

與佛教思想類似，主張苦行

138  東南亞各國哲學

Southeast Asia
philosophy

西洋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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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西洋哲學總論
Western philosophy：
general

歐洲哲學總論入此

140.9 西洋哲學史

歐洲哲學史入此

西洋政治思想史入 570.94

141  古代哲學 Ancient

philosophy

.1 希臘哲學第一期

.11  伊奧尼亞學派 Ionian  school

此派偏於自然哲學，又多

主張一元論

米 利 都 學 派（Milesian	

school） 入 此； 泰 勒 斯

（Thales,ca.624-ca.547	

B.C.）、 阿 那 克 西 曼 德

（Anaximandros,610-546	

B.C.）、 安 那 克 西 美 尼	

（Anaximenes,ca.588-524	

B.C.）入此

.12  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

            530-470  B.C.）

倡萬物輪迴說

.13  阿 那 克 薩 戈 拉（Anaxagoras, 
ca. 500-428 B.C.）

謂萬物皆原於種子（Seed）

.14  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

            490- 430 B.C.）

.16  德謨克利特（Demokritos,

            460-370 B.C.）
相傳為原子論之創設者

.17  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 580-

            500 B.C.）

141.19 愛利亞學派 Eleatic school

巴 門 尼 德（Parmenides,	

540?-450?	B.C.）、克塞諾芬

尼（Xenophanes,		約西元前第

6世紀）、麥里梭（Melissos,

約西元前第 5世紀	）、芝諾	

（Zenon	of		Elea,	490-436		B.	

C.）入此

.2 希臘哲學第二期

.21  智者學派 Sophists

詭辯學派入此

.22  普羅泰戈拉（Protagoras, 481-

            411 B.C.）

.23  高 爾 吉 亞（Gorgias, ca. 475- 

ca.380  B.C.）

.28  蘇格拉底（Socrates, 469-399

            B.C.）

.3 希臘哲學第三期

.32  小蘇格拉底學派 Lesser
            Socratics（Socratic school）

.33  愛利亞及埃列篤利亞學派

            Elian and  Eretrian school

費倫（Phaidon, 約西元前

第 3-4 世紀）、美尼德謨斯	

（Menedemos，約西元前第 4

世紀）入此

.34  麥加拉學派 Megarics

從其說者尚有歐布里德

（Eubulides,384?-322?		

B.C.）、亞力克辛（Alexinus,			

約西元前第 4世紀初）、帶奧

多刺斯（D	i	o	d	o	r	o	s	）、

施 迪頗（Stilpo,ca.380-330	

B.C.）諸人

歐克里德（Eukleides,	ca.

450-380		B.C.）入此

西洋哲學
Western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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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5 犬儒學派 Cynics

安 提 斯 泰（Antisthenes,	

ca.445-ca.360	B.C.）入此；

昔蘭尼亞學派入此

.36  庫蘭尼學派  Cyrenaics

阿利斯帝波斯(Aristippus,	

425-366?	B.C.）入此

.4 柏拉圖（Plato, 427-347 B.C.）
書例：共和國（Republic）、

饗宴（Symposium）、普羅泰戈

拉（Protagoras	）、對話錄（The		

Dialogues）等

.48  古柏拉圖學派 The Old-

            Academians

.5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
.6 亞里士多德以後之哲學

.61  斯多亞學派 Stoic school

芝諾(吉布羅斯人)（Zeno,	

ca.336-264	 B.C.）、克呂西	

普（Chrysippos,281-205	

B.C.）；斯多葛派、畫廊派入此

.63 伊壁鳩魯學派 Epicurean

            school
伊壁鳩魯（Epikurus,	 341	

-270	 B.C.）、美特羅德羅斯

（Metrodorus,331-277	B.C.）

入此

.64  懷疑派 Skeptics

不可知論者

皮羅（Pyrrhon	of	Elis,ca.	

360-270	 B.C.）、 蒂 孟

（Timon）、 阿 爾 克 西 勞

（Arkesilaos,	 ca.315-

240	 B.C.）、 卡 爾 內 亞 德

（Karneades,ca.214-129	

B.C.）、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 約西元前第 3 世

紀 -第 2世紀）入此

.65  折衷學派 Eclectics

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106-43	B.C）、拔羅

（Varro，116-43	B.C.）、普魯	

塔克（Plutarkhos,45-125）

入此；屬羅馬時期者亦入此

141.7 希臘羅馬哲學  Greco-Roman
            philosophy

.71  盧 克 萊 修（Lucretius Carus, 
Titus, 99-55 B.C.）

唯物論者

.75  新斯托亞學派（羅馬）New
            Stoic school

塞奈加（Lucius			Annaeus

S e n e c a ， c a . 4 B . C . -

65	 A.D.）、愛比柯特斗斯

（Epictetos,	 ca.	 	 50-

138）、皇帝歐列柳斯（Marcus		

Aurelius,	 	 Emperor	 of		

Rome,	121-180）入此

.8 宗教哲學時代

.81  新畢達哥拉斯學派 New
            Pytagoreans

.82  費 洛（Philon of Alexandria, 
ca. 15 B.C.-50 A.D.）

.83  新柏拉圖學派 Neo-Platonians

總論亞歷山特利亞派、西利

安派、雅典派入此

.84  亞歷山特利亞派 Alexandrian

            school
柏羅丁（Plotinus，204-	

270）入此

.85  敘利亞學派  Syrian school
楊布利柯（Imblikhos, 約

第 3世紀）入此

.86  雅典學派 Athenian school
普羅克洛（Proclus,	 ca.	

410-485）入此

142  中世哲學 Medieval
philosophy

.1 教父哲學；護教家

Patristics；Apologistics
由年代而言，教父哲學應屬古

代，但因都以探求超越、救濟等

西洋哲學



74

中文圖書分類法

哲
學
類

問題，實為中世紀哲學之先

驅，故收入於此

142.13 克萊門（Clement of

            Alexandria, Saint ca.150-ca.

            215）

.14  奧里根 （Adamantius

            Origines, 185-254）

.16  奧 古 斯 丁（Saint Augustine, 
Bishop of Hippo, 354-430）

.17  晚期教父哲學（325-800）

.2 經院學派 Scholasticism
中世紀哲學之主流

士林哲學、煩瑣哲學入此

.22  初期經院哲學
愛留根納（Eriugena,810-	

877）、安瑟爾謨（Anselmus,	

1 0 3 3 - 1 1 0 9 ）、	洛	色	林	

（Roscelnus,1050-1125）、阿

伯 拉 爾（P.Abelard,1079-	

1142）入此

.23  沙脫爾學派 Chartres  school

伯爾那特（Bernard,1080-	

1167）、地耶黎（Thierry）、

日夷爾伯爾（Gilbert）入此

.25  說教集成家

.27  中期經院哲學（13 世紀－ 14
世紀中）

.271 大阿爾伯特（Magnus 
              Albertus,  Saint, 1193?-
              1280）

.272 阿奎那（Thomas Aquinas, 
Saint, 1225?-1274）

.2729 托馬斯學派 Thomists

.273  羅吉爾 ‧ 培根（Roger
              Bacon, 1214?-1294）

.274  司各脫（John Duns Scotus, 
ca. 1266-1308）

.275  奧 康（William of Ockham, 
ca.1285-ca.1349）

.29  後期經院哲學（14 世紀末－ 15

世紀末）

142.292 耿稗斯（Thomas ? Kempis, 
    1380-1471）

.3 神祕主義 Mysticism

.31  伯爾納爾（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 or 1-1153）

.32  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

             1260?-1327） 

.33  陶勒爾（Johannes  Tauler,  ca.

             1300-1361）

.34  庫薩（Nicolas, Cardinals of  

             Cusa, 1401-1464）

.35  亞克利巴（Agrippa of

             Nettesheim, 1486-1535）

.36  魏格爾（Valentin Weigel,

             1533-1588）

.37  柏麥（Jakob Bhme, 1575-

             1624）

[.5]   摩爾哲學家
宜入 134.3

143  近世哲學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1 文藝復興期 Renaissance period
以 15-16 世紀為主

.11  古說復興；希臘主義
佩 脫 拉 克（Fra n c e s c o 	

Petrarca,1304-1374）薄伽	

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入此

.12  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

書例 :君主論

.13  伊拉斯馬斯（Desiderius
             Erasmus,  1465?-1536）

.14  自然哲學家

.141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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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3-1543）

143.142 帕拉愷爾塞斯（Paracelsus,
                 1493-1541）

.144  德萊西奧（Bernardino
                 Telesio, 1509-1588）

.145  帕德理契（Francesco

                  Patrizzi,  1529-1597） 

.146 布 魯 諾（Giordano Bruno, 
     1548-1600）

信地動說，主張泛神論

.147  刻 卜 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

.148  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

.149  康 巴 涅 拉（Tommaso                 

Campanella,  1568-1639）

.16  懷疑思想家 Skeptists

維 衛 斯（Juan	Luis		Vives.	

1492-1540）、 酒 倫 (Pierre	

Charron,1541-1603）、 巴泥	

尼（Giulio	 Cesare	 Vanini,	

1585-1619）、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

入此

.17  社會哲學家

.171  謨兒（Saint Thomas  More, 

Sir, 1478-1535）

書例：烏托邦

.172  寶旦（Jean Bodin, 1530-
1596）

.174  亞 爾 杜 西 烏 斯（Johannes 
Althusius, 1557-1638）

.176  格羅底烏斯（Hugo Grotius, 
1583-1645）

.2 近代哲學總論
士林哲學入 142.2

.23  十七世紀

.24  十八世紀

.25  十九世紀

143.27 二十世紀

.3 系統與宗派

總論各宗派分入 143.3-.8，

各個哲學家之著作仍分入 144-

147 各類，以個人為中心之學派

分入該哲學家名下，新康德派入	

147.4592

.31 不可知論 Agnosticism

.32 分析哲學 Analytic philosophy

.33  原子論 Atomism

.35  批判哲學 Critical philosophy

批判論入此

.39  決定論 Determinism

定命論入此

.391  非定命論 Indeterminism

.41  二元論 Dualism

.42  折衷主義 Eclecticism

.43  經驗論 Empiricism

經驗主義入此

.45  進化論 Evolutionism

.46  存在哲學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義、實存論入此

.47  人本主義 Humanism

人文主義、人本論入此

.48  新士林哲學 Neo-Scholasticism

.51  唯心論 Idealism

觀念論入此

.53  新觀念論 New idealism

新理想主義入此

.54  泛心論 Panpsychism

.55  泛神論 Pantheism

泛意論入此

參見 216.3 自然神學

.56  唯物論 Materialism
唯物辯證法入 154.5；馬克

思哲學入 143.9

.61  自由主義 Liberalism

個人主義入 143.68

.63  一元論 Monism

西洋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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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65 神祕論 Mysticism

.66 自然論 Naturalism
自然主義入此

.67  現象論 Phenomenalism
參見 147.71 胡塞爾

.68  個人主義 Personalism

.69  樂觀主義 Optimism

樂天主義入此

參見 143.82 悲觀主義

.71  積極論；實證主義 Positivism

.72  多元論 Pluralism

.73  實用主義 Pragmatism

.74  工具論 Instrumentalism

.76  唯理論 Rationalism
理性論、理性主義入此

.77  實在論 Realism

.78  新實在論 New realism

.79  批評實在論 Critical realism

.81  懷疑論 Scepticism

.82  悲觀主義 Pessimism
厭世觀入此

參見 143.69 樂觀主義

.83  虛無主義 Nihilism
虛無論入此

.85  精神論 Spiritualism
精神主義入此

.87  功利主義 Utilitarianism
參見 191.3 功利派

.89  其他西洋哲學派別

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

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後現代

主義、結構主義、解釋學入此

[.9] 馬克思主義哲學 Marxism
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

入143.89

宜入 147.57

144  英國哲學 British
philosophy

.01-.09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144.1 十六世紀以前哲學家

.2 十六世紀哲學家

.3 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

.32  培根（Francis Bacon, 1561-

1626）
近世經驗哲學始祖

書例：新工具、學術進步論

.33  霍 布 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

.34  洛 克（John Locke, 1632-

1704）  
書例：知性論		

.35  牛頓（Isaac Newton, Sir,

            1642-1727）

.36  克 德 沃 斯（Ralph Cudworth,            

1617-1688）

.37  托蘭德（John Toland,  1670-             

1722）

.38  柯林斯（Anthony Coll ins,  

1676-1729）

.39  十七世紀其他英國哲學家

.4 十八世紀英國哲學家

.41  柏克萊（George Berkeley, 

1685-1753）

.43  李德（Thomas Reid, 1710-

1796）

.44  斯 條 雅 得（Douglad Stewart, 

1753-1828）

.45  其他蘇格蘭學派

常識哲學入此

.47  休 謨（David Hume, 1711- 
1776）

書例：人性論

.49  十八世紀其他英國哲學家

.5 十九世紀前期英國哲學家

（1800-1860）
.52  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 

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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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3 穆 爾（John Stuart Mill, 1806-
1873）

其經濟學說入 550.1846

.59 十九世紀前期其他英國哲學家

.6 十九世紀後期英國哲學家
（1860-1900）

.61  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
達爾文主義入此

參見 362.1 達爾文學說

.62  格 林（Thomas Hill Green, 

1836-1882）

.63  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64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

.66  布拉德萊（Henry Bradley, 

1845-1923）

.67  鮑桑葵（Bernard Bosanquet, 

1848-1923）

.68  西琪威克（Henry Sidgwick, 

1838-1900）

.69  十九世紀後期其他義大利英

國哲學家

.7 二十世紀英國哲學家

.71  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

1970）

.72  懷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

.73  麥克塔格特（John McTaggart 

Ellis McTaggart, 1866-1925）

.74  裘德（C.E.M. Joad, 1891-

1953）

.75  穆爾（G.E. Moore, 1873-

1958）

.76  亞歷山大（Samuel Alexander, 

1859-1938）

.78  羅斯（W.D. Ross, 1877-1971）

144.79 二十世紀其他英國哲學家

.8 二十一世紀英國哲學家

145  美國哲學 American
philosophy

.1 殖民時代美國哲學家（1500-
1750）

.18  約翰生（Samuel Johnson, 

1696-1772）

.19  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

.2 革命時代美國哲學家（1750- 
1800）

.24  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25  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

.26  佩恩（Thomas Paine, 1737- 

1809）

.27  衛沙本（John Witherspoon, 

1723-1794）

.28  亞玲（Ethan Allen, 1738-

1789）

.29  普利斯特萊（Joseph Priestley,  

1733-1804）

.3 十九世紀前期美國哲學家

（1800-1860）

.31  庫柏（Thomas Cooper, 1759-

1839）

.35  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

.36  拉烏克（Frederick A. Rauch, 

1806-1841）

.4 十九世紀後期美國哲學家

（1860-1900）

.43  哈里斯（William Tor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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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is,  1835-1909）

145.44 庫烈頓（James Edwin 

Creighton, 1861-1924）

.45  皮爾斯（Charles S. Pierce, 

1839-1914）

.46  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

.47  羅 耶 士（Josiah Royce, 1855-

1916）

.48  波溫（Borden Parker  Bowne, 

1847-1910）

.49  十九世紀其他美國哲學家

.5 二十世紀美國哲學家

.51  杜威（John Dewey, 1859- 

1952）

.52  桑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 

1863-1952）

.53  歇爾桑（Howard Selsam, 

1903-   ）

.59  其他

.8 二十一世紀美國哲學家

146  法國哲學 French
philosophy

仿144英國哲學分，茲舉其著

名哲學家之號碼如次：

.1 十六世紀以前法國哲學家

.2 十六世紀法國哲學家

.3 十七世紀法國哲學家

.31  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

.32  伽桑狄（Pierre Gassendi, 

1592-1655）

.33  巴 斯 卡（Blaise Pascal, 1623-

1662）

.35  猶哀（Pierre-Daniel Huet, 

1630-1721）

146.39 十七世紀其他法國哲學家

.4 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

.41 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

.42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44  伏爾泰（Voltaire, 1694-

1778）

.45  特爾巴克（Par Le Barou D’ 

Holbach, 1723-1789）

.46  拉梅特里（Julien Offray de 

La  學 Mettrie, 1709-1751）  

.48  愛爾衛提烏斯（C.A. 

Helvetius,  1715-1771）

.49  第特羅（Denis Diderot,  

1713-1784）；達蘭倍爾

（D'Alembert, 1717-1783）

.5 十九世紀前期法國哲學家

.51  孔德（Auguste Comte, 1798-

1857）

.52  康特耶克（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 1714-1780）

.53  柯常（V. Cousins, 1792-

1867）

.59  十九世紀前期其他法國哲學家

.6 十九世紀後期法國哲學家

.61  傑奈（Paul Janet, 1823-1899）

.62  賴威遜（F?lix Ravaisson- 
Mollien, 1813-1900）

.63  斯克列旦（Charles Secr?tan, 
1815-1895）

.64  雷怒威（Charles Renouvier, 
1815-1903）

.65  來希烈（Jules Lachelier, 1832-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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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66 傅立葉（Alfred Fouillee, 
1838-1912）

.67  居友（Jean- Marie Guyau,

            1854-1888）

.68 布特魯（Emile Boutroux, 
1845-1921）

.69  十九世紀後期其他法國哲學家

.7 二十世紀法國哲學家

.71  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

1941）

.73  阿 連（Alain, 1868-1951) 即 

Emile-Auguste  Chartier

.75  馬里丹（Jacques Maritain, 

1882-1973）

.77  沙特（Jean Paul Sartre, 1905-

1980）

.79  二十世紀其他法國哲學家

.8  二十一世紀法國哲學家

147  德奧哲學 German and
Austrian philosophy

仿144英國哲學分，茲舉其著名哲

學家號碼如次：

.1 十六世紀以前德奧哲學家

.2 十六世紀德奧哲學家

.3 十七世紀德奧哲學家

.31  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Freiherr von Leibnitz, 1646- 

1716）

.32  吳爾夫（Freiherr von 

Christian Wolff, 1679-1754）

.39  十七世紀其他德奧哲學家

.4 十八世紀德奧哲學家

.41  鮑姆加敦（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 1714-1762）

.42  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

147.45 康 德（Immanuel  Kant, 1724- 
1804）

書例：純粹理性批判、實踐

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

康德學派入147.4591；新康	

德學派入 147.4592

.46  耶可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1743-1819）

.47  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

.48  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1775-
1854）

.49  福爾斯特（Georg Forster, 
1754-1794）

.5 十九世紀前期德奧哲學家

.51  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黑格爾辯證邏輯入 154

.52  倍奈愷（Friedrich  Eduard 
Beneke, 1798-1854）

.53  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

.54  赫爾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6-1841）

.55  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1872）

.5592  史特勞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 1808-
1874）

.5593  鮑威爾（Bruno Bauer, 
1809-1882）

.56  洛采（Hermann Lotze, 1817-
1881）

.57  馬克思（Karl Marx, 1818-
1883）

共產主義始祖，主張唯物

辯證法、唯物史觀、階級鬥爭	

論、無產階級革命論和剩餘價

值論

哲學專著及哲學思想，馬克

思主義哲學入此

總論馬克思主義入549.3，著作	

全集入 549.34，傳記入

549.348，西方馬克思主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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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入 143.89

參見 549.34 馬克思主義

147.58 費希納（Gustav Theodor

Fechner,	1801-1887）

.59 十九世紀前期其他德奧哲學家

.6  十九世紀後期德奧哲學家

.62  赫克爾（Ernst Heinrick 
Philipp August Haeckel, 1834- 
1919）

.63  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 1842-1906）

.64  馮特（Wilhelm Max Wundt, 
1832-1920）

實驗心理學始祖，影響科

學心理學

參見 171 實驗心理學

.66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

.67  倭鏗（Rudolf Eucken,  1846- 
1926）

.68  文得爾班（W. Windelband, 

1848-1915）

.69  十九世紀後期其他德奧哲學家

.7 二十世紀德奧哲學家

.71  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

現象學（Phenomenology）	

始祖

.72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73  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 
1969）

.74  石里克（Moritz Schlick, 1882-
1936）

.79  二十世紀其他德奧哲學家

.8 二十一世紀德奧哲學家

148  義大利哲學 Italian

philosophy

仿144英國哲學分，茲舉其著名哲

學家之號碼如次：

.1 十六世紀以前義大利哲學家

.2 十六世紀義大利哲學家

.28  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  1568-1639）
書例：太陽之都（Civitas

Solis）

.3 十七世紀義大利哲學家

.31  維科（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  

.39  十七世紀其他義大利哲學家

.4 十八世紀義大利哲學家 
.43  加留比（Pasquale Galluppi, 

1770-1846）

.44  洛斯米尼（Antonio Rosmini, 

1797-1855）

.47  饒巴地（Vincenzo Gioberti, 

1801-1852）

.5 十九世紀前期義大利哲學家

.52  倍拉（A. Vera, 1813-1885）

.54  士巴邊大（Bertrando 

Spaventa, 1817-1883）

.59  十九世紀前期其他義大利哲

學家

.6 十九世紀後期義大利哲學家

.67  冉地利（Giovanni Gentile, 

1875-1944）

.68  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

.69  十九世紀後期其他義大利哲

學家

.7 二十世紀義大利哲學家

.8 二十一世紀義大利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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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其他西洋各國哲學 Other
western philosophy

.1 荷蘭哲學
格羅底烏斯（Hugo	 Grotius,	

1583-1645）入 143.176

.11  哈建士（Christiaan Huygens, 

1629-1695）

.12  求冷克斯（Arnold Geulincx, 

1624-1669）

.13  斯賓諾莎（Benedictus de 

Spinoza, 1632-1677）

.2 比利時哲學

.3 西班牙葡萄牙哲學

.4 俄國哲學

.43  十八世紀以前俄國哲學家

.435 羅蒙諾索夫（Mikhail 
Vasil’ 
evich Lomonosov,1711- 
1765）

.437  拉吉舍夫（Aleksandr 
Nikolaevich  Radishchev, 
1749-1802）

.44  十九世紀俄國哲學家

.441  別林斯基（Vissarion 
Grigoryevich  Bielinkski, 
1811-1848）

.45  十九世紀後期

.456  巴古寧（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 
1814-1876）

.458  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y 
Gavrilovich  Chernyshevsky, 
1828-1889）

.461  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 1870-1924）

.462  巴達耶夫（Nikolai 
Berdiaev, 1874-1948）

.6 其他歐洲各國哲學家

149.63 丹麥哲學
齊克果（Soren		

A.Kierkegaard,18131855）、

霍夫丁（Harald		Hoffding,	

1843-1931）入此

.64  瑞士哲學
布倫勒（EmilBrunner,1889-	

1966）、 容 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入此

.7 其他美洲各國哲學

.8 非洲各國哲學

.9 大洋洲各國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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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學

Logic
同：論理學、理則學

150  邏輯總論 Logic：general

因明、因明學入 137.17 名 

學、辯學、名辯學入 121.5

151  演繹邏輯 Deductive logic

同：演繹法、演繹

（Deduction）

152  歸納邏輯 Inductive logic

同：歸納法、歸納

（Induction）

[.1]   因果律 Law of causality
宜入 168.7

153 科學方法論

Methodology of science

以邏輯學觀點論科學方法者

入此

各學科之研究方法入各學科

以附表一 031 複分

154  辯證邏輯 Dialectical 
      logic

同：辯證法  （Dialectics）

黑格爾邏輯學入此

.2 自然辯證法 Dialectics of nature

.5 唯物辯證法Materialist dialectics
辯證唯物論入 549.32

155  模態邏輯 Modal logic

同：哲學邏輯

（Philosophical logic）

.1 道義邏輯 Deontic logic

同：義務邏輯、倫理邏輯、規 

範邏輯

155.2 認識邏輯 Epistemic logic

.3 時態邏輯 Tense logic 

156  數理邏輯 Mathematical  

logic

同： 符 號 邏 輯（Symbolic 

logic）

.1 命題演算

.12  謂詞演算

.13  類演算

.2 後設數學（證明論）

.3 計算理論和構造論

算法理論、組合邏輯入此

.4 模型理論

.41  非標準分析

157  概率 Probability
同：或然率、機率

158  專業邏輯 Specialty logic

.1 律師

.2 立法者

.3 商人

.4 醫生

.5 教師

.6 宗教家

.9 其他專業邏輯

159  邏輯各論 Logical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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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1 基本規律

.2 概念 Concept

.3 判斷 Judgement

.4 推理 Inference
辯論入此

.5 謬誤 Fallacy
詭辯入此

.6 論證 Argument

.7 假說 Hypotheses
同：假設

.8 三段論 Syllogism

.9 其他邏輯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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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學
類

160  形上學總論

Metaphysics：general

161  知識論

Epistemology

同：認識論

對認識之批判研究，即對人的認識

能力之有效性及範圍之探討

.1 經驗論 Empiricism

.2 理性論 Rationalism

.3 懷疑論 Skepticism

.4 不可知論 Agnosticism

.5 實在論 Realism

.6 觀念論 Idealism

.7 神秘主義 Mysticism
同：密契主義

.8 批判論 Criticism
同：批判主義

.9 獨斷論 Dogmatism
同：教條主義

162 方法論 Methodology

以邏輯學觀點論科學方法者入

153；各學科之研究方法入各學

科以附表一 031 複分

163  宇宙論 Cosmology

同：自然哲學（Philosophy 

of nature）

以具有生命和無生命的自然

界為研究對象的學問

創世論（自然神學）216.6 

  參見137.14印度哲學宙論；

220.117佛教宇宙論;323.9宇宙

163.1 宇宙即神論 Pantheism 
同：泛神論

.4 宇宙命定論 Cosmic fatalism

.5 宇宙發生論 Cosmogony

.7 宇宙動態 Cosmological
dynamism

164  本體論 Ontology
同：存有學、存有論

.1 存有 Being

.2 現象 Phenomenon

.3 本體 Noumenon
同：物自身（Thing in 

itself）

.4 實體 Substance

.5 屬性 Attribute

.6 共相 Universal

.7 個物 Particular

.8 本質 Essence

.91 存在 Existence

.92 可能世界 Possible worlds

165  價值論 Value

166  真理論 Theory of truth

168  宇宙論問題各論

Cosmology problem

形上學
Metaphysics

同：玄學、形而上學

形上學一般可分為宇宙論（cosmology）和本體論（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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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s

168.1 空間論 Space
.2 時間論 Time

參見 327.5 計時法

.3 運動 Motion；變化 Change

.4 物質論 Matter

.5 力 Force

.6 數與量 Number and quantity

.7 因果律 Law of causality

.8 目的論 Teleology

.91  自然律 Natural law

.92  一元論 Monism

.93  多元論 Pluralism

169  存有論問題各論

Ontology problem topics

.1 身心關係 Body-mind relation
同： 心 物 問 題（Mind-body 

problem）

.2 決定論與自由意志

Determinism and free will

.3 自然神學 Natural theology
同： 上 帝 存 在 證 明（Proof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參見 216 宗教觀念與思想

.4 存有學證明 Ontological proof

.5 宇宙論證明 osmological proof

.6 設計論證 Design arg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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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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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心理學總論
Psychology：general

.1 心理學理論

.12  方法論

測驗法入 179；實驗法入 

171；精神分析法入 175.7

.16  心身關係

.161  二元論

.162  交感論

.163  並行論

.166  一元論

.167  唯物論

.168  唯心論

.18  心理學派別

.181  構造派

分析心理學、要素心理學

入此

.182  完形派 Gestalt

同：格式塔心理學
（Gestalt  psychology）

.184  機能派 Functionalism

綜合心理學、機能心理學
入此

.188  行為派

瓦特生（John B.Watson, 
1878-1958）所倡

.189  精神分析派 
Psychoanalytic school

參見 175.7 精神分析學

.9 心理學史

171  心理學研究方法

Psychology research

methods

實驗心理學（Experimental 

psychology）入此

171.1 實驗法

.2 儀器

.3 試驗室

.4 電生理技術

.5 條件反射研究法

.6 觀察法

.7 測驗法

心理測驗入 179.1 

  參見 179 心理計量

.8 心理統計法

[.9] 精神分析法
宜入 175.7

172  生理心理學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同：心理生物學、行為神經科學 

論心理學之生理學的基礎

.1 神經心理學

.2 感官生理心理學

.3 內分泌與心理

.4 精神藥物與心理

.5 神經化學與心理

.7 性心理

.8 環境心理學

.81  居住環境與心理

.82  建築、音響、照明與心理

.83  生態環境與心理

.86  特殊環境與心理

心理學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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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高溫、高壓、深海之

生理心理反應等

172.9 心理衛生

心理健康入此

173  一般心理 General
psychology

.1 兒童心理學 Child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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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青年心理學 Youth psychology

.3 成人心理學 Adult psychology

.31  女性心理學

.32  男性心理學

.5 老年心理學 Aging psychology

.6 發展心理學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心理發育 Mental 
development

.7 品格；個性；人格

.71  差異心理學 Differential 

psychology

.72  性差異

.73  類型心理學

神經類型與氣質入此，如：

外向型、內向型

.74  個性心理學

.741  自我

自我實現、自我肯定入 

177.2

.742  自恨

自我怨恨、自我毀傷入此

173.743  自制力；自信；自衛

.75  人格心理學 Personality 
psychology

.76  人格的形成

.761  性格

.762  興趣

.763  能力

.764  信念；意志

.77  人格的發展與改變

.78  人格評價

人格測驗方法入 179.6

.8 集體心理學

[.9] 種族心理；民族心理學

Ethnopsychology
宜入 535.7

174 比較心理學 Comparative
psychology

動物心理學、植物心理學入此

175 離常心理學 Abnormal      
     psychology；超心理學
     Parapsychology

同：變態心理學

.1 夢 Dream；睡眠 Sleep

.2 天才 Genius
資賦優異入此

.3 低能心理

.4 機體的心理變態

.5 機能的心理變態

.6 精神病態心理

參見 415.98-.99 各種精神疾病

.61  瘋狂

.62  狂喜

.63  臆病

.64  羊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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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65 憂鬱

.66 臆思

.7 精神分析學 Psychoanalysis
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所創

析心術、潛意識之研究入此

參見 170.189 精神分析派

.8 催眠術 Hypnotism；暗示 
Suggestion

.9 心靈研究 Psychical research
心理幻術入此

超感覺知覺入 176.28

參見 296 通靈術

.92  讀心術 Mind reading

.94  透視力 Clairvoyance；心靈感

應 Telepathy

千里眼、傳心術入此

176  心理學各論 Special
treatises on psychoology

.1 感覺 Sense
參見 398.29 感覺生理

.11  心理物理學 Psychophysics

專研感覺與外界刺激之關係， 

德國費希納（Gustav Theodor 

Fechner，1801-1887）所創

.12  視覺 Visual perception

.13  聽覺 Auditory perception

.14  嗅覺 Olfactory perception

.15  味覺 Gustatory perception

.16 觸覺；皮膚感覺；痛覺
Tactile perception

.17  氣溫覺

.18  肌肉覺；平衡覺

醉入此

.19  其他感覺

.191  感知

.193  行動

.2 知覺 Perception

176.23 各種知覺

.231 色彩

.232 空間知覺

.233 時間知覺

.234 運動知覺

.25  知覺恆常性

大小、形狀、亮度

.26  知覺組織性

完整、封閉、群集

.262  反應

.27  錯覺；幻覺

.28  超感覺知覺

.29  模擬

.3 注意；記憶；學習
認知心理學（Congitive psy-

chology）入此

關於學科學習者入教育心理學

為宜

參見 521.1 學習心理

.32  注意

.33  記憶

.338  助記方法

.34  學習心理學

.341  制約學習

.342  模仿學習

.343  認知學習

.344  技能學習

.345  符號學習

.346  語文學習

.347  聯想學習

.35  遺忘

.37  想像 Imagination

.39  其他

.4 思維 Thought

.41  直覺 Intuition

.42  概念；觀念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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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43 抽象 Abstraction

.44 反省 Reflection

.45 判斷 Judgement

參見 159.3 判斷

.46 推理 Reasoning

參見 159.4 推理

.47  期望 Expectancy

.48  境況 Set

.49  語言

.5 情緒 Emotion；感情 Feelings

.51  喜悅與痛苦

.52  情緒
寂寞、哭泣、笑、憎恨、頹

喪入此

.521  嫉妒

.522  愛惡

.524  自覺
參見 192.4 自覺、自省

.525  同情

.526  畏怯；害羞

.527  憂慮

.528  驚訝

.53  興奮與沉靜

.54  緊張與弛緩

心理壓力入此

.55  感情

.56  憤怒；復仇

.58  情緒理論

.581  詹蘭二氏理論 James-Lange 
theory of emotion

.582  康巴二氏應急論 Cannon-

Bard theory of emotion

.583  歸因論 Attribution theory

.584  促動論 Activation theory

.585  認 知 評 價 理 論 

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

.589  其他情緒理論

176.6 本能 Instinct
.61  性本能

.62  禁抑

.63  母性驅力

.64 飢渴

.65  各種欲求

探索、好奇、好勝、成就、

支配、服從、依賴等

.7 行動 Movements

.74  習慣 Habits

.75  適應 Adaptability

適應法入 178.2

.76  工作與疲勞

.77  各種動作

.78  反射動作

.79  交替反應

.8 意志 Volition
行為心理學入此

.83  自由意志

.84  有意動作

.85  行為動機 Motivation

.86  欲望

.87  病態

.88  測驗

.9 意識 Consciousness
潛意識入此

.95  意識形態 Ideology

177  應用心理學 Applied
psychology

以下僅列較普遍的項目如下：

凡用心理學原理解釋他種現象

者，均得入此類，欲將與心理學有

關之學科類歸一處者，可利用此目；

但此種著作以入各類為宜

宗 教 心 理 學 入 210.14； 佛 教

心 理 學 入 220.14； 廣 告 心 理 學

入 497.1；教育心理學入 521；社

會心理學入 541.7；犯罪心理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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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52；藝術心理學入901.4

177.1 溝通心理學

.2 成功的人生

成功法入此

.3 人際關係

參見 541.76 人際關係論

.31  與家屬關係

.32  與朋友關係

.33  與鄰居關係

.34  與同事關係

.36  與一般人關係

.4 訪談；談判

.5 領導
參見 541.776 領導論

.6 合作

.7 職業興趣

.9 其他

178  臨床心理學 Clinical
psychology

.2 適應法

.3 心理診斷：心理輔導；行為改
變術

團體輔導入此

.4 諮商；面談法

.5 精神分析療法

.8 心理治療 Psychotherapy
團體治療、總論心理治療入此

參見 415.97 精神疾病治療法

179  心理計量 Psychometrics；

心理測量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教育測驗入 521.3

.01  理論

.09  歷史與發展

.1 心理測驗 Mental test

.2 智力測驗 Intelligent test

179.3 性向測驗 Aptitude test
能力測驗、職業與興趣測驗入此

.4 成就測驗 Achievement test

.5 測驗工具；測驗表格

.6 人格測驗 Personality test

.61  筆跡測驗 Handwriting test

.62  問卷測驗 Questionnaire test

.63  投射測驗 Projective test

.631  羅夏克測驗 Rorschach  test

.632  主題統覺測驗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64  情境式測驗 Situational test 

.7 測驗結果之解釋
測驗統計、測驗評量入此

.8 測驗結果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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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美學總論 Esthetics：
general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參見 901.1 藝術哲學

.1 美學原理

.14  審美心理學

.15  審美社會學

.3 審美教育學

美育、美感教育入此

.7 美學論叢

.8 美學叢書

.9 美學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2  中國美學史

.93  東方美學史

.94  西洋美學史

181  美意識 Beauty
consciousness

182  美與感覺 Beauty
and perception

183  美之形式 Forms of 

beauty

.2 和諧美

.3 對稱美

.4 對比美

.5 比例美

.6 數量美

.7 力量美

.8 黃金分割率

184  美之內容 Contents of
beauty

.1 自然美

人體美入此

.2 藝術美

.3 社會美

.4 科學美

.5 其他

185  審美情感 Aesthetic
feelings

.1 美感

.2 詼諧

.3 諷刺

.4 崇高

.5 優美

.6 壯美

.7 滑稽

.8 幽默

186  審美判斷 Aesthetic

judgment

188  各派美學 Aesthetic

factions

.1 希臘古典美學

.2 德國古典美學

.3 現象學美學

存在主義美學入此

.4 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

.5 解構主義美學

結構主義美學入此

美　學
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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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 　接受美學

.7 詮釋學美學

.8 精神分析美學

.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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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倫理學總論 Ethics：
general

.9 倫理學史；道德哲學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91  倫理學理論 Ethics
theory

.1 規範倫理學 Normative ethics

.11  快樂主義 Hedonism

.12  效益主義 Utilitarianism

同：功利主義

.13  利他主義 Altruism

兼愛論、公義入此

.14  利己主義 Egoism

自我論、自私、私利入此

.15  義務論 Deontology

同：道義論

.16  德性倫理學 Virtue ethics

.2 後設倫理學 Meta-ethics

.21  自然主義 Naturalism

自然論、認知主義入此

.22  直覺主義 Intuitionism

.23  情緒主義 Emotivism

.24  規約主義 Prescriptivism

同：指令論

.25  唯理主義

.4 演化論與倫理學

.6 人性論 Theory of human nature

.61  性善說

.62  性惡說

191.63 性有善有惡說

.64 性無善惡說

.9 人生哲學

.91  生命哲學

.92  人生觀

世界觀入此

依著者所屬國家詳分

佛教人生觀入 220.113

192  個人倫理；修身
Individual ethics

.1 修身
生活規範、個人倫理、處世 

法、生涯規畫、成功法入此

.11  兒童

.12  學生

.13  青年

.14  成年

.15  婦女
書例：內訓（仁孝文后）

.2  德目

.21  誠實

.22  仁愛

.23  三達德

同：智仁勇

.24  四維
同：禮義廉恥

.25  五法
同：仁義禮智信

.26  五倫

.27  六守
同：仁義忠信勇謀

.28  八德

倫理學
Ethics

同：道德哲學（Moral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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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192.3 修養

.31  禮貌；儀節

.32  談話；口才

.33  儀容

.4 自覺；自省

.5 簡化生活

.6 習慣；惡習

煙酒嫖賭、奢侈入此

參見 548.8 社會病態

.8 格言；箴言；金言

參見 539.6 俗語、歇後語； 

539.9 諺語

.9 善行

.91  勸善

.92  善舉
好人好事事蹟入此

193  家庭倫理 Family ethics
各種家訓入此

家庭制度入544.1；性倫理入

194

.1 孝經
孝道入此

依經書複分表複分

參見 096 孝經（第二法）

.2 父母

.3 子女

.4 夫妻

.5 兄弟姊妹

.6 親戚

.7 婆媳

.8 主僕

.9 其他家庭倫理

194  性倫理 Sexual ethics；
婚姻 Marriage

婚姻風俗入 538.4；婚姻制度

入 544.3；婚姻法入 584.41

參見 544.7 兩性關係

194.1 婚姻；離婚

.2 貞操；童貞

.3 戒淫；禁慾

.4 獨身主義

.5 好色

.7 戀愛

195  社會倫理 Social ethics  
同：社會道德 

社會風氣入 542.9

.1 公德

.2 博愛；同情；互助

.3 讒謗；誹謗

.4 守約

.5 賄賂

.6 朋友

友誼入此

.7 師生
尊師入此

.8 運動倫理

.9 遊藝倫理 Ethics of recreation
遊藝應守之道德入此

遊藝；娛樂；休閒活動入 990

196  國家倫理 State ethics

.1 公民學 Citizenship

.2 帝範
依中國作家時代區分表複分

書 例： 帝 範（ 唐 太 宗 ） 入 

196.241

.3 官箴；公務員規範

依中國作家時代區分表複分

參 見 572.42 公 務 員 規 範； 

573.42 吏治要覽

.5 武德；軍人魂；武士道

騎士精神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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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愛國思想 Patriotism

.8 戰爭倫理

.9 國際倫理；和平

197  生命倫理學 Bioethics
生死觀、生死學、死亡學入此

.1 生命醫學倫理學 Biomedical
ethics

醫學倫理學入410.1619；護理倫

理入 419.61619

.11  墮胎

.12  安樂死

.13  複製人

.14  基因倫理

基因工程入 368.4

.2 死刑

.3 自殺

.4 動物倫理學 Animal ethics
動物權入此

動物保護入 548.38

.5 環境倫理學 Environmental
ethics

198  職業倫理 Professional
and occupational ethics

家庭倫理入 193；性倫理

入 194；社會倫理入 195；運

動倫理入 195.8；遊藝倫理入

195.9；國家倫理入 196；戰

爭倫理入 196.8；國際倫理入

196.9；生命倫理學入 197；

生命醫學倫理學入 197.1；動

物倫理學入 197.4；環境倫

理學入 197.5；廣告倫理入

497.19，其餘依類分，例如：

.3 科學倫理

.312 資訊倫理

.4 科技倫理

[.41]  醫療倫理

宜入 410.1619 醫學倫理學

198.43 農業倫理

.44  工程倫理

.48  商業倫理

.49  企業倫理

.52  教育倫理

.54183 媒體倫理

.57  政治倫理

.5758  警察倫理

.58  法律倫理

.89  新聞倫理

同：新聞道德

199  道德各論 Moral topics
宗教道德入 212

.1 善惡

.2 是非

.3 真偽

.4 美德

.5 惡德

.6 本分；責任；義務

.65  勇氣

.7 義氣

.8 愛
戀愛入 194.7；博愛 195.2；

友愛入 195.6

.9 其他道德論

.91  質樸
個人簡化生活入 192.5

.92  道德運動

.921  新生活運動

.922  道德重整運動 Moral 
rearmament

.923  莊敬自強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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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類

Religion

宗教

200  宗教總論 Religion：
general

除201外，202-209 依總論複 

分表複分

宗教哲學入 210.11

201  宗教政策 Religion policy

宗教行政、宗教法規入此

203  宗教教育及研究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各宗教之宗教教育入各教

204  宗教辭典 Religion

dictionary

205  宗教期刊 Religion

periodicals

206  宗教團體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207  宗教論文集 Collection of

religious essays

208  宗教叢書 Religious book

series

209  宗教史 Religious history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各種宗教史各入其類

各國原始宗教入 215.8

209.2 中國

.3 亞洲

.31  日本
日本佛教諸宗入 226.8

參見 273 日本神道

.32  韓國
參見 276.2 天道教

.33  臺灣

.37  印度

參見 220 佛教；274 婆羅門 

教、印度教

.9  宗教傳記

各種宗教傳記彙編入此，某一

種宗教的人物傳記各入其類

.92 中國

.933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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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分類法

宗
教
類

210  宗教學總論 Science of
religion ：general

.11  宗教哲學

.111  信仰

.12  宗教現象學

.13  宗教人類學

.14  宗教心理學

.15  宗教社會學

.16  宗教詮釋學

211  宗教經驗 Religious
experience

總論入此，神聖現象、神秘主

義、宗教修行入此

各宗教經驗各入其類

212  宗教倫理道德 Religious
ethics (moral)

213  宗教行為及組織
Religious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宗教結社入 546.77

.3 宗教儀式 Rites
祭祀、朝聖入此

.32  禮拜方式

.33  祈禱

懺悔、告解入此

.4 宗教組織

.5 護教與反教

213.7 教職

.8 宗教事業

214  宗教與文化 Religion and
culture

各宗教文化入各該教

宗教文學入815.6；宗教藝術 

入 901.7；宗教歌曲 913.4；宗 

教建築物入 927

215  原始宗教 Primitive
religions

迷信禁忌入 298 及 299

參見 280 神話

.1 宗教起源

.2 自然崇拜 Nature-worship
圖騰入 537.731

.21  太陽崇拜；月崇拜；星辰崇拜

.22 山崇拜；石崇拜

.24 水崇拜；火崇拜；風崇拜

參見 275 祅教

.27 植物崇拜；動物崇拜

.3 拜物教

.4 偶像崇拜 Idolatry

.46 性器崇拜 Phallicism

.5 祖先崇拜

.57 帝王崇拜；偉人崇拜

.6 鬼神

.62 死靈崇拜 Manes；精靈崇拜
Spiritism

.7 死後；冥界 

宗教學

Science of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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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216.9 靈魂論、來生論

215.8 各國原始宗教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216  宗教觀念與思想 Concept
and thoughts in religion

.1 超越神論

.2 有神論 Theism

.3 泛神論 Pantheism
同：泛神教、萬有神教

.4 自然神論 Deism
同：理神論

.5 無神論 Atheism
宗教自由思想入此；以唯物論

（Materialism）論神存在者亦入此

.6 創世論

.7 天命論

.9 靈魂論；來生論

同：來世論

輪迴入此

參見 220.124 緣起論

217  宗教交流 Religion
interchange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01  宗教交流理論

.09  宗教交流史

218  各宗教比較論；比較宗教
學 Comparative religion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01  宗教比較理論

.09  比較宗教學史

.1 佛教與基督教

.2 佛教與道教

.3 佛教與儒教

.4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

.5 基督教與猶太教

 218.6 基督教與儒教

.7 道教與其他宗教

.9 其他宗教比較論

219  宗教思想史 History of

religion thoughts；宗教

學史History of religious

studie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宗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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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分類法

宗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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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佛教總論 Buddhism：
general

.1 佛教教理

.11  佛教哲學

.111  佛教邏輯

同：佛教論理學

現代人論述入此

因明諸論入 222.14

參見 137.17 因明論

.113  倫理學

人生觀入此

.117  宇宙論

.12  佛教教理各論

教相論入此

.121  萬法論

五蘊、十二處、十八界、

唯心論入此

.123  唯識思想

.124  緣起論

謂一切有為法，皆因緣而

起也

談十二因緣入此

.125  實相論

空有論、中道論入此

.126  解脫論

修證論、修道論、涅槃 

論、聲聞論入此

.127  成佛論

佛身論、佛陀論入此

.129  其他

.13  佛教思想

.131  原始佛教思想

220.132 部派佛教思想

.133  大乘佛教思想

.134  密教思想

.139  其他

.14  佛教心理學

.15  佛教社會學

.16  佛教與各方關係

.163  佛教與科學

.1654  佛教與文化

.1657  佛教與政治

.1681  佛教與文學

.169  佛教與藝術

.21  佛教書目
佛書解題入此

.3 佛教教育與研究
僧教育入 224.23

.4 佛教辭典

.42  音義
書例：一切經音義（釋慧 

琳）；翻譯名義集（釋法雲）

.46  事彙；類書

書例：法苑珠林（釋道世）

.6 佛教會社、機構、團體

居士林入此

.7 佛教論文集

.8 佛教叢書
大藏經入 221.08

.9 各國佛學

.91  印度佛學

.92  中國佛學

.93  東方各國佛學

佛　教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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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學入 220.91

其他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分

220.94 西方各國佛教

221  經及其釋 Scriptures and
its interpretation

各經典支分經隨原經分類

綜合論述經律論三藏者亦入此

.01  經典研究

.02  經典提要

.03  經典史；譯經史

.07  經典雜論

.08  藏經
同：一切經、  大藏經

書例：高麗大藏經（高麗大

藏經完刊推進委員會）、大正

新修大藏經（大藏經刊行會）

.09  經典選要

.1 大乘經典 Sutras
大乘佛教徒所信奉之經典，統

稱大乘經

.2 華嚴部 Avatamsaka

.21  華嚴經（六十卷）

.22  華嚴經（八十卷）

.23  華嚴經（四十卷）

.29  其他

.3 寶積部；大集部

.31  大寶積經
略稱寶積經

.32  勝鬘經

.33  正法、合集等諸經

.34  淨土等諸經

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

壽經等入此

.35  大方等大集經

.36  地藏等諸經

.37  虛空藏等諸經

.38  般舟三昧諸經

.39  其他

.4 般若部 Prajna Parmita

大般若經入此

221.41 下品般若

道行般若經入此

.42  中品般若

放光般若經入此

.43  仁王般若

.4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同：金剛經

.45  般若心經

.46  濡首、文殊、勝王天般若

.47  上品般若光

讚般若經入此

.48  理趣般若經

.49  其他

.5 法華部 Saddharma-pundarika 

.51  妙法蓮華經 教

正法華經、添品法華經入此

.54  無量義經

.55  觀普賢經

.59  其他

.6 涅槃部 Nirvana

.61  佛說方等般泥洹經
四童子三昧經入此

.62  佛說大般泥洹經

.63  大般涅槃經
包括北本四十卷（曇無讖 

譯）；南本三十六卷（慧嚴等譯）

.64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

同：佛遺教經

.69  其他

.7 經集部 Sutranikata

.71  諸佛、諸菩薩諸經

.711  佛名諸經

賢劫經、佛說佛名經入此

.712  藥師諸經

.713  彌勒諸經

彌勒上生經、彌勒下生經
入此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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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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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714  文殊諸經
大方廣寶篋經入此

.72  四眾、天子等諸經

.721  維摩經

.722  佛弟子、比丘諸經

佛說阿難問事佛吉凶經入此

.723 諸王諸經

.724 優婆塞諸經

.725 優婆夷諸經

.726 梵志諸經

.727 天子諸經

思益梵天所問經、佛說魔

逆經入此

.728  龍王諸經
十善業道經入此

.73  禪行、三昧等諸經

.731 禪行諸經
佛說大安般守意經、陰持

入經、修行道地經、禪秘

要法經入此

.732  三昧諸經

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佛

說如來智印經、佛說首楞嚴

三昧經、佛說觀佛三昧海經

入此

.733  法相諸經
佛藏經入此

.74  瓔珞、金光明等諸經

.741 瓔珞諸經

.742 金光明經

.743 如來藏諸經

大方等如來藏經、大方廣

如來藏經、佛說不增不減經

入此

.75  楞伽諸經

.751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楞伽經、大乘入楞伽經入此

.752  大乘同性經
證契大乘經入此

.76  深密、福田等諸經

 221.761  深密諸經

解深密經、佛地經、大

乘密嚴經入此

.762 福田諸經

佛說父母恩難報經、佛

說盂蘭盆經入此

.763 緣生諸經

.77  業道、名數等經

.771 業道諸經

諸法集要經、佛說未曾

有因緣經入此

.772 名數諸經

佛 說 八 大 人 覺 經、

四十二章經入此

.773 數珠諸經

.78  經集部其他經典

.781 占察善惡業報經

.782 圓覺經

.8 阿含部；本緣部

.81  長阿含

長部經典入此

.82  中阿含

中部經典入此

.83  增一阿含

增支部經典入此

.84  雜阿含

相應部經典入此

.85  小部經典

.86  本緣部 Jataka, Avadana

法句經、因果經、本起經、
佛所行讚經、報恩經、出曜 
經、賢愚經、本生經、譬喻經
等入此

.89  其他

.9 密教部 Tantaryana

.91  大日等諸經

.92  金剛頂經
教王經、略出經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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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93 蘇悉地諸經

.94  楞嚴經

.95  各種密經

.96  咒經類

.99  其他

222  論及其釋 Abhidharma
and its interpretation

論藏入此

律疏分入 223

.1 大乘宗經論

.11  毘曇部
八犍度論、大毘婆沙論、俱

舍論、成實論入此

.12  中觀部

中論、十二門論、百論、入

菩薩行論入此

.13  瑜伽部

瑜伽師地論、究竟一乘寶

性論、攝大乘論、唯識三十論 

頌、唯識二十論、大乘百法明

門論、佛性論、成唯識論（簡

稱唯識論）入此

.14  論集部

因明諸論、大乘起信論、釋

摩訶衍論、那先比丘經入此

參 見 1 3 7 . 1 7 因 明 論 ： 

220.111 佛教邏輯

.2 大乘釋經論

.21  大智度論

.22  現觀莊嚴論

.23  十住毘婆沙論

.24  往生論

同：淨土論、往生淨土論、

無量壽經論

.6 南傳論典

巴利論典入此

.61  南傳七部論

包括法集論、分別論、界 

論、人施設論、論事、雙論、

發趣論

222.62 攝阿毘達磨義論

.63  清淨道論

.7 密教部
藏密祖師著述入 226.96

.9  雜藏

[.96] 因明

宜入 222.14

.99  疑偽依託

223  律及其釋 Vinaya and its
interpretation

律疏隨律本分

律藏入此

律宗入 226.72

.1 菩薩戒律

大乘律入此

.11  梵網經 

.12  菩薩瓔珞本業經

.13  瑜伽菩薩戒本

.14  菩薩地持經

.15  菩薩善戒經

.16  優婆塞戒經

.2 聲聞戒律
部派戒律入此

.21  十誦律

.22  根有律

.23  四分律 Dharmaguptaka

法藏部律入此

.24  摩訶僧祇律

大眾部律入此

.25  五分律 Mahisaaka

化地部律入此

.26  解脫戒經

飲光部律入此

.27  巴利律典

南傳佛教律入此

.28  律論

.29 雜律

.9 其他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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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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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佛教儀制 Buddhist

rituals；佛教文藝
Buddhist literature and
art

.1 儀式

.11  傳戒
綜述出家戒法、在家戒法

及傳戒錄入此，專述各宗派戒

法分入 226

.12  法會
紀念法會、超度、施食法 

會、共修會（如：禪七）、經

懺法會、經咒法會、齋僧法 

會、誕生法會、成道法會、涅

槃會、祈願法會等入此

.13  課誦

.14  講經；拜經儀式

.15  佛化儀式

喜事儀式、喪事儀式、臨

終處理入此

.17  其他儀式

圓頂儀式、誦戒儀式、放

生儀式入此

.18  法物
法器、佛具入此

.19  制服

袈裟入此

.2 僧制

叢林制度、寺院制度、僧團制

度入此

各宗派僧制分入 226

.21  僧管理

寺院生活、寺院管理、寺

院組織、清規以及佛教法令、

章程、僧官制度等入此

.22  僧經濟

寺院經濟入此

.23  僧教育

僧教育機構入此

佛教教育入 220.3

224.26 僧團誌

.29  教團史

.3  諷誦；祈禱
朝晚課誦、蒙山焰口諷誦、拜

經諷誦、拜懺諷誦、法會諷誦、

各種法事諷誦等入此

梵唄入 224.53

參見 224.53 佛教音樂

.4 懺悔
水懺、金剛懺、大悲懺、藥師

懺、梁皇懺等入此

.5 佛教文藝；佛教語文

.51  佛教文學

.511  總集

.512  別集

.513  詩歌；偈讚

.514  講唱文學

.515  故事；小說

.516  劇本

.517  散文

.518  應用文

書信入此

.519  雜著
日記、序跋、筆記、楹 

聯、輓聯、壽文、發願文等

入此

.52  佛教美術

佛像雕塑、佛像書畫入

224.6

.53  佛教音樂

梵唄入此

.54  佛教舞蹈

.55  佛教戲劇

.56  佛教攝影

佛像攝影入 224.6

.57  佛教語文

.6 佛像
各種美術體裁之佛像均入此

.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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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佛教佈教及信仰生活

Buddhist  missions, belief 
and live

.4 佈教

.41  佛教佈教法

.42  弘法活動

佛教營活動入此

.7 修持
求法、入門、初機、啟蒙入此

.71  戒
毘尼日用入此

.72  定
靜坐入此

.73  慧

.75  密教修持法

密教儀軌、藏密修持法及

儀軌、禮讚、禮懺、灌頂、加 

行、大圓滿、大手印入此

.8 信仰生活；處世法

.81  諸佛信仰及其法門

諸佛感應入此

.82  菩薩信仰及其法門

菩薩感應入此

.83  經咒信仰及其法門

經咒修持法、經咒感應入此

.84  舍利信仰及其法門

.85  因果、輪迴、感應

神通入此

.86  學佛體驗

.87  處世法

佛化生活、佛教與生活、 

禪、淨的應用、護生、佛教養

生、臨終關懷入此

.89  其他

.9 居士

226  佛教宗派 Buddhist sects

印度佛教宗派，小乘有二十部，

出於異部宗輪論，大乘有二宗，

即中觀及瑜伽。各宗著述入此

中觀宗（龍樹宗），中國稱三

論宗，入 226.1；瑜伽宗（彌勒

宗），中國稱法相宗，入 226.2；

佛教有顯教、密教之分。顯教是

釋迦如來化身所說之教法，而密

教是大日如來所說之金剛胎藏兩

部教法。密教排在顯教各宗派之

后，入 226.9

佛教宗派複分表

1   教義

2   宗典及其釋

3   規律

4   儀式

5   語錄；信仰錄；說教集

6   佛教派別

7   寺院；僧制

8   歷史

9   記

.1 三論宗

又稱法性宗，印度名為中觀宗

（龍樹宗），以大般若經為本，

是空宗也

.2 法相宗

法相之名，取自解深密經一切

法相品，窮究萬法之性相為旨。

又稱相宗、唯識宗、印度名瑜伽

宗。毘曇宗、俱舍宗亦得入此

.3 華嚴宗
以華嚴經（Aratamsaka Sutra）

為宗依，六朝杜順為始祖，又稱 

賢首宗

華嚴經入 221.2

.4 天臺宗
由天台智者大師成立，以法華

經為本，又名法華宗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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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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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儀、摩訶止觀、法華、

台密等入此

226.5  淨土宗
 以念佛往生彌陀淨土為旨，

以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

陀經（稱為淨土三經）為本

淨土諸經入 221.34

.6 禪宗
以達摩為始祖，又稱佛心宗、

心宗或心印佛教。得再分出禪宗

各派

.662  曹溪宗

.663  溈仰宗

.664  臨濟宗

.665  曹洞宗

.666  雲門宗

.667  黃檗宗

.668  法眼宗

.669  其他禪宗

.7 其他顯教各宗

.71  成實宗

.72  律宗
同：南山律宗、南山宗

.723  相部律宗

.725  東塔律宗

.727  日本律宗

.76  韓國諸宗

.767  大覺教

.768  圓佛教

.8 日本佛教諸宗

.81-.86 仿 226.1-.6 分

日本律宗入 226.727；日本真

言宗入 226.93

.87  日蓮宗
立正安國論、創價學會、

靈友會入此

.88  真宗
同：淨土真宗

教行信證、正信偈、愚禿 

鈔、歎異鈔、安心論入此

226.89 時宗

.9 密教

.91 密宗 Tantra

同：真言宗

.93 日本真言宗

以空海為第一祖

.96  藏傳佛教

同：喇嘛教（Lamaism）、

西藏佛教

.9661  寧瑪派
俗稱紅教，印度蓮華生 

上師為開祖

.9662  薩迦派
俗稱花教，貢卻杰布所創

.9663  噶舉派

俗稱白教，瑪而巴所創

.9664  格魯派

同：額爾德尼派、新噶

當派

俗稱黃教，宗喀巴為開

祖，創於明永樂時。由甘

丹派演化而來，甘丹派別

名噶當派

.971  藏乘轉世制；活佛

227  寺院 Temple
寺廟、精舍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寺院建築入 927.2

.2 中國寺院

依中國省區表及中國縣市表複分

.3 東方各國寺院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1  日本寺院

.32  韓國寺院

.33  臺灣寺院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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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佛教史地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Buddhism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中 

國再依中國省區表及中國縣市表

複分

各宗派佛教史入 226

228.1 印度佛教史

.2 中國佛教史

齋教入 271.4

.266 西藏佛教史

參見 226.96 藏傳佛教

.33  臺灣佛教史

.37  南傳佛教史

.9 異端；宗教壓迫
佛難入此

229  佛教傳記 Buddhism：
biography

各宗傳記入 226 相關各子目

.1 釋迦牟尼；佛傳
佛陀論入 220.127.2 

.2 諸菩薩；印度佛教傳記（附西域）
觀世音菩薩、地藏菩薩、彌勒

菩薩、普賢菩薩等入此

.3 中國佛教傳記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4 日本佛教傳記
依日本時代表複分

.5 韓國佛教傳記

.6 其他亞洲各國佛教傳記

.63  臺灣佛教傳記

.7 歐洲佛教傳記

.8 美洲佛教傳記

.9 其他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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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類

230  道教總論 Taoism：
general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道教史入 238

.61  道官

231  道藏 Taozang（Taoist
canon）

神符、玉訣、璽藏、譜錄等均

入此，得細分如下

.02  道藏目錄

書例：道藏目錄詳註（白雲

霽）、道藏子目引得（翁獨健）

.1 三洞三經

.2 洞真部

本文類、神符類、玉訣類、

靈圖類、譜錄類、戒律類、威儀 

類、方法類、眾術類、記傳類、

讚頌類、章表類等

.3 洞玄部

.4 洞神部

.5 四輔

.6 太玄部

書例：真誥（陶宏景）、雲笈

七籤（張君房）

.65  參同契

.7 太平部
書例：無上秘要（宇文邕）

.8 太清部
書例：太上感應篇（李昌齡）

231.9 正一部

書例：枕中經

233  道教規律 Taoist rules
and regulations

234  道教儀式 Taoist rituals
同：齋醮

符懺、頌經入此

.1 科儀

.2 符籙

.3 懺悔

.4 殿儀

.5 道教文學；道教藝術

.51  道教文學

.511  總集

.512  別集

.513  詩歌

.518  應用文

.52  道教藝術

.53  道教音樂

235  道教修鍊 Taoist
cultivation and 
refinement

.1 延命法，長生不老術

.2 內丹，胎息

.3 外丹，金丹

.4 房中術

道　教

Taoism
東漢張陵（又名張道陵）創五斗米道，以符籙禁之法行世，其子衡、孫魯相繼行其道，至北魏寇謙

之，奉老子為教祖，張道陵為大宗，而道教之名始立

神仙入此

秦時代道家思想入 121.3；陰陽五行入 291；祠祀入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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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8 信仰生活

236  道教宗派 Taoist sects

.1 正一派
同 :正一教、正一道

.11  正乙教（南宗）

.2 全真教（北宗）

同：全真道

七真派入此

.3 太乙教

同：太一道

.4 真大道教

.9 其他各派

237  道觀及道教組織 Taoist
temples and organization

各道觀入此

.3 道士；道姑
指職務、制度

.31  紅頭司公

.32  烏頭司公

238  道教史 History of
Taoism

.01-.08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1-.6 依中國省區表複分

239  道教傳記 Taoism：

Biography
道教（道士及道姑）總傳、

神仙傳入此 ( 依中國時代表

分 )

道教別傳入 239.7

.1 開祖（張陵）

.2 張天師
名宗演

.7 道士；道姑

別傳入此，依中國時代表分

總傳入 239

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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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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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基督教總論
Christianity：general

基督教史入 248

.16  基督教與各科關係

.9 基督教思想史

.91  早期

.92  中世

.93  宗教改革後

.94  現代

.98  各學派

241  聖經 Bible
全本新舊約聖經入此

.002  中國方言譯本

.003  日、韓語譯本

.004  英語譯本

.0041  　欽定本譯本 King James

同：英皇欽定本譯本、

詹姆士欽定本譯本

.0042  　新英文聖經 New-English

                 　Bible

.0043  　新國際版聖經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008  其他語本

臺語譯本入此

.01  聖經研究

.014  原文批評

.016  聖經解釋學

.017  聖經神學

241.02 聖經提要

.021  索引

.03  聖經註解

舊新約各卷註解各入其類

.04  聖經辭典

.05  聖經期刊

.064  聖經公會

.07  諸問題

.09  聖經史地

.091  死海書卷 Dead Sea Scrolls

.092  聖經地理

地圖、地圖集入此

.093  聖經遊記

.094  聖經考古學

.098  兩約之間的歷史

.099  聖經人物

.1 舊約 Old Testament

.101  舊約研究

.103  舊約註解

.104  舊約辭典

.1099  　舊約人物

.2 歷史書 Historical Books

.21  摩西五經 Pentateuch

           （Torah）

.211  創世記 Genesis

.212  出埃及記 Exodus

.2121  　十誡 Ten Commandments

.213  利未記 Leviticus

.214  民數記 Numbers

基督教

Christianity
包含基督新教、天主教與東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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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215  　申命記 Deuteronomy

.22  約書亞記 Joshua

.23  士師記 Judges

.24  路得記 Ruth

.25  撒母耳記 Samuel

.253  撒母耳記上 Samuel I

.254  撒母耳記下 Samuel Ⅱ

.26  列王紀 Kings

.263  列王紀上 Kings I

.264  列王紀下 Kings Ⅱ

.27  歷代志 Chronicles

.273  歷代志上 Chronicles  I

.274  歷代志下 Chronicles  Ⅱ

.28  以斯拉記 Ezra

.29  其 他 史 記 書 Other historical 
books

.293  尼希米記 Nehemiah

.294  以斯帖記 Esther

.3  詩歌書 Poetic Books

.31  約伯記 Job

.32  詩篇 Psalms

.37  箴言 Proverbs

.38  傳道書 Ecclesiastes

.39  雅歌 Song of Solomon （Song 
of Songs）

.4 先知書；預言書 Prophetic
Books

大先知書入此

.41  以賽亞書 Isaiah

.42  耶利米書 Jeremiah

.43  耶利米哀歌 Lamentations

.44  以西結書 Ezekiel

.45  但以理書 Daniel

.46  何西阿書 Hosea

.47  約珥書 Joel

.48  阿摩司書 Amos

241.49 其他小先知書 Other Minor               
Prophets

何西阿書入 241.46；約珥書

入241.47；阿摩司書入241.48

.491  俄巴底亞書 Obadiah

.492  約拿書 Jonah

.493  彌迦書 Micah

.494  那鴻書 Nahum

.495  哈巴谷書 Habakkuk

.496  西番雅書 Zephaniah

.497  哈該書 Haggai

.498  撒迦利亞書 Zechariah

.499  瑪拉基書 Malachi

.5 新約 New Testament

.501  新約研究

.503  新約註解

.504  新約辭典

.505  現代譯本

.5051  　天主教譯本

.5052  　基督教譯本

.5099  　新約人物

.6 四福音及使徒行傳 Gospels and
Acts

同：福音書

.61 共觀福音；符類福音 Synoptic 
Gospels

.62  馬太福音 Matthew

同：馬竇福音

主禱文入 241.692

.63  馬可福音 Mark

同：馬爾谷福音

.64  路加福音 Luke

.65  約翰福音 John

同：若望福音

.66  使徒行傳 The Acts

.67  耶穌神蹟 Miracles

.68  耶穌比喻 Parables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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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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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69 登山寶訓 Sermon on the 
Mount

.691  八福 Beatitudes

.692  主禱文 Lord's Prayer

.7 書信 Epistles
保羅書信入此

.701  牧會書信概說

.707  保羅書信研究

.71  羅馬書 Romans

.72  哥林多前後書 Corinthians

.721  哥林多前書 Corinthians Ⅰ

.722  哥林多後書 Corinthians Ⅱ

.73  加拉太書 Galatians

.74  以弗所書 Ephesians

.75  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76  歌羅西書 Colossians

.77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Thessalonians

.771  帖撒羅尼迦前書
Thessalonians Ⅰ

.772  帖撒羅尼迦後書
Thessalonians Ⅱ

.78  保羅其他書信

.781  提摩太前後書 Timothy

.7811  　提摩太前書 Timothy  Ⅰ

.7812  　提摩太後書 Timothy  Ⅱ

.782  提多書 Titus

.783  腓利門書 Philemon

.784  希伯來書 Hebrews

.79  其他使徒書信 General Epistles

.791  雅各書 James

.792  彼得前後書 Peter

.7921  　彼得前書 Peter Ⅰ

.7922  　彼得後書 Peter Ⅱ

.793  約翰書信 Johannine 
Epistles

241.7931 約翰一書 John I

.7932 約翰二書 John Ⅱ

.7933 約翰三書 John Ⅲ

.798  猶大書 Jude

.8 啟示錄 Revelation

.9 次經 Apocrypha
兩約間之作品

242  神學 Christian theology

；教義學 Christian
doctrinal theology

系統神學（Systematic the-  

ology）入此

實際神學入 244

.1 神；上帝 God
同 :耶和華

.11  三位一體 The Trinity

聖父、聖子入此

.15  聖靈 Holy spirit

.2 基督論 Christology

.21  救世主 Messiah

.22  道 Logos

.23  道成肉身 Incarnation

.24  救贖 Atonement

.25  復活 Resurrection

.26  再臨 Second Advent

.27  審判 Judgement

.28  基督的神性和人性

.29  耶穌基督的生平

.291 受胎告知

.292 誕生
聖誕節入 244.88

.293 聖家族

各種有關聖母瑪利亞之信

仰、教條及見解的研究入此

.294 施洗約翰

.295 耶穌的公開生涯

耶穌神蹟入 2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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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2954 教導

.296  耶穌的受難

.2961  　最後的晚餐 Last Supper

.2962  　猶大出賣耶穌

.2963  　受審問 Trial

.2964  　釘十字架 Crucifixion

.2965  　埋葬 Burial

.297  復活 Resurrection； 

顯現 Manifestation ； 

昇天 Ascension

.298  有關耶穌的傳說

.299  其他

.3 世人 Man

.31  人之創造

.317  原罪 Original sin

.32  罪 Sin

.35  靈魂

.4 救世論 Salvation
（Soteriology）

.41  恩典 Grace

同：神典

.42  信仰 Faith

.43  悔改 Repentance

.44  重生 Regeneration

.45  赦免 Forgiveness

.46  稱義 Justification

.47  成聖 Sanctification

.5 天使 Angeology；魔鬼

Demonology；聖徒

聖人傳記入 249.6

.56 魔鬼 Demons；撒旦 Satan；

             敵基督

.6 世界末日 Eschatology
同：末世論

.7 來世論

.72  永生 Eternity

.76  天國論

242.77 地獄 Hell

.779  煉獄

.78  最後的審判

千禧年、耶穌再來入此

.8 信條 Creeds

.81  使徒信經

.82  尼西亞信經 The Nicene Creed

.89  教義問答

.9 辯證神學 Apologetic；護教 
Polemics

殉教入此

243  教義文獻 Doctrines
works

基督教古典教理文獻入此宗

教理史入240.9，現代各家教理論

著入 242

.1 使徒後期教父論著 Apostolic
Fathers

.2 敘利亞等基督徒作品

.3 希臘及拜佔庭教父論著

.4 拉丁教父論著 Post-Apostolic
Latin Fathers

.5 中世紀拉丁教父論著

.6 十六世紀改革家論著

.61  路德 Luther

.62  卡爾文 Calvin

.63  慈運理 Zwingli

.7 宗教改革後新教論著

.8 近世、近代天主教論著

.9 其他教義文獻

244  實際神學 Practical 
theology；儀式
Ceremony

規律、儀式等入此

.2 崇拜及儀式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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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21 崇拜禱告

.22  崇拜音樂

.23  讀經；彌撒亞

.24  啟應文

.25  信仰告白

.26  證道

.27  禱告會

.29  聖禮
祝聖與奉獻禮入 244.59

.3 祈禱

.31  禁食禱告

.4 頌詩 Hymns
聖詩、普天頌贊、讚美詩、詩

歌集等入此。有譜無譜均入此

.5 聖禮儀式 Sacraments

.51  洗禮 Baptism

.52  按手禮；堅信禮 
Confirmation

.53  聖餐 Eucharist

.54  婚禮 Matrimony

.55  懺悔 Penance

.56  臨終聖餐；生病塗油禮
Extreme  unction

.57  喪禮

.59  其他禮儀

奉獻禮入此

.6 基督教藝術
具有宗教意義與目的之藝術作

品入此

.61  拜佔庭和歌德時代

.62  早期基督教和羅馬天主教

.64  文藝復興和現代

.65  畫像；象徵；徽章

.66  彩色與光線

.67  音樂；韻律；戲劇藝術

.69  建築

.7 聖傢俱及相關用品

 繪畫、雕刻、織品、祭器用具

等入此

244.8 節日；教會曆

.81  主日；安息日；聖日

以一週之第七日為安息日

.82  復活節

.83  聖靈降臨節

.87  待降節

.88  聖誕節

.89  其他節日

.9 基督徒的經驗、操練、生活

.91  道德

.92  宗教經驗

醫治入此

.921  改變和皈依信服

慕道入此

.93  禱告；默想；靈修

.94  省察

.941  苦修

.95  見證

.96  行為準則

十誡、登山寶訓、金科玉律

等入此

.98  各階層生活指南

.982  兒童；青少年

.984  成年

.99  家庭生活指南

245  教牧學 Pastoral theology

.1 講道 Preaching；佈道 
Evangelism

奮興會、佈道大會入此

.11  戶外傳道

.12  家庭傳道

.13  電視傳道；電台傳道

.14  網路傳道

.19  其他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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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2 講道集 Sermons
見證入 244.95

.3 牧師 Pastor；主教 Priest

.6 宣教 Missions
同：差傳

.7 文書傳道

.8 醫療傳道

.9 社會關懷

246  宗派 Denominations and
sects of Christian Church

.1 原始及東方教會 Primitive and
Oriental Churches

.18  景教 Nestorian

.19  東正教

同：希臘正教

.2 天主教

同：羅馬公教 （Catholicism）

羅馬教廷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各修道院及修士會入248.8；教

宗傳記入 249.4；梵蒂崗入 745.9

.22  中國天主教

.231  日本天主教

.233  臺灣天主教

.3 基督新教 Protestantism
同：更正教、抗羅宗

參 見 243.6-.7 教 義 文 獻； 

248.16 宗教改革史

.4 信義會 Lutheran Church
同：路德會

.5 長老宗 Presbyterian；
Calvinism；Reformed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卡爾文主義教派、歸正教會、

卡爾文論著入 243.62

.533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541  英國及蘇格蘭

.552  美國

246.553  加拿大

.58  清教派

.59  公理會 Congregational

.6 浸禮宗；浸信會 Baptist

.67  神召會 Assemblies of God

.68  主徒會 Disciples of Christ

.69  安息日會 Adventist

.7 美以美會 Methodist
同：監理會

約翰衛斯力（John  Wesley）

所創

衛理公會、循道會入此

.74  循理會 Free Methodist

.75  聖教會 Holiness

.77  拿撒勒人會 

.78  宣道會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8 聖公會 Episcopal and Anglican
同：英國國教會

.9 其他教派

.91  同仁教會 Universalist

.93  摩門教 Mormons

同：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

（Latter-Day Saints）

.94  耶和華見證會 Jehovah's 
witnesses

同：守望臺

萬國聖經研究會入此

.96  教友派 Society of Friends

貴格會（Quakers）入此

.97  真耶穌教 True Jesus Church

.98  無教會主義

.99  聚會所；小群

247  教會 Church；社會神學
Social theology

.1 教會學 Ecclesiology
教會法規入 583.2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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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2 教務

.3 財務

.4 組織；聖職人員

人事入此

.49  團契

.6 社會神學
教會社會事業入此

醫療傳道入 245.8

.7 基督教教育事業；主日學

宗教訓練和教育機構入此

.71  宗教教育

.711  兒童主日學

.712  青少年主日學

.713  成年主日學

.714  查經班

.715  退修會

.72  教學方法

基督教教科書入此

.73  事奉工作訓練

音樂、禮拜、節慶等事奉入此

.74  特殊宗派教育

.8 福音機構

.81  基督教青年會 Y.M.C.A.

.82  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

.83  救世軍 Salvation Army

.84  基甸會

.89  其他

.9 教會聯合會 Church union

248  基督教史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 基督教通史

.11  使徒時代至公元 325 年

325 年君士坦丁大帝召開基

督教會議

.12  教會議會時代（325-787）

392 年羅馬定基督教為國教

 248.13 教皇和皇帝鬥爭時代（787-                 

1054）

.14  教皇統治時代（1054-1200）

.141  十字軍（1096-1270）
參見 740.236 十字軍

.15  中世紀末葉至文藝復興 

（1200-1517）

.16  宗教改革及反宗教改革 
（1517-1648）Reformation and 
Counter  Reformation

參見 740.243 西洋史：宗教

改革時期

.17  威斯特發里和約 Westphalia 至

法國大革命（1648-1789）

.18  近代教會史

.181  1789-1899 年

.182  1900 年 -

.2 中國基督教史

.33  臺灣基督教史

.8 修士會 Congregations
修士史入此

.81  本篤會 Benedictine

.82  道明會 Dominicans

.83  方濟會 Franciscans

.84  奧斯汀會 Augustinians

.85  耶穌會 Jesuits

.87  天主教其他男修士會

主徒會、遣使會

（Lazarists）、苦難會

（Passionists）、聖靈神甫會

（Holy Ghost Fathers）、瑪利

諾會（Marino Fathers）入此

.88  非天主教男修士會

.89  修女會

仁慈傳教會（Sisters  of 

Mercy ）、 聖 心 會（Sacred 

Heart  Orders）等入此

.9 基督教異端；宗教壓迫；教會
迫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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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基督教傳記 Christian
biography

.1 耶穌基督傳記
基督論入 242.2；基督生涯之

神學解說入 242.295

.2 耶穌門徒之傳記

.21  彼得傳記

.26  保羅傳記

.3 早期教父傳記

.4 教宗傳記

.5 羅馬教廷人物傳記

.6 聖人傳記

.7 殉教者傳記

.8 中國基督教界人物傳記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9 近代各國基督教人物傳記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33  臺灣基督教界人物傳記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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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伊斯蘭教總論 Islam：
general

伊斯蘭教史入 258

251  伊斯蘭教經典 Islamic
classics

可蘭經、古蘭經（Koran）入此

.9 聖訓 Hadith

252  伊斯蘭教論疏 Islamic
abhidharma

.1 阿拉 Allah
同：真主

253  伊斯蘭教規律 Islamic
law

254  伊斯蘭教儀式 Islamic
rituals

.3 祈禱
信徒一日五次面向麥加祈禱

.4 斷食；齋月

同：來默丹月（Ramadan）

.5 朝聖 Hadj

.52  到麥加 Mecca
穆罕默德誕生地

.53  到麥地那 Medina

穆罕默德之墓地

254.6 天課 Zakat
施捨（Almsgiving）入此

.7 伊斯蘭教藝術

.8 伊斯蘭教節日

.81  開齋節

.82  忠孝節
同：犧牲節

255  伊斯蘭教佈教 Islamic
missions

256  伊斯蘭教宗派 Islamic
sects

.1 遜尼派 Sunnite
同：散那派、聖訓派

瓦哈比派入此

.3 什葉派 Shiite
同：十葉派、西阿派

此派於公元七世紀末傳入波斯

（今伊朗），為波斯之國教

.9 黑人伊斯蘭教 Black Muslim

257  伊斯蘭教教會及組織
Islamic church and 
organization

清真寺入此

258  伊斯蘭教史 History of

伊斯蘭教

Islam (Mohammedanism)
同：回教、回回教、清真教

為穆罕默德所創，公元 622 年為伊斯蘭教曆的紀元，其信徒通稱為穆斯林（Muslim）

伊斯蘭教曆入 327.32，伊斯蘭法系入 580.918，中國境內回族誌入 536.24，中國回族史入 639.4，伊

斯蘭教建築入 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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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m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259  伊斯蘭教傳記 Islam：
biography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 穆罕默德（Mohammed, 507- 
632）

書例：天方至聖實錄年譜（劉

介廉）

伊斯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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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猶太教總論 Judaism：
general

猶太教史入 268

261  猶太教經典 Talmud
舊約聖經入 241.1-.4

262  猶太教教義 Jewish
doctrines

263  猶太教規律 Jewish rules
and regulations

猶太古律法入此

264  猶太教儀式 Jewish
rituals

.1 猶太教安息日 Sabbath
一週之第七日，除禮拜外不作

一事。

.2 猶太教禮拜

.5 猶太教典禮

.52  割禮 Circumcision

.7 猶太教藝術

.8 猶太教節日

猶太教逾越節（Passover）入此

265  猶太教佈教 Jewish
missions

.1 猶太教講道

266  猶太教宗派 Jewish sects 

266.1 古代宗派

.12  法利賽派 Pharisees

.13  撒都該派 Sadducees

.14  苦修教派 Essenes

同：艾賽尼派（Essenes）

267  猶太教教會及組織
Synagogues and
Judaismic organization

268  猶太教史 History of
Judaism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269  猶太教傳記 Jewish biog-
raphy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猶太教

Judaism
同：以色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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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中國其他宗教 Other
religions in China

.1 孔教
儒學入 121.2

參見 533.3 祀孔

.17  孔子廟泛論

.18  中國各地孔子廟

.19  各國孔子廟

.1933  　　臺灣孔子廟

.2 理教

.3 軒轅教
祀黃帝入此

.4 齋教

民間佛教，名齋堂、菜堂、先

天道、龍華教等

.5 紅卍字會

.6 一貫道

同：鴨蛋教

.7 儒宗神教
同：鸞堂、降筆會

.8 邊疆各宗教

.9 民間信仰
儒素道入此

.96  法輪功

.99  其他

272  祠祀 Worship

中國一切奉祀之神，如土地、城隍等

可歸入此

寺廟籤詩入 292.7

.02  神誕表，廟神一覽

.09  各地祠祀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複分

272.097 臺灣

.098 海外華人地區

.1 天界諸神

.11  玉皇大帝
同：玉皇上帝、元始天尊

三清天尊入此

.12  太陽公

.14  雷公；電母；風伯；雨師

.15  玄天上帝
同：北極聖神君

.16  文昌帝君
同：梓潼聖君

.19  其他
列漢星辰（七星娘娘、歲時

神）入此

.2 神祗及家神

.21  后土
同：土地公、福德正神

.22  城隍爺

.23  五嶽大帝

.24  酆都帝（地獄）
閻羅王入此

.27  三山國王；青山王

.28  瘟神；王爺

.29  家神
灶神、財神、門神等入此

.3 穀祖；諸仙

.31  神農

.38  八仙

.39  其他

.4 瑜珈法院

.43  觀音

猶太教 ;其他宗教

其他宗教

Other reli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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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6 功曹
列舉開祖及傳授科教等人物

.64 祖師爺

.7 諸人物神

.71  媽祖
同：天妃、天上聖母

.72  保生大帝

同：妙道吳公真君

.74  關帝君
同：關公、武帝

.77  義民爺

.78  國姓爺

同：延平郡王、開臺聖王

.79  其他
托塔天王、鍾馗、濟公等

入此

.8 器具物品神及其他

.9 儀式

.91  祭祀
包括牲禮、紙帛

.92  拜拜

.93  進香

.94  建醮

.95  迎王；燒王船

.96  過火

.97  陣頭；曲藝

參見 991.87 陣頭

.99  其他

273  日本神道 Shinto

.1 神道思想

.11  兩部神道

同：天臺神道、真言神道、

三輪神道、日吉神道

.12  伊勢神道

同：度會神道、外宮神道

.13  吉田神道

同：卜部神道、唯一神道、

弓矢神道

273.14 伯家神道
同：白川神道

.15  吉川神道
同：理學神道

.16  垂加神道
同：儒家神道

.17  土御門神道
同：安倍神道

.18  復古神道
同：古學神道

.19  其他神道說

.2 神祗

.3 神典及神託

.4 神社神職
神社建築入 927.7

.41  神社與國家

.42  神格社格

.43  神階

.44  神殿

.45  神領

.46  神職

.47  伊勢神宮

.48  各社誌

.5 祭祀

.51  大嘗祭

.52  恒例祭

.53  祈禱

.54  祝詞祓詞

.55  神饌幣帛

.56  祭祀用具

.6 神道佈教；信仰

.7 神道教派；教派神道

.71  神道大教

.72  出雲大社教

.73  神道大成教；神道修成派；神
理教

.74  神習教；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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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宗教

273.75 扶桑教；實行教；御岳教

.76  黑住教

.77  金光教

.78 天理教

.79  其他

274  婆羅門教 Brahmanism；
印度教 Hinduism

婆羅門教，印度古昔婆羅

門族所奉之教法，佛教興時大

衰，佛滅後復盛，印度教為婆

羅門教之變象，因反對佛教而

起，仍以維持社會階級制為一

特色，至今印度人大多信奉之 

  參見 137 印度哲學

275  祅教 Zoroastrianism
同：拜火教、瑣羅亞斯德教 

　波斯瑣羅亞斯德（Zoroaster）

所創，其教立善惡二天。又因其

有拜火之儀，故稱拜火教。唐 

時，與摩尼教、景教並入中國，

稱祅教

.1 奧馬茲德 Ormuzd
光明及善之神

.2 阿利曼 Ahriman
黑暗及惡之神

276  其他東方諸宗教 Other
eastern  religions

神道入 273

.1 奧姆真理教

.2 天道教 Chondoism
同：東學教

.26  東學教分派

.261  侍天教

.262  上帝教

.263  青林教

.264  元倧教

.265  天仸教

276.266 大華教

.3 錫克教

.4 薩滿教 Samanism

.5 巴哈伊教 Bahai
舊稱大同教

.6 摩尼教 Manicheism
同：明教

公元三世紀初波斯摩尼所創

.7 耆那教 Jainism

.8 統一教

.9 其他

277  希臘羅馬之宗教 Greek
and Roman religions

希 臘 正 教 （ 東 正 教 ） 入 

246.19；羅馬天主教入 246.2

278  條頓系及北歐之宗教
Teutonic and Nordic  
religions

279  其他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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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神話總論 Mythology：
general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傳說入 539.5

282  中國神話 Chinese
mythology

283-287   各國神話
    Mythology of
    different  countrie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283  亞洲各國神話 Asian
mythology

.3 臺灣神話

284  西洋各國神話 Western
mythology

.95  希臘羅馬神話

神 話

Myt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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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術數總論 Astrology：
general

.1 數學
書例：太玄經（揚雄）、皇極經

世書（邵雍）

.26  通書便覽

291  陰陽五行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1 陰陽

.2 五行

292  占卜 Divination
書例：卜法詳考（胡煦）

.1 易占
卜卦入此

.2 占候

.22  占星 Astrology

書例：星占（劉孔昭）、星

學大成（萬民英）

.23  占日月

.25  風角；望氣

.3 龜卜；錢卜；鳥卜

.4 六壬；太乙；九宮

書例：六壬大全、太乙數大全

.5 奇門；遁甲

書例：遁甲演義（程道生）

.6 籤卜
卜卦入 292.1

.7 籤詩
依中國省區表複分

292.77 臺灣籤詩

.78 藥籤

.8 問神
擲杯筊入此

.9 雜占

.91  測字

.92  占夢
參見 175.1 夢

.93  米卦

.94  碟仙

.96  牌占
撲克牌、塔羅牌入此

.99  其他

293  命相 Fortune tellers
論命運、運氣、時運者入此

.1 命理學

書 例： 李 虛 中 命 書（ 鬼 谷 

子）、三命通會（萬民英）

.11  紫微斗數

.12  八字

.2 相書

書例：太清神鑑（王朴）、人

倫大統賦（張行簡）

.21  面相

.22  骨相

.23  手相

.24  痣相

.28  盲相

.29  其他

術數 Astrology
迷信 Superstition

參見 215 原始宗教；538 民俗學；四庫術數類各書大多可分入下列各目

神話：術數、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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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3 姓名學

相名入此

.4 擇日
選良辰、忌日入此

.6 血型
參見 398.32 血型

294  堪輿 Geomancy
同：風水

.1 相宅
書例：宅經（黃帝）

.2 相墓
書例：葬書（郭璞）

295  巫術 Witchcraft

.2 巫祝；女巫
尪姨、紅姨等入此

.3 巫醫

.5 符咒

.7 改運法

296  通靈術 Spirit speak；

心靈術 Mind control
參見 175.9 心靈研究

.1 通靈；觀靈

亡魂顯靈、觀落陰、通靈人等

入此

.2 扶乩；童乩

.5 預言

297  異象奇聞 Paranormal
phenomena；奇蹟
Miracle

耶穌之奇蹟入 241.67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必

要時再依地區分

298  迷信 Superstitions；禁忌
Taboos

論宜忌休咎者，通論迷信與破

除迷信之書入此

參見 538 民俗學

 298.1 自然現象之迷信
祈雨、祈風等入此

.12  曆日

.2 植物之迷信禁忌

.3 動物之迷信禁忌

.4 人或事之迷信禁忌

生產、旅行、職業等迷信禁忌

入此

.42  結婚
同姓不婚入此

.48  死亡

.49  其他

.5 數字之迷信禁忌

.6 妖怪；鬼神

.67  避邪；厭勝
石敢當、風獅爺、獸牌等入

此

.9 其他

299  各國迷信禁忌
Superstition and taboo in 
different  countrie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8 各民族迷信
民族分布不限一國者入此

.84  拉丁民族

.85  日耳曼民族

.86  斯拉夫民族

.87  猶太民族

.88  阿拉伯民族

.89  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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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s
科學有二義，廣義指有系統有組織之學問，通常包括自然科學、應用科學（或技術科學）和社會科

學三者；狹義則專指自然科學而言，有時也兼及應用科學，即所謂之科學與技術（簡稱科技）。本書

即採狹義用法

凡以自然之現象、理論為研究對象者，謂之自然科學，包括物理科學（天文學、地球科學、地質學、

物理學、化學等）和生命科學（生物學、植物學、動物學、生理學等）兩大類

數學，係純粹科學之一，是研究自然科學之基礎，為研究上方便起見，通常將數學與自然科學並列，

即所謂之“純粹科學”，杜威十進分類法即採此方式，並名為“數學及自然科學”類

太空科學係一門新科學，多應用技術科學以探討宇宙奧秘，故列於天文學內

總論自然科學與技術科學（或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者，入科學類；專論技術一般者，入應用科學

總論；專論醫藥、農業、礦業、工程，以及專利、發明者，入應用科學有關各類

科學

300  科學總論 Sciences：
general

301-309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1 純粹科學 Pure sciences
必要時得用之

.2 物理科學 Physical sciences

.7 自然科學 Natural sciences
不包括數學，必要時用之

.8 自然史 Natural history
自然現象之綜合記述、博物學

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中

國得再依中國省區表及中國縣市

表複分

中國博物志入 300.82；中國物

產志入 552.2；中國自然科學史

入 309.2

.9 自然博物館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中

國再依中國省區表及中國縣市表

複分

 301  科學理論 Science theory

.1 科學美學 Science aesthetics

.2 科學方法論 Science
methodology

參見 153 科學方法

.3 實驗法 Experiment method
（Experiment）

.4 分析研究及鑑定 Analysis,
research and appraisal

.5 統計法 Statistical method

.6 新技術的應用 New technology
application

302  科學參考工具 Science
reference tools

303  科學教育及研究 Scienc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1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4 實驗室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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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5 科學儀器 Science instruments
天文儀器入 322.1；曆儀器入

327.52；氣象儀器入 328.15；物

理測驗儀器入 331.7；量熱計入

335.41；光學儀器入 336.2；電

力計算儀器入 337.14；化學儀器

入 347；海洋學儀器入 351.916；

地震測量儀入 354.48；顯微鏡入

368.5

304  科學辭典 Science dic-
tionary

305  科學期刊 Science
periodicals

306  科學團體 Science
organizations

.8 科學博物館 Science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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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館總論入 069；自然博物

館入 300.9

307  科學論文集 Collection of
science essays

.9 通俗科學故事 Stories of popular
science

308  科學叢書 Science book
series

.1 科學一般調查及紀行錄
Science：general investigation
and continued records

.2-.7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8 一人著作 Writings（works） by
individual author

限於一學科者入該學科，如地

質調查入 356

308.9 兒童用科學叢書 Science book
series for children

309  科學史 History of science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自 然 史 入 300.8， 技 術 史 入 

409；但敘及科學史及技術兩面者

入 309 為宜

.2 中國科學史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書例：中國之科學與文明（李

約瑟）

.9 科學家總傳 Scientists 
biographies：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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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數學總論 Mathematics： 
 general 

.1 數理哲學；數學基礎

Mathematical philosophy；
Fundamental of mathematics

元數學（Metamathematics）

入此

.101  近似與展開
Approximations； 
Expansions

.104  圖 形 結 構 與 理 論 Theory 
and construction graphs

列線圖解（Nomography）

入此

數學圖解入 310.24

.105  組合分析 Combinational 
analysis

枚舉（Enumeration）、排 

列（Permutations）、組合

（Combinations）入此

.106  決策理論 Decision theory

.2 表式 Expression

.24  數學圖解

.25  對數表

310.29 計算工具

.291 計算尺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292 計算機 

.36  數學模型 Mathematical 
models

.9 數學史 History of mathematics
古典數學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2  中國數學史 學
古算經入此

得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931  日本數學史

311  初等數學 Elementary
mathematics

商用算術入 493.1

.08  問題集

.1 初等算術 Arithmetic

.11  算術運算 Arithmetic 
operations

四則入此；加減乘除及開 

方，合稱五基法，亦入此

.12  比及比例

.13  利息

.14  開方

數學

數學

Mathematics
數學為研究數、量、形及其關係之科學，舊稱算學，包括算術、代數、幾何、分析、應用數學等；

另電腦之功能，主要以運算與控制為核心，故將電腦科學列於此

算術係以數字表數而論其關係、性質之學科；代數係研究代數數及超越數之性質、關係及運算之學

科，並包群論、方程式論等；分析包括微分學、積分學、函數論等；幾何係探討點、線、面、體之性

質、定理之學科，三角、解析幾何及拓樸學亦包括在內

數學邏輯入156；機率理論入157；數理天文學入321；物理數學入331.5；力學入332；量度理論入

331.6；數理生物學入360.13；工業數學入440.11；量術入440.9；商業數學入493.1；統計學入510；

數學遊戲入 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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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5  數字表示法

.16  速算；心算

.17  珠算

.2 初等代數 Elementary algebra

.21  代數式

.22  方程式

.23  不等式

.24  排列組合；二項定理

.25  極大和極小

.26  對數；指數

.27  級數

.3 初等幾何 Elementary geometry

.31  平面幾何

.32  立體幾何

.33  幾何各論

.34  極大和極小

.35  軌跡和幾何作圖

.36  三角形和圓的幾何學

.37  近世幾何

.4 三角 Trigonometry

.408  問題集

.41  平面三角 Plane trigonometry

.42  球面三角 Spherical 
trigonometry

.9 混合數學

312  電腦科學 Computer
science

總論電腦科學、電子計算機者 

入此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1 電腦；資料處理 Computer； 
Data processing

.11  各型電腦通論

數位電腦入此

.111  數位超級電腦

.112  數位大型主機電腦

312.114       數位迷你電腦

.116  數位微電腦 
 總論個人電腦入此

.1161 桌上型電腦

.1162  筆記型電腦

.1163 平板電腦

.118  混合與類比電腦

.119  其他

.12  系統分析與設計、電腦結

構、效能評估
千禧年危機入此

.121  系統分析與設計
電腦通訊網路架構設計入

312.163

.122  電腦結構

.124  效能評估

.125  各型電腦系統分析與設計； 
電腦結構與效能評估

.13  處理模式

.132  多元程式設計 
Multiprogramming

.133  即時處理

.135  多元處理 Multiprocessing

.136  分散式處理
雲端運算入此
參見312.16介面與通訊；

312.758 分散式資料檔與資
料庫

.137  　主從架構

.15  儲存體
總  論  關  聯  式  記  憶  體 

（Associative  memory）及關
聯式處理（associative 

processing）者入此 
儲存體之設計、製造、維修入
471.55

.153  內部儲存體
同 :主記憶體

.154  虛擬記憶體

.156  外部儲存體
同 :輔助儲存體

週邊記憶體入此

.16  介面與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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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論電腦與週邊設備或電腦

與電腦間連接之設備技術入此

電腦通訊程式設計、程式、

資料入 312.7；介面與通訊

裝置之設計、製造、維修入 

471.56

參見448.73通信線路、通信網

312.161       各型電腦介面與通訊

.162  介面與通訊協定 ( 標準）

.163  通訊網路架構
電腦通訊網路之系統分 

析、設計、拓蹼入此

.164  數據傳輸模式與數據切換
方法

線路交換、分封交換、多

工入此

.165  廣域網路 Wide area 
network

.1653 網際網路 Internet

.1655 網內網路 Intranet

.166  區域網路 Local area 
network

寬頻區域網路、高速區域

網路入此

.167  都會網路

.169  各型電腦通訊

.1692  　電子郵件 E-mail

.1693  　電子佈告欄

.1694  　檔案傳輸

.1695  　全球資訊網 World Wide
                 　Web

.17  週邊設備
週邊記憶體入 312.156；硬

體之設計、製造、維修入 

471.53

.171  　各型電腦週邊設備

.175  兼具輸入與輸出功能之週
邊設備

電腦終端機入此

.176  　輸入週邊設備

讀卡機、鍵盤滑鼠、數位
板、軌道球等入此

模式辨識入 312.84

312.177  　 輸出週邊設備
電腦顯示螢幕、印表機入此

電腦聲音合成入312.85；

電腦繪圖入 312.86

.19  非電子資料處理
打孔卡片處理入此

.2 電腦程式設計 Programming
應用程式設計、軟體工程入此

系統程式設計入 312.5；微程

式設計入 312.6；通訊介面軟體

設計入 312.71；檔案及資料庫

管理程式設計入 312.74。特色

語言之程式設計入該程式語言入 

312.3

.201  原理與理論

.21  特殊程式設計技術

.212  模組化程式設計

.213  結構化程式設計

特定語言之結構化程式設

計入 312.3

.22  程式設計 Program design

.221  電腦輔助技術與程序；儀
器、設備、材料

流程圖入此

.23  驗證、測試、評量、除錯

.24  程式文件之置備

.25  程式維護

.29  各型電腦程式設計

可依312.11各型電腦之順序

排列，例如微電腦之程式設計

入 312.296

.296 微電腦程式設計

.3 電腦程式語言 Computer
programming languages

總論程式語言者入此，特定語

言之程式設計入該程式語言

.31  數理邏輯

.32  高階程式語言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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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英文名稱克特號碼順序

排列，請參考「美國國會圖

書館克特號擷取法」；例如 

COBOL 入 312.32C6；PASCAL

入 312.32P38

機器語言及組合語言入 

312.33；微程式語言入 312.6

312.33 機器語言及組合語言

仿312.32依其英文名稱克特 

號碼順序排列，請參考「美國

國會圖書館克特號擷取法」，

例如 Z-80 組合語言程式設計

入 312.33Z8

.34  程序控制語言
IBM 的 JCL 入此

.4 電腦應用及其程式 Computer
application and computer
program

特定用途之應用程式宜入各 

類，以 029 複分。如欲集中放置

者，可將電腦應用及電腦應用軟

體入此

系統程式入 312.5；微程式入

3 1 2 . 6 ； 通 訊 介 面 軟 體 入 

312.71；檔案及資料庫管理系統

入 312.74

.4026 購買者指南與消費報告

.41  標準

.42  測試與評量

參見312.23驗證、測試、評

量、除錯

.47  各型電腦

應用程式、套裝軟體入此

仿312.11分，例如微電腦軟

體介紹入 312.476

.48  各行業電腦應用

依學科複分，特定用途之應

用程式宜入各類，以 029 複分

.49  各種應用程式、各種套裝軟體

中外文套裝軟體皆入此，混

合排列。中文之電腦程式及套

裝軟體依該名稱韋傑士羅馬拼

音克特號碼順序排列。英文之

電腦程式及套裝軟體，仿程式

語言（312.32），依其英文名

稱克特號碼順序排列。請參考

「美國國會圖書館克特號擷取

法」，例如賽諸葛入312.49S24；

LOTUS  1-2-3 入 312.49L6

312.5 系統程式設計與程式 System 
programming and system 
program

通訊介面軟體設計及軟體入 

312.71；檔案及資料庫管理程式

設計入 312.74

.52  系統程式設計
作業系統之程式設計入此

一般程式設計入 312.3；通

訊介面軟體設計入 312.71

.53  作業系統

.54  各型電腦作業系統

UNIX 作 業 系 統 入 此， 依 

312.11 各型電腦之順序排列，

例如微電腦之作業系統入 

312.546

.546 微電腦作業系統

.55  程式設計語言轉譯器

.552  翻譯器 Interpreters

.553  編輯器 Compilers

.556  組合器 Assemblers

.56  聯結器 Linker

.57  載入器 Loader

.6 微程式設計與微程式 Micro-pro-
gramming and micro-program

.7 電腦系統資料相關處理
Computer system data related 
processing

.71  數據通訊
總論設備與技術者入312.16；

硬體入 471.5

.711  程式設計

.712  各型電腦用程式設計

.72  資料置備與表示法

記錄格式、機讀資料轉換、資

料輸入、字集（如：ASCII）

入此

中文字集入312.91；中文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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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法入 312.92

312.73 資料結構

.74  資料檔與資料庫

檔案結構、檔案處理、檔案

及資料庫管理系統、資料庫設

計等入此。包括資料檔與資料

庫之組織與管理、資料辭典 /

指引、資料壓縮、排序等

.75  各型資料檔與資料庫

.754  網路資料庫

.755  層次式資料庫

.756  關聯式資料庫

.7565 各種關聯式資料庫管理
系統

參見312.49各種應用程

式、各種套裝軟體

.758  分散式資料檔與資料庫
參見 312.136 分散式處理

.76  資料安全

.762  資料編譯 Data encrytion

.8 特殊電腦方法 Programming 
uses special algorithm；多媒體
Multimedia

特殊電腦方法之程式設計、程

式入此

硬體入 471.58

.83  人工智慧

.831  機器學習

.833  知識庫系統
專家系統入此

.835  自然語言處理

.837  電腦視覺

.84  電腦模式處理

.842  光學圖形辨認

條碼辨識入此

.8424 光學文字辨認 OCR

.845  聲音模式辨認

.8454 語音辨認

312.85 電腦聲音合成

 電腦音樂入 917.7

.854  語音合成

.86  電腦繪圖

.862  程式設計

.866  程式

.9 中文資料處理；中文電腦
Chinese data processing；
Chinese computer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中文電腦發展史入 312.909；

硬體製造入 471.5；中文電腦程

式及套裝軟體入 312.49

.91  中文字集；中文字碼

.911  中文資訊交換碼

同 :全漢字交換碼

.912  通用漢字交換碼

.92  中文輸入法

.929  各種輸入法
依輸入法名稱韋傑士羅馬

拼音克特號碼順序排列、例

如倉頡輸入法入 312.929T7

313  代數 Algebra                           
向量空間、計算數學、邏輯代數

入此

代數函數入 314.54；代數拓樸

入 315.2

.01  總論

.016  代數和其他數學關系

.08  問題集

.1 代數式 Algebric expression

.16  高等代數；大代數 Advanced 
algebra

.17  多項式代數

.18  排列；組合；分配

參見311.24排列組合、二項

定理

.2 群論 Group theory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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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1  有限群論

.22 交換群論 Commutative 
groups；阿倍爾群 Abelian 
groups

.23  線性群論

[.24]  拓樸群論

宜入 315.2 代數拓樸

.25  群表示論

同：表現論

.26  群的推廣
半 群（Semigroups）； 擬

群（Quasi-groups）入此

.27  群論應用

.28  環論 Rings；整域 Integral 
domains；理想 Ideals

.29  體論 Field theory

伽羅瓦理論（Galois  theo-

ry）入此

.3 線性代數 Linear algebra

.32  行列式 Determinant

.33  矩陣論

.34  多線性代數

.35  向量代數；因子代數；代數不
變量論

.36  線性不等式

.37  線性代數應用

.38  形式論

.5 代數方程式論 Equations

.52  方根；對稱式

.54  解法

.55  三次四次方程式

.56  不變式論

.57  圖解代數

.58  近似算

.6 數論 Number theory
超越數、整數入此

.61  初 等 數 論 Elementary number 
theory

313.62  代數數論 Algebraic number 
theory

.63 幾何數論 Geometry of 
numbers

.64  解析數論 Analytic number 
theory

.65  二次形式

.66  超越數論

.67  戴氏分析 Diophantine

.675  超越函數 Transcendental 
numbers；無理數 Irrational 
numbers

.68  實數 real number

.69  複數 Complex number

.7 廣代數 Transcendental 
numbers；布林代數 Irrational
numbers

微分代數入此

.71  抽象代數

.711  偏序集合與格子論

.712  布爾代數

.713  環論及伽羅華論

.714  域論及代數理論

.715  李代數； 非結合代數論

.716  理想子環論

.717  賦值論

.72  複數

.73  四原數 Quanternion
同 :方維術、四元法

.74  展開

.76  向量代數；向量分析 Vector 
analysis

.77  張量分析 Tensor  analysis

.78  旋量分析 Spinor analysis

.79  矩陣 Matrices

.8 組合理論 Combinatori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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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81 組合分析

.82 組合設計

.83 組合幾何

.84  編碼理論

.85  圖論

.86  圖論應用

.9 計算數學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91  誤差論

.92  實驗結果的數學處理

.93  插值法；有限差分法

.94  最小二乘法

.95  數學分析中數值計算

.96  線性代數中數值方法

314  數學分析 Analysis

.1 微積分 Calculus

.16  不等式 Inequality

同：偏程

.2 微分學 Differential calculus

.22  微分方程 Differential 
equation

普通微分方程、一次微分方

程、二次以上微分方程入此

.221  全微分方程

.222  常微分方程

.223  偏微分方程

.23  微分算子理論

.24  高階偏微分方程

.26  微分不等式 Differential 
inequality

.27  微分形式 Differential forms

.28  混合方程式 Mixed equation

.3 積分學 Integral calculus

.32  積分方程 Integral equation

.36  積分不等式 Integral inequality

314.5 函數 Functions
.51  實變函數 Functions of real 

variables

.511  單實變函數 Functions of 
one real variables

.512  多實變函數 Functions of 
several real variables

.52  等函數 Equal functions

.53  複變函數 Functions of 
complex

同：多形函數

.54  代數函數 Algebraic functions

.55  對數函數、圓形函數及指
數函數；雙曲線函數

.56  橢圓函數；橢圓積數；自守
函數 Elliptic function

.57  阿貝爾函數 Abelian functions； 
超橢圓函數；模函數

.58  多複變函數

.6 特殊函數 Special functions

.61  奧依勒函數 Euleriar  functions

.62  馬蒂鍔函數 Mathier  functions

.63  調和函數 Harmonic functions

.631  球面調和函數

.632  圓柱面調和函數

.633  橢圓面調和函數

.64  拉卜拉士 函數 Laplace 
functions；勒懷德函數；

Legendre functions

.65  貝塞爾函數 Bassel functions

.66  拉美函數

.67  調和分析

.68  狄里西雷問題

.69  正多項式 Orthogonal 
polynomials

.7 泛函分析 Functional analysis
實值和複數函數（Real and 

數學



136

中文圖書分類法

科
學
類

complex value functions）入此

抽象分析(拓樸代數)入315.2

314.72 算子微積分 Operational 
calculus

.723 轉換式 Transforms

.724 微分算子 Differential 
operators

.7241  　線性微分算子

.7242  　非線性微分算子

.73  譜論；表示論 Spectral theory

.74  算子演算

.75  線性空間理論 Topological 
vector spaces

.751  巴拿赫空間 Banach space

.752  希爾柏特空間 Hilbert space

[.77] 拓樸代數
宜入 315.2  

.78  抽象調和分析

.79  積分變換
超函數論入此

.8 離散數學 Discrete mathematics

.9 其他分析方法 Other analysis 
methods；積分方程及其他
Integral equations and others

.92  差分學 Calculus of finite 

differences

.923  　數值微分 Numerical 

　differention

.924  　數值積分 Numerical 

　integrations

.925  　差分方程式 Difference 

　equation

.94  變分 Calculus of variations

.941  極小曲面方程

.942  等周問題

.943  大範圍變分法

.945  運算與解析

315  拓樸學 Topology
同：形勢幾何

拓樸（Analysis situs）、齊性空間

（Homogeneous  spaces）、

同拓樸（Homeomorphisms）、拓

樸群論入此

      .1 集合論 Set theory

.2  代數拓樸 Algebraic topology
拓樸群論入此

.22  組合拓樸 Combinatorial t 
opology

.23  同調和上同調群 Homology 
group

.24  同調理論 Homology theory

.3 普通拓樸學 General topology

.31  空間拓樸 Topology of spaces

.32  測度拓樸學 Metric topology

.34  點集拓樸學 Point set topology

.35  近似拓樸學 Proximity 
topology

.7 解析拓樸學 Analytic topology
微分拓樸學入此

316  幾何 Geometry
同：形學

歐幾里德幾何、古典幾何、接續幾

何、幾何變形入此

拓樸學入 315；三角入 311.4；

解析幾何入 316.1；非歐幾里德幾

何入 316.9；幾何光學入 336.3

.1 解析幾何 Analytic geometry

.11  平面解析幾何 Plane analytic 
geometry

.12  立體解析幾何 Solid analytic 
geometry

.13  解析三角 Analytic 
trigonometry

.4 代數幾何 Algebric geometry

.41  高等平面代數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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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42  高等代數面

.43  斜代數曲線

.45  變形幾何 Germetric 
transformations

.451  共線性

.452 二次換形

.453  曲線與面之分類

.455  超越數對曲線與面之應用

.457  枚舉幾何

.458  直線幾何

.5 微分幾何 Differential geometry
；積分幾何 Integral geometry

.511  　古典微分幾何

.513  　射影微分幾何

.514  　廣義空間 ( 一般空間）

.515  　微分形式

.52  積分幾何 Integral geometry

同：大域微分幾何（Global
differential geometry）

.6 度量微分幾何 Metric 
defferentical geometries

.63  黎曼幾何 Riemannian 
geometry

.64  明可斯基幾何 Minkowski 
geometry

.7 解析投影幾何 Projective 
geometry

同：射影幾何

.8 仿射幾何 Affine geometry

.9 非歐幾何 non-Euclidean
geometry

318  數值分析 Numerical
analysis

.1 演算法 Algorithms

.2 特定數值方法 Specific 
numerical methods

318.23  圖法 Graphic methods

.25  有限元法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26  疊代法 Iterative  methods

.28  機率法 Probabilistic  methods

.282  蒙地卡羅法 Monte Carlo 
methods

.4 數值方法在代數、算術、數論的

應用 Numerical methods in
algebra arithmetic and umber
theory

.42  代數

.43  數值線性代數 Numerical 
linear algebra

.45  算術

.47  數論

.5 近似數值 Numerical  
pproximal

.6 數值方法在分析的應用

Numerical methods in analysis

.63  常微分方程 Ordinary 
differentical  equation

.64  偏微分方程 Partial 
differentical  equation

.66  積分方程 Integral equation

319  應用數學 Applied  科
mathematics；機率
Probabilities

數理經濟、非線性規劃入此  

.1 機率論 Probabilities
同：概率論、或然論

參見 157 或然率

.11  初等理論

.12  組合分析

.13  幾何概率

.14  分佈函數

.15  極限理論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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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16 隨機過程 Random  processes； 
平穩過程 Stationary processes

.2 博奕論 Game theory

.4 應用數值分析 Applied numerical 
analysis

數碼理論（Codingtheory）、

模糊理論、電腦數學（Computer 

mathematics）入此

      .5 數理統計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同：統計數學

畫法統計、統計推論入此

.51  一般數理統計

假設檢驗（Hypothesis 

tests）、方差分析（Covariance 

analysis）、相關和回歸理論

（Regression  theory）入此

.52  抽樣理論 Theory  of 
sampling；統計鑑定

頻率分配（Frequency of 

distribution）入此

.53  序列分析 Sequential  analysis

.54  多元分析 Multivariate 
analysis

.55  判決函數

同：決策函數

.56  實驗的分析與設計

.57  非參數統計 Nonparametric 
statistics

.58  相關與回歸理論 Regression 
theory

.59  統計推論 Statistical inference

.7 作業研究 Operation research
同：運籌學

.71  規劃論 Programming

程序設計入此

.711  線性規劃 Linear 
programming

.712  非線性規劃 Nonlinear 
programming

319.713  動態規劃 Dynamic 
programming

.714  整數規劃 Integer 
programming

.715  隨機性規劃 Random 
programming

.73 統籌方法

排序理論（Sorting）入此

.74  最優化數學理論

.76  排隊理論 Quening

.77  儲存理論 Inventory and 
storage

.78  更新理論 Renewal

.79  搜索理論

.8 其他特殊論題 Other special
topics

.82  數學模擬；近似計算

.821  數學模擬 Mathematical 
simulation

隨機模擬法（蒙特卡羅法）

入此

.822  有限元法

.823  哈特里（Hartree）近似法

.824  牛頓－拉弗森（Newton- 
Raphson）近似法

.825  帕德（Pade）近似法

.826  雷利－里茨（Rayleigh-Ritz） 
近似法

.827  鬆弛法 Annealing method

.828  索末菲爾德（Sommerfeld）
近似法

.84  成功模矩 Success runs

.85  流行 Epidemics；波動 
Fluctuations

.86  品質管制 Quality control

其他統計調整

.9 應用數學 Applied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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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天文學總論 Astronomy：
general

.67  天象館 Planetariums

行星儀入此

.9 天文學史 History of astronomy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1  古代天文學

.92  中國天文學史

321  理論天文學 Theoretical
astronomy

同：數理天文學

宇宙的理論入 323.9

.1 天體力學 Celestial mechanics
同引力天文學

含三體問題、多體問題

運動、平衡入此

.2 軌道 Orbits
開普勒定律（Kepler's Law）、 

軌道之決定及預測入此

.3 攝動理論 Perturbations

.4 星系理論 Galaxy theory
行星、恒星、銀河系等入此

特殊天體理論入 323 天體與天

象各項，例火星之理論入 323.33

.5 衛星理論 Satellite theory

.6 彗星理論 Comet theory

.7 隕星理論 Meteorite theory

.8 食論 Eclipses；掩星理論 
Occultation

 參見 323.78日食；325.8月食

321.9 歲差 Precession；章動 Nutation
歲差及章動之更正入 322.5

322  實用天文學 Practical

astronomy
同：球面天文學、方位天文學

.1 天文儀器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測定時日之儀器入 327.52

.11  古儀器

渾天儀（渾儀）、簡儀、璿

璣玉衡入此

.12  天文光學望遠鏡 Telescopes 學

.121  反射望遠鏡

.122  折射望遠鏡

.123  折反射望遠鏡

.13  赤道儀 Equatorial telescopes

.14  子午儀 Merdian  instruments

.15  天頂儀 Zenith instruments

.16  六分儀 Sextants； 四分儀 
Qudrants；星盤  Astrolabes

.18  天球儀 Celestrial globe

.19  輔助儀器

.2 天文臺 Observatories；觀象臺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依

臺名排

.3  天文攝影 Astrograph

天文學

天文學

Astronomy
天文學為研究天體（天空星晨之總稱）天象之科學，又稱星學，是文化史上最早出現之學問。早期

常附屬於星占學，曆法係以日月年記時之法為天文學之實踐，與晚近發展之太空科學，列入此類

占候入 292.2；有關天象之迷信入 298.1；天體地質學入 356.9；天文生物學（外生物學）入 361.9



140

中文圖書分類法

科
學
類

322.4 天文測量學 Astronomical
surveying；觀象測量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 and 

  surveying

.41  天文座標

.42  人造衛星觀測

參見326.41人造天體及其軌道

.44  天文測光法 Photometry

.441  攝影測光法 Photographic 
photometry

.442  電子攝影測光法 
Photoelectric photometry

.45  偏振測量 Polarimetry

.46  分光學；光譜學 
Spectroscopy

.47  非光學測量 Nonoptical 
astronomy

.471  無線電測量 Radio 
astronomy

.472  雷達測量 Radar astronomy

.473  紅外線測量 Infrared 
astronomy

.479  其他

伽瑪射線、X光入此

.48  日月食及掩食變化等測定

.5 觀測更正 Corrections
視差、折射、光行差、旋進 

（歲差）、章動、方程式、工具

誤差之更正入此

.6 觀測紀錄 Observation records

.61  太陽系觀測紀錄

.611  太陽黑子

.614  太陽直接照相

.618  凌日及相似現象

.619  行星表面特徵

.63  恒星觀測紀錄

.631  恒星位置

中央觀測、高儀觀測等

322.632  恒星；星團和星雲的照相

.69 其他觀測紀錄

.7 極點及黃道測定 Determination
of pole and ecliptic

.8 食論；凌食變化等推算

書例：食典

323  天體 Celestial body；

天象 Phenomena
同：記述天文學

論天象與人事關係者分入 290 

各類

.01  通俗天文學

.02  星圖；天圖 Celestial Chart

行星位置圖入 323.39

.1 天體物理學 Astrophysics
星體入此

天文攝影入 322.3；流星和黃

道光入 323.5

.11  天體熱學

.12  天體光譜學 Astrospectroscopy

同：天體分光術

各星體分光研究分入各星體

323.2-323.9；月球入 325

.13  天體光度學；天體測光學
Astrophotometry

.15  射電天文學；無線電天文學

.152  射電輻射

.153  射電輻射機制

.154  干涉測量

.155  雷達天文學

.16  電磁現象

.17  極光 Aurora

.18  宇宙光 Cosmic ray；宇宙射線 
Cosmic radiation

.19  天體化學



141

科
學
類

323.2 太陽系 Solar system

.3 行星 Planets

同：緯星、五緯、五星 

昔時中國稱行星曰緯星，所知有

五，即金木水火土

行星之探險入 326.3

.31  水星 Mercury

.311  觀測

.312  形狀、距離、大小、質量、
密度

.313  公轉自轉

.314  亮度、光譜、偏振、溫度

.315  表面特徵

.316  大氣

.317  結構

.318  衛星

.32  金星 Venus

同：太白星

仿 323.31 分

.33  火星 Mars
仿 323.31 分

火星之地質入 356.92

.34  小行星 Asteroids

軌道在火星木星間不顯著之

行星也，歲有發現多不題名，

而以號數表之

.35  木星 Jupitor

仿 323.31 分

木星之地質入 356.93

.36  土星 Saturn

仿 323.31 分

同：填星、地侯

.37  天王星 Uranus

仿 323.31 分

.38  原子星 Trans-Uranian planets

.381  　海王星 Neptune

仿 323.31 分

.382  冥王星 Pluto

仿 323.31 分

323.39  行星位置圖及照片集

.4 衛星 Satellites
月 球 入 325； 人 造 衛 星 入 

326.41；各行星之衛星入該行星

.43  凌日 Transits

.431 水星凌日 Transit of 
    Mercury

.432  金星凌日 Transit of Venus

.46  掩星 Occultations

.47  行星之衛星

總論入此，專論各入其類

.5 流星 Meteors；黃道光 Zodiacal
light

同：奔星、彴約、賊星、隕星

隕石入 357.9

.51  隕石；隕塵

.53  流星雨；輻射點

.57  隕石光譜

.58  黃道光 Zodiacal light；對日 
照 Counterglow

.6 彗星 Comets

.63  運動與軌道

.64  特殊慧星

哈雷慧星入此

.7 太陽 Sun
太陽系入 323.2；太陽曆入

327.35；太陽能工程入 446.6；

太陽能發電入 448.167

.71  恒數 Constants；因次  
Dimensions

包括大小、形狀、質量、位

置、視差等

.72  光；熱；輻射；磁場

太陽光譜入 336.51

.73  太陽運動

.74  太陽表面組織；光球

.744  黑子 Sunspots

天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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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745  色球 Chromosphere

.746  日冕 Corona

.75  太陽內在結構；太陽奇觀

.78  日食 Solar eclipse

.79  太陽圖、照片集、圖表

       .8 恒星 Fixed stars
同：經星、星座、星宿

恒星在天球上，疏密分合，照

耀成群。天文學家為易於表示其

大體之位置及其命名上之便利，

乃依其自然之散佈，分天球為若

干區，而以虛設之線界劃之，一

如地球上陸地之諸國然，此謂星

座，又稱星宿

  星圖、天圖入 323.02；中國

星宿入 323.81；太陽入 323.7；

銀河系入 323.83

	

類號 星座名 簡稱 英文名

323.8001 仙女 Andromeda And Andromeda

323.8002 唧筒 Antlia Ant The Air-pump

323.8003 天燕 Apus Aps The Bee

323.8004 寶瓶 Aquarius Aqr The Water-bearer

323.8005 天鷹 Aquila Aql The Eagle

323.8006 天壇 Ara Ara The Altar

323.8007 白羊 Aries Ari The Ram

323.8008 御夫 Auriga Aur The Charioteer

323.8009 牧夫 Bootes Boo The Herdsman

323.8011 雕具 Caelum Cae The Sculptor's  Tools

323.8012 鹿豹 Camelopardalis Cam The Giraffe

323.8013 巨蟹 Cancer Cnc The Crab

323.8014 獵犬 Canes Venatici CVn The Hunting Dogs

323.8015 大犬 Canis Major CMa The Great Dog

323.8016 小犬 Canis Minon CMi The Little Dog

323.8017 摩羯 Capricornus Cap The Sea-goat

323.8018 船底 Carina Car The Keel

323.8019 仙后 Cassiopeia Cas Cassiopeia

323.8021 半人馬 Centaurus Cen The Centaur

323.8022 仙王　 Cepheus Cep Cepheus

323.8023 鯨魚　 Cetus Cet The Whale

323.8024 蝘蜓 Chamaeleon Cha The Chameleon

323.8025 圓規 Circlnus Cir The Compasses

323.8026 天鴿 Columba Col The Dove

323.8027 后髮 Coma Berenices Com Berenice's  Hair

星座類目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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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學

	

類號 星座名 簡稱 英文名

323.8028 南冕　 Corona Australis CrA The Southern Crown

323.8029 北冕　 Corona Borealis CrB The Northern Crown

323.8031 烏鴉 Corvus Crv The Crow

323.8032 巨爵 Crater Crt The Cup

323.8033 南十字 Crux Australis Cru The Southern Cross

323.8034 天鵝 Cygnus Cyg The Swan

323.8035 海豚 Delphinus Del The Dolphin

323.8036 劍魚 Dorado Dor The Swordfish

323.8037 天龍 Draco Dra The Dragon

323.8038 小馬 Equuleus Eql The Foal

323.8039 波江 Eridanus Eri The River

323.8041 天爐 Fornax For The Furnace

323.8042 雙子 Gemini Gem The Twins

323.8043 天鶴 Grus Gru The Crane

323.8044 武仙 Hercules Her Hercuies

323.8045 時鐘 Horologium Hor The Clock

323.8046 長蛇 Hydra Hya The Watersnake

323.8047 水蛇 Hydrus Hyi The Little Snake

323.8048 印地安 Indus Ind The Indian

323.8049 蝎虎 Lacerta Lac The Lizard

323.8051 獅子 Leo Leo The Lion

323.8052 小獅 Leo Minor LMi The Little Lion

323.8053 天兔 Lepus Lep The Hare

323.8054 天秤 Libra Lib The Balance

323.8055 豺狼 Lupus Lup The Wolf

323.8056 天貓 Lynx Lyn The Lynx

323.8057 天琴 Lyra Lyr The Lyre

323.8058 山案 Mensa Men The Table

323.8059 顯微鏡 Microscopium Mic The Microscope

323.8061 麒麟 Monoceros Mon The Unicorn

323.8062 蒼蠅 Musca Mus The Fly

323.8063 矩尺 Norma Nor The Rule

323.8064 南極 Octans Oct The Octant

323.8065 蛇夫 Ophiuchus Oph The Serpent-bea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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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號 星座名 簡稱 英文名

323.8066 獵戶 Orion Ori The Orion

323.8067 孔雀 Pavo Pav The Peacock

323.8068 飛馬 Pegasus Peg The Pegasus

323.8069 英仙 Perseus Per Perseus

323.8071 鳳凰 Phoenix Phe The Phoenix

323.8072 繪架 Pictor Pic The Painter

323.8073 雙魚 Pisces Psc The Fishes

323.8074 南魚 Piscis Austrinus Psa The Southern Fish

323.8075 船尾 Puppis Pup The Poop

323.8076 羅盤 Phxis Pyx The Mariners Compass

323.8077 網罟 Reticulum Ret The net

323.8078 天箭 Sagitta Sg The Arrow

323.8079 人馬 Sagittarius Sgi The Archer

323.8081 天蝎 Scorpius Sco The Scorpion

323.8082 玉夫 Sculptor Scl The Sculptor

323.8083 盾牌 Scutum Sct The Shield

323.8084 巨蛇 Serpens Ser The Serpent

323.8085 蛇首 Caput The Head

323.8086 蛇身 Cauda The Body

323.8087 六分儀 Sextans Sxt The Sextant

323.8088 金牛 Taurus Tau The Bull

323.8089 遠鏡 Telescopium Tel The Telescope

323.8091 三角 Triangulum Tri The Triangle

323.8092 南三角 Triangulum Australe Tra The Southern Triangle

323.8093 杜鵑 Tucana Tuc The Toucan

323.8094 大熊 Ursa Major UMa The Great Bear

323.8095 小熊 Ursa Manor UMi The Little Bear

323.8096 船帆 Vela Vel The Sails

323.8097 室女 Virgo Vir The Virgin

323.8098 飛魚 Volans Vol The Flying Fish

323.8099 狐狸 Vulpecula Vul The F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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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81 中國星宿

.82  星雲 Nebulae

.83  銀河系 Galaxies

同：河漢

星群、星座入此

.832  星際物質

.833  星際吸收

.834  銀河系之大小質量

.835  銀河系之自轉

.84  星團 Clusters

.841  疏散星團

.842  球狀星團

.843  移動星團

.85  重星；雙星；多重星

.86  變星 Variable stars

.87  新星；超新星

.88  其他
白矮星、中子星等入此

.89  河外星系

.9 宇 宙 學 Physical Universe；
Cosmology

宇宙構造論、宇宙進化論等入此 

  形而上學宇宙論入 163；印度

哲學宇宙論入 137.14；佛教宇宙

論入 220.117

.901  理論宇宙學

.902  觀測宇宙學

.903  宇宙演化論

.91  宇宙構造論 Structure

.92  星雲說 Nebular  hypothesis

.93  多數世界說 Plurality  of 
Worlds

.94  冰河宇宙運行論 Glacial 
Cosmogony

.98  膨脹宇宙說 Expanding 
Universe

.99  宇宙的破壞 Destruction of 
Universe

 324  天文地理學；大地天文學
Astronomical geography

研究地理與天文學關係之學也

地球入此

地 球 科 學 入 350； 潮 汐 入 

351.97；地球物理入 353.1；地磁

學入 338.7；測量術入 440.9；節

氣入 327.1

.1 恒數 Constants；因次

Dimensions
包括大小、形狀、質量、位 

置、視差等

.2 光 Optical；熱 Thermal；輻射
Radioactive properties

宇宙輻射、地面輻射、地球溫

度入此

.3 軌道與運動 Orbit and motions

.35  旋轉 Rotation

晝、夜入此

.36  佛科擺 Foucault's pendulum

.37  日離表 Sun tables

.4 天體航行 Celestial navigation
觀察天體，測定位置及方向 

.5 經度確定 Longitude

.6 緯度確定 Latitude

.7 軸 Fixes

.8 方位角 Azimuth；航道 
Channel

.83  羅盤方位線 Rhumb line 
course

.85  大航道 Great circle course

.87  天體與地球關係

.9 晨昏朦影 Astronomical twilight
同：薄明

325  月球 Moon
月球之地質入 356.91；中秋節

入 538.597

.01  月球的起源和演化

天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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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1 恒數 Constant；因次 
Dimensions

包括大小、形狀、質量、位 置、

視差等

.2 光 Optical；熱 Thermal；輻射
Radioactive；電磁 properties

包括月相（Phases）、亮度

.3 軌道與運動 Orbit and motions

.31  公轉

.32  自轉

.33  恒星月

.34  近地點 Perigee

.35  遠地點 Apogee

.36  天平動 Libration

.4 月理學 Selenography
研究月球表面形狀如：月面形

態、山、海、平原、月谷、月球

背面等

.5 月球大氣 Lunar atmosphere

.55  月球氣象

.6 月球奇觀 Lunar prodigy
月球通俗記事入此

.7 月球探險 Lunar adventure

.8 月食 Lunar eclipse

.9 月球圖 Lunar map、照片集
Photo collections、圖錄 
Illustrated catalog

326  太空科學 Space science
太空探測、太空站入此

超高層大氣學入 328.29；太

空地質學入 356.9；地球以外生

物物理入 361.77；太空生物學、

太空生理學入 361.9；太空醫學

入 412.86；太空工程入 447.9；

太空通信入 557.78；太空法入 

579.156

.09  歷史與現狀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26.1 太空航行 Astronautics
技術方面入 447.9

.11  太空力學

.12  宇宙速度

.121 環繞速度
同：第一宇宙速度

從地面上以每秒 7.9公里

速度發射物體時，物體可以

環繞地球而不降落。人造衛

星、宇宙飛船屬之

.122 脫離速度

同：第二宇宙速度

從地面上以每秒11.2公里

速度發射物體時，物體可以

克服引力，飛出地球外，到

太陽系其他星球上去

.123 脫離太陽系速度

同：第三宇宙速度

從地面上以每秒16.7公里

速度發射物體時，物體能脫離

太陽系，飛到其他恒星上去

.13  太空物理

.14  太空化學

.15  太空電波

.2 太空觀測 Space observation

.21  觀測設備和方法

.22  探空火箭觀測

.24  人造衛星觀測

.25  太空船觀測

不明飛行體、飛碟、幽浮入

326.97；技術方面入 447.962

.26  星際觀測站

.27  定向設備

.3 外星探險 Star adventure
總論入此

專論月球探險者入 325.7；行

星探險仿 323.3 分，例如金星探

險入 326.32

.4 星際航行動力 Astrodynamics
利用人造衛星的運動來測定月

球、行星的質量、形狀和內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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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布等入此

氣象衛星入 328.886；測量衛

星入 440.97

參見 322.42 人造衛星觀測

326.41 人造天體及其計算

人造衛星旳軌道計算入此

.42  發射和降落理論

.43  運動理論

.44  天文導航

.45  軌道過渡

.46  自轉理論

.9 太空雜論 Various aerospace 
topics

.96  外太空人

外星人入此

.97  不明飛行體  UFO

同：幽浮、飛碟

327  歲時 Chronology；曆法
Calendars；應用天文學
Applied astronomy

.1 季節 Seasons；時令
時令與農藝入 430.1637；時節

風俗入 538.59；動物之季節習性

入 383.71

.12 二十四節氣

.121 春
立春、雨水、驚蟄、春分、

清明、穀雨入此

.122 夏
立夏、小滿、芒種、夏至、

小暑、大暑入此

.123 秋
立秋、處暑、白露、秋分、

寒露、霜降入此

.124 冬
 立冬、小雪、大雪、冬至、

小寒、大寒入此

.2 星曆表 Ephemerides
同：航海曆書（Nautical 

almanac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27.3 曆法 Calendar
以日月年記時之法

.31  古曆

.32  純太陰曆；伊斯蘭教曆 
Lunar

書例：七政推步（貝琳）

.33  太陰太陽曆

印度、巴比倫、希臘、中 

國、日本之舊曆屬之

中國舊曆入 327.34

.34  中國舊曆法

陰曆、農曆入此

曆書入 327.42

.35  太陽曆 Solar

同：陽曆

埃及曆入此

.36  儒略曆 Julian

羅馬曆入此

.37  格里曆 Gregorian

.38  改曆

.381  十三月曆法

.382  四季曆法

.39  其他曆法

.4 曆書 Calendar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必 

要時依年代排

航海曆書入 327.2

.41  曆書對照表

.42  中國曆書
清時以避高宗弘曆諱曾稱

時憲書

.48  曆日對照表；萬年曆

.49  天文曆書

.491  中國天文曆

.492  各國天文曆

.493  航海曆書

.494  航空曆書

.495  星曆表

.5 計時法 Horology
同：記時法

天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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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51 恒星日及太陽日 Sidereal and 
solar day

視時與平均時，時間方程

式不等的起因

.52  測定法及計時儀器

鐘錶、計時器的製造入471.2

.521  日晷 Sundial

.522  標準鐘

.526  恒星時鐘

.527  記時儀

.529  其他記時儀器

.53  時間制度及標準時間

時間間隔 ,如年、月、日、

星期的種類等

全球性、標準、日光節約

時間，對照表等入此

.54  天文時 Astronomical time；平
時 Mean time

.6 計日法 Daily reckoning；計月法
Month reckoning

.7 計年法 Annual reckoning

.8 置閏法 Intercalation

.9 干支 Ganzhi

328  氣象學 Meteorology
研究大氣之性質與現象入此

月球氣象入 325.55；超高層

大氣學入 328.29；農業氣象入 

430.1637；森林氣象入 436.17；

海上氣象觀測入 444.94；航空氣

象入 447.56

.069  世界氣象組織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

.1 氣象觀測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11  觀測規範與方法

.111 　地面觀測

.1111　　　溫度觀測

.1112　　　氣壓觀測

328.1113       　溫度；降水；蒸發觀測

.1114  　日照、日射觀測

.1115  　雲觀測

.1116  　風向、風速觀測

.1117  　能見度觀測

.112  高空氣象觀測

.1121  　測風氣球

.1122  　無線電測風

.1123  　探空儀探測

.1124  　飛機探測

.1125  　雷達探測

.1126  　火箭探測

.1127  　衛星探測

.114  　特殊觀測
各專業性觀測入有關各 

類，例農業氣象入430.1637

.13  氣象臺 Weather  station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依臺名排

.15  氣象觀測儀器

.151  氣壓觀測儀器

.152  溫度、濕度儀器

.153  測風儀器

.154  降水量儀器

.155  蒸發量儀器

.156  日照、太陽輻射儀器

.157  測雲儀器

.158  高空探測；高空測風

.159  其他觀測儀器

.17  氣象信號

.18  氣象圖

.2 大氣 Atmosphere
大氣成分、氣層、作用、大氣

環流等入此

 .21 大氣力學

.22  大氣運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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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理論入此

328.23 大氣動力學 Atmospheric 
dynamics

大氣流體力學入此

.24  大氣環流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241  氣團；鋒面

.242  氣旋 Cyclone ；反氣旋 
Anticyclone

.25  大氣中雜物；塵埃 Dust

其他粒子亦入此

.29  高層大氣 Upper atmosphere

研究高氣圈大氣（Upper 

atmosphere）之性質及現象者

太空氣層入此

.291  對流層 Troposphere

.292  平流層 Stratosphere

.293  中間層 Mesosphere

.294  熱層；增溫層

.295 電離層 Ionosphere

.296  外氣層 Exosphere

行星間物質與地球大氣之間

.297  外離子層 Outer ionosphere

                 ；高度電離氣體層

.298  質子層 Protonosphere

.3 氣壓 Atmospheric pressure
氣壓觀測儀器入 328.151

.31  高層大氣壓 Upper 
atmospheric pressure

.4 大氣溫度 Atmospheric 
temperature

高層大氣溫度、大氣熱力學、

地球溫度入此

.41  大氣溫度的結構

.42  地面溫度分布；等溫線

 .43 地面溫度變化

.48  輻射熱 Radiant  heat

                 溫室效應入此

328.481 太陽輻射熱 Solar radiation

.482  地面輻射 Terrestrial 
radiation

.483  大氣輻射 Radiation 
originating in atmosphere

.484  宇宙輻射 Cosmic radiation

.5 風 Wind
同：風系

.51  行星風系
赤道無風(doldrums）、副

熱帶 無 風 、 信 風 ( t r a d e 

winds）、盛行西風(prevailing 

westerlies）、極圈氣旋、極地

東風(polar easterlies）、噴

射氣流等入此

.52  地方風系

季風、海風(sea  wind）、陸

風(land   wind）、山風(moun-tain  

winds）、谷風(valleybreezes）、

焚風入此

.53 高層大氣之風系

.54 大氣擾動 Disturbances

氣旋、反氣旋入 328.242 

.55  颱風；颶風；沙暴

.56  陸龍風 Tornadoes

水龍捲、陸龍捲入此

.57  對流性風暴；高層大氣風暴

雷雨、陣雨入此

.58  雪暴

.59  其他風暴

.6 水文氣象學Hydrometeorology
濕氣、濕度（Humidity）入此

.61  水蒸汽；凝結；蒸發

.62  雲
測雲儀器入 328.157

.621  分布

.622  變化

 .623 高度及厚度

天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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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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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624 運動

.625  分類

.6251  　卷雲 Cirrus(Ci）

.6252  　卷層雲 Cirrostratus（Cs.）；
                 　卷積雲 Cirrocummulus
                　（Cc.）

.6253  　高層雲 Altostratus（As.）

.6254  　高積雲 Altocummulus
                　（Ac.）

.6255  　積雲 Cummulus（Cu.）

.6256  　積雨雲 Cumulonibus
                　（Cb.）

.6257  　雨層雲 Nimbostratus
                　（Ns.）

.6258  　層雲 Stratus（St.）

.6259  　層積雲 Stratocummulus
                　（Sc.）

.63  降水 Precipitation

雨淞入此 

  人工造雨入 328.89

.631  構造；成分

.632  雨量分布

.633  變化
乾旱入此

.635  影響雨量因素

.64  中國雨量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

複分

.65  各國雨量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6533  臺灣雨量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

.66  雪 Snow
結晶降水

.67  雪量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681  霧 Fog

霧淞、靄入此

328.683 露 Dew

.685  霜 Frost

.688  冰 Ice

.689  雹 Hail

.7 大氣現象 Atmosphere
phenomenon

.71  大氣電學 Atmosphere 
electricity

.711  雷 Thunder

.712  電 Electricity

.73  氣象光學 Meteorological 
optics

.731  虹；暈 Halo；雲彩

.734  曙暮；霞

.735  蜃景 Mirage

.76  能見度 Visibility

.79  氣象聲學 Meteorological 
acoustics

.8 氣候學 Cilmatology；天氣

Weather
生物氣候學入 367.22；醫藥氣

候學入 412.8；節氣入 327.1

.801  氣候形成和影響

.8011  　太陽活動對氣候影響

.8012  　海陸對氣候影響

.8013  　地形對氣候影響

.8014  　土壤及下層土壤對氣候影

 　響

.8015  　河湖對氣候影響

.8016  　冰雪對氣候影響

.8017  　植物和森林對氣候影響

.8018  　人類活動對氣候影響

地球暖化入此

.81  氣候類型

.811  氣候分類方法

.812  濕潤氣候
海洋性氣候入此

.813  乾燥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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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性氣候、草原性候

入此

328.814 季節性氣候

.8141 季風型

.8142 地中海型

.815  高山氣候

.82  氣候帶 Weather  belts

.821  赤道無風帶 Doldrums

.822  熱帶 Tropical belts

.823  亞熱帶 Subtropical  belts

.824  溫帶 Temperate belts

.825  寒帶 Cold belts

.826  極地帶 Polar belts

.83  局部氣候 Local climate

同：中氣候（Mesoclimate）、 

地方氣候

.84  微氣候 Microclimate

同：小氣候

農地、林地、荒地氣候入此

.85  城市氣候

.88  天氣預報 Weather  forecasting

.881  歷史法
天氣諺語（Weather 

maxim）入此

.882  天氣報導

.883  統計預報

.884  數值預報

.885  特殊儀器預報
無線電測候儀、氣象雷達 

（Weather radar）入此

.886  氣象衛星 Weather  ；遙測

                 Telemetry

.887  預報方法

.8871 短期預報

.8872 長期預報

.888  特殊現象之預報

颱風預報、大豪雨預報入此

328.89 氣候控制 Weather  control
 人造雨、種雲入此

 .9 氣象地理；氣候記錄 Climate of 
specific area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2  中國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

複分

.931  日本

得依日本分區表（附於 

731 日本史地之後）複分，

例如秋田縣氣象報告入 

328.93114

.933  臺灣

.98  氣象災害志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82  中國

.9833 臺灣

天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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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學
類

330  物理學總論 Physics：
general

超物理學入此

.12  研究方法

.13  實驗物理

331  理論物理學 Theoretical

physics
量子論入 331.3；理論力學入

332.1；物質物性學、化學物理學

入 333；理論電磁學入 338.1

.1 基礎理論 Basic theory

.11  物理學的數學法

.2 相對論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相對量子力學得入 331.3

.3 量子論 Quantum theory

.311  矩陣力學 Matrix mechanics 
（Heisenberg 
representation）

.312  波動力學 Wave mechanics

.4 場論與波動理論 Field and wave

.41  電磁理論 Electromagnetic 
theory

.42  統一場論 Unified field theory

.43  量子場論 Quantum field 
theory

.44  多物體問題 Problem of many 
bodies

331.5 數理物理 Mathematic physics

.6 量度理論 Measurement theory
向量分析（Vector  analysis）

入 313.76

.7 量度儀器及其使用
Instrumentation

儀器測量、控制及紀錄入此

.8 物理維數及常數 Physical
dimensions and constances

度量衡之實際應用及各種制度

互算法入此

.81  國際度量衡制

.84  標準製造法；標準製造局

.86  標準長度

.87  標準量度

.9 統計物理學 Statistical physics

.91  統計力學 Statistical mechanics

.92  量子統計力學 Quantum 
statistics

.93  古典統計力學 Classical 
statistical  mechanics

332  力學 Mechanics
力學，應用數學以論及物體上力

之作用者也。凡物體受力之作用而

變其位置時，謂之運動；論運動之

形狀者，曰運動學。力學包括運動

學者，有別稱為重學

物理學

Physics
天文物理入 323.1；地球物理入 353.1；物理數學入 331.5；物理化學入 348；物理結晶學入

357.33；實驗物理入 330.13；物理礦物學入 357.12；物理光學入 336.4；理論物理學入 331；物理

統計學入 331.9；物理科學入 300.2；岩石物理學入 358.11；生物物理學入 361.7；土壤物理學入

434.222；軍用物理學入 5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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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力學參考類目表

天體力學 321.1

太空力學 326.11

星際航空力學 326.48

大氣力學 328.21

相對性理論 331.2

理論力學 332.1

粒子力學 332.46

固體力學 332.5

流體力學 332.6

氣體力學 332.7

彈性體力學 332.8

解析力學 332.11

熱力學 335.6

磁流體 338.6

量子力學 331.3

海洋動力學 351.94

地質力學 353.16

生物力學 361.72

工程力學 440.13

應用氣體力學 440.14

構造力學 440.15

材料力學 440.21

土壤力學 441.12

土木力學 441.2

圖解力學 441.811

機械力學 446.1

航空力學 447.55

332.1 理論力學 Theoretical 
mechanics

動力理論入此

.11  分析力學 Analytic dynamics
同：解析力學

分析靜力學、完整體系、動

物理學

力學、正則方程、力學變分原

理等

332.2 運動學 Kinematics
純粹運動、假設運動入此

.22  推力 Pushes；拉力 Pulls

.25  轉動 Rotation

.26  振動 Vibrations
聲、音響入 334；工業振動

學入 440.124；生物聲音振動

學入 361.33

.261  線性振動

共振問題入此

.262  非線振動 Non-linear 
vibration

.263  自激振動

.264  隨機振動 Random  vibration

.265  有限自由度；體系的振動

.266  彈 性 體 的 振 動 Elastomer 
vibration

參見 332.85 彈性力學的

振動

.267  結構振動 Constructure  
vibration 

.268  消振、隔振

.269  振動測量技術

.27  波動 Waves

.28  週期運動 Periodic motion

.3 動力學 Dynamics
關於物體在作用力下運動問題

的研究

.31  質點動力學

.32  簡單週期運動

.33  軌道及拘束運動

.34  表面運動

.35  離心力；向心力

.37  剛體動力學

.4 靜力學 Statics
關於力系平衡，包括慣性

（Iner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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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態靜力學入 332.51；氣體

靜力學入 332.71；應用靜力學入 

440.131

332.41 點力 Statics of particle

.43  慣量 Moment of inertia

.44  撞擊理論

.45  圖解靜力學 Graphic statics

同：幾何靜力學

摩擦理論入 333.36

.46  粒子力學 Particle mechanics

粒子動力學入 339.491 加

速器理論

.47  粒子靜力學 Statics

.5 固態力學 Mechanics of solids

.51  固態靜力學 Solid statics

.52  固態動力學 Solid dynamics

.521  振動 Vibration

.523  波動 Wave

.524  迴轉 Rotational motion

.525  離心力 Centrifugal  ；向心

                 力 Centripetal force

.528  形變與應力 Deformation

                 and stresses

.55  摩擦與黏性 Friction  and 
viscosity

.56  固體質量與重力 Mass and 
gravity of solid； 拋射體 
Projectiles

落體定律（Laws of 

falling bodies）入此

.565  　拋射體 Projectiles

彈道學（Ballistics）入此

電子彈道學入 337.91

.57  固體輸送現象

.58  簡單力學機械
槓桿、齒輪、楔、繩與滑 

車、輪與輪軸、螺旋入此

.6 流體力學 Mechanics of fliuds
氣體力學入 332.7

332.61 液體力學 Fluid mechanics；水
力學 Hydromechanics

.63  流體靜力學 Hydrostatics

.632  浮力

.64  質量；密度；液體比重

.65  流體動力學 Hydrodynamics

.652  流動 Flow

.653  動流 Turbulent flow

.654  波動 Waves；渦動 Vortex
                 motions

.655  速度 Velocity

.656  黏度 Viscosity；彈性
                 Elasticity；壓縮
                 Comprssibility

.657  液體輸送現象

擴散、滲透入此

.66  黏性流體力學

.67  電磁流體力學

.68  化學流體力學

.69  應用流體力學

.7 氣體力學 Mechanics of gases
壓力入此

.71  氣體靜力學

.711  質量；密度

.712  比重；比重計

.72  氣體動力學

.721  流動 Flow

.725  波動；渦動；空化

.727  速度 Velocity

.7273  　亞音速 Subsonic flow

.7274  　接近音速 Transonic flow

.7275  　超音速 Supersonic  flow

.7276  　高超音速 Hypersonic

                 　flow

.728  黏性；彈性；壓縮性

.729  波；渦動；渦凹

.73  氣體測量，壓力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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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732  空氣唧筒；抽氣機

.74  真空物理 Vacuums

.742  氣體的稀薄化

.744  高度真空的形成

.76  空氣力學 Aeromechanics

參見 447.55 航空力學

.762  空氣靜力學 Aerostatics

.764  空氣動力學 Aerodynamics

.765  空氣運輸現象

擴散、浸透、滲透入此

.77  氣體運動說 Kinetic theory of 
gases

.8 彈性力學 Elastic mechanics
彎力、扭力入此

.81  彈性係數 Elastic constants

.82  外力與變形 Stresses and 
deformation（strain）

.83  彈性

.84  塑性

.85  振動

.86  撞擊與變形

333  物質 Matter
力對物體之影響入 332 力學

.1 物質構造 Structure of matter
分子構造入 339.12；原子構造

入 339.14；核子構造入 339.16

.3 物態 State of matter

.301  固態物理 Solid-state physics
固態力學入 332.5

.3011 晶體結構 Crystal

                    structure

.3012 特性 Properties

.3013 種類 Kinds

.3014 相轉換 Phase
                    transformation

.3015 擴散與量轉移 Diffusion
                    and mass transfer

物理學

333.3016 回應行為與能量現象
                    Responsive  behavior and 

        energy phenomena

.3017 表面物理 Surface physics

.3018 薄膜 Thin  film

.302  液態物理學 Liquid-state 
physics

液體力學入 332.61

.3029 液晶體 Liquid crystals

.303  氣態物理 Gaseous-state 
physics

稀疏氣體入此

氣體力學入 332.7；氣體

液化入 348.48；氣體分析

法入 341.924

.304  電漿物理學 Plasma physics

同：電離氣體（Ionized 

gas）

.31  氣體吸收與吸著

.32  毛細現象 Capillarty；表面張 
力；凝結 Surface tension

界面化學入 348.6

.33  擴散；蒸發；溶解 Diffusivity
溶液入 348.5

.34  黏力 Viscosity 

[.35]　   固體彈性 Elastic
宜入 332.8

.36  磨擦 Friction

.4 質量 Mass；重量 Gravity
密 度（Density ）、 比 重 

（Specific  gravity）、地球重力

（Terrestrial gravi-ation）入此

萬有引力入 321.1；落體定律

入 332.56

.5 能量 Energy
.52  能量保存及平衡 Conservation 

of energy

.54  能量形式 Types

.542  　位能 Potential

.543  　動能 Kin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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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58 能量轉變 Transformation

334  聲學 Sound；聲音
Acoustics

包括其相關的振動

音樂入 910；耳科（西醫）

入 416.81；通信音響理論入

448.719

.1 聲音產生 Generation of sound

.2 聲音特性 Characteristics of
sound

.22  音頻 Frequency；音調 Pitch

.23  強度 Intensity；響度 
Loudness

.24  振幅 Amplitude；音色 
Timbre

.25  不規則頻率 Irregular 
frequencies

.252  不諧和 Dissonance

.253  噪音 Noise

.4 聲音測量、分析及合成
        Measurement, analysis,  

synthesis of sound

.42  測量技術 Measurement 
techniques

.44  分析

.46  圖示及光示 Graphic and 
optical representations

.47  聲音合成 Synthesis

複聲波，包括疊加、干擾、

節拍等

.5 聲音傳播 Transmission of
sound

.502  速度 Velocity

.503  指向性 Directionality

.504  反射 Reflection

同：回音（Echoes）

.505  折射 Refraction

334.506 繞射 Diffraction

.507 偏振 Polarization

.508  吸收 Absorption；減震

.51  聲音傳播媒體 Transmission 
mediums

.52  固體 Solids

.53  液體 Liquids

.54  氣體 Gases

.7 聲音振動 Vibrations related to
sound

振動泛論入 332.26；聲音振動

對生物之影響入 361.73

.77  次音速 Subsonic

.78  超音速 Ultrasonic

.8 應用聲學 Applied acoustics

.9 電聲學 Electroacoustics；電光
學 Electrooptics

將聲振動變為電振盪或電振盪

變為聲振動之科學。送收話機、

錄音機、播音機、微音機之開發

是此學之成果也

335  熱學 Thermology
熱能入此

天體熱學入 323.11；氣溫入 

328.4；熱電學入 337.5；熱化學

入 348.4；地熱入 353.145；熱生

物學入 361.75；熱工學入 446.3

.1 熱學理論 Heat theories

.2 熱傳輸 Heat transmission

.21  熱傳導 Conductivity

.22  液體傳導 Fluids conduction

.23  氣體 Gases；空氣傳導 Air

.24  固體傳導 Solids；熱對流 
Conduction

.25  電阻 Electrical resistance

.3 溫度 Temperature
總論溫度測量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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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31 常溫及其測量 Normal-range 
temperature

液體溫度測定法（Liquidin 
-glassthermometry）入此

.32  高溫 Ｈ igh temperature

包括 Plasma 溫度

.33  高溫測量 Pyrometry

.34  低溫及低溫學 Low 
temperature and Cryogenics

絕對溫度、氣體之液化作用

入此

.35  低溫測量 Cryometry

.36  電阻測溫法

.4 量熱學 Calorimetry
熱量及熱含量之測量

.41  熱量計 Calorimeters

.42  固體、液體之比熱含量

.44  氣體、蒸氣之比熱含量

.5 熱對物質效應 Effects of heat on
mattter

.501  物相變化 Phase change

.51  膨脹及收縮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52  融解；凝固 Fusion and 
solidification

溶化及結冰（Melting and 

freezing）、融解熱（latent）

入此

.53  蒸發與凝結 Vaporization and 
condensation

.57  固體氣化及氣體固化之轉換 

Sublimation, Solid-to-gas and 

gas-to-solid transformation

.58  白熱 Incandescence

.6 熱力學 Thermodynamics
熱工學入 446.3

.61  理論
Joule’s law；Maxwell ’s 

four formulas carnot  cycle

入此

物理學

335.62 熵 Entropy

.7 輻射及物質對熱效應Radiation
and effects of matter on heat

.72  反射 Reflection

.73  折射 Refraction

.75  輻射 Radiation

.76  吸收 Absorption

336  光；光學 Optics
主要對象為可視光（Visible 

Light）

Ｘ光線及 Gamma 線入此

光學機械工藝入 471.7；光 電、

火電子裝置入 448.656；攝影入

950；光通信入 448.85；天體光譜

學入 323.12；光譜學入 336.5；

太陽光譜入 336.51；結晶光學

入 357.338； 光 化 學 入 348.3；

光學兵器入 595.73；生理光學入

398.952；溶液之光性入 348.514

.1 光學理論 Optical theory

.13  微粒子說 Corpuscular 
（Emission）theory 

.15  動波說 Mechanical  wave 
theory

.16  光之電磁說 Electromagnetic 
theory

.17  光之量子論 Quantum theory

.18  其他光學理論

.2 光學儀器 Optical instruments
極光鏡、稜鏡入此

.3 幾何光學 Geometrical optics

.32  直線傳播

.33  光反射 Reflection

鏡子入此

.35  光折射 Refraction

透鏡、折射稜鏡入此

.36  光吸收 Absortion

減震（Damping）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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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37  光輻射

.4 物理光學 Physical optics

.41  強度 Photometry
光度計入此

.42  光速

.43  光干涉 Interference

.44  光迴折 Diffraction

.46  散射 Dispersion

.465  不規則散光

.48  偽光；偏極

.483  產生與測量

.485  結晶體之光源

.49  光束 Beams

.492  偏振化 Polarization

.498  放大 Amplification
放大鏡、顯微鏡入此

.5 光譜學 Spectroscopy
分光術、偏光法入此

天體分光術入 323.12；光譜分

析法入 342.1；原子核構造之光

譜學詮釋入 339.534

.51  太陽光譜

.512  紅外線 Infrared

.513  可視光（色品的）Visible 
（Chromatic）

.514  紫外線 Ultraviolet

.515  真空紫外線 Vacuum 
Utraviolet

.516  喇曼 Raman

.52  各原素光譜

.54  光軌分析；光線分析

.6 色彩 Color
色彩及配色入 963；色盲入 

416.7014

.7 光傳達 Light transmission

.71  冷光 Luminescene

.72  螢光 Fluorescene

.74  燐光 Phoporescene

336.75 冷光照相 Photo- luminescene

.76  熱致冷光 Thermo-luminescene

.77  電致冷光 Electro-luminescene

.8 纖維光學 Fibre optics

.9 應用光學 Applied optics

337  電學 Electricity；電子學
Electronics

理論方面之書入此，應用方面入

448

電 子 工 學 入 448.6； 理 論 電

磁 學 入 338.1； 電 化 學、 電 解

入 348.5； 電 聲 學、 電 光 學 入 

334.9；電子測距入 440.9214；電

學兵器入 595.72

.01  理論

.012  微波電路及導波理論 
Microwave, circuit and 
waveguide theories

短波、無線電短波入此

.1 電力計算 Electric power
calculation

.11  方法

.12  標準

.14  電儀表

同：電子儀表、電工儀表

.2 靜電學 Electrostatic

.21  電荷與電位 Electric charge 
and potemtoal

.22  電毛細管現象

.23  電介質 Dielectric

通電體、誘電體入此

.24  不導體傳電

.26  電容測量

電容器入此

.27  熱電與壓電 Piezoelectricity 
and ferroelectricity

.4 電流 Electric currents；熱電子
學 Electro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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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41 直流電及電路

.42 電池 Batteries
原電池 ( 乾電池 )、二次電

池 ( 蓄電池 )、鉛酸電池、鹼

性電池、燃料電池等入此

太陽能電池入 448.167

.43  歐姆律；電網絡

.44  交流電及電路

.45  電傳導

.47  專論

.471  傳導性 Conductivity；電阻 
Resistance

.472  半導電性及半導體 
Semiconductivity

.473  超導電性及超導體 
Superconductivity

.474  電流的熱效應 Thermal 
effects of crrents

.475  電流量度；電量計

.478  電動勢

.5 熱電學 Thermoelectricity

.6 電動力學 Electrodynamics

.61  電流與磁體之互相作用

.69  電壓學

.7 電波 Electric wave

.74  實驗

.8 放電 Discharge；覺感
Awareness

氣體放電入此

參見 337.91 電子放電

.81  游離；對流損失；點；漏電

.82  迅 烈 放 電； 電 花 Disruptive 
discharge

.84  稀氣放電；陰極射線；陽極射線

.86  光電效應

.862  選擇性光電效應

.863  外光電效應

.864  內光電效應

.865  障層光電效應

物理學

337.9 電子學 Electronics；電子物理學
電子工程入 448.6

 .901  電子結構

.91 電子放電 Discharge of 
electrons

經由稀疏氣體及高度真空管

（highvacuum tubes）放電

電子彈道學入此

迅烈放電入 337.82

.92  氣體電離 Ionization of gases

電子彈道學入此

.93  熱離子發射 Thermionic 
emission

.94  無線電波及微波電子學 
Radiowave  and microwave 
electronics

.942  長波 Long waves

.943  短波 Short waves

.944  微波 Microwaves
超高頻波

.95  Ｘ光線及伽瑪射線電子

.952  電子能譜

.953  電路 Circuits

.96  光電現象 Photoelectric 
phoenomena 學

.97  電子光學 Electron；離子光學 
；Ion optics

.98  凝聚態物理學

.99  應用電子學

338  磁學 Magnetism
天文電磁現象入 323.16；磁化

學入 348.7

.1 磁學理論 Magnetic theory
電極、電磁波理論入此

.2 磁鐵 Magnets；磁感應
Magnetic induction

.22  永久磁 Permanent magnets

.23  應磁 Induced magnets
電磁入此

.24  磁感應 Magnetic induction



160

中文圖書分類法

科
學
類

338.3 磁質；磁性物質 Magnetic
substances

磁導率（Permeability）入此

.32  反磁性物質及反磁性 
Diamagnetism

.33  順磁質及順磁性
Paramagnetism

.34  鐵磁質及鐵磁性
Ferromagnetism

.35  鐵淦氧磁質及鐵淦氧磁性
Ferrimagnetism

.4 磁體 Magnetic bodies

.45  電磁體

.5 磁性及磁感現象 Magnetic
properties and phoenomena

.51  磁共振 Magnetic resonances

.512  核磁共振

.513  電子順磁共振

.52  磁力測量

.53  磁化係數

.54  導磁係數

.55  滯後現象

.56  磁與熱之關係

.57  彈性與磁性

.58  磁伸縮

.59  其他

.6 磁流體力學 Magne to-hydrody-
namics

.7 地磁學 Geomagnetism

.71  磁針

.72  觀測及儀器

.73  地磁調查 Magnetic surveys

.8 地球磁場 Magnetic field
地殼及地球內部磁之分析入此

.81  長期磁變 Secular variations

電離層、極光入此

.9 瞬變磁性 Transient magnetism

338.91  周日變 Diurnal variations

.92  其他的週期變 Other periodic 
variations

.93  日斑效應 Sunspot effects

.94  地磁學與蝕

.95  地磁學與氣象現象

.96  地磁學與地質構造

.97  地磁學與地震

.98  接地電流 Earth  currents

.99  久磁層；電離層；極光

339  現代物理 Modern
physics

物質物理、原子物理、核物理

學、化學物理等入此

核子問題入 578.184；核子工學

入 449；量子化學入 348.25；輻射

（輻射能）入 339.2；相對性理論

入 331.2

參見 339.3 分子物理

.1 物質構造 structure of matter

.12  分子構造 molecular structure

.14  原子構造 atomic structure

.16  核子構造 nuclear  structure

.2 輻射 Radiations；輻射能
Radiant energy

總論輻射物理入此

特殊輻射或輻射的種類用途按

主題分，例如熱輻射入 335.75；

粒子及放射性入 339.4；輻射遺

傳學入 363.64

.21  放射性

放射生物學入 361.74；放射

化學入 348.8

.25  傳達

.27  輻射活動各論

.3 分子物理學 Molecular physics
分子組織入 348.22；原子結構

入 348.24；原子論入 339.36；量

子理論入 331.3；量子化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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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25；分子生物學入 361.5

339.31 高壓物理學

.32  高溫物理學

.33  低溫物理學

.34  等離子體物理 plasma physics

.36  原子物理學 atomic physics

.361  原子間的作用；激發與墊離

.362  碰撞與散射

.363  同位素

.4 粒子物理學 Particle physics；粒

子輻射 Radio activity

.41  粒子基本質點 Particles

反粒子（Antiparticles）、
相對性粒子（Relative par- 
ticles）、粒子射（Particler 
adia-tions）、夸克
Quarks）、玻色子（Bosons）、
費密子 （Fermions）、雷其
極（Regge poles）入此

.411  電子 Electrons
電子學入 337.9；電子工

程入 448.6

.412  核子 Nucleons
質子（陽子）（Protons）、

反質子（Antiprotons）入此

.413  中子及反中子 Neutrons and 
antineutrons

.414  正子 Positrons
陽離子

.415  微中子及反微中子 
Neutrinos and  
antineutrinos

.416  重子 Hadrons

強粒子

.417  量子 Photons；聲子 
Phonons

同：光子

.42  離子化放射 Ionizing radiation

.421  X 與伽瑪射線 X and gamma 
rays

339.423 宇宙射線 Cosmic rays

參見323.18宇宙光、宇宙

輻射

.424 粒子及輻射性偵測及計量 
Detection  and measurement

輻射偵測入此

.4242 離子室 Ionization
chamber

.4243 類比計數器 Proportional 
    counters

.4244 蓋革計數器 Geiger-muller

.4245 閃爍計數器 Scintillation
counters

.4246 晶體傳導計數器 Crystal
conduction counters

.4247 威爾孫雲霧室 Wilson
cloud chambers

.4248　　　利用照相方法

.43  核子活動及影響

.432  α 蛻變 Alpha decay

同：阿爾發粒子（Alpha 

particles）衰變

.433  β 蛻變 Beta decay

同：貝他粒子（Beta 

particles）衰變

.434  γ 蛻變 Gamma decay
同：伽瑪粒子（Gamma 

particles）衰變

.48  人工放射 Artificial 
radioactivgity

.49  粒子加速 Particle acceleration
包括粒子束（Particle 

beams）

.491  加速器理論；粒子動力學

軌道穩定性理論及推算、

共振原理、相穩定性理論等

.492  高壓加速器 high-voltage 
accelerators

物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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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493 共振加速器 resonance 
accelerator

利用直線型（Linear）及

迴旋（Cyclotrons）加速器

.494 感應加速器 induction 
    accelerators

利用 Betrons

.495  同步加速器 Synchronous 
accelerators

.497  特定粒子加速作用 
Acceleration of specific 
particles

.5 核子物理學 Nuclear physics
重氫子（Deuterons）入此

核子工程入 449

.53  核構造 Nuclear  structure

核模型入此

.532  液滴模型 Liquid-drop model

.533  殼層模型 Shell model

.534  核子光譜學詮釋 
Interpretation through  spec- 
toroscopy

.54  放射性同位素 Isotope

參見 449.6 放射線、放射

性同位素

.55  核反應 Nuclear  reactions  and 
interactions

.554  相互作用

.556  光核反應 Photo-nuclear 
reactions

.59  核能利用

.591  醫療

.592  農產

.593  工業

.594  交通

.6 高能物理學 High energy
physics

.61 核連鎖反應 Chain reactions

339.62 核分裂 Nuclear  fission

.64 核融合 Thermonuclear fusion

.7 半導體物理學 Semiconductivity 
physics

.8 凝態物理學 Condensed 
physics

.9 應用物理學 Applied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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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化學總論 Chemistry：
general

普通化學入此

. 34  化學實驗室

.2 化學災害手冊 Handbook 
for treatment of chemical 
accident；實驗安全 Laboratory 
safety manual

.45  化學命名法、術語 
Nomenclature and terminology

.9 化學史 History of chemistry

.99  傳記

341  分析化學 Analytical
chemistry

.01  分析實驗

.02  分析儀器 Instrumentation

.03  試劑 Reagent；反應 Reaction

.04  試樣 Sample；製備 
preparation

.1 普通有機分析 General organic 
analysis

.2 普通無機分析 General inorganic 
analysis

.3 定性分析 Qualitative analysis

.31  分離法 Systematic separations

341.32 高溫分析 Pyrolysis ；燃燒分 
                  析 Combustion

.33  微量分析 Micro；半微分析 
Semi micro analysis

.35  濕法分析 Wet analysis

.36  乾法分析 Dry method

.4 定量分析 Quantitative 
analysis

.41  重量分析 Gravimetric method 
of analysis

量沈澱物

.42  容量分析 Volumetric method 
of analysis

.5 比色分析 Colorimetric analysis

.6 電解分析 Electroanalysis

.61  氧化還原滴定 Redox titration

.62  電位測量法 Potentiometry

.63  電解重量分析法 
Electrogravimetry

.64  電量分析法 Coulometry

.65  電流分析法 Amperometry

.66  極譜分析 Polarography

.67  電壓測量分析法 Voltammetry

.7 磁學分析法 Magnetic analysis

.8 其他分析化學 Other analytical 
chemistry

化學

Chemistry
天體化學入 326.14；地球化學入 353.8；化學礦物學入 357.2；岩石化學入 358.13；植物化學入

373.8；動物化學入 383.6；生物化學、醫化學入 399；藥化學入 418.3；土壤化學入 434.223；農業化

學入 434.24；工程化學入 440.16；石油化學入 457.54；應用化學入 460；食品化學入 463；軍事化學入

595.8

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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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9 應用化學分析 Applied chemistry 
analysis

 .91 食品分析 Food analysis

.92  工業分析 Industrial analysis

.924  氣體分析 Gas analysis

空氣分析、工業廢煙及有

毒氣體分析入此

.925  液體分析
水質檢查、飲水的分析、

海水化學分析入此

.927  礦物分析 Minerals  analysis

.94  農業分析 Agricultural analysis

.95  藥物分析 Drug analysis

.96  飲料分析 Beverage analysis

.99  其他

342  儀器分析化學
Instrumental analysis 
chemistry

.1 光譜分析 Spectroscopic
光譜學入 336.5

.11  原子光譜法 Atomic 
spectrometry

.12  微波分析

.13  紅外線分析 Infrared 
spectrometry

.14  可見光分析法 Visible 
molecular absorption spec-  
trometry

.15  紫外線分析 Ultraviolet 
molecular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16  伽瑪光分析 Gamma ray 
spectrometry

.17  拉曼光譜分析法 Raman 
spectrometry

.18  核磁共振分析法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metry

342.2 分子發光分析法 Molecular  
luminescence spectrometry

 .21 螢光分析法 Fluorescence 
spectrometry

.22  燐光分析法 Phosphorescence 
spectrometry

.23  化學發光分析法 
Chemiluminescence 
spectrometry

.24  分子質量分析法 Molecular 
mass spectrometry

.3 色層分析 Chromatographic 
separation

.4 氣相層析法 Gas 
chromatography

.5 液相層析法 Liquid 
chromatography

.6 毛細管分析 Capillary

.7 熱分析法 Thermal method
[.79] 乾法分析

宜入 341.36

.8 電子顯微鏡分析 Electron
microscopy

.81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分析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82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分析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9 其他方法 Other methods
放射化學分析（Radiochemical 

method）入此

343  高分子化學 Polymer
chemistry

高分子化學工業入 467

.045  高聚物命名法

.1 高分子物理 Polymer physics
聚合反應（Polyme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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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合反應（Condensation）、聚

合體（Polymers）

343.2 碳鏈聚合物 Carbon chain
polymer

含聚乙烯（Polythene）、

聚苯乙烯（Polystyrene）、

聚氯乙烯（PVC）、聚丙烯

（Polypropylene）

.3 雜鏈聚合物 Heterochain
polymer

含甲醛（Formaldehyde）、乙

醛（Aldehyde）聚合物、環氧樹

脂 （ Epoxy resin ）、 聚 酯

（Polyester）、聚胺

.4 元素有機聚合物 Elemento-
organic polymer

.5 無機高分子化合物 Inorganic
polymer compounds

.6 天然高分子化合物 Natural
polymer compounds

345  無機化學 Inorganic
chemistry

收錄無機化合物及混合物之化學

元素，下列分類大致按週期表為序

碳素化合物入 346

.01  無機合成

.1 非金屬元素及其化合物
         Nonmetals and their 

 compounds
氫氧化合物入此

.11  氫 H（Hydrogenium）

.111  單體 The element；氘

Deuterium；氚 Tritum

重氫入此

.112  水 Water

.113  重水 Deuterium oxide
（heavy water）

重氫氧化物

345.114  酸 Acids

總論入此

有機酸工業入 461.6；無

機酸工業入 461.7

 .12 零族元素及其化合物 Rare 
                  gases

稀有氣體入此

.121  氦 He（Helium）

.122  氖 Ne（Neon）

.123  氬 Ar（Argon）

.124  氪 Kr（Kryptonum）

.125  氙 Xe（Xenonum）

.126  氡 Rn（Radon）

.13  鹵族元素（Halogens）

.133  氟 F（Fluoine）

.134  氯 Cl（Chlorine）

.135  溴 Br（Bromine）

.136  碘 I（Iodine）

.137  At（Astatine）

.14  氧 族（VIA 族 ） 元 素 VIA 
group elements（Chalcogens） 

and compounds

.141  氧 O（Oxygen）

.146  硫 S（Sulfur）

.147  硒 Se（Selenium）

.148  碲 Te（Tellurium）

.15  氮族（VA 族）元素 VA group 
elemnets

.151  氮 N（Nitrogen）

.153  磷 P（Phosphorus）

.155  砷 As（Arsenic）

.16  碳 C（Carbon）

.17  矽 Si（Silicon）

.18  硼 B（Boron）

.2 金屬 Metals；金屬化合物 Metal

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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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unds and mixtures
礦物學入 357；礦冶入 450；金

屬礦入 453；冶金合金入 454；金

屬工藝入 472

345.201  金屬元素 Metallic elements

.202  鹼 Bases

.204  鹽 Salts

.205  單一的 Simple

例：中性、微酸、鹼的、

兩性、二元

.206  雙 重 的 Double（Molecular 
compounds）

.207  複雜的 Complex

.208  合金 Alloys
參見 454.7 合金

.209  第一（I）族元素及其化合 
物 IA and IB group 

elements  and compounds
鹼金屬（Alkali metals）

入此

.21  鋰 Li（Lithium）

.22  鈉 Na（Sodium）

.23  鉀 Ka（Potassium）

.24  銣 Rb（Rubidium）

.25  銫 Cs（Cesium）

.26  金、銀、銅 Gold, Silver, 
Copper

.27  銅 Cu（Copper）

.28  銀 Ag（Silver）

.29  金 Au（Gold）

.3 第二（II）族元素及其化合物

IIA and IIB elements and
compounds

鹼土金屬（Alkaline  earth 

metals）入此

.31  鈹 Bi（Beryllium）

.32  鎂 Mg（Magnesium）

.33  鈣 Ca（Calcium）

345.34  鍶 Sr（Strontium）

.35  鋇 Ba（Barium）

.36  鐳 Ra（Radium）

.37  鋅 Zn（Zincum）

 .38  鎘 Cd（Cadmium）

.39  汞 Hg（Mercury）

.4 第三（III）族元素及其化合物
IIIA and IIIB group elements
and compounds

稀土元素（Rare earth elements）
入此

.41  鈧 Sc（Scandium）

.42  釔 Y（Yttrium）

.43  鑭列（原子序 57-71） 
Lanthanide series

.431  鑭 La（Lanthanum）

.432  鈰 Ce（Cerium）

.433  鐠 Pr（Praseodymium）

.434  釹 Nd（Neodymium）；
                 鉅 Pm（Promethium）

.435  釤 Sm（Samarium）；
                 銪 Eu（Europium）

.436  釓 Gd（Gadolinium）；
                 鉞 Tb（Terbium）

.437  鏑 Dy（Dysprosium）；
                 鈥 Ho（Holmium）

.438  鉺 Er（Erbium）；
                 銩 Tm（Thulium）

.439  鐿 Yb（Ytterbium）；
                 鎦 Lu（Lutetium）

.44  錒列（原子序 89-96）Actinide 
series

.441  錒 Ac（Actinium）

.442  釷 Th（Thorium）

.443  鏷 Pa（Protactinium）
鈾U（Uranium）入449.43； 

錼 Np（Neptunium）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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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44；鈽Pu（Plutonium） 

入 449.45

345.45  超鈾元素 Transuranium 
elements

鋂 Am（Americium）鋦 Cm 

（Curium）

 .46 鋁 Al（Aluminum）

.47  鎵 Ga（Gallium）

.48  銦 In（Indium）

.49  鉈 Tl（Thallium）

.5 第四（IV）族元素及其化合物
IVA and IVB group elements
and compounds

.51  鈦 Ti（Titanium）

.52  鋯 Zr（Zirconium）

.53  鉿 Hf（Hafnium）

.54  鍺 Ge（Germanium）

.55  錫 Sn（Tin）

.56  鉛 Pb（Lead）

.6 第五（V）族元素及其化合物
VA and VB group elements
and compounds

.61  釩 V（Vanadium）

.62  鈮 Nb（Niobium）

.63  鉭 Ta（Tantalum）

.64  銻 Sb（Antimony）

.65  鉍 Bi（Bismuth）

.7 第六（VI）族元素及其化合物
VIA and VIB group elements
and compounds

.71  鉻 Cr（Chromium）

.72  鉬 Mo（Molybdenium）

.73  鎢 W（Tungsten）

.74  釙 Po（Polonium）

.8 第七（VIIB）、第八（VIIIB）族

元素及其化合物 VIIB, VIIIB
group elements and
compounds

化學

345.81  錳 Mn（Manganese）

.82  鐵 Fe（Iron）

.83  鈷 Co（Cobalt）

.84  鎳 Ni（Nickel）

 .85 釕 Ru（Ruthenium）

.86  銠 Rh（Rhodium）

.87  鈀 Pd（Palladium）

.88  鋨 Os（Osmium）

.89  銥 Ir（Iridium）

.899  鉑 Pt（Platinum）

.9 團族與籠狀化合物 Clusters and
cage compounds

346  有機化學 Organic
chemistry

化學中之非離子化合物
（Nonpolar compounds）

研究碳素化合物入此

研究非碳素化合物入 345；理論

化學入 344；生化學入 399；有機

化學實驗法入 347.9；普通有機分

析入 341.1；有機體毒物入 418.84

.01  有機合成 Organic synthesis；
有機反應 Organic reaction

化學反應及合成、特別反

應、催化入此

聚合及縮合反應

（Polymerization and 

condensation）入 343.1

.011  基礎反應 Fundamental 
reactions；官能基反應 
Functional group 
transformation

.012  不對稱合成 Asymmetric 
synthesis

.013  有機金屬 Organometallics

.014  組合化學 Combinatorial 
syn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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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015  有機藥劑 Reagent for 
organic synthesis

.016  環化反應 Cyclization

.02  物理有機化學 Physical organic 
chemistry

 .022 有機反應機構 Organic 
                      reaction  mechanism

.024  溶劑效應 Solvent effect

.025  同位素效應 Isotope effect

.03  烷基 Alkylation；醯
胺 Acylation；芳香族化
Aromatization

.04  氧化與還原 Oxidation and 
reduction

其生化作用入 399.78

.05  鹵素．醇之加成及取代 
Halogen and hydroxy addition

鹼化入此

.06  酯化 Esterification

.07  胺化與重氮化 Amination and 
diazotization

.08  硝基化 Nitration；磺酸化 
Sulfonation

亞硝基化合物、亞磺酸、

亞硫酸鹽、硫酸、硫代酸入此

.09  發酵 Fermentation

.1 脂肪族碳化物 Aliphatic
compounds

.112  醇 Alcohols

同：酒精

乙 醇（Ethyl Alcohols 

or Ethanol）入此

.113  醛 Aldehydes；酮 Ketenes 

.114  醛胺．氨基酸 

.116  氮族碳化物

胺入此 

.127  醚及其氧化物  

同：醇精

346.132  脂肪與油脂

.14  鏈狀化合物 Aliphatic 
compounds

屬烴者有

.146 烷類 Paraffin
石臘入此

 .147 烯類 Olefins
乙烯（Ethylene）入此

.148 炔類 Acetylenes
乙炔入此

.151  氫氧亞氨質

.167  氫氧亞氨質與氰根衍生物

.168  亞硝與亞硝基族碳化物

.17  尿素族碳化物

.19  其他脂肪族碳化物

.2 碳水化合物 Carbohydrates
同：醣

指可以 Cm（H2O）n 表示者

參見 399.68 維他命Ｋ

.21  醣類 Sugar

.213  單醣類 Monosaccharides

葡萄糖、果糖、石碳糖入此

.215  寡醣類 Oligosaccharides
蔗糖、麥芽糖、乳糖入此

.217  多醣類 Polysaccharid
澱粉、糊精、纖維素入此

.25  醣原質

.27  鞣質 Tannin

.29  核酸 Nucleic acids

.3 芳香族化合物 Aromatic
compounds

環狀化合物入此

仿 346.1 分

.3181 酚 Phenols

.3182 假酚

.319 含硫碳化物

.3196 氧與



169

科
學
類

346.3198 銃基族碳化物

.4 烴 Hydrocarbons
烷類入 346.146；烯類入 

346.147；炔類入 346.148

.41  萘 Naphthalenes

.43  蔥 Anthracenes

.45  苯 Benzenes

 .47 多苯基烴 Polyphenyl 
hydrocarbons

高苯乙烯樹脂入此

.5 雜環族化合物 Heterocyclic
compounds

.51  含氮環族化合物 Hetero 
nitrogen  compound

.53  含硫環族化合物 Hetero sulfur 
compounds

.55  含氧環族化合物 Hetero 
oxygen compounds

.59  其他

.6 有機金屬化學 Organometallic
chemistry

.61  金屬梭化合物 Metal carbonyl 
compound

.62  金屬烴化合物 Metal alkyls

.63  金屬茂化合物 Metallocenes

.64  金屬芳香化合物 Metal aryls

.65  金屬烯化合物 Metal alkenes

.7 天然物化學 Natural products
chemistry

生物質化學入此

生物化學、醫化學入 399

.71  松油精與香精油 Terpenoids； 
Essential  oils

樟腦入此

.72  植物鹼 Alkaloids

尼古丁（Nicotine）、奎寧

（Quinine）、可可鹼

（Cocaine）、咖啡因

化學

（Caffeine）入此

346.74  煤焦油 Coal tar

.75  類固醇 Steroids

.751  固醇 Sterol

膽固醇（Cholesterol） 

入此

.754  激素 Hormones

同：荷爾蒙

參見 399.54 激素

 .7542 吉貝素與其他植物生長素
Gibberellins and other
auxins

.7543 性荷爾蒙 Sex hormones

.7545 其他荷爾蒙

.757  膽酸 Bile（choline）acids

.76  維生素 Vitamins
參見 399.6 維生素

.77  蛋白質 Proteins
參見 399.7 蛋白質

.78  酵素 Enzymes
同：酶

參見 399.74 酵素

.79  抗生素 Antibiotics
參見 399.51 抗生素

.8 有機色素 Organic pigments；
染料 Dyes

酚酞試藥、伊阿入此

.87  染料與顏料

.89  其他有機物質
石油化學入 457.5

347  化學實驗及設備
Chemistry experiment & 
equipment

實驗室儀器設備入此

一般分析化學入 341；定性分 

析入 341.3；定量分析入 341.4

.01  化學實驗室 Laboratories

設計、基本裝置、實驗儀器

（化學儀器）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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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02  容器及從屬設備 Receptacles 
and accessory equipment

試管、蒸餾皿入此

.03  測量儀器 Measuring apparatus

氣體測量儀器入 347.07

.04  熱化及蒸餾儀器 Heating and 
distilling apparatus

.05  吸管 Blowpipes

 .06 濾器及滲析 Filters and 
                  dializers

.07  氣測法儀器 Gas apparatus

.08  電及電子儀器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apparatus

.09  其他儀器

.1 一般化學技術 General
techniques of chemistry

.11  天秤使用 The blance

.12  離心技巧 Centrifugation

.13  蒸餾技巧 Distillation

.14  結晶技巧 Crystallization

.15  真空減壓技巧 Vaccum 
technique

.16  萃取技巧 Extraction

.17  滴定技巧 Titration

.19  其他

.2 普通化學實驗 General
chemistry experiment

.3 分析化學實驗 Analytical chem-
istry experiments

.4 物理化學實驗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

.5 儀器分析實驗 Instrumental
analysis experiment

.6 色層分析技術 Chromatographic
technique

347.7 生物化學實驗 Biochemistry
experiment

.8 無機化學實驗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9 有機化學實驗 Organuic
chemistry experiment

348  物理化學 Physical
chemistry

.2 理論化學 Theoretical chemistry

.21  元素 Element
周期性及周期律入348.29；

非金屬元素入345.1；金屬元素

入 345.201；稀土元素入 

.212  元素物性

.213  化合物 Compound

.22  分子組織 Molecular structure

量子化學入 348.25；分子物

理學入 339.3；分子生物學入

361.5；高分子化學入 343

.221  分子結構 Structural 
formulas

.222  分子量 Molecular weights

.223  立體化學 Stereochemistry

.224  分子鍵及分子價 Molecular 
bonds & Valeus

.2242 配位化學 Coordination
chemistry

.225 結構變異 Structural 
    variations

.2252 同分異構體及異構現象
Isomers and tautomerism

.2254 聚合物 Polymers

參見343.2碳鏈聚合物； 

343.3 雜鏈聚合物

.226  分子間力 Intermolecular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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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24  原子結構 Atomic structure

量子化學入 348.25；輻射

學泛論入 333.6；放射化學入 

348.9

.242  原子常數 Atomic constants

原子量、數、質量入此

.244  同極鍵及異極鍵 Homopolar 
and heteropolar bonds

.246  　原子間力 Interatomic forces

 .25 量子化學 Quantum chemistry

.251  薛丁格方程式 
Schrodinge equation

.252  測不準原理 Uncertainty 
Principle

.253  單原子分子 Monatomic 
molecule

.254  多原子分子 Multi-atomic 
molecule

.26  計算化學 Computational 
chemistry

.261  全始算法 ab initio

.262  半經驗計算 Semiemprical

.263  分子模擬 Molecular 
simulation

.264  分子力學 Molecular 
mechanics

.28  旋光性 Optical activities

.29  周期性及周期律 Periodicity 
and periodic law

.3 光化學 Photochemistry

.31  反應速度論 Reaction  rate 
theory

.33  溫度係數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34  氣體與液體之光化學反應 
Photochemical reactions  of gas 

and liquid

化學

348.36  光化學平衡 Photochemical 
equilibrium

.37  光敏化反應 Photosensitization

.38  光分解 Photolysis

.39  化學發光 Chemical 

luminescence

.4 化學熱力學及化學平衡
        Chemical thermodynamics 

and chemical equilibrium
熱力學入 335.6

 .41 理想氣體與真實氣體 Ideal gas 
and real gas

.42  熱力學定律 Law of 
thermodynamics

.421  第一定律 The first

.422  第二定律 The second

.423  第三定律 The third

.43  各種化學反應熱 Heats of 
reactions

.431  生成熱 Heat of formation

.432  燃燒熱 Heat of combustion

.433  溶液熱 Heat of solution

.434  稀釋熱 Heat o of dilution

.435  中和熱 Heat of neutralization

.44  溫度對化學反應熱之影響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heat 
of reaction

.45  化學平衡 Chemical 
Equilibrium

.451  平衡移動 Moving of 
chemical equilibrium

.452  理想溶液與稀薄溶液之化學 
平衡 Chemical equilibria  of 
ideal solution  and dilute 
solution

.453  反應條件對化學平衡之影響 
Effect of reaction  conditions  
on chemical equilib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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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454  不均勻系之化學平衡 
Chemical equilibrium on 
heterogeneous system

.455  相態平衡 Phase equilibria

.46  化學動力學 Chemical kinetics

.5 電解質溶液及化學電池
Electrolyte solution and
chemical cells

.51  溶液之依數性 Colligative 
properties of solution

 .513 蒸氣壓下降 Lowering of 
                      vapor pressure

.514 沸點上升 Elevation  of 
boiling point

.515  凝固點下降 Lowering of 
freezing point

.516  滲透壓 Osmtic pressure

.54  溶液中離子運電數 
Transference number in 
 solution

.542  正離子 Cation

.543  負離子 Anion

.55  當量電導度及其應用 
Equivalent conductance and 

its application

.56  離子強度與活性及 Debye- 
Huckel 氏方程式 Ionic 
strength, activities and Debye- 
Huckel equation

.57  電極分類 Classification of 
electrodes

.58  濃淡電池與化學電池 
Concentration cell and 
chemical cell

.59  電位 Potential

.591  液界電位與鹽橋 Junction 
potential  and salt bridge

348.592  標準電位與化學平衡常數關 
係 relationshio between 
standard electrode potential 
and equilibrium constant

.593  過電壓 Overvoltage

.6 界面化學 Surface chemistry；
膠體化學 Colloid chemistry

.61  溶解表面張力 Surface  tension 
of solution

.62  溶解界面張力 Interfacial 
tension  of solution

 .63 吸附 Adsorption

.631  類型 Types of adsorption

.632  多分子層吸附 Multi-molec-

                 ular adsorption

.633  吸附等溫線 Adsorption
                 isotherm

.64  界面自由能 Free energy of 
interface

.65  擴散係數與沉降係數 
Diffusion coefficient and 
sedimentation coefficient

.66  膠液製法 Preparation of 
colloid

.661  分散法 Dispersion

.662  凝集法 Aggregation

.663  聚合法 Polymerization

.664  縮合法 Condensation

.67  親水膠體敏化與保護 
Sensitization and protection of 

hydrophilic colloid

.68  膠凍構造、擴散、化學反應 
Structure, diffusion and 
chemical reaction  of gel

.69  乳化作用 Emulsion

.7 磁化學 Magneto chemistry
磁學入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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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8 核化學 Nuclear chemistry
同：放射化學

（Radiochemistry）

.82  α 蛻變；β 蛻變；γ 蛻變 
Disintegration of α-ray, β- ray 
and γ-ray

.83  放射系 Radiation system

.831  自然放射系 Natural 
radiation system

.832  人造放射系 Artificial 
radiation system

.84  碳 -14 計年法 C-4 Dating

 .85 放射性追蹤劑 Radioactive 
                   tracer

.86  中子活化分析法 Neutron 
activation analysis

349  材料化學 Material
chemistry

材料科學入 440.2；工程材料入

440.3

.1 材料製備 Material preparation

.11  化學氣相沉積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12  物理氣相沉積 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

.13  液相沉積 Liquid phase 
deposition

.14  凝膠 Gels

.15  薄膜 Thin  films

.16  有機無機混成 Organic-inor- 
ganic hybrids

.17  固相反應 Solid state reactions

.2 材料分析 Materials analysis

.3 電子材料 Electronic materials
電子工程材料  入 448.614

.31  光電材料 Optoelectronic 
materials

.32  半導體 Semiconductors 

化學

電子工程半導體入 448.65

349.33  超導體 Superconductors

.34  介電材料 Dielectric materials

.35  電池材料 Battery materials

.4 磁性材料 Magnetic materials

.41  巨磁阻材料 Colossal 
magnetoresistance

.42  記憶體材料 Memory materials

.43  鐵磁材料 Ferromagnetic 
materials

 .5 光學材料 Optical materials

.51  非線性光學材料 Non-linear 
optical materials

.52  螢光材料 Fluorescent 
materials

.53  偏光材料 Polarizing materials

.54  液晶材料 Liquid crystal 
materials

.6 金屬與合金 Metals and alloys

.61  鐵系合金 Iron alloys

.62  非鐵系合金 Non-iron alloys

.63  有色金屬 Color metals

.7 生醫材料 Biological and
medicinal materials

.8 奈米材料 Nano materials

.81  超分子化學 Supramolecular 
chemistry

.82  自組化學 Self-Assembled 
materials

.83  包容材料 Inclusion 
Materials/Host-Guest 
chemistry

.9 玻璃陶瓷 Glass and ceramic 
materials

.91  耐熱材料 Refractory  materials

.92  耐磨材料 Abrasive materials

.93  孔洞材料 Porous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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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地球科學總論 Earth
science：general

地質學總論 Geology：
general

水文地質學入 351.85

.16  環境地質學

351  自然地理 Natural
geography

氣象地理入 328.9；各類地貌

入 351.2-.6；生物地理入 366；

植物地理學入 375；動物地理學入

385；土壤地理入 434.229

.09  地形學 Geomorphology；地文 
學 Physiography

.1 區域地文志 Regional
physiographic record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2  中國地文志

中國自然地理入此，依中

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複分

中國水志入 682，中國山志

入 683

.133  臺灣地文志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

.181  東半球

.183  西半球

.185  南半球

.187  北半球

.2 大陸 Continents

.29  盆地

.3 海岸 Coast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51.4 島嶼 Islands

.46  暗礁

.47  測高法；高度表；水平報告

.5 山形；山岳 Orology
火山學入 354.1

.6 峽谷 Gorge；扇狀地 Fan

.62  平原；準平原
草原、苔原、海灘、三角洲

入此

.63  高原

.64  沙漠

.65  臺地；沙灘；平地

.66  岩洞

.67  沙丘；沙岡

.68  濕地；沼澤；澤炭田

.7 水文學 Hydrology
水體、水形學入此；總論入此，

專論各入其類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河川入351.81；水利工程入443

.711  水文調查

.712  水文觀察

.713  水文分析與計算

.714  水文實驗

.715  水文預報

.716  水文氣象

.8 陸地水文學 Limnology

.81  河川
河川工程入 443.6

.819  水河測量
測量結果入此

地球科學 Earth science

地質學 Geology
天文地理學入324；氣象學入 328；天文地質學入356.9；生態體系入367.8；土壤學入 434.22；森林

地質學入 436.16；工程地質學入 441.103；一般史地入 660-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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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82 洪水

.829  排水

.83  湖泊
湖泊工程入 443.5

.84  池塘
沼澤入 351.68

.85  水文地質學 Hydrogeology；地 
下水 Ground  waters

泉水入此

地下水工程入 443.8

.852  地下水面

.858  特殊景觀

井、噴泉、逕流入此

.87  瀑布

.88  雪；冰；冰河
海冰入此

河川結冰入 351.81；湖泊結

冰入 351.83

.89  冰山；雪線

.9 海洋學 Oceanography
海洋物理學、海洋化學、海洋

污染入此

航海曆書入 327.2；海洋古

生物學入 359.38；海洋生物誌

入 366.98；海洋生物生態入 

367.835；動物生態學入 383.5

參見 356.8區域地質學；367.4

環境污染

.91  海洋觀測
海洋調查、觀測方法入此

.911  調查船；研究船

.912  海上觀測

.913  水下觀測

.914  航空與衛星觀測

.915  遙測

.916  觀測儀器
總論入此，專論各入其類

.917  觀測台站

.918 海洋資源與開發

.92  海洋面積與深度

351.923  海洋深度

 .924  海洋探測
海洋開發入此

.925  特種儀器

.926  海底地貌

.927  海平面

.928  海洋面積

.93  海水；海洋水文學 
Oceanography

.931  海水構成

.932  海水鹽分
海水淡化入此

.933  鹽分之分析

.9333 海面

.9339 深海

.934  海水氣體吸收

.935  海水密度

.936  海水溫度

.938  海水顏色；海水透明度

.94  海洋動力學 Dynamic 
oceanography

.941  波動

.943  盪漾 Seiches

同：湖面波 

.945  海底地震

海嘯入 351.9791

.96  海流

.961  海洋環流

.962  沿岸海流

.9629 海岸海流

.963  溫帶海流

.9636 熱帶海流

.964  大西洋海流

.965  太平洋海流

.966  印度洋海流

.967  內海海流

地球科學：地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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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968  大湖海流

.969  特種海流

 .97 潮汐

.971  潮汐現象
潮時、潮高、潮位等入此

.9714 潮汐觀測

.9715     儀器
潮汐預測計入此

.9719     潮流

.972  北極潮汐

.973  溫帶潮汐

.9739      熱帶潮汐

.974  大西洋潮汐

.975  太平洋潮汐

.976  印度洋潮汐

.977  內海潮汐

.978  大湖潮汐

.979  江海潮汐

.9791      海嘯

.98  海洋地質學 Marine geology
海洋地質誌入 356.8

.981  海底構造
各 海 域 海 底 地 質 誌 入 

356.8

.9811  　海洋起源與演化

.9812  　大陸漂移

.9813  　海底擴張

.9814  　板塊構造

.9815  　海底地質

.9816  　島嶼；島弧；海溝

.9817  　大陸邊緣

.982  海岸動力學
海岸沖刷入此

.983  沉澱；沉積
近岸及大洋沈澱入此

.984  海岸線與沿海景觀

.985  海灘；海灣；海峽

海礁入此

351.989  特殊類型鹽水體  Special 
salt-water  bodies

內陸海、鹹水湖、河口灣入此

.99  海洋工程 

352  歷史地質學 Historical
geology

同：地層學（Stratigraphy）、

系統地質學

研 究 地 層 之 生 積 疊 積 分 布

及 其 相 互 關 係， 據 地 質 時 代

（Geologicage）排列

地層古生物入 359.2

.01  地質時代 Geologic age

.1 太古代 Archean era
同：原始代

.2 始生代 Eozoic era
同：元古代、下前寒武代

.3 原生代 Precambrian era
同：上前寒武代

.4 古生代 Paleozoic era

.41  寒武紀 Cambrian  period

.42  奧陶紀 Ordovician  period

.43  志留紀 Silurian  period

.45  新古代 Neo-paleozoic era

.46  泥盆紀 Devonian  period

.47  石炭紀 Carboniferous period

.471  密西西比紀 Mississippian 
period

同：下石炭紀

.475  賓夕法尼亞紀 
Pennsylvanian period

同：上石炭紀

.49  二疊紀 Permian  period

.5 中生代 Mesozoic era

.51  三疊紀 Triassic  period

.54  侏羅紀 Jurassic period

.57  白堊紀 Cretaceous  period



177

科
學
類

352.6 新生代 Cenozoic era
第四紀入 352.7

.61  第三紀 Tertiary period

.62  古新世 Paleocene epoch

.63 始新世 Eocene epoch

.64  漸新世 Oligocene epoch

.65  中新世 Miocene epoch

.66  上新世 Pliocene epoch

.7 第四紀 Quaternary period
地層學靈生代入此

.72  更新世 Pleistocene epoch
同：洪積世、冰期

.73  全新世 Holocene epoch
同：沖積世、冰後期

.8 中國地層志 China strata 
records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複分

.9 各國地層志 Other countries 
strata record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33  臺灣地層志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

353  固態地球科學 Solid earth
science

構造物理學（Techtonophysics）、

結構地質學（Structural geology）

入此

各類次生地質構造入 353.2-.6

.1 地球物理學 Geophysics
天文地理學入 324；地磁學入

338.7

.11  地球年齡
同：地質紀年學
地球起源入此

.12  地球動力與形狀

.13  地球內部
地 核（Core）、 地 函

（Mantle）、 莫 氏 不 連 續 面

（Mohorovicic discontinu-ity）

入此

353.14  地球內部性質

地震學入 354.4

.144 地電

 .145 地熱
火山熱能入354.11；地熱

發電入 448.168

.15  地殼 Crust

.16  地質力學

.17  地質地理

.2 層理 Bedding

.3 節理 Joints；劈理 Cleavage

.4 斷層 Faults；褶曲 Folds；錯移
 Dislocations

折疊入此

.5 岩石質變 Metamorphism

.6 岩脈 Veins；壁岩 Wall rock；
突起 Topographic prominence

地峽、岩牆入此

.7 傾斜 Dips；露頭 Outcrops；
走向 Strikes

向背、背斜入此

.8 地球化學 Geochemistry

.81  地球化學成分

.82  水地球化學 科

.83  景觀地球化學

.84  生物地球化學

.85  自然作用地球化學

.86  個別元素地球化學

.87  同位素地質學

.88  區域地球化學

.89  實驗地球化學

.9 探勘學 Prospect
地球物理勘探法之技術應用分

入各類

地下水探勘入 452.26；煤礦探

勘入 456.2；石油探勘入 457.2

.91  重力探勘

地球科學：地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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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92  磁法探勘

.93  電法探勘

.94  地震探勘

.95  物理井中探勘

 .96 放射性探勘

.97  化學探勘

.98  航空物理探勘

.99  其他探勘法

354  動力地質學 Dynamic
geology

.1 火山學 Volcanology

.11  火山熱能

.12  火山構造

.13  火山噴發

.14  火山噴出物

火山岩入 358.3

.15  火山晚期活動

.17  火山探測

.175  火山探測儀器

.178  火山噴發預報

.18  火山災害

.19  火山志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 溫泉 Hot springs；間歇泉
Geysers；硫氣孔 Fumaroles

.39  溫泉志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 地震學 Seismology
參見 338.97 地磁學與地震

.41  地震的分類

.42  地震波

.45  實驗地震學
地震模擬試驗入此

.46  地震測量；地震預報

.461  地震觀測技術與方法

354.462  觀測儀器與設備

.465  觀測結果的解釋與處理

地震數據處理、震相分析
入此

.468 地震觀測預報

 .47 地震站；地震台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8  工程地震

地震災害、防震、抗震等入此

參見 441.571 防震

.49  地震志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震災救濟入 548.317

.5 地表外營 Exogenous processes
侵蝕（Erosion）、堆積

（Deposition）入此

.52  冰河作用

.527  其他冰形 Other ice forms
覆蓋冰入此

.53  堆石 Moraines；搬運作用

.54  水蝕
降水（Precipitation）、波

浪作用、海灘侵蝕入此

參見 351.982 海岸動力學

.55  霜蝕；凍層
岩石之碎裂、雪蝕、冰凍入此

.56  風蝕

.58  山崩

.6 珊瑚島 Coral island；珊瑚礁
Coral reef

珊瑚入 386.394

.69 藻礁

.7 地層下陷 Strata subsidence
造陸運動、造山運動、斷裂運

動、地降運動等入此

地震學入 354.4

355  經濟地質學 Economic
geology

農業地質學入 434.22；工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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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學入 441.103；採礦入 452；冶

金入 454；礦物學入 357；岩石學

入 358；寶石入 357.8；礦產品業

入 486；各地礦產入 357.4；材料

科學入 440.2

355.1 礦床學 Mineral deposits
礦床之形成及構造入此

 .11 礦床成因

.111  內生礦床

岩漿礦床入此

.114  外生礦床

風化礦床、沈積礦床入此

.117  變質礦床

.13  沙礦

.16  偉晶花崗岩岩牆 Pegmatite 
dikes

.19  岩脈；礦脈
總論入此，專論各入其類

.2 礦物物質 Carbonaceous 
materials

.21  煤 Coal
同：石炭

參見 456 煤礦

.26  石墨 Graphite
同：黑鉛

.27  瀝青 Pitch
柏油、地蠟、白蠟、石蠟入此

.28  石油 Petroleum；天然煤氣 
Natural gas

參見 457 石油礦、石油工業

.29  化石膠 Fossil gums；樹脂 
Resins

.3 鐵 Iron
參見 453.6 鐵礦

.4 非鐵金屬與半金屬 Nonferrous 
metals and semimetals

參見 453 金屬礦

.41  金 Gold

355.42  銀 Silver；鉑 Platinum

.43  銅 Copper

.44  鉛 Lead

.45  鋅 Zine；錫 Tin；汞 Mercury

.46  鐵合金與相關金屬

.47  銻 Antimony；砷 Arsenic； 
鉍 Bismuth

 .48  鎳 Nickel；鈷 Cobalt

.49  其他金屬

.492  輕金屬

鈹、鋁、鎂入此

.493  可分裂金屬 Fissionable 
metals

鈾、鐳、釷入此

.494  稀土金屬

.495  鉑族 Platinum group

.499  其他輕金屬

.5 石質材料 Stone materials
岩石學入 358
參見 473 石材工藝

.51  大理石；石灰岩

.52  花崗石；正長岩

.53  沙岩；膽礬；剝性砂岩

.54  板岩

.55  蛇紋石；皂石

.6 土質材料 Soil materials
參見 434.22 土壤

.61  黏土 Clays

.62  沙礫 Sands and gravels  

.63  鹽 Salts

.64  硝酸鹽肥料；磷酸鹽肥料
硝石、磷灰石入此

.65  研磨材料 Abrasive materials
剛石粉、剛玉、浮石、燧 

石、黑金剛石入此

.66  硫及土質顏料 Sulfur and 
earth pigments

地球科學：地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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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67  耐火材料 Refractory  materials

石棉、雲母、蛭石、滑石入此
參見441.534耐高溫材料、

防火材料

.68  膠結材料 Cementing  materials

水泥、石灰、白堊、方解石
入此

.7 水成沈積物 Water and aqueous 
deposits

 .72 鹽水 Saline waters

.73  礦水 Mineral  waters

.78  地面水 Surface waters

.79  地下水 Ground  waters
參見 351.85 地下水

.9 其他經濟材料 Other economical
materials

356  地質調查 Regional
geology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礦物分布入 357.4；岩石分佈入

358.7；古生物地理學入 359.3

.1 世界 World

.2 中國 China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複分

例如江蘇地質入 356.221

.33  臺灣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

.8 區域地質學 Regional geology
海洋地質學入 351.98

.81  太平洋海底地質

.82  北太平洋海底地質

.824  黃海海底地質

.83  南太平洋海底地質

.84  印度洋海底地質

.85  大西洋海底地質

.86  地中海海底地質

.87  北極及北極海海底地質

.88  南極及南極海海底地質

356.9 天文地質學 Astrogeology
地球以外星球之地質

.91  月球地質
月岩入此

.92  火星地質

.93  木星地質

.97  太陽系其他行星地質

357  礦物學 Mineralogy
礦 床 學 入 355.1； 岩 石 學 入 

358； 結 晶 學 入 357.3； 礦 冶 入

450；礦產品業入 486

 .1 礦物鑑定學 Determinative 
mineralogy

.11  礦物所在之構造 Minerals  in 
specific structure

隕石入 357.9

參見 355.1 礦床學

.113  砂石 In placers

.114  岩石 In rocks

.116  溝堤 In pegm

.118  礦脈 In veins and lodes

.12  物理礦物學 Physical 
mineralogy

.13  機械性
分裂、分離、斷口、硬度、

比重入此

.14  光性；旋光
光澤、色彩、條痕、發光、

折射、透光入此

.15  熱性

.16  電磁性；磁性

.17  放射性

.18  工藝性

.2 化學礦物學 Chemical
mineralogy

結晶礦物學入 351.36；假晶入

351.366；一般結晶學入 357.3

.21  組成；性質；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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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28  礦物分析及鑑定

.281  顯微鏡鑑定法

.282  光譜鑑定法

.283  Ｘ光鑑定法

.285  微量化學鑑定法

.286  斑點試驗

.287  吹管分析 Blowpipe

.288  差熱分析

.3 結晶學 Crystallography
研究天然或人工結晶之生成、

形態、構造、集合、性質及現象

等，曾編列於化學類下（因結晶

體礦物，均經化學變化而成，而

人工結晶更係利用化學方法而製

成），茲仍編列於礦物類下

雪（結晶降水）入 328.66；岩

石學入 358

.31  數理結晶學 Mathematical

.313  圖形

.315  角度測量

.32  形態結晶學 Geometrical

同：幾何結晶學

.322  結晶體外形 External shape

.324  基本體系 Fundamental 
systems

等軸晶系（Isometric）、 

正方晶系（Tetraganal）、

斜方晶系（Orthorhombic）、

三斜晶系（Triclinic）、六

方晶系（Hexagonal）入此

.33  物理結晶學 Physical 
crystallography

.331  晶體機械性質 Machanical 
properties

.3312 應力 Stresses；變形 
    Deformation；強度 
    Strength

彈性、張力、斷口、彎

曲、硬度、扭度入此

357.3313 劈裂 Cleavage； 附著
Cohesion

.3314 密度 Density；比重
Specific gravity

.332  晶體聲學性質

.333  蝕鏤

.335  晶體熱學性質 Thermal
                 properties

.336  晶體電磁性質 Electrical, 
electronic, magnetic properties

傳導性、半傳導性、介質

/壓電、焦電入此

.338 晶體光學性質 Optical
                      crystallography

同：旋光結晶學

.339  構造結晶學 Structural 
crystallography

晶體內部構造的研究

.3395 繞射方法 Diffraction
methods

由Ｘ射線中子、電子繞

射研究晶體構造

.34  化學結晶學 Chemical 
crystallography

研究結構與鍵（Bondings）

間之關係

同形性、同質多形、假像入此

.35  晶體之生成 Crystallization 
and crystal growth

結晶體入此

.36  結晶礦物學 Crystallographic 
minealogy 

研究礦物的結晶構造及性質

.366  假晶 Psendomorph

.39  實用晶體學

.391  晶體的培養

.392  晶體的加工

.395  晶體在科技上之應用

地球科學：地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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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4 礦物分布 Minerals distribution
各地礦產志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中國得再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

市表複分，臺灣得再依臺灣縣市

表複分

.5 專門礦物學 Specific minerals

.51  天然元素 Native elements
同：天然礦

經濟用途入 355.2-.4

.513  金屬 Metals
金、銀、銅、鉛、鉑、 

鈀、銥、鋨、鐵、汞、鎝、

錫、鋅入此

.515  半金屬 Semimetals
砷、銻、鈹、硒、碲入此

.517  非金屬 Nonmetals
碳、硫入此

.52  硫化礦及相關礦物
硒化礦、碲化礦、銻化礦、

方鉛礦、辰沙入此

.53  含 硫 鹽 礦 Sulfosalt（Double 
sulfides）

硫、銻、銅、銀礦入此

.54  鹵化鹽 Halides

石鹽、冰晶石、氟石（螢 

石）、鉀鹽石、光鹵石、角銀

礦、氯銅礦入此

.55  氧化鹽 Oxides

.552  赤銅礦 Cuprite；紅鋅礦 
Zincite

.553  赤鐵礦族 Hematite  group
剛石、鈦鐵礦、赤鐵礦入此

.554  含紅石族 Rutile group
金紅石、錫石、軟錳礦入此

.555  水鋁石族 Goethite group

.556  尖晶石族 Spinel group
尖晶石、磁鐵、亞鉻酸鹽

入此

.557  其他氧化族群
非晶鈾礦、鈳鐵礦入此

357.558  氫氧化礦 Hydroxides
亞錳酸鹽、褐鐵礦、氫氧

鎂石、磷錳礦入此

.56  含氧鹽礦；酸鹽礦

.561  碳酸鹽 Carbonates
方解石、白雲石、菱錳 

礦、文石、孔雀石入此

.562  矽酸鹽 Silicates
同：硅酸鹽

晶石、苯四甲酸鹽、環矽

酸鹽、鋰輝石等入此

 .563 釴酸鹽；鉭酸鹽；鈦酸鹽

.564 磷酸鹽 Phosphates；鐖酸鹽 
Vanadates；砷酸鹽 
Arsenates

砷酸（砒霜）、磷灰石入此

.565  硼酸鹽 Borates；鋁酸鹽 
Aluminates

方硼石、硼砂、硬硼酸、

鈣石入此

.566  硫酸鹽 Sulfates；鉻酸鹽； 
碲酸鹽 Chromates

鉻酸鹽礦、鉛礬、硬石膏

入此

.567  鎢酸鹽 Tungstates；鉬酸鹽 
Molybdates

鎢酸鈣礦、彩鉬鉛礦入此

.568  硝酸鹽 Nitrates
蘇打硝石、硝石、鉀硝石

入此

.57  有機酸鹽；草鹽酸

.58  碳水化合物
煤 入 3 5 5 . 2 1 ， 瀝 青 入  

355.27，碳酸鹽入 357.561

.6 特殊礦物 Special minerals

.61  長石 Feldspars

.62  石英 Quartz
水晶入此

結晶學入 349

.63  電氣石 Tourma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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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7 其他礦物 Other minerals

.8 寶石 Gems
寶石礦入 459.7；人造寶石入

468.46；珠寶業入 486.8

.81  鑽石 Diamond
同：金剛石、夜光石

.82  紅寶石 Ruby

.83  祖母綠 Emerald
同：綠柱玉、翠玉

.84  藍寶石 Sapphire
同：青玉

 .85  貴蛋白石

.87  石榴石；黃玉 Topaz

.88  瑪瑙 Agate

.89  其他寶石
玉入此

.9 隕石 Meteorites
流星入 323.5

.95  似曜岩 Tektite

358  岩石學 Petrology
岩性學（Lithology）入此

.1 岩石構成 Rock constitution

.11  岩石物理學

.13  岩石化學

.14  岩相學

.15  岩石分析及鑑定

.151  光學方法
顯微鏡入此

.152  物理方法

機械分析、重液法入此

.153  Ｘ射線分析

.154  電子顯微鏡鑑定

.155  化學方法

.17  實驗岩石學

.19  岩石分類學

.2 火成岩 Igneous rocks
同：原成岩（Primary  rocks）

各類火成岩入 358.3-.4

358.21  火成岩成因

.22  岩漿

.23  火成岩結構及特質

.24  成岩作用

.3 火山岩 Volcanic rocks
同：噴出岩、噴出型岩

.31  熔岩 Lavas

.32  凝灰岩 Tuff
同：凝成岩

  .33  黑曜岩 Obsidian；松脂岩 
Pitchstone；浮岩 Pumice

.34  粗面岩 Trachyte

.35  流紋岩 Rhyolite

.36  安山岩 Andesite；響岩 
Phonolite

.37  霏細岩 Felsite

.38  玄武岩 Basalt

.39  其他火山岩

.4 深成岩 Plutonic rocks
同：深造岩、侵入型岩

（Abyssal  rocks）

.41  斑岩 Porphyry

.42  正長石 Orthoclase

.43  花崗岩 Granite

.44  輝長岩 Gabbro

.45  黑階岩

.46  閃長岩 Diorite

.47  蘇長岩 Norite

.48  橄欖岩 Peridotite

.49  脈岩 Dike rocks

.5 沉積岩 Sedimentary rocks
同：成層岩、水成岩

.501  沉積作用

.51  砂質岩 Psammite；礫質岩 
Psephite

沙礫、碎石、砂、砂岩、砂

粉、粉砂岩等入此

地球科學：地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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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52  頁岩 Shale

.53  石膏 Gypsum

.54  沉澱岩
岩鹽入此

.55  炭酸鹽岩 Carbonate  rocks
石灰岩（Limestone）、鐘乳

石入此

.58  有機岩
同：生物岩類

.6 變質岩 Metamorphic rocks
混合岩入此

 .603 變質作用

.61  片麻岩 Gneiss

.62  片岩 Schist

.63  板岩 Slate

.64  石英岩 Quartzites

.65  大理石 Marble
同：結晶石灰岩

（Crystalline limestone）

.66  蛇紋岩 Serpentine

.67  貴橄欖岩 Chrysolite

.69  其他變質岩

.7 岩石分布 Rock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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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岩石圖鑑 Rock illustrated 
handbook

奇石入此

.9 微視岩石學 Microscopic 
petrology

薄片及碎片岩石之研究

359  古生物學 Paleontology
同：化石生物學

歷史地質學入 352；古植物學入

359.4；古動物學入 359.5；古人

類學入 359.6；古生物學與演化論

入 362.8；古生態學入 359.18

359.1 化石 Fossil
生物遺骸印號或遺跡保存於岩

石中者

.12  化石採集、鑑定及保存

.13  化石標本的製備和復原

.14  假化石

.15  可疑或類緣化石
化石足跡入 359.558

.16  古生物形態學

 .17 古生物生理學

.18  古生態學

.19  微體古生物學

.2 地層古生物 Strata paleontologic
species

.21-.273  仿 352.1-.73 分

.24  古生代生物

.3 古生物地理學
Paleobio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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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海洋古生物學

.4 古植物學 Paleobotany；化石
植物各論 Fossil plants topics

種子植物化石、化石孢粉學入此

.41  被子植物化石

.42  雙子葉綱化石

.43  單子葉綱化石

.44  裸子葉綱化石

.441  蘇鐵類化石
擬蘇鐵類入此

.442  銀杏類化石

.443  柏松類化石

.444  麻黃類化石

.45  孢子植物化石

.46  苔蘚植物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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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47  菌藻植物化石

.48  系統不明之植物化石
木化石、樹化石、果子化 

石、種子化石入此

.49  琥珀；松脂化石 Amber
同：江珠、蜜蠟

古代柏松類脂液所成之化石，

其透明者曰蜜蠟，亦名蠟珀

.5 古動物學 Paleozoology
動物化石各論細分如下

.51  無脊椎動物化石

 .511 原生動物；中生動物

.512  有孔動物
海綿動物入此

.513  腔腸動物；櫛水母動物

.514  棘皮動物

.515  蠕形動物

.517  軟體動物

.518  觸手動物

.519  毛顎動物

.54  節肢動物化石

.541  甲殼動物

.542  三葉蟲

.543  螯肢動物

.544  單肢動物

.545  昆蟲化石

.55  脊椎動物化石

.558  化石足跡

.56  魚類化石

.57  爬行動物化石

.574  恐龍化石
恐龍蛋入此

.575  兩棲動物

.58  鳥類化石

.588  化石蛋

.59  哺乳類化石

.6 古人類學 Paleoanthropology

化石人類（Fossil man）入此

參見 391.2 史前時期的人類；

799.1 史前人類 

 359.61  類人猿化石

.617  　拉瑪猿 Ramapithecus

.62  猿人 Ape man

.625  非洲南猿 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

.63  原人 Protoman

.631  鮑氏東非人 Zinjanthropus 
boisei

 同：鮑氏南猿

（Australopithecus

boisei）

.632  元謀人

1965年在雲南元謀發現，

早北京人一百多萬年

.633  爪哇人 Java man

.634  北京人 Peking man

.635  藍田人 Lantian  man

.636  海德堡人 Heidelberg man

.64  邇人 Plesianthropus

.642  尼安德特人 Neanderthal 
man

.643  　馬羈人；丁村人；長陽人
河套人入此

.644  斯泰因海姆人 Steinheim 
man

.646  　梭羅人 Solo man
印尼發現

.647  羅德西亞人 Rhodesian  
man

.65  智人 Homo Sapiens；新人  

.652  克魯馬努人 Cromagnon 
man

.653  商斯拉德人

.654  山頂洞人；柳江人；資陽人

麒麟山人、札賚人入此

地球科學：地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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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生物科學總論 Biological
science：general

.13  數理生物學 Mathematical 
biology

生物統計學

（Biostatistics）、生物測定

學（Biological assay）、DNA

計算入此

人體測量入 391.31

.14  生物分類學 Biological 
taxonomy

植物分類學入 375；動物分

類學入 385.8

.15  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

.151  遺傳多樣性

.152  物種多樣性 Species 
diversity

.153  生態系多樣性 Ecosystem 
diversity

.154  文化多樣性 Cultural 
diversity

.32  實驗生物學
顯微鏡技術入此

.325  顯微鏡及其利用 Microscopy 
in biology

顯微解剖學入 395

.3251  顯微鏡攝影術

同 : 顯微攝影術

顯微攝影圖集入954.8

.3252  鏡片製法及塗置 
Slidepreparation

切片技術（Microtomy）、

固定技術（Fixation 

techniques）、染色技術

（Stain techniques）、

裝技術（Mounting tech-

niques）、植物組織的鏡

片製法、動物組織的鏡片

製法入此

360.3253 觀察記錄

.34 生物標本 Biological specimens

植物標本入 375.11；人體

病理標本入 415.1

.35  標本採集與製作

.64  生物的命名

學名入此

.9 各國生物學 Other countries 
biology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61  普通生物學 General
biology

生命之通性入此

.1 生命論 Life

.12  生命起源 Origin of life

化學演化說及演化過程入 

362

.123  創造說

.124  無生源論

.125  生源論

.126  宇宙生源說

.13  生命特質

生物科學

Biological science
同：生命科學（Life science）

古生物學入 359；植物學入 370；古植物學入 359.4；動物學入 380；古動物學入 359.5；人類學入

390；古人類學入 359.6；人種學入 392；人體解剖學入 394；人體生理學入 397；心理學入 170；太空生

物學入 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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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14 生活力

.15  生物與非生物 Biotic and 
abiotic factors

生態學入 367

.16  動物與植物 Animal and plant

.2 生物發生與成熟 Development 
and maturation

.21  成長與再生 Growth  and 
regeneration

.22  配子發生 Gametogensis

.23  胚胎 Embryo
參見 396 人體胚胎學

.234  形體發育 Morphogenesis

.235  胚胎生理

.24  成長過程

.26  性別

.27  生物壽命 Longevity

.273  老化 Senility；Senescence

.274  死亡
人類死亡論入397.18死亡

生理

.3 生物形態學 Biological 
morphology；比較生物學
Comparative biology

生物解剖學入 361.4；植物形

態學入 371；動物形態學入 381；

人類形態學入 391.3

.31  循環器官 Circulatory  organ

.32  呼吸器官 Respiratory organ

.33  新陳代謝器官和營養 
Metabolic organ and nutrition

.34  內分泌 Endocrine

.35  排泄器官 Excretive organ

.36  生殖器官 Genital organ

.37  運動器官和外皮
運動生理入此

參見 397.3 運動生理學

.4 生物解剖學 Bioanatomy

細胞論入 364

361.41 循環器官 Circulatory  organ

.42  呼吸器官 Respiratory organ

.43  新陳代謝器官和營養 
Metabolic organ and nutrition

.44  內分泌 Endocrine

.45  排泄器官 Excretive organ

.46  生殖器官 Genital organ

.47  運動器官和外皮

.5 分子生物學 Molecular biology
生物大分子、小分子的結構及

功能、量子生物學入此

分子遺傳學入 363.8

.53  生物大分子

.54  胞器
細胞膜內之構造入此

.55  生物小分子

.6 生物病理學 Biological 
Pathology

植物病理學入 373.9；動物

病理學入 383.9；人類病理學入 

415.1

.61  病理生理學 Pathophysiology  

.62  病理解剖學；病理形態學 

.63  外來生物引起的疾病

.632  寄生物引起的疾病

.633  寄生動物引起的疾病

.634  病毒引起的疾病

.64  由物理和化學引起的疾病

.69  免疫 Immunity

.7 生物物理學 Biophysics

.72  生物力學 Biomechanics

.722  引力之影響

.724  加速力；減速力

.725  壓力

.73  生物聲音振動學

.731  聲音 Voice

生物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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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732 低音波

.735  超音波

.74  放射生物學 Radiobiology

.741  電磁波 Electromagnetic 
wave；微波 Microwave

.742  紅外線輻射能

.743  可視光 Visible light

.744  紫外線輻射能

.745  Ｘ光線 X-Ray

.746  質點輻射線 Particle 
radiations

.747  宇宙射線 Cosmic rays
論輻射線之影響

.75  熱生物學
論熱力之影響

.752  熱；高溫

.755  寒冷；低溫

.76  生物電磁學

.77  地球以外的生物物理
參見 412.86 太空醫學

.78  運動力學和機體控制

.9 其他 Others
太空生物學  Exobiology 入此

362  演化論 Evolution
天演論、進化論、演化生物學

（Evolutionary biology）、 演

化 週 期、 分 子 演 化（Molecular 

evolution）入此

遺傳學入 363；變異入 363.1；

生態與演化入 367.69

.1 達爾文學說 Darwinian
同：自然淘汰說

書例：物種原始（Origin  

ofspecies）

.3 定向進化論 Orthogenesis

.4 突變論 Mutation theories
參見 363.192 突變

.5 拉馬克學說 Lamarckism

同：前達爾文學說、直接順應說

362.6 其他演化論 Other evolutions

.8 古生物學與演化論 Paleontology
and evolution

.9 反演化論 Anti-evolution

363  遺傳學 Genetics；
Heredity

發育、發生生物學入 361.2；生

物演化論、演化週期入 362；生理

遺傳學入 363.62；生態學入 367；

遺傳工程入 368.4；植物遺傳學入

373.4；動物遺傳學入 383.4；人

類器官的變化入 391.6

.01  遺傳定律與方法

.011  魏司曼遺傳律 Weismann's 
law

.012  孟德爾定律 Mendel's  law

孟德爾（Greger Johann

Mendel,1822-1884），奧地

利植物學家

.014  加爾敦遺傳律 Galton's  law

.017  家系譜分析法 Pedigree 
analysis

.1 變異 Variation

.13  影響遺傳與變異因素 Factors 
affecting heredity  and 
variation

交配（Breeding； 
Conjugation）入 363.2

.15  自然變異 Natural variation

.16  人工變異 Artificial variation

.18  體細胞變異 Somatic variation

.19  偏差 Abrupt  deviations

.192  突變 Mutations

參見 362.4 突變論

.193  變態 Sports

.2 交配 Breeding；Conjugation

.22  遠親交配 Out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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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23 近親交配 Inbreeding

.24  種間雜交 Hybridization

.27  隔代遺傳 Atavism

.29  種族遺傳 Population genetics
親屬間關係入此

.3 生殖 Reproduction；性 Sex
胚胎遺傳學入此

.31  無性生殖 Asexual 
reproduction

.32  有性生殖 Sexual reproduction

.33  單性生殖 Parthenogenesis

.34  世代交替 Metagenesis

.35  人工生殖；人工授孕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

.5 優生學 Eugenics
斷種（Sterilization）、絕育

入此，關於社會方面者入 544.45

.57  遺傳病質 Genetic disease 
characteristics

參見 415.135 基因病變

.6 各種遺傳學 Various genetics

.61  細胞遺傳學 Cytogenetics

.62  生理遺傳學 Physiological 
genetics

.63  生化遺傳學 Biochemical 
genetics

.64  輻射遺傳學 Radial genetics

.65  生態遺傳學 Ecological 
genetics

.66  微生物遺傳學 Genetics of 
microorganism

.8 分子遺傳學 Molecular 
genetics

量子遺傳學入此

.81  基因 Gene

.82  基因結構 Gene structure；突 
變的分子原理 Molecular 
method of mutation

363.83 基因作用 Gene function；蛋 
白質合成 Protein  synthesis

.85  遺傳密碼 Gene code

.86  遺傳調結控制 Genetic 
regulation

.861  轉位子 Transposon
同：跳躍子

生物轉換入此

364  細胞論 Cytology；Cell
biology

細胞生態學入 369.5

.1 原生質 Protoplasm

.2 細胞構造 Cell structure

.21  細胞核 Nucleus
核仁（Nucleolus）、核網 

（ Linin  network ）、核膜

（Nuclear membrane）、核漿

（Nucleoplasm）入此

.216  去氧核醣核酸 DNA

.217  含氧核醣核酸 RNA

.218  染色體 Chromosome
染色質（Chromatin）入此

.23  細胞質 Cytoplasm

各種胞器（Organelles），

如高爾基體（Golgi appara-

tus）、內質網（Endoplasmic 

r e t i c u l u m ）、 色 素 體  

P l a s t i d s ）、 粒 線 體 

Mitochondria ）、中 心 體  

C e n t r o s o m e ）、 液 泡  

（ V a c u o l e ）、 核 糖 體  

（Ribosome）等，以及細胞骨

骼（Cytoskeleton）入此

.231  色素體 Plastids

.232  中心體 Centrosome

.234  液泡 Vacuoles；氣泡 
Vesicles

.27  細胞膜 Membranes；細胞壁 
Cell wall

生物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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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29 細胞之形態 Cell morphology

.3 細胞分裂 Cell division

.31  直接分裂 Amitosis
同：無絲分裂

.33  間接分裂 Mitosis
同：有絲分裂

.4 細胞物理學 Cell biophysics

.43  滲透 Osmosis

.45  腫脹 Swell；Turgidity； 
Tumefaction

.5 細胞化學 Cytochemistry

.6 細胞生理學 Cell physiology
細胞生殖（Reproduction）入

364.3；人體細胞生理學入 397.6

.61  營養 Nutrition；新陳代謝 
Metabolism；成長 Growth； 
再生 Regeneration

.64  呼吸 Respiration；排泄 
Excretion

.7 感應 Response

.8 細胞病理學 Cytopathology

.9 比較細胞學 Comparative
cytology

365  經濟生物學 Economic
biology

參見 369.34 經濟微生物學； 

374 應用植物學；384應用動物學；

415.19 動物實驗醫學； 437.86 水

產養殖

.1 對人類有益的生物 Beneficial
organism

.5 對人類有害的生物 Noxious
organism

366  生物分布；生物地理學
Biogeography

生物志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植物地理學入 375；動物地理 

學入 385

366.33 臺灣

.78  極地生物

.8 地文生物學 Physiographic 
Biology

植被地區入此

.81  大陸生物

.82  島嶼生物

.83  平原生物

耕種區、海岸、三角洲生物入此

河口生物入 366.952

.84  山地生物

.85  沙漠生物

.86  草原生物

.89  其他陸地生物
罕植被地區、寒原、乾燥、

半乾燥、沙漠、沙丘、岩石、

鹹平原(Salt flats)生物入此

.9 水文生物學 Hydrographic
浮游生物入此

水生植物群界入 374.4

.95  淡水生物 Limnicole

.952  河川生物

河口生物入此

.953  湖泊生物

.954           沼澤生物；濕地生物

.96  半鹹水生物

.98  海洋生物志 Biological 
oceanography

仿 721-728 分

鹹水生物入此，如：太平洋

生物志入366.981；南中國海生

物志入366.9826；

.989 生態分布

.9891 海邊生物
海濱生物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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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9893 海底生物

.9895 深海生物

367  生態學 Ecology
研究生物與環境關係及生物相互

間關係、生物適應力、行為、生物

相、生態系、生物消長等

生態保育、環境科學入此

動物生態學入 383.5；人類生態

學入 391.5；個體生態學入各種、

屬、科、類目

參見 373.5 植物生態學

.01634　　環境化學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1 普通生態學 General 
ecology

.12      生物生存條件

 .13    能量本源

.15      生態因素總論

因素間相互作用各論入

367.2-.3

.2 生物與非生物環境 Organism 
and abiotic environment

.21  氣候因素 Climatic factor

氣溫適應入 367.52

.212  全球氣候變遷 Global 
climate change

.22  物候學 Bioclimatology
同：生物氣候學

論述生物生命活動現象與季

節變化關係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23  熱帶生物學

.24  溫帶生物學

.25  寒帶生物學
極地生物入 366.78

.26  水土因素

.27 生物地質化學 Biogeochemistry

367.28  自然災害
火災、水災、旱災、雪暴、

颱風、颶風等入此

[.29] 古生態學 Paleoecology

宜入 359.18

.3 生物與生物環境 Organism and 
biotic environment

生物生態學入此

.31  生物自然生態職位 Natural 
niches

食物鏈 Food chain 入此

.311  生產者 Producer
綠色植物、浮游水生物入此

.312  　消費者 Consumer
底棲生物 Benthos 入此

深海動物之生態入383.54

.318  分解者 Decomposers

.319  食物塔 Pyrimad of food

 .34 生存競爭 Competition

.341  防禦 Defense

.342  共存 Cooperation

.343  共生 Symbiosis

同：共棲

生物互相依助以營生活，

例：動物與動物、蟻與蚜 

蟲、動物與植物、藻類與

菌類結合成地衣、豆類植

物之根瘤細菌

植物寄生現象入 373.525

.36  生物對於環境之影響

.363  環境之人為因素

污染入 367.4

.4 環境污染 Pollution
同：公害

總論污染者入此

環境衛生入 412.7；市政及衛

生工程入 445

.41 空氣污染 Air pollution

生物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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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412 煙；氣

.415 放射性物質污染

.416 微生物污染

.46  廢棄物 Wastes；垃圾
offensive materials 

.47  水及土壤污染

.48  噪音 Noise

.5 適應 Adaptions

.51  誘發變異 Modification

同：個體變異

.52  氣溫的適應

對於天氣、季節、氣候的

適應入此

.53  冬眠 Hilbernation

.54  營養的適應

.55  水土的適應

.56  生殖的適應

.57  保護的適應

.58  遷移 Migration

.6 群體生態學 Synecology
研究生物群落（Biotic  com-

munities）的結構、發展、人口

及分布因素及其相互關係等

.61  群落概念及組織因素

.62  生物體系 Life form

.63  生物群相互關係

族群入此

自然生態職位入 367.31

.64  群落優劣性等第

.65  群落結構 Community 
structure

.66  群落分類 Communication 
classification

.67  生 態 群 落 時 間、 空 間 關 係 
Temporal  and spatial relation- 
ship in ecological community

367.68 生態調節 Ecological regulation

.69  生態與演化 Ecology and 
evolution

.7 生態保育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71 自然保育 Nature  conservation

.72  保育生物學 Conservation  
biology

.73  地景保育 Landscape 
Conservation

.74     海洋保育
海洋保護區入此

.8 生態系 Ecosystems
地文生物學入 366.8；水文生

物學入 366.9

[.82] 地文生物志

宜入 366.8

[.821] 植被地區 Land 
environments with  
significant  vegetation

宜入 366.8

[.822] 森林 Forest

宜入 436.12-.13

[.823]   平原 Plains；海岸 Tidal；
三角 Estuaries

宜入 366.83

[.824] 山地 Mountainous area

宜入 366.84

[.825] 草原 Grassland

宜入 366.85

[.826] 罕植被地區 Tundras；
寒原；荒草原 Heaths

宜入 366.89

[.83] 水生環境

宜入 366.9

[.831] 淡水 Fresh water

宜入 366.95

[.8312] 　河流 Stream and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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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入 366.952

[367.8313] 湖泊 Lakes

宜入 366.953

[.8314] 沼澤 Swamps；濕地

Marshes

宜入 366.954

[.832] 半鹹水 Brackish water；鹹
水 Salt water

半鹹水生物宜入 366.96

鹹水生物宜入 366.98

[.835] 海洋 Ocean

宜入 366.989

.9 其他生態學 Miscellaneous
disciplines in ecology

.91 景觀生態學 Landscape 

ecology

同：地景生態學

.92  行為生態學 Behavioral 
ecology

.93  巨觀生態學 Macroecology

.94  島嶼生態學 Island ecology

.95  生理生態學 Physiological 
ecology

.96  數學生態學 Mathematical 
ecology

.97  系統生態學 System ecology

368  生物技術 Biotechnology
同：生物工程

生物技術係指利用生物程序、生

物細胞或其代謝物質來製造產品及

改進人類生活素質的技術

自然博物館入 300.9；免疫應 

用技術入 369.851

.0164 生物機電工程  
Bio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同 :生物產業機電

工程 (Bio-industrial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368.3 微生物學技術  Microbiological 
  technology

鑑定、檢查、染色入此

.35  微生物培養及保藏

.4 遺傳工程 Genetic engineering
基因工程、染色體工程、細胞

質工程等入此

.41  提取基因方法

人工分離、化學合成、酶促

合等入此

.42  基因載體 Vector

.43  限制酶 Restriction enzyme
同：限制酵素

.44  基因重組 Gene recombination

.45  轉化及無性繁殖 Clone

生物複製（Clone）入此

.47  安全防護

.48  遺傳工程的應用 Application 
of genetic engineering

.481  基因療法 Gene therapy

.49  各國遺傳工程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 細胞工程 Cell engineering
以細胞融合瘤技術為主，開發

細胞融合及組織培養等技術

.52  細胞融合技術 Cell fusion 
techniques

.53  細胞培養技術 Cell culture 
techniques

.532  動物細胞培養 Animal cell 
culture

.534  植物細胞培養 Plant cell 
culture

.536  組織培養 Tissue culture

.6 蛋白質工程 Protein
 engineering

生物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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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質分析、結構、機能、合

成等，以及從分子層次改變酵素

及蛋白質之特性

   368.65 新藥開發

以結構為基礎的循理性藥物 

設 計（Structure-based 

Rational drug design）

.67  酵素工程 Enzyme engineering

生化轉化、酵素固定化、新

酵素開發入此

.7 生化工程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生物反應器之設計、系統控 

制、產品回收純化、製程開發、

放大、試產、量產，生化感測分

析技術（Bioassay）

.71  醱酵工程 Fermentation 
technology

醱酵最適化、醱酵控制入此

.72  生體反應利用技術 Bioreaction 
technology

生物反應器（Bioreactor）

入此

.73  生物晶片 Biochip

基因晶片（Gene chip；DNA 

microarray）；蛋白質晶片科

（Protein chip）入此

.8 免疫應用技術 Application of
immunity technology 

人工抗體、抗體表現基因庫

建立、抗原選殖庫建立、抗原純 

化、抗體標識入此

.82  單株抗體 Monoclonal 
antibody

.85  免疫測定 Immunoassay

.9 移植技術 Transplantation
technology

.91  細胞核移植 Nuclear
 transplantation

368.92  胚胎移植 Embryo 
transplantation

.93  器官移植 Organ 
transplantation

369  微生物學 Microbiology
微生物、微生物化學入此

微生物學技術入 368.3；植物與

微生物入 373.52；真菌入 369.6

.1 微生物形態學 Microbial
morphology

.2 微生物生理學 Microbial
physiology

.3 微生物分類 Microbial
classification

.34  經濟微生物

.35  有益微生物

.36  食品微生物

.37  農業微生物

.38  有害微生物

.39  原蟲 Protozoa

同：原生微生物

原生動物入 386.1

.4 細菌 Bacteria

.41  真細菌 Eubacteria

.412  假單胞菌 Pseudomonas

.413  固氮菌 Nitrogen  fixing 
bacteria

.414  根瘤菌 Rhizobium

.415  細球菌 Micrococcus

.416  奈瑟菌 Neisseria

.417  乳酸菌 Lactobacillus

.418  棒狀桿菌 Corynebacterium

.419  無色菌 Achromobacter

.42  腸菌 Entertrobacteri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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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422 小桿菌 Bacterion

.423  無胞子桿菌 Bacteriaceae

.424  有胞子桿菌 Endospore- 
forming bacteria

.43  放線菌 Actinomycetes

 .431  分枝菌 Myocobocteriaceae

.432  鏈黴菌 Streptomyces

.44  披衣菌 Chlamydia

.441  鐵細菌 Iron bacteria

.442  線菌

.443  銹菌 Rust

.446  硫細菌 Thiobacteriales

.447  白硫菌 Beggiatoa

.45  粘細菌 Myxobacteriales

.46  螺旋體 Spirochete

.47  立克次體 Rickettsiae

.5 細胞與環境 Cell and
environment；細胞生態學
Cell ecology

.51  空氣

.52  水

.53  土壤

.55  食物

.56  肉；魚；水產

.57  糧食

.58  乳類

.59  其他環境

.6 真菌 Fungi
同：黴菌

真菌分類形態入 379.1

.7 超微生物 Ultramicrobes

.7351 愛滋病毒 HIV

參見 415.238 愛滋病

.74  病毒 Virus
同：濾過性病毒

369.742 病毒物理 Physical 
properties

.743  病毒化學 Chemical 
properties

.744  病毒一般性質 General 
properties

.745  病毒生理及繁殖 Physiology 
and replication

 .746 病毒與寄主之關係 
      Virus-hostrelationship

.747  病毒之感染及傳染 Infection 
and transmission

.748  病徵

.75  病毒之種類與分類 
Taxonomy；Classification

.751  噬菌體病毒 Bacteriophages

同：細菌病毒（Bacterial 

virus）

.752  植物病毒 Plant viruses

.753  動物病毒 Animal viruses

.754  昆蟲病毒 Insect viruses；昆
蟲傳染病 Diseases

流行性出血熱（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登革

熱（Dengue fever）、白蛉

子熱等病毒入此

參見 412.492 昆蟲病媒

.8 微生物病理 Microbial pathology

.85  免疫 Immunity

免疫病入 415.69

.851  免疫學技術 Immunological 
techniques

人工抗體、抗體表現基因

庫建立、抗原選殖庫建立、

抗原純化、抗體標識、免疫

應用技術入此

369.852 免疫化學 Immunochemistry

生物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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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  抗體；抗原 Antibody  and 
antigen

單株抗體（Monoclonal 

antibody）、毒物、抗毒入此

.854  免疫測定 Immunoassay

.855  抗菌物質

.856  凝集毒

.857  生物免疫

.859  地方免疫

.87  血清 Serum
 血清療法入 418.29

 .89 各種病原體 Pathogenicity

.9 地理分布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8  水生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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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  植物學總論 Botany ：
general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19  植物學古典書籍 Classical 
botany book

.192 中國古籍 Botany book in 
ancient  China

本草入 414.1

.193  林奈以前之著述 Carolus 
Linnaeus（  -1706）

.194  林奈植物學著述 Corolus 
Linnaeus（1707-1778）

.195  林奈以後之著述 Carolus 
Linnaeus（1779- ）

371  植物形態學 Plant
morphology

.1 植物解剖學 Plant anatomy

.11  器官解剖 Organ anatomy
仿 371.6-.8 分

.12  局部解剖 Regional anatomy

.13  維管束植物 Vascular plants

.14  非維管束植物 Nonvascular 
plants

.2 植物組織學 Plant histology

.21  分生組織 Meristems

.22  薄壁組織 Parenchyma tissues

.23  皮被組織 Dermal tissues

.24  輸導組織 Vascular tissues

371.25 機械組織 Mechanical  tissues
厚角組織、厚壁組織等入此

.26  分泌組織 Secretory tissues
腺毛、蜜腺、分泌囊、樹脂

道、水孔等入此

.3 植物胚胎學 Plant embryology

.4 植物細胞學 Plant cytology

.41  原核細胞 Procaryotic  cells

.42  真核細胞 Eucaryotic  cells

.5 植物器官學 Plant 
organography

.6 營養器官 Vegetative organs

.61  根 Roots

.62  莖 Stems

.63  葉 Leaves

.7 生殖器官 Reproductive 
organs

.73  花 Flowers

.74  果實 Fruits

.75  種子 Seeds

.8 運動器官 Motor organs；外殼
器官 Coat organs

外皮、刺、絨毛等入此

.9 葉狀體 Fronds

373  植物生理學 Plant
physiology

.1 植物生理學概論 Plant 
physiology in general

.11  芽變 Sports

.12  循環 Circulation；運輸

植物學

Botany
古植物學入 359.4；植物性生藥入 418.52；植物性中藥材入 414.34；森林植物學入 436.1；農作物

之品種栽培等入 434；園藝植物入 435；各類植物及植物群入 376-379

植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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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

373.13 氣體交換 Gas exchange；蒸                  
散 Transpiration

.14  營養 Nutrition

.141  植物之同化作用 
Assimilation

光合作用入此

.143  葉綠素 Chlorophylls ；葉綠 
體 Chloroplasts

.146  有機物 Organic matters

.147  異化作用 Disassimilation

消化、酵解、呼吸等入此

.148  其他新陳代謝 Other 
metabolism

.149  吸收作用 Absorption

.15  生殖 Reproduction

.16  有性生殖 Sexual reproduction

.17  開花結實 Flowering  and 
fruiting

花粉學入此

.18  無性生殖 Asexual 
reproduction

.181  孢子生殖 Sporereproduction

.182  分體生殖 Budding 
reproduction

.3 植物生長與發育 Pla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32  植物發育 Plant  development

.33  植物成熟 Plant maturation

.34  植物老化 Plant aging

.4 植物遺傳學 Plant genetics
植物遺傳工程入此

育種入 437.313

.41 孟德爾遺傳學 Mendelian 
inheritance

.42  細胞遺傳學 Cytogenetics

.43  族群遺傳學 Population 
genetics

373.44 分子遺傳學 Molecular 
genetics

.45  生理遺傳學 Physiological 
genetics

.47  天然雜交 Natural crossing

.48  突變 Mutation

.481  天然突變 Natural mutation

.482  人工突變 Artificial 
mutation

.6 植物演化論 Plant evolution
theory

.7 植物運動 Plant movement
植物刺激與反應入此

.72  向光性 Phototropism；向化性 
Chemotropism

.73  向水性 Hydrotropism；向地性 
Geotropism

.74  膨壓運動 Turgor  movement

.75  纏繞運動 Twining movement

.78  控制機制 Control mechanism

.8 植物化學 Plant chemistry；植物 
生物化學 Plant biochemistry

植物成分研究入此

.9 植物病理學 Plant pathology
病害、退化、死滅等入此

參見 433.4 植物病害

374  植物生態學 Plant ecology

.1 植物與非生物環境 Plant and 
abiotic environment

.11  土壤因素 Soil factors

.13  水分因素 Water factors

.14  氣候因素 Climate factors

.15  風土適應 Acclimatization

.17  光線因素 Light factors

.18  溫度因素 Temperature factors
抗寒性及向溫性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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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19 植物氣候學 Phytoclimatology

.2 植物與生物環境 Plant and biotic 
environment

.21  人類因素 Human  factors

.22  生物因素 Biotic factors
攻擊、自衛、模仿、保護色、

寄生、腐生、共生、動物侵害、

花粉傳播、種子散布等入此

.23  其他因素 Other factors

.3 植物地文分布 Plant 
geomorphologic distribution

.31  大陸 Continents

.32  平原 Plains

.33  山地 Mountains；高山 
Alpines

.34  沙漠 Deserts

.35  島嶼 Islands

[.36] 古植物學 Paleobotany

宜入 359.4

.4 植物水文分布 Plant 
Hydrological distribution；水生
植物群界 Aquatic Plants
communities

.41  浮游植物群落 Phytoplankton 
communities

.42  冰雪植物群落 Cryophytic 
communities

.43  淡水植物群落 Freshwater 
plant communities

河川、水庫、湖沼植物等入此

.44  濕潤植物群落 Moist plant 
communities

.45  低等菌藻群落 Algal fungi 
plant communities

.46  海洋植物群落 Marine plant 
communities

.5 鹹水植物群界 Saltwater plant 
communities

374.51 海岸岩生植物群落 Littoral 
                  lythophytes plant communities

.52  海濱植物群落 Seashore plant 
communities

.54  半鹹水植物群落 Brackish 
water plant communities

紅樹林入此

.55  熱帶海岸植物群落 Tropical 
strand  plant communities

.6 植物地理分布 Plant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植物 
地理學 Plant geography

.61  熱 帶 Tropical zone； 赤 道 帶 
Equatorial zone

.62  亞熱帶 Subtropical  zone

.63  溫帶 Temperate zone

.64  亞寒帶 Subfrigied zone

.65  寒帶 frigied zone

.66  極地 polar

.7 乾旱植物群落 Arid plant 
communities

.71  岩生植物群落 Lithophytes 
communities

.72  沙地植物群落 Sandland 
vegetation communities

河原沙地植物、海邊沙地植

物等入此

.73  沙漠植物群落 Desert 
vegetation communities

.77  燥原植物群落

.8 稀有及瀕危植物 Rare and 
endangered plants

.9 植物相 Flora；生態系 
ecosystem

375  植物分類學 Plant
taxonomy

總論入此，各論入 377-379

植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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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1 植物分類學教育及研究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plant taxonomy

.11  植物標本 Plant specimens

.12  植物標本採集與製作 
Plantspecimens collection and 
preparation

.13  植物標本館 Herbarium

.14  植物命名 Botanical 
nomenclature

.15  植物園 Botanical gardens

.2 植物志及圖譜 Flora and icones
依通行分類法植物通常分為種

子植物和孢子植物兩大類。凡有

根莖葉諸部，且至一定時期開花

者，即為種子植物，又分被子植

物和裸子植物兩類；孢子植物則

包括蕨類、木賊、石松、苔蘚、

地衣、水藻、菌類及原生植物 

等。種子植物入 377；孢子植物

入 378-379

如依植物演化序列分類者，

大致如下：裂殖菌門入 379.3；

木賊綱入 378.132；地衣入植

物門入 379.4；苔蘚植物門入

378.2；蕨類植物門入 378.1；

種子植物入 377；裸子植物入

377.1；被子植物入 377.2；單子

葉植物入 377.21；雙子葉植物

入 377.22

.22  中國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

表複分

.233  臺灣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

376  經濟植物學 Economic
botany

應用植物學、農業植物學等入此

參見 430 農業各部門；434 農作

物；435 園藝；436 森林

.1 有用植物 Useful plants

.11  觀賞植物 Ornamental plants

.12  芳香植物 Aromatics

376.13 工業用植物 Industrial  plants

.14  食用植物 Plants for foods

.15  藥用植物 Medicinal plants

參見 414.1 本草；418.52 植

物性藥物；414.34植物性中藥材

.16  民俗植物 Folklore Plants

.19  其他有用植物 Other useful 
plants

.2 有害植物 Pest plants
雜草入此

.21  過敏植物 Allergenic plants

.22  有毒植物 Poisonous plants

377  種子植物 Seed plants
總論顯花植物者入此

.01  特殊分群植物 Specific 
vegetation classification

.02  草本植物 Herbaceous  plants

.04  灌木和蔓藤植物 Shrubs and 
vines

.05  木本植物 Woody plants  

喬木入此樹木學（dendrol- 

ogy）入 436.1111

.1 裸子植物 Gymnosperms
胚珠不在子房內而裸出者，其

花粉可直落於胚珠上而起受精作用

.11  鳳尾蕉類植物 Cycas
鳳尾蕉（蘇鐵）、花果鳳尾

蕉（花果蘇鐵）等入此

.12  銀杏類植物 Ginkgoales

.13  松柏類植物 Coniferales
松、杉、柏等入此

.14  麻黃類植物 Ephedra  plants

.2 被子植物 Angiosperms
胚珠被包於子房內者，其花粉

必先達於柱頭，而後起受精作用

單子葉植物入 377.21；雙子

葉植物入 377.22；花卉園藝入 

435.4；花道、插花入 971；花粉

熱入 41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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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21 單子葉植物 Monocotyledons
被子植物之一類，種子發芽 

時，由胚生子葉一片，葉脈多平

行，莖中無形成層，不能生年輪

.2101 水玉簪目 Burmanniales

.2102 蘭目 Orchidales

.2103 薑目 Zingiberales

.2104 鳳梨目 Bromeliales

.2105 鳶尾目 Iridales

.2106 石蒜目 Amaryllidales

.2107 薯蕷目 Dioscoreales

.2108 仙茅目 Haemodorales

.2109 百合目 Liliales

.211  黃眼草目 Xyridales

.2111 鴨跖草目 Commelinales

.2112 百合水仙目
                    Alstroemeriales

.2113 龍舌蘭目 Agavales

.2114 燈心草目 Juncales

.2115 棕櫚目 Palmales

.2116 露兜樹目 Pandanales

.2117 巴拿馬草目 Cyclanthales

.2118 天南星目 Arales

.2119 黴草目 Triuridales

.212 澤瀉目 Alismatales；茨藻目 
Najadales

.2121 花藺目 Butomales

.2122 眼子菜目

                    Potamogetonales；水蕹目                    

                    Aponogetonales；水麥冬

                    目 Juncaginales

.2123 穀精草目 Eriocaulales

.2124 莎草目 Cyperales

.2125 禾本目 Graminales

.21251 黍亞科 Panicoideae

.21252 早熟禾亞科 Pooideae
  同：羊茅亞科

                             （Festucoideae）

  竹族、稻族等入此

377.22 雙子葉植物 Dicotyledons
被子植物之一類，種子發芽

時，由胚生子葉二片

.2201 毛茛目和有關各目

                     Ranales & related orders
牡丹、芍藥、黃連等

入此；八角蓮科入此

.2202 瓶子草目和有關各目 
        Sarraceniales & related 
        orders

.2203 白花菜目 Capparidales；

                    堇菜目 Violales；紅木目
                    Bixales

.2204 海桐目 Pittosporales；遠

                    志目 Polygalales

.2205 石竹目 Caryophyllales；
                    檉柳目 Tamaricales

菁芳草、康乃馨等入 

此；馬齒莧科入此

.2206 藤黃目 Guttiferales；山

                    茶目 Theales；金蓮木目

                     Ochnales；獼猴桃目

                     Actinidiales

.2207 錦葵目 Malvales
草棉、麻、朱槿、芙

蓉等入此

.2208 田麻目 Tiliales

木棉科入此

.2209 杜鵑花目 Ericales

.221  櫻草目 Primulales；紫金牛 
目 Myrsinales

同：櫻草目（報春花目）

.2211 柿樹目 Ebenales；安息香
                    目 Styracales；五加目
                     Araliales

.2212 茜草目 Rubiales

.2213 敗醬目 Valerianales

植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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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2214 紫葳目 Bignoniales

.2215 菊目 Asterales
牛蒡、萵苣、茼蒿、

向日葵、除蟲菊、菊花、

金盞花、大波斯菊、大麗 

花、百日草等入此

.2216 桔梗目 Campanulales

.2217 草海桐目 Goodeniales

.2218 夾竹桃目 Apocynales

.2219 馬錢目 Loganiales

.222 龍膽目 Gentianales

.2221 花荵目 Polemoniales

.2222 紫草目 Boraginales

.2223 茄目 Solanales

.2224 玄參目 Scrophulariales

.2225 馬鞭草目 Verbenales

.2226 唇形目 Lamiales
紫蘇、仙草、九層塔、

益母草、薄荷等入此

.2227 車前目 Plantaginales

.2228 金虎尾目 Malpighiales
亞麻科入此

.2229 牻牛兒草目（牻牛兒苗 
                    目） Geraniales

鳳仙花科入此

.223  　芸香目 Rutales

.2231 楝（樹）目 Meliales
楝科入此

.2232 鐵青樹目 Olacales

.2233 衛矛目 Celastrales；鼠李 
        目 Rhamnales

冬青科、葡萄科等入

此

.2234 無患子目 Sapindales
漆樹科入此

.2235 毒空木目 Coriariales

.2236 豆目 Fabales
合歡科入此花生、大 

豆、豌豆、蠶豆、菜豆、

鳳凰木、相思樹等入此

377.2237 薔薇目 Rosales
蘋果、梨、桃、李、

枇杷、玫瑰、梅等入此

.2238 虎耳草目 Saxifragales

.2239 金縷梅目

                    Hamamelidales；八仙花

                    目 Hydrangeales；杜仲目

                    Eucommiales

.224 桃金孃目 Myrtales

.2241 千屈菜目 Lythrales

.2242 刺蓮花目 Loasales；西番
蓮目 Passiflorales

.2243 葫蘆目 Cucurbitales
番木瓜科、秋海棠科等

入此

.2244 仙人掌目 Cactales

.2245 繖形目 Apiales
胡蘿蔔、芹菜、茴香、

芫荽、雷公根等入此

.2246 黎（藜）目
Chenopodiales；蓼目
Polygonales

.2247 川草目 Podostemales；馬
兜鈴目 Aristolochiales；
胡椒目 Piperales

.2248 樟（樹）目 Laurales；山
龍眼目 Proteales；瑞香目
Thymelaeales

.2249 檀香目 Santalales

.225  大戟目 Euphorbiales

.2251 蕁麻目 Urticales

.2252 胡桃目和有關各目
Juglandales & related
orders

楊梅目、木麻黃目、山

毛櫸目等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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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2253 楊柳目 Salicales

水柳、垂柳、高山柳、

白楊等入此

378  孢子植物 Spore plants

.1 無種子維管束植物 Seedless
vascular plant

.11  石松門 Lycophyta
石松、卷柏等入此

.111 石松類（屬）植物 
Lycopodium

.112  卷柏類（屬）植物 
Selaginella

.113  水韭類（科）植物 
Isoetaceae

.12  裸蕨綱 Psilopsida

.13  蕨門 Pterophyta

.131  松葉蕨（科）類植物 
Psilotacea

.132  木賊類（綱）植物 
Equisetopsida

舌葉類入此

.133      蕨類植物 Fern

.2 苔蘚植物 Bryophyta

.21  角蘚綱 Anthocerotae

.22  苔綱 Hepaticae

.23  蕨綱 Filicopsida

379  菌藻植物門 Thallophyta

.1 真菌植物 Fungi
菌類，無莖、葉等部分，不含

葉綠素，故多寄生於他物體，菌

絲蔓延，吸收養分

地衣植物入 379.4

參見 369.6 真菌

.12  藻菌綱 Phycomycetes
馬鈴薯腫瘤病菌、異絲菌、

水黴菌、白銹病菌、黑黴菌、

蟲黴菌等入此

379.13  子囊菌綱 Ascomycetes
酵母菌、捲葉病菌、青黴 

菌、麴菌、粉黴病菌、麥角病

菌等入此

.14 擔子菌綱 Basidiomycetes

茸類褶菌、多孔菌、馬勃 

菌、土星菌、黑穗病菌、銹病

菌等入此

.15  不完全菌綱 Deuteromycetes

.2 藻類 Algae
參見 438.665 海藻養殖

.21  特殊類型藻類
浮游植物（Phytoplankton）

入此

.22  紅藻植物門 Rhodophyta
紫菜、石花菜、海蘿、麒麟

菜、紅皮藻、仙菜等入此

.23  甲藻植物門 Pyrrophyta
渦鞭藻入此

.24  裸藻植物門 Euglenophyta
綠游藻入此

.25  褐藻植物門 Phaeophyta
外子藻、昆布、石衣藻等入此

.27  綠藻植物門 Chlorophyta
單胞藻、盤藻等入此

.28  金黃藻植物門 Chrysophyta

.29  矽藻植物門 Bacillariophyta

.3 裂殖菌門 Schizophyta

.31  裂殖菌綱 Schizomycetes
細菌學（Bacteriology）入

369.4

.32  藍藻植物門 Cyanophyta
同：藍細菌

（Cyanohacterla）
藍球藻、顫藻、二裂球藻、

念珠藻、髮藻等入此

.4 地衣植物門 Lichenophyta
菌類藻類共生體入此

動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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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  動物學總論 Zoology：
general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動物分類學入 385.8

.32  實驗動物學
參見 415.19 實驗醫學

.34  動物標本

.35  動物標本採集與製作

.36  動物標本館

.44  動物命名

.69  動物園；水族館

.9 動物學史 History of zoology

.98  中國動物學家

.99  各國動物學家

381  動物形態學 Animal
morphology

總論入此，專論各入其類

動物圖鑑入 385.9；昆蟲圖鑑

入 387.725

.1 演化及比較動物形態學 
Evolution and comparative ani-  
mal morphology

.2 動物形態與功能 Animal 
morphology and function

.3 動物形態與生態 Animal 
morphology and ecology

382  動物解剖學 Animal
anatomy

比較解剖入此

總論入此，專論各入其類

382.1 骨骼 Bone；關節 Joint；肌肉系 
統 Muscular System

皮膚入此

.2 血液循環系統 Blood circulation
system

.3 呼吸系統 Respiratory system

.4 消化系統 Digestive system

.5 排泄系統 Excretory system
代謝入此

.6 生殖系統 Reproductive system 

.7 神經系統 Nervous system
感覺器官入此

.8 內分泌系統 Endocrine system

.9 局部解剖 Regional anatomy
四肢解剖、腹部解剖入此

383  動物生理學 Animal
physiology

.1 各部生理 Various physiologies
仿 382 分

.2  動物組織學 Animal histology；
動物細胞學 Animal cytology

.22  一般組織學

.23  比較組織學

.24  各部組織學

仿 382 分

動物學

Zoology
古動物學入 359.5；動物保護入 548.38；動物之迷信禁忌入 298.3；畜牧、漁獵、家畜入 437；人類

學入 390；動物性藥材入 414.35；動物性生藥入 418.51；動物故事入 539.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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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26 普通細胞學

.28  低等生物細胞學

.3 動物胚胎學 Animal embryology

.31  無脊椎動物胚胎學

.32  脊椎動物胚胎學
總論無羊膜動物及羊膜動物者

入此

.325 魚類胚胎學

.326      兩棲類胚胎學

.327      爬蟲類胚胎學

.328      鳥類胚胎學

.329      哺乳類胚胎學

.33  實驗胚胎學

.34  化學胚胎學

.35  胚胎發生
胚胎演化入此

.351      受精

.352      卵裂

.353      植入

.354      胚層形成

.355      器官發生

.36  胚胎之特殊現象

.361      胚胎再生

.362      相關生長

.365      胚胎畸形

.4 動物遺傳學 Animal genetics
動物遺傳工程入此

家畜育種入 437.13

.41  生理遺傳

.42  型態遺傳學

.43  細胞遺傳學

.44  發生遺傳學；遺傳生物化學

.45  突變；變異
雜種、混種入此

.47  環境因素

.48  遺傳因子之本質及產生

.49  其他遺傳學

383.5 動物生態學 Animal ecology
總論入此，專論各入其類
生物生態學入 367

.51  非生物環境

.511 氣候
動物氣候學入此

.512      土地

.513      空氣

.514      水

.515      溫度

.516      光線

.517      輻射

.52  生物環境

.521      動物之間相互關係
共生、合作、寄生入此

.522      植物對動物的影響

.523      人類對動物的影響

.53  動物對環境的適應

.531      氣候適應
氣溫適應、換毛入此

.532      營養適應
食物鏈、食物塔、食物網

入此

.533      生殖適應
求愛入此

.534      棲所適應
穴居、築巢入此

.535      保護適應
保護色、擬態入此

.54  動物族群生態學
仿 367.6 分

.55  動物地帶分布

.551      熱帶

.552      亞熱帶

.553      溫帶

.554      亞寒帶

.555      寒帶

.556          極地

.56  動物地文分布

動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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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561 大陸

.562      平原

.563      山地；高山

.564      沙漠

.565      島嶼

.566      草原

.567      寒原

.568      砂丘

.569      其他

.57  動物水文分布

.571      淡水

.572      半鹹水

.573      鹹水

.58  稀有及瀕臨絕種動物

.6 動物化學 Animal chemistry
參見 361.4 生物化學

.7 動物行為學 Animal behavior；
動物心理學 Animal psychology

習性入此

參見 174 比較心理學

.71  季節習性

.711      遷移

.712      冬眠 Hibernation

.72  費洛蒙

.73  性習性

.74  聲音

.75  色調

.76  群居

.77  天性

.79  故實

.9 動物病理學 Animal pathology
參見 437.24 家畜病理學

.91  毒物病理學

.92  診斷病理學

.93  動物細菌學

.94  組織病理學

.95  免疫病理學

383.96 分子病理學

.98  比較病理學

384  應用動物學 Applied 
       zoology；經濟動物學

Economic zoology
動物福利入 548.38

.1 有益動物 Beneficial animal；
實驗動物 Laboratory animal
實驗醫學入 415.19

.2 農業動物 Farm animal；寵物動
物 Pet animal

.3 昆蟲之控制 Insect control
參 見 415.79 體 外 寄 生 蟲； 

433.3 蟲害

.4 昆蟲飼養 Insect breeding
參見 437.8 昆蟲業

.5 鳥獸災害 Birds and beasts 
harm

參見 433.2 鳥獸害

.6 狩獵 Hunting
參見 437.9 狩獵業

.7 畜牧 Pasturage
參見 437.1 畜牧總論

.8 動物產品及加工方法 Animal
products and processed
method

參見439農產品製造；483畜牧

水產品業

.9 有害動物 Pest animals
衛生動物學（病媒）入 412.49

.97  有毒動物
有毒蛇類入 388.797

385  動物分布；動物地理學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animal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動物生態學入 383.5；動物行為

學入 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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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學
類

385.2  中國動物志 China animals 
records

.33  臺灣動物志

.8 動物分類學

.9 動物圖鑑 Illustrated handbook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昆蟲圖鑑入 387.725

.92  中國動物圖鑑

.933      臺灣動物圖鑑

386  無脊椎動物 Invertebrates
無脊椎動物化石入 359.51；無

脊椎動物胚胎學入 383.31

.1 原生動物門 Protozoa；中生動
物門 Mesozoa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19  各類原生及中生動物
原生動物入386.192-.197；

中生動物入 386.198

.192      鞭毛蟲綱 Mastigophora

眼蟲、夜光蟲入此

.193      肉足蟲綱 Sarcodina
變形蟲、根子蟲入此

.1931          有孔蟲目 Foraminifera

.195      輻足蟲亞綱 Actinopoda

.1952          太陽蟲目 Heliozoa

.1955          放射蟲目 Raddiolaria

.196      孢子蟲綱 Sporozoa
瘧疾原蟲入此

.197      纖毛蟲綱 Ciliata
纖毛蟲、吸管蟲、草履蟲

入此

.198  菱形目 Rhombozoa；直游 
目 Orthonectida

.2 有孔動物門 Porifera
同：多孔動物（Sponges）、海

綿動物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86.2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29  各類有孔動物

.292      石灰海綿綱 Calcarea
同：鈣質海綿

.293      六放海綿綱 Hexatinellida
玻璃海綿入此

.294      尋常海綿綱 Demospongiae
海水海綿、浴用海綿入此

.3 腔腸動物門 Coelenterate；櫛水
母動物門 Ctenophorae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39  各類腔腸及櫛水母動物
腔腸動物入386.392-.394；

櫛水母動物入 386.397-.398

.392      水螅綱 Hydrozoa
僧帽水母、桃花水母入此

.393  缽水母綱 Scyphozoa
喇叭水母、手曳水母、海蜇

入此

.394      珊瑚綱 Anthozoa
海葵、海鞭入此

.397      觸手亞綱 Tentaculata

.398      無觸手亞綱 Nuda

.4 棘皮動物門 Echinodermata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49  各類棘皮動物

.491      海百合綱 Crinoidea 
   （Sealilies）

.492      海參綱 Holothuroidea

.493      海星綱 Asteroidea

               （Starfish）

.494      海膽綱 Echinoidea

.495      海蛇尾綱 Ophiuroidea
陽燧足入此

.5 蠕形動物 Vermes
總論蟲（Worms）者入此

.51  扁形動物門 Platyhelminthes

動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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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517 依世界區域及分

國表複分

386.51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519      各類扁形動物

.5191          渦蟲綱 Turbellaria
片蛭入此

.5192          吸蟲綱 Trematoda
肝蛭、肚蛭（二口蟲 

Distoma）、血吸蟲入此

.5193          絛蟲綱 Cestoda
無鉤絛蟲、有鉤絛蟲入

此

.52  鄂胃動物門 Gnathostomulida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2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529      各類鄂胃動物

.53  紐形動物門 Nemertinea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3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539      各類紐形動物

.54  鉤頭蟲動物門 Acanthocephala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4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549      各類鉤頭蟲動物

.55  擔輪動物 Trochelminthes；圓 
形動物 Nemathelminthe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5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559      各類擔輪及圓形動物

.5591          輪蟲門 Rotifera

.5592          腹毛動物門 Gastrotricha

.5593          動吻動物門 Kinorhyncha

.5595          線蟲動物門 Nematoda
蛔蟲、十二脂腸蟲入此

.5596          線形動物門 
        Nematomorpha

金線蟲入此

.58  內肛動物門 Entoprocta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86.58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589      各類內肛動物

.59  外肛動物門 Ectoprocta
肛門在觸手列之外，一名外

尻類

苔蘚動物（Bryozoa）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9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599      各類外肛動物
藻苔蟲、網貝入此

.6 星蟲動物門 Sipunloidea；環節
動物門 Annelida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鬚腕動物門（Pogonophora）、

螠蟲動物門（Echiura）入 

386.698；有爪動物門

（Onychophora）、鰓曳動物門

（Priapulida）入 386.699

.6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69  各類星蟲及環節動物
環節動物入 386.695-.697

.691      星蟲動物

.695      多毛綱 Polychaeta
沙蠶入此

.696      寡毛綱 Oligochaeta
蚯蚓入此

.697      蛭綱 Hirudinea
刺蛭、鰓蛭、金線蛭入此

.698  鬚腕動物門 Pogonophora；  
螠蟲動物門 Echiura

.699  有爪動物門 Onychophora； 
鰓曳動物門 Priapulida

.7 軟體動物門 Mollusca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軟體動物化石入 359.517

.7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79  各類軟體動物

.791      多板綱 Polyplacophora
石鱉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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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792  掘足綱 Scaphopoda
同：齒貝類

尖角貝、長角貝入此

.793  雙殼綱 Bivalvia
蛤、蚌、牡蠣入此

.794  腹足綱 Gastropoda
蝸牛、油螺、翁戎、鮑 

魚、蜒蚰入此

.795  頭足綱 Cephalopoda
魷、烏賊、章魚、鸚鵡螺

入此

.796      無板綱 Aplacophora

.797      瓣鰓綱 Lamellibranchia
蜆入此

.798      單板綱 Monoplacophora
同：單殼綱

.799      喙殼綱 Rostroconchia

.8 觸手動物 Tentaculata

.81  帚形動物門 Phoronidea
.811-.817 依世界區域及分

國表複分

.81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819      各類帚形動物

.83  腕足動物門 Brachiopoda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83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839      各類腕足動物
燈貝（Lamp shells）、酸

漿貝入此

.9 毛顎動物門 Chaetognatha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99  各類毛顎動物

387  節肢動物門
Arthropoda；緩步動物
門 Tardigrada；舌形動物
門 Linguatulida

節肢動物化石入 359.54；節肢

動物病媒入 412.493

387.1 甲殼亞門 Crustacea
.111-117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複分

各類甲殼動物入 387.12-.19

.11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12  頭蝦綱 Cephalocarida

.13  軟甲綱 Malacostraca
蝦、蟹、鼠婦、海蟑螂入此

.14  介形綱 Ostracoda
海螢、多肢介蟲、尾腺介蟲

入此

.15  蔓足綱 Cirripedia
藤壼、蟹奴、尖胸蟲入此

.16  鰓足綱 Branchiopoda
豐年蝦、鱟蟲、蚌蟲入此

.17  橈足綱 Copepoda

.18  鬚鰓綱 Mystacocarida

.19  鰓尾綱 Branchiura
魚虱入此

.2 三葉蟲亞門 Trilobitomorpha
.211-217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複分

.21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3 單肢亞門 Uniramia
.311-317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複分
各類單肢動物入 387.32-.35

.31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32  倍足綱 Diplopoda
土線、馬陸入此

.33  唇足綱 Chilopoda
蜈蚣、蚰蜓入此

.34  綜合綱 Symphyla
么蚰入此

.5 螯肢亞門 Chelicerata
.511-517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複分
各類螯肢動物入 387.52-.54

.51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52  肢口綱 Merostomata

動物學



210

中文圖書分類法

科
學
類

鱟入此

387.53   蛛形綱 Arachnida
鉗蠍、螯蠍、蛛毛蠍、黑寡

婦、盲蛛、人疥蟎入此

.54  海蜘蛛綱 Pantopoda

.7 昆蟲綱 Insecta（Insects）
昆蟲學（Entomology）入此

.711-717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複分

昆蟲化石入 359.545；昆蟲

病媒入 412.492；農業昆蟲學入 

433.3；昆蟲業入 437.8

參見 415.727 寄生蟲性皮膚病

.71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7187          昆蟲生態學

.7188          水生昆蟲學

.7189          寄生昆蟲學

.72  昆蟲分類學

.725      昆蟲圖鑑

.73  內顎亞綱 Entognatha
異跳蟲、雙尾蟲入此

外顎亞綱入 387.741-.797

.741      纓尾目 Thysanura

.743      蜉蝣目 Ephemeroptera

.747      蜻蜓目 Odonata
蜻蜓、豆娘入此

.748      網翅目 Dictyoptera
螳螂入此

.749      竹節蟲目 Phasmatodea

.751      直翅目 Orthoptera
蟋蟀、螽斯、蝗蟲入此

.752      等翅目 Isoptera
堆砂白蟻入此

.753      責翅目 Plecoptera
石蠅入此

.754      革翅目 Dermaptera

.755      缺翅目 Zoraptera

.756      紡足目 Embioptera

.757      嚙蟲目 Psocoptera

書虱入此

387.758      恐蠊目 Grylloplattodea

.761 纓翅目 Thysanoptera
薊馬入此

.762      虱毛目 Phthiraptera

.763      同翅目 Homoptera

.764      半翅目 Hemiptera
臭蟲、椿象入此

.771      脈翅目 Neuroptera
蟻獅、草蛉、石蛉入此

.773      廣翅目 Megaloptera

.776      蛇蛉目 Rhaphidioptera

.781      膜翅目 Hymenoptera
蟻、蜂入此

.785      鞘翅類 Coleoptera
甲蟲（Beetles）為其總稱

背條蟲、螢、金龜子、

蜣螂入此

.791      毛翅目 Trichoptera
石蠶、石娥入此

.793      鱗翅目 Lepidoptera
蝶、蛾、螟蛉入此

.794      長翅目 Mecoptera

.795  雙翅目 Diptera 
蚊、蠅、蚋入此

 .797  蚤目 Siphonaptera
跳蚤入此

.8 緩步動物門 Tardigrada
.811-817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複分

.81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9 舌形動物門 Linguatulida
.911-917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複分

.91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388  半索動物門
Hemuchordata；脊索動
物門 Chor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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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動物化石入 359.55；半
索 動 物 入 388.1； 脊 索 動 物 入 
388.2-.9

 388.1 半索動物門 Hemuchordata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19  各類半索動物

.2 尾索動物亞門 Urochordata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2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29  各類尾索動物

.291      海鞘綱 Ascidiacea

.292      尾海鞘綱 Appendiculariae

.293      樽海鞘綱 Thaliacea

.3 頭索動物亞門 Cephalochordata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39  各類頭索動物

.4 脊椎動物亞門 Vertebrata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49  各類脊椎動物

.491      圓口綱 Cyclostomata

.4911          七鰓鰻目
                     Petromyzoniformes

.4912  　　盲鰻目 Myxiniformes

.5 魚類 Pisces（Fishes）
本表所指魚類為軟骨魚綱及硬

骨魚綱之總稱

魚類學（Ichthyology）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魚類化石入 359.56；水產及漁

撈入 438.3

.5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59  各種魚類

.591      軟骨魚綱 Chondrichthyes
板鰓亞類、鯊、魟、鮫入此

.592      棘鰭亞綱 Actinopterygii

388.5921 弓鰭魚目 Amiiformes

.5922          多鰭目 Polypteriformes

.5923          真骨總目 Teleostei

.5924 鱘形目 Acipenseriformes

.5927 雀鱔目 Lepidosteiformes

.593 硬骨魚綱 Osteichthyes

.5931          肺魚亞綱 Dipnoi

.5932          總鰭亞綱 Crossopterygii

.594      鰻鱺目 Anguilliformes
海鰻入此

.595      鯉形目 Cypriniformes
草魚、鰱魚、泥鰍、鯰魚

入此

.596      頜針魚目 Beloniformes
飛魚、海馬、鱈魚入此

.597      鯡形目 Clupeiformes
鰣魚、鳳尾魚、鱒魚入此

.598      鱸形目 Perciformes
花腹鯖、吳郭魚、彈塗魚

入此

.599      其他真骨總目

.5991          鯔形目 Mugiliformes
烏魚入此

.5992          鱧形目
                     Ophiocephaliformes

.5993          合鰓目
                     Symbranchiformes

黃鱔入此

.5994          鰈形目 Pleuronectiformes
牙鮃、星鰈入此

.5995          魨形目
Tetraodontiformes

河豚入此

.6 兩棲綱 Amphibia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兩棲動物化石入 359.575

.6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69  各類兩棲動物

動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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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691 無尾目 Anura

蛙（frogs）入此

.692      有尾目 Urodela

蠑螈（Salamanders）入此

.693 無足目 Apoda（Caecilians）

蛇螈、盲螈入此

.7 爬行綱 Reptilia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爬行動物化石入 359.57

.7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79  各類爬行動物

.791      龜鱉目 Chelonia

.792      有鱗目 Squamata

.7921          蜥蜴亞目 Lacertilia
守宮、避役入此

.793      鱷目 Crocodilia

.794      恐龍類
恐龍化石入 359.574

.796      蛇類

.797      有毒蛇類
蝮入此

.798  無毒蛇類

.8 鳥綱 Aves（Birds）
鳥類學（Omithology）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鳥類化石入 359.58；突胸總目

（今頜總目）入 388.892-.897

.8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89  各類鳥綱動物

.891      古鳥亞綱
始祖鳥入此

.892  隼形目 Falconiformes；鴞 
形目 Strigiformes

鷹科（Accipitridae）、

隼科（Falconidae）、鴟鴞

科（Strigidae）入此

.893  鸚形目 Psittaciformes；鵑 
形目 Cuculiformes；鴷形目
Piciformes

鸚鵡、杜鵑科

（Cuculidae）、啄木鳥科

（Picidae）入此

388.894  雀形目 Passeriformes；夜鷹 
目 Caprimulgiformes

雨燕目（Apodiformes）、 

佛法僧目（Coraciiformes） 

入此

.895 鴿形目 Columbiformes；雞 
    形目 Galliformes

鳩鴿科（Columbidae）、

雉科（Phasianidae）入此

.896 雁形目 Anseriformes；鷗形
                目 Lariformes；鷸形目 

    Haradriiformes
鸌形目、鷈形目、潛鳥

目（Gaviiformes）入此

.897  鶴形目 Gruiformes；鵜形目 
Pelecaniformes；鸛形目
Ciconiiformes

鵜鶘科（Pelecanidae）、鸕 

鶿科(Phalacrocoracidae）、

鷺科（Ardeidae）入此

.898      企鵝總目 Impennes

.899      平胸總目（古頜總目） 
    Ratitae；齒頜總目 
    Odontognathae

鴕形目

（Struthioniformes）、鴕鳥 

目、無翼鳥目

（Apterygiformes）入此

389  哺乳綱 Mammalia
總論獸類者入此

.11-17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哺乳動物化石入 359.59；真獸

亞綱（胎盤亞綱）入 389.4-.9；

論哺乳類家畜者入 437.3-.6

.18  解剖學、形態學、生態學

.2 原獸亞綱 Prototheria
單孔目（Monotremata）、鴨嘴

獸入此

.3 後獸亞綱 Metatheria
袋鼠、袋熊等有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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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upialia）入此

389.4 樹鼩目 Scandentia；食
蟲目 Insectivora；皮翼目
Dermoptera

翼手目（Chiroptera）入此

.41 樹鼩科 Tupaiidae

.42  猬科 Erinaceidae
鼹訢鼠、刺蝟入此

.43  鼹猴科 Cynocephalidae

.44  蝙蝠科 Vespertilionidae
蝙蝠（Bats）入此

.5 貧齒目 Edentata；鱗甲目 
Pholidota

.51  犰狳科 Dasypodidae

.52  食蟻獸科 Myrmecophagidae

.53  鯪鯉科 Manidae
穿山甲入此

.6 兔形目 Lagomorpha；齧齒目

Rodentia
總論入此，專論各入其類

.61  兔科 Leporidae
家兔入此

.62  松鼠科 Sciuridae
灰鼠、黃鼠、鼯鼠入此

.63  倉鼠科 Cricetidae

.64  田鼠科 Arvicolidae

.65  鼠科 Muridae
家鼠入此

.66  跳鼠科 Dipodidae

.67  河狸科 Castoridae

.68  豪豬科 Hystricidae

.7 鰭腳目 Pinnipedia；鯨目
Cetacea；海牛目 Serenia

.71  海狗科 Otariidae

.72  海豹科 Phocidae

.73  淡水鯨科 Platanistidae
白鱀豚入此

.74  抹香鯨科 Physeteridae

動物學

389.75 海豚科 Delphnidae

.76  藍鯨科 Balaenopteridae

.77  儒艮科 Dugonidae
海牛入此

.8 食肉目 Carnivora；偶蹄目 
Artiodactyla；奇蹄目 
Perrisodactyla
管齒目（Tubulidentata）、長

鼻目（Proboscidea）、蹄兔目

（Hyracoidea）入此

.81  各類食肉目動物

.811      大熊貓科 Ailuropodidae

.812      犬科 Canidae
犬、狼、狐、狸入此

.813      熊科 Ursidae

.814      浣熊科 Procyonidae

.815      鼬科 Mustelidae
貂、水獺入此

.816      靈貓科 Viverridae
果子狸入此

.817      鬣狗科 Hyaenidae
土狼入此

.818      貓科 Felidae
貓、虎、獅入此

.83  管齒目 Tubulidentata
土豚入此

.84  長鼻目 Proboscidea
象入此

.85  蹄兔目 Hyracoidea
岩狸入此

.87  奇蹄目 Perrisodactyla

.875      馬科 Equidae

.877      貘科 Tapiridae
馬來貘入此

.878      犀牛科 Rhinocerotidae

.88  偶蹄目 Artiodactyla

.883      河馬科 Hippopotamidae

.884      豬科 Suidae

.885  　牛科 Bov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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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入此

389.886  駱駝科 Camelidae

.887  鹿科 Cervidae

.888  長頸鹿科 Giraffidae

.9 靈長目 Primates
.91  狐猴科 Lemuridae；懶猴科 

Lorisidae

.92  卷尾猴科 Cebidae；猴科 
Cercopithecidae

同：狨、猴

.96  長臂猿科 Hylobatidae

.97  猩猩科 Pongidae
狒狒（Baboons）、黑猩猩

（Chimpanzees）、 大 猩 猩 

（Gorillas、猩猩（Orangutans）

入此

.99  人科 Hominidae
古人類學入 359.6；人類學

入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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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  人類學總論
Anthropology：general

391  體質人類學 Physical
anthropology

總論人類起源、體質、特性、分

布、遷徙等入此

人種學入 392；社會文化方面分

入 535、537、538

.1 人類自然史 Natural history of
human

.2 史前時期的人類 Pre-historic
human

參見 359.6 古人類學；799.1

史前人類

.21  人類起源 Origin of man

.22  史前人類體質 Pre-historic 
somatology

391.23 史前人類分布 Pre-historic 
human  distribution

.24  史前人類遷徙 Pre-historic 
human  migration

.3 人類形態學 Somatology；
Merology

.31  人體測量 Anthropometry

.32  骨骼 Bones

.33  膚色 Skin color

.34  毛髮 Hair

.35  五官 Sense organs

.4 離常 Abnormal dimensions

.5 人類生態學 Human biological
ecology

.6 人類演化和遺傳 Human
evolution and genetics

器官變化入此

人類學

Anthropology
人類學係以人類作為生物及文化現象研究之學科，包括體質人類學、文化人類學及應用人類學（應

用體質及文化人類學研究成果之學科）

體質人類學，又稱自然人類學，包括古人類學，研究人及近似動物之化石；人類演化，研究人類發

展之過程；人體測量學，測量人體之技術方法；人類形態學，描寫現存人類體質差異；人種學，研究

人類之種類、人類史及種族之混雜；生理人類學及分子人類學，研究人體類型素質及其對於行為及疾

病之相關性

文化人類學，又稱社會人類學，包括考古學，研究古代人類之遺跡、遺存；民族學，研究古今各民

族文化之異同及其相互關係；民族志，描述現存各民族之風俗習慣；民俗學，研究俗民之生活，尤其

傳說故事、年中行事及習慣；心理人類學，又稱文化與人格，研究各民族文化與心理關係；政治人類

學，研究政治體系及社會控制之關係；經濟人類學，研究經濟生活與社會體系之關係語言人類學，研

究各語言之演化

心理學入 170；古人類學入 359.6（或 799.1）；人種學入 392；人體解剖學入 394；人體組織學入

395；人體胚胎學入 396；人體生理學入 397-398；生化學、醫化學入 399

比較宗教學入210；民族學入535；民族志入536；原人風俗制度入537；民俗學入538-  539；文化人

類學（社會人類學）入541.3；種族問題入546.5；犯罪人類學入548.5；考古學入790；語言學入800

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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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7 生理人類學 Physiological 
anthropology

.8 分子人類學 Molecular
anthropology

.9 體質人類學應用 Applied
physical anthropology

392  人種學 Races；
Ethnology

參見 535 民族學；546.5 種族問

題；639 中國民族史；802-808 各

國語言

.1 體格差異原因 Reasons for 
physical differences

.2 人種分類及其體格特質 Racial
classification and physical traits

人種分類各家見解不同，為方

便起見，姑列如下

.3 高加索人種 Caucasians
同：白種人

印歐族（Indo-Europeans）

又稱印度日耳曼族（Indo-

Germans）、雅利安族（Aryans）

入此

.31  阿爾卑種 Alpine
至黑海岸山脈地帶
捷克人、俄人、南斯拉夫 

人、巴維利亞人入此

.32  阿門內種 Armenian
亞美尼亞人、土耳其人、

敘利亞人入此

.33  納兒的種 Nords
英國人、荷蘭人、斯堪的

那維亞人入此

.34  地中海種 Mediteranean
地中海兩岸，包括阿拉伯半島

.35  含族 Hamites
同：哈姆族

柏柏人（Berbers）、埃及

人、索馬利人入此

.36  閃族 Semites

同：塞姆族

阿拉伯人、猶太人、阿比西

尼亞人入此

392.37 伊朗族 Irans

.38  印度族 Hindu
與地中海種相似，得包括印

度地理人種

.4 阿非利加人種 African races
同：黑種人

.41  非洲一般黑人 Negroes
得細分如下：

.411      森林尼格羅 Forest negro
西非及剛果一帶

.412      班圖地域 Bantu
非洲中南部

.413  東非地域 East African

.414      蘇丹 Sudanese

.417 布須曼 Bushman；何騰托
Hottentot

.418      南非 South-African colored

.42 移外黑種 Migrated blacks
美洲黑種（Blacks）入此

.43  尼格利羅人 Negrillo
同：矮民

.44  馬來亞人種 Malaysian races  
同：棕種人

.45  波里尼西亞種 Polynesian

.46  美拉尼西亞種 Melanesian 
Papua

.47  密克羅尼西種 Micronesian

.48  太平洋尼格力托 Pacific 
Negrito

.49  澳洲土著人種 Australian races

.5 蒙古利亞人種 Mongolian
同：黃種人、亞細亞人種

.51  烏拉－阿爾泰族 Ural-Altai
粘著語族 Agglutinative）

入此

.52  通古斯族 Tun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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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53 典型蒙古族 Typical mongol

.54  突厥族 Turks

.55  南方系 Austic peoples
包括南亞及南島語系各族、

孤立語族（Isolating）入此

.56  漢族 Han people

.57  交趾支那族 Cochin-Chinese 
people

.58  藏緬族 Tibetan-Burmese

.59  印地安族 Red Indians
同：紅種人

.597      其他印地安人 Others

.6 人種地理分布 Racial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62  中國
中國民族史入 639

.7 人種遷移 Racial migration

394  人體解剖學 Human
anatomy

兼論解剖及生理者入 397，比

較解剖學入 382；美術解剖學入

901.3；組織學入 395；顯微解剖

學入 395

.1 局部解剖學 Regional or 
tapographical anatomy

參見 416.2 局部外科

.11  頭頸部 Head and neck

.112      頭 Head

.114      臉 Face

.116      頸 Neck

.12  胸腔 Thoracic  cavity

.13  腹部 Abdomen

.14  軀幹 Trunk

.15  骨盆 Pelvis；會陰 Perineal 
region

.16  上肢 Upper extremity

394.17 下肢 Lower extremity

.19  其他局部解剖

.2 骨骼 Bone；肌肉 Muscle；皮膚
Integument

.21  顱骨 Cranium

.23  脊椎 Vertebra

.24  胸骨；肋骨 Sternum；Rib

.25  上肢骨 Skeleton of upper 
extremity

.26  下肢骨 Skeleton of lower 
extremity

.27  關節 Joint

.28  肌肉 Muscles

.29  皮膚 Integument；毛髮 
Hair；指甲 Nail；乳腺 
Mammary  gland

.3 循環系統 Circulatory system
脈搏 Pulse 入 398.353

.33  心臟 Heart

.34  心血管系 Vascular system

.35  動脈 Artery

.36  靜脈 Vein

.37  微血管 Capillary

.38  淋巴系與淋巴器官 Lymphatic 
system and organ

.382      淋巴節 Lymph node

.384      胸腺 Thymus  gland

.386      脾臟 Spleen

.388 胸管 Thoracic  duct；淋巴管    
                Lymphatic duct；淋巴毛細
               管 Lymphatic capillary

.4 呼吸系統 Respiratory system

.44  鼻腔 Nasal cavity

.45  咽 Pharynx

.46  氣管 Trachea；支氣管 
Bronchi

.48  肺 Lung

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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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5 消化系統 Digestive system

.51  口腔 Oral cavity

.513      舌 Tongue

.514      牙齒 Tooth

.515      顎 Palate

.516      唾液腺 Salivary gland

.517      唇 Lip

.518      頰 Bucca

.52  喉咽 Laryngopharynx
同：咽喉

.53  食道 Esophagus

.54  胃 Stomach

.55  腸 Intestine

.551      小腸 Small intestine
十二指腸（Duodenum）、

空腸（Jejunum ）、迴腸 

（Ileum）入此

.555      盲腸 Cecum；闌尾
                 Appendix

.557      大腸 Large intestine

.56  直腸 Rectum；肛門 Anus

.57  肝臟 Liver；膽囊 Gallbladder

.58  胰臟 Pancreas

.59  腹膜 Peritoneum

.6 內分泌系統 Endocrine system

.61  甲狀腺 Thyroid gland；副甲 
狀腺 Parathyroid gland

.63  腎上腺 Adrenal  gland

.65  松果腺 Pineal gland；腦上腺 
Epiphysis cerebri

.67  腦下垂體 Hypophysis
同：腦下腺（Pituitary 

gland）

.69  副神經節 Paraganglia

.691      頸動脈體 Carotid body

.7 泌尿系統 Urinary system

.72  腎臟 Kidney

394.73 腎盂 Renal pelvis

.74  輸尿管 Ureter

.75  膀胱 Bladder

.76  尿道 Urethra

.8 生殖系統 Genital system

.81  男性性器官 Male reproductive 
organs

.812      睪丸 Testis

.814      前列腺 Prostate  gland
同：攝護腺

.816      陰莖 Penis；陰囊 Scrotum

.83  女性性器官 Female 
reproductive organs

.831      卵巢 Ovary

.833      輸卵管 Uterine  tube

.834      子宮 Uterus

.836      陰道 Vagina

.838     外陰部 Vulva；陰唇 
   abia；陰蒂 Clitoris

.9 神經解剖學 Neuroanatomy 

.91  中樞神經系 Central nervous 
system

.911      腦 Brain

.9111          大腦 Cerebrum

.9112          小腦 Cerebellum

.9113          間腦 Diencephalon

.9114          中腦 Midbrain

.9115          橋腦 Pons

.9116          延腦 Medulla oblongata

.915      脊髓 Spinal cord

.93  周邊神經系統 Peripheral 
nervous  system

.94  自主神經系統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96  特殊感覺 Special senses

.961  視覺器官 Visual or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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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964 聽覺器官 Auditory organ；

                     平衡器官 Equilibratory 
                      organs

.966      嗅覺器官 Olfactory organ

.967      味覺器官 Gustatory organ

395  人體組織學 Human
histology；顯微解剖學
Microscopic anatomy

.1 細胞 Cell

.2 上皮組織 Epithelial tissue

.3 結締組織 Connective tissue

.4 脂肪組織 Adipose tissue

.5 軟骨組織 Cartilaginous tissue

.6 骨骼組織 Osseous tissue

.7 肌肉組織 Muscular tissue

.8 神經組織 Nervous tissue

.9 血液 Blood

396  人體胚胎學 Embryology

.1 胚胎學 Embryology
參見 417.107 胚胎學；

417.1262 胚胎發育

.11  胚胎 Embryo
參見 361.23 胚胎；368.92

胚胎移植

.12  受精卵 Fertilized  egg ；桑椹胚
Morula ；囊胚 Blastocyst

.15  胚層 Germ layer
外 胚 層（Ectoderm）、 中

胚 層（Mesoderm）、 內 胚 層
（Endoderm）入此

.17  胎兒 Fetus

.18  胎盤 Placenta

.19  臍帶 Umbilical cord

.2 胎兒發育 Fetal development

.8 人工生殖 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

試管嬰兒（IVF  baby）入

417.1263

396.9 畸形胎 Terata

397  人體生理學 Human
physiology

生 理 心 理 學 入 172； 病 理 生

理學入 361.61；生物物理學入 

361.7； 植 物 生 理 學 入 373； 動

物生理學入 383；人體胚胎學入 

396；各部生理入 398；視覺生理

入 398.291；聽覺生理入 398.292；

生物化學、醫化學入 399

.1 發育生理學 Developmental 
physiology

.11  新生兒發育生理 Neonatal 
developmental physiology

.12  兒童發育生理 Childhood 
developmental physiology

.13  青年期生理 Puberty 
physiology

.14  成年期生理 Adulthood 
physiology

.16  更年期生理 Menopause 
physiology

.17  老年期生理 Geriatric 
physiology

.18  死亡生理 Death physiology
長生法入 411.18；急救法入

415.22

.2 睡眠生理學 Sleep physiology
夢、睡眠心理入 175.1

.3 運動生理學 Exercise physiology
研究運動系統各器官的特殊機

能及其生理活動和相互之間的協

調關係

運動中樞活動規律入此

.31  骨骼和結締組織生理 
physiology of bones and 

connective  tissue

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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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32 肌肉生理 Muscle physiology

.6 細胞生理學 Cellular physiology
生物細胞生理學入 364.6

.8 刺激生理學 Stimulatory 
physiology

.9 特殊環境生理學 Special 
environment physiology；生態
生理學 Ecological physiology

.91  氣候與人類關係 Climate and 
human

水土療法（Climatotherapy） 

入此

.92  輻射生理學 Radiological 
physiology

.93  太空生理學 Space physiology

398  各部生理 Various
physiologies

.1 組織生理學 Histology in 
physiology

參見 395 人體組織學

.2 神經生理學 Neurophysiology

.21  神經元生理 Neuronal 
physiology

.25 中樞神經系統生理 Physiology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26  高級神經功能 Higher 
functions of the nervous 
system

.261      條件反射 Conditional 
    reflexes

.262    大 腦 皮 質 的 抑 制 Cortical 
    inhibition

.27  周邊神經系統生理 Peripheral 
nervous  system physiology

.28  神經電生理 Electrophysiology 
of the nervous  system

398.29 感覺生理 Sensory physiology
感覺中樞活動規律入此

嗅覺生理（olfactory 

physiology）入 398.45

.291 視覺生理 Visual physiology

.292  聽覺生理 Auditory 
physiology

.293  味覺生理 Gustatory 
physiology

.294      觸覺生理 Tactile physiology
痛覺、溫覺入此

.3 循環生理學 Circulation 
physiology

.31  心臟 Heart

.32  血液 Blood

.321      紅血球 Erythrocytes

.322      白血球 Leukocytes

.325      血小板 Platelets clotting
血液凝固入此

.33  血液化學 Blood chemistry

.34  血管 Vessels；血液循環 Blood 
circulation

.343      動脈 Artery

.344      靜脈 Vein 

.345      微血管 Capillary

.35  脈搏 Pulse
參見 415.212 診斷學：脈搏

.36  造血機能 Hematopoiesis

.37  淋巴及其循環生理 Lymph and 
lymph circulation

.38  其他體液生理 Body fluids
酸鹼平衡（Acid-base 

balance）、組織間液
（Interstitial fluid）入此

.4 呼吸生理學 Respiratory 
physiology

.41  呼吸化學 Respiratory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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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42 組織呼吸 Tissue respiratory

.43  呼吸運動 Respiratory 
movement；呼吸力學
Respiratory mechanics

.44  聲學生理 Phonatory 
physiology

.45  鼻生理 Nasal physiology
嗅覺生理（Olfactory 

physiology）入此

.46  咽喉生理 Laryngopharyngeal 
physiology

.47  氣管及支氣管生理 
Tracheobronchial physiology

.48  肺生理 Pulmonary 
physiology；肺活量 Vital 
capacity

.49  肋膜生理 Pleural physiology

.5 消化及代謝生理學 Physiology of 
digestion and metabolism

胃腸道之功能及調節

（Regulation of  gastroin-

testinal function）入此

.51  口腔內消化 Oral digestion
唾液腺的機能、咀嚼、吞嚥

等入此

.52  胃消化 Gastric digestion

.53  腸生理 Intestinal physiology

.54  肝臟生理 Liver physiology

.55  消化與吸收 Digestion and 
absortion

.56  新陳代謝 Metabolism
營養性疾病病理入

415.136；營養缺乏症入

415.58；新陳代謝疾病入

415.59；影響代謝之藥物入

418.27

.561      合成代謝 Anabolism

.562      分解代謝 Catabolism
食物轉換成能

.563      基礎代謝 Basal metabolic 
    rate

基礎代謝測定入此

398.6 內分泌學 Endocrinology
參見 399.54 激素

.61  下視丘 Hypothalamus；腦下 
垂體 Pituitary gland

.62  神經荷爾蒙 Neurohormones

.63  甲狀腺 Thyroid gland；副甲 
狀腺 Parathyroid gland

.65  胰島腺 Endocrine pancreas

.66  腎上腺 Adrenal  glands

.67  性腺 Gonads

.69  其他內分泌生理 Others
胸腺、消化腺等入此

.7 排泄生理學 Physiology of 
excretion

腎臟（Kidney）、輸尿管

（Ureter）、膀胱生理（Physiology  

of the urinary bladder）、尿

的生成和排泄（Formation and 

excretion of urine）等入此

.75  皮膚生理 Physiology of skin
皮脂腺、汗腺、排汗等入此

.8 生殖生理學 Reproductive 
physiology

.81  男性生殖系統 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82  女性生殖系統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83  妊娠與泌乳 Pregnancy  and 
lactation

受精、著床、胎兒性別入此

參見 417.1262 受精

399  生物化學 Biochemistry；
醫化學 Medical chemistry

一 般 生 物 質 化 學 入 346.7；

植 物 化 學 入 373.8； 動 物 化 學

入 383.6；活質成分及化學變

化分入 399.2-.8；藥物化學入  
418.4；毒物學入 418.8

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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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01 原理

.1 理論生化學 Theoretical 
biochemistry

.14  物理生化學 Physical 
biochemistry

.15  生化學中之放射性同位素 
Radio-isotope

.17  生物過程之化學

.18  分析生化學 Analytical 
biochemistry

.19  實驗藥理學 Experimental 
pharmacology

總論化學物品對於身體之生

理效驗實驗者入此

藥理學入 418.1

.2 無機物 Inorganic constituents

.21  水 Water

.22  流體 Fluids
水入 399.21

.24  礦物質；有機磷化合物 
Minerals

鈣、鎂、硫、鐵、磷、鈉

等入此

.26  水以外其他化合物
鹽入此

.28  色素 Pigments

.3 膠質

.4 有機物質 Organic compounds
有機硫化合物入此

色 素 入 399.28； 抗 生 素 入 

399.51；維他命入 399.6

.42  生物鹼 Alkaloids

.44  固醇類 Steroids
激素入 399.54

.45  碳水化合物 Carbohydrates
同：醣
參見 346.2 碳水化合物

.451      單醣類 Monosaccharides
四碳醣（Tetroses）、

五碳醣（Pentoses）、 

六碳醣（Hexoses）、 

葡萄糖（Glucose）、 

半乳糖（Galactose）、 

果糖（Fructose）、 

七碳醣（Heptose）入此

399.4519 單醣轉化衍生物
葡萄糖 -6- 磷酸

（Glucose-6-phos-

phate）、葡萄糖胺

（Glucosamine）等入此

.452      雙醣類 Disaccharides
蔗糖（Sucrose）、 

麥芽糖（Maltose）、 

乳糖（Lactose）、 

纖維糖入此

.453      三醣類 Trisaccharides
棉籽糖入此

.454      四醣類 Tetrasaccharides

.459      寡醣及多醣類 
    Oligosaccharides 及 
    Polysaccharides

澱粉（Starch）、肝醣 

（Glycogen）、纖維素 

（Cellulose）、半纖維糖 

（Hemi-cellulose）、果膠質 

（Pectin）入此

.47  脂質 Lipids
同：油脂

.472      脂肪

.473      三酸甘油酯 
    Triacylglycerol；

                Triglyceride

.475      磷脂質 Phospholipids

.4751          卵磷脂 Lecithin； 
        Phosphotidylcholine

.4752          腦磷脂 Cephalin

.476      醣脂 Glycolipids

.477      脂肪酸 Fatty acids

.4771          飽和脂肪酸 Saturated
fatty ac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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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碳酸（Lauric 

acid）、 十四碳酸

（Myristic acid）、棕櫚 

酸（Palmitic acid）、硬

脂酸（Stearic acid）、

花生酸（Arachidic cid）

入此

399.4772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Monounsaturated fatty acids

油酸（Oleic acid）、

棕櫚油酸（Palmitoleic 

acid）入此

.4773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亞麻油酸（Linoleic 

acid）、次亞麻油酸

（Linolenic acid）、花生 

油酸、花生四烯酸

（Arachidonic acid）、

Eicosapentaenoic acid 

（EPA）、（Docosahexaenoic 

acid）（DHA）入此

.478      固醇 Sterols

.4781          膽固醇 Cholesterol

.4782          膽固醇酯 Cholesteryl este

.479      類固醇 Steroids
類固醇荷爾蒙入 399.54

.48  脂蛋白 Lipoproteins
乳糜微粒（Chylomicrons）、 

超低密度脂蛋白（Very low 

density lipoprotein,VLDL）、

低密度脂蛋白（Low density 

lipoprotein, LDL）、高密度

脂蛋白（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HDL）入此

.5 生物活質物質 Organic living 
matter

.51  抗生素 Antibiotics

399.54 激素 Hormones
同：荷爾蒙

.541  甲狀腺激素 Thyroid 
hormones

.542  甲狀旁腺激素 Parathyroid 
hormones

.543      胸腺激素 Thymosin

.544      垂體激素 Pituitrin

.5441          前葉激素 Anterior
                     pituitary hormone

生長激素（Growth 

hormone）、催乳激素

（Prolactin）、代謝激素

入此

.5445          中葉激素

.5447          後葉激素 Posterior
pituitary hormone

催產素（Oxytocin）、 

抗利尿激素（Antidiuretic

hormones）入此

.545  松果體激素 Pineal gland；
Melatonin

.546  腎上腺皮質激素 Adrenal 
cortex hormone

.547  胰島素 Insulin；升血糖素 
Glucagon

.548      性腺激素 Sex hormones

.5481          雄性激素 Androgens

.5483          雌性激素 Estrogens

.549      胃泌激素 Gastrin

.6 維生素 Vitamins
同：維他命

當代謝作用的輔酶，以維持正

常發育的一種有機化合物。除少

數例外，必須仰賴於外界供應，

而不能在體內合成，而且不供給

能量

.61  維生素Ａ Vitamins A

.611      胡蘿蔔素 Carotene

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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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型胡蘿蔔素（ α- 

carotene）、β型胡蘿蔔素

（β-carotene）、γ型胡蘿

蔔素（γ-carotene）入此

399.613              視網醛 Retinal
同：維生素 A1

.613      　視網醇 Retinol
同：維生素 A1 醇

.614      　視網酸 Retinoic acid

.62  維生素 B Vitamin B

.621  維生素 B1 Vitamin B1； 
Thiamin

.622  維生素 B2 VitaminB2； 
Riboflavin

.623      維生素 B6  Vitamin B6

.624      維生素 B12 Vitamin B12

.629      其他維生素 B
菸鹼胺（Niacin mide）、 

泛酸（Pantothenic acid）、 

膽素（Choline）、類脂酸 

（Lipoic acid）入此

.6291          菸鹼酸 Niacin；Nicotinic

                    acid

.6294          葉酸 Folic acid；Folacin

.6295          生物素 Biotin

.63  維生素 C Vitamin C
同：抗壞血病酸（Ascorbic 

acid）

.64  維生素 D Vitamin D
維生素 D2、維生素 D3 入此

.65  維生素 E Vitamin E
同：生育醇（Tocopherol）

.68  維生素 K Vitamin K
維生素K1、維生素K2、維生

素K3入此

.69  其他維生素

.7 蛋白質 Proteins
蛋白質工程入 368.6

.71  單純蛋白質 Simple proteins

399.711 白蛋白 Albumins

.712      球蛋白 Globulins

.717      組蛋白 Histone

.72  複合蛋白質 Conjugated

.721      核蛋白 Nucleoproteins

.722      糖蛋白 Glycoproteins

.723      磷蛋白 Phosphoproteins

.73  衍生蛋白質 Derived proteins
月柬（Peptones）、胜月太

（Peptides）入此

.74  酵素
同：酶（Enzymes）

酵素工程入 368.67；醱酵工

程入 368.71

.75  脂肪分解 Lipolytic
脂肪分解酶（Lipases）、胰 

脂解酶（Panczeatic lipase）、 

脂蛋白脂解酶酶（Lipoprotein 

Lipase）、肝脂解酶（Hepatic 

lipase）、荷爾蒙敏感性脂解 

酶（Hormone-sensitive ipase） 

入此

.76  糖分解 Saccharolytic
澱粉酶（Amylases）、麥芽 

糖酶（Maltase）入此

.77  蛋白分解 Proteolytic
蛋白酶（Proteases）、組織

蛋白酶（Cathepsins）、胃蛋

白酶（Pepsin）、胰蛋白酶

（Trypsin）、胰凝乳蛋白酶

（Chymotrypsin）入此

.78 氧化 Oxidizing；還原 
Reducing

氧化酶（Oxidases）、去氫

酶（Dehydrogenases）、過氧

化氫酶（Catalase）入此

參見 346.04 氧化與還原

.8 其他有機物 Other organic 
matter

.81  胺基酸 Amino acids

.84  核酸 Nucle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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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841 核 糖 核 酸 Ribonucleic acid 
                      RNA）

.842 去氧核糖核酸    
Deoxyribonucleic acid 
（DNA）

.843      核苷酸 Nucleotide

.8431          嘌呤 Purine
腺嘌呤（Adenine）、

鳥嘌呤（Guanine）入此

嘌吟代謝障礙入415.595

.8432          嘧啶 Pyrimidine
胸腺嘧啶（Thymine）、

胞嘧啶（Cytosine）、尿

嘧啶（Uracil）入此

.85  尿酸 Uric acid

.9 生物合成 Biosynthesis

.91  葡萄糖生成 Gluconeogenesis

.92  脂質生成 Lipogenesis

.921  脂肪酸合成 Fatty acid 
synthesis

.93  蛋白質生成 Protein  syh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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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學類

Applied sciences
應用科學係與純粹科學或理論科學對舉，謂將科學原理應用於醫農工礦及製造等生產部門而形成之

學術，包括醫藥、農業、礦冶、工程、化工、製造等；另外，有關各種商業、商學也附及於此

總論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或純粹科學與技術科學者入科學類，專論應用科學或技術科學者入此

有關科技各部門使用之儀器，如係探討科學原理或使用方法者，分入使用該儀器之科學；如係專門

探討製造者，分入製造工程

有關通用機械入機械工程，有關專用機械，例如紡織機械、農業機械、印刷機械等，分入有關工程各類

應用心理學入 177；電腦科學入 312；應用數學入 319；太空科學入 326；生物技術入 361.9；應用力

學入 440.13；應用植物學入 374；應用動物學入 384；發明史入 409；專利入 440.6

應用科學

400  應用科學總論 Applied
sciences：general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11  古籍
書例：天工開物（宋應星）

.15  能源技術
參見 554.68 能源

.16  廢物處理技術

.2 工業工程 Industrial engineering

401  技術理論 Technology
theory

.1 技術哲學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402  技術參考工具

Technology  reference tools

403  技術教育及研究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3 技術移轉 Technology transfer

參見 528.8 職業教育

404  技術辭典 Technology
dictionary

406  技術團體 Technology
organizations

.4 國際技能競賽大會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8 技術博物館 Technological
museum

408  技術叢書 Technology
book series

409  技術史 History of 
technology 

器械發明史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參見 309 科學史

.2 中國技術史 History of Chinese 
technology

.4 西洋技術史 History of western 
technology



228

中文圖書分類法

應
用
科
學
類

410  醫藥總論 Medical
sciences：general

.14  醫學心理學
同：健康心理學

.15  醫學社會學

.1619          醫學倫理學
醫生道德、醫學守則入此
醫病關係入 419.47；

護理倫理、照護倫理入
419.61619；安樂死入
197.12 
參見 197.1 生命醫學倫理學

.1636           生物醫學
 同 : 生物醫學科學
生物醫學工程、生物

醫學技術入此

.1644          醫學工程學
醫用電子學入此

.1655          醫療經濟學
同：健康經濟學

.18  中西醫藥比較
中西醫整合治療總論入

413.2，專論入中醫各科

.26 醫學手冊
家庭醫學手冊入 429.026

.3 醫學教育 Medical education
中醫教育入 413.03
參見 418.03 藥學教育；419.4

醫院管理教育及研究；419.63 護
理教育

.69 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7 醫學論文集 Collection of 
medical essays

屬中醫方面入 413.8

.8 叢書 Book series
中醫藥叢書入 413.08

.9 醫學史 History of medicine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10.92        中國醫學史

中醫史入此

.99  醫療界人物傳記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92 中國醫學傳記

411  衛生學 Hygiene

.1 個人衛生 Personal hygiene；健
康法 Health method

.11  古衛生訓
書例：遵生八牋（高濂）、

養生訓（貝原益軒）

.12 呼吸法
氣功入 413.94

.13  冷水法；沐浴法
三溫暖、SPA 入此

藥浴入 413.97

.15  靜坐
瑜珈入此 ( 含各種用途瑜

珈 )

.18  長生法

.19  健腦法

.3 營養與食品 Nutrition and food
健康食品、食品衛生入此

.35  減肥食品

.37  特殊飲食
高血壓、糖尿病及罕見疾病

病人的飲食入此

.371      素食

.372 高纖與低纖食品

醫藥

Medical sciences
人體解剖學入 394；生理學入 397-398；生化學（醫化學）入 399；獸醫學入 437.2；法醫學入 

586.66；軍事醫學入 594.9；藥籤入 29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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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73 健康食品；有機食品

藥膳食療入413.98；生機

飲食入418.914

.374      母親與嬰兒之營養食品

.38  各種營養元素

.4 飲料與健康 Beverage and 
health

 .41 水；礦泉水

.42  運動飲料；優酪乳

.47  提神飲料
茶、咖啡入此

.48  碳酸性飲料
汽水、可樂入此

.5 身體清潔與衛生 Body clean and 
hygiene

參見 411.13 冷水法、沐浴法；

425 美容

.6 住所與健康 Residence and 
health

參見 412.73 居住環境衛生、

422 居住環境

.7 身體活動 Physical activities

.71  運動 Sports；體適能 Exercise 
fitness

.711 有氧運動；體操；健身運動

健身舞蹈、有氧舞蹈入

976.8

.712      跑步與健行

.75  姿勢

.77  休息；鬆弛；睡眠

.8 藥物濫用 Drug abuse；精神作 
用物質濫用 Psychoactive 
substance abuse

藥物濫用防治入 412.24

參見 415.982 精神作用物質引

起之精神疾病與行為障礙症

411.81 酒精飲料

.82  麻醉劑 Narcotics；迷幻藥； 
Hallucinogens 
（Psychedelics）；大麻製品 
Cannabis

安非他命
（Amphetamines）、古柯鹼
（Cocaine）等入此

參見 418.21 神經系統藥物

.84 吸菸
論吸菸與健康、菸害防治入此

吸菸風俗入 538.75

 .85 檳榔

.9 特殊論題 Special topics
勞工福利與衛生入 556.83；

工廠安全、勞動災害入 555.56；

職業衛生保健入 412.53

.91  優生保健
生育控制、人工流產、家庭

計畫入此

.94  體重控制；減肥

.96  自衛 Self-defense
求生術、防身術入此

.98  旅行衛生

.99  性衛生 Sex hygiene

412  公共衛生 Public health
農村衛生入 431.47；職業衛生

入 412.53；環境衛生入 412.7；醫

院管理、醫事行政、護理入 419；

人類學對公共衛生管理之應用入

391.914；法醫學入 586.66

.1 衛生行政 Social medicine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2  中國

.133      臺灣
行政院衛生署入此

.2 醫藥政策與管理 Medicine policy 
and management

.21  醫政管理 Management of  
medical affairs 

醫藥



230

中文圖書分類法

應
用
科
學
類

醫政法規、解剖管理條例、

開業規則等入此

醫師登記及檢定入 419.12

 412.24  藥政管理 Management of   
  pharmaceutical affairs

醫藥分業、管制藥品管理、

藥物濫用防制入此

藥師登錄及檢覈入 418.01

.25  食品衛生管理 Management of 
food sanitation

食品衛生法規、食品衛生查

驗登記、食品餐飲業者管理入此

 .27 衛生警察

.28  出生、疾病與死亡之管理
出生證明、死亡證明、死

因報告入此

.285      罹病率報告

.29  各國狀況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 衛生檢驗 Sanitation inspection

.31  實驗室

.32  衛生醫學

.35  清潔檢查

.36  藥物檢驗；化妝品檢驗
參見418.43藥物分析、藥物

鑑定

.37  食品檢驗

.373      食品添加物

.374      基因改造食品

.4 流行病學 Epidemiology；防疫
Disease control

總論傳染病預防措施入此

參見 415.23 病毒性感染疾病

.41  流行病學
流行病學理論與方法入此
流行病學調查入 412.9

.42  防疫法規；疫情監視與調查
Surveillance  and investigation 
of disease control

.43  檢疫 Quarantine

412.45 特殊傳染性疾病預防

.451      痲瘋病預防

參見 415.2776 痲瘋病

.452      結核病預防

參見 415.2773 結核病

.453      性病預防

.454      愛滋病預防
參見 415.238 愛滋病

.46  寄生蟲疾病預防
參見 415.29 原蟲與寄生蟲

感染疾病

 .47 其他傳染性疾病預防法

.471      病毒性疾病預防
肝炎（Hepatitis）、腸病

毒（Enterovirus）預防入此

參見415.23病毒性感染疾病

.473      細菌性疾病預防
參見415.27細菌性感染疾病

.48  其他預防方法
隔離（Isolation）、消

毒（Disinfection）、滅菌 

（Sterilization）入此

.484      預防接種 Immunization
天然痘預防入此

免疫學入 369.85

.49  衛生生物學 Health biology
病媒和其控制入此

.492      昆蟲病媒
醫學昆蟲學入此

.4922          蒼蠅病媒 Flies

.4923          蚊病媒 Mosquitoes
登革熱（Dengue ever）

預防入此

.4924 蝨病媒 Lice；蚤病媒
                    Fleas

.4929          其他昆蟲

.493      動物病媒
節肢動物病媒（如壁蝨 

Ticks）、鳥類病媒、齧齒動

物病媒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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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5 預防醫學與保健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health care

中醫預防醫學入 413.21

.51  健康檢查

同：體檢成人健檢、體能檢

定、婚前體檢入此

.52  疾病篩檢 Disease screening

.53  職業衛生保健 Occupational 
hygiene and health

專論工業衛生、勞工衛生入此

工廠安全、勞動災害入 

555.56；總論勞工福利、安全

及衛生入 556.83

參見 412.78 職業環境衛生

 .531 勞動營養；勞工體檢

.532      職業病

.56  醫療保險制度
公勞農保、全民健保入此

參見 563.74 人事保險

.57  災害醫學 Disaster  medicine
工廠安全、勞動災害入 

555.56

參見 415.22 急救

.58  婦幼健康與衛生 Maternal-child 
health and hygiene

.59  慢性病防治 Prevention of 
chronic diseases

.6 死亡之處理 Disposal of the 
dead

討論公墓及各種葬法利弊者入此

參見 538.6 喪葬；415.112 屍

體解剖病理學

.61  屍體處理
太平間入此

.62  葬法
論土葬、火葬利弊者入此

風俗及各葬法過程入 538.64

[.63]  法醫學

宜入 586.66

.7 環境衛生 Environment 
sanitation

市政及環境工程入 445

參見 445.9 環境污染及其防治

 412.71  自然環境的衛生

.712      天氣；氣候與健康
醫藥氣候學入 412.8

.713      季節改變

.714      濕度

.719      空氣；光線
森林浴入此

.7193 日光浴

  .7194 裸體 Nudism

  .73  居家環境衛生

參見429.6家庭消毒；429.8

清掃；411.6 住所與健康；422

居住環境

.77  公共場所之衛生

.771      營業場所衛生
包括飲食場所、醫院、

健康機構、公共休息室、

廁所、娛樂場所、理髮廳、

美容院、公共運輸等

.775      社區衛生

.778      學校；幼稚園；托兒所環境 
    衛生

.78  職業環境衛生 Hygiene of 
occupational environment

職業衛生入 412.53；工廠安

全、勞動災害入 555.56

.79  公共安全
參見 416.14 外傷學

.791      水質及飲水安全衛生

.793      可燃物及火的消防安全
汽油、天然氣、煤氣、炸

藥、煙火入此

.796      運輸、旅行的安全

.797      自然災難

.8 醫藥地理學 Medical 
geography；醫藥氣候學
Medical climatology

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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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81  地理病理學 Geographic  
pat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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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3          臺灣
烏腳病（Black foot 

disease）入此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

.82  熱帶醫學 Tropical medicine

.83  寒帶醫學 Frigid zone medi-
cine

極地醫學（Polar medicine）

入此

.84 高山醫學 Mountain medicine 
in high altitude

高山病入 415.13252

.85  航空醫學 Aviation  medicine

.855      飛行因素對人體的影響與疾病

.8551          加速

.8552          高度與氣壓

.8553          溫度；濕度

.8554          振動；噪音

.8555          光線；電磁波

.8556          飛行對心臟血管的損害

.856      專科疾病

.8564          航空神經精神病學

.8565          航空眼科學

.8566          航空耳鼻咽喉科學

.8568            航空外科學

.858      航空用藥

.86  太空醫學 Space medicine

.87  潛水醫學 Diving medicine

.88  海洋醫學 Ocean medicine

.9 各國衛生統計與調查 Health 
statistics and investigatio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各國出生、疾病、死亡之統計

與調查；流行病學調查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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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縣市表複分

各國衛生行政入 412.1；各國

醫藥設施入 419.3

412.99  國際衛生

413  中國醫學 Chinese
medicine

同：中醫

日本、韓國稱漢醫或漢方醫

中西醫藥比較入 410.18；中

醫生理學入 413.16；中醫病理

學入 413.18；中醫預防醫學入 

413.21；中醫診斷治療、中西醫結

合治療入 413.2；中國醫方、中國

藥物學入 414；中醫史入 410.92

413.03 中醫教育

.08  中醫藥叢書

.09  中國少數民族醫學；各國中
醫

總論蒙古醫、藏醫、日韓漢

醫之發展者得細分如下

蒙古、西藏、新疆等地醫學

史入 410.9 相關類號

.0925          蒙古醫

.0926          藏醫

.0931          日本漢醫

.0932          韓國漢醫

[.099 ]     中國醫家

宜入 410.992 中國醫學傳記

.1 醫經 Chinese medical 
classics；中醫理論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中醫哲學、醫經與醫經注疏入此

書例：金匱要略入 413.31；甲

乙經（皇甫謐）入 413.911

.11  內經
現存最早的中醫理論經典著

作，由素問與靈樞組成。素問

內容大致包括養生、預防、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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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臟象、經絡、論治、藥性

理論、運氣學說等

413.111  內經素問

.112      內經靈樞
同：鍼經

參見 413.91 針灸

.113      靈素合編
書例：黃帝內經太素（楊

上喜）、類經（張景岳）、

內經知要（李中梓）

.12  難經
同：黃帝八十一難經

作者不明，約成書於東漢

以前或秦漢之際，有託名戰國

扁鵲著，內容在討論脈診、經 

絡、臟腑、病證、腧穴、針 

法，以問難的形式，設81個問

題，以解疑釋難

.13 諸家醫典
書例：中藏經（華佗）

.15  陰陽五行學說；運氣學說

.16  中醫生理學；中醫心理學
中醫解剖學入此

.161      氣血津液

.163      臟象
論五臟（心、肝、脾、 

肺、腎）六腑（膽、胃、

大腸、小腸、三焦、膀胱）

奇恆之腑（腦、髓、骨、脈、

膽、女子胞）等功能入此

.165      經絡

.169          中醫心理學

.18 中醫病理學

探討病因、病機

書例：諸病源候論（巢元方

.189 中醫免疫學

.19        中醫古文

.2 中醫臨床醫學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clinical 
medicine

總論中醫診斷學、中醫治療 

學、中西醫結合療法入此

專論入中醫各科

413.21  中醫預防醫學
中醫養生入此

.22  中醫診斷學
書例：診家直訣（周學海）

.23  脈學 Pulse

.231      脈經
書例：脈經（王叔和）

.232      脈訣
書例：脈訣（王叔和 ）、

脈訣（崔嘉彥）

歌訣體脈學著作入此

.233      諸家脈學

.24  四診
望、聞、問、切四診入此

.241 望
色診、舌診入此

.242      聞
 聽診、用鼻聞氣味入此 

.243      問（詢查、談話）

.244      切

.2441          脈診
同：切脈

.2442          按診
腹診入此

.25  辨證

.251      八綱辨證
分別病型：陰、陽、表、

裏、寒、熱、虛、實

.252 病因辨證

.253 六經辨證

.254 臟腑辨證

.255 經絡辨證

.256 營衛氣血與三焦辨證

.259 其他診法
全息論入此

.26 中醫治療學

醫藥



234

中文圖書分類法

應
用
科
學
類

中醫治則、八法論治入此
中醫特別治療入 413.9

413.28  中醫護理

.281      內科護理

.282      外科護理

.283      婦產科護理

.284      老幼科護理

.289      其他

.3 中醫內科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internal medicine

.31  金匱要略
係東漢張仲景撰傷寒雜病論

部分，內容以內科雜病為主，

兼論部分婦產科、急救猝死、

臟腑經絡病脈、飲食宜忌、中

毒等

仿 413.32 分

.32 傷寒論

.321      注疏

.326          方論

.327      歌括

.328      圖表

.329      研究

.33  溫病
暑溫、伏暑、春溫、濕溫、

風溫、冬溫、秋燥、瘟疫、霍
亂（痧賬、伏陰）、瘧疾、鼠
疫等入此

.34  臟腑病症

.341      肺系病症
感冒、咳嗽、哮喘、肺 

癰、肺脹、肺痿、失音、癆
瘵（肺結核）等入此

.342      心系病症
心悸、怔忡、胸痺（真心

痛）、失眠、健忘、昏迷、
百合病、癲狂、癲癇入此

.343      脾胃系病症
嘔吐、呃逆、噎膈、痞 

滿、脘腹痛、泄瀉、便泌、
痢疾、蟲症等入此

413.344      肝膽系病症
黃疸、症積、臌脹、脅痛、

痙痛、疝氣、顫證等入此

.345      腎及泌尿系病症
水腫、淋證、癃閉、遺 

尿、尿失禁、遺泄、男子
不育、尿濁、精濁，中醫
男科、中醫泌尿科學入此

.35  一般疾病

.351      內傷發熱

.352      中風

.353      眩暈
頭痛、頭風入此

.354      消渴
同：糖尿病

.355      虛勞

.356      痿證；痺證
同：肌肉萎縮；關節炎

.357 血證；血瘀
血液疾病、瘀血入此

.358      痰飲
指水液在體內運布失常，

停積於某些部位而發生的疾

病。稠者為痰，稀者為飲

.359      其他內科雜症
急症、汗症、厥症、腳氣

等入此

.36  現代醫學內科疾病
高血壓、中醫神經病學、中

醫精神病學入此

.37  中醫腫瘤

.39  其他

.391      中醫性醫學

.4 中醫外科；中醫骨傷科；中醫皮
膚科：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urgery、 
orthopaedics and 
traumatology、dermatology

割治法入此

外治療法入 413.96

.41  中醫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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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411      創傷
割傷、刺傷、裂傷等入此

.412      瘍
疔、瘰塛、癰等入此

.413      肛腸病
痔漏、便血（近血）、

便後痛、痔瘻、瘻瘡、瘻

肛、臟毒、坐馬癰、跨馬

癰入此

.419      其他

.42  中醫骨傷科

.421      骨折

.422      脫位
正骨法入此

.423      軟組織損傷
上肢、下肢、軀幹軟組織

損傷、腰扭傷、挫傷等入此

.429      其他
現代醫學骨傷科疾病入此

.43 中醫皮膚科

.431      疥癬

.432      痲瘋

.433      梅毒；性病

.439      其他
現代醫學皮膚科、性病入此

.5 中醫五官科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facial features

.51  眼科
書例：原機啟微（倪維德）

.52  耳鼻咽喉科
鼻療法入此

.53  口齒科

.6 中醫婦產科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61  婦科病
經病（痛經、閉經、崩漏、

帶下、月經失調）、不孕等入此

.62  產科病

妊娠、子氣、子滿、臨產、

產後、乳病入此

413.63  現代醫學婦產科疾病
子宮頸癌、卵巢癌等入此

.69  其他

.7 中醫老幼科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children and elders

綜合性著作入此

除本科已設類目者外，均入中

醫各科

.71  新生兒科

.72  痘疹；麻疹

.74  小兒雜病
小兒時疫、蟲疾、疝症入此

.75  老人科

.8 醫話 Medical discussion；醫案
Medical cases study

中醫臨床經驗談入此

針灸醫案入 413.91

.9 特別治療 Special treatments

.91  針灸 Acupuncture
同：鍼灸

.911      理論與方法
書例：針灸甲乙經（皇甫謐）

.912      針刺療法
火針、石針、溫針、電 

針、梅花針、七星針等療法

及儀器、針具入此

.913      區系針刺療法
頭針、耳針、鼻針入此

.914      灸法
艾灸、藥灸、隔薑灸、隔

鹽灸、隔餅灸、附餅灸等入此

.915      穴位療法
同：經絡療法

穴位注射療法（水針療法）

入此

.916      拔罐療法
火罐、藥罐、閃罐等入此

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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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919 其他
暈針、針灸意外、針刺麻

醉入此

.92  推拿；按摩
氣功推拿、氣功按摩、導

引按摩等入此

參見 418.9312 按摩

.93  指壓

.94  氣功
氣功為通過調身、調息、調

心相結合，以內外兼練，動靜 

相兼的自我身心鍛鍊的功法，

古稱吐納、導引、行氣、食 

氣、服氣等 

.95  膏藥療法
同：薄貼療法

.96  外治療法
敷、罨、薰蒸、吸入、熱

烘等入此

.97  民間醫藥
家傳治療法、青草藥、江湖

醫術、藥浴等入此

尿療法入 418.991；藥籤入

292.78

參見 418.991 經驗及歷史

治療法

.98 食療
藥膳、中醫營養學入此

參見 418.91 食療

.99  其他療法
整脊、刮痧、康復醫學等入此

414  中藥學 Materia  medica

.1 本草 Materia medica

.11  本草經

.12  綜合本草
凡屬綜合性之本草著作入此

書例：吳普本草、新修本 

草、湯液本草、證類本草

.121  本草綱目（李時珍）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1211          圖說

414.1212 繹名

.1213          考訂

.1214          補遺

.13  地方本草
中藥志、外國本草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中國再按中國省區表、中國縣

市表、臺灣縣市表複分

.132      中國本草
書例：滇南本草（蘭成）入 

414.13235

.1331          日本本草
書例：大倭本草（貝原

益軒）

.1332          韓國本草

.14  食療本草
以記述日常食品之療效、禁

忌與用法之書

.3 中藥材 Chinese materia 
medicine

個別藥材得按414.34-.37分，

在各目下按藥名排，有關個別藥

材的採集與加工、鑑定、藥理及

藥性、臨床應用，得於藥名後再

細分如下：

/1 藥材採集、加工、炮製

/2 藥材鑑定

/3 藥理、藥性

/4 臨床應用

.31 藥材採集與加工

.32  藥材鑑定
中藥材基原鑑定

.33  中藥化學
生藥化學入此

.331      化學分析與鑑定
化學成分定性定量分析鑑定

.332      有效成分
有效成分的分離與提取、

化學合成入此

.34  植物藥

包含菌類等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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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35  動物藥
包含昆蟲藥入此

.36  礦物藥

.37  海洋藥物

.4 中藥炮製 Chinese medicine： 
processing

.44  方法
包括水製、火製、水火共製等

.5 中藥藥理 Chinese medicine：
pharmacology

.51  藥性
四氣五味、升降浮沉、補 

瀉、歸經、毒性、藥性歌賦等
基本理論入此

.52  實驗藥理

.53  臨床藥理
中藥服藥法、中藥藥物過 

敏、中藥麻醉入此

.6 方劑學 Prescription
中藥配伍入此

.61 方論
中藥配伍與方劑之組成理

入此

.62  醫方
各時代之醫方彙編入此

書 例： 千 金 要 方（ 孫 思 

邈）、普濟方（朱繡）

.63  方歌

.65  驗方；單方
偏方、秘方、急方入此

.7 中藥製劑 Chinese medicine：
preparation

各種劑型之作法，丸、散、 

膏、單、湯、酒劑入此；包括科

學中藥，膠、錠、顆劑等均入此

.9 中藥藥事組織 Chinese 
medicine：pharmaceutical 
affairs and organization

.91  藥事法規

.92  藥房；藥局

.93  藥品管理及儲藏

415  西醫學 Western medicine

各科醫療參考類目表

內科              415.2

傳染病科       415.23

皮膚科           415.7

泌尿器科       415.8

神經科             415.9

精神科             415.95

外科             416

眼科             416.7

耳鼻喉科      416.8

牙科            416.9

婦科            417.1

產科            417.3

兒科            417.5

老人科            417.7

.1 病理學 Pathology
中醫病理學入 413.18

.11  解剖病理學 Anatomical 
pathology

.112  屍體解剖病理學 Autopsy 
pathology

參見 412.61 屍體處理

.113  外科病理學 Surgical 
pathology

.114      細胞病理學 Cytopathology

.115      解剖病理技術

.1152          組織病理學
                    Histopathology

.1153          超微結構病理學
                     Ultrastructural pathology

.1156 免疫化學病理學
                     Immunochemical  

        pathology

.1157          分子病理學 Molecular

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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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hology

415.12 病源檢驗；醫學檢驗
檢驗醫學、染色技術、檢驗

試劑配製、檢驗儀器入此

.121 臨床生化檢驗 Clinical 
    biochemistry

.122      臨床鏡檢學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尿液一般檢驗、尿液生

化檢驗、糞便檢驗、糞便

寄生蟲檢驗、胸水檢驗、

腦脊髓液檢驗、其他體液

檢驗入此

.123  臨床微生物檢驗 
Microbiological examination

.124      臨床血液檢驗 
    Hematological examination

骨髓檢驗、血庫學（Blood 

 bank）入此

.125 臨床免疫檢驗 
    Immunological examination

免疫擴散法、酵素免疫 

法、免疫球蛋白測定入此

.129 其他

.13  一般病理學 General pathology

.131 病因學 Etiology；發病學 
Pathogenesis

.132      細胞學病理 Cellular 
    pathology

.1325          細胞損傷 Cell injury；細

胞凋亡 Cell death

細胞壞死（Necrosis）、 

自由基病變入此

.13252              物理障礙
高山病、動搖病、

暈船、熱障礙、放射

線障害入此

參見 412.8 醫藥地

理學、醫藥氣候學

.1326          細胞適應 Cell adaptation

細胞生長、分化、萎 

縮、肥大、增生、化生、

異生、老化入此

415.133 發炎修補 Inflammation and
repair

.134      循環障礙 Circulatory 
    disorders

.135      基因病變 Genetic disorders

.136      營養性疾病病理 Nutritional 
    pathology；環境病理學 
    Environmental pathology

.137      傳染性疾病病理

.138      腫瘤病理 Neoplasms
同：腫瘍病理

腫瘤學 (Oncology)、癌

症病理學入此；各部位腫

瘤分入各科

.139      小兒病理學 Diseases of 
    infancy and childhood

.14  特殊器官病理 Special 
pathology

.141      心臟血管系統 
    Cardiovascular system

.142 血液與淋巴系統 
    Hematologic and lymphatic 
    systems

.143  呼吸系統 Respiratory 
system

.144      頭頸部 Head and neck；眼 
    部 Eye

.145  口腔病理學 Oral 
pathology；消化系統
Digestive system

.146  腎及泌尿生殖系統 Kidney 
and urogential  system

.1461 腎及下泌尿道 Kidney and 
   lower urinary tract

.1463 男性生殖道 Male gen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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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t

415.1465 女性生殖道 Female geni- 
         tal tract

.1466 乳房 Breast

參見416.23乳房外科；

417.29 乳房

.147      內分泌系統 Endocrine 
    system

.148  皮膚 Skin；軟組織 Soft         
tissue；骨 Bone

關節、肌肉、腹膜、網

膜入此

.149      神經系統與感覺器 Nervous 
    system and sensory organ

.18  臨床試驗醫學 Clinical trials
人體實驗（Human experi-

mentation）入此

.19  實驗病理學 Experimental 
pathology

用動物實驗作病理學研究者

或特種疾病之實驗室研究

動物實驗醫學（Laboratory 

animals）入此

.193      靈長類
 猴子、猿入此

.195 鳥禽類

.197      狗；貓

.198      齧齒類
鼠入此

.199      其他哺乳類
兔子入此

.2 行醫 Practice of medicine；醫
務 Medical matters；內科 
Internal medicine

以內科為主者入此

.205  臨床內科

.206  病例 Clinical case；病歷 
Clinical history

415.208 症候學 Symptomatology

.21  診斷學 Diagnostics
病源檢驗入 415.12；中醫診

斷入 413.2

參見各科診斷

.211 血壓

.212      脈搏

.213      體溫
溫度測定入此

.214      聽診；敲診；觸診

.215      電氣生理檢查診斷
肌電圖、腦波、神經傳導

檢查入此

心電圖檢查入 415.3023

.216      放射線診斷 Radiological 
    diagnosis

放射線治療入 418.95

.2162 Ｘ射線及螢光屏檢查 
    X-ray and fluoroscopic 
    examinations

.2164          放射線同位素掃描 
        Radioisotope  scanning

.2165          電腦斷層掃描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2166 磁振造影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2167          正子斷層掃描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2168          超音波診斷

.2169          其他影像醫學檢查診斷

.22  急救 Resuscitation
此目收醫師所用緊要處理方法

休克、人工呼吸、心肺復甦

術入此

家庭急救法入429.4

.221      窒息 Asphyxia

.222      溺水 Drowning

.223      燒燙傷 Burn

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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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224 爆炸 Explosion

.225      中毒；服毒 Intoxication

.226      壓碎傷 Crush

.227 過敏 Allergy

.229      其他

.23  病毒性感染疾病
參見412.471病毒性疾病預防

.231      皰疹病毒感染 Herpes virus 
    infection

單純皰疹（Herpes sim- 

plex）、巨細胞病毒感染

（Cytomegalovirus infec-

tion）、E-B 病毒感染（E-B 

virus infection）入此

.232      輪狀病毒感染 Rotavirus 
    infection

.234      德國麻疹 German  measles 
  （Rubella）；麻疹  Measles

.235      日本腦炎 Japanese 
    encephalitis

.236      登革熱 Dengue fever；登革 
    出血熱 Dengue 
    hemorrhagic fever

.237      流行性感冒 Influenza

.238 愛滋病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

同：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

參見 412.454 愛滋病預防

.239  其他病毒性感染疾病
天花（Smallpox）、腮腺 

炎（Mumps）、狂犬病（Rabies） 

入此

.24  披衣菌感染疾病 Chlamydia 
infection

.242      鸚鵡熱 Psittacosis（Parrot 
    fever）

.25  黴漿菌感染疾病 Mycoplasma 
infection

415.26 立克次體感染疾病 Rickettsial 
infection

.261      恙蟲病 Scrub typhus

.262 斑疹傷寒 Typhus

.263      Q 熱 Q Fever

.269      其他立克次體感染疾病
洛磯山熱、其他斑疹熱、

立克次體痘（Rickettsial 

pox）入此

.27  細菌性感染疾病
參見412.473細菌性疾病預防

.271      革蘭氏陽性球菌感染疾病

.2712          葡萄球菌感染疾病 
        Staphylococcus infection

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疾

病入此

.2713          鏈球菌感染疾病 
        Streptococcus  infection

肺炎鏈球菌感染、丹毒 

（Erysipelas ）、猩紅熱  

（Scarlet fever）入此

.2714          腸球菌感染疾病 
        Enterococcus infection

.2719 其他革蘭氏陽性球菌感染 
        疾病

.272 革蘭氏陽性桿菌感染疾病

.2723          白喉 Diphtheria

.2725          炭疽症 Anthrax

.2729 其他革蘭氏陽性桿菌感染 
      疾病

李斯特氏菌感染症入此

.273      革蘭氏陰性球菌感染疾病

.2731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 
        Cerebrospinal meningitis

.2732          淋病 Gonorrhea
婦女淋病入 417.26

.2739           其他革蘭氏陰性球菌感染 
        疾病

.274      革蘭氏陰性桿菌感染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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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2742 霍亂 Cholera

.2743 幽門桿菌感染疾病 
        Helicobacter  infection

.2745 桿菌性痢疾 Shigella 
       dysentery

.2746          沙門氏桿菌感染疾病 
        Salmonella infection

傷寒、副傷寒入此

.2748          退伍軍人症 Legionella 
        infection

.2749          其他革蘭氏陰性桿菌感染 
        疾病

.275      螺旋菌感染疾病

.2752          梅毒 Syphilis

.2753          萊姆病 Lyme disease

.2754          鈎端螺旋菌感染症 
        Leptospirosis

.2759          其他螺旋菌感染疾病

.276      厭氧菌感染疾病

.2762          破傷風 Tetanus

.2763          肉毒桿菌感染疾病 
        Clostridium  botulism 
        infection

.2764 偽黏膜大腸炎

.2769 其他厭氧菌感染疾病

.277      分枝桿菌感染疾病

[.2773] 肺結核 Pulmonary 
                          tuberculosis

      宜入 415.462 肺結核

.2774          肺外結核 
        Extrapulmonary 
        tuberculosis

.2775          非典型結核菌感染疾病
                     Atypical mycobacterium 
                     infection

同：非結核分枝桿菌感 

染（Non-Tuberculosis

mycobacterium infec-

tion）

415.2776          痲瘋病 Leprosy

同：癩病

參見412.451痲瘋病預防

.279 其他細菌性感染疾病
奴卡氏菌病

（Nocardiosis）、 放線菌

病（Actinomycosis）入此

.28  黴菌性感染疾病

.282      念珠菌感染疾病 Candida 
    infection

.283      隱球菌感染疾病 
    Cryptococcus infection

.284      肺囊蟲感染疾病 
    Pneumocystis carinii

.289      其他黴菌感染疾病

.29  原蟲與寄生蟲感染疾病
參見412.46寄生蟲疾病預防

.2901          瘧疾 Malaria

.2902          阿米巴原蟲感染疾病 
        Ameba infection

.2909          其他原蟲感染疾病

.291      蛔蟲病 Ascariasis

.292      蟯蟲病 Enterobiasis

.293 鈎蟲病 Hookworm 
    infection

.294      絛蟲病 Teniasis

.295      吸蟲病 Fluke infection

.298      廣東住血線蟲病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 infection

.299      其他寄生蟲感染疾病

.3 循環系統疾病 Circulatory 
system

循環學（Circulation）、心臟 

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s）入此

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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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302 診斷；治療

.3023 心電圖

Electrocardiography

.3024 超音波心圖 
        Echocardiography

.3025          心血管攝影 
        Angiocardiography

.3026          心導管術 Cardiac 
        catheterization

.3028          冠狀動脈氣球擴張術 
        Coronary  angioplasty

.31  心臟學 Cardiology

.315 天性心臟病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s 

.316 後天性心臟病 Acquired 
    heart diseases

.3161 冠心病 Coronary  heart 
    diseases

動脈粥狀硬化

（Atherosclerosis）、心

絞痛（Anginapectoris）、 

心肌梗塞（Myocardial

infarction）入此

.3162 風濕性心臟病 Rheumatic 
        heart diseases

.3163  瓣膜性心臟病 Valvular
heart diseases

.3164          心包膜疾病 Pericardium

心包膜炎（Pericarditis） 

  入此

.3165          心肌疾病 Myocardium

心肌炎(Myocarditis）、 

心肌病變（Cardiomyopathy） 

入此

.3166          心內膜疾病 Endocardium
心內膜炎Endocarditis 

入此

.318  心律不整 Arrhythmia

.3182          電氣生理學 

        Electrophysiology

電氣生理檢查診斷入 

415.215

415.319            心臟衰竭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38  血管學 Angiology；血管疾病 
Blood vessels

.382  高血壓 Hypertension

高血壓性心臟病 

（Hypertensive cardiovas- 

cular diseases）入此

.383      主動脈 Aorta
主動脈瘤（Aortic 

aneurysm）入此

.384      動脈疾病 Artery
動脈炎（Arteritis）、動 

脈栓塞（A r t e r i a l 

embolism）、動脈硬化 

（Arteriosclerosis）、動脈

瘤（Aneurysms）入此

.385      靜脈疾病 Veins
靜脈炎

（Thrombophlebitis）、 

靜脈曲張（Varicose veins）

入此

.386      微血管疾病 Capillaries

.4 呼吸系統疾病 Respiratory 
system

.41 診斷 Diagnosis；治療
            Treatment

.412      支氣管鏡檢術 
    Bronchoscopy

.413      肺功能檢查 Pulmonary 
    function  test

.414      機械通氣 Mechanical 
    ventilation

同：機械呼吸 

（Mechanical respiration）

.415      呼吸治療 Respiratory 
    therapy

.42  氣管與氣道疾病 Trache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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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way diseases

415.421      哮吼 Croup

.423      花粉熱 Hay fever
同：乾草熱

.424      上呼吸道感染 Upper 
    respiratory infection

.425      氣喘 Asthma
同：支氣管氣喘

（Bronchial asthma）

.426      支氣管炎 Bronchitis
氣管炎（Tracheitis）入此

.427      支氣管擴張症 
    Bronchiectasis

.428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s

肺氣腫（Pulmonary 

emphysema）入此

.43  肋膜疾病 Diseases of pleura
同：胸膜疾病

.431      肋膜炎 Pleuritis
同：胸膜炎

.432      肋膜積水 Pleural effusion
同：胸膜積水；水胸

（Hydrothorax）

膿胸（Pyothorax）、血

胸（Hemothorax ）、乳糜胸 

（Chylothorax）入此

.434 氣胸；水氣胸 
                Pneumothorax

.45  縱膈疾病 Diseases of 
mediastinum

.451      縱膈炎 Mediastinitis

.452      縱膈瘤 Mediastinal tumor

.453      縱膈氣腫 Mediastinal 
    emphysema

.46  肺臟疾病 Pulmonary diseases

.461      肺間質疾病 Interstitial 
    diseases

間質性肺炎（Interstitial 

pneumoni）入此

415.462      肺結核 Pulmonary   

                      tuberculosis
參見 415.277 分枝桿菌

感染疾病；412.452 結核

病預防

.463      肺炎 Pneumonia

.464      肺膿瘍 Pulmonary abscess
肺壞疽（Lung gangrene）

入此

.465      塵肺症 Pneumoconiosis
同：肺塵埃沉著病

.466      肺出血 Pulmonary 
    hemorrhage

.467      肺血管疾病 Pulmonary 
    vascular diseases

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肺梗塞

（Pulmonary infarction）、

肺高壓症（Pulmonary

hypertension）、肺水腫

（Pulmonary edema）入此

.468      肺腫瘤 Pulmonary 
    neoplasm

.4682          肺癌 Lung cancer 
       （Bronchiogenic 
        carcinoma）

.469      肺扁塌 Lung atelectasis

.47  呼吸衰竭 Respiratory failure
呼吸窘迫症候群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

drome）入此

.472 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 Sleep 
                      apnea syndrome

.48  物理性及化學性肺傷害 
Physical and chemical injury 
 of lung

.49  橫膈病變 Diaphragm  diseases

      .5  消化系統疾病 Digestive system

.501      絞痛 Colic pain；腹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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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dominal  pain

415.502      消化不良 Indigestion

.504      腹瀉 Diarrhea

.506      便秘 Constipation

.507      羸瘦 Body weight loss

.509      診斷 Diagnosis

.5091          內視鏡術 Endoscopy

.5093            腹部超音波檢查 
        Abdominal  ultrasound

.51  食道疾病 Esophageal diseases

.511      食道炎 Esophagitis

.512      食道癌 Esophageal cancer

.515      食道靜脈曲張 Esophaeal 
    varices

.516      食道逆流性疾病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s
 同：胃逆流性疾病 

.52  胃疾病 Gastric diseases 

.524  胃炎 Gastritis

.525  胃靜脈曲張 Gastric varices  

.526      胃潰瘍 Gastric ulcer
消化性潰瘍（Peptic 

ulcer）入此

.527      胃癌 Gastric cancer

.528      胃下垂 Gastroptosis

.53  肝病 Liver diseases；膽囊疾病 
Gall bladder diseases；膽管疾
病 Bile duct diseases

.531 黃疸 Jaundice

.532      肝門脈高壓 Portal 
    hypertension

.533      肝炎 Hepatitis

.5332          病毒性肝炎 Viral 
        hepatitis

病毒性肝炎預防入

412.471

415.534      肝硬化 Cirrhosis

.536      肝腫瘤 Hepatic tumor

.5362          肝癌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537      肝膿瘍 Abscess

.538      膽囊疾病 Gall bladder 
    diseases

.5382          膽結石 Gall stone

.5384          膽囊炎 Cholecystitis

.5386          膽囊癌 Gallbladder 
        cancer

.539      膽管疾病 Bile duct diseases

.5392          膽管結石 Bile duct stone

.5394          膽管炎 Cholangitis

.5396          膽管癌 Bile duct cancer

.54  胰臟疾病 Pancreatic diseases

.542      胰臟炎 Pancreatitis

.549      胰臟癌 Pancreatic cancer

.55  小腸疾病 Small intestine 
diseases

.552      腸阻塞 Ileus

.553      十二指腸潰瘍 Duodenal 
    ulcer

.556      腸炎 Enteritis

.558      吸收不良 Malabsorption

.56  大腸疾病 Colon diseases

.562      闌尾炎 Appendicitis
同：盲腸炎

.564  大腸炎 Colitis

.565 痔瘡 Hemorrhoid

.569      大腸癌 Colon cancer

.57  腹膜疾病 Peritoneal diseases

.573 腹膜炎 Peritonitis

.58  營養缺乏症 Nutrition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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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581      維生素 A 缺乏症

.582      維生素 B 缺乏症

腳氣病（Beriberi）、糙

皮病（Pellagra）入此

.584     維生素 C 缺乏症

.585      維生素 D 缺乏症

佝僂病（Rickets）、骨質

疏鬆症（Osteoporosis）入此

.589      其他營養缺乏症

.59  代謝病 Metabolic disorders

.591      胺基酸代謝障礙

.592      碳水化合物輸送及代謝障礙

.593      類脂質代謝障礙

.5931          高膽固醇血症 
        Hypercholesterolemia

.5932          高三酸甘油脂血症 
        Hyper-triglyceridemia

.594      血漿蛋白代謝障礙

.595      痛風 Gout

.5951          痛風性關節病變

.5952          痛風性腎病變

.5953          痛風石

.596      礦物質代謝障礙

.597      體液、電解質及酸鹼平衡失調

.599      其他
肥胖症（Obesity）入此

兒童肥胖症入 417.5181

.6 血液病及淋巴系統疾病
Hematologic and lymphatic 
systems；內分泌系統疾病
Endocrine system

血 液 與 淋 巴 系 統 病 理入  

415.142；血液檢驗入 415.124；

血液及循環生理入 398.3

.61 紅血球疾病 Red blood cell 
disorders

.612      貧血 Anemia
海洋性貧血（Thalassemia）、

蠶豆症（Fabism）、再生不

良性貧血（Aplastic  ane-

mia ）、缺鐵性貧血（Iron 

deficiency anemia）入此

415.615 多血症 Polycythemia

.62  出血疾病 Hemorrhagic 
disorders

.623      紫斑症 Purpura
血小板缺乏性紫斑症 

（Thrombocytopenic purpu-

ra）入此

.625      血友病 Hemophilia

.626      壞血病 Scurvy

.63  白血球疾病 Leukocyte 
disorders

.632      顆粒白血球缺乏症 
    Agranulocytosis

.635      白血病 Leukemia

.64  淋巴系統疾病 Lymphatic 
system disorders

.642  淋巴瘤 Lymphoma
何杰金氏病（Hodgkin's 

disease）入此

.645      多發性骨髓瘤 Multiple 
    myeloma

.649      脾臟病變 Spleen disorders

.65  血液病治療

.652      輸血醫學 Transfusion 
    medicine

.654      造血幹細胞移植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骨髓移植（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入此

.656 化學治療 Chemotherapy

.66  內分泌系統疾病 Endocrine 
system

.662  甲狀腺疾病 Thyroid                

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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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nd；副甲狀腺疾病 
Parathyroid glands

415.6623          甲狀腺腫 Goiter

.6624          甲狀腺毒症；甲狀腺功能 
        亢進

葛雷夫茲氏病

（Graves' 

 disease）入此

.6625          甲狀腺功能不足症

.6626          甲狀腺炎 Thyroiditis

.6627          副甲狀腺功能亢進症

.6628          副甲狀腺功能不足症

.663      腦下垂體 Pituitary gland

.6631          肢端肥大症；巨人症 GH- 
        secreting pituitary adeno- 
        ma

.6632          高泌乳素瘤 
        Hyperprolactinoma

.6633          泌乳素瘤 Prolactinoma

.6634          黃體促素瘤 LH-secreting 
        pituitary adenoma；濾泡 
        促素瘤 FSH-secreting 
        pituitary adenoma

.6635          甲狀腺促素瘤 TSH- 
        secreting pituitary 
        adenoma 

.6636          腎上腺皮質促素瘤 
        ACTH-secreting pituitary 
        adenoma

.6637          泛腦下垂體功能不足症

.6638          腦下垂體性侏儒症

.6639          尿崩症 Diabetes insipidus

.664      腎上腺 Adrenal  gland

.6641          庫欣氏症 Cushing's 
        syndrome

.6642 腎上腺醛固酮過多症

.6643          腎上腺皮質功能不足

.6644          嗜鉻細胞瘤 

        Pheochromocytoma 
      （Catecholamines 
        secretion）

415.666      性腺 Gonads
卵巢之內分泌功能入此

.6661          雌激素過多症
同：高雌激素症

雌激素入 418.276

.6662          卵巢衰竭

.6663          多囊性卵巢

.6664          黃體素及其衍生物 
        Progesterone

.6665          睪丸功能不足

.667      胸腺 Thymus  gland

.668      糖尿病 Diabetes mellitus

.6681          第二型（非胰島素依賴 
        型，成人型）糖尿病

.6682          第一型（胰島素依賴型， 
        幼年型）糖尿病

.6683          糖尿病酮酸毒症

.6684          高滲壓性昏迷之糖尿病

.6685          糖尿病腎病變 Diabetic 
        nephropathy

.6686          糖尿病眼病變 Diabetic 
        oculopathy

.6687          糖尿病神經病變 Diabetic 
        neuropathy

.6688          低血糖症 Hypoglycemia

.6689          胃泌素分泌異常 Gastrin

.669      其他

.6691          松果腺 Pineal body

.6692          多發性內分泌腺瘤病影響 
        之多腺體分泌異常

.6693          性發育及青春期遲延

.6694 性發育及青春期早熟

.6695          類癌症候群 Carcinoid 
        syndrome



247

應
用
科
學
類

415.6696          異位組織賀爾蒙分泌症

.69  免疫性疾病 Immunologic 
diseases

愛滋病入 415.238

.691 體液免疫力缺乏症 Humoral 
    immunodeficiency

.692      細胞性免疫力缺乏症 
    Cellular immunodeficiency

.693      複合性免疫力缺乏症 
    Complex immunodeficiency

.694      不明免疫力缺乏症 
    Idiopathic  immunodeficiency

.695      自體免疫病 Autoimmune 
    disease

自體免疫疾病綜論或全

身性自體免疫疾病入此

免疫反應以攻擊特定器

官者入各特定器官或疾病，

如間質性肺炎入 415.461；

紫斑症入 415.623；天皰瘡

入 415.765；類天皰瘡入

415.766；多發性硬化症入

415.935

.6951 紅斑性狼瘡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狼瘡腎炎 Lupus 

nephritis 入此

.6952 多發性肌炎；皮肌炎 
         Polymyositis 
         / Dermatomyositis

.6953            全身性硬化症 Systemic 
        sclerosis 

同：硬皮症、鞏皮症 

Scleroderma

.6954 混合性結締組織疾病  
        Mixed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

.6955 抗磷脂質症候群 
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

.6956 類風濕性關節炎 
        Rheumatoid 

        arthritis

415.6957 血清陰性關節炎 
        Seronegative 
        spondyloarthritis

僵直性脊椎炎Ankylos-

ing spondylitis 入此

.6958 乾燥症  Sjogren's syndrome
 同：謝格連氏症

(Sjogren's syndrome)

.699      其他免疫病

.7 皮膚病 Dermatology

.71  皮膚炎；濕疹及瘙癢病 
 Eczema

.711      接觸性皮膚炎 Contact der- 
    matitis

.712      異位性皮膚炎 Atopic 
    dermatitis

.713      脂漏性皮膚炎 Seborrheic 
    dermatitis

.714      慢性單純性苔癬 Lichen 
    simplex chronicus

.715      錢幣狀濕疹 Nummular 
    eczema

.716      缺脂性皮膚炎 Asteatotic 
    dermatitis

乾皮症（Xeroderma）入此

.717      日光性皮膚炎 Solar 
    dermatitis

.718 皮膚瘙癢症 Pruritus 
                      cutaneus

.719      其他

.72  感染性皮膚病

.721      細菌性皮膚病
毛囊炎（Folliculitis）、

癤和癰、蜂窩組織炎、皮膚 

結核（Tuberculosis cutis）

入此

.723      病毒性皮膚病
疣（Verruca）、單純皰疹

及帶狀皰疹入此

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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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725 黴菌性皮膚病

皮膚癬入此

.727 寄生蟲性皮膚病

疥瘡（Scabies）入此

.729      其他

.73  角化異常及丘疹鱗屑性疾病 
Papulosquamous diseases

.731      乾癬 Psoriasis
同：牛皮癬

.732      類乾癬 Parapsoriasis

.733      毛孔性紅糠疹 Pityriasis 
    rubra  pilaris

.734      玫瑰糠疹 Pityriasis  rosea

.735      扁平苔癬 Lichen planus

.736      魚鱗癬 Ichthyosis

.737      先天性掌蹠角化症 Keratosis 
    palmoplantaris hereditaria

.739      其他

.74  過敏性及血管性疾病

.741      蕁麻疹 Urticaria

.742      多形性紅斑 Erythema 
    multiforme

.743      結節性紅斑 Erythema 
    nodosum

[.744]  紫瘢症 Purpura

宜入 415.623

.745 血管炎 Vasculitis
靜脈或微血管病變引起之

皮膚表現入此

.746      慢性潰瘍 Chronic ulcer

.747      藥疹 Drug eruption

.749      其他

凍瘡（Chilblain）入此

.75  新陳代謝及色素異常疾病

.751      皮膚澱粉症 Amyloidosis cutis

.752      玻菲林病 Porphyria

.753      黃色瘤 Xanthoma

415.754 白斑 Vitiligo

.755      白化症 Albinism

.756      其他色素減少性疾病

.757      雀斑 Ephelides

.758      肝斑 Chloasma

.759      其他色素增加性疾病

.76  自體免疫性皮膚疾病

[.761]  紅斑性狼瘡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宜入 415.6951

[.762] 皮肌炎 Dermatomyositis

宜入 415.6952

[.763] 鞏皮症 Scleroderma

同：硬皮症

宜入 415.6953

[.764]  混合性結締組織疾病 
                    Mixed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

宜入 415.6954

.765       天皰瘡 Pemphigus

.766           類天皰瘡 Pemphigoid 

.767       皰疹性皮膚炎 
     Dermatitis herpetiformis

.769      其他自體免疫性水皰症

.77  皮膚附屬器官疾病

.771      皮脂腺疾病

.7712          尋常性痤瘡 Acne vulgaris
面皰、粉刺入此

.7714          酒渣性痤瘡 Rosacea

.7719          其他

.773      汗腺疾病

.7732 多汗症 Hyperhidrosis

.7734          汗疹 Miliaria
同：痱

.7736          缺汗症 Anhidrosis

.773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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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775 毛髮疾病

.7752          脫毛症 Alopecia
禿頭（Baldness）入此

.7754          先天性毛髮異常

.7756          多毛症 Hypertrichosis

.7759          其他

.776      指（趾）甲疾病

.78  皮膚腫瘤

.781      良性表皮腫瘤

.783      惡性表皮腫瘤

.785      良性真皮腫瘤

.787      惡性真皮腫瘤

.789      皮膚轉移癌

.79  其他皮膚疾病；皮膚治療學

.791      其他皮膚疾病

.792      皮膚局部治療學

.793      皮膚美容學
化學換膚、雷射皮膚治療

入此

參見 416.48 美容手術

.8  泌尿生殖系統疾病 Urology 
system

.802      內視鏡檢查
腎臟鏡、輸尿管鏡、膀胱

鏡、尿道鏡檢查入此

.803      尿流動態檢查 Urodynamic 
    study

.805      超音波檢查
腎臟、輸尿管、膀胱、

尿道超音波檢查入此

.807          尿液檢查

.8071         蛋白尿 Proteinuria

.8072         血尿 Hematuria

.808 X 光部檢查

腹部 X光攝影（Kidney, 

ureter and bladder,KUB）、

靜脈注射腎盂攝影

（Intravenous pyelogra-

phy）入此

415.81 腎臟疾病 Kidney disease 
（Renal disease）

.812      腎臟炎 Nephritis
狼瘡腎炎 (Lupus 

nephritis) 入 415.6951

.8123          腎病症候群 Nephrotic 
        syndrome

.8125          間質性腎炎 Interstitial 
        nephritis

.813      腎臟感染疾病 Renal 
    infections

腎臟結核（Renal tuber-

culosis）、腎臟膿瘍 

（Renal abscess）入此

.8135          腎盂腎炎 Pyelonephritis
腎盂炎入此

.814      腎小管疾病 Renal tubule 
    diseases

.815      腎衰竭 Renal failure

.816      尿毒症 Uremia

.8162          透析治療 Dialysis therapy

.817      腎結石 Renal stone

.818      腎臟腫瘤 Renal tumor

.819      其他腎臟疾病

馬蹄腎（Horseshoe kid-

ney）、腎異位（Ectopic 

kidney）等先天性腎臟疾病

入此

.82  輸尿管疾病  Ureteral  diseases

.821      先天性異常
輸尿管腎盂阻塞（Ureter- 

opelvic junction obs-

truction）、輸尿管膀胱阻 

塞（Ureterovesicle junc- 

tion obstruction）、輸尿 

管異位（Ectopic ureter）

入此

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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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822 輸尿管結石 Ureteral stone

.825      輸尿管感染
輸尿管結核（Ureteral 

tuberculosis）入此

.827      輸尿管腫瘤

.83  膀胱疾病 Diseases of bladder

.831      先天性異常
膀胱外翻（Extrophy）、

膀胱憩室（Diverticulum）

入此

.832      膀胱結石 Bladder stone

.835      膀胱感染
膀胱炎（Cystitis）、膀胱

結核（Bladder tubercu-

losis）入此

.836      外傷
膀胱破裂（Bladder 

rupture）入此

膀胱陰道瘺管 

（Vesicovaginal fistula）

入 417.215

.837      膀胱腫瘤

.838      神經性膀胱 Neurogenic 
    bladder

.84  尿道疾病 Urethral diseases

.841      先天性異常
尿道下裂

（Hypospadias）入此

.842      尿道結石 Urethral stone

.845      尿道感染
尿道炎（Urethritis）、

尿道結核（Urethral tuber- 

culosis）入此

.846      外傷

尿道破裂 Urethral rup-

ture、尿道狹窄 Urethral 

stricture 入此

.847      尿道腫瘤

.85  陰莖疾病 Diseases of penis

415.855 感染
尖性濕疣（Condyloma）、疱 

疹（Herpes rogenitalia）、

龜頭包皮炎(Balanoposthitis）

入此

.856 功能障礙 Erectile ysfunction

.857      陰莖腫瘤

.86  陰囊及其內含物疾病 Diseases 
of scrotum  and its contents

.861      睪丸 Testis

.8613          先天性異常
隱睪症(Cryptorchidism）， 

陰陽人（Hermaphroditism）

入此

.8616          不孕症 Infertility
婦女不孕入 417.125

.8617          睪丸腫瘤

.862      副睪丸 Epididymis
精液囊腫(Spermatocele）、

副睪丸結核（Epididymis 

tuberculosis）入此

.863      輸精管 Vas deferens
輸精管阻塞、輸精

管結核（Vas Deferens  

tuberculosis）入此

.869      其他陰囊疾病
精索靜脈曲張

（Varicocele）、陰囊水腫

（Hydrocele）、疝氣

（Hernia）入此

疝氣外科手術入416.2423

.87  前列腺疾病 Diseases of  
prostate  gland

 同：攝護腺疾病

.871 良 性 前 列 腺 肥 大 Benign 
     prostate  hypertrophy

.875 前列腺炎 Prostatitis

.878      前列腺癌 Prostate  cancer

.9 神經系統疾病 Nerv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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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精神醫學 Psychiatry
神經系統藥物入 418.21；糖尿

病神經病變（ Diabetic neu- 

ropathy）入 415.6687

415.92 腦血管疾病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922      腦中風 Stroke
腦溢血入此

.923      短暫缺血發作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栓塞入此

.928      頸動脈疾病 Carotid artery 
    disease

.93  中樞神經系統疾病 Central 
nervous  system diseases

.931      中樞神經系統感染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fections

.9313          腦膜炎 Meningitis

.9314          腦炎 Encephalitis

.9315          脊髓炎 Myelitis

.93152              小兒麻痺症 
            Poliomyelitis

  同：脊髓灰白質炎

.932      癲癇 Epilepsy

.9321          抽搐 Seizure；痙攣 
        Convulsion

.933      運動障礙疾病 Movement 
    disorder

.9336          巴金森氏症 Parkinson’s 
          disease

.9337          顫抖 Tremor

.9338          舞蹈症 Chorea

.934      失智症 Dementia

.9341          老年失智症 Senile 
        dementia

阿茲海默氏症

（Alzheimer's disease）

入此

醫藥

415.9342 血管性失智症 Vascular 
       dementia

.935      多發性硬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

.936 腦性麻痺 Cerebral palsy

.937      頭痛 Headache

.9371            偏頭痛 Migraine

.9372            壓力型頭痛 Tension 
          headache

.938      腦瘤 Brain tumor

.939      其他中樞神經系統疾病 
    Other diseases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頭暈（Dizziness）、口吃

入此 

  睡眠障礙（Sleep disorder）

入 415.9983；言語障礙入

416.867

.94  周邊神經系統疾病及其他

.941      周邊神經系統疾病 
    Peripheral nervous  system 
    diseases

.9412          神經炎 Neuritis

.9413          重症肌無力 Myasthenia 
        gravis

.942      疼痛 Pain

.9424          神經痛 Neuralgia

.943      自主神經系統疾病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diseases

.945      脊髓與神經根病變 Diseases 
    of the spinal cord and nerve 
    roots

.95  精神醫學 Psychiatry
參見 175 離常心理學

.951      專門精神醫學 Psychiatric 
    subspecialty

.9511          心身醫學 Psychoso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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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cine
照會精神醫學

（Consultation psychia-

try）入此

415.9512 社 會 及 文 化 精 神 醫 學 
        Social-cultural  psychiatry

社區精神醫學

（Community  psychia-

try）、精神流行病學 

（Psychiatric epidemi-

ology）、司法精神醫學 

（Forensic psychiatry）

入此

.9513 急診精神醫學 Psychiatric 
         emergency

.9514 生物精神醫學 Biological 
        psychiatry

神經精神醫學

（Neuropsychiatry）、精

神遺傳學（Psychiatric 

genetics）入此 

精神藥理學

（Psychopharmacology）

入 418.21

.9515          精神病理學 
        Psychopathology

.9516            精神衛生學 Mental 
        hygiene （Mental health）

.9517 兒童及青少年精神醫學 
        Childhoo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9518          老人精神醫學 Geriatric 
        psychiatry

.9519          其他專門精神醫學

.952      精神診斷學 Psychiatric 
    diagnosis

.9523          精神病理評估 
        Psychopathology 
        assessment

.9524          精神疾病診斷 Psychiatric 
        examination and diagnosis

415.9526 心理衡鑑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參見 179 心理測驗

.96 精神科醫療院所 Psychiatric 
hospitals  and clinics

精神衛生護理入 419.85

.97 精 神 疾 病 治 療 法 Psychiatric 
therapy

參見 178.8 心理治療

.971      精神藥物治療 
    Psychopharmacological 
    therapy

.972      電氣痙攣治療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973      生物回饋治療 Biofeedback 
    therapy

.974      放鬆治療 Relaxation 
    therapy

.976      復健精神醫學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978      精神科社工 Psychiatric 
    social work

.979      其他精神疾病治療 Other 
    psychiatric  therapies

.98  精神疾病 Specific 
psychiatric  disorders

.981      器質性精神疾病 Organic 
    mental disorders

失智症入 415.934、老年

失智症入 415.9341；血管

性失智症入 415.9342 

.982 精神作用物質引起之精神疾 
    病與行為障礙症 
    Psychoactive substance 
    induced  mental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參見 411.8 藥物濫用、精

神作用物質濫用

.9823 酒精 Alcohol

.9824 藥物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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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Opioid）、迷幻

藥（Hallucinogens）、大 

麻製品（Cannabinoids）、

安非他命（Amphetamine）、

古柯鹼（Cocaine）、鎮靜

劑（Sedatives）等入此

415.9825 菸草 Tobacco

.9829          其他

.983      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a

.9831          準精神分裂症 Schizotypal 
        disorder

.9832          分裂情感障礙症 
        Schizoaffective disorder

.9834          潛伏型精神症 Latent 
        schizophrenia

.9835          擬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form disorder

.984      妄想性疾病 Delusional 
    disorders

.9841          急性與短暫性精神病症 
        Acute and transient 
        psychotic disorders

.985      情感疾病 Mood disorders
躁鬱症（Manic-depres- 

sive psychosis）、憂鬱症 

（Depressive disorder）、

雙向情感障礙症（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入此

.986      成人人格與行為障礙症 
    Disorders  of adult personal- 
    ity and behavior

.987      智能不足 Mental 
    retardation

.988      心理發展障礙症 Disorders 
    of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自閉症（Autism）入此

.989      兒童青少年期之行為與情緒 
    障礙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disorders  of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9894          過動症 Hyperkinetic 

醫藥

        disorders

415.9896 抽搐症 Tic disorders

.99  精神官能性疾病 Neurotic 
disorders

.991      強迫症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992      焦慮症 Anxiety  disorders
泛焦慮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恐慌

症（Panic disorder）入此

.993      畏懼焦慮症 Phobic anxiety 
    disorders

.994      壓力相關性疾病 Stress 
    related disorders

急性壓力反應（Acute 

stress reaction）、創傷後

障礙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適應障 

礙症（Adjustment dis-

orders）、人際關係困擾 

（Relational problems）入此

.996      解離症 Dissociative 
    disorders

同：轉化症 Conversion 

disorders

失憶症（Amnesia）、遊走 

症（Fugue）、多重人格障礙

症（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入此

.997      擬身體障礙症 Somatoform 
    disorders

慮病症（Hypochondriacal 

disorder）入此

.998      生理障礙及身體因素相關行 
    為症候群 Behavioral 
    syndromes associated with 
    physiological disturbances 
    and physical factors

產褥期精神疾病

（Psychiatric disorders 

associated with  puer-

perium）入 417.383

.9982          飲食障礙症 E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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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orders

厭食症（Anorexia 

nervosa）入此

415.9983 睡眠障礙症 Sleep 
        disorders

夢遊症（Sleepwalking）、

失眠（Insomnia）入此

.9984          心性功能障礙症 
        Psychosexual  disorders

.999      其他精神疾病與行為障礙症 
    Other psychiatric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416  外科 Surgery
運動醫學入 416.69；復健醫學

入 418.92

.1 外科總論 Surgery：general

.11  外科解剖學 Surgical anatomy

.12  外科生理學 Surgical 
pathophysiology

.122      創傷及手術之生理學變化

.123      休克 Shock

.124      體液及電解質 Fluid and 
    electrolytes

.125      外科出血及輸血 Bleeding 
    and transfusion

.126      新陳代謝及營養 
    Metabolism and nutrition

.127      傷口癒合 Wound  healing

.14  外傷學 Trauma
骨折、脫臼入 416.67

.141      燒傷、燙傷、凍傷、化學物 
    及電傷害

.142      叮咬傷

.143      外傷 Wounds
擦傷（Abrasions）、挫傷

（Contusions）、裂傷、刀

傷、槍傷、炸傷（Blast）、

窒息（Asphyxia）入此

.145  捩扭傷 Sprains（Strains）

416.146 頭部外傷及頸椎外傷

.15  外科感染 Surgical infection

.16  手術合併症 Complication  of 
operation

.17  移植外科 Transplantation 
surgery

.173      移植免疫學 Transplantation 
    immunology

.174      器官保存 Organ 
    preservation

.175      器官移植 Organ 
    transplantation

.18  人工器官；混合生物工程器官
Artificial organ

.19  內視鏡手術 Endoscopic 
surgery；微創手術 Minimal 
invasive surgery

腹腔鏡手術（Laparoscopic 

surgery）入此

.2 系統及局部外科 Regional 
surgery

器官外科入此

參見 394.1 局部解剖

.21  甲狀腺；副甲狀腺

.22  胸腔 Thorax

.224      肺 Lung；胸壁 Chest wall； 
    肋膜 Pleura

.226      縱膈腔 Mediastinum；胸腺  
    用 Thymus 

.23  乳房 Breast 
參見 417.29 乳房

.231      乳房檢查 Examination；乳 
    房診斷 Diagnosis

.235      乳房疾病 Breast diseases

.2352          乳房腫瘤

.2353          治療

.24  消化系統 Digestive system

.241      食道 Esopha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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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242 腹部 Abdomen

腹壁、肚臍、大網膜、腸

繫膜、後腹膜入此

.2423          疝氣 Hernia

.2425          急性腹痛 Acute abdomen

.243      胃 Stomach；十二指腸 
    Duodenum；小腸  Small 
    intestine

闌尾（Appendix）入此

.245      結腸 Colon；直腸 
    Rectum；肛門 Anus

.246      肝臟 Liver

.247      膽管 Bile duct；膽囊 Gall 
    bladder

.248      胰臟 Pancreas

.249      脾臟 Spleen

.26  心臟血管系統 Cardiovascular 
system

.262      心臟 Heart；心包膜 
    Pericardium

.263  動脈 Artery
動脈瘤（Aneurysm）、主 

動脈剝離（Aortic dis-

section）入此

.264      靜脈 Vein；淋巴系統 
    Lymphatic system

.27  泌尿生殖系統外科

.272      腎上腺

.273      腎臟

.274      泌尿系統
女性泌尿外科

（Gynecourologic surgery）

入此

.275      男性生殖器手術

.276      碎石術
體外震波碎石術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lithotripsy）入此

416.28  小兒外科 Pediatric surgery

醫藥

.29 神經外科 Neurosurgery

.291      腦血管病變 Vascular lesion

.292      良性脊髓病變 Benign esion 
    of spine

.293    周 邊 神 經 病 變 Peripheral 
    nerve lesion

.294      外傷 Trauma

.295      腫瘤 Tumors

.296      感染 Infection

.297      疼痛 Pain

.298      功能性神經外科 Functional 
    surgery

.3 外科技術 Surgical technology

.31  手術室

.32  外科器械

.33  外科消毒學 Antisepsis
無菌法入此

防腐治療劑、消毒劑入 

418.287

.35  縫合；切開及引流；敷藥
縫線及材料入此

.4 整型外科 Plastic surgery

.41  畸形矯治

.411      頭頸部

.412      胸

.413      顱顏
唇顎裂入此

.416     軀幹

.417      四肢

.43  重建手術 Reconstructive 
surgery

.45  燒燙傷重建

植皮術入此

.48  美容手術

凡涉及外科手術者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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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5 麻醉學 Anesthesiology
麻醉技術及方法入此

口腔麻醉入 416.951；產

科麻醉入 417.372；麻醉劑入

418.215

.52 全身麻醉 General anesthesia

.53  部位麻醉 Regional anesthesia

.54  局部麻醉 Local anesthesia

.6 骨科 Orthopedics

.61  局部骨科

.612      頸 Neck

.613      肩及上臂 Shoulder and 
    upper arm

.614      肘及前臂 Elbow and 
    forearm

.615      腕及手 Wrist and hand

.616      胸腰椎 Thoracolumbar 
    spine

.617      髖 Hip

.618      膝 Knee

.619      踝及足 Ankle and foot

.62  小兒骨及關節之感染

.63  風濕病 Rheumatic disease
類風濕性關節炎 (Rheuma-

toid arthritis) 入 415.6956

.64  神經肌肉病變

.65  自發性及遺傳性疾病 
Idiopathic  and hereditary 
disease

進行性肌肉骨化症入此

.66  肉瘤及骨瘤 Tumors

.67  骨折 Fractures；脫臼 
Dislocations

.69  運動醫學 
有關運動傷害、運動性疾病

入此

有關運動衛生、運動員體格

檢查、運動員藥檢、運動醫務

監督等入 528.9013

416.7 眼科學 Ophthalmology

.701      視力 Vision

.7012          視覺 Visual perception； 
        空間覺 Space perception

.7014          色覺 Color perception； 
        色盲 Color blindness

.705      診斷 Diagnosis；治療 
    Treatment

.7051 眼科檢查 
         Ophthalmological 
         examination

.7052          眼科藥物治療 Ocular 
        therapeutics

.7053          眼科手術 
        Ophthalmological surgery

.70531              眼庫 Eye banking

.70532              義眼 Prosthesis

.7056          眼科器械 
        Ophthalmological

instrumentation

.71  角膜；鞏膜

.711      角膜 Cornea

.712      鞏膜 Sclera

.72  葡萄膜 Uvea

.721      虹膜 Iris；睫狀體 Ciliary 
    body

.722      脈絡膜 Choroid

.73  視網膜；視神經

.731      視網膜 Retina

.732      視神經 Optic nerve；視路 
    Visual pathways

.7321          瞳孔 Pupil

.74  眼球內含物

.744      水晶體 Crystalline  lens；白 

    內障 Cataract



257

應
用
科
學
類

416.745 玻璃體 Vitreous body  

.748      青光眼 Glaucoma
眼壓入此

.75  眼附屬器官 科

.751      眼窩 Orbit

.752      眼瞼 Eyelids 

.753      淚器 Lacrimal apparatus

.754      結膜 Conjunctiva
結膜炎入此

.7541          砂眼 Trachoma

.755      眼肌 Ocular muscles

.7551          斜視 Strabismus

.7552          弱視 Amblyopia

.7553 矯正視軸 Orthoptics

.76  屈光 Refraction

.761      不同等像 Aniseikonia

.762      不同視 Anisometropia

.763      散光 Astigmatism

.764      遠視 Hyperopia

.765      近視 Myopia

.766      老視 Presbyopia

.767      光學作業 Optical work

驗光（Optical dispens- 

ing）、眼鏡（Eye glasses）、

隱形眼鏡（Contact lenses）

入此

.77  系統性疾病；小兒眼科學

.772      全身性疾病之眼部表現 Eye 
    manifestation of general 
    diseases

因其他疾病引起之眼部不

適入此   糖尿病眼病變入 

415.6686

.773 小兒眼科學 Pediatric 
ophthalmology

.78 外傷；職業眼科學 Trauma； 
Occupational ophthalmology

醫藥

416.782 低視力 Low vision

.783      盲 Blindness

.8 耳鼻喉科 Otorhinolaryngology

.81  耳科 Otology

.811      診斷 Diagnosis

.812      聽力學 Audiology
聽覺生理（Hearing 

physiology）、助聽器 

（Hearing aid）入此

.82  外耳疾病及畸形 Diseases and 
malformation of external  ear

小耳症（Microtia）入此

.821      耳廓疾病 Diseases of auricle

.822      耳廓血腫 Othematoma

.83  外聽道病 Diseases of external 
 auditory  canal

.831 外耳道炎 Otitis externa
耳黴菌症（Otomycosis）

入此

.832      耵聹栓塞 Cerumen 
    impaction

同：耳垢

.833      異物 Foreign body

.834      外耳道骨疣 Exostosis

.835      外耳道惡性瘤 Malignant 
    tumor of external  auditory 
    canal

.84  鼓膜疾病 Diseases of ear drum

.841      鼓膜炎 Myringitis

.842      外傷性鼓膜穿孔 Traumatic 
    ear drum perforation

.85 中耳疾病 Middle ear diseases

先天或後天性膽脂瘤

（Congenital or acquired 

cholesteatoma）入此

.851      中耳炎 Otitis media

.852      耳咽管功能異常 
    Dysfunction of eustach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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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be

416.853 乳突疾病 Diseases of 
mastoid

.854      中耳惡性瘤 Malignant 
    tumor of middle ear

血管球瘤（Glomus 

tumor）入此

.86  內耳疾病 Inner  ear diseases

.861      迷路疾病 Diseases of 
    labyrinth

眩暈症（Vertigo）、梅尼

爾氏症（Meniere's  dis-

ease）、自體免疫內耳疾病

（Autoimmune inner ear 

disease）入此

.862      聽神經瘤 Acoustic neuroma

.863      耳硬化症 Otosclerosis

.865 耳聾 Deafness
突發性耳聾入此

.866      聾啞 Deaf-mutism

.867      言語障礙 Speech disorders
口吃入 415.939

.868      耳鳴 Tinnitus

.869      顏面神經疾病 Diseases of 
    facial nerve

.8691          顏面神經痲痺 Facial 
        nerve palsy

.8692          顏面神經瘤 Facial nerve 
        neuroma

.87  鼻科 Rhinology
嗅覺檢查、嗅覺障礙入此

.871      鼻鏡檢法 Nasal 
    examination

鼻竇內視鏡檢查 

（Sinoscope xamination）

入此

.872      鼻炎 Rhinitis

.8721          過敏性鼻炎 Allergic 
        rhinitis

.8722          非過敏性鼻炎 Non- 

        allergic rhinitis
血管運動性鼻炎 

（Vasomotor rhinitis）、 

萎縮性鼻炎（Atrophic 

rhinitis）等入此

416.873  鼻出血 Epistaxis

.874      鼻瘤 Nasal tumor

.875      惡性瘤 Malignant  tumor

.876      鼻息肉 Nasal polyp

.877      鼻竇炎 Sinusitis
額竇、上頜竇、篩竇、蝶 

竇炎與併發症入此

.8771          功能性內視鏡鼻竇手術 
        Functional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878      鼻外科手術 Nasal surgery
鼻外傷（Nasal trauma）、

鼻整型（Rhinoplasty）、

鼻內異物（Foreign body）

入此

.879 鼻咽部疾病 Diseases of 
                      nasopharynx

鼻咽癌（Nasopharyngeal 

carcinoma）入此

.89  喉科 Larynx

.891      解剖及發生學 Anatomy  and 
    development

先天性喉畸形

（Congenital  malforma-

tion）入此

.892      咽炎 Pharyngitis
扁桃腺炎（Tonsillitis）

入此

.893      喉炎 Laryngitis

.8931          聲帶疾病 Diseases of 
        vocal cord

聲帶結節（Vocal nod- 

ule）、聲帶息肉（Vocal 

polyp）入此

.8932          聲帶手術 Surgery of  vocal 
        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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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顯微手術 

  Laryngomicrosurgery）

、雷射手術（Lasersur- 

  gery）入此

416.894  喉腫瘤 Laryngeal tumor

.895      喉部外傷 Laryngeal trauma

.896      功能性喉症 Functional 
    laryngeal diseases

音聲醫學（Phoniatrics） 

入此 

.897      神經性喉症 Neurologic 
    laryngeal diseases

聲帶痲痺（Vocal palsy）

入此

.898      喉內視鏡檢術及氣道異物 
    Laryngeal endoscopy and  
    airway foreign body

.899      氣管切開術 Tracheostomy

416.9 牙科 Dentistry；口腔科 
      Stomatology

.92  牙體形態與咬合 Dental 
morphology and occlusion

.93  口腔內科 Oral medicine

.931      口腔生物 Oral biology

.9313          口腔微生物與免疫 Oral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932      口腔診斷 Oral diagnosis

.9325          口腔顎面放射線學 Oral 
        and maxillofacial  
        radiology

.94  口腔病理與疾病 Oral 
pathology and diseases

.942      蛀牙 Dental caries
同：齲齒

.944      牙髓病 Dental pulp diseases

.946      牙周病 Periodontal diseases 
    and periodontology

.948      其他口腔疾病 Other oral 

    diseases

416.949 口腔疾病治療 Treatment of 
oral diseases

.9491          牙體復形 Operative 
        dentistry

.9492          根管治療 Endodontics

.9493          牙科藥理學與藥物治療 
        Dental pharmacology  and 
        drug therapy

.95  口腔顎面外科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951      口腔麻醉 Oral anesthesia

.953      拔牙 Tooth extraction

.955      牙科植體 Dental implants

.957      正顎手術 Orthognathic 
    surgery

.96 口腔膺復 Prosthodontics

.962      全口假牙 Full denture

.963      部分假牙 Partial denture

.964      牙冠 Crown；牙橋 Bridge

.965      上顎顏面整形 Maxillofacial 
    prosthesis

.97  齒顎矯正 Orthodontics

.98  牙科器材 Dental materials

.99  其他

.991      兒童牙科 Pediatric dentistry

.992      老人牙科 Geriatric  dentistry

.993      牙科法醫 Forensic dentistry

.995      口 腔 公 共 衛 生 Oral public 
    health

.9951          口腔衛生 Oral hygiene

.9952          預防牙科 Preventive 
        dentistry

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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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婦產科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老幼科 
            Children  and elders

.1 婦科總論 Gynecology

.102      檢查 Examination；診斷 
    Diagnosis；監測 
    Monitoring

.103      腫瘤 Neoplasms Cysts ；囊 
    腫 Embryology

.107      胚胎學；先天性異常 ； 
    Congenital abnormalities

.11  婦科治療 Gynecological 
therapy

.115      婦科手術 Gynecological 
    surgery

.12  生理及功能性異常 Physiology 
and functional disorders

.121  婦女生理
卵巢之內分泌功能入 

415.666；雌激素入

418.276；黃體素入

415.6664

.123 排卵 Ovulation；卵巢功能 
            Ovarian  function；月經週 
                期 Menstrual cycle

.124      月經及其異常 Menstruation

.1241          無月經 Amenorrhea；月 
        經異常 Menstrual 
        abnormalities

.1242          經痛 Dysmenorrhea；經 
        前緊張 Premenstrual 
        tension

.125      不孕症 Infertility；婦女不 
    孕 Infertility in the female

男性不孕入 415.8616

.126      生殖 Fertility

.1262          受精 Fertilization；胚胎 
        發育 Development of 
        embryo

417.1263 生殖技術 Reproduction 
        techniques

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試管嬰 

兒（In vitro fertili- 

zation）入此

.127      停經 Menopause

.128      性功能調適 Sexual 
    adjustment

性交疼痛（Dyspareunia）、 

性冷感（Frigidity）入此

.129      避孕 Contraception

.2 婦科各論 Gynecology topics

.21  陰道 Vagina

.213      陰道炎 Vaginitis；白帶 
    Leukorrhea；陰道滴蟲感染 
    Trichomonas vaginitis

.215      直腸陰道瘻管 Rectovaginal 
    fistula；膀胱陰道瘻管 
    Vesicovaginal fistula

.22 外陰 Vulva

.23  會陰部損傷 Perineal  injuries

.24  輸卵管 Fallopian tubes

.25  卵巢 Ovary
卵巢腫瘤（Ovarian neo-

plasms）入此

.26  骨盆 Pelvis；骨盆腔發炎 
Pelvic inflammations

婦女淋病（Gonorrhea）入此

.27  子宮內膜異位症 
Endometriosis

.28  子宮及子宮頸 Uterus and 
cervix uteri

.281      子宮疾病 Uterine  diseases

.2812          子宮發炎

.2813          子宮下垂

.2815          子宮腫瘤

.28151              子宮肌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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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28152 子宮癌

.28153 妊娠滋養層疾病 
            Trophoblastic 
            neoplasms

  葡萄胎（Hydatidi- 

  form mole）、絨毛膜癌

（Choriocarcinoma）入此

.283      子宮頸疾病 Cervical 
    diseases 

.2831          子宮頸炎 Cervicitis 

.2832          子宮頸腫瘤

.285      子宮及子宮頸疾病之手術

.29  乳房 Breast 
懷孕及哺乳期間乳房疾病及

治療入此

參見 416.23 乳房

.3 產科 Obstetrics

.31  助產術 Midwifery

.32  產前照顧 Prenatal care

.34  懷孕 Pregnancy

.341 妊娠生理學

.342      產前診斷 Prenatal  
    diagnosis；胎兒監視 Fetal 
    monitoring

.343      胎兒 Fetus；胎膜臍帶 Fetal 
    membranes；周產期醫學 
    Umbilical cord perinatology

.344      胎盤 Placenta

.345      妊娠毒血症 Toxemias
子癇前症（Preclampsia）、 

子癇症（Eclampsia）入此

.346      懷孕併發症 
    Pregnancy  complications

心血管併發症、妊娠糖尿

病、血液併發症、感染、尿

路併發症入此

.347      子宮外孕 Ectopic pregnancy

.348      流產 ；胎死腹中 Fetal death
早產（Prematurity）入此

早產兒入 417.5171

417.349      多胞胎 Multiple pregnancy

.36  分娩 Labor

.361      分娩生理學

.363      胎位 Presentation

.365      難產 Dystocia

.366      分娩併發症 Complications 
    of labor

產後出血入此

.37  產科手術 Obstetrical  surgery

.371      分娩技術 Delivery

.3712          產鉗 Forceps

.3713          剖腹產 Cesarean section

.372      產科麻醉

.373      引產術 Induction of labor

.375      新生兒復甦術 Resuscitation 
    of the newborn

.38  產後 Puerperium

.381      產後照顧 Postnatal care

.382 產後感染 Puerperal infection

.383      其他
產後憂鬱症入此

.4 助產教育 Midwifery education

.48  助產士

.49  助產法規

.5 小兒科 Pediatrics
417.52-.58 小兒內科

（Diseases  of  children）

兒童及青少年精神醫學入 
415.9517；小兒外科入 416.28；
小兒眼科學入 416.77；小兒牙科
入 416.991

.51  診斷 Pediatric diagnosis；治療 
Pediatric therapeutics

.511      小兒急症及重症醫療 
    Pediatric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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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513      小兒電解質及輸液治療 
    Pediatric electrolyte and  
    fluid therapy

.516      生長與發育 Growth  and 
    development

.517      新生兒 Neonates

.5171          早產兒 Premature infants

.5173          新生兒疾病 Diseases of 
        newborn infants

.518      小兒營養 Pediatric nutrition
餵乳入 428.3

.5181          兒童肥胖症 Obesity

.5182          生長遲緩及營養不良 
        Failure to thrive and 
        malnutrition

.52  小兒內分泌 Pediatric 
endocrine；遺傳及代謝疾病 
Genetic and metabolic diseases

.53  小兒心臟血管疾病 Pediatr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小兒先天性心臟病（Pediatric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s）

入此

.54  小兒呼吸道及感染疾病 
             Pediatric respirator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55  小兒腸胃及肝膽疾病 Pediatric 
gastrointestinal and hepatobil- 
iary diseases

新生兒肝炎（Neonatal 

hepatitis）入此

.56  小兒血液及腫瘤疾病 Pediatric 
blood and neoplastic diseases

小兒愛滋病入此

.57  小兒風濕 Pediatric 
rheumatic；過敏及皮膚疾病 
Allergic and skin diseases

.58  小兒腦神經 Pediatric 
neurologic；腎臟及泌尿道疾 
病 Nephrologic  and urologic 

diseases

417.59 小兒科其他領域及特殊疾病 
Pedia t r i c  o ther  f i e lds  and 
unclassified  diseases

川崎病（幼兒急性熱性疾病）

入此

.7 老年醫學 Geriatrics
長生法入 411.18；老人失智

症入 415.9341；老人精神醫學入 

415.9518；白內障入 416.744；

老人牙科入 416.992；老年及慢

性病護理入 419.824

.9 雜症 Various diseases

418  藥學 Pharmacy；藥理學
Pharmacology；治療學
Therapeutics

中藥學入 414

.01  藥學；藥師
藥師登錄及檢覈、藥學倫理

入此

.03 藥學教育 Pharmacy  education

.06  藥事組織

.07  藥學、藥理學與治療學論文集

.09  藥學史 Pharmacy  history

.1  藥理學 Pharmacology；藥效學
Pharmacodynamics

.12  分子藥理學

.14  臨床藥理學

.16  實驗藥理學 Experimental 
pharmacology

.18  藥效學 Pharmacodynamics

.2 藥品 Drugs

.21  神經系統藥物
 神經藥理學

（Neuropharmacology）、精神 

藥理學（Psychopharmacology）

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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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212     中樞神經興奮劑 Stimulants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安非他命（Amphetamines）、

痙攣劑（Convulsants）、咖

啡因（Caffeine）入此

.213      中樞神經抑制劑 
    Depressants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2131          安眠劑 Hypnotics；鎮靜劑 
         Sedatives；抗痙攣劑 
        Anticonvulsants

.2132           麻醉藥物止痛劑及拮抗劑 
        Narcotic analgesics and 
        antagonists

鴉片鹼（Opium alka- 

loids）、嗎啡（Morphine）

入此

.2133          非麻醉藥物消炎止痛劑 
        Non-narcotic anti-inflam- 
        matory analgesics

非類固醇消炎（Non- 

steroidal anti-inflam- 

matory drugs）、痛風治

療劑、風濕治療劑、偏頭

痛治療劑入此

.214 影響精神藥物 sychotropic 
                drugs

抗鬱劑（Antidepressive 

agents）、迷幻藥

（Hallucinogens）、安神劑

（Tranquilizers）入此

.215      麻醉劑 Anesthetics

.217      自主神經藥物 Autonomic 
    agents

.218      神經肌肉藥物 
    Neuromuscular agents

.22  心臟血管系統及腎臟藥物

.221      高血壓治療劑

.223      利尿劑 Diuretics；抗利尿劑 
    Antidiuretics

.224      心絞痛治療劑

418.225      心律不整治療劑

.226      毛地黃 Digitalis；強心配醣 
    體 Cardiac glycosides

.227      降血脂治療劑

.23  血液系統藥物

.231      貧血治療劑

.232      影響凝血機能藥物 Drugs 
    affecting blood coagulation

.2321          抗凝血劑 Anticoagulants

.2324          抗血小板藥物 
        Antiplatelet

.2325          血栓溶解劑 Thrombolytic

.2326          止血劑 Hemostatics 
       （Coagulants）

.233      血液製劑 Blood components 
    and blood substitute

.24  消化系統藥物

.241      消化劑；肝病改善劑 
    Digestants

.242 瀉劑 Cathartics；止瀉劑 
                 Antidiarrheals

.243      催吐劑 Emetics；止吐劑 
     Antiemetics

.244      制酸劑 Antacids；抗潰瘍 
    藥 Anti-ulcer  agents

.25  組織胺 Histamine；抗組織胺 
Histamine antagonists 
（Histamine receptor blockers）

.26  呼吸系統藥物

.261      止咳劑 Antitussive；袪痰劑 
    Expectorants

.262      鼻塞藥；感冒藥 Nasal 
    decogestant

.263      抗氣喘藥
茶鹼（Xanthines）入此

.27  影響新陳代謝和內分泌系統藥 
物 Drug affecting metabolism 
and endocrine system

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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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療法入此

418.271      糖尿病藥物

.272      甲狀腺藥物

.273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274      腦下垂體前葉及下視丘功 
     能藥物

.275      雄激素 Androgens；抗雄激 
    素 Antiandrogen

.276  雌激素 Estrogen；黃體激素 
Progestin；避孕藥 
Contraceptives

催經劑（Emmenagogue） 

入此

.277      子宮收縮劑及放鬆劑 
    Uterine  stimulant and  
    relaxant

催產藥（Oxytocics）入此

.28  抗微生物製劑

.281      抗生素 Antibiotics
盤尼西林（Penicillins）、 

鏈絲菌素（Streptomycin）、

四環素（Tetracyclines）

入此 

.282 磺胺藥；尿道感染藥物
磺胺藥 Sulfonamides；

Urinary anti-infective 

agents

.283 抗結核病藥物
                 Antitubercular agents；抗痲
                瘋病藥物 Leprostatic agents

.284      抗黴菌劑 Antifungal agents

.285      抗病毒藥 Antiviral agents

.28512 抗愛滋病藥物

.286      抗原蟲藥物 Antiprotozoal 
    agents；驅蟲劑 
    Anthelmintics

抗阿米巴藥物、抗瘧疾藥

物入此

.287      其他抗微生物藥物
消毒劑、防腐劑、抗梅毒

藥物入此

418.29  免疫性疾病藥物 Drugs acting 
on immunological diseases； 
血清療法與免疫療法 Serums 
and immunological agents

.291      免疫抑制劑 
    Immunosuppressants

.292      免疫調節劑 
    Immunomodulator

.293      疫苗 Vaccines；血清疫苗 
    Serobacterins

.294      毒素和類毒素 Toxins  and 
    toxoids

.295      抗毒素 Antitoxins；毒素抗 
    毒素 Toxin-antitoxins；恢 
    復期血清 Convalescent 
    serums

.31 抗腫瘤藥物 Antineoplastic 
agents（Antineoplastic 
antibiotics）

.32 營養劑

.321     維他命
參見 399.6 維生素

.33  皮膚藥物 Dermatologic  agents

.335     刺激劑 Irritants；收斂劑 
    Astringents

.337     保護劑 Protectives

.338     除臭劑 Deodorants

.34 診斷用藥 Diagnostic agents

.346      X 光顯影劑

.347      臟器功能測定劑

      .4 藥物化學 Pharmaceutical 
chemistry

生化學、醫化學入 399

.41  藥物構造

.42  藥物化學實驗

.43  藥物分析；藥物鑑定
藥物檢驗入 412.36

.44  藥物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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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45  無機藥物化學

.47  有機藥物化學

.49  天然藥物化學

.5 生藥學 Pharmacognosy
本草入 414.1

.51  動物性生藥
參見 399.54 激素

.52  植物性生藥
同：藥用植物 

.56  礦物性生藥

.58  生藥採集及保存 Coll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drugs

.6 藥劑學 Pharmaceutics

.61  製藥業 Drug industry
參見 485.1 化學藥品業

.614      製藥廠；藥品製程 
    Pharmaceutical processes

.615      藥學經濟 Economics of 
    pharmacy；行銷 
    Advertising

.62  藥典 Pharmacopeias

.63  藥物製劑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劑型 Dosage 
form

.631      液體 Liquid(s)
溶液、浸劑、煎劑、酊 

劑、醇劑、糖漿、甘油溶 

劑、棉膠劑、芳香水劑入此

.632      固體 Solid(s)
藥丸、錠劑、膠囊、藥 

粉、栓劑入此

.634      分散系統 Disperse system

.6341          乳劑、懸劑 Emulsion、 
        Suspension

.6342          半固體
藥膏、霜劑入此

.6343          噴霧劑 Aerosol

.6346          吸入劑 Inhalation；鼻內 

醫藥

        用藥 Intranasal

418.635      注射劑
注射、輸注入此

.636      生物製劑 
    Biopharmaceuticals

.637      賦形劑 Vehicles
和藥物、矯味劑入此

.639      其他

.64  藥物儲藏管理

.65  藥品禁忌 Drug incompatibility

.66  生物藥劑學 
Biopharmaceutics；藥品動態 
學 Pharmacokinetics

.7 藥事執業 Pharmacy practice； 
治療學 Therapeutics

.71  藥事服務 Pharmaceutical 
services；社區藥局服務 
Community  pharmacy services

.72  處方集 Dispensatories 
（Formularies）

.73 治療學 Therapeutics

.74  調劑學 Dispensing 
pharmacy；投藥 
Administration of medicine

灌腹入此

.742  處方 Prescription writing； 
劑量 Dosage

.8 毒理學 Toxicology

.81  毒物檢驗與分析

.82  解毒劑及其他治療方法 
Antidotes and other  
therapeutic measures

毒物急救入此

.83  無機毒物 Inorganic  poisons
酸、鹼、刺激性毒物入此

.84  有機毒物 Organic poisons
生物鹼、非生物鹼、碳氫化

合物、揮發性毒物、溶劑入此

.85  氣體毒物 Gas pois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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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soning
一氧化碳入此

418.86  植物毒物 Plant poisons

牛奶性疾病（Milk sick-

ness）入此

.87  動物毒物 Animal poisons
蛇毒入此

.88  食物中毒

.89  化學武器中毒 Chemical 
warfare  agents

肺部刺激劑（Lung irri- 

tants）、催淚瓦斯（Tear 

gases）、毒煙（Toxic 

smokes）、全 身 性 毒 物  

（Systemic poisons）、癱瘓

劑（Paralysants）入此

參見 595.83 化學兵器

.9 其他治療法 Other treatments
外科入 416；急救入 415.22；

針 灸 入 413.91； 心 理 治 療 入 

178.8；精神疾病治療入 415.97

.91  食療 Dietetics（Diet therapy）
 藥膳入 413.98

.912 肉 食、 蛋 白 質 控 制 Meat 
                 diets、Protein control

.913      乳類飲食、鈣控制 Milk  
    diets、Calcium  control

.914 蔬菜、水果、穀類、生機飲 
    食 Macrobiotic diet

.915      飲料 Beverages

.916      特殊餵食 Special methods 
    of feeding

.917      其他食物 Miscellaneous 
    food preparation

酵母、低鈉飲食、無鹽飲

食入此

.918      禁食 Fasting

.92  復健醫學 Rehabilitation
復原照顧、自我照顧入此

復健精神醫學入 415.976

418.925      義肢 Prosthesis

.93  物理治療 Physical therapy

.931      徒手治療 Manual therapy

.9312          按摩 Massage
參見413.92推拿、按摩

.9313          操作治療 Mobilization

.9314          肌筋膜放鬆術 Myofascial 
        release

.9315          結締組織按摩 Connective 
        tissue massage

.9316          軟組織貼紮術 kinesio

taping method

同：彈性貼紮術

.932      儀器治療 Modality therapy

.9321          溫熱療法 Thermotherapy
熱療法、冷療法入此

.93212 紅外線療法 Infrared 
            rays

.93213              短波療法 Short wave

.93214              超音波療法 Ultrasonic 
            therapy

.9323          光療法

.93232              紫外線療法 Ultraviolet 
            therapy

.93233               低能雷射療法

.9324          電療法 Electrotherapy

.93241              電刺激療法 Electric 
            stimulation therapy

.93242              經皮神經電刺激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ion

.93243              中頻干擾電流 
            Interferential  
            medium-frequency  
            currents

.93244              磁石療法 Magnetic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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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9325          水療法 Hydrotherapy

沐浴法、SPA入411.13；

藥浴入 413.97

.9326          機械性療法 
        Mechanotherapy

.93261              牽引 Traction

.93262              循環機治療 Circulator

.934      運動至療 Movement 
    therapy

.9341          運動療法 Therapeutic 
        exercise；醫療體操 
        Medical gymnastics 

.9342          本體感覺神經肌肉誘發技 
        術 Proprioceptive 
        neuromuscular 
        facilitation

.9343          肌肉能量技術 Muscle 
        energy technique

.9344          放鬆運動 Relaxation 
        exercise

同：鬆弛運動

.935      科技輔具 Assistive 
    technology

.939 其他物理治療法

.94  職能治療 Occupational therapy

.95  放射線療法 Radiotherapy

.951      X 光療法 X-ray therapy

.954      鐳療法 Radium  therapy

.956      放射性同位素療法 
    Radioactive isotope therapy

.96  自然環境療法

.962      空氣療法

.968      氣候療法 Climatotherapy
療養勝地入此

.98  心靈療法 Mental healing
專論各種心理療法 418.98

類下相應子目，例如：宗教、

催眠、藝術、音樂、舞蹈等

醫藥

療法

418.982      宗教療法 Faith healing

.984      催眠療法 Hypnotherapy

.986      藝術療法；音樂療法；舞 
    蹈療法

.989          其他

書目療法(Bibliotherapy或譯閱讀治療)入此

.991      經驗及歷史治療法
民俗療法、尿療法入此

藥籤入292.78

參見 413.97民間醫藥

.995      另類療法 Alternative 
    medicine

骨療法（Osteopathy）、

逆療法（Allopathy）、

順療法（Homeopathy）、

芳香療法、放血療法

（Bloodletting）入此

拔罐入 413.916、刮痧入

413.99

419  醫院管理 Hospital
administration；醫事行政 
Medical affair management； 
護理 Nursing

.1 醫師 Doctor；中醫師 Docto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2 醫師資格；醫師登記；醫師管理

.13 醫師公會

.14  公醫

.15  相關醫事人員
物理治療師、營養師入此

.19  其他
社工入此

.2 醫院內部行政 Hospital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21  管理中心 Management center

.22  財務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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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23  事務管理 General affairs 
management

.24  人力資源管理及勞工關係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labor relationship

.25  營養及餐飲 Nutrition and 
dietary

.26  病歷管理 Medical record 
management

.27  醫材衛材管理

.28  安全及防火 Safety and 
fire-proof

.29  其他
病人事務管理、特殊部門

管理、院內感染入此

.3 各國醫療設施狀況 National
health care facility

醫療機構、團體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 醫院管理教育及研究 Hospital
administratio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41  專業教育 Professional 
education

.42  繼續教育 Continuous educa- 
tion；員工訓練 On-the-job 
training

.43  醫院統計 Hospital statistics

.44 醫療利用 、審查 Hospital 
                  utilization, audit

.45  醫院成本與價格結構 Hospital 
cost and fee structure；醫療費 
用 Health expenditure

.46  醫院規劃及設計 Hospital 
planning  and design

.47  醫院、醫師、病人關係 
Hospital, physician  and  
patient  relationship

參見醫學倫理學 410.1619

419.48  工作研究 Work study

.49  醫療糾紛 Malpractice 
legalization

.5 醫療照護體系 Health care
system

.51  醫療計畫 Health planning；醫 
療網 Medical care network

.52  分級醫療 Classification of 
care；急慢性醫療 Acute and 
chronic care

.53  緊 急 醫 療 體 系 與 災 變 計 畫 
Emergency care system and 
catastrophic plan

.54  醫療單位 Medical units；醫院 
類別及特質 Hospital 
categories and characteristics

衛生所、療養院入此

.55  開業醫師及專科醫師制度 
General practitioner and 
specialty

.56  預防保健及復健醫學體系 
Health promotion and 
rehabilitation

.57  精神醫學體系 Psychiatric  care 
system

.58  牙醫學體系 Dental care system

.59  檢驗及放射醫學體系 
Examination and radiology 
system

.6 護理總論 Nursing：general

.61  護理哲學及理論 Nursing 
philosophy  and theory

整體護理、主護護理照顧入此

.612 護理研究

.61619 護理倫理 Nursing 
            ethics

  照護倫理入此

.63  護理教育 Nursing  education



269

應
用
科
學
類

419.65  護理行政 Nursing 
administration

.652      護士；護理師
執照、檢定、註冊登記入此

.69  護理學歷史
護士節入此

.7 特殊領域護理 Nursing in special 
area

家庭護理入 429.5

.71  長期照護 Long-term care
居家照護服務入 429.5

.711      社區式服務 Community 
    services

日間照護、喘息照護入此

.712      機構式服務 Institutional 
    services

安養中心、療養院、護理

之家照護入此

.72  跨文化護理 Transcultural 
nursing

不同國家護理入此  

.74  私人護理 Private nursing

.75  災難護理 Catastrophe nursing

.76  紅十字護理 Red Cross nursing 
戰地紅十字會入 594.99

.77  靈性護理 Spiritual nursing

.79  其他
航太護理入此

.8 各種醫療領域護理 Nursing in
various medical areas

.81  基本護理技術

.812  護理評估 Nursing 
assessment；護理診斷 
Nursing  diagnosis

.82  內外科護理 Medical-surgical 
nursing

.821      急重症護理 Critical care 
    nursing

醫藥

開刀房護理、急診護理、

加護病房護理、恢復室護理

入此

419.823      身體各系統護理

.8232          傳染性疾病護理 
        Communicable disease  
        nursing

.8234          腫瘤護理 Oncologic 
        nursing

.8235          心臟血管護理 
        Cardiovascular nursing

.824      老年及慢性疾病護理 
    Geriatric  and chronic dis-  
    ease nursing

.825      緩和醫療護理 Palliative care
總論臨終關懷（臨終處

理）、緩和護理、安寧照

護、生命終期照護、臨終

照護入此

.83  婦科護理 Gynecological 
nursing；產科護理 
Obstetrical  nursing

.831      高危險妊娠護理

.832      生殖內分泌護理

.84  小兒科護理 Pediatric 
nursing；青少年護理 
Adolescent  nursing

.841      慢性疾病兒童護理

.842      急重症兒童護理

.843      早產兒護理

.85  精神衛生護理 Psychiatric  and 
mental health nursing

.852      成人精神衛生護理

.853 兒童及青少年精神衛生護理

.854 老人精神衛生護理

.857     急診聯繫護理；照會聯繫 
    護理

.858      社區精神衛生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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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86  社區衛生護理 Community 
health nursing

居家護理、訪視護理入

429.5

.861      公共衛生護理 Public health 
    nursing

.862      學校護理 School nursing

.863      職業衛生護理 Occupational 
    health nursing

.8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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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家政總論 Home
economics：general

.26  家事手冊；家事便覽

.3 家政教育 Home economics
education

[.32] 父母與子女；親職教育

宜入 528.2

421  家庭經濟 Home 
            economics；家庭管理 
            Home management

.1 家計 Family livelihood
儲蓄與節約入此

.2 保險與家庭 Insurance and
family

總論入此，專論各入其類

參見 563.7 保險

.3 報稅須知 Tax：required toknow
參見 567.2 直接稅

.4 家事心得 Tips for family work

.5 家庭簿記 Family bookkeeping

.7 家庭勞務管理 Family labor
service management

.8 家庭傭人 Family handyman
管家、幫傭、侍僕入此

參見 556.56 移民工、外籍工

.9 家庭副業 Household sideline
production

422  居住環境 Living environ-
ment

搬家入此

住宅與健康入 411.6；房屋建

築學入 441.5；木質傢具製造入

474.3；住宅問題入 542.6

.1 購屋要則 Guidelines for buying 
house；建屋要則 Guidelines for 
building house

.2 住宅通風、照明及空調
Housing：ventilation、lighting
and air conditioning

參見 441.6 建築設備

.3 家庭裝飾；傢具 Household 
furnishings

.31  地面裝飾

.32  天花板；牆壁

.33  門窗

.34  傢具及附件傢具選購入此 

.4 庭院 Courtyard；陽台 Balcony

.5 房間設備及家庭佈置 Room 
facilities and home decoration

各類收納、空間利用、創意佈

置入此

.51  廚房

.52  餐飲區
餐廳、酒吧入此

.53  浴室；廁所

.54  臥房

家政

家政

Home economics
家事謂家中之事也，課程名或作家政，授治家必要之一切技術

家庭經濟、家庭管理、縫紉、刺繡、烹飪、育兒、家庭衛生等入此

參見193家庭倫理；411.3營養與食品；523.1兒童學；528.2家庭教育；538.2家族風俗；544家庭、

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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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55 客廳；起居室

.56  書房；工作房

.57  家庭休閒娛樂空間
遊戲室、健身房入此

.58  玄關出入口

.59  其他房間
儲藏室入此

.6 家用水電設備 Household water 
and electricity facilities

.7 其他家庭用具 Other household 
facilities

.8 家庭倉庫 Storage

.9 家屋保養及翻修 House 
maintenance and fixing

423  衣飾 Clothes and 
            accessories；服裝 
            Clothes

各國衣飾風俗習慣入 538.1

參見 966 織繡服裝工藝美術

.1 材料 Material

.2 衣服之選購 Purchase of 
clothes；服裝設計 Apparel 
design

.21  男裝

.23  女裝

.24  青少年裝

.25  童裝

.27  季節服裝

.28  特別場合之服裝
制服、工作服入此

.29  其他泳裝入此

.3 中西衣服Chinese and Western 
clothes

.31  中國裝

.33  旗袍

.35  西裝

423.36 家常服

.37  外出服
大衣、風衣入此

.38  禮服

.39  東洋裝

.391      和服

.392      韓國裝

.4 內衣；襯衫；衣飾

.41  內衣

.42  睡衣

.43  胸罩

.44  襯衫

.45  領巾；圍巾；披肩

.46  領帶；領結

.47  手巾

.48  腰帶

.51  襪子

.53  頭巾

.54  手套

.55  鞋

.56  帽；傘

.57  手提包；行李箱

.58  寢具
被、枕頭、床單、床罩、床

墊入此

.59  其他首飾、髮飾入此

.6 衣飾整理 Clothes and 
accessories care

保存、除污、清潔、防蟲入此 
參見 422.5 房間之設備及家庭佈
置

.7 洗衣 Washing clothes；熨衣 
Clothes pressing

清洗、上漿、烘乾、熨燙入此

425  美容 Beauty culture

.1 美容運動 Beauty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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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2 身材保養 Figure care
減肥、增胖、塑身等入此

.3 皮膚保養 Skin care
日光浴、汗斑的褪除等入此

.4 化粧 Make up
化粧術、化粧品、人體彩繪入此

.5  頭髮護理  Hair care
理髮修髮染髮入此

理髮業入 489.11

.56  假髮

.6 指甲修飾 Manicure
指甲彩繪入此

.7 美容整形 Cosmetic and plastic
整型外科入 416.4

.8 美姿美儀 Charming appea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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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織品

.65  皮革；皮雕

.66  毛皮

.67  塑膠

.68  紙料

.69  配件
鈕扣、拉鏈、縫針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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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毯；墊

426.72 帳；簾

.73 傢具套子

.74        桌巾

.75        寢罩

.76        毛巾

.77        裝飾品
非布料裝飾品入 426.9

.78        玩具

.79        其他

[.8]   人造花 Artificial flower
宜入 479.77

.9 其他 Others
裝飾品、串珠入此

427  飲食 Food；烹飪 
            Cookery

總論入此，專論各入其類

食品分析入341.91；營養與食品

入411.3；食品檢驗入412.37；食療

入418.91；廚房入422.51；食品化

學工業入 463；餐飲業入 483.8；

飲食風俗入 538.7

.1 食譜 Recipe

.11  中菜食譜
必要時得依中國省區表、中

國縣市表複分

湘菜食譜入 427.1126；川菜

食譜入 427.1127；粵菜食譜入

427.1133

.12  西餐食譜

.13  東洋各國食譜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31 日本料理

.14 速簡食譜
三明治、快餐、漢堡、披

薩、燒餅、油條等入此

.15  副菜食譜

.16  點心食譜；糕餅食譜

.17  便當食譜

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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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18 季節食譜；節日食譜

.2 肉類烹調法 Cuisine：meat

.21  獸肉類

.211      豬肉

.212      牛肉

.213      羊肉

.22  家禽類

.221      雞肉

.222      鴨肉

.223      鵝肉

.23  其他肉類

.25  海產類

.252      魚

.254      軟體動物類
牡蠣、蠔、烏賊、章魚入此

.256      甲殼類
蝦、蟹、龍蝦入此

.26  蛋類

.27  奶類

.28  蜂蜜

.29  獵物

.3 榖物蔬菜烹調法 Cuisine：grain 
and vegetables

.31  素菜

.32  水果；乾果；拼盤裝飾
菜餚拼盤之裝飾及蔬果雕

切入此

參見 936.6 蔬果雕

.33  豆類

.34  穀類

.35  米；粥；飯

.38  麵

.39  其他

.4 飲料 Beverages, drinks

.41  茶
茶道入 974

427.42  咖啡

.43  酒類
雞尾酒、調酒入此

.46 冷飲
果汁、聖代、布丁、冰淇淋

入此

.5 供饌法 Meal of fering 
procedures；餐桌服務 Table 
service

.51  日常

.52  速食；快餐；自助餐

.53  宴會

.55  百匯餐飲 Buffet
歐式自助餐入此

.56  餐桌；餐具
餐桌佈置等入此

.57  旅行飲食；野外飲食

.58  團體供膳

學校營養午餐、中央廚房等

入此

.6 食品配合 Food matching

.61  調味品；香料

醬料入此 

  參見 463.4 調味劑

.7 食品腐壞與保存 Food spoiled 
and preservation

.72  製罐

.73  烘乾 Drying；脫水 
Dehydration

.74  冷凍

.75  醃漬；煙薰

.76  防腐劑的使用

.8 烹飪法 Cookery
煎、煮、炒、炸、蒸、煨、烤

等入此

.9 烹飪設備與器具 Cooking 
facilities and appliances



275

應
用
科
學
類

428  育兒 Child care
此目以養育幼兒為主

兒童心理學入 173.1；中醫幼

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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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iviti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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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家庭衛生 Domestic 
            Health

通俗醫藥知識入此

.026 家庭醫學手冊

醫學手冊入 410.26

.1 結婚醫學常識 Medical 
knowledge of marriage

性知識入此

.12  懷孕

429.13  生產；坐月子

.15  避孕

.3 疾病預防 Disease prevention

.4 家庭常備藥 Home remedies； 
家庭急救法 First aid at home

.5 家庭療養及家庭護理 Home care 
and home nursing

.55  病患看護

.6 家庭消毒 Domestic disinfection

.7 病媒動物之撲滅 Vector 
eradication

登革熱的家庭防治入此

參見 437 家畜

.71  蒼蠅防治；蚊蟲防治

.72  蟑螂防治

.74  鼠防治

.8 清掃 House cleaning
掃地、拂灰、清洗、磨光入此

.82  地板；牆壁

.83  室內陳設品

.86  盤碟；刀匙

.88  屋外
掃葉入此

.9 垃圾處理 Refuse disposal
資源回收之分類處理入此

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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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農業總論 Agriculture：
general

.11 古農書 Ancient  agricultural 
books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12  動植物防疫與檢疫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121  　動物防疫與檢疫 Animal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122  　植物防疫與檢疫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植 物 蟲 害 與 其 防 治 入 

433.3；植物病害與其防治

入 433.4；森林病害與防治

入436.33；森林蟲害與防治

入436.34

.13  有機農業 Organic agriculture

.16  農業相關科學 Agriculture and 
related science

農業氣象學入430.1637；農 

業經濟學入 431；土壤學入 

434.22；肥料入434.23；農業 

化學入 434.241；農業物理入

434.242；農業工程與農田水

利入 434.25

.1631 農業數學 Agricultural 
        mathematics

430.1632 農業地理學 Agricultural 
         geography

.1633          農業生態學 Agricultural 
        ecology

.1634          農業生物學 Agricultural 
        biology

.16341              農業微生物學 
            Agricultural  
            microbiology

.16342              農業植物學 
            Agricultural  
            botany

.16343              農業動物學 
            Agricultural zoology

.1635          農業生物技術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園藝植物工廠入435.86

.1636          農業生物資訊學 
        Agricultural  
        bioinformatics

.1637          農業氣象學 Agricultural 
        meteorology

農業氣候學入此

森林氣象學入 436.17

.2 農業法規 Agricultural laws and 
regulations

糧食法規入 431.92；森林法規 

入 436.02；畜牧法規入

437.101；漁業法規入 438.01

農業 
Agriculture

農業係指在土地上使用勞力與資本，從事植物之栽培，家畜、家禽、昆蟲之飼養與魚介類之養殖等

事業；農學指研究農業生產與改良進步的學問，包括作物、畜牧、漁業、蠶桑、森林、獸醫、植物病

蟲害、農業經濟、農業機械、農業加工等

農產品營業入 481-488；農村教育入 5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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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3 農業教育與推廣 Agricultural 
              education and extension  
              service

.31  農業教育 Agricultural 
education

宣導活動、農業教科書等入此

農村教育入528.7

.33  農業研究與機構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institutes

林業試驗所入 436.03；畜產

試驗所入 437.102；家畜衛生

試驗所入 437.203；水產試驗

所入 438.03

.39  農業推廣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ervice

農民組織入 431.5；農村發

展、農村社區發展入 545.5

.391      農政指導 Agricultural 
    policy instructions

.392      農事推廣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tension

.393      農村青年工作 Rural youth 
    works

四健會入此

.394      家政指導 Home economics 
    instructions

.395      農業資訊與傳播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396      農業產銷班輔導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group guidances

.4 農漁業合作 Farming and 
fisheries cooperation

農漁業國際合作入此

.5 農漁業天然災害救助 Farming 
and fisheries natural disaster 
relief

.6 老年農漁民福利津貼 Elder 
agriculturists allowance

430.8 農業資源 Agricultural resources

.9 農業史 Agricultural history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31  農業經濟 Agricultural 
            economics

林業經濟入 436.8；畜牧經濟 

入 437.18；漁業經濟入 438.2；土 

地經濟學入 554.8

.01  農業經濟學理論 Agricultural 
economic theory

.1 農業行政 Agricultual  
adminstration；農業政策 
Agricultural policies

林業行政與政策入 436.87；漁 

業行政與政策入 438.21；農村改 

善入 545.5；農地改革入 554.2； 

農地重劃入 554.47；土地政策入

554.8

.106  農政機關 Agricultual 
adminstrative institutes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入此

.2 農業經營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森林經營入 436.7；水產經營

入 438.2

.21  農業現代化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精準農業入此 

有關農業現代化工程入 

434.25

.22  農場管理 Farm management 

大農制、小農制、家庭農  

類場、公司農場、合作農場、

集體農場、公營農場入此

農村人民公社入 545.7

.23  休閒農漁業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fishery

論經營及管理方式入此

專論某地或某休閒農場、

觀光果園入 992.65

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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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4  農漁業勞動 Agricultural and 
fishery labors

農漁業勞動及就業人口等入此

.25 農產運銷 Agricultural 
             marketing

水產運銷入 438.28

.251      運銷職能 Marketing 
    function

.2511          農產品檢驗 Agricultural 
        inspection

.2512          農產品分級 Agricultural  
        product  grading；包裝與 
        儲藏 packaging and 
        storage

.2513          農產品運輸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nsportation

.2514          農產品交易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de

農產運銷通路等入此

.252      市場情報 Market 
    intelligence

.253      運銷組織 Marketing 
    organization

運銷商、交易市場入此

.254      共同運銷 Joint marketing

.26  農產價格 Agricultural price
糧價入 431.94

.27  農產貿易 Agricultural trade

.29       農村副業

.3 農業金融 Agricultural finance
漁業金融入 438.24

.33  農業信用 Agricultural credit
農業保險與農業金融機構等

入此

.34  農業貸款 Agricultural loans

.4 農民與農村生活 Peasantry and 
rural life

地主、佃農、半自由農、自耕

農、酪農等入此

參見 545.5 鄉村、農村

431.46  農民生活 Peasantry life
賦課、農民收益、債務與農

業簿記等入此 

   漁民入 438.25

.47 農村衛生 Rural health

.48  農村社會生活 Rural social life

.49  農民運動 Peasant  movements

.5 農民組織 Farmers' 
organizations

農民組織法規入 430.2；漁會

入 438.25

.51  農會 Farmers  associations

.52  農業合作社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53  農田水利會 Farm irrigation 
association

.6 農業統計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農業普查入此

漁業統計入 438.02

.9 糧食問題 Food issues；糧食
經濟 Food economics

糧食營業入 481

.91  糧食行政 Food admistration； 
糧食政策 Food policies

.92  糧食法規 Food laws and 
regulations

.93  糧食供需 Food supplies and 
utilizations

.94  糧價 Grain prices

.96  糧穀貿易 Grain trade

.97  農業倉庫 Agricultural store 
houses

.98  糧食現況 Food conditions

433  農業氣象與災害
Agrometeorology and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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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09 農業災害史 Agricultural 
disaster history

.092         中國農業災害史
荒政史入此

.1 天災與其防治 Natural disasters 
and control

同：環境的損害

森林天然災害與防治入 436.31

.11 寒害 Chilly injuries

低溫、霜凍、冰雹等入此

.15  風災 Wind damages

.16  水災 Flood damages

.17  旱災；熱害 Drought  and heat 
damages

.18  火災 Fire damages

.19  空氣污染 Air pollution

.2 鳥獸害與其防治 Bird and 
mammal pests and control

.3 植物蟲害與其防治 Plant insect 
pests and control

農業昆蟲學入此

.4 植物病害與其防治 Plant 
diseases and control

參見 373.9 植物病理學

.41  作物病理學 Crop pathology； 
作物免疫學 Crop immunology

.42  傳染性病害 Infectious  diseases

.421      細菌性疾病 Bacterial 
    diseases

.422      真菌性疾病 Fungal diseases

.423      病毒病害 Virus diseases

.424      線蟲病害 Nematode 
    diseases

.43  非傳染性病害 Non-infectious 
diseases

.431      鹽害 Salt injuries

433.432      養分缺乏 Nutrient 
    deficiencies

.5 有害植物與其防治 Harmful plant 
and control

.7 農業災害防治法 Agricultural 
disaster control

.71  人工防治法 Manual control

.72 機械防治法 Mechanical control

.73  農藥防治法 Pesticides control
同：化學防治法

（Agrochemicals  control）

農藥配製與其使用、蟲害的

化學絕育等入此

.731      殺菌劑 Bactericides

.732      殺蟲劑 Insecticides

.733      除草劑 Herbicides

.739      其他用途藥劑 Other 
    purpose pesticides

.74  生物防治法 Biological control

434  農藝 Agronomy
農藝作物之分布、起源、形態、

生理、生化、生態、遺傳、育種、

選種、分類、品種、生產與用途、

栽培法（土壤、施肥、灌溉、排水、

機械化栽培）、病蟲害與其防治、

收穫、加工、貯藏等入此

農作物複分表

/1  分布、起源

/2  形態

/3  生理、生化、生態

/4  遺傳、育種、選種

/5  分類、品種 用

/6  生產及用途

/7  栽培法

/76       土壤、施肥

/77       灌溉、排水

/78       機械化栽培

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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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病蟲害及其防治

/9  收穫、加工、貯藏

434.1 農藝作物 Agronomy crops
.11 禾穀類 Cereals

小麥、大麥、玉米、高粱、

黍、粟、蕎麥、薏苡等入此

.111      稻 Rice

.12 豆菽類 Legumes
紅豆、綠豆等入此

豌豆、蠶豆、菜豆、毛豆

等入 435.291

.121      大豆 Soybeans

.122      花生 Peanuts
同：土豆（Groundnuts, 

Arachis hypogaea）

.13  根莖類 Rhizomes
馬鈴薯、芋入 435.28

.131      甘藷 Sweet potatoes

.14  牧草類 Forage crops；飼料作 
物 Fodder plants

.141      芻料作物 Forage crops

.142      飼料作物 Foodder crops

.15  油料作物 Oil crops
橄欖、大豆、花生等作油

料用時入此

能源用澱粉與油料作物入 

434.198

參 見 435.32 常 綠 果 樹； 

434.12 豆菽類

.151      芝麻 Sesames

.152      油菜籽 Rapeseeds

.153      向日葵籽 Sunflower  seeds

.16  纖維作物 Fiber crops
棉、麻、苧麻、黃麻、茼麻、

亞麻、硬纖維、編織用纖維、

杞柳、梭櫚、大甲藺等入此

.17  糖料作物 Sugar crops；澱粉作 
物 Starch crops

能源用澱粉與油料作物作入

434.198

434.171      糖料作物 Sugar crops

.1711          甘蔗 Sugarcane

.172      澱粉作物 Starch crops
樹薯、粉薯等入此

.18 刺激料作物 Alkaloidal crops
同：嗜好料作物（Stimulant 

crops）

.181      茶 Tea

製茶入 439.4

.182      菸草 Tobacco

.183      咖啡 Coffee

.19  其他特用作物 Other special 
crops

香草植物入 434.193；香料

植物入 434.194

.191      染料作物 Dye crops
蓼藍入此

.192      藥用作物 Medicinal crops
本草入414.1參見 434.193 

香草植物

.1921          枸杞 chinese matrimony 
        vine

.193      香草植物 Herbs
香水用作物入此

參見 434.192 藥用作物

.194      調味用作物 Flavoring crops
同：香辛料作物（Seasoning 

crops）

如胡椒、丁香、肉桂、芥 

茉等香料作物入此

.197      漆料作物 Paint crops
油桐、漆樹等入此

.198      能源作物 Energy crops

.2 作物栽培與管理 Crop culture 
and management

.21  作物栽培管理概論 Crop 
culture  and manageme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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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434.22  農業環境與土壤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soils

農業地質學入此

森林土壤學入 436.16

.2207  　　土壤概論 Soil science in 
　　general

.221 農業環境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222      土壤物理學 Soil physics
土壤結構、土壤溼度、土

壤空氣、土壤比重、土壤溫

度等入此

.223      土壤化學 Soil chemistry
土壤反應、土壤溶液、

土壤膠體、土壤吸收、土壤

養分、土壤生產力等入此

.224      土壤形態學 Soil morphology
土壤分層、顏色及剖面發

育等入此

.225      土壤生物學 Soil biology
土壤生態學、土壤動物 

學、土壤微生物學、土壤植

物學、土壤生物化學等入此

.226      土壤分類與調查 Soil 
    classification  and surveys

土類鑑定、命名法等入此

.227      土壤分析與改良 Soil 
    analysis and improvement

森林土壤分析與改良入 

436.161

.2271          土壤污染與復育 Soil 
        pollution  and  
        remediations

.229 土壤地理 Soil geography
各地土壤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23  肥料 Fertilizers
參見 469.6 農業化工

.231      有機肥 Organic fertilizers
堆肥、油粕等入此

434.2311          動物質肥料 Animal 
        fertilizers

人糞、廄肥、骨粉等入此

.2312          草木肥 Plant fertilizers
綠肥入此

.234  　微生物肥 Microbial 
　fertilizers

 同：細菌肥料（Bacterial 

fertilizers）

根瘤菌入此

.235 化學肥料 chemical 
                      fertilizers

.2351          化學複合肥 Chemical 
        compound  fertilizers

.2352          微量元素肥 
        micronutrients fertilizers

.236      有機無機複合肥 Organic 
    and inorganic  compound 
    fertilizers

石灰、煤渣、煙、汙肥、

雜肥等入此

.237      肥料分析與試驗 Fertilizer 
    analysis and experiments

.238      施肥法 Fertilization 
    methods

肥料調配入此

.24  農業化學 Agricultural 
chemistry；農業物理 
Agricultural physics

.241      農業化學 Agricultural 
    chemistry

.242      農業物理 Agricultural 
    physics

.25  農業工程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農田水利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農業現代化工程入此 

.251      農業機械 Argicultural 
    machinery

同：農機具（Agricultural

implements）

畜牧機械與自動化入

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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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192；水產養殖機械與

設備入 438.68

434.252      農業建築 Agricultural 
    building

農舍、穀倉等入此

.253 產業道路 Industrial roads

.255      農業系統工程與自動化 
    Agricultural system  
    engineering nd automation

.257      農業水利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農業用水權登記、農田

水資源經營技術入此

.2571 灌溉 Irrigation

.2572          排水 Drainage

.258      農業航空 Agricultural 
    aviation

遙感技術在農業上的應用

入此

森林遙感探測入436.712； 

漁業遙感探測入438.312

.26  耕作 Cultivation

.261      整地 Tillage
翻土、耕耘入此

.263      栽培管理 Cultural 
    management

苗圃園藝入 435.5

.2631          播種 Sowing；栽種 
        Planting；移植 
        Transplanting

.2632          修剪 Pruning；整枝 
        Training

.264      覆蓋作物 Cover crops

.265      栽培介質與調配 Culture 
    medium and blending

.267      農作制 Farming systems
燒墾、輪作、混作、間 

作、連作與休耕等入此

.268      熱帶農藝 Agronomy  in 
    tropical

434.27  農地改良 Farmland 
improvements

土壤分析與改良入

434.227； 

灌溉、排水等入 434.257

.271      耕地整理 Farmland 
    arrangements

.273 土壤侵蝕與水土保持 Soil 
                      erosion and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森林水土保持入 436.162

.278 墾殖 Reclaiming
平原、山荒、水荒、坡

地等的墾殖入此

.28  植物育種 Plant breeding

.281      雜交育種法 Cross breeding

.283      植物選種 Plant selection

.287      品種 Varieties

.29  收穫與處理 Harvesting and 
handling

此處指農產原料的收穫與

初步操作，採收後處理過程

（如:儲存、包裝、運輸至消

費者手中）入 431.25；園產

品採收技術入 435.61

435  園藝 Horticulture

.1 園藝概論 Horticulture in general
園藝管理入此

.11  家庭園藝 Home gardening
盆栽、陽臺園藝、居家栽種

等入此

.2 蔬菜園藝 Olericulture
根莖類入 434.13；豆類入 

435.291

.21  根菜類 Root crops
胡蘿蔔、蘿蔔、牛蒡等入此

.22  葉菜類 Leafy crops
白菜類、芥菜、甘藍、萵 

苣、芹菜、菠菜、茼蒿、莧 

菜、空心菜、芫荽等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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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24  蔥蒜類 Allium 
洋蔥、大蒜、蔥、韭菜等入此

.25  水生蔬菜類 Aquatic vegetables
蓮藕、茭白、荸薺、菱等入此

.26  瓜類 Gourd vegetable crops
甜瓜、南瓜、胡瓜、西瓜、

越瓜、絲瓜、苦瓜、冬瓜等入此

.27 茄果類 Solanaceae
茄、番茄、番椒等入此

.28 莖菜類 Stem vegetables
竹筍、茭白筍、蘆筍、食

用百合、芋、山葵、薑、馬鈴 

薯、球莖甘藍、嫩莖萵苣、蒟

蒻等入此

.29  其他蔬菜園藝 Other vegetable 
crops

.291      豆類 Legume crops
豌豆、毛豆、菜豆、蠶豆

等入此

.292      花菜類 Flower vegetables
金針菜、花椰菜、青花菜

等入此

.293      食用菌類 Edible fungi
木耳、香菇、草菇、洋菇

等入此

.3 果樹園藝 Pomology
果園管理入此

.31  落葉果樹 Deciduous fruit trees

.311      仁果類 Pomaceous fruits
同：梨果類

蘋果、梨、山楂、海棠

等入此

.312      核果類 Drupaceous fruits
梅、櫻桃、桃、李、紅棗

等入此

.313      堅果類 Nuts
同：殼果類

胡桃、栗、銀杏、榛子等

入此

.314      漿果類 Berries
葡萄、奇異果、草莓、桑

椹、無花果等入此

435.32  常綠果樹 Evergreen  fruit trees
同：熱帶和亞熱帶果樹

枇杷、龍眼、荔枝、楊梅、

楊桃、榴槤、橄欖、番荔枝、

百香果、椰子等入此

.321  　番石榴 Guavas
同：芭樂

.322 柑橘類 Citrus fruits

.323 芒果 Mangoes
同：檬果（Mangifera 

indica）

.324      木瓜 Papayas
同：番木瓜（Carica 

papaya）

.325      酪梨 Avocadoes
同：鱷梨

.326      鳳梨 Pineapples
同：波羅

.327      香蕉 Bananas
同：芭蕉

.328      檳榔 Betel nut palms
同：檳榔子

.329      蓮霧 Wax apples
同：璉霧、瓜哇蒲桃

.4 觀賞園藝 Ornamental 
horticulture

花卉、觀賞樹木入此

.41  木本花卉類 Ornamental 
woody plants

同：觀花樹木類

桂花、扶桑、茉莉、夾竹 

桃、海棠花、繡球花等入此

梅花入 435.312

.411      牡丹 Tree paeony
同：木芍藥、洛陽花

.412      杜鵑 Azalea
同：滿山紅、映山紅、躑

躅、應春花 

.413      茶花 Camellia 
同：山茶花 

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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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414 櫻花 Cherry blossoms

.415      玫瑰；薔薇 Rose

.42  觀賞樹木類 Ornamental trees
同：園林樹木觀葉喬木、灌

木、藤木等入此

草本觀葉植物入 435.47

.421      棕櫚類 Palms
筋頭竹、棕竹等入此

.422 椰子類 Coconut palm
凍子椰子、加拿列海棗、

酒瓶椰子、黃椰子等入此

.423      觀賞竹類 Bamboos

.424      變葉木 Crotons

.43  多年生草花 Perennial flowers
同：宿根花卉類

.431      蘭花 Orchidaceae
仙履蘭屬、菫色蘭屬、萬

代蘭屬等入此

.4311          文心蘭 Oncidium

.4312          蝴蝶蘭 Phalaenopsis
同：蝶蘭（Phalaenopsis 

hybrida；Moth orchid）

.4313          洋蘭 Cattleya
同：嘉德利亞蘭

（Cattleya  hybrida）

.432      菊花 Chrysanthemums
同：家菊、秋菊

.433      觀賞鳳梨 Bromeliads
火冠鳳梨屬、鶯歌鳳梨 

屬、蜻蜓鳳梨屬、斑葉鳳梨

等入此

.434      火鶴花 Anthurium

.45  球根花卉 Bulbs and tubers
酢醬草屬、美人蕉等入此

.451      石蒜科 Amaryllidaceae
水仙、孤挺花、晚香玉、

韮蘭等入此

.452      鳶尾科 Iridaceae
番紅花、香雪蘭、德國鳶

尾等入此

435.4521 唐菖蒲 Gladiolus

同：劍蘭

.453      大麗花 Garden dahlia
同：大理花、大麗菊、洋

牡丹

.454      百合類 Lilum spp
風信子、鬱金香等入此

.455      海芋 Calla lily
同：馬蹄蓮、水芋

.46 一、二年生草花 Annual and 
                  biennial  flowers

三色菫、雞冠花、鳳仙花、

千日紅、金盞花、石竹、金魚

草、向日葵等入此

.47  觀葉植物類 Foliage plants
蔓綠絨、蓬萊蕉、彩葉芋、

彩葉草、鐵線蕨、草坪植物等

入此

木本觀葉植物入 435.42

.48  多肉植物 Succulent plants
仙人掌、景天屬、寶草屬、

石蓮華屬、龍舌蘭屬、蘆薈屬

等入此

.49  其他觀賞園藝 Other 
ornamental crops

水生植物、食蟲植物等入此

.5 苗圃園藝 Nursery

.51  苗圃設計與建立 Nursery 
design and establishment

.52  苗圃設施 Nursery facilities

.53  植物繁殖 plant propagations
播種、壓條、扦插、嫁接、

分株等入此

.57  育苗技術與管理 Breeding 
technique and management

苗木包裝、運輸與儲藏

.6 園產品利用 Horticultural 
products utilization

.61  園產品採收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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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ticultural products 
postharvest handling technology

人工採收、機械採收、化學

採收等入此

435.62 園產品採收後處理 
Horticultural products 
postharvest

預冷、癒傷、脫水（乾 燥 ）、

藥劑處理、上蠟、催 熟、脫澀、

洗滌等入此

.63 分級、包裝和運輸 Grading, 
packaging and transportation

.64  園產品貯藏技術 Horticultural 
products  storage technology

簡易貯藏、通風貯藏、冷 

藏、氣調貯藏、減壓貯藏、速

凍保鮮等技術入此

.7 景觀園藝 Landscape 
horticulture

同：造園學、環境園藝

（Landscape garding）

參見 929 景觀建築

.71  造園美學 Gardening  aesthetic
園景之演變與發展入此

.72  庭園 Gardens

.73  公園 Parks

.74  特殊園景 Special landscape
城市綠地、街道廣場、工廠

庭園、校園、醫院庭園、陵 園、

遊樂園等入此

.75  園景之設施材料 Landscaping 
facilities and materials

.751      路景 Highway landscape

.752      水景 Waterscape

.8 設施園藝 Facilities horticulture

.81  溫室 Greenhouses

.811      玻璃溫室 Glass greenhouses

.812      塑膠溫室 plastic 
    greenhouses

.813      網室 Net houses

435.82  床架設施 Bed frame facilities

.83  設施環境調控 Greenhouse 
environment control

光線、溫度等調控作業技術

入此

.84  灌溉施肥設施 Fertigation 
facilities

.85  無土栽培 Soilless culture

.851 養液栽培 Liquid culture

.852 水耕 Water culture

.86  園藝植物工廠 Horticultural 
plant factories

436  森林 Forest
林業、森林學概論入此

.01  森林文化 Forest culture
森林哲學、森林美學入此

.023      森林法規 Forest regulations

.03  林業研究與機構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s

.1 林業基礎科學 Bisic forest 
sciences

.11  森林生物學 Forest biology
森林多樣性入此

.111      森林植物學 Forest botany

.1111          樹木學 Dendrology
樹木生理學入此

樹木病理學入 436.33

.112      森林動物學 Forest zoology

.1121          森林昆蟲學 Forest 
        entomology

.113      森林微生物學 Forest 
    microbiology

.12  森林生態學 Forest ecology
森林生態系統入此

.121      森林與生物環境 Forest and 
    bio-environment

.122      森林與非生物環境 Abiotic  

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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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ironment

436.123 森林群落 Forest 
communites

.124      森林水文學 Forest 
    hydrology

森林水文調查、試驗與研

究、森林流域降水動態、集

水區等入此

.13  森林地理 Forest geogrophy； 
森林分布 Forest distribution

.131 森林地帶分布 Forest zone 
    distribution

赤道、熱帶、亞熱帶、溫

帶、亞寒帶、寒帶等分布

.132      森林地文分布 Forest 
    physiographic distribution

平原、山地、丘陵、高 

原、盆地等分布

.133      森林地區分布 Forest region 
    distribution

各國森林概況、樹木志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4  森林物理學 Forest physics
聲、光、放射線、放射性同

位素、半導體等在林業上應用

入此

.15  森林化學 Forest chemistry
木材化學加工工業入436.431

.16  森林土壤學 Forest pedology

.161      森林土壤分析與改良 Forest 
    soil analysis and  
    improvement

.162      森林水土保持 Forest soil 
    conservation

.17  森林氣象學 Forest 
meteorology

.2 育林；造林學 Silviculture

.21 天然更新 Natural renewal

.22 森林撫育 Forest tending

436.25        人工造林 Plantation
種子、直播、育苗、植樹、

林木育種，栽培，器械與設備、

成本會計、林木貿易等入此

.251      針葉樹造林 Coniferous 
    trees plantation

.252      闊葉樹造林 Broadleaf  trees 
    plantation

.253      特殊造林 Special plantation

.2531          混農林業 Agroforestry

.2532 保安林 Protection forest
水源涵養林、防風林、

薪炭林等入此

.3 森林保護 Forest conservancy
森林土壤分析與改良入

436.161；森林水土保持入

436.162

.31  森林天然災害與防治 Forest 
natural disaster and control

水災、旱災、風災、霜害、

雷電等入此

.311      火災 Fire damages

.32  森林動物為害與防治 Forest 
wildlife damage and control

.33  森林病害與防治 Forest disease 
and control

樹木病理學入此

.34  森林蟲害與防治 Forest pest 
and contorl

.35  森林有害植物與防治 Forest 
injurious plant and contorl

.4 森林利用 Forest use

.41  木材學 Wood science

.411      木材構造與解剖 Wood 
    structure and anatomy

.412      木材物理性質 Wood 
    physical properties

.413      木材化學性質 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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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mical properties

436.42 木材採運 Wood logging and 
transportation

林木採伐、集材、運材、貯

材、保存、分級等入此

.43  木材加工利用 Wood 
processing and utilization

.431      木材乾燥與防腐 Wood 
    drying and preservative

木材化學加工工業入此

.432      製材學 Lumbering
板材、枕材、方材、木模

等入此

.45 森林特產物利用 Special forest 
products  and utilization

木材貿易入 482.8

.5 森林工業 Forest industries
木材工藝入 474

.6 森林工程 Forest engineering

.61  測量 Surveying

.62  製圖 Drawing

.63  土木 Civil

.7 森林經營 Forest management
同：森林經理

育林入 436.2

.71  森林調查 Forest resources 
surveys

.711      森林測計 Forest 
    mensuration

同：測樹（Forest meas- 

 urement）

單株木測定、林分測定、

大面積森林測定等入此

.712      森林遙感探測 Forest remote 
    sensing

森林航空測計入此

.718      森林遊樂 Forest recreation

.73  森林規整 Forest regulation

.75  森林區劃 Forest division

436.8 林業經濟 Forest economics

.82  木材經濟 Wood  economics

.87  林業行政 Forest  
administration；林業政策 
Forest policies

.88 森林會計

437  畜牧與獸醫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昆蟲業入 437.8

參見 483.3 乳品業

.1 畜牧總論 Husbandry in general
畜牧學、畜產學入此

.1023 畜牧法規 Husbandry laws 
        and regulations

.103      畜產研究與機構 Animal 
    products  research  and 
    institutions

.11  畜禽營養學 Animal 
alimentology；畜禽飼養
Animal feeding

.111      飼養法 Feeding methods

.112      牧野 Rangeland

.113      牧草 Pasture  grasses
牧草調製、乾草、青儲 

草、半乾青儲草等入此

參見434.14牧草類、飼料

作物

.114      飼料 Feeds
纖維性飼料、能量飼料、

蛋白質補充飼料、油脂飼料

等入此

.115  飼料添加劑 Feed additives
礦物質補充料、維生素補

充料、抗生素等入此

.13  畜禽育種學；畜禽繁殖學 
Animal genetics and breeding

.14  畜禽多樣性 Animal diversity

.18  畜牧經濟 Husbandry 
economics

.181  畜牧行政 Husbandry 

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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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畜牧政策 
Husbandry Policies 

437.182 畜產運銷 Animal products  
marketing

參見 483 畜牧水產品業

.19  畜產經營 Animal products 
management

牧野、牧場等經營入此

.191 畜禽舍規劃與管理 Animal 
bu i ld ing  p l ann ing   and 
management

.192 畜牧機械與自動化 
    Husbandry machines  and 
    automation

.2 獸醫 Veterinarians
同：動物醫學

獸醫公共衛生學入此

參見 438.5 水產疾病與防治

.201      中醫獸醫 Chinese medicine 
    veterinarians

.202      獸醫經濟 Veterinarian 
    economics

.203      獸醫研究與機構 
    Veterinarian research  and  
    institutes

.21  畜禽解剖學 Aanimal  
anatomy；畜禽組織學 
Animal histology

同：動物組織學（Physiology 
 of livestocks and fowls）

.22  畜禽生理學 Animal 
physiology；畜禽醫化學 
Animal medical chemistry

同：動物生理學

.23  畜禽藥理學 Animal 
pharmacology

.24  畜禽病理學 Animal pathology
同：獸醫病理學

.243      畜禽細菌學 Animal 
    bacteriology

437.245  畜禽免疫學 Animal 
immunology

.247      畜禽寄生蟲學 Animal 
    parasitology

同：家畜寄生蟲學

.25  畜禽內科學 Animal medicine

.255      畜禽診斷學 Animal 
    diagnosis

.257      畜禽傳染病 Animal 
    infectious  diseases

獸醫流行病學入此

.26 家畜外科學 Domestic animals 
surgery

.27  家畜產科學 Domestic animals 
obstetrics

.28  獸 醫 院 Veterinary hospitals； 
動 物 醫 院 Animal hospitals； 
獸醫師 Veterinary surgeon

.29  獸醫行政 Veterinary 
administration

.3 家畜 Domestic animals

.31  牛 Cattles

.311      生理 Physiology；解剖 
    Anatomy

.313      遺傳 Genetics；選種 
    Selection；育種 Breeding； 
    繁殖 Reproduction

.314      飼養管理 Feeding 
    management

.315      疾病與防治 Disease and 
    control

.32  馬 Horses
仿 437.311-.315 分

參見 594.67 馬政、馬營

.33  綿羊 Sheeps
山羊、羊駝等入此

仿 437.311-.315 分

.34  豬 Swines
仿 437.311-.3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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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35 犬 Dogs
同：狗

仿 437.311-.315 分

.36  貓 Cats
仿 437.311-.315 分

.37  兔 Rabbits

.39  其他

.7 家禽 Poultries

.71  雞 Chickens
珠雞、雉雞、孔雀等入此

.713      雞種 Chicken breeds

.714      飼養 Raise

.716 育雛 Feeding chicks

.717      雞病 Chicken diseases

.718      養雞業 Chicken industries

.72  火雞 Turkeys

.74  鴨 Ducks
仿 437.713-.718 複分

.75  鵝 Geese

.77  鴿 Pigeons；鳩 Doves

.78  鴕鳥 Osteriches

.79  其他家禽 Other Poultries

.8 昆蟲業 Insect culture

.81  栽桑 Mulberry  culture

.82  養蠶 Sericulture

.83  養蜂 Apiculture

.837 　蜂蜜 

.9 狩獵業 Hunting；動物保護 
Animal protection

參見 993.75 狩獵

.91  狩獵 Hunting

.92  動物保護 Animal protection

438  漁業 Fishery
水產學概論入此

水產養殖學入 438.6

參見 483.5 水產品業

438.023  漁業法規 Fishery 
regulations

.028  漁業統計 Fishery statistics
漁業基本統計、漁業生產統

計、水產品加工統計、流通和 

貿易統計、漁業經濟統計等入此

.03  水產研究與機構 Fishery 
research  and institutes

.1 水產基礎科學 Basic fishery 
sciences

.11  水產資源學 Fishery  and 
aquatic resources  sciences

調查與評估、保育與管理，

水產資源生態學、漁業資源管

理、增殖等入此 

  參見 438.67 水產種苗繁殖

.12 海洋氣象學 Marine 
meteorology

.13  水產生物學 Aquatic biology

.131      魚類學 Ichthyology

.132      無脊椎動物學 Invertebrate 
    zoology

.133      水產植物學 Aquatic botany

.134      水產微生物學 Aquatic 
    microbiology

.14  水產化學 Aquatic chemistry

.2 水產經營 Fishery  
management；漁業經濟 
Fishery economics

.21  漁業行政 Fishery 
administration；漁業政策 
Fishery policies

.23  漁業權 Fishing rights

.24  漁業金融 Fishery finance；信 
貸 Loans；保險 Insurances

.25  漁民 Fisherman；漁會 
Fishermen's association

.26  漁村 Fish villages；漁港 Fish 
harbours

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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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28 水產運銷 Fishery products 
marketing

水產品運輸、保鮮、貯藏、

包裝等入此

水產品加工入 439.7

參見 483.5 水產品業

.281      水產品運輸與設備 Fishery 
    products  transportation and  
    facilities

乾運法、噴霧法、淋水 

法、充氧法、麻醉法、低溫

法等入此

.282      水產品保鮮技術 Fishery 
    products   preservation

輻射保鮮、冷凍保鮮、

生物保鮮、化學保鮮等入此

.283  水產品貯藏與貯藏設備 
Fishery products  storage  
and  equipments

.3 捕撈漁業 Capture fishery

.31  漁撈技術 Fishing technologies

.312      漁業遙感探測 Fishery 
    remote sensing

.32  漁具與漁法 Fishing gear and 
techniques

.321      網漁具 Netting gear
定置網、焚寄網等入此

.3211          拖網 Trawl net

.3212          地曳網 Beach seine

.3213          圍網 Purse seine

.3214          棒受網 Stick-held dip net
同：焚寄網

.3215          刺網 Gill net

.322      釣漁具 Angling gear

.3221          一支釣 Pole and lines 
        boote

.3222          延繩釣 Long line

.3223          曳繩釣 Troll line

.323      雜漁具 Miscellaneous 

    fishing gear

438.324  漁撈機械與設備 Fishery 
machine  and  equipments

.33  漁業與漁場 Fishery and 
fishing grounds

.331      遠洋漁業 Deep sea fisheries

.332      近海漁業 Offshore fisheries

.333      沿海漁業 Coastal fisheries

.334      內陸漁撈 Inland  fishing 
    fisheries

.5 水產疾病與防治 Aquatic 
diseases and control

.51 魚病與防治 Fish diseases and 
control

.52  蝦病與防治 Shrimp diseases 
and control

.53  貝介類疾病與防治 Shellfish 
diseases and control

.54  藻類疾病與防治 Algae 
diseases and control

.6 水產養殖 Aquaculture

.61  水產養殖技術 Aquaculture 
technologies

.611      餌料營養學 Feed nutrition

.612      水產繁殖生理學 Fish 
    breeding and 
    propagationphysiology

.613      池塘水質管理學 Fish pond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64  海面養殖 Marine culture

.641      淺海養殖 Shallow sea 
    culture

.642      箱網養殖 Cage culture

.65  內陸養殖 Inland  water culture

.651      淡水魚塭 Fresh water pond

.652      鹹水魚塭 Brackish water 
    p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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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653      池塘養殖 Freshwater pond 
    culture

.66  水產養殖種類 Aquaculture 
species

.661      魚類 Fishes
石斑魚、吳郭魚、虱目魚、

烏魚、草魚、鰱魚、烏鰡、

黃鰭鯛、黑鯛等入此

.662      甲殼類 Crustaceans
班節蝦、草蝦、白蝦、紅

尾蝦等入此

.663      貝類 Shells

.664      珍珠類 Pearls

.665 海藻類 Seaweeds
紫菜、龍鬚菜等入此

.666      青蛙 Frogs；龜 
    Chelonians；鼇 Turtles

.667      觀賞魚類 Aquarium fishes

.67  水產種苗繁殖 Fish breeding 
and propagation

.671      人工繁殖 Fish artificial 
    propagation

.672      種魚 Brood fishes；種蝦 
    Brood shrimps

.673      魚苗 Fish fry；蝦苗 Shrimp 
    fry

.674      水產種苗育成 Fish breeding 
    nursery

.675      水產種苗運輸 Fish breeding 
    transportation

.68  水產養殖機械與設備 
Aquaculture machines  and  
equipments

439  農產加工 Agriculture
processing

初級農產食品入此

園產品加工入 439.5；水產品 

加工入 439.7

參見 463 食品化學工業；478 纖

維工藝

439.1 糧食作物加工 Food crops 
processing

米、調味品、油籽與其他穀物

等之輾磨入此

.2 雜糧作物加工 Miscellaneous 
foods processing

.21  麵粉加工 Flour  processing
麵粉製造、麵粉廠、麵條、

麵包製造、麥片等入此

.22  豆類加工 Legume processing
豆漿、豆花、豆乾、豆沙、

豆腐、豆腐皮、油豆腐、豆 

鼓、豆腐乳、味噌等入此

.3 特用作物加工 Special crops 
processing

.4 製茶 Tea manufacture
同：茶葉加工

茶葉營業入 481.6

參見 434.181 茶

.409      古代製茶工藝 Ancient  tea 
    manufacture technologies

.41  採茶 Tea plucking

.42  選茶 Tea  picking

.43  製茶機與其操作 Tea machine 
and its operation

.45  茶種類 Tea types

.451      綠茶 Green tea
同：不發酵茶

.452      紅茶 Black tea
同：全發酵茶

.453      烏龍茶 Oolong tea
同：青茶、半發酵茶

.454      黑茶 Cassis；白茶 White 
    tea；黃茶 Yellow tea

.46  再加工茶 Reprocessed  tea
花茶、緊壓茶、萃取茶、保

健茶、添香茶、果味茶等入此

農業



292

中文圖書分類法

應
用
科
學
類

439.5 園產品加工 Hort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51  乾果類 Dried fruits

.52        乾菜類 Dried vegetables  

.53  果醬類 Jam

.54  果汁類 Juice

.55  蜜餞類 Preserved  fruits

.56  醃漬類 Pickles

.57  冷凍加工品 Freezing 
processing products

.6 畜產加工 Animal products 
processing

動物油脂入 466.172；皮革工

藝入 475

.61 家畜產品與製品 Livestock 
products  and processing  
products

.611      家畜產品 Livestock 
    products

.6111          牛肉 Beef

.6112          豬肉 Pork

.6113          羊肉 Mutton

.612      家畜製品 Livestock 
    processing products

.6121          火腿 Ham

.6122          臘肉 Preserved  ham

.6123          香腸 Sausage

.6124          熱狗 Hot dog

.6125          貢丸 Meat ball

.6126          肉乾 Jerky
肉絨、肉鬆等入此

.613      乳製品加工 Dairy 
    processing poducts

牛乳場與其產品、乳油、

酸凝酪、乾酪與其他乳製品

等入此參見 483.3 乳品業

.6131          牛乳產品 Dairy products

439.6132 牛乳檢驗 Milk detection

.6133 牛乳處理程序 Milk 
        processing procedures

.6134          包裝 Package；貯藏 
        Storage；運搬 
        Transportation

.62  家禽產品與製品 Poultry 
products  and processing 
products

.621      家禽產品 Poultry   products

.6211          雞肉 Chicken

.6212          鴨肉 Duck

.6213          鵝肉 Goose

.6214 火雞肉 Turkey

.622      家禽製品 Poultry processing 
    products

.6221          雞製品 Chicken 
        processing products

.6222          鴨製品 Duck  processing 
        products

.6223          鵝製品 Goose  processing 
        products

.6224          火雞製品 Turkey 
        processing products

.623      蛋產品與製品 Eggs and 
    processing products

.6231          鮮蛋 Fresh eggs

.6232          茶葉蛋 Tea eggs

.6233          皮蛋 Preserved  eggs

.6234          鹹蛋 Salted eggs

.6235          液體蛋 Liquid egg

.6236          蛋粉 Egg powder

.63  屠宰 Slaughtering

罐頭工業入 463.9；動物油

脂入466.172；屠宰場入483.2

.7 水產品加工 Fishery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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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ing
水產品營業入 483.5

439.71 水產加工技術 Fishery 
products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72  水產食品 Fishery foods

.721      魚粉 Fish meal

.722      魚漿 Fish mince

.723      水產乾製品 Dried fishery 
    processing products

.724      水產醃漬品 Pickled  fishery 
    products

.725      水產煉製品 Minced  fishery 
    processing products

.726 水產調味加工品 Fishery 
    flavored processing products

.727      水產冷凍食品 Frozen 
    fishery products

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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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工程參考類目表

遺傳工程              363.9

農業工程              432.5

森林工程              436.6

土木工程              441

建築工程              441.3

橋樑工程              441.8

道路工程              442.1

鐵路工程              442.4

都市交通工程 442.9

水利工程              443

船舶工程              444

市政工程              445

環境工程              445.9

機械工程              446

動力工程              446.2

太陽能工程 446.6

氣體工程              446.7

氫能工程              446.78

汽車工程              447.1

氣墊交通工程 447.4

航空工程              447.5

太空工程              447.9

電機工程              448

電子工程              448.6

通信工程              448.7

自動控制工程 448.9

核子工程              449

工程

Engineering
昔時在西洋工程專指軍事上之防禦工作及軍器之製造。十八世紀以後，漸與軍事分離，稱土木工程

（Civil  engineering），築路、造屋、浚河等屬之。晚近工程學之範圍愈廣，機械工程、礦冶工程、

電機工程、水利工程、航空工程、太空工程、自動控制工程等，次第獨立成科

礦冶工程              450

採礦工程              452

冶金工程              454

化學工程              460

軍事工程              595.1

440 工程學總論
Engineering：general

.01-.09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016      工程經濟學

.017      工程應用文

.029      電腦輔助設計

.1 基礎工程學 Foundation 
engineering

.11  工程數學

.119      工程統計學

.12  工程物理學

.121      計測工學
工業測定法、工業測定 

器、感測器入此

.1211          計器綜論；計量單位

.1212          力學計測；壓力計測； 
        動力計測

.1213          溫度計測

.1214          流量計測

.1215          振動計測；回轉計測

振度計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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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1216           濃度計測

.1217          比重計測；濕度計測

.1218          粘度計測

.1219          其他

.123      聲學工程同：工程聲學
音響、超音波入此

.124      工程振動學

.126      工程熱學；傳熱工學

.127      工程光學

.13  工程力學；應用力學
材料力學入440.21；結構力

學入 440.15 參見 332 力學； 

441.2土木力學；446.1機械力

學；447.55航空力學

.131      工程靜力學

.132      質量幾何

.133      工程動力學

.135      彈性學

.136      流體力學

.137      流體靜力學

.138      流體動力學

.14  應用氣體力學
連體力學入此

壓縮空氣入 446.73

.15  結構力學

.16  工程化學

.17  工程氣象學

.18  工程實習；工程實驗

.19  人體工學

.2 材料科學 Materials science
工程材料學入此

.21  材料力學

.22  材料強度

.221      彈性 Elasticity

.222      拉力 Tension

.223      扭力 Torsion

.224      壓縮 Compression

440.225 耐力

.227      破裂力

.23  材料試驗

.24  材料結構及物理性質

.25  材料腐蝕與保護

.3 工程材料 Engineering 
materials

總論入440.2，專論各入其類，

如建築材料入 441.53

.31  木材

.312      木材防腐與保存

.32  石工材料
參見 355.5 石質材料

.321      石料

.323      磚瓦

.325      水泥；石灰

.326      膠泥

.327      混凝土

.328      鐵筋混凝土

.33  玻璃

.34  其他非金屬材料

.341      絕緣材料 Insulating 
    materials

石綿、雲母、陶瓷、玻

璃棉、油漆等入此

.342      潤滑材料
植物油、石墨入此

.343  研磨材料

砂岩、鋼玉、鋼鋁石、碳

化砂、砂輪等入此

.344 塑料賽璐珞、纖維紙板入此

.345 漆；橡皮；紡織材料

.346  　耐高溫材料；耐低溫材料； 
　耐腐蝕材料

.347  　燃料

.35  金屬材料

.36  鐵與鋼

.362  　鍛鐵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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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363 鋼

.365      鑄鐵

.367      鐵與鋼合金

.38  非鐵金屬
銅、赤銅入此

.39  合金

.4 工業標準；工業規格 Industrial 
standards

機械標準與規格入 446.191

.5 工程師 Engineer；建築師 
Architect

.6 專利及發明 Patent and 
invention

.61  專利法規
.62-.67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

表複分

.7 奈米技術 Nanotechnology
熱傳導入 335.21；藥物學入 

418.1；陶瓷製造入 464；光觸媒

入 468.8；紡織技術入 478.1

.8 工程設計 Engineering design； 
工程製圖 Engineering graphics

工業設計入此

.81  工程文字；工程書法

.83  用器畫

.85  工程標記

.86  藍圖法

.87  繪圖室

.88  工程製圖用具

.9 測量學 Surveying
測量學為研究地球表面形狀、

位置、距離、面積等，並將其描

繪於圖上之科學

天文測量入 322.4；地圖學入

609.2

.901      測地綜論

.902      測量手冊

.903      測量教育

.91  測量方法

440.911 平面測量學
同：普通測量學

測地入此

.9111 基線測量 Base 
        measurement

.9113          平差計算
最小二乘法、三角平差

法等入此

.9114          羅盤儀測量 Compass 
        surveying

.9116          經緯儀測量 Transit & 
        theodolite  surveying

.9118          平板測量 Plane table sur- 
        veying

同：圖解測量

.913      三角測量 Triangulation 
    surveying

.914      角度測量 Measurement of 
    angles

.915      視距測量 Stadia surveying

.916      界線測量 Boundary 
    surveying

同：土地測量（Land 

surveying）

.917      地形測量 Topographic 
    surveying

水文測量入 440.94

.918      攝影測量學
地面攝影測量入此

航空攝影測量入 440.981

.919      測量儀器
羅盤儀、水準儀、平板 

儀、經緯儀、規距儀等入此

.92  大地測量學 Geodetic 
surveying

地面上大規模之測量，必須

顧及地面曲率者，與探討地球

之形狀及大小不可分離

.921      距離測量 Distance 
    measurement



297

應
用
科
學
類

440.9212 物理測距 Physical 
         geodesy

.9214          電子測距

.9215          微波測距

.9216 光電測距

.9221          導線測量 Traversing

.9224          三邊測量 Trilateration 
        surveying

.923      水準測量 Leveling
同：萬程測量

.9231          水準點 Bench marks

.9233          氣泡水準測定 Spirit 
        leveling

.9237          氣壓水準測定 Barometric 
        leveling

.9238          三角水準測定 
        Trigonometric leveling

同：豎折光（Geodetic 

refraction）

.924      大氣重力與測量重力
測量應用於大地測量者入此

.925      面積、體積之計算
曲線設定入此

.926      地形畫法

.927      繪圖

.93  工程測量
土木測量入此

.94  水文測量 Hydrographic 
surveying

同：河川測量

.95  路線測量

.96  各種目的測量
森林測量入 436.61；隧道測 

量 入 441.91； 鐵 路 測 量 入

442.42； 航 道 道 測 量 入 

444.7；礦場測量入 452.1；軍

事測量入 595.12

.961      地籍測量

440.962 市街測量

.97  人造衛星測量

.98  空中攝影測量

.981      航空攝影測量
航測照片判讀入此

.983      動態攝影測量

.984      衛星攝影測量

.99  各國大地測量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41  土木工程 Civil
 engineering；建築工程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建築藝術入 920

.1 基礎工程學 Foundation 
engineering

.103      工程地質學
參見 434.273 土壤侵蝕與

水土保持

.11  體系

.113      木工

.115      石工

.117      鋼鐵工

.12  土壤力學
土質比重、土重抗力入此

.13  開挖
土工、支撐、岩石開挖入此

.14  支撐材料

.15  堤牆建築

.151      土壓

.153      保壁

.17  打基；基礎工程
參見 441.54 房屋建築打基

.18  特種形式的基礎

.181      樁基 Pile

.183      浮動基礎

.184      水中用基礎

.188      橋墩基礎 Pier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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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2 土木力學 Mechanics for civil 
               engineering；建築力學 
               Architectural mechanics

.21  結構學 Structure
結構理論入此

.22  結構分析
結構的靜力、動力、穩度

及強度

.23  負荷 Loads

.24  風力負荷

.25  應力與應變 Stresses and 
strains

.26  結構設計

.27  特種結構元件

.28  特種材料設計及結構

.3 建築總論 Architecture： 
general

參見 920 建築藝術總論

.31  建築物理學
建築力學入 441.2

.32  建築熱工學
冷暖氣設備入 441.63

.33  建築聲學
隔音結構入 441.576

.34  建築光學

.343      日照同：日射

.344      天然採光

.345      人工採光

.346      光線控制器材

.35  建築視覺學

.36  建築色彩

.37  建築數學

.38  建築氣候學
在不同氣候條件下的建築技

術理論

.39  其他科技於建築之應用

.4 各類型建築 Various types of 
architecture

總論各種類型或專類建築，其

設計、施工、結構、規範、規則
或圖面等

一般房屋建築入441.5及 441.6

441.403 低層建築

.404      高層建築

.406      大樓建築
行政機關、辦公大樓建築

入此

.407      超高層大樓建築

.408      地下建築

.41  公共建築

.411      會堂；社區中心

.412      劇場；電影院；音樂廳

.413      圖書館；文化中心
參見 021圖書館建築、圖

書館設備

.414      展示場；美術館；博物館

.415      植物園；動物園

.416      體育館；演藝廳
巨蛋入此

.417      運動場

.418      游泳池

.419      遊藝場

.42  教育及研究機構建築

.421      幼稚園；托兒所

.422      中小學

.423      大專院校

.424      研究所

.425      實驗室；試驗所

.426      科學館；天文館

.427      氣象台；測候所

.428      地震台

.429      其他

.43  醫療保健建築

.431      醫院；診所

.432      療養院；休養所

.433      衛生所；保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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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434 養老設施

.439      其他

.44  大眾營業建築

.441      銀行；當鋪；交易處

.442      商店；百貨公司

.443      餐廳；酒家

.444      旅館；招待所

.445      公共浴場

.446      理髮廳

.447      市場

.448      商店街

.449      殯儀館；火葬場

.45  交通運輸事業建築

.451      火車站；捷運站

.452      汽車站

.453      停車場

.454      車庫
參 見 447.19 車 輛 廠； 

447.169 汽車保養廠

.455      飛機場；航空站

.456      碼頭

.457      郵局；電信局

.458      電台；電視台

.459      其他

.46  農業建築

.461      農舍

.462      溫室；溫床；種子培養場

.463      園藝場

.464      農業倉庫

.465      農具庫；農具廠

.466      牧舍；飼育場

.467      農產加工廠

.468      輔助建築物

.469      其他

.47  動力廠建築

.471      發電廠

441.472 熱電站

.473      煤氣廠

.475      原子核動力廠

.476      壓縮空氣站

.479      其他

.48  製造廠建築

.482      機械廠

.483      化工廠
參見 460.9 化工廠

.484      輕工業製造廠

.485      鐵工廠

.486      冶金廠

.487      食品廠

.489      其他

.5 房屋建築學 Architecture of 
building and house

總論建築設計與施工及一般房

屋之構造設備者

各類型建築入 441.4

.51  法規

.52  建築設計及施工
生態工法入此

.521      設計及製圖

.523      建築估價

.524      章程；合約
工程應用文入此

.525      施工各論

.526      施工機械
工程機械入此

.527      施工監督；施工管理

.528      修理及保養

.529      營造業；建築業
營建管理入此

.53  建築材料

.531      金屬材料

.532      非金屬材料
砂、石、磚、水泥、混凝

土等入此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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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533 有機材料；建築化工材料

.534      耐高溫材料；防火材料

.535      隔熱材料；隔音材料

.536      建築塗料；裝飾材料

.537      防水材料；防潮材料

.538      粘結劑

.539          其他特種材料
 防腐材料入此

.54  地基
一般工程之打基入 441.17

.55  各種結構

.551      磚造

.552      石造

.553      木造

.555      混凝土

.556      鋼骨混凝土

.557      鋼筋混凝土

.559      鋼結構

.56  細部結構

.562      壁

.563      柱

.564      地板

.565      天花板

.566      樓梯

.567      其他內部隔間構造

.568      門；窗

.569      屋頂；屋面

.57  特殊結構

.571      防震

.572      防風；防寒

.573      防水

.574      防火；耐火

.575      防空；防彈

.576      隔音結構

.577      建築節能
參見 400.15 能源技術

.58  屋內隔間各論

.581      建坪與隔間

441.582 玄關；大廳；走廊

.583      餐廳；廚房

.584      客廳；書房；寢室
起居間入此

.585      兒童室；老人室

.586      浴室；廁所

.587      地下室

.59  各種住宅

.592      別墅

.593      集合住宅

.594      公寓

.595      宿舍

.6 建築設備 Building fillings
無障礙空間入此

室內裝飾入 967

.61  衛生設備

.611      給水設備

.613      排水系統

.615      衛浴設備

.618      配管工程

.62  安全設備

.621      防盜設備

.622      消防設備

.624      防腐蝕設備

.626      防蟲設備

.63  冷暖氣設備

.64  換氣設備；空調設備

.645      防潮；防滲

.646      防塵；空氣淨化

.647      抽風排毒

.65  照明設備；瓦斯設備

.66  隔音設備

.67  機械設備；運輸設備
昇降機、活動梯入此

.68  廚房設備

.8 橋樑工程 Bridge engineering

.81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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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811 圖解力學

.815      基礎

.8151          基床；土壤性質

.8152            開鑿；支柱

.8153          築基材料

.8154          稜錐形基

.8156          臺基

.8157          水底基

.816      橋腳與橋墩

.817      壓力與變形

.8172          載重

.8175          風壓力

.82  桁與桁橋

.821      桁

.822      固體樑

.8222          木製

.8227          金屬製

.823      鐵板樑；鐵格樑

.824      支架

.825      層橋

.827      桁橋

.83  桁構與桁構樑

.832      單桁

.833      連續桁

.835      肱桿桁

.84  洞橋

.85  吊橋

.86  拱橋 Arch bridges

.862      木製

.863      石製

.864      混凝土製

.87  活動橋

.872      上下旋轉式橋 Bascule 
     bridges

同：豎旋橋

.873      水平旋轉式橋 Swing bridges

同：平旋橋

441.874 垂直升降式橋 Vertical-lift 
                      bridges

.877      浮橋 Pontoon  bridges

.88  橋樑之維修

.89  橋樑設計與繪圖

.9 隧道工程 Tunnel engineering

.91  規劃；測量；設計

.92  防水；通風；照明
排水入此

.93  隧道工程材料

.94  隧道工程施工

.98  隧道之維修

.99  水底隧道；海底隧道

442  道路工程 Road 
            engineering；鐵路工程 
           ；Railway engineering

.1 道路工程 Road engineering

.11  計劃、勘測與設計

.12  道路工程材料

.13  道路工程施工

.14  路基及路面工程

.15  道路防護工程及沿線設施

.159      道路綠化

.16  特種道路工程

.161      人行道工程

.162      地下道工程

.163      高架道路工程

.165     高速道路工程；高速公路 
    工程

.168      冰雪道路

.17  養護與維修

.2 鋪道 Pavement

.21  石板

.22  磚；石頭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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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23 木材

.24  混凝土

.25  瀝青

.26  碎石

.3 邊道 Sidewalks

.4 鐵路工程 Railway engineering
管理入 557.23

.41  工程法規
參見 557.222 鐵路法規

.42  鐵路工程規劃、勘測與設計

.43  鐵路工程材料

.5 鐵路施工 Railway 
construction

.52  軌道 Tracks

.521      路基；道碴 Ballasts

.522      枕木

.523      軌道鋪設

.525      雪地軌道

.526      軌道附屬品

.527      信號標誌

.54  鐵路橋樑

.55  鐵路隧道

.6 鐵路工程設備 Raiway 
engineering equipment

.62  鐵路車輛

.67  鐵路車站；鐵路調車場

.68  鐵路養護

.8 各種鐵路工程 Various raiway 
engineering

.82  單軌鐵路 Monorails

.83  高速鐵路

.84  高架鐵路

.85  鋼索鐵路

.86  輕便鐵路

.87  登山鐵路

.88  地下鐵路

鐵路地下化入此

442.89 其他電氣化
鐵路入此

.9 都市交通工程 Urban traffic 
engineering

.93  公車專用道

.94  電車工程

.96  捷運工程

443  水利工程 Hydraulic
engineering

各國農田水利入 434.257；海

洋工程入 351.99；農田水利會入

431.53

.1 水力學 Hydraulics；水靜力學 
Hydrostatics；水動力學 
Hydrodynamics

取水設備、量水設備、測水入此

.11  水力理論；水力計算；水力
試驗

.12  孔力；堰流

.13  河渠水力學

.14  管流水力學

.15  工程水力學

.17  工業水力學

.18  滲力

.19  波浪

.2 港埠工程 Harbor engineering

.21  築港規劃、勘測與設計

.22  港埠工程材料

.23  港埠設備

.24  港埠工程施工

.25  港埠工程維修

.251  浚港

.252  打撈

.253  浮油處理

.3 海岸工程 Coastal engineering； 
造地工程 Land recla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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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海下工程 
Undersea engineering

同：填海造地工程、抽沙造地

工程

海洋建築入此

海岸開墾入 443.94

443.31 防波堤

.32  船渠

.33  碼頭

.34  繫船構造

.35  港埠建築

.36  起卸貨設備

.37  海岸工程維護

.38  其他

.4 燈塔工程 Lighthouse 
engineering

.41  浮標

.5 湖泊工程 Lake engineering

.51  湖泊工程養護

.52  湖泊整治工程

.53  湖泊工程設備

.6 河川工程 River engineering

.61  洪水控制總論 Flood control
水量保持、水儲存、水運送

等入此

.62  河川整治工程
濬渫、淨水、攔沙入此

.63  堤工

.64  閘工
水庫、水壩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6433          臺灣閘工

石門水庫入此，依水庫

名稱排

.68  中國河流治理

水權登記、水利機關入此

農業用水權登記入 434.257

443.681      水利政策及法規

.682      水利行政及組織

.684      長江
同：揚子江

.685      黃河

.686      淮河

.688 其他各河流

.689      各地方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

表複分

.69  各國河流治理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6933          臺灣河流治理

.7 運河工程 Canal engineering

.71  運河規劃、勘測與設計

.72  運河工程材料

.73  運河工程設備

.74  運河工程施工

.75  運河工程維修

.76  運河整治工程

.8 水中作業 Underwater 
operation；水權管制 Water 
rights control

.813      打撈

.84  水中爆破

.85  鑿井

.86  地下水管制

.87  溫泉管制

.9 灌溉 Irrigation；墾殖 Reclaim 
and cultivate

.92  灌溉開墾

.93  排水開墾

圍湖造地入此

.94  海岸開墾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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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船舶工程 Naval
architecture 

.01  船舶原理

.1 船體及設備 Ship body and 
equipment

.11  船舶設計

.12  船舶結構

.13  船舶機械

.14 動力裝置

.15  軸系；傳動裝置

.16  推進裝置

.17  其他機械

.18  電氣設備；導航設備

.19  艤裝設備
船上各種裝備及配件入此

.194      索具；帆纜

.196      救生設備

.197      室內設備

.198      管路設備

.199      其他設備

.2 船體建造 Ship body 
construction

.21  造船材料

.22  鋼料加工；成型工藝

.23  船體裝配

.24  船舶下水

.25  艤裝工藝

.26  其他造船材料及工藝

.27  焊接；連接工藝

.29  船舶修理工藝

.3 造船廠；修船廠 Shipyards

.32  船塢

.4 各種動力船舶 Various 
power-driven ships

444.41  人力

.42  氣力；風力
帆船入此

.43  氣動力
氣墊船入此

.44  電力

.46  電子力

.47  核能

.5 各類型船舶 Various types of 
ship

各種船舶之原理、設計、規

範、結構、構造、設備等入此

軍艦入 597.6

.51 客船；客貨船
渡船入此

.52  貨船
冷藏船、油船、貨櫃船入此

.53  其他運輸船

.54  工程船
打撈、破冰、起重、修理、

敷設電纜等用途打撈船、打樁

船、破冰船、起重機船、拖 

船、挖泥船入此

.55  醫務船；救生船

.56  漁船

.57  科學研究用船

.58  小艇；舢板；筏
舟艇入此

.59  各種材料船舶

.591      木船

.592      水泥船

.593      金屬船

.594      塑料船

.596      混合材料船

.6 航海設備 Navigation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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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61  航海天文學
參見 444.93 天文航法

.62  航海氣象學
潮汐學入351.97參見 444.94 

海洋氣象

.63  航行儀器及用具

.65  航海規章

.68  航行安全及救助

.7 航道測量 Channel survey

.8 操船法 Ship operational  
procedures；航行術Navigation

.81  船舶運動性能

.82  錨泊

.83  拖帶；頂推

.84 自動操作

.85  特殊操作
失控、失速入此

.86  緊急操作

.87  避難

.88  引水
同：領港

.89  船舶信號

.9 航位測定 Dead reckoning

.92  地文航法

.93  天文航法

.94  海洋氣象

.95  特殊航法
衛星導航入此

.96  電波航法

.97  航海曆書
參見 327.2 星曆表

.99  航道標識

445  市政工程 Municipal 
            engineering；環境工程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衛生工程、公共工程、都市衛 

生、環境衛生入此 

  都市交通工程入 442.9；社區 

及環境入 545

參見 575.15建設工務

445.1 都市計畫 Urban planning；區域
計畫 Regional planning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中國省

區表、中國縣市表、臺灣縣市表

複分

.2 給水工程 Water-supply 
engineering

自來水工程入此

.3 供電工程 Power supply 
engineering；供熱工程 Heat  
supply engineering；瓦斯工
程 Gas engineering

路燈、公共照明入此

.4 公共衛生工程 Public health 
engineering

.41 街道清潔；廣場衛生管理

.42  垃圾處理
垃圾掩埋廠、垃圾焚化廠入此

家庭垃圾處理入 429.9

.43  市場衛生管理

.44  殯儀館衛生；火葬場衛生

.45  墓園衛生

.46  水肥處理；公共廁所衛生

.48  排水工程

溝渠工程、下水道工程、污

水及污泥處理入此

.5 安全工程 Safety engineering； 
防災工程 Disaster prevention 
engineering

消防入 575.87

.6 景觀工程 Landscape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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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445.7 其他市政及環境工程 Other 
municipal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8 鄉鎮計畫 Village and town 
planning

參見 545 社區營造

.9 環境污染及其防治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its  
prevention

放射線性污染及輻射防護入 

449.82 參見 367.4 環境污染 

.92  大氣污染及其防治

.93  水污染及其防治

.94  土壤污染及其防治

.95  噪音及其防治

.96  其他環境污染及其防治
金屬污染、熱污染、農業

污染、海洋污染、生物污染、

化肥污染等入此

.97  廢物處理及利用
參見 449.59 核能廢料； 

449.865 放射性廢料之處理

.971 一般廢棄物

.974      事業廢棄物
工業、醫療、實驗室等

廢棄物入此

垃圾處理入 445.42

.98  環境監測；環境質量評估

.981      大氣監測

.982      水質監測

.983      土壤監測

.984      噪音監測

.985      生物監測

.986      海洋監測

.987      其他環境監測

.99  環境保護管理

環保法規、自然保護、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入此

445.992      自然保護區規劃及其管理

.998      環保警察

446  機械工程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總論入此，專論各入其類

軍事工程及兵器入 595

.01  機構學；機動學

.013      機械運動

.0131          輪機；渦輪機 Turbines

.0133          齒輪 Gears；Toothed 
        wheels

.0137          速度與功率控制 Speed 
        and power control

.014      自動控制
參見 448.9 自動控制工程

.1 機械力學 Mechanics of 
machinery

.11  機械材料力學

.111      應力 Stress；應變 Strain

.112      塑性變更 Plastic 
    deformation

.113 樑 Beams

.114      板 Plates

.115      柱 Columns；Struts

.116      軸 Shafts

.117      球 Spheres；圓板 Discs；圓 
    筒 Cylinders

.118      振動 Oscillation

.119      彈簧 Springs
參見 446.874 彈簧

.12  機械材料

.121      金屬材料

.122      鐵；鋼

.123      炭素鋼



307

應
用
科
學
類

446.124      特殊鋼

.125      合金鐵

.126      非鐵金屬

.127      超導材料

.128      非金屬材料

.129      複合材料

.18  潤滑劑；磨潤劑
參見457.95潤滑油、機械油

.19  機械設計與製圖

.191      機械標準與規格

.192      機械設計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入此

.193      機械計算與測量

.194      機械製圖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入此

.195      機械模型

.2 動力工程 Power engineering
總論引擎（Engines）、各種動

力機及推進技術

內燃機入 446.4；水引擎入 

446.56；太陽能引擎入 446.62；

風力引擎入 446.77

.22  移動式引擎 Portable engines

.23  固定式引擎 Stationary engines

.231      往復式 Reciprocating
單式、複式、三脹式、四

脹式入此

.236 機式 Turbine

.237      轉動或迴轉式 Rotary or 
    eolipile

.239      其他

.24  人力機械

.26  電力推進技術 Electric 
propulsion

發電工程入 448.1；發電機

械入 448.2

.262      電力馬達 Electric motors

446.265      離力動機 Ion motors

.266      電漿動機 Plasma motors

.3 熱力與主要動力 Heat 
engineering and prime movers

汽機引擎（Power engines）、 

熱工學、蒸汽工程入此

.31  熱力
熱力學入 335.6

.314      絕熱 Insulation

.315      裝備火爐、熱機入此

.32  蒸汽及蒸汽動力

.321      蒸汽理論

.323      蒸汽動力

.324      蒸汽機

.33  燃料及燃料消耗量

.34  鍋爐 Boilers

.345      鍋爐操作

.35  循環 Circulation

.36  附件

.37  機車 Steam turbines 
locomotives

.38  低溫技術
冷凍入 463.1325；製冰入 

463.1321

.385      冷卻器；冷媒
凍櫃入此

電冰箱入 448.46

.39 冷去固化技術；極低溫技術 
                  Cryogenic technology

.4 內燃機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s

汽機引擎入 446.3

.41  內燃機與推動技術

.42  煤氣引擎 Gas-turbine engines

.425      自由活塞輪機 Free- piston-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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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bine engines

446.44  汽油引擎；石油引擎
Gasoline and oil engines

.45  柴油引擎 Diesel engines
同：重油引擎、笛賽爾引 

擎、半笛賽爾引擎入此

.46  火花點火引擎 Spark-ignition 
engines

.47  噴射引擎；火箭引擎 Jet and 
rocket engines

.49  內燃機零配件
汽化器、點火裝置等入此

.492      內燃機構造

.4921          化油器、壓油泵

.4922          燃燒室

.4923          氣缸

.4924          活塞

.4927          潤滑系統

.5 水力機械 Hydraulic machinary 
流體機械入此

.51  幫浦 Pumps
同：唧筒、泵壓力水管入此  

.515      往復式 Reciprocating

.516      旋轉式 Rotary

.517      離心式

.52  水庫

.53  噴水機

.54  救火機
水龍入此

.55 抽水機 Rams

.56  水引擎 Water engines
同：水力發電機

.57  水輪機 Water turbines

.58  水車 Waterwheels

.59  其他

.6 太陽能；地下熱能；生物能 
Solar-energy engineering

同：日光能

總論太陽能工程入此

太陽能汽車入 447.24；專論太 

陽能發電入 448.167

446.61  太陽能原理

.62  太陽能引擎

.63  太陽能爐

.64  其他太陽能利用

.65  地下熱能原理及其利用

.66  地下熱能機械和設備

.68  生物能原理及其利用
沼氣入此

.69  其他

.7 氣體工程 Pneumatic 
engineering

.72  運風機；風扇

.721      活塞式 Piston

.722      旋轉式 Rotary

.723      離心式 Centrifugal
排氣風扇入此

.73  壓縮空氣
空調工程入此

.731      壓縮空氣機 Air 
    compressors

.733      壓縮空氣傳輸

.734      吸塵器；噴砂

.735      真空技術 Vacuum 
    technology

.74  壓力機械；液壓機械；油壓
機械

.77 風力引擎
風車、風力機入此

.78  氫能工程 Hydrogen  energy

.8 機械工廠 Mechanical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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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81  規劃與管理

.812      能源供應

.813      工作時計

.816      生產成本

.818      估計

.819      貯運

.82  製造程序 Manufacturing 
process

.826      成型裝配

.827      產品檢查

.828      成品包裝

.83  安全與衛生

.84  工具及製造裝置；配管
構成、維護、修理、操作入此

.841      工具機

.842      手工具 Hand tools
鉋、剪刀、鋸、鉗入此

.844      氣動工具 Pneumatic tools

.848      聯動裝置

.85  檯與設備

.86  牢繫物 Fasteners

.861      鉚釘 Rivets；釘  Nails

.863      螺釘 Screws；螺帽 Nuts； 
     螺栓 Bolts

.867      螺絲；旋齒

.868      密封裝置 Sealing devices

.87  機械零件 Machine parts

.871      軸頭 Journals

.872      軸承 Bearings

.873      軸與軸系 Shafts and 
    shaftings

.874      彈簧 Springs
述其力學性質入 446.119

.875 聯結 Couplings；離合器 
                 Clutches；接頭 Universal 
                 joints

446.876      連桿 Connecting  rods；曲 
    柄 Cranks；偏心輪 
    Eccentrics

.877      齒輪 Gears；棘輪 
    Rachets；凸輪 Cams

.878      閥 Valves；活塞 Pistons； 
    旋塞 Cocks

.88  滑輪 Pulleys；驅動傳輸 
Drives

.882      皮帶 By belt

.883      繩索 By rope

.884      金屬線 By wire

.885      鏈 By chain

.889      摩擦力與其消除 Friction 
    and its elimination

潤滑入此

.89  機械製造

.891      鉋機 Planing

.8913          鉋床 Planers

同：龍門

.8914          堅鉋床 Slotters

.8915          牛頭鉋床；刳具 Shapers

.8916          軌碎工具；壓榨機 
        Crushing  tools

.892      旋轉機；螺旋製造機 
    Turning

同：回轉機

.8923          車床 Lathes

.8924          夾頭 Chucks
同：卡盤

.8925          螺絲刻製機

.8927          銑床 Milling

.893      切削機 Cutting；鋸機 
    Sawings；分解機 
    Disassembling

.8934 切片機 Slicers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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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8935          剪機 Shears

.8936          修本機 Trimmers

.8937          鐵撬 Crowbars

.894      穿孔 Perforating

.8943          壓穿機；衝孔 Punching

.8945          鑽穿機 Drilling

.8946          整孔 Reaming；擴孔機 
        Broaching

.8947          攻螺絲工具 Tapping  tools

.895      磨研機

.8951          銼屑 Filing

.8953          鑪輪

.8955          磨石 Grindstones

.8956          磨料

.8957          矽鑪

.8958          研磨床工具
拋光、擦光入此

.896      壓入 Impressing；壓床 
    Pressing

.8962          彎曲工具 Bending tools

.8963          直平工具 Straightening 
         tools

.8964          模；模具 Molding

.897      扣接 Fastening；接合 
    Jointing 

焊工入 472.14

.8973          手鎚 Hand hammers

.8974          動力鎚 Power hammers  
鍛工入 472.1

.8975          鉗 Wrenches；螺絲起子 
        Screwdrivers

同：起子

.898      量器 Measuring  tools
尺、彎腳規、計算尺入此

.899      其他工具及裝置

.9 其他機械 Other machinery

446.91  起重機 Cranes

.92  升降機；雲梯 Elevators

.93  帶狀運送機 Belt conveyers

.935      活動梯 Escalators

.94  吊鏈；吊車

.945      空中電纜運輸 Telpherage
纜車入此

.95  導管輸送 Pipe conveyers

.96  打字機
打字機製造、打字機機械原

理入此

打字機使用法入 493.7

.97  縫紉機

447  交通工具工程
Transportation vehicle 
engineering

太空航行入此

船舶工程入 444

.1 汽車 Motor；自動車 Vehicles
各種機車入 446.37

.11  汽車設計

.12  汽車發動系統

.121      汽車引擎

.122      汽車冷卻系統

.123      汽車潤滑系統

.124      汽車燃料系統

.125      汽車起動系統

.126      汽車點火系統

.129      汽車燃料

.13  汽車轉動系統

.131      汽車離合器

.132      汽車變速箱

.133      汽車傳動軸

.134      汽車差速器

.136      汽車制動系統
汽車剎車系統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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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137          汽車轉向系統

.139 車輪

.14  汽車電氣系統

.141      電源；電瓶

.142      汽車充電系統

.143      汽車電訊；汽車音響設備

.144      汽車照明

.145      汽車空調系統

.146      汽車防盜裝置

.149      汽車儀表

.15  汽車車身及附件

.151      汽車底盤

.153      懸吊系統
減震、避震、平衡桿等入此

.154      車身

.155      附屬品

.16  汽車之整備

.161      汽車檢驗

.162      清潔；洗滌

.164      維護；保養

.166      修理

.167      塗裝；改裝

.168      自行檢護

.169      汽車保養廠
工具、汽車裝配、服務入此

.17  汽車駕駛 Driving

.18  各種汽車
必要時得依品牌名排

.181      小客車

.182      大客車

.183      休旅車

.184      卡車

.1845          輕卡車 Light tracks

.185      拖車 Trailers

工程

同：曳引車

447.186      吉普車

.187      救護車；消防車

.188      比賽用汽車 Racing cars

.189 不作運輸的汽車 Tractors； 
                      工程車 Bulldozers

.19  汽車廠

.2 各種能源車輛 Various energy 
vehicles

.21  電動汽車

.22  電車；電聯車
鋼軌車輛入此

.24  太陽能汽車

.25  瓦斯汽車

.26  煤汽車

.28  氣墊車
參見 447.4 氣墊交通工具

.3 其他運輸車輛 Other transit 
vehicles

.31  單輪車 Monocycles

.32  自行車 Bicycles
同：腳踏車

自行車旅行入 992.72

.327      雙座自行車 Tandems
同：協力車

.33  摩托車 Motorcycles；速克達 
Scooters

.36  三輪車

.39  機車廠
汽車廠兼作機車廠者入447.19

.4 氣墊交通工具 Air-cushion 
vehicles

地面效應機械飛車、氣墊車入此

.43  昇力系統 Lift systems

.44  推進系統 Propulsion systems

.45  結構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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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47  陸路工具

.48  水路工具

.49  兩棲工具

.5 航空工程 Aerospace 
engineering

總論飛行工具及工程者入此 

 航空史、航空事業入 557.9

.51 法規

.55  航空力學；氣體動力學
飛機駕駛、航空術入 447.8

參見 332.76 空氣力學

.551      滑翔 Gliding；翱翔 
    Soaring；俯衝 Diving

.552      氣流 Airflow

.5527          氣潭 Air pockets；氣孔 
        Air holes

.553      升力 Lift；推力 Thrust

.554      阻力 Drag

.555      壓力 Pressure
電動負荷入此

.556      穩定控制；飛行指揮系統

.5562          空氣彈力、跳動、振動

.5564          慣性矩；測滾；縱搖
偏航入此

.557      邊界層 Boundary  layers

.558      推進 Propulsion

.56  航空氣象學；航空天文學

.59  各國航空工程
航空飛行器製造廠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6 飛機製造 Aircraft manufacturing

.61  飛機設計；飛機製圖 
飛機模型入此

.62  飛機材料

.621      金屬材料
黑色合金、鋁合金、鎂合

金、銅合金入此  

447.626      非金屬材料
木材、油漆、橡皮、絕緣

材料入此

.63  施工
加工、製配入此

.64  機體

.641      推進器
螺旋槳入此

.642 機翼

.643      尾翼及其附屬設備
升降舵、方向舵入此

.645      機艙

.646      增壓艙

.65  飛機操縱裝置

.66  飛機降落；滑走裝置
著陸輪、起落架入此

.67  航空發動機同：飛機動力

.671      活塞式

.672      噴氣式

.68  飛機設備

.681      電氣設備

.682      油壓設備

.683      高空設備

.684      壓力艙設備

.685      空氣尺音之調節

.686      通信設備

.687      防水設備

.688      飛機安全設備

.6883          防火設備

.6885          降落傘

.6887          水上救生設備

.689      彈射座椅

.69  檢驗；維護；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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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7     各種飛行器 Various flight 
                  vehicles

太空飛行器入 447.96；軍用飛

機入 598.6

.71  汽球

.72  飛艇

.73  各種飛機

.734      水陸兩用飛機

.735      水上飛機

.738      直昇機 Helicopters

.74  滑翔機
參見 993.83 滑翔翼

.75 噴射機

.79  航空用具

.8 飛機駕駛 Air navigation；航空 
術 Aviation

飛行員入此

航空醫學入 412.85；太空飛行

技術入 447.9

.81  一般論題 General topics

.811      起飛 Take off

.812      著陸 Landing

.814      情形惡劣下之飛行

.819      飛行指南 Flight guides

.82  航行中特殊氣象
參見 447.56 航空氣象學

.83  飛行特技

.84  成層圈飛行

.85  電波飛行；航空無線電；航空 
電子技術

.86  航空隱形技術

.87  航空標識

.88  航空災害及救助

.89  飛機場

.9 太空工程 Astronautics

工程

太空飛行技術入此

一般敘述入 326.1；太空力學

入 326.11

447.91  太空飛行原理

.92  太空飛行術

.921      太空飛行研究試驗
生物實驗、環境模擬實 

驗、實驗室等入此

.922      發射、控制與返航

.923      對接技術

.924      太空飛行安全

.925      太空飛行員

.927      太陽系內航行

.928      太陽系外航行

.929      地面設備 Terrestrial 
    facilities

.93 無載人飛行 Unmanned flights

.934      人造衛星之飛行技術
參見326.4人造衛星及其

軌道（飛行原理）；447.964

人造衛星

.935      資料收集作業

.937      太空通訊與追蹤

.94  太空飛行器之操作

.95  載人飛行 Manned  flights

.954      圍繞地球與月球飛行

.955      行星飛行 Planetary flights

.957      通訊與追蹤

.958      引航及相關論題

.96  各種太空飛行器
設計、結構、製造入此

.961      火箭

.962      太空船

.963      太空梭

.964      人造衛星
飛行技術入 447.934

.965      太空探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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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966      太空站；太空實驗室

[.967]  不明飛行物 UFO

宜入 326.97

.97  太空飛行器推進系統

.976      太空飛行機燃料及潤滑劑
液體推進劑、固體推進 

劑、核能推進劑等入此

.98  太空飛行器設備

.981      電氣、電子設備

.982      防護、救生、維生設備

.983      輔助設備

.984      計算裝置

.985      探測設備

.986      其他設備

.987      制導與控制

.988 儀表

.99  各國太空飛行歷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48  電機工程 Electrical
engineering

電力系統、電力工程入此

電學、電子學入 337

.003      電力

.005      超短波

.006      電工材料

.024      電工製圖

.09  電機事業；電力事業
電機事業史、電力事業志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 發電工程 Electricity generation

.11  電力標準及測量

.12  電儀表

.13  發電廠

.132      變電所

.14  熱力發電；火力發電

448.142      蒸汽氣動力發電 Steam 
    power

.143      內燃機動力發電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144      燃料電池動力發電 Fuel-cell-  
    powered

.15  水力發電 Hydroelectricity 

.16  其他發電

.163      化學發電

.165      風力發電

.166      海洋能發電
潮力發電入此

.167      太陽能發電
太陽能電池入此

.168      地熱發電 Geothermal power

.169      核能發電

.17  直流電發生

.18 交流電發生

.19  電力檢驗

.2 發電機械 Generating machines

.22  發電機同：馬達
電力馬達入 446.262

.23  變壓機

.232      變流機；整流器

.233      電源穩定器；變頻器

.24  直流機

.25  交流機

.26  保護電驛

.261      不斷電裝置

.262      保護繼電器

.3 輸配電工程 Power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engineering

電力配送入此

.32  直流電

.33  電壓
交流電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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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337.44 交流電及電路

448.331      低電壓

.332      中電壓

.333      高電壓

.34  電線；配線工程

.35  架空線

.36  地下線

.37  室內線

.38  傳電體 Uninsulated

.39  絕緣體 Insulated

.4 家庭電力應用 Electric power 
application at home

獨立電源技術入 337.42；熱電

學入 337.5

.41  電動力用具
電扇、吸塵器、洗碗機、洗

衣機入此

.44  電爐

.45 電氣乾燥
除濕機、乾燥機入此

.46  電冰箱

.47  電熱器
電熨斗、燙髮器、吹風機、

電暖器入此

.48  其他家庭電具
電鈴入此

.5 電燈 Electric light；照明電器 
Lighting appliance

參見 462.8 燃料照明工業

.51  電燈泡

.52  弧光燈 Arc lamps

.53  水銀燈 Mercury-vapor lamps

.54  日光燈 Fluorescent lamps

.55  氖燈 Neon lamps
同：霓虹燈

.56  探照燈

.57  電燈廠

.58  探海燈

工程

448.59  電燈之特殊應用
電照栽培入 435；電氣養雞

入 437.71

.6 電子工程 Electronic engineering
電子學入 337.9

.61  電子管之構造及材料

.613      構造陰極
金屬柵、陽極板等入此

.614      材料；管球

.615      設計；組合；加工

.616      真空技術排氣入此

.618      試驗；實驗；測定

.62  電子回路；積體電路 
Electronic  circuits

.621      整流 Rectification

.622      增幅 Amplification

.623  　振盪 Oscillation

.624  　調整 Modulation

.625 檢波 Detection
示波器入此

.627      周波數遞倍、遞減

.628      高周波回路 High frequency 
    circuits

.63  真空管 Vacuum tubes
同：熱電子管

.632      二極管 Diodes

.633      三極管 Triodes

.634      四極管 Tetrodes

.635      五極管；多極管

.636      磁控電子管 Magnetrons

.637      電子調速管 Kleystrons

.639      其他特殊管
放電管、陰極管、整流管

等入此

.64  真空管之用途

.641      送信

.642      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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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643      有線通信

.644      微波用

.645      高周波用

.646      測定用

.65  半導體及其他電子裝置 
Semiconductor

半導電性入 337.472

.651      礦石

.652      二極半導體

.653      三極半導體
電晶體入此

.656      光電裝置
光電管、光導電管、電子

射線管等入此

.68  電子裝置之各項應用
光電工程、電子光學、雷射

光學、數位產品等入此
粒子加速器入 339.49；電子

測距入 440.9214；電腦製造入
471.5

.681 電唱機；組合音響

.682      收音機

.683      錄音、錄放音機

.684      錄影、錄放影機

.685      影碟機

.686      竊聽裝置

.687      混音機

.688      調音、揚聲裝置

.69  微電子工程

.7 通信工程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專述無線電工程者入 448.8

參見 557.7 電信

.701      通信理論

.71  通信回路

.718      通信測定

.719      通信音響理論

.7191          通話品質

448.7192          雜音；混信；漏話

.7193          變動

.72  通信系統 Communication 
systems

.73  通信線路 Communication 
lines；通信網 Communication 
networks

電話線路、電話網、光纖感 

測、光纖通信等入此

.733      電纜 Cable
光纖電纜、海底電纜入 

448.769

.736      通信障害及電蝕

.737      線路設備及其施工與維護

.739      電源設備；通信用電力

.74  通信器材；電信機器
電話、傳呼機B.B.Call入此

.741      送受話機；播音機

.746      回路用品

.747      機構用品

.749 通信用材料

.75  有線電話
電話事業入 557.72

.754      電話機

.755      電話交換機

.7553          內部通話系統 Interphone

.7554          交換站

.7555          人工交換機 Manual 
        switchboard

.7556          人工幹線（轉送） 
        Manual trunking

.7557          自動交換（直撥）

.7558          專用交換機

.756      電話傳輸 Transmission

.7562          長途 Long distance

.7563          局部 Local

.7564          傳輸線；電纜；電線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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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757      各種電話

.758      電話之應用
電話傳真入此

.76  有線電報 Wire telegraphy
電報事業入 557.73

.761      電碼 Codes

.762      聲波系統；網路電話

.763      自動系統
Bain、Morse、Wheatstone、 

Delany 入此

.764      電報器材
送受信、電鍵入此

.765      集信、中繼及交換

.766      印刷電報
自動收報機、電傳印刷 

機、電傳打字入此

.767      寫字電報 Telautography

.768      傳真電報 Facsimile 
    telegraphy

.769  　海底電纜電報
光纖電纜、海底電纜入此

.77 搬送電信 Carrier 
             communication

.777      高周波搬送

.778      電力線應用搬送

.779      有線廣播
無線廣播入 448.86

.78  特殊通信
同時通信入此

.79  太空通信
衛星通信入此

.8 無線電工程 Radio engineering
無線電傳輸技術入此
無線電波及微波電子學入337.94

.81  雷達 Radar；方向無線 
Directional radio

.82  無線電通信 Radio 
communication

無線射頻辨識系統（RFID）
入此

工程

無線電傳真入 448.85
參見 312.842 光學圖形辨認

448.821      天線 Antenna

.822      無線機器

.823      送信機

.824      受信機

.825      增幅器 Amplifiers

.826      發振器 Oscillators

.827      調變器 Modulators

.828      檢波器

.829      無線中繼

.83  無線電報

.84  無線電話

.845      行動電話
同：大哥大、手機

.85  光電
信測深器、電波高度計、無

線電傳真入此

.86  廣播
廣播技術問題、無線廣播入此

廣播經營、廣播電臺入 

557.76；有線廣播入 448.779

.86029 數位廣播

.863      廣播網

.864      廣播電臺設備及機材

.865      演奏室設備

.866      收聽設備；收音機

.867      超短波廣播

.868      微波廣播

.869      調幅廣播 AM；調頻廣播 
    FM

.88  電視 Television
電視、數位電視、網路電視

等技術入此

電視經營、電視臺入557.77

.881      電視回路；視訊系統

.882      傳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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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系統、現場實況轉播

入此

448.8822          中繼 Relay

.8824          衛星 Satellite

.8825          極高頻 VHF（Very high 
        frequency）

.8826          超高頻 UHF（Ultra  high 
        frequency）

.883      電視傳播網

.8836          閉路電視 Closet cercuit

.8837          機動 Mobile

.884      播送設備

.885      播奏室設備

.886      接收設備
電視機入此

.887      彩色電視技術

.889      電視之利用Ｘ光線
電視、水中電視、電視電 

話、立體電視等入此 

電視教學入 521.523

.89  光電子學；雷射工程

.9 自動控制工程 Automatic control 
              engineering

總論入此，專論各入其類；總

論自動學及自動控制、調整、檢

查、測量、信號、保護等入此

.901      自動學原理
綜論開路系統之控制理論

入448.92；控制工程理論入

448.931

.91  儀表及自動裝置

.911      自動儀表
測量、調節、檢查、記錄

入此

.912      自動化元件

.915      拖動系統

.917      液體控制

.918      電與電子控制

448.919      氣壓控制

.92  開路系統 Open-loop systems
自動販賣機入此

.93  閉路系統 Closed-loop systems
同：回饋系統

控制輸出及輸入關係

.931      控制原理
數學設計、分析、組合入此

開路系統之控制理論入 

448.92

.933      電路

.934      回饋特性 Feedback 
    characteristics

.935      構成要素
誤差偵檢器、誤差校正器

入此

.937      建造；裝配

.938      保護；修護

.94  特殊控制系統

.942      線型 Linear

.943      多迴路型 Multiple loop

.944      無線型 Nonlinear
電子遙控入此

.945 適應控制系統 Adaptive

.946      抽樣控制系統 Sample data

.947      統計數值控制系統 Rachdon  
    signal

.95  自動化之應用總論入此

.96  遙控技術 Remote control
利用技術控制在遠距離之機

械、設備、儀器等

.961      遠距離測量；遙測

.962      遠距離控制；遙控

.963      遠距離信號；遙信

.966      遙控裝置

.967      遙控之應用

手勢遙控入此

.99  特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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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991 連續機器 Sequential 
    machines

.992      機械人 Robots

449  核子工程 Nuclear
engineering

核子能應用入此

核子力船舶入 444.47；核能發

電入 448.169；原子力國際管理入

578.184；核兵器入 595.76

.09  各國核子事業
核子事業史（志）、核子行

政、法規、政策等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 核物理 Nuclear physics；核化 
學 Nuclear chemistry

核能入此

綜論入 339.5

.11  核之特性

.12  核分裂

.13  核融合

.2 核子反應器 Nuclear reactor
同：原子爐

.21  一般理論

.22  物理設計

.23 機械設計

.24  傳熱理論

.25  遮蔽理論

.26  計裝；爐房

.27  各種原子爐

.28  各國原子爐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 加速器製造工程 Accelerator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加速器理論入 339.491

.32  加速器結構與製造

.33  加速器安裝及調整

.34  參數測量

.35  加速器運行及維修

449.36  建築與防護

.38  各種加速器
參見339.492-.495各種加速器

.4 核燃料 Plutonium

.43  鈾 Uranium
超鈾元素入此

.44  釷 Thulium

.45  鈽 Plutonium

.5 原子爐之材料 Material of 
reactor

.51  燃料體

.52 減速材

.53  冷卻材

.54  反射材

.55  遮蔽材

.56  制御材

.59  核能廢料
放射性廢物之處理入449.865

.6 放射線 Radioactive rays；放射
線同位素 Radioactive isotope

.62  輻射偵測

.63  同位素之分離

.65  同位素之應用

.68 核能污染及防治
參見 449.865 放射性廢物

之處理

.69  輻射源

.7 核能發電廠 Nuclear power plant

.8 核爆炸 Nuclear explosion；輻射
防護 Radiation protection

.81  核爆炸

.811      大氣層

.812      水下；地下

.814      裂變

.815      聚變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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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817      核爆炸試驗

.818      核爆炸監測

.82  輻射防護理論

.83  輻射事故
事故分析、處理及其預防等

入此

.831      臨界事故

.832      放射性污染事故

.833      外照射輻射事故

.84  各國輻射事故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85  核設施輻射監測

.86  放射性物質之包裝和貯運

.865      放射性廢物之處理

.87  放射性區域之防護

.88  核試驗之防護

.89  輻射源之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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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冶

452  探礦 Prospect mineral
deposits；採礦 Mining；
選礦 Ore dressing

.1 礦場 Mine；礦業測量 Mining 
surveying

.2 探礦 Prospect mineral 
deposits；試錐 Drilling

.21  地面探測

.22  礦物成分估量

.23  地球物理探勘

.232      重力法

.233      地磁法

.234      電力法

.239      其他法

.25  水底探勘

.26  地下探勘地下水
相關作業入 443 水利工程

.27  特殊礦物之探勘

.28  挖寶方法及裝備

.29  試錐

.3 採礦 Mining

.31  地下採礦

.32  露天採礦

.33  沖積層採礦

.35  水下採礦

.36  特種礦物採掘

.4 採礦機械 Mining machinery

礦物複分表

  1  成因、地質構造

  2  探勘、普查

  3  採掘法

  4  探掘機械、器具

  5  礦場

  6  冶金

  7  合金

  8  產品

  9  公布

450  礦冶總論 Mining and 
            metallurgy：general

.9 礦業史 Mining history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2  中國礦業史

.933      臺灣礦業史

451  礦業經濟 Mining 
            economy

.1 礦業政策 Mining policy

.2 礦；礦業法 Mining law

.3 礦業權 Mining rights

.4 礦業評鑑 Mining evaluation

.5 礦業經營 Mining management

.6 礦業勞動 Labor of mining
礦工入此

.8 礦業警衛 Mining security

礦冶

Mining and metallurgy
本類所收以採礦工程及冶金學為主，各礦得依下表複分

礦產品營業入 486；礦物入 357；各地礦產入 357.4；金屬礦入 453；非金屬礦入 458 及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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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5 礦場運輸 Transportation and 
               hoisting in mines

.6 礦場設計 Mine design

.62  通風；空氣調節

.63  溫度控制

.64  取光；照明

.65  電力

.67  排水

.69  衛生與水土保持
礦山植生綠化入此

.7 選礦 Ore dressing

.8 採石 Quarrying

.9 礦場災害及安全 Mine disaster 
and safety

453  金屬礦 Metal mine

.1 金銀礦 Gold and silver mine； 
白金礦 Platinum mine；水銀礦 
Mercury mine

.2 銅礦 Copper mine

.3 鉛礦 Lead mine；錫礦 Tin mine

.4 錳礦 Manganese mine；鎢礦 
Tungsten mine

同：重石礦

.6 鐵礦 Iron mine

.8 放射性金屬礦 Radioactive metal 
mine

.9 稀有金屬礦 Rare metal mine

454  冶金 Metallurgy；合金

Alloy
金屬工藝入 472

.01  冶金原理

.1 物理冶金 Physical metallurgy； 
金相學 Metallography

.2 化學冶金 Chemical metallurgy

.22  乾法冶金

同：火法冶金

454.25 濕法冶金
同：水法冶金

.3 冶金裝置及作業 Metallurgical 
appliance and operation

.4 冶金爐 Metallurgical furnaces

.41  燃料

.42  耐高溫材料

.43  火及熱之控制

.44  礦渣和熔接劑

.45  物理程序
熱的改變入此

.5 各種冶金 Various metallurgy

.51  電氣冶金
電解冶金入此

.52  粉末冶金

.53  真空冶金

.54  電渣重溶

.55  金屬精煉

.58  其他冶金技術

.6 試金 Assay；冶金分析 
Metallurgical analysis

.7 合金學 Alloy
總論入此，專論各入其類

.72  特殊物理性質

.721      膨脹性質

.722      電磁性質

.723      熱性質

.724      光學性質

.725      聲學性質

.73  特殊化學性質
耐蝕入此

.74  特殊機械性質
耐磨、彈性、高強度入此

.75  特殊工藝性質
鑄造、可鍛入此

.79  其他特殊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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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8 鋼鐵冶金 Metallurgy of iron and 
              steel

鋼鐵工入 472.3

.9 非鐵金屬冶金及合金 Nonferrous 
metallurgy and alloy

456  煤礦 Coal mine

.01  煤礦政策

.1 煤礦成因及地質構造 Formation 
and geological structure of 
coal mine

.2 煤礦探勘 Prospecting for coal 
mine

.3 採煤法 Coal mining method

.4 採煤機械及器具 Coal mining 
machinery and appliances

.5 運煤及貯煤 Coal transporting 
and storing

.6 煤礦之通風、取光及排水 
Coal mine：ventilation、 
day-lighting and drainage

.7 選煤 Coal dressing

.8 煤礦災害及安全 Coal mine 
disaster and safety

457  石油礦 Petroleum
mine；石油工業
Petroleum industry

.01  石油政策及經濟

.09  各國石油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 石油礦成因及地質構造 
Formation and geological 
structure of petroleum mine

.2 石油探勘 Prospecting for 
petroleum mine

.3 採油法 Petroleum extraction 
method

457.4 鑿井 Well drilling；採油器具 
              Petroleum extraction appliances

油槽、加油站入此

.5 石油化學 Petrochemistry

.6 運油及貯油 Petroleum 
transporting and storing

.7 製油法 Petroleum production 
method

石油精煉法入此

.72  分餾

.73  裂化法

.74  淨化及餾出物之摻合

.8 天然氣 Natural gas

.81  天然氣成因及地質構造

.82  天然氣探勘

.83  採氣法

.84  採氣機械及器具

.85  天然氣加工

.86  天然氣儲運

.88  天然氣災害及安全

.9 石油產品及副產品 Petroleum 
products and by-products

測驗、分析、品質控制、說明

書、添加劑入此

.91  高揮發性產品 Gasoline

.914      油精 Naphtha

.915      航空燃油 Aviation  gasoline

.916      車用汽油

.92  煤油 Kerosene

.93  輕油；柴油

.94  重油 Heavy fuel；笛賽爾油 
Diesel

.95  潤滑油；機械油

.96  溶劑油
石油醚、洗滌溶劑入此

.97  礦脂潤滑脂入此

礦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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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98 石蠟

.99  殘渣
柏油、瀝青、石油焦炭入此

458- 459  非金屬礦 Nonmetal 
                       mine

458.1 硫黃礦 Sulfur mine

.12  硫黃礦探勘

.13  硫黃礦採掘

.2 石墨礦 Graphite mine

.3 岩鹽礦 Halite mine

.4 石英 Quartz；燧石 Chert；珪石 
Quartzite

.5 石灰石 Limestone

.6 長石 Feldspar；雲母 Mica；石 
綿 Asbestos；滑石 Talcum；蠟 
石 Agalmatolite

.7 磷礦 Phosphate rock；磷灰石 
Apatite

.8 硝石礦 Saltpeter mine

.9 煤油礦 Kerosene mine

459.1 石膏礦 Gypsum mine

.2 明礬礦 Alum mine

.3 粘土礦 Clay mine
酸性白土、陶土、珪藻土入此

.4 礦泉 Mineral spring

.5 石材礦 Stone material mine 

.6 琥珀礦 Amber mine

.7 寶石礦 Jewel mine
寶石業入 486.8

.9 其他礦 Other m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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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  化學工程總論 Chemical
engineering

.01-.09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1 基礎理論 Basic theory

.11  化工數學 Mathematics of 
chemistry

.12  化工物理學

.13  化工物理化學

.131      化工熱力學 Chemical 
    engineering kinetics  
    thermodynamics

.132      化工動力學 Chemical 
    engineering kinetics

.14  化工計算 Chemical 
calculations

質能平衡入此

.15  化工分析

.16  化工實驗與研究

.2 化工製造程序 Chemical 
processing

.21  化工裝置設計 Chemical 
engineering equipment 
design

熱交換器、貯槽、管線輸 

送、高壓裝置、減壓裝置入此

.22  單元操作 Unit operation

.221      沉降；流體化；瀝取

.222      蒸餾；吸收萃取；蒸發；結 
    晶；乾燥

.223      混合；攪拌；粉碎；研磨

.224      輸送

.23  程序控制

460.26 化工材料

.29  其他

.3 化學反應過程 Chemical 
reaction process

.31  有機物化學反應過程

.32  無機物化學反應過程

.33  生物化學反應過程

.34  光化學反應過程

.35  電化學反應過程

.36  高壓
減壓反應過程

.37  高溫反應過程

.38  燃燒過程

.39  其他化學反應過程

.4 化工原料及輔助物料 Industrial 
chemicals and auxiliary 
materials

.41  天然產物
金屬入此

.42  化工原料
高分子入此

.47  化工輔助物料

.471      添加劑

.472      著色劑

.473      防濕劑

.474      安定劑 Tranquilizer

.475      變性劑 Denature

.476      防腐劑 Antiseptics preser- 
    vative

.477      熔融劑

.478      溶劑 Solvent

.49  其他化工原料

化學工業

化學工業

Chemical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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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5 化工機械、儀器與設備 
              Chemical machinery,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

.51  化工用爐灶

.52  化工輔助機械與設備

.53  化工儀器
儀表與自動化裝備

.9 化工廠 Chemical works

.94  化工生產安全技術 Chemical 
industrial safety techniques

操作規程彙編入此

.95  安全設施 Safety device

.951      消防 Fire control

.952      防水 Waterproof

.953      防風

.954      防震 Precaution

.955      傳動 Tranmission

.956      起重 Derrick

.96  衛生設施 Sanitary  equipment
防毒、防病入此

.97  化工毒物、危險品的處理

.98  工業用水及環境保護

461  化學藥品工業 Chemical
industries 

.1 工業氣體 Industrial gases

.13  自然氣 Natural gases
包括氦（Helium）之提煉

.18  人造氣體 Artificial gases

.181      氫 Hydrogen

.183      鹵素氣體 Halogen gases

.184      二氧化硫 Sulfur dioxide

.185      乙炔 Acetylene

.19  其他工業氣體

.2 鹼工業 Alkali industries
碳酸鈉、氫氧化鈉入此

461.3 氯工業 Chlorine industries
氯氣、漂白粉、  漂白水入此

.4 氮工業 Nitrogen industries
同 :氮氣工業

氮肥料入 469.622

.5 無機化學工業 Inorganic 
chemicals industries

硫化物、碳素化合物入此

.53  氟素工業 Fluorine；鹵素工業 
Halogens industries

.6 有機化學工業 Organic 
chemicals industries

有機硫化物入此

.63  酒精類製造 Alcohol
醇入此

.65  有機酸製造 Organic acids
磺酸入此

.67  氮化合物製造

.7 無機酸製造 Inorganic acid 
manufacture

.71  硫酸 Sulfuric acid

.72  硝酸 Nitric acid

.73  鹽酸 Hydrochloric acid

.74 磷酸 Prosphoric acid 
industries 

.75 砷酸 Arsenic  acid 
同 :砒酸

.76  碳酸 Carbonic acid 

.77  其他

462  爆炸物 Explosives；燃料
Fuels；照明 Illumination

.1 爆炸物工業 Explosives industries
參見 595.8 軍用化學

.13  發射藥 Propellants

.14  起爆藥 Detonators

.15  猛性炸藥 High explosives

.16  點火、點爆材料 Initial 
explos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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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2 爆竹 Firecrackers；焰火；花炮 
              Pyrotechnics

.23  照明劑 Illumination

.24  信號劑 Signal

.25  煙霧劑 Vapor

.26  曳跡劑

.27  燒夷劑

.28  引燃劑 Kindling

.3 火柴 Matches

.4 滅火器 Fire extinguisher
防火劑入此

.5 燃料化學工業 Fuel chemical 
industries

汽車燃料入 447.129；合成石

油入 462.522

參見 457 石油礦、石油工業

.51  天然燃料

.511      煤 Coal
焦煤入 462.65

.52  合成燃料 Synthetic  fuels；人 
造燃料

.522      合成石油 Synthetic 
    petroleum

.526      火箭推動劑 Rocket 
    propbllants

.54  固體燃料 Solid fuels

.55  液體燃料 Liquid fuels

.56  氣體燃料 Gaseous fuels

.58  其他燃料
膠質、泥狀燃料入此

.59  非燃料之碳 Nonfuel carbons

.6 乾餾工業 Dry distillation 
industries；碳化工業 
Carbonization industries

.64  煤氣 Gas；煤氣廠 Gashouse

.65  焦煤 Coke
同：骸炭

.66  煤焦油 Coal tar

同：煤脂

462.67 低溫乾餾工業 Low 
                  temperature carbonization  
                  industries

.8 燃料照明工業 Illuminative 
industries

煤油燈、油燈入此

電燈入 448.5

463  食品工業 Food industries
參見 341.91 食品分析；412.37

食品檢驗；427 烹飪；435.6 園藝

利用

.1 食品工業總論 Food industries : 
general

.11  食品原料及添加劑

.12  食品加工

.13  食品保存 Food preservation
罐頭工業入 463.9

.131      食物貯藏

.132      食物冷藏 Cold storage

.1321          人造冰 Artificial ice

.1325          冷凍 Deep freezing

.133     食物燻製；食物鹽漬；食   
    酸漬

醬園入此

.134      乾燥；脫水食物 
    Dehydration  foods

.135      使用添加物
蜜餞入此

.136      電磁放射處理 
    Electromagnetic radiate

.137      食品包裝 Food package

.14           食品工業機械與設備

.18           食品加工廠

.19           食品工業副產品

.2 製鹽工業 Salt industries

.3 製糖工業 Sugar industries

.31  蔗糖 Cane sugar

化學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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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32 甜菜糖 Beet sugar

.33  玉蜀黍糖 Sweet corn sugar； 
高粱糖 Sorghum sugar

.34  麥芽糖 Malt sugar

.35  葡萄糖 Glucose；澱粉糖

.39  製糖廠

.4 調味劑；調味品 Flavor aids
參見 427.61 調味品

.45  醬油 Soy-bean sauce

.46  醋 Vinegar

.47  味精 MSG

.48  食用香料 Fragrance；香辛料

.49  綜合調味料 Complex 
condiments

.5 脂肪及食用油類 Fats and oils

.51  植物油 Vegetable oils

.511      芝麻油 Gingili

.512      花生油 Peanut  oil

.513      大豆油；沙拉油

.514      橄欖油 Olive oil

.515      茶油 Tea-seed oil

.52  動物油
肝油入此

.521      豬油

.522      牛油

.523      奶油

.524      水產動物油
魚油；魚肝油等入此

.55  其他

.6 澱粉工業 Starches industries

.61  穀類澱粉

.62  薯類澱粉

.63  豆類澱粉

.64  果實澱粉

.65  其他食用澱粉

.8 釀造醱酵工業；飲料製造工業 
Brewing and fermentation 

industries
463.81 釀造酒類 Alcoholic beverages

.811      紹興酒

.812      香檳酒 Champagne

.814      葡萄酒 Vintage

.815      水果酒 Fruit wine

.816      蘋果酒 Applejack；蘋果汁 
    Apple juice

.817      牛乳酒

.82  釀造與麥芽製造 Brew and 
malted beverages

.821      啤酒 Beer；麥酒 Ale

.822      黑啤酒 Dark beer

.823      稻啤酒 Rice beer

.824      釀造酵素 Brew enzyme
 醩入此

.825      釀造用水

.83  蒸餾酒類 Distilled liquors

.831      燒酒；米酒 Spirits liquors

.832      高粱酒 Sorghum liquors

.833      白蘭地酒 Brandy

.834      威士忌 Whisky

.835      混合酒類 Compound  liquors

.839      其他蒸餾酒

.84  不含酒精飲料
蒸餾水入此 

製茶入439.4；茶業入481.6

.841      人工礦泉；礦泉水 
    Mineralized beverages

.842      清涼飲料 Soft drinks 
汽水入此

.843      果菜汁 Fruit and vegetable 
    juices

.844      巧克力 Choclate；可可 Cocoa

.845      咖啡 Coffee

.846      咖啡代用品 Coffee 
    substi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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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847 機能性飲料
運動飲料入此 

.848 藥草茶；香草茶；花果茶 
    Herb teas

.849 其他

.88  中國

.89  各國

.8933          臺灣

.9 罐頭工業 Can industries

464  矽酸鹽工業 Silicic
industries

同：窯業、陶瓷製造

瓷器工業入 464.16；磚瓦入 

464.176；陶瓷鑒賞及美術入 938

.1 陶瓷工業 Ceramics industries

.14  陶瓷原料及輔助材料
粘土、高嶺土、顏料、石 

英、矽砂入此

.15  陶瓷生產程序及設備

.16  瓷器工業 Porcelain  industries

.17  陶瓷產品 Ceramics products
美術陶瓷入 938

.171      日用陶瓷

.175      工業用陶瓷
電絕緣陶瓷、微波瓷、光

學陶瓷入此

.176      建築用陶瓷
粘土磚、泡沫磚、磚瓦、

琉璃瓦入此

.177      精密陶瓷
電子陶瓷、生醫陶瓷入此

.179      雲母陶瓷 Isinglass
人造雲母入此

.18  陶瓷廠

.4 耐火材料工業  Refactory 
materials industries

.44  原料

.45  生產程序及設備

粉碎、成型、乾燥、燒成入此

464.47 產品 Products
矽磚入此

.472     耐火纖維及其製品

.473     不定型耐火材料製品

.474     電熔耐火材料製品

.475     其他耐火材料製品

.5 石綿工業 Asbestos industry

.6 人造石及其他膠凝材料 Artificial 
stone and other gelation 
materials

.61  人造石

.62  石灰及其製品 Lime

.63  石膏及其製品 Gypsum

.64  水玻璃
同：矽酸鈉

.7 琺瑯 Enamel；搪瓷

.8 玻璃工業 Glass industries
參見 968.1 玻璃藝術

.84  原料與輔助物料

.85  生產程序及設備

.87  玻璃工業產品

.871      各種成分玻璃

.872      各種形狀玻璃

.873      各種性能玻璃
光學玻璃入此

.874      各種用途玻璃

.875      著色玻璃及其製品 
    Coloration  glass

.876      安全玻璃 Safety glass

.877      玻璃纖維 Glass fibers

.8781          泡沫玻璃 Foam glass；多 
        孔玻璃 Porous glass

.8782          石英玻璃 Quartz  glass； 
        水晶玻璃 Crystal glass

.879      其他特種玻璃

.88  玻璃廠

化學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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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9 水泥工業 Cement industries 
.91  水泥性質

.92  水泥原料 

.93  水泥生產過程及設備

.94  水泥型式及用途 

.95  水泥產品

.99  各國水泥工業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92      中國

.9933          臺灣

465  染料 Dyes；顏料
Pigment；塗料 Paint

.1 漂染工藝 Dye bleaching 
technology

.2 染色工藝 Dyeing technology
印染入此

.21  染料化學結構

.22  染料分類

.23  染料合成 Synthetic  dyes

.3 印花工藝 Calico printing 
technology

.5 顏料 Pigments

.51  無機顏料

.511      白色顏料
鉛白入此

.512      黑色顏料

.513      彩色顏料
紅、藍、黃等顏料入此

.514      其他無機顏料

.52  有機顏料

.53  特殊顏料

.57  植物顏料

.58  礦物顏料

.6 塗料工業 Surface coating 
industries；油漆

.61  塗料化學 Paint chemistry

465.62 塗料製造 

.63 塗料施工

.64 桐油 Wood oil

.65 油漆

.67 其他塗料

.68 特種塗料 
防銹、防水、耐火、夜光、

絕緣等用途塗料入此

.69  鞋油 Shoes polish

.7 墨水 Inks；油墨 Printing ink

.8 鉛漆 Lead lacquer；鋁漆

466  油脂及界面活性劑工業
Oils and surfactants 
industries

.1 油脂類分析及檢驗 Oils analysis 
and examination

.11  油脂分析

.111      油料分析

.112      油脂理化常數分析

.114      油脂組成分析

.116      油粕分析

.12  原料

.13  原料處理
乾燥、篩選、剝殼、軌壞、

蒸烘入此 

.14  採油法 Oil extraction
壓榨、萃取、水提法等動物 

油脂採油法入 466.172

.15  油脂精煉 Refine purify

.151      油脂精煉化學

.156      油脂精煉方法

.16  油脂加氫及硬化

.17  油脂工業
產品食用油入 463.5

.171  　植物油脂 Vegatable fats oils

.172  　動物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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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1724 鯨油

.1725          骨油

.1727          動物脂

.18  蠟 Waxes

.181      植物蠟 Vegetable waxes

.182      動物蠟 Animal waxes

.19  礦物油 Mineral  oils
石油礦及石油工業入 457

.2 油脂分解工業 Splitting of oils 
and fats industries

.23  甘油 Glycerine

.25  脂肪酸 Fatty acid

.28  工業用油脂
蓖麻仁油、亞麻仁油、油 

粉、乾性油、半乾性油、不乾

性油等入此

.29  副產品加工及利用

.3 製燭工業 Candle industries

.4 製皂工業 Soap industries

.41  肥皂化學；肥皂分析；肥皂
試驗

.43  肥皂原料
皂用油脂；牛油、羊油、柏

油、成油、混合油等入此

.45  皂化 Saponification

.47  肥皂種類

.471      化粧用肥皂 Cosmetic soap

.474      洗衣用肥皂 Wash colthes 
    soap

.475      工業用肥皂 Industrial soap

.476      藥皂 Medicated soap

.479      非肥皂；洗衣粉

.48  製皂機械及設備

.5 界面活性劑工業 Surfactants 
industries

.51  分散劑 Dispersing  agents

.52  乳化劑 Emulsify

466.53 溶化劑 Dissolve

.54  消泡劑

.55  洗滌劑 Detergent

.6 香料工業 Perfumes industries
食用香料入 463.48

.61  香料化學 Fragrance  chemistry

.63  天然香料 Natural fragrance

.631      動物香料

.632      植物香料

.64  樟腦 Camphor

.66  合成香料

.68  各種用途香料

.7 化妝品 Cosmetics

.71  香水 Perfumes；香精 Scent

.72  護膚用品
面霜、雪花膏、潤膚油, 面

膜等入此

.73  毛髮用品 Hair
洗燙髮劑；染髮劑等入此

.74  口腔用品 Oral
牙膏、牙粉、漱口水等入此

.75  美容用品

.76  嬰兒用品

.79  其他化粧品
除臭劑入此

467  高分子化學工業 Polymer
chemical industries

.1 高分子化合物產品 
Macromolecular compounds 
products

.12  取樣 Sampling；分析鑒定

.13  物理性質測定

.14  化學性質測定

.15  分子性能及測定

.16  老化與防老化

.19  再加工與用途

.2 橡膠工業 Rubber industries

化學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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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21 天然橡膠 Natural rubber

.22  合成橡膠 Synthetic  rubber

.23  橡膠加工技術 Rubber process 
technology

.24  再生橡膠

.3 天然樹脂 Natural resin

.32  柯巴脂 Copal
同：清漆樹脂

.4 合成樹脂 Phenolics；塑膠 
Plastics

.44  熱塑性塑膠 Thermoplastic 
plastics

.45  熱固性塑膠 Thermosetting 
plastics

.46  油溶性塑膠 Oil-soluble 
plastics

.47  水溶性塑膠 Water-soluble 
plastics

.5 纖維化學工業 Cellulose 
industries

硝化棉入此

.54  賽璐珞 Celluloid

.6 化學纖維 Chemical fibers；人造 
纖維 Artificial fibers

人造絲入此

.61  硝化纖維素；硝棉 
Nitrocellulos

.62  銅銨 Cuprammonium

.63  纖維素黏膠 Cellulose viscose

.64  醋酸纖維素 Cellulose acetates

.65  蛋白質纖維 Protein  fibers

同：愛龍（Azlons）

.7 非纖維素 Noncellulosics；合成 
纖維 Synthetic fibers

.73  聚醯胺纖維 Polyamides
同：尼龍（Nylons）

.74  聚酯纖維 Polyester fibers

467.75 聚丙烯捷纖維 
                  Polyacrylonienle fibers

.76  聚乙烯醇纖維 Polyvinyl 
alcohol fibers

.77  聚氯乙烯纖維（PVC ）

.78  聚烯烴纖維 Polyolefin fibers

.79  其他合成纖維

468  電化學工業
Electrochemical industries

.1 電池工業 Battery industry

.2 電解工業 Electrolytic industry

.22  水之電解

.23  氯化鈉之電解 Sodium 
electrolysis

.24  電解氧化與還原

.25  界面電解 Interface  electrolysis

.26  電解濃縮與精煉

.27  熔解鹽之電解

.3 電鍍化學工業 Electroplate 
industry

.31  單一金屬電鍍

.32  合金電鍍 Alloy electroplate

.33  非金屬材料電鍍

.34  電鑄 Electroform

.4 電熱工業 Electrothermal 
industries；高溫製品工業

.43  高溫電爐 Electric stove  

.44  碳化鈣 Calcium carbide
同 :  電石

.45  人造超硬度材料
碳化矽（金鋼砂 Silicon 

carbide）入此

.46  人造寶石 Artificial gem；合成
寶石 Synthetic  gem

人造紅寶石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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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47 人造石墨 Artificial graphite

.5 放電加工 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ing

.6 高周波化學工業 High frequency 
Chemical industries

.7 電漿工業 Plasma industry

.8 觸媒化學工業 Catalyzer 
chemical industries

光觸媒入此

469  其他化學工業 Other
chemical industries

.1 膠著劑 Adhesives
膠、膠水入此

.3 電子材料工業 Electronic 
materials industry

.31  印刷電路板工業 Printed 
circuit board（PCB）

.32  積體電路工業 Intergated 
circuit

.33  電子封裝工業

.4 光電材料工業 Photoelectric 
materials industry

.41  攝影感光材料產品
參見 951.2 感光材料

.411      微印攝影術 
    Microphotography

同：縮影

圖書館微縮資料之利用及

處理入 023.88

.4111          微捲資料 Microfilm

.4112          微卡資料 Microcard

.4113          微印資料 Microprint

.42  影印 Photo-offset

.43  傳真 Fax

.44  光碟；光學記錄材料工業

.45  顯示器工業 Monitor

液晶顯示器（LC D）、電漿

顯示器（PDP ）、發光二極體 

（LE D）、其他平面顯示器入此

469.5 生物技術工業 Biotechnology 
              industry

.51  組織工程

.52  組織配合

.53  生物反應器

.54  複製技術

.6 農業化工 Agricultural  
chemicals

.62  化學肥料工業 Chemical 
fertilizer

.622      氮肥 Nitrogen  fertilizer

.625      磷肥 Phosphorous fertilizer

.626      鉀肥 Potassium  fertilizer

.627      有機肥料 Organic fertilizer

.628      合成肥料

.64  土壤調節劑 Soil conditioners
同：土壤改良劑

.65  殺蟲劑 Pesticides

.66  除草劑

.7 綠色科技工業 Gr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71  清潔製程

.72  工業減廢

.73  污染防治

化學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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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  製造總論 Manufacture：
general

參見 487 製造品業

471  精密機械工藝 Precision
instruments

自動儀表入 448.911

.2 鐘錶 Clocks and watches；計時 
器 Timepieces

.23  鐘錶修理

.24  電鐘

.25  氣體鐘 Pneumatic clocks

.27  精密計時器
跑錶、擺動器、流速器、

計秒錶入此

.3 測定儀器 Determination 
instrument

壓力計、流量測定器、振動測

量計、頻率計、濕度計入此

.4 試驗儀器 Test instrument
硬度試驗計入此

.5 電腦製造 Computer 
manufacture

數位電腦、中央處理機、電腦

可信度、一般性電腦效能評估、

電腦硬體之設計、製造、維修等

入此

電腦科學、電腦程式語言、

程式設計及電腦應用等入 312 電

腦硬體選擇、使用或兼論軟硬體

者入 312.1；中文電腦硬體分入

471.5 各類

參見 448.6 電子工程

471.51 各型電腦
各種類型之處理機、光學電腦、 

多重處理機（Multiprocessor）

入此

.511      數位超級電腦

.512      數位主機電腦

.514      數位迷你電腦

.516      數位微電腦
個人電腦、微處理機入此

.518      混合與類比電腦

.519      其他

.52  系統分析與設計

.53  操作；維護；修理

.54  電路電腦
電路、邏輯電路、積體電 

路、大型積體電路入此

參見 448.62 電子回路、積體

電路

.55  儲存體

.551      內部儲存體隨機存取記憶體 
    （RAM）

唯讀記憶體（ROM）入此

.5511          半導體記憶體
雙極性記憶體、金屬氧

化半導體入此

參見448.65半導體及其

他電子裝置

.5519          其他內部儲存體

.552      外部儲存體
同：輔助儲存體

.5522          磁帶記憶體
匣式、卡式、盤式磁帶

入此

製造

Manufacture
總論入此，專論各入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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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5523 磁碟記憶體軟

硬磁碟入此

.5525          光學記憶體

光學唯讀記憶體（CD-

ROM）、數位影音光碟 

（VCD）、數位多功能光碟 

（DVD）等入此

參見448.68電子裝置之

各項應用

.5529          其他外部儲存體
參見448.68電子裝置之

各項應用

.553      外部儲存體驅動器
同：輔助儲存體驅動器

.5532          磁帶機

.5533          磁碟機

.5535          光碟機；燒錄機

.56  電腦介面與通訊裝置
數據通訊工程入此

參見 448.7 通信工程

.561      數據機 Modem
類比對數位轉換器

（ADC）、數位對類比轉換

器（DAC）、纜線數據機

（Cable modem）、非對稱

數位用戶迴路數據機（ADSL 

modem）等入此

參見 448.827 調變器

.57  週邊設備
外部儲存體入 471.552；外

部儲存體驅動器入 471.553

.571      輸入、輸出週邊設備
電腦終端機入此

帶機入471.5532；磁碟機

入471.5533

.572      輸入設備
讀卡機、掃描器、鍵盤入此

.573  　輸出設備
顯示器、印表機入此

.58  其他電腦設備
電腦繪圖器、圖形辨識器、

磁性墨水字體（MICR）辨識器
入此

製造

471.6 翻譯機 Machine translator

.7 光學儀器 Optical instruments
攝影機入 951.1；光碟機、燒

錄機入 471.5535

.71  眼鏡

.72  望遠鏡

.73  顯微鏡
參見 360.325 顯微鏡及其利

.74  分光鏡 Spectroscopes

.75  光度計 Photometers

.76  偏極計 Polarimeters

.77  透鏡；稜鏡；反射鏡

.78  鏡頭

.79  其他光學
儀器鏡子入此

.8 樂器製造 Musical instruments 
manufacture

鋼琴、風琴入此

.9 音響設備 Sound equipment、 
Audio equipment

錄音機、電唱機、播音機入此

472  金屬工藝 Metal
manufactures

參見 454 冶金、合金

.1 鍛工 Forging smithing
指用鍛鎚擊或壓力機壓縮，使

金屬材料變形的過程

塑性加工入此

.11  自由鍛造
鐓粗、沖孔、截割、扭轉等

入此

.12  模型鍛造

.13  鍛造廠；鍛造機械與設備

.14  焊工 Welding

.141      鍛焊同：爐焊

.142      氣焊；氣壓焊

.143  　電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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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144 接觸焊

.145      釬焊

.146      鑄焊

.147      切割 Cutting

.148      焊接、切割機械設備

.149      鉚接用鉚釘接合之法

.15  冷加工

.151      抽拉；引伸；抽絲

.152      擠壓

.153      板金加工法

.154      沖壓

.156      軌造；輾壓

.157      珠擊法 Shot peening

.16  腐蝕及保護；表面處理 
Surface finish

.161  　油漆法
刷漆、浸漆、噴漆、滾漆

入此

.162      電鍍

.163      噴鍍鍍金入此

.164      熱鍍

.165      氧化物及磷酸鹽被服法

.166      拋光 Polishing

.167      搪磨 Honing

.168      研磨 Lapping

.17  特殊加工法

.171      電加工法
電火花、電拋光、電成 

型、電化加工、電熱加工、
電蝕加工等入此

.174      超音波加工法

.175      雷射加工法

.176      噴射加工法

.177      化學加工法
化學銑切法入此

.179  　其他加工法

.18  鉗工
劃線、鋸工、銼工等入此

472.2 鑄工 Foundry castings；熱處理

同：金屬鑄造

使定量或連續流動的金屬液成

為定形固定

.21  鑄造過程
熔化、凝固、冷卻、落砂入此

.22  製模；造型

.23  鑄造方法
冷硬鑄造法、壓力鑄造法、

真空鑄造法等入此

.24  鑄造廠；鑄造機械與設備

.25  製索

.26  製管

.27  金屬薄片工作 Pressing
參見 472.153 板金加工法

.28  衝床工作與鏌工壓力機工作

.3 鋼鐵工 Blacksmithing

.31  原料

.316      附屬材料

.32  煉鐵法及其設備

.33  煉鐵產品

.34  煉鐵廠

.35  鋼的組織與性能

.36  煉鋼法及其設備

.37  各種鋼材

.373      碳鋼

.374      合金鋼

.376      結構鋼

.377      工具鋼

.38  特種性能鋼

.381      不銹鋼；耐酸鋼

.382      耐磨鋼

.383      耐熱鋼

.384      耐寒鋼

.385      耐輻射鋼

.386  特殊彈性鋼

.387  特殊熱膨脹性能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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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388 電磁鋼

.389      其他特殊鋼

.39  煉鋼廠

.5 鋁工 Aluminum work
鋁合金入此

.51  原料

.52  附屬材料

.53  製造程序

.54  機械與設備

.55  製造廠

.56  產品

.57  品質檢驗與標準

.58  特殊方法

.6 銅工 Copper work
仿 472.5 分

.7 鎂工 Magnesium work；錫工 
Tin work

仿 472.5 分

.8 金銀細工 Gold-and-silver 
smithing

仿 472.5 分

.89  珠寶工
仿 472.5 分

參見 486.8 珠寶業

.9 五金 Hardware；非鋼鐵金屬製 
品 Non-iron-and-steel metallic 
products

.91  鍛造品

.92  鑄造品

.93  薄片製品 Sheet metals

.94  線材製品
鐵線、金網、索類入此

.95  建築用五
金鎖、錠入此

.96  利器工具
剪刀、刀入此

.969  　工匠具

.97  家庭五金

製造

472.98 金屬傢具及雜器
金庫入此

.99  小金屬製品
針、釘入此

473  石材工藝 Stone material
technology

同：石工

圖章雕刻入 931

.1 方法與技術 Method and 
technology

.11  選石

.13  斷石；鋸石

.14  磨石；擦亮

.15  鑽孔

.16  琢石；刻字

.2 原料及附屬材料 Raw material 
and auxiliary material

.3 製造廠 Manufacturing plant

.4 石製品 Stone products

474  木工藝 Woodworking；
竹工藝 Bamboo work

木材性質學入 436.41；木材乾

燥及防腐入 436.431；製材學入

436.432；造紙工藝入 476

.1 方法與技術 Method and 
technology

仿 472.51-.58 分

.2 車床 Lathe

.3 木質家具製造 Wood furnitures 
manufacture

美術家具入 967.5

.31  家具設計製圖

.32  材料工作

.33  塗裝

.34  附屬材料

.35  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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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36 桌類

.37  櫥類

.39  其他木質家具

.4 車輛製造 Manufacture of  
vehicles

鐵路車輛入 442.62；汽車入 

447.1

.42  獨輪車

.43  人力車

.44  馬車

.48  轎

.5 木板工 Wood plank working

.51  鑲木片 Veneers

.52  合板 Plywoods

.53  薄片；夾板

.55  容器
製造桶、板箱入此

.57  小型木產品
牙籤、畫框、鉛筆木材入此

.58  木材
廢料木材粉末、鋸屑入此

.6 軟木工 Corks

.7 籐工 Vines working

.8 竹工 Bamboo working

.81  材料

.82  竹傢具

.83  竹蓆

.84  竹簾

.85  竹籠；竹籃

.86  竹筷

.87  竹弓

.89  其他竹細工

.9 其他木材工藝 Other timber 
work

475  皮革工藝 Leather
industries

.1 方法與技術 Method and 
technology

仿 472.51-.58 分

475.2 製革 Leather processing
鞣製、染色、塗飾入此

.3 靴鞋製造 Boot manufacture

.6 鞍轡製造 Saddle and bridle 
manufacture

.7 毛皮工藝 Fur industries

.8 充皮工藝 Imitation leather 
industries

人造皮入此

.9 其他皮革工藝 Other leather 
industries

476  造紙工藝 Pulp and paper
industries

.1 方法與技術 Method and 
technology

.2 紙原料 Raw material of paper

.22  木漿

.222      磨木法

.224      蘇打法

.225      亞硫酸法

.226      硫酸鹽法
牛皮漿入此

.227      半機械法

.228      機械法

.23  破布漿

.24  草漿；蔗漿；竹漿 科

.25  廢紙漿

.27  紙漿性質

.28  鑄成紙品和漿板

.5 造紙廠 Papermaking plant

.6 各類用紙 Various papers

.61  影印紙；列印紙

.62  印書紙；道林紙；聖經紙

.63  銅版紙；新聞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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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64 特殊紙
敬神紙、鈔票紙入此

.65  包裝紙
玻璃紙、牛皮紙入此

.66  紙板 Paperboard

.67  衛生紙；紙尿褲；紙巾

.68  棉紙；宣紙

.69  其他用紙
工業用紙入此

.7 紙類副產品 By-products of 
papers

從木質素、樹脂、脂肪酸等取

出者屬之

.8 紙製品 Paper products；紙容器 
Paper container

參見 487.55 紙品業、紙器業

.9 各國造紙工藝 Paper-making 
industry in different conuntrie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77  印刷工藝 Printing
technology

書籍製造入此

出版發行入 487.7；版畫入 937

.09  印刷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討論各種印本之特點及鑑別法

者入 011.5

.1 木板印刷 Wood plank printing

.2 活字印刷 Movable-type 
printing；凸版印刷 Relief 
printing

.21  活字

.22  排版

.23  校對

.3 印刷機 Printing machine

.4 印工 Printing working

.5 照相印刷 Photographic 
printing；平版印刷 

製造

Planographic printing
同：攝影印刷

攝影製版法入此

微印攝影術入 469.411

477.6 特種印刷 Specialty printing

.61  凹版印刷

.62  孔版印刷

.63  石印

.64  影印

.65  彩印

.66  蝕鏤版

.67  凸金板

.68  點線版

.7 其他印刷方法 Other printing 
methods

打字入 493.7

.71  油印

.72  藍圖

.73  直接影印 Photostats

.74  靜電印刷 Xerography
同：乾印術

.8 裝訂 Bookbinding；修補 
Mend；加工 Process

.81  燙金；壓型；上光

.82  散裝；活頁裝

.83  平裝
騎馬釘、膠裝入此

.85  精裝
洋裝入此

.86  線裝

.87  機械與設備

.88  裝訂廠

.9 印刷廠 Printing plant

478  纖維工程 Fiber
engineering

紡織工程入此

化學與人造纖維入 4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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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1 方法與技術 Method and 
               technology

.11  纖維性質
紡織物理學入此

.13  製造程序
工業染整及染整業入此

.14  機械與設備

.141      紡織機 Spinning  machines

.142      織布機 Looms

.15  紡織廠

.16  纖維製品

.162      紗 Yarns；線 Threads

.164      布料 Fabrics

.168      品質檢驗與標準

.2 絲織 Silk textile
仿 472.5 分

.3 棉織 Cotton textile

.31  方法與技術

.32  軋花廠

.33  紗廠

.35  布廠

.4 麻織 Textiles from flax, hemp, 
jute

仿 472.5 分

.5 毛織 Wool textile
參見 488.3 毛織品業

.51  方法與技術
皮草製作入此

.52  羊毛

.53  山羊毛

.54  駝毛

.59  其他毛織

.6 各種織法織物 Various weave 
and textile

.61  花式

.62  編結

.63  綴錦

.64  網狀

478.65 縺縫；打結

.7 織棉 Woven cotton
織棉服飾及用品入此

.8 其他纖維紡織工藝 Other fiber 
textile technologies

參見 467.5 纖維化學工業

.81  織草蓆、帽入此

.82  不織布

.83  繩；纜；網

.84  毯；氈

.86  礦質纖維
石綿、玻璃絲入此

.87  帆布

.89  金屬纖維

.9 各國纖維工藝 Fiber technology 
in different countrie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79  其他工藝 Other
technologies

.1 燈具製造 Lamps manufacture

.12  日用燈具

.13  藝術燈具
彩燈、宮燈入此

.14  特種燈具

.2 體育用品製造 Sports goods 
Manufacture

運動產業(包含運動用品製造、

運動服務業，如運動媒體產業、

運動健身俱樂部、職業運動、運

動行銷服務、運動體驗與觀光等)

入此

參見 489.77 運動服務業

.21  田徑用品

.22  體操用品

.23  球類運動用品

.24  武術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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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25  重競技用品 

.26  游泳、冰雪運動用品

.27  軍事體育用品

.29  其他體育用品

.4 菸草工藝 Tobacco technology
菸草公賣入 567.62；菸業入 

482.5

.47 煙草加工品

.472      卷煙

.473      雪茄

.474      斗煙

.475      水煙；鼻煙

.477      嚼煙

.7 手工藝 Handicraft
家庭手藝入 426

.71  手工
手工加工入此

.72  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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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玩具製造 Toy manufacture
手工製作之玩具入此

參見 487.85 玩具業

.9 文具製造 Stationery 
manufacture

參見 942.4 文房四寶

.91  筆

.92  墨

479.93  硯

.94  印泥

.95  其他中國文具

.96  西洋文具

鋼筆、鉛筆、原子筆等入此

墨水、油墨入 465.7

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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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  商業總論 Commerce：
general

.25  業名錄；行名錄

481  糧商業 Food dealers
礱坊、磨坊入 439.1

.1 米穀業 Rice and cereal industry

.13  品種

.14  粳米

.15  糯米

.16  米粉

.2 製粉業 Flour industry

.26  麵粉

.3 麵食業 Flour food industry

.4 雜糧業 Industry of food grains 
other than wheat and rice

高粱、玉蜀黍、粟入此

.45  乾果業

.5 蔬果業 Vegetable and fruit 
industry

同：果菜業

各館得視其需要再詳分

醃漬業入此

.51  蔬菜

.54  香蕉

.56  鳳梨

.6 茶業 Tea industry
製茶入 439.4

.64  紅茶

.65  綠茶

481.66 花茶

.7 酒業 Wine industry
酒公賣入 567.63

.75  飲料業

.8 糖業 Sugar industry

.9 鹽業 Salt industry
鹽稅、鹽法入 567.4

482  其他農產品業 Other
farm products  industries

.1 麻業 Hemp industry
參見488.1布匹業；478纖維工藝

.2 棉業 Cotton industry
參見488.2棉織品業；478纖維

工藝

.4 油品業 Oil products industry

.5 菸業 Tobacco
菸草公賣入 567.62；菸草工藝

入 479.4

.6 鴉片業 Opium industry
鴉片公賣入 567.61

.7 薪炭業 Firewood industry

.8 木材業 Timber industry
木材貿易入此

.9 其他 Others

483  畜牧水產品業 Industry
of pasturage  and aquatic
products；飲食相關行業

Food and drink  related 
industry

商業：各種營業

Commerce:various business
有關工商業經營產品販賣者入此，有關種植或製造者各入其類

農業入 430；工程入 440；礦冶入 450；化學工業入 460；製造入 470 及工業入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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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1 牲畜業 Livestock industry
以牲畜販運為業者

.2 屠宰業 Butchery

.3 乳品業 Dairy products
酪農入此

.38  冰淇淋業

.4 蛋業 Egg industry

.5 水產品業 Aquatic products 
industry

捕撈漁業入 438.3；水產養殖

入 438.6；水產品加工入 439.7

.51  水產品價格及市場

.52  水產肥料及餌料

.53  水產油脂業

.54  魚皮業

.55  魚膠

.56  海藻加工品業

.57  海綿

.58  水產工藝品業
真珠、珊瑚入此
真珠養殖入 438.664

.59  水產食品業
水產食品製造入 439.72

.6 養絲業 Sericulture

.7 罐頭食品業 Canning industry
乾貨入此

.8 餐飲業 Catering industry
酒菜館及供應食品之商店入此

茶館、咖啡廳入 991.7；

餐旅業入 489.2

.9 其他畜牧水產品業 Other 
industries of pasturage and 
aquatic products

484  機械業 Machinery
industry；電機資訊業
Electrical and  
information industry

.1 機械業 Machinery industry
模具業入此

.3 汽車業 Automotive industry

484.31 機車業
同：摩托車業

.32  自行車業
同：腳踏車業

.35        車輛零組件業

.39 其他

.4 航太業 Aerospace industry
中國航空事業入557.98；各國航

空事業入557.99參見 557.9航空

.5 電機業 Electrical industry；電子 
零組件業 Electronic parts and 
components industry

.51  半導體業

.52  光電材料及元件業

.53  印刷電路板業

.54  被動電子元件業

.55  電器業
同：家電業

.56  其他電機及電子零組件業

.6 資訊業 Information industry；無 
線電通訊業 Radio 
communication industry

.61  3C 通路業

.62  通訊產品業

.63  電信服務業

.67  電腦資訊業

485  化學製品業 Chemical
products  industry

參見 460 化學工業

.1 化學藥品業 Chemical products 
industry

參見 418.61 製藥業

.2 炸藥業 Explosives industry；硝 
礦業 Saltpeter mine industry

.3 軍火販賣 Munitions sale

.4 陶瓷業 Ceramics

.49  磚瓦業

各種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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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5 玻璃業 Glass industry

.6 水泥業；三合土業 Cement

.7 肥料業 Fertilizer industry

.8 染料業 Dyes industry；塗料業 
Paint industry

參見 465 染料、顏料、塗料

.81  塗料業

.82  染坊業

.9 其他化學製品業 Other chemical 
products industries

人造絲品業入 488.7

486  礦產品業 Minerals
industry

參見 450 礦冶

.1 金銀產品業 Gold and silver 
products industry

.2 鋼鐵業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3 其他金屬礦品業 Other metal 
minerals industry

包括鉛錫銅鋁等業

.4 煤業 Coal industry
同：石炭業

.5 石油化學業 Petrochemistry 
industry

同：石化業

.58  加油站業

.59  燃油業 Fuel

.6 煤氣業 Coal gas industry

.69        液化石油氣供應業

.7 石礦業 Quarry and mining

.8 銀樓業 Jewelry shops；珠寶業 
Jewelry industry

寶石鑑定入此
參見 459.7 寶石礦

.9 其他礦產品業 Other minerals 
industries

487  製造品業 Manufacturing

487.1 儀器商業 Instruments 
              commerce；醫療器材業 
              Medical instruments and  
              apparatus industry

.15  攝影器材業

.16  事務機器業

.18  鐘錶業；眼鏡業

.2 五金業 Hardware；金屬製造品 
業 Machinery and tools

.3 木工製造品業 Woodwork industry

.4 皮革製造品業 Leather products 
industry

.45  鞋業

.46  皮箱業

.5 紙業 Paper industry

.55  紙品業；紙器業

.6 書籍經銷 Book distributor；販售 
業 retail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7 出版事業 Publishing
印刷工作宜入 477

參見 527.9 學校出版活動

.701      出版工作理論
出版學入此
著作權法及版權侵害入 

588.34

.71  法規及政策 用

.72  組織和管理

.73  編輯工作
編輯學總論及圖書編輯入此  

特殊類型出版物編輯出版入

487.77  

.75  發行工作；出版宣傳

.77  特殊類型出版物編輯
出版報紙編輯入 893

.771      工具書編輯出版

.772      期刊編輯出版
參見 050.9 期刊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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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773 電子出版品編輯出版

.78  中國出版機構志
依中國省區分，依機構名稱排

.789      各國出版機構志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複表分

.78933 臺灣出版機構志

.79  各國出版事業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複表分

.8 文教用品業 Culture and 
education articles industry；辦 
公用品業 Office supplies 
industry

.82  刻字業同：刻印業

.83  裱褙業

.85  玩具業
參見 479.8 玩具製造

.9 其他製造品業 Other 
Manufacturing

.91 家具業

488  紡織品業 Textile
products  industry

.1 布匹業 Piece goods industry

.2 棉織品業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棉紗、毛巾入此

.3 毛織品業 Wool textile industry

.4 絲織品業 Silk textile industry
同：綢緞業

.5 麻織品業 Hemp textile industry

.6 刺繡品業 Embroidery industry

.68  地毯業

.69  織錦業

.7 人造絲品業 Artificial silk 
products industry

.8 衣車業 Sewing Machine 
industry；裁縫業 Tailor 
industry

.9 服飾業 Clothes and accessories 
industry

.98  成衣業

488.99 其他帽業
寢具業入此

489  其他各種營業 Other
various business

藥房業入 418.49；汽車廠入 

447.19；機車廠入 447.39；物流

業入 496.8；廣告業入 497.8；商

店入 498；色情業入 544.767；

房地產業入 554.89；轉運業入

557.17；進出口商、貿易商入

558.81；銀行業入 562；典當業入

562.86；新聞業入 894；攝影業入

959；演劇企業入 981.8；夜總會

（Night clubs）入 991.6

.1 服務業 Service industry
物業管理服務業入此
電信服務業入 484.63

.11  美髮業
理髮業入此

.12  美容業；化妝業
參見 425 美容

.13  浴堂業

.14  寵物業

.15  洗衣業
家庭洗衣入 423.7

.16  按摩業
桑拿入此

.17  顧問服務 Consultant

.18  介紹業
職業介紹入 542.76

.19  代書業

.2 旅行業 Travel industry
旅館業、餐旅業入此

旅行社入 992.5；觀光旅館設

施入 992.6；餐飲業入 483.8

.28  貸屋業；房屋仲介業
公寓出租等入此

.3 公證業 Notarization industry

.4 運輸輔助有關行業 
Transportation supporting 
services related industries

各種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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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保養廠入 447.169

489.41 計程車業；出租汽車業

.42  停車場業

.46  船舶用具業

.47  麻纜業 Ship-chandlers

.48  空廚業

.5 營造有關行業 Construction 
related industries

營造業入 441.529

.51  建材業
水泥業入 485.6；玻璃業入
485.5；五金業入 487.2

.52  建物整修業；裝潢業
室內設計入 967

.53  木工業

.54  油漆業
參見 485.8 染料業、塗裝業

.55  衛浴設備業 Toilet equipments

.56  消防安全設備業

.57  測量業
同：劃則業

.6 慶弔有關行業 Celebration and 
condolence related industries

.61  喜慶服務業
禮服貸租入此

.62  慶弔卡店

.64  檀香業

.65  神香業；香紙業

.66  殯葬禮儀業
總論殯葬業、棺木、壽衣、

樂隊等入此

.67  殯葬設施業
殯儀館、葬儀社入此

.7 藝術、休閒、娛樂有關行業 Art,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related industries

.71  書畫商

.72  樂器商

.73  骨董商

489.74 古錢商

.75  郵票
商集郵入 557.645

.76  遊藝用品商

.77  運動服務業
參見 479.2 運動產業

.78  釣魚用具商

.8 百貨業 General merchandise 
industry；雜貨業 Sundry goods 
industry

參見 498.5 百貨店

.81  日用品業

.87  帆布製品業 Canvas goods
製帳篷、船帆業入此

.9 其他各種營業雜項 Other 
various business sund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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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  商學總論 Commercial 
            science：general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14  商業心理學

.15  企業社會學

.17  商業談判學

.29  電子商業

.9 商學史 History of commercial 
science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9  企業家

491  商業地理 Commercial
geography

各國商情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各國經濟史地入 552

.2 中國商業地理 Chinese 
commercial geography

.33  臺灣商業地理

492  商政 Commercial policy

.1 商政機關 Commercial policy 
institution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其報告調查等入 499

.2 商業政策 Commercial policy

.3 工商登記 Company registration

.4 商業法規 Commercial law and 
 regulation

商事法入 587

492.5 商標 Trademark

.58  商標爭議

.6 商業習慣 Commercial usage
商行為法入 587.19

.7 商人 Merchant
商業倫理入 198.48

.74  店主

.76  店員

.78  中小商業

.8 商業團體 Commercial 
organization

.81  商會

.83  同業公會

.84  商民協會

.9 早期商業公會 Early stages 
commercial association

行郊入此

493  商業實踐 Commercial
practice

.1 商業數學 Commercial 
mathematics

.2 度量衡幣單位 Unit of length, 
volume, weight and currency

.21  換算法；換算表

.22  公制；米制

.228      國際單位制
1960 年國際計量會通過

經營學

商業：經營學

Commerce: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工商業管理入此

工商業經營入 480；工業入 555；貿易入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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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23 英制

.24  市制

.28  其他

.5 密碼 Cryptography

.6 商業文件函牘；商業應用文 
Commercial document, letter  
and correspondence

.7 打字 Typing
西文打字入此

打字機製造及機械原理入 

446.96

.76  中文打字

.8 速記 Shorthand

.9 祕書 Secretaries

494  企業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有關非政府組織之論述入此

有關非政府組織之機構，則依其

主題別各入其類

工廠管理入 555.5

.01  企業效率

.014      管理心理學

.016      管理經濟學

.1 管理理論 Management theory； 
經營管理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系統分析入此

.11  科學管理理論

.12  管理程序理論

.13  行為科學理論

.14  計量學派理論

.16  經營政策

.17  目標管理

.18  預測

.19  作業研究
線性規劃、計劃評核術入此

494.2 管理組織 Organization of 
management

學習型組織、企業再造入此

.2014          組織心理學

.21 最高執行者 Top executives

.22  行政人員 Administrators

.23  經理 Office managers

.24  顧問

.26       法務人員

.27  決策人員

.28  監查人員；稽核人員

.3 人事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1  僱傭管理

.311      職工之甄選

.312      考核及升調

.313      解僱與退休

.315      勞資協調

.32  薪資

.326      件工制

.327      獎工制

.328      分紅

.33  職務之分配

.35  員工守則

職場成功法入此

參見 177.2 成功法

.38  僱傭條件

.381      出勤差假加班入此

.382      福利；撫恤

勞工保險入 556.82

.383      食宿；交通

.384      安全；衛生

.386      訓練及進修

.4 事務管理 Affair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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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45 文書管理

商業應用文入 493.6

.46 法務管理
公司法務入此

.5 生產管理 Production 
management

參見 555.6 工廠生產管理

.51  生產計劃

.52  工廠建設

.53  工廠組織

.54 工作研究

.55  流程控制

.56  品質管理；實驗計畫法

.57  物料管理

.58  設備管理

工廠保養入此

.59  自動化及機械化生產 
Automation

.6 業務管理 Business manage-  
ment；風險管理 Risk 
management

.7 財務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經營財務 
Manage financial affairs

.73  經營分析；經營管理

.74  管理會計

.75  原價管理

.76  利益管理

.8 管理資訊系統（MIS）
電腦與管理、辦公室自動化入此

495  會計 Accounting

.1 會計學 Accounting

.2 會計準則 Accounting principles
會計法規入此

495.3    會計師 Accountant

.4 財務會計 Financial accounting

.41  會計科目

.42  會計處理程序
分錄、過帳、試算、調整、

編表、結帳等入此

.43  損益；損益計算；損益表

.44  資產；負債；資產負債表

.442      流動資產 Current assets
現金、應收帳款、存貨入此

.443      固定資產 Fixed assets
估價、重估價、折舊、報應

入此

.444      流動負債 Current liabilities
 應付帳款、應付票據、薪

水入此

.445 固定負債 Fixed liabilities
應付公司債、卹養金、租

貸抵押、訂購契約入此

.446      資本會計
股票、股息入此

.45  會計憑證
傳票、憑單入此

.47  財務報表

.48  查帳 
參見 495.9 審計

.49  會計與簿記

.5 各業簿記 Bookkeeping in 
specific profession

總論入此，專論各入其類

[.51] 官廳簿記

宜入 564.78

[.52] 家庭簿記

宜入 421.5

[.53] 農業簿記

宜入 431.46

[.54]  工業簿記

宜入 555.53

.55  商業簿記

經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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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56] 銀行簿記

宜入 562.38

[.57] 鐵道簿記

宜入 557.225

[.58] 稅務會計

宜入 567.01

.59  其他簿記
森林會計入 436.88

.6 簿記學問題 Bookkeeping 
questions and topics

.61  記帳單位

.62  複式記帳

.7 各種會計 Various accounting

.71  成本會計
總論入此，專論各入其類

.72 收支會計

.73  損害會計

.74  財產信託會

.9 企業審計 Enterprise auditing
官廳審計入 564.9

496  商品學 Merchandise；市
場學 Marketing；行銷管
理 Marketing
management

網路行銷入此

.01  行銷哲學

.02  行銷組織

.03  行銷分析

.1 商品 Commodity
商品學入此

商標入 492.5

.11  商品目錄
總論入此，專論各入其類。

工業營業品目錄入 555.8

.113      農產品目錄

496.1131          糧食

.1132          園藝作物
蔬菜、瓜果入此

.1133          經濟作物
棉麻、油料、葉材等入此

.1134          木材

.1136          畜牧產品

.1137          水產品

.1139          土產；特產品

.115      礦產品目錄

.116      化學藥品目錄

.12  國貨

.13  外貨

.14  品牌

.16  商品檢驗

.18  包裝與標示

.2 購買 Buy；進貨 Purchase

.21 選購

.22  採辦

.23  盤存

.24  保管

.25  產品線

.26  產品週期策略

.3 市場分析 Market analysis

.31  消費者市場

.34  消費者行為
消費心理學入此

.35  組織市場

.36  組織購買行為

.37  購買決策

.38  市場區隔

.4 市場政策 Market policy

.5 推銷策略 Promo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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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術 Selling skills
廣告入 497

496.51  人員推銷

.52  銷售管理

.53  試用；試銷；樣品

.54  分期付款

.55  行銷通路

.551      直銷商

.552      中間商

.553      批發商

.554      零售商

.56  拍賣

.57  促銷

折扣、特價、贈品、摸彩、

贈品印花等入此

.58  託售；寄售
參見 498.4 代理商

.59  禮券

.6 商品交易、價格及投機 
Commodity exchange

 必要時得細分如下：

.61 穀物

.62  木材

.63  絲；乾繭

.64  纖維

.66  砂糖

.67  海產

.7 顧客服務 Customer service
顧客關係管理入此

.71  配運

.72  退貨

.73  修理；保養；保證期

.74  商品責任保險

.8 運輸 Transportation

物流業入此

496.9    貯藏 Storage
以倉儲之名，行經營大賣場之

實者入 498.75；倉庫入 563.8

497  廣告 Advertisement
.09  廣告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 廣告心理學 Psychology of 
advertising

.19  廣告倫理

.191      消費者保護

.192      廣告責任

.193      廣告法則

.2 廣告製作 Advertising 
 Productaion

廣告美工設計入 964

.26  直接廣告

.27  陳列佈置；櫥窗展示

參見 964.7 展示、陳列

.28  推銷表演

.3 商品展覽 Commodities 
exhibition

展示科技入此

.4 廣告媒體 Advertising media
報紙、雜誌、廣播、電視、電

影、網路入此

.5 宣傳用印刷品 Advertising  
              printed matters；廣告寫作 
              Advertisement writing

傳單、說明書、商品目錄、海

報入此

.6 戶外廣告 Outdoor advertising； 
流動廣告 Transit advertising

汽球、公共汽車、廣告塔入此

.7 廣告計劃 Advertising plan；調 
查 Survey；費用 Expense

.8 廣告組織與經營 Advertising 

經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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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廣告業入此

497.81        企業之廣告部門

.82  廣告代理商

.9 各種商品廣告 Advertising of 
various commodities

498  商店 Store

.1 店規 Store rules；營業時間 
Business hours

.2 零售商店 Retail

.3 批發商店 Wholesale

.4 代理商 Agent
買辦、委託行、寄售、經紀人

入此

.5 百貨店 Depertment stores
參見 489.8 百貨業、雜貨業

.6 門市部 Retail department；分店 
Branch store；經銷處 Agency

.7 市集 Market；集散市場 
Distributing market；趕集 Go to 
market

.74  超級市場

.75  購物中心
量販店入此

.8 堆棧 Storehouse

.9 其他商店 Other stores

.91  小販地攤挑賣 Peddler

.92  臨時商場

.93  連鎖商店 Chain stores

加盟店入此

.94  聯營

.95  秘密營業

.96  電子商店

網路購物入此

.97  郵購

499  企業志 Enterprise 
record；公司行號志
Company record

各多項企業公司行號之業務報

告、股東會議紀錄等屬之，如係單

項企業公司行號者得入各該類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99.1 跨國企業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跨國公司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33  臺灣跨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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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

500  社會科學總論 Social
sciences：general

.9 社會科學發展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社會思想史入 509

501  社會科學理論 Social
sciences theory

.1 原理

.2 方法；目的

 社會學項下，亦有方法一目 

（540.1），談個別方法者，或

可併入一處而不必分開。有關論

述個別研究法者，例如個案法、

觀察法、抽樣調查法等，宜儘量

分入 501.2 社會科學研究法相關

各類

實驗研究入 501.3

.21  個案法 Case method

.22  文件分析 Document analysis

.23  觀察法 Field observation

.24  抽樣調查 Sample survey

.25  測驗法 Tests

.26  比較法 Comparative  method

.27  發展研究法 Development 
study

同：長期縱貫研究法

.28  數學模型 Mathematical  
methods、統計學模型 
Statistical method

多元尺度法入此

.29  資料處理 Data processing

.3 實驗研究

.5 人才學 

501.6 各方關係

.61  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

.64  環境社會學

.9 行為科學 Behavior sciences
總論人類學、心理學、社會 

學、政治學者入此

502  社會科學參考工具 Social
sciences reference tools

503  社會科學教育及研究
Social science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504  社會科學辭典 Social
sciences dictionary

505  社會科學期刊 Social
sciences periodicals

.8 社會科學年鑑

506  社會科學團體 Social
sciences organizations

.21  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

.22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 

507  社會科學論文集

Collection of social 
sciences essays 

社會科學類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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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  社會科學叢書 Social
sciences book series

509  社會思想史 History of
social thought

合法性危機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若

欲依時代分時加０，以與依國分

區別

參見 549 社會改革論

.2 中國社會思想史

 中國社會哲學史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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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統計學總論 Statistics：
general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1 統計學理論 Statistics theory

.3 統計學教育及研究

.4 統計學辭典

511  統計學各論 Essays on
statistics

.2 統計方法 Statistical method

.21  普查

.23  通訊調查
網路、電話調查入此

.26  試探調查 Pilot survey

.27  抽樣調查 Sample survey

.28  控制調查 Post enumeration 
survey

.3 資料來源

.4 資料蒐集

.6 統計工作

.62  統計制度

.7 解釋、資料分析

分析、推論、變異數分析入此

.78  統計假設之檢定
卡方檢定入此

.8 統計比率

統計機率論入此

.81  統計指數 Index numbers 

511.82 分配比率

.83  關係比率

.87  變動比率

.9 敘述統計

同 ：統計表示法

.91  統計表 Statistical table

.93  次數分配表
同：統計量數

.96  統計圖 Statistical chart

.97  統計地圖 Statistical map

512  統計資料處理 Statistics
data processing

.1 統計表格

.4 統計電子資料處理；統計電腦資 
料處理 Computer processing

統計套裝軟體（如SAS、SPSS） 

入此

513  統計機關 Statistical
organization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14  各國統計 Statistic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各國一般性統計資料，例如：統

計年鑑、年報等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 統計政策

統計

統計

Statistics
統計乃是量的數據集成，凡討論統計的原理與方法及有關一國或區域的一般統計書歸入此

除人口統計（515）、生命統計（516）、國民所得統計（517）外，各類專門性統計，以分入各類為宜，

例如數理統計入 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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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19  各國統計政策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2 中國統計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複分

.33  臺灣統計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

515  人口統計 Statistics of  
            population；

Demographic statistics
人口清查、人口綜合調查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01  人口統計學

.1 世界

.2 中國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複分

.33  臺灣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

.8 各國國勢調查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16  生命統計 Vital statistics
有關生命之各單項統計入此

整個國勢調查人口統計入 515

.1 出生統計 On birth；Fertility

.2 死亡統計 On death；Mortality

.22  胎兒死亡

.23  嬰兒死亡 Infant  death

.24  自然死亡 Stillbirth

.26  疾病死亡

.27  事故死亡

.272      家庭內事故

.273      工業事故

.274      交通事故

.275      運動事故

.276      暴力
他殺、自殺入此

.3 疾病統計 On illness 

516.4 事故統計 On accidents

.5 婚姻統計 On marriage and 
divorce

離婚、不婚、未婚統計入此

.6 年齡統計 On Age

.7 雜項統計

.8 生命保險統計 Actuarial 
Statistics

.9 生命表 Life table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17  國民所得統計 Statistics
of national income

國民生產毛額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 世界

.2 中國

.33  臺灣

518  應用統計學 Applied
statistics

總論入此，專論各入其類

519  各科統計 Various classes
of statistics

其屬於一科者宜入其科，但欲將

各科統計集於一處者入此

犯罪統計入 548.55；教育統計

入 520.28；貿易統計入 5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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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教育總論 Education：
general

.1 教育理論

.11  教育哲學
教育思想入此

.12  中國教育學說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依各家

姓名排

.13  東方教育學說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31      日本教育學說

.14  西洋教育學說
依西洋時代表複分，依各家

姓名排

.15  各派教育學說

.16  教育與社會
如：社區與教育、學校與社

會等
教育社會學入此

.18  教育與各學科之關係
依學科複分，例如教育人類

學入 520.1839；教育財政學 

入 520.1856

教育社會學入 520.16；教育

心理學入 521

.19  教育思想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21  教育書目；教育文獻索引

.28  教育統計

.31  教育研究

.35  教具

520.64 教育學會

.69  教育資料館

.9 教育史

包括普通之制度史及實施狀況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1  各國比較教育

.92  中國教育史
.9201-.9208 依中國時代表

複分

.921-.926 依中國省區表、

中國縣市表複分

.933      臺灣教育史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

.94  西洋教育史
.9401-.9408 依西洋時代表

複分

.941-.979 依世界區域及分

國表複分

.98  中國教育人物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再按各

家姓名排

.99  各國教育人物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933          臺灣教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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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教育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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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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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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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育測驗 Tests & 
measu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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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37 常識測驗
社會科、自然科入此

.39  其他教育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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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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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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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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多媒體教學入此

5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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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教學活動

總論與教學相關之各項因素

專論各級或類教育之教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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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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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過程、現實教學法、

學習者中心教學法等

521.69 有效教學策略

.7 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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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7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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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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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以上各科教材入各入其類

522  教師及師資培育
Teachers & their trainings

.023  　師範教育法規

.1 教師專業資格

含：遴聘、考核等

參見 526.62 教育人事行政

.2 教師與社會

師道、教師角色、教師社會地

位等入此

.29  教師評鑑

.3 教師待遇

參見 526.64 教育人事行政：待

遇；福利

.4 教師繼續教育

教師在職進修入此

參見526.65教育人事行政：進修

.5 教師組織

如：教師會等

.6 師範教育

師範教育獨立培養問題入此

.61  師範教育理論

.62  師範教育制度；師資培育制度

.621      簡易師範

.622      師範專科學校；高等師範

.623      師範學院；教育學院

.624     師範大學；教育大學

.628     其他師資培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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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63 師範教育教學

.631      教學觀摩

.632      試教

.633      教育實習

.639      其他

.64  師範教育課程

.641      普通課程
如：國文、英文等

.642      教育專業課程
如：教育概論、教育心理

學、教學原理、教學實習等

.643      專門課程
與任教學科有關之課程，

例如地理教學法、中國地 

理、外國地理等

.644      通識課程

.649      其他

.65  師範教育教師

.66  師範教育行政管理
含：教務、學務、訓育、總

務、庶務等

得仿 527 細分

.69  師範生
師範生公自費制度入此

.7 師範教育教材

仿 522.64 分

.8 師範教育調查與報告；各師範學校

各校之調查與報告，如學校名

錄等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再

按學校名稱排

.87  女子師範

.88  職業師範

.9 各國師資培育制度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23  初等教育 Primary
education

523.023 初等教育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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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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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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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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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33 常識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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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化科教學入此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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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小學行政管理

.61-.67 仿 527.1-.7 分

.61 教務行政

.619          小學生

.68  小學校長

.69  其他小學行政管理

.7 小學管理及訓育

.8 小學志

小學調查及報告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依

學校名稱排

.82  中國小學志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

表複分，依學校名稱排

.833      臺灣小學志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依學

校名稱排

.9 各國小學教育

各地小學教育概況 ( 或學校概

況 )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中

國及臺灣分別再依中國省區表、

中國縣市表及臺灣縣市表複分，

縣市號碼前加斜撇，例如新北市

小學學校概況入 523.933/103；

個別小學學校志入 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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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初級中學

.22  高級中學

.23  四二制中學

.24  四年制中學

.25  綜合性中學

.26  國民中學

.27  完全中學

.2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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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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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科教學入此

5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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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外國語文教學
英文教學入此

.39  其他學科
如：指導活動

.4 中學課程

仿 524.3 分

.5 中學教師

.6 中學行政管理

.61-.67 仿 527.1-.7 分

.68  中學校長

.69  其他中學行政管理

.7 中學生

仿 527.8 分

.8 中學志

中學調查及報告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依

學校名稱排

.82  中國中學志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

複分，依學校名稱排

.833      臺灣中學志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依學

校名稱排

.9 各國中等教育
各地中學教育概況（或學校概

況）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中

國及臺灣分別再依中國省區表、

中國縣市表及臺灣縣市表複分，

縣市號碼前加斜撇，例如新北市

中學學校概況入 524.933/103；

個別中學學校志入 524.8

525  高等教育 Higher
education

     .023 高等教育法規

.1 高等教育理論

.16 學術審議

.17 學術交流

.18 學術研究之獎勵及補助

.2 學位 Academic degrees

.21  博士

.22  名譽博士

.23  博士後研究

.24  碩士

.27  學士

.28  雙學位

.29  各國學位制

.3 高等教育課程

.31  必修課程

.32  選修課程

.33 通識課程

.34  核心課程

.39  其他

.4 大學教材

總論入此，專論各入其類

.5 大學教師

含：教授、副教授、助理教 

授、講師、助教等

.6 大學行政管理

.61-.67 仿 527.1-.7 分

.611      大學聯考

大學聯考、大學多元入學

入此

.619      大學生

.68  大學校長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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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69 其他大學行政管理

.7 高等教育制度

.71  專科

.72  學院

.73 大學

.74  研究所

.75  進修推廣部

.79  其他

.8 大學志

大學調查及報告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依

學校名稱排

.82  中國大學志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

表複分，依學校名稱排

.833      臺灣各大學志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依學

校名稱排

.9 各國高等教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9  書院
名為書院而實為學校者，

入各級學校，依書院名稱排

526  教育行政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1 教育制度

.11  教育政策

.12  學制

.14  學區

.15  公立學校

.16  私立學校

.17  教育改革

.18  教育實驗

.19  各國教育制度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2 教育法規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各級教育法規分入 522-525 及

528，並以 023 複分

526.3 教育行政組織

.32  中央教育行政組織
教育部入此

.33 省級教育行政組織
教育廳入此

依中國省區表複分

專論臺灣省教育行政組織入

526.3933

.34 地方教育行政組織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

複分

專論臺灣縣市教育行政組

織入 526.3933

.39 各國教育行政組織

.3933 臺灣教育行政組織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臺灣省教育廳入此

專論縣市教育行政

組織者，於號碼後先加

斜撇再依臺灣縣市表複

分，例如新北市教育局

入 526.3933/103

.4 學校組織；學校人事制度

論各級學校者分入 522-525；

有關校長及單位主管之角色、職

責、社會地位、職業道德等入

526.42 及 526.44；有關其人事

管理入 526.49

.41 校務會議

.42 校長

.43 處；組

.44  單位主管

.45  職員

.46  學校附屬單位

.47  學校員工合作社

.48       其他單位

.49  學校人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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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校長、單位主管、職

員、技工友之甄選、任免、升

遷、待遇、福利、進修、獎懲

等入此

有關校長、單位主管及

職員之角色、職責等分別入

526.42、526.44、526.45

526.5 教育經費

總論入此，專論學校經費運用

者入 527.21

.51  來源

.52  支配

.53  預算、概算

.54  經費補助

.55  會計

.56  經費保管；校產

.57  獎學金；助學金

.58  文教基金

.59  各國教育經費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6 教育人事行政

總論教育及學校人事制度入此

專論學校人事制度入 526.49；

專論教師甄選、任免者入 522.1

參見 522.1 教師資格及遴聘

.61  專業化標準

.62  甄選；任免；遷調

.63        考核；獎懲

.64        待遇；福利

.65        進修

.66        升等

.67        退休

.69        其他

.7 教育視導；教育監督；教育評鑑

.71        教育視導制度

.72  督學

關於各個學校之視察報告

分入各該學校，總報告分入教

育狀況 

526.74 教學輔導

.75  教育評鑑

.76 標準

.77 認可

.78 審查

.79 其他

.8 義務教育

同：國民教育；強迫教育

.82  法令

.83  計劃

.84  實施

.85  經費

.88  學齡兒童就學率

.89  各國義務教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 各國教育行政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27  學校管理 School
management

同：學校行政；學校經營

總論一般學校管理者入此，專論

各級學校管理者分入 522-525

.1 教務行政

.11  入學

含：入學方式（免試、保 

送、甄選、入學考試等）、註

冊、轉學、插班、退學等

.111      免試升學

.112      保送入學

.113      招生考試

.114      聯合招生

.115      學力測驗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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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116          甄選入學

.117      註冊 Registration

.118      轉學

.119      退學

.12 考試；成績考查

含：命題、閱卷、記分法等

.121 平常考

.122      月考；段考

.123      期考

.124      畢業考

.125      會考

.126      聯考

.127      作業考查

含：報告、論文等

.13  升學畢業

.135      補習問題

.14  學籍管理
如：正式生、選讀生、旁

聽生等

.15  班級編制
如：常態編班、能力編班、

單式學級、複式學級等

.16  課表編排
排課、配課、日課表、行

事曆等入此

.17  教學研究；教學觀摩

.171      教學研究

.172      教學觀摩

.18  假期
假期安排、假期補習、假期

活動等入此

.19  其他教務行政

.2 總務行政

.21  學校經費

.22  文書處理

527.23 出納管理

.24  會計管理

.25  財務管理

校產管理入此 

.27  庶務管理
同：事務管理

.28 互助；福利

.29  其他總務行政

.3 學務行政

同：訓導行政

.31  訓導規章

.32  操行評分

.33  導護工作
含：校內導護工作、校外導

護工作

.34  獎懲

.345      體罰

.35  宿舍管理

.36  學生自治活動
含：班會、學生會、交通 

隊、糾察隊等

.37  聯課活動
如：課外活動、聯課活動、

社團活動等

.38  導師

.39  其他學務行政

.4 輔導行政

.41  團體輔導

.42  個別輔導

.43  生活輔導

.44  學習輔導

.45  畢業生輔導；新生輔導

.46  升學輔導

.47  問題學生輔導

.48  職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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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49 其他輔導工作

.5 學校環境及建築

學校圖書館建築入 021

.51  校園規劃

含：校地選擇、校園分區、

校舍配置、景觀設計等

.52 學校建築

總論入此，專論各入其類

.53  教學用建築
如：教室、實驗室、音樂 

室、美術室、電腦室等

.54  體育用建築 
如：體育館、運動場、球 

場、游泳池等

.55 非教學用建築
如：宿舍、餐廳、禮堂、活

動中心等

.56  衛生建築
如：盥洗處；廁所等

.57  行政用建築

.58  學校建築維修

.59  校園安全

.6 學校設備

.61  書刊

.62  圖表、掛圖

.63  儀器

.64  樂器

.65  傢具；桌椅

.66  視聽器材

.67  電腦設備

.68  學校工廠；專科教室

.69  其他學校設備

.7 衛生保健

.71  學校衛生法規

.72  衛生設備

如：醫務室、保健室等

527.73 衛生人員

如：校醫、學校護士等

.74  衛生教育

.741      性教育

.742      煙毒防治教育

.76 衛生檢查

.77  健康檢查

.78  學生營養
營養午餐入此

.79  其他衛生保健事項

.8 學生生活

.81  禮儀；服裝

.82  學生中心

.83 學生社團

.84  課外活動

.85  同學會；校友會

.86  學生運動
罷課、學潮等入此

.87  工讀

.88  獎學金；助學貸款

.89  其他

.9 學校出版活動 Publishing
總談學校之出版品及出版活動

者入此

凡學校之報告、章程、公文等

均歸入 522-525 及 528.8；惟得

將各刊物等彙集於 529.9

參見 487.7 出版事業

.91  大學出版社

.92-.97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

表複分

.98 學生刊物

.99 各國學生刊物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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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各種教育 Various types
of education

.1 自修教育

.18 讀書會

.2 家庭教育

親職教育入此

.3 公民教育

.31 文化教育

同：民族精神教育

.32  歸化公民教育；移民教育

如：外籍新娘、台商子女

教育等

.33  生活教育

.34  休閒教育

.35  時事教育

.36  民主教育

.37  政治教育

三民主義教育、共產主義

教育等入此

.38  安全教育

.39  其他公民教育

.4 社會教育

.4023          社會教育法規

.41  社會教育綜論

.411      社會教育制度

.413      社會教育人員

.414      社會教育經費

.416      社會教育機構
總論入此，專論各入其類

.4161          民眾教育館

.4162          社會教育館

.4163          文化中心

.4164          公民館

.4169          其他社會教育機構

528.417 社會教育業務與活動

.42 識字運動
含：文盲問題、識字教育之

教法、教材與實施等

.43  社區教育

.431      社區學院

.432      社區大學

.433      老人大學；長青學苑

.439 其他

.44  成人教育

.441      成人教育理論

.442      成人教育制度

.443      成人教育課程

.444      成人教育教材

.445      成人教育教學法

.446      成人教育行政與管理

.447       成人教育學生；成人教育教師

.448      成人教育調查與報告

各成人教育機構名錄入此

.449      各國成人教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5  資訊素養
 含：資訊盲、資訊素養之教

法、內容與實施等

.46 補習教育
各種補習班入此

.47  青少年教育

.48  其他社會教育事業

.49        各國社會教育

.5 倫理教育

.59 生命教育

.6 鄉土教育；鄉土研究

.61  鄉土研究

鄉土資料蒐集入此



369

社
會
科
學
類

教育

528.62         鄉土教育方法

.63  鄉土教育教材

.64  鄉土研究組織

.65  鄉土館

.69  各國鄉土教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7 鄉村教育；農村教育

.72  農村教育方法

.73 農村教育教材

.77  四健會

.78  其他農村教育機構

.79  各國鄉村教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8 技術及職業教育

技職教育之課程及課程綱要入此

技術學院及大學之教材依主題

分入各類

.81  技術及職業教育理論

.82  技術及職業教育制度

.821      農業職業教育

.822      工業職業教育

.823      商業職業教育

.824      海事水產職業教育

.825      醫事護理職業教育

.826      家政美容職業教育

.827      藝術職業教育

.828      觀光旅遊職業教育

.829      其他職業教育

.83 技術及職業教育課程

.831      必修課程

.832      選修課程

.833      通識課程

.834      核心課程

528.835 專業課程

.8351  農業課程  

.8352          工業課程

.8353          商業課程

.8354          海事水產課程

.8355            醫事護理課程

.8356          家政美容課程

.8357          藝術課程

.8358 觀光旅遊課程

.8359          其他專業課程

.839      其他技術及職業教育課程

.84  技術及職業教育教材
仿 528.83 分

.85  技術及職業教育教學法
仿 528.83 分

.856      觀摩

.857      實習

.858      建教合作

.859      其他

.86  技術及職業教育行政管理
仿 527 分

.87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生

.88  技職學校志
技職學校調查及報告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依技職學校名稱排

.89  各國技術職業教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 體育 Physical education；運動 
Sports

.901      體育理論；運動理論

.9011 運動力學

.9012 運動生理學

有關應用方面，如運

動員之訓練與運動生理

之關係等入此

參見 3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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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9013    運動醫學

有關運動衛生、運動

員體格檢查、運動員藥

檢、運動醫務監督（健

康分組、運動環境與器

材衛生等）等入此

有關運動傷害、運動

性疾病入 416.69

.9014          運動心理學

.9015          運動社會學

.9016 體適能

.9017          體育測量與統計

.906      體育會

.91  體育行政

.911      體育行政機構

.912      社區體育

.914      運動員

指有關運動員養成該專

業應具備之條件、素養、

培育及訓練、專業倫理、專

業知能等入此

.915      指導員；教練

.916      裁判

.917      裁判法；運動規則

各種運動規則各入其類

.918      體育之獎勵

.919  　其他

.92  體育設施及教學

.921      學校體育

.922      學校運動會

.923      運動教學及訓練

.924      運動場地

.9241          運動場

.9242          體育館

.9243          球場

.9244          健身房

528.9245 游泳池

.9246          溜冰場；滑雪場

.9248          運動場地設備

.9249          其他運動場地

.925      體能測定

.926      體育師資之培育及檢定

.927      運動團體

.928      運動競賽；運動表演

.93 體操

.932 徒手體操

.933      健美體操
韻律操入此

.934      團體體操
包括其表演，如：啦啦隊

表演

.935      器械體操
如：單槓、雙槓、高低 

槓、跳箱、鞍馬等

.936      跳躍運動
如：跳動、跳繩等

參見 528.942 跳賽

.937      機巧運動
如：滾動、滾翻、平衡練

習（倒立）等

.939      其他體操

.94  田徑運動

.941  　田賽

.942  　跳賽

.9422          跳高

.9423          撐竿跳高

.9425          跳遠

.9426          三級跳遠

.943      擲賽

.9432          推鉛球

.9434          擲標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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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9435 擲鐵餅

.9437          擲鏈球

.945      徑賽

.946      賽跑

.9461          短距離跑

.9462          中距離跑

.9463          長距離跑

.9464          越野跑

.9466          跨欄；障礙跑

.9467 接力賽 Relay race 

.9468          馬拉松 Marathon

.9469          慢跑

.947 全能運動

.9471          十項全能

.9472          七項全能

.9473          五項全能

.9474          三項全能

.948      雜項
如：拔河等

.949      舉重

.95  球類運動

高爾夫球入 993.52；水球入

994.7；撞球入 995.8；保齡球

入 995.7

.951      足球

.952      籃球

.953      網球

.954      排球

.955      壘球；棒球

.956      桌球
同：乒乓球

.957      橄欖球；美式足球

.958      曲棍球

.959      其他球類

槌球、手球、羽球、馬球、

藤球入此

528.96 水上運動；冰上運動；空中 

                 運動

世運水上救生項目入此，包

括游泳池、海灘、水上遊戲場

等之救生；有關潛水、滑水、

衝浪、划船、溜冰、滑雪、冰

球等水上運動之理論、方法、

教學入此

參見 994 水上運動

.961      游泳；跳水

.962      潛水

.963 滑水；衝浪

.964      水上舞蹈

.965      划船
帆船、獨木舟、龍舟競賽

等入此

.966      其他水上運動

.967      溜冰；滑雪

.968      冰上曲棍球；冰上馬球

.969 空中運動

如：高空彈跳、跳傘、

滑翔翼、熱氣球等

有關空中運動之理論、

方法、教學等入此

有關其運動場所之介紹

入 993.8

.97  武術；拳術
兼收中外武術彙編，防身 

術、中國腿法入此

.971  　拳擊

.972  　拳術
如：太極拳；少林拳；八

卦拳等

.973      柔道；擒拿術

.974      器械武術

如：刀、槍、劍、棍、棒、

茅術等

.976      角力；相撲；摔角

.977      空手道；跆拳道；合氣道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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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978 武術館

.979      其他武術

.98  運動會

.981      體育館；運動場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

分，依館名排

.982      世界性運動會

世界運動會、殘障奧林

匹克運動會、聽障奧林匹

克運動會等入此，依運動

會名稱及其年代排

.9822 奧林匹克運動會
依舉行年排

.9827          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
依舉行年排

.983      各國運動會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依運動會名稱排

.9831          洲際運動會

.9832          中國運動會

.9833          亞洲運動會

.98333              臺灣運動會

.99  各國體育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99 體育傳記

529  特殊人教育 Education
for special groups

.1 婦女教育

同：女子教育

.19 各國婦女教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2 留學教育

.21  留學規程

.22  留學政策

.23  留學考試

.24 留學輔導

529.25  留學生須知

同：留學指南

外國學校申請辦法入此

.26  臺灣在外留學生狀況

得依前往國家複分

.269      外國在臺留學生狀況

得依前來國家複分

.27  中國在外留學生狀況

得依前往國家複分

.279      外國在華留學生狀況

得依前來國家複分

.28 各國留學教育狀況

各國留學史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 僑民教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9  殖民地教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 少數民族教育

邊疆教育入此

.47  臺灣原住民教育
臺灣山地教育入此

.49  各國少數民族教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 特殊教育

總論入此，專論各入其類

.51  特殊教育理論

.52  特殊教育制度

.53  特殊教育課程

.54  特殊教育教材

.55  特殊教育教學法

.56 特殊教育行政與管理

.57  特殊教育學生；特殊教育老師

.58  特殊教育調查與報告

各特殊教育機構名錄入此

.59  各國特殊教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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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6 特殊教育各論

各特殊教育機構名錄入 529.58

以下各類均仿 529.51-57 及

529.59 分

.61  資賦優異教育

.62  智能不足教育

.63  言語障礙教育

.64  肢體殘障教育

.65  視覺障礙教育

.655 視覺障礙教學法

點字術、盲字入此

.66  精神耗弱教育

.67  聽覺障礙教育

.675          聽覺障礙教學法

讀唇術、手語入此

.68  性格或行為異常教育
問題兒童教育入此

.69  學習障礙

.7 其他特種人教育

如：帝王教育、貴族教育等

.8 終身教育

函授教育入此

參見 528.4 社會教育；528.44

成人教育

.9 各學校出版品 School 
publications

凡願將學校出版品另集於一處

者，得用此目，先依地區複分（世

界區域及分國表、中國省區表、

中國縣市表、臺灣縣市表），再

依學校名稱排列，必要時再依學

校出版品排列表複分

學校出版活動入 527.9，大學

出版社入 527.91，學校著刊目錄

以入 014.33 為宜

教育

學校出版品排列表

每一所學校均依本表排列，其法是

將下列複分號碼添附於學校名稱號碼

之 後，並加圓括號以資識別

0  總論、校史

1  章程、規則、概況

2  名錄

21  職員名錄

25  學生名錄

26  同學錄

27  畢業年刊

3  校務報告

4  各種統計資料

5  期刊

6  叢刊、叢書

7  專著

8  學生團體出版品

9  雜著

529.98 各種考試指南

以學校複習、考試及升學以

學校複習、考試及升學指南用書

(包括升學或考試準備法)為限，

擬集中一處者得用此，惟以分入

各級教育或相關各類為宜

書例 : 上海市高中會考試

題匯析 ( 上海教育考試中心 )

入 524.611022 : 大學聯考試

題標準詳解 ( 群益補習班 ) 入

525.611022；大學之路(許潘在)

入 525.611；考試全輯 ( 考政叢

書編委會 ) 入 573.447022；電信

特考員級歷屆試題彙編 ( 豐登出

版社編輯部 )入 557.7022

考試複習法、考試準備法、課

業學習法等入此

國家考試，就業考試，資格考

試、檢覈、檢定等，依主題分入

相關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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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  禮俗總論 Rite and
custom：general

.1 禮俗理論

法與禮俗入 580.1654

.9 各國禮俗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2  中國禮俗史
禮部入 573.535

.933  臺灣禮俗史

531  禮經 The book of Rites
群經採第二法分類者，禮經入

094

.1 儀禮
依經書複分表複分

.2 禮記
依經書複分表複分

.3 大戴禮記
依經書複分表複分

.36  夏小正

.8 三禮通義

世稱禮記、儀禮、周禮（周官

經）為三禮

依中國作家時代區分表複分

532  通禮 Customs of life
cycle

五禮入此

五禮即古代之吉、凶、賓、軍、

嘉五種禮儀

.01-.08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書例：五禮通考（秦蕙田撰）

成文儀節入此，不成文習慣入538

參見 538 民俗學、各國風俗

532.01 先秦通禮

.02  秦漢通禮

.03  魏晉南北朝通禮

.04  隋唐五代通禮
書例：開元禮

.05  宋遼金元通禮
書例：政和五禮新書入

532.051、大金集禮入 532.056

.06  明代通禮
書例：明集禮

.07  清代通禮
書例：大清通禮

.08  民國通禮
國民禮儀範例入此

.1 吉禮
祭天地宗廟入此

.2 凶禮

.21  喪服

.24  喪儀

.26  葬儀

.3 賓禮
賓見之禮也，注日朝、宗、 

覲、遇、會、同、問、視諸禮也  

.4 軍禮

.5 嘉禮

按嘉禮者，飲食、昏冠、賓 

射、饗燕、賀慶諸禮也。今謂嘉

禮每僅就婚禮（婚禮、婚娶之禮）

而言。在本表仍將婚禮分出

禮俗

Rite and custom
總論禮儀風俗者入此，專論一種儀注者入 532-534 及 538。茶道禮法入 974.5。專論某種人之特殊

風俗者入 532-535 及 538。通論原人風俗者入 537，通論全國風俗者入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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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6 婚禮

.7 社會禮儀

.71  婦女禮儀
同：陰禮

.73  青年禮儀
成年禮入此

.75  兒童禮儀

.8 其他禮儀

壽禮入此

.81  避諱

.82  社交禮儀

餐飲禮儀入此

.85  禮品

.9 各國禮儀

依世界區域及分圖表復分

.91 國際禮儀

533  邦禮 State rites
.1 諡法

.2 祭典
同：祀典、祭禮

.3 祀孔
參見 271.1 孔教

.4 公葬

.5 日本邦禮（有職故實）

.51  踐祚；即位

.52  行幸啟

.53  元服

.54  立太子；立后

.55  改元

.56  歲事；節會；拜賀

.57  宣旨

.58  供御；膳部；裝束

.59        大喪；服忌

.7 韓國邦禮

533.9 其他各國邦禮

534  家禮 Family rites
依作者時代複分

家訓入 193

.1 祭祖
指家庭之祭拜祖先

.2 先秦及漢

.5 宋及遼金元

書例：文公家禮儀節（朱熹）

.6 明
書例：家禮集說（馮善）

.9 各國家禮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32      韓國
書例：家禮輯覽（朝鮮金

長生撰）

535  民族學 Ethnology
一般而言，民族者以血統、生

活、語言、宗教、風俗、習慣等相

同而結合之人群也

參見 392 人種學；571.11 民族

主義；536 民族志等；參見 799.2

古民族學

.1 民族起源

.2 民族分布與遷徙

.4 少數民族

.5 民族經濟學

.6 民族學與各方關係

.7 民族性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同：國民性、民族心理學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72  中國人

.752      美國人

.8 比較民族學

.9 各國民族問題

總論或彙編民族政策及行政者

禮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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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此

民族志入 536；專論各國民族

政策及行政者以入各國政治制度

為宜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36  民族志 Ethnography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09  民族史

.2 中華民族志

以風俗及現況為主，惟歷史上

不活躍的各族歷史得分入本類，
必要時得再依民族複分表複分
參見 639 中國民族史

民族複分表 

/1  由來

/2  遷徙

/3  與外族之關係

/4  物質生活

/5  精神文化生活

/6  家庭生活

/7  社會生活

/8  雜記

/9  參考資料 

.21 漢族志

分布全國

.211      客家人

.22  滿族 Manchus

分布遼寧、吉林、黑龍江、

蒙古

.23  蒙古族 Mongolians
分布蒙古、甘肅

.24  回族
分布寧夏、甘肅

維吾爾族入 536.27

.25  藏族 Tibetans

分布西藏、四川、青海

536.26 苗族 Miao

分布貴州、雲南、湖南、四

川、廣西

.27  維吾爾族 Uigur

分布新疆

.28  中國其他邊疆民族

.281      中南、東南區

.2811          壯族 Chuang

同：僮族

分布廣西、湖南

廣西壯族自治區入673.4

.2812          傜族 Yao
分布廣西、廣東 

.2813 畬族 Hsia
同：社民

分布福建、浙江、江 

西、廣東

.2814          土家族 T'u chia

分布湖南、湖北

.2815          黎族 Li, Loi, Lai, Dli

 分布海南島

.2816          京族 Ching

.2817          佬族

分布廣西

.2818          毛難族 Mao-nan

分布廣西

.2819          蜑民
同：蜑戶、蜑家

分布福建、廣東沿海

.282      西南區

.2821          傣族 Pai-i, Lu

同：擺夷、白夷、百夷

分布雲南

.2822          白族 Pai

同：民家（Minchia）、

僰人（Pai-tzu）、白子 

（Ber Dser）、那馬（La Bhu）

分布雲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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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2823 納西族 Na-hsi
同：麼些（Moso）

分布雲南、四川

.2824          哈尼族 Hani, Woni
分布雲南

.2825          彝族 I, Lolos
同：羅羅、玀鬼、夷人

分布四川、雲南、貴州

.2826          景頗族 Singpo, Kachins
同：山頭、野人

分布雲南

.2827          佧佤族 K'awa, Wa, K'a-la
同：卡利瓦、佤 

  分布雲南

.2828 布依族 Pu-yi, Yoi
同：仲家（Chung chia）

分布貴州

.2829 水族 Shui
同：水家

分布貴州

.2830 侗族 T'ung  chia, Kam, 
        Nin Kam

同：侗家

分布貴州

.2831          傈僳族 Lisu, Liso
同：力些

分布雲南

.2832          拉祐族 Lahu, Lohei
同：羅婺、猓黑

分布雲南

.2833          布朗族 Pu lang
同：儂、濮曼

分布雲南

.2834          羌族
分布四川

.2835          怒族 Nu, Nu tzu, Lu tzu
同：怒子、潞子

分布雲南

.2836          獨龍族 Tu lung
同：俅子、曲子

分布雲南

.2837          仡佬族 Ch'ilao, Kelau, 

禮俗

        Thu
同：僚人

分布貴州

536.2838 阿昌族
同：荻昌

.2839          崩龍族；普米族；苦聰族

.284      東北區

.2841          朝鮮族
同：韓族（Korean）

分布吉林

參見 536.32 韓民族志

.2842          赫哲族 Goldi
同：黑斤

分布松花江西岸

.2843          鄂羅春族 Orochon
分布黑龍江、內蒙古

.2844 鄂溫克族

.2845          達幹爾族 Daghor

同：達呼爾、打虎兒、

大狐狸

.285      西北區

.2851          土族 T'u
分布青海

.2852          撒拉族 Sola
分布青海

.2854          哈薩克族 Kazakh

.2855          烏茲別克族 Uzbeg

分布新疆

.2856          搭搭兒族 Turko-Tartar
分布新疆

.2857          搭吉克族 Tajik

分布新疆

.2858          錫伯族 Sibo
分布新疆

.2859          柯爾克孜族

.2861          保安族
分布甘肅

.2862          裕固族
分布甘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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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2863 東鄉族
分布甘肅

.287      俄羅斯族
分布新疆

.288      猶太族 Jews

一般猶太民族入 536.87

.289      其他

.31  日本民族志

.311      由來

.312      遷移

.313      與外族之關係

.314      出雲族 Izumo

.315      熊襲族 Kumaso

.316      土蜘蛛族 Tsuchigumo

.317  　琉球族

.318  　愛奴 Ainu

北海道原住民族，古語稱

蝦夷

.319  其他各族

.32  韓民族志

.321      由來

.322      遷移
在中國之韓族入536.2841

.323      與外族之關係

.324      高句麗族 Koguryo

.325      挹婁族 Yilou

.326      沃沮族 Wochu

.327      濊族

.328      三韓族

.329      雜錄

.33  臺灣原住民志
日人稱高砂族

臺灣原住民語言入802.99；

臺 灣 原 住 民 民 間 故 事 入 

539.5339；臺灣原住民教育入

529.47

.3301          起源

536.3303  移動

.3304          荷西時期

.3305          鄭氏時期

.3306          清代

.3307          日據時期

.3308          民國時期

.3309          分布

.3311          泰雅族 Atayal
分布北部

賽德克族入此

.3313          太魯閣族 Taroko

.332      賽夏族 Saisiat
分布北部

.333      布農族 Bunun
分布中部

.334      邵族 Thao
分布中部

.335  　鄒族 Tsou

.3351 拉阿魯哇族 Hla'alua
同: 沙阿魯阿族

.3352 卡那卡那富族

                     Kanakanavu
同：曹族

分布中部

.3361 排灣族 Paiwan
分布南部

.3363          魯凱族 Rukai
分布南部

.3365          卑南族 Pnyuma
分布東部

.337      阿美族 Ami

分布東部

.3379 撒奇萊雅族

.338      達悟族 Tao
同：雅美族（Yami）

分布蘭嶼

.339      平埔族

.3391          凱達格蘭族 Ketaga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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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賽族、龜崙族入此

536.3392 雷朗族 Luilang

.3393          噶瑪蘭族 Kavalan
加禮灣族入此

.3394          道卡斯族 Taokas

.3395          巴布拉族 Papora

.3396          巴宰族 Pazeh

.3397          貓霧揀族 Babuza

.3398          洪雅族 Hoanya
阿里崑族入此

.3399          西拉雅族 Siraya
馬卡道族、放索族入此

.34  俄領亞洲及中亞民族志

.344      哈薩克族

.345      烏茲別克族

.39  南洋諸島嶼民族

.5 美洲民族志 America
惟印第安人為美洲土著，散布

於北美、中美、南美，為了便於

集中記述印第安人生活習慣等著  

述，特將 536.51 改為印第安族

志專述印第安族者入 536.51；美

洲各民族志入 536.52-.58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09 北美洲民族志

.51 印第安族志 American lndians

生活、風俗、習慣等為主

.511      美加境內印第安人

得依其族名排列，加斜 

號，再加識別號碼

536.511/04 Apache

536.511/07 Blackfeet

536.511/12 Cherokee

536.511/13 Cheyenne

536.511/14 Chickasaw

536.511/15 Chippewa

536.511/16 Choctaw

536.511/17 Comanche

536.511/18 Creek

536.511/38 Hopi

禮俗

536.511/45 Iroquois

536.511/46 Mohawk

536.511/47 Oneida

536.511/48 Seneca

536.511/49 Onondaga

536.511/55 Kaw

536.511/56 Keresan

536.511/57 Kiowa

536.511/64 Lumbee

536.511/67 Menominee

536.511/71 Navajo

536.511/76 Papago

           Pima

536.511/78 Potawatomi

536.511/83 Seminole

536.511/85 Shoshone

           Piaute

           Chemehuevi

536.511/87 Sionx

536.511/91 Tanoan

536.511/94 Ute

536.511/96 Yakima

536.511/97 Yuman

536.511/98 Zun

536.511/99 其他

536.512 美國境內州別印第安族志

依美國分區表分，先加斜

號，再加分區號碼

例：512/11 緬因州

.513 加拿大境內州別印第安族志

按加拿大分區表分，先加斜

號，再加分區號碼

.514 墨西哥印第安族志

.515      中美洲印第安族志

.516      南美洲印第安族志
仿 536.511 按其族名排列

南美各國印第安族志入 

536.517-.518

.6 非洲各民族志

.8 各民族民族志

不限定國界，總論一民族者入

此，依民族分

.83  盎格魯薩克遜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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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84 拉丁民族

.85  日耳曼民族

.86  斯拉夫民族

.87  猶太民族

.88  阿拉伯民族

.89  其他

.9 特殊類型民族志

少數民族入 535.4

.91  遊牧民族
吉普賽人入此

.92  海盜民族

537  原始文化 Primitive
culture

參見 799.2 史前文化

.1 物質生活 Material life

.11  原始飲食

.111      主食 Meals

.113      食人 Cannibalism

.115      食物與調製 Foods

.116      飲品

.117      刺激品；麻醉品 Stimulants

.118      保存及收藏

.12  原始居住 Dwelling

原始建築入此

傳統建築入 928

.121 居所 Housing
定居、移動、禦寒、防暑

入此

.123      家具 Furniture
搖籃入此

.125      聚居類型 Settlement 
    patterns

.127      部落設施 Village facilities

.13  原始能源
如：鑽木取火

.131      打火器皿

537.132 煤；天然氣；石油

.14  原始生活技能 Living technics
生計基礎入此

.141      狩獵 Hunting

.143      捕魚 Fishing

.144      採集 Gathering

.145      耕農 Agriculture

.146      畜牧 Domestic animals

.147      遊牧 Nomadism

.15  原始工藝 Industrial arts

.153      編籃 Basket

.155      紡織 Weaving

.156      染色 Dyeing

.157      陶瓷

.158      木工 Carpentry

.159      鐵匠 Smith

.16  原始商業 Trade；原始運輸 
Transportation

.161      以物易物

.162      原始貨幣

.163      橋樑；道路

.165      陸地運輸

.166      水上運輸

.17  原始給水 Water-supply

.18  原始用品

.19 原始衣服及裝身具

.3 原始精神生活 Psychic life

.31  原始遊戲；原始娛樂

.32  原始美術 Arts

.321      原始雕刻

.322      原始舞蹈

.323      原始演劇

.324      原始樂器

.325      原始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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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33 原始信仰
原始宗教入 215

.34  原始幻術 Magical aspects
參見 290 術數總論

.35  原始科學 Science

.36  原始醫藥

.37  原始文字、語言

.38  原始通信 Communication

.39  雜錄

.5 原始家庭生活 Family life

.51  原始婚姻與家庭

.511      男女亂交

.512      集婚 Group marriage

.513      異族結婚
同族結婚

.5141          掠奪結婚

.5144          姊妹交換 Sister exchange

.5146          服務婚 by service

.515      族系制 Kin groups

.5152          母系 Matrilineal

.5156          父系 Patrilineal

.5158      　繼承 Inheritance

.516  　親族稱謂

.517  　多婚制 Polygamy 

.5172  　　一夫多妻 Polygyny

.5174  　　姊妹同夫制 Sororate

.5176  　　一妻多夫 Polyandry 

.5178 兄終弟及 Levirate

.518      求偶 Courtship；擇偶 Mate 
    selection

.519      結婚的安排及方式 
    Marriage：mode and form

.52  婦女及家庭生活

.521      處女權

.522      性生活

.523      婚外性交

禮俗

537.524 分娩 Childbirth

.5248          擬娩；產翁 Couvade

.526      離婚；遺棄；分居 
    Separation

.53  兒童

.531      誕生習俗

.532      養育；授乳

.533      殺嬰孩

.536      遊玩

.54  成年 Initiation

.55  割禮 Circumcision
男去包皮，稱割陽

.555      割陰 Clitoridectomy

女去陰核

.56  老年 Aged

.562      扶老

.565      棄老

.567      自去

.568      擇死

.569      殉死 Suttee
陪葬入此

.57  原始喪葬禮俗

豎棺、崖葬、掛大木入此

.576  殉葬

.7 原始社會生活 Socio-political life

.71  訓練、教育 Training and 
education

.72 原始經濟組織

.721 物權

.722      土地權 Land tenure

.725      分工 Division of labor

.73  社會規範 Norms

.731      圖騰 Totemism

.732      族規

.733      法慣習 Law custom

.734      禁忌 Tab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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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735 報復 Vengeance

.736      祕密社會

.737      決鬥

.74  原始儀禮

.75  原始祭祀 Festivals

.76  原始部落組織 Organization

.761      酋長；大酋長 Chieftain

.762      酋長之繼承

.763      部落長老 Elders

.764      成人議會 Men's assembly

.766      年齡階梯制

.767      社會階層 Social 
    stratification

.768      奴隸；俘虜

.77  命名

.8 對外關係

.81  隸屬關係

.84  戰爭 Warfare

.841      獵人

.842      戰利品

.843      兵器

.845      防衛

.85  媾和

.9 各國原始文化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38  民俗學 Folk-culture；
各國風俗 Manners and
customs

口頭傳承入 539；迷信入 290；
原人風俗入 537

.1 服飾 Dress ；Costume
 參見 423 家政：衣飾、服裝

.11  男人服飾

.12  女人服飾

.13  兒童及其他各類人服飾

.14  裝飾；飾品

538.141 首飾

.142      項圈

.143      戒指

.144      環飾；耳環

.145      釵；針

.146      結髮

.147      髮飾

.149      其他
總論梳子或梳篦文化者

入此

梳 子 或 梳 篦 製 造 入

479.79

.15  手足

.152      纏足 Footbinding

天然足運動入此

.155      指甲

.16  身體

.161      紋身 Tattoo

同：文身

.162      鬍鬚

.163      割體

.165      洗浴；沐浴；入浴

.167      裸體

.17  其他

.171      扇

.172      傘

.173      手杖

.175      化妝品；香水 Perfume

.178      眼鏡

.179      木屐；鞋

.18  各國服俗

總論一國者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82 中國

.1833 臺灣

.19 各民族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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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跨國之民族服俗者入
此，並依下表詳分

538.193 盎格魯薩克遜族

.194      拉丁民族

.195 日耳曼民族

.196      斯拉夫民族

.197      猶太民族

.198      阿拉伯民族

.199      其他

.2 家族風俗

.21  生育 彌月入此

.217      生日；慶生

.22  命名

.23  兒童

.24  成年；冠笄

.25  婦女

.26  養子；養女

.27  託孤

.28  各國家族風俗

總論一國者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282      中國

.2833          臺灣

.29  各民族家族風俗

.293      盎格魯薩克遜族

.294      拉丁民族

.295      日爾曼民族

.296      斯拉夫民族

.297      猶太民族

.298      阿拉伯民族

.299      其他

.3 居處 Dwellings；起居風俗 Daily 
life

飲食風俗入 538.7

.31 居住

.32  站坐；鞠躬

禮俗

538.34 接人；接待

.35  接吻

.36  贈送；禮物

.37  交通 車、船入此

.38 各國起居風俗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82      中國

.3833          臺灣

.39  各民族起居風俗
仿 538.19 分

.4 婚姻風俗 Marriage

.41  擇偶

.42  媒妁；議婚

.43  訂婚

.44  婚禮

.45  童養婚；招贅婚；冥婚

.46  離婚；退婚

.47  結婚紀念日

.48  各國婚俗
總論一國者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9  各民族婚俗
仿 538.19 分

.5 節日 Festivals；紀念日 
Holiday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宗教性紀念日宜入各教儀注

.51  普遍性紀念日

勞動節入 556.819

.511      新年
參見 538.591
歲暮、除夕

.512      豐年節

.514      嘉年華 Carnival
同：謝肉節
天主教國家為主

.515      母親節

[.518] 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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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入 244.88

538.52 中國節日

總論入此
工程節入 440.5；兒童節入

523.18；歲時入 538.59；民俗
節日入 538.591-.599；新年入
538.591；婦女節入 544.51

.521 中華民國國慶

.522      中華民國其他國定節日
青年節入 544.66；行憲

紀念日入 581.299

.52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

.524      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國定節日

.58  各民族紀念日
不限定國界，由一民族所

守者入此
仿 538.19 分

.59  歲時
歲時記入此

本項得如下詳分

.591      歲暮；除夕；新年

.592      上元節
同：元宵節

.5925          三日節

.593      清明節

.594      端午節

.595      七夕

.596      中元節

.597      中秋節

.598      重陽節

.599      其他節日

.6 喪葬風俗

參見 532.2 凶禮

總論殯葬禮儀入此

.61  死亡；臨終

.62  殯殮
入殮、停柩、出殯等入此

.63  葬具；棺

.64  安葬

各種葬法 ( 包括土葬、火

葬、水葬、天葬等 ) 入此；不

細分宗教、地區及民族不同的

葬法，均入本類

538.648  洗骨；拾骨；遷葬

.65 墳墓

.66  追悼

.67  居喪；祭祀
盂蘭盆會入此

祭祖入 534.1

參見 272 祭祀

.68  各國喪葬風俗

仿 538.18 分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各國殯葬禮儀入此

.69  各民族喪葬風俗

仿 538.19 分

各民族殯葬禮儀入此

.7 飲食風俗

.71  食品

.72  供饌

.73  宴會

.74  飲料、酒

.75  抽菸

.76  刺激品

.77  奇異食物
蛇肉入此

.78  各國飲食風俗

總論一國者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79  各民族飲食風俗
仿 538.19 分

.8 各國風俗志

專論一種風俗者各入其類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82  中國風俗志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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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分

538.833          臺灣風俗志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

.9 各民族風俗志

專論一種風俗者，各入其類

仿 538.19 分

原人風俗入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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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音樂 Ballads and 
               folk-songs

同：歌謠

本類以歌詞為主，未有譜者入

此

有譜或有詞有譜者入 913.5，

歌曲入 913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2  中國
依中國省區表複分

.1211          河北

.133      臺灣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

.2 各民族歌謠

.3 各類歌謠

.31  情歌

.33  搖籃歌

.35  工作歌

.36  戰鬥歌

.37  慶祝歌

.38  童謠；童詩
得入各國兒童文學

中國童謠、童詩入 859.8

.39  其他

[.4] 民間音樂；民間舞蹈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未有譜之民謠入 539.1，有譜     

或有詞有譜之民謠入 913.5

民間舞蹈宜入 976.2 及 976.3

539.42 中國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

複分

.433 臺灣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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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中國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

複分

.528      中國境內各族故事

.533 臺灣民間故事及民間傳說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

.5339        臺灣原住民民間故事及 
        傳說

.58  故事題旨 Motif

.581      神話故事
總論入 280

.582      宗教故事

.583      奇異 Marvels；幻術  Magic

.584      禁忌故事 Taboo

.585      命運 Fate；機會 Chance

.5851          困難忍耐

.5852          財富 Fortune

.5853          被困 Captives；逃脫 
        Fugitive

.5855          死 Death

.5856          來世

.586      能力

禮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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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5861           賢愚 Wise；Foolish

.5863          詐欺 Deceptions

.5864          勇強 Bravely

.5867          超人能力 Super power

.5868          測驗 Tests

.587      性、戀愛、結婚

.5876          人獸通婚

.5878          生育

.588      人性、行為及報應 
    Behavior, Rewards

.5881          善良、親切 Kind

.5885          殘忍、苛刻 Cruel

.5887          鬥爭

.589      其他

.59  故事傳說類型 Types

.591      創造 Creation

.592      自然 Nature

.5921          天象
日、月、星辰入此

.5922 氣象
風、雨、雷入此

.5923          地文一般

.5924          洪水 Flood

.5925          地震 Earthquake

.5926          火山

.5927          海 Sea

.5928          航海 Navigation

.593      植物
花草入此

.594      動物 Animal tales

除另列者外，均得入此

.5941          十二生肖 Zodiacal 
        animals

.5942          龍 Dragon

.5943          靈鳥；不死鳥；鳳 

        Phoenix

539.5944  蛇 Snake

.5945          家畜 Domestic animals

.5946          猛獸

獅、虎入此

.5947 昆蟲

.5948          鳥類

.5949          水棲動物
魚、鯨入此

.595      人類

.5951          王及王族

.5952          英雄；士兵

.5953          農夫；牧者；樵夫 
        Farmer；Herdsman

.5954          商人

.5955          織女

.5956          奴僕

.5957          家庭

.5958 兒童

.5959          翁婆

.596      神仙故事 Fairy tale

.5965          女巫 Witch

.597      鬼故事；靈異故事 Ghost

.598      夢

.6 俗語

俏皮話、歇後語、順口溜入此

[.8] 笑話 Jo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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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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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  社會學總論 Sociology：
general

.1 社會研究法

有關總論社會學研究法者入此

.12  歷史法

.13  個案研究法 Case study method

.14  統計法

.15  社會調查法 Social survey 
method

各國各區社會調查報告入543

.153      表格與問卷

.155      選樣調查

.16  觀察法 Field observation

.17  實驗法

.19  民意測驗
同：輿論調查

.2 社會哲學與理論

.21  社會正義 Social justice

.22  社會意志

.23  社會價值 Social value

.24  各派社會哲學

[.29] 各國社會哲學史

宜入 509

[.292] 中國社會哲學史

宜入 509.2

.6 社會團體

.64  社會學社

社會學

社會學

Sociology
社會學，以社會為統一體而研究之科學也。1838 年孔德創此名，斯賓塞沿用之，乃成專門名詞。

研究社會組織及社會發展，有人稱為社會靜學及社會動學

教育社會學入 520.16；美術社會學入 901.5

540.9 各國社會史

參見 541.9 社會制度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3 亞洲社會史

.933      臺灣社會史

541  社會學各論 Essays on 
            sociology

.1 社會 Society

.11  社會本質

.12  社會基礎

.13  社會機能

.14  社會意識 Social consciousness

馬克思社會意識論入549.336

.17  社會化

.2 文化 Culture（Culturology）
人類社會由未開而至文明，其

成就見於宗教、風俗、習慣、道

德、語言、藝術、科學、技術、

制度等，其綜合體即謂之文化

宗教文化入 214；文化人類學

入 541.3；各國文化及文化史入

各國歷史

.2023          文化法規

.21  文化性質

.22  文化現象

.23  文化基礎論

.24  文化起源論

.25  文化之成長及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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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振興論入此

541.26 文化論

各國文化現象及歷史入各國

文化史

.262 中國文化論

.263      東方文化論

.264      西洋文化論

.27  文化財及其保護 Cultural 
property

有關文化人獎勵、文化財

及文化景觀保護（包括自然景

觀）者入此

古物維護入 790.71

參見 558.37 文化財

.28  文化關係；文化交流與比較
文化震撼、文化衝突、文化

整合入此

中西交通史入 630.9

.29  文化政策 Cultural  policy
有關文化事業、文化行政、

文化管理、文化營運、文化機

關等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 文化人類學 Cultural 
anthropology

次級文化、社會文化人類學、

都市人類學入此

參見535民族學；536民族志；

537 原人風俗；538 民俗學；790

文物考古；801-809 語言學

.31  文化類型 Cultural  types
文化模式研究與其應用入此

.32  文化形貌 Cultural 
configuration

.33  文化區位學 Cultural  ecology
文化與環境之論述也

.34  文化傳播學

.35  文化圈；文化層

.36  文化叢 Cultural  complex

.37  次文化 Subculture

.38  邊緣文化 Marginal culture

541.39 文化地理學
參見 730-770 各國史地

.4 社會變遷 Social changes

.41  技術與社會變動

.413      農業社會

.414 工業社會

.415      資訊社會

.42 社會淘汰 Social selection

.43  社會發展 Social progress

.44  社會停滯 Social stagnation

.45  社會運動 Social movements

.46  社會平衡 Social equilibrium

.47  社會解體 Social disintegration
社會病理入 548

.48  文化與社會變動
反文化入此

.49  未來社會；未來學

.5 社會整合及分化 Social 
integ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51  文化整合

.52  規範整合

.53  意見整合

.54  功能整合

.57  社會分化；社會分裂
社會解體入 541.47；專業化

入 541.618

.6 社會互動 Social interaction
同：社會過程（Social 

process）

社會互動理論入此

.61  競爭 Competition

.611      破壞

.612      賄賂

.613      煽動 Instigation

.614      宣揚

.616      強制 Coersion

.617      勸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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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618      專業化

.62  衝突 Conflict 

家庭衝突入 544.18；階級
之衝突入 546.18；種族之衝
突入 546.53

.621 批評

.622      駁析

.623      辯論

.624 訴訟

.625      抗議 Protest

.626      打鬥 Fighting

決鬥、械鬥入此

.627      暴力 Violence

暴動入 541.774；戰爭入

542.2

.63  順應 Accommodation

.631      容忍

.632      妥協 Compromise

.633      和解 Conciliation

.634      調解

.635      仲裁

.637      突變

.64  同化 Assimilation

.65  合作 Cooperation

.66  共存 Coexistence

.662      互生 Symbiosis

.664      共生 Commensalism

.665      不相關

.667      依靠 Dependency

.668      順從 Conformity

.67  獨立 Independence

.672      孤立 Isolation

.675      不和諧 Unfriendness

.68  拒絕 Denial

.681      迷惑 Anomic；脫序

.683      焦慮 Anxiety

.684      挫折 Frustration

社會學

541.685 逃避 Escape

.686      夢想 Dreaming

.687      絕望 Despair

.688      宿仇 Feud

.69 其他

.7 社會心理學 Social psychology
參見 541.6 社會互動

.71  方法

.72 派別

.74  社會角色 Role
家庭角色入 544.14

.75  情境心理學 Situation 
sociology

論社會環境與個人行為者入此

.76  人際關係論 Human  relations

.77  大眾

.771      輿論 Public opinion
民意測驗法入 540.19

.772      謠言；流言 Rumors

.773      群眾行為 Crowds
群眾、群眾心理入此

.774      暴動 Mob

.775      權威論 Authority

.776      領導論 Leadership

.777      模倣與創造

.78  集團行為

集團士氣入 541.88

.8 社會約制 Social control
社交入此

.81  暗示

.82  教示 Indoctrination

.825      洗腦 Brain washing

.83  大眾傳播 Mass media

參 見 011.9 讀 物； 研 究

557.76 廣播；557.77 電視；

890 新聞學

.831      大眾傳播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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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8316 大眾傳播與各方關係

.831655                媒體經濟學

.831657           媒體政治學

.834      大眾傳播辭典

.839 大眾傳播史

.84  宣傳 Publicity；公共關係 
Public relations

參見 497 廣告

.85  時尚
同：流行（Fashion）

.86 面子

.87  社會規範 Social norm

參見 195 社會倫理；537.73

原人社會規範

.88  集團士氣 Group morale

組織氣候入此

.89  直接控制

強制、處罰、說服等

.9 社會制度 Social system
階級制度入 546.1；家庭及親

族入 544

參見 552.09 經濟之演化；549

社會改革論

.91  先民社會

同：原始社會

.92  家族社會

.93  奴隸社會
同：古代社會

.94  封建社會 Feudal society
同：中古社會

各階級遞相隸屬之社會

封建制度入此

參見 546.1 階級

.95  共產社會 Communist society

.96  資本主義社會 Capitalist 
society

同：近代社會

.97  自由民主社會

542  社會問題 Social issues

.1 人口學 Demography；人口 
Population

人口統計入 515；生命統計入

516；移民及殖民入 577

.11 人口理論

馬爾薩斯人口論之檢討等入此

.12  人口分布；人口區位學

.13  人口問題；人口政策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32 中國人口問題及人口政策

.1333          臺灣人口問題

.138      人口與經濟；人口與糧食
參見 431.9 糧食問題

.139      人口成長；家庭計畫與人口
參見 544.49 節育

.14  人口品質；人口與健康

.15  人口結構
人口分析入此

.16  人口變遷

.2 戰爭 War

.21  戰爭之原因 Causes

.22  戰爭之預防
反戰及和平運動入 542.28

.23  戰爭之影響

.24  戰爭心理 War psychology

.245      陣中心理

.247      戰後心理

.25  個人之參戰

指個人體驗記，但亦可入個

人傳記或入該戰役

.251      策謀戰爭

.252      志願參軍

.253      陣中生活 Life at the Front
擔任指揮、從事情報活 

動、從事占領地行政等亦入此

.254      被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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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255 後方生活

.256      戰中取利 War profiteer

.257      抗敵活動

.258      利敵活動

.259 戰爭雜記

.26 戰爭與家庭

.261      夫妻關係
隔離、連繫及糾紛等入此

.262      留守家庭
家計、生活方式之改變等

入此

.263 配偶之傷亡

.264      陣中性生活
強姦、慰安設施、慰安婦

等入此

.265      戰地婚姻
戰地新娘入此

.266      戰爭孤兒；混血兒

.267      戰區家庭
包括占領區家庭

.268      家族之離散

.269      其他

.27  戰爭之損害

.271      體制之崩壞

.272      傷亡、殘廢

.273      被爆、罹災

.274      被核子爆炸

.275      強迫遷移

.276      疏散

.277      逃難、難民

.278      失業

.279      其他

.28  和平 Peace movements

參見 578.183 戰爭與和平

.281      逃避戰爭

.282      厭戰

.283      反戰運動

社會學

542.284          反戰資料

.285      和平接觸

.286      裁軍運動

.287      和平運動

.288      冷戰

.29  反戰及和平運動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298 諾貝爾和平獎 Nobel Peace

Prize

.5 生活問題 Livelihood
糧食問題入 431.9；社會救濟

入 548.1

.51 生活費；家計調查

.52  生活實態調查

.53  生活品質

同：生活程度

.54  物質生活

貧民生活入此

貧窮問題入 548.16

.55  精神生活
同：生活態度

.57  生活革新運動

.58  中國生活問題

.59  各國生活問題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933          臺灣生活問題

.592      中外生活問題之比較

.5952          美國生活問題

.6 住宅問題 Housing
無殼蝸牛入此

住宅建築工程入 441.5

.61  住宅政策

.62  住宅環境

.63  各類住宅

.631      自宅

.632      宿舍 Dormitory
公家宿舍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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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633 公寓 Apartment

.634      寄居

.635      社區住宅

.636      租屋

.64  租賃

.65  國民住宅

.66 房屋貸款
參見 563.147 不動產信用

.67  惡劣住宅
危險建築物入此

.68  違章建築

.69  各國住宅問題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7 職業問題 Occupation
職業社會學入此

參見 198 職業倫理；480 工商 

業；528.8 職業教育；544.53 婦

女職業；556 勞工

.71  人力資源
勞動力、就業人口及失業

人口入此

.72  職業統計參見 515 人口統計

.729      各國職業統計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73  職業分類

.74  職業地位 Occupational status

.741      高級主管 Executives

.742      管理職 Managers

.743      專業職 Professionals

.744      助理職 Clerical workers

.745      白領階級 White-collar 
    workers

.746      藍領階級 Blue-collar 
    workers

.749      其他

.75  職業輔導；職業訓練
學生之職業輔導入 527.48

.76  職業介紹

542.77 就業；失業

.78  兼職；副業 Side job
參見 421.9 家庭副業

.79  各國職業問題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 社會風氣問題

參見 548 社會救濟；538 民俗 

學；197 道德運動

543  社會調查報告 Social 
            investigation report；社

會計劃 Social plan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社會調查法入 540.15；各國社

會史入 540.9

.2 中國

.33  臺灣

544  家庭；族制 Family and
kinship

.1 家庭 Family
家庭倫理入 193；家庭教育入

528.2；家政入 420；親屬法入 

584.4；戰爭與家庭入 542.26；

原人家庭生活入 537.5；家庭風

俗入 538.2

.11  家庭之性質

.12  家庭之起源

.14  家族之角色 Family role
父母與子女、通論家族成員入此

.141      父 Father；母 Mother

.142      夫 Husband

.143      妻 Wife

.1436          媳婦

.144      祖父母

.145      叔、舅、姨、姑 Uncle, Aunt

.146      家長 Household  head

.147      子女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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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生子入此

544.148 繼父母子女關係

.1486          養父母子女；義父母子女

.149      妾、僕、婢、其他同住者
參見 421.8 家庭傭人

.15  家庭與經濟問題

家庭經濟入 421

.16 家庭組織

小家庭、大家庭問題等入此

.162      核心家庭 Nuclear  family  

同：夫婦家庭（Conjugal  

family）

.163 複婚家庭 Polygamous 
    family 

.167      擴大家庭 Extended family 
   （Consanguine family）

.168 單親家庭

.17  模範家庭
美滿家庭入此

.18  家庭衝突與協調 Family 
conflict

家庭關係之失調、糾紛，家

庭暴力等入此

.181      夫妻衝突與協調

.182      親子衝突與協調；代溝

.183      婆媳衝突與協調

.184      嫂娌衝突與協調

.185      兄弟姊妹衝突與協調

.186      家庭輔導 Family counseling

.189      其他

.19  各國家庭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2 親族 Kinship；族制 Clan
宗族會入 544.9；原人族系制

入 537.515

.21  親族之傳襲 Lineal system

.212      父系 Patrilineal

.213      母系 Matrilineal

社會學

544.215 平系 Bilateral

.217      雙系 Double

.22  親族之範圍

.221      血親與姻親

.223      親等

.225      稱謂

.227 修譜
參見 789 譜系

.229      親族之遷移
尋根入此

.23  族制之成立及其目的

.24  祠堂；家廟

.25  族產；祠產
祭祀公業入 548.921

.26  族制組織

.27  族員之權利義務

.28 親族規範習慣

.29  各國族制

有關家族移殖史或墾拓史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參見789譜系

.3 婚姻 Marriage
婚姻風俗入 538.4；婚姻法入

584.41；夫婦角色入 544.142 及

544.143

參見 516.5 婚姻統計；544.7

兩性問題

.309 各國婚姻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1  婚姻指導
擇偶指導等入此

.32  婚姻制度

.321      一夫一妻制

.322      一夫多妻制

.324      妾媵制

.325      伴婚制

.326      一妻多夫制

.327      群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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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328 試婚制

.329      其他婚制

.33  婚姻介紹

.35  婚姻與法律
參見 584.41 婚姻法

.356      婚姻與財產

.36 婚姻之解組 Family dissolution

.361      離婚 Divorce

.366      分居 Separation

.367      遺棄 Desertion

.369      死亡 Death

.37  戀愛類型

.371  　畸戀

.372  　老少配；師生戀

.373  　單戀

.378  　殉情 Lovers suicide

.38 其他婚姻問題

.381      準婚姻
同居、未婚生子、通姦等

入此
貞操入 194.2

.382      外遇

.383      再婚 Remarriage

.384      鰥寡
鰥鰥夫、寡婦入此

.386      獨身
參見 194.4 獨身主義

.387      早婚

.39  婚姻雜論

.4 生育 Birth
生育風習入 538.21；分娩習俗

入 5 3 7 . 5 2 4 ； 殺 嬰 風 習 入 

537.533；產科入417.3

.41  生育率
參見 516.1 出生統計

.43  不生育
不孕症入 417.125

.44  遺傳

544.45 優生學 Eugenics
參見 363.5 優生學

.48  墮胎 Abortion
同：人工流產

.49  家庭計畫 Family plan；節制 
生育 Birth control

.5 婦女
婦女教育入 529.1；婦女救

濟 入 548.14； 婦 女 選 舉 權 入 

572.32；婦產科入 417.1-.3 及

413.6；女性心理學入 173.31；

婦女家庭雜誌入 055；中國婦女

列傳入 782.22

.51  婦女節

.52  女權；婦女地位
如婦女與政治、經濟問題、
男女平權等問題

.522 婦女投票權

.527 中絕生產之權

.528 性騷擾防制

.53  婦女職業
職業婦女問題入此

女工入 556.54；娼妓入 

544.76

.536      婚後工作

.54  婦女運動 Women's 
movements

.55  婦女團體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基督教女青年會入 247.82

.56  養子女問題

.57  婦女問題研究

.58  婦人販賣

.59  各國婦女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6 兒童與青少年 Children & 
adolescents

兒童心理入 173.1；兒童教育

入 523；兒童遊戲入 996；童工問

題入 556.52；孤兒院及兒童救濟

入 548.13；童子軍入 546.81；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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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

童犯入 548.581；小兒科入 417.5

544.61 兒童問題

兒童販賣、兒童失蹤入此

.64  各國兒童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66 青年節

.67 青少年問題

.68  代溝 Generation gap

.69  各國青年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7 性關係；兩性關係 Sex  
relations

性生理入 398.8；性倫理入 

社 194；性行為入 398.83；性本

能入 176.61；性病入 413.433；

性知識入 429.1；陣中性生活入  

542.264；殉情入 544.378

.71  夫婦性生活 

.72  性教育

.73 婚外性關係

.735      非婚生子女
同：私生子

.74  婚前性關係

.75  離常性慾

.751      男同性戀 Homosexuality

.753      女同性戀 Lesbianism 
　（Saphism）

.754      雙性戀 Bisexuality

.757      被虐待狂 Masochism

.758      虐待狂 Sadism

.759      暴露狂

.76  娼妓；賣淫 Prostitutes
援交入此

.761      衛生

.762      管理

.763      公娼

.764      私娼

.765      藝妓

544.766 妓女生活

.7665          雛妓

.767      淫業；色情業

.768      娼妓史

.769      各國娼妓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77 男娼

.78 淫具

.79  淫書；淫畫 Pornography
黃色書刊、色情讀物、春宮

畫入此

.8 老人 Aged
老人心理入 173.5；長生法入

411.18；老人科入 417.7；養老

院入 544.85

.81 高齡化社會

.82 老人住居環境

.83  退休 Retirement

各行業退休政策入此

各國公務人員退休制度入

572.438；中華民國公務人員退

休制度入 573.438

.84  老人年金

.85 老人福利
老人安養及其設施入此

.86  老人看護

.89  各國老人問題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 宗親會 Sib society
宗親即同一祖先所出之男系血

統也。惟所謂宗親會，實不拘其

出於同一祖先與否，同姓之結合

團體也

參見 546.78 同族團體

545  社區 Communities；環境  
            Environment

社區營造入此

區域調查誌入 543；社區服務

設計入 547.4；市政及環境工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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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社區學校入 528.446

545.09 各國之社區發展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092      中國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

表複分

.0933 臺灣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

.1 都會 Urban communities；都市 
Cities

都市交通入 557.8；都市交通

工程入 442.9

.1015          都市社會學

.11  都市轉型

.12  都市生態學

.13  都市發展形狀

.14  都市計畫

.15  都市分區 Zoning
住宅區、商業區、公園綠地等

.16  都心區；市區 Downtown

.17  郊區 Suburbs

.18  都會區 Metropolitan areas

.19  各國都市問題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2 工業區 Industrial communities

.2015          工業社會學

.29 各國工業區

.3 貧民區 Slums

.39 各國貧民區

.4 聚落 Towns；Settlements

.49 各國聚落

.5 鄉村；農村 Rural communities
漁村漁港入 438.26

.5015          農村社會學
參見431.4農民；528.7

鄉村教育

545.59 各國鄉村；各國農村

.6 新市鎮 New village；開拓村； 
Plantation

同：新村

.69 各國新市鎮；各國開拓村

.7 公社 Communes
農村人民公社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巴黎公社（1871）入 549.2422

參見 431.22 農場管理

.72  中國

546  社會階層及組織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associations

.1 階級 Class
奴制入 546.2；賤民入 546.3；

封建社會入 541.94

.11  階級；身分；門第 Class； 
Status

.111      君王 Kings

.112      士農工商

.113      士：統治階層

.1135          士：知識階級 
        Intelligentsia

[.114]  農民 Farmers
宜入 431.4

[.115]       工人 Workers

宜入 546.17 及 556

.116  　商人 Merchants
參見 492.7 商人

.118  　階層之意識

.119 階層之混合

.12  貴族階級 Aristocrat；Peerage
指世襲特權階級

貴族政治入 571.5；世襲制

入 546.14

.13  平民階級 Commoners；Folk
中間階級（Middl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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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此

546.14 世襲制度泛論 Hereditary 
system

.15  封閉階級制 Closed class
例如：古印度有婆羅門 

（Brashman）、剎帝利

（Kshatriya）、毗舍（Vaisya）

及首陀（Sudra），階級固定不變

.16 資產階級 Bourgeoisie

同：中產階級

小市民階級入此

.17  無產階級 Proletariat

勞動階級也

參見 556 勞工問題

.18  階級衝突；社會流動 Class 
conflict

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論得入

549.3

.19  各國階級制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印度古制入 546.15

.2 奴 隸 制 度 Slavery； 農 奴 制 
Serfdom

參見 556.55 奴工

.21  奴制之起因
制度、俘虜、罪犯、沒收、

購買、債務等

.23  法規

.24  奴隸生活

.25  著名奴隸傳

.26  奴隸交易 Slave trade

.27  個別的解放 Individual  
emancipation 

.28 奴制廢止運動 Anti-slavery， 
Abolishment of slavery

奴隸解放入此

.29  各國奴制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2952          美國

社會學

參見 752.25 南北戰爭

546.3 賤民；非人 Outcast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31      日本
部落民（早期稱穢多，

後稱新平民）、山窩、又

鬼、落人等屬之

.337 印度
巴利亞人，被稱為不堪觸

摸的賤民

.38  癩者 Leper

.5 種族；族群 Races
參見 391 自然人類學；392 人

種學；535 民族學及 639 中國民

族史；730-770 各國史地

.51  種族階級制
種族社會地位入此

.52  種族偏見；種族歧視

.53  種族衝突 Racial conflicts

.54  種族主義

.56  弱勢種族問題 Minorities
少數民族教育入 529.4

少數民族問題入 535.4

.57  種族隔離

.58  通婚；混血 Mix blood
參見 542.266 戰爭孤兒、混

血兒

.59  各國種族問題、族群問題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952  美國

.6 會社 Institutions
為達成某目的而成立之結社 

也。不拘公設或私設，此等結社
有其活動特色，或可視其主要目
的，稍作分類如下

惟各項專門性職業性結社仍

入各專類為原則。例如：工會入 

556.7；公司入 553.9；警民協會

入 575.849；進出口商同業公會

入 558.83；商業團體入 492.8；

文藝團體入 810.64；基金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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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8；祕密會社入 546.9

參見 546.7 民眾團體

546.61 經濟會社

.62  政治會社

如愛國團體（Patriotic 

Societies）、利益團體、壓

力團體（Pressure  Group）等

政黨入 576

.63 軍事會社

.64  顧問會社

.65  文化活動會社

.66  遊藝活動會社

.67  教育活動會社

.68  訓練組織

訓練營等

.69  其他

.7 社團 Private organizations；民 
眾團體 Associations

大多國家對於民眾團體之設立

有法令之規定。社團者，二人以上

之社員依法令而成立之法人也。

各專業性團體入各該項目

.71  法規

.72  民眾團體之種類

.73  會館；同鄉會
參見 553.8 行會

.74  社交俱樂部 Social clubs

.75  友愛俱樂部 Fraternal clubs
兄弟會、姊妹會入此

.76  住民團體
居住同一區域、同一公寓等

而成立者

.77  同信團體
屬同一宗教者之結社也

.78 同族團體 Ethnic groups
宗親會入 544.9

.79  其他

.8 青少年團體

546.81 童軍 Boy scout

.811      訓練；法規

.812      服裝；儀節

.813      體操；遊戲

.814      工程

.815 旗語；燈語；通語；結繩

.816      救護

.817      露營

.818      國際活動及其他

.819      各國狀況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82  女童軍 Girl scout

.85  青年社團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入此

.9 祕密會社 Secret societies；幫會

.908      叢書

.91  各論
儀節規律等

.918      反祕密會社

.92  天地會
洪門、三合會、三點會等者

皆入此

.93  白蓮教；[ 一貫道 ]
一貫道宜入 271.6

.94  哥老會

.95  紅幫
洪門一支

.96  青幫
洪門一支

.97  中國其他祕密會社

.98  共濟會 Freemason

.99  各國祕密會社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47  社會工作 Social work；
社會福利 Social welfare

又譯作社會事業，以社會福利及

社會行政為主。社會病理及救濟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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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會工作之一部份。在本表含社

會保障列於 548

總論社會工作之文獻入此

547.01 社會工作原理

.1 社會福利泛論

以設施方式詳分如下：

.11 免費服務 Free assistance

.12  付費服務 Paid assistance

.13  金錢補助 Money assistance

.14  物質補助 Material assistance

.15  設施服務 House assistance

.16  志願服務 Volunteer  assistance
義工入此

.17  輔導服務 Guidance

.18  資訊服務 Information service

.2 社會個案工作 Casework

.3 社會團體工作 Group work

.4 社區工作 Community work； 
社區發展

.42  公社 Settlement

.43  社區組織
守望相助入此

.44  聯合募捐 Community  chests； 
United charities

.45  統籌服務交換 Service 
exchange

.5 社會福利工作 Social welfare 
work

同：政府福利工作

有關各種社會福利工作之文獻

入 547.51-56

.51  兒童福利

.52  青少年福利

.54  婦女福利

.55  貧民福利

.56        身心障礙者福利

.6 社會工作行政

社會學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47.62 中國

.621      社會福利部門

.622      省社會處

.623      市縣社會局

.633      臺灣

.652 美國

.6521          社會福利部門

.7 社會福利法規

.9 社會事業及團體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中

國得再依中國省區表複分

惟救濟機構入 548 各項

.98  社會事業家傳記（中國）

.99  社會事業家傳記（各國）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933          社會事業家傳記（臺灣）

548  社會救濟 Social
pathology and relief

研究探討社會病態及其緩和救濟
設施

有關總論社會救助 ( 或社會救

濟 )之文獻入此

.01  社會病理泛論

有關總論社會病理之文獻入此

.011      病症；程度；影響

.012      原因 Causes

.013      防止 Prevention

.014      緩和 Alleviations；救濟

.09  各國社會病理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3 有 關 社 會 救 助 各 論 之 文 獻

( 例如兒童救濟、婦女救濟

等 )，依主題別入 548.1-.3

.1 慈善事業；社會救濟 Social 
r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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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11 國家與救濟事業

.12  私設救濟事業

.121      募款 Fund drives

.122      捐款 Donations

.123      補助 Financial  aids

.124      基金 Funds

.125 族制與社會救濟事業
義田、義莊入此

.126 宗教與社會救濟事業

慈濟功德會入此

.13  兒童救濟 Children assistance；
兒童保護

.132      孤兒院；育嬰堂 
    Institutional care

.133      託養 Foster home

.134      收養 Adoption
參見 544.56 養女

[.135]   托兒所

宜入 523.28

.136      中途之家

.14  婦女救濟 Women assistance

.141      貞節堂

.142      未婚母親 Unmarried 
    mothers

.143      受虐待、遺棄婦女 Abused, 
    maladjusted women separated  
    from the family

.145      濟良院

.146      矯風團體

[.15] 老人安養

宜入 544.85

.16  貧窮問題 Poverty problem
參見 545.3 貧民區

.17  各種貧窮救濟 Poor relief

.171      乞丐院；遊民收容所 
    Institutional care

.172      院外救濟泛論 

    Noninstitutional services

548.173 低收入戶救濟

.174      各種物資救濟
有關食衣住行等各類救濟

入此

.179      輔導
法律、職業、生活

.18 勞工救濟；工賑 Workers' 
assistance

尤為季節工

.19  各國社會救濟事業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2 疾病救濟及殘障救濟 Illness and 
disability

.21  施醫；施藥

.22  疫災救濟 Epidemics relief

.23  盲人院 Blind
參見 801.96 點字、盲字

.24  聾啞院 Deaf and dumb
手語、讀唇術入 529.675

.25  殘障者；殘障院

.26  精神病院
同：瘋人院

.27  特殊疾病患者隔離設施 
Allied institutions

.28  戒毒設施 Service to the 
 addicted

同：吸毒者矯正設施

.29  精神遲滯者救濟 Mental 
retardation

.3 其他救濟事業

.31  賑災 Disaster  relief

參見 433.092 中國農業災害

及荒政史；328.98 氣象災害志

.313      旱災；救荒 From famines

.314      水災 From floods

.315      風災；雪災 From storms, 
    snow

.316 火災 From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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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入 575.87

548.317 震災 From earthquakes

海嘯災害入此
地震志入 354.49

.318      兵災；戰災 From effects of 
    war

.319      其他

.32 暴 力 被 害 者 救 濟 Victims of 
violence crimes

.33  難民救濟 Refugee relief

.34  義塚；寄棺；埋骨所

.35  救生 Life saving

.355      自殺防止；生命線

.36  旅行救濟 Travelers, 
Foreigners

.37  船員救濟 Seamen

.38  動物保護 Protection of 
animals

.39  消費者保護 Consumer 
Protection

.4 救濟機構 Charity organizations
救世軍入 247.83

.42  華洋義賑會

.46  國際救濟機構
聯總、行總及各地善後救濟

分署等入此

.465      國際紅十字會

.47  國際難民組織

.48  中國救濟機構

.49  各國救濟機構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933          臺灣救濟機構

.5 犯罪學 Crime；Criminology
同：刑事學

研究犯罪現象，原因及其防止

方法為主。犯罪人類學、犯罪心

理學、犯罪社會學等屬之

參見548.6刑事偵查學；548.7

刑罰學；575.8 警政公安；585 刑

社會學

法；589.7 犯罪之行刑

548.51 犯罪人類學 Criminal 
anthropology

.52  犯罪心理學 Criminal 
psychology

.53  犯罪原因學 Criminal  causes

.531      體質、生理、心理因素
參見548.51犯罪人類學；

548.52 犯罪心理學

.532          時代風潮

.533      文化影響

書報、電視、電影

.534      休閒活動

.535      家庭及社會群背景

.536      社會衝突

.537      經濟因素

.538      政治因素

.539      雜論

.54  犯罪之種類
對若干種類之犯罪，或需特

別討論其原因及其防止方法

參見548.57犯罪者；585.2-

.4刑法分則

.541      國事犯；政治犯

.542      良心犯

.543      刑事犯
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

應負刑事責任者也

.544      性犯罪 Sexual crime

.545      經濟犯罪

.546      智慧犯罪
電腦、網路犯罪入此

.547      暴力犯罪 Violence crime

.548      集團犯罪 Orgainzed  crime

.55  犯罪統計 Crime statistics

.56  犯罪預防 Prevention of crime

.562      人口控制 Control of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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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563 經濟對策

.564      社會對策

.565      刑事立法

.566      社會公安預防
參見 575.8 警察公安； 

585.58 保安處分

.567      民眾之對策

.57 犯罪者 Offenders

.571      犯罪者類型 Criminal  types
對策亦入此

.572      精神病犯 Insane, Recidivist

.573      偶發犯 Occasional, or 
    One-time

.574      慣犯 Habitual
同：常業犯

.575      目的犯；確定犯 Objective

.576      職業犯 Professional

.578      準犯罪型 Predelinquents

.58  犯罪者之年齡層及性別 
Offenders by age and sex

.581      青少年犯罪 Juvenile 
    delinquents

.582      男孩 Boys

.583      女孩 Girls

.584      成人 Adult offenders

.585      男人 Men

.586      女人 Women

.587      老年人 Aged offenders

.59  犯罪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6 刑事偵察學 Criminal  
investigation；偵探 Detection

偵查程序入 586.51
參見 586.6 證據

.61  現場勘查

.62  情況判斷 Circumstances

548.63  蒐集證據 Collecting evidences

.631      痕跡
手印、指紋入 586.67

.632      目擊者 Eyewitness

.633      不在現場證明 Alibi

.635      線民 Informers

.636      文件 Documents

.638 專家鑑定

.64 調查方法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641      訊問 Interrogation
各種刑訊入 548.737

.642      測謊

.643      監視、看守 Surveillance

.644      搜查、扣查 Search and 
    seizure

.646      截信 Censor of letters

.647  　監聽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

.648      實驗、試驗 Laboratory 
    procedures

.649      雜論

.65  確認正身 Identity

.651      外貌描寫 Sketches, 
    Lineaments

.653      相片 Photographs

.655      音帶認別

.657      整列認別 Lineups

.66  身體特徵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body

.67  偵查雜錄

.68  偵探人員 Detectives
私家偵探入此

.69  偵查實錄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7 刑罰學 Penalty；Punishment
此目重點在社會學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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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有關刑罰刑名入 585.5；

行刑學入 589.7；獄政入 589.8

548.71 刑罰論

.711      刑罰目的

.7111          報復主義
報復、贖罪入此

.7112          目的主義

.7113          刑罰與防犯

.7114          罪犯之矯正及教育 

.7115 刑罰與秩序

.7117          刑罰與人權

.712      刑罰與權力

.7121          刑罰與宗教

.7123          刑罰與國家

.7125          刑罰與超國家組織

.7126          刑罰與部族

.7127          刑罰與團體

.7128          私刑

.713      刑罰對象：範圍

.7131          國家

.7132          官員

.7133          部族

.7134          團體、法人

.7135          親族、部屬
族誅入此

.7136          連坐
保證入此

.7137          個人

.714      受刑者：種別

.7142          青少年

.7143          婦女

.7144          老人

.7145          國事犯

.7146          俘虜

.7147          負債者

.7148          神經疾患

社會學

548.7149          其他

.715      刑罰心理學

.716      量刑基礎

.7161          事實主義

.7163          人格主義

.7164          感應主義

.7165          不處罰

.7167          宥減

.718     刑罰種類泛論

.719 刑具泛論

以下各刑，處刑方法刑具

均入

.72  死刑 Death penalty

十字架、斷頭台（吉羅丁 

Guillotin）、電椅、絞首、切

腹、梟首、棄市、焚死、毒死等

.73  身體刑

.731      笞刑
鞭打、夾背肉等入此

.732      斷傷
黥劓、削耳、斷舌、取 

眼、斷趾、刀鋸、鑽鑿等入此

.733      宮刑；腐刑
男子割勢，婦女幽閉，在

中國受刑閹人（奄人、刑餘）

多為宦人

.737      刑求 Torture
同：刑訊 

  為迫令招認及使囚犯痛 

苦，使用刑具或其他方法甚

多，包括灌水、減糧、不讓

睡眠 ...不勝舉例

.739      墨刑
入墨為記號

.74  自由刑

.741      驅逐出境

.742      流刑

.743      強制下放

.744      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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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745 拘役

.746      保安處分

.747      監視

.748      限制出境

.75  財產刑

.751      財產充公

.752      沒收財物

.753      罰金、罰款

.755  　禁止從業、買賣

.76 權利刑

遞奪公權入此

.77  矯正機構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s

監獄、感化院、拘留所等

均入此

.778      囚犯心理；監獄心理學

.78  出獄教化；更生保護

.79  各國刑罰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8 其他社會病態 Delusion； 
Degeneration

各種頹廢迷亂的社會狀況

.81  煙癮與戒菸 Tobacco habit

.82  鴉片及毒品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禁煙運動、吸毒與反毒入此

鴉片罪入 585.38；鴉片戰爭

入 627.65

.8201          毒品種類

.8203          古柯鹼 Cocaine

.8204          嗎啡 Morphine
三氫二烷醛

（Chloral）入此

.8206          海洛因 Heroin

.8207          大麻 Marijuana

.8208          特許藥品 Patent  medicine

.8209          其他
安非他命入此

548.821 生產及販毒網

.828      禁毒方法
禁毒運動入此

.829      解毒方法
戒毒設施入 548.28

.83  酗酒與戒酒 Alcoholism, 
Intemperance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838  禁酒運動 Temperance
包括禁酒法（Liquor 

prohibition）

.839 解酒方法

.84  賭博 Gambling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參見585.39賭博罪；998博戲

.841      賭博營業

.848      禁賭

.85  自殺 Suicide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殉情入 544.378

.851      自殺之原因

.858      防止自殺之對策

.86  恐怖活動 Terrorism

謀殺、暗殺（Assasination）

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861      恐怖活動之原因及對策

.8652          美國
911 攻擊事件入此

.869      國際恐怖攻擊事件

.87  遊民

浮浪、無宿者、流氓、黃 

牛、流民等不務正業者之群也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參見 548.171 遊民收容所

.88  嬉皮

.89  其他
飆車入此

援交、娼妓入 544.76

.9 社會保險 Soci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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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社會安全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一般保險理論入 563.7

參見 549.1 社會政策

548.91 社會保險各論

.92 中國
雖然中國採西方社會保險

觀念晚，在傳統社會有些機構

之作用頗類似。故列之

.921      祭祀公業

.922 育才公會

.923      孝子會

.933      臺灣
國民年金入此

.99  其他

549  社會改革論 Social
Reform Movements

此目收各項改革現在社會經濟

制度之學說及運動。廣義之社會

主義也。或可稱社會改革運動。

派別甚多，包括共產主義、無政

府主義等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09  社會改革運動史

.1 社會政策 Social policy
參見547社會工作；548社會救

濟；501.61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

.2 社會主義 Socialism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社會主義各政黨，分入 576 各

國政黨

.21  社會主義與各方關係

.211      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

.212      社會主義與宗教

.2124          社會主義與基督教
參見549.7基督教社會

主義

.214      社會主義與科學

.215      社會主義與文化

549.2154　　　社會主義與戰爭

.218      社會主義與文學

.219      社會主義與藝術

.22  中國

.241      英國
參見 549.68 費邊協會； 

549.59 基爾特社會主義； 

549.84 歐文主義

.242      法國
參見549.82聖西門主義；

549.85伊卡利亞社會主義

.2422 巴黎公社 Paris Commune 

       （1871）

謀實現勞動階級支配 

之。自由都市聯合所謂 

Communalism

泛 論 巴 黎 公 社 史 入 

742.259

.243      德國

.252      美國

.28  國際社會主義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281      第一國際 1st International, 
    1864-1876

.282      第二國際 2nd International, 
    1889-1916

.283      維也納國際 Vienna 
    International, 1921-1923

同：第二半國際

.29  國際社會主義有關組織

跨國組織及其附屬機構會議

等入此

.3 馬克思主義 Marxism；共產主
義 Communism

總論入此

專論哲學思想入 147.57，專

論經濟思想入 550.186，西方

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入

143.89，反共理論入 549.401

.305      期刊

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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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309 馬克思主義演變史

.3091          初期共產思想

.3092          共產黨宣言期（1845- 
        1875）

.3093          科學社會主義（1875- 
        1917）

.31  馬克思主義基本概念
總論入此

.32  辯證唯物論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321 物質性

.322      物質與意識

.323 認識

.324      實踐與真理

.325      唯物辯證法
矛盾論、兩點論等

參見 154.5 唯物辯證法

.326      唯物辯證法的範疇

.327      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328      應用

.329      其他

.33  歷史唯物主義 Historical 
materialism

批判唯心史觀者亦得入此

.331      社會物質生活條件

.332      社會基本矛盾論

.333  　階級鬥爭論 Theory  of class 
　struggle

參見546.18階級衝突、社

會流動

.3331            階級的產生

.3332          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和社 
        會發展

.3337          階級觀點；階級路線

.334      革命理論
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入此

參見 571.71 革命

549.335      國家理論
專政入此

.336      社會存在；社會意識

.337      群眾之作用

.338      目的論

.339      其他

.34  馬克思、恩格斯著作 Works 
of Marx and Engeles

哲學專集入 147.57，經濟

學專集入 550.1861

欲將馬恩各項著作集中者得

用此目。全集、選集入此。再

複分如下

.341      單行著作

.3411          1847 年以前

.3412 共產黨宣言（1848） 
        Communist manifests

.3413          1848-1863

.3414          1864-1867

[.3415]           資本論 Das Kapital

宜入 550.1862 資本論

.3416          1867-1872

.3417          1873-1889

.3418          1889-1895

.3419          年代不詳者

.342      書信、日記、題詞

.343      專題選錄、語錄

.344      綱要、表解

.345      研究、論述

.346      批判

.347      雜記

.348      馬克思生平（ Karl Marx, 
    1818-1883）

.349      恩格斯生平（Friedrich 
    Engeles, 1820-1895）

.35  列寧主義

.351      列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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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355 　　  列寧思想研究

.356 列寧思想批判

.359      列寧生平（Nikolai Lenin, 
    1870-1924）

.36  史達林主義
仿 549.35 分

.37  托洛斯基主義 Leon Trotsky
仿 549.35 分

.38  社會民主主義 Social 
democracy

考茨基等人之主張。常與修
正派辯

修正主義入 549.58

.39 共產主義思想之演變

.4 各國共產主義
.41-.47 各國共產主義，除特

別注明者外，得依共產主義複分

表複分

各國共產黨之活動，得併入各

國相關類目

各國共產黨必要時得歸入 576

各國政黨內

共產主義複分表

/1  指導原理

/2  歷史

/29        傳記

/3  組織

/4  事業

/5  期刊

/6  報告

/7  雜錄

/8  境內地方狀況

/9  反共運動

.401 共產主義批判；反共理論

.402      表解；統計

.407      各國共產主義之特色

例：古巴、南斯拉夫、中國。

各國之發展，不完全相同

549.409          共產主義研究史

共產主義思想演變史入 

549.309

.41  俄國共產主義

參見 549.3 馬克思主義

.42  中國共產主義

參見 576.25 中國共產黨

.421      指導原理

.4211          毛澤東思想 Mao  
        Tze-tung's thoughts 

.4212 全集、選集、文集

書例：毛語錄

.4213          單行著作

.4214          新民主主義 

.4215 專題彙錄

.4216          鄧小平理論
鄧小平（1904-1997）

.4218          黨章、黨綱及重要文件

.4219          其他指導思想

.422      中國共產主義歷史

參見628.401-.409中國共

產黨史

.4221          建黨以前

.4222          建黨

.4223          國共合作期 , 1922-27

.4224          國共分裂期 , 1927-37

.4225          抗戰期 , 1937-45

.4226          國共對抗期 , 1945-49

.4227          1949-

.4228          1976-

.4229          傳記

.423      組織
中國共產黨入 576.25

.4239          協商組織

.424      政綱、事業

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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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425 期刊

.426 報告

.427      雜錄

.428      地方情形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

市表複分

.429      中華民國反共運動

.431      日本

.432      韓國

.48  共產國際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481 前史
第一國際、第二國際、

維也納國際入 549.281- 

549.283

.482      第三國際 , 1919-1943 3rd 
    International 
  （Cominftern）

.483 第四國際 4th International

.484      國際情報局 , 1947-1956 
    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 （Cominform）

.485      1956-

.487      其他國際共產組織
世界民主青年聯盟（World 

Youth Federation）入此

.488      統一陣線組織

.49  國際反共運動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 國家社會主義 State socialism； 
民主社會主義 Democratic 
socialism

大致可按國家分

納粹主義及法西斯主義亦稱 

National  socialism，在本表

置於國家主義之下，入 571.193

及 571.192

.58  修正主義 Revisionism

德人伯恩斯坦（Edward 

Bernstein）所主倡，反對馬

克思之資本集中說與社會革命

論，而以議會為中心逐漸改良

549.59 基爾特社會主義 Guild 
socialism

二十世紀初，英國盆替 

（A.J.Penty）、霍布森 

（S.G.Hobson）、奧拉治  

（ A . R . O r a g e ）、 柯 爾  

（G.D.H.Cole）等倡導。其理

論介於工團主義與國家社會主

義之間，主張生產皆由全國基

爾特統制之

.6 共利主義

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

為倫理學說（見 143.87），尤其

邊沁、穆勒約翰等主張以最大多

數之最大幸福為準，承此謀社會

共利之流輩屬之

.68  費邊協會 Fabian society
英國戴維森（Thomas 

Davidson）所創，皮茲

（Pease）、蕭伯納、衛布等加入

.7 基督教社會主義 Christian 
socialism

摩里士、金斯黎、拉德羅等人

倡導。大致可按國分

.78  天主教社會主義 Catholic 
socialism

.8 烏托邦社會主義 Utopian 
socialism

烏托邦，得名自英儒摩爾所著

拉丁文著作。因多欲藉感化宣傳

之功實現其社會理想，馬克思派

稱此為空想社會主義

.81  先驅思想

.815      摩爾烏托邦
摩爾（Thomas Moore, 

1478-1535）

.816      十六世紀
湯瑪斯、閔采爾（1490-

1525）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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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817 十七世紀
溫斯坦利（Winstanley,

約 1609-1652 ）、密利葉 

（1604-1733）入此

.818 十八世紀

馬勃利（1709-1785）、

摩列里（1720-? ）、巴買

夫（1760-1796）入此

.819      十九世紀

.82  聖西門主義 Saint-Simonism

Claude Henri,Comte de，聖 

西門（Saint-Simon）倡導； 

弟子安凡丹（Enffantin）、

巴札爾（Bazard）輩祖述之

.83 傅立葉主義 Fourierism

（Phalansterianism）

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2-1837）所倡。主張建立

法蘭吉（Phalange）制度，營

自給自足

.84 歐文主義 Owenism
歐文（Robert Owen, 1771-

1858）提倡。包括其所提倡新

調和村（New Harmong）運動，

1825-1828

.85  伊卡利亞社會主義 Icarianism
卡 貝（Etienne Cabet, 

1788-1856）指導

.86  巴保比主義 Bobouvism

.88  在美國倡導各種新社會運動
例：Amana, lowa Bethel；

Bishop  Hill Colong；

Brocton  &  Fountain  

Grove（T.H.Harris 指導）；

Farists；North American 

Phalanx, N.J.；Potomac 

cooperative Colohy... 等

.89  其他各國倡導的新社會運動
New Australia,Paraguay；

Colonia Cecilia,Brazil 等

.9 無政府主義 Anarchism
同：安那其主義、無強權主義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49.91 俄國無政府主義

巴庫銀（Michael 

Bakunin）、克魯泡特金

（Peter Kuropotkin）入此

.92  中國無政府主義

.931      日本無政府主義
幸德秋水（1871-1911）

.942      法國無政府主義

.98  工團主義 Syndicalism
貝魯齊侯（Fernand 

Pelloutier, 1867-1901）、索 

瑞爾（George Sorel,1847- 

1792）入此 

.99  國際過激主義 

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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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Economy

經濟學，係研究社會經濟現象及其法則之科學，亦稱計學、政治經濟學。有關經濟而其類目列於他

處者有：430 農業；450 礦冶；480 工商業經營；490 工商業管理學；470 製造；560 財政等

550  經濟學總論 Economics：
general

總體經濟學（Macroeconomics）

入此

.1-.8 原則上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農業經濟學入 431.2

.1 原理
經濟分析入此

.16  經濟與其他學科
法與經濟入 580.1655

.16367 綠色經濟
同 :低碳經濟

參見綠能經濟

.18  各派經濟學說
經濟學家學說歸類參見插表

參見 550.9 經濟思想史

.181      古代及中世

.182      重商學派 Mercantilism
麥恩（Thomas Man,1571-

1641）、配 第 （William 

Petty,1623-1687）、柴爾 

德（Josiah Child,1630- 

1699）、哲諾未西（Antonio 

Ganovesi,1712-1769）、克 

洛克 （ Kasper Klock, 

1583-1655）入此

.183 重農學派 Physiocracy
魁奈（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杜戈（Turgot, 

Anne Robert Jacquest, 

1727-1781）、坎梯隆（Ri- 

chard Cantillon,1680- 

1730）、內摩爾（Dupont de 

Nemours, 1730-1790）、 

密哈博（Marquis de Mirabeau 

Victor  Riqueti, 1715-

1789）入此

550.184 古典學派 Classical school 

.1842 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

書例：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

.1843          馬爾薩斯（Thomas R. 
        Malthus,  1766-1845）

.1844          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

.1845          賽伊（Jean Baptiste Say, 
        1767-1832）

.18459              詹姆斯穆爾（James 
            Mill, 1773-1836）

.1846          約翰．斯圖亞特．穆爾 
       （John Stuart Mill, 1806- 
        1873）

.1848          其他

.1849          李嘉圖派社會主義家 
        Richardian socialism

據李嘉圖勞動價值說

及分配說為中心而計劃

新分配制者

.185      歷史學派 Historical  school

.1851          米勒 Adam Müller

.1852          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1853          洛薛爾 W. Roscher

.1854          希爾得布朗特 Bruno 
        Hildebrand

.1855          西摩勒耳 Gustav von 
        Schmoller

.1856          華格納 Adolf G.Wa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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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1857   桑巴德 Werner Sombart

.1858 韋柏 Max Weber

.1859 其他

.186  社會主義學派；馬克思經 
濟學派 Marxian school

馬克思主義包括哲學、經

濟學和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理

論體系，也是共產主義的典

據，有關著作及其研究宜入

549.3 為宜

.1861          馬克思 Karl Marx
經濟學專著及經濟思想

入此

總論其思想入549.3，

著作全集入549.34

.1862          資本論

.1863          資本論批評研究

.1864          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es

.1865          考茨基 K.J. Kautsky

.1866          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1867          希孚庭 R. Hilferding

.1869          其他

.187 近代經濟學派
資本主義入此

.1871          邊際效用學派 Marginal 
        Utility School

同：奧地利學派

（Austrian school）、

邊際效用說

.1872          維也納學派
同：新奧地利學派 

（New Austrian school）

.1873          數理學派 Mathematical 
        school

洛桑學派（Lausanne 

school）為核心

.1874          新古典學派 New classical 
        school

同：劍橋學派（Cambridge 

school）、新資本主義 

（New  capitalism）

.1875 斯德哥爾摩學派 

         Stockholm school 
同：北歐學派、瑞典學

派（Swedish school）

550.1876 倫敦學派 London school

.1877  　　凱因斯學派 Keyneisian 
　　school

凱恩斯主著有《就業、 

利率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

.1878  　    制度學派 Institutional 
        school

.1879          經濟計量學派 
        Econometrics

參見550.19計量經濟學

.188      當代經濟學派 
    Contemporary economics

.189      其他經濟學派
未便歸上列各學派者入此

.19  計量經濟學 Econometrics
同：經濟計量學

參見550.1879經濟計量學派

.191      數理經濟學 Mathematical 
    economics

經濟數學入此

.192          經濟控制論

.193      作業研究的應用

.194      電腦應用

.196      經濟統計學

.197      經濟核算

.198      國民經濟平衡表

.9 經濟思想史；經濟學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參見 550.18 各派經濟學說

.92  中國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931      日本

.94  西洋

.9401        中代

.9403        中古

.9405        近古（1500-1900）

.9407        現代（1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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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roso, Luigi, 1886-1965 亞莫洛蘇 
 

550.1873 
Antonelli, Etienne, 1879- 安土乃里 550.1873 
Ashley, William James, 1860-1927 亞希雷 550.1859 
Barone, Enrico, 1859-1924 巴羅內 550.1873 
Lundberg, Erik, 1907- 倫杜貝格 550.1875 
Bohm-Bawerk, Eugen von, 1851-1914 波姆巴微克 550.1871 
Boninsegni, P., 1869-1940 波尼世尼 550.1873 
Bray, John, 1809-1897 布累 550.1849 
Brentano, Lujo, 1844-1931 布倫塔諾 550.1859 
Bucher, Karl Wilhelm, 1847-1930 彪黑爾 550.1859 
Cairnes, John Elliot, 1823-1875 開恩斯 550.1848 
Cantillon, Richard,  1697-1734 肯狄隆 550.183 
Cassel, Gustav, 1866-1944 加塞爾 550.1875 
Child, Josiah, 1630-1699 柴爾德 550.182 
Clark, John Bates, 1847-1938 J.B.克拉克 550.1871 
Clark, John Maurice, 1884-1963 J.M.克拉克 550.1878 
Leslie, Thomas  Edward,  1827-1882 勒斯理 550.1859 
Commons, John Rogers, 1862-1945 康茫士 550.1878 
Cournot,  Antoine Augustin,  1801-1877 庫耳諾 550.1873 
Cunow, Heinrich Wilhelm Carl, 1862-1936 古諾 550.1869 
Davidson,  David, 1854-1942 達維森 550.1875 
Dobb, Maurice Herbert,  1900-1976 杜布 550.1869 
Domar, Evsey David, 1914- 多馬 550.1877 
Dunoyer, Barthelemy  Charles Pierre Joseph, 1786-1862 杜那耶 550.1848 
Edgeworth, Francis Ysidro, 1845-1926 艾吉沃斯 550.1874 
Edmonds, Thomas  Rowe, 1803-1889 埃德蒙德 550.1849 
Ely, Richard Theodore, 1854-1943 依利 550.1877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恩格斯 550.1864 
Fisher, Irving, 1867-1947 斐雪 550.1879 
Galbraith,  John Kenneth, 1908- 加爾布雷思 550.1878 
Ganovesi, Antonio, 1712-1769 哲諾未西 550.182 

 

 

Garnier, Clement Joseph, 1813-1881 加爾尼                    550.1848

經濟學家類目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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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er, Hans, 1879-1955
Mehring, Hanns,  1846-1919

加爾尼                   550.1848
墨林                   550.1869

姓名 漢譯名     類目 
 

Gossen, Herman, Heinrich, 1810-1858 哥生 
 

550.1871 
Gottle-Ottlilienfeld, F., 1868-1958 哥特耳 550.1859 
Gray, John, 1788-1883 格累 550.1849 
Haberler,  Gottfried,  1900- 哈柏勒 550.1872 
Hall, C. 荷爾 550.1849 
Hansen,  Alvin Harvey, 1887-1975 韓森 550.1874 
Harrod,  Roy Forbes, 1900-1979 哈樂德 550.1877 
Hawtrey, Ralph George, 1879-1975 霍特烈 550.1874 
Hayek, Friedrich  August von, 1899- 海耶克 550.1872 
Hicks, John Richard,  1904-1989 希克斯 550.1876 
Hildebrand, Bruno, 1812-1878 希爾得布朗特 550.1853 
Hilferding,  Rudolf, 1877-1941 希孚庭 550.1867 
Hodgskin,  Thomas,  1787-1869 和治斯金 550.1849 
Ingram, John Kells, 1823-1907 殷格蘭 550.1859 
Jevons, William Stanley, 1835-1882 耶方斯 550.1871 
Jones, Richard,  1790-1855 瓊斯 550.1859 
Kaldor, Nicholas, 1908-1986 卡道兒 550.1876 
Kautsky, Karl Johann,  1854-1938 考茨基 550.1865 
Keynes, John Maynard,  1883-1946 凱恩斯 550.1877 
Frisch, Ragnar Anton  Frisch Kittil, 1895-1973 弗烈希 550.1879 
Klock, Kasper, 1583-1655 克洛克 550.182 
Knapp, Georg Friedrich, 1842-1926 克那帕 550.1859 
Knies, Karl Gustav Adolf, 1821-1898 克尼斯 550.1859 
Laffarque, E., 1842-1911 拉法格 550.1869 
Lerner, Abba Ptachya, 1903-1982 列而那 550.1876 
Lindahl, Erik Robert, 1891-1960 林達 550.1875 
List, Friedrich, 1789-1846 李斯特 550.1852 
Luxemburg, Rosa, 1870-1919 盧森堡 550.1866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 馬爾薩斯 550.1843 
Man, Thomas,  1571-1641 麥恩 550.182 
Marshall, Alfred, 1842-1924 馬夏爾 550.1874 
Marx, Karl, 1818-1883 馬克思 550.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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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s, Gardiner Coit, 1896- 明斯 
 

550.1878 
Menger, Carl, 1840-1921 孟格 550.1871 
Mill, James, 1773-1836 密爾 550.18459 
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 密爾 550.1846 
Mirabeau,  Victor Riqueti, Marquis de,1715-1789 密哈博 550.183 
Mises, Ludwig Edler von, 1881-1973 米賽斯 550.1872 
Mitchell, Wesley Clair, 1874-1948 密契爾 550.1878 
Moore, Henry  Ludwell, 1869-1958 享利穆兒 550.1879 
Morgenstern, Oskar, 1902-1977 摩根斯坦 550.1872 
Müller, Adam Heinrich, 1779-1829 米勒 550.1851 
Myrdal, Gunner, 1898-1987 米爾德 550.1875 
Nemours,  Dupont  de, 1730-1790 內摩爾 550.183 
Ohlin, Bertil Gotthard, 1899-1979 奧林 550.1875 
Pantaleoni, Maffeo, 1857-1924 潘塔雷歐尼 550.1873 
Pareto, Vilfredo, 1848-1923 帕累托 550.1873 
Patten,  Simon Nelson, 1852-1922 巴登 550.1876 
Petty, William Sir, 1623-1687 配第 550.182 
Pietri-Tonelli, Adfonso de, 1883-1952 別特利托內利 550.1873 
Pigou, Arthur Cecil, 1877-1959 庇古 550.1874 
Quesnay,  Francois,  1694-1774 魁奈 550.183 
Ricardo, David, 1772-1823 李嘉圖 550.1844 
Robbins, Lionel Charles, 1898-1984 羅賓士 550.1876 
Robertson, Dennis,  1890-1963 羅柏遜 550.1874 
Robinson,  Joan Violet, 1903-1983 羅濱遜 550.1877 
Roscher, Wilhelm Georg Friedrich, 1817-1894 洛薛爾 550.1853 
Rosenstein-Rodan, Paul Narcyz, 1902-1985 羅森士坦洛丹 550.1872 
Say, Jean Baptiste, 1767-1832 賽伊 550.1845 
Samuelson, Paul Anthony, 1915- 撒母爾遜 550.1874 
Schmoller, Gustav von, 1838-1917 西摩勒耳 550.1855 
Schultz, Henry,  1893-1938 修爾茲 550.1879 
Schumpeter, Joseph Alois, 1883-1950 熊彼德 550.1872 
Senior, Nassau William, 1790-1864 西尼爾 550.1848 
Smith, Adam, 1723-1790 斯密 550.1842 
Sombart, Werner, 1863-1941 桑巴德 550.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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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漢譯名　　　　 類目

Strachey, John, 1901-1963 司特拉基 550.1877
Strigl, Richard von, 1891-1942 史特哥 550.1872
Sweezy, Paul Marlor, 1910- 史維基 550.1869
Thompson, William, 1785-1833 湯卜遜 550.1849
Thunen, Johann  Heinrich von, 1783-1850 圖能 550.1848
Tinbergen, Jan, 1903- 丁白根 550.1879
Tugwell, Rexford Guy, 1891-1979 杜格威爾 550.1878
Turgot,  Anne Robert Jacquest, 1727-1781 杜戈 550.183
Veblen, Thorstein, 1857-1929 凡勃侖 550.1878
Wagner, Adolph Heinrich Gotthell, 1835-1917 華格納 550.1855
Walras, Leon, 1834-1910 華拉斯 550.1873
Weber, Max, 1864-1920 韋柏 550.1858
Wicksell, Johan Gustav Knut, 1851-1926 威克賽爾 550.1875
Wicksteed, Philip Henry,  1844-1927 威克斯德 550.1876
Wieser, Friedrich  Freiherr(Baron)von, 1851-1926 維賽爾 550.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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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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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類

551  經濟學各論 Topics on
economics

個體經濟學（Microeconomics）

入此

生產及企業入 553；土地問題入

554；實業、工業入 555；勞工入

556；交通及運輸入 557；貿易入

558；合作入 559

.1 價值 Value

.11  效用價值 Utility

參見550.1871邊際效用學說

.12  需要與供給 Demand and 
supply

.13  供需定律

.15  剩餘價值 Surplus value

.16  原價、費用 Costs

.19        價格 Prices

.2 財富 Wealth

.25 國民所得 National  income

各國國民所得統計入 517

.28  財產 Property

.3 雇用論 Labor；Employment
工資入 556.1

參見 542.7職業問題；556勞工

問題

.4 資源 Natural resources
自然力、綠能經濟入此

人口入 542.1；土地入 554；土

地利用入 554.5；自然資源之利

用入 554.6；地租入 554.81

.49  知識經濟學

資訊經濟學入此

.5 資本 Capital
馬克思資本論入 550.1862 或 

549.34；資本主義經濟之形成入

552.097；資本市場入 561.76；

財閥入 553.79

551.51 私人資本

.52 金融資本 Financial  capital
銀行資本，轉為工業資本，

其結合成為資本之獨佔形態

.53  官僚資本

.54  國家資本

.55  節制資本

.56  外資、僑資

.57  資本與勞工  理論入此

勞資關係之實際面入 556.6

.58  資本雜論

.59  各國資本問題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6 利息 Interest
銀行利率入 562.32

.69  利潤 Profits

.7 流通 Circulation
參見 480-490 商業；551.1 價 

值；557 交通及運輸；558 貿易；
561 貨幣金融

.8 分配 Distribution；消費
Consumption

參見 542.5 生活問題

.81  所得分配 Income distribution

.82  儲蓄 Saving
個人儲蓄、家庭儲蓄、國民

儲蓄入此

.83  購買力

.84  貧窮
參見 542.54 貧民生活； 

548.16 貧窮問題

.85  消費

.852      消費者

.853      消費者保護

.86  必需品

.87  奢侈

.9 經濟循環 Economic 
fluctuation

同：景氣循環 Business cycle
復甦、繁榮、危機、蕭條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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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入此
生產過剩、恐慌入 553.57；金
融恐慌入 561.78

551.98 景氣預測 Business forecasting

552  經濟史地 Economic
history  and condition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各國經濟資源、經濟調查、實

業志、物產志、經濟史、經濟史

地等均入此。經濟計劃亦得入

此。綜論臺灣之實業、物產、農

工礦業、商業、交通者入此。專

論者宜各入其類

屬某一類經濟之史地，入該類

為宜。各國土地入 544.9；各國

農業入 430.9；各國礦業事情入

450.9；各 國 工 業 入 555.9；各 

國財閥入 553.79；各國商業入 

491；各國貿易事情入 558.5；各 

國財政入 566.9；各國賦稅入 

567.9； 各國勞工史及狀況入 

556.9 等。又各國經濟思想史、 

經濟學史入 550.9；早期經濟政 

策入 550.18 經濟學說；重商經濟 

入 550.182。專項經濟政策仍入 

該項目，例如實業政策入 555.1

每一國家或地域得再依經濟史 

地複分表複分

經濟史地複分表

1  資源

2  統計

3  經濟現況

4  經濟計劃

5  期刊、報告

6  人民生活

7  雜錄

8  各地方

9  歷史

552.01 經濟史理論

.09  經濟演化史

.091 原始經濟 Primitive 
    economy

.092      古代經濟史
奴隸制經濟入此

.093      中世經濟史
封建制、農奴制、莊園制

入此

.094      近代經濟史

.097      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史

.098      高度資本主義經濟
同：帝國主義經濟、壟斷

資本主義經濟

.0982          社會主義經濟 Socialist 
        economy

.0983          修正主義經濟

.0985          現階段之經濟

.099      經濟地理泛論

.1 國際經濟；世界經濟

論述國際經濟問題者入此

國際經濟合作入 559.8; 國濟經

濟援助入 559.9

.11  資源問題

.12  戰時經濟

.13  戰債及戰時賠償

.14  經濟復興

.15  經濟發展

.16  區域經濟 Block economy

.17  發展中國家經濟

.18  共產圈經濟

.19  其他

.2 中國經濟
綜論中國之實業、物產、農 

業、工業、礦業、商業、交通史

志者入此；專論者各入其類

食貨志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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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經濟史地複分表複分

552.28 省區經濟

如需要詳分各縣市經濟情況

者得採用 670 方志第二法。有

關經濟、實業、交通等均在該

縣市號碼後加 5，並加（．） 

以便識別。請參照 670 註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

複分

.3 亞洲 

.301      亞洲經濟資源

.31  日本經濟

.32  韓國經濟

.33  臺灣經濟
綜論臺灣之實業、物產、農

業、工業、礦業、商業、交通

史志者入此；專論者各入其類

依經濟史地複分表複分

.339      臺灣經濟史

.52  美國經濟

553  生產 Production；企業
Enterprise；經濟政策
Economic policy

經濟上所謂生產，係指創造效

用或增加財產之效用而言；企業則

策劃經營生產之組織；至於經濟政

策，以發展經濟而施行之方策

.01  經濟政策原理

.09  經濟政策史

.1 經濟政策各論 Economic policy
早期各項經濟政策入經濟學說

為宜。專項經濟政策入各該項為宜

重商政策入 550.182；重農政策

入 550.183；實業政策入 555.1；

關稅政策入 568.1；各國經濟政策

入 552 經濟史地各國之目

.11  綜合計劃
國土規劃入此 

.12  基本經濟建設

政府公共建設入此

市政公共建設入 575.15

553.13 非常時期經濟計劃

.14  民生經濟計劃

.15 資源開發計劃

.16  地域經濟計劃
開發、經濟建設等均入此

.17  國際經濟計劃
參見552.1國際經濟；559.8

國際經濟合作；559.9 國際經

濟援助

.19  專題規劃

.2 計劃經濟 Planned economy
同：非市場經濟（Non-market 

economy）、統制經濟（Control 

economy）

相對於個人主義經濟或市場經

濟而言，計劃經濟係對各項經濟

活動，設定目的及目標，而依其

計劃管理之經濟制度

.22  生產計劃

.23  生產統制

.24  流通管制

.25  消費統制

.26  配給制度

.3 經濟行政

參見 588.5 經濟行政法規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33      中華民國經濟行政
經濟部入此

.4 經濟法規

公平交易法入此

著作權法歸入 588.34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參見 588.5 經濟行政法規

.5 生產力 Productivity

.51  生產要素

.511      企業家

.52  生產定律 Laws of production



419

社
會
科
學
類

經濟

指數、生產函數、收益遞減

律入此

553.53 競爭與生產合作

.55  生產效率 Production 
efficiency

.56 大量生產

.57  生產過剩；恐慌 Production 
crisis

.58  生產不足；增產運動

.59  再生產 Reproduction

.6 生產組織：企業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enterprise

企業管理入 494

.61  公營企業泛論 Public 
enterprises

國有化、國家管理、集產主

義（Collectivism）、社會主

義企業入此

.62  國營企業 State enterprises
參見564.6公有財產；567.6 

公賣

.63  特殊國營企業
英國東印度公司、南滿州鐵

道株式會社等入此

.64  地方公營

.65  公共設施企業

.66  公私協同企業

.67  私營企業 Private enterprises

.68  個人企業 Individual 
proprietorship

.69  合資；合股 Partnership
同：合夥股東制企業也

公司入 553.9

.7 企業之結合 Combination of 
enterprises

.71  企業大小

.712      中小企業 Small-medium 
    business

553.716 大企業 Big business

.72  獨佔；壟斷 Monopolies

.721      獨占與競爭

.723      完全壟斷

.724      寡頭壟斷

.725 壟斷性競爭

.728      獨占禁止

.73  企業合併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ergers and 
amalgamations）

同：企業購併

.74  聯合企業 Consolidation
加入者受中央機關之支配者

托拉斯（Trusts）、康采恩

（Konzern）入此

.75  持股公司 Holding companies
同：關係企業、持株會社、

親會社

轉投資公司入此

.76  企業聯營
加入者未失去獨立性者也

卡特爾（Cartels）、辛迪加

（Syndicates）入此

.77  國際企業聯營
國際卡特爾入此

.78  跨國公司；多國籍企業 
Multilateral corporations

各跨國公司行號志入 499.1

.79  集團；財團 Conglomerate 
Corporation

同：總合公司；財閥

（Plutocrat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792      中國

.7931          日本
三井、三菱、住友等集

團屬之

.7933  臺灣

.8 行會制度；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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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基爾特（Guild）

同業組合。初以互相維護保

障生產者與消費者兩方利益為目 

的，後漸成為職業獨占團體，盛

行於中世紀，迄工業革命發生，

都市經濟轉變為國民經濟之後，

失去大多作用

基爾特社會主義入 549.59

553.81 商業同業公會 Merchant guild

.87  工匠行 Craft guild
漂布匠、毛織匠之類屬之

.89  合作企業
參見 559 合作

.9 公司制度 Incorporated 
companies

公司係以營利為目的而設立之

團體。日人稱公司為會社。各國

均有法令規定

公司法入 587.2；各公司行號

志入 499

.92  組織

.93  章則

.94  各式公司

.941      無限公司 Unlimited 
    partnership

同：合名會社

.942      兩合公司 Limited 
    partnership

同：合資會社

.943      股份有限公司 Joint stock
同：株式會社

.947      股份兩合公司 Joint-stock 
    limited partnership

同：株式合資會社

.948      有限公司
德國有此類公司。無監察

人、無股東會，而責任有限

.97  公司管理
公司治理入此

企業管理入 494

.973      人事

553.974 事務

.975      業務

.976      文書

.977      財務

.99  各國公司制度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各公司行號志入 499

554  土地問題 Land related
.09  土地史

此目，大致按時代概觀世界

土地制之變遷

各國地制史入 554.29

.091      原始期 Certic；Germanic； 
    Indo-Aryan

.092      古代
巴比倫（Assyria-Baby 

lonia）、波斯（Media-

Persia）、希伯來

（Hebrews）、埃及（Egypt）

入此

.093      希臘羅馬

.094      中世紀

.095      都市經濟

.096      回教

.097      近代

.098      十九世紀
近世各國入 554.29

.1 土地法規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2 土地制度；田制

中國土地制度入此

.21  古田制

.22  井田制
將地畫為九區，中為公田，

借其他八家之力助耕公田，私

田不予課稅

.232      屯田制
徵募人民或士卒墾殖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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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234 占田制

規定土地占有額之制度

.236      課田制

同：督課耕田

.238      均田制
先立戶口確定人數，按照 

人數授給田地，分為露田 

（15 歲以上男女都有）和桑

田（只授予男丁）。露田在

人死後必須歸還給政府；桑

田為個人財產，不用歸還政

府，可以買賣。均田制是土

地公有（露田）和私有（桑

田）的折衷措施

.239 方田制
宋熙寧五年頒。以東西南

北各千步為方，參定肥瘦而

分五等，以定其稅則

.24  佃租制 Tenancy system

.241      永佃制

.242      定期佃制

.243      不定期佃制 Tenancy at will

.244      地主佃戶關係 Landlord- 
    tenant relations

.247      三七五租制

.25  土地改革
耕者有其田入此

.26  土地分配與平均地權
漲價歸公論入此

.27  都市平均地權

.28  地籍

.281      地籍測量

.282      地籍調查

.283      土地登記

.284      地籍管理

.287      土地代書
同：土地登記代理人

.288      魚麟冊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

表複分

554.29 各國土地制度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2931          日本

.2933          臺灣

.3 土地行政；地政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 土地所有權 Land ownership

.41  土地國有論  Nationalization 
（Agrarian socialism）

.42 公有地 Public land

.43  國有地 State domain

.44  地方有 Municipal  ownership
省有、市縣有、鄉鎮有

.45  公有地放領 Disposal

.46  私有地

.47  土地重劃
農地重劃入此

.475      市區重劃

.48  土地徵收

.49  土地所有權雜論

.491      不在地主 Absentee 
    ownership

.492      土地所有權之限界

.493      上空權

.494      地下權

.495      引水權

.496      相鄰關係

.5 土地利用 Land utilization

.51  農耕地
參見 434.26 耕作

.52  牧地 Pasture（Grazing）lands

.523      林地 Forest lands

.526      其他農林漁牧用地

.53  房地；市區地 Urban lands
建築用地入此

都市分區制入 545.15；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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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地權入 554.27；市區重劃

入 554.475

554.532          商業用地

.54  工業用地 Industrial lands

.55  公共用地

.551      交通用地

.553      國防用地

.554  　文教衛生用地

.556  　遊憩用地 Recreational lands

.56 墾荒 ; 開發

.57  新生地；海埔地
河川地、荒土開墾入此

.58  保留地 Conservation

.59  其他
空地、未開地入此

.6 自然資源之利用 Util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61  水資源 Water resources
給水工程入 445.2；農業水

利入434.257；水利工程入443

.64  空氣資源 Air resources

.65  太空資源 Space resources

.66  生物資源 Biological resources

.67  地下資源 Subsurface resources
地下水入 554.61 水資源

.68  能源 Energy resources

.69  礦物資源 Other minerals

.7 地價
包括地價、土地增值、土地改良

物價值等

地價之規定、公告、申報入此

得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徵收（地價稅）入567.241；漲

價歸公理論入554.26；土地增值稅

入567.242

參見567.3田賦；567.26地價稅

.8 土地經濟 Land economics

.81  地租 Rental and rents

參見 554.24 佃租制

554.82 租金類型 Types of rental
包含現金、股分、比例等

.83  市區地租 Rental of urban 
lands 

.87  土地金融 Land finance

.89  房地產業 Real estate business
不動產經紀業入此

.9 各國土地問題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55  產業；工業 Industries
農、礦、工、商等經濟事業，通

稱產業，本類以工業為主

總論入此，專論各入其類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總論企業入 553；工業社區入

545.2

參見 430 農業；450 礦冶；480-

490 商業

.014      工業心理學

.1 工業政策 Industrial policy

.102      工業基本建設

.104      輕工業政策

.106      重工業政策

.107      工業國有化

.2 工業制度 Industrial system
生產方式入此

.22  家庭工業 Domestic industry； 
Household  industry

.24  獨立手工業制；小工業 
Handicraft system

.26  工廠制；大工業 Factory 
system

.28  分工承攬制

.29  工業制度史
工業革命入此

.3 工業行政 Industrial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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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工業政策入 555.1；實業法規

入 555.4

555.31 各論

.311 實業官署

.315 賦稅

.318 檢查

.4 產業法規；工業法規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 工業組織與管理
總談工業企業組織、工廠或其

管理者入此

專談工廠生產管理者入 555.6

參見 494 企業管理

.51 工業企業組織

.52  人事、勞務管理

.53  財務管理及經濟核算

.54  工廠設備

.55  勞動保護
參見 556 勞工問題

.56  工廠安全；勞動災害
職業災害入此

職業衛生入 412.53；勞工福

利及衛生入 556.83

參見 412.57 災害醫學

.6 工廠生產管理

本目或可併入 494 企業管理；

專論特定工廠者各入其類

製藥廠入 418.614；造船廠入

444.3；機器工廠入 446.8；汽車

廠入 447.19；發電廠入 448.13；

煤氣廠入 462.64；玻璃廠入 

464.88；製皂廠入 466.48；鋼鐵

廠入 472.34；製紙廠入 476.5；

裝訂廠入 477.88；印刷廠入 

477.9；紡織工廠入 478.15；兵

工廠入 595.6

.61  生產計劃

.63  生產過程組織

生產線、作業線、自動線、

連續生產、間斷生產、節奏生

產入此

555.64 生產進度計劃
生產指標、勞動生產率入此

.65  技術管理
技術經濟等入此

.66  生產技術改革
合理化建議入此

.67  材料供應計劃

.68  產品管理

.7 工業堆疊 Stack
同：工業堆棧

參見 563.8 倉庫

.8 工業產品

總論及工業品目錄入此

參見 440-470 各種工業；484-

487.6 工業品營業；496.1 商品

.9 各國工業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如果各國工業需要按部門再 

分，得用下表

  各國工業複分表

/1     礦業、燃料工業

/2     石油、天然氣工業

/3     冶金工業

/4     機械工業
包括武器、交通工具

/5     動力工業

       包括能源、原子能

/6     電力、電機、電子工業

/7     化學工業

/8     輕工業、手工業

/9     其他

.91 世界

.92  中國

.933      臺灣
臺灣加工出口區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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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勞工 Labour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後，產業發

達，工廠繁榮，資方利益常與勞 

工利益衝突，爭執紛起。如工  

時、工資、紅利、待遇、女工童 

工保護 ... 皆是爭議點

勞動經濟學入此

資本與勞工理論入 551.57

參見 494 企業管理；542.7 職業

問題；549 社會改革運動

.069      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

.1 勞工制度 Labor system
奴隸制入 546.2 

.11 工資 Wages

.12  工時泛論

.13  工資標準

.131      按工計值制 Incentive  
    payment（Piece work）

同：按件計酬制

.132      按時計值制 Time payment

.133      按生活指數計值制

.134      分紅制 Profit sharing

.135      年金制 Pensions

.136      損失與賠償

.137      各業工資

.138      最低工資 Minimum  wages

.139      其他工資
超時工資（Overtime wages）

入此

.14  各國工資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5  雇工制

.16  包工制

.17  散工制

.18  解雇

.2 勞資爭議 Labor dispute
同：勞資糾紛

556.21 怠工 Sabotage

.22  罷工 Strikes

.23  抵制貨物 Restriction of 
output,  Boycotts

.24  糾察 Picketing

.25  停工；工廠閉鎖 Lockouts

.26  工員暴動

.28  中國工潮

.29  各國工潮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 仲裁 Arbitration ；調停 
Conciliation；彈壓 Oppression

.4 失業 Unemployment
參見 542.7 職業問題；563.745

失業保險

.5 勞工種類 Classes of Labor
參見 421.8 家庭傭人；431.24

農 漁 業 勞 動；492.76 店 員； 

546.17 無產階級

.51  藝徒 Apprentices

.52  童工 Child labor

.53  少年工 Junior labor

.54  女工 Woman labor

.55  奴工 Slave labor

.556  囚工 Prisoners

.56  移民工；外籍工 Immigrant 
labor

.565      季節工 Seasonal labor

.57  深夜工 Night work

.58  各業工 Labor by trade

.581      製造業工

.582      金屬、機械工業工

.583      化學工業工

.584      纖維工業工

.585      礦工

.586      土木建築工

.587      海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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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588 農林水產業工

.589      其他

.59  非技術工

.6 勞動關係；勞資協調 Industrial 
relations

勞資爭議入 556.2

.61  團體交涉；協調 Collective 
bargaining

.65  勞工參與經營制 Employee's 
representation in management

勞工入股入此

.66  利潤分享制 Profit sharing

.67  勞資合作

.68  不滿之處理

.7 勞工組織；勞工運動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國際勞工組織（ILO）入

556.069

.71  工會理論；工會主義

.72  中國工會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

複分

.733      臺灣工會

.8 勞工生活及其權利 Social 
condition of labor

勞動條件入此

勞動合作入 559.42

.81  工人之社會地位

.818      模範勞工

.819      勞動節

.82  勞工保險

.83  勞工福利；勞工教育；勞工
衛生

總論工廠福利、安全、衛生

入此

專論工廠安全入 555.56，

專論勞工衛生入 412.53，職

業環境衛生入 412.78

.84  勞工與國家；勞工法規及行政

勞動基準法、勞工衛生政策

及法規、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入此

556.85 國民義務勞動

.86  徵工

.87  勞工與政治
工黨分入 576 政黨各目

.88  國際勞工運動

.883      世界工會聯合會（世界工聯）

.884      產業工會國際組織

.9 勞工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57  交通 Communication
同：運輸（Transportation）

本類以論交通經濟及管理方面

之著作為主；其工作方面及交通

器具之製造入 440-470

交通運輸工業入此

交通運輸建築物入 441.45；民

法有關運送法令入 584.394

參見 595.4 軍事交通；992 旅遊

.1 交通經濟

.11  交通政策

.12  交通行政；交通組織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233          中華民國交通行政
交通部入此

.13  交通法規

.14  交通統計

.15  交通管理；交通工程

.156      交通警察

.16  交通安全
交通事故入此

學校安全教育入 528.39；

都市交通安全入 557.82

.161      安全宣傳

.17  運輸機關
轉運公司入此

.18  交通地理
商路入此

.19  各國交通史

本類適用於交通事業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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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關國際通商往來之事實

者，入各國外交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57.192 中國交通史

.1933          臺灣交通史

.2 鐵路 Railroad
鐵路工程入 442.4-442.8

.21  鐵路政策

.213      公營；國營

.215      補助

.217      民營；商營

.22  鐵路行政

.222      法規

.224 組織

.225      財務

.226      統計

.23  鐵路管理

.231 設備

.232      購料

.233      職員

.234      勞工

.235      業務

.236      警務；鐵路警察

.237      通信設備

.238      衛生設備

.239      安全設備

.24  車務及運務

.241      鐵路站務

.242      行車

.243      車上事務

.245      運價

.247      鐵路貨運

.248      鐵路客運

.249      鐵路聯運

557.25 中國各鐵路

得依鐵路名稱排

鐵路複分表

鐵路志均依本表排，其法是將下列複

分號碼添加於路名號碼之後，並加圓括

號以資識別

1 概況

2     組織

3     業務報告

4     行車表；價目表

5     統計

6     專刊

以鐵路名義發行者

7     叢刊
以鐵路名義發行者

8     總論及批評

9     特種研究

.256 外資經營各鐵路
得依鐵路名稱排

.258 中國鐵路史
總論入此

.26  各國鐵路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2633          臺灣各鐵路

.26339              臺灣鐵路史

.27  輕便鐵路；狹軌鐵路

.28  鐵路電氣化

.29  高速鐵路

.3 公路 Highway
高速公路入此

道路工程入 442.1-442.3

.31  政策及法規

.32  組織
公路局入此

.33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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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34 運輸；業務

.341      公路運輸

.343      公路貨運

.345      公路客運

.347      公路聯運

.348      公路站務

.349      車輛調度

.35  車輛

.36  行車安全；道路安全

.37  中國公路

.371      國道
得依路名排

.373      驛站

.375      省道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

表複分

.376      縣市道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

市表複分，附加縣市號碼

於省區後，用點間隔

.379      中國公路史

.38  各國公路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各國公路史仿中國公路

史 557.379 複分，於各國公

路 557.38 後依國分 + 9( 歷

史複分 )。如 : 日本公路入

557.3831； 日 本 公 路 史 入

557.38319

.3833 臺灣各公路

本目為欲將臺灣境內公

路列為一處者而設

.38339              臺灣公路史

.39  導管運輸 Pipeline 
transportation

同：管線運輸、管路運輸

.4 航務 Water transportation；航 
運 Shipping

557.41 政策及法規

.42  組織

.422      國營

.423      招商局

.424      公營航運組織
省縣市營入此

.426      民營

.427      外商

.428      船主公會

.429      船員

.43  管理

.44  運輸；業務

.441 運價

.443      客運

.444      旅客服務

.445      貨運；貨櫃運輸

.447      聯運

.448      船舶調度

.449      共同海損處理

.45  水道 Waterways

.451      海洋

.452      近海

.454      江河 River

.456      運河 Canal

.4565          通洋運河泛論 
        Interoceanic canals

.4566          蘇伊士運河 Suez

.4567 巴拿馬運河 Panama

.4568          尼加拉瓜運河 Nicaragua

.4569          其他

.457      內地河流；湖泊 Lake

.46  中國航運史

.47  漕運
即水道運輸之義，中國朝廷

由水道運粟，或致諸京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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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軍旅，或分儲倉廒，皆曰

漕運，故特設此目

557.48  世界航運史
.483-.487 依世界區域及分

國表複分

.481      海洋航運史

.482      世界航運評議組織

.4833          臺灣航運史

.49  海難及海上保安 Shipwreck

.491      海難史實

.492      海上犯罪

.493      海上衝突

.494  　海難救助

.495 海難審判

.497      海上權

.498      水上警察

水上救援入此  

參見水上救生 528.96

.5 港埠 Ports；Harbors
商埠入 558.58

.51  政策及法規

.52  經營管理

.53  業務

.531  引水；領港

.532  繫船；拖船

.533  裝卸

.534  棧埠

.535  檢疫

.536  旅客服務

[.54] 工務

宜入 443.2

.56 特種港灣

.57  港務安全

.58  中國港埠史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

複分

557.59 各國港埠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933          臺灣港埠史

.6 通信；郵政 Postal 
communication

軍郵入 595.43

.61  政策及法規

.618      郵件檢查；通信自由

.62  組織

.622      郵局 Postal office

.624      郵匯

.625      郵路

.627 郵區

.628      郵遞號碼 Zip code

.63  管理

.64  郵票 Postal stamps
郵票目錄入此

.641      郵票設計

.642      郵票印製

.643      郵票發行

.644      明信片及信封

.645      集郵 Philately
郵戳入此

.646     各國郵票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647     各類郵票

.648     郵展

.649     集郵家及集郵會 Philatelist

.65 郵務 Mail handling

.651     各種郵件及郵費 Classes of 
    mail

.6512 免費郵件

.6514 不准寄送信件

.6515          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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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6516          書刊，印刷品

.652      信件

.653      包裹 Parcel
同：小包

.654      郵件收攬

.655      郵件投遞

.6557      　無法遞送郵件 Dead 
    　letters

.656      郵件運輸

.657      代理業務

.658      郵購 Mail order

.659      郵政服務

.66  郵政儲匯

.661 郵政儲金 Postal savings

.662 郵政劃撥

.663      郵政匯兌

.665      放款

.666      禮券

.668      保險

.67  通信雜論；筆友 
Correspondence

.672  　筆友會

.673  　通信週

.677  　傳信鴿 Carrier-pigeon

.68  中國郵政史

.69  各國郵政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692      萬國郵政聯盟

.6933  　　臺灣郵政史

.7 電信 Telecommunication
電信工程入 448.6

.71  電信行政及監理
電信局入此

各類電信之行政及監理各入

該類

.711 電信法規

557.712 電信組織

.713      頻率分配

.714      查驗

.715      違章及干擾

.718      中國狀況

.719      各國狀況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71933              臺灣狀況

.72  電話 Telephone

.7208          無線電話

.7209  　　行動電話

.721      行政及法規

.722      組織

.723 管理

.724      電話費

.726      市內電話

.727      長途電話；國際電話

.728      中國狀況

.729      各國狀況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72933              臺灣狀況

.73  電報 Telegraph

.731      行政及法規

.732      組織

.733      管理

.734      電報費

.735      電碼

.736      陸線

.737      水線 Submarine cable

.738      中國狀況

.739      各國狀況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73933              臺灣狀況

.74  傳真

.75  無線電信 Wireless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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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751 行政及法規

.752      組織

.753      管理

.754      電信費

.755      電碼

.76  廣播 Broadcasting
同：放送

廣播經營管理、廣播電臺入此

廣播技術問題入 448.86

參見 541.83 大眾傳播；890

新聞學

.761      行政及法規

.762      組織

.763      廣播設備

.764 管理

.765      呼號

.766      廣播節目綜論
廣播劇入 989.1；廣播新

聞入 897.4

.7661 廣播節目製作

.768      中國狀況

.769      各國狀況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76933              臺灣狀況

.77  電視 Television
電視經營管理、電視臺入此

電視技術問題入 448.88；

電視教學入 521.523

參見 541.83 大眾傳播；890

新聞學

.771      行政及法規

.772      組織

.773      設備

.774      管理

.775      呼號

.776      電視節目綜論

電視劇入 989.2；電視新

聞入 897.5 ; 電視新聞攝

影入 953.8

.7761 電視節目製作

557.778 中國狀況

.779 各國狀況

.77933               臺灣狀況

.78  衛星通信；電波研究 Space 
Communication

.79 電腦通訊；網路通訊

程式設計入 312.711；介面

與通訊入 312.16

.8 都市交通 Urban transportation

.81  交通設計
鐵路進入市區問題，高架與

遷移等入此

.82  市區交通

.821 行車速度

.822      交通控制系統；交通號誌

.823      斑馬線；行人交通

.824      安全島

.825      停車管制

.83  公共汽車

.85  市內電車；地下鐵路；捷運
鐵路

都市交通工程入 442.9

.86  停車場 Parking

.87  各種車輛管制

.871      出租汽車；計程車 Taxi

.874      貨運車；砂石車 Trucks

.876      機車 Autobicycle

.877      三輪車

.878      自行車

.879      獸車及其他

.89  各國狀況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 航空 Air transportation
軍用航空入 598；航空工程入

4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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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909 航空史料

航空史略、航空記錄、

航空災害案件等入此

.91  行政及法規

.92  組織

.921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93  管理

.94  航空運輸；飛行安全

.943 客運

.945      貨運

.946      聯運

.948      航空勤務員 

.949      空難及其處理

.95 飛機場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6  太空運輸 Space transportation

.97  人員訓練

.98  中國航空史

.99  各國航空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933          臺灣航空史

558  貿易 Commerce；
International trade
（Foreign trade）

物產各異其地，彼此互行交 易，

謂之貿易。得分為國內貿易及國際

貿易（外國貿易）。本目以論國際

貿易之經濟學為主。其關於國內貿

易者，分入 480-490

國際經濟入 552.1

參見 431.96 糧穀貿易；546.26

奴 隸 貿 易；568 關 稅；579.54 戰

時 商 務；579.97 國 際 海 商 法； 

587.6 海商法

.01  貿易理論

.011  　互行交易 Exchange of goods 
　and services

558.012 競銷

.013      傾銷

.014      壟斷

.069      國際貿易組織 WTO

其前身為 GATT

參見 568.41 國際關稅協定

.09  貿易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 貿易政策 Commercial policy； 
 Trade policy

.11 收支平衡 Balance of payments

.13 互惠政策

.14 最惠國待遇

.15 自由貿易 Free trade

.158     自由港 Free port

.16 保護貿易 Protective  trade

參見558.195貨品之管制進口

.164     走私；緝私

.17 公營貿易

.18 貿易推展

.185     輸出獎勵

.19  貨品之管制

.191      輸出管制

.195      進口管制；進口設限

.2 貿易法規

參見 553.4 經濟法規；564.2

財務行政法規

.3 貿易品

.31  貿易品目錄

.32  農產品

.33  礦產品

.34  工業產品

.35  精密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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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36 軍火

.37  文化財

.38  消費財

.39  其他

.5 國際貿易市場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8  商埠 Trade port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9  區域共同市場

.593      亞洲共同市場

.594      歐洲共同市場 European 
    Common Market

歐元入 561.154

.6 通商條約；商務協定；貿易協定
Trade treatie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國際貿易規約入 579.941

.61 彙編

.62  中國與各國締結之約款

.633      臺灣與各國締結之約款

.7 國際貿易實務

.71  貿易經營、管理

.72  貿易金融

.73  貿易會計

.74  輸出入手續

.76  進出口實務

通關手續入此

.77  進口業務

.78  出口業務

.8 進出口商及其組織

.81  進出口商；貿易商

.83  同業公會

.85  報關行 Custom brokers

558.9 貿易統計 Trade statistic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33      臺灣

559  合作 Cooperatives；
Cooperation

近世合作運動，或可謂英人奧文

（Robert Owen）於 1844 年在洛芝

得爾市創設平等先鋒社（Rochdale  

Equitable  Pioneer's Society）

為嚆矢。合作社，亦稱協社，日人

稱組合；係結合團體，共營一業，

而以互助普利為宗旨

晚近世界經濟息息相關，談經濟

合作及援助者多，雖與合作運動有

異，用詞殆無異，故仍入此類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064 合作學社；合作學會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0641 國際性合作學社

 國際合作聯盟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 

  簡稱 ICA）入此

.0642 中國合作學社及學會
中國合作學社、中國合

作事業協會入此

.1 合作法規

.2 組織及管理

.21  專營制與兼營制

.22  會計及簿記

.23  財政

.232      資金籌措；資本增減

.233      合作社稅捐

.3 各類合作

農漁業合作入 430.4；合作農

場入 431.22

.32  生產合作

.33  運銷合作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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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559.34 供給合作

.35  利用合作 Utility cooperation

.36  儲藏合作

.4 工業合作 Industrial  
cooperation

.41  消費合作 Cosumptive 
cooperation

.411      零售 Retail

.412      批發 Wholesale

.418      反合作運動

.42  勞動合作

.45  運輸合作

.5 信用合作 Credits
參見 563.1 金融各論信用

.51 農村信用合作

.52  都市信用合作

.53  土地

.54  保險

.55  建築

.56 借款、金融 Banking & credit
合作金庫入此

.57  合會 Mutual financing 
associations

同：民間互助會

.58  公用合作

.6 區域合作

各級聯合社入此

.61  一般供銷業務

.62  利用業務

.63  公用業務

.64  信用業務

.66  承辦業務

代辦公教人員實物配送業務

入此

559.7 合作教育；合作指導

.72  學校訓練班講習會

.76  合作宣傳

.77  合作出版事業

.78  合作社實驗社

.8 國際經濟合作

.9 國際經濟援助

美援，開發中國家之援助等入此

專述財政與經濟援助者入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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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  財政學總論 Finance：
general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1 財政理論

.9 財政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2  中國財政史
依中國時代複分表複分

.933      中華民國財政史

561  貨幣 Money；金融
Finance

貨幣銀行學入此

.014      金錢心理學

.029      金融自動化

.09            貨幣史；金融史

.1 貨幣理論 Monetary theories； 
貨幣制度 Monetary system

.12  本位制度 Standard system
論管理通貨制度入此

.125      單本位制 Single standard

.126      複本位制 Double standard, 
    Bimetallism

平行本位制、雙本位制、

兩幣位制入此

.13  金本位制 Gold standard

.131      金幣本位 Gold coin s.s.
總論黃金、金價、黃金

政策等入此

.132  金塊本位 Gold billion s.s.

財政

Finance
財政學係研究理財之科學，即論述公共經濟之原理及政策，包括貨幣、銀行、信用、匯兌、證券、 

保險等項目外，並論及公共理財及賦稅

561.133 跛行本位 Limping s.s.  
複本位的變形，以金銀做 

為貨幣本為均具有無限法 

償，但銀幣不得自由鑄造

.134 兌換金本位

.135      金匯兌本位 Gold exchange 
    s.s.

.136      國際金本位

.137      管理金本位

.14  銀本位制 Silver standard
同：銀兩本位制、銀幣本位制

總論白銀、銀價等入此

.15  各國幣制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52      人民幣

.1533          新臺幣

.1531          日幣

.154      歐元

.1541          英磅

.1542          法郎

.1543          馬克

.1552          美元

.16  物價 Money and prices

.163      物價政策；物價統制

.164      物價指數

.169      物價史及現況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7  通 貨 膨 脹 Inflation； 通 貨 緊
縮 Deflation

.18  貨幣政策 Monetar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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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穏定政策、貨幣改值、

金融輸出之禁止或解禁、金融

統制、貨幣改革入此

561.19 國際貨幣 International 
                  currency

同：國際通貨

.2 金融法規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 各種貨幣

各種質材貨幣，如金屬、玉帛

或其他鑄幣等

紙幣入561.5，古錢幣入793.4

.31  黃金及金幣

.32  銀及銀幣

.33  銅幣

.34  鎳幣

.35  鐵幣

.36  玉幣

.37  皮帛及其他

.38  代用貨幣 Token

.39  各國各種貨幣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 造幣廠 Mint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8  偽幣；貨幣鑑定 Counterfeit

.5 紙幣 Paper money
銀行券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1  紙幣發行及準備制度
發行制度、兌換制度入此

.52  中國

.521      法幣

.522      金圓券

.533      中華民國
新臺幣入此

.58  其他紙幣
已不存在國家之紙幣入此

.59  軍幣

.6 信用貨幣

同：國庫券、銀行承兌匯票、

可轉讓定期存單

存款貨幣、近似貨幣（準貨 

幣）、廣義貨幣入此

561.7 金融市場 Financial market
衍生性貨幣入此

證券市場入 563.54；金融資

本入 551.52；國際金融市場入 

561.83

.72  資金
設備資金、運轉資金等

.74  貨幣市場
同：短期市場

美元市場入此

.76  資本市場 Capital market
同：長期市場

.78  金融恐慌 Moratorium
銀行恐慌、貨幣恐慌、信用

恐慌等入此

.8 國際金融

國外匯兌入 563.23；國際證

券市場入 563.61；國際通貨入 

561.19

.81  國際金融理論

.82  國際金融政策

.83  國際金融市場

.84  國際貨幣基金（IMF）

.85  國際收支

.86  國際借貸

.87  資本輸出

.88  國際資本移動

.9 各國金融問題

金融監理、金融改革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62  銀行 Banks and banking
.029      電子銀行

.1 銀行與國家
國家銀行入 562.4；保證準備

金入 5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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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12 銀行法規

.13 銀行監督

.18  銀行與通貨

.19  銀行經營

.2 銀行行政

.21  銀行建築與設備

.22  銀行組織

.24  銀行人員

.27  銀行公會

.3 銀行業務 Banking
分行業務入此

匯兌入 563.2

.32  利率 Interest rates

.33  放款 Loans
信用入 563.1；不動產抵押

放款入 563.147

.332      定期信用放款

.333      定期抵押放款

.335      各種放款

.336      透支

.338      貼現 Discount

.339      呆帳；逾期放款

.34  存款 Deposit

.341      活期存款

.343      定期存款

.344      通知存款

.346      儲蓄存款

.347      零存整付存款

.348      其他

.349      提款

.35  準備金
同：保證準備金

.37  票據 Bills of exchange
票據法入 587.4

.372      匯票

.373      本票

562.374 支票 Check

.375 空頭支票 

.376 票據交換 Clearing of bills

.377      票據交換所

.38  銀行會計及銀行簿記

.39  其他
代理收付款項、受託管理

財產入此

.4 國家銀行 National banks
總論中央銀行者入此，專論各

國中央銀行者，依世界區域及分

國表複分，再依下表分

1    中央銀行

4-9   其他國家銀行

必要時每一銀行得依機關出版

品排列表排

.42  中國

.421      中央銀行

.422      中國銀行
前身：戶部銀行、大清銀行

.423      交通銀行

.424      農民銀行

.427      中國人民銀行

.433      中華民國

.4331          中央銀行（在臺時期）

.4333          交通銀行（在臺時期）

.4334          中國農民銀行
民國95年5月起併入合

作金庫商業銀行

.4335          臺灣銀行

.4336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ICBC）

中國銀行（在臺時期）

入此

.48  國際銀行機構
以下均依銀行名稱排

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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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入此

562.5 地方及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銀行入此

.51 中國地方及商業銀行

.52  中國境內外商銀行

.53  華僑銀行

.54  各國地方及商業銀行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433 中華民國地方及商業銀行
臺灣境內外商銀行，例

如花旗銀行、匯豐銀行入此

.54331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與交通銀行於民國95年 

　 8月合併而成

.54332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中國農民銀行於民國 

  95年 5月起併入

  中國農民銀行（民國 

  95年 5月以後）入此

.6 儲蓄及其他各種銀行

合會入 559.57；合作金庫入 

559.56

.61  儲蓄銀行管理及經營

.63  儲蓄銀行（官辦）

.64  儲蓄銀行（商辦）

.68  清理所

.69  其他各種銀行
投資銀行、外匯銀行、發行

債券銀行入此

.7 錢莊

.8 其他放款借貸機關

.81  借貸處

.86  典當業 Pawn-shop
同：當舖、質屋、質鋪

.88  高利貸

.9 各國銀行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63  金融各論 Finance  topics
信用、信託、投資與證券、保險、

倉庫等入此

.1 信用 Credit
信用合作入 559.5；信用恐慌

入 561.78

.11 信用機關 Credit institution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2  信用調查；徵信
人格、能力、資本、實績入此

.13  徵信機構
同：信用調查機構

.14  各種信用
農業信用入 431.33

.141      商業信用 Commercial credit

.142 國外信用 Foreign credit； 

　輸出信用 Export credit

.144      完貨信用 Finishing credit

.146 消費者信用 Consumer  cred-  

    it；信用卡 Credit cards

電子貨幣、IC 卡、金融 

卡、智慧卡、簽帳卡、轉帳

卡入此

.147      不動產信用 Real-estate
抵押放款（Mortgage）入此

.16  破產 Bankruptcy
破產法入 587.81

.19  各國信用狀況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2 匯兌 Exchange

.22  國內匯兌

.23  國外匯兌
同：外匯、國際匯兌

.24  外匯匯率

.25  外匯實務
進口結匯、出口結匯、信用

狀入此

.26  匯兌表 Exchange 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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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29 各國匯兌狀況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 信託 Trust
理財公司入此

.32  信託業務 Trust  business

.321 金錢信託

.322      投資信託

.323      有價證券信託

.324      不動產信託

.325      有擔保公司債信託

.36  信託公司 Trust  company

.38  信託人

.39  各國信託狀況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 投資與證券

外匯投資、資產管理、網路投

資入此

公共投資入 564.6

.51  投資法規；證券法規

.52  投資各論

.521      投資獎勵

.525      投資公司 Investment 
    company

.528      國外投資 Foreign 
    investment

同：海外投資

.53  證券 Securities
票據入 562.37；公債入 

564.5

.534      期貨 Futures

.536      選擇權 Options

.54  證券市場；股市 Securities 
market

證券發行市場、流通市場、

證券承銷、證券上市等入此

.549      市場指數

道瓊工業股指數、那斯達

克市場指數等入此

563.55 證券交易所 Securities exchange

.558      證券經紀人

同：證券業（Stock bro- 

kers）

證券投資顧問公司、證券

分析師入此

.56 證券利息及利潤

投機入 563.68

.57  證券擔保

.576      政府擔保 Public securities

.58  實業擔保

.6 各國證券市場

.61  國際

國際投資規約入 579.943

.62-.67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68  投機 Speculation

.69  獎券；彩票 Lotterie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6933          臺灣

愛國獎券入此

.7 保險 Insurance
商業保險入此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社會保險入 548.9

.701      保險理論

.709      保險史

[.71]  保險法規
宜入 587.5

.72  保險業務 Insurance business

.7203          團體保險 Group 
        insurance

.7204          相互保險 Mutual 
        insurance

.721      保險費及紅利 Premium

.722      保險約款 Underwriting

.723      再保險 Re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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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724 保險金之請求；理賠 Claims

.725      保險經紀人 Agents

.726      保險公司 Insurer
總論管理及營運者入此

.727      保險會計及財務

.728      中國保險公司志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

表複分

.729 各國保險公司志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72933              臺灣保險公司志

.73  人壽保險 Life insurance
生命保險入此

生命統計入 516

.74  人身保險
必要時得其性質複分：

.741      健康保險；醫療保險
全民健保入 412.56

.742      傷害、意外事故保險 
    Accident  insurance

.743      失能 Disability

.744      教育、結婚、生育

.745      失業 Unemployment
失業救助入此

參見556.4勞工失業；556.82

勞工保險

.746      老弱

.747      兒童

.748      年金

.749      其他

.75  產物保險 Property  insurance

.751      火災保險 Fire insurance

.754      失物保險 Burglary, robbery 
    theft insurance

竊盜損失險入此

.755      汽車保險 Automobile 
    insurance

汽車綜合損失險、汽車竊

盜損失險、汽車強制責任險

入此

563.756 運送保險 Transportation insurance

.757      航空保險 Aviation 
    insurance

.759      災害保險 Disaster 
    insurance

風災、水災、地震入此

.76  水險 Maritime  insurance
海上保險、船舶保險、載貨

保險入此

參見 587.66 海上保險法

.77 兵險 War risk insurance
戰爭保險入此

.78  公保制 Government- 
sponsored  insurance

參見 548.9 社會保險

.79  其他
信用保險、責任保險入此

保險合作入 559.54；勞工

保險入 556.82；郵政保險入 

557.668

.8 倉庫 Warehouse
工業倉庫入 555.7；農業倉庫

入 431.97；儲藏合作入 559.36

.81  法規

.82  業務

.821      託存

.822      保管

.823      防害

.83  棧單；倉單 Warehouse receipt

.84  倉庫會計

.86  保稅倉庫

.89  各國倉庫狀況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1              金融控股公司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64  公共財政 Public finance
各國財政狀況入 565；地方財 

政入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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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1 財務行政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2  中國

.133      中華民國
財政部、審計部、主計處

入此

.2 法規

.3 預算及公共收支 Budget

.31  預算原則

.32  績效預算 Performance budget

.33  資本預算 Capital budget

.34 預算與財政政策

.35  預算之實施及監督
參見 564.9 審計

.37  公共支出 Expenditure

.38  公共收入 Revenue
非租稅收入入此

租稅收入分入 567-568；賦

稅入 567；關稅入 568

.382      行政規費

.383      工程受益費

.384      特許金

.385      罰款

.389      其他

.39  概算；國用

.4 各國預算及決算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2  中國

.433      中華民國

.5 公債 Public debts
地方公債入 566.5

.51  公債政策

.52  公債舉債方法

.521      強制公債

.522      愛國公債

.523      自由公債

.53  公債償還期限及償還方法

財政

564.531 短期公債

.532      長期公債

.533      一時償還公債

.534      分期償還公債

.535      隨時償還公債

.536      無期公債

.538      有獎公債

.539      年金公債

.54  公債之發行

.55  公債之變更（調換、整理）

.56  公債之消滅

.57 外國公債

.58  公債雜論

.59  各國公債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6 公有財產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公共投資入此

國營企業入 553.62；公營事業

審計入 564.96；公賣入 567.6

.68  充公財產
沒收產業入此

.7 政府會計 Government 
accounting

.71  國庫制 National  treasury

.72  政府採購
招標、合同、檢收、登錄等

程序亦入此

.73  政府採購機關

.76  政府物品會計

.77  物品之報銷

.78  政府簿記

.8 財政與經濟援助

.9 審計 Auditing
審計部入 564.133

.92  事前審計

.93  事後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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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94 稽察

.941      監票

.942      監驗

.943      監視訂約

.944      審核財物報損

.946      調查

.949      其他

.95  國庫審計

.96  公營事業審計

.97  總結算之核議

.99  各國審計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65  各國財政狀況 Financial
situation of different 
countries

凡屬各國全國性之財政論述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屬各國地方財政入 566.9；各

國預算者得入 564.4；各國公債入

564.59；各國稅收入 567.9

.33   中華民國財政 

566  地方財政 Local finance

.1 國家監督

.2 地方預算

.3 地方稅收

.4 地方支出

.5 地方公債

.6 官產公營事業

同：公共造產

.7 行政

.8 會計審計

.9 各國地方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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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再依臺灣縣市表複分

.92  中國地方財政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

複分

566.9221 江蘇省

.9223          浙江省

.9231          福建省

.933      中華民國地方財政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

567  租稅 Tax and taxation
同：賦稅、稅捐

普通以田畝所入曰租，百貨所

入曰稅。現代國家為適應公共之需

要，多向人民或人民團體徵收財賦

而應用

間接稅入 567.4-.8；關稅入 568

.01 稅務
稅務會計入此

.03  研究

.061      稅捐稽徵處

.07  雜論

.072      稅務人員

.073      逃稅防止法；節稅
退稅、免稅入此

.1 租稅制度

.11  賦稅原理

.12  稅源

.13  稅率種類
比例稅率（Proportional）、 

累進稅率（Progressive）、累

減稅率（Regressive）入此

.15  稅之負擔 Incidence
直接或間接

.16  徵稅方法

.17  賦稅與經濟

.19  古稅制

.2 直接稅 Direct tax

.21  所得稅 Income tax

.211      法人稅

.212      營利事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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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213      查帳

.214      減免獎勵

.215      薪給報酬所得稅

.216      證券存款所得稅

.217      一時所得稅

.218      綜合所得稅

.22  人口稅 Poll tax

.23  財產稅 Property  tax

.233  　遺產稅 Estate tax；繼承稅 
　Inheritance tax

.235  　贈與稅 Gift tax

.24  土地稅 Land tax
田賦入 567.3

.241 地價稅

.242      土地增值稅

.25  房屋稅

.27  契稅

.28  戶稅

.29  其他

.3 田賦
同：田稅

田賦在中國起源尤久，歷代皆

以為國家收入大宗。雖然名為田

賦，間有丁糧、差徭、雜賦、附

加稅等歸納於此。故特設此目。

民國後劃田賦為地方收入

.31  法規

.35  征實

.36  征借

.38  各代田賦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39  各省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

複分

.4 鹽稅 Gabelle；Salt tax
鹽法入此

鹽政入 481.9

.5 營業稅 Business tax

567.53 發票；統一發票

.55  特種營業稅

.57  使用牌照稅

.58  筵席稅及娛樂稅

.6 統稅；公賣；專賣

.61  鴉片公賣

.62  菸草公賣

.63  酒公賣

.64  樟腦

.65  金，煤，煤油，汽油

.66  其他

.67  公賣局

.68  中國

.69 各國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6933          臺灣

.7 印花稅 Stamp duty
印花稅法入此

.8 其他各稅

.81  奢侈品稅 Luxury

.82  貨物稅
火柴稅、糖類稅、水泥稅、

毛紗毛線稅、飲料品稅、棉紗

稅、皮革稅、人造絲稅、紙類

稅、木材稅、電燈炮稅、調味

粉稅、平板玻璃稅等皆屬於貨

物稅之內

.83  屠宰稅

.86  加值營業稅

.87  各種規費

.88  雜稅

.89  特賦與特別稅課
證券交易稅入此

.9 各國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中

國得再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

表複分

中國田賦入 567.38 及 56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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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

568  關稅 Custom duties；
Tariff

關稅，為貨物通過關時所課之

稅。依課稅地點而言，有內地關稅

及國境關稅之分。惟各國自有國境

關稅之後，多已先後廢去內地關

稅，關可分為陸關、海關、空關；

然習慣上通稱海關

參見 558 貿易

.1 關稅政策 Tariff policy
參見 558.1 貿易政策；558.16

保護貿易 

.2 內地關稅 Native customs
總論入此；專論中國內地關稅

者入 568.3

.23-.27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複分

.231 日本

.3 中國內地關稅

常關、釐金制入此

.35  常關

.36  釐金 Likin

.37  稅則

.4 關稅協定 Tariff treatie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1  國際
GATT 入此

參見 558.069 WTO

.42  中國有關協定

.433      中華民國有關協定

.5 關稅同盟 Custom union
參見 558.59 區域共同市場

.6 商品別關稅

對特殊商品，慣例上有所不同

參見 558.3 貿易品

.7 關務及關務行政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71  關務
進出口實務、通關手續入 

558.76

568.711 貨物查驗

.712      貨物分類
參見 568.6 商品別關稅

.713      關稅估價

.716      徵稅與放行

.717      退稅
外銷沖退稅入此

.719      緝私

.72  中國

.721      關務署

.722      總稅務司

.723      法規

.733      中華民國

.8 中國海關

.82  組織

.83 人員

.84  各關卡

.85  納稅程序

.87  海關稅則

.873      進口稅

.875      出口稅

.877      轉口稅
同：子口稅

.878      轉嫁稅

.879      附加稅

.88  各關沿革

.881      上海

.882      北京

.883      廣州

.884      福州

.885      廈門

.886      牛莊
同：營口

.8871          芝罘
同：東海關

.8872          寧波

.8873          漢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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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8874 九江

.8875          潮州

.8876          瓊州

.888      其他大陸境內各關

.89  稅關綜合報告及統計

各關之報告入 568.88

.9 各國海關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33      臺灣海關

.9331          安平

.9332          打狗

同：高雄

.9333  　　淡水

.9334  　　雞籠

同：基隆

.9335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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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570  政治學總論 Political
science：general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11  政治理念 Political ideologies

民主主義入 571.6；神權

主義入 571.38；民族主義入 

571.11；三民主義入571.68或

005.1；國家主義入571.19；社

會主義入 549.2；共產主義

入 5 4 9 . 3 ； 極 權 主 義 入 

571.76；個人主義入 571.9

.112      自由主義 Liberalism

.115      保守主義 Conservatism

.116      集體主義 Collectivism

.14  政治心理學 Political 

psychology

.15  政治社會學

.16  政治文化

.17  計量政治學

民意入此

參見 541.771 輿論

.9 政治學史；政治思想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各國政治史入各國史地

.92  中國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縱橫家入 621.88

參見 121.6 法家思想

.93  東洋

570.94 西洋
.9401-.9408 依西洋時代表

複分

.941-.959 歐美各國，依世

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惟古代政治思想家（現代除

外）以分入 .9401-.9407 為宜

.9401  古代及希臘

書例：正義論（柏拉 

圖）、國家目的論（亞

里斯多德）

.9402          羅馬

.9403          中世
書例：天國論（奧古

斯丁）、基督教國家論

（聖托瑪斯）

.9404          近世
書例：君王論（馬基維

尼）、國家論（布丹）

.9405          十七世紀
書例：政治權力論（霍

布士）

.9406          十八世紀

書例：分權論（孟德斯

鳩）、社會契約論（盧梭）

.9407          十九世紀

唯心論國家觀（黑格 

爾）、唯物論國家觀（馬

克思）入此

書 例 ： 功 利 論 （ 邊 

 沁）、自由論（穆勒）

.9408          現代

政治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學是探討及研究政治現象者。其主要範圍有政治理論、各國政治制度（572-575）、政黨（576）

及國際關係（578）；移民及殖民（577）及國際法（579）附之

政治史及外交史分入各國史地，政治經濟學入經濟學（550）

參見 196 國家倫理；541.9 社會制度；549 社會改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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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政治學各論 Essays on
political science

.1 國家 The state
人民、疆域、主權是國家之三

要素

人民入 571.9

.11  民族與國家：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國家主義入 571.19；帝國主

義入 571.27

.113      民族自決 Self-determination

.115      經濟國族主義

.116      純種國族主義 Racial 
    nationalism

.117      泛種族主義 Pan-movements

.12  國家起源 Theory  of origins

.13  國家誕生和滅亡

.138      分裂國家
如朝鮮（北韓）、韓國

.14  疆域；國界 Territories
參見 579.13 領土

.15  地緣政治

.16  主權 Sovereignty
參見 579.116 國家基本權

.17  愛國
參見 196.7 愛國思想

.18  國家表徵 Symbolism and 
emblems

國歌入 913.75

.181      國名

.182      國旗

.183      國徽

.184      國花

.185  　國璽

.186  　國寶

.187  　其他

.188  　中國之表徵

.189  　各國之表徵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71.19 國家主義
同：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

.192      法西斯主義 Fascism

.193      納粹主義 Nazism

.2 國體 Forms of State；政體 
Forms of Government

.21  單一國家 Unitary state

.22  複合國家 Composite state
同：聯立制（Real Union）

.23  聯邦 Federation；聯邦主義 
Federalism

.24  邦聯 Confederation

.25  君合國 Personal  union

.26  蘇維埃 Soviet；蘇維埃主義 
Sovietism

.27  帝國 Empires；帝國主義 
Imperialism

.28  世 界 主 義 Cosmopolitanism； 
國際主義 Internationalism

論世界國家、世界政府者入此

.288      大同主義

.29  理想國家

.3 原始政體

.31  原始國家

.33  部落國家

.35  城邦國家 City state
都市國家入此

.38  神權政治 Theocracy

.4 君主制度 Monarchy
同：獨裁政治

.41  君主專制 Autocratic monarchy； 
Absolute monarchy

.42  君權政治；君主政治 
Monarchism

.44  家產主義 Patrimonialism

.45  選定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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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571.46 君主立憲制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天皇制入此

.5 貴族政治 Aristocracy
少數之治也

.52  寡頭制 Oligarchy

.58  元老制 Geronotocracy

.59  封建制 Feudal state

.6 民主政治 Democracy；共和政 
治 Republic

.61  古代民主制

.62  直接民主制

.64  代議制；議會制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間接民主制入此

.66  政黨政治
參見 576 政黨

.67  一黨獨大

.68  三民主義
參見 005.1 孫文主義

.7 專政及政體改革

政治運動入此

.71  革命 Revolution
歷史唯物主義革命理論入 

549.334

.72  叛亂、暴動

.73  消極抵抗；示威
不合作主義入此

.74  人民民主專政

.75  無產階級專政

.76  獨裁 Dictatorship
迭克推多制、極權政治 

（Totalitarianism）入此

立法獨裁入 581.174；行政

獨裁入 581.176

.764  　軍事獨裁

.79  政變 Coup d'etat

.8 國家功用 Functions of the state

571.81 國家與宗教

.82  福利國家 Welfare state

.85  國家與團體

.88  國家與武裝部隊

.9 國家與個人 Relation of state to  
its members；民權 Civil rights

個人主義入此

公權入 572.2；人權入 579.27

.91  政權與治權
參政權入 572.2 國籍；公 

民；公權

.92  平等權 Right of equality

.93  生命 Life
個人之安全入此

參見 544.527 中絕生產之權

.935      生存權

.936      死亡權

.94  自由 Liberty；Freedom

.941      人身自由
指免於非法逮捕、拘禁之

自由

.9413          居住自由 Domicile

.9414            行動自由 Action

.9415          通信自由 Correspondence

.942      信仰自由 Belief

.944      言論自由 Speech
參見571.945出版自由； 

891.1 新聞自由

.945      出版自由 Publication

.946      遊行；示威之自由

[.948] 個人資料之保護

宜入 584.111 自然人

.95  家族的權益

.96  經濟權 Economic rights
同：財產權（Property）

.964  受教育權

.966  工作權
服公職權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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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97 結社權；集會權 Rights of 
                  assembly and associations

.98  請願權；訴願權 Right of 
Petition

.99  民 權 限 制 與 停 止 Limitation 
and suspens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戒嚴、政治迫害、恐怖統治

入此

572  比較政府 Comparative
governments

同：政治制度

以中央政府為對象述之

地方政治制度入575；政黨入576

.1 通制

.11  權能區分

.12  集權制

.13  分權制：制衡 Checks and 
balances

三權制、五權制入此

.14  政權之運用

.15  直接民權

.16  民主集中制

.19  政治家 Statesmanship

.2 國籍 Nationality；公民；公權 
Citizenship

民權（國民權）者，具有國

籍的人民均可享；但公權（公民 

權），常限由依法成人者享用，

如參政權

國民入此

參見 572.31 選舉權；572.632

創 制 權；572.634 複 決 權； 

572.85 罷免權

.21  國籍法規

.22  出生與國籍

.23  歸化 Naturalization

.24  公權之褫奪及恢復

.25  公民之責任與義務

572.26 戶口 Household

.27  外僑與其權利 Aliens

.28  護照及簽證 Passports  and 
visas

.3 選舉 Electoral process
選舉法規入 572.3023

.31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參見 572.2 參政權

.311      一般條件
居住期間、年齡、公權

.313      財產、納稅額

.314      識字程度 Literacy

.315      種族、宗教等

.32  婦女選舉權 Woman suffrage

.33  選舉制度

.331      普通，限制

.333      直接，間接 Direct or 
    Indirect

直接者，由選民直接選

舉當選人；而間接者，由

選民選出第二選舉人，再

選舉當選人

參見 572.339 選舉人團

.334      祕密，公開

.335      自由，強迫

.337      選舉區 Electoral districts

.339      選舉人團 Electoral Colleges

.34  候選人 Candidates

.342      提名方式 Nominations

.35  競選程序

.351      登記 Registrations

.352      選舉運動

.353      政見發表

.354      選舉費用

.355      助選

.358      選舉監督

.36  投票 Voting

.361  單記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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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362 連記投票

.364      多數代表法

.365      少數代表法

.367      比例代表法

.369      缺席投票 Absentee  ballot

.37  開票及選舉結果

.38  代表制 Representation

.382      區域代表

.384      婦女保障名額

.385      職業代表

.387      族群代表

.389      其他

.39  選舉舞弊 Corruption；選舉糾 
紛 Frauds

.397      賄選

.399      選舉訴訟

.4 人事行政；人事制度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同：職官（Government official）

.4023          人事法規

.41  職階制
同：官制

.42  公務員規範
同：官箴

參見196.3 官箴、公務員規範

.43  俸給；福利

.435      津貼

.438 退休
各國公務人員退休制度入此

參見 554.83 退休；573.438

退休

.44  考試

.45  考績

.46  任用；銓敘

.47  遷降

.48  職位分類

.49  榮典

572.5 中央行政 Executive Branch
中央行政權入此，如締約、宣

戰、發佈緊急命令等權

.51 元首 Head of the State

.52 王室制度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3  總統制 President

.54  委員制 Committee

.55  內閣制 Cabinet
總理入此

.56  行政與立法關係

.57  行政與司法關係

.58  行政與其他部門關係

.59  政府公共關係

.6 立法 Legislation

.61  議會法

.62  立法權

.627      委任立法 Delegated 
    legistration

.63  直接立法
同：公民投票

.632      創制權 Initiative

.634      複決權 Referendum

.64  立法程序

.65  立法機關 Legislative body
同：國會

.652      一院制 Unicameral system

.653      兩院制 Bicameral

.654      上議院 Upper house
同：參議院

.655      下議院 Lower house
同：眾議院

.658      成立與解散

.66  議員；民意代表
立法委員入此

.67  會議
會議通則入此

.68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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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69 立法部門職掌

立法權入 572.62

.692 質詢權

.693 預算審議權

.694 條約締結或批准權

.695      國政監查權
調查權入此

.696      彈劾追訴權

.697      任命同意權

.698      不信任投票

.699      其他

.7 司法

參見 589 司法及司法行政

.8 監察
罷免權入此

審計入 564.9

.85  公民罷免

.86  總統之罷免

.87  內閣之罷免

.88  議會之罷免

.89  一般官吏之罷免

.9 公共行政 Public administration
同：行政管理

公共政策、政策科學入此

人事管理入 572.4

參見 564.3預算；588行政法；

589 司法行政；591.2 軍事行政

各類政策參考類目表

總論各國政治問題或政策者，各國政

治制度，例如中國政論分入573.07，各

類政策各入其類，舉例如下

宗教政策          201

農業政策          431.1

糧食政策          431.91

森林政策          436.87

畜牧政策          437.181

漁業政策          438.21

水利政策          443.681

礦業政策          451.1

煤礦政策          456.01

石油政策          457.01

商業政策          492.2

教育政策          526.11

留學政策          529.22

文化政策          541.29

人口政策          542.13

住宅政策          542.61

社會政策          549.1

經濟政策          553.1

土地政策          554.2

工業政策          555.1

勞工政策          556.84

交通政策          557.11

鐵路政策          557.21

公路政策          557.31

航運政策          557.41

港埠政策          557.51

郵政政策          557.61

貿易政策          558.1

物價政策          561.163

公債政策          564.51

中國外交政策     578.21

新聞政策          891

藝術政策          901.6

演劇政策          980.92

觀光政策          992.1

572.91 行政權能

.911      政務官與事務官

.912      專家政治

.913      賢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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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915          官僚制 Bureaucracy

.918      貪污政治

.92  行政設計 Administrative 
planning

如談行政計劃、執行、評
估之配合等者

.93 行政效率

.94 行政組織

.941      委員制

.942      首長制

.943      業務機關

.944      幕僚

.945      顧問

.946      階層：分支機構

.947      溝通：連絡

.948      營業機構

.949      其他

.95  行政監督；行政考核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951      備案

.952      批准

.953      認可

.954      撤銷、停止

.956      訓令

.957      視察、督導

.958      調整

.96  行政訴訟及制裁
行政處分入此

.97  公文處理
同：文書處理

公文程式、檔案管理入此

中國公文程式入 802.791

.98  公務；公物

.99  其他

573  中國政治制度 Chinese
government

本類以中國古代及中華民國為

主，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入

574.1

論官制者入 573.41；詔令入 

651；奏議入 652；各代政治史入

621-628 斷代史；政治制度史入

573.1；當代政論入 573.07

有關國民黨資料，宜入005各項；

有關中國共產黨及大陸政情得收於

628.7

573.05 政府公報
政府出版品、官書入此

凡專門性質之公報如外交公

報、財政公報等，宜依其性質

分入各類。但如願將公報集中

一處者，得用下列分類表，或

不用下表而逕依出版機關名稱

排亦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

政府各官署公報入 574.105

.051      民國以前
依機關名稱排

.052      北京政府
民國元年至十七年

.0521          總統府

.0522          國務院；政府公報

.0523          各部
依名稱排

.0524          其他中央機關
依名稱排

.053      國民政府公報
民國十三年至現在

.0531          總統府公報

.0532          直轄各機關
依名稱排

.054      行政院公報

.0548          各部會
依名稱排

.0551          立法院公報

.0553          司法院公報

.0555          監察院公報

.0556          監察院各部會
依名稱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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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0557 考試院公報

.0558          考試院各部會

.0559          中央其他官署
依名稱排

.057 中國各省區
依中國省區表複分，再依

機關名稱排

.058 中國各縣市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

表複分，再依機關名稱排

.07 政策；主張；政論
雜論當代政治問題、臺獨問題

入此
各黨綱及其釋義入政黨

.09  政治現況
以分入歷史為宜

.1 通制；政書

政治制度史入此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117      周禮
同：周官
依經書複分表複分

.121      西漢會要

.123      三國會要

.141      唐會要

.142      五代會要

.16  明會要，大明會典

.17  清會要，大清會典

.18  民國

.187      中共 （1949-    ）
共同綱領

.19  經國方略；國家計畫

.2 公權；國籍

仿 572.2 分

.26  戶口

.268      國民身份證

.29  出入境管制

.3 選舉
得仿 572.3 分
科舉入 573.441；各省區選舉

制度及法規入 573.9

573.4  職官 Officials；人事制度 
Government personnel system

職官表入 573.4024

.4024 職官表

.41  官制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417  清

.418  民國

.42 吏治要覽 Manuals for officials
官規、政績、從政錄等入此

得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43  祿制
同：俸給；福利

.431      前代祿制
書例：廉俸錄（林之望）

.434      民國祿制
公教人員待遇入此

.436      實物配給

.437      配住宿舍
宿舍津貼入此

.438 退休
中華民國公務人員退休

制度入此

參見544.83退休；572.438

退休

.44  考試

.441      科舉

.4412      　制舉
同：詔舉

.4413          貢舉

.4414          至五代（至 960）

.4415          宋元（960-1368）

.4416          明（1368-1644）

.4417          清（1644-1912）

.4418          館學與科第

.442      考試院

.443      考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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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444 主考典試

.445      特等考試

.446      普通考試

.447 高等考試

.448      檢定考試

.449      考職
經考試而得之任職證

.45  考績

.46  任用；銓敘

.461      前代

.4611          銓選
吏部入 573.533；兵部

入 591.21

.4612  　　薦舉

.4613 特徵、辟召

.4614          門閥資蔭、任子制度

.4615            雜途
捐官入此

.4616          位、品、勳、階

.4617          任命方式

.4618          散官、致仕官

.4619          其他

.462      民國：銓敘部

.465      職位分類、職等

.466      訓練及研習

.467      休假

.47  遷降

.48  公務

.49  封贈；榮典

.5 中央行政

.51  君主制

.511      皇帝

.512      太子
同：東宮

.513      皇后；王妃

.514      內庭
內務府、宗人府入此

573.515      宦官 Eunuch

同：太監

.516      宗室

.517 外戚

.518      諸侯

.52  宰相制
同：丞相制

丞相為輔佐皇帝的最高政務

長官

.521      秦漢丞相制

.522      隋唐丞相制

.523      三省制
同：尚書、中書、門下

.5231          尚書省
政務執行機構也

.5232 中書省
同：內史書
幕僚、決策入此

.5233          門下省
侍從、審議入此

.5236          翰林學士

.5237          同平章事
習慣上唐宋之同平章

事亦以丞相為一般稱呼

.5238          議政處、政事堂

.525      宋代宰相制

.526      元代宰相制

.527      內閣制

.528      明代內閣制

.529      清代內閣制

.5292          軍機處

.53  民前中央各部制

.531      秦漢九卿

據通典，所謂九卿大致

指太（奉）常、光祿勳、

衛 尉、太僕、廷尉（管刑 

獄）、大鴻臚（招待外賓）、

宗正、大司農（管財務）、

少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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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532 六部
兵部入 591.21

.533      吏部
掌京外文職銓敘勳階黜

陟之政

.534 戶部
掌戶口田賦。清末改為

度支部

.535      禮部
掌五禮之秩及學校貢舉之法

.5359          學部

.536      工部
掌營造百工之政

.537      刑部
掌刑法獄訟之事

.538      清以前其他中央官署

.539 清代其他中央官署

依名稱排

.54  民國北京政府（1912-1928）

民國元年至十七年
依名稱排

.55  國民政府（1928-）

十七年至現在

.551      國民大會

.5511          國民代表

.5512         國代選舉

.5514         國代歷屆大會

.5516         國民會議

.5517         國民參政會

.5518         政治協商會議

.552      總統

兼述副總統者亦入此

.5521         總統產生，選舉

.5522         職權

.5523         任務

.5524         任期

.5525         交接

.5526         副總統

.5527         總統府

573.5528         直轄機關
中央研究院入 062.1；

國防研究院入 599.062；

戰略顧問委員會入

591.27

.554 國民政府主席

.555      五院

總論入此

.556      行政院

.557      行政院長

.558      院會；政務委員

.56  各部會

在普通圖書館中以分入各

類為宜，或不用下表改依各部

名稱排亦可

.561      內政

原住民行政入此

參見 588.29 民族事務管理

法規

[.562] 外交
宜入 578.822

[.563] 財政
宜入 564.133

[.564] 國防
宜入 591.22

[.566] 教育
宜入 526.32

[.567] 經濟
宜入 553.333

[.568] 交通
宜入 557.1233

.569      其他

.57  行政院各委員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宜入

431.106

僑務委員會入 577.21

.575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58  行政院直屬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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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59 新聞局

.6 立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入 574.16

.63  公民投票

.632      創制權

.634      複決權

.65 國會

.66  立法院

.661      議員產生，選舉

.662      立法委員

.664      立法程序

.667      歷屆會議

.7 司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入 

574.17 大 法 官 會 議 入 581.24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入
589.92/21

參見 589 司法制度

[.72] 司法院

宜入 589.12

[.73] 法務部

宜入 589.13

[.75] 法院

宜入 589.2

.8 監察
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機關入 

574.17

.81  御史制度

.82  監察院

.83  監察院之職權

.831      彈劾權

.832      糾舉權

.833      糾正權

.834      巡察

.835      調查

.836      同意權

573.837 監試權

.838      罷免權
綜論各國罷免權入 572.8

.84  監察委員

[.86]       審計部

宜入 564.123

.9 職方；省制
依中國省區表複分，再依省政

複分表複分

省政複分表

1  沿革

2  行政區域

3  選舉   

包括選舉制度及法規，先依

中國省區表分，再依本複分

號分。例如:香港選舉概述入

573.9383；澳門選舉法規入

573.9393

4  職官；人事

5  省政府

51  省主席；省長

52  秘書處

53  民政；內務

54  財政

55  教育

56  建設

57  農林

58  其他

581 新聞處

582 社會處

59  省政府會議

592 省級人民委員會

6  省議會

62  省級人民代表大會

7  警務

8  主計

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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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921 江蘇
依省政複分表複分

.92153 江蘇省民政廳

.9216          江蘇省省議會

.98  前代職方制

574  各國政治 The
governments of other 
countries

中華民國政治入 573，日本政治

入 574.2；其餘 .32-.77 依世界區

域及分國表複分，再依各國政治複

分表複分

各國政治複分表

05  公報

07  政策、政論

09  政情、現況

1  通制
   必要時得依時代複分

2  公權、國籍

3  選舉

4  職官、人事 社

5  中央行政

6  立法

7  司法、監察

8           特類
  為各國特殊需要而設

9  地方制度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

.105      官報

.11  通制

.141      官制

.143      祿制

574.146 任用

.15  中央行政

.151      國家主席

.152      國務院

.153      國務院下屬各部

.16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69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地方各級政治協商會議

依其行政層級分入 573.9

或 575.2

.17 司法監察機關

.18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
總論入此，中華人民共和

國與各國外交依世界區域及

分國表複分，例如中英外交

入 574.1841， 中 美 外 交 入 

574.1852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入 

642.7

.2 日本政治 Japanese government
日本舊殖民地官制入 574.28；

有職故實入 533.5

.205      公報

.207      政策、政論

.209      政情

.21  通制
依日本時代表複分

.213 平安時代

公家制（Kuge：Court 

nobles）入此

.214 近古、鐮倉以後

武家制（Buke：Feudal 

barons）入此

.216 近世：德川時代（1603-  
1868）

藩制入此

.217 明治以後（1868-）

.2171 維新迄立憲

.2172 立憲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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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2179 二次大戰後

.22 公權；國籍

.23 選舉

.24 職官、人事

依日本時代表複分

.25 中央行政

.251 天皇 Emperor

皇室入此

.252 內廷
宮內廳入此

.253 樞密機構

樞密顧問、內大臣府、元老

等入此

.254 前代中央行政
依日本時代表複分

小圖書館將此類書併入 

574.21 為宜

.255 內閣 Cabinet
內閣府入此

.256 內閣各省

.2561 法務省

.2562 總務省

同：自治省

.2563 文部科學省
同：文部省

.2564 厚生勞動省
同：厚生省

.2565 勞動省
2001 年厚生省、勞動

省合併為厚生勞動省

.2566 財務省
同：大藏省

.2567 國土交通省

同：建設省

.2571 環境廳

.2572 經濟產業省

同：通商產業省

574.2573 經濟企劃廳

參見 574.255 內閣 

.2574 運輸省
參見 574.2567 國土交

通省

.2575 鐵道省

.2576 遞信省

.2577 郵政省
參見 574.2562 總務省

.2578 電氣通信省

.2579 內閣其他舊制省廳
內閣已廢設之省廳如：

內務省、工商省

.2581 外務省

.2582 拓務省

.2583 大東亞省

.2584 中央軍事行政官署

.2585 陸軍省

.2586 海軍省

.2587 戰前諸機構
軍事參議院、參謀本

部入此

.2588 防衛廳

.2589 內閣其他省廳、機關

.259 其他中央行政官署

.26 立法

.261 早期議會
公議所、集議院入此

.262 帝國議會（1890-1947）

.263 貴族院

.264 眾議院

.265 國會 Diet

.266 參議院

.267 眾議院

.269 議員名錄

.27 司法、監察

.273 司法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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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278 會計檢查院

.28 屬地行政
二次大戰前設，已廢

拓務省入 574.2582

.281 朝鮮總督府

[.282] 臺灣總督府

宜入 733.2801

.283 樺太廳

.284 南洋廳

.285 關東廳

.287 佔領地軍政

.29 府縣制
依 731.7 之日本分區表複分

.32 韓國政治

.324 韓國職官、人事

.328 北韓政治

.3284 北韓職官、人事

.33 臺灣政治

.41 英國政治

.52 美國政治

.61 埃及政治

.72 紐西蘭政治

575  地方制度 Local system；地

方自治 Local autonomy
郡縣市為限，州省入 573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 市政 Municipal government
有關綜述中外縣 ( 市 ) 政，或縣

(市 )政之理論著述入此

.11 市政計劃
各地市政白皮書入575.2-.7

.12 民政

.13 地區教育及文化

.14 社會工作

.15 建設工務

參見 445 市政工程

575.16 公用事業；公共設施 Public  
                  utilities

公共汽車入 557.83；捷運

入 557.85

.17 財務、主計 

地方財政入 566

.18 市政雜論

.19 地方自治 Local self-
government

.191 基層政治組織

.192 自治幹部

.193 選舉

.194 民選首長

.195 民選代表

.196 區制

.197 鄉鎮

.198 本國

.199 外國

.2-.7 各國地方制度
有關各國縣 ( 市 ) 政實施

及現況依國別分；有關各地縣

( 市 ) 政白皮書，隨各國地方

制度分類

.2 中國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複分

.33 臺灣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

.8 警政 Police；公安 Public safety
保安警察入 599.31；國防、

國家安全入 599；海岸巡防入

599.41

.81 警政法規
參見588.2 內政法規

.82 行政與組織

.821 國家警察

.822 國家警察行政

.823 國家警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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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824 國境警察

.826 省警察

.827 省警察行政

.828 省警察組織

.829 督察

.83 特種警察

外事警察、保安警察、刑事

警察、女警等入此

參 見 412.27 衛 生 警 察； 

445.998 環保警察；451.8 礦

業警察；557.156 交通警察； 

557.236 鐵 路 警 察；557.498

水上警察；575.872消防警察；

589.69 司法警察

.84 地方警察 Local police

.841 行政

.842 組織

.843 警官

.844 警士

.845 騎巡

.846 巡邏車隊

.848 警犬及其他

.849 警民協會；義警

.85 設備；器械

.86 職務

.861 違警律

.862 警察紀律

.863 犯罪搜查

刑事偵查學入 548.6

.864 安全
危險物品管理入此

.865 戶口

.866 交通

.869 其他

.87 消防

575.871 消防組織

.872 消防警察

.873 消防義警

.875 消防設備

.88 警察教育、訓練

.883 警官學校

.89 各國警政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 鄰里組織 Neighborhood 
system

公社入 545.7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1 鄰保制

576  政黨 Political parties
政黨者，以取得政治權力之運用

為目的成立之團體也；廣義而言，

可包括朋黨（Faction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必要

時得再依政黨複分表複分

政黨複分表

1  沿革：歷史及人物

2  黨章、黨綱

3  主要會議

4  組織

48  黨內派系

5  活動及事業

6  報告

7  宣傳

8  黨政關係

9  附屬團體、外圍團體

[.01] 政黨政治論

宜入 571.66

.09 政黨政治史

.1 世界之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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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入此，各國政黨入 576.2-.7

576.11 右派與左派 The Right and the  
　　          Left

.12 國家主義政黨 Statist parties

德國納粹黨入 576.432；義國法

西斯黨入 576.452

.13 保守政黨 Conservative  parties

.14 中間政黨

.15 無產主義政黨；國際共產黨

.16 一黨制 One party system

.162 威權制

.163 黨內多元

.164 極權制

.17 兩黨制 Two party system

.18 多黨制 Multi-party system

.19 小黨 Minor parties

.2 中國政黨

.209 中國政黨史

[.21] 中國國民黨

宜入 005.2

.22 民主社會黨

由國家社會黨與民主憲政黨

合併而成

.23 青年黨
少年中國社、中國國家主義

團體聯合會等入此

.24 其他政黨

.25 中國共產黨

中共政權史入 628.7；論中

國共產主義者入 549.42

依政黨複分表複分，並得再

細分

.254 黨員及組織

.2541 黨員

.25411 黨員標準
預備黨員入此

.25412 黨員的權利義務

576.25413 黨性鍛鍊

.25414 黨校

.25415 黨課

.25416 黨的紀律和檢查

.25417 模範黨員

.25418 發展新黨員

.2542 黨組織原則

.2543 黨組織工作

.2544 黨幹部

.2545 黨中央組織（圖表）

.2546 黨中央組織

.2547 各級組織

.259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26 中國各左傾政黨

.261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262 中國民主同盟

統一國建會、中國民主

政團同盟等入此  

.263 中國民主促進會 

.264 中國民主建國會

.265 中國農工民主黨

.266 中國致公黨

.267 九三學社

.268 臺灣民主自治同盟

.269 其他

.27 中國政黨雜論

.28 歷代政黨
中國史上著名朋黨有東漢

鉤黨、唐代牛李黨、北宋元裕

黨、南宋廣元黨、明代東林黨

等，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2878 清末
保皇黨（康有為）入此

.2882 民初
共和黨、統一黨、民主

黨、進步黨等入此

.31 日本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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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311 二次大戰前之政黨
共產黨入 576.317

.3119 大政翼贊會

.312 政友會

.313 民政黨

.314 大戰後之政黨（1945-）

.315 自由民主黨

自由民主黨、進步黨、

民主黨入此

.316 社會黨

.317 共產黨

.318 其他
依政黨複分表複分

.3182 公明黨

.32 韓國政黨

.33 臺灣政黨

歷史及現況入此

中國國民黨在臺灣，第一

法者入 576.21，第二法者入

733.292

.331 日據時期臺灣政黨
臺灣民眾黨入 733.2865

.332 共產黨在臺灣
參見 733.2868 臺灣共產黨

.333 戰後臺灣政黨

組黨運動、無黨派活動、

野黨問題、政黨團結問題等

入此

.334 民主進步黨

.335 建國黨

.336 新黨

.337 親民黨

.338 臺灣團結聯盟

.339 其他

.41 英國政黨

.411 早期政黨

.4112 托利黨 Tories

擁護王權者。1830 年

改組為保守黨

576.4114 輝格黨 Whigs

自由黨之前身

.4116 統一黨 Unionist

.412 保守黨 Conservative  Party

.413 自由黨 Liberal Party

.414 勞動黨 Labour Party

同：工黨

1906 年組成

.415 社會民主黨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419 其他

.42 法國政黨

.422 大戰後各政黨

法國政黨甚多，除下列

者外，均可入此

.423 新共和聯盟；勞工民主 
聯盟 Union pour la Nouvelle 
République（UNR）

.424 社會黨 Le Parti Socialiste

.425 共產黨 Communist Party
（CP）

.429 其他

.43 德國政黨

.431 二次大戰前各政黨

.432 國民社會主義黨（納粹黨） 
    Nazi Party

參見 571.193 納粹主義

.433 二次大戰後各政黨

.434 基督教民主聯盟 CDU

.435 德國社會民主黨 SPD

.438 社會主義統一黨（東德共

產黨）SED

.439 其他

.45 義國政黨

乃多黨制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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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452 法西斯黨 PNF

.453 二次大戰後各政黨

.454 基督教民主黨 CDU

.455 社會黨 Socialist Party（SP）

.456 共產黨 Communist Party
（CP）

.459 其他

.52 美國政黨

.521 聯邦黨 Federalist

.522 獨立黨 Whig

.523 共和黨 Republican

1854 年成立，包括

其前反聯邦黨（Anti-

Federalist）

.524 民主黨 Democrat

.525 第三黨
各小黨亦入此

.526 美國共產黨

.529 其他

.8 政黨運作

政黨論入 576.01

.81 黨員 Membership

.82 黨綱 Party platform

.83 會議 Conventions

.84 組織

.841 黨首 Party leader

.842 基層組織

.843 細胞組織

.844 黨軍

.845 中間組織；分部 Branch

.846 協商會 Caucus

.847 中央組織
影子內閣入此

.848 議會組織

.849 黨工

.85 政黨財務 Party finance

576.856 黨營事業

.86 政黨之活動

.87 宣傳

.88 黨政關係

.89 外圍團體

.9 利益團體

壓力團體，利益遊說入此

577  移民及殖民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colonization

.1 殖民 Colonization
殖民地，移居他處從事墾拓之

謂也

參見 577.5 各國殖民地

.11 殖民之原因

.12 殖民地之種類

依殖民目的分

.121 交易殖民地

.122 周邊殖民地

.123 移民殖民地

.124 囚犯殖民地

.13 殖民者之生活

.14 殖民政策泛論

.15 本土主義

.16 同化主義

.17 自治殖民地 

.18 殖民之影響 

.19 殖民史
總論入此

.2 華僑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in foreign countries

華僑新聞紙入 059.8；華僑教育

入 529.32；華僑銀行入 562.53；

華僑文學入 839.9；華僑報業入

898.8

.21 華僑行政與管理



463

社
會
科
學
類

政治

僑務委員會入此

577.22 華僑與祖國

.23-.27 各國華僑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泰國華僑入 577.2382；歐洲

華僑入 577.24

.28 國外華僑團體

.29 國內華僑團體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華僑協

會總會等入此

.3 租界及在華外僑 Concession 
& foreigners in China

參見 578.29 中國外交問題

.31 約章

.32 行政與管理
工部局入此

.35 爭議
如界外築路等

.36 收回

.38 各地租界史

.381 上海租界

.382 天津租界

.383 漢口租界

.384 廣州租界

.389 其他

.39 在華外僑

參見 578.295 及 579.66 領

事裁判權及 584.1 民法總則

.5 各國殖民地

  依殖民地之母國分

.531 日本
日本二次大戰前之屬地

行政入 574.28

.5351 土耳其

.5359 阿拉伯

.541 英國

.542 法國

577.543 德國

.544 義大利

.5461 西班牙

.5462 葡萄牙

.5471 比利時

.5472 荷蘭

.552 美國

.6 移民問題
移民工問題入 556.56

.61 政策

.62 法規

.63 管理

.64 移出

.65 移入

.66 排外

.67 移民生活

.68 撤僑

.69 史略

.7 各國人民移出狀況

[.72] 中國

宜入 577.2 華僑

.731 日本
得再依前往國家複分

.731571 日人移民巴西

.8 各國人民移入狀況

得依移入之國家複分

578  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同：外交關係

.31-.77 各國外交依世界區域及

分國表複分，再仿 578.2 分一國與

一國之條約入前一國，在號碼之後

加後一國之分國號碼（世界區域及

分國表）參加國際公司條約入公司

.01 國際關係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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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學入此

578.1 國際關係各論

凡國際團體、會議、公約等之

屬於專門性質者，可各入其類，

惟不欲散入各類者，得聚於此處

.11 國際會議

專門事件之國際會議各入

其類，依名稱排

區域性國際會議入578.113-

.117

.112 臨時召集者
依年份排

.113 亞洲

.114 歐洲

.115 美洲

.116 非洲

.117 大洋洲

.12 國際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世界反共聯盟組織入此

.13 國際聯盟 League of Nations
同：國際聯合會

參見 578.171 國際聯盟公約

.131 公報

.132 會員 Membership

.133 組織

.1332 大會

.1334 理事會

.1336 祕書處

.1338 獨立機關

海牙國際常設法庭入 

578.155；國際勞工局入

578.1577

.134 屬下各機關

有專門機關、永久諮詢

委員會、臨時諮詢委員會

及行政機關等。依名稱排

.135 事業

578.137 各國與國際聯盟

.138 評論
論其功能、角色與價值

等入此

.139 其他

.14 聯合國 United Nations
參見 578.172 聯合國公約

.141 公報

.142 聯合國憲章

.143 組織

.147 各國與聯合國

.148 評論

.149 其他

.15 聯合國各機構

.151 聯合國大會 General
assembly

.1511 主要委員會 Main 

Committees

.1512 程序委員會 Procedural

Committees

.1513 常務委員會 Standing

Committees

.1514 專門委員會

.1515 過渡委員會

.1516 新聞委員會

.152 安全理事會 Security council

.1521 常任理事國 Permanent

members
否決權（Veto   

power）之運用入此

.1522 非常任理事國 Non-

permanent members

.1523 裁軍委員會 Disarmament

Commission（DC）

.1524 集體措施委員會                          

Collective measures                           

Committ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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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1527 軍事參謀團 Military staff
Commission  （MS）

.153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154 託管理事會 Trusteeship

Council

.155 國際法庭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國際刑事法庭入此；原

海牙國際法庭亦入此

578.156 祕書處 Secretariat

.1561 祕書長

.157 聯合國專門機構
U.N.Agencies

聯合國專門機構類目詳表

類目 機構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Org. 即 Organization) 
縮寫

或可歸入

之類目

578.1572   萬國郵政聯盟   Universal Postal Union   UPU.   557.692

578.1573   國際電訊聯盟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Org.   ITU.

578.1574   世界氣象組織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   WMO.   328.069

578.1575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   ICAO.   557.992

578.1576   國際航運評議組織   Intergovernmental Maritime  Consultative Org.   IMCO.   557.482

578.1577   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r Org.   ILO.   556.069

578.1578   關稅貿易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GATT. （WTO）

578.1581   糧食暨農業組織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   FAO.

578.1582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 United  Nations.   UNIDO.

578.1583   國際復興開發銀行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IBRD.   562.48

  （世界銀行）   Development. （World Bank）

578.1584   國際貨幣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FUND.

578.1585   國際原子能機構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5789.158
  聯合國教育科學暨文   

  化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
  UNESCO.   061.1

578.1587   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   WHO.   410.69

578.1588   世界難民組織   International Refugee Org.   IRO.   548.47

578.1589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Children's Fund, United  Nations.   UNICEF

　聯合國所屬組織甚多，其出版文件均有編號，故可利用文件編號法管理之。方法通常是以英文大寫

字母附加數字，用斜線“/”分為若干部分，例如 E/TAC/60（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TAC:   TechnicalAssistance  Committee）、A/CONF.60/C.1/L.10。編號第一部分，指文件所屬機構，

以字母表示，如為機構之附屬機構，再加第二部分，仍以字母表示，餘仿此；機構之後為有關“文件

性質、內容改變、發行方式”等註記，以字母表示，例如“/PET/表示Petitions”；最後為數字符號，

一般用阿拉伯數字表示，如用羅馬數字則表示會議屆次

　收藏聯合國文件較多之圖書館，可將這些資料另行收藏，並利用文件編號法管理；如採本表卻未查

獲號碼，也可將這些資料分入 578.19，再按文件編號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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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16 區域國際組織 Region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泛主義（Pan-ism）或安全

制度（Security  system）之

以區域為對象者，均得入此依

地域分

.163 亞洲區域國際組織
亞洲反共聯盟組織入此

.1635 阿拉伯國家聯盟 League 

of Arab States （LAS）

.1637 東南亞國協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1638 東南亞公約組織

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

.164 歐洲區域國際組織

.1641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1642 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歐洲共同體入此

.1646 華沙公約組織 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

.1647 北歐理事會 Nordic

Council

.165 美洲區域國際組織

美洲國家組織入此

.166 非洲區域國際組織

非洲國家聯盟、非洲團

結組織等入此

.17 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treaties

此目主要收多國性條約及公

約之彙集，專項公約入各該類

條 約 論 入 579.7； 通 商

條約入 558.6；中外條約入 

578.23；媾和條約入 579.496

參見 578.2-.7 各國外交條約

578.171 國際聯盟公約

.172 聯合國公約

.174 區域性國際公約

.177 其他多國性公約

依年份排

.179 判例

.18 國際問題 International issues
單獨一國之對外關係入其

國外交

區域國際問題入 578.19

.181 國際裁軍 Arms Control
限武問題入此

.182 戰債

.183 戰爭與和平 War and peace

.184 核子問題
防核擴散

.186 民主與共產；冷戰

.187 南北問題

.19 區域國際問題
依發生之地域及國分

.193 亞洲問題
南中國海問題、釣魚臺

問題入此

.1932 韓國問題

.1935 中東問題

.1938 東南亞問題

.1956 南美問題

.196 非洲問題

.2 中華民國外交

本類以探討中華民國之國際關

係或對外政策為範圍，凡總論外

交或有關條約、公文、政策之評

論者入此；凡有關外交史實之探

討者，入 640 中國外交史。本類

與外交史之分別，主要在於前者

以政策或方案之決定為主，後者

以記載事實之經過始末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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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彙集文告、函牘等資料，以

敘明某時代或某事件之交涉經過

者，入外交史  

中 華 民 國 之 國 際 地 位 入

578.219；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

入 574.18

578.21 政策

.218 藩屬

.219 國際地位 International status

.22 公牘
凡議事錄、公報等入此專涉一

事者依事分類

.221 彙編

.222 外交部公報

.223 其他公報
依機關名稱排

.225 使領報告
依駐在國排

.227 議事錄
依機關名稱排

.23 中外條約及中外關係

有關條約之評論入此，有關

訂約前後之交涉入外交史，如

屬專門性質而各入其類者亦適

用之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得再依年份排，例如中日條

約入 578.231；中美條約入 

578.252

中國參加之國際共同條約

入公約

.28 多邊條約
依年份排

.285 彙編
依彙編年份排

.29 外交問題

.291 教案

.292 商埠

.293 外僑
租界問題入 577.3

578.294 租借地

.295 領事裁判權
參見 577.39 在華外僑； 

579.66 領事裁判權

.296 疆土問題

.297 邊境糾紛

.298 其他各地方外交問題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

市表複分

.299 雜論

.31 日本外交

.41 英國外交

.48 俄國外交

.52 美國外交

.5218 門羅主義

.8 外交行政 Administration for
foreign affairs

參見 579.66 領事裁判權

.81 外交行政各論

.811 外交權
如宣戰、媾和、條約等，

各國大多以憲法規定之

.812 外交機關

外交部組織

.813 外交監督

.814 外交使命 Mission of

diplomacy

.815 使節 Legation

.8151 使節權 Right of Legation

.8152 大使 Ambassador

.8153 公使 Envoy

.8155 代辦 Charge d'Affairs

.8157 特使 Special envoy

.8158 書信使 Couriers

.8159 使團內部人員

參事、祕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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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816 領事制度 Consular  system

.8161 領事種類及等級

.8162 派遣領事 Consuls Missi

.8163 選任領事 Consuls Electi

.8164 名譽領事

.8165 總領事

.8166 領事

.8167 副領事

.8168 代理領事

.817 領事裁判權 Consular

jurisdiction

參見 577.39 在華外僑； 

579.66 領事裁判權

.818 使領館

.819 其他

.82 中華民國外交行政

.822 外交部

.823 外交委員會

.824 專使

.825 駐外使館
依駐在國排

.826 駐外領事館
依駐在國排

.827 各地方交涉員

.829 其他

.831-.877 各國外交行政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852 美國外交行政

.8522 國務院

.89 外交儀節

.9 國民外交

參加各項民間國際活動，名人

之相互訪問，姊妹都市之約定等

入此

579  國際法 International law

國際法，是國際社會構成分子

在其相互關係上必須遵守的規則。

一般而言，在國際法上能享權利義

務之主體，即為獨立自主之國家， 

故亦稱為Law of Nations。其實，

不列顛國協之自治邦，國際組織等

現亦有國際人格，進一步連個人亦

需負起權利義務之趨勢

579.01 國際法理論

.011 原理；原則

.012 價值；效力

.09 國際法發展史

.1 國際人格 International
personality

.11 國家 States

.111 國家之成立及承認

.112 政府之成立及承認

.113 事實上之政府

.114 叛亂團體

.115 國家繼承；政府繼承

.1158 分裂國家的地位

.116 國家基本權 Fundamental

right of state

同：國際絕對權

領域管轄權入 579.61

.1161 獨立權

.1162 名譽權 Right to respect

.1164 交通權
使節權入 578.8151

.117 平等權 Right of equality

.118 自衛權 Right of self-preser-

vation

.119          締約權

.12        國家責任 Responsibility

.125          限制主權

.126          賠償 Reparation
戰時賠償入 57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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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127 道歉

.13 領土 State territory

.131 先佔、佔領 Occupation
參見 579.45 軍事佔領

.132 合併、兼併 Annexation

.133 轉讓 Cession  
包括買賣、交換、報酬、

贈與、割讓等

.134 添附 Accretion

.135 時效 Prescription

.136 國境；國家邊界

.137 新國家的獨立

.14 領水；海上權
同：領海

經濟海域入此

.141 國際海洋法 Maritime  law
參 見 579.43 海 戰 法； 

579.97 國際海商法；587.6

海商法

.142 鄰接區；保護區 
Contiguous or protective  
zone

.143 大陸架 Continental shelf
同：大陸礁層

.144 海灣

.145 海峽

.146 國際河流 Rivers； 
國際湖沼 Lakes

.148 國際運河 International

                 canals

.149 公海 Open sea；High sea

.15 領空

.153 公空

.154 國際航空法

.155 太空

.156 太空法 Space law

.16 委任統治；託管；共管

579.161 委任統治 Mandate

.162 託管 Trusteeship
託管理事會入 578.154

.164 國際共管

.1641 但澤 Danzig

.1642 薩爾 Saar

.1643 丹吉爾

.1644 的理雅斯特

.1645 柏林

.17 殖民地

.18 特殊國際法主體

.181 保護國；勢力範圍

.182 附庸國

.183 自治邦（不列顛國協）
Dominion states

.184 國家聯合 Union of states

.185 租借地 Leased territory

.186 國際地役

.188 羅馬教廷
梵蒂岡入 745.9

.19 國際組織
參見 578.12-.16 國際組織

.2 人民

.21 本國人
指國籍的取得與喪失

.22 外國人 Aliens

.23 入出境管理
護照、簽證入此

.24 驅逐

.25 國籍衝突；雙重國籍

.26 無國籍者 Stateless person

.27 人權及基本自由 Human  
rights and basic freedom

.3 平時

.31 國際爭議 International disp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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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311 政治解決

同：外交解決

.312 談判 Negotiation

.313 斡旋 Good offices

.314 調停 Mediations

.315 調查 Inquiry,  Investigation

.316 調解 Conciliation

.32 國際仲裁 Arbitration

.33 司法解決 Judicial settlement

.34 強制解決 Coercive settlement

戰爭入 579.41

.342 軍隊示威

.343 報復 Retorsion

.344 斷絕外交關係

.345 平時報仇 Reprisals
扣船、拿捕、轟擊等

.347 平時封鎖 Pacific blockade

.35 干涉 Intervention

.36 國際安全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7 國際制裁 Sanction

.38 國際警察

.39 國際武力

.4 戰時 Law of war

.41 戰爭及戰爭狀態

.412 戰爭觀念

.4122 正當戰爭 Just war

.4123 不正當戰爭

.4125 總體戰爭

.413 戰爭之放棄

.414 開戰；宣戰

.415 交戰國及戰區

.417 交戰團體 Belligerency

.418 非戰爭敵對行為
非戰爭之武力衝突入此

579.42 陸戰法 Land warfare

.43 海戰法 Sea warfare

.44 空戰法 Air warfare

.45 軍事佔領

.453 佔領地行政

.46 戰俘 Prisoners of war；傷病
員待遇

集中營入此

.47 戰爭之效果

.471 敵性 Enemy character

.472 外交關係

.473 戰爭與條約

.474 通商往來之禁止

.475 敵產

.476 戰鬥人員，非戰鬥人員

.4761 戰鬥人員 Combatants
　　雇傭兵入此

.4762 猝合人員 Levies en 

masse

.4763 敵後突擊隊

.4764 游擊隊

.4765 獨立抗戰軍

.4766 商船改裝之軍艦

Converted  merchantman

.4767 武裝商船

.4768 商船船員

.4769 一般非戰鬥人員

.48 交戰國間非敵對關係

.481 通行證；護衛

.482 貿易執照

.483 軍使；休戰旗

.484 戰時協定

.485 停火 Cease-fire

.486 俘虜交換

.49 休戰 Tr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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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491 投降協定

.492 停戰協定 Armistice agreement

.493 無條件投降

.495 戰爭狀態終止

.496 媾和條約 Treaty  of peace

.497 戰爭賠償

.498 戰爭犯罪 

.499 國際軍事法庭審判 

.5 中立 Neutrals 

.51 永久中立

.52 戰時中立

.53 準中立

.54 封鎖及戰時商務

.545 戰時禁制品 Contraband of 
war

.546 中立船舶臨檢、搜索、拿
捕及審判

.55 中立地帶

.56 非武裝地帶

.57 中立破壞

.58 非中立義務 Unneutral service

.6 法權

.61 領域管轄權；屬地管轄權

.62 屬人管轄權

.64 外交特權；豁免權 Diplomatic 
privileges & immunities

同：治外法權

.641 元首

.642 外交代表

.643 駐軍

.645 軍艦

.646 船舶

.648 國際組織之特權及豁免

.66 領事裁判權
參 見 577.39 在 華 外 僑； 

578.295 領事裁判權

579.67 政治庇護 Diplomatic asylum

.68 引渡 Extradiction

.7 條約論 Treaties
條約名稱很多，如公約、議定

書、憲章、條款、宣言等均是

通商條約入 558.6；媾和條約

入 579.496

.71 各型條約

.72 平等條約；不平等條約

.725 最惠國約款 The most 
favored nation  clause

.73 締約程序

.74 條約保留

.75 條約批准

.76 條約保管及登記

.77 條約加入

.78 條約效力及解釋

.79 條約修改及終止

.8 國際慣例

.81 國際慣例性質

.83 國際慣例構成要素

.84 國際法法典化

.85 條約與國際慣例

.88 國際慣例集

.9 國際私法及規約

.91 國際私法理論

.92 法律抵觸 Conflicts of laws

.93 國際民法

.94 國際經濟法

.941 國際貿易規約

.942 國際財政金融規約

.943 國際稅規約

.944 國際投資規約

.945 國際技術轉讓規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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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947 國際智慧財產權保護規約

參見 588.34 著作權保護

.948 國際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護 
規約

.95 國際刑法

.96 國際交通法

.97 國際海商法

.98 國際訴訟法
涉外案件的管轄權、外國人

的訴訟地位、司法委託、外國

法院的判決與執行等

.99 準國際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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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  法律總論 Law：general 
.1 法律哲學；法理學 Philosophy 

of Law
.11 法 law

.116 法的適用 Application

.117 法的解釋 Interpretation

.118 法的效力 Validity

.119 法的改革 Law reform

.12 自然法論 Natural law

.128 世界法論

.13 實定法論 Positive law

.138 法典編纂論 Compilation  of 
codes

中國法規彙編入 582；各

國法規彙編入 583

.14 習慣法論 Customary  law

.15 判例論 Case law

.16 法律與其他學科關係

.1617 法律心理學 Legal  
psychology

.1619 法律與倫理；法律與道
德

.162 法律與宗教

.1639 法律人類學 Ethnological 
jurisprudence

.1641 法律與醫學

法醫學入 586.66

.1653 法律與禮俗

.1654 法律與社會

.1655 法律與經濟

580.1657 法律與政治

.168 法律語言學 Contrastive 
legal linguistics（Forensic 
linguistics）

.169 其他
法律文書入此

.17 法學派別

.171 哲理法學派

.172 實驗法學派

.173 歷史法學派

.174 推理法學派

.175 分析法學派 Analytical 
jurisprudence

.18 法之種類

.181 繼受法

同：母子法

.182 衡平法 Equity lan

.183 成文法；不成文法

習慣法論入 580.14

.184 強行法；任意法

.185 法與地域別

.1851 本國法

.1852 屬地法
同：殖民地法

.1853 外國法

.1856 中央法規

.1857 地方法規

.186 人法；地法

.187 公法 Public law

.188 私法 Private law

法律
Law；Jurisprudence

古時所稱法律，恒偏指刑法而言，至今世所謂法律，廣義包括自然法及習慣法，狹義則專指人為規

範即制定之法典而言



474

中文圖書分類法

社
會
科
學
類

同：回教法系

580.919 中國法系

.92 中國法制史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歷代法規彙編入 582.1

.929 中國地方法制史

依中國省區表複分

.93 東洋法制史

.931 日本法制史

.933 臺灣法制史

.935 猶太法制史
希伯來法系、摩西律法

入此

.937 印度法制史

.9495 希臘法系

.961 埃及法制史

581  憲法 Constitutional law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01 憲法原理
五權憲法理論入 005.145 及

005.146

.02 各國憲法彙編

.09 憲法史
各國憲法史入各國憲法

.1 憲法學各論

政府組織入 572

.11 習慣憲法：憲典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12 成文憲法

.13 立憲程序

.14 憲法解釋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141 立法解釋

.143 司法解釋

.145 特設解釋

憲法法院

（Constitutional

580.189 程序法；技術法；倫理法

.1898 其他

.19 法律思想史 

.2 法學綱要

.3 法學教育及研究

.31 研究法 

.32 學校 

.34 實習 

.4 法學辭書 

.5 法學期刊

.7 法學論文集

.8 法學叢書

.9 法制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1 法系 Systems of law；比較法 
制史 Comparative  law

.911 古代法 Ancient  law

埃及法系入 580.961；希

伯來法系入 580.935；希臘

法系入 580.9495；印度法

系入 580.937

.912 羅馬法系 Roman law
參見 580.913 大陸法系

.9123 拜占庭法 Byzantine  law

.9124 中世紀羅馬法 Medieval

Roman law

.913 大陸法系
日爾曼法系入此

參見 580.912 羅馬法系

.914 海洋法系
英美法系（Common   

law system）入此

.915 德法系

.916 斯拉夫法系

.917 教會法
教會法彙編入 583.2

.918 伊斯蘭教法系 Islamic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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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屬之

581.15 憲法施行及效力

.151 行憲法規

.152 憲法限制作用 
Constitutional limitation

.153 憲法與法令

.154 違憲法令

.16 憲法修改

.17 憲法停止

.171 戒嚴
戒嚴令入 593.961

.174 危機立法

同：立法獨裁

.176 行政獨裁

.18 憲法之失效

.2 中國憲法

本類以中華民國憲法為主，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輔

.21 中華民國憲法

.22 憲法會議
討論、審議等入此

.23 一般釋義

.24 憲法解釋
大法官會議入此

.25 憲法之施行及修改

.26 臨時條款；憲法相關法規
兩岸關係法入此

.27 憲法論文集

.28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其相
關法規

.281 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1945）

.282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1954）

依修改年代排

.29 憲法史

581.291 清末立憲運動

.2919 宣統三年十九信條
（1911）

.292 民初憲章
必要時再細分如下：

.2922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1912）

.2923 天壇憲草（1913）

.2924 袁氏約法（1914）
同：中華民國約法

.2925 曹錕憲法（1923）

.293 訓政時期約法（1927-   ）

.294 五五憲章（1936）

.295 抗戰前後修憲運動（1936-
1947）

國民參政會、政治協商

會議入此

.299 行憲紀念

.31 日本憲法

.311 日本憲政史

.312 明治憲法（1889）

.313 昭和憲法

.41 英國憲法

.52 美國憲法

582  中國法規彙編

Collections of law, Codes 
and Statutes-China

本類以古代及中華民國為主

本類專為法規彙編而設，其專門

法規如教育、經濟、金融等，以歸

入各類為宜，唯在專門圖書館亦可

彙集於此，俾便讀者參閱

至於民法、刑法、訴訟法、商事

法、行政法等法律，仍分入 584-

588

六法全書入 5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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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規參考類目表

基本法 581.28

憲法 581.282

法規彙編 582.189

民法 584.92  

刑法 585.92  

民事訴訟法 586.921

刑事訴訟法 586.922

商法 587.92 

行政法 588.92

582.1 歷代法規彙編

歷代律令則例彙編入此，各代

律令則例彙編各入其類

記載政典事例之書（如會典）

入 573.1；刑律入 585.6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16 大明律

.17 大清律例

.179 大清宣統新法令

.18 民國法規彙編
六法全書入此

.189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規彙編

兩岸關係法入 581.26；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入 

581.282、民法入 584.92、

刑法入 585.92、訴訟法入 

586.92、行政法入 588.92

1949年以前縣市法規彙編

入582.4

1949 年以後省區、縣市法

規彙編入此，省區法規於

類號後逕加中國省區號碼，

縣市法規先加中國省區號

碼，斜撇後再加中國縣市

號碼。例如江蘇省法規彙

編入 582.18921，南京市法

規彙編入 582.18921/101

582.2 地方法規彙編

.3 省法規彙編

依中國省區表複分

臺灣法規彙編入 583.33

.311 河北省

.4 縣市法規彙編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

複分

臺灣各縣市法規彙編入 583.33

.411/105 河北省宛平縣

.5 其他及特別區

.6 非正統政權法規彙編

.61 滿洲國法規

.62 北京臨時政府法規（1937-
1940）

.63 南京維新政府法規（1938-
1940）

.64 汪兆銘政權法規（1940-
1945）

.7 戰時法令

.8 判例；解釋例 Cases and
Interpretations

彙編入此，各法規之判例解釋

例各入其類

.9 各類法規

歸入各類為宜，例如圖書館 

022.3；會計495.2；經濟 553.4；

土地 554.1；工業 555.4；勞工

556.84

583 各國法規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other countrie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 多國性法規彙編

.2 教會法規

.33 臺灣法規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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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各縣市法規亦入此，

方法是斜撇後加臺灣縣市

號碼，例如臺北市法規彙

編入 583.33/101

584 民法 Civil law
有關民法、刑法、訴訟法、商

事法、行政法等，以中華民國法

為主，外國法為輔（於各類號碼 9

之下複分）。複分時本國法原文

用 .01；釋論用 .03；其餘仍依總

論複分表複分

私法理論入 580.188；民事訴訟

法入 586.1；著作權法入 588.34

至分入各項之專門法規，如農業法

規、工業法規等亦得仿此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584.1 民法總則

.11 人 Persons

.111 自然人 Natural pe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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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人之權利能力

.113 人之行為能力

.114 住所 Domiciles
戶籍入此

.116 法人 Juristic person

.117 法人之權利能力

.118 法人之解散及清算

.119 法人之種類
社團法人、財團法人、

行政法人入此

.12 物
物權法入 584.2

.121 動產

.122 不動產

.125 主物；從物

.13 法律行為 Legal acts

584.131 行為能力

.132 意思表示

.134 條件及期限

.136 代理

.138 無效及撤銷

.14 期日及期間
期間之起算、終止、延長等

入此

.15 時效 Prescription
消滅時效、取得時效、時效

中斷、時效停止等入此

.16 權利之行使

.161 權利濫用之禁止

.162 正當防衛

.163 緊急避難

.167 自助行為

.2 物權 Law of property
除下列者外，尚有耕作權、水

權、漁業權、礦業權等亦為物權

財產法入此

.21 所有權 Ownership
土地所有權入 554.4

.211 取得時效

.212 不動產所有權

.213 動產所有權

.214 所有權之變動

.217 共有 Co-ownership
公同共有、分別共有入

此

.22 地上權 Superficies

.23 農育權 Agricultural right

昔稱永佃權

.24        不動產役權  Servitude of real property
昔稱地役權

.25 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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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26 抵押權

.27 質權

.273 動產質權

.276 權利質權

.28 留置權

.29 占有 Possession

.3 債及債權 Obligation
債權與債務入此

.31 契約 Contracts
專指債權契約

物權契約入 584.2

.319  契約書範例

.32 債權人；債務人

.33 契約以外債之發生

[.331] 代理權

宜入 584.136 代理

.336 無因管理

.337 不當得利

.338 侵權行為

.34 債之標的

.35 債之效力
給付不能、給付遲延、保

全入此

.37 債之移轉及消滅

.372 讓與
債權讓與、債務承擔入此

.374 清償

.375 提存

.376 抵銷

.377 免除

.378 混同

.38 各種債

.381 買賣 Buying and selling

.382 互易

.383 交互計算

584.384 贈與 Gift

.385 租賃

.386 借貸

.387 僱傭

.388 承攬 Contract  for work
旅遊契約、旅遊損害賠

償等入此

.389 出版
出版契約入此

.39 委任 Mandate；委託

Commission

.391 經紀泛論 Brokerage

.3912 經理人；代辦商 Agent

.3916 居間
一方為訂約之媒介，

他方給付報酬

.3918 行紀
以自己之名義為他人

之計算，而受報酬之營業

.392 寄託

.393 倉庫
參見 563.8 倉庫

.394 運送
參見 557 交通運輸

.3943 物品運送

.3945 旅客運送

.3947 承攬運送

.395 合夥 Partnership
同：合股

.396 指示證券

.3965 無記名證券

.397 終身定期金

.398 和解

.399 保證
人事保證入此

.4 親屬法 Family law
家事事件法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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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41 婚姻法：夫婦 Marriage

.411 婚約 Engagement

.412 結婚要件

.413 婚姻效力

.414 婚姻不成立、無效及撤銷

分居入此

.415 離婚 Divorce

.418 夫妻財產制

.419 非婚夫婦

.42 父母與子女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繼父母入此

.421 婚生子女

.422 非婚生子女
繼子女入此

私生子問題入 544.735

.423 認領

.425 收養
養子女問題入 544.56

.427 父母權利義務

.428 子女義務

.43 其他親屬

.431 親屬種類及範圍
敘親系及親等者入此

.435 親屬關係之發生及消滅

.44 家
論家長及家屬者入此

家庭問題入 544

.45 同居人

.46 扶養

.47 監護 Guardian Custody

.472 未成年人

.475 禁治產人

.48 親屬會議

[.49] 各國親屬法

宜入 584.9

584.5 繼承法 Inheritance and
Succession

.51 繼承人 Heir

.52 遺囑 Wills

.526 遺贈 Legacy

.527 遺囑之執行

執行人入此

.528 遺囑之撤銷

.529 特留分 Legal portion

.53 遺產之繼承
遺產繼承之效力及拋棄等

入此

[.59] 各國繼承法

宜入 584.9

.7 民事特別法

.8 非訟事件法

.86 民事非訟事件

.87 商事非訟事件

.9 各國民法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並

得仿 584.1-.8 分，為方便識別

起見，各國號碼之後加斜線

.92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

.92/5 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

.931 日本民法

.931/31 日本契約法

.943 德國民法

.952 美國民法

.952/4 美國親屬法

585  刑法 Criminal  law
本類以中華民國刑法為主，各國

刑法入 585.92-97

刑事訴訟法入 586.2；軍刑法入

593.9

參見 548.5 犯罪學；548.6 刑事

偵察學；548.7 刑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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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1 刑法總則

.12 刑法之原則

.124 罪刑法定主義 Legality 
nullum  crimen

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

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13 刑法之效力

.14 刑事責任
責任能力入此

.141 犯罪行為 Criminal 

behavior

[.142] 侵權行為 Torts

宜入 584.338

.143 故意犯

.144 過失犯 Negligence

.145 錯誤論

.146 因果關係論

.147 違法性之阻卻

參見 585.564 刑之免除

.1473 正當防衛 Legal defense

.1475 緊急行為及緊急避難

.1478 精神障礙 Insanity

.149 準犯罪 Quasi crime

.15 未遂罪 Attempt
同：未遂犯

.16 共犯 Conspiracy

.162 共同正犯

.163 教唆犯 Instigation；
Subornation

.164 從犯；幫助犯

.165 共犯與身份之關係

.17 罪數論
連續犯、併合犯、累犯、

常業犯等

.178 牽連關係

一個犯罪行為，觸犯二

個以上罪名

585.18 罪犯 Offenders

同：犯人

.19 青少年犯罪者

.2 刑法分則

.21 侵害國家法益的犯罪 Against 
state

.214 對元首之犯罪

.215 對國旗之犯罪

.22 內亂罪；外患罪 Treason

.23 妨害國交罪 

.235 妨害國家中立罪 Against

neutrality

.24 瀆職罪 Corruption
賄賂罪（Bribery）、職務遺

棄、妨害祕密、職權濫用入此

.25 妨害公務罪

妨害公務員執行職務、侵害

公文書印信及侮辱公務員、公

署等

.255 妨害投票罪 Abuse of the 
elective franchis

.26 妨害秩序罪

.27 脫逃罪

.28 藏匿人犯罪；湮滅證據罪

.29 偽證罪；誣告罪 Perjury

.3 侵害社會法益的犯罪 Against
social order

.31 公共危險罪
酒後駕車入此

.311 縱火 Arson

.313 決水

.32 妨害公共信用罪

.321 偽造貨幣罪

.322 偽造有價證券罪

.323 偽造度量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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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324 偽造文書印文罪

.34 妨害性自主罪

.343 強制性交罪 Rape

.345 猥褻罪 Indecency

.35 妨害婚姻及家庭罪

.351 重婚罪 Bigamy

.353 通姦罪

.355 和誘罪

.356 略誘罪

.36 褻瀆祀典罪；侵害墳墓屍體罪

.37 妨害農工商罪

.38 毒品罪

.39 賭博罪

.4 侵害個人法益的犯罪 Against
person

.41 殺傷罪

.411 殺人罪

.415 傷害罪

.416 墮胎罪 Abortion

.417 遺棄罪

.42 妨害自由罪

.423 強制罪

.425 誘拐罪

.427 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428 妨害居住罪

.43 妨害名譽及信用罪

.431 誹謗罪；侮辱罪  
Defamation

言語誹謗（Slander）、

書面誹謗（Libel）入此

.432 妨害信用罪

.44 妨害祕密罪
侵害個人隱私權、侵害個人

資料保護罪者入此

參見 584.11 自然人

585.45 竊盜罪 Larceny

.46 搶奪強盜及海盜罪

.465 海盜罪 Pirate

.466 劫機罪

.47 侵佔罪 Embezzlement

.48 詐欺背信及重利罪

.49 其他犯罪

.491 贓物罪

.492 恐嚇及擄人勒贖罪

.494 毀棄損壞罪

.5 刑罰 Punishments；刑名

Penalty
行刑學入 589.7；獄政入 589.8

參見 548.7 刑罰學

.51 死 刑 Death penalty； 生 命 刑

Capital punishment

.52 體刑 Corporal punishment

笞刑入此

.53 自由刑

.531 徒刑 Penal servitude

.533 拘役

.54 財產刑 Pecuniary punishment

.541 罰金

.544 沒收 Confiscation

.546 刑之易科

.547 易科罰金

.548 易服勞役

.55 名譽刑
能力刑、資格刑、權利刑入

此

.551 褫奪公權
參見 572.24 公權之遞奪

及恢復

.56 刑罰之適用及執行
刑量論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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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561 刑之酌科及加減

.562 宥減規定

.563 不定期刑

.564 刑之免除
參見 585.147 違法性之

阻卻

.565 數罪併罰；刑之併科

.566 刑期計算

.567 羈押折抵

.568 緩刑

.569 假釋

.57 刑罰之消滅

.571 犯人死亡

.572 時效

.574 大赦 Amnesty

.575 特赦 Pardon

.576 減刑

.577 失效

.578 復權

.58 保安處分

.581 感化教育

.582 監護處分

.583 禁戒處分

.584 強制工作處分

.585 強制治療處分

.586 保護管束

.587 驅逐出境處分

.6 刑律論
此目專收有關刑律之論著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中國刑律彙編入 582.1

.62 漢律論

.64 唐律論

.651 宋律論

585.656 金律論

.66 明律論

.67 清律論

.7 刑事特別法

陸海空軍刑法入 593.91

.71 治安立法

.73 經濟刑法
經濟犯罪入此

.74 勞動刑法

.78 少年事件處理法

.79 其他
醫療糾紛、家庭暴力防治法

入此

.8 刑事案件

.9 各國刑法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並

得仿 585.1-.8 分，為方便識別

起見，各國號碼之後加斜線

.92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92/3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危
險罪

.931 日本刑法

.931/48 日本詐欺罪

.952 美國刑法

.952/431 美國誹謗罪

586  訴訟法 Procedure
本類以中華民國訴訟法為主，各

國訴訟法入 586.92-97

行政訴訟法入 588.16

.09 歷史及古文獻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 民事訴訟法 Civil procedure

.2 刑事訴訟法 Penal procedure
[.21] 檢察制度

宜入 589.5

.22 公訴；自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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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3 訴訟總則

.31 訴訟能力

.32 法院審判權

.33 法院管轄權

參見 589.2 法院組織

.34 訴訟文書

.35 訴訟費用

.36 訴訟當事人
自訴人、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入此

.37 共同訴訟及訴訟參加

.38 訴訟代理人及輔佐人

.4 訴訟程序

.41 民事訴訟程序

.42 刑事訴訟程序

.43 附帶民事訴訟程序

.45 第一審程序

簡易訴訟程序、小額訴訟程

序入此

.46 上訴審程序

.47 特別程序

.471 抗告程序；督促程序

.472 保全程序
假扣押、假處分入此

.473 公示催告程序

.474 人事訴訟程序

.48 和解；仲裁 Arbitration

調解（民事訴訟）、商務仲

裁入此

.489 仲裁書狀

.49 訴訟輔導

.5 審判；裁判 Trials
民事審判、刑事審判入此

.5014 審判心理學

.51 偵查

偵查學入 548.6

586.512 傳喚被告

.513 拘提；逮捕；通緝

.514 羈押

.5144 羈押禁見

.5145 停止羈押

.5143 羈押之再執行

.515 保結
具結、人保、財產保等

入此

.516 監視 Surveillance

監視居住、限制離境等

入此

.517 搜索；扣押

.518 起訴

.519 不起訴；撤回起訴；緩起
訴

.52 審訊

.53 預審

.54 陪審 Jury

.545 陪審員 Juror

.546 陪審長 Foreman

.56 判決 Verdicts

.57 上訴；覆判 Appellate 
procedure

.58 救濟；抗告
冤獄賠償入此

.582 再審程序

.585 非常上訴

.6 證據 Evidence

.61 自白 Confession

.62 人證 Witness

.63 物證及其鑑定 Expert 
testimony

.64 勘驗

.65 檢驗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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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例：洗冤錄

586.66 法醫學；裁判醫學 Medical 

jurisprudence

必要時得依下列細分

.661 法醫解剖學

.662 個體識別

筆跡、字跡、牙齒、親

子鑑定等入此

指紋學入 586.67

.663 證物檢查
毛髮、血痕、精液入此

.664 屍體檢驗

.665 醫療過失鑑定

.666 墮胎法醫學

.667 性法醫學

強姦認定入此

.668 法醫毒物學

.669 司法精神病學

.67 指紋學 Dactylography；
Fingerprint

手印入此

.68 司法彈道學

.69 通譯

.7 律師 Lawyer；辯護人 Attorney
律師論理入 158.1；律師倫理

入 198.58

.71 法律諮詢

.72 訴訟辯論

.75 律師費用

.76 公設辯護人

.78 律師公會 Bar association

.79 律師辯護實錄

.8 執行 Execution

.89 強制執行 Compulsory 
execution

強制處分、假處分、假扣押

入此

參見 586.472 保全程序

586.9 各國訴訟法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並得

仿586.1-.8分，為方便識別起見，

各國號碼之後加斜線

.92 中華人民共和國訴訟法

.92/1 民事訴訟法

.92/2 刑事訴訟法

587  商事法 Commercial law
同：商法

本類以中華民國商事法為主，各

國商事法入 587.92-.97

參見 480-490 商業；553.4 經濟

法規；558 貿易；564.2 財務行政

法規

.1 商人通例

.19 商行為法
買賣、交互計算、承攬、經

理人、合夥等均為商行為

參見 584.3 民法債權

.2 公司法

論公司之經濟面者入 553.9

.22 無限公司

.23 兩合公司

.24 有限公司

.25 股份有限公司 Joint stock

.251 設立

.252 股份

.253 公司組織

.2531 股東；股東大會

.2532 董事；董事會

.2533 監察人

.254 公司的利益，盈餘分派

.255 公司債

.256 增資，減資

.257 公司之解散、合併及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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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27 外國公司

.28 公司登記與認許

.3 商標法
參見 492.5 商標

.4 票據法
論票據之經濟面者入 562.37

.42 匯票

.43 本票

.44 支票 Check

.5 保險法

勞工保險入 556.82；社會保險

入 548.9；農業保險入 431.33；

海上保險入 587.66

.6 海商法 Maritime commercial 
law

參見 579.97 國際海商法

.62 船舶法
船舶租賃、船舶登記法入此

.64 海難救助及撈救

.65 共同海損 General average

.66 海上保險

[.67] 緝私

宜入 568.719

[.7] 出版法
宜入 487.71 出版法

.8 其他商事特別法

.81 破產法
論破產之經濟面者入

563.16

.83 委託經理

信託法、信託業法及其施行細則入此

.85 有價證券法

偽造有價證券罪入 585.322

.9 各國商法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並

得仿 587.1-.8 分，為方便識別

起見，各國號碼之後加斜線

587.92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法

.92/4 票據管理法

.931 日本商法

.931/2 日本會社法

588  行政法 Administrative law
本類以中華民國行政法為主，各

國行政法入 588.92-97

行政管理入 572.9；中國政治制

度入 573；各國政治入 574；地方

政治入 575

.01 行政法理論

.1 總論

.11 行政組織法

.111 中央組織法

.113 地方組織法

各縣市組織法入此

[.114] 地方自治法

宜入 588.22

.12 公務員法

財產申報法規等入此

.13 行政行為

行政命令、行政規則、行

政處分、行政契約等入此

.135 行政程序法

.14 行政救濟法；國家賠償法

.15 訴願法；請願法

.16 行政訴訟法

同：行政爭訟法

.17 行政裁判

.18 行政執行法；行政罰法

.2 內政法規

[.21] 警察法規；公安法規

宜入 575.81 警政法規

.22 自治行政法規
地方自治法入此

[.23] 衛生行政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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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入 412.21 醫藥法規

[588.24] 合作行政法規

宜入 559.1 合作法規

[.26] 勞工行政法規

宜入 556.84

[.27] 宗教事務管理法規

宜入 201 宗教政策

.29 民族事務管理法規

.3 文教管理法規

.34 著作權保護

參見 011.11 版權

智慧財產權法規入 553.4

.36 科學技術管理法規

[.4] 財政行政法規
宜入 564.2 財務行政法規

[.5] 經濟行政法規
宜入 553.4 經濟法規

[.6] 交通行政法規
宜入 557.13 交通法規

.7 外事法規

[.8] 軍事行政法規
宜入 593.91 軍事法規

[.84] 戒嚴法規

宜入 593.961 戒嚴法

.9 各國行政法

如欲將各國各項行政法集中 

者，可用此號。依世界區域及分

國表複分，並得仿588.1-.8分，

為識別方便起見，各國號碼之後

加斜線

政府資訊公開法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2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法

.92/36 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

術管理法規

.931 日本行政法

.931/16 日本行政訴訟法

588.931/23 日本衛生行政法

589  司法制度 Judicial system
本類以中華民國司法制度為 

主，各國司法制度入 589.9

.1 司法行政

.11 民國以前司法行政

.12 司法院

.13 法務部
舊稱：司法行政部

政風業務入此

.14 司法人員

政風人員入此

.15 司法人員教育及訓練

.16 司法文書

訴訟文書入 586.34

.17 司法統計

.2 法院組織

法院組織法入此

.21 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22 高等法院 Superior court

.23 地方法院 District  court

.24 行政法院 Administrative court

.4 代理司法制度

.41 調解制度

.42 仲裁制度

.43 公證制度

.5 檢察制度

刑事偵查學入 548.6

參見 586.6 證據

.51 檢察官

.55 司法調查制度

.56 法醫師制度
法醫師法入此

.6 法官 Judges
同：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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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69 司法警察

.7 罪犯之行刑

犯罪學入 548.5；出獄教化入

548.78

.73 行刑累進處遇

.75 刑務作業

.8 獄政

刑罰學入 548.7

.81 監獄 Prison；Jail

.82 監獄法

.87 看守所

.88 感化院；少年輔育院；觀護
制度 Reformatory

.9 各國司法制度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並

得仿 589.1-.8 分，為方便識別

起見，各國號碼之後加斜線

日本獄政入 589.931/8，德國

檢察制度入 589.943/5

.92 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制度

.92/1 司法行政

.92/2 法院組織

.92/21 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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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
Military science

590  軍事總論 Military sci-
ence：general

.1 軍事理論

.14 軍事心理學

.9 軍事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91  軍制 Military system and
service

.1 典範令

.19 軍旗，軍徽
軍服入 594.72

.2 軍事行政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21 歷代軍事行政
兵步入此

依中國時代複分表複分

.22 國防部
聯勤總司令部入 594.12

.23 國防會議

.24 國防委員會

.25 參謀部

.27 軍事諮詢機構
戰略顧問委員會、國家安

全會議入此

.28 軍區

.3 軍隊編制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陸軍入596.1；海軍入597.1；

空軍入 598.1 軍編制；598.1

空軍編制

.32 紅軍編制

人民解放軍編制入此

591.4 軍事指揮

.41 統帥權

.42 軍令系統

.43 作戰指揮

.45 參謀工作

.5 軍職

.51 軍階

.511 軍官

.512 將官

.513 校官

.514 尉官

.515 士官

.516 士兵

.517 兵

.518 軍中文職

.52 軍籍

.53 任官、晉等、考績

.54 任職

.56 勛獎

.57 撫卹

.58 旗章

.59 其他

.6 兵制

.601 徵兵制 Conscription system

.603 募兵制

.604 志願兵制 Voluntary service

.605 義勇兵制；民兵制

Volunteer  army

.608 婦女兵制 Woman co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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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609 其他兵制

.61 兵役法

.62 兵役組織

.63 兵役業務

.64 徵募 Recruiting

.641 程序泛論

.642 身家調查

.643 兵役檢查

.644 體位標準

.645 抽籤

.646 徵集入伍

.647 預備役

.648 緩征；緩兵

.649 免役；禁役

.65 服役

.651 替代役

.652 停役

.653 退伍

.654 志願服役

.655 除役

.656 歸休

.66 兵役忌避 Evasion of military 
service

參見 593.928 逃兵

.67 民兵
參見 591.605 民兵制

.68 中華民國役政

.69 各國役政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692 中華人民共和國役政

.7 軍隊工作

情報工作入 599.7

.71 防衛工作

.72 綏靖、剿匪工作

591.73 鎮暴工作

.74 政治作戰工作

.75 文化工作

.76 宣傳工作

.77 群眾工作

軍民合作入此

.78 戰地政務

佔領區民事行政、軍事管 

理、宣撫、敵後工作

.79 其他
救災工作、救難工作入此

.8 中華民國軍政

.9 各國軍政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2 中華人民共和國軍政

592  兵法；作戰法 Arts of
war

.09 古代兵法 Antiquated arts of 
war

兵家入此

.091 握奇經

.0915 六韜
舊題呂尚撰

.092 孫子

.093 吳子
戰國衛吳起撰

.094 司馬法

.0946 尉繚子

.095 三略

.0951 素書

.0953 心書；火龍經；武經奇

書

心書舊題諸葛亮撰

.0956 李衛公問對

舊題李靖

.0957 太白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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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096 明以前其他兵法書
書例：武經總要（宋曾

公亮等奉敕撰）

.097 明清兵法略書

書例：紀效新書、練兵

實紀（戚繼光撰）

.098 日本古代兵法

同：軍學

.099 各國兵法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

分

.1 作戰 War operation
所謂作戰，包括戰略、戰術、

勤務、演習，以及行政等軍事任

務之行動

.11 作戰計劃 Operation plan

.12 作戰之準備

.2 動員 Mobilization

.22 徵用

.23 徵發 Requisition

物資動員入此

.24 留守

.26 國家總動員

.28 復員 Demobilization

.3 軍事地理 Military geography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01 軍事地形學

.31 世界軍事地理

.32 中國軍事地理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

表複分

.333 臺灣軍事地理

.38 軍事測繪學

.389 軍事製圖學

.39 軍事地圖 Military maps
陸軍作戰圖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92.398 軍用海圖

.399 軍用航空圖

.4 戰略 Strategy
運用人、物、財力統籌全局指

導整個戰爭或作戰之方略也

.41 陸軍戰略

.42 海軍戰略；制海權

.43 空軍戰略；制空權

.44 基地戰略

.45 總體戰；國家戰略

.46 政治戰略

.47 經濟戰略

.48 思想戰略；文化戰略

宣傳戰、心戰入此

.49 各國國際戰略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參見 578.1 國際關係各論；

578.18 國際問題

.5 戰術 Tactics
如何使戰鬥上能得最好成果達

成戰略目的之術也

以下所列，僅擇要而已。陸戰

為主，屬於各軍各科者入各該部

門

.51 野戰 Field operations

包括河川、沼澤、森林、稻

田等

.52 運動戰

.53 游擊戰 Guerilla

.54 夜間戰術

.55 防禦戰；掩護戰

偽裝戰入此

.56 特種戰術

巷戰、城市戰入此

.57 要塞戰；攻堅戰

.58 聯合作戰
同：三棲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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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59 其他戰術
太空戰爭入此

.6 戰鬥 Battles
各項戰鬥記錄入此

.7 陣中勤務 Field duties

.71 行軍 March

.72 宿營

.73 炊事

.74 巡邏；警戒

.75 偵察；搜索
斥候、觀察入此

.76 諜報；戰鬥情報
戰鬥序列、地形、氣象及情

報

.8 軍事演習 Maneuvers

.89 沙盤、軍事遊戲
軍旗入 997.13

.9 戰爭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1 世界戰爭史
必要時按時代分之

.911 古代戰史

.912 羅馬期戰史

.913 中世戰史

.914 近代戰史

.915 二十世紀

.9152 歐戰；第一次大戰史

.9154 第二次大戰史

.9155 波斯灣戰爭

.916 二十一世紀（2001-　）

.9161 伊拉克戰爭

參見 548.86 恐怖活動

.917 陸戰史

.918 海戰史

.919 空戰史

.92 中國戰史

得再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592.928 現代

.9287 紅軍
同：人民解放軍

593  軍事教育 Military 
education；軍事訓練

Military training

.1 法規

.2 軍隊教育

.21 正規軍

.23 後備軍

.25 民防軍

.3 特別教育

.31 將領訓練

.32 幹部訓練

.33 士兵訓練

.34 聯合教育

.4 軍事養成教育

新兵訓練中心入此

.5 國民軍事訓練

.56 國民軍訓

.57 學生軍訓
參見 528.3 公民教育

.6 中華民國制度

.7 各國制度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8 校閱

.81 閱兵典禮

.9 軍法 Military law

.91 軍事法規
陸海空軍刑法入此

.92 軍刑法分則

.921 叛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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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922 辱職；擅權

.923 抗命罪

.924 暴行脅迫；侮辱

.925 私造軍火；盜賣損壞軍用
品

.926 縱火；掠奪；強姦

.927 詐偽

.928 逃亡；收容逃亡

.929 違背職守

.93 陸海空軍懲罰法

過犯不涉及刑事範圍者入 

此。陸海空軍懲罰法是也

.931 應受懲罰之過犯

.932 軍官之懲罰

.933 士兵之懲罰

.934 撤職、停職、降級、罰薪

.935 檢束、禁閉、勞役

.936 禁足、罰站

.937 記過

.938 申誡

.939 申復

.94 軍紀 Military discipline

.942 戰時軍律

.95 軍事審判

.951          法規及判例

軍事審判法入此

.952 軍事審判人員

.953 軍事法庭 Military court

.954 軍事檢察

.955 軍事訴訟程序

.9551 初審

.9552 覆判

.9553 抗告

.9554 再審

593.9555 非常審判

.956 軍事辯護人

.957 判決執行

.958 軍人監獄

.96 軍事特別法

.961 戒嚴法

戒嚴令下之行政入 588.84

.962 妨害軍機治罪條例

.963 要塞保壘法

.965 軍事征用法

.966 戰時禁制品條例

.967 海上捕獲條例

.97 憲兵 Military police

.98 中華民國軍事法規

.99 各國軍事法規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

分類

594  軍需 Military supplies；
後勤 Logistics；軍人生活

Military life

.1 軍需行政 Supply administration

.12 聯勤總司令部

.2 中華民國後勤狀況

.3 各國後勤狀況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 軍需管理

.42 徵購

.44 分配

.48 會計

.49 其他
軍墓管理入此

.5 兵站；軍事補給 Commissary
line and stations

參見 595.49 軍事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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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6 軍需物質
同：輜重

.61 糧秣
同：食品勤務

.62 營幕

.63 被服

.64 燃料；油料

.65 武器；彈藥

.66 旗幟

.67 馬政；馬營

.68 軍犬；軍鴿

.69 其他

.7 軍人生活 Military life

.71 內務

.72 軍服

.73 軍禮

.74 軍樂

.75 軍中生活

.76 勞軍

.77 康樂

.78 軍眷

.79 退除役官兵

.9 軍事醫學

.91 軍事衛生保健

.92 軍事急救

.93 救護；軍醫

.94 傷患護送 Evacuation

.97 醫療船

.98 戰地病院；傷兵醫院

.99 戰地紅十字會

595  軍事技術 Military
technology

航空兵器入 598.5；防空兵器入

599.63；軍艦入 597.6

595.1 營繕工程；軍事工程
工兵入 596.5

.11 機械
裝甲工程車、開路機、挖壕

機等入此

.12 測量

.13 築路；築橋

.14 建築

.15 基地工程

.151 陸軍基地

.152 海軍基地：軍港

.153 空軍基地：軍用機場

.154 飛彈軍事工程

基地、發射場等

.2 防禦工程

.21 陣地構築

.22 塹壕 Trench

.23 地下壕

.25 防雷

.26 防砲擊

.27 偽裝工事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 要塞工程 Fortification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 軍事通訊 Military 
communication

.41 軍用通信器材

.42 軍用網際網路

有線及無線網際網路均入此

.43 軍郵

.44 簡易通訊

信號、旗號、軍號入此

.45 有線通信

.46 無線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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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47 光波通信

.48 太空通訊

.49 軍事交通

.5 兵器 Arms

.6 兵工廠 Arsenal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7 軍用物理學

.71 軍用機械力學

.72 軍用電學

電學兵器入此

.722 雷達

.73 軍用光學
光學兵器（例：死光、雷射）

入此

.74 音頻兵器
聽音機、滅音裝置入此

.76 核子武器 Nuclear  weapons
同：核兵器

原子彈入此

.8 軍用化學；國防化學

.81 火藥；爆炸 Demolition

.82 煙霧 煙幕彈入此

.83 化學兵器

燒夷彈、化學地雷等入此

參見 418.89 化學武器中毒

.84 細菌兵器；生物兵器 
Microbes

.85 毒氣武器與防毒器具 Poisons 
and gases 

.87 軍事攝影

.9 器械；兵器；武器

.91 冷兵器

.92 手槍、步槍、卡賓槍

刺刀、匕首等入此

.93 機關槍

.94 砲及砲術 Artillery；Gunnery

高射炮入此

595.941 加農炮；大炮 Cannon

.942 榴彈炮
山炮、野炮入此

.943 反坦克炮

.944 迫擊炮 Trench mortar

.945 遠程炮；高速炮

.946 海岸炮；艦炮

.947 高射炮

參見 599.64 高炮射擊術

.948 火箭炮

.949 其他各種火炮

.95 火箭；飛彈 Missile

.96 彈藥；爆破器材

.961 爆破器材

手榴彈、擲彈筒、布雷 

器、引信、火工品入此

.962 槍彈
照明彈、燃燒彈入此

.963 炮彈

.964 炸彈

.965 火箭彈

.966 地雷

.967 魚雷；水雷

.968 機雷
反機雷器材亦入此

.969 深水炸彈

.97 裝甲兵器；戰車

.971 坦克 Tank

.972 自行火炮

.973 各種履帶車輛

爆破車、掃雷車入此

.98 其他兵器

靶入此

.99 古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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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弓箭入此

參見 793.62 古兵器

596  陸軍 Army

.1 行政及編制

.12 陸軍總司令部

.14 一般編制

.142 軍

.143 師

.144 團

.145 旅

.146 連

.147 排

.148 班

.149 伍

.15 特殊編制

.2 步兵 Infantry

.3 騎兵 Cavalry

.4 砲兵 Artillery
炮術入 595.94

.5 工兵 Engineering forces

.6 其他特種兵

.61 交通兵
鐵道兵入此

.62 通信兵

.63 機械化部隊
裝甲兵入此

.64 化學兵

.65 火箭部隊

.66 空降部隊

.68 輜重兵；運輸兵

.69 其他 

.7 陸軍訓練 

.71 陸軍軍官學校 

.8 中華民國陸軍

總論全國陸軍兵力或專論某一

部隊之書均入此

596.9 各國陸軍

總論一國陸軍兵力或專論某一

部隊之書均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97  海軍 Navy

.1 行政及編制

.12 海軍總司令部

.2 海軍戰術

.21 偵察

.22 海上作戰

.25 兩棲作戰

.26 登陸作戰 Landing operation

.3 海軍訓練

.31 海軍軍官學校

.32 輪機學校

.33 參謀學校

.34 陸戰隊學校

.36 艦艇訓練

.37 演習

.38 業務講習

.39 各種操典及教材

.4 給養

.5 工程；器械

.6 軍艦 Warships

.61 戰鬥艦 Battleships

.62 巡洋艦 Cruisers

.63 航空母艦 Aircraft  carriers

.64 海防艇

.65 砲艇

.66 驅逐艦；水雷艇

.67 潛水艇；潛水母艦；反潛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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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7.68 登陸艦艇

.69 輔助艦艇

醫療船入 594.97

.691 修補艦

.692 補給艦

.693 船塢

.694 掃雷艇 Mine-sweeper

.699 其他特種艦艇

.7 各兵科

.71 艦艇兵

.75 海軍陸戰隊

.76 海軍航空隊

.77 潛艦部隊

.78 海岸防衛隊

.8 中華民國海軍

.9 各國海軍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98  空軍 Air forces

.1 行政及編制

.12 空軍總司令部

.2 空軍戰術

.21 偵察戰術

.211 目視偵察

.212 照相偵察

.213 夜間偵察

.214 氣象偵察

.215 電子偵察

.216 海上偵察

.22 驅逐與轟炸

.221 空中攻擊術

.2211 單機攻擊

.2212 編隊攻擊

.222 對地攻擊

598.223 海上攻擊

.224 夜間作戰

.225 戰鬥佈署

.226 射擊學

.227 轟炸學

.23 運兵及供應

.231 空運作戰

.232 後勤空運

.233 特種空軍

.235 供應部隊

.25 戰術管制

.27 作戰計劃及部署

.3 空軍訓練

.31 基礎教育

.311 幼年學校

.312 預校

.313 空軍軍官學校

.32 專科教育

.321 機械學校

.322 通訊電子學校

.323 防空學校

.33 特別訓練

.331 指揮參謀大學

.34 部隊訓練

.341 換裝訓練

.342 技術訓練

.343 機種訓練

.344 戰術訓練

.37 演習

.38 業務講習

.39 教材

.391  操典、教範

.393  教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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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4 給養

.5 工程；器械

.58 汽球、空船

.59 滑翔機

.6 軍用飛機

.61 戰鬥機

.62 轟炸機 Bombing plane

.63 運輸機

.64 偵察機

.65 聯絡機

.66 目標機

.67 搜索救護機

.68 教練機；特種飛機

.69 直昇機

.7 各兵科

.71 航空兵

.72 空降兵
同：傘兵

.73 雷達兵

.74 高射砲兵

.75 探照燈部隊

.8 中華民國空軍

.9 各國空軍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99  國防 National defense；
防務 Defense

.01 國防思想

.062 國防研究院

.1 國防政策

各國國防政策入 599.9

.11 建軍計劃

.12 軍備制限及擴張；裁軍

軍備精實入此

國際裁軍問題入 578.181

599.13 國防經費與預算

.18 國防現代化

.2 邊防

.3 陸防

.31 保安警察

參見 575.8 警政；公安

.32 商團

.33 保安隊

.34 民團

.4 海防

.41 海岸巡防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入此

.5 江防

.6 空防
空軍防空學校入 598.323

.61 防空編組

.62 防空情報

.63 防空兵器

防彈衣、防毒面具等入此

.64 高砲射擊術及高砲陣地

.645 飛彈防禦系統

.65 防空壕洞

.66 防空警報

.67 燈火及交通管制 Control of 
light & traffic

.68 疏散

.7 國家安全 National security
情報、軍事行為之網路戰或網

路安全工作入此

地方警政及公安入 575.8

.71 情報理論及方法 Intelligence

.72 特務 Special agent；間諜 Spy

著名間諜實話可收入於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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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73 安全機構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7352 美國
中央情報局（CIA）入

此

.74 情報學各論

.75 軍事情報

戰鬥情報入 592.76

.76 戰略情報

包括國際、文書、俘虜、

外事、技術、通信、兵要、邊 

疆、國內外治安等

.77 防諜 Counter  intelligence 

services

.771 反間諜

.78 民防

地方警察及公安入 575.8

.79 各國國家安全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8 中華民國國防

總論入此，各種防務分入以上

各類

參見 681.5 中國邊疆

.9 各國國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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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600  史地總論 History and
geography：general

601  史學 Historical  science

.1 史學義例

.2 史料歷史學；考訂

研究史料的源流、價值、利 

用、考訂等入此

史料本身入各國史地

.3 史學評論

.4 歷史哲學 Philosophy of 
history

.41 神學歷史哲學

.42 實證歷史哲學

.44 唯心歷史哲學

參見 549.33 歷史唯物主義

.45 唯物歷史哲學

參見 549.33 歷史唯物主義

601.46 唯生歷史哲學

.48 人文主義歷史哲學

.6 歷史輔助學 Auxiliary sciences
歷史地理學、口述歷史等入此

言語學入 801.1；古物學、考

古學入 790；譜系入 789；檔案

學入 027.9

.7 古文書學 Paleography
參見 655 檔案；795.8 古文書

.8 年代學；紀年法 Chronology
參見 327.7 計年法

.82 年號

.84 西元

.9 史學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2 中國史學史

.94 西洋史學史

.99 史學家

史地類

History and geography
一般史籍應先依國家分，再依時代分；各國各區域之歷史，應分入各國地方史；各科專門史，應依

學科性質分入有關各類，例如中國文學史分入文學史；凡論述史料之搜集、鑑別，或歷史哲學者，分

入史學類

有關文化史及外交史，自史籍中析出分別立類；有關詔令、奏議、實錄、檔案等，則合而為一，立

為史料類

凡涉及若干時期之歷史著作，除表中特別注明外，應分入最早之時期或該書特別注重之時期

凡一般性之地圖，依地域分類；凡專門性之地圖，依其性質分入有關各類

凡一般性之遊記、旅行記、探險記，分入史地類遊記目；凡以文學筆法敘述者，得分入各國文學類；

凡內容涉及特定目的者，則依其主題分類

中國舊籍史部重體裁，且有正統、僭偽之見存於其中，今劃分為通史及斷代史兩大類，每類之下再

依體裁分為紀傳、編年、紀事本末、雜史、表志等

舊籍史部地理類，今依其性質分為總志、方志、類志、遊記等類；地理類外記之屬，則依今地分入

各國史地類

舊籍史部時令類分入農業類；職官類原則上分入中國政治制度類，但官箴之屬，得分入國家倫理類；

政書類則分入社會科學及歷史有關各類；目錄類經籍之屬分入目錄學，金石之屬分入文物考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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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  史學參考工具 Historical
science reference tools

.1 歷史學文獻目錄

.4 歷史年表

.5 歷史圖錄

603  史學教育及研究

Historic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1 史學研究法

.3 史學教學法

604  史學辭典 Historical
science dictionary

605  史學期刊 Historical
science periodicals

606  史學團體 Historical
science organizations

史地機關、團體、會議入此

607  史學論文集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science essays

史地論文集入此

608  史學叢書 Historical
science book series

史地叢書入此

書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王錫

祺輯）；麓山精舍叢書（陳運溶輯）

609  地理學 Geographical study
凡兼論史地者入 601-608

地圖資料得在分類號前加特殊

符號（＃或Ｍ），以茲區別。一般

地圖（如政治區域圖）按地域分；

專門地圖則依其內容性質分別歸類

（如物產地圖入經濟地理）

自然地理入 351；生物地理入

366；植物地理入 375；動物地理

入 385；醫藥地理學入 412.8；經

濟 地 理 入 552； 商 業 地 理 入

491；軍事地理入 592.3；海洋入

720

609.1 地理學理論

.18 地名學

.2 地圖學 Cartography
測地入 440.901

.22 數學製圖

含：地圖投影、座標、地圖定

向、製圖用表等

.23 製圖儀器

含：座標儀、標準尺、縮放儀等

.24 地圖編製

.241 原圖編繪

.244 平面圖繪製

.245 立體圖繪製

.247 普通地形圖編製

.25 特種地圖編製

.251 自然地理圖

.252 社會經濟地理圖

歷史、行政區劃、經濟等

.253 交通地圖

道路、航海等

.256 教學用地圖

.257 地圖模型

.258 地球儀

.259 其他

.26 地圖製印

.27 地圖讀法

.29 各國地圖學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 地理學教育及研究

.31 地理學研究法

.33 地理教學法

.4 地理學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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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5 地理學期刊

.6 地理學團體

.7 地理學論文集

.8 地理學叢書

中國方志叢刊入 670.8

.9 地理學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9 地理學家

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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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中國通史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正史合刻入此。必要時得細分如

下：.01 四史；.02 七史；.04 十七

史；.05 二 十 一 史；.06 二 十 四

史；.07 二十五史；.08 二十六史

.1 紀傳
通志入 630.1/3

.11 史記

.12 世本

.13 函史

.2 編年

.21 竹書紀年

.23 資治通鑑

.24 通鑑綱目

.25 續資治通鑑綱目

.26 歷代通鑑纂要

.27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長編入 625.02

.28 通鑑輯覽

.29 其他

.3 紀事本末

書例：通鑑紀事本末（袁樞）

.4 雜史；專史

不便分入各類之通代專史，例

如朋黨、國難、國恥、叛亂等入

此；其斷代之朋黨、國難、國恥、

叛亂等專史，仍以分入各代為宜

可分入各專史（包括通代及

斷代），均分入其類。例如中

國文化史入 630；中國外交史入

640；中國宗教史入 209.2

610.45 農民起事史

.5 表志
國史年表、歷史年表、歷代帝

王年表、帝王世系圖等入此

.6 史稿

.7 史鈔

.71 節鈔
書例：十七史詳節（呂祖

謙）

.72 類鈔
書例：廿一史識餘（張墉）

.73 摘句
書例：史觿（謝肇淛）

.74 啟蒙
書例：十八史略（曾先之）

.8 史評
以考評史事者為限，評論史法

者入 601.3

.81 評論；論綱
書例：史通（劉知幾）、

讀史管見（胡寅）、讀通鑑論 

（王夫之）

.83 考訂
書例：十七史商榷（王鳴 

盛）、二十二史劄記（趙翼）、

考信錄（崔述）、史糾（朱明

鎬）

.9 通俗史話

611  中國史學理論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theory

論中國史料者入 650

中國史地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China

中國史地總論複分入 61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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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中國史學參考工具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reference tools

中國史地參考工具入此

612.1 中國史學書目

中國史地書目入此

613  中國史學教育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education

中國史地教育入此

614  中國史學辭典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dictionary

中國史地辭典入此

615  中國史學期刊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periodicals

中國史地期刊入此

616  中國史學團體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organizations

中國史地機關、團體、會議入此

.1 國史館

617  中國史學論文集
Collec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essays

中國史地論叢入此

618  中國史學叢書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book 
series

中國史地叢書入此

正史合刻入610；史料叢刊入658

619  中國史研究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中國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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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628  中國斷代史

Chinese history by 
period

綿延數代史籍之處理法

史書兼論數時期時，除特別注明者

外，得分入最先之時期。如：

六朝史入 622.7

隋唐史入 623.8

遼金元史入 625.4

元明史入 625.8

元明清史入 625.9

明清史入 626.99

各時期之一般史料入 650，詔令入

651，奏議入 652，實錄入 654，檔案

入 655 等項

中國斷代史複分表

除近代史（627.6）及現代史（628）

外，每代均得依本表複分

依史事分，以史事發生時期為次，

以下列兩種號碼加於原有號碼之後

01-09　通紀一代

仿通史 610 分

01　紀傳

02　編年

03　紀事本末

04　雜史；專史

05　表志

06　史稿

07　史鈔

08　史評；考訂；研究

088　書目

09　通俗史話

1-9   專紀一事

書例：戰國策（劉向）入 621.804

漢書（班固）入 622.101

漢紀（荀悅）入 622.102

漢書鈔（茅坤）入 622.107

後漢書（范曄）入 622.201

後漢紀（袁宏）入 622.202

三國志（陳壽）入 622.301

宋書（沈約）入 623.5101

南齊書（蕭子顯）入 623.5201

唐書（歐陽修、宋祁）入 624.101

貞觀政要（吳競）入 624.1102

東觀奏記（裴廷裕）入 624.18

續資治通鑑長編（李燾）入 625.02

明通鑑（夏燮）入 626.02

明史紀事本末（谷應泰）入 626.03

三藩紀事本末（楊陸榮）入626.903

清朝全史（(日 )稻葉君山）入 627.09

清史稿（趙爾巽）入 627.06

康熙政要（章梫）入 627.201

光緒政要（沈桐生）入 627.801

中東戰紀本末（林樂知、蔡爾康）入 627.86

庚子海外紀事（呂海寰）入 627.88

621  先秦 Ancient（to 203
B.C.）

上古史入此

書例：古史（蘇轍 ）、尚史 

（李鍇）入 621.01；繹史（馬驌）

入 621.03；竹書紀年（沈約）入

610.21

中國斷代史複分表

中國斷代史
Chinese history by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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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1 太古

.11 書經
同：尚書

參照 092及經書複分表複分

.118 分篇

.1181 禹貢

.12 盤古

.13 三皇
三皇謂伏羲（太皞）、神農

（炎帝）、燧人。異說甚多

.14 五帝
禮月令以太皞（伏羲）、炎

帝（神農）、黃帝、少皞、顓

頊為五帝。異說甚多

.15 黃帝

參見 271.3 軒轅教

.16 顓頊帝嚳

.17 堯

.18 舜

.2 三代

謂夏、商（殷）、周也

.3 夏（2200–1700B.C.）

.31 禹帝

.33 后羿篡夏

太康失國、少康中興入此

.38 夏桀

.39 商至漢總錄（1766 B.C.-220 
A.D.）

.4 商（1766-1122B.C.）
同：殷

殷商考古入 799.85

.41 開國：商湯

.42 太甲；伊尹輔政

.44 盤庚；遷殷

.46 武丁

.47 祖庚至帝乙

621.471 祖庚

.472 祖甲

.473 廩辛

.474 庚丁

.475 武乙

.477 太丁

.478 帝乙

.48 紂王
同：帝辛

.49 周之興起

古公亶父自邠遷岐，始定國

號曰周

.498 文王

.5 周（1122-221B.C.）

.51 周書

同：逸周書；汲冢周書

.52 西周（1122-771B.C.）

西周考古入 799.86

.524 西周與四夷

.53 武王

.54 成王；周公旦輔政

.55 康王；昭王；穆王；共王

.56 懿王；孝王；夷王

.57 厲王；周召二公行政

.58 宣王

.59 幽王

.6 東周（770-221B.C.）
總論春秋及戰國時代入此

.61 平王

.62 春秋時代（   -453B.C.）

魯隱公元年即平王 49 年，

春秋編年始，世稱春秋時代

起，迄魯哀公 14 年即周敬王

39年。春秋十二國指魯、齊、

晉、 秦、楚、宋、衛、陳、蔡、 

曹、鄭、燕

中國斷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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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五國入 621.65；春秋

一書及其經傳入 621.7；春秋

考古入 799.87

621.63 春秋時代之周室

.64 列國泛論

.65 五國霸業

齊桓、晉文、秦穆、宋襄、

楚莊，世稱五霸。但荀子王霸

以齊桓、晉文、楚莊、吳闔 

閭、越句踐為五霸

.652 齊國

.653 宋國

.654 晉國

.656 秦之興起
周平王元年（770B.C.），

秦始為諸侯

.657 楚

.658 吳

.659 越
楚漢之爭入 621.95；秦

楚之爭入 621.96

書例：吳越春秋（趙曄）

書例：越絕書（袁康）

.66 其他諸國

得依國名排

.67 與四夷之關係

夷狄諸國入此

.7 春秋

.71 公羊傳

.72 穀梁傳

.73 左傳

.74 左傳事類始末類

書例：左傳事類始末（章

沖）、左傳紀事本末（高士

奇）、春秋左傳敘事本末（曹

宗儒）

.75 其他

書例：春秋傳（劉敞）

621.76 春秋緯

.77 國語

同：春秋外傳

.78 春秋卷次

如欲將史事，按卷次排列 

者，可利用之。春秋公元卷次

（B.C.）

.781 春秋卷一

隱公1-11（721-711B.C.）

.782 春秋卷二
桓公1-18（710-693B.C.）

.783 春秋卷三

莊公1-32（692-661B.C.）

.784 春秋卷四

閔公1-2（660-659B.C.）

.785 春秋卷五
僖公1-33（658-626B.C.）

.786 春秋卷六

文公1-18（625-608B.C.）

.787 春秋卷七

宣公1-18（607-590B.C.）

.788 春秋卷八

成公1-18（589-572B.C.）

.789 春秋卷九

襄公1-31（571-541B.C.）

.791 春秋卷十

昭公1-32（540-509B.C.）

.792 春秋卷十一

定公1-15（508-495B.C.）

.793 春秋卷十二

哀公1-14（494-481B.C.）

.794 春秋時代雜事

.795 魯哀公 15-27 年（480-469B.
C.）

.796 468-453B.C.

.8 戰國時代（453-221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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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周威烈王 23 年韓趙魏分晉

起至秦始皇26年兼併六國止，其

間頻年爭戰，世稱戰國。戰國七雄 

：秦、楚、燕、齊、韓、趙、魏

　戰國考古入 799.88

621.804 戰國策
同：國策；短長書記有

東西周、秦、楚、燕、齊、

三晉、宋、衛、中山十二

國，包括自周貞王 16 年

（453 B.C.），迄秦王政

26 年（221 B.C.）

.81 戰國時代之周室

.82 三晉

西元前 453 年三家分晉；西

元前 376 年廢其君，晉亡

.823 魏

.825 韓

.827 趙

.83 燕

.84 田齊

田氏併齊，世稱田齊

.86 衛

.87 中山

.88 縱橫家

蘇秦（合縱抗秦）、張儀 

（連衡事秦）

.89 秦稱王

顯王 44 年（325  B.C.）始

稱王

.9 秦代（249-206B.C.）
西元前 249 年周亡，西元前

221 年完成統一，西元前 206 年

秦王子嬰降，秦亡，西元前 202

年漢王即帝位

.91 秦始皇治世（246-210B.C.）

.92 呂不韋

.93 李斯

.94 干南越

621.95 楚漢之爭

書例：楚漢春秋（陸賈）

.96 秦楚之爭

始皇 24 年（223 B.C.）滅楚

.98 秦漢之爭

.99 秦二世（胡亥）

622  漢及三國 Han, Three
Kingdoms（202  B.C.-280
A.D.）

.1 西漢（206 B.C-8 A.D.）
同：前漢

書例：漢書（班固）入

622.101；漢紀（荀悅）入

622.102

.12 呂后稱制（188-180B.C.）

.14 張騫使西域

.19 新；王莽篡漢

.197 農民起事

綠林、赤眉、新市、平林等

參見 610.45 農民起事史

.2 東漢（25-220）
同：後漢

書例：後漢書（范曄）、東觀

漢紀（班固）入 622.201；後漢

紀（袁宏）入 622.202；東漢精

華（呂祖謙）入 622.207

.22 班超使西域

.27 黨錮之亂

.28 黃巾之亂

.3 三國（220-280）
書例：三國志（陳壽）、季漢

書（謝陛）入 622.301

三國志演義（羅貫中）入 

857.4523

.4 魏（220-265）

.5 蜀（221-263）

.6 吳（222-280）

中國斷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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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7 六朝（222-589）
吳、東晉、宋、齊、梁、陳先

後都於建康（今南京），合稱六朝

書例：建康實錄（許嵩）入 

622.702

吳入 622.6，東晉入 623.2，

劉宋入623.51，南齊入623.52，

梁入 623.53，陳入 623.54

623  晉及南北朝 Tsin, South- 
North  Dynasties（265-
589）

.1 晉（265-420）

.11 西晉（265-317）

.12 武帝（265-290）

.16 八王之亂

.18 懷帝、愍帝（307-316）

.2 東晉（317-420）

.28  安帝、恭帝（397-420）

.3 五胡十六國（302-439）

.31 民族遷徙

.32 五胡

.321 匈奴

匈奴語入 802.981

.322 羯

.323 氐

.324 羌

.325 鮮卑

鮮卑語入 802.986

.329 其他各族

.33 十六國（304-439）

後趙之末，冉閔僭立，稱 

魏，史家以附後趙，稱為冉 

魏；後燕之末，慕容泓僭立，

史家以附後燕；稱為西燕。此

二國不在十六國之列

書例：十六國春秋（崔鴻）

入 623.3301

623.331 前涼（漢）（324-376）

.332 後涼（氐）（386-403）

.333 南涼（鮮卑）（397-414）

.334 北涼（匈奴）（401-439）

.335 西涼（漢）（400-420）

.337 前趙（匈奴）（304-329）

.338 後趙（羯）（319-351）

冉魏入此

.341 前秦（氐）（351-394）

.342 後秦（羌）（384-417）

.343 西秦（鮮卑）（385-431）

.344 前燕（鮮卑）（337-370）

.345 後燕（鮮卑）（384-409）

西燕入此

.346 南燕（鮮卑）（398-410）

.347 北燕（漢）（409-435）

.348 夏（匈奴）（407-431）

.349 成漢（氐）（304-347）

.4 南北朝（386-589）
東晉後，宋、齊、梁、陳等四

朝，均據南方之地，史稱南朝；

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 周，

均據北方之地，史稱北朝七史合

刻入 610.02

.5 南朝（420-589）
書 例： 南 史（ 李 延 壽 ） 入 

623.501；南朝史精語（洪邁） 

入 623.507

.51 劉宋（420-479）

.52 南齊（479-502）

.53 梁（502-557）

.54 陳（557-589）

.6 北朝（386-581）
書例：北史（李延壽）入 623.601

.61 北魏（鮮卑）（386-534）

同：元魏、後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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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62 東魏（鮮卑）（534-550）

.63 西魏（鮮卑）（535-557）

.64 北齊（漢）（550-577）

.65 北周（鮮卑）（557-581）

.7 隋（581-618）

.74 隋文帝（581-604）

.75 隋煬帝（604-617）

.76 隋恭帝（617-618）

.8 隋唐史

624  唐及五代 T'ang,  Five
Dynasties（618-960）

.1 唐（618-907）
書例：唐書（歐陽修、宋祁等）

入 624.101

.11 高祖（618-626）；太宗
（626-649）

.12 高宗（649-683）

.13 中宗（683-684，705-710）；
武后（684-705）；睿宗（684, 

710-712）

武后乃高宗后、廢中宗、睿

宗、稱制，天授元年改國號為

周，稱則天皇帝，共僭位 21

年

.136 伐契丹（696-700）

契丹泛述入 625.51

.137 復唐（705-712）

.14 玄宗（712-755）

書例：開元天寶遺事（王仁

裕）

安史之亂入此

.15 肅宗（756-762）；代宗

（762-779）

.16 德宗（779-805）；順宗

（805）；憲宗（805-820）

624.17 穆宗（820-824）；敬宗

（824-826）；文宗（826-840）

朋黨之爭入此

.18 武宗（840-846）；宣宗

（846-859）；懿宗（859-873）

書例：東觀奏記（裴庭裕）

.19 僖宗（873-888）；昭宗（888-

904）；哀帝（904-907）

黃巢之亂入此

.2 五代（907-960）
書例：五代春秋（尹洙）入 

624.202

.3 後梁（漢）（907-923）

.4 後唐（沙陀）（923-936）

.5 後晉（西夷）（936-947）

.6 後漢（沙陀）（947-951）

.7 後周（漢）（951-960）

.8 十國（902-979）
書例：十國春秋（吳任臣）

.81 吳（892-937）

.82 越（907-978）

.83 閩（899-944）

.84 楚（907-951）

.85 前蜀（908-925）

.86 南漢（916-971）

.87 南平（924-963）

同：荊南

.88 後蜀（938-965）

.89 北漢（950-979）

.9 南唐（933-979）
李昇所建，據江南，至李煜 

（李後主）亡，歷 39 年

書 例： 南 唐 書（ 陸 游 ） 入 

624.901；江南別錄（陳彭年） 

入 624.904；江南野史（龍哀） 

入 624.904；江南餘載（鄭文寶）

中國斷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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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624.904

625  宋及遼金元 Sung, Liao, 
Chin, Yuan（960-1368）

書例：宋元資治通鑑（薛應 

旂）、續資治通鑑長編（李燾） 

入 625.02；四朝別史（席世臣）

入 625.04

.1 北宋（960-1127）
宋（960-1279）入此

書例：宋史（脫脫）、東都

事略（王稱）、宋史新編（柯維

騏）入 625.101；宋九朝編年備

要 （陳均）入 625.102；宋史紀

事本末（馮琦）入 625.103；隆

平集（曾鞏）入 625.104；大事

記講義（呂中）入 625.108

.11 太祖（960-976）

.12 太宗（976-997）

.13 真宗（997-1022）

.14 仁宗（1022-1063）

.15 英宗（1064-1067）；神宗
（1067-1085）；哲宗（1085-

1100）

.16 徽宗（1100-1125）；欽宗
（1125-1127）

書例：靖康要錄（撰人不

詳）

.17 宋金通和及用兵
書例：三朝北盟會編（徐

夢莘）

.2 南宋（1127-1279）
書例：中興小紀（熊克）入 

625.202；錢塘遺事（劉一清） 

入 625.204

.21 高宗（1127-1162）

書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李

心傳）、四朝聞見錄（葉紹翁）

.22 孝 宗（1162-1189）； 光 宗

（1189-1194）

625.23 寧宗（1194-1224）

.24 理宗（1224-1264）

書例：宋季三朝政要（撰人

不詳）

.25 度宗（1264-1274）；恭帝  
（1274-1276）

.26 端宗（1276-1278）；帝昺
（1278-1279）

.3 西夏（1032-1227）
書例：西夏事略（王稱）、西

夏書事（吳廣成）、西夏記（戴

錫章）入 625.302

西夏語入 802.985

.4 遼、金、元總錄（916-1368）

.5 遼（916-1125）
書例：焚椒錄（王鼎）

.51 契丹

書例：契丹國志（葉隆禮）

.56 西遼（1124-1211）

.6 金（1115-1234）
書例：金史（脫脫）、大金

國志（宇文懋昭）入 625.601；

金史紀事本末（李有棠）入 

625.603；松溪紀聞（洪皓）入

625.604

.61 金太祖（阿骨打）（1115-
1123）

.69 金末

書例：歸潛志（劉祁）

.7 元（1271-1368）
書例：元書（曾廉）、蒙兀兒

史記（屠寄）、元史新編（魏源）

入 625.701；元史續編（胡粹中）

入 625.702；元史紀事本末（陳

邦瞻）入 625.703；元史備忘錄

（王光魯）入 625.704；元史節

要（張九韶）入 625.707；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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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證（汪輝祖）入 625.708

參見 639.3 蒙古族史

625.71 太祖（成吉思汗）（1206-1227）

書例：元朝秘史（不著撰 

者）、皇元聖武親征錄（不著

撰者）

.72 太宗（1229-1241）；定宗

（1246-1248）；憲宗（1251-

1259）

.73 世祖（忽必烈）（1260-1294）

都燕京，建國號元，滅宋統

一中國

參見 731.241 鎌倉時代； 

732.24 高麗時代；739.321 印

尼古代史

.74 成 宗（1294-1307）； 武 宗
（1308-1311）；仁宗（1311-

1320）

.76 英宗（1320-1323）；泰定帝
（1323-1328）；明宗；文宗

（1329）；寧宗（1329-1332）

.77 順帝（1333-1368）

書例：庚申外史（權衡）

.8 元明總錄

.9 元明清總錄

626  明 Ming（1368-1644）
書 例： 明 史（ 張 廷 玉 ）

入 626.01； 明 紀（ 陳 鶴 ） 入

626.02；明史紀事本末（谷應泰）

入 626.03；明實錄（胡廣）入

654.6

.1 太祖（洪武）（1368-1398）
書例：洪武聖政記（宋濂）、

革朝志（許相卿）

.18 惠帝（1399-1402）

靖難之變入 626.22

.2 成祖（永樂）（1402-1424）
書例：永樂大典（解縉等）入

043.6

626.22 靖難之變

.24 鄭和下西洋（1405-1433）

.26 征韃靼

.27 征安南

.28 伐瓦剌

.3 仁宗至英宗（1424-1464）

.33 瓦剌之寇

.36 土木堡之變（1449）

.38 代宗（景帝）（1450-1457）

.39 英宗重祚（1457-1464）

書例：天順日錄（李賢）

奪門之變（1457）入此

.4 憲宗（1464-1487）

.5 孝宗（1487-1505）；武宗

（1505-1521）

.57 葡人至廣東（1516）

.6 世宗（1522-1566）；穆宗

（1567-1572）
書例：世廟識餘錄（徐學謨）

.65 倭寇
書例：馭倭錄（王士騏）

.66 葡萄牙佔據澳門（1557）

.7 神宗（1573-1620）；光宗

（1620）

.72 楊應龍之亂

書 例： 平 播 始 末（ 郭 子 

章）、平播全書（李化龍）

.75 東林黨議（1573-1644）

書例：東林事略（吳應箕）

.8 熹宗（1620-1627）；思宗

（1627-1644）
書例：啟禎記聞錄

.85 群盜之亂

中國斷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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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例：綏寇紀略（吳偉業）、

平寇志（彭孫貽）

626.87 張獻忠僭稱大西國王

.88 李自成入關（1643）

.9 南明

同：晚明

書例：三藩紀事本末（楊陸

榮）入 626.903；南明野史（三

餘氏）、殘明紀事（羅謙）、行

朝錄（黃宗羲）入 626.904

.91 福王（1645）

書例：乙酉揚州城守紀略 

（戴名世）、福王登極實錄（文

震亨） 

.92 唐王（1645-1646）

.93 桂王（1647-1662）

書例：永曆實錄（王夫之）、

也是錄（一名永曆帝入緬本

末）（鄧凱）

.94 張煌言

.95 魯王
書例：魯春秋（查繼佐）、

海外慟哭記（黃宗羲）、魯紀

年（黃宗羲）

.96 明鄭：鄭成功

書例：閩海紀要（夏琳）、

臺灣外記（江日昇）、臺灣鄭

氏始末（沈雲）、臺灣鄭氏紀

事（（日）川口長孺）、海上

見聞錄（阮旼錫）、賜姓始末 

（黃宗羲）

.97 鄭經；鄭克塽

.99 明清總錄（1368-1911）

627  清 Ching（1644-1911）
中國近代史入此

參見 639.2 滿族史

.1 開國

1616 年努爾哈赤即汗位（清太

祖），建元天命，國號稱後金，

太祖迄世祖

627.12 清入關以前（1616-1643）

.13 太祖（1616-1626）

.14 太宗（1627-1643）

.15 世祖（順治）（1644-1661）

.2 聖祖（康熙）（1662-1722）

.21 三藩之亂（1673-1681）

書例：平定三逆方略（勒德

洪等）

.212 平西王（吳三桂）

.213 平南王（尚之信）

.214 靖南王（耿精忠）

.22 臺灣內屬（1683）

書例：靖海紀事（施琅）

.26 征準噶爾（1688-1715）

參見 627.35 再征準噶爾； 

627.42 平準噶爾

.27 西藏之亂（1706-1720）  

.28 文字獄

.3 世宗（雍正）（1723-1735） 

.33 征青海（1723-1724）

.35 再征準噶爾（1729-1935）

.37 文字獄

.4 高宗（乾隆）（1736-1795）

.41 內治

.42 平準噶爾（1754-1755）

書例：平定準噶爾方略（傅

恆等）

.43 平定金川（1747-49，1755-
79）

書例：平定金川方略（來保等）

.44 回部變亂

.45 征緬甸（1765-1769）

.46 征安南（1788）

.47 征廓爾喀（1791-1792）

ncluser
打字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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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5 仁宗（嘉慶）（1796-1820）；

宣宗（道光）（1820-1850）

.51 貴州苗亂（1795-1797）

.53 白蓮教之亂（1796-1802）

同：川楚教匪

.54 天理教之亂（1813）

.55 海疆盜寇

.57 宣宗（道光）（1820-1850）

.58 回疆之變（1820-1831）

.59 黎猺之亂（1821-1847）

.6 近代：鴉片戰爭以後（1840-   ）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63 帝國主義侵華史（1840-
1949）

.65 鴉片戰爭（1840-1842）
南京條約入此

.66 鴉片戰爭後的抗英事件

三元里抗英、廣州反英入 

城、寧波舟山抗英等入此

.67 道光後期史事（1840-1850）

.68 湖南苗亂（1847）

.7 文宗（咸豐）（1850-1861）；

穆宗（同治）（1862-1874）
.701-.709 依中國斷代史複分

表複分

.71 文宗（咸豐）（1850-1861）

.72 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
1860）

亞羅號事件（1856）、英法

聯軍（1858-1860）入此

.73 文宗時期其他史事

.74 太平天國（1850-1864）

書例：太平天國野史（凌善

清）入 627.7404

.75 太平天國專記

.751 上帝教

627.752 制度；政策

包括土地、生產、軍事、

政治等

.753 對外關係；外交

.758 諸王自述

忠王李秀成供狀入此

.759 天地會起義

上海小刀會、福建小刀

會等入此

.76 穆宗（同治）（1861-1874）

.77 回亂勘定（1863-1873）

.78 捻亂（1853-1868）

.79 穆宗時期其他史事

.8 德宗（光緒）（1875-1908）
.801-.809 依中國斷代史複分

表複分

.81 孝欽皇后專紀

西太后慈禧（葉赫那拉氏）

事蹟入此

.82 平定新疆（1875-1878）

.83 伊犁交涉（1878-1881）

.84 中法戰爭（1882-1885）

議和、安南歸法入此

.85 洋務運動

同：自強運動

.86 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

同：日清戰爭、甲午戰爭

參見 731.274 明治中期

.87 戊戌政變（1898）

自立會和自立軍、強學會、

南學會、保國會等入此

.88 庚子之亂（1900）

義和團、八國聯軍、辛丑條

約入此

參見 731.2748 北清事變

.888 各地教案

中國斷代史

ncluser
打字機文字

ncluser
打字機文字

ncluser
打字機文字

ncluser
打字機文字

ncluser
打字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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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89 憲政運動（1901-1908）

.9 宣統（1909-1911）
參見628.288溥儀出宮（1924）；

628.47 偽滿州國

.99 溥儀的生涯

628  民國 The Republic of
China（1912-  ）

中國現代史入此

.01-.08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1 民國建立

辛亥革命入此

.11 辛亥革命以前之運動（1895-
1911）

.113 反賠款（1901-1903）

.114 收回利權運動

.117 保路運動

.12 黃花岡之役（1911）

.13 武昌起義（1911）

.18 南京臨時政府（1912）

.19 辛亥革命時期雜記

.2 北洋軍閥掌權（1912-1923）

.21 袁世凱時期（1912-1916）

.216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
1918）

.218 洪憲帝制（1915）

.22 雲南起義（1916）

護國軍入此

.23 黎元洪時期（1916-1917）

.231 張勳復辟（1917）

.24 南北分治時期（1917-1926）

.243 南方政府時期（1917-
1927）

.247 北京政府時期（1917-
1927）

628.25 馮國璋時期（1917-1918）

.252 西南護法運動（1917）

.254 七總裁時期（1918）

.256 徐世昌時期（1918-1922）

.258 南北議和（1919）

.26 五四以降（1919-    ）

.263 五四運動（1919）

.266 中國共產黨成立（1921）

參見 576.25 中國共產黨

中共歷史分期參考類目表

628.266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1919-1949）

628.29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1924-1927）

628.4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1927-1937）

即土地革命時期

628.5 抗日戰爭時期

（1937-1945）

628.6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1945-1949）

即解放戰爭時期

628.7 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

  設時期（1949- 　）

628.268 直奉戰爭（1922）

.27 黎元洪復職（1922-1923）

.272 粵變（1922）

同：中山艦事件

.28 曹錕時期（1923-1924）

.287 馮玉祥時期

.288 溥儀出宮（1924）

.29 民國十三年至十六年（1924-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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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所稱第一次國內革命戰

爭時期入此

628.291 段祺瑞時期（1924-1926）

.292 孫文北上及逝世（1925）

.293 五卅事件（1925）

.3 國民政府時期（1926-　　）

總論入此，遷臺時期入 628.63

.31 國民政府成立（1926）

.32 北伐時期（1926-1928）

.4 民國十六年至二十六年（1927-
1937）

中共所稱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

時期入此

.401 國共關係

.402 寧漢分裂（1927）

.403 各地共黨事件（1927）

.4031 八一南昌事件

.4033 兩湖秋收事件

三灣改編、向井崗山

進軍入此

.4035 廣州事件

.404 濟南慘案（1928）

.406 圍勦；反圍勦（1930-1934）

.407 江西蘇維埃（1931-1934）

.408 紅軍長征（1934-1935）

同：延安時期

.409 遵義會議（1935）

.41 擴大會議（1930）

.42 寧粵分治（1931）

.43 九一八事變（1931）

同：滿州事變、瀋陽事變

.44 天津事變（1931）

.45 一二八淞滬之役（1932）

同：上海事變

628.46 長城戰役（1932-1933）

.47 滿州國（1932-1945）

.48 綏遠戰役（1936）

.49 西安事件（1936）

民族統一戰線入此

.5 中日戰爭（1937-1945）

.51 七七事變（1937）

同：蘆溝橋事變

參見 731.2787 蘆溝橋事變

.52 八一三上海事變（1937）

.525 南京失陷（1937）

.526 遷都重慶

.53 後方的建設

國民黨統治區概況入此

淪淊區、共產區入 628.59

.54 華北戰事（1937-1938）

太原會戰入此

.546 徐州會戰（1938）

臺兒莊大戰入此

.55 長沙會戰（1939）

.56 二次大戰爆發（1939）

.57 第二期戰事（1939-1942）

南昌會戰（1939）、隨棗會

戰（1939）、浙贛會戰（1942）

等入此

.577 皖南事件（1941）

.58 太平洋戰爭時期（1941-
1945）

遠征緬甸入此

.581 與英美聯合作戰

.582 鄂西、常德會戰（1943）

.583 中原大戰（1944）

.584 湘北大戰（1944）

.586 怒江戰役（1944）

.587 湘西之戰（1945）

.588 收復桂林（1945）

中國斷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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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589 日本投降（1945）

.59 淪陷區；蘇區

滿州國入 628.47

.591 北京臨時政府（1937-
1940）

.592 南京維新政府（1938-
1940）

.593 蒙疆自治政府

.594 汪兆銘政權（1940-1945）

.596 紅區泛論

.597 陝甘寧邊區

.598 晉察冀邊區

.6 抗戰勝利以後（1945-   ）

.61 復員

.616 重慶談判

雙十協定入此

.618 舊政治協商會議

.62 國共戰事復燃

中共所稱第三次國內革命

戰爭時期入此；一二一昆明

案、五二○案、唐山事件、安

平鎮事件入此

.621 遼瀋戰役（1948）

.622 淮海戰役（1948-1949）

.623 平津戰役（1948-1949）

.624 渡江戰役（1949）

.63 國民政府遷臺以後（1949-   ）

參見 733.292 臺灣史：國

民政府遷臺以後

.631 蔣中正時期（1949-1975）

參見 733.293 臺灣史：

蔣中正時期

.632 嚴家淦時期（1975-1978）

.633 蔣經國時期（1978-1988）

參見 733.294 臺灣史：

蔣經國時期

628.634 李登輝時期（1988-2000）

參見 733.295 臺灣史：

李登輝時期

.64 2000-

參見 733.296 臺灣史：

2000-

.7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   ）

.7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

.72 五大運動時期（1949-1952）

土地改革運動、抗美援朝運

動、五反運動、鎮壓反革命運

動、思想改造運動入此

.721 土地改革運動

.722 抗美援朝運動

參見 732.2723 韓戰； 

752.2631 參加韓戰

.723 五反運動

.724 鎮壓反革命運動

.725 思想改造運動

.73 三大改造時期（1953-1957）

百花齊放入此

.74 三面紅旗時期（1958-1960）；

及其後之調整（1961-1965）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 

社、廬山會議、三面紅旗失敗

後調整等入此

.75 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
1977）

紅衛兵、毛劉鬥爭、毛林鬥

爭、四五天安門事件、批鄧反

右、華江奪權、復辟運動等入此

.76 鄧小平時期（1978-1998）

改革開放入此

.765 批判四人幫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

姚文元為四人幫

.766 六四天安門事件

.77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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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時期（1998-2003）、

胡錦濤時期（2003-   ）入此

629  中國方隅史 Regional
histories

所謂方隅史者，敘述全域中一

部份之史籍也。如蜀鑑（宋郭允蹈

撰）一書，敘述蜀事，上自秦取南

鄭，下迨孟昶；又如華陽國志（晉

常璩撰），述巴蜀之地理、風土、

公孫述、公孫劉、蜀漢劉備父子、

李特李勇事蹟、漢晉平蜀後之狀況

或區內先賢士女之事蹟等；屬之。

舊表置於 679 因為體例與府縣志

不同不便收於地方志（第一法），

故特設此目。惟圖書館採用地方志

（第二法）時，將有疑似之書籍併

入於地方志內亦無不可

.1-.6  依中國省區表複分

.8 不限於現行省區者

中國斷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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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  中國文化史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總論及一般考證入此，斷代者入

631-638

.2-.8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1 典籍

三通、九通、十通等入此

必要時通志、通典、通考得依

下列順序排列

.1/1 通典

.1/2 續通典

.1/3 通志

.1/4 續通志

.1/5 文獻通考

.1/6 續文獻通考

.1/71 清通典

.1/72 清通志

.1/73 清文獻通考

.1/74 清續文獻通考

.7 論叢

一般考證亦入此

.8 叢書

.9 中西交通史；中西文化史

631  先秦文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Ancient
（to 203 B.C.）

先秦哲學入 121；先秦古物論

述入 797.01

631.4 殷商文化史

.5 周代文化史

632  漢及三國文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Han, 
Three  Kingdoms（202
B.C.-280 A.D.）

633  晉及南北朝文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Tsin, South-North
Dynasties（265-588）

.7 隋代文化史

634  唐及五代文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T'ang,
Five Dynasties（618-959）

635  宋及遼金元文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Sung, Liao, Chin, Yuan
（960-1368）

宋元理學入 125

636  明代文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Ming
（1368-1644）

637  清代文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Ching
（1644-1911）

638  現代文化史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中國文化史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中國文化史，分為總論（通史）及斷代史，並附中國民族史於其後（639）；各科專門史，各歸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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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ization

639  中國民族史 Ethnological
history  of China

中國境內各民族之發展歷史入此

.01-.08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民族志偏重風俗習慣之記述，

多據近人之觀察及調查而作，宜入

536.2

.1 漢族 Han People
同：華夏族

.101-.108 依中國時代表複

分；.11-.16 依中國省區表複分

.18  海外漢族

移民、殖民入 577

.2 東胡 Tungus；滿族 Manchus
滿族是通古斯（東胡）族之一

支。史上以各種名稱出現

可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21 上古：肅慎

息慎、稷慎

.223 三國：挹婁

入貢於魏，稱之

.234 南北朝：勿吉、靺鞨

.241 唐：勃海國

勃海入 732.238

.25 宋元：金

金入 625.6

.26 明：女真

有野人女真、海面女真、建

州女真等分稱

.27 清：後金

.28 民國：滿族

.29 其他屬東胡系統之各族

契丹、鮮卑、赫哲（黑斤）

Goldi、鄂羅春 Orochon、錫

伯 Sibo、索倫（鄂溫克）

Solon 等入此

中國文化史

639.3 蒙古族 Mongols
唐時名曰蒙兀，宋時合不勒建蒙

古國，始號其族曰蒙古。嗣改國號

元，滅金與宋，統一中國

必要時可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參 見 625.7 元；730.24 蒙 古、

韃靼諸帝國；730.25 汗國之盛衰；

737.05 蒙兀兒帝國；734.9 蒙古人

民共和國

.39 屬蒙古族系統之各族

匈奴（Huns）、陳巴爾呼

（Old Barga or Chipchin）、

新巴爾呼（New Barga）、達呼

爾（Daghor）、喀爾喀（Khal 

kha）、額魯特（Kalmuch, 

or Olot）、阿爾泰烏梁海

（Altai Uriangkhai）、布來雅

（Buriat）、韃靼（Tartar）等

入此

參見 623.321 匈奴

.4 回族 Hui；維吾爾族 Uigur
回族者，西人稱突厥族或土耳

其族，因多奉回教而名

可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434 南北朝：高車、袁紇、烏
護、烏紇

.437 隋：東突厥、西突厥、韋紇

.438 唐：回紇、回鶻

.45 宋元：畏吾兒 Uigur

.47 清：回疆

乾隆朝始將其地正式入版圖

.49 其他屬突厥系統之各族

拉拉（Sola）、哈薩克 

（Kazak）等入此

.5 藏族 Tibetans
古稱氐、羌、黨項等。元稱吐

番或西番，明稱烏斯藏。藏族之

基幹，自稱博巴（Bod Pa）

得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59 其他屬藏族系統之各族

果佫（Golok）、康巴（Ka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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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巴（Tsang-pa）等入此

藏緬系民族入 639.8

639.6 苗族 Miao；傜族 Yao
苗自稱 M'un 或 Mon，昔與蠻

甚近，初稱三苗、後稱有苗，簡

稱苗民或苗，名稱甚多。傜同系 

也，而畬民（Hsia）又為傜之一

支。所謂懵克族（Mon-Khmer） 

者也

漢武帝通西南夷時降者為夜 

郎，或謂屬今之苗傜系統，甚至

漢代武陵蠻、六朝時荊雍州蠻，

唐宋之傜等皆可視之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參見 627.68 湖南苗亂

.7 傣撣系族 Tai or Shan peoples
漢代哀牢夷（明帝時內屬、置

哀牢、博南二縣）。後漢撣國、

唐代南詔、宋代大理國等是

今僰夷（擺夷、白夷、蒲蠻）、

獞、僚（土人、沙人、民家、 濮）、

狆家（水家）、黎等同系也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8 其他邊疆民族

此等民族之歷史待開發，如各

個別之歷史不十分顯著，這些資

料均可併入民族誌項下

藏緬系民族等入此

參見 536.28 中國其他邊疆民族

[.9] 臺灣原住民
宜入 5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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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  中國外交史 Diplomatic 
history of China

本類以中國古代及中華民國

為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入 

574.18，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入

642.7，臺灣對外關係史（總論）

入 733.439，臺灣與各國外交入

733.2925

.1-.8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643-647 中國與各國關係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再依中國外交史複分表複分

外交事件以一國為對象者，

分入該國，如：滬案經過分入

643.1。涉及多國者，則依其

時代分入 641-642

中國外交史複分表

643-647 各類得依本表複分

1 史料集

2 清以前
必要時得細分如下：

21 先秦

22 漢及三國

23 晉及南北朝

24 隋

25 唐及五代

26 宋

27 元

28 明

29 萬曆

3 清代

得仿中國時代表清代細分；例

如中英鴉片交涉史入 644.136

4 現代

得仿中國時代表民國時代細 

分；例如日本二十一條要求之經

過入 643.142

46 中華民國在臺灣

47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        ）

641  前代中國外交史 Early 
diplomatic  history  of
China（to 1912）

.1 明以前（1368 以前）

.11 秦以前

.12 漢至南北朝

.13 隋

.14 唐

.16 宋

.18 元

.2 明（1368-1644）

.21 神宗（萬曆）以前

.27 神宗（萬曆）

.28 神宗（萬曆）以後

中國外交史

中國外交史
              Diplomatic history of China 

外交史以敘述交涉事件之經過為主，其條約政策及一般論述均入 578.2 中國外交；有疑似時，以分

入外交史為宜。

參見 578.2 中華民國外交之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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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3 清（1644-1912）
.32 世祖（順治）

.33 聖祖（康熙）

.35 世宗（雍正）

.36 高宗（乾隆）

.38 仁宗（嘉慶）

.4 近代（1840-         ）

.45 宣宗（道光）

.5 文宗（咸豐）

.6 穆宗（同治）

.7 德宗（光緒）：甲午以前

.8 德宗（光緒）：甲午至戊申

.9 宣統

642  現代中國外交史
Contemporary diplomatic 
history  of China
（1912-  ）

.1 民元至十年（1912-1921）

.2 民十一至十六年（1922-1927）

.3 民十七至二十六年（1928-
1937）

.4 中日戰爭時期（1937-1945）

.5 抗戰勝利以後（1945-1971）
參見 733.2925 臺灣對外關係；

733.439 臺灣對外關係史

.6 1972-
參見 733.2925 臺灣對外關係；

733.439 臺灣對外關係史

.7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

（1949-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入574.18

643  中國與亞洲 China and Asia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亞洲各國分

.1 中日外交史

643.2 中韓外交史

.31 中琉外交史

.71 中印外交史

.82 中泰外交史

.83 中越外交史

644  中國與歐洲 China and
Europe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歐洲各國分

.1 中英外交史

.2 中法外交史

.3 中德外交史

.5 中義外交史

.61 中國西班牙外交史

.62 中葡外交史

.65 中梵外交史

.71 中比外交史

.8 中俄外交史

.96 中土外交史

645  中國與美洲 China and
America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美洲各國分

.2 中美外交史

.3 中加外交史

646  中國與非洲 China and
Africa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非洲各國分

647  中國與大洋洲 China and
Oceania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大洋洲各

國分

648  中國與國際機構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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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國際機構入 733.2218

參見 578.13-.16 中華民國與國

際機構

648.1 中國與國際聯盟

.2 中國與國際法院

.3 中國與聯合國

1971 年 10 月中共進入聯合國

.4 中國與聯合國附屬機構 

649  中國各地方外交史 
Diplomatic  history  of  
China：localities,
districts

總論入此，各事件分入 641-647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複分

.4 東北外事志

.61 新疆外事志

.66 西藏外事志

中國外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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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  中國史料 Historical
sources

凡專門史料均各入其類

651  詔令 Edicts, decrees, etc.
凡誥、詔、令、諭、璽書、教、

敕、策命等皆詔令之屬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但專類以各

入其類為宜

書例：雍正硃批諭旨（鄂爾泰等

奉敕編）入 651.73；宋大詔令集

（宋綬、宋敏編）入 651.51

652  奏議；公牘 Memorials
and official papers

凡奏、議、疏、劄子、封事、彈

章、牋、對策等屬之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書例：歷代名臣奏議（楊士奇、

黃准奉敕編）入 652；右編（唐順

之）入 652.2；欽定明臣奏議（清

高宗敕述）入 652.6

653  起居注 Emperor  living
records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654  實錄 Veritable records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書例：宋太宗實錄（錢若水等撰）

入 654.52

.6 明實錄（皇明實錄）

.61 太祖

654.62 太宗

.63 仁宗

.633 宣宗

.635 英宗

.64 憲宗

.65 孝宗

.654 武宗

.66 世宗

.666 穆宗

.67 神宗

.678 光宗

.68 熹宗

.69 附刊

.7 清實錄

.702 總目

.711 滿洲實錄

.713 太祖（天命）

.714 太宗（天聰，崇德）

.717 世祖（順治）

.72 聖祖（康熙）

.73 世宗（雍正）

.74 高宗（乾隆）

.75 仁宗（嘉慶）

.76 宣宗（道光）

.77 文宗（咸豐）

.78 穆宗（同治）

中國史料
Historical sources

專收中國史料而設，各專門史料入其類，各國史料分入各國史地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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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79 德宗（光緒）

.799 大清宣統政紀

655  檔案 Archival  materials
檔案彙編入此，專類檔案各入其

類為宜

檔案學入 027.9；族檔入 656

.1 檔案局

.2 明以前檔案 

.3 明代檔案

.4 明清檔案合編

書例：明清史料（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編）

.5 清代檔案

.6 現代檔案

.7 地方官署檔案

.8 寺廟檔案

.9 團體檔案

行號檔案入此

656  族檔 Family archives
包括個人檔案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複分

族譜、譜系入 789.2

.8 海外

657  公報 Official gazettes
立法院公報入 573.0551，亦可

入 657.51；中國各級政府公報入

573.05 為宜，如欲置於 657 亦可

參見 573.05 之注釋

658  中國史料叢刊 Library of
Chinese historical sources

659  雜史料 Sundry  historical
sources

參見 795.8 古文書

中國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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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  中國地理總志 Geography
of China

.3 中國地理教育及研究

.33 中國地理教學

.37 中國地理教科書

.9 全國輿圖

661  先秦地理志 Geography：
Ancient（to 203 B.C.）

662  漢及三國地理志
Geography：Han, Three 
Kingdoms（202  B.C.-280
A.D.）

663  晉及南北朝地理志

Geography：Tsin,
South-North Dynasties
（265-588）

書例：太康三年地記（不著撰人）

.7 隋代地理志

664  唐及五代地理志 
Geography：T'ang, Five 
Dynasties（618-959）

元和郡縣志（李吉甫）、括地志

（李泰）、十道志（李吉甫）

665  宋及遼金元地理志

Geography：Sung, Liao,
Chin, Yuan（960-1368）

太平寰宇記（樂史）、元豐九域

志（王存等奉敕撰）、輿地廣記（歐

陽忞）、輿地紀勝（王象之）、方

輿勝覽（祝穆撰）。

665.7 元代地理志

書例：大元一統志（孛蘭盻等

撰）

666  明代地理志 Geography：
Ming（1368-1644）

書例：大明一統志（李賢等 

修）、寰宇通志（陳循等撰）

667  清代地理志 Geography：
Ching（1644-1911）

書例：大清一統志（蔣廷錫等奉

敕）

669  中國歷史地理 Historical
geography

.1 通紀

書例：讀史方輿紀要（清顧祖

禹撰）、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炎

武）

.2 專紀

.8 地名考

中國地理
Geography of China

欲將專論都城、疆域、山水、名勝古蹟等類志集於一處者，得用 680-689 各目

凡從自然、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綜合敘述中國情形者入 660 地理總志；敘述中國沿革地理者入

669 歷史地理；凡論述各區域之歷史及地理者入 670 方志；遊記入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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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  中國地方志總論 Local
history

中國區域地理總論入此

671-676 各省地方志依中國省區

表、中國縣市表複分

欲將狹義之方志，即省通志、道

府志、縣志等彙集於一處者，用第

一法

欲將一地方之各種材料彙集於一

處者，得用第二法。現代圖書館用

第二法為宜

書例：第一法畿輔通志為 671.1

江南通志為 672.1 湖廣通志為

672.5 八閩通志為 673.1 福建通志

為 673.1 雲南通志為 673.5 盛京通

志為 674 吉林通志為 674.4 衛藏通

志為 676.6 淳祐臨安志為 672.21

濟南府志為 671.24/102 寧國府志

為 672.24/232 寧波府志為 672.34 

/200 天 津 縣 志 為 671.15/203 蓬 

萊縣志為 671.25/403 江寧縣志為

672.15/103

郡邑叢書入 086；專敘各地名勝

舊蹟、山水、風土、物產等者入

680 類志；遊記入 690

.1 方志學

[.21] 方志目錄

宜入 016.67

.8 方志叢書

.9 方志史

671-676 各省地方志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

市表複分

中國地理：中國地方志

欲將狹義之方志，即省

通志、道府志、縣志等彙集

於一處者，用第一法；欲將

一地方之各種材料彙集於

一處者，得用第二法。現代

圖書館以採第二法為宜

地方志複分表：第一法

各省區之下均依本表複分郡邑叢書

入 086；專敘各地名勝古蹟、山水、

風土、物產者入 680；遊記入 690

通志
逕用省區號碼即可

1 其他全區地理

4 道府
依府名字順排

得用中國縣市表府治所在縣之

前一碼排列之，號碼前並加“/”

5 廳州縣市

依行政區域排或依縣名字順排

書例：

畿輔通志入 671.1

江南通志入 672.1

湖廣通志入 672.5

八閩通志入 673.1

福建通志入 673.1

雲南通志入 673.5

盛京通志入 674

吉林通志入 674.4

衛藏通志入 676.6

淳祐臨安志入 672.21

濟南府志入 671.24/102

寧國府志入 672.24/232

寧波府志入 672.34/200

中國地方志
Loc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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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縣志入 671.15/203

蓬萊縣志入 671.25/403

江寧縣志入 672.15/103

舟陽縣志入 672.15/119

績溪縣志入 672.25/221

奉化縣志入 672.35/205

定海縣志入 672.35/213

金門縣志入 673.15/205

寧化縣志入 673.15/305

地方志複分表：第二法

欲將一地方之材料彙集一處者，得

以本表複分

關於全省之材料先依省區分，再以

表中號碼加於省區號碼之後。關於縣

市等各地方之材料，先依省區分，在

該省區號碼之後加“9 ”，再依縣市

排，以“/”分隔之，復按其性質，以

表中號碼加於該縣市號碼之後，並以

“.”分隔之。用分法時則分入 649，  

680，690 各類下之文獻，應彙集於此

1 志書

2 歷史

3 地理

32 水

33 山

35 地圖

37 地名

38 聚落

4 人文；文化；政治；風土

5 經濟；產業；交通

6 名勝古蹟；指南

69 遊記

7 人物；文獻

8 雜記

9 各地方

書例：

洪武京城圖志（明太祖敕撰）

入 672.19/101.1

金 陵 梵 剎 志（ 葛 寅 亮 ） 入

672.19/106.6

浙江省通志入 672.31

兩浙防護錄入 672.36

浙江省史地紀要（張其盷）入

672.32

會稽縣志（張元忭）入 

672.39/215.1

蘭亭遊記（王葆楨）入 

672.39/215.6

都城紀勝（灌圃耐得翁，記杭

州瑣事）入 672.39/101.8

長安志（宋敏求，考訂長安古

蹟）入 671.59/101.6

671  華北地區 North  China
area

黃河流域、華北平原所屬地區入

此

.09 北京市

同：燕京、北平

如依地方志第二法複分表

複分，不必用「.」或 / 隔離

號碼

書例：北京市旅遊指南入 

671.096

.1 河北省（冀）

北京市入 671.09

.2 山東省（魯）

.3 河南省（豫）

.4 山西省（晉）

.5 陝西省（秦）

.6 甘肅省（隴）

672  華中地區 Central China
area

長江流域入此

.09 上海市

如依地方志第二法複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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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分，不必用「.」或 / 隔離

號碼

書例：上海市史入 672.092

672.1 江蘇省（蘇）

.2 安徽省（皖）

.3 浙江省（浙）

.4 江西省（贛）

.5 湖北省（鄂）

.6 湖南省（湘）

.7 四川省（蜀）

.8 西康省（康）

1928-1955 併入廣西壯族自治區

673  華南地區 South China
area

珠江流域入此

臺灣史地入 733

.1 福建省（閩）

.3 廣東省（粵）

.4 廣西省（桂）

併入廣西壯族自治區

.5 雲南省（雲）

.6 貴州省（貴）

.7 海南省（瓊）

1989 年改置省

.8 香港

.9 澳門

674  東北地區 Northeast
China area

遼河流域、滿洲之地

.4-.9 曾有過省，已廢

.1 遼寧省（遼）

.2 吉林省（吉）

.3 黑龍江省（黑）

.4 遼北區

併入遼寧省

674.5 安東區

併入遼寧省

.6 松江區

併入吉林省

.7 合江區

併入吉林省

.8 嫩江區

併入黑龍江省

.9 興安區

併入黑龍江省

675  塞北地區 North  of the  
Great Wall  

.1 蒙古

[.2] 外蒙古
宜入 734.9

.3 內蒙古

併入內蒙古自治區

.4 熱河省（熱）

1928-1955 併入內蒙古自治區

.5 察哈爾省（察）

1928-1952 併入內蒙古自治區

.6 綏遠省（綏）

1928-1954 併入內蒙古自治區

.7 寧夏省（寧）

併入寧夏回族自治區

676  西部地區 Western China
area

西域入此

西域，係漢以後對於玉門關、陽

關以西地區之總稱，始見於漢書西

域傳。由多數遊牧民族所割據，即

中國史上所稱西戎、西夷、西蕃諸

民族之活動區域也。西域有二義：

狹義專指嶺以東而言，即今之新疆

塔里木（Tarim）盆地、天山南路

等區域；廣義則凡通過狹義西域所

中國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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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到達之地區，包括今之亞洲中、

西部、印度半島、歐洲東部和北非

北部均在內。以古代史而言，則包

括安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

伯）、身毒（今印度）、罽賓（今

喀什米爾）、羅馬帝國之菻麻等國

張騫使西域入 622.14；班超使

西域入 622.22

總述西部地區或西域者，得依地

方志複分表（第二法）複分如下：

676.01 志書；通論

.02 歷史；沿革

.03 地理

書例：皇輿西域圖志（劉

統勳等輯；英廉等增輯）

.032 水

書例：西域水道記（徐松）

.033 山

.04 人文；文化；風土

.05 經濟；產業；交通

.06 名勝古蹟；遊記；指南

書例：西域聞見錄（椿園

七十一）

.07 人物；文獻

.08 雜記

.09 西域各國

已考定其址者，入其所在

國家或地方；未考定者悉分入

於此。例如：身毒、天竺入

737.03；安息入 736.1218；

大 食 入 735.9； 泥 婆 羅 入

736.323；罽賓入 737.57；大

夏入 736.2222

天山南北路分入 676.1，採

第二法時則分入 676.109

漢書西域傳：“西域以孝

武帝時始通，本三十六國，

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王先

謙補注列三十六國：諾羌、

樓 蘭（Kroraina）、 且 末

（Cherchen）、小宛、精絕（今

尼雅）、戎盧、扞彌、渠勒、

于闐（Khotan）、皮山、烏托、

西夜、子合、蒲犁、依耐、無 

雷、難兜、大宛（Ferghana）、

桃 槐、 休 循、 捐 毒、 莎 車

（Yarkand）、疏勒、尉頭、

姑 墨（Aksu）、 溫 宿（Ush  

Turfan）、龜茲（Kucha，今

庫車）、尉犁（Kalmagen）、

危須、焉耆（Karushahr）、

姑師（車師、高山國、吐魯番

Turfan）、墨山、劫、狐胡、

渠犁（Kurla）、烏壘，大部

分位於塔里木盆地

676.1 新疆

古為雍州外地，漢時始通中 

國；光緒朝始置省（參見 627.82

平定新疆）；現改新疆維吾爾自

治區

.5 青海
古為西戎地，歷三代至漢為西

羌所居；東晉以後為吐谷渾所據；

唐入吐蕃；明時為蒙古族所佔；

清雍正間叛、年羹堯等平之（參

見 627.33 征青海）。民國 17 年

置省

.6 西藏

古之三危，漢之羌，唐之吐 

蕃。元明稱烏斯藏，以其位於我

國西境，故名西藏，又稱衛藏，

而以藏為簡稱。全境舊分四部：

西為阿里，其東為藏（亦名喀 

齊），再東為衛（又稱中藏），

最東為康（亦名喀木，又稱前 

藏）。清時劃康部巴塘以東屬四

川，巴塘以西屬衛，總稱前藏。

又合藏及阿里，總稱後藏。民國

成立後，就舊康部地劃為川邊特

別區，尋建西康省。今西藏分三

區：東為前藏（舊衛部），中為

後藏（舊藏部），西為阿里（舊

阿里部）

書 例： 西 藏 佛 教 史 入

228.266；西藏外事史 64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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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藏圖識（馬少雲、盛梅溪纂）

入 676.03； 西 藏 之 亂（1706- 

1720）入 627.27

[677] 臺灣史地 Taiwan
宜入 733

如仍使用本類號，其子目

請檢閱 733 然後套用之

[678] 臺灣分區志 District

history of Taiwan
宜入 733.9

如仍使用本類號，其子目

請檢閱733.9「臺灣分區表」

號碼然後套用之

中國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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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理類志
Topical topography

680  中國地理類志 Topical
topography

全國性類志入此；各省縣類志分

入 671-676，再仿 681-689 複分

以下各類，大都可分入其他各

處。此僅為將類志集於一處者而

設，須斟酌用之

681  都城 Capital city；疆域

National territory

.1 都城

.2 國界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3 行政區劃

省界入此

.5 邊疆；防務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複分

討論邊疆問題之著作入此。此

收政治經濟及形勢險要之書，關

於軍事者入 599 國防

邊疆各宗教入 271.8；邊疆

民 族 入 536.28； 邊 疆 語 言 入 

802.9；邊疆行政法入 588.28

參見 676 西部地區

.508 邊疆叢書

.58 苗疆

.59 海疆

書例：籌海圖篇（胡宗憲）

.6 長城

[.9] 自然地理
宜入 351.12 中國地文志

682  水志 Historical  record of  
hydrology and watercourses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複分

書例：水經注（酈道元），今

水經（黃宗羲），行水金鑑（傅澤

洪），續行水金鑑（黎世序、潘錫

思等）

雲南省城六河圖說（黃士傑）入

682.35；山東諸水編（齊召南）入

682.12

專論近代工程之書入 443 水利工

程

.8 江河；湖泊

.81 長江

書例：江源記（查拉吳麟）

.82 黃河

書例：河源志（潘昂霄）、

黃河圖議（鄭若曾）

.83 淮河

書例：敬止集（陳應芳）

.84 運河

書例：山東運河備覽（陸

燿）

.85 珠江

.86 洞庭湖

.87 鄱陽湖

.88 太湖

.89 洪澤湖

.9 圩堤

683  山志 Historical  record of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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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理類志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複分

683.8 綿亙數省之山

684  名勝古蹟 Famous, scenic
and historic  spots

.01-.06 各地古蹟彙志依中國省

區表、中國縣市表複分

書例：江城名蹟（陳宏緒）入

684.024

名水名山分入 682,683；各名勝

古蹟所存之金石志入 797 中國古物

志

.1 寺廟

.2 宮殿

.29 宗廟

.3 苑囿

.4 亭臺樓閣

.6 洲渚

.7 陵墓

.8 遺址

685  人文地理 Human
geography

書例：江蘇人文地理（柳肇

嘉）入 685.021；江寧橋道記入 

686.71021 自 685 至 689 各類均可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複分；

但須於省區號碼前加０字以免號碼

衝突

[.1] 人種
宜入 392.62

[.2] 人口
宜入 542.132

[.3] 政事
宜入 573.9

[.31] 市政

宜入 575.2

[.39]  軍事

宜入 592.32

[685.4] 風俗
宜入 538.82

[.5] 語言
宜入 801.892

[.6] 宗教
宜入 209.2

[.7] 教育
宜入 520.92

[686] 經濟地理 Economic 
geography

宜入 552.2

[.3] 農業
宜入 430.92

[.4] 工業
宜入 555.92

[.5] 礦業
宜入 450.92

[.6] 商業
宜入 491.2

[.68] 貿易

宜入 558.092

[.7] 交通
宜入 557.192

[.71] 橋樑

[.72] 公路

宜入 557.379

[.73] 鐵路

宜入 557.258

[.74] 航運

宜入 557.46

[.76] 郵政

宜入 557.68

[.79] 航空

宜入 557.98

[687] 人物 Personage
宜入 7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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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  雜記 Random  notes
（type of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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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遊記

中國遊記
Chinese travels

690  中國遊記 Chinese travels  
全國性遊覽指南入此

各地方遊記得分入 671-676 各

目，並依地方志複分表複分

如欲將各地方遊記彙集一處 

者，得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

表分入 691-696，例如上海遊記入

692.1；新疆遊記入 696.1；西藏

之旅入 6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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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地

710  世界史地 World：
general history and 
geography

730-770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

分；除特別注明者（如 737 南亞；

印度）外，各國史地均依「各國史

地複分表」複分。即以表中各號碼

加於地名號碼之後，例如：日本通

史 731.1、韓國地理 732.6

711  世界通史 World：
general history

712  世界斷代史 World：
history  by period

依西洋時代表複分

.1 古代史（476 以前）

中 國 先 秦 史 入 621； 猶 太

古 代 史 入 735.321； 亞 述 入

735.421；美索不達米亞古代

史入 735.521；印度古代史入 

737.02；西洋古代史入 740.21；

埃及古代史入 761.21

.3 中古史（476-1453）

.4 近代史（1453-1600）

.41 文藝復興

參見 713.41 文藝復興；

740.241 文藝復興期（1453- 

1517）

.45 麥哲倫周遊世界（1519-
1522）

.5 十七世紀

.6 十八世紀

712.7 十九世紀

.8 二十世紀

[.82]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

1918）

宜入 740.272

.84 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

1945）

仿 740.272 分

.85 1945-2000

.86 二十一世紀

713  世界文化史 Worl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依西洋時代表複分

.41 文藝復興

.9 東西交涉史

參見 630.9 中西交通史

世界文化史參考類目表

書史 011.2

宗教史 209

科學史 309

印刷史 477.09

教育史 520.9

民族史 536.09

社會史 540.9

經濟史 552

法制史 580.9

文學史 810.9

美術史 909

世界史地
World history and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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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世界外交史 World：
diplomatic  history

依西洋時代表複分

715  世界史料 World：
historical  sources

716  世界地理 World：
geography

世界地名、世界地圖入此

.9 歷史地理

717  世界區域志 World：
district  history

東洋入 730；西洋入 740；西

半球入 750；南洋入 738；兩極入 

778

.1 北半球

.2 南半球

.3 東半球

.5 泛太平洋圈

.6 熱帶圈

.7 溫帶圈

.8 寒帶圈

.9 低度開發地區

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入此

718  世界地理類志 World：
topical topography

.1 自然地理

.2 世界水志

海洋志入 720；尼羅河

入 760.821；密西西比河入 

752.821；長江入 682.81；恒

河入 737.161；亞馬遜河入

756.821

.3 世界山志

喜馬拉雅山脈入 730.832

.32 烏拉山脈  Ural

718.34 高加索山脈  Caucasus

.4 名勝古蹟 Famous, scenic and 
historic spots

仿 684 中國名勝古蹟分

.5 人文地理

.59 世界都城志

[.6] 經濟地理

宜入 552

719  世界遊記 Articles on
world journey

世界性遊記入此

如欲將各國遊記集中者得用此

目，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例

如：日本遊記入 719.31；歐洲遊

記入 719.4；美國遊記入 719.52；

麥哲倫周遊世界入 712.45

各國遊記得入各國史地 730- 

779，再依各國史地複分表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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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  海洋志總論 Oceans and 
seas：general

721  太平洋 Pacific Ocean
泛太平洋圈區域志入 717.5；太

平洋諸島嶼入 774-777；東亞諸島

嶼入 733；南洋群島入 739

722  北太平洋 North  Pacific
Ocean

.1 白令海 Bearing Sea

.2 鄂霍次克海 Okhotsk Sea

.3 日本海 Nippon Sea

.4 黃海 Yellow Sea

.5 東中國海 East China Sea
同：東海

介在中國與琉球群島間

.6 南中國海 South China Sea
同：南海

介在中國與南洋群島間，東 

海、南海以臺灣海峽為界

.8 加利福尼亞灣 Gulf of 
California

723  南太平洋 South Pacific
Ocean

.1 蘇祿海 Sulu Sea

.2 西里伯海 Celebes Sea

.3 爪哇海 Java Sea

海洋志

海洋志
Oceans and seas

航海記類入此

海洋學入 351.9；海流入 351.96；航海術入 444.9；航運狀況入 557.48；公海（國際法）入

579.149；海底古物志入 798.9

723.4 班達海 Banda Sea
.5 阿拉夫拉海 Arafura Sea 

.6 珊瑚海 Coral Sea 

.7 塔斯曼海 Tasman Sea

.8 大澳洲灣 Great Australian 
Bight

.9 喀本塔利灣 Gulf of 
Carpentaria

724  印度洋 Indian  Ocean
.1 孟加拉灣 Bay of Bengal
.2 阿拉伯海 Arabian Sea
.3 阿曼灣 Gulf of Oman
.4 波斯灣 Persian Gulf
.5 亞丁灣 Gulf of Aden
.6 紅海 Red Sea

725  大西洋 Atlantic  Ocean
.1 北大西洋 N. Atlantic Ocean
.2 北海 North Sea
.3 波羅的海 Baltic Sea
.4 比斯開灣 Bay of Biscay
.5 哈德遜灣 Hudson Bay
.6 墨西哥灣 Gulf of Mexico
.7 加勒比海 Caribean Sea
.8 南大西洋 S. Atlantic Ocean

726  地中海 Mediterranean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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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他島入 749.8；西西里島入

745.79

726.1 利久立海 Ligurian Sea
.2 第勒尼安海 Tyrrhenian Sea
.3 愛奧尼亞海 Ionian Sea
.4 亞得里亞海 Adriatic Sea
.5 愛琴海 Aegean Sea

愛琴海諸島嶼入 749.9

.7 黑海 Black Sea

.8 裏海 Caspian Sea

.9 鹹海 Aral Sea

727  北極海 Arctic Ocean
北極入 778；冰島入 747.7

.1 冰島海 Iceland Sea

.2 巴倫支海 Barents Sea

.3 卡拉海 Kara Sea

.4 白海 White Sea

.5 波福海 Beaufort Sea

.6 巴芬灣 Baffin Bay

728  南極海 Antarctic  Sea
南極入 779

729  航海記彙編 Voyages
依西洋時代表複分

各海洋航海記分入 721-728

哥倫布之航海入 750.225；鄭和

下西洋入 6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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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史地複分表

總論

04  辭典

05  期刊

08  叢書

歷史

1  通史

14  雜史

18  評論

2  斷代史

29  方隅史

3  文化史

39  民族史

4  外交史

5  史料

55  檔案

地理

6  總志

7  地方志

8  類志

81  自然地理

82  水志

83  山志

84  名勝古蹟

85  人文地理

86  經濟地理

87  人物

88  文獻

亞洲史地

亞洲史地
Asia history and geography

中國史地入 610-690；西域入 676；中亞入 734；中東、西亞入 735；西南亞入 736；東南亞入

738；南洋入 739

89  雜記

9  備用

如不另指定，遊記得入此

730  亞洲史地總論 Asia history
and geography：general 

.01-.09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亞洲各國史地入 731-739

東亞、遠東入此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01 東方學

.1 亞洲通史

.2 亞洲斷代史

.21 亞洲上古史（to 500）

中國先秦史入 621；印度古

代史入 737.02；美索不達美

亞古代史入 735.521；亞述帝

國入 735.421；古代以色列入

735.321

.23 亞洲中古史（500-1500）

.24 蒙古、韃靼諸帝國（1162-
1480）

元入 625.7；鄂圖曼帝國

（1281-1453）入 735.122

.25 汗國之盛衰

蒙兀兒帝國（1526-1857） 

入 737.05

參見 625.7 元史

.251 欽察汗國（金帳國）

（1243-1502） Kipchak k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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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轄鄂軍河以西及俄羅 

斯。迨 1480 年為莫斯科公

伊凡三世所滅

730.252 察合臺汗國 Changhatic khan
封於中亞，14 世紀初併

窩闊台汗國

.253 窩闊臺汗國 Ogodai khan

.254 伊兒汗國 Il khan

.258 帖木兒 Timer

.26 亞洲近代史（1500-1900）

.28 亞洲現代史（1912-　）

越戰入 738.3264

.282 華盛頓會議（1921）
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1921）

.3 亞洲文化史

.39 亞洲民族史

.4 亞洲交通史；亞洲外交史

中西交通史入 630.9

.6 亞洲地理

依成書年代分

.61 1200 以前

.62 1201-1400

書例：諸蕃志（趙汝适）、

島夷誌略（汪大淵）

.63 1401-1644

書例：瀛海勝覽（馬歡）、

星槎勝覽（費信）、西洋朝貢

典錄（黃省曾）

.64 1644-1800

.65 1801-1900

書例：朔方備乘（何秋 

濤）、記溯地郡北方諸國

.66 1901-1945

.67 1945-

.7 亞洲地域志

.8 亞洲類志

730.82 亞洲水志

長 江 入 682.81； 黃 河 入 

682.82；恒河入 737.161；印

度斯河入 737.162

.825 幼發拉底河 Euphrates；底
格里斯河 Tigris

.83 亞洲山志

.831 蔥嶺山脈；帕米爾高原
Pamirs

.832 喜馬拉雅山脈 Himalaya

.8321 珠穆朗瑪峰 Qomolangma

同：埃佛勒斯山

(Everest)

.834 崑崙山脈 Kunlun 
Mountains

.837 阿爾泰山脈 Altay 
Mountains

.9 亞洲遊記

仿 730.6 分

欲將各地遊記集中一處者，得

入 719

731  日本 Japan（Nihon, 
Nippon）

.1 日本通史

.14 雜史

.142 一揆史 History of Revolts

.2 日本斷代史

各代史料入 731.5

.21 日本古代史 Early history

.211 神代；太古

.212 繩文時代（約 10000-200B.

C.）；彌生時代（約 200B.

C.-300） Jōmon period；

Yayoi period

.213 邪馬台國 Yamataikoku
女王卑彌呼（Himiko）入

此書例：魏志倭人傳（陳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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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214 記紀
彙集或總論古事記及日

本書紀兩者入此

記紀歌謠入 861.511

.215 古事記 Kojiki

太安磨撰

日本最初之國史。成於

元明天皇和銅5年（712），

紀神代至推古朝

神代之部獨立者入神典 

273.3

.216 日本書紀 Nihon  shoki

神代卷獨立者入神典

273.3

.217 大和時代（4 世紀 -645 
Yamato period

氏姓國家時代、古墳時

代入此

.219 飛鳥時代 Asuka period 
（592-645）

推古、聖德太子、舒明、

皇極入此

.22 日本中古史（645-1185） 

Late ancient  history（645-

1185）

日人稱此時期是公家時期

.221 大化時代 Taika period
（645-661）

含孝德、齊明諸天皇

.223 近江時代 Omi period 
（661-709）

壬申之亂（672）入此

含天智、弘文、天武、

持統、文武諸天皇

.225 奈良時代 Nara period 
（710-784）

含元明、元正、聖武、

孝謙、淳仁、稱德、光仁

諸天皇

.23 平安時代 Heian period（784-
1192）

亞洲史地

731.231 平安初期（784-876）

含桓武、平城、嵯哦、

淳和諸天皇 藥子之變入此

.234 平安中期：藤原時代
（833-1068）

同：攝關時代、莊園制時代

延喜天曆之治、承平天慶之

亂入此

.237 平安後期：院政時代
（1068-1155）

.238 源平時代 Gempei period
（1155-1165）

保元之亂、平治之亂入此

.239 六波羅時代 Rokuhara peri- 

od（1165-1185）

含六條、高倉、安德諸天皇

.24 日本中世史（1185-1600）
Medieval history（1185-1600）

.241 鎌倉時代 Kamakura period
（1185-1333）

含後鳥羽至後醍醐諸天

皇世北條執政、文永之役、

弘安之役、承久之亂入此

.246 南北朝 Nothern and 
Southern Courts（1333-
1392） 

.25 室町、安土、桃山時代
（1392-1600）

.251 室町時代 Muromachi period
（1392-1573）

.252 幕府失威時期（1441-
1466）

後土御門紀入此

.253 應仁文明時期（1467-
1491）

應仁之亂（Onin 

War,1467-1477）入此

.254 戰國時代 Warring  period
（1491-1568）

.255 織田、豐臣、德川泛論

.256 織田時代：安土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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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uchi period（1568-1582）

731.257 豐臣時代：桃山時代
Momoyama period（1582-

1600）

.258 朝鮮之役（1592-1598）

同：文祿、慶長之役

參見 732.254 李朝中期

.259 關原之戰 Battle of 

Sekigahara（1600）

.26 德川時代；江戶時代（1600-

1868） Tokugawa

德川家康（1542-1616）任

招夷大將軍，開幕府於江戶

（今東京），故稱江戶時代

（1603-1868）。是後期武家

時代

.261 德川幕府專紀

.262 德川初期（1600-1709）
含家康、秀忠、家光、

家綱、綱吉

.265 德川中期（1709-1853）

含家宣、家繼、吉宗、

家重、家治、家齊、家慶

.268 幕末（1853-1867）

含家定、家茂、慶喜 

美國伯理艦隊抵日

（1853-1854）入此

.269 幕末動亂專紀

櫻田門外之變（1860）、

生麥之變（1862）、蛤御

門之戰（1864）、長州征

伐（1864-1866）等入此

.27 日本現代史（1868-  ） 

Recent history（1868- ）

.271 明治時代 Meiji period

（1868-1912）

.272 明治維新 Meiji Restoration

（1868-1872）

戊辰之役、鳥羽伏見之 

戰、會津戰爭、函館之戰、

版籍奉還、廢藩置縣等入此

731.273 明治初期

地方動亂、征韓論、征臺

.2731 佐賀之亂（1874）

.2732 秋月之亂（1876）

.2733 荻之亂（1876）

.2734 熊本之亂（1876）

.2735 西南之役（1873-1877）

.2736 攻臺灣（1874）

參見 733.2768 牡丹社

事件

.2737 征韓論

.2738 朝鮮事變（1882-1885）

.2739 自由民權運動（1877-
1885）

.274 明治中期（1885-1904）

.2743 憲法頒布（1889）

.2745 清日戰爭（1894-1895）

參見 627.86 中日之役

.2748 北清事變（1900）

參見 627.88 庚子之亂

.275 日俄戰爭（1904-1905）

.2755 合併朝鮮（1910）

參見 732.26 韓國最近 

世：韓國日本統治時期

.276 大正時代（1912-1926）
Taisho period（1912-1926）

歐 洲 戰 爭 參 戰（1915-

1918）、 西 伯 利 亞 出 兵 

（1918-1922）、 尼 港 事

件（1920）、關東大震災

（1922）等入此

.278 昭和時代（1926-1989） 
Showa period（1926-1989）

滿洲事變（1931）、五 

一五事件（1932）、二二六

事件（1936）等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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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2783 滿洲事變（1931）

同：九一八事變、瀋陽

事變

參見 628.43 九一八事變

.2784 五一五事件（1932）

.2785 二二六事件（1936）

.2787 蘆溝橋事件（1937）

.2788 東條、小磯、鈴木內閣

（1941-1945）
太平洋戰爭入此

.279 戰後（1945-  ）

.2791 聯軍佔領期（1945-1952）

.2792 1952-1964

.2793 1964-

.2794 平成時代（1989-     ）

.5 日本史料

.501 大日本史料

.502 史料綜覽

.504 大日本古文書：編年文書

.51 詔令

.52 上代

.53 平安時代

書例：史料大觀（高頭忠

造編）、史料通覽（崑川種郎 

編）、史料大成（崑川種郎編）

.54 近古

.541 鎌倉時代

書例：吾妻鏡（不著撰

人）

.55 室町時代

.56 近世：江戶

書例：大日本近世史料（東

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

.568 幕末史料

書例：大日本古文書（東

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

幕末外國關係文書（東京

亞洲史地

大學史料編纂所編）

731.57 現代

.572 明治維新史料

書例：大日本維新史料 

（東京大學出版會）、大

日本維新史料綱要（東京

大學出版會）、復古記（太

政官編纂）、日本史籍協

會叢書（東京大學出版會）

.58 各家文書

書例：大日本古文書家

ウけ文書 ( 東京大學史料

編纂所編 )、各寺院古文書

.59 雜史料

.6 日本地理

依日本時代表複分

.61 古代地理志

書例：古風土記（水野祐）

.612 常陸風土記

.613 出雲風土記

.614 播磨風土記

.615 肥前風土記

.616 豐後風土記

.69 歷史地理

.698 地名考

.7 日本地方志

依日本區分表複分

.71 東北地方 Tohoku  region

.7131 仙臺市 Sendai

.72 關東地方 Kanto region

.726 東京都 Tokyo Prefecture

.727 神奈川縣（相模）
Kanagawa Prefecture

書例：新編相模風土記

（相武史料刊行會編）

.7271 橫濱市 Yokohama

.7281 千葉市 Chiba

.73 中部地方 Chubu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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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74 中部西南地方

Southwest of Chubu region

.7471 靜岡市 Shizuoka

.748 愛知縣 Aichi Prefecture

.7481 名古屋市 Nagoya

.75 近畿地方 Kinkiy region

.752 京都府 Kyoto

.754 大阪府 Osaka

.7551 奈良市 Nara

.757 紀伊國 Kii Province

.76 中國地方 Chugoku region

.763 島根縣（出雲、石見）
Shimane

出雲風土記入 .613

.7661 廣島市 Hiroshima

.768 瀨戶內海 Seto Inland  Sea

.77 四國地方 Shikoku

.78 九州 Kyūshū

.7811 福岡市 Fūkūoka

.7831 長崎市 Nagasaki

.788 琉球 Ryukyus

同：沖繩、南島

明時通中國，受冊封為

中山國，後兼屬日本，光

緒 5 年 (1879) 日滅之，改

為沖繩縣。二次大戰後，

美軍託管，1973 歸還日本

琉球語入 803.194

.7881 琉球通史

.7882 琉球斷代史

.78821 古琉球

.78824 尚氏統一以後（1430-  ）

.78825 薩摩進兵以後（1609-  ）

書例：喜安日記 

（屋良朝陳）

.78826 十八、九世紀

731.78827 置縣以後（1879-  ）

.78828 第二次大戰以後

美軍託管

.78829 歸還日本

.7883 琉球文化史

.7884 琉球外交史

參見 643.31 中琉外交史

.7885 琉球史料

書例：歷代寶案

.7886 琉球地理

.7887 琉球地方志

.78871 沖繩本島

.78872 那霸．首里

.78876 沖繩群島

.78877 宮古群島

.78878 八重山群島

石垣、西表、與那 

國等諸島入此

.7889 琉球遊記

.79 北海道 Hokkoido（Ezo）

.8 日本類志

.825 琵琶湖 Lake Biwa

.834 富士山 Mt. Fuji

.838 阿蘇山 Mount Aso

.9 日本遊記

日本分區表

1 東北地方（奧羽）Tohoku region

11 青森縣（陸奧）Aomori

12 岩手縣（陸中）Iwate

13 宮城縣（陸前）Miyagi

131 仙臺市 Sendai

14 秋田縣（羽後）Akita

15 山形縣（羽前）Yamag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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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福島縣（岩代、磬城）Fukushima

2 關東地方（坂東）Kanto region

22 茨城縣（常陸）Ibaragi

221 水戶市 Mito

23 栃木縣（下野）Tochigi

24 群馬縣（上野）Gumma

25 埼玉縣（武藏）Saitama

26 東京都（江戶）Tokyo

266 各區

269 小笠原

27 神奈川縣（相模）Kanagawa

271 橫濱市 Yokohama

274 鎌倉市 Kamakura

28 千葉縣（房總）Chiba

281 千葉市

3 中部地方 Chubu region

31 北陸（北國）Hokuriku

32 新潟縣（越後）Niigata

328 佐渡 Sado

33 富山縣（越中）Toyama

34 石川縣（加賀、能登）Ishikawa

341 金澤市 Kanazawa

35 福井縣（若狹、越前）Fukui

4 中部西南地方

41 東山道

42 山梨縣（甲斐）Yamanashi

43 長野縣（信濃）Nagano

44 岐阜縣（美濃、飛彈）Gifu

46 東海道 Tokaido

47 靜岡縣（駿河、遠江、伊豆）

471 靜岡市 Shizuoka

48 愛知縣（尾張、三河）Aichi

481 名古屋市 Nagoya

亞洲史地

5 近畿地方（畿內、關西）Kinkiy 
region

51 滋賀縣（近江）Shiga

511 大津市 Ozu

52 京 都 府（ 山 城、 丹 波、 丹 後 ）
Kyoto

521 京都市 Kyoto

53 兵庫縣（播但、西丹）Hyogo

531 神戶市 Kobe

538 淡路島 Awaji

54 大阪府（攝津、和泉、河內）

541 大阪市 Osaka

55 奈良縣（大和）Nara

551 奈良市 Nara

554 天理市 Tenri

56 三 重 縣（ 伊 勢、 伊 賀、 志 摩 ）
Mie

57 和歌山縣（紀伊）Wakayama

6 中國地方 Chugoku region

61 山陰地方（山陰道）

62 鳥取縣（因幡、伯耆）Tottori

63 島根縣（出雲、石見）Shimane

638 隱岐 Oki

64 山陽地方（山陽道）

65 岡 山 縣（ 備 前、 備 中、 美 作 ）
Okayama

66 廣島縣（備後、安藝）

661 廣島市 Hiroshima

67 山口縣（周防、長門）Yamaguchi

673 下關市

68 瀨戶內海

7 四國地方（南海道）Shikoku

71 香川縣（讚岐）Kagawa

72 高知縣（土佐）Kochi

73 德島縣（阿波）Tokush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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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愛媛縣（伊豫）Ehima

8 九州（西海道、西國、西南）
Kyush

81 福 岡 縣（ 筑 前、 筑 後、 豐 前 ）
Fukuoka

811 福岡市

812 北九州市

82 佐賀縣（肥前）Saga

83 長崎縣（西肥）Nagasaki

831 長崎市 Nagasaki

837 壹崎 Iki

838 對馬 Tsushima

84 大分縣（豐後、北豐）Oita

85 熊本縣（肥後）

851 熊本市 Kumamoto

858 天草群島

86 宮崎縣（日向）Miyazaki

87 鹿兒島縣（薩摩）Kagoshima

88 沖繩縣 Okinawa

9 北海道（蝦夷）Hokkoido（Ezo）

91 檜山、渡島

92 膽振、日高

93 後志

94 石狩

95 空知、上川

96 十勝

97 釧路、根室

98 網走、宗谷、留萌

99 樺太 Karafuto

參見 734.19 庫頁島 Sakhalin

998 千島 Chishima

732  韓國 Korea
同：高麗、朝鮮

.1 韓國通史

書例：東史綱目（安鼎福）入

732.102、東史年表（魚允迪） 

入 732.105

.2 韓國斷代史

各代史料入 732.5

.21 韓國太古史

.22 韓國上古史 Ancient  history  
of Korea（   -313）

.221 古朝鮮 Ancient  Korea
檀君、箕子朝鮮、衛滿

朝鮮入此

.224 漢郡縣設置（108 B.C.-
313）

含樂浪、真蕃、臨屯、

玄菟、帶方諸郡

.23 韓國中古史 Medieval history 

of Korea（313-936）

.231 三韓 Samhan
含馬韓、辰韓、弁韓

.232 三國 Three Kingdoms 
（314-935）

書例：三國遺事（釋一 

然）、三國史記（金富軾）

.233 高句麗 Koguryo 
（37 B.C.-668）

自東明聖王高朱蒙至寶

藏王麗隋戰役（612-614）、

麗唐戰役（645-647）入此

.234 百濟 Paekche（18 B.C.-660）

溫祚王至義慈王

.235 新羅 Silla（57 B.C.-935）

朴赫居世至敬順王

.236 統一期（669-891）

自文武王 9 年至真聖女

王 5年

.237 加 羅、 任 那 Kayas. Im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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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

732.238 渤海 Purhae（696-926）
自高王大祚榮至哀王諲譔

.239 後三國時代（892-936）

新羅真聖女王 6年至敬順王

後百濟、後高句麗入此

.24 韓國中世史：高麗時代 
Koryo period（935-1392）

.25 韓國近世史：李朝時代 Yi 
Dynasty（1392-1910）

.2502 李朝編年史

書例：國朝寶鑑（金

尚晒等奉敕撰）

.251 李朝前期：太祖－明宗
（1392-1567）

.254 李 朝 中 期： 宣 祖 － 景 宗
（1568-1724）

壬辰、丁酉倭亂（1592-

1598) 入此

.257 李朝後期：英祖－純宗
（1725-1910）

.26 日本統治時期（1910-1945）

Under Japanese rule

參見 731.2755 合併朝鮮 

（1910）；574.281 朝鮮總督

府

.265 獨立運動（1919-  ）

.27 韓國現代史  Modern period
（1945-  ）

學者或主張以甲午更張 

（1894）為韓國現代史之起 

點。無論如何二次大戰之結 

束，使韓國回復獨立，而進入

新階段。不幸者其土分南北，

南有大韓民國，北有朝鮮民主

主義人民共和國

.271 韓國軍政期（1945-1948）

.272 韓國第一共和（1948-1960）

李承晚政府、韓戰

（1950-1953）入此

亞洲史地

732.2723 韓戰（1950-1953)

.273 韓國第二共和（1960-1963）

張勉內閣、軍事革命政

府入此

.274 韓國第三共和（1963-

1980）
朴正熙政府入此

.275 韓國：1980 年以後

.28 北韓：朝鮮民主主義人

民共和國 North  Korea：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1948-  ）

北韓政治入 574.328

.282 金日成政府

.283 金正日政府

.3 韓國文化史

依日本韓國時代表複分

.35  李朝時代

參見 803.21 諺文的創製

.4 韓國外交史

.41 韓國斷代外交史

依日本韓國時代表複分

外交文書入 732.42

.42 外交文書

依日本韓國時代表複分

.425 李朝

.43 韓國與亞洲

書例：同文彙考（韓國史編

纂委員會）

.44 韓國與歐洲

.45 韓國與美洲

.46 韓國與非洲

.5 韓國史料

.52 上古

.53 中古

.54 中世：高麗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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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55 近世：李朝時代

.56 日本統治時期

.57 現代：大韓民國

.58 現代：朝鮮（北韓）

.6 韓國地理

.61 上代地理志

書例：大韓疆域考（丁若鏞）

.7 韓國地方志

依韓國分區表複分

書 例： 慶 尚 道 地 理 志 入

732.78； 平 壤 志（ 尹 斗 壽 ） 入 

732.729；松都誌、中京誌（金履

載編）入 732.752；北關誌 （李

端夏）入 732.711

.729 平壤 Phyon-yang

.76 首爾 Seoul

舊稱漢城

.8 韓國類志

.82 韓國水志

.821 鴨綠江 Yalu River

.822 豆滿江 Tumen River

.823 大同江 Taedong River

.824 漢江 Han River

.825 錦江 Geum River

.827 洛東江 Nakdong River

.83 韓國山志

.831 長白山脈

.832 白頭山

.833 蓋馬高原

.834 狼林山脈

.835 大白山脈

.836 車嶺山脈

.837 小白山脈

.9 韓國遊記

韓國分區表

1 咸 鏡 道（ 關 北 地 方 ）Ham-Kyong 
province

11 咸鏡北道（北關）

12 穩城郡　慶都郡　羅津市　慶興郡

13 會寧郡　清津市　富寧郡　茂山郡
鏡城郡

14 明川郡　吉州郡　城津市　城津郡

15 咸鏡南道

16 惠山郡　甲山郡　三水郡　長津郡
豐山郡　瑞川郡

17 利原郡　北青郡　新興郡　洪原郡

18 咸興市　咸南市　成州郡　定平郡

19 永興郡　高原郡　元山市　文川郡
安邊郡

2 平 安 道（ 關 西 地 方 ）Pyong-an 
province

21 平安北道

22 慈城郡　厚昌郡　江界郡　渭原郡
楚山郡　熙川郡

慈江道入此

23 寧邊郡　泰川郡　碧潼郡　昌城郡
朔州郡　龜城郡

24 新義州市　義州郡　龍川郡　 
鐵山郡　宣川郡　 定州郡　博川郡

25 平安南道

26 寧遠郡　德川郡　孟山郡　陽德郡
成川郡

27 中和郡　江東郡　順天郡　价川郡
安州郡

28 平原郡　江西郡　鎮南浦市 
龍岡郡

29 平壤市（西京、西都、鎬京） 
大同郡 Phyon-yang

3 黃海道（海西地方）Whang-hae 
province

31 黃海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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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谷山郡　遂安郡　瑞興郡

33 新溪郡　金川郡　平山郡

34 鳳山郡　載寧郡　黃州郡

35 安岳郡　信川郡

36 黃海南道

37 殷栗郡　松禾郡　長淵郡

38 海州市　碧城郡

39 瓷津郡　延白郡

4 江原道（關東、嶺南地方） 
Kang-wan province

41 通川郡　高城郡　束草市　襄陽郡

42 淮陽郡　平康郡　伊川郡

43 鐵原郡　金化郡

44 華川郡　楊口郡　麟蹄郡

45 江陵市　溟州郡　三陟郡

46 春川市　春城郡

47 洪川郡　橫城郡　平昌郡

48 原州市　原城郡　寧越郡　旌善郡

5 京畿道（畿甸地方）Kyong-ki 
province

51 漣川郡　抱川郡　加平郡

52 開城市（舊稱：松都）Kae-song

兩江道入此

53 開豐郡　坡州郡　長端郡

54 議政府市　楊州郡　高陽郡 
楊平郡

55  仁川市（邵城、慶源府、濟物浦）
富川郡 In-chon

56 金浦郡　江華郡

57 水原市　華城郡　始興郡

58 廣州郡　驪州郡　利川郡

59 龍川郡　安城郡　平澤郡

6 首爾（漢城、南京、漢陽、京城）
Seoul

亞洲史地

61 城北區

62 城東區

63 東大門區

64 中區

65 鍾路區

66 西大門區

67 麻浦區

68 龍山區

69 永登浦區

7 忠清道（湖南地方）Chung-chong 
province

71 忠清北道

72 忠州市　中原郡　堤川郡　丹陽郡

73 陰城郡　鎮川郡　槐山郡

74 清州市　清原郡　報恩郡　沃川郡      
永同郡

75 忠清南道

76 天安市　天原郡　牙山郡　燕岐郡

77 禮山郡　洪城郡　青陽郡

78 唐浦郡　瑞山郡　保寧郡　舒川郡

79 大田市　大德郡　錦山郡　論山郡
扶餘郡　公州郡

8 慶尚道（嶺南、嶠南地方）

81 慶尚北道

82 蔚珍郡　奉化郡　榮州郡　英陽郡
盈德郡　安東市　安東郡　聞慶郡
醴泉郡　義成郡　青松郡　鬱陵郡
（干山國、芋山、芋陵、茂陵、蔚陵）

83 金泉市　金陵郡　尚州郡　善山郡
星州郡　漆谷郡　軍威郡

84 大邱市　達城郡　高靈郡　清道郡
慶山郡

85 浦項市　迎日郡　慶州市（徐耶伐、
斯盧、雞林、東京） 月城郡　永川
郡

86 慶尚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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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居昌郡　咸陽郡　陝川郡　昌寧郡
宜寧郡　山清郡　河東郡

88 晉州市　普陽郡　三十浦市 
泗川郡　咸安郡　固城郡　南海郡 
忠武市　統營郡　馬山市　鎮海市
昌原郡　巨濟郡

89 釜山市　東萊郡　金海郡　梁山郡
密陽郡　蔚州郡

9 全羅道（湖南地方）Chon-la 
province

91 全羅北道

92 茂朱郡　全州市　完州郡　鎮安郡
裡里市　益山郡

93 群山市　沃溝郡　金堤郡　扶安郡　
高敝郡

94 井邑郡　任實郡　長水郡　淳昌郡　
南原郡

95 全羅南道

96 潭陽郡　長城郡　靈光郡　咸平郡
光州市　光山郡　羅州郡

97 順天市　昇州郡　光陽郡　求禮郡
谷城郡　和順郡　麗水市　麗川郡
寶城郡　高興郡

98  木浦郡　務安郡　靈嚴郡　長興郡
康津郡　海南郡　珍島郡　莞島郡

99  濟州道（耽羅國、耽牟羅）Che-ju 
province   濟州市　北濟洲郡 
南濟州郡

北韓分區表

11 咸鏡北道

15 咸鏡南道

21 平安北道

22 慈江道

25 平安南道

31 黃海北道

36 黃海南道

4 江原道

52 兩江道

733  臺灣史地 Taiwan
本類有兩種使用法，第一法僅收

錄狹義地方志，即省志、府志、廳

志、縣志、市志、鄉鎮志等；第二

法收錄廣義地方志，即願將某地有

關文獻彙集一處者使用之。一般而

言，以使用第二為宜

本類以外之臺灣其他相關類 

目，則分散於各類中，除特別注明

複分方法外，一般依臺灣地區號碼

（33）複分即可。例如中國生物志

入 366.2；臺灣生物志入 366.33

臺灣地方志複分表：第一法

僅收錄狹義之地方志；臺灣省通志

入 733

1 史地總論

4 府志

5 廳縣市志

8 方志合刻

臺灣地方志複分表：第二法

願將臺灣相關文獻彙集一處者，得

細分如下

733.021 臺灣研究書目

.028 臺灣統計資料

.04 臺灣研究辭典

.05 臺灣研究期刊

.06 臺灣研究機構

.07 臺灣研究論文集

.08 臺灣研究叢書

臺灣地方志叢書入此

.09 臺灣研究史

.1 志書

.12 臺灣府志
按清一代，臺灣府修志，先

後凡五次。必要時得按其編修

先後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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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121 高志（康熙 33 年高拱乾修）

.122 周志（康熙 49 年周元文修） 

.123 劉志（乾隆 5-6 年劉良璧修） 

.124 范志（乾隆 11 年范咸修）

.125 余志（乾隆 25 年余文儀修）

.13 臺灣通志

.15 光復後之修志

.16 臺灣省通志稿；臺灣省通志

.17 重修臺灣省通志

.2 臺灣史

有關臺灣史學辭典、論文集及

叢書等入 733.02-.09

.203 臺灣史學教育

.21 通史

.22 專題史

對外關係史入 733.439

.223 民變史

.229 理番史

.23 雜錄

.24 早期史

明以前（1624 以前）入此

.241 史前史

.242 古地名

.2421 琉球

.245 宋代

.246 明代

.25 荷蘭據臺時期（1624-1661）

.256 西班牙人據臺（1626-1642）

.26 明鄭時期（1661-1683）

參見 626.96 南明史：鄭成

功反清復明

.27 清治時期（1683-1895）

參見 627.22 臺灣內屬

.271 初期消極施政

亞洲史地

733.272 民變

.2723 朱一貴事件（1721）

.2724 林爽文事件（1786）

.2726 戴潮春事件（1862）

.273 開拓的進展

.276 開港前後

.2768 牡丹社事件（1874）

.277 自強運動

沈葆楨、丁日昌推動

.2778 法軍侵臺（1884）

.278 建省（1885）

劉銘傳主政

.279 割讓；臺灣民主國 (1895)

唐景崧稱總統

.28 日據時期（1895-1945）同:日治時期

.2801 臺灣總督府

.2803 地方制度的變革

.2805 殖民地近代化

.2808 抗日史泛論

.2809 史料類纂

.281 前期武官總督期（1895-
1919）

.2813 後藤新平治臺策略

.283 武裝抗日運動

.2837 噍吧哖事件（1915）

同：西來庵事件

.285 文官總督期（1919-1936）

.2857 霧社事件（1930）

.286 民族、社會、政治運動

.2862 六三法撤廢運動

.2863 臺灣議會設置運動

.2864 臺灣文化協會

.2865 臺灣民眾黨

.2866 臺灣自治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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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2867 農民運動

.2868 臺灣共產黨

.288 後期武官總督期（1936-
1945）

.2886 皇民化運動

.289 臺灣光復

.29 二次大戰後（1945-    ）

.291 1945-1948

.2912 陳儀行政長官時期

.2913 二二八事件（1947）

.2914 魏道明主席時期

.292 國民政府遷臺以後（1949- ）

參見 628.63 國民政府遷

臺以後

.2923 臺灣省政（1949-  ）

.2924 兩岸關係

.2925 對外關係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複分，例如臺日關係入 

733.292531，臺韓關係

入 733.292532，臺歐關

係 入 733.29254， 臺 美

關係入 733.292552

參見 642.5-.6 中華民

國界外交史：抗日以後

及 643-648 中華民國與

各國外交史

.2927 經濟發展

.2928 海外自主運動

.2929 民主運動

.293 蔣中正時期（1949-1975）

參見 628.631 民國史：

蔣中正時期

.2931 白色恐怖

.294 蔣經國時期（1978-1988）

參見 628.633 民國史：

蔣經國時期

733.2945 美麗島事件（1979）

.2948 民主進步黨成立（1986）

.295 李登輝時期（1988-2000）

參見 628.634 民國史：

李登輝時期

.296  2000-
參見 628.64 民國史：

2000-

.3 自然地理

[.31] 地文

宜入 351.133

.32 河川

.321 淡水河

大漢溪、新店溪、基隆

河入此

.325 濁水溪

.328 高屏溪

同：下淡水溪

.33 山

.331 玉山
同：新高山

.333 雪山
同：次高山

大壩尖山入此

.335 中央山脈

.336 花東海岸山脈

.337 大屯山

.338 八卦山

.35 輿圖

.37 地名

.38 聚落

.4 人文；文化

.409 臺灣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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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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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史地

733.42 人口

.43 政治；行政

.439 對外關係史

總論臺灣從古至今之關

係史入此，論述臺灣當代

與各國關係入 733.2925

.44 教育

.445 書院

.45 社會

.455 社團

[.46] 文學

宜入 863

.467 詩文社

.47 出版

.48 藝術

.481 音樂

.484 美術

.488 戲劇

[.5] 經濟地理
宜入 552.33

[.53] 農業

宜入 430.933

[.54] 工業

宜入 555.933

[.55] 礦業

宜入 450.933

[.56] 商業

宜入 491.33

[.57] 交通

宜入 557.1933

[.572] 公路

宜入 557.38339

[.573] 鐵路

宜入 557.26339

[.574] 航運

宜入 557.4833

[.576] 郵政

宜入 557.6933

[.579] 航空
宜入 557.9933

733.6 名勝古蹟；遊記；指南

.61 寺廟

.62 宗廟

.63 紀念建築

.64 公園、風景區

國立公園、森林遊樂園、國

家公園入 992.38

.65 遊樂區

.67 墓園

.68 遺址

.69 遊記

.7 人物；文獻

.71 文獻；書籍；圖片

.715 外國文獻

.72 檔案

.73 古文書

[.74] 族譜

總論中國族譜或專論各姓族

譜者宜入 789.2，總論臺灣及

其各地族譜者宜入 789.33

.75 碑文

.76 明清時期人物

.77 日據時期人物

.775 抗日人物

.776 文人

.78 現代人物

.79 外國人

.8 雜記

.9 臺灣分區志

依臺灣分區表或臺灣縣市表、

臺灣鄉鎮表複分，必要時依臺灣

各區複分表複分

.9839 釣魚台列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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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各區複分表

/01 臺灣研究理論

/028 統計

/05 期刊

/058 年鑑

/1 志書；通論

/2 歷史；沿革

/3 地理

/35 地圖

/37 地名

/4 人文

/42 人口

/5 經濟

/57 交通

/6 名勝；古蹟

/61 寺廟

/69 遊記

/7 人物、文獻

/8 雜記

/9 各地方

如再有必要可仿 733 細分

書例：基隆市志入 733.917/1

噶瑪蘭廳志入 733.981/1

臺北市發展史入 733.92/2

宜蘭文獻（期刊）入

733.982/05

板橋市街地圖入 733.9331/35

苗栗縣地名探源入 733.947/37

高雄市人口變遷入 733.971/42

媽宮的寺廟入 733.9911/61

新竹縣統計要覽入733.944/028

鳳山縣志入 733.9703/1

高屏古今史蹟入 733.97/6

高雄市年鑑入 733.971/058

臺灣分區表

為臺灣各圖書館之需要，特備此表

1 北部臺灣

12 清期淡水廳

13 清季臺北府

14 日治時期臺北州

轄今臺北市、臺北縣、宜蘭縣

16 清季雞籠廳

17 基隆市（雞籠）

171 仁愛區

172 信義區

173 中正區

174 中山區

175 安樂區

176 和平島（社寮島）

177 七堵區

178 暖暖區

18 淡水河流域

19 臺北盆地

2 臺北市

21 大同區（大龍峒）

22 延平區（大稻埕）

併入大同區

23 萬華區（艋舺）

龍山區併入萬華區

231 龍山區

併入萬華區

232 雙園區

併入萬華區

24 中正區

241 城中區

併入中正區

242 古亭區

併入中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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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山區（雙連）

26 大安區

265 大安區

27 松山區（錫口）

272 信義區

273 內湖區

276 南港區

28 文山區

木柵區、景美區（景尾、木見

尾）入此

285 木柵 併入文山區

29 大屯山彙

291 陽明山（草山）

292 北投區

293 士林區（八芝蘭）

3 新北市（臺北縣）

31 三重（三重埔）

32 淡水（滬尾）

清時淡水廳入 733.912

322 三芝（小基隆）

323 八里（八里坌）

324 五股（五股坑）

325 石門

33 七星郡（日治時期）

331 板橋（枋橋頭、擺接）

332 新莊

333 林口（樹林口）

334 樹林（海山庄、風櫃店庄）

335 鶯歌

336 三峽（三角湧）

337 蘆洲（和尚洲、鷺洲）

338 烏來

339 新店（大坪林）

34 中和（漳和）

342 永和（秀朗）

343 深坑

344 石碇

345 土城

346 泰山

36 基隆郡（日治時期）

361 汐止（水返腳）

363 瑞芳（柑仔瀨）

364 萬里（萬里加投庄）

365 金山（金包里）

366 平溪

367 雙溪（頂雙溪）

368 貢寮（三貂、槓仔寮）

369 坪林

39 其他諸鄉鎮

4 桃、竹、苗地區

日治時期新竹州轄有今桃園、

新竹、苗栗三縣之地

清時期新竹縣入此

41 桃園縣（桃仔園）

411 桃園市

412 大溪（大科崁）

413 楊梅（楊梅壢）

414 蘆竹（蘆竹厝）

415 大園

416 龜山（龜崙口）

417 八德（八塊厝、霄裡）

418 龍潭

419 平鎮（張路寮、安平鎮）

42 中壢（澗仔壢庄）

421 新屋

亞洲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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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觀音（石觀音）

423 復興（角板）

429 石門

石門水庫及石門大圳區域

486 三義（三叉河）

487 西湖

43 新竹市（竹塹）

431 東區

432 北區

433 香山區

44 新竹縣　清季新竹縣入此

441 竹北（紅毛田、舊港）

442 竹東（樹杞林）

443 關西（鹹菜硼、鹹菜甕、咸菜硼）

444 新埔

445 香山 併入新竹市

446 湖口

447 橫山

448 芎林（九芎林）

449 峨眉（月眉）

451 新豐（紅毛港）

452 寶山

453 北埔（大隘聯庄、金廣福大隘）

456 尖石

457 五峰

47 苗栗縣

471 苗栗市（貓裏）

472 頭份

473 竹南（中港、三角店）

474 通霄（吞霄）

475 銅鑼（福興、銅鑼灣）

476 苑裡（貓盂）

477 後龍（後龍）

478 大湖（八份）

479 三灣

481 南庄

482 造橋

483 頭屋（崁頭屋）

484 公館（隘寮腳）

485 獅潭（永興）

488 卓蘭（罩蘭）

489 泰安

5 中部臺灣

日治時期臺中州轄有今臺中、

南投、彰化三縣之地

505 濁水溪流域

51 臺中市

511 中區

512 北區

513 北屯區（三十張犁）

514 西區

515 西屯區

516 東區

517 南區

518 南屯區（犁頭店）

52 臺中縣

521 豐原（葫蘆墩）

522 東勢（東勢角）

523 清水（牛罵頭）

524 梧棲

525 臺中港

526 沙鹿（沙轆）

527 大甲

529 霧峰（阿罩霧）

531 太平（鳥松頭）

532 大里（大里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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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烏日

534 后里（內埔）

535 石岡

536 神岡（新廣）

537 新社

538 潭子

539 大雅（土具雅）

541 大肚

542 龍井（龍目井）

543 外埔

544 大安

546 和平

55 南投縣

551 南投市

中興新村入此

552 草屯（草鞋墩）

553 集集（新高、林尾庄）

554 埔里（埔里社）

555 竹山（林杞埔）

556 國姓

557 中寮

558 仁愛（霧社）

559 名間（湳仔）

561 水里

562 日月潭風景區（水沙連）

563 魚池

564 信義

565 鹿谷（羌仔寮）

57 彰化縣　清期彰化縣入此

571 彰化市（半線）

572 鹿港

573 和美（和美線）

574 員林

575 溪湖（溪湖厝）

576 田中（田中央）

577 北斗（寶斗）

578 二水（二八水）

579 溪洲

581 花壇（茄苳腳）

582 秀水（透水）

583 芬園

584 線西（下見口、線西堡）

585 伸港

586 社頭

587 永靖（關帝廟）

588 埔心

589 大村（大莊）

591 田尾

592 埤頭

593 竹塘

594 二林

595 大城（大城厝）

596 芳苑（番仔挖）

597 福興

598 埔鹽

6 南部臺灣

603 清期臺灣縣

605 日治時期臺南州

當時轄有今雲林、嘉義、臺南

三縣之地

61 臺南市

臺灣府城、臺南府城

611 中區（赤崁）

612 東區

613 南區

614 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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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北區

618 安南區

619 安平區（熱蘭遮）

62 臺南縣

621 永康（埔羌頭、三崁、七鯤身）

622 歸仁

623 左鎮（拔馬）

624 玉井（噍吧哖）

625 楠西（茄拔）

626 南化（南庄、內新化南里）

627 仁德

628 關廟

629 龍崎

63 新營

631 官田（番仔田、官佃）

632 鹽水（鹽水港）

633 白河（店仔口）

634 麻豆（廿麻荳）

635 佳里（蕭土龍）

636 善化（灣裡）

637 新化（大目降）

638 北門（北門嶼）

639 大內；山上

64 新市（新港）

641 七股

642 將軍（漚汪）

643 學甲

644 後壁（茄苳）

645 西港

646 六甲

647 下營

648 柳營（查畝營）；東山（哆囉嘓）

649 安定（直加弄）

65 嘉義縣

清初諸羅縣治入此

651 朴子（樸仔腳）

652 布袋（鬼罔港、蚊港、虎尾寮）

653 大林（大莆林）

654 東石（猿樹港）

655 番路（番仔路）

656 梅山（梅仔坑）

657 竹崎（竹頭崎）

658 大埔（後大埔）

659 中埔（興化郡）

661 水上（南靖）

662 鹿草；義竹

663 太保

664 六腳（六腳田）

665 新港（新南港、新巷）

666 民雄（打貓）

667 溪口（雙溪口）

668 阿里山（吳鳳鄉）

669 嘉義市

67 雲林縣

671 斗南（他里霧）

673 斗六（斗六門、斗六、柴裡）

674 東勢（東勢厝）

675 虎尾（五間厝）

676 褒忠（埔姜崙）

677 土庫（塗庫）

679 西螺

681 北港（笨港）

682 麥寮

683 崙背

684 二崙（義崙）

685 莿桐（莿桐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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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 林內

687 古坑（庵古坑）

688 大埤（大埤頭）

691 元長

692 水林（水漆林、水燦林）

693 口湖（烏麻園）

694 四湖

695 臺西（海口厝）

7 高屏地區

日治時期高雄州轄有今高雄、

屏東二縣之地

703 清鳳山縣

71 高雄市（打狗）

712 鹽埕區

713 前金區

714 三民區

715 新興區

716 鼓山區

717 苓雅區

718 前鎮區

721 旗津區（旗後）

722 左營區

723 楠梓區（楠仔坑）

724 小港區

73 高雄縣

732 旗山（蕃薯寮）

733 燕巢（援剿）

734 岡山（阿公店）

735 仁武

736 大社

737 路竹（半路竹）

738 阿蓮

739 田寮

741 橋頭

742 梓官

743 彌陀（彌陀港、彌羅港、眉羅港）

744 永安

745 湖內

746 大寮

747 林園

748 鳥松

749 大樹（大樹腳）

75 鳳山（埤頭）

清鳳山縣入 703

751 六龜（六龜里）

752 內門（木柵、羅漢門）

753 杉林

754 甲仙

755 美濃（彌濃）

756 茄萣

757 茂林（多納）

758 桃源

759 三民

76 屏東縣

761 林邊（林仔邊）

762 潮州

763 新園

764 東港（放索社）

765 萬丹

766 崁頂

767 九如（九塊厝）

768 里港（阿里港）

769 南州（溪州）

77 屏東市（阿猴）

771 鹽埔

772 長治（長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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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 麟洛

774 竹田（頓物）

775 內埔

776 新埤（新埤頭）

777 佳冬（茄苳腳）

778 萬巒

779 高樹

78 六堆

六堆不是一個行政區，是客 

家自衛組織，分布於竹田（中 

堆）、內埔（後埔）、麟洛及

長 治（前堆）、新埤及佳冬（左

堆）、萬巒（先鋒堆）、高樹及

美濃（右堆）諸鄉

781 琅嶠地區

782 三地門（三地）

783 霧臺

784 瑪家

785 泰武

786 來義（內社）

787 獅子（楓林）

788 牡丹（石門村）

789 春日

79 恆春（琅嶠）

清恆春縣亦入此

792 墾丁；鵝鑾鼻

793 枋寮

794 枋山

795 車城

796 滿州（蚊蟀）

8 東部臺灣

81 清期噶瑪蘭廳

82 宜蘭縣；蘭陽

821 宜蘭市（五圍、五圍三結）

822 頭城

823 礁溪

824 壯圍（民壯圍）

825 員山

826 羅東（老懂）

827 五結

828 三星（叭哩沙）

829 冬山（冬瓜山）

831 蘇澳

832 南澳（大南澳）

833 蘇花公路

835 大同

太平鄉入此

84 東臺灣（後山）

清臺東直隸州入此

85 花蓮縣

851 花蓮市（洄瀾、花蓮港）

852 新城

853 吉安（七腳川、吉野）

854 壽豐（鯉魚尾）

855 鳳林（馬里勿）

856 光復（馬太鞍）

857 豐濱（豊田、貓公）

858 玉里（璞石閣）

861 瑞穗（水尾）

862 富里（大庄）

864 秀林（武士林）

866 萬榮

868 卓溪（巴內大）

87 臺東縣

871 臺東市（寶桑）

872 長濱（加走灣）

873 成功（麻荖漏、成廣澳、新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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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4 東河（馬武窟）

875 池上

876 關山（里龍）

877 海端

878 鹿野

879 延平

881 卑南

882 太麻里

883 大武（巴塱衛）

884 金峰（金崙）

885 達仁

889 其他

蘭嶼入 97；綠島入 98

89 山區

895 北部橫貫道路

896 中部橫貫道路

897 南部橫貫道路

9 澎湖及臺灣附島

91 澎湖縣

釣魚台列嶼入 733.2

911 馬公（媽宮）

912 湖西

913 白沙（北山嶼）

914 西嶼

915 望安（網垵）

916 七美

919 其他

93 小琉球嶼

94 七星岩

95 龜山島

96 花瓶嶼；棉花嶼；彭佳嶼

97 蘭嶼（紅頭嶼）

98 綠島（火燒島）

亞洲史地

99 其他

734  中亞 Central Asia
俄羅斯入 748

.1 西伯利亞 Siberia

.19 庫頁島 Sakhalin

庫頁島之南半曾屬日本，稱

樺太

參見 731.799 樺太

.4 哈薩克 Kazakhstan

.5 烏茲別克 Uzbekistan

.522 大宛

.6 塔吉克 Tajikitan

.7 吉爾吉斯 Kyrgyzstan

.8 土庫曼 Turkmenistan

.9 蒙古 Mongolia
外蒙古，為蒙古之一部，清康

熙間附屬於中國。1924 年建立蒙

古人民共和國

.97 蒙古地方志

得依中國縣市表 52 外蒙古

細分

.972 烏蘭巴托 Urga

同：庫倫

735  中東 Middle East
西亞、阿拉伯世界、回教文化圈

入此

.021 1900 以前

.022 1900-1918

.023 1918-1945

.024 二次大戰後

.0242 以阿戰爭 Israel-Arab  

War（1948-1949）

.0244 西奈戰爭（1956）

.0246 以阿戰爭（1967）

.0247 波灣戰爭（1991）



564

中文圖書分類法

世
界
史
地
類

735.1 土耳其 Turkey
舊稱突厥，地跨歐亞二洲

小亞細亞入此

.121 土耳其古代史（     -1290）

東羅馬帝國入 740.229

.122 土耳其中世史（1290-1908）

鄂圖曼帝國入此

.128 土耳其現代史（1908-     ）

.171 伊士坦堡  Istanbul

同：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拜

占庭（Byzantium）

.172 安卡拉 Ankara

.176 土 耳 其 歐 洲 部 分 Turkish 
Thrace

.2 巴勒斯坦 Palestine
聖經地理入 241.092

.3 以色列（猶太） Israel
猶太哲學入 133；基督教入

240； 聖 經 地 理 入 241.092；

猶太教入 260；猶太民族志入

536.87；猶太文學入 864.2 及

864.3

.321 以色列古代史（ -1453）

.324 以色列近世史（1453-
1917）

.327 英國統治時期（1917-
1948）

.328 以色列獨立（1948-    ）

.371 耶路撒冷 Jerusalem

耶路撒冷王國（1099- 

1187）入 740.2361

.4 敘利亞 Syria

.421 敘利亞古代史（ -640）

亞述帝國（ca.900-625 

B.C.）入此

.423 敘利亞中世史（640-1920）

鄂圖曼統治時期入此

735.425 敘利亞現代史（1920-    ）

.471 大馬士革 Damasacus

.5 伊拉克 Iraq
美索不達米亞入此

.521 伊拉克古代史（     -638）

巴比倫帝國及美大尼

王國 Babylonian Empire  

and Kingdom of Mitanni   

ca.1900-ca.900B.C.）入此

亞述帝國入 735.421

.523 伊拉克中世史（638-1920）

.528 伊拉克現代史（1920-    ）

.582 伊拉克水

幼發拉底河及底格里斯

河入 730.825

.6 約旦 Jordan

.624 委任統治獨立（1923-    ）

.7 黎巴嫩 Lebanon

.724 自敘利亞分離（1926-    ）

.8 塞浦路斯 Cyprus

.821 塞浦路斯古代史

.822 塞浦路斯中古史（ -1571）

.823 土屬時期（1571-1878）

.824 英領時期（1878-1960）

.825 塞浦路斯獨立（1960-     ）

.871 尼科西亞 Nicosia

.9 阿拉伯 Arabia
舊稱大食（Tazi）、天方。穆

罕默德曾建回教帝國，領土跨亞

非歐三洲

.901 阿拉伯通史

.902 阿拉伯古代史

.903 阿拉伯近世史（622-1517）

.904 鄂圖曼治下 Ottoman rule
（1517-1740）

.905 脫離土耳其（1740-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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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906 二十世紀
沙烏地阿拉伯歷史入此

.91 沙烏地阿拉伯地理 Saudi 
Arabia

全境地理入此

.912 內志 Nejd

.913 漢志 Hejaz

.914 麥地那 Medina

.915 麥加 Mecca

.916 亞西爾 Asir

.917 尼爾哈薩 El-Hassa

今東部省

.918 沙烏地阿拉伯類志

.919 沙烏地阿拉伯遊記

.92 科威特 Kuwait

.93 卡達 Qatar

.94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nited Arab Emirates 

原稱休止阿曼（Trucial Oman）

.947 各大公國 

.9471 阿布達比 Abu Dhabi

.9472 杜拜 Dubai

.9473 沙迦 Sharjah

.9474 阿治曼 Ajmana

.9475 烏姆蓋萬 Umm Alqaiwin

.9476 富加拉 Fujarah

.9477 哈伊馬角 Ras Al 

.95 阿曼；馬斯喀特阿曼 Muscat  
Oman

.96 亞丁 Aden

同：南葉門

本屬土耳其，1839 年為英

國佔領，稱亞丁領地，1967

年獨立，稱南葉門，1970 年

改名葉門人民共和國

.97 葉門 Yemen

亞洲史地

南葉門獨立後，北葉門亦獨

立為阿拉伯葉門，1990 年兩

國合併成為葉門共和國

735.98 巴林 Kindom of Bahrain

736  西南亞 Southwest Asia
.1 伊朗 Iran（Persia）

同：波斯

.11 伊朗通史

.12 伊朗斷代史

.121 古代伊朗史

安 息（ 帕 提 亞 ）Arsak 

（Parthia）（256 B.C.-

226A.D.）入此

參見 740.2133 波斯戰爭

.122 薩森王朝 Sasan（226-651）

.123 651-1499

.124 索法維王朝（1500-1739）
Safavi Dynasty

.125 矰特王朝 Zend（1736-
1794）

.126 喀札爾王朝 Kajar（1794-

1850）

王朝祖為阿迦穆罕默德 

（Aga Mohamnced）

.127 巴勒維王朝 Pahlavi Dynasty
（1925-1979）

.128 1979-

.171 德黑蘭 Theran

.2 阿富汗 Afganistan

.22 斷代史

.222 古代史

大夏入此

.323 泥婆羅

737  南亞 South Asia；印度 India
古稱天竺、身毒等南亞全境、印

度半島入此

印度人種入 392.38

.01 印度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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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02 印度古代史

孔雀王朝（Maurya）入此

.03 公元一世紀至十世紀

Maitraka朝、Maukhari朝、

谷普塔王朝 Guptas（約 300-

500）等入此

.04 薩拉森屬（997-1526）

.05 蒙兀兒帝國  Mogul Empire
（1526-1857）

蒙古帖木兒五世孫巴卑爾 

（Babur）所建，於 1526 年擊

敗德里之阿富汗王，盡有印度

北部之地

.06 英國治下 British rule（1774-
1947）

.07 印度獨立（1947-  ）

巴基斯坦入 737.2

.08 印度文化史

阿拉巴文化入此

.09 印度外交史

.1 印度地理

.11 今印度全境

.12 印度東區
Assam,Manipur, 

Tripura,West Bengal 入此

.13 印度中區、北區

Uttar Pradesh、Madhya Pradesh

（ 舊 中 央 州，Berar）、Himacha'   

Pradesh（舊 Punjub Hill  State）

入此

喀什米爾入 737.57

.131 德里 Dedhi

.132 新德里 New Dedhi

.14 印度西區

Rajasthan 入此

.141 孟買 Bombay

.15 印度南區

Andhra,Madras,Mysore 

Kerala, 德干高原區入此

737.16 印度水志

.161 恒河 Ganges

.162 印度河 Indus

.17 印度山志

喜馬拉雅山脈入 730.832

.18 其他

.19 印度遊記

必要時得依時代區分

.191 古遊記

書例：南海寄歸傳（唐

義淨）

.2 巴基斯坦 Pakistan
俾路芝入 737.279；克什米爾

入 737.57；東巴基斯坦入 737.3

.27 巴基斯坦分區志

.271 西旁遮普 West Panjub

.273 喀拉蚩 Karachi

.274 西北邊疆省 Provinces in 
northwest frontier

.278 信得 Sind

.279 俾路芝 Baluchistan

昔為獨立尊長國，1872

年後境內分二部，一獨立，

但重要政務須與英官商議，

一英領。1947 年兩部併同

歸屬巴基斯坦

.3 孟加拉 Bangladesh
舊東巴基斯坦入此

.4 尼泊爾 Nepal

.53 不丹 Bhutan

又譯布丹，舊稱布魯克巴

.55 錫金 Slihin

又作息琴、西金，一名哲孟雄

.57 喀什米爾 Kashmir

漢為罽賓國，唐時名迦濕彌

羅，十八世紀隸屬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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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6 斯里蘭卡 Sri Lanka
由錫蘭（Ceylon）改名。中國

舊稱私訶條、師子國、獅子國

.623 647-1505

.624 1505-1795

.625 英國治下（1795-1948）

.626 斯里蘭卡獨立（1948-    ）

.7 馬爾地夫 Maldives

.8 其他印度洋諸島嶼

738  東南亞 Southeast Asia
中南半島及南洋群島之總稱。中

南半島，又稱印度支那、後印度、

遠印度

南洋群島入 739

.01 東南亞通史

.02 東南亞斷代史

得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1 緬甸 Burma (Myanmar)
古朱波國。漢稱撣，唐稱驃，

宋元稱緬

.11 緬甸通史

.12 緬甸斷代史

.121 古史時期

撣、驃入此

.122 蒲干王朝 Pagan Kingdom

（1044-1287）

.123 撣族統治期（1287-1531）
撣族勢力在伊洛瓦底江 

（Irawadi）流域

.124 通古王朝 Toungoo Dynasty

（1531-1752）

.125 雍籍方王朝 Alaungpaya 
Dynasty（1752-1885）

英緬戰爭入此

.126 英屬（1885-1948）
巴莫（Ba Mau）政府

.127 脫離英聯邦（1948-      ） 

738.17 緬甸地方志

.171 仰光 Rangoon

.2 泰國 Thailand
同：暹邏（Siam）

唐時稱赤土國，曾被稱白象 

國、黃袍國

.21 泰國通史

.22 泰國斷代史

.221 古代（ -1238）

.222 素可泰王朝 Sukothai 
Dynasty（1238-1350）

羅斛國入此

.223 大城王朝 Ayuthia  Dynasty
（1350-1767）

.224 曼谷（查克里）王朝
Chakri Dynasty（1782-    ）

.225          立憲期（1932-  ）

.27        泰國地方志

.271          曼谷 Bangkok

.282          湄南河 Menan

.3 越南 Vietnam
同：安南、交趾

古稱安南、唐置安南都護府而

得名。1802 年阮福映統一安南，

改稱越南

.31 越南通史

書例：大越史記全書（吳士

連等敕撰）

.32 越南斷代史

.321 古代
文郎、甌貉入此

.322 郡縣時期
安南都護府（唐高宗設） 

時期入此

.323 獨立王國之形成（906-      ）

曲氏、十二氏君、丁部頭

.324 後黎朝 The Le（1428-1788）

亞洲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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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325 阮朝 The Nguyen（1802-
                      1945）

.3255 法國統治時期（1883-
1949）French Indochina

.326 二次大戰後

.3261 印度支那戰爭
Indochinese War（1946-
1954）

奠邊府戰役入此

.3262 北越 North  Vietnam

.3263 越南共和國 Republic of

Vietnam.

.3264 越戰 Vietnamese Conflict

（1961-1975）
參見 752.266 參加越戰

.327 越戰結束後（1975-        ）

.37 越南地方志

.373 河內 Hanoi

.377 南圻
古時占國、占城、占婆入

此

.379 胡志明市 Ho Chi Minh City

舊稱西貢（Saigon）

.4 柬埔寨 Cambodia
舊稱高棉（Khmer）

隋代以前稱扶南或跋

南，後又有真臘（本屬扶

南，隋代併之），吉蔑（兩

者為部族名 Khmer 譯音）

等名

.41 柬埔寨通史

.42 柬埔寨斷代史

.421 古代
扶南、真臘、吉蔑入此

.425 法領時期

.426 二次大戰後

.5 寮國 Laos
舊稱老撾

.51 寮國通史

738.52 寮國斷代史

.521 古代

.522 王國（1350-  ）

.525 法保護下（1893-1949）

.526 1949-

.571 永珍（越曾）Vientiane

.6 馬來西亞 Malaysia

.61 馬來西亞通史

.62 馬來西亞斷代史

.621 早期

.622 葡佔（1511-1641）

.623 1641-1957

.624 荷屬（1641-1842）

東印度公司（1786-

1867）

.625 英屬（1867-1942）

.6256 日據（1942-1945）

.6257 英屬（1945-1957）

.626 馬來西亞獨立後（1957-    ）

.6261 馬來亞聯邦（1957-
1963）

.6262 馬來西亞聯邦（1963-）

.67 馬來西亞地方志

東馬來西亞入 738.8

.671 檳榔嶼 Penang & Province 
Wellesley

.674 吉隆坡 Kuala Lumper

.678 麻六甲（馬喇甲）Malacca

.7 新加坡 Singapore
同：星加坡

.71 新加坡通史

.72 新加坡斷代史

.721 1819 以前

.722 英屬（1819-1959）



569

世
界
史
地
類

738.723 東印度公司 East India 
                      Co.（1819-1867）

.724 英國殖民時期 Colonial 
period（1867-1942）

.725 日據 Japanese occupation
（1942-1945）

日人曾叫此島為昭南島

.726 英屬（1945-1959）

.727 1959-

.7271 自治邦（1959-1963）

.7272 1963-1965

.7273 新加坡獨立（1965-   ）

.8 東馬來西亞 East Malaysia

.81 東馬來西亞通史

.86 沙巴州 Sabah, State of

簡稱「沙州」，原名「北婆羅洲」

.87 沙勞越 Sarawak

.88 汶萊 Brunei
舊稱婆羅乃，古書稱勃泥。

1984 年自主獨立

739  馬來群島 Malay
Archipelagoes

同：南洋群島

散在亞洲東南、大洋洲西北之無

數島嶼。舊稱南洋或南洋群島。又

稱馬來西亞島、東印度群島

.1 菲律賓 Philippines

.11 菲律賓通史

.12 菲律賓斷代史

.121 早期

.122 發現史

歐人首至此地者為麥哲

倫（1521 年）

.123 西領 Spanish period（1564-

1898）

.124 1785-1898
王立菲律賓公司成立以

後十九世紀史事入此

亞洲史地

739.1249 革命運動

.125 美屬（1898-1946）

.126 1934-1946
自治政府之成立及二次

大戰期間

.127 共和國 Republic（1946-  ）

.17 菲律賓地方志

.171 呂宋島 Luzon

碧瑤入此

.172 馬尼拉（岷埠） Manila

.173 明多羅 Mindoro

.174 巴拉汪 Parawan

.175 維薩耶群島 Visayas

薩馬（三馬）（Samar）、

宿 務（Cebu）、 雷 伊 泰

（Leyte）、內革羅（Negros）

馬斯巴特（Masbate）、保荷

（Bohol）、伯內（Panay）等

.177 民答那峨 Mindanao（棉蘭佬）

.178 蘇祿群島 Sulu

霍洛島入此

.179 其他

.2 南海群島

包括東沙群島、西沙群島、北

沙群島、南沙群島等

.3 印尼 Indonesia
同：印度尼西亞

爪哇志入 739.37；其他各島嶼

入 739.4-.9

.31 印尼通史

.32 印尼斷代史

.321 古代

印度文化期、三齊亞入此

.322 回教文化期 Muslimvrule

（1478-1602）

.323 荷蘭治下 Dutch rule

（1602-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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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9.324 荷蘭東印度公司（1602-

1798）

.325 1798-1945

.326 二次大戰期間

.327 共和國（1945-  ）

.33 印尼文化史

.34 印尼外交史

.35 印尼史料

.36 印尼地理

印尼全境地理入此

爪哇以外各地方志入 739.4-.9

爪哇志入 739.37

.37 爪哇志 District history of Java

.372 雅加達 Djakarta

又 作 椰 城， 巴 達 維 亞 

（Batavia），巴城

.373 萬隆 Bandung

.375 三寶壠 Semarang

.376 日惹 D jojakarta

.378 泗水 Surabaja

.379 其他各地

.38 印尼類志

.39 印尼遊記

.4 蘇門答臘 Sumatra
大巽他群島入此

.5 伊里安 Irian（伊里安查亞）

舊稱新幾內亞、巴布亞（New  

Guinea,Papua）

.6 小巽他群島 Little Sunda 
Islands

東帝汶入 739.7

.62 峇厘 Bali

又稱小爪哇、香格里拉、詩之

島等

.63 龍目 Lombok

.64 松巴窪 Sumbawa

739.65 松巴 Sumba

.66 弗羅里斯 Flores

.67 梭羅 Solor

.68 阿羅羅 Alor

.7 東帝汶 East Timor
舊為葡屬帝汶（的摩爾）

（Timor）

.8 馬魯姑群島 Maluku
舊稱摩鹿加群島又名香料

群島，指蘇拉威斯、伊里安、

帝汶間之一群島嶼，包括安汶

（Ambon）、班達（Banda）、哈

馬嚇拉（Halmahera）、德那地 

（Ternate）等

.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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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  歐洲史地總論 Europe
history  and geography：
general

.1 西洋通史

.2 西洋斷代史

.21 西洋古代史

.211 文化未開前之歐洲各地

希臘為歐洲文化發源地，

約在公元前８世紀時始有

信史可稽

.212 古代希臘

.213 分段史

.2131 神話期 Homeric age（to

775 B.C.）

.2132 僭主時期（775-500 B.C.）

.2133 波斯戰爭 Persian  Wars

（500-479 B.C.）

.2134 雅典期．伯里克里斯

Athens.  Pericles（479-

431 B.C.）

.2135 伯羅奔尼撒戰爭

Peloponnesian War（431-

404 B.C.）
雅典、斯巴達之戰也

.2136 斯巴達．底比斯盛期

Sparta and Theban

supremacy（404-362 

B.C.）

.2137 馬其頓帝國 Macedonian

歐洲史地
Europe history and geography

西洋史地（Western world Europe history and geography）入此。編按：明清之際耶穌會士入華，

稱大西洋沿岸國家為西洋，近代又兼指歐美兩洲而言

歐洲總述入 740.1-.08，歐洲各國史地分入 741-749，例如英國史地入 741；丹麥史地入 743.3；波

蘭史地入 744.4

歐洲史地

era（362-323 B.C.）
亞歷山大之治績入此

740.2138  希臘主義盛期 Hellenistic 
period（323-146 B.C.）

同：希臘化時期

.2139 羅馬治下（146 B.C.-
476）

.214 古希臘方隅史

.2141 馬其頓 Macedonia

參見 749.34 馬其頓

.2146 伯羅波尼撒 Peloponnese

.215 古希臘文化史；古希臘專史

.216 古希臘地理

.217 古希臘古蹟

.218 古希臘類志

.219 愛琴海諸島古代史

.22 古代羅馬　

  羅馬帝國入此

.222 古羅馬通史

.223 古羅馬分段史

.2231 王政時期（to 509 B.C.）

.2234 共和時期（509-31 B.C.）

.2236 羅馬與迦太基  

布匿戰爭（Punic　

Wars,264-146 B.C.) 入此

迦太基帝國入 767.421

.2238 帝政時期（31 B.C.-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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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2239 西羅馬帝國（395-476）
公 元 395 年 狄 奧 多

西帝歿，羅馬帝國分

為東西，次子和挪留

（Honorius）治西，都

羅馬。至 476 年西羅馬

帝國亡

.224 古羅馬方隅史

.225 古羅馬文化史；古羅馬專史

.226 古羅馬地理

.227 古羅馬古蹟

.228 古羅馬類志

.229 東羅馬帝國（395-1453）

都君士坦丁堡。世以其

採用希臘文明，故又稱為

希臘帝國

拉丁帝國入 740.2368

.2291 通紀

.2293 專紀

.2297 古蹟

.2298 雜記

.23 西洋中古史（476-1453）

東羅馬帝國入 740.229

.231 蠻族入侵與諸國紛起
（476-800）

.233 封建期（800-1100）

.234 神聖羅馬帝國 Holy Roman 
Empire（962-  ）

參見 743.224 神聖羅馬帝國

.235 中世後期（1100-1453）

.236 十字軍 The Crusades 
（1096-1270）

.2361 耶路撒冷王國（1099-

1187）

.2368 拉丁帝國（1202-1261）

.237 百年戰爭 Hundred Years' 
War（1337-1453）

.24 西洋近代史（1453-  ）

740.241 文藝復興時期（1453-1517）

.243 宗教改革時期（1517-
1648）

.244 三十年戰爭 Thirty Years' 
War（1618-1648）

.247 1648-1715  

  十七世紀入此

.25 十八世紀（1715-1789）

.257 七年戰爭 Seven Years' War
（1756-1763）

.26 十九世紀（1789-1900）

.261 拿破崙時期（1789-1815）

.2618 維也納會議（1814）

.262 神聖同盟 Holy Alliance
（1815）；四國同盟
Quadruple Alliance

.27 二十世紀（1901-2000）

.272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
1918）

同：歐戰（1914-1918）

.2721 起源

.2722 通紀

.2723 戰紀

.2724 海戰紀

.2725 空戰紀

.2726 外交紀

.2727 其他
個人傳述、戰犯審判

等得入此

.2728 和議
巴黎和平會議（1919）

.2729 戰後處理

.273 歐戰後

[.274] 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

1945）
宜入 712.84

.275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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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28 二十一世紀（2001-  ）

.3 西洋文化史

史前文化史入 799.2

依西洋時代表複分

.4 西洋外交史

.6 歐洲地理

.7 歐洲區域志

.71 西歐 Western  Europe

[.72] 中歐

宜入 744

.73 東歐 Eastern  Europe

[.74] 東南歐

宜入 749

.75 南歐 Southern Europe

[.77] 北歐 North  Europe

宜入 747

.8 歐洲類志；歐洲人文地理

.82 歐洲水志

.822 多瑙河 Danufe

.83 歐洲山志

.831 阿爾卑士山脈 Alps

.832 庇里牛斯山脈 Pyrenees

.9 歐洲遊記

741  英國 British Isles
.1 英國通史

.14 雜史

.18 評論

.2 英國斷代史

.21 英國古代史

.22 盎格魯薩克遜時代
Anglo-Saxon（449-1066）

.23 英國中世史（1066-1485）

.24 英國近世史（1485-1714）

.241 都鐸王朝 Tudor  Period

（1485-1603）

741.242 亨利八世 Henry  VIII
（1509-1547）；愛德華六世
Edward  VI（ 1547- 1553）

.243 伊利莎白一世 Elizabeth Ⅰ
（1558-1603）

.244 斯圖亞特朝 Stuart Period
（1603-1714）

.245 清教徒革命及共和政治
Great Rebellion（1642-
1660）

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時代入此

.246 後期斯圖亞特朝

.248 大不列顛王國成立

英格蘭、蘇格蘭合併

.25 十 八 至 十 九 世 紀； 漢 諾 威
朝 House of Hanover（1714-
1914）

.257 維多利亞時期 Victoria

（1837-1901）

.26 二十世紀；溫沙朝 House of  
Windsor

.262 1910-1936
喬治五世入此

.263 1936-1945
愛德華八世、喬治六世、

第二次世界大戰入此

.264 二次大戰後（1945-   ）

.27 二十一世紀（2001-  ）

伊利莎白二世（1952-   ）

入此

.29 英國方隅史

.3 英國文化史

.39 英國民族史

仿 741.2 分

.4 英國外交史

.5 英國史料

歐洲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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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6 英國地理

.7 英國地方志

.71 倫敦 London

.72 蘇格蘭 Scotland

1707 年與英格蘭合併

.73 英格蘭 England

.75 威爾斯 Wales

1284 年與英格蘭合併

.78 愛爾蘭；北愛爾蘭 Ireland

.8 英國類志

.89 英國遊記

.9 愛爾蘭共和國 Republic of 
Ireland

742  法國 France
.1 法國通史

.2 法國斷代史

.21 法國古代史（-987）

.22 法蘭克王國

.23 中世史（987-1519）

.24 法國近世史（1519-1789）

.241 卡佩王朝 Capetian  House
（987-1328）

.242 瓦洛亞王朝 Valois House
（1328-1589）

.243 波旁王朝 Bourbon House
（1589-1789）

.244 亨利四世 Henry  Ⅳ（1589-
1610）

.245 路易十三世 Louis ⅩⅢ
（1610-1643）

.246 路易十四世 Louis ⅩⅣ
（1643-1715）

.247 路易十五世 Louis ⅩⅤ
（1715-1774）

.248 路易十六世 Louis ⅩⅥ
（1774-1792）

742.249 法國大革命前夕

.25 法國近代史（1789-  ）

.251 法國大革命 Revolution
（1789-1804）

.252 第一共和（1792-1799）

.253 統領時期（1799-1804）

.254 拿破崙帝政（1804-1815）

.255 王政復古；七月革命
（1815-1848）

.256 第二共和．第二帝政
（1848-1870）

二月革命入此

.257 普法戰爭

.258 第三共和（1870-1945）

.259 巴黎公社史（1871）

總論入此

專論社會主義思想入

549.2422

.26 二十世紀

.262 1914-1918

.263 1918-1939

.264 1939-1945

.265 第四共和（1945-1958）

.266 第五共和（1958-

.27 二十一世紀

.3 法國文化史

.4 法國外交史

.5 法國史料

.6 法國地理

.7 法國地方志

.71 巴黎 Paris

.79 科西嘉 Corsica

.8 法國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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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89 法國遊記

.9 摩納哥 Monaco

743  德國 Germany
同：德意志

普魯士入 743.235；東德（德意

志民主共和國）入 743.27

743.1 德國通史

.2 德國斷代史

.21 德國古代史（to 843 ）

.22 德國中世史（843-1519）

.224 神聖羅馬帝國 Holy Roman 
Empire（962-        ）

.23 近世史（1519-1815）

.231 宗教改革期（1519-1618）

.234 1618-1705

三十年戰爭（1618-

1648）入此

.235 1705-1790

普魯士之興起入此

.236 1740-1786

腓特烈大帝入此

.239 拿破崙戰爭期（1790-
1815）

.24 德國近代史（1815-  ）

.243 德意志邦聯 Germanic 
Confederation

.247 北德邦聯 North  German 
Federation（1866-1871）

.2471 普奧戰爭（1866）

.249 普法戰爭 Franco-German 
War（1870-1871）

.25 德意志帝國 German  Empire
（1871-1918）

.251 1871-1888

.252 1888-1918

.253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

1918）

743.255 威瑪共和 Weimar Republic
                     （1918-1933）

.257 希特勒專制 Adolf Hitler
（1933-1945）

納粹主義入 571.193

258 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

.26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945-）

西德之歷史入此

但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

國）之歷史入 743.27

.27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1949-1990）

東德地方志入 743.72

.28 東西德統一（1990-  ）

.29 2000-

.7 德國地方志

.71 柏林 Berlin

.72 德國東北部

勃蘭登堡 Brandenburg、麥

克連堡Mecklenburg、薩克森．

安哈特 Szxony-Anhalt 入此

.73 薩克森 Saxony；土令根

Thuringia（Thuringen）

.74 巴伐利亞 Bavaira

慕尼黑 Munich、奧格斯堡 

Augsburg 入此

.75 德國西南部

萊因省Rhine Province、赫

世斯（赫森）Hesse（Hessen）、

梅因斯（Mainz）、法蘭克福

Frankfurt、萊因．帕拉廷納

Rhineland-Palatinate、 薩

爾 Saarland、巴登．玉登堡 

Baden-Wurttemberg 入此

.76 德國西北部

漢 堡 Hamburg、 下 薩 克 森 

Lower Saxony、不來梅 Br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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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登堡Oldenburg、什列斯威．

荷斯坦Schleswig-Holstein、庫

恩（科倫）Koln（Kologne）、

波昂Bonn入此

743.8 德國類志

.9 德國遊記

744  中歐 Central Europe
.1 奧地利 Austria
.122 奧地利中世史（486-1500）

十世紀下半期，神聖羅馬帝

國建奧地利亞鎮地（Austrian 

March），奧國之名始。十三

世紀末哈布斯堡之路得福始為

奧王，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稱霸日耳曼

.1226 哈布斯堡家族 Hapsburg

傳至 1918 年卡爾退位，王

統遂絕

.123 1500-1815

奧地利繼位戰爭 War of 

Austrian Succession（1740-

1748）入此

.124 1815-1918

.1246 奧斯馬加（奧匈帝國）

Austria-Magyer（Empire  

o f  A u s t r i a - H u n g a r y）

（1867-1918）

.1248 歐戰（1914-1918）

.1249 奧地利革命（1918）

.125 1919-1945
共和國時期（1919-1938）

入此

.126 1945-

.17 奧地利地方志

.171 維也納 Vienna

.2 匈牙利 Hungary

.221 匈牙利早期（to 894）

.222 Arpad Dynasty（894-1301）

.223 1301-1526

.224 奧屬（1526-1918）
參見 744.124 奧匈帝國 

（1867-1918）

744.225 1918-1945

.226 1945-

.27 匈牙利地方志

.271 布達佩斯 Budapest

.3 捷克 Czech

.322 波希米亞王國（1918 以前）
Bohemian Kingdom

歐戰前隸屬奧帝國

.323 共和國（1918-1945） 

.324 1945-

.37 捷克地方志

.374 摩拉維亞 Moravia

.377 波希米亞 Bohemia

.379 布拉格 Prague

.4 波蘭 Poland

.41 波蘭通史

.42 波蘭斷代史

.422 1795 以前

.423 1795-1918

.424 共和國（1918-1939）

.425 1939-1945

.426 1945-

.47 波蘭地方志

.471 華沙 Warsaw

.6 斯洛伐克 Slovakia

.7 列支敦士登 Liechtenstein
介於奧地利與瑞士之間

.8 瑞士 Switzerland

.81 瑞士通史

.82 瑞士斷代史

.821 早期（to 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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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822 1291-1499

.823 宗教改革期（1499-1648）

.824 瑞士獨立（1648-1789）

.825 拿破崙統治（1789-1815）

.826 1815-1900
維也納會議（1815）承

認其為永久中立國

.827 1900-

.8271 1900-1918

.8272 1918-1945

.8273 1945-

.87 瑞士地方志
歐戰前隸屬奧帝國 

.871 伯恩 Bern

.872 日內瓦 Geneva

745  義大利 Italy
同：意大利

古羅馬史入 740.22

.1 義大利通史

.2 義大利斷代史

.21 義大利古代史（-774）

476 年以前參見 740.22 羅

馬帝國

.22 774-962

.23 日耳曼皇帝 German  Emperors
（962-1122）

.24 1122-1300

.25 文藝復興期（1300-1494）

.26 1494-1527

.27 西奧統治（1527-1796）

.28 1796-  拿破崙征服入此

.281 義大利王國（1870-1918）

.283 法西斯時期 Fascist Italy
（1918-1946）

義 依 戰 爭（Italian- 

Ethiopean War）入此

法西斯主義入 571.192

745.285 義大利共和國（1946-    ）

.7 義大利地方志

.71 羅馬 Rome

梵蒂岡入 745.9

.72 半島部

.732 佛羅倫斯 Florence
同：翡冷翠

.733 比薩 Pisa

.743 拿坡里 Naples；蘇連多
Sorento

.75 大陸部

.763 威尼斯 Venice

.772 米蘭 Milan

.776 熱那亞 Genoa

.777 杜林諾 Torino

.78 撒地尼亞 Sardinia

.79 西西里 Sicily

.8 義大利類志

.821 波河 Po

.831 亞平寧山脈 Apennines

.847 龐貝 Pompeii

.9 梵蒂岡 Vatican
1929 年 2 月 11 日 拉 特 藍

（Lateran）協約成立，承認梵

蒂岡城邦。是天主教的中樞，俗

稱教廷

746  伊比利半島及諸小國

Iberian Peninsula and 
adjacent countries

.021 早期，至約 1000B.C.

.022 1000-218B.C.

.023 羅馬治下（218 B.C.-415 
A.D.）

.1 西班牙 Spain
參見 750.241 美洲史：西班牙

人之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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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11 西班牙通史

.12 西班牙斷代史

121 早期（to 711）

.122 摩爾王朝 Moorish
Dynasties（711-1479）

.123 卡斯提爾；亞拉岡 
Castile；Aragon

.124 聯合王國成立（1479-
1516）

.125 哈布斯堡家時期 Hapsburg 
rulers（1516-1700）

.126 波旁王朝 Bourbon rulers
（1700-1939）

.127 佛朗哥政權 Francisco 
Franco（1939-1975）

.128 王制（1975-  ）

.17 西班牙地方志

.171 馬德里 Madrid

.177 加達隆尼亞 Catalonia

在東北部，昔為侯

國，首邑為巴塞羅納

（Barcelona）

.178 卡斯提爾 Castile

在中北部，1479 年以前

曾是王國

參見746.123西班牙史：

卡斯提爾王國

.179 雷翁 Leon

.2 葡萄牙 Portugal

.21 葡萄牙通史

.22 葡萄牙斷代史

.221 早期（-1143）

.222 帝國（1143-1580）

.223 海外發展

十五六世紀為葡人海外

發展之盛期，曾握非洲、

印度霸權，南美巴西之地

亦歸其屬

746.224 西班牙合邦（1580-1640）

.225 布拉甘沙王室 House of 
Braganza（1640-1910）

.226 1910-1974

.227 1974-

.27 葡萄牙地方志

.271 里斯本 Lisbon

.3 直布羅陀 Gibraltar
本屬西班牙，1704 年歸屬英國

.4 安道爾 Andorra
比里牛斯山中一小共和國，介

於法西之間

.6 聖馬利諾 San Marino
義大利東北岸之一小共和國

747  北歐 Northern Europe
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入此

.021 800 以前

.022 800-1387

.023 1387-1523

.024 1523-1648

.025 1648-1792

.026 1792-1814

拿破崙時期入此

.027 1814-1905

.028 1905-

.0285 1945-

.1 比利時 Belgium
中古以降與荷蘭共名尼德蘭，

1830 年脫荷獨立。採君主立憲制

.121 1477 以前

.122 1477-1830

.124 1830-1909

.125 1909-

.17 比利時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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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171 布魯塞爾 Brussels

.172 安特衛普 Antwerp

.2 荷蘭 Netherland（Holland）
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雅亞政廳

入 739.324

.221 古代（-1477）

.223 哈布斯堡家時期（1477-
1568）

.224 爭獨立時期（1568-1648）

.225 共和國時期 Dutch Republic
（1648-1795）

.226 拿破崙時期（1795-1830）

.227 1830-1901

.228 1901-

.27 荷蘭地方志

.271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272 海牙 The Hague

.273 萊頓 Leiden

.3 丹麥 Denmark

.321 1387 以前

.322 1387-1523

與挪威、瑞典合邦期

.323 1523-1814

與挪威合邦期

.324 1814-1906

.325 1906-

.37 丹麥地方志

.371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4 挪威 Norway

.421 1387 以前

.422 與丹麥合邦（1387-1814）

.424 與瑞典合邦（1814-1905）

.425 1905-

.47 挪威地方志

.471 奧斯陸 Oslo

歐洲史地

747.5 瑞典 Sweden
.521 1523 以前

.522 發薩王朝 Vasa Dynasty

（1523-1654）

.523 1654-1818

.524 1818-1905

.525 1905-

.57 瑞典地方志

.571 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6 芬蘭 Finland

.621 早期

.622 瑞典治下（to 1809）

.623 1809-1917

.624 1917-

.67 芬蘭地方志

.7 冰島 Iceland

.8 波羅的海三國 Baltic states

.81 立陶宛 Lithuania

.84 拉脫維亞 Latvia

.87 愛沙尼亞 Estonia

.9 盧森堡 Luxemburg

748  俄羅斯 Russia
蘇聯、蘇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獨立國協入此

俄國共產主義入 549.41

.1 俄羅斯通史

.2 俄羅斯斷代史

.21 俄羅斯古代史（to 862）

.22 羅剎族建國 Kievan Rus（862-
1240）

.23 欽察汗國時期 Tatar  suzerain- 
ty（1240-1462）

.24 1480-1689

.25 彼得大帝 Peter Ⅰ（The 
Great）（1689-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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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8.26 1725-1796

.27 1796-1855

十九世紀入此

.28 二十世紀

.281 大革命 Revolutions

.282 共產政權 Communist 
Regime（1917-1991）

.283 史達林時期 Stalin Period  
（1924-1953）

.285 1953- 

.286 蘇聯解體後（1991-        ）

1991 年 12 月 21 日蘇聯

解體，葉爾辛主政

.287 2001-

.7 俄羅斯地方志

俄領亞洲入 734；波羅的海三

國入 747.8

.701 莫斯科 Moscow

.702 聖彼得堡 St. Peterburg
同：列寧格勒 Leningrad

.71 俄羅斯中央區

.72 俄羅斯東北區

.73 俄羅斯西北區

.74 烏拉區 Ural；巴什基爾區
Bashkiriz

.75 蘇聯解體後各共和國

得依各國史地複分表細分

.751 白俄羅斯 Belarus

.752 烏克蘭 Ukraine

.753 摩達維亞 Moldavia

.754 車臣 Chechen

印古什自治共和國入此

.755 高加索 Caucasia

.756 外高加索 Transcaucasia

.757 亞美尼亞 Armenia

本獨立國，1878 年為俄

波土三國所分割，歐戰前

分俄、土兩部，後土領亦

併入

748.758 喬治亞 Georgia

.759 亞塞拜然 Azerbaidzhan

749  東南歐 Southeast Europe
巴爾幹半島諸國入此

土耳其歐洲部分宜入 735.176

.026 巴爾幹戰爭 Balkan Wars
（1912-1913）

.1 羅馬尼亞 Romania

.121 早期（-1861）

.122 王制（1861-1947）

.123 1947-

.17 羅馬尼亞地方志

.171 布加勒斯 Bucharest

.2 保加利亞 Bulgaria

.221 1878 以前

.222 1878-1946

.223 1946-

.27 保加利亞地方志

.271 索非亞 Sofia

.3 南斯拉夫 Yugoslavia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

（1945-1991）入此

.31 塞爾維亞

.32 蒙特內哥羅 Montenegro

又稱黑山國

.33 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 Bosnia 
and Herzegovina

.34 馬其頓  Macedonia

.35 斯洛維尼亞 Slovenija

.36 克羅埃西亞 Croatia

.4 阿爾巴尼亞 Albania

.5 希臘 Gre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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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以後入以下各目

古代希臘入 740.212

749.523 476-1453

.5231 476-717

.5233 717-1057

.5235 1057-1204

.5237 1204-1453

.524 1453-1821

土耳其統治入此

.526 1821-1924

希土戰爭（1896-1897） 

入此

.527 1924-1973

.528 1973-

.57 希臘地方志

.571 雅典 Athens

.8 馬爾他 Malta

.9 愛琴海諸島嶼 Aegean Sea 
Islands

古代史入 740.219

.91 克里特 Cr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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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  美洲史地總論 Americas
history and geography：
general

.01-.09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1 美洲通史

.2 美洲斷代史

.21 美洲早期史

.22 美洲發現史

.221 哥倫布以前

.223 中國人

.223 北歐人

.224 威爾斯人

.225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226 喀波特之北部探險 John 
Cabot（1497-1498）

.227 葡人到美洲

.228 味斯浦奇書簡 Amerigho 
Vespucius（1504-1505）

.229 其他

.23 印第安諸帝國

.231 阿茲忒克帝國 Aztera

.235 印加帝國 Inca

.24 十六世紀

.241 西班牙人之開拓

西班牙於 1512 年取古

巴，1521 年征服墨西哥，

1530-1534 年征服秘魯

.246 法國人之開拓

.247 英國人之開拓

美洲史地
Americas history and geography

750.25 十七世紀

.26 十八世紀

.266 美國獨立戰爭（1775）  

參見 752.23 獨立戰爭與

聯合時期

.27 十九世紀

.275 法英美洲殖民地戰爭
（1855-1863）

.28 二十世紀

.285 1945-

.29 二十一世紀

.82 美洲水志

.83 美洲山志

.831 科的勒拉斯山系 Cordilleras

縱貫南北美洲，包括洛 

磯、安第斯諸山脈

.9 美洲遊記

751  北美洲 North  America
.825 育空河 Yukon

.831 洛磯山脈 Rocky

752  美國 U.S.A.
.1 美國通史

.14 雜史

.18 評論

.2 美國斷代史

[.21] 自美洲的發現至 1607 年

宜入 750.22

.22 殖民時期（1607-1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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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23 獨立戰爭與聯邦時期
Revolution and Confederation
（1775-1789）

.235 制憲期（1789-1809）

.236 華盛頓時期 George 
Washington（1789-1797）

.237 亞當斯時期 John Adams
（1797-1801）

.238 傑佛遜時期 Thomas 
Jefferson（1801-1809）

.24 1809-1845

.241 麥迪遜時期 James Madison
（1809-1817）

.242 1812 年戰爭

.243 門羅時期 James Monroe
（1817-1825）

.244 1825-1837
亞當斯時期 John Quincy 

Adams（1825-1829）入此

.245 1837-1845

.246 西部移民時期（1845-
1861）

.247 墨西哥戰爭 Mexican War
（1845-1848）

.248 1849-1853

.249 1853-1861

.25 南北戰爭 Civil War（1861-
1865）

林肯時期（Abraham 

Lincoln）入此

.255 1865-1901

.256 美西戰役 Spanish-American 
War（1898）

.26 二十世紀

.261 1901-1933

.2611 羅斯福時期 Theodore 
Roosevelt（1901-1909）

.2612 塔夫特時期 William 

Howard Taft（1909-1913）

752.2613 威爾遜時期 Woodrow 
Wilson（1913-1921）

.2614 哈定時期 Warren
Gamaliel Harding（1921-
1923）

.2615 柯立茲時期 Calvin

Coolidge（1923-1929）

.2616 胡佛時期 Herbert Clark

Hoover（1929-1933）

.262 羅斯福時期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933-1945）

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入此

.263 杜魯門時期 Harry  S. 
Truman （1945-1953）

二次大戰後入此

參見 732.2723 韓戰

.2631 參加韓戰（1950-1953）

參見 732.2723 韓戰

.265 1953-2000

.2651 艾森豪時期 Dwight 
Davie Eisenhower（1953-
1961）

.2652 甘迺迪時期 John
 Fitzgerald Kennedy
（1961-1963）

.2653 詹森時期 Lyndon Baines

Johnson（1963-1969）

參加越戰入此

參見 738.3264 越戰

.2654 尼克森時期 Richard

Milhous Nixon（1969-
1974）

.2655 福特時期 Gerald Rudolph

Ford（1974-1977）

.2656 卡特時期 Jimmy Carter

（1977-1981）

.2657 雷根時期 Ronald Reagan

（1981-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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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2658 布希時期 George H. W.
Bush（1989-1993）

參加波灣戰爭入此

參見 735.0247 波灣戰爭

.2659 柯林頓時期 Bill Clinton

（1993-2001）

.27 二十一世紀

.271 小布希時期 George W. 
Bush（2001-  ）

.3 美國文化史

.39 美國民族史

.4 美國外交史

.5 美國史料

.6 美國地理總志

.7 美國地方志

依美國分區表細分

.7141 波士頓 Boston

.7171 紐約 New York

.723 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

.7431 芝加哥 Chicago

.7716 舊金山 San Francisco

.7719 洛杉磯 Los Angeles

.78 阿拉斯加 Alaska

.79 夏威夷 Hawaii

.8 美國類志

.82 美國水志　

.83 美國山志　

.9 美國遊記　

美國分區表

1 新 英 格 蘭 及 中 部 大 西 洋 區 
New England & Middle Atlantic  
States

11 緬因州 Maine

12 新罕布夏州 New Hampshire

又譯新罕普夏州、新罕普什爾

州

13 佛蒙特州 Vermont

14 麻薩諸塞州 Massachusetts

簡稱：麻省

141 波士頓 Boston

15 羅德島州 Rhode Islands

16 康乃狄克州 Connecticut

簡稱：康州

17 紐約州 New York

171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18 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  

簡稱：賓州 

又譯賓夕凡尼亞州、賓夕維尼亞州

181 費城 Philadelphia

19 紐澤西州 New Jersy

又譯新澤西州

2 南部大西洋區 South Atlantic States

21 德拉瓦州 Delaware

又譯德拉威州

22 馬里蘭州 Maryland

又譯馬利蘭州

221 巴爾的摩爾 Baltimore

23 哥倫比亞特區 District  of 
Columbia

華盛頓市（Washington）入此

24 維吉尼亞州 Verginia

又譯佛吉尼亞州

25 西維吉尼亞州 West Virginia

西佛吉尼亞州

26 北卡羅萊納州 North  Carolina

又譯北卡羅來納州、北卡羅萊那州

27 南卡羅萊納州 South Carolina

又譯南卡羅來納州、南卡羅萊那州

28 喬治亞州 Geor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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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佛羅里達州 Florida

簡稱：佛州

3 南中央區 South Central States

31 阿拉巴馬州 Alabama

32 密西西比州 Mississipi

33 路易斯安那州 Louisiana

又譯路易斯安納州、路易西 

安納州、路易西安那州

34 德克薩斯州 Texas

簡稱：德州

36 奧克拉荷馬州 Oklahoma

37 阿肯色州 Arkansas

38 田納西州 Tennessee

39 肯塔基州 Kentucky

4 北中央區 North  Central States
（Lake States）

述中西區（Mid-West）者亦

入此

41 俄亥俄州 Ohio

42 印地安那州 Indiana

又譯印地安納州

43 伊利諾州 Illinois

431 芝加哥 Chicago

44 密西根州 Michigan

441 底特律 Detroit

45 威斯康辛州 Wisconsin

又譯威斯康新州

46 明尼蘇達州 Minnesota

47 愛荷華州 Iowa

又譯愛阿華州

48 密蘇里州 Missouri

5 西北區 West-North

51 堪薩斯州 Kansas

又譯肯色斯州

52 內布拉斯加州 Nebraska

53 南達科他州 South Dakota

54 北達科他州 North  Dakota

6 山岳區 Mountains

61 蒙大拿州 Montana

又譯蒙他那州

62 愛達荷州 Idaho

63 懷俄明州 Wyoming

64 科羅拉多州 Colorado

65 新墨西哥州 New Mexico

66 亞利桑那州 Arizona

又譯亞里桑納州

67 猶他州 Utah

又譯俄克拉荷馬州

68 內華達州 Nevada

7 太平洋岸區 Pacific Coast

71 加利福尼亞州 California

簡稱：加州

716 舊金山 San Francisco

同：三藩市

719 洛杉磯 Los Angeles

77 俄勒岡州 Oregon

又譯奧勒岡州

78 華盛頓州 Washington

8 阿拉斯加州 Alaska

89 阿留申群島 Aleutian Is.

9 夏威夷州 Hawaii

753  加拿大 Canada
.1 加拿大通史

.2 加拿大斷代史

.21 1632 以前

.212 北歐人

美洲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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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213 法人

.214 英人

.22 英法並存期（1632-1763）

.221 1632-1689

.222 新法國公司 Company of 
New France（1632-1663）

.223 法國皇家省 French  Royal 
Province（1663-1689）

.225 英法之抗爭（1689-1763）

.228 法印戰爭 French  and 

Indian War（1756-1763）

.23 英屬前期（1763-1791）

.24 1791-1841

.25 1841-1867

.26 1967-1911

.27 1911-1945

.28 1945-2000

.29 2001-

.71 英屬哥倫比亞

.711 溫哥華 Vancouver

.73 安大略 Ontario

.731 多倫多 Toronto

.733 蒙特婁 Montreal

.739 渥太華 Ottawa

.7 加拿大地方志
加拿大分區表

.8 加拿大類志

.9 加拿大遊記

加拿大分區表

1 英屬哥倫比亞 British Columbia

11 溫哥華 Vancouver

2 北領土 Northern territories and 
prairie provinces

23 阿爾柏達 Alberta

24 薩斯喀徹溫 Saskatchewan

27 曼尼拖巴 Manitoba

3 安大略 Ontario

31 多倫多 Toronto

33 蒙特婁 Montreal

39 渥太華 Ottawa

4 魁北克 Quebec

5 新伯倫瑞克 New Brunswick

6 新斯科細亞 Nova Scotia

7 愛德華島 Prince Edward  Island

8 紐芬蘭 Newfoundland, Saint 
Pierre and Miquelon

9 拉布拉多 Labrador territory

754  拉丁美洲 Latin America
中南美洲全區入此

依各國史地複分表複分

.7 拉丁美洲類志

.8 拉丁美洲遊記

.9 墨西哥 Mexico
依各國史地複分表複分

.92 墨西哥斷代史

.921 1516 以前

.922 西班牙殖民時期（1516-
1810）

.923 革命；獨立（1810-1822）

.924 1822-1867

.925 1867-1917

.926 1917-1964

.927 1964-2000

.928 2000-

.97 墨西哥地方志

.971 墨西哥市 Mexico City

755  中美諸國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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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Countries
755.021 1502 以前

.022 1502-1535

.023 殖民期（1535-1821）

.025 1821-1900

.026 1901-2000

.027 2001-

.1 宏都拉斯 Honduras

.2 瓜地馬拉 Guatemala

.29 貝里斯 Belize

.3 薩爾瓦多 Salvador

.4 尼加拉瓜 Nicaragua

.5 哥斯達黎加 Costa Rica

.6 巴拿馬 Panama

.621 1514 以前

.622 1514-1821

.624 1821-1903

.625 1903-1977

.626 1977-2000

.627 2001-

.67 巴拿馬地方志

.671 巴拿馬運河地帶

巴拿馬運河入 557.4567

.7 西印度群島 West Indies
自北美迄南美之西印度群島，

除巴哈馬群島外，皆屬安地列斯

群島，分大小二組，大在北，小

在東小安地列斯群島入 755.9

.721 1492 以前

.722 1492-1608

.723 1608-1801

.724 1801-1902

.725 1902-1945

.726 1945-2000

美洲史地

755.727 2001-

.81 百慕達 Bermuda

.82 巴哈馬 Bahamas

.83 古巴 Cuba

.8321 1492 以前

.8322 發現；征服（1492-1514）

.8323 殖民第一期（1514-1763）

.8324 殖民第二期（1763-1810）

.8325 殖民第三期（1810-1899）

.8326 1899-2000

.8327 2001-

.837 古巴地方志

.8371 哈瓦那 Havana

.84 牙買加 Jamaica

.85 海地 Haiti

.86 多明尼加 Dominican

.87 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美國託管

.88 維爾京群島 Virgin ls.

美國託管

.9 小安地列斯群島 Lesser Antl. Is.

.91 安地卡及巴布達 Antigua and 
Barbuda

.919 多米尼克 Kominica

.92 聖吉提斯 St. Kitts

.93 安奎拉 Anguilla

.94 聖露西亞 St.Lucia

.95 格瑞那達 Grenada

.96 巴貝多 Barbados

.97 千里達及托巴哥 Trinidad and 
Tobago

.98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99 聖文森 St. Vin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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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  南美洲 South America
.22 1806 以前

.23 獨立戰爭期（1806-1830）

.24 1830-1900

.25 1901-2000

.26 2001-

.3 南美洲文化史

.8 南美洲類志

.821 亞馬遜河 Amazon

.823 奧利諾克河 Orinoco

.831 安地斯山脈 Andes

757  南美各國：巴西、阿根廷
等國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Brazil,
Argentina etc.

.1 巴西 Brazil

.121 1500 以前

.122 葡屬（1500-1822）

.123 巴西近代史（1822-1930）

.124 巴西現代史（1930-2000）

.125 2001-

.17 巴西地方志

.171 里約熱內盧 Rio de Janeiro

.172 巴西利亞 Brasilia

.2 阿根廷 Argentina

.221 1515 以前

.222 西屬（1515-1810）

.223 阿根廷近代史（1810-
1916）

.224 阿根廷現代史（1916-
2000）

.225 2001-

.27 阿根廷地方志

.271 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757.3 哥倫比亞 Columbia
.5 委內瑞拉 Venezuela
.7 巴拉圭 Paraguay
.771 亞松森 Asuncion

.8 烏拉圭 Uruguay

.871 蒙特維的亞 Montevideo

同：孟都

758  南美各國：智利、祕魯等

國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Chile, Peru
etc.

.1 智利 Chile

.121 1535 以前

.122 發現；征服（1535-1560）

.123 西屬（1560-1810）

.124 共和（1810-1830）

.125 1830-1861

.126 1861-1891

.127 1891-2000

.128 2001-

.17 智利地方志

.171 聖地牙哥 Santiago

.2 祕魯 Peru

.221 1519 以前

.222 發現；征服（1519-1555）

參見 750.235 印加帝國

.223 西屬（1555-1808）

.224 1808-1867 

.225 1867-2000

.226 2001-

.271 利馬 Lima

.5 玻利維亞 Bolivia

.6     厄瓜多  Ecua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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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7 蓋亞那 Guyana
舊為英屬圭亞那

.8 蘇利南 Suriname
原荷屬圭亞那

.9 圭亞那（法屬） Guiana

759  其他南美諸國 Other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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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  非洲史地總論 Africa
history  and geography：
general

二次大戰後獨立之國家，用 26

作為獨立後之斷代

.21 640 以前

.22 640-1885

.23 1885-1945

.24 1945-2000

.25 2001-

.7 非洲地域志

非洲曾為歐洲人之殖民地，過

去有很多資料，曾按殖民國而敘

述，故特置下目

.71 舊英國屬地

.72 舊法國屬地

.73 舊德國屬地

.74 舊比利時屬地

參見 764.8 薩伊

.75 舊義大利屬地

.76 舊西班牙屬地

.77 舊葡萄牙屬地

.78 舊土耳其屬地

.79 舊荷蘭屬地

參見 768.1 南非共和國

.8 非洲類志

.813 撒哈拉沙漠 Sahara
撒哈拉區入 763

.82 非洲水志

非洲史地
Africa history and geography

760.821 尼羅河 Nile

.822 剛果河 Congo

.823 尼日河 Niger

.83 非洲山志

.831 吉利馬札羅山 Kilima-Njara

.832 亞特拉斯山脈 Atlas

761  埃及 Egypt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United 

Arab Republic）入此

尼羅河入 760.821

.2 埃及斷代史

.21 埃及古代史（to 30 B.C.）

.22 羅馬治下 Roman Period（30 
B.C.-640 A.D.）

.23 阿拉伯治下 Arab rule（640-
1517）

.24 鄂圖曼治下 Ottoman rule
（1517-1882）

.25 英國佔領及保護期（1882-
1922）

.26 1922-2000

.27 2001-

.7 埃及地方志

.71 開羅 Cairo

.72 亞力山卓 Alexandria

.79 蘇伊士 Suez

蘇伊士運河入 557.4566

.87 金字塔 Pyramid

.879 斯芬克士像 Sphi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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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89 遊記

.9 蘇丹 Sudan

.924 1820 以前

.925 英埃蘇丹（1820-1956）

.926 蘇丹共和國（1956-）同:北蘇丹

762  衣索匹亞 Ethiopia
舊稱阿比西尼亞（Abyssinia）

.21 衣索匹亞古代史（to 640）

.22 阿拉伯統治期（640-1543）

.24 西歐入侵期（1543-1855）

.25 1855-1941

.257 義衣戰爭 Italo-Ethiopean 
War（1935-1936）

.258 義大利統治期（1936-
1942）

.26 1942-2000

.27 2001-

.9 厄利垂亞  Eritrea

763  撒哈拉 Sahara
原法屬西非洲入此

.1 尼日 Niger

.2 查德 Chad

.3 上伏塔 Upper Volta

.4 貝南 Dahomey
達荷美

.5 馬利 Mali
舊法屬蘇丹

.6 塞內加爾 Senegal
首都：達喀爾（Dakar）

764  中非 Central Africa
.1 奈及利亞 Nigeria
.2 喀麥隆 Cameroon
.3 中非共和國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764.4 加彭 Gabon
1960 年獨立 ,首都利伯維爾 

（Libereville）

.5 赤道幾內亞 Equatorial Guinea

.7 剛果 Congo
剛果人民共和國，首都布拉薩

納爾

.8 薩伊 Zaire
又作扎伊爾。原稱剛果民主共

和國，即剛果（金市）。首都：

金夏沙（Kinshasa），前稱利奧

波德維爾

.824 1885 以前

.825 比屬（1885-1960）

.826 薩伊獨立（1960-  ）

765  東非 East Africa
.1 坦桑尼亞 Tanzania

坦 干 伊 喀（Tanganyika） 入 

此，1964 年與尚西巴成立聯合共

和國

.177 尚西巴 Zanzibar

.2 蒲隆地 Burundi

.3 盧安達 Rwanda

.4 烏干達 Uganda

.6 肯亞 Kenya

.7 索馬利亞 Somalia
1960 年獨立，由舊意托管之索

馬利（現稱南區）及英屬索馬利

（現稱北區）合作成立

.8 吉布地 Djibouti
原法屬索馬利蘭（Somali）

766  西非 West Africa
原法屬西非洲入 763 撒哈拉；原

葡屬西非洲入 768.6 安哥拉

.1 賴比瑞亞 Liberia

.2 迦納 G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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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稱黃金海岸

766.3 多哥 Togo
.4 象牙海岸 Cote d’Ivoire
.5 幾內亞 Guinea

舊法屬，1958 年獨立

.6 獅子山 Sierra Leone
舊稱塞拉利昂

.7 幾內亞比索 Guinea Bissau
原葡屬幾內亞，1973 年獨立

.8 甘比亞 Gambia

767  西北非洲 Barbary States
.1 利比亞 Libya
.122 阿拉伯及鄂圖曼治下

（644-1911）

.125 義大利治下（1911-1952）

.126 利比亞獨立（1952-       ）

.2 阿爾及利亞 Algeria

.222 647-1830

.224 1830-1900

.225 1900-1962

.226 阿爾及利亞獨立（1962-）

.3 摩洛哥 Morocco

.4 突尼西亞 Tunisia

.421 突尼西亞古代史
迦太基帝國入此

.422 阿拉伯治下（647-1516）

.423 鄂圖曼治下（1516-1881）

.425 1881-1956

.426 突尼西亞獨立（1956-    ）

.5 茅利塔尼亞 Mauritania

.6 西撒哈拉 Western Sahara
里俄特俄羅（Rio de Oro）入此

.69 撒拉威 Saharaui

768  南部非洲 South Africa
.1 南非共和國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122 1488 以前

.123 1488-1814

.124 1814-1909

.125 1909-1961

.126 共和（1961-  ）

.17 南非共和國地方志

.171 開普敦 Cape of Town

.174 納塔爾 Natal

.176 特蘭士瓦 Transvaal

.178 奧倫治 Orange

.2 納米比亞 Namiba
舊稱西南非（South-west 

Africa）

.3 波札那 Botswana
舊稱貝川納蘭（Bechuaraland）

.4 辛巴威 Zimbabwe
舊稱羅德西亞

.49 馬拉威 Malawi
舊稱尼亞薩蘭（Nyasaland）

.5 尚比亞 Zambia
舊稱北羅德西亞

.6 安哥拉 Angola
原稱葡屬西非洲

.7 莫三比克 Mozambique

.8 賴索托 Lesotho
舊稱巴蘇托蘭（Basutoland）

.9 史瓦濟蘭 Swaziland
1969 年獨立

769  非洲屬島 Africa island
terr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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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史地

769.1 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
舊稱馬拉加西（Malagasy）

.2 西印度洋諸島嶼 West Indian
Ocean Islands

例如：葛摩 Comoros；留尼旺 

R’eunion 等

.3 模里西斯 Mauritius
原英屬毛里求斯，1968 年獨立

.4 塞席爾 Seychelles

.5 馬德拉群島（葡）Madeira

.6 加那利群島（西）Canary

.7 聖多美普林西比 Sao Tome 
and Principe

.8 聖赫勒拿島（英） St. Helena

.9 南大西洋諸島嶼 South Atlantic 
Ocean Islands

例如：維德角 Cape Verde 等



594

中文圖書分類法

世
界
史
地
類

770  大洋洲總論 Oceania：
general

771  澳大利亞 Australia
同：澳洲

.1 澳大利亞通史

.2 澳大利亞斷代史

.21 澳大利亞發現史

.22 1788-1836

.23 1837-1850

.24 1851-1900

.25 1901-1945

.26 1945-1966

.27 1966-2000

.28 2001-

.7 澳大利亞地方志

.71 西澳大利亞 West Australia

.711 伯斯 Perth

.72 南澳大利亞 Southern Australia

.73 北領土 Northern Territory

.74 昆士蘭 Queensland

.75 新南威爾斯 New South Wales

.751 雪梨 Sydney

.76 維多利亞 Victoria

.761 墨爾本 Melbourne

.77 首都區

.771 坎培拉 Canbera

.78 塔斯馬尼亞 Tasmania

大洋洲史地
Oceania history and geography

大洋洲包括澳大利亞、紐西蘭及太平洋諸島嶼；為方便計，將南極、北極附列於後

771.79 其他外島

.9 澳大利亞遊記

772  紐西蘭 New Zealand
.1 紐西蘭通史

.2 紐西蘭斷代史

.21 紐西蘭早期史
包括毛利族史（Maoli   

history）及 1840 年以前歐

人入居（Early European 

Settlers）

.23 殖民期（1840-1908）

.231 直轄殖民地期 Crown 
Colony（1840-1853）

.234 地方政府期 Provincial 
Governments（1853-1876）

.237 總督府期 General 
Government（1876-1908）

.24 1908-2000

聯邦期（1908-1947）入此

.25 2001-

.7 紐西蘭地方志

.71 北島

.712 奧克蘭 Auckland

.716 威靈頓 Wellington

.75 南島

.9 紐西蘭遊記

774  太平洋諸島嶼 Pacific
Islands

南洋諸島嶼入 739；美拉尼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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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775；密克羅內西亞入 776；玻

里尼西亞入 777

775  美拉尼西亞 Melanesia
.1 所羅門群島 Solomon Is.
.2 新赫布里底群島 New 

Hebrides
.3 俾斯麥群島 Bismark Is.
.4 聖大克盧斯群島 Santa Cruz Is.
.5 新喀里多尼亞群島 New 

Caledonia Is.
.6 斐濟 Fiji

1970 年獨立

飛枝群島入此

.7 新幾內亞 New Guinea

.8 萬那杜 Vannatu

.9 巴布亞紐幾內亞 Papua New
Guinea

776  密克羅尼西亞

Micronesia
.1 埃利斯群島 Elice Is.

吐瓦魯（Tuvalu）入此

.2 吉爾貝特群島 Gilbert Is.；費
匿克斯群島 Phoenix

吉里巴斯共和國(Kiribati)入此

.3 大洋島 Ocean Is.

.4 諾魯 Nauru

.5 馬紹爾群島 Marshall Is.；馬里

亞納群島 Mariana Is.

.55 塞班 Saipan

.57 關島 Guam

.6 卡洛林群島 Caroline Is.

.7 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Micronesia,
Federated States of

.8 小笠原群島（波檸群島）

Ogasawara Is.；硫黃列島（日

屬）Iwo Is.

776.9 帛琉 Palau

777  玻里尼西亞 Polynesia
.1 夏威夷群島 Hawaii

談政治教育等按美國分區表 

（附在 752 美國史地）分入美國

.2 中途島 Midway；韋克島

Wake；摩勒爾島 Morell

.3 玻里尼西亞諸島

.4 薩摩亞群島 Samoa Is；土克
老群島 . Tokelau

.49 薩摩亞 Samoa
舊稱西薩摩亞

1962 年獨立

.5 東加 Tonga
1970 年獨立

友愛群島入此

.6 庫克群島 Cook Is.
南太平洋十五個小島所成，

南部八島、北部七島

.7 法屬玻里尼西亞 French
Polynesia

社會群島（Society）、土布

愛群島（Tubuai ）、土摩圖群

島（Tuamotu ）、馬貴斯群島 

（Marquis）

.8 彼特開恩島 Pitcairn；度西島

Ducie

.9 其他

778  北極 Arctic
總論兩極（Polar Regions）者

入此

779  南極洲 Antarc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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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  傳記總論 Biography：
general

.1 傳記學

.5 傳記期刊

書例：傳記文學

781  世界傳記 General biography
凡包括中外人物者、跨洲之傳記

入此

各國傳記入 782-787

.04 世界人名辭典

.05 特種人傳記

.051 政治家、英雄

.052 婦女

.053 學者

.054 文學家

.057 帝王元首

.058 革命家

.08 世界傳記叢書

782  中國傳記 Chinese
biography

.04 中國人名辭典

.08 中國傳記叢書

.1 中國普通總傳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書例：清史列傳（不著編纂人）

傳記
Biography

凡兩人以上之傳記應歸入總傳，個別人物之傳、記、行述、行狀、碑銘、墓誌、日記、回憶錄等均

入分傳；凡以敘述或批評個別人物之生平事蹟為主旨者，亦歸入分傳

關於個別事件的個人日記或評論，依其學門性質分別歸入各有關部門

宗教開祖及宗教界主要人物傳記收入於各該宗教；哲學家評傳，得隨其著作入各國各時代哲學家之

目；其他各科總傳或分傳，如果內容偏重於學術貢獻上，得依實際需要歸入有關學科的歷史目

入 782.17；國（明）朝獻徵錄 

（焦竑）入 782.16；國（清）朝

耆獻類徵（李桓）入 782.17；國

（清）朝先正事略（李元度）入

782.17；俾傳集入 782.17；中華

民國人事錄（中華民國人事錄編

纂委員會）入 782.18

782.2 中國特種總傳

.21 名臣
書例：宋名臣言行錄（朱

熹）入 782.2151；南宋名臣

言行錄（尹直）入 782.2152；

元朝名臣事略（蘇天爵）

入 782.2157；今獻備遺（項

篤壽）．明名臣琬琰錄（徐

紘）入 782.216；滿漢名臣傳

（清國史館編）入 782.217；

中興名臣事略（朱孔彰）入 

782.217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22  中國婦女傳記

書例：古烈女傳（劉向）入

782.222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23 儒林傳記

書例：明儒言行錄（沈佳）

入 782.236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24 文苑傳記

書例：明（清）朝詩人徵略

入 782.247；清名家詩人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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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782.247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782.25 隱逸傳記

書例：高士傳（皇甫謐）；

紹陶錄（王質）；逸民傳（皇

甫涍撰；劉鳳補遺）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26 忠義傳記

書例：昭忠錄（撰人不詳）

入 782.2652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27  帝王傳記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28 奸逆罪犯傳記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29 其他人物傳記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3 生卒年表

同：疑年錄

.39 生日表；忌日表

.4 姓名錄

.41 諱名錄
書例：歷代諱字譜（張惟

驤）

.42 諡號錄
書例：清諡法考（雷延壽

等）

.43 異名錄；別名錄；字號錄
書例：異號類編（史夢蘭）

.44 室名錄；別署；居處名錄

.45 小名錄

.47 同姓名錄
書例：九史同姓名略（汪輝

祖）、古今同姓名錄（梁元帝）

.48 姓錄
書例：姓觿（陳士元）、

姓氏尋源（張澍）、姓氏解紛 

（黃本驥）、萬姓統譜（凌迪 

知）。古今姓氏書辨證（鄧名

傳記

世）等入此

782.5 題名錄

書例：進士題名碑錄

.6 各地總傳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複分

書例：廣州人物傳（黃佐）入

782.633/101

.7 氏族總傳

合一姓一族之人為總傳者入此

.8 分傳
凡行狀、日記、墓誌銘、回憶

錄、追憶錄等均入此。依傳主時

代分，依其姓名排

年譜入 782.9

中國分傳排列表

個人傳記如有多種（例如孔子、鄭

成功）時，得依本表細分之，其法是

將下列號碼添附於被傳者號碼之後

（1） 世系、家譜

（2） 年譜

參見 782.9

（3） 自傳

（4） 日記

（5） 函牘

（6） 軼事

（7） 行狀、言行

（8） 哀榮錄、紀念冊

墓誌銘、祭文入此

（9） 兒童用傳記

.81 先秦人物

.82 漢及三國人物

.83 晉及南北朝人物

.84 唐及五代人物

.85 宋及遼金元人物

.86 明代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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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87 清代人物

.88 現代人物

中國分傳類號舉隅

中國古代帝王宜入 621-627 相關類 

下，例如秦始皇入 621.91；成吉思汗

（元太祖）入625.71；乾隆帝（清高宗）

入 627.4

孔子 782.817
參見 121.23 孔子

孟軻 782.818
參見 121.26 孟子

班超 782.822
參見 622.22 班超使西域

諸葛亮 782.825
參見 622.5 蜀

關羽 782.823

陶淵明 782.831

白居易 782.8417

王安石 782.8515
參見 625.15 真宗、神宗、哲宗

范仲淹 782.8515
書例：言行拾遺事錄（范仲淹）

韓琦 782.8515
書例：韓忠獻遺事（韓琦）

蘇東坡 782.8516

岳飛 782.8521

朱熹 782.8523
參見 125.5 朱熹

文天祥 782.8526

鄭和 782.862
參見 626.24 鄭和下西洋

王守仁（陽明）782.866

參見 126.4 王守仁（陽明）

張煌言 782.869

參見 626.94 張煌言

鄭成功 782.869

參見 626.96 明鄭

朱之瑜（舜水）782.869

顏元（習齋）782.872

曾國藩 782.877
參見 127.73 曾國藩

李鴻章 782 .878

左宗棠 782 .878

782.9 年譜

依譜主之時代分，依其姓名排

書例：孔子年譜入 782.918；杜工

部年譜入 782.9415；朱子年譜入

782.9523；陸象山年譜（李子愿輯；

李紱增訂）入 782.9522

此類本應歸入分傳，惟為學者研

究便利起見，故特設此目

.99 合譜

783-787  各國傳記

Biographies of other 
countries

均先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再依各國傳記複分表複分

各國傳記複分表

04 人名辭典

1 普通總傳

2 特種總傳

3 生卒年表

4 姓名總錄

6 各地總傳

7 氏族總傳

8 分傳

得依時代複分

9 年譜

783  亞洲傳記 Asia biography
.1 日本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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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

783.1856 織田信長（1534-1582）

.1857 豐臣秀吉（1536-1598）

.1862 德川家康（1542-1616）

.3 臺灣傳記

臺灣傳記複分表

04 人名詞典

1 總傳（普通）

2 類傳（特殊總傳）

6 各地總傳

7 氏族總傳

8 分傳（別傳）

9 年譜

臺灣傳記分期表

6 清領以前（相當於明代）

7 清領時期（相當於清代）

8 日據時期；光復以後

81 1895-1912 年

82 1912-1927 年

84 1927-1945 年

86 1945 年以後

.31 普通總傳

.32 特殊總傳

.36 各地總傳

各縣市總傳入此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

.37 氏族總傳

.38 分傳（別傳）

.39 年譜

784  歐洲傳記 Europe

biography

784.1 英國傳記

.2 法國傳記

聖女貞德傳入 784.28；拿破崙

傳入 784.28

.3 德國傳記

785  美洲傳記 Americas
biography

.2 美國傳記

林肯傳入 785.28；富蘭克林傳

入 785.28

786  非洲傳記 Africa
biography

787  大洋洲傳記 Oceania
biography

789  譜系 Heraldry
族檔入此

參見 544.29 各國族制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 譜系學

.2 中國族譜

依姓氏排

總論中國族譜或專論各姓族譜者

入此

總論臺灣及其各地族譜者入 

789.33

.31 日本譜系

.32 韓國譜系

.33 臺灣族譜

依姓氏排

總論臺灣及其各地族譜者

入此

專論各姓族譜者入 789.2

.8 爵位

.9 紋印；紋章；旗幟



600

中文圖書分類法

世
界
史
地
類

790  文物考古總論

Antiquities &
archaeology：general

考古學、古器物學、古玩概論、

古董（骨董）概論入此

古器物（古物）彙編、古玩彙編、

古董（骨董）彙編入 791

.1 文物考古義例

.16 美術考古

各類美術考古入各類

.2 文物考古表解

.3 文物考古教育及研究

.31 田野考古
調查及發掘方法入此

.34 文物鑑定

考古測年法入 799.031；文

史考訂入 790.2

.4 文物考古辭典

.5 文物考古期刊

.6 文物考古團體

.7 文物考古專題

.71 文物維護

.72 文物修復及保存

總論文物修復者入此

參見 069 博物館學

.73 各國文物維護狀況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74 ] 古玩

古玩概論宜入 790，古玩

彙編宜入 791；單種古玩以分

入 792-796 為宜，否則分入

文物考古
Antiquities & archaeology

999.1

790.75 古董商

.79 文物考古論文集                     

791  文物彙考 Antiquities 
collections；金石志

Record of sculpture in metal 
and stone

總論各種古物者屬之

郡邑金石志及各地古物志入 797

.1 文物目錄；金石目錄

只有金石名稱而無說明者屬 

之，凡專類之目錄各入其類

.11 總錄

.12 公有目錄

.13 私藏目錄

.19 古器物偽器

.2 文字；銘刻

書例：金石萃編（王昶）、秦

金石刻辭（羅振玉）

金石印章入此

.3 圖像；圖錄

書例：金石索（馮雲鵬、馮雲

鵷）、求古精舍金石圖（陳涇）

.7 題跋；考訂；研究

書例：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

金石錄（趙明誠）

.8 古器物叢書；金石叢書

書例：行素草堂金石叢書（一

名孫溪朱氏金石叢書 ）（朱

記榮、懋之甫）、學古齋金石叢

書（董金鑑）、百一廬金石叢書



601

世
界
史
地
類

文物考古

（陳乃乾）

792  甲骨 Oracle bones
.1 甲骨目錄

.2 甲骨文字

書例：殷虛文字類編（羅振玉）

.3 甲骨圖像

書例：甲骨卜辭、殷虛文字外

編（董作賓）

.7 集字；題跋；考證

書例：殷契粹編（郭沫若）、

殷虛書契考釋（羅振玉）

.8 採集；發掘

      .9 整治；拓法；修復

793  金屬器物 Metals, bronzes
青銅器、鐘鼎彝器、泉幣、雜器

等屬之

.1 金屬器物目錄

.2 金屬器物文字；鐘鼎彝器文

.3 金屬器物圖像

.4 古錢

同：泉幣 

書例：泉志（洪遵）、錢錄（清

高宗）、錢志新編（張崇懿）、

古泉匯（李佐賢）、古今錢略（倪

模）等

.5 鐘鼎彝

同：鼎彝

.6 雜器

.61 銅鏡
同：古鏡

.62 古兵器

.63 鐘

.64 銅鼓

石鼓入 794.68

.66 其他金器

793.67 古印；璽印

參見 931 篆刻、刻印

.68 徽章

.7 集字；題跋；考證

.8 製造法；發掘；採集

.9 整治；拓法；修復

794  石 Stone
碑碣造像誌銘，古玉詩文題名等

入此

中國石窟寺入 797.88

.1 目錄

.2 文字

書例：古刻叢鈔（陶宗儀）

.3 圖像

.4 古玉

書例：古玉圖譜（龍大淵）

.5 碑碣

書例：寶刻叢編（陳思）

.6 其他石器

.61 石畫

.62 岩畫

.63 浮雕

.64 石像

.65 經幢

.66 墓志

.67 石經
參見 099 石經

.68 石鼓

.7 集字；題跋；考證

.9 整治；拓法；修復

795  古書畫；古文書

Painting, Calligraphy and
Documents

.1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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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5.2 考證；鑒別

.3 集字

.4 辨字

[.6] 圖畫
宜入 945

.7 古繪畫

包括原始岩畫、原始地畫、帛

畫、漆畫、壁畫、畫像石、畫像

磚等。

總論入此

專論石畫入 794.61，磚畫入

796.4，壁畫入 945.7

.8 古文書

.9 修復

796  磚瓦陶及雜器 Terra  cotta
.1 目錄

.2 瓦當

.3 明器

古俑、土偶、瓦俑、陶俑也。

秦兵馬俑入此

.4 古磚瓦

.6 古陶瓷

.7 封泥

.8 簡牘

流沙墜簡、竹簡、木簡、漢簡入

此

.9 雜器

.91 木器

.92 竹器

.93 料器
玻璃器入此

.94 漆器

.95 紡織物

.96 生產工具

.99 其他

797  中國古物志 Record of
Chinese antiquities

省府州縣名山石室廟宇之金石志

屬之

.01-.08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1-.6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

表複分

書例：滿洲金石志（羅福頤編）

入 797.4、北平金石目（北平研究

院史學研究會）入 797.11/101、

關中金石記（畢沅）入 797.15

綜合研究或介紹某一代古物或遺

跡的著作入此；各地發堀報告亦入

此

史前古物及其發堀報告等宜入

799

參見 684 名勝古蹟

.01        先秦

.07        清代

.8 遺址  
住所、墳墓、城廓、橋樑、道

路、水利施政、寺廟、作坊等均

屬之

以下各類必要時均依中國省區

縣市表複分

.81 居住遺址

宮殿、園囿、關塞等入此

.82  陵墓；墓葬

書例：長沙馬王堆漢墓墓志入

794.66；明器入 796.3

.83 城鎮遺址

村落、城廓等入此

.84 交通水利設施

橋樑、道路、水渠、井等入此

.85 生產設施

窯址、作坊、冶銅、冶鐵等

入此

.87  宗教建築遺址

古寺、古廟、古塔、古祭壇等

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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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寺入 797.88

797.88 石窟

石窟寺入此

.881 敦煌石窟

千佛洞、莫高窟入此

參見 797.9 敦煌學

.882 雲岡石窟

.883 龍門石窟

.884 麥積山石窟

.8845 炳靈寺

.885 天龍山石窟
入 797.4、北平金石目

（北平研究

.886 駝山石窟
院 史 學 研 究 會 ） 入

797.11/101、

關中金石記（畢沅）入

797.15 

.887 大足石窟

.889 其他石窟

.89 其他遺址

.9 敦煌學

史前古物及其發堀報告等宜入

799

參見 684 名勝古蹟

798  各國古物志 Record of
other countries antiquities

除中國外各國古物彙志屬之

.3-.7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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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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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8 遺址

仿 797.8 分

.9 海底古物志

799  史前文物考古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史前史、系統文物考古入此

田野考古、發堀技術入 790.31

.031 測年法

.0311 年輪法

.0312 花粉法

.0313 熱工法

.0314 氟測法
用骨骼所含氟量來測量

.0317 碳 14 法

.0319 其他測年法

.1 史前人類

如人類化石「北京人」等，宜

入 359.6

.2 古民族學；史前文化

參見 535 民族學；537 原始文化

.3 石器時代

.4 舊石器時代

.48 中石器時代
同：細石器時代

石刀、石鑽、石環、石鏃等

入此

.5 新石器時代

.54 彩陶

.55 黑陶

.6 青銅器時代

.7 鐵器時代

.8 中國史前考古

以下各目，均得依中國地域或

省分

.82 舊石器時代

.83 細石器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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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苑文化入此

799.84 新石器時代（彩陶、黑陶）

包括半山、馬廠、齊家、

辛店、寺窪、卡窖、沙井、唐

汪等期。仰韶文化、龍山文化

入此

.85 青銅器時代（殷商）

.86 青銅器時代（西周）

.87 青銅器時代（春秋）

.88 鐵器時代

.881 戰國、秦漢

.882 三國、晉、南北朝

.883 隋、唐、五代

.884 宋、遼、金、元

.885 明以後

.9 各國史前考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各國得仿 799.8 分

中國史前考古入 799.8

.95 美洲史前考古

學者對美洲史前史之斷代：

799.9504-.9508 敘述美洲全

體者入此

部份者仍入北美、中美、

南美等為宜

.9504 石期 Lithic

相當於舊石器文化，

以先尖頭器文化（Pre-

pro-jectile Point  

Culture） 為 較 早 者。

屬此期者尚有北美東

平原古印地安（Paleo   

Indian）文化、北美西

部古 Cordillera 文化等

.9505 古期 Archaic
北美東部之 Old 

Copper,Woodland, 

Hopewell 等文化屬之

.9506 形成期 Formative

中美 Olmeca 文化、南

美 Chavin 文化等屬之

799.9507 古典期 Classic
中美 Tiotihuacan 盛

期、Tolteca 文化、 

Azteca 文化等屬之

.9508 後古典期 Post Classic
帝國的支配區域形成 

期。 中 美 Maya 盛 期、

南 美 Mochica、Nazca、 

Tiahuanaco、Chim'u、

Inca 等諸文化屬之

.951 北美史前考古

.954 墨西哥史前考古

.955 中美史前考古

.956 南美史前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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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

800  語言學總論 Linguistics：
general

.1-.9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9 各國語言學史

801  比較語言學 Comparative
philology; Linguistics

寫作法、翻譯入 811；比較文學

入 819；古文書學入 601.7

.1 言語學 Philology

.2 方法論

.3 語音學；音韻學 Phonetics

.4 修辭及語法

參見 812 寫作、翻譯及演講

.41 文字形態學 Morphology 
orthography

.43 詞之形式 Word-formation

.44 詞類 Parts of speech

.45 造句法 Syntax；

 Arrangements of words, 
sentence

.47 機械翻譯 Machine translation

參見 028.75 機械翻譯

.5 語源學 Etymology (Derivation)

.6 語義學；術語學 Semantics

801.7 辭典學 Lexicography
辭典學編纂法入此

.72 多國語辭典 Polyglot 

dictionary

.8 方言學；語言地理學

Dialectology 

.81 世界語系 Linguistic groups

.82 漢藏語系 Sino-Tibetan

.83 烏拉阿爾泰語系 Ural-Altaic

芬蘭語族入 807.2

.84 高加索語系 Cancasian

[.841] 印歐語系

宜入 804

[.843] 伊比利高加索語系

宜入 807.3

[.844] 含 - 閃語系

宜入 807.4

[.845] 閃語族

宜入 807.5

.89 語言分布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892 中國語言分布
總論漢語及中國少數民

族語言入此；專論漢語入 

802，專論中國少數民族語

語言學 Linguistics
文學 Literature

本類包括語言學（800-809）及文學（810-889），新聞學（890-899）附之

研究語言本身之學科，謂之語言學，包括作為書面語之文字學在內，大致可分比較語言學（801）、

漢語（802）、各國語言（803-808）及人為語（809）等

語言分類一般以譜系分類法（發生學分類法）為標準，並不以使用國家或地區為標準，例如英、美、

加、澳、紐等國同用英語，其間所用如有差別，視為方言或用法之差別，不視為不同語言。惟為方便

起見，另設 802.9 類，以集中有關中國邊疆各種語言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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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入 802.9

801.9 非語言表達法；記號語言學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91 擴態語

.93 象形文字 Pictograph

[.94] 手語

宜入 529.675

[.95] 讀唇術

宜入 529.675

[.96] 點字；盲字

宜入 529.655

[.98] 信號；旗號；軍號

宜入 595.44

802-808 各國語言 Specific
languages

詞典又作辭典，係字

典、語文詞典、專科詞

典、百科詞典等之統稱。

專科詞典依學科主題別分

入各類，語文詞典（即普

通詞典）依語種別分入各

國語言類。普通詞典如涉

及兩種語文者，依下列原

則分類：

凡用外國語文註釋本國

語文之詞典，依註釋之語

文分類，例如漢英詞典入

英文詞典

凡用本國語文註釋外國

語文之詞典，依被註釋之

語文分類，例如英漢詞典

入英文詞典

凡註釋及被註釋之語文

均為外國語文之詞典，歸

入被註釋之語文，例如韓

日詞典入韓文詞典

凡雙語詞典，即詞目

及釋文均為兩種語文對照

之詞典，如係本國與外國

兩種語文對照者，分入外

文詞典；如兩者均為外國

語文，則依在前之語文分

類，例如日華、華日詞典

歸入日文詞典，韓日、日

韓詞典歸入韓文詞典

兩種語文或雙語詞典

中，如其中一種為方言

者，不論題名詞序先後為

何，均依該方言分類，例

如臺日詞典或日臺詞典，

均分入臺語詞典

凡論述修辭、作文之文

獻，如係學習語文用書，

應歸入語言學類；如係論

述文字寫作技巧用書，應

歸入文學類；如二者無法

區分，以集中一類為宜

各國語言複分表

1 文字、字母 Orthography 
Inscriptions

19 速記

2 詞源學 Etymology

26 外來語

3 詞典 Dictionaries

31 雙語詞典

35 成語、熟語 Idioms

36 古語 Archaic words

37 新語、外來語

38 俗語 Slangs

39 特殊詞典

4 語音

41 發音、重音

42 母音、子音

48 音標

49 朗誦法

5 方言 Dialects

6 語法 Grammar

63 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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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詞類

65 句法
句型、造句法入此

7 修辭、作文 Composition

71 標點符號

72 文體論

73 風格論

74 韻律論

78 翻譯學

79 函牘格式

8 讀本 Readers

81 蒙求書 Primers

83 小學用 For Primary  Schools

84 中學用 For Secondary Schools

88 會話讀本 Conversation

802  漢語 Chinese languages；
Mandarin

漢語語言學及古代小學類訓 

詁、字書、聲韻等入此

總論漢語及中國少數民族語言入

801.892；總論中國少數民族語言

入 802.9

.01 漢語規範化

.019 漢語辨似

.023 漢語政策

.04 漢語語言學詞典

.08 漢語叢書

書例：小學彙函

.09 漢語語言學史

.091 古代漢語學史

.092 近代漢語學史

.093 現代漢語學史

.097 古代漢語

漢語

802.098 近代漢語

.099 現代漢語

.1 訓詁；語彙；語義 Semantic
studies

漢語訓詁學、雅學入此

.108 訓詁叢書
書例：五雅全書

.11 爾雅 Erh Ya
參見 099.1 群經（第二法）

.112 注疏
依注者時代排

.115 圖說
依著者時代排

.118 專字解釋

.119 其他
依著者時代排

.13 小爾雅（孔鮒）

.14 釋名（逸雅）

.15 廣雅（博雅）

.16 群雅
依著者時代排，如埤雅入

802.165；駢雅802.166；別雅、

疊雅、選雅入 802.166

.17 群書音義；群書解詁

總論入此；專論隨原書分類

書例：經典釋文（陸德明）、

一切經音義（玄應）、經籍纂

詁（阮元）

.18 語彙；語義

有關語彙之研究入此，下列

各類之詞典分入 802.3 相關各

類

.181 基本詞彙

.182 同義詞、多義詞、相反詞

.183 成語、熟語

.1839 成語故事

[.184] 俗語

宜入 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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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185 外來語

.186 略語

.187 疊字、聯綿詞

.19 術語

.2 文字 Etymological studies
古代字書入此

康熙字典入 802.31；現代字典

入 802.3；字帖入 943

.21 說文解字

.211 大徐本（徐鉉）

.212 小徐本（徐鍇）

.22 說文注釋

.221 元明人注

.222 清乾隆以前人注

.223 段玉裁注

書例：說文解字注

.224 清乾隆間其他各注

.225 清道光以後

.226 現代（1912-  ）

.23 六書
指象形、指事、會意、形 

聲、轉注、假借六者

.24 聲韻

.25 專著
依著者時代排

.251 引經

.252 古語

.257 古籀

.258 重文

.259 其他
索引入此

.26 新附及逸字

.27 部首及啟蒙 Radicals

.28 說文後字書

.281 字林

802.282 玉篇

.283 其他：六朝至五代（265-
960）

.284 宋（960-1279）
類篇入此

.285 元（1280-1368）

.286 明（1369-1644）

.287 清（1644-1912）

.288 現代（1912-  ）

.29 字體
參見 942.1 書體、筆法

.291 古文；奇書

甲骨文入 792.2；金文入

793.2

.293 印瓦等文

.294 篆書

大篆、小篆、榴文、秦

篆

.295 隸書

.2951 行書

.2952 草書

.2953 楷書

.296 特殊文字

.2961 速記

.2962 點字

.2963 形態語言

[.2964] 手語

宜入 529.675

.297 漢字編碼

.298 漢字整理及改革

.2981 漢字整理；正字表

.2982 異體字

.2983 同音字；多音字

.2984 辨形

.2987 檢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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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2988 行款
書寫格式入此

.2989 漢字改革

.299 簡體字 Simplified characters
包括簡體字研究、簡體

字彙（字典）、繁簡體對

照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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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語音；韻書 Phonological 
studies

言音韻之書曰韻書，可分為古

韻、今韻等韻。韻書大致可按著

作年代分，惟研究上古音韻（古

韻）則不論其著作年代，以集中

一處為宜

等 韻 學 入 802.465； 反 切 入

802.466；現代漢語方言入 802.52

802.41 古韻 Archaic pronunciation

（265 以前）

書例：韻補（宋吳棫）、毛

詩古音考（明陳第）、古音略

例及古音叢目（明楊慎）、古

音表及音樂五書（清顧炎

武）、古音標準（清江永）、

聲類表（清戴震）、六書音韻

表（清段玉裁）、古韻補（清

王念孫）

.411 今韻
中古以降的音韻稱今韻

.412 晉至隋（265-618）

聲類入此

.414 韻集（晉呂靜）

.415 切韻（顏之推）

.417 唐五代（618-960）

唐韻入此

.42 宋代韻書（960-1279）

.421 廣韻

.422 韻略

.423 集韻（宋丁度）

.424 切韻指掌圖（宋司馬光）

[.426] 韻補（宋吳棫）

宜入 802.41

.427 韻鏡

.43 近代音 Modern pronunciation

.432 元代韻書（1280-1368）

.433 中原音韻（周德清）

.434 韻會舉要（黃公紹）

.436 明代韻書（1368-1644）

.437 洪武正韻

.44 清代韻書（1644-1912）

依時代排

.45 現代韻書（1912-    ）

漢語



610

中文圖書分類法

語
言
文
學
類

802.46 語音學專論

.461 發音

.462 音素；音位

.463 音節；結構

.464 聲調 Tones

.465 等韻學

.466 反切

.468 拉丁化

.4682 教會羅馬字

.47 漢語拼音

.48 注音符號

.49 讀音；字音辨似

.499 朗誦法；演講術

.5 方言 Chinese dialects
方言研究、比較、分析、調查

及方言詞典、方言字彙等均入此

.51 古方言
自揚雄方言以下著作入此

書例：方言據（魏濬）、方言

類聚（陳興效）

.52 現代方言
依區域分

.521 北方話
包括長江以北地區。廣

義者得包括西北方言、西

南方言、江淮方言等國語

（普通話）入 802.58

.5211 北方方言
包括河北、河南、山 

東、東北

.5214 西北方言
包括山西、陝西、內 

蒙、甘肅

.5217 西南方言
包 括 四 川、 雲 南、

貴 州、湖北（東南角除 

外）、廣西西北部、湖

南西北角

802.5222 江淮方言

包括安徽、江蘇的長

江以北地區及長江以南

鎮江以上沿江地帶

.5223 吳語
同：江浙話

.5224 贛語
同：江西話

.5226 湘語
同：湖南話話

.5231 閩語
同：福建話

有閩東話（福州話）、

閩北話、閩中話、莆仙

話等，特分出閩南語入 

802.5232

.5232 閩南語
同：河洛話

廈門話、漳州話、泉

州話、潮州話、文昌話

等入此

參見 803.3 臺語

.5233 粵語 Cantonese
同：廣東話

.5238 客家語 Hakka

.528 中國境外漢語方言
東干語入此

.58 國語 Mandarin
同：普通話

.589 國語運動

.59 國語羅馬拼音

.6 文法 Grammar

.61 虛詞
虛詞詞典入此，虛詞專著及

詞典依著者時代複分

書例：助字辨略（劉淇）、

經傳釋詞（王引之）入802.617

.62 古代語法

同：文言語法

.63 現代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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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白話語法

書例：馬氏文通

802.631 詞類

.632 詞法
構詞法入此

.633 句法

.7 寫作；修辭

.71 寫作
參見 811.1 寫作法

.72 文體論

.721 記敘文

.722 抒情文

.723 論說文

.73 風格論

.74 翻譯

.75 修辭

.76 篇章

.77 章句 Sentence  construction

.78 標點符號 Punctuation

.79 應用文
函牘格式入此

商業文件函牘入 493.6

.791 公文程式

.8 讀本 Readers
大學國文課本入 836

.81 蒙求書

書例：三字經、百家姓、千

字文、章蒙訓（呂本中）等入

此

.82 古文選本

.83 小學用

.84 中學用

.85 僑校用

.86 外國人學習用

.88 國語會話；國語讀本

漢語

802.89 白話文

.9 中國少數民族語言

中國邊疆語言入此

.91 滿洲語 Manchu  language

.911-.918依語言複分表複分

.919 通古斯語族其他方言

赫哲語（Gold）、索倫

語（Sloon）、瑪涅克爾語 

（Manegir）、 畢 拉 爾 語 

（Birar）等入此

.92 蒙古語 Mongolian

.9201-.9208 依語言複分表

複分

.921 內蒙古語

.922 喀爾喀語

蒙古人民共和國國語

.923 布利亞特語

.924 喀爾瑪克語

.925 東鄉語

.926 土族語

.927 保安語

.928 達保爾語

.929 蒙古語族其他方言

.93 藏語 Tibetan

.94 突厥語 Turkish

參見 803.8 突厥語族

.942 維吾兒語 Wigur

.944 哈薩克語 Kazakh

.945 烏茲別克語 Uzbeg

.946 塔塔兒語 Turko-Tartar

.947 雅庫特語 Yakut

.948 柯爾克孜語 Kirghizs

同：吉爾吉斯語

.949 塔吉克語 Tajik

屬伊朗語族

.95 西南邊疆各族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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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951 憚、高棉語支 Mon-khmer

.952 苗語 Miao

.953 瑤語 Yao

.954 番語 Hsia

.955 仲語 Wa

.956 京語（越南語）

.96 藏緬語支 Tibeto-Burman

參見 803.71 藏緬語支

.961 白語（民家語） Pai 

Minchia

.962 哈尼語 Hani Woni

.963 慄仲語 Lisu

.964 彝語（羅羅語） Lolo

.965 納西語（麼些語）Nashi 
Moso

.966 景頗語 Kachins

.967 拉祜語 Lahn Lohei

.968 怒語 Nu Lutzu

.969 阿昌語及其他 Achang and 
others

.97 撣（傣）語支 Shan or Tai  

.971 壯語（僮語）Chuang

.972 仲語（擺夷語）Pai i

.973 布依語（仲家語）Pu-yi

.974 侗語 T'ung

.975 仡佬語 Kelao

.977 黎語 Li

.98 邊疆民族古語言

.981 匈奴語

.982 古突厥語

.983 回鶻語
參見 802.944 哈薩克語

.984 契丹語

.985  西夏語

.986 鮮卑語

802.987 女真語

.988 吐火羅語

.989 其他

803  東方語言 Oriental
languages

漢 語 入 802； 中 國 少 數 民 族

語言入 802.9；總論漢藏語系入 

801.82；總論烏拉阿爾泰語系入

801.83

.1 日語 Janpanese

.11 文字，字母

.111 神代文字

.112 萬葉假名

.113 假名 Kana

.1131 平假名 Hiragana

.1132 片假名 Katakana

.1133 變態假名

.1134 五十音表

.1135 伊呂波歌

.1137 假名表記法

.114 日語漢字

參見 802.2 字書、文字

.1147 常用漢字

.115 訓詁

.116 句讀

.117 日語羅馬拼音

.12 語源學

.126 外來語

.13 詞典

.131 日漢、漢日對照

.132 和漢字典

.133 漢和字典

.134 日語各國語字典

.135 成語，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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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136 古語

.137 新語，外來語

.138 俗語

.139 辭典

.14 音韻

.142 母音

.143 子音

.144 重音，語調

.15 方言
必要時得依日本分區表

細分書例：秋田縣方言集入 

803.1514

.16 語法

.162 名詞、數詞

.163 代名詞

.164 形容詞、形容動詞、連體
詞

.165 動詞、助動詞

.166 副詞、接續詞、感歎詞

.167 助詞

.168 敬語用法

.169 文之構成

.17 修詞，作文

.179 函牘格式

.18 日本語讀本

.183 小學用讀本

.184 中學用讀本

.188 會話讀本

.189 日語能力檢定

.194 琉球語 Loochoo

.2 朝鮮語 Korean
同：韓語

.21 諺文 Hangul

同：訓民正音

1446 年創製之文字

東方語言

803.3 臺語

參見 802.5232 閩南語

.33 詞典

.34 語音

.36 語法

.38 讀本

.4 印度語族 Indic
印歐語系入 804

.409 印度語之演變

.4091 梵文 Sanskrit
古代印度語入此

.4092 巴利語 Pali
中古印度語（Secondary 

Prakrits）入此

.4093 近代印度語 Modern 
Indic languages（Tertiary 
Prakrits）

.41 信德語 Sindhi

.419 蘭達語 Lahnda

.42 旁遮普語 Panjabi

.43 西印度語 Hindi

.439 烏爾都語 Urdu

.44 孟加拉語 Bengali

.45 阿薩姆語 Assamese 
Bihari（Bhojpuri, Magahi, 

Maithili）、Oriya 等入此

.46 馬拉地語 Marathi

.47 古吉拉特語；拉賈斯坦語 
Gujarati  and Rajasthani

.48 僧伽羅語 Sinhalese

.49 其他印度語
尼泊爾語（Nepali），廓爾

喀語、帕哈利語（Pahari）等

入此

.499 達得語 Dard languages
克什米爾語（Kashmiri）、

羅馬尼語（Romany;Gipsy）

等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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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5 南印語系 Dravidian languages
同：達羅毗荼語系、德拉維達

語系

.51 泰米爾語 Tamil

.52 馬拉雅蘭語 Malayalam

.53 卡那拉語 Kanarese
（Kannanda）

.55 貢德語 Gondi

.56 干得語 Khond（Kandh）

.57 泰盧固語 Telugu

.58 布拉呼語 Brahui

.59 其他南印語

庫魯克語（Kuruku）等入此

.6 伊朗語族 Iranian languages
印歐語系之一支，參見 804 註

波斯語入此

.61 古波斯語（西伊朗語） 

Old Persian

.62 阿維斯搭語（東伊朗語

Avestan

.63 中古波斯語 Middle Iranian

粟特語、薩基語、花刺子

模語等入此

.64 近代波斯語 Modern Persian
（Farsi）

.65 庫德語 Kurdish

.66 俾路支語 Baruchi

.67 阿富汗語 Afghan（Pashto）

.68 帕米爾語 Pamir（Galcha）

.69 其他伊朗語

例：奧射蒂亞語（Ossetian）

.691 塔吉克語

中國部分入 802.949 

.7 中國南疆外諸語

.71 藏緬語支 Tibeto-Burman

參見802.96中國邊疆語言：

藏緬語支

803.72 緬甸語 Burmese

.73 那迦語 Nagas

印緬邊疆語言，包括 Ao、 

Konyak 等

喜馬拉耶諸語言等亦入此

.74 撣（傣）語 Shan language

參見802.97中國邊疆語言：

撣（傣）語支

.75 泰語（暹邏語）Tai. Siamese

.76 南亞語系 Austroasiatic

同：澳斯特羅 -亞細亞語系

.77 懵（盂）語 Mons, Mun

包括北弧（Peguang）、得

楞（Taleng）

.78 高棉語 Khmer, Cambodian

同：柬埔寨語

.79 越南語 Vietnamese

同：安南語（Annamite）

京語入 802.956

.7912 字喃 Tyu Nomu

.8 突厥語族 Turkish languages
阿爾泰語系（突厥 - 蒙古 - 通

古斯語系）之一族；中國境內突

厥語入 802.94 相關各類

.81 土耳其語 Turkish

.82 阿塞拜疆語 Azeri

.83 土庫曼語 Turkmen language

.84 阿爾泰語 Altai

.85 巴什基爾語 Bashkir

.86 克里木語 Crimean Tatar；  

Crimean Turkish

.87 庫麥克語

.88  圖瓦語 Tuvan language

.89 其他
哈卡斯語、楚瓦什語等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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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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印 度 尼 西 亞 語 族 Indonesian 
group

.911 印尼語 Indonesian

.912 巴搭克語 Batk  
流通於蘇門答臘島

.913 達亞克語
流通於加里曼丹島

.914 馬卡沙語
流通於蘇拉威西島

.915 馬爾加什語 Malagasy

.92 馬來亞語 Malayan languages

.93 爪哇語 Javanese

.94 塔加爾語；伊洛卡納語
Tagalog

.95 巴布亞諸語言 Papua
安達曼語入此

.96 玻里尼西亞語族 Polynesian

.961 毛利語 Maoli

.962 薩摩亞語 Samoa

.963 搭希提 Tahiti

.964 搭納

.965 夏威夷語 Hawaiian

.97 密克羅尼西亞語族 
Micronesian

.98 美拉尼西亞語族 Melanesian

.99 臺灣原住民語

必要時得細分如下

.991 泰雅相關語言

.9911 泰雅語 Atayal

.9912 賽德克語 Kari Seediq

東方語言

803.9913 太魯閣語 Truku

.992 賽夏語 Saisiat

.993 布農語 Bunun

.994 邵語 Thao

.995 鄒語 Tsou

.9961 排灣語 Paiwan

.9963 魯凱語 Rukai

.9965 卑南語 Puyuma

.997 阿美語 Ami

.9979 撒奇萊雅語 Sakizaya

.998 雅美語 Yami

.999 平埔族語言

.9999 西拉雅語

804      印歐語系 Indo-Aryan
languages

印度語族入 803.3；伊朗語族

入 803.6；日耳曼語族入 805；斯

拉夫語族入 806；凱爾特語族入

807.1

.1 古典歐洲語；希臘語 Greek

.2 拉丁語 Latin

.3 近代歐洲語總論

.4 羅馬語族 Romance languages
同：義大利克語族、拉丁語族

.5 法語 French

.59 加泰隆語 Catalan

.6 義語 Italian

.69 羅馬尼亞語 Romanian

.7 西班牙語 Spanish

.8 葡語 Portuguese

805  日耳曼語族 Germanic
langau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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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1 英語 English
有關托福字彙、文法、閱讀、

測驗等入 805.1894

.11 字母 Alphabet

.114 正字法；綴字 Orthography
包括大寫法

（Capitalization）、分

節法（Synabication）

.115 綴字改良 Spelling reform

.116 略語 Abbreviation

.117 句讀法 Punctuation

.12 語彙 Word, Vocabularies

.121 語源 Etymology

.122 基本語彙

.123 成語

.124 同意、反意、同音異語

S y n o n y m s , A n t o n y m s , 
Homonyms

.126 古語 Obsolete words

.127 外來語

.13 英語字典 Dictionaries

.131 漢英、英漢兩用

.132 英漢字典

.133 漢英字典

.134 英語與其他國語

.135 成語字典

.137 新語字典；外來語字典

.138 俗語字典

.139 英語辭典

.14 英國語音 Phonetics

.141 發音 Pronunciation

.142 母音、二重母音 Vowels,

Diphtogs

.143 子音 Consonants

.144 重音、語調 Accent, 
Intonation

805.15 英語方言

.16 英語語法 Grammar

.162 名詞 Nouns

.1628 冠詞 Articles

.1629 數詞 Numerals

.163 代名詞 Pronous

.164 形容詞 Adjectives

.165 動詞 Verbs

.1658 助動詞 Auxiliary  verbs

.166 無變化詞 Particles

.1662 副詞 Adverbs

.1664 介詞
同：前置詞

（Prepostions）

.1665 連接詞 Conjunctions

.1666 感嘆詞 Interjections

.169 造句法 Syntax

.17 英語作文

.171 英語修詞 Rhetoric

.172 修飾 Modifiers

.174 日記體

.175 論文作法

.176 式辭

.178 文範

.179 英語應用文

.18 英語讀本

.188 英語會話讀本

.189 考試問答

.1892 全民英檢

.1894 托福考試 TOFEL

.1895 TOEIC 多益

.1896 留學專業英文考試

GRE、GMAT 入此

.19 古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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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魯薩克遜語

（Anglosaxon）入此

805.2 德語 German
.3 斯堪地納維亞語 Scandinavian
.32 瑞典語 Swedish

.34 挪威語 Norwegian

.36 丹麥語 Danish

.38 冰島語 Icelandic

.4 荷蘭語 Dutch

.5 法蘭德語 Flemish

.6 佛里斯蘭語 Frisian

.9 其他

806  斯拉夫語族 Slavic
languages

.1 俄語 Russian

.19 烏克蘭語 Ukrainian
（Ruthenian）

.2 波蘭語 Polish
西斯拉夫語入此

.3 捷克語 Czech

.39 斯洛伐克語 Slovak

.4 保加利亞語 Bulgarian
南方斯拉夫語入此

.49 古保加利亞語 Old Bulgarian

教會斯拉夫語（Church 

Slavic language）入此

.5 塞爾維亞語 Serbo-Croatian；
克羅埃西亞語

.59 斯洛維尼亞語 Slovenian

.7 文得語 Wendish
包括 Sorbian、Lusatian

.8 其他斯拉夫語 Other Slavic
languages

卡舒布（Kashubian）、波拉

布（Tolabian）入此

806.9 波羅的語族 Baltic languages
.91 古普魯士語 Old Prussian

.92 立陶宛語 Lithuanian

.93 拉脫維亞語 Latvian（Lettish）

807  其他語言 Other languages
.1 凱爾特語族 Celtic languages

同：塞爾語族

.11 凱爾特語 Celtic

.12 愛爾蘭語 Irish

.13 蘇格蘭語 Scottish

.14 曼語 Manx

.15 布列塔尼語 Brittanic（Breton）

.16 威爾斯語 Welsh（Cymric）

.2 芬蘭烏戈爾語系 Finno-Urgic

.21 匈牙利語 Hungarian
（Magyar）

.22 白美安語 Permian

包括 Votyak、Zyrian

.23 其他近匈牙利語之各種語言

曼西語（沃古爾語）入此

.24 芬蘭語 Finnish 
同 :  蘇奧密語（Suomi）

.25 愛沙尼亞語 Estonian

.26 拉普蘭語 Lapland language

同：薩姆語

.27 伏爾加河中流語言 Middle 
Volga

莫爾多瓦語（Mordrin）入此

.29 薩莫耶德諸語言 Samoyed

.3 伊比利亞高加索語系

Ibere-Caucasian

.31 卡爾特維里語族 K'art'velian

斯萬語（Svane）、格魯吉

亞語（Gruzin）等入此

.32 阿布哈茲 Abkhaz language；

斯拉夫語族：人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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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第蓋語 Adygei language

807.33 巴茨基、基斯金語

.34 列茲金語 Lezgin language

.35 達格斯坦語

.36 巴斯克語 Basque

稱 Euskera

.37 阿爾巴尼亞語 Albania

.38 亞美尼亞語 Armenian

.4 含 - 閃語系 Hamito-Semitic
同：阿非羅 -亞細亞語系

含語族（Hamitic  languages）

入此

.41 古埃及語 Old Egyptian

.42 科普特語 Coptic

.44 柏柏爾語 Berber

.45 利比亞語 Lybian

.46 索馬利語 Somali

.47 衣索匹亞語 Abyssinian, 
Ethiopean

.48 豪薩語 Hausa

.5 閃語族 Semitic languages

.52 亞述語 Assylian

.53 巴比侖語 Babylonian

.55 楔形文字 Cuneiform

.57 迦南語 Canaanite

.58 腓尼基語 Phoenician

.59 摩亞布語 Moabian

.6 希伯來語 Hebrews

.69 日耳曼猶太語 Yiddish

.7 阿拉米亞語 Aramaic

.79 敘利亞語 Syriac

.8 阿拉伯語 Arabic

.9 其他

808  美洲、非洲、大洋洲諸語

言 Languages of
America,  Africa, Oceania

808.1 美洲諸語言 American 
aboriginal languages

印第安語（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入此，依族名排

南美洲印第安語入 808.2

.2 南美洲諸語言 South American
languages

依族名排

.3 愛斯基摩語 Eskimo

.4 非洲諸語言 African languages
含語入 807.4；閃語入 807.5

.41 霍屯督語 Hottentot

.42 布西門語 Bushman

.43 班圖語 Bantu
Bangala、Duala、Ekoi、

Ganda、Lari、Lingala、Luba

（Chibula）、Nyanja 等亦得

入此

.44 內革羅方言 Negro dialects

.45 蘇丹方言 Sudanese

.49 其他非洲語言

.7 大洋洲諸語言 Oceanian
languages

.9 系統不明語言

809  人為語 Artificial language
國際補助語（Universal 

language）入此

.1 世界語 Esperanto

.2 伊多語 Ido
1907年波孚洛特（Beaufront）

及庫圖勒（Couturot）所創

.3 沃拉布克國際語 Volapuk
J. M. Schleyer 所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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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4 阿克奇頓道爾語 Occidental
.5 諾比爾語 Novial

世界語言參考類目表

Arabic 阿拉伯語 807.8

Burmese 緬甸語 803.72

Cambodian 高棉語 803.78

Chinese 漢語 802

Danish 丹麥語 805.36

Dutch 荷語 805.4

English 英語 805.1

Esperanto 世界語 809.1

Finnish 芬蘭語 807.24

French 法語 804.5

German 德語 805.2

Greek 希臘語 804.1

Hebrews 希伯來語 807.6

Indie, Modern 近代印度語 803.4

Iranian 伊朗語 803.6

Irish 愛爾蘭語 807.12

Japanese 日語 803.1

Korean 韓語 803.2

Latin 拉丁語 804.2

Malayan 馬來語 803.92

Manchu 滿洲語 802.9

Mongolian 蒙古語 802.92

Norwegian 挪威語 805.34

Polish 波蘭語 806.2

Portuguese 葡語 804.8

Russian 俄語 806.1

Sanskrit 梵語 803.4091

Spanish 西班牙語 804.7

斯拉語系：人為語

Swedish 瑞典語 805.32

Tai 泰語 803.75

Tamil 泰米爾語 803.51

Tibetan 藏語 802.93

Turkish 土耳其語 803.81

Vietnamese 越南語 8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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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文學複分表

2 文學評論

3 總集
指二人以上作家之全集或選

集

4 別集
指一人作家之全集或選集

5 各種文學體裁

51 詩

52 詞

53 其他韻文

55 戲劇、戲曲

57 小說

58 民間文學

59 兒童文學

6 散文

61 語錄

62 演說

63 日記

64 函牘

65 傳記文學

66 遊記文學

67 報導文學

68 雜文

69 雜著

8 地方文學

88 婦女文學

89 少數民族文學

9 文學史

關於個別作品之評論與研究，隨原

作品分類；關於個別作家之評論與研

究，隨作家別集分類；關於各個作家

單篇作品及其評論，得依體裁分，或

分入作家別集

810  文學總論 Literature：
general

文藝總論入此

.13 文學派別

.131 古典派文學 Classicism

.132 自然派文學 Naturalism

.133 象徵派文學 Symbolism

.134 印象派文學 Impressionism

.135 人文主義文學 Humanism

.136 浪漫派文學 Romanticism

.137 唯美派文學

.138 寫實派文學

.139 其他
未來派入此

.14 文學心理學；文藝心理學

.15 文學社會學

.1637 生態文學

.19 文學思想；文學思潮

.21 文學文獻學

包含文學書目、目錄、索引

文學
Literature（Belles-lettres）

使用文字以表現情感者，謂之文學，關於文學理論、文學、作品、文學史、及個別作家或個別作品

的批評及研究等屬之。文學總論入 810，中國文學分入 820-850，東方各國文學分入 860-869，西洋

及其餘國家文學分入 870-888，並為欲集中西洋小說之翻譯於一處者特設 889 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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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

810.4 文學辭典

.5 文學期刊

.64 學社；學會

文藝協會、筆會等入此

.7 文學論文集

.71 諸家彙編

.72 文學與人生

.73 文學與性愛

.74 文學與自然

.75 文學與戰爭

.76 文學與美術

.77 文學欣賞

.79 其他

.8 文學叢書

世界文學作品之總集入 813

.9 文學史

總論入此，各國文學史各入其類

中國文學史入 820.9；日本

文史入 861.9；西洋文學史入

870.9

文學史料學入此

文藝批評史入 812.9

811  寫作 Literary writing；翻譯

Translation；演講 Speech
本目注重方法

中國語文修詞入 802.7

著述泛論得入 011.1

.1 寫作法

專論蒐集資料之書入 019.2

.2 文學規律體例

.3 各種文章作法

參見 812.02 文藝創作法

.31 論說文

.32 抒情文

.33 描寫文

.34 記事文

811.35 小品；隨筆

.36 日記

.37 幽默諷刺文

.38 函牘

.39 其他

.4 論文寫作法

.7 翻譯

機械翻譯入 801.47

.8 座談術；討論會

.9 演講術

辯論術入 159.4

812  文學創作及批評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凡總論各國者屬之

.02 文學創作法

.021 題材、主題

文學史料學入此

文藝批評史入 812.9

.023 情節、結構

.024 風格、技巧

.025 文學語言

.026 文學翻譯
關於文學作品的翻譯理

論與方法入此

.1 詩

.11 詩律、詩法、詩格

.13 詩韻

.14 各體詩

.15 各類詩

.151 敘事詩

.152 抒情詩

.153 幽默詩

.156 諷刺詩

.159 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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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18 詩評、詩話

.2 其他韻文

.3 戲劇

.4 散文

.5 演說；函牘

.7 小說

.8 雜文學論

報導文學論入此

.81 雜文學寫作法
報導文學寫作法入此

.84 民族文學論

.86 宗教文學論

.88 民間文學論

.89 兒童文學論

.9 文藝批評史

813  世界文學總集 World 
literature：general
collections

世界文學全集之類，視所收錄

文學之體分入之。專收一國之總集

者，入各國文學總集。中國文學總

集入 830-839。除特種文學外，均

仿 812 分

.1 詩總集

.2 其他韻文總集

.3 戲劇總集

.4 散文總集

.5 演說總集；函牘總集

.6 世界雜文總集

.7 世界小說總集

[.8] 民間文學總集；民族文學總集；

宗教文學總集
民間文學總集宜入 815.8；民

族文學總集宜入 815.4；宗教文

學總集宜入 815.6

[.9] 兒童文學總集

宜入 815.93

815  各種文學 Various
literatures

此類為便利閱覽而設，其中各類

本應分入文藝評論或總、別集，凡

欲將一種文學特別提出者得利用本

目

815.1 女性文學

同：婦女文學

.4 民族文學

.5 軍中文學

.6 宗教文學

.8 民間文學

.9 兒童文學

仿 859.1-.9 複分

.93  兒童文學總集

819  比較文學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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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

中國文學參考類目表

071 雜考

072 雜說

073 演講集

074 雜品

075 雜纂

090 群經

192.8 格言

282 中國神話

539 謠俗；傳說

539.1 民間歌謠

539.38 童謠；童詩

539.5 民間故事、傳說

539.6 俗語

539.8 笑話

539.9 諺語

802.7 中文作文、修辭

802.8 中國語讀本

982 中國戲劇

982.5 中國地方劇

982.58 講唱戲劇

982.6 中國其他戲劇

987.8 各電影劇本

989.1 廣播劇

中國文學
Chinese literature

四庫集部之大部份歸入中國文學類，體例亦殆仍舊，總集為 830，別集為 840。惟個人自著書，號為

全集而實為彙刻各書以成，其內容亦包括文學以外各部門者列入 089自著叢書。楚辭併入總集，從孫祠

書目例（見 832.1）。詞入別集，用書目答問例。另設各體文學一目（850）收入曲文、劇本、函牘、

雜著、小說、民間文學、兒童文學等，欲將詩、詞集為一處者亦可用此目，蓋便於閱讀而設立之變例矣

989.2 電視劇

995.2 酒令

995.4 謎語；文藝遊戲

 

820  中國文學總論 Chinese
literature：general

中國文學各論入 821-829

.1 中國文學理論

各體文學理論與批評，分入 

821-827；某一具體作品的評論

與研究者，宜隨該作品歸類

.19 中國文學思想史；中國文學
史料學

.4 中國文學辭典

中國文學百科全書入此

.5 中國文學期刊

.7 中國文學論文集

批評論入此

中國各體文學評論入 821-828

.77 中國文學欣賞

.8 中國文學

叢書總集入 830-839

.9 中國文學史

.901-.908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909 年表、表解
以下皆得仿此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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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91 詩史

.92 辭賦史；韻文史

.93 詞史

.94 戲劇史；戲曲史

.95 散文史

.96 雜文學史

中國報導文學史入此

.97 小說史

.98 語體文學史

.99 女性文學史

821  中國詩論 Chinese poetics
.1 詩律；詩法；詩格

.3 詩韻

.4 各體詩研究

如古體詩、樂府、近體詩、新

體詩、雜體詩等

.5 各類詩研究

如敘事詩、邊塞詩、抒情詩等

.8 詩評；詩話

書例：歷代詩話、續歷代詩話

.85 宋詩話

書 例： 六 一 詩 話（ 歐 陽 

修）、續詩話（司馬光）

822  辭賦論 Antithetic prose
discussion

823  詞論；詞話 Lyric
discussion

參見 852.5 詞評、詞話

.1 詞律；詞法

.3 詞韻；詞譜

.4 各體詞

.5 各類詞

.8 詞評；詞話

824  中國戲曲論 Chinese
drama discussion

總論戲劇文學理論及其歷史的著

作入此。包括古代戲曲、京劇、地

方劇、歌劇、話劇及其他戲劇

參見853曲；854劇本；910音樂；

982 中國戲劇

825  中國散文論 Chinese
prose discussion； 語 體 文
論  Spoken style writings  
discussion；新文學論 New 
literature discussion

文評、文論入此

.9 駢文論

826  中國雜文學論 Chinese
miscel laneous l i terature 
discussion

中國函牘、日記、雜著、中國報

導文學論入此

.1 中國雜文學寫作法

中國報導文學寫作法入此

827  中國小說論 Chinese fic- 
tion discussion

小說評論，筆記小說、章回小說

及新體小說等評論入此

仿 821 分

.2 古體小說論

筆記、話本、評話、章回小說等

.26 紅樓夢研究與評論

參見 857.49 紅樓夢

.3 新體小說論

愛情文藝、偵探、諜匪、推 

理、科幻、奇幻、網路小說等

829  中國文學批評史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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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中國文學總集 Chinese
literature：general
collections

兼有眾體之總集如文選、古文

苑、古文辭類纂，全上古三代秦漢

三國六朝文，古今文選等入 此。

為方便起見，得將文選（昭明文

選）及斷代總集分出。

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之總集和別

集，分入 830 及 840

.1 文選

同：昭明文選選學入此

.11 選學目錄索引

.12 選學叢書

.13 李善注

.14 五臣注

.15 六臣注

.16 明代選學

.17 清代選學

書例：文選理學權輿（汪師

韓）、選學膠言（張雲璈）、

文選集釋（朱珔）

.18 近人選學

.2 中國古代總集

書例：文章正宗、文章鼻祖、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21 先秦

書例：先秦文彙

.22 漢及三國

書例：兩漢三國文彙、漢魏

中國文學總集

中國文學總集
Chinese literature：general collections

依文體區分；凡合諸家別集而成一書者，均作為總集

仿 820-825 分為 830-835，各再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六朝一百三家集

830.3 晉、南北朝

書例：兩晉南北朝文鈔

.34 南北朝

書例：南北朝文彙

.4 唐代

書例：全唐文、唐文粹

.51 宋代
書例：宋文鑑

.52 南宋
書例：南宋文範

.55 遼代
書例：遼文匯

.56 金代
書例：金文最

.57 元代
書例：元文類

.6 明代

書例：明文彙、明文衡、明文在

.7 清代

書例：清文匯

.9 特種總集

抒情、小品  等總集入此

.99 散文名句

詩文名句入此

詩歌名句入 831.999

831  中國詩總集 Chinese 
poems：general 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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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例：十八家詩鈔（曾國藩選）、

詩選（戴君仁編）、千家詩

831.1 詩經

參見群經第二法 093

.18 詩經之特種研究

.2 漢、三國詩總集

.3 晉南北朝詩總集

.4 唐詩總集

書例：唐詩選、全唐詩、唐百

家詩、唐十二名家詩、五十家唐

詩、唐詩鼓吹、萬首唐人絕句、

晚唐詩選、才調集、三體唐詩 

（宋周緻編）、唐詩三百首

.5 宋詩總集

書例：宋詩鈔、宋詩別裁

.56 金詩總集
書例：中州集、全金詩

.57 元詩總集
書例：元人十種詩（毛晉 

輯）、元詩選、元四家集、元

詩別裁集、大雅集（賴良編）

.6 明詩總集

書例：石倉明詩選、明詩綜、

盛明百家詩、國雅（顧起綸）、

康熙御定明詩等

.7 清詩總集

書例：皇清百名家詩、國初十

家詩鈔、清詩別裁集、晚清簃詩

匯（清詩匯）

.8 中國現代詩總集

.9 中國特種詩歌總集

.91 敘事詩總集

.92 抒情詩總集；情詩總集

.93 幽默詩總集

.94 諷刺詩總集

.95 詩鐘總集

.96 集句總集

831.97 中國各地詩總集；詩選

.98 白話詩總集

.99 其他
邊塞詩、題畫詩總集入此

.999 詩歌名句

詩詞名句、詩詞曲名句

入此

詩文名句入 830.99

832  辭賦總集 Antithetic prose：
general collections

辭賦是文學之一種風雅變體，篇

幅長短不一，句子以四言、六言為

主，但允許參差，韻腳轉韻押韻也

有變化。辭產生於戰國時代楚國，

而名楚辭，以屈原的離騷為代表，

故又稱騷體和屈賦。賦極盛於漢，

故世稱漢賦。將楚辭併入總集，從

孫祠書目例

.1 楚辭

.12 離騷

.13 屈原所著其他各篇

.18 楚辭之特種研究

.2 賦

833  詞總集 Lyric：general
collections

通若干代者，如詞綜、詞選等入

此；通二代者入前代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參見 852.3 詞總集

.4 唐

書例：花間集、尊前集、花菴

詞選

.5 宋

書例：宋名家詞、宋詞三百首

箋、絕妙好詞箋

.6 明

書例：明詞綜



627

語
言
文
學
類

834  中國戲曲總集 Chinese
opera：general collections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835  中國散文總集 Chinese 
prose：general collections

收入古代散文總集於此，而將現

代散文總集、小品文總集、隨筆總

集等改入 855 亦可

書例：古文觀止

古代散文別集入 842-847

.9 駢文總集

駢文是一種文體，別於散文。

古代之文，頗多偶語，屬辭比 

事，協音成韻，後世不尚辭華，

遂稱用偶語者為駢文。駢文，又

稱駢體，盛時文字字句「駢四儷

六」，再發展到四字、六字相同

的形式，所以又稱四六文

書例：唐駢體文鈔入 835.94；

宋四六選入 835.95；國朝駢體正

宗入 835.97

如駢體文鈔、唐駢體文鈔等入

此得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836  中國國文課本 Chinese
literature textbook

大學國文課本，如學文示例、

開明國文講義等入此；但中小學

及民眾講習班用之國語課本，入

802.88

837  中國語體文總集 Chinese
spoken style writings：
general collections

現代新體小說叢書宜入 857.5

838  婦女作品總集 Female 
works：general
collections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中國文學總集

839  中國各地藝文總集
Chinese regional arts and
literature：
general collections

同：郡邑藝文總集

專錄一地方之幾種體裁的多人作

品集入此

區域文學之研究入 850；其名為

藝文志，實纂輯書目者入013.29；

中國各地詩總集入 831.97；一種

體裁總集宜入 831-838

依中國省區表複分

書例：全蜀藝文志（周復俊編）

入 839.27

.8 中國各民族藝文總集

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總集，

得依以下複分：

各民族文學得仿 536.2複分

中國各少數民族作家的多

人文學作品總合集，入此

.9 華僑文學總集；華文文學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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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  中國文學別集 Chinese
literature：individual
works

凡一人之文學著作，不問其為一

體或眾體均入此。先依作者時代區

分，再依作者姓名排。請參見中國

作家時代區分表例

個人自著書，號為全集而彙刻各

書以成，其內容亦包括各方面資料

者，列入 089 自著叢書，各體文學

別集分入 851-859

杜工部集、李太白集等版本極多

者，得在原號碼之後加數字做為專

號，並改依注者或輯者排列

圖書館收藏某一作家之作品極多

時，擬採集中分類，方便閱覽時，

可在各時代別集下，先取該作家之

作者專號集中，其後再依以下中國

作家作品複分表細分

842  漢及三國別集 The
Han-Dynasty and The
Three  Kingdoms：
individual works

書 例： 孔 北 海 集（ 孔 融 ）

入 842.2； 蔡 中 郎 集（ 蔡 邕 ）

入 842.2；曹子健集（曹植）入

842.4

843  晉及南北朝別集 The
Tsin Dynasty  and The
South-North Dynasties：
individual works

書 例： 稽 中 散 集（ 稽 康 ）

入 843.1； 陶 淵 明 集（ 陶 潛 ）

入 843.2； 鮑 參 軍 集（ 鮑 照 ）

入 843.51；謝宜城集（謝眺）入 

843.52；昭明太子集（蕭統）入

843.53

844  唐及五代別集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individual
works

書例：王子安集（王勃）入

844.12； 駱 丞 集（ 駱 賓 王 ） 入

844.13； 陳 拾 遺 集（ 陳 子 昂 ）

入 844.14；杜工部集（杜甫）入 

844.15，得用 844.151 專號，並依

註者、輯者排列，李太白集（李白）

入 844.15，得用 844.152 專號，

並依註者、輯者排列；柳先生文集

（柳宗元）入 844.15；元氏長慶

集（元稹）入 844.17；樊川集（杜

牧）入 844.18

845  宋及遼金元別集 The
Sung Dynasty,  The King
Dynasty  and The Yuan-
Dynasty：individual
works

書例：王魏公集（王安禮）入

845.15

846  明代別集 The Ming
Dynasty：individual works

中國文學別集
Chinese literature：individual works

各體文學別集分入 85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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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例：遜志齋集（方孝孺）入

846.1；震川文集（歸有光）入

846.6

847  清代別集 The Ching
Dynasty：individual
works

書例：漁洋精華錄（王士禎）

入 847.2；曝書亨集（朱彝尊）

入 847.2；愚菴小集（朱鶴齡） 

入 847.2；海峰文集（劉大槐）

入 847.4；道古堂詩文集（杭世

駿）入 847.4；惜抱軒詩文集 （姚

鼐）入 847.5；揅經室集（阮元）

入 847.6；海音詩（劉家謀）入

847.7

848  現代別集

Contemporary：indivi-
dual works

中國作家作品複分表

如擬將某一作家之作品、評論及傳

記等文獻，集中一處以便檢閱參考，

可利用本表來整序組織文獻。其法是

將下列號碼加於作者號之後，加圓括

號即可。例如擬將魯迅作品集中一

處，即可依本表分類標引：魯迅語錄

入 848.2 862（2）（依筆名之首尾五

筆號碼作者號取碼），野草入 848.2 

862（31），南腔北調集入 848.2 862

（35），阿Q正傳入848.2 862（37），

中國小說史略入 848.2 862（5），當

代作家談魯迅入 848.2 862（6）

1 全集（Completed works,

Colle-cted works）

依年代、編輯者排

2 選集（Selected works）

語錄（Sayings）入此，依

編輯者排

3 各體作品（Separate works）

中國文學別集

31 詩歌

32 辭賦

33 詞

34 戲劇、劇本

35 散文、隨筆、雜文

36 報導文學

37 小說

39 兒童文學

4 譯文（Translations）

指譯成外文之作品，依語文分

5 理論作品

6 研究與評論

指他人對某作家及其作品之 

研究與評論

7 傳記資料

自傳、傳記、回憶錄、年譜、

日記、書信、墨寶等入此

81 改寫（Paraphrases）

82 改編（Adaptations）

指改為不同體裁之作品

88 仿作（Imitations）

89 偽作（Spurious works）

9 目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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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  各地方文學；各民族文

學；各體文學 Various 
Chinese literature

.1-.6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

表複分

.38 香港文學

.39 澳門文學

.8 各民族文學

仿 536.21-.29 分

.9 華僑文學；華文文學

文學論述入此

文學作品總集入 830.9，個人

文學作品入各文學體裁別集

.92 華文文學評論

.951 華文詩

.952 華文詞

.955 華文戲劇、戲曲

.957 華文小說

.959 華文兒童文學

.96 華文散文

.98 華文婦女文學

.99 華文文學史

851  中國詩 Chinese poetry
詩本為有韻可詠之文，古詩多四

言，其後五言、六言、七言等相繼

而起，至唐乃有古體、近體之分，

現代更有無韻之散文詩

詩史入 820.91 為宜

851.1 詩律；詩法；詩格

.2 詩韻

.3 詩總集

參見 831 詩總集

.4 詩別集

得按作者時代詳分

.5 詩話；詩評

852  詞 Lyrics
詞係韻文之一種，一稱詩餘，又

曰長短句。萌芽於六朝，育於唐，

五代，盛於宋。本演變於古之樂

府，後遞變而為曲。其餘得複分如

下

詞史入 820.93 為宜

.1 詞律；詞法

.2 詞譜；詞韻

.3 詞總集

參見 833 詞總集

.4 詞別集

視需要得按作者時代詳分如下

.448 李後主詞（李煜）

.4515 六一居士詞（歐陽修）

.4516 東坡樂府（蘇軾）清真

集、片玉詞（周邦彥）

.4521 漱玉詞（李清照）

.4522 石湖詞（范成大）

.4523 稼軒詞（辛棄疾）

.4524 白石道人詞（姜夔）夢

窗詞（吳文英）

中國各種文學
Various Chinese literature

依文體分。此類為便利閱覽而設，其中各類本應分入文藝評論或總別集，凡欲將一種文學特別提出

者得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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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4574 草窗詞（周密）

.4575 五峰詞（李孝光）

.472 吳梅村詞（吳偉業）

.5 詞評；詞話

853  曲 Chinese opera
曲之名，自元始，元曲有南北

曲，按北曲係就宋之雜劇而變 者，

故亦謂之雜劇；南曲係源於南宋之

戲文

凡曲文皆入此目，其附有譜者亦

入此目

若有譜無文者入 913

專評曲文者宜入詞文評 823；評

度曲者，入音樂 913 為宜

散曲，包括小令與散套，均為無

科目相連貫之曲；只為清唱而無動

作和道白，小令，體例極短少，無

論單複可以首各為韻；散套，各套

獨立不聯貫，但全套必叶一韻

.1 曲律；曲法

均依著者時代分

.2 曲譜；曲韻

均依著者時代分

.3 曲總集；選集

均依著者時代分

.4 散曲

小令、散套入此

均依著者時代分

.5 雜劇

均依著者時代分

.6 傳奇

均依著者時代分

書例：元曲選入 853.35

.7 曲評；曲話

著名雜劇傳奇作者有：元代－關

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白樸、鄭

光祖、宮天廷、喬吉。明代－高明

（琵琶記）、賈仲名、朱有燉、鄭

若庸、徐渭、王道焜、張鳳翼、梁

中國各種文學

辰魚、沈璟、湯顯祖、馮夢龍、阮

大鋮。清代－李玉鋐、徐石麒、吳

偉業、李漁、尤侗、洪昇、孔尚任、

萬樹、張堅、唐英、丘濬、夏綸、

蔣士銓、楊潮觀、舒位、黃燮清、

楊恩壽等

854  劇本 Script；Libretto
戲 曲 見 853； 雅 部 劇 本 分 入 

853.5 雜劇及 853.6 傳奇為宜。戲

劇演出，入 980 以下

[.1] 劇話
宜入 824

.3 總集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4 皮簧平劇（京調）

4-.5 花部劇本 (亂彈、俗劇入

此 ) 花部為二黃、京腔、秦腔、

戈陽腔、梆子腔、羅羅腔，統謂

之亂彈，以別於雅部之崑腔

.5 其他各地俗劇劇本

梆子調（秦腔）、崩崩戲、魯

劇、蜀劇等入此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

臺灣縣市表複分

參見 982.5 地方劇

.58 傀儡劇本

.588 影子劇劇本

.589 布袋劇劇本

.6 話劇劇本

民初之文明戲，其後之新劇入此

.7 廣播劇本

.8 電視劇本

.9 電影劇本

參見 987.8 各種電影

855  散文 Prose；隨筆

Ramble；日記 Diaries
論叢、雜考、雜說、雜講、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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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散文總集及別集入此

古代散文總集入 835；古代散文

別集入 842-847

雜論入 070-079 為宜，稱筆記而

近說部者，可入 857.1-.3

855.9 駢文

856  函牘及雜著 Letters and
miscellanies

謎語入 997.4；商業文件函牘入

493.6

.1 函牘總集

依輯者時代分

.2 函牘專集

依作者時代分

.3 函牘範本

.4 應用文範

.47 契約

.48 帖式；名片

.5 迴文；詩鐘

.6 楹聯；壽文；輓詞

.7 制藝

八股文、四書文入此

.71 叢話

.72 作法、試律

.73 總集、叢選

.76 專集：明

.77 專集：清

.8 寓言；諷諧；笑話；幽默

參見 539.8 笑話

.9 雜項

掌故、稗史、野史入此

857  小說 Fictions
舊籍小說類亦分別入此

雜事之屬（故事近於情理者）入

857.1；異聞（敘述含有神異性質

者）入857.2；瑣語（小品文專集）

入 857.3；各依作者時代再分

參見 070 普通論叢

[857.01] 評論

宜入 827

[.09] 小說史

宜入 820.97

.1 筆記小說：雜事

依中國作家時代區分表複分

書例：世說新語 ( 劉義慶 ) 入

857.1351；明語林 ( 吳肅公 ) 入 

857.17；今世說入 857.17

.2 筆記小說：異聞

依中國作家時代區分表複分

書例：搜神記入 857.23；杜陽

雜編（唐蘇鶚）；宣室志（唐張

讀）；集異記（唐薛用弱）；博

異記（唐谷神子）入 857.241；

稽神錄（宋徐鉉）入 857.251；

聊齋誌異入 857.27

.3 筆記小說：瑣語

依中國作家時代區分表複分

書例：蚓菴瑣語（清王逋）入

857.37 

.4 話本小說及章回

.41 評話
亦作平話，以口語敷演故 

事，專重說白。短篇，多係講

片段的故事，宋時最盛行

書例：今古奇觀；拍案驚奇

.42 話本長篇

盛行於宋元

.43 佛曲

偈頌，和以笙管

.44 章回小說

分章敘事之小說。多用白 

話，但也有文言體者

書 例： 儒 林 外 史（ 吳 敬 

梓）；野叟曝言（夏敬渠）；

鏡花緣（李汝珍）；兒女英雄

傳－初名金玉緣（燕北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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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康）

得將講史類、最著名小說及

民國以後之章話小說分出如下

857.45 講史類；歷史小說

平話係講片段的故事；而講

史乃講全部的書史也。得按書

內容時代細分

書例：三國演義入

857.4523；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入 857.4551；通俗隋唐演義

入 857.4537

.46 水滸傳

.47 西遊記

.48 金瓶梅

.49 紅樓夢
同：石頭記

紅 樓 夢 研 究 與 評 論 入 

827.26，但亦可附於此

.5 現代新體小說叢書

.6 短篇小說

.61 總集
二人以上作者

.62 類集
以類彙集者

.63 別集

一人作者多篇

.65 中國大陸作家別集

( 國圖於 97 年 4 月 11 日起

停用 )

.7 長篇（現代新體）

奇幻小說入此

.75 中國大陸作家長篇

( 國圖於 97 年 4 月 11 日起

停用 )

.8 推理小說；報導小說

.81 推理小說；偵探小說

.83 科幻小說

.85 寫實報導小說

中國各種文學

中國報導文學論入 826；中

國報導文學史入 820.96

857.9 武俠小說

858  民間文學 Folk
literature；俗文學

Popular  literature
寓言、詼諧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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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

話入 856.8；俗曲、小調、歌謠入 

539.1

.2 俗文學

如上所述，在本分類表中，俗

文學係分入各類。若圖書館擬將

俗文學集中閱覽時，得入此

.21 短語

諺語、謎語、對聯、遊戲

文學等入此

.23 故事
寓言、笑話、神話、仙話、

鬼話、精怪故事、傳說、民間

故事、民族故事等入此

.25 韻文學

歌謠、說唱文學、大戲、

小戲等入此

.27 敘事詩

.29 史詩

.3 總集

.4 鼓詞

或稱鼓子詞、鼓兒詞。為有

說有唱而以唱為主，依次說唱一

件故事之一種文體，用同一曲調

反覆歌詠而夾有散文，盛行於北 

方。包括說唱鼓詞、純唱鼓詞、

各種大鼓詞、書帽、子弟書、三

絃書、竹板書、木板書等

.48  河南墜子；道情；漁鼓

包括山西道情、蒙古道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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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5 琴書（竹琴、洋琴）

北京琴書、山東琴書、徐州琴

書、四川揚琴、雲南揚琴等入此

.6 變文

以詩歌與散文合組而成，將難

懂的經文或故事重加敷演，使變

為生動，易讀之文，故稱變文。

敦煌石室遺書中有舜子至孝變 

文，明妃曲等

.69 寶卷

.7 彈詞

同：盲詞  以故事編為聯章韻

語，有白有曲，可用琵琶或三絃

等彈唱者

評彈、平湖調、廣東南音、湖

南輓歌、長沙彈詞、揚州彈詞、

蘇州評彈等入此

.78 木魚書

粵調說唱歌體

.8 曲詞

諸宮調、鼓子詞、八角調（牌

子曲、岔曲、趕板、單絃）、

鼓子曲、四川清音、揚州清曲、

天津時調、粵曲清唱、教子劇

等入此

.89 其他說唱文學

包括快書、快板、太平歌詞、

蓮花落、數來寶、山東快書、

荷葉、金錢板、對口詞等

.9 相聲；獨腳戲

北方評書、揚州評話、陜北

說書等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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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2 兒童文學評論

.3 兒童文學總集

.4 童話；神話

.5 兒童戲劇；兒童曲藝

兒童劇演出入 985

.6 兒童故事；兒童小說 
寓言、兒童笑話入此

.7 兒童創作；兒童散文

.8 童詩；童謠；謎語

兒童歌謠入 913.8

參見 539.38 童謠、童詩

.9 圖畫故事

歷史故事、科學故事等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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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  東方文學總論 Oriental
literature：general

.2 文藝批評

.3 總集

所有採錄二國以上之著作而成

之作品集，為便利起見，得一律

入 813

.8 叢書

.9 東方文學史

亞州文學史入此

各國文學史入各國文學

861  日本文學 Japanese
literature

琉球文學依主題及文體分入下列

各類

.019 日本文學思想史

.2 文藝批評

.3 總集

依日本時代表再分

.321 上古
口頭文學，記載在《古

事記》和《日本書記》中

的歌謠、神話傳說和民間

故事等，均為早期作品

.33 古代：奈良，平安時代

.34 中世：鎌倉 ‧ 室町時代

.36 近世：江戶時代

.37 現代：明治以後

.4 別集

收個人全集或選集，依日本時

代表再分

東方文學

東方文學
Oriental literature

亞洲文學 (Asian literature) 入此

861.5 特種文學

.51 詩歌

同：和歌

.511 上古
記紀歌謠（日本古典格

律詩歌的總稱）入此

.512 萬葉集

萬葉假名入 803.112

.5121 目錄、索引、類句

.5122 研究

.5123 注釋、語釋、訓詁

.5124 辭典；語彙

.5125 類題

.5126 物品；動植物

.5127 雜文

.5128 地理

.5129 作家

.513 古代：奈良，平安時代

.5133 敕撰集；八代集

.5134 古今集

.5135 後撰集；拾遺集；後拾

遺集

.5136 金葉集；詞花集；千載集

.5137 私撰集
書例：新撰萬葉集、

新撰和歌、古今和歌六

帖、金玉集、玄玄集、

續詞花和歌集、三十六

人集、六家集、六女集

.5138 家集



636

中文圖書分類法

語
言
文
學
類

861.514 中世：鎌倉時代

.5143 敕撰集

.5144 新古今集

.5145 十三代集

.5146 私撰集

書例：夫木和歌集、

新葉和歌集、風葉和歌

集

.5147 小倉百人一首

.5148 家集
書例：山家集、金槐 

集、鴨長明集

.515 室町及安土桃山時代

.516 近世：江戶時代

.517 現代：明治以後

.518 狂歌

.52 特種詩歌

.521 朗詠；今樣

.522 連歌
大田南畝

.523 俳句；俳諧
同：發句

以十七字（首句五字，

次七字，末五字）為一首

的短詩。著名作家有松尾

芭蕉（Matsuo Baso, 1644-

1694）等

.524 連句

.525 句合

.526 狂句

.527 川柳；雜俳

.53 近代詩（新體詩、自由詩）

.54 說話文學

物語入此

.541 古代物語（平安時代前期）

細分時得加號如下

.5411 竹取物語

861.5412 伊勢物語

.5413 大和物語

.5414 平中物語、篁物論

.5415 宇津保物語

.5416 落窪物語

.542 源氏物語

.543 今昔物語

.544 其他中古物語（平安時代
後期）

細分時得加號如下

.5441 狹衣物語

.5442 夜半廳の寢覺

.5443 濱松中納言物語

.5444 堤中納言物語

.5445 とリかへばや物語

.5446 住吉物語

.5447 松浦宮物語

.5448 有明の別物語

.5449 其他物語

如：散佚物語

.545 歷史物語

細分時得加號如下文

.5452 榮花物語

.5453 大鏡

.5454 今鏡（又名小鏡、續世
繼）

.5455 水鏡

.5456 增鏡

.5459 其他

.547 軍記物語（戰記文學）

細分時得加號如下

.5472 保元物語

.5473 平治物語

.5474 平家物語

.5475 源平盛衰記

.5476 太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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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5477 義經記

.5478 曾我物語

.5479 其他

.548 說話物語

細分時得加號如下

.5481 靈異記

.5482 宇治拾遺物語

.5483 十訓抄 

.5484 古今著聞集

.5485 古事談

.5486 今物語

.5487 撰集抄

.5488 西行物語

.5489 其他
如吉野拾遺

.549 軍談、講談

.55 戲曲

日本兒童劇劇本入 861.59

.552 幸若舞之本

.553 謠曲；狂言

能劇入 983.11

.554 淨瑠璃

近松門左衛門，紀海音

.555 歌舞伎

鶴屋南北、河竹默阿彌

.556 現代戲曲總集

.557 現代戲曲別集

.558 電視劇本、廣播劇本、電
影劇本

.56 近世小說（江戶時代）

.561 假名草子
淺井了意、如儡子、鈴

木正三

.562 浮世草子、八文字屋本

井原西鶴、西澤一風、

江島其磧

東方文學

861.563 酒落本
山東京傳、大田南畝

.564 人情本

為永春水、松亭春水

.565 滑稽本
十返舍一九、式亭三馬、

瀧亭鯉丈，梅亭金鷲

.566 讀本
瀧沢馬琴、上田秋成、

山東京傳

.567 草雙紙（赤本、黑本、青
本、黃表紙）

.568 合卷

柳亭種彥等

.569 咄本（噺本）

.57 現代小說：明治以後

.58 民間文學；宗教文學

落語、笑話、警句等入此

.59 兒童文學；青少年文學

兒童劇劇本入此

.6 散文；隨筆；日記；函牘；紀行；
雜著

依日本時代表複分

.62 總集

.63 古代：奈良，平安時代

細分時得加號如下

.632 土佐日記

.633 蜻蛉日記

.634 枕草子

.635 和泉式部日記

.636 紫式部日記

.637 更級日記

.638 讚岐典待日記

.639 其他：成尋阿闍梨母集、
篁日記、高光日記

.64 中世：鎌倉 ‧ 室町時代

細分時得加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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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641 方丈記

.642 海道記

.643 東關紀行

.645 十六夜日記（阿佛房紀行）

.647 徒然草

.649 其他：建春門院中納言日記

（たまきはる），とはず

がたり，中務內侍日記，

弁內侍日記

.66 近世：江戶時代

.67 現代：明治以後

.7 漢詩文；日本漢文學

.73 古代：平安時代

.74 中世：鎌倉 ‧ 室町時代

.76 近世：江戶時代

.77 現代：明治以後

.8 地方文藝

依日本分區表複分

九州文藝入 861.88；鹿兒島文

藝入 861.887

.9 日本文學史

.901-.907 依日本時代表複分

.92-.99 依各國文學複分表複分

日本文學思想史入 861.019

862  韓國文學 Korean
literature

朝鮮語入 803.2

.3 總集

書例：東文選

.4 別集

依韓國時代表複分

.45 李朝
書例：西崖集（柳成龍）、

燕巖集（朴趾源）

.5 特種文學

.51 詩

得分如下

862.511 鄉歌 Hyang-ka
慧星歌、風謠、獻花歌等

.512 歌辭 Ka-sa

.513 時調 Si-jo

.514 民謠

.516 現代詩

.55 戲曲

.57 小說

.58 民間文學

.59 兒童文學

.6 雜著；散文

.7 漢詩文

.8 地方文藝

.9 韓國文學史

863  臺灣文學 Taiwanese
literature

臺灣客家文學入 863.7；臺灣原

住民文學入 863.8；各縣市文學入

863.9

.09 臺灣文學史
仿中國文學史複分

.1 文學理論

.2 文學批評  
各體仿 821-827 複分

.28 民間文學論

.29 兒童文學論

.3 總集

.4 別集

.5 各體文學

.51 詩

.54 戲曲

.55 散文

.57 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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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58 民間文學

.59 兒童文學

.7 臺灣客家文學

仿 863.1-.5 複分

.8 臺灣原住民文學

不再依族群細分，但逕仿863.1 

-.5 複分

.9 各地方文學

各縣市文學概況及文學史（或

概論）、總集（或選集）入此，

其餘的則分入臺灣文學相關各類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

864  中東文學 Middle East
literature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 土耳其文學

.2 巴勒斯坦文學

.3 以色列文學

古猶太文學（有關自聖經各個

原典選錄之聖經文學選集及其研

究）入此

舊約文學書入 241.3

865  阿拉伯文學 Arabian
literature

阿拉伯語入 807.8

866  伊朗文學 Iranian
literature

同：波斯文學

867  印度文學 Indian
literature

.51 詩
刺馬耶那 (Ramayana）是古

代史詩，傳 Valmiki 所作

868  東南亞文學 Southeast
Asian literature

東方文學

868.1 緬甸文學

.2 泰國文學

.3 越南文學

.37 越南漢文學
以收錄文學作品為主，有關

其文學論述宜分入文學批評或

文學史相關類目

.4 柬埔寨文學

高棉文學入此

.5 寮國文學

.6 菲律賓文學

.7 馬來文學

以馬來語寫之文學作品入此

.8 新加坡文學

.9 印尼文學

869  其他亞洲各國文學 Other
Asian countries literatures

.1 阿富汗文學

.2 巴基斯坦文學

.31 尼泊爾文學

.32 不丹文學

.33 孟加拉文學

.34 錫金文學

.35 斯里蘭卡文學

.4 哈薩克文學

.5 烏茲別克文學

.6 塔吉克文學

.7 吉爾吉斯文學

.8 土庫曼文學

.9 蒙古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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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  西洋文學總論 Western
literature：general

.2 文藝批評

為便利起見，所有各種文藝

批評，如詩學戲曲概論等，歸入 

812，不必另分

仿 812 分

.3 總集

所有採錄二國以上之著作而成

之總集，為便利起見，得一律分

入 813

.8 叢書　

.9 西洋文學史

各國文學史入各國文學

871  古代西洋文學 Classical
literature

古代猶太文學入 864.2

.3 希臘文學

.31 詩
阿那克里溫（Anacreon, 

563-478 B.C.）阿啟羅卡斯

（Archilochus, 714-676 

B.C.）世稱抒情詩之祖

書例：史詩奧德賽（Odyssey）

及伊利亞德（Iliad）傳為荷馬

（Homer）所作

.34 戲劇

.35 雄辯術

.36 諷刺、諧謔、寓言

書例：伊索寓言

.38 其他

871.5 拉丁文學

.51 詩
賀拉西（Horace,65-8 B.C.）

、味吉爾（Virgil,70-19 B.C.）

。有史詩伊泥易德（Eneid）

十二卷，被稱為國民史詩

.54 戲劇

.55 雄辯術

.56 諷刺文學

.58 其他

.9 中世紀

872  近代西洋文學 Modern
Western literature

以下各國文學，均以作家國籍為

準，仿 873 英國文學分

.59 西洋兒童文學

873  英國文學 English
literature

英國文學時代表

1 早期 1066-1400

2 前以利沙伯時期 1400-1558

3 以利沙伯時期 1558-1625

4 以利沙伯後期 1625-1702

5 十八世紀 1702-1800

6 十九世紀前葉 1800-1837

7 維多利亞時期 1837-1900

西洋文學
Western Literature

歐洲文學入此



641

語
言
文
學
類

8 二十至二十一世紀

81 前葉：第一次大戰前

82 歐戰以後 1918-

84 第二次大戰以後 1945-

87 二十一世紀

873.2 文藝批評

仿 812 分

書例：英國詩學概論為 873.21

.3 總集

依英國文學時代表複分

.4 別集

收個人全集或選集，仿 873.3 再

分，又得將個人之單行著作不分各

體，併入此處

.412 綽塞（Geoffrey Chaucer, 
1340-1400）

.433 莎士比亞（莎翁）（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如欲莎士比亞作品集在

一處者，得加下列特殊分

類號詳分。每目依邏輯者、

注者、譯者等排（欲將莎

翁戲曲作品置於戲曲目者

可用 873.5133）莎士比亞

作品表

莎士比亞作品表

/1 全集

/2 選集

/3 喜劇（Comedies）

/34 皆大歡喜 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35 如願 As you like it

/36 錯誤的喜劇 The comedy of errors

/37 愛的徒勞 Love's labour's lost

/38 惡有惡報 Measure for measure

/39 無事自擾 Much ado about nothing

西洋文學

/41 威尼斯商人 The merchant of 

Venice

/42   溫莎的風流娘兒們 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

/43   仲夏夜夢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44   馴悍記 The taming of the shrew

/45   暴風雨 The tempest

/46   第十二夜 Twelfth  night

/47   維龍拿二紳士 The two gentlemen

of Verona

/48   冬天的故事 The winter's tale

/5 悲劇（Tragedies）

/54 安東尼與克利奧佩特拉 Antony

and Cleopatra

/55 考利歐雷諾斯 Coriolanus
同：英雄叛國記

/56 辛伯林 Cymbeline
同：還璧記

/57 哈姆雷特 Hamlet
同：王子復仇記

/58 朱利阿斯西撒 Julius Caesar

/59 李爾王 King Lear

/61 馬克白 Macbath
同：天仇記

/62 奧賽羅 Othello

/63 派利克里斯 Pericles

/64 羅密歐與朱麗葉 Romeo and Juliet

/65 雅典之第蒙 Timon of Athens

/66 提托斯安得尼克斯 Titus

Andronicus

/67 楚伊拉斯與克利斯妲 Troilus  

and Cressida

/7 史劇（Histories）

/72 亨利四世 Henry  IV

/73 亨利五世 Henry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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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亨利六世 Henry  Ⅵ

/75 亨利八世 Henry  Ⅷ

/76 約翰王 King John

/77 理查二世 Richard Ⅱ

/78 理查三世 Richard Ⅲ

/8 詩（Poems）

/82 愛神之戀 Venus and Adonis

/83 貞女劫 The rape of Lucrece

/84 十四行詩 Sonnets

/89 疑偽依托（Spurious and doubtful

works）

/9 研究，論著

/99 書目

873.444 密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

.5 特種文藝

依英國時代複分

.51 詩

.55 戲劇

.57 小說
如欲將西洋小說集中一處，

可入 889，參見 815 注

.58 民間文學

.59 兒童文學

.6 雜著

.7 古盎格魯薩克遜文學

.8 地方文學與文藝

蘇格蘭、北愛爾蘭、威爾斯文

學等入此

愛爾蘭共和國文學入884.1 愛

爾蘭文學

874  美國文學 American
literature

仿 873 英國文學分，但文學時代

區分如下

美國文學時代表

1 殖民時期 1607-1776

2 革命後期 1776-1830

3 十九世紀中葉 1830-1861

4 十九世紀末葉 1861-1900

5 二十世紀

51 前葉

52 歐戰以後

54 第二次大戰以後

7 二十一世紀

 

875  德國文學 German
literature

仿 873 英國文學分，但文學時代

區分如下

德國文學時代表

1 中世前期 1150 以前

2 中世中期 1150-1300

3 中世晚期 1300-1517

4 革新時期 1517-1625

5 模倣時期 1625-1750

6 古典主義時期 1750-1856

7 十九世紀後期 1856-1900

8 二十至二十一世紀

81 前葉

82 歐戰以後

84 第二次大戰以後

87 二十一世紀

.4 別集

.463 歌德（Johann W. von 
Goethe,  1749-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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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  法國文學 French
literature

仿 873 英國文學分，但文學時代

區分如下

 法國文學時代表

1 十五世紀以前

2 十五世紀

3 十六世紀

4 古典主義時期 1600-1715

5 十八世紀 1715-1789

6 革命及帝國時期 1789-1815

7 十九世紀 1815-1900

8 二十至二十一世紀

81 前葉

82 歐戰以後

84 第二次大戰以後

87 二十一世紀

877  義大利文學 Italian
literature

仿 873 英國文學分，但文學時代

區分如下

義大利文學時代表

1 早期 1375 以前

2 古典模倣時期 1375-1492

3 利奧十世時期 1492-1542

4 十六世紀後期

5 十七世紀

6 十八世紀

7 十九世紀

8 二十至二十一世紀

81 前葉

82 歐戰以後

西洋文學

84 第二次大戰以後

87 二十一世紀

877.4 別集

.413 但丁（Alighieri Dante, 
1265-1321）

.415 薄伽丘（ Giovanii 
Boccaccio, 1313-1375）

書例：十日談

878  西班牙文學 Spanish
literature

仿 873 英國文學分，但文學時代

區分如下

西班牙文學時代表

1 早期                 1369 以前 

2 模倣時期         1369-1516

3 十六世紀

4 十七世紀

5 十八世紀

6 十九世紀

7 二十世紀

71 前葉

72 歐戰以後

74 第二次大戰以後

8 二十一世紀

879  葡萄牙文學 Portuguese
literature

仿 873 英國文學分，但文學時代

區分如下

葡萄牙文學時代表

1 加里西亞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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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十六世紀以前

3 十六世紀

4 十七世紀

5 十八世紀

6  十九世紀

7  二十世紀

71    前葉

74    第二次大戰後

8      二十一世紀

879.51 詩
琉息阿德（Luciad）是喀摩

英（Camoens,1524-1580） 所

作，是葡國民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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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  俄國文學 Russian
literature

仿 873 英國文學，但文學時代區

分如下

俄國文學時代表

1 早期

2 伊凡時期 1462-1689

3 彼得大帝時期 1689-1725

4 喀德鄰時期 1725-1796

5 十九世紀

6 二十世紀

61 前葉

62 歐戰以後

64 第二次大戰以後

7 二十一世紀

.453 陀斯妥以夫斯基（F. M.

Dostoievsky,  1821-1881）

.456 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

.458 高爾基（Maxim Gorky, 
1868-1939）

881  北歐各國文學；荷比盧文學 
Nordic literatures

.1 芬蘭文學

.2 冰島文學

.3 瑞典文學

.4 挪威文學

其他各國文學

其他各國文學
Other countries literatures

881.5 丹麥文學

.6 荷蘭文學

.7 比利時文學

.8 波羅的海三國文學

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

三國文學入此

.9 盧森堡文學

882  中歐各國文學 Central
European literatures

.1 波蘭文學

.2 奧地利文學

.3 匈牙利文學

.4 捷克文學

.5 瑞士文學

.6 斯洛伐克文學

883  東歐各國文學 Eastern
European literatures；
東南歐各國文學 South-East
European literatures

.1 羅馬尼亞文學

.2 保加利亞文學

.3 南斯拉夫文學

.31 塞爾維亞文學

.32 蒙特內哥羅文學

.33 波士尼亞文學

.34 馬其頓文學

.35 斯洛維尼亞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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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3.36 克羅埃西亞文學

.4 阿爾巴尼亞文學

.5 希臘文學

古代希臘文學入 871.3

.7  白俄羅斯文學

.8 烏克蘭文學                                                      

.9 摩達維亞文學

884 歐洲其他各國文學

.1 愛爾蘭文學

.2 安道爾文學

.3 摩納哥文學

.5 聖馬利諾文學

.6 列支敦士登文學

885  美洲各國文學 Literatures       
of America

美國文學入 874

.2 印第安文學

.3 加拿大文學

.4 墨西哥文學

.71 巴西文學

.72 阿根廷文學

.73 哥倫比亞文學

886  非洲各國文學 African
literatures

.1 埃及文學

887  大洋洲各國文學

Oceania literature
.1 澳洲文學

.2 紐西蘭文學

889  西洋小說 Western fiction

如願將西洋小說之中文翻譯集

於一處者，得用此目，依譯者姓名

排，較為便利。又得用一種符號

（如Ｆ，或小）代替 889。小說之

評論，介紹等仍入各國文學內。傳

奇（Romance）以冒險或驚奇事蹟

為要素而構成之故事類，亦可入於

小說類。當然各國小說也得按原作

者之國籍，分入各國文學內。一般

情形就是各國文學之號碼後加 57

書例：魯賓遜飄流記入 873.57

、雙城記（狄更斯）入 874.57、

少 年 維 特 之 煩 惱（ 歌 德 ） 入

876.57、 魔 山（ 托 馬 斯 曼 ） 入

876.57、包法利夫人（福樓拜）入

874.57、基度山恩仇記（大仲馬）

入 876.57、唐吉訶德（塞凡提）

入 878.57、暴君焚城錄（顯克微

支）入 882.157、戰爭與和平（托

爾斯泰）入 880.57、罪與罰（陀

斯妥以夫斯基）入 880.57、黑奴

籲天錄（斯陀夫人）入 8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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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學

890  新聞學總論 Journalism：

general
比較新聞學入此

新聞道德入 198.89

.3 新聞教育

.4 新聞辭典

.58 新聞年鑑

.6 新聞機關、團體、會議

.61 傳播委員會

.64 新聞學會 NCC

新聞評議委員會、媒體觀察

基金會、記者協會入此

.65 新聞會議

.9 新聞史

含新聞學史、新聞事業史、報

業現況入 898-899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891  新聞政策 Press policy；
新聞法規 Press law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 新聞自由

.8 新聞自律

.9 新聞檢查

報禁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892  組織和管理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893  新聞編輯及報導 News

新聞學
Journalism

各種報紙收入 059；大眾傳播入 541.83

editing and reporting
新聞雜誌編輯、電子報編輯、新

聞事件圖集編輯入此

893.1 報導方針

.14 新聞風格

.17 煽色腥主義 Sensationalism

.19  訂正記事

.2 新聞版面

.21 欄與字行

.22 欄的變化

.23 字的大小

.24 字的形態

.25 花邊與加框

.26 特欄

.27 圖版
照片、統計圖、示意圖入此

.28 版面規則

.29 版面名詞

.3 新聞處理

新聞稿的篩選、審核、查證、

改稿；頭條處理、新聞順序入此

.4 標題

.5 組版

.6 發稿

.7 校對

.8 評論；社論；專欄

方塊入此

.9 副刊、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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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4  新聞業務 Press affairs；
新聞經營 Press
management

.2 報紙發行業務

.21 發行量

.3 報紙廣告業務

.4 報紙印刷業務

.5 政治行政服務

.51 政令宣傳

.55 代辦領事業務

.6 新聞服務業務

.61 文化服務

.62 康樂服務

.63 旅行服務

.64 委託介紹服務

.65 捐款代收服務

.66 尋人服務

895  新聞採訪及新聞寫作

News gathering  and
writing

新聞攝影入 953.8

.1 新聞記者

攝影記者、通訊記者、新聞廣

播員、電視新聞主播、新聞節目

主持人入此

.2 新聞的來源

通訊社入 896

.233 發言人制

.24 記者招待會

.25 專訪

.26 調查

.29 編譯外稿

.3 各種新聞

.31 社會新聞

895.311 犯罪新聞

.312 法院新聞

.313 疾病死亡新聞

.314 災禍新聞

.315 社交新聞

.316 人物瑣聞

緋聞新聞、人情趣味新

聞入此

.317 集會、演講新聞

.318 宗教新聞

.32 政治新聞

.321 首都政治新聞

.322 地方政治新聞

.323 選舉新聞

.324 政黨新聞

.325 外交新聞

.33 財經新聞

.34 軍事新聞

.35 國際新聞

.36 科技新聞

醫藥新聞入此

.37 體育新聞；休閒娛樂新聞

.38 文藝新聞；文教新聞

.39 氣象報導；交通報導

.4 新聞寫作

.7 資料整理

報紙資料庫檢索入此

參見 028.7 資訊儲存和檢索

.79 剪報

.8 新聞獎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896  通訊社 News agency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2 中國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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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學

896.21 中央通訊社

.22 新華通訊社

.23 泛亞通訊社

.24 華僑通訊社

.25 海外通訊社

.26 軍聞社

.3 亞洲通訊社

.31 日本通訊社

共同社（同盟社）入此

.4 歐洲通訊社

.41 英國

路透社入此

.42 法國

哈瓦斯社、法國新聞社入此

.43 德國

海通社（前身 Wolffo）入此

.48 蘇俄
塔斯社（TASS）入此

.5 美洲通訊社

.52 美國

.521 美聯社 Associated Press

.522 合眾社 United Press

.523 國際新聞社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524 國際合眾社 U.P.I.

.6 非洲通訊社

泛非通訊社入此

897  各種新聞媒體 Mass
media

除報紙外，現今有多種媒體提供

新聞，細分如下

.2 期刊

.3 新聞影片 Newsreels

.4 廣播新聞

.5 電視新聞

電視新聞攝影入 953.8

898.51 有線電視新聞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 (CNN) 入此

.52 無線電視新聞

.53 公共電視新聞

.6 電子新聞

網路新聞入此

電子報編輯入 893

898  中國新聞事業 Chinese
journalism

.1-.6 依中國省區縣市表複分

新聞史入 890.9

.8 華僑報業

得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 中國新聞界人物

899  各國新聞事業 Other
countries journalism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新聞史入 890.9；中國新聞業入

898

.33 臺灣新聞事業

.9 各國新聞界人物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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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900  藝術總論 Arts：general
除另行註明者外，依總論複分表

複分之

文藝理論入 810

901  藝術理論 Art theory
藝術設計學入此

.1 藝術哲學

參見 180 美學

.2 藝術批評

.3 藝術解剖學

.4 藝術心理學

.5 藝術社會學；藝術民族學；藝
術經濟學

.6 藝術行政

藝術政策、藝術管理、藝術行

銷入此

.7 宗教藝術

宗教藝術總論入此

屬於一教之藝術入其類，例如

佛教藝術入 224.5

.8 藝術派別

.9 藝術思想史

902  藝術圖譜 Art illustrative
plate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8 藝術品目錄

美術品目錄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02.9 藝術品拍賣目錄

依拍賣商名稱排

903  藝術教育及研究 Art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904  藝術辭典 Arts dictionary

905  藝術期刊 Arts periodicals

906  藝術團體 Arts
organizations

.4 藝術協會

.6 藝術展覽會

.8 藝術館 Galleries
藝廊入此

907  藝術論文集 Collection of  
arts essays  

908  藝術叢書 Arts book
series

909  藝術史 History of arts
.1 世界藝術史

.2 中國藝術史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3 亞洲藝術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亞洲各國

複分

藝術類
Arts

四庫子部藝術類，大致可分入此。書畫之屬入 940；琴譜之屬入 916.7；篆刻之屬入 931；而雜技

之屬多為遊戲之法，可入 990 各項；經部樂類入 910 音樂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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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9.33 臺灣藝術史

.4 西洋藝術史

.401-.408 依西洋時代表複分

.41-.79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複分

.8 中國藝術家

得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9 各國藝術家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33  臺灣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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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音樂泛論 Music：
general

.1 音樂理論

音樂學、總論國樂者入此

書例：樂書、樂律全書

國樂合奏入 919.8; 樂理入 911

.11  音樂哲學

.14 音樂心理學

.15 音樂社會學

.21 音樂書目

.211 音樂作品目錄

以收錄譜或歌（有譜有

詞）之目錄為限

.215 唱片目錄

.3 音樂教育及研究

.301-.307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

表複分

.31 音樂教育制度
.311-.317 依世界區域及分

國表複分

.319 各國音樂學校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

分

.32 音樂研究法

.33 音樂課程與教學

.38 音樂鑑賞

.39 音樂會；音樂比賽；音樂獎

助；音樂節慶活動

音樂

910.64 音樂學會

.68 音樂廳

.8 音樂叢書

.88  作曲家全集
依作曲家姓名排

.89  音樂作品集

.9 音樂史

.92-.97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複分

.901 上古時期（ -499）

.902  中古時期（500-1499）

.903 近代（1500-）
文藝復興時期之音樂、

巴洛克音樂、古典主義音

樂、浪漫主義音樂入此

.904 二十世紀
例如：印象主義音樂、

國民樂派、新浪漫樂派、

新古典樂派、爵士音樂等

入此

.905 二十一世紀

.93 亞洲音樂史

.933 臺灣音樂史

.98 中國音樂家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99 各國音樂家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933 臺灣音樂家 

911  音樂 理論 Music theory
.1 基本樂理

音樂
Music

含音樂文獻及樂譜樂譜依其性質分入下列各類，得冠 M或其他特藏記號以便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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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4 記譜法

.141 西洋記譜法
五線譜、紐瑪譜入此

.143 簡譜

.146 工尺譜

.147 減字譜

.148 盲人記譜法

.149 其他記譜法

.17 讀譜法

.19 聽力訓練
音感、視唱練習入此

.2 音樂要素

.21 音程 Interval

.22 音階 Scale

.23 調性 Tonality

.24 調式 Mode

.26 節奏 Rhythm
韻律、拍子入此

.27 拍節機 Metronome

.3 旋律 Melody

.4 和聲 Harmony

.5 對位法 Counterpoint
同：對譜法

.53 賦格

.6 曲式 Form
各種器樂曲入各樂器，例如鋼

琴奏鳴曲入 917.1022；舞曲入 

914

.61 單一樂式

.62 歌謠曲式

.63 迴旋曲式 Rando

.64 變奏曲式 Variation

.65 奏鳴曲 Sonata
協奏曲、交響曲入此

.69 其他曲式

911.7 作曲法 Composition
.71 動機 Motive；主題 Theme

.72 音列音樂 Serialism

.73 機遇音樂 Indeterminacy and 
aleatory composition

.75 即興作曲

.76 改編；編曲

.77 電腦作曲
midi 編曲入此

.78 作詞法

[.79] 配器法

宜入 912.1

.8 演奏

.84 伴奏

.86 指揮 Conducting

.862 總譜讀法

.9 樂器

總論樂器理論入此

樂器工業入 471.8；演奏入 

911.8；東方器樂、民族器樂入

919

912  合奏及樂團 Ensemble
and music group

.1 合奏理論

配器法入此

.11 絃樂

.12 管樂

.19 其他

.2 室內樂 Chamber music

.22 二重奏 Duets
鋼琴二重奏入 917.1027；

小提琴與鋼琴二重奏入 916.1

各類

.224 絃樂二重奏

.225 管樂二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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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226 絃樂加管樂二重奏

.229 其他編制二重奏

.23 三重奏 Trios

.231 鋼琴加絃樂三重奏

.232 鋼琴加管樂三重奏

.233 鋼琴加絃樂加管樂三重奏

.234 絃樂三重奏

.235 管樂三重奏

.236 絃樂加管樂三重奏

.239 其他編制三重奏

.24 四重奏 Quartets

.241 鋼琴加絃樂四重奏

.242 鋼琴加管樂四重奏

.243 鋼琴加絃樂加管樂四重奏

.244 絃樂四重奏

.245 管樂四重奏

.246 絃樂加管樂四重奏

.249 其他編制四重奏

.25 五重奏 Quintets

仿 912.24 分

.26 六重奏 Sextets

仿 912.24 分

.27 七重奏 Septets

仿 912.24 分

.28 八重奏 Octets

仿 912.24 分

.29 其他

.3 管絃樂 Orchestral music

.31 交響樂 Symphonies

.32 交響詩

.33 協奏曲

.34 變奏曲

.35 組曲

.36 序曲

.37 小夜曲

912.38 聲樂與管絃樂

歌劇選曲入此

.39 其他管絃樂

進行曲入此

.4 弦樂合奏 String ensemble
仿 912.3 分

.5 管樂合奏 Wind ensemble
仿 912.3 分

.6 擊樂合奏 Percussion 
ensemble

仿 912.3 分

.7 通俗音樂 Popular music
輕音樂入此

.71 中國通俗音樂

.72 西方通俗音樂

.721 鄉村音樂 Country  music

.722 藍調音樂 Blues

.723 靈魂音樂 Soul

.724 散拍音樂 Ragtime

.725 雷鬼音樂 Reggae

.726 繞舌歌 Rap

.74 爵士音樂 Jazz

.75 搖滾音樂 Rock

.76 卡通音樂 Cartoon music

.77 廣告音樂 Advertisement  
music

.78 節慶音樂 Festival music

婚禮音樂、耶誕音樂等入此

.79 其他

.8 其他合奏

.9 樂團

依樂團名排

913  聲樂 Vocal music；歌曲

Songs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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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08 歌曲集

綜合性歌曲集入此

流行歌曲入 913.6

.081 中外歌曲集

.082 中國歌曲集

.0831 日本歌曲集 

.0833 臺灣歌曲集 

.084 西洋歌曲集 

.1 發聲法；歌唱法

呼吸、共鳴、咬字、表情等入

此

.17 練習曲

.2 獨唱 Solos
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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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女聲

.221 女高音

.222 女中音

.223 女低音

.26 男聲

.261 男高音

.262 男中音

.263 男低音

.3 合唱；重唱

.31 合唱

.313 女聲合唱

.315 男聲合唱

.317 混聲合唱

.319 童聲合唱

.32 二重唱

.33 三重唱

.34  四重唱

.35 五重唱

913.36 六重唱；七重唱

.37 輪唱

.38 齊唱

.39 合唱團
得依團名排

.4 宗教歌曲

各宗教儀注會眾用歌曲入各宗

教，如基督教聖詩入 244.4，佛

教儀注用歌曲入 224.53

.41 西洋宗教歌曲

.411 靈歌

.412 頌歌

.413 讚美詩 Hymns

.414 經文歌

.415 牧歌 Madrigals

.418 現代福音歌

.419 其他

.42 神劇 Oratorios
或稱神曲，有獨唱、併

唱、合唱，又有樂器伴奏，

但無舞臺上之動作。用於

世俗事件者，稱俗神劇，

得入此

.43 受難曲 Passion music

.44 彌撒曲 Masses

.45 安魂曲 Requiems

.46 清唱劇 Cantatas
 世俗性清唱劇亦入此，如：

長恨歌

.48 佛教歌曲

.49 其他宗教歌曲

.5 民謠

有譜或有詞有譜者入此

未有譜者入 539.1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52 中國民謠
各省民謠依中國省區表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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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533 臺灣民謠

客家山歌、臺灣原住民

歌曲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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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為各省方言流行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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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軍歌

.72 校歌

.73 會歌

.74 勞動歌；職業歌

.75 國歌

.76 禮儀歌曲

.8 兒童歌曲

兒歌，童謠入此

兒童藝術歌曲入 913.21；歌詞

入各國文學

.9 其他歌曲

914  舞蹈音樂 Dance music
僅為舞蹈而作者。.1-.6 收西洋

舞樂，.7-.9 收東方舞樂

舞蹈入 976

.1 宗教舞樂

.2 土風舞樂

音樂

914.3 社交舞樂

國際標準舞樂入此

.4 圓舞曲

華爾滋舞曲入此

.5 團體舞

.51 方塊舞曲

.56 體操舞

.6 劇舞

芭蕾舞劇樂入此，如：天鵝湖

.7 中國舞樂

.71 古典舞樂

.72 現代舞樂

.76 民族舞樂

.8 日本舞樂

.81 雅樂

.82 神樂

.83 久米舞

.84 大和舞

.85 東遊；五節舞

.86 催馬舞

.87 朗詠；今樣；宴曲

.88 伎樂

.89 琉球舞樂

.9 其他東方舞樂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分

.932 韓國舞樂

915  戲劇音樂 Dramatic
music

兼有歌唱與動作之歌劇樂譜入

此；曲文、戲文分入 853 及 854，

演出及演技分入 982.62、984.6

等，神劇歌曲入 913.42

.1 中國劇樂

曲譜入此

曲文入 853；身段譜入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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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

915.101 戲曲理論

.12 崑曲
書例：十二律崑腔譜（王正

祥）

.13 戈陽腔

.14 高腔

.15 京調
皮黃、新京劇入此

.16 歌仔戲

.17 地方劇音樂
譜入此，為方便起見，得併

入於 982.5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

及臺灣縣市表複分

.18 講唱音樂
譜入此，唱詞入858.4-858.8

.19 其他中國劇樂

例如：新歌劇

.2 西洋歌劇 Operas
併合器樂、聲樂、舞蹈、背景

等而成，樂與戲相重。其曲包括

序曲、間奏、合唱、獨唱等

歌劇中只有曲譜者入此

.21 古典歌劇
歌劇選曲入 912.38

.211 歌劇（管絃樂演奏）

.212 歌劇（鋼琴伴奏）

.23 喜歌劇 Comic operas；

Operettas

.24 歌舞劇
少女歌劇入此  

.25 音樂劇
參見 984.8 音樂劇

.3 東方劇樂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15.31 日本劇樂

總論入此

歌舞伎音樂得入 983.13

.32 韓國唱劇

.321 西道歌謠

.322 南道歌謠

.5 廣播劇音樂

.6 電視劇音樂

電視歌曲入 913.63

.7 電影音樂

電影歌曲入 913.62

.9 其他

 916-919  各種樂器 Specific
instruments

東方或民族器樂入 919

依器樂複分表複分

器樂複分表

01 器樂理論

02 樂曲

021 無伴奏

022 奏鳴曲

023 組曲

024 變奏曲

025 練習曲

026 協奏曲

029 其他形式樂曲

03 調試；保養

04 演奏法

05 教學法

06 作品評論；作品欣賞

09 器樂史

916  絃樂 String instruments
.1 小提琴 Viol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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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102 樂曲

.1021 無伴奏

如無伴奏小提琴奏鳴

曲入此

.1022 小提琴奏鳴曲

.1023 小提琴組曲

.1024 小提琴變奏曲

.1025 小提琴練習曲

.1026 小提琴協奏曲

.1029 其他小提琴曲

.2 中提琴 Violas

.3 大提琴 Violoncellos

.4 低音提琴 Contrabasses

.6 撥絃樂器 Plucked string 
instruments

.61 豎琴 Harps

.62 班究琴 Banjos

.63 曼陀林琴 Mandolins

.64 魯特琴 Lutes

.65 吉他 Guitars
烏克麗麗入此

.66 里拉琴 Lyres

.69 其他撥絃樂器

.9 其他絃樂器

917  鍵盤樂器 Keyboard 
instruments；敲擊樂器 
Percussion instruments；
電子與電腦樂器

Electronic  and computer 
instruments

.1 鋼琴 Pianos

.102 鋼琴曲

.1022 鋼琴奏鳴曲

.1023 鋼琴組曲

音樂

917.1024 鋼琴變奏曲

.1025 鋼琴練習曲

.1026 鋼琴協奏曲

.1027 雙鋼琴曲

.1028 鋼琴四手聯彈；多手聯
彈

.1029 其他形式鋼琴曲

.2 大鍵琴 Harpsichord
（Cembalo）

古鋼琴（Clavichords）入此

.3 風琴 Organs
同：管風琴

.31 口琴 Harmonica

.32 電風琴 Electronic  organs

.33 手風琴 Accordions

.4 其他鍵盤樂器

.5 敲擊樂器 Percussion
instruments

.51 鼓類 Drums

.511 定音鼓 Timpanis

.512 大鼓；低音鼓 Bass Drums

.513 小鼓 Snare Drums

.52 琴類

.521 木琴 Xylophones

.522 鐵琴 Glockenspiels

.523 鋼片琴 Celestas

.53 鐘 Bells

.54 鈸 Cymbales；鑼 Gongs

.55 三角鐵 Triangles

.56 鈴鼓；響版 Tambourines

.59 其他敲擊樂器

.6 機械樂器 Mechanical 
electrical instruments

如：音樂盒、玩具鋼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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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7 電子及電腦音樂 Electronic 
music

電氣音樂入此

.71 電子琴 Electric pianos

.72 合成器 Synthesizers

.73 錄音帶音樂 Tape music
Concrete music 入此

918  管樂 Wind instruments
同：簧樂

木管樂器（Woodwind

instruments），銅管樂器

（Brass instruments）入此

.1 長笛 Flutes
短笛（Piccolos）入此

.2 雙簧管 Oboes
英國管（English horns；Cor 

anglais）入此

.3 單簧管 Clarinets
同：豎笛

低音單簧管（Bass 

clarinets）、薩克斯風

（Saxophones）入此

.4 低音管 Bassoons；Fagotto
倍低音管（Contrafagotto） 入

此

.5 法國號 French horns；Horns

.6 小號 Trumpets
同：小喇叭

.7 長號 Trombones
同：伸縮喇叭

.8 低音號 Tubas

.9 其他管樂器

919  民族音樂 Ethnic  music
國樂泛論入 910.1

 .1 吹奏樂

.11 笛子

919.12 笙

.13 簫

.14 嗩吶

.19 其他吹奏樂

.2 弓弦樂

.21 二胡；高胡

.22 板胡

.23 四胡

.24 京胡

.25 鐵片琴 Glockenspiels

.26 墜胡

.27 馬頭琴

.29 其他弓弦樂

.3 彈撥樂

.31 古琴；瑟

.32 古箏

.33 琵琶

.34 三絃

.35 月琴
阮咸入此

.36 東不拉

.37 柳琴

.39 其他

.4 敲擊樂

.41 揚琴

.42 鼓；鑼；鈸

.43 鐘；磬

.44 拍板；梆子

.45 木魚

.49 其他敲擊樂

.5 中國地方音樂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複分

.6 中國少數民族音樂

.7 臺灣原住民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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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8 民族樂器合奏

國樂合奏入此

.81 吹打樂合奏

.82 絲竹樂曲

.83 鑼鼓樂

.84 管絃樂合奏

.88 南北管

.881 南管

.882 北管

.89 其他合奏

.9 各國民族器樂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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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  建築藝術總論

Architecture：general
公共藝術入此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中國建築入 922；各國建築入 923

.25 建築圖；建築模型

兼收各類建築圖者入此，

例如：個人建築作品集、建築

校院建築作品集、中外建築作

品集等

建築藝術設計圖集入 921；

各國、各類建築圖集入 922-

928；建築工程圖入 441.4-.9

各相關類目

.9 建築史

各國建築史入各國建築

.99 建築師傳記

921  建築藝術設計

Architectual design
.1 圖樣 Plans , Drawings

.2 模型 Models

.3 法式 Orders

.4 細則 Details

.5 結構 Structure

.6 配置 Disposition

.7 裝飾 Decoration

921.71 漆繪 Painted  decoration

.72 雕塑 Sculptured

.74 鑲嵌 Tesselated（Mosaic）

.76 木工 Wood work

.77 金工 Metal working

.8 裝修 Fixed furniture

.9 雜項 Miscellaneous 
accessories

922  中國建築 Chinese
architecture

.1-.8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9 各地方建築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複分

923  各國建築 Other countries
architecture

中國建築入 922

.2 中西建築比較

.3 東方建築

.31-.39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亞洲各國複分  

.33 臺灣建築

.4 西洋建築

.41-.59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歐洲及美洲各國複分

.401 西元 300 年以前建築

.4011 埃及建築

建築藝術
Architecture

此目以建築藝術為主

建築工程入 441.3-.7；都市計畫、區域計畫入 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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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4012 中東建築

.4013 歐洲建築

.4014 羅馬建築

.4015 希臘建築

.4016 其他地區建築

.402 西元 300 年至 1399 年建築

.4021 早期基督教建築

.4022  拜占庭建築

.4023 撒拉遜建築
Saracenic architecture

.4024 羅馬式建築；諾曼建築

.4025 歌德式建築

.403 西元 1400 年至 1800 年建築

.4031 文藝復興時代建築

.4032 巴洛克建築

.4033 喬治王時代建築

.4034 洛可可建築

.4035 殖民式建築

.404 西元 1800 年至 1899 年

維多利亞時代建築入此

.405 西元 1900 年至 1999 年

.4051 藝術新潮派（Art nou-

veau）建築

.4052 印象派（Expressionism）

建築

.4053 國際性風格
（International style）

.4054 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
建築

.406 西元 2000 年以後

.6 非洲建築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非洲各國

複分

.7 大洋洲建築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大洋洲各

國複分

923.8 各式建築

924  宮殿 Palaces；城廓
Castle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2 中國

.31 日本

925  道路 Roads；橋樑
Bridge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26  公共建築 Public
architecture

總論各國公共建築者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為免

有衝號之虞，標引時補“0”以

資補救

.1 政府機構建築

.2 教育及研究機構建築

.21 學校
參見 527.5 學校建築

.22 研究機構建築

.23 社教機構建築
圖書館建築入 021；博物館

建築入 069.2

.29 其他教育及研究機構建築

.3 工商業及金融機構建築

.4 運輸交通建築

.5 社福及醫療機構建築

.6 矯正機構及監獄建築

.7 紀念性建築

如：牌樓、樓塔（鐘樓、展望

塔）、凱旋門、紀念堂、紀念壁

等紀念性建築物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8 休閒娛樂區建築

.9 其他公共建築

建築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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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術
類

927  宗教建築 Religious 
architecture；陵墓
Mausoleum

.1 廟宇建築

.2 佛教寺院建築

.3 道教建築

.4 基督教教堂建築

天主教教堂建築入此

.5 回教建築 Mosques

.6 猶太教教堂建築 Synagogues

.7 神道建築

神社入此

.8 其他

.9 陵墓建築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2 中國

.931 日本

928  民屋 House；住宅

Residence
注重庶民住宅，尤其傳統建築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8 其他 

茶室、茶庭入 974.4

929  景觀建築 Landscape
architecture

參見 435.7 景觀園藝

.1 造園美學

.2 各種庭園

.21 公園 Public parks

.23 私人庭園 Private gradens

.25 墓園 Cemeteries

.29 其他 

.3 道路景觀 Traffic ways

參見 925 道路；橋樑

929.4 水景 Water features 
自然池、人工池、橋、島、噴

水

.5 樹木 Trees

.6 花草 Herbaceous plants

.7 亭台樓閣

.8 風景區景觀 Natural 
landscapes

.9 庭園志 Gardens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2 中國庭園志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

複分

.931 日本

.933 臺灣

.952 美國



665

藝
術
類

930  雕塑總論 Sculpture：
general

.8 叢書；作品集

單一材質作品集分入 933-938

.9 雕塑史；雕刻史

.91 原始

.92 中國

.93 東洋

.933 臺灣

.94 西洋
.9401-.9408  依西洋時代

表複分；.941-.947   依世界

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31  篆刻；刻印 Seals
參見 793.67 古印

.09 篆刻史

.0902-.0908 依中國時代表

複分

.1 技法

.2 材料

印石、壽山石入此

.3 考證

.7 印譜

集歷代古印或各家所刻之印為

一書者，又稱印存、印集

書 例： 飛 鴻 堂 印 譜（ 汪 啟 

淑）、十鍾山房印舉（陳介旗）

932  雕塑材料及技法

Sculpture：media and skills

雕塑

932.1 構想

.2 主題

人物、動植物、宗教、神話傳

說、譬喻等

.3 材料

.4 用具

.5 雕塑技法

.52 原型 Modeling

.53 鑄型 Molding

.55 塑型 Casting

.6 雕塑樣式

.61  陽刻 Relief

.62 陰刻 Intaglio

.64 浮雕

.65 空雕

.69 其他樣式

.7 各種體裁雕塑法

.71 肖像

.72 環境雕塑；建築雕塑

.73 裝飾物品

.79 其他體裁

.9 特殊型式

.91 面具 Masks

933  木雕 Wood carving
竹雕入此

木工入 474；木板印刷術 477.1

934  石雕 Stone carving
石工入 473

參 見 794 石；797.88 中 國 石 

 雕塑
Scul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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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936.1 玉雕

935  金屬雕刻 Metal carving
金屬工藝之材料、製作入 472

參見 793 金屬器物

.1 貴重金屬雕刻

如 :金、銀、鉑（白金）、珠寶等

.2 鐵雕

鋼雕入此

.3 銅雕

.9 其他金屬雕刻

936  玉雕 Jade carving；象牙

雕及其他 Ivory carving
and others

.1 玉雕

.2 象牙雕

.3 骨角雕

.4 蠟雕

.5 冰雕；雪雕

.6 蔬果雕

以蔬果為素材之雕切裝置藝術

入此

參見 427.32 水果；乾果；拼

盤裝飾

.7 沙雕

.9 其他

937  版畫 Engraving
.1 木版畫

木刻、水印木刻、麻膠版畫入

此，其他凸版型版畫亦入此

.2 孔版畫 Serigraphy
絹印入此

.3 石版畫

平版型版畫入此

.4 銅版畫

凹版型版畫入此

937.5 獨幅版畫

.6 玻璃版畫

[.7] 拓片
宜入 943

938  陶瓷雕塑 Ceramic 
sculpture；雕漆  Carved
lacquer ware

以美術方面為限

有關中國陶瓷史文獻，因涉及近

現代部分，如以整體而論，以分

入 938 為宜

工藝入 464；鑲崁畫入 948.95

.1 陶雕

.12 唐三彩

.2 瓷雕

.3 陶瓷畫

.9 雕漆

同：剔紅

漆器入此

939  塑造 Mold
佛像入 224.6

.1 泥塑

同：彩塑

.2 石膏塑造

.3 石塑

.5 金屬塑造

.9 其他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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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書法

 940  繪畫總論 Drawing  &
painting：general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1 繪畫理論

.11 圖像學 Iconography

.2 繪畫目錄

展覽目錄入此

.3 繪畫教育及研究

.4 繪畫辭典

.5 繪畫期刊

.6 繪畫團體

.7 繪畫論文集

.8 繪畫叢書

作品集彙編入此

.9 繪畫史

.98 中國畫家傳記

.99 各國畫家傳記

.9933 臺灣畫家傳記

941  中國書畫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書畫目錄及作品集入此

.01-.08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書法作品入 943；畫冊入 945；

日本書畫入 946.1；朝鮮書畫入

946.2

.021 中國書畫錄總錄

    中國書畫目錄之目錄

941.1 前代內府所藏書畫目錄

.2 現代公藏書畫目錄

.3 私藏書畫目錄

.4 鑑賞

.5 專譜

個人書畫作品集入此

.6 書畫叢譜

多人書畫作品集入此

.7 題識

.9 中國書畫史

.901-.908 依中國時代表複

分；.91-.96 依中國省區表複分

942  書法 Calligraphy
字 書 入 802.2； 習 字 範 本 入 

943.9

.1 書體；筆法

.11 古文

.12 篆書

.13 隸書

.14 草書

.15 行書

.16 飛白

.17 楷書

.18 筆法

.181  結體論

.182  運筆法

.183 用筆法

繪畫 Drawing  &  painting
書法 Calligraphy

收美術書畫於此。工程圖樣、建築設計圖、動植物圖譜、民俗圖等以各種圖畫組成之書，應視其性

質分別歸入有關項目。各種專著所附圖片，不論是單幀或裝訂成冊，均隨原書歸類

普通畫報入 057；古書畫得入 795；裱褙商業入 487.83；圖案畫入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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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字八法、五勢入此

942.184 作字
筆陣圖

.185 空白

.186 墨色

.188 臨摹

.189 維護；修復

.19 各字體書法

.192 鋼筆字書法

.194 美術字書法

.195 鋼板字刻書法

[.196]    拼音字母書法

宜入 942.27

.2 各國文字書法

漢字之書體、筆法入 942.1

.21 日本
日本漢字及假名（Kana），

或僅述假名書體筆法者

.23 韓國
諺文書法（Hangu）入此，

如：宮體

.25 東洋各國文字書法

.27 西洋字母書法

.3 落款；署名

.4 文房四寶

總論紙、墨、筆、硯之選材及

用途者入此

.5 紙

.6 筆

.7 墨

墨譜入此

.8 硯

書例：歙硯說、歙州硯譜、和

漢硯譜（鳥羽希聰）

.87 書鎮

同：文鎮

942.88 紙刀 Paper knife

.9 掌故

 943  法帖 Model of
calligraphy for practice；
拓本 Rubbings

碑入 794.5；日本法帖入 946.16

.1 目錄

.2 鑒別、考證、釋文

.3 題識、評論

.31 諸家彙編

.32 一人著述

.4 墨帖

指書法原稿、墨蹟

.5 單帖

.6 叢帖

.7 集字

.8 辨字

.9 習字範本

.94 行書

.95  假名字習字範本

.96  諺文字習字範本

.97  鋼筆字帖

.98  英習字帖

944  中國畫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09 中國繪畫史

.091-.098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1 材料 

.2 畫具 

.3 一般畫法

重彩、淡彩、白描、沒骨、工

筆、寫意

.38 水墨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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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書法

944.4 山水畫

.5 人物畫

.6 花鳥畫

花卉畫、翎毛畫入此

.7 蟲魚畫；畜獸畫

.8 題款

.9 掌故

945  中國畫冊 Albu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西洋畫冊入 947.5；日本畫冊

入 946.17

.1 目錄

.2 鑒別；考證

.3 題識

.31 諸家彙編

.32 一人著述

.4 畫片

.5 叢譜

.6 專譜

.7 壁畫

磚畫入此

.9 習畫範本

946  東洋畫 Oriental painting
兼論書法

.1 日本畫

兼論書法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109 日本繪畫史
依日本時代表複分

.11 法式

.12 書畫目

.13 考證；題識；評論

.14 宗派

.141 佛畫派

巨勢派、宅磨派

946.142 大和繪、繪卷物

春日派、士佐派、住吉派

.143 裝飾繪

宗達、光琳派

.144 漢畫派、水墨畫、宋元畫
（北宗）

明兆派、雪舟派、阿彌 

派、曾我派、長谷川派、

海北派

.145 狩野派

.146 文人畫（南宗）俳畫
文晁派

.147 寫生畫派

圓山、四條派、岸派

.148 浮世繪、繪畫、長崎繪、
大津繪、風俗畫

.149 近世以後之日本畫

.15 書畫冊

依日本時代表複分

.16 書集；法帖

依日本時代表複分

.17 畫冊
.1701-.1709 依日本時代表

複分

仿 946.141-.149 複分

.18 畫譜

.19 掌故

.2 朝鮮畫

兼論書法

仿 946.1 日本畫分

.7 印度畫

.8 東南亞各國畫

947  西洋繪畫 Western
painting

.1 西洋畫技法

.11 構圖 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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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7.12 對線；比例

.13 透視 Perspective

.14 明暗、陰影、色價  Light,

Shade, Brightness

.15 反射

.16 素描 Drawing

.17  採色

.18 摹寫；複製

.19 其他

.2 人物畫 Figure painting
人體模特兒入 947.8

參見 901.3 美術解剖學

.23 裸體畫

.24 肖像畫；群像畫

.25 人像畫

.26 神話人物畫

.29 其他

.3 其他主題別畫

.31 靜物畫

.32 風景畫

.33 動物畫

.34 風俗畫 Genre paintings

.36 歷史畫

含敘事畫

.37 宗教畫

.39 其他

.4 特殊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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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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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419 其他（圖文混合等）

.45 插圖 Illustration

.47 兒童畫

.48 影畫 Silouettes

.5 西洋畫冊

一般畫冊入此，各種畫、各專

題、各國、各派畫冊得分入於各

該目內

.6 材料及用具

.7 畫室 Atelier

.8 人體模特兒 Model

.9 各國繪畫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48  各種西洋畫法 Various
Western painting
techniques

圖案畫入 961；用器畫入

440.83；版畫入 937

.1 木炭畫 Charcoal drawing
素描入 947.16

.2 鉛筆畫 Pencil drawing；銀筆
畫 Silverpoint

.3 鋼筆畫 Pen and ink

.4 水彩畫 Water color

.5 油畫 Oil painting

.6 臘筆畫 Crayon； 粉彩畫 pastel

.7 粉筆畫 Chalk drawing

.8 拼貼畫 Collage
普普畫（Pop art）入此

.9 其他畫

.91 壁畫 Mural；濕壁畫 Fresco

.92 泥畫 Distempa

.93 臘畫 Encaustic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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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書法

蛋彩畫 Tempera

蛋彩畫又譯丹配拉

948.94 壓克力畫 Acrylic painting

.95 鑲嵌畫 Mosaics

同：馬賽克

.96 噴畫 Air brush  

.97 袖珍畫 Miniature 

同：細密畫

949  西洋畫各派 Western
painting  factions

.1 原始時代

.2 古代

.21 埃及

.24 希臘

.25 羅馬

.3 中世

.31 初期基督教

.32 拜占庭

.33 羅馬式

.34 哥德式

.4 近世

.41 十五世紀

.42 十六世紀

.43 巴洛克時代

.44 洛可可時代

.5 近代（十九世紀）

.51 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

.52 自然主義與寫實主義

.53 印象派

.531 初期印象派

.532 新印象派

.533 後期印象派

.6 現代（二十世紀）

野獸派、立體派、表現主義、

未來派、超現實主義、抽象主義

等入此，依各畫派名稱排列

949.7 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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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  攝影總論 Photography：
general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1 攝影理論

951  攝影器材設備

Photographic equipment
.1 攝影機 Camera

同：照像機

數位相機入此

.2 感光材料

軟片、底片入此

.3 相紙

.4 鏡頭

濾鏡入此

.5 照明設備

.6 暗房設備

.7 攝影棚

.8 沖印藥品

.9 其他

952  攝影技術 Cameral
techniques

影像處理入此

.1 攝影光學 Photo-opties

.11 光圈與快門控制

.12 曝光

952.2 取景與構圖

.3 採光

閃光燈運用入此

.4 濾鏡運用

色溫控制入此

.5 沖印

縮小、放大、修片、印晒等入此

.6 數位影像處理

參見 312.837 電腦視覺

.8 黑白攝影

.9 彩色攝影 Color photography

953  專題攝影技術 Subject
photography techniques

各專題作品集入 957

.1 戶外

.2 室內

靜物、室內陳設、展覽

.3 人像

.4 動物

.5 夜間

.6 舞臺

.7 動態

如 :  運動、跳躍

.8 新聞攝影

綜論電視新聞攝影技術者入此

攝影 Photography
電腦藝術 Computer  art

攝影又名照相，日人稱為寫真。凡名勝古蹟、建築物、古物、美術工藝品、社會風俗等之照片，均

依其主題性質分入各類。但彙集各種不同的照片，以表示照相技巧者，當歸入攝影目。凡人像及生活

照片附有生平事蹟者，歸入傳記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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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電腦藝術

攝影記者入 895.1

參見 897.5 電視新聞

953.9 其他

954  特殊攝影技術 Special
photography techniques

.1 多重曝光

.2 紅外線攝影；紫外線攝影

.3 翻照

.4 航空攝影術

.5 水中攝影術

.7 機巧攝影術 Trick photography

.8 顯微攝影術

同：顯微鏡攝影術

顯微攝影圖片集入此

顯微鏡攝影術入 360.3251; 微

印攝影術入 469.411

.9 其他

955  攝影術之應用

Application  of  photography
商業攝影、攝影工藝入此

電影攝影入 987.4；測量攝影入

440.918

.1 幻燈片

[.2] 影印法
宜入 477.64

[.3] 攝影製版法
宜入 477.5

.4 Ｘ光攝影

參見 416.151 Ｘ光診斷； 

418.951 Ｘ光線

956  電腦藝術 Computer  art
同：數位藝術

以電腦呈現之藝術品或電腦創

作之美術作品，含虛擬實境之藝

術呈現

電腦藝術及電腦藝術應用之總

論入此

以電腦為工具製作之各種媒

材的藝術作品入各媒材。如數位

影像處理入 952.6；電腦音樂入 

917.7

956.2 電腦繪圖藝術 Computer
graphics

以電腦顯示裝置呈現之圖形 

（Graphics）及電腦繪製之圖片

（Prints）

參見 312.86 電腦繪圖

.6 動畫及視訊 Animation and 
video

參見 987.85 卡通片、漫畫片；

997.82 電腦遊戲；947.41 漫畫

.7 多媒體電腦藝術 Multimedia 
computer art

957  專題攝影集 Photo
albums-by subject

書畫之攝影複製專集入書畫各

項；建築圖集入 921

.1 商品；廣告

.2 自然景觀；風景

.3 植物

.4 動物

.5 人物

.6 社會景觀；風俗

.7 體育

.8 新聞

.9 其他

958  普通攝影集 Collections
of photographs

個別攝影家之作品集、評論入

此，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 再

依攝影家姓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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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

959  攝影業 Photography；
攝影師 Photographer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攝影家作品入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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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  應用美術總論 Decorative
arts

裝置藝術入此

961  圖案 Pattern
.2-.7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專述裝飾文字者入 962

.1 基調

.11 構圖；線條、色彩

幾何紋樣入此

.12 人物

.13 動物

.14 植物

.15 風景

.16 圖案字

.18 圖案集

圖案總集入此；各主題圖案

集入 961.12-961.16

.19 民族圖案

.2-.7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專述裝飾文字者入 962

.2 中國圖案、紋樣

962  裝飾文字 Decorating
lettering

參見 942.194 美術字書法

963  色彩及配色 Color and color 

應用美術

應用美術
Decorative arts

具有實用與裝飾用途之各類藝術。例如：家具、木器、銀器、玻璃製品、陶器、織品、建築裝飾

家庭手藝入 426 各項；衣飾意匠入 423.2；建築裝飾入 921.7

matching（color scheme）

964  工業美術 Industrial arts
工業意匠、商業美術、工商設

計、工業設計入此

參見 492.5 商標

964.1 商品裝潢

包裝設計入此

.2 商品宣傳

廣告設計入此

.3 商標；標誌

.4 海報；傳單；招牌

.5 月曆設計

日曆及週曆設計等入此

.6 印刷美術設計

.7 展示設計

.8 造型設計

966  織品服飾工藝美術 Arts
and crafts of fabric
costume and accessories

拼布入 426.7

.1 絲織

.2 緙絲

.3 織花

.4 地毯；壁掛

地毯製造入 4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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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5 編結

中國結入此；家庭編結入 

426.4；民間編結入 969.7

.6 印染

同：染整

此處指手工印染：蠟纈 ( 蠟

染 )、絞纈 ( 紮染 )、夾纈 ( 鏤

空印花 )等三大印花技藝

工業染整及染整業入 478.13

.7 蠟染

.8 刺繡

家庭刺繡入 426.2

.9 服飾

含服裝及其佩件

參見 423 衣飾；426.3 家庭縫紉

967  室內裝飾 Interior
decoration

家庭布置入 422.5

.1 室內陳設

.2 櫥窗設計

.5 美術家具

968  玻璃及金屬工藝美術

Arts and crafts of glass
and metal

.1 玻璃；琉璃

.2 琺瑯

.3 景泰藍

.4 珠寶

.5 金屬工藝美術

969  民間工藝美術 Folk arts
and crafts

.1 年畫

.2 木偶；皮影；人形

.3 臉譜

969.4 麵塑

捏麵人入此

.5 糖畫

.6 木竹工藝美術

.7 編結工藝美術

竹編、草編、柳編、藤編、棕

編、芒編等入此

.9 其他

風箏、毽子、陀螺、葫蘆器（匏

器）等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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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  技藝總論 Arts and crafts：
general

971  花藝；插花 Floral arts
又稱華道、花道，日人稱生花 

Ikebana（Flower  arrangement）

乾燥花入此

1 花道流派

草月流、小原流、池坊、龍生

泒、古流等入此

.2 花材

.3 花器；劍山；用具

.4 技法

立物、砂物、投入、盛花入此

.5 中國花藝

.6 西洋花藝

.8 盆景

同：盆石、盆山

參見 435.8 盆栽

972  紙藝 Paper arts
.1 摺紙；扎紙

.2 剪紙

剪貼藝術入此

.3 紙雕

同：刻紙

.5 人造花；紙花

973  香道 Incense-burning
ceremony

973.6 香會

974  茶藝；茶道 Tea ceremony
茶道盛行於日本

中國品茶、嗜茶得入於 974.8

.1 茶道流派

.2 材料

.3 茶器

.4 茶室、茶庭

.5 禮法

.7 茶道雜論

.8 中國茶藝

.9 茶道之傳播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76  舞蹈；跳舞 Dancing
舞樂入 914 關於舞臺、演出、 

服裝等入 981

01-.09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01 舞蹈理論

舞蹈美學入此

.011 編舞法

.012 舞蹈技術

.013 舞蹈訓練及表演

.014 舞蹈者

.025 舞譜

中國傳統舞蹈舞譜，如 : 

敦煌舞譜、韶舞舞譜、東巴舞

譜等入 976.11-976.13

.03 舞蹈教育

技藝

技藝
Arts  and  crafts

家庭手藝入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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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09 舞蹈史

.1 傳統中國民族舞蹈

宗教舞、雅舞、廟舞等屬之

.11 敦煌舞譜

.12 韶舞舞譜

.13 其他舞譜

.14 佛舞
伎樂天入此

.15 廟舞、道教舞

.16 巫舞

.17 雅樂、八佾舞

.19 其他

.2 中國民間舞蹈

參見 991.87 陣頭

.21 農作舞蹈

採茶、秧歌入此

.22 抒情舞蹈

男女情舞入此

.23 故事舞蹈

如王昭君故事

.24 祝謝舞蹈

豐年祭、獻壽舞入此

.25 道具舞蹈

花鼓舞、扇、宮燈、彩帶

舞、高蹺入此

.26 武術舞蹈

劍、弓、旗等舞入此

.27 擬物舞蹈

蝴蝶、孔雀開屏、荷花、

舞獅入此

.29 其他

.3 各國民族舞蹈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31 土風舞 Folk dance

美國方塊舞入此

976.32 中國境內少數民族舞蹈

.321 滿族舞蹈

.322 蒙族舞蹈

.323 回族舞蹈

.324 藏族舞蹈

.325 苗族舞蹈

.326 其他各族舞蹈

.333 臺灣民間舞蹈

臺灣原住民舞蹈入此

.4 西洋舞蹈

國際標準舞入此

.41 社交舞

.42 華爾滋 Waltz

同：圓舞

.43 探戈 Tango

.44 狐步 Fox trot

.45 拉丁舞 Latin dance

倫巴（Rumba）、森巴（Samba）

、捷舞（Jive）等入此

.46 鬥牛舞 Paso double

.47 恰恰 Cha cha

.48 流行舞

扭扭舞（Twist）、迪斯可

（Disco）、 霹 靂 舞（Break 

dance）、嘻哈舞（Hip hop）、

街舞（Street dance）等入此

.49 其他西洋舞蹈

.5 教育舞蹈 Educational dancing

.52 幼童律動

.53 兒童唱遊

.56 體操舞

.57 大會舞

.58 啦啦隊舞

.59 其他

.6 劇舞 Theatrical d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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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61 歌舞

.62 芭蕾舞 Ballet

.65 戲曲舞蹈

.67 兒童舞

.68 寓言舞；詩舞

.7 現代舞 Modern dance；爵士
舞 Jazz

.71 現代舞

.72 後現代舞

.73 舞踏 Buto

.74 爵士舞 Jazz

.75 踢踏舞 Tap dance

.79 其他

.8 其他舞蹈

有氧舞蹈、治療舞蹈、元極舞

等入此

.9 舞團及舞蹈家

.91 舞團管理

.92 舞團

依舞團名稱排

.93 舞蹈家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再依姓名排

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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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  戲劇總論 Theatre：
general

表演藝術入此

.1-.8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1 戲劇理論

.11 戲劇哲學

.12 戲劇美學

.13 戲劇鑑賞

.14 戲劇與心理

.15 戲劇與社會

.3 戲劇教育

.32 戲劇學校

.39 戲劇推廣

.9 戲劇管理

.92 戲劇政策

.93 戲劇法規

.94 戲劇檢查

981  劇場藝術 Theatre arts
總論劇院、戲院入此

.1 劇場設備及建築

.2 劇團組織與管理

.3 舞臺技術

.33 舞臺設計

舞臺布景入此

.35 舞臺燈光

.36 舞臺音效

.38 道具

981.4 導演學

.41 導演

.42 排演組織

.43 劇目計劃

.44 導演基本技術

舞臺調度、節奏、時間處理

等入此

.5 表演學

演技、臺詞技術、腳色設計入此

.6 化裝

.61 舞臺服裝設計

.62 舞臺服裝製作

.63 舞臺服裝管理

.64 舞臺化妝

.7 演員

同：明星

演員培訓、舞臺經驗入此

樂師、票友之培訓與舞臺經驗

入982.24；演員傳記分入983.39

臺灣戲劇演員傳記、982.9 中國

戲劇演員傳記、983.19 日本戲劇

演員傳記、西洋戲劇演員總傳入

984.99、各國西洋戲劇演員傳記

分入 984.9+ 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複分號 +9

參見 987.099 電影演員傳記

.8 劇場行銷

.83 廣告；宣傳

.84 戲票；票價

.9 各國劇場藝術

戲劇
Theatre

戲劇之劇本、臺本，原則上入文學類

劇舞入 976.6；劇樂入 915；雜耍入 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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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戲院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82  中國戲劇 Chinese theatre
.01 中國戲劇理論

.1 京劇泛論

同：平劇

.2 京劇表演藝術

.21 唱腔；聲腔

.22 武功；身段

.23 流派

.24 角色設計

.25 京劇演員

含樂師、票友

演員培訓、舞台經驗入此

.3 京劇舞臺技術

.33 舞臺設計
舞臺布景入此

.35 舞臺燈光

.36 舞臺音效

.38 舞臺道具

切末、物器入此

.4 京劇人物造型

.41 京劇服裝
同：行頭

頭飾入此

.42 京劇化妝
臉譜、鬍鬚入此

[.47] 京劇音樂

宜入 915.1

.5 地方戲劇

臺灣戲劇入 983.3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複分

.511 河北

河北梆子、四股絃、橫

岐調、喝喝腔、武安落子、

河北老調入此

982.512 山東
山東梆子、東路梆子、

呂戲、柳腔、茂腔、拉魂

腔、柳子戲、五音戲、萊

蕪梆子、章丘梆子入此

.513 河南

河南梆子（豫戲 ）、河

南曲子、河南謳、祥府調、

靠山簧、五調腔入此

.514 山西

山西梆子、蒲州梆子、

晉戲（中路梆子）、北路

梆子、道情入此

.515 陝西

秦腔、陝西梆子、同州

梆子、碗碗腔入此

.516 甘肅

.521 江蘇

崑曲、蘇戲、錫戲、揚 

戲、淮戲、舟戲、滑稽劇

入此

.522 安徽

徽劇、黃梅戲、泗川戲、

徽調、廬劇入此

.523 浙江

越劇、金華戲、紹戲、

湖劇、杭劇、目蓮戲入此

.524 江西

贛劇、采茶戲入此

.525 湖北

楚劇、花鼓戲、高腔、

清戲入此

.526 湖南

湘劇、花鼓戲、地花鼓、

常德戲、巴陵戲入此

.527 四川

川劇、花鼓戲入此

.528 西康

.531 福建

閩劇、薌劇（歌仔戲）

入此

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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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533 廣東

粵劇、潮劇、正字戲入此

.534 廣西

桂劇、彩調、苗劇入此

.535 雲南

滇劇、文琴入此

.536 貴州

黔劇入此

.537 海南

瓊劇（海南戲）入此

.54 東北
吉劇、二人轉入此

.553 內蒙古

蒙古戲、道情、二人臺

入此

.561 新疆

.562 青海

.563 西藏

藏劇入此

.58 講唱戲曲

同：說唱戲曲

譜入此

詞入民間文學 858.4-858.8

.581 評書

.582 相聲

.583 快書；快板

子弟書、蓮花落、數來 

寶、對口詞等入此

.584 彈詞

木魚書入此

.585 鼓詞

.586 道情

漁鼓、河南墜子等入此

.587 琴書

.588 曲詞
諸宮調、八角鼓等入此

.589 雙簧

982.6 各種戲劇

.61 話劇

.62 歌劇

.63 詩劇

.64 傳奇劇

古典舞劇入 976.6

.65 神話劇

.66 秧歌劇

臺灣秧歌劇入 983.36

.665 樣板戲

.67 廣播劇

.68 電影劇、電視劇

.69 其他

.7 中國戲劇史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8 各地戲劇史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複分

臺灣戲劇史入 983.38

.88 國外排演

.9 伶人傳記；演員傳記

依演員姓名排

983  東洋戲劇 Oriental
theatre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 日本戲劇

文樂（人形淨瑠璃）入 986.7

.11 能
能及能狂言入此

.111 動作、型、仕舞

.112 能役者

.113 能面

.114 舞臺；扮裝（能裝束）；
道具

.115 拍子、囃子

.116 能狂言；狂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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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3.117 歷史

.118 流派

觀世、梅若、金春、寶

生、金剛、喜多

.119  各地

得依日本分區表複分

.13 歌舞伎 Kabuki

歌舞伎腳本入 861.555

.131 動作、型

.132 伶人（役者）制

.1326 女形

.133 正本、卜書、書拔、付帳、
番付

.134 劇場、舞臺、看板

.135 道具；衣裳

.136 音樂及舞踊

所作事，囃子

.137 習慣及年中行事

.138 歷史

.139 新歌舞伎

.15 新劇

.16 其他戲劇

.17 日本戲劇史

依日本時代表複分

.18 日本地方戲劇史
必要時得依日本分區表複分

.19 日本伶人傳記

.191 能伶人

.193 歌舞伎伶人

.195 新劇伶人

.199 其他伶人

.2 韓國戲劇

.3 臺灣戲劇

臺灣京劇表演藝術入 982；其

他如話劇、歌劇等各種戲劇入

982.6

9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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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臺灣戲劇史

984  西洋戲劇 Western theatre
此項注重演出，戲劇文學入 

889.2 或各國文學

.1 西洋戲劇之發展

.11 古希臘羅馬戲劇

.12 中古時期戲劇

.13 文藝復興時期戲劇

.14 古典主義戲劇

.15 浪漫主義戲劇

.16 寫實主義戲劇

.17 現代戲劇（1900）

.18 前衛劇場（二次大戰後）

小型戲劇運動（Little theatre）

、未來主義戲劇、先鋒派戲劇、

存在主義戲劇、表現主義戲劇、

荒謬主義戲劇、象徵主義戲劇、

超現實主義戲劇均入此

.19 其他

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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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4.2 西洋戲劇之形式

.21 悲劇 Tragedy

.22 歷史劇 Historical  drama

.24 宗教劇 Religious drama

.26 喜劇 Comedy

.27 通俗劇 Melodrama

.3 演出

參見 981 劇場藝術

.5 話劇 Stage play

.6 歌劇 Opera
歌劇有曲譜及表演者入此

參見 915.2 西洋歌劇

.7 默劇 Mime
啞劇 Pantomime 入此

.8 音樂劇 Musical
參見 915.25 音樂劇

.9 西洋戲劇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2 中國

在中國演西洋劇之史

.933 臺灣

在臺灣演西洋劇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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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戲偶

戲偶製作、演出技法等入此

.4 掌中戲

同：布袋戲

.5 傀儡戲

同：加禮戲

.7 文樂

同：人形淨瑠璃

淨瑠璃腳本入 861.554

986.8 影戲 Shadow plays
同：燈影戲

皮影戲入此

.9 各國偶戲

987  電影 Motion pictures；
Movies

.01 電影藝術理論

.013 電影評論

.014 電影心理學

.09 電影史

總論入此；專述製片廠者入

987.62-.67；專述電影院者入

982.72-.77；個別電影之介紹等

入 987.9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 電影法規

.14 電影檢查

.2 電影與社會

.28 電影倫理

.3 電影舞臺藝術

.31 導演 Director

總論導演之修養、培訓及作品

之評論

導演傳記入 987.099

.32 演員 Actor or actress

總論演員之修養、培訓入此

演員傳記入 987.099

.33 表演 Acting

含肢體、聲音及語言等表演技

巧

.34 分景劇本 Continuity

.35 布景 Scenery；道具 Stage 
property；美工 Art direction

.36 音響 Sound；效果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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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37 特技 Trick；Stunt

.38 化裝 Make-up

.39 服裝 Costume

.4 電影攝影 Filming and
production

.41 攝影機及材料

.42 拍攝技法
含攝影機操作、鏡頭與構圖等

.43 照明技術

.44 配音、錄音

.45 彩色、配色

.46 攝影場 Location

.47 剪輯

.48 字幕、解說

.49 洗印 Printing

.5 電影之表現形式

.51 無聲影片
同：默片

.52 有聲影片

.53 黑白影片

.54 彩色影片 Color film

.55 窄片

.56 寬銀幕片

.57 全景電影

.58 立體電影

.59 其他
例如：味覺電影

.6 電影製片廠 Production studio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61 製片廠管理
包括生產計劃、組織、財務

管理等；獨立製片入此

.7 電影流通及放映

.71 影片發行

.73 影片放映

987.74 影片保存及維護

.75 電影院

電影院之設備及管理入此

.76 電視播映

係指在電視上播映之電影

.77 影片行銷
含影片宣傳、觀眾研究、電

影市場等

.78 電影獎 Movie awards

.79 各國電影事業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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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新聞片 Newsreel

參見 897.3 新聞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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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其他
例如：廣告片、政令宣傳 

片、色情片等

.9 各國電影片

總論各國電影片者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參見 987.79 各國電影事業

.92 中國電影片

.933 臺灣電影片

989  其他各種戲劇 Other
various theatres

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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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991.9 雜耍；991.6 夜總 

會；976.6 劇舞

以下各類，均得再依世界區域

及分國表複分

989.1 廣播劇

中文廣播劇本入 854.7

.2 電視劇

中文電視劇本入 854.8

.4 業餘戲劇 Amature theatre

.5 露天劇 Pageant
同：野外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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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  遊藝及休閒活動總論

Recreation and leisure：
general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991  公共娛樂 Popular
entertainment

.1 管理與法規

.2 公共娛樂與社會

.3 俱樂部 Club

.4 遊樂場

兒童樂園、主題樂園等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41 說書場；大鼓場

.42 中國遊藝施設

.433 臺灣遊藝施設

.48 健身中心

.5 助興節目

選美活動等入此

得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6 夜總會 Night clubs

.65 脫衣舞

.7 茶館；咖啡廳

酒吧、網路咖啡店入此；餐館

入飲食業

.8 節慶活動

總論儀隊者入此

學生儀隊入 527.83；

三軍儀隊入 594.73

.81 煙火 Fire work；爆竹 Cracker

.84 遊行 Parade

花車、電子花車、藝閣等入此

.87 陣頭

獅陣、舞龍、宋江陣、八家將

等入此

991.88 拜拜；宴席

.89 戲棚；排戲

.9 雜耍

.91 特技表演

.92 動物表演 Animal performances

.928 鬥雞 Cockfighting rodeos；
鬥蟋蟀

.93 馬戲 Circus

.94 武藝

.95 口技

.96 魔術 Magic

.97 腹語術 Ventriloquial art

.99 其他

992  旅遊；觀光 Travel
遊記或各地遊覽入 690（中 

國）；719（世界）或各國史地項

.014 觀光心理學

.066 觀光協會

.1 觀光政策、法規

.2 旅遊業管理及行銷

.3 觀光區之建設

.38 國立公園

總論國家公園、森林遊樂園

入此

專論某一國家公園依世界區域

及分國表複分

一般公園及風景區之總志、專

志分入各國史地

.4 土產；紀念品

.5 旅行社；導遊

遊藝及休閒活動

遊藝及休閒活動
Recreation  and  Lei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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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6 觀光設施

.61 觀光旅館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中

國縣市表、臺灣縣市表複分

餐旅業、各旅館之營業入

489.2

.62 民宿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中國縣

市表、臺灣縣市表複分

.65 觀光果園；休閒農場

.7 旅行各論

.71 徒步旅行 Hiking
郊遊、遠足入此

.72 自行車旅行

.73 汽車旅行

.74 火車旅行

.75 乘船旅行

.76 航空旅行

太空旅行入此

.77 登山

.775 野外求生

.78 露營 Camping

.79 其他

.791 溯溪

.8 自助旅行

.9 各國觀光事業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993  戶外活動 Outdoor games
此類以業餘消遣之各項陸上運動

為主；野外活動、民俗遊戲入此

球賽、田徑賽入 528.9

.1 騎術 Horsemanship
（Equestrian sports）

.14 跳躍 Jumping

.15 賽馬 Horse racing

.16 賽狗 Dog racing

993.18 其他動物競賽

.19 鬥牛 Bull-fighting

.2 賽車

.25 機車賽

.26 自由車賽

.3 射擊 Shooting

.31 射箭：弓道 Archery

.35  射鎗

.36  生存遊戲

野戰遊戲、漆彈射擊入此

.4 投擲之戲

.41 投壼
書例：壺譜（李孝元）、壺

史（郭元鴻）

.42 投扇

.43 投箭 Dart

.44 扯鈴；陀螺 Top-spinning

.45 飛盤

.5 球類運動

.52 高爾夫球 Golf

.53 回力球

.6 傳統體育

鞦韆、蹴踘入此

.61 踢毽子

.62 風箏

.63 跳繩

.69 其他

.7 釣魚 Fishing；狩獵 Hunting

.71 釣魚
魚拓入此

捕撈漁業入 438.3

.75 狩獵
獵業入 437.9

.79 賞鳥

.8 空中運動 Air sports
有關空中運動之場所介紹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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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其運動之理論、方法、教

學等入 528.969

993.81 高空彈跳

.82 跳傘

.83 滑翔翼

.84 熱氣球

.85 高低空繩索

.86 飛行傘

.9 其他戶外活動

.91 慢跑 Jogging

.92 健走

.93 攀岩

.94 滑輪運動 Roller skating

競速滑輪 ( 如直排輪 )、平

地花式入此

花式溜冰入 994.45

.95 極限運動 Extreme  sports

.951 極限運動競賽

.952 滑雪板 Snowboarding

.953 滑板

.954 直排輪

非極限直排輪入 993.94

.955 越野單車

.96 定向運動 Orientation

994  水上運動 Water sports
有關潛水、滑水、衝浪、划船、

溜冰、滑雪、冰球等水上運動之場

所介紹入此

有關其運動之理論、方法、教學

等入 528.96；游泳入 528.961

.1 划船，賽船 Boating
獨木舟（Canoeing）、手划艇

（Rowboating）、帆船（Sailboating）

、泛舟、風浪板入此

.2 快艇；遊艇 Motorboating

遊藝及休閒活動

同：汽艇

994.3 潛水；浮潛

.4 溜冰 Skating
同：滑冰

溜冰場入此

.45 花式溜冰

.5 冰球

冰上曲棍球、冰上馬球入此

.6 滑雪 Skiing
滑雪場入此

.7 水球 Water-polo

.8 水域活動 Beach activities
海水浴場入此

.818 衝浪

.82 水上摩托車

.83 滑水

.84 沙灘排球

.9 其他

995  室內遊戲 Indoor games
跳舞入 976

.1 社交集會 Party
餐會、舞會、餘興活動入此

.2 酒令 Wine games
宴席遊戲入此

.3 紙牌戲 Card games
總論入此；博戲性者入 998.3

.4 橋牌 Bridge

.5 撲克牌 Poker

.6 克利拜基 Cribbage；攸格

Euchre 等各種紙牌

.7 保齡球 Bowing
同：滾球、廊球

.8 撞球；彈珠 Billiard
柏青哥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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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81 花式撞球

.9 其他

.91 吃角子老虎

996  兒童遊戲 Children's games
或入 523.13

.2 捉迷藏 Hide-and-seek

997  智力遊戲 Games of skill
.1 棋藝 Chess games

總論入此，專論入 997.11-.19

.11 圍棋

.12 象棋

.13 軍棋

.16 西洋棋 Chess

.19 其他棋類遊戲

跳棋入此

.2 拼圖；七巧板（圖）

.3 骨牌 Rubic's cube

.4 謎語；文藝遊戲

燈謎（文虎、燈虎）、字謎、

成語接龍等入此

.5 結繩；挑繩

.6 數學遊戲

.7 填字遊戲

.8 電動玩具

包括電視遊樂器、掌上遊樂

器、電視電腦兩用之遊戲機及遊

戲等，例如 PS2,Xbox,Wii,NDS/

NDSL,Game Boy 等相關遊戲機及

遊戲入此

.82 電腦遊戲

依遊戲名稱排

限用電腦操作之遊戲，例

如：任天堂、大富翁、魔獸爭

霸等入此；網路遊戲亦入此

電腦遊戲程式設計入 312.8

.9 其他

團體遊戲、繞口令、猜拳、划

拳入此

998  博戲 Gambling games of
chances

.01 博戲理論

.09 各國博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 骰子；西洋雙陸 Backgammon

.2 輪盤 Roulette

.3 牌戲

博戲性質者，如法羅牌（Faro）

等入此；紙牌泛論入 995.3

.4 麻將 Mah-jong

.5 馬吊；雙陸

.6 牙牌；葉子

.7 賓果 Bingo

.8 骨牌 Dominoes

.9 其他

999  業餘遊玩 Hobbies；民俗

藝術 Folk arts
集郵入 557.645-.649；剪貼藝

術入 972.2；折紙、扎紙入 972.1

.1 古玩

單種古玩入此

總論古玩入 790，古玩彙編入

791，其圖錄彙編入 791.3

.2 各種蒐集

.21 雅石

同：奇石、珍石、案石、觀賞石

參 見 473 石 材 工 藝；794 石

（刻）；794.61 石畫；934 石雕；

971.8 盆景（盆石）

.3 食道樂

.4 逛街；購物

.5 日光浴；天體營

.6 泥工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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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7 木工遊玩

.8 金工遊玩

.9 廢物利用

遊藝及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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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總論複分表 
 

Table of Standard Subdivisions 
 

各類各目之總論除另行註明者外，皆得依此表複分之，複分時，一般以本表複分號碼添

加於類號之後即可，惟類號末位數為一個“0”或二個“0”者，除表中特別註明外，其“0”

可省略之。例如園藝學類號為 435，園藝學教育類號為 435.03，園藝學會為 435.064，園

藝學史為 435.09，中國園藝學史為 435.092；醫學類號為 410，醫學期刊為 410.5（非 410.05），

醫學叢書為 410.8（非 410.08）；社會科學類號為 500，社會科學辭典為 504（非 500.4），

社會科學期刊為 505（非 500.5） 

  惟如已按總論複分立類者，例如宗教哲學（211）、佛教史（228）、教育法規（526.2）、

經濟史地（552）、政治思想史（570.9）等，則不必再依本表複分之，又凡總論複分時，其

詳細之程度，應視圖書館之需要而定，不必各類皆一致詳細也  
 
 
 
 
01 哲學與理論 

方法論入此 

011 系統 

012 價值 

013 語言符號與溝通媒介 
專門術語、專門符號入此， 

辭典入041 
014 心理觀點 

015 社會觀點 

016 各科觀點 
得依學科複分，心理觀點入 

014，社會觀點入015 
018 分類派別 

019 思想史 

02 參考工具 
年表入此 

021 目錄；索引 
用語索引入此 

022 問題集 
包括問題、習題、試題、解 

答、題解、問答、測驗、作 

業、練習等 
023 法規 

025 圖錄 

包括圖鑑、圖集、圖譜、圖 
解、圖表、照片、地圖等 

026      手冊；指南；名錄 
便覽、一覽表入此 

028      統計 

029      資料處理 

03     教育及研究 

031      研究法 

032      學校 

033      教學法 

034      實驗 

035      設備及用品 

036      標本 

037      教科書；學習用書 

038      課程及教材 

039      推廣 

04     辭典；百科全書 

041      辭典 

042      百科全書 
類書入此 

[043]     用語索引 

044      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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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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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表  

中文圖書分類法 
 
 
05     連續性出版品；期刊 
058      年鑑 

06     機關；團體；會議 

061      政府機關 

062      國立及公立研究所 

063      私立研究所 

064      會社；學會 

065      會議 

066      展覽會 

067      圖書館 

068      博物館 
以上所有機關會社均得依國 

分，依其名稱排，並得再依機 
關出版品排列表排列 

069      國際機構 
0692-0697 依世界區域及分 

國表複分 

07     論文集 
包括論叢、論集、散論、論萃、 

文集、文選、選集、選輯、選粹、 

選編、叢編、粹編、演講集等 

08     叢書 

087      兒童用叢書 

09     歷史及現況 
0901-0908 依西洋時代表複分 

092-097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複分 

092      中國 
09201-09208依中國時代表 

複分 
0921-0926依中國省區表複分 

0933       臺灣 

099      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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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中國時代表（第一法） 
 

 

附表二 中國時代表（第一法） 
 

凡表中註「依中國時代表複分」者用之，中小型圖書館以選用“簡表”為原則，其餘以選用 

“詳表”為原則 
 
 
 
 
簡表 
1 先秦；上古 

2 漢及三國；中古 

3 晉及南北朝 

4 唐及五代 

5 宋遼金元；近古 

6 明 

7 清；近代 

8 民國；現代 
 

詳表 

1 先秦 Ancient（to 221 B.C.）； 
上古 

13 夏（21st-16th century B.C.） 

14 商（殷）（16th-11th century 

B.C.） 

15 周（11th century-249 B.C.） 

17 春秋（770-475 B.C.） 

18 戰國（453-221 B.C.） 

19 秦（221-206 B.C.） 

2 漢及三國 Han, Three Kingdoms 
（206 B.C.-280 A.D.）；中古 

21 西漢（206 B.C.-8 A.D.） 

219 新（8-23） 

22 東漢（25-220） 

23 三國（220-280） 

24 魏（220-265） 

25 蜀（221-263） 

26       吳（222-280） 
3      晉及南北朝 Chin, South-North 

Dynasties（265-588） 
六朝（222-588）入此 

31       晉（265-420） 

311        西晉（265-317） 

32       東晉（317-420） 

33       五胡十六國（304-439） 

34       南北朝（386-588） 

35       南朝（420-588） 

351        劉宋（420-479） 

352        南齊（479-502） 

353        梁（502-557） 

354        陳（557-589） 

36       北朝（386-581） 

361        北魏（386-534） 

362        東魏（534-550） 

363        西魏（535-557） 

364        北齊（550-577） 

365        北周（557-581） 

37         隋（581-618） 

4     唐及五代 T'ang, Five Dynasties 
（618-960） 

41       唐（618-907） 

411        初唐（618-713） 

414        盛唐（713-766） 

415        中唐（766-827） 

417        晚唐（827-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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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分類法 
 
 
05     連續性出版品；期刊 
058      年鑑 

06     機關；團體；會議 

061      政府機關 

062      國立及公立研究所 

063      私立研究所 

064      會社；學會 

065      會議 

066      展覽會 

067      圖書館 

068      博物館 
以上所有機關會社均得依國 

分，依其名稱排，並得再依機 
關出版品排列表排列 

069      國際機構 
0692-0697 依世界區域及分 

國表複分 

07     論文集 
包括論叢、論集、散論、論萃、 

文集、文選、選集、選輯、選粹、 

選編、叢編、粹編、演講集等 

08     叢書 

087      兒童用叢書 

09     歷史及現況 
0901-0908 依西洋時代表複分 

092-097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複分 

092      中國 
09201-09208依中國時代表 

複分 
0921-0926依中國省區表複分 

0933       臺灣 

099      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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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中國時代表（第一法） 
 

 

附表二 中國時代表（第一法） 
 

凡表中註「依中國時代表複分」者用之，中小型圖書館以選用“簡表”為原則，其餘以選用 

“詳表”為原則 
 
 
 
 
簡表 
1 先秦；上古 

2 漢及三國；中古 

3 晉及南北朝 

4 唐及五代 

5 宋遼金元；近古 

6 明 

7 清；近代 

8 民國；現代 
 

詳表 

1 先秦 Ancient（to 221 B.C.）； 
上古 

13 夏（21st-16th century B.C.） 

14 商（殷）（16th-11th century 

B.C.） 

15 周（11th century-249 B.C.） 

17 春秋（770-475 B.C.） 

18 戰國（453-221 B.C.） 

19 秦（221-206 B.C.） 

2 漢及三國 Han, Three Kingdoms 
（206 B.C.-280 A.D.）；中古 

21 西漢（206 B.C.-8 A.D.） 

219 新（8-23） 

22 東漢（25-220） 

23 三國（220-280） 

24 魏（220-265） 

25 蜀（221-263） 

26       吳（222-280） 
3      晉及南北朝 Chin, South-North 

Dynasties（265-589） 
六朝（222-589）入此 

31       晉（265-420） 

311        西晉（265-317） 

32       東晉（317-420） 

33       五胡十六國（304-439） 

34       南北朝（386-589） 

35       南朝（420-589） 

351        劉宋（420-479） 

352        南齊（479-502） 

353        梁（502-557） 

354        陳（557-589） 

36       北朝（386-581） 

361        北魏（386-534） 

362        東魏（534-550） 

363        西魏（535-557） 

364        北齊（550-577） 

365        北周（557-581） 

37         隋（581-618） 

4     唐及五代 T'ang, Five Dynasties 
（618-960） 

41       唐（618-907） 

411        初唐（618-713） 

414        盛唐（713-766） 

415        中唐（766-827） 

417        晚唐（827-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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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分類法 
 
 
42 五代十國（907-979） 
43 五代（907-960） 

後梁、後唐、後晉、後漢、 

後周 
48 十國（891-979） 

吳、前蜀、南漢、閩、吳 

越 、 楚 、 南 平 （ 荊 南 ）、 後 
蜀、南唐、北漢 

5 宋遼金元 Sung, Liao, Chin, 
Yuan（960-1368）；近古 

51 北宋（960-1127） 

52 南宋（1127-1279） 

53 西夏（1032-1227） 

54 遼、金、元（916-1368） 

55 遼（916-1125） 

56 金（1115-1234） 

57 元（1271-1368） 

6 明 Ming（1368-1644） 
69 南明（1644-1661） 

7 清 Ch'ing（1644-1911）；近代 
71 清前期（1616-1840） 

76 清後期（1840-1911） 

8 民國 Republic（1912- ）； 
現代 

82 民國三十八年以前（1912- 
1949） 

86 民國三十八年以後（1949- ） 

87 中共建國以後（1949- ） 
 
 
 
 

通  

用  

複  

分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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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中國時代表（第二法） 
 

 

附表二 中國時代表（第二法） 
 

凡表中註「依中國時代表複分」者用之，中小型圖書館以選用“簡表”為原則，其餘以選用 

“詳表” 
 
 
 
 
簡表 

1 先秦；上古 

2 秦漢；中古 

3 魏晉南北朝 

4 隋唐五代 

5 宋遼金元；近古 

6 明 

7 清；近代 

8 民國；現代 
 

詳表 

1 先秦 Ancient（to 221 B.C.）； 
上古 

13 夏（21st-16th century B.C.） 

14 商（殷）（16th-11th century 

B.C.） 

15 周（11th century-249 B.C.） 

17 春秋（770-475 B.C.） 

18 戰國（453-221 B.C.） 

2 秦漢 Ch'in, Han（221 B.C.-220 
A.D.）；中古 

209 秦（221-206 B.C.） 

21 西漢（206 B.C.-8 A.D.） 

219 新（8-23） 

22 東漢（25-220） 

3 魏晉南北朝 Wei, Chin, South- 
North Dynasties（220-589） 

六朝（222-589）入此 

303        三國（220-280） 
304        魏（220-265） 

305        蜀（221-263） 

306        吳（222-280） 

31       晉（265-420） 

311        西晉（265-317） 

32       東晉（317-420） 

33       五胡十六國（304-439） 

34       南北朝（386-589） 

35       南朝（420-589） 

351        劉宋（420-479） 

352        南齊（479-502） 

353        梁（502-557） 

354        陳（557-589） 

36       北朝（386-581） 

361        北魏（386-534） 

362        東魏（534-550） 

363        西魏（535-557） 

364        北齊（550-577） 

365        北周（557-581） 

4     隋唐五代 Sui, T'ang, Five 
Dynasties（581-960） 

407        隋（581-618） 

41       唐（618-907） 

411        初唐（618-713） 

414        盛唐（713-766） 

415        中唐（766-827） 

417        晚唐（827-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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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分類法 
 
 
42 五代十國（907-979） 
43 五代（907-960） 

後梁、後唐、後晉、後漢、 

後周 
48 十國（891-979） 

吳、前蜀、南漢、閩、吳 

越 、 楚 、 南 平 （ 荊 南 ）、 後 
蜀、南唐、北漢 

5 宋遼金元 Sung, Liao, Chin, 
Yuan（960-1368）；近古 

51 北宋（960-1127） 

52 南宋（1127-1279） 

53 西夏（1032-1227） 

54 遼、金、元（916-1368） 

55 遼（916-1125） 

56 金（1115-1234） 

57 元（1271-1368） 

6 明 Ming（1368-1644） 
69 南明（1644-1661） 

7 清 Ch'ing（1644-1911）；近代 
71 清前期（1616-1840） 

76 清後期（1840-1911） 

8 民國 Republic（1912- ）； 
現代 

82 民國三十八年以前（1912- 
1949） 

86 民國三十八年以後（1949- ） 

87 中共建國以後（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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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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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中國時代表（第二法） 
 

凡表中註「依中國時代表複分」者用之，中小型圖書館以選用“簡表”為原則，其餘以選用 

“詳表” 
 
 
 
 
簡表 

1 先秦；上古 

2 秦漢；中古 

3 魏晉南北朝 

4 隋唐五代 

5 宋遼金元；近古 

6 明 

7 清；近代 

8 民國；現代 
 

詳表 

1 先秦 Ancient（to 221 B.C.）； 
上古 

13 夏（21st-16th century B.C.） 

14 商（殷）（16th-11th century 

B.C.） 

15 周（11th century-249 B.C.） 

17 春秋（770-475 B.C.） 

18 戰國（453-221 B.C.） 

2 秦漢 Ch'in, Han（221 B.C.-220 
A.D.）；中古 

209 秦（221-206 B.C.） 

21 西漢（206 B.C.-8 A.D.） 

219 新（8-23） 

22 東漢（25-220） 

3 魏晉南北朝 Wei, Chin, South- 
North Dynasties（220-589） 

六朝（222-589）入此 

303        三國（220-280） 
304        魏（220-265） 

305        蜀（221-263） 

306        吳（222-280） 

31       晉（265-420） 

311        西晉（265-317） 

32       東晉（317-420） 

33       五胡十六國（304-439） 

34       南北朝（386-589） 

35       南朝（420-589） 

351        劉宋（420-479） 

352        南齊（479-502） 

353        梁（502-557） 

354        陳（557-589） 

36       北朝（386-581） 

361        北魏（386-534） 

362        東魏（534-550） 

363        西魏（535-557） 

364        北齊（550-577） 

365        北周（557-581） 

4     隋唐五代 Sui, T'ang, Five 
Dynasties（581-960） 

407        隋（581-618） 

41       唐（618-907） 

411        初唐（618-713） 

414        盛唐（713-766） 

415        中唐（766-827） 

417        晚唐（827-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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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分類法 
 
 
42 五代十國（907-979） 
43 五代（907-960） 

後梁、後唐、後晉、後漢、 

後周 

48 十國（891-979） 
吳、前蜀、南漢、閩、吳 

越 、 楚 、 南平 （ 荊南 ）、 後 
蜀、南唐、北漢 

5 宋遼金元 Sung, Liao, Chin, 
Yuan（960-1368）；近古 

51 北宋（960-1127） 

52 南宋（1127-1279） 

53 西夏（1032-1227） 

54 遼、金、元（916-1368） 

55 遼（916-1125） 

56 金（1115-1234） 

57 元（1271-1368） 

6 明 Ming（1368-1644） 
69 南明（1644-1661） 

7 清 Ch'ing（1644-1911）；近代 
71 清前期（1616-1840） 

76 清後期（1840-1911） 

8 民國 Republic（1912- ）； 
現代 

8 2 民國三十八年以前（1912- 
1949） 

86 民國三十八年以後（1949- ） 

87 中共建國以後（1949- ）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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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西洋時代表 
 

凡表中註「依西洋時代表複分」者用之 
 
 
 
 
 

1 古代 Ancient（to 476） 
希臘、羅馬入此 

3 中世紀 Medieval；Middle Ages 
（476-1453） 

32 五至八世紀 5th-8th century 

33 九世紀 9th century 
封建時期入此 

34 十世紀 10th century 

35 十一、十二世紀 11th-12th 
century 

十字軍(1096-1270)入此 

37 十三世紀 13th century 

38 十四世紀 14th century 

4 近代（1453- ） 
十五、十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 

期入此 

5      十七世紀 17th century 
6      十八世紀 18th century 
7      十九世紀 19th century 
8      二十世紀 20th century 
82       第一次世界大戰 World War I 

（1914-1918） 

83       一九一八年以後（1918-1939） 

84       第二次世界大戰 World War II 

（1939-1945） 

85       一九四五年以後（1945-2000） 

9      二十一世紀（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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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五代十國（907-979） 
43 五代（907-960） 

後梁、後唐、後晉、後漢、 

後周 

48 十國（891-979） 
吳、前蜀、南漢、閩、吳 

越 、 楚 、 南平 （ 荊南 ）、 後 
蜀、南唐、北漢 

5 宋遼金元 Sung, Liao, Chin, 
Yuan（960-1368）；近古 

51 北宋（960-1127） 

52 南宋（1127-1279） 

53 西夏（1032-1227） 

54 遼、金、元（916-1368） 

55 遼（916-1125） 

56 金（1115-1234） 

57 元（1271-1368） 

6 明 Ming（1368-1644） 
69 南明（1644-1661） 

7 清 Ch'ing（1644-1911）；近代 
71 清前期（1616-1840） 

76 清後期（1840-1911） 

8 民國 Republic（1912- ）； 
現代 

8 2 民國三十八年以前（1912- 
1949） 

86 民國三十八年以後（1949- ） 

87 中共建國以後（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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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西洋時代表 
 

凡表中註「依西洋時代表複分」者用之 
 
 
 
 
 

1 古代 Ancient（to 476） 
希臘、羅馬入此 

3 中世紀 Medieval；Middle Ages 
（476-1453） 

32 五至八世紀 5th-8th century 

33 九世紀 9th century 
封建時期入此 

34 十世紀 10th century 

35 十一、十二世紀 11th-12th 
century 

十字軍(1096-1270)入此 

37 十三世紀 13th century 

38 十四世紀 14th century 

4 近代（1453- ） 
十五、十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 

期入此 

5      十七世紀 17th century 
6      十八世紀 18th century 
7      十九世紀 19th century 
8      二十世紀 20th century 
82       第一次世界大戰 World War I 

（1914-1918） 

83       一九一八年以後（1918-1939） 

84       第二次世界大戰 World War II 

（1939-1945） 

85       一九四五年以後（1945-2000） 

9      二十一世紀（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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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日本時代表 
 

凡表中註「依日本時代表複分」者用之 
 
 
 
 
 

1 太古及上古：神代（to 645） 
2 中古：大化－平安（645-1192） 
21 大化時代（645-710） 

25 奈良時代（710-784） 

3 平安時代（784-1192） 
4 近古：鎌倉－桃山（1192- 

1600） 

41 鎌倉時代（1192-1333） 

47 建武中興及南北朝時代 

（1334-1392） 

5 室町及安土桃山時代（1392- 
1600） 

1573） 
54       戰國時代（1467-1573） 

55       安土桃山：「織田豐臣」時代 

（1573-1600） 

6      近世：江戶「德川」時代 
（1600-1868） 

7      現代：明治時代及其後 
（1868-    ） 

71       明治（1868-1912） 

76      大正（1912-1926） 

78      昭和（1926-1989） 

79      平成（1989-   ） 
 

51 室町「足利時代」（1392- 
 
 
 
 

附表五 韓國時代表 

 
凡表中註「依韓國時代表複分」者用之 
 
 

 
 
 

通  

用  

複  

分  

表  

1      太古：原始時代 
2      上古（to 313） 
21       古朝鮮（to 108 B.C.） 

檀君，箕子，衛氏 

23       漢四郡（108 B.C.-313） 
樂浪，臨屯，真番，玄菟 

3      中古（313- 918） 
31       三韓 

馬韓、辰韓、弁韓 

33       三國 
新羅、高句麗、百濟 

4      高麗時代（918-1392） 
5      朝鮮時代（1392-1910） 
6      日本統治時期（1910-1945） 
7      大韓民國（1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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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中國省區表 
 

 

附表六 中國省區表 
 

凡表中註「依中國省區表複分」者用之 
 
 
 
 
 

1 華北地區 
黃河流域入此 

11 河北省（冀、燕） 

12 山東省（魯） 

13 河南省（豫） 

14 山西省（晉） 

15 陝西省（陝、秦） 

16 甘肅省（甘、隴） 

2 華中地區 
長江流域入此 

21 江蘇省（蘇） 

22 安徽省（皖） 

23 浙江省（浙） 

24 江西省（贛） 

25 湖北省（鄂） 

26 湖南省（湘） 

27 四川省（川、蜀） 

28 西康省（康） 
併入西藏自治區、四川省 

3 華南地區 
珠江流域入此 

31 福建省（閩） 

33 廣東省（粵） 

34 廣西壯族自治區（桂） 

35 雲南省（雲、滇） 

36 貴州省（貴、黔） 

37 海南省（瓊） 
原為海南特別行政區，1989 

年改制 
南海諸島、四沙群島入此 

38       香港特別行政區（港） 
39       澳門特別行政區（澳） 

4      東北地區 
滿洲入此 

41       遼寧省（遼） 

42       吉林省（吉） 

43       黑龍江省（黑） 

44       遼北省（洮） 
今併入遼寧省、內蒙古自治區 

45       安東省（安） 
今併入遼寧省、吉林省 

46       松江省（松） 
今併入吉林省、黑龍江省 

47       合江省（合） 
今併入黑龍江省 

48       嫩江省（嫩） 
今併入黑龍江省 

49       興安省（興） 
今併入內蒙古自治區 

5      塞北地區 
51       蒙古（蒙） 

[52]      外蒙 
宜入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53       內蒙古自治區 

54       熱河省（熱） 
大部分併入內蒙古自治區， 

小部分併入遼寧省、河北省 

55       察哈爾省（察） 
大部分併入內蒙古自治區， 

小部分併入河北省 

56       綏遠省（綏） 
今併入內蒙古自治區 

通
用
複
分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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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日本時代表 
 

凡表中註「依日本時代表複分」者用之 
 
 
 
 
 

1 太古及上古：神代（to 645） 
2 中古：大化－平安（645-1192） 
21 大化時代（645-710） 

25 奈良時代（710-784） 

3 平安時代（784-1192） 
4 近古：鎌倉－桃山（1192- 

1600） 

41 鎌倉時代（1192-1333） 

47 建武中興及南北朝時代 

（1334-1392） 

5 室町及安土桃山時代（1392- 
1600） 

1573） 
54       戰國時代（1467-1573） 

55       安土桃山：「織田豐臣」時代 

（1573-1600） 

6      近世：江戶「德川」時代 
（1600-1868） 

7      現代：明治時代及其後 
（1868-    ） 

71       明治（1868-1912） 

76      大正（1912-1926） 

78      昭和（1926-1989） 

79      平成（1989-   ） 
 

51 室町「足利時代」（1392- 
 
 
 
 

附表五 韓國時代表 

 
凡表中註「依韓國時代表複分」者用之 
 
 

 
 
 

通  

用  

複  

分  

表  

1      太古：原始時代 
2      上古（to 313） 
21       古朝鮮（to 108 B.C.） 

檀君，箕子，衛氏 

23       漢四郡（108 B.C.-313） 
樂浪，臨屯，真番，玄菟 

3      中古（313- 918） 
31       三韓 

馬韓、辰韓、弁韓 

33       三國 
新羅、高句麗、百濟 

4      高麗時代（918-1392） 
5      朝鮮時代（1392-1910） 
6      日本統治時期（1910-1945） 
7      大韓民國（1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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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中國省區表 
 

 

附表六 中國省區表 
 

凡表中註「依中國省區表複分」者用之 
 
 
 
 
 

1 華北地區 
黃河流域入此 

11 河北省（冀、燕） 

12 山東省（魯） 

13 河南省（豫） 

14 山西省（晉） 

15 陝西省（陝、秦） 

16 甘肅省（甘、隴） 

2 華中地區 
長江流域入此 

21 江蘇省（蘇） 

22 安徽省（皖） 

23 浙江省（浙） 

24 江西省（贛） 

25 湖北省（鄂） 

26 湖南省（湘） 

27 四川省（川、蜀） 

28 西康省（康） 
併入西藏自治區、四川省 

3 華南地區 
珠江流域入此 

31 福建省（閩） 

33 廣東省（粵） 

34 廣西壯族自治區（桂） 

35 雲南省（雲、滇） 

36 貴州省（貴、黔） 

37 海南省（瓊） 
原為海南特別行政區，1989 

年改制 
南海諸島、四沙群島入此 

38       香港特別行政區（港） 
39       澳門特別行政區（澳） 

4      東北地區 
滿洲入此 

41       遼寧省（遼） 

42       吉林省（吉） 

43       黑龍江省（黑） 

44       遼北省（洮） 
今併入遼寧省、內蒙古自治區 

45       安東省（安） 
今併入遼寧省、吉林省 

46       松江省（松） 
今併入吉林省、黑龍江省 

47       合江省（合） 
今併入黑龍江省 

48       嫩江省（嫩） 
今併入黑龍江省 

49       興安省（興） 
今併入內蒙古自治區 

5      塞北地區 
51       蒙古（蒙） 

[52]      外蒙 
宜入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53       內蒙古自治區 

54       熱河省（熱） 
大部分併入內蒙古自治區， 

小部分併入遼寧省、河北省 

55       察哈爾省（察） 
大部分併入內蒙古自治區， 

小部分併入河北省 

56       綏遠省（綏） 
今併入內蒙古自治區 

通
用
複
分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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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寧夏回族自治區（寧） 
6 西部地區 

西域入此 

61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新） 

65 青海省（青） 

66 西藏自治區（藏） 
 備註：1949 年以後省區之變

遷如下： 
 1. 1949 年 12 月宣布成立平

原省（魯西南、豫北及冀南的

接壤地區），將東北歸併為遼

東、遼西、吉林、黑龍江及松

江 5省 

 
 

 2. 1952 年 11 月撤銷平原省

及察哈爾省（併入內蒙古自治

區）。 
 3. 1954 年 6 月撤銷綏遠省

（併入內蒙古自治區）、松江省

（併入吉林省），合併遼東、遼

西為遼寧省 
 4. 1955 年 7 月決定撤銷西

康省（併入西藏自治區），12 月

正式撤銷熱河省（併入內蒙古自

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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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寧夏回族自治區（寧） 
6 西部地區 

西域入此 

61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新） 

65 青海省（青） 

66 西藏自治區（藏） 
 備註：1949 年以後省區之變

遷如下： 
 1. 1949 年 12 月宣布成立平

原省（魯西南、豫北及冀南的

接壤地區），將東北歸併為遼

東、遼西、吉林、黑龍江及松

江 5省 

 
 

 2. 1952 年 11 月撤銷平原省

及察哈爾省（併入內蒙古自治

區）。 
 3. 1954 年 6 月撤銷綏遠省

（併入內蒙古自治區）、松江省

（併入吉林省），合併遼東、遼

西為遼寧省 
 4. 1955 年 7 月決定撤銷西

康省（併入西藏自治區），12 月

正式撤銷熱河省（併入內蒙古自

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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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11 河北省 

（今名）（原名．別名） 
671.09  北京市 北平．燕京 

102 順天府；北平府 

103 大興縣 大興區 析津縣 

105 豐臺區 宛平縣 

123 通州區 通縣 通州 通州市 

127 昌平區 昌平州 昌平縣 

129 延慶縣 延慶州 原屬察哈爾省 

133 順義區 順義縣 

135 密雲縣 

137 懷柔縣 

139 房山區 房山縣 奉先縣 周口 

店區 良鄉縣 

141 平谷縣 

150 廊坊地區 

151 安次縣 東安縣 

153 永清縣 

155 香河縣 
157 三河市 三河縣 
159 霸州市 霸州 霸縣 
161 廊坊市 

163 文安縣 新鎮縣 

167 大城縣 

169 固安縣 方城縣 

171 大廠回族自治縣 大廠縣 
181 天津市 

183 漢沽區 漢沽市 

191 薊縣 薊州 

193 寧河縣 

195 武清縣 

197    寶坻縣 寶抵縣 
199    靜海縣 會川縣 

200    天津府 

201    天津縣 

202    滄州地區 
203    滄州市 

205    青縣 

207    滄縣  滄州 

209    鹽山縣 高成縣 

211    海興縣 

213    南皮縣 
215    黃驊市 黃驊縣 新海設治局 

216    河間府 
217    河間市 河間縣 

219    獻縣 

221    肅寧縣 
223    任丘市 任邱縣 
225    泊頭市 
227    交河縣 

229    孟村回族自治縣 孟村縣 

231    東光縣 

233    吳橋縣 

235    唐山地區 
237    唐山市 

238    永平府 

239    盧龍縣 新昌縣 
241    遷安市 遷安縣 安喜縣 

243    遷西縣 

245    唐海縣 柏各莊農墾區 

247    撫寧縣 

249     昌黎縣 廣寧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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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灤縣 灤州 
252    灤南縣 

253    樂亭縣 
254    秦皇島市 秦榆市 
257    遵化市 遵化州 遵化縣 
261    豐潤縣 

263    玉田縣 
265    豐南市 豐南縣 
267    辛集市 鹿城縣 束鹿縣 
269    高邑縣 

271    趙縣 
273    高碑店市 新城縣 

300    保定府；保定地區 
301    保定市 

302    清苑縣 

303    滿城縣 永樂縣 

305    徐水縣 安肅縣 

307    定興縣 

309    唐縣 
311    涿州市 涿縣 
313    博野縣 

315    望都縣 慶都縣 

317    容城縣 

319    完縣 

321    蠡縣 

323    雄縣 
325    安國市 安國縣 祁縣 
327    安新縣 安州 

328    阜平縣 

329    高陽縣 

330    石家莊地區 
331    石家莊市 石門市 
332    正定府 
333    正定縣 真定縣 
335    鹿泉市 鹿泉縣 獲鹿縣 
337    井陘縣 

 
 

339    深澤縣 晉深縣 

341    欒城縣 關縣 

343    行唐縣 

345    靈壽縣 

347    平山縣 房山縣 

349    元氏縣 

351    贊皇縣 
353    晉州市 晉州 晉縣 晉深縣 

355    無極縣 毋極縣 
357    蒿城市 蒿城縣 
359    新樂市 新樂縣 

361    易縣 易州 

363    淶水縣 

365    淶源縣 廣昌縣 
367    定州市 定州 定縣 

369    曲陽縣 

370    衡水地區 

371    衡水市 衡水縣 
373    深州市 深州 深縣 

375    武陽縣 

377    饒陽縣 

379    安平縣 

381    景縣 

383    阜城縣 

385    故城縣 

387    棗強縣 

389    武邑縣 
391    冀州市 冀縣 

393    順平縣 

395    武強縣 

410    邢台地區 
411   邢台市 

412    順德府 

413    邢台縣 龍岡縣 
415    沙河市 沙河縣 

417    南和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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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平鄉縣 

421 廣宗縣 

423 巨鹿縣 鉅鹿縣 

425 隆堯縣 隆平縣 堯山縣（唐山縣） 

427 內丘縣 

429 任縣 

431 柏鄉縣 

433 臨城縣 

435 寧晉縣 

437 臨西縣 原屬山東省 

441 南宮市 南宮縣 

443 新河縣 

445 威縣 

447 清河縣 

450 邯鄲地區 

451 邯鄲市 峰峰市 
453 邯鄲縣 

456 大名府 

457 大名縣 

460 廣平府 

461 永年縣 

463 曲周縣 

465 肥鄉縣 

467 雞澤縣 

469 廣平縣 

473 成安縣 

475 磁縣  磁州 

479 魏縣 

481 館陶縣 

483 邱縣 丘縣 

485 涉縣 

487 臨漳縣 
489 武安市 武安縣 

500 張家口地區 

501 張家口市 原屬察哈爾省 

503 張北縣 張家口廳 原屬察哈爾省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505    崇禮縣 崇禮設治局 原屬察哈 

爾省 

507    沽源縣 獨石口 獨石口廳 獨 

石縣 原屬察哈爾省 

509    涿鹿縣 保安州 保安縣 原屬 

察哈爾省 

511    康保縣 原屬察哈爾省 

521    宣化縣 宣德縣 

523    赤城縣 望城縣 原屬察哈爾省 

527    懷來縣 原屬察哈爾省 

529    陽原縣 西寧縣 原屬察哈爾省 

531    懷安縣 原屬察哈爾省 

533    蔚縣  蔚州 原屬察哈爾省 

535    尚義縣 尚義設治局 原屬察哈 

爾省 

537    萬全縣 原屬察哈爾省 

600    承德府；承德地區 
601    承德市 原屬熱河省 

603    承德縣 原屬熱河省 

605    灤平縣 原屬熱河省 

607    平泉縣 平泉州 原屬熱河省 

609    隆化縣 原屬熱河省 

671    豐寧滿族自治縣 豐寧縣 原屬 

熱河省 

673    興隆縣 

675    青龍滿族自治縣 青龍縣 都山 

設治局 

677    寬城滿族自治縣 寬城縣 

679    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 

圍場廳 圍場縣 原屬熱河省 

12  山東省 

101    濟南市 

102    濟南府 

103    歷城縣 併入南市 

109    淄博市 淄川縣 臨淄縣 淄博 

工礦特區 歷城縣入此 

通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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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灤縣 灤州 
252    灤南縣 

253    樂亭縣 
254    秦皇島市 秦榆市 
257    遵化市 遵化州 遵化縣 
261    豐潤縣 

263    玉田縣 
265    豐南市 豐南縣 
267    辛集市 鹿城縣 束鹿縣 
269    高邑縣 

271    趙縣 
273    高碑店市 新城縣 

300    保定府；保定地區 
301    保定市 

302    清苑縣 

303    滿城縣 永樂縣 

305    徐水縣 安肅縣 

307    定興縣 

309    唐縣 
311    涿州市 涿縣 
313    博野縣 

315    望都縣 慶都縣 

317    容城縣 

319    完縣 

321    蠡縣 

323    雄縣 
325    安國市 安國縣 祁縣 
327    安新縣 安州 

328    阜平縣 

329    高陽縣 

330    石家莊地區 
331    石家莊市 石門市 
332    正定府 
333    正定縣 真定縣 
335    鹿泉市 鹿泉縣 獲鹿縣 
337    井陘縣 

 
 

339    深澤縣 晉深縣 

341    欒城縣 關縣 

343    行唐縣 

345    靈壽縣 

347    平山縣 房山縣 

349    元氏縣 

351    贊皇縣 
353    晉州市 晉州 晉縣 晉深縣 

355    無極縣 毋極縣 
357    蒿城市 蒿城縣 
359    新樂市 新樂縣 

361    易縣 易州 

363    淶水縣 

365    淶源縣 廣昌縣 
367    定州市 定州 定縣 

369    曲陽縣 

370    衡水地區 

371    衡水市 衡水縣 
373    深州市 深州 深縣 

375    武陽縣 

377    饒陽縣 

379    安平縣 

381    景縣 

383    阜城縣 

385    故城縣 

387    棗強縣 

389    武邑縣 
391    冀州市 冀縣 

393    順平縣 

395    武強縣 

410    邢台地區 
411   邢台市 

412    順德府 

413    邢台縣 龍岡縣 
415    沙河市 沙河縣 

417    南和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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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平鄉縣 

421 廣宗縣 

423 巨鹿縣 鉅鹿縣 

425 隆堯縣 隆平縣 堯山縣（唐山縣） 

427 內丘縣 

429 任縣 

431 柏鄉縣 

433 臨城縣 

435 寧晉縣 

437 臨西縣 原屬山東省 

441 南宮市 南宮縣 

443 新河縣 

445 威縣 

447 清河縣 

450 邯鄲地區 

451 邯鄲市 峰峰市 
453 邯鄲縣 

456 大名府 

457 大名縣 

460 廣平府 

461 永年縣 

463 曲周縣 

465 肥鄉縣 

467 雞澤縣 

469 廣平縣 

473 成安縣 

475 磁縣  磁州 

479 魏縣 

481 館陶縣 

483 邱縣 丘縣 

485 涉縣 

487 臨漳縣 
489 武安市 武安縣 

500 張家口地區 

501 張家口市 原屬察哈爾省 

503 張北縣 張家口廳 原屬察哈爾省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505    崇禮縣 崇禮設治局 原屬察哈 

爾省 

507    沽源縣 獨石口 獨石口廳 獨 

石縣 原屬察哈爾省 

509    涿鹿縣 保安州 保安縣 原屬 

察哈爾省 

511    康保縣 原屬察哈爾省 

521    宣化縣 宣德縣 

523    赤城縣 望城縣 原屬察哈爾省 

527    懷來縣 原屬察哈爾省 

529    陽原縣 西寧縣 原屬察哈爾省 

531    懷安縣 原屬察哈爾省 

533    蔚縣  蔚州 原屬察哈爾省 

535    尚義縣 尚義設治局 原屬察哈 

爾省 

537    萬全縣 原屬察哈爾省 

600    承德府；承德地區 
601    承德市 原屬熱河省 

603    承德縣 原屬熱河省 

605    灤平縣 原屬熱河省 

607    平泉縣 平泉州 原屬熱河省 

609    隆化縣 原屬熱河省 

671    豐寧滿族自治縣 豐寧縣 原屬 

熱河省 

673    興隆縣 

675    青龍滿族自治縣 青龍縣 都山 

設治局 

677    寬城滿族自治縣 寬城縣 

679    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 

圍場廳 圍場縣 原屬熱河省 

12  山東省 

101    濟南市 

102    濟南府 

103    歷城縣 併入南市 

109    淄博市 淄川縣 臨淄縣 淄博 

工礦特區 歷城縣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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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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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泰安地區 
111    章丘市 章丘縣 高唐縣 

113    寧陽縣 

115    東平縣 
117    肥城市 肥城縣 

119    平陰縣 

121    長清縣 

122    泰安府  
123    泰安市 泰安縣 泰山市 
125    新泰市 新泰縣 新汶市 
126    新汶市 新汶縣 併入新泰市 
127    萊蕪市 萊蕪縣入此 
129    惠民地區 

130    武定府 

131    惠民縣 

133    陽信縣 

135    無棣縣 海豐縣 

136    濱州地區 
137    濱州市 濱州 濱縣入此 

139    利津縣 

141    廣饒縣 樂安縣 

143    沾化縣 

145    蒲臺縣 

149    高青縣 高苑縣．青城縣 

151    博興縣 博昌縣 蒲臺縣入此 

155    博山縣 併入淄博市 

157    鄒平縣 長山縣 

159    墾利縣 

161    桓台縣 桓臺縣 新城縣 

200    濟寧地區 
201    濟寧市 濟寧州 濟寧縣入此 

202    兗州府 
203    兗州市 兗州縣 
205    曲阜市 曲阜縣 魯縣 充州縣 

（滋陽縣）入此 

209    鄒城市 鄒縣 

 
 

211    滕州市 滕縣 蕃縣 

213    泗水縣 卞縣 

215    汶上縣 中都縣 
217    棗莊市 嶧縣 

219    金鄉縣 

221    嘉祥縣 

223    魚台縣 魚臺縣 方與縣 

225    微山縣 

237    荷澤地區 

238    曹州府 
239    荷澤市 荷澤縣 

240    鄄城縣 

241    曹縣 復程縣入此 

243    單縣 

245    成武縣 城武縣 

247    定陶縣 

249    巨野縣 鉅野縣 

250    東昌府 

251    鄆城縣 

253    梁山縣 昆山縣 

255    東明縣 原屬河北省 河南省 

257    復程縣 併入曹縣 

261    臨沂地區 

262    沂州府 
263    臨沂市 臨沂縣 蘭山縣 

269    郯城縣 

271    費縣 

273    蒙陰縣 

275    莒縣 

277    沂水縣 東莞縣 

278    莒南縣 

279    沂南縣 

281    沂源縣 
282    東營市 

283    臨沭縣 臨沐縣 

285    蒼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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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平邑縣 

289 日照市 日照縣入此 

300 聊城地區 

301 聊城市 聊城縣 堂邑縣 

307 茌平縣 博平縣入此 

311 莘縣 觀朝縣入此 

313 冠縣 

317 高唐縣 高唐州 

319 恩縣  併入夏津縣 
321 臨清市 臨清州 臨清縣 清平 

縣入此 

343 東阿縣 東河縣 

347 陽谷縣 陽穀縣 壽張縣入此 

349 壽張縣 併入陽谷縣 

355 觀朝縣（觀城縣．朝城縣）併入 

莘縣 

361 德州地區 

363 德州市 德縣 

371 德平縣 併入臨邑縣 

373 平原縣 

375 陵縣 匡五縣 德縣入此 

377 臨邑縣 德平縣入此 
379 禹城市 禹城縣 高唐縣 
381 樂陵市 樂陵縣 
383 商河縣 滳河縣 

385 夏津縣 恩縣入此 

387 武城縣 

389 寧津縣 臨津縣 原屬河北省 

391 慶雲縣 原屬河北省 

393 齊河縣 齊和縣 

397 濟陽縣 

400 煙臺地區 

401 煙台市 煙臺市 福山縣 牟平 

縣入此 

402 登州府 

403 蓬萊市 蓬萊縣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404    長島縣 長山島特區 
405    龍口市 黃縣 
407    棲霞市 棲霞縣 

408    福山縣 併入煙台市 

409    招遠市 招遠縣 
411    萊陽市 昌陽縣 萊陽縣 五龍 

縣入此 

412    萊西市 萊西縣 

413    牟平縣 寧海縣 併入煙台市 

414    乳山市 乳山縣 

415    威海市 威海縣 威海衛市 威 

海衛行政區 

417    文登市 文登縣 

419    榮成市 榮成縣 

420    即墨市 即墨縣 
421    海陽市 海陽縣 

422    萊州府 
423    萊州市 掖縣 

424    昌濰地區 
425    平度市 平度州 平度縣 

426    濰坊市 濰縣入此 

427    濰縣  併入濰坊市 

429    昌邑市 昌邑縣 都昌縣 昌南 

縣入此 

430    昌南縣 併入昌邑縣 

431    青島市 青島特別市 嶗山縣入此 

432    嶗山縣 嶗山區併入青島市 

433    膠州市 膠州 膠縣 
435    高密市 高密縣 
437    膠南市 膠南縣 珠山縣 

438    青州府 
439    青州市 益都縣 

445    壽光市 壽光縣 壽南縣入此 

447    昌樂縣 安仁縣 

449    臨胊縣 昌國縣 

451    安丘市 安丘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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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泰安地區 
111    章丘市 章丘縣 高唐縣 

113    寧陽縣 

115    東平縣 
117    肥城市 肥城縣 

119    平陰縣 

121    長清縣 

122    泰安府  
123    泰安市 泰安縣 泰山市 
125    新泰市 新泰縣 新汶市 
126    新汶市 新汶縣 併入新泰市 
127    萊蕪市 萊蕪縣入此 
129    惠民地區 

130    武定府 

131    惠民縣 

133    陽信縣 

135    無棣縣 海豐縣 

136    濱州地區 
137    濱州市 濱州 濱縣入此 

139    利津縣 

141    廣饒縣 樂安縣 

143    沾化縣 

145    蒲臺縣 

149    高青縣 高苑縣．青城縣 

151    博興縣 博昌縣 蒲臺縣入此 

155    博山縣 併入淄博市 

157    鄒平縣 長山縣 

159    墾利縣 

161    桓台縣 桓臺縣 新城縣 

200    濟寧地區 
201    濟寧市 濟寧州 濟寧縣入此 

202    兗州府 
203    兗州市 兗州縣 
205    曲阜市 曲阜縣 魯縣 充州縣 

（滋陽縣）入此 

209    鄒城市 鄒縣 

 
 

211    滕州市 滕縣 蕃縣 

213    泗水縣 卞縣 

215    汶上縣 中都縣 
217    棗莊市 嶧縣 

219    金鄉縣 

221    嘉祥縣 

223    魚台縣 魚臺縣 方與縣 

225    微山縣 

237    荷澤地區 

238    曹州府 
239    荷澤市 荷澤縣 

240    鄄城縣 

241    曹縣 復程縣入此 

243    單縣 

245    成武縣 城武縣 

247    定陶縣 

249    巨野縣 鉅野縣 

250    東昌府 

251    鄆城縣 

253    梁山縣 昆山縣 

255    東明縣 原屬河北省 河南省 

257    復程縣 併入曹縣 

261    臨沂地區 

262    沂州府 
263    臨沂市 臨沂縣 蘭山縣 

269    郯城縣 

271    費縣 

273    蒙陰縣 

275    莒縣 

277    沂水縣 東莞縣 

278    莒南縣 

279    沂南縣 

281    沂源縣 
282    東營市 

283    臨沭縣 臨沐縣 

285    蒼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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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平邑縣 

289 日照市 日照縣入此 

300 聊城地區 

301 聊城市 聊城縣 堂邑縣 

307 茌平縣 博平縣入此 

311 莘縣 觀朝縣入此 

313 冠縣 

317 高唐縣 高唐州 

319 恩縣  併入夏津縣 
321 臨清市 臨清州 臨清縣 清平 

縣入此 

343 東阿縣 東河縣 

347 陽谷縣 陽穀縣 壽張縣入此 

349 壽張縣 併入陽谷縣 

355 觀朝縣（觀城縣．朝城縣）併入 

莘縣 

361 德州地區 

363 德州市 德縣 

371 德平縣 併入臨邑縣 

373 平原縣 

375 陵縣 匡五縣 德縣入此 

377 臨邑縣 德平縣入此 
379 禹城市 禹城縣 高唐縣 
381 樂陵市 樂陵縣 
383 商河縣 滳河縣 

385 夏津縣 恩縣入此 

387 武城縣 

389 寧津縣 臨津縣 原屬河北省 

391 慶雲縣 原屬河北省 

393 齊河縣 齊和縣 

397 濟陽縣 

400 煙臺地區 

401 煙台市 煙臺市 福山縣 牟平 

縣入此 

402 登州府 

403 蓬萊市 蓬萊縣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404    長島縣 長山島特區 
405    龍口市 黃縣 
407    棲霞市 棲霞縣 

408    福山縣 併入煙台市 

409    招遠市 招遠縣 
411    萊陽市 昌陽縣 萊陽縣 五龍 

縣入此 

412    萊西市 萊西縣 

413    牟平縣 寧海縣 併入煙台市 

414    乳山市 乳山縣 

415    威海市 威海縣 威海衛市 威 

海衛行政區 

417    文登市 文登縣 

419    榮成市 榮成縣 

420    即墨市 即墨縣 
421    海陽市 海陽縣 

422    萊州府 
423    萊州市 掖縣 

424    昌濰地區 
425    平度市 平度州 平度縣 

426    濰坊市 濰縣入此 

427    濰縣  併入濰坊市 

429    昌邑市 昌邑縣 都昌縣 昌南 

縣入此 

430    昌南縣 併入昌邑縣 

431    青島市 青島特別市 嶗山縣入此 

432    嶗山縣 嶗山區併入青島市 

433    膠州市 膠州 膠縣 
435    高密市 高密縣 
437    膠南市 膠南縣 珠山縣 

438    青州府 
439    青州市 益都縣 

445    壽光市 壽光縣 壽南縣入此 

447    昌樂縣 安仁縣 

449    臨胊縣 昌國縣 

451    安丘市 安丘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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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諸城市 諸城縣 東武縣 
455    五蓮縣 

13  河南省 

100    開封府 
101    開封市 

102    開封地區 
103    開封縣 祥符縣 陳留縣入此 

105    杞縣 雍丘縣 

107    通許縣 咸平縣 

109    尉氏縣  

110    郟縣 
111    鞏義市 鞏縣 

113    登封市 登封縣 陽城縣 

115    中牟縣 
117    蘭考縣 蘭封縣．考城縣 

119    新鄭市 新鄭縣 

121    新密市 密縣 

122    商丘地區 
123    商丘市 商丘縣 朱集市入此 

125    商丘縣 併入商丘市 

127    寧陵縣 
131    夏邑縣 下邑縣 
133    永城市 永城縣 

135    虞城縣 虞縣 
137    睢縣  睢州 

139    民權縣 

141    柘城縣 
143    周口地區 

144    陳州府 
145    淮陽縣 淮寧縣 

146    周口市 

147    商水縣 

149    西華縣 
151    鹿邑縣 

 
 

153    沈丘縣 

154    鄲城縣 

155    太康縣 陽夏縣 

157    扶溝縣 

158    許昌地區 

159    許昌縣 許州直隸州 

160    許昌市 

161    臨潁縣 

163    襄城縣 

165    郾城縣 郾縣 

167    長葛市 長葛縣 長社縣 洧川 

縣入此 

169    舞陽縣 

171    葉縣 

173    郊縣 
175    漯河市 螺河市 

177    禹州市 禹縣 

179    鄢陵縣 
191    鄭州市 鄭縣（鄭州）入此 

193    榮陽市 榮陽縣 成皋縣（廣武、 

氾水入此） 

195    廣武縣 榮澤縣 河陰縣 併入 

成皋縣 

197    氾水縣 併入成皋縣 

201    安陽地區 
203    安陽市 

204    彰德府 

205    安陽縣 

207    湯陰縣 蕩陰縣 

208    鶴壁市 

209    淇縣 

210    浚縣 

211    林州市 林慮縣 林縣 

213    內黃縣 

215    濬縣  濬州 

217    滑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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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南樂縣 昌樂縣 原屬河北省 

221 范縣 原屬山東省 

222 濮陽市 

223 濮陽縣 開縣 原屬河北省 

225 長垣縣 原屬河北省 

226 台前縣 

227 清豐縣 頓丘縣 原屬河北省 

229 新鄉地區 

230 新鄉市 

231 新鄉縣 

233 封丘縣 封邱縣 

234 懷慶村 

235 沁湯縣 

237 博愛縣 
239 濟源市 濟源縣 

241 焦作市 
243 修武縣 

245 孟州市 孟縣 

247 溫縣 

249 原陽縣 原武縣．陽武縣 

250 衛輝市 衛輝縣 衛輝府 

251 汲縣 

253 武陟縣 

255 獲嘉縣 
257 輝縣市 輝縣 

259 延津縣 

300 河南府 

301 洛陽市 洛陽縣入此 

302 洛陽地區 

303 陝縣 

304 三門峽市 
305 偃師市 偃師縣 
307 義馬市 
309 孟津縣 

311 宜陽縣 

315 洛寧縣 永寧縣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317    新安縣 
319    澠池縣 

321    嵩縣 
323    靈寶市 靈寶縣 桃林縣 

325    欒川縣 

327    盧氏縣 
329    汝州市 臨汝縣 
330    舞鋼市 
331    平頂山市 
333    寶豐縣 龍興縣 

335    魯山縣 魯陽縣 

337    汝陽縣 伊陽縣 

339    伊川縣 自由縣 

400    南陽地區 
401    南陽市 

402    南陽府 

403    南陽縣 

405    南召縣 

407    鎮平縣 

409    唐河縣 沘源縣 

411    社旗縣 

413    桐柏縣 淮安縣 

415    鄧州市 鄧州 鄧縣 

417    內鄉縣 

418    淅川縣 

419    新野縣 

421    方城縣 

423    西峽縣 西陝縣 

425    駐馬店地區 

426    汝寧府 

427    汝南縣 汝陽縣 

428    駐馬店市 

429    正陽縣 真陽縣 

430    泌陽縣 比陽縣 

431    上蔡縣 

433    新蔡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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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諸城市 諸城縣 東武縣 
455    五蓮縣 

13  河南省 

100    開封府 
101    開封市 

102    開封地區 
103    開封縣 祥符縣 陳留縣入此 

105    杞縣 雍丘縣 

107    通許縣 咸平縣 

109    尉氏縣  

110    郟縣 
111    鞏義市 鞏縣 

113    登封市 登封縣 陽城縣 

115    中牟縣 
117    蘭考縣 蘭封縣．考城縣 

119    新鄭市 新鄭縣 

121    新密市 密縣 

122    商丘地區 
123    商丘市 商丘縣 朱集市入此 

125    商丘縣 併入商丘市 

127    寧陵縣 
131    夏邑縣 下邑縣 
133    永城市 永城縣 

135    虞城縣 虞縣 
137    睢縣  睢州 

139    民權縣 

141    柘城縣 
143    周口地區 

144    陳州府 
145    淮陽縣 淮寧縣 

146    周口市 

147    商水縣 

149    西華縣 
151    鹿邑縣 

 
 

153    沈丘縣 

154    鄲城縣 

155    太康縣 陽夏縣 

157    扶溝縣 

158    許昌地區 

159    許昌縣 許州直隸州 

160    許昌市 

161    臨潁縣 

163    襄城縣 

165    郾城縣 郾縣 

167    長葛市 長葛縣 長社縣 洧川 

縣入此 

169    舞陽縣 

171    葉縣 

173    郊縣 
175    漯河市 螺河市 

177    禹州市 禹縣 

179    鄢陵縣 
191    鄭州市 鄭縣（鄭州）入此 

193    榮陽市 榮陽縣 成皋縣（廣武、 

氾水入此） 

195    廣武縣 榮澤縣 河陰縣 併入 

成皋縣 

197    氾水縣 併入成皋縣 

201    安陽地區 
203    安陽市 

204    彰德府 

205    安陽縣 

207    湯陰縣 蕩陰縣 

208    鶴壁市 

209    淇縣 

210    浚縣 

211    林州市 林慮縣 林縣 

213    內黃縣 

215    濬縣  濬州 

217    滑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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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南樂縣 昌樂縣 原屬河北省 

221 范縣 原屬山東省 

222 濮陽市 

223 濮陽縣 開縣 原屬河北省 

225 長垣縣 原屬河北省 

226 台前縣 

227 清豐縣 頓丘縣 原屬河北省 

229 新鄉地區 

230 新鄉市 

231 新鄉縣 

233 封丘縣 封邱縣 

234 懷慶村 

235 沁湯縣 

237 博愛縣 
239 濟源市 濟源縣 

241 焦作市 
243 修武縣 

245 孟州市 孟縣 

247 溫縣 

249 原陽縣 原武縣．陽武縣 

250 衛輝市 衛輝縣 衛輝府 

251 汲縣 

253 武陟縣 

255 獲嘉縣 
257 輝縣市 輝縣 

259 延津縣 

300 河南府 

301 洛陽市 洛陽縣入此 

302 洛陽地區 

303 陝縣 

304 三門峽市 
305 偃師市 偃師縣 
307 義馬市 
309 孟津縣 

311 宜陽縣 

315 洛寧縣 永寧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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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新安縣 
319    澠池縣 

321    嵩縣 
323    靈寶市 靈寶縣 桃林縣 

325    欒川縣 

327    盧氏縣 
329    汝州市 臨汝縣 
330    舞鋼市 
331    平頂山市 
333    寶豐縣 龍興縣 

335    魯山縣 魯陽縣 

337    汝陽縣 伊陽縣 

339    伊川縣 自由縣 

400    南陽地區 
401    南陽市 

402    南陽府 

403    南陽縣 

405    南召縣 

407    鎮平縣 

409    唐河縣 沘源縣 

411    社旗縣 

413    桐柏縣 淮安縣 

415    鄧州市 鄧州 鄧縣 

417    內鄉縣 

418    淅川縣 

419    新野縣 

421    方城縣 

423    西峽縣 西陝縣 

425    駐馬店地區 

426    汝寧府 

427    汝南縣 汝陽縣 

428    駐馬店市 

429    正陽縣 真陽縣 

430    泌陽縣 比陽縣 

431    上蔡縣 

433    新蔡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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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西平縣 
437    遂平縣 吳房縣 

439    確山縣 朗山縣 

441    沁陽市 沁陽縣 河內縣 

443     平輿縣 

444     信陽地區 
445     信陽市 信陽縣入此 

447     信陽縣 信陽州 併入信陽市 

449     固始縣 

451    息縣 

453    商城縣 殷城縣 

455    羅山縣 寶城縣 

456    淮濱縣 

457    潢川縣 光州 潢山縣 

459    光山縣 光城縣 

461    新縣 經扶縣 

14  山西省 

100    太原府 
101    太原市 太原縣 

102    古交市 古交工礦區 

103    陽曲縣 

105    清徐縣 清源縣 徐溝縣 

107    類煩縣 

108    呂梁地區 
109    離石市 離石縣 永寧縣 

111    交城縣 

113    文水縣 受陽縣 

114    交口縣 

115    嵐縣 嵐城縣 

117    興縣 

121    柳林縣 

124    汾陽府 
125    汾陽市 汾陽縣 西河縣 

127    孝義市 孝義縣 永安縣 
131    方山縣 

133    石樓縣 吐京縣 

 
 

135    臨縣 

137    中陽縣 甯鄉縣 

139    晉東南地區 
141    長治市 長治工礦區 

142    潞安府 

143    長治縣 上黨縣 

145    長子縣 

147    屯留縣 

149    襄垣縣 
151    潞城市 潞城縣 

153    平順縣 

155    壺關縣 

157    黎城縣 刈陵縣 

158    澤州縣 澤州府 

159    晉城市 晉城縣 鳳台縣 

161    高平市 高平縣 泫氏縣 

163    陽城縣 護澤縣 

165    陵川縣 

167    沁水縣 永寧縣 

175    沁縣  沁州 

177    沁源縣 

179    武鄉縣 鄉縣 

200    雁北地區 
201    大同市 

202    大同府 

203    大同縣 大仁縣 

205    懷仁縣 

207    山陰縣 河陰縣 

209    陽高縣 

211    天鎮縣 

213    廣靈縣 廣陵縣 

215    靈丘縣 靈邱縣 

217    渾源縣 渾源州 

219    應縣 應州 

220    朔平府 

221    右玉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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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左雲縣 

225 平魯區 平魯縣 

226 朔州市 朔州 朔縣 

227 忻州地區 忻縣地區 

228 寧武府 

229 寧武縣 

231 偏關縣 

233 神池縣 

235 五寨縣 

237 忻州市 忻縣 

239 定襄縣 陽曲縣 

241 靜樂縣 

242 岢嵐縣 

243 五台縣 驢夷縣 

245 原平市 原平縣 惇縣 崞縣 

247 繁峙縣 

249 保德縣 保德州 

251 河曲縣 

253 代縣  代州 

260 晉中地區 併入晉中市 

261 晉中市 榆次市 榆次縣入此 

晉中地區入此 

263 榆次縣 併入晉中市 

265 太谷縣 陽邑縣 

267 祁縣 

269 平遙縣 

271 介休市 介休縣 界休縣 
272 靈石縣 

273 左權縣 遼州 遼縣 

275 和順縣 梁榆縣 

277 榆社縣 

279 陽泉市 陽泉工礦區 

281 平定縣 平定州 

283 昔陽縣 樂平縣 

285 盂縣 

287 壽陽縣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300    晉南 
301    臨汾地區 

302    平陽府 

303    臨汾縣 併入臨汾市 

304    臨汾市 臨汾縣入此 

305    洪洞縣 趙城縣 洪趙縣 楊縣 

306    汾西縣 

307    浮山縣 

308    蒲縣 石城縣 

309    鄉寧縣 昌寧縣 

311    安澤縣 岳陽縣 

312    侯馬市 

313    曲沃縣 

314    古縣 

315    翼城縣 北絳縣 

317    襄汾縣 襄陵縣 汾城縣（太平 

縣） 

319    霍州市 霍州 霍縣 

321    吉縣 吉州 

323    隰縣  

324    大寧縣 

325    永和縣 臨河縣 

326    運城地區 
327    運城市 運城縣 安邑縣 解 

虞縣（解縣 虞鄉縣） 

328    蒲州府 
329    永濟市 永濟縣 蒲州 

331    萬榮縣 萬泉縣 榮河縣 

333    臨猗縣 臨犄縣 臨晉縣 犄氏 

縣 

337    夏縣 

339    平陸縣 河北縣 

341    芮城縣 

343    新絳縣 絳州 

345    垣曲縣 垣縣 

347    聞喜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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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西平縣 
437    遂平縣 吳房縣 

439    確山縣 朗山縣 

441    沁陽市 沁陽縣 河內縣 

443     平輿縣 

444     信陽地區 
445     信陽市 信陽縣入此 

447     信陽縣 信陽州 併入信陽市 

449     固始縣 

451    息縣 

453    商城縣 殷城縣 

455    羅山縣 寶城縣 

456    淮濱縣 

457    潢川縣 光州 潢山縣 

459    光山縣 光城縣 

461    新縣 經扶縣 

14  山西省 

100    太原府 
101    太原市 太原縣 

102    古交市 古交工礦區 

103    陽曲縣 

105    清徐縣 清源縣 徐溝縣 

107    類煩縣 

108    呂梁地區 
109    離石市 離石縣 永寧縣 

111    交城縣 

113    文水縣 受陽縣 

114    交口縣 

115    嵐縣 嵐城縣 

117    興縣 

121    柳林縣 

124    汾陽府 
125    汾陽市 汾陽縣 西河縣 

127    孝義市 孝義縣 永安縣 
131    方山縣 

133    石樓縣 吐京縣 

 
 

135    臨縣 

137    中陽縣 甯鄉縣 

139    晉東南地區 
141    長治市 長治工礦區 

142    潞安府 

143    長治縣 上黨縣 

145    長子縣 

147    屯留縣 

149    襄垣縣 
151    潞城市 潞城縣 

153    平順縣 

155    壺關縣 

157    黎城縣 刈陵縣 

158    澤州縣 澤州府 

159    晉城市 晉城縣 鳳台縣 

161    高平市 高平縣 泫氏縣 

163    陽城縣 護澤縣 

165    陵川縣 

167    沁水縣 永寧縣 

175    沁縣  沁州 

177    沁源縣 

179    武鄉縣 鄉縣 

200    雁北地區 
201    大同市 

202    大同府 

203    大同縣 大仁縣 

205    懷仁縣 

207    山陰縣 河陰縣 

209    陽高縣 

211    天鎮縣 

213    廣靈縣 廣陵縣 

215    靈丘縣 靈邱縣 

217    渾源縣 渾源州 

219    應縣 應州 

220    朔平府 

221    右玉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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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左雲縣 

225 平魯區 平魯縣 

226 朔州市 朔州 朔縣 

227 忻州地區 忻縣地區 

228 寧武府 

229 寧武縣 

231 偏關縣 

233 神池縣 

235 五寨縣 

237 忻州市 忻縣 

239 定襄縣 陽曲縣 

241 靜樂縣 

242 岢嵐縣 

243 五台縣 驢夷縣 

245 原平市 原平縣 惇縣 崞縣 

247 繁峙縣 

249 保德縣 保德州 

251 河曲縣 

253 代縣  代州 

260 晉中地區 併入晉中市 

261 晉中市 榆次市 榆次縣入此 

晉中地區入此 

263 榆次縣 併入晉中市 

265 太谷縣 陽邑縣 

267 祁縣 

269 平遙縣 

271 介休市 介休縣 界休縣 
272 靈石縣 

273 左權縣 遼州 遼縣 

275 和順縣 梁榆縣 

277 榆社縣 

279 陽泉市 陽泉工礦區 

281 平定縣 平定州 

283 昔陽縣 樂平縣 

285 盂縣 

287 壽陽縣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300    晉南 
301    臨汾地區 

302    平陽府 

303    臨汾縣 併入臨汾市 

304    臨汾市 臨汾縣入此 

305    洪洞縣 趙城縣 洪趙縣 楊縣 

306    汾西縣 

307    浮山縣 

308    蒲縣 石城縣 

309    鄉寧縣 昌寧縣 

311    安澤縣 岳陽縣 

312    侯馬市 

313    曲沃縣 

314    古縣 

315    翼城縣 北絳縣 

317    襄汾縣 襄陵縣 汾城縣（太平 

縣） 

319    霍州市 霍州 霍縣 

321    吉縣 吉州 

323    隰縣  

324    大寧縣 

325    永和縣 臨河縣 

326    運城地區 
327    運城市 運城縣 安邑縣 解 

虞縣（解縣 虞鄉縣） 

328    蒲州府 
329    永濟市 永濟縣 蒲州 

331    萬榮縣 萬泉縣 榮河縣 

333    臨猗縣 臨犄縣 臨晉縣 犄氏 

縣 

337    夏縣 

339    平陸縣 河北縣 

341    芮城縣 

343    新絳縣 絳州 

345    垣曲縣 垣縣 

347    聞喜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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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絳縣 南絳縣 
351    稷山縣 高涼縣 
353    河津市 河津縣 龍門縣 

15 陝西省 

101    西安市 

102    西安府 

103    長安縣 咸寧縣 渭城縣 

104    咸陽地區 
105    咸陽市 咸陽縣 

107    興平縣 始平縣 

111    高陵縣 

113    戶縣  鄠縣 雲縣 

115    禮泉縣 醴泉縣 

117    涇陽縣 徑陽縣 

119    三原縣 

121    周至縣 盩厔縣 盪厓縣 

122    渭南地區 
123    渭南市 渭南縣 

125    富平縣 
129    銅川市 銅川縣 同官縣 

131    耀縣 

132    同州府 

133    大荔縣 朝邑縣 

137    臨潼縣 

139    合陽縣 郃陽縣 

141    澄城縣 

143    白水縣 粟邑縣 

145    韓城市 韓城縣 

147    華陰縣 寧秦縣 

149    潼關縣 潼關廳 

151    華縣  華州 

153    藍田縣 

155    蒲城縣 
157    寶雞市 

159    太白縣 太白區 

160    鳳翔府 

 
 

161    鳳翔縣 雍縣 

163    岐山縣 三龍縣 

165    寶雞縣 

167    扶風縣 湋川 

169    眉縣  郿縣 

171    麟游縣 麟遊縣 

172    武功縣 

173    千陽縣 汧陽縣 

174    鳳縣 

175    隴縣  隴州 

176    彬縣區 

177     彬縣  邠州 邠縣 

179    旬邑縣 栒邑縣 三水縣 

181    淳化縣 

183    長武縣 宜祿縣 

185    乾縣  乾州 

189    永壽縣 廣壽縣 

200    漢中府；漢中地區 

201    南鄭縣 
203    漢中市 南鄭市 漢中縣 

205    城固縣 成固縣 

207    洋縣 

209    西鄉縣 南鄉縣 

211    寧強縣 寧羌縣 

213    勉縣  沔縣 褒城縣 

215    略陽縣 順政縣 

217    佛坪縣 佛坪廳 

219    鎮巴縣 定遠縣 

221    留壩縣 留壩廳 

225    安康地區 

226    興安府 
227    安康市 安康縣 

229    平利縣 吉安縣 

231    鎮坪縣 

233    旬陽縣 洵陽縣 

235    白河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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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紫陽縣 

239 石泉縣 長樂縣 

241 寧陝縣 寧陝廳 

243 漢陰縣 漢陰廳 

245 嵐皋縣 磚坪廳 磚坪縣 

260 商洛地區 

263 商州市 商州 商縣 

267 洛南縣 雒南縣 

273 山陽縣 

275 鎮安縣 乾祐縣 

277 商南縣 

279 丹鳳縣 

281 柞水縣 孝義縣 

308 延安地區 

310 延安府 
311 延安市 延安縣 膚施縣 

313 安塞縣 金明縣 

315 甘泉縣 

317 志丹縣 保安縣 赤安縣 

319 子長縣 安定縣 

321 延長縣 延安縣 

323 延川縣 文安縣 

331 吳旗縣 

337 富縣  麟州 麟縣 

339 洛川縣 

341 黃陵縣 中部縣 

343 宜君縣 

345 宜川縣 義川縣 

347 黃龍縣 黃龍設治局 

400 榆林地區 

402 榆林府 

403 榆林市 榆林縣 

405 府谷縣 

407 橫山縣 懷遠縣 

409 佳縣  葭州 葭縣 

411 神木縣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415    定邊縣 
417    靖邊縣 

421    綏德縣 綏德州 

423    米脂縣 

425    清澗縣 

427    吳堡縣 

429    子洲縣 

16  甘肅省 

101    蘭州市 
102    蘭州府 

103    皋蘭縣 

105    永登縣 平番縣 

107    金昌市 

109    榆中縣 金城縣 金縣 

110    定西地區 

111    定西縣 安定縣 

113    渭源縣 渭源縣 會川縣 首陽 

縣 

115    臨洮縣 洮沙縣(沙縣) 狄道州 

狄道縣 

117    通渭縣 平襄縣 

118    鞏昌府 

119    隴西縣 

121    會寧縣 

122    臨夏回族自治州 臨夏州 

123    臨夏縣 導河縣 河縣 

124    臨夏市 

125    廣河縣 廣通縣 寧定縣 

127    和政縣 

129    永靖縣 

131    康樂縣 康樂設治局 

135    東鄉族自治縣 東鄉自治區 東鄉 

縣 

137    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撤拉族自 

治縣 

200    天水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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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絳縣 南絳縣 
351    稷山縣 高涼縣 
353    河津市 河津縣 龍門縣 

15 陝西省 

101    西安市 

102    西安府 

103    長安縣 咸寧縣 渭城縣 

104    咸陽地區 
105    咸陽市 咸陽縣 

107    興平縣 始平縣 

111    高陵縣 

113    戶縣  鄠縣 雲縣 

115    禮泉縣 醴泉縣 

117    涇陽縣 徑陽縣 

119    三原縣 

121    周至縣 盩厔縣 盪厓縣 

122    渭南地區 
123    渭南市 渭南縣 

125    富平縣 
129    銅川市 銅川縣 同官縣 

131    耀縣 

132    同州府 

133    大荔縣 朝邑縣 

137    臨潼縣 

139    合陽縣 郃陽縣 

141    澄城縣 

143    白水縣 粟邑縣 

145    韓城市 韓城縣 

147    華陰縣 寧秦縣 

149    潼關縣 潼關廳 

151    華縣  華州 

153    藍田縣 

155    蒲城縣 
157    寶雞市 

159    太白縣 太白區 

160    鳳翔府 

 
 

161    鳳翔縣 雍縣 

163    岐山縣 三龍縣 

165    寶雞縣 

167    扶風縣 湋川 

169    眉縣  郿縣 

171    麟游縣 麟遊縣 

172    武功縣 

173    千陽縣 汧陽縣 

174    鳳縣 

175    隴縣  隴州 

176    彬縣區 

177     彬縣  邠州 邠縣 

179    旬邑縣 栒邑縣 三水縣 

181    淳化縣 

183    長武縣 宜祿縣 

185    乾縣  乾州 

189    永壽縣 廣壽縣 

200    漢中府；漢中地區 

201    南鄭縣 
203    漢中市 南鄭市 漢中縣 

205    城固縣 成固縣 

207    洋縣 

209    西鄉縣 南鄉縣 

211    寧強縣 寧羌縣 

213    勉縣  沔縣 褒城縣 

215    略陽縣 順政縣 

217    佛坪縣 佛坪廳 

219    鎮巴縣 定遠縣 

221    留壩縣 留壩廳 

225    安康地區 

226    興安府 
227    安康市 安康縣 

229    平利縣 吉安縣 

231    鎮坪縣 

233    旬陽縣 洵陽縣 

235    白河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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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紫陽縣 

239 石泉縣 長樂縣 

241 寧陝縣 寧陝廳 

243 漢陰縣 漢陰廳 

245 嵐皋縣 磚坪廳 磚坪縣 

260 商洛地區 

263 商州市 商州 商縣 

267 洛南縣 雒南縣 

273 山陽縣 

275 鎮安縣 乾祐縣 

277 商南縣 

279 丹鳳縣 

281 柞水縣 孝義縣 

308 延安地區 

310 延安府 
311 延安市 延安縣 膚施縣 

313 安塞縣 金明縣 

315 甘泉縣 

317 志丹縣 保安縣 赤安縣 

319 子長縣 安定縣 

321 延長縣 延安縣 

323 延川縣 文安縣 

331 吳旗縣 

337 富縣  麟州 麟縣 

339 洛川縣 

341 黃陵縣 中部縣 

343 宜君縣 

345 宜川縣 義川縣 

347 黃龍縣 黃龍設治局 

400 榆林地區 

402 榆林府 

403 榆林市 榆林縣 

405 府谷縣 

407 橫山縣 懷遠縣 

409 佳縣  葭州 葭縣 

411 神木縣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415    定邊縣 
417    靖邊縣 

421    綏德縣 綏德州 

423    米脂縣 

425    清澗縣 

427    吳堡縣 

429    子洲縣 

16  甘肅省 

101    蘭州市 
102    蘭州府 

103    皋蘭縣 

105    永登縣 平番縣 

107    金昌市 

109    榆中縣 金城縣 金縣 

110    定西地區 

111    定西縣 安定縣 

113    渭源縣 渭源縣 會川縣 首陽 

縣 

115    臨洮縣 洮沙縣(沙縣) 狄道州 

狄道縣 

117    通渭縣 平襄縣 

118    鞏昌府 

119    隴西縣 

121    會寧縣 

122    臨夏回族自治州 臨夏州 

123    臨夏縣 導河縣 河縣 

124    臨夏市 

125    廣河縣 廣通縣 寧定縣 

127    和政縣 

129    永靖縣 

131    康樂縣 康樂設治局 

135    東鄉族自治縣 東鄉自治區 東鄉 

縣 

137    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撤拉族自 

治縣 

200    天水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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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天水縣 秦州 
202    天水市 

203    秦安縣 

205    清水縣 

206    隴南地區 

207    徽縣 

209    兩當縣 

211    禮縣 

213    漳縣 

215    武山縣 寧遠縣 

217    甘谷縣 伏羌縣 

219    西和縣 

221    張家川回族自治縣 張家川回 

族自治區 張家川縣 

222    武都地區 

223    武都縣 階州 

225    康縣 永康縣 

227    成縣 

229    文縣 

231    宕昌縣 西固縣 

233    岷縣 

261    甘南藏族自治州 甘南州 

263    夏河縣 拉卜楞設治局 

265    瑪曲縣 瑪曲行政委員會 

267    舟曲縣 舟曲行政委員會 
269    合作市 

271    臨潭縣 洮州廳 

275    卓尼縣 卓尼設治局 

279    迭部縣 

281    碌曲縣 碌曲行政委員會 

310    慶陽地區 

311    慶陽縣 安化縣 

313    寧縣 寧州 

314    西寧府 

315    正寧縣 真寧縣 

317    合水縣 

 
 

319    環縣 

321    華池縣 
323    西峰市 

325    鎮原縣 

329    固原縣 宜入 57/203 

331    海原縣 宜入 57/221 

333    化平縣 宜入 57/207 

340    平涼地區 

342    平涼府 
343    平涼市 平涼縣 

345    華亭縣 

347    隆德縣 宜入 57/211 

349    莊浪縣 

351    靜寧縣 靜寧州 

353    涇川縣 涇川州 涇縣 

355    崇信縣 

357    靈台縣 鶉觚縣 

400    涼州府；武威地區 
401    武威市 武威縣 

403    永昌縣 番和縣 

405    民勤縣 鎮番縣 

407    古浪縣 

409    天祝藏族自治縣 天祝藏族自治 

區 天祝縣 

411    景泰縣 紅水縣 

420    張掖地區 
421    張掖市 張掖縣 

423    民樂縣 東樂縣 

425    山丹縣 

427    臨澤縣 撫彝廳 撫彝縣 

429    高台縣 

431    肅南裕固族自治縣 肅南裕固 

族自治區 肅南縣 

490    嘉裕關市 
491    白銀市 
493    靖遠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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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天水縣 秦州 
202    天水市 

203    秦安縣 

205    清水縣 

206    隴南地區 

207    徽縣 

209    兩當縣 

211    禮縣 

213    漳縣 

215    武山縣 寧遠縣 

217    甘谷縣 伏羌縣 

219    西和縣 

221    張家川回族自治縣 張家川回 

族自治區 張家川縣 

222    武都地區 

223    武都縣 階州 

225    康縣 永康縣 

227    成縣 

229    文縣 

231    宕昌縣 西固縣 

233    岷縣 

261    甘南藏族自治州 甘南州 

263    夏河縣 拉卜楞設治局 

265    瑪曲縣 瑪曲行政委員會 

267    舟曲縣 舟曲行政委員會 
269    合作市 

271    臨潭縣 洮州廳 

275    卓尼縣 卓尼設治局 

279    迭部縣 

281    碌曲縣 碌曲行政委員會 

310    慶陽地區 

311    慶陽縣 安化縣 

313    寧縣 寧州 

314    西寧府 

315    正寧縣 真寧縣 

317    合水縣 

 
 

319    環縣 

321    華池縣 
323    西峰市 

325    鎮原縣 

329    固原縣 宜入 57/203 

331    海原縣 宜入 57/221 

333    化平縣 宜入 57/207 

340    平涼地區 

342    平涼府 
343    平涼市 平涼縣 

345    華亭縣 

347    隆德縣 宜入 57/211 

349    莊浪縣 

351    靜寧縣 靜寧州 

353    涇川縣 涇川州 涇縣 

355    崇信縣 

357    靈台縣 鶉觚縣 

400    涼州府；武威地區 
401    武威市 武威縣 

403    永昌縣 番和縣 

405    民勤縣 鎮番縣 

407    古浪縣 

409    天祝藏族自治縣 天祝藏族自治 

區 天祝縣 

411    景泰縣 紅水縣 

420    張掖地區 
421    張掖市 張掖縣 

423    民樂縣 東樂縣 

425    山丹縣 

427    臨澤縣 撫彝廳 撫彝縣 

429    高台縣 

431    肅南裕固族自治縣 肅南裕固 

族自治區 肅南縣 

490    嘉裕關市 
491    白銀市 
493    靖遠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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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酒泉地區 

501 酒泉市 酒泉縣 肅門州 

503 金塔縣 王子莊分州 鼎新縣 

（毛日縣）入此 

507 鼎新縣 毛日縣（併入金塔縣） 

509 安西縣 安西州 
511 敦煌市 敦煌縣 

513 玉門市 玉門油礦區 玉門縣 

519 肅北蒙古族自治縣 肅北自治 

區 肅北設治局 肅北縣 

523 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 

阿克塞哈薩克自治區 阿克塞縣 

21 江蘇省 

101 南京市 

102 江寧府 

103 江寧縣 上元縣 

111 江浦縣 

113 六合縣 尉氏縣 

115 鎮江地區 

116 鎮江府 
117 鎮江市 鎮江縣 

119 丹陽市 丹陽縣 曲阿縣 
121 金壇市 金壇縣 金沙縣 金山 

縣 
123 溧陽市 溧陽縣 

125 揚中市 揚中縣 太平廳 太平 

縣 

127 溧水縣 

129 高淳縣 
131 句容市 句容縣 

135 丹徒縣 鎮江縣 
138 常州市 常州府 

139 武進市 武進縣 陽湖縣 

143 宜興市 宜興縣 荊溪縣 義興 

縣 

201 上海市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203    閔行區 上海縣 

204    松江府 

205    松江區 松江縣 華亭縣 婁時 

207    南匯縣 

209    青浦區 青浦縣 

211    奉賢縣 

213    金山區 金山縣 

215    浦東新區 川沙廳 川沙縣 

217    寶山區 寶山縣 

219    嘉定區 嘉定縣 

221    崇明縣 

297    蘇州地區 
299    蘇州市 

300    蘇州府 
301    吳縣市 吳縣 太湖廳 靖湖 

廳 長洲縣 元和縣 

303    常熟市 常熟縣 昭文縣 

305    昆山市 崑山縣 崑山市 新 

陽縣 數縣 

306    張家港市 沙洲縣 

307    吳江市 吳江縣 震澤縣 

309    太倉市 太倉縣 太倉州 鎮洋 

縣 

311    錫山市 無錫縣 

313    無錫市 

315    江陰市 江陰縣 金匱縣 

331    南通市 
333    南通地區 
335    通州市 南通縣 通州 

337    如皋市 如皋縣 

339    如東縣 
341    啟東市 啟東縣 

345    海門市 海門縣 

349    海安縣 紫石縣 

409    揚州地區 
411    揚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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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揚州府 
413    江都市 江都縣 甘泉縣 

415    儀徵市 儀徵縣 儀真縣 揚子 

縣 

417    靖江市 靖江縣 
419    興化市 興化縣 
420    泰州市 
421    姜堰市 泰州 泰縣 
423    高郵市 高郵州 高郵縣 

425    寶應縣 平安縣 

427    邗江縣 
429    泰興市 泰興縣 

450    淮安府 

451    淮陰縣 清河縣 
452    淮安市 淮安縣 山陽縣 

453    泗陽縣 桃源縣 

457    漣水縣 安東縣 

459    淮陰地區 
461    淮陰市 清江市 

462    宿遷市 
463    宿豫縣 宿遷縣 

465    金湖縣 
467    鹽城市 鹽城縣 

469    灌雲縣 

471    沭陽縣 述陽縣 懷文縣 

473    東台市 東台縣 

475    大豐市 台北縣 

477    鹽都縣 

479    洪澤縣 

481    泗洪縣 

483    建湖縣 建陽縣 

485    盱眙縣 

487    阜寧縣 

489    濱海縣 

491    響水縣 

493    射陽縣 

 
 

500    徐州地區  

501    徐州市 

502    徐州府 

503    銅山縣 

505    沛縣 

507    豐縣 
511    邳州市 邳縣 邳州 

515    睢寧縣 

517    東海縣   海州 

518    灌南縣 
519    新沂市 新沂縣 新安縣 

523    贛榆縣 
525    連雲港市 新海連市 

22  安徽省 

100    安慶府 

101    懷寧縣 

102    安慶地區 
103    安慶市 
104    桐城市 桐城縣 同安縣 
105    宿松縣 

106    樅陽縣 桐廬縣 湖東縣 

107    太湖縣 

108    岳西縣 

109    潛山縣 

111    望江縣 義鄉縣 

112    盧州府 
113    合肥市 合肥縣 

114    長湖縣 

115    巢湖地區 

117    廬江縣 舒縣 
119    巢湖市 巢縣 

121    無為縣 無為州 

123    和縣  和州 

125    含山縣 

127    肥東縣 

128    六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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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六安市 六安縣 六安州 

131 霍山縣  

133 金寨縣 金東縣 立煌縣 金西 

縣 

134 長豐縣 

135 舒城縣 

137 霍邱縣 霍丘縣 

139 肥西縣 

141 壽縣  壽州 

200 蕪湖地區 

201 蕪湖縣 
202 蕪湖市 

203 繁昌縣 

204 太平府 

205 當塗縣 
206 馬鞍山市 

207 廣德縣 廣德州 

208 宣城地區 

209 郎溪縣 建平縣 

210 寧國府 

211 宣州市 宣城縣 宛陵縣 

213 涇縣 

214 銅陵市 銅官山市 

215 南陵縣 

217 徽州地區 

218 徽州府 

219 歙縣 

221 績溪縣 

223 黟縣 

225 休寧縣 

226 屯溪區 屯溪市 

227 祁門縣 

229 黃山市 太平縣 

231 旌德縣 

233 寧國市 寧國縣 

234 池州地區 池州府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235    貴池市 貴池縣 

237    銅陵縣 義安縣 

239    石台縣 石埭縣 

241    東至縣 東流縣 至德縣 （建 

德縣 秋浦縣） 

245    青陽縣 

312    阜陽地區 
313    阜陽市 阜陽縣入此 

314    潁州府 

315    阜陽縣 併入阜陽市 

317    潁上縣 

319    太和縣 泰和縣 

321    利辛縣 

323    蒙城縣 山桑縣 

325    渦陽縣 
327    毫州市 毫縣 

329    界首市 界首縣 
331    阜南縣 

333    臨泉縣 

335    鳳臺縣 
337    淮南市 淮南礦區 

338    滁縣地區 併入滁州市 

339    滁州市 滁縣 滁州 滁縣地區 

入此 

341    全椒縣 

343    來安縣 永陽縣 

345    蚌埠市 
347    天長市 天長縣 炳輝縣 

349    明光市 嘉山縣 

350    鳳陽市 
351    鳳陽縣 

353    定遠縣 東城縣 

359    宿縣地區 
361    宿州市 宿縣（宿州）入此 

363    宿縣 併入宿州市 

365    蕭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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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揚州府 
413    江都市 江都縣 甘泉縣 

415    儀徵市 儀徵縣 儀真縣 揚子 

縣 

417    靖江市 靖江縣 
419    興化市 興化縣 
420    泰州市 
421    姜堰市 泰州 泰縣 
423    高郵市 高郵州 高郵縣 

425    寶應縣 平安縣 

427    邗江縣 
429    泰興市 泰興縣 

450    淮安府 

451    淮陰縣 清河縣 
452    淮安市 淮安縣 山陽縣 

453    泗陽縣 桃源縣 

457    漣水縣 安東縣 

459    淮陰地區 
461    淮陰市 清江市 

462    宿遷市 
463    宿豫縣 宿遷縣 

465    金湖縣 
467    鹽城市 鹽城縣 

469    灌雲縣 

471    沭陽縣 述陽縣 懷文縣 

473    東台市 東台縣 

475    大豐市 台北縣 

477    鹽都縣 

479    洪澤縣 

481    泗洪縣 

483    建湖縣 建陽縣 

485    盱眙縣 

487    阜寧縣 

489    濱海縣 

491    響水縣 

493    射陽縣 

 
 

500    徐州地區  

501    徐州市 

502    徐州府 

503    銅山縣 

505    沛縣 

507    豐縣 
511    邳州市 邳縣 邳州 

515    睢寧縣 

517    東海縣   海州 

518    灌南縣 
519    新沂市 新沂縣 新安縣 

523    贛榆縣 
525    連雲港市 新海連市 

22  安徽省 

100    安慶府 

101    懷寧縣 

102    安慶地區 
103    安慶市 
104    桐城市 桐城縣 同安縣 
105    宿松縣 

106    樅陽縣 桐廬縣 湖東縣 

107    太湖縣 

108    岳西縣 

109    潛山縣 

111    望江縣 義鄉縣 

112    盧州府 
113    合肥市 合肥縣 

114    長湖縣 

115    巢湖地區 

117    廬江縣 舒縣 
119    巢湖市 巢縣 

121    無為縣 無為州 

123    和縣  和州 

125    含山縣 

127    肥東縣 

128    六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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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六安市 六安縣 六安州 

131 霍山縣  

133 金寨縣 金東縣 立煌縣 金西 

縣 

134 長豐縣 

135 舒城縣 

137 霍邱縣 霍丘縣 

139 肥西縣 

141 壽縣  壽州 

200 蕪湖地區 

201 蕪湖縣 
202 蕪湖市 

203 繁昌縣 

204 太平府 

205 當塗縣 
206 馬鞍山市 

207 廣德縣 廣德州 

208 宣城地區 

209 郎溪縣 建平縣 

210 寧國府 

211 宣州市 宣城縣 宛陵縣 

213 涇縣 

214 銅陵市 銅官山市 

215 南陵縣 

217 徽州地區 

218 徽州府 

219 歙縣 

221 績溪縣 

223 黟縣 

225 休寧縣 

226 屯溪區 屯溪市 

227 祁門縣 

229 黃山市 太平縣 

231 旌德縣 

233 寧國市 寧國縣 

234 池州地區 池州府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235    貴池市 貴池縣 

237    銅陵縣 義安縣 

239    石台縣 石埭縣 

241    東至縣 東流縣 至德縣 （建 

德縣 秋浦縣） 

245    青陽縣 

312    阜陽地區 
313    阜陽市 阜陽縣入此 

314    潁州府 

315    阜陽縣 併入阜陽市 

317    潁上縣 

319    太和縣 泰和縣 

321    利辛縣 

323    蒙城縣 山桑縣 

325    渦陽縣 
327    毫州市 毫縣 

329    界首市 界首縣 
331    阜南縣 

333    臨泉縣 

335    鳳臺縣 
337    淮南市 淮南礦區 

338    滁縣地區 併入滁州市 

339    滁州市 滁縣 滁州 滁縣地區 

入此 

341    全椒縣 

343    來安縣 永陽縣 

345    蚌埠市 
347    天長市 天長縣 炳輝縣 

349    明光市 嘉山縣 

350    鳳陽市 
351    鳳陽縣 

353    定遠縣 東城縣 

359    宿縣地區 
361    宿州市 宿縣（宿州）入此 

363    宿縣 併入宿州市 

365    蕭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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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懷遠縣 
369    靈璧縣 

371    五河縣 

373    碭山縣  

375    固鎮縣 

379    泗縣  泗州 

381    濉溪縣 
383    淮北市 濉溪市 

23    浙江省 

101    杭州市 

102    杭州府 

103    杭縣 併入餘杭市 

104    蕭山市 蕭山縣 永興縣 

105    淳安縣 青溪縣 遂安縣入此 

107    富陽市 新登縣（新城縣）入此 

富陽縣 富春縣 

109    餘杭市 餘杭縣 杭縣（仁和縣 

錢塘縣）入此 

111    臨安市 臨安縣 於潛縣 昌化 

縣 臨水縣 

113    建德市 建德縣 壽昌縣入此 

115    桐廬縣 分水縣入此 

117    嘉興地區 

118    嘉興府 
119    嘉興市 嘉興縣 嘉禾縣 

121    嘉善縣 

123    海鹽縣 
125    海寧市 海寧縣 海寧州 

127    平湖市 平湖縣 

129    桐鄉市 桐鄉縣 崇德縣（石門 

縣）入此 

130    湖州府 

131    湖州市 吳興市 吳興縣 烏程 

縣 歸安縣 

133    長興縣 長城縣 

135    德清縣 武康縣入此 

 
 

137    武康縣 併入德清縣 

139    安吉縣 孝豐縣入此 

141    孝豐縣 併入安吉縣 

181    舟山地區 
182    舟山市 

183    定海區 定海縣 定海州 

185    岱山縣 

187    嵊泗縣 原屬江蘇省 

189    普陀區 普陀縣 

195    寧波地區 
197    寧波市 

200    寧波府 

201    鄞縣 
203    慈溪市 慈溪縣 慈谿縣 
205    奉化市 奉化縣 
207    鎮海區 鎮海縣 

209    象山縣 
211    餘姚市 餘姚縣 

212    寧海縣 

213    紹興地區 

214    紹興府 

215    紹興縣 山陰縣 會稽縣 
216    紹興市 

217    新昌縣 

219    諸暨市 諸暨縣 
221    嵊州市 嵊縣 剡縣 
223    上虞市 上虞縣 

225    台州市 台州地區 

227    台州縣 

229    臨海市 臨海縣 

231    黃岩區 黃岩縣 黃巖縣 

233    天台縣 唐興縣 

235    仙居縣 永安縣 

237    玉環縣 玉環廳 
239    溫嶺市 溫嶺縣 太平廳 太平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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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三門縣 石浦縣 南田縣 

300 衢州府 

301 衢縣  西安縣 
302 衢州市 

303 龍游縣 龍丘縣 

305 江山市 江山縣 須江縣 

307 常山縣 

309 開化縣 

310 金華府；金華地區 

311 金華縣 湯溪縣入此 

312 金華市 
313 蘭溪市 蘭谿縣 蘭溪縣 

315 東陽市 磬安縣入此 東陽縣 

317 義烏市 義烏縣 

319 永康市 永康縣 

321 武義縣 宣平縣入此 

323 浦江縣 浦陽縣 

401 麗水地區 

402 處州府 
403 麗水市 麗水縣 

405 青田縣 

407 縉雲縣 

409 松陽縣  

411 遂昌縣 昌平縣 

413 龍泉市 龍泉縣 

415 慶元縣 

416 景寧畬族自治縣 景寧縣 

417 雲和縣  

418 溫州地區 
419 溫州市 

420 溫州府 

421 永嘉縣 永寧縣 

423 瑞安市 瑞安縣 

425 樂清市 樂清縣 樂成縣 

427 平陽縣 橫陽縣 

429 泰順縣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433    洞頭縣 

437    文成縣 

439    蒼南縣 

24    江西省 

100    南昌府 

101    南昌市 

102    南昌縣 

103    新建縣 

105    德州地區 

107    進賢縣 建賢縣 鍾陵縣 

109    南城縣 

111    黎川縣 新城縣 

113    南豐縣 

115    資溪縣 瀘溪縣 
117    撫州市 併入臨川市 

118    撫州府 

119    臨川市 臨川縣 撫州市 

120    撫州地區 

121    金溪縣 金谿縣 

123    崇仁縣 

125    宜黃縣 

127    樂安縣 

129    東鄉縣 

131    上饒地區 

132    廣信府；饒州府 

133    上饒縣 

134    上饒市 

135    玉山縣 

137    弋陽縣 葛陽縣 
139    貴溪市 貴溪縣 

140    余江縣 安仁縣 

141    鉛山縣 

143    廣豐縣 永豐縣 

145    橫峰縣 興安縣 

149    波陽縣 鄱陽縣 

151    余干縣 餘干縣 餘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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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懷遠縣 
369    靈璧縣 

371    五河縣 

373    碭山縣  

375    固鎮縣 

379    泗縣  泗州 

381    濉溪縣 
383    淮北市 濉溪市 

23    浙江省 

101    杭州市 

102    杭州府 

103    杭縣 併入餘杭市 

104    蕭山市 蕭山縣 永興縣 

105    淳安縣 青溪縣 遂安縣入此 

107    富陽市 新登縣（新城縣）入此 

富陽縣 富春縣 

109    餘杭市 餘杭縣 杭縣（仁和縣 

錢塘縣）入此 

111    臨安市 臨安縣 於潛縣 昌化 

縣 臨水縣 

113    建德市 建德縣 壽昌縣入此 

115    桐廬縣 分水縣入此 

117    嘉興地區 

118    嘉興府 
119    嘉興市 嘉興縣 嘉禾縣 

121    嘉善縣 

123    海鹽縣 
125    海寧市 海寧縣 海寧州 

127    平湖市 平湖縣 

129    桐鄉市 桐鄉縣 崇德縣（石門 

縣）入此 

130    湖州府 

131    湖州市 吳興市 吳興縣 烏程 

縣 歸安縣 

133    長興縣 長城縣 

135    德清縣 武康縣入此 

 
 

137    武康縣 併入德清縣 

139    安吉縣 孝豐縣入此 

141    孝豐縣 併入安吉縣 

181    舟山地區 
182    舟山市 

183    定海區 定海縣 定海州 

185    岱山縣 

187    嵊泗縣 原屬江蘇省 

189    普陀區 普陀縣 

195    寧波地區 
197    寧波市 

200    寧波府 

201    鄞縣 
203    慈溪市 慈溪縣 慈谿縣 
205    奉化市 奉化縣 
207    鎮海區 鎮海縣 

209    象山縣 
211    餘姚市 餘姚縣 

212    寧海縣 

213    紹興地區 

214    紹興府 

215    紹興縣 山陰縣 會稽縣 
216    紹興市 

217    新昌縣 

219    諸暨市 諸暨縣 
221    嵊州市 嵊縣 剡縣 
223    上虞市 上虞縣 

225    台州市 台州地區 

227    台州縣 

229    臨海市 臨海縣 

231    黃岩區 黃岩縣 黃巖縣 

233    天台縣 唐興縣 

235    仙居縣 永安縣 

237    玉環縣 玉環廳 
239    溫嶺市 溫嶺縣 太平廳 太平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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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三門縣 石浦縣 南田縣 

300 衢州府 

301 衢縣  西安縣 
302 衢州市 

303 龍游縣 龍丘縣 

305 江山市 江山縣 須江縣 

307 常山縣 

309 開化縣 

310 金華府；金華地區 

311 金華縣 湯溪縣入此 

312 金華市 
313 蘭溪市 蘭谿縣 蘭溪縣 

315 東陽市 磬安縣入此 東陽縣 

317 義烏市 義烏縣 

319 永康市 永康縣 

321 武義縣 宣平縣入此 

323 浦江縣 浦陽縣 

401 麗水地區 

402 處州府 
403 麗水市 麗水縣 

405 青田縣 

407 縉雲縣 

409 松陽縣  

411 遂昌縣 昌平縣 

413 龍泉市 龍泉縣 

415 慶元縣 

416 景寧畬族自治縣 景寧縣 

417 雲和縣  

418 溫州地區 
419 溫州市 

420 溫州府 

421 永嘉縣 永寧縣 

423 瑞安市 瑞安縣 

425 樂清市 樂清縣 樂成縣 

427 平陽縣 橫陽縣 

429 泰順縣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433    洞頭縣 

437    文成縣 

439    蒼南縣 

24    江西省 

100    南昌府 

101    南昌市 

102    南昌縣 

103    新建縣 

105    德州地區 

107    進賢縣 建賢縣 鍾陵縣 

109    南城縣 

111    黎川縣 新城縣 

113    南豐縣 

115    資溪縣 瀘溪縣 
117    撫州市 併入臨川市 

118    撫州府 

119    臨川市 臨川縣 撫州市 

120    撫州地區 

121    金溪縣 金谿縣 

123    崇仁縣 

125    宜黃縣 

127    樂安縣 

129    東鄉縣 

131    上饒地區 

132    廣信府；饒州府 

133    上饒縣 

134    上饒市 

135    玉山縣 

137    弋陽縣 葛陽縣 
139    貴溪市 貴溪縣 

140    余江縣 安仁縣 

141    鉛山縣 

143    廣豐縣 永豐縣 

145    橫峰縣 興安縣 

149    波陽縣 鄱陽縣 

151    余干縣 餘干縣 餘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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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樂平市 樂平縣 

157    德興市 德興縣 樂安縣 

159    萬年縣 

161    婺源縣 原屬安徽省 

200    吉安府 

201    吉安縣 廬陵縣 

202    吉安地區 井岡山地區入此 

203    吉安市 
204    井岡山市 井岡山縣 
205    泰和縣 西昌縣 

207    吉水縣 石陽縣 

211   永豐縣 陽城縣 

213    安福縣 安成縣 

215    遂川縣 龍泉縣 

217    萬安縣 

219    永新縣 

221    寧岡縣 寧崗縣 永寧縣 

223    蓮花縣 蓮花廳 

225    峽江縣 巴丘縣 

227    新干縣 新淦縣 

229    宜春地區 

230    袁州府 

231    宜春市 宜春縣入此 

233    分宜縣 
235    萍鄉市 萍鄉縣入此 

236    上栗縣 

237    萬載縣 康樂縣 

238    蘆溪縣 
239    高安市 高安縣 

241    上高縣 望蔡縣 

243    宜豐縣 新昌縣 

244    清江府 
245    樟樹市 清江縣 
249    新余市 新余縣 新喻縣 
251    安義縣 

253    奉新縣 新吳縣 

 
 

257    靖安縣 

259    銅鼓縣 銅鼓廳 

261    豐城市 豐城縣 富城縣 

300    贛州府 贛州地區入此 

301    贛州縣 
302    贛州市 

303    于都縣 雩都縣 

305    信豐縣 

306    贛縣 

307    興國縣 

309    會昌縣 

311   安遠縣 

313    尋烏縣 尋鄔縣 長寧縣 

315    龍南縣 

317    定南縣 定南廳 

319    全南縣 虔南廳 虔南縣 

320    南安府 

321    大余縣 大餘縣 大庾縣 
323    南康市 南康縣 南安縣 

325    上猶縣 

327    崇義縣 

329    寧都縣 寧都州 
331    瑞金市 瑞金縣 

333    石城縣 

335    廣昌縣 

397    九江地區 

399    九江市 

400    九江府 

401    九江縣 德化縣 

403    德安縣 
405    瑞昌市 瑞昌縣 

407    湖口縣 

409    彭澤縣 

410    南康市 南康縣 

411    星子縣 

413    都昌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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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樂平市 樂平縣 

157    德興市 德興縣 樂安縣 

159    萬年縣 

161    婺源縣 原屬安徽省 

200    吉安府 

201    吉安縣 廬陵縣 

202    吉安地區 井岡山地區入此 

203    吉安市 
204    井岡山市 井岡山縣 
205    泰和縣 西昌縣 

207    吉水縣 石陽縣 

211   永豐縣 陽城縣 

213    安福縣 安成縣 

215    遂川縣 龍泉縣 

217    萬安縣 

219    永新縣 

221    寧岡縣 寧崗縣 永寧縣 

223    蓮花縣 蓮花廳 

225    峽江縣 巴丘縣 

227    新干縣 新淦縣 

229    宜春地區 

230    袁州府 

231    宜春市 宜春縣入此 

233    分宜縣 
235    萍鄉市 萍鄉縣入此 

236    上栗縣 

237    萬載縣 康樂縣 

238    蘆溪縣 
239    高安市 高安縣 

241    上高縣 望蔡縣 

243    宜豐縣 新昌縣 

244    清江府 
245    樟樹市 清江縣 
249    新余市 新余縣 新喻縣 
251    安義縣 

253    奉新縣 新吳縣 

 
 

257    靖安縣 

259    銅鼓縣 銅鼓廳 

261    豐城市 豐城縣 富城縣 

300    贛州府 贛州地區入此 

301    贛州縣 
302    贛州市 

303    于都縣 雩都縣 

305    信豐縣 

306    贛縣 

307    興國縣 

309    會昌縣 

311   安遠縣 

313    尋烏縣 尋鄔縣 長寧縣 

315    龍南縣 

317    定南縣 定南廳 

319    全南縣 虔南廳 虔南縣 

320    南安府 

321    大余縣 大餘縣 大庾縣 
323    南康市 南康縣 南安縣 

325    上猶縣 

327    崇義縣 

329    寧都縣 寧都州 
331    瑞金市 瑞金縣 

333    石城縣 

335    廣昌縣 

397    九江地區 

399    九江市 

400    九江府 

401    九江縣 德化縣 

403    德安縣 
405    瑞昌市 瑞昌縣 

407    湖口縣 

409    彭澤縣 

410    南康市 南康縣 

411    星子縣 

413    都昌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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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永修縣 建昌縣 

417 修水縣 義寧州 義寧縣 
418 鷹潭市 

419 武寧縣 豫寧縣 
425 景德鎮市 

427 浮梁縣 

25 湖北省 

100 武昌府 咸陽地區入此 
101 武昌市 武昌縣 江夏縣 併入 

武漢市 

103 鄂州市 鄂城市 鄂城縣（壽昌 

縣）入此 

105 嘉魚縣 沙陽縣 
107 赤壁市 蒲圻縣 蒲圻市 
109 咸寧市 咸寧縣 
111 崇陽縣 唐年縣 

113 通山縣 

115 通城縣 

117 陽新縣 興國縣 
119 黃石市 
121 大冶市 大冶縣 
123 武漢市 武昌市 漢陽市 漢口 

市（夏口廳 夏口縣） 新洲縣 

黃坡縣 

125 漢陽市 併入武漢市 

131 漢陽縣 

133 黃岡地區 
135 黃岡市 黃岡縣 齊安縣 

136 團鳳縣 

137 紅安縣 黃安縣 

139 黃梅縣 永興縣 

141 蘄春縣 蘄州 

143 浠水縣 蘄水縣 
145 麻城市 麻城縣 信安縣 勝利 

縣入此 

147 勝利縣 兵堡縣 併入麻城縣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149    武穴市 廣濟縣 

151    羅田縣 

153    新洲縣 併入武漢市 

155    英山縣 原屬安徽省 

161    孝感地區 

163    孝感市 孝感縣入此 

164    孝昌縣 

165    漢川市 漢川縣 

167    黃坡縣 併入武漢市 

171    大悟縣 禮山縣 

172    德安府 
173    安陸市 安陸縣 

175    雲夢縣 

177    廣水市 永陽縣 應山縣 

179    應城市 應城縣 
200    襄陽府 

201    襄陽縣 

203    襄陽地區 

205    襄樊市 

207    隨縣  隨州 併入隨州市 

209    隨州市 隨縣入此 

211    保康縣 
217    宜城市 宜城縣 自忠縣 

219    南漳縣 思安縣 

221    棗陽市 棗陽縣 蔡陽縣 

223    谷城縣 穀城縣 筑陽縣 

225    光化縣 併入老河口市 
226    老河口市 光化縣入此 

227    鄖陽地區 

229    鄖縣 鄖鄉縣 鄖陽縣 

231    房縣 

233    竹溪縣 竹谿縣 

235    竹山縣 安城縣 
237    丹江口市 均縣（均州）入此 

239    鄖西縣 長利縣 
241    十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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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宜昌府 

301    宜昌縣 東湖縣 

303    宜昌地區 

305    宜昌市 
307    當陽市 當陽縣 

309    遠安縣 高安縣 

311    神農架林區 神農架縣 
313    枝江市 枝江縣 

315    宜都市 宜都縣 枝城市 
317    長陽土家族自治縣 長陽縣 

319    興山縣 

321    秭歸縣 歸州 

323    五峰土家族自治縣 五峰縣 

長樂縣 

325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恩施地區 

326    施南府 

327    恩施市 恩施縣入此 

329    宣恩縣 

331    建始縣 

333    利川市 利川縣 

335    來鳳縣 來鳳土家族自治縣 

337    咸豐縣 

339    鶴峰縣 鶴峰廳 鶴峰土家族自 

治縣 

345    巴東縣 樂鄉縣 

347    陸泰縣 

401    荊州地區 

402    荊州府 

403    江陵縣 

405    荊門市 荊門縣入此 

407    荊門縣 荊門州 併入荊門市 
411    荊州市 沙市 

415    石首市 石首縣 

419    監利縣 

421    松滋市 松滋縣 

 
 

423    公安縣 江安縣 分安縣 荊江 

縣入此 

425    荊江縣 併入公安縣 

431    仙桃市 沔陽縣 
435    洪湖市 洪湖縣 
440    安陸府 

443    鐘祥市 鐘祥縣 長壽縣 

444    沙洋縣 

445    京山縣 新陽縣 

447    潛江市 潛江縣 
449    天門市 景陵縣 天門縣 

26    湖南省 

101    長沙市 

102    長沙府 

103    長沙縣 臨湘縣 善化縣入此 

105    望城縣 

107    湘潭地區 

109    湘潭市 

111    湘潭縣 衡山縣 

113    瀏陽市 瀏陽縣 

115    醴陵市 醴陵縣入此 
116    韶山市 
117    湘鄉市 湘鄉縣 

119    攸縣 

120    茶陵縣 

121    炎陵縣 縣 茶陵縣 

122    邵陽地區 

123    邵陽市 

124    寶慶府 

125    邵陽縣 寶慶廳 寶慶縣 

126    新化縣 高平縣 

127    新寧縣 
129    冷水江市 冷江市 

131    新城縣 

133    城步苗族自治縣 城步縣 

135    新邵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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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隆回縣  

139 武岡市 武岡州 武岡縣 

141 邵東縣 

143 綏寧縣 

145 洞口縣 

147 漣源市 漣源縣 連源縣 藍田 

縣 

148 婁底市 

149 雙峰縣 

171 益陽地區 

173 益陽市 益陽縣入此 

175 益陽縣 併入益陽市 

177 桃江縣 

179 寧鄉縣 新康縣 

181 南縣  南州 

185 沅江市 沅江縣 

187 安化縣 

191 株州市 

193 株洲縣 株州縣 

197 衡陽地區 

199 衡陽市 

200 衡州府 

201 衡陽縣 清泉縣 

202 祁東縣 

203 衡山縣 

205 衡東縣 

207 衡南縣 
209 常寧市 常寧縣 新寧縣 

215 祁陽縣 祁東縣 

227 郴州地區 

229 郴州市 郴州 郴縣入此 

231 永興縣 高亭縣 

232 安仁縣 

233 資興市 資興縣（興寧縣）入此 

235 宜章縣 義章縣 

237 汝城縣 桂陽縣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239    桂東縣 
241    桂陽縣 桂陽州 

243    臨武縣 

247    嘉禾縣 

249    來陽市 來陽縣 

261    零陵地區 

263    永州市 零陵縣入此 

265    藍山縣 南平縣 

267    雙牌縣 

269    東安縣 

271    道縣  道州 

273    寧遠縣 延唐縣 

275    江永縣 永明縣 

279    江華瑤族自治縣 江華縣 

281    新田縣 

301    常德地區 

302    常德府 

303    常德縣 武陵縣 併入常德市 

305    常德市 常德縣入此 

311    桃源縣 

313    漢壽縣 龍陽縣 
315    津市市 

317    澧縣 

319    石門縣 澧陽縣 

321    慈利縣 零陽縣 

323    安鄉縣 

325    臨澧縣 安福縣 

351    岳陽地區 

353    岳陽市 

354    岳州府 

355    岳陽縣 巴陵縣 

357    平江縣 昌江縣 

359    臨湘市 臨湘縣 

361    華容縣 安南縣 

365    湘陰縣 

369    汨羅市 汨羅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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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洞口縣 

147 漣源市 漣源縣 連源縣 藍田 

縣 

148 婁底市 

149 雙峰縣 

171 益陽地區 

173 益陽市 益陽縣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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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桃江縣 

179 寧鄉縣 新康縣 

181 南縣  南州 

185 沅江市 沅江縣 

187 安化縣 

191 株州市 

193 株洲縣 株州縣 

197 衡陽地區 

199 衡陽市 

200 衡州府 

201 衡陽縣 清泉縣 

202 祁東縣 

203 衡山縣 

205 衡東縣 

207 衡南縣 
209 常寧市 常寧縣 新寧縣 

215 祁陽縣 祁東縣 

227 郴州地區 

229 郴州市 郴州 郴縣入此 

231 永興縣 高亭縣 

232 安仁縣 

233 資興市 資興縣（興寧縣）入此 

235 宜章縣 義章縣 

237 汝城縣 桂陽縣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239    桂東縣 
241    桂陽縣 桂陽州 

243    臨武縣 

247    嘉禾縣 

249    來陽市 來陽縣 

261    零陵地區 

263    永州市 零陵縣入此 

265    藍山縣 南平縣 

267    雙牌縣 

269    東安縣 

271    道縣  道州 

273    寧遠縣 延唐縣 

275    江永縣 永明縣 

279    江華瑤族自治縣 江華縣 

281    新田縣 

301    常德地區 

302    常德府 

303    常德縣 武陵縣 併入常德市 

305    常德市 常德縣入此 

311    桃源縣 

313    漢壽縣 龍陽縣 
315    津市市 

317    澧縣 

319    石門縣 澧陽縣 

321    慈利縣 零陽縣 

323    安鄉縣 

325    臨澧縣 安福縣 

351    岳陽地區 

353    岳陽市 

354    岳州府 

355    岳陽縣 巴陵縣 

357    平江縣 昌江縣 

359    臨湘市 臨湘縣 

361    華容縣 安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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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黔陽地區 

403    黔陽縣 併入洪江市 

405    沅陵縣 

407    芷江侗族自治縣 芷江縣 

409    辰溪縣 辰谿縣 辰陽縣 

411    漵浦縣 敘浦縣 

415    麻陽苗族自治縣 麻陽縣 

427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縣 靖州 靖 

縣 

431    會同縣 三江縣 

439    新晃侗族自治縣 新晃縣 晃州 

應晃縣 

441    通道侗族自治縣 通道縣 

445    懷化市 懷化縣入此 

451    懷化縣 併入懷化市 

453    中方縣 

455    洪江市 洪江縣 黔陽縣入此 

501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湘西自治州 

503    吉首市 吉首縣 乾州 乾縣 

乾城縣 

505    鳳凰縣 鳳凰廳 

507    瀘溪縣 盧溪縣 

509    花垣縣 永綏廳 永綏縣 

516    永順府 

517    永順縣 

519    保靖縣 保靖州 

521    龍山縣 

523    桑植縣 

525    古丈縣 古丈坪廳 古文縣 
527    張家界市 大庸市 大庸縣 

（永定縣）入此 

27  四川省 

101    成都市 

102   成都府 

103   成都縣 

 
 

105    溫江地區 

107    溫江縣 萬春縣 
109    廣漢市 廣漢縣 漢州 

111    崇州市 崇慶州 崇慶縣 
113    什邡市 什邡縣 什邠縣 

115    雙流縣 華陽縣 

117    新都縣 新繁縣 

119    蒲江縣 

121    大邑縣 

123    金堂縣 

125    郫縣 邠縣 崇寧縣 
127    都江堰市 灌縣 

129    彭州市 彭縣 
131    邛崍市 邛崍縣 邛州 

133    新津縣 

134    龍安府 

135    平武縣 平廣縣 
137    江油市 江油縣 江彰縣 彰明縣 

139    北川縣 石泉縣 

141    青川縣 

145    緜陽地區 

147    綿陽市 緜陽縣 緜陽市 緜州 

149    德陽市 德陽縣 

151    安縣 

153    綿竹市 綿竹縣 緜竹縣 晉熙縣 

155    梓潼縣 

157    羅江縣 

159    劍閣縣 劍州 

164    潼州府 

165    三台縣 

167    射洪縣 射江縣 

169    鹽亭縣 

171    中江縣 玄武縣 

173    潼南縣 東安縣 

177   遂寧市 遂寧縣 

179   蓬溪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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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大英縣 

191 廣元市  廣元縣 昭化縣 

193 旺蒼縣 旺蒼設治局 

200 重慶府 

201 重慶市 

203 巴縣 

204 綦江縣 

205 長壽縣 樂溫縣 

206 江津地方 

207 江津市 江陽縣 

209 榮昌縣 昌元縣 
211 永川市 永川縣 

215 銅梁縣 

217 大足縣 

219 壁山縣 

223 合川市 合川縣 合州 

225 渝北區 江北廳 江北縣 

231 萬縣地區 

233 萬縣市 

235 萬縣 

237 開縣 

239 巫溪縣 大寧縣 

240 夔州府 

241 奉節縣 人復縣 

243 巫山縣 巫縣 

245 雲陽縣 

247 梁平縣 梁山縣 

251 忠縣  忠州 

253 城口縣 城口廳 

254 涪陵地區 

255 涪陵縣 涪州 

257 豐都縣 酆都縣 

259 墊江縣 

261 南川市 南川縣 隆化縣 

263 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 

      酉陽州 酉陽縣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265    石柱土家族自治縣 石柱州 
石柱縣 

267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縣 

秀山縣 

269    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 

黔江縣 

271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 

彭水縣 

273    武隆縣 

276    綏定府 

277    達縣 
278    達州市 達川市 達縣市 

279    達縣地區 

281    開江縣 新寧縣 

283    渠縣 

285    大竹縣 

287    宣漢縣 東鄉縣 
289    萬源市 萬源縣 太平縣 

291    鄰水縣 

292    巴中地區 

293    通江縣 諾水縣 

295    南江縣 難江縣 
297    巴中市 巴中縣 

299    平昌縣 

300    雅州府 

301    雅安市 雅安縣 原屬西康省 

302    雅安地區 

303    名山縣 蒙山縣 

305    滎經縣 嚴道縣 原屬西康省 

307    蘆山縣 瀘山縣 

309    寶興縣 原屬西康省 

311    石棉縣 新棉縣 

312    天全縣 天全州 

313    漢源縣 漢原縣 清溪縣 原屬 

西康省 

314    西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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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黔陽地區 

403    黔陽縣 併入洪江市 

405    沅陵縣 

407    芷江侗族自治縣 芷江縣 

409    辰溪縣 辰谿縣 辰陽縣 

411    漵浦縣 敘浦縣 

415    麻陽苗族自治縣 麻陽縣 

427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縣 靖州 靖 

縣 

431    會同縣 三江縣 

439    新晃侗族自治縣 新晃縣 晃州 

應晃縣 

441    通道侗族自治縣 通道縣 

445    懷化市 懷化縣入此 

451    懷化縣 併入懷化市 

453    中方縣 

455    洪江市 洪江縣 黔陽縣入此 

501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湘西自治州 

503    吉首市 吉首縣 乾州 乾縣 

乾城縣 

505    鳳凰縣 鳳凰廳 

507    瀘溪縣 盧溪縣 

509    花垣縣 永綏廳 永綏縣 

516    永順府 

517    永順縣 

519    保靖縣 保靖州 

521    龍山縣 

523    桑植縣 

525    古丈縣 古丈坪廳 古文縣 
527    張家界市 大庸市 大庸縣 

（永定縣）入此 

27  四川省 

101    成都市 

102   成都府 

103   成都縣 

 
 

105    溫江地區 

107    溫江縣 萬春縣 
109    廣漢市 廣漢縣 漢州 

111    崇州市 崇慶州 崇慶縣 
113    什邡市 什邡縣 什邠縣 

115    雙流縣 華陽縣 

117    新都縣 新繁縣 

119    蒲江縣 

121    大邑縣 

123    金堂縣 

125    郫縣 邠縣 崇寧縣 
127    都江堰市 灌縣 

129    彭州市 彭縣 
131    邛崍市 邛崍縣 邛州 

133    新津縣 

134    龍安府 

135    平武縣 平廣縣 
137    江油市 江油縣 江彰縣 彰明縣 

139    北川縣 石泉縣 

141    青川縣 

145    緜陽地區 

147    綿陽市 緜陽縣 緜陽市 緜州 

149    德陽市 德陽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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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綿竹市 綿竹縣 緜竹縣 晉熙縣 

155    梓潼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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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劍閣縣 劍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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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中江縣 玄武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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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遂寧市 遂寧縣 

179   蓬溪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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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合川市 合川縣 合州 

225 渝北區 江北廳 江北縣 

231 萬縣地區 

233 萬縣市 

235 萬縣 

237 開縣 

239 巫溪縣 大寧縣 

240 夔州府 

241 奉節縣 人復縣 

243 巫山縣 巫縣 

245 雲陽縣 

247 梁平縣 梁山縣 

251 忠縣  忠州 

253 城口縣 城口廳 

254 涪陵地區 

255 涪陵縣 涪州 

257 豐都縣 酆都縣 

259 墊江縣 

261 南川市 南川縣 隆化縣 

263 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 

      酉陽州 酉陽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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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石柱土家族自治縣 石柱州 
石柱縣 

267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縣 

秀山縣 

269    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 

黔江縣 

271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 

彭水縣 

273    武隆縣 

276    綏定府 

277    達縣 
278    達州市 達川市 達縣市 

279    達縣地區 

281    開江縣 新寧縣 

283    渠縣 

285    大竹縣 

287    宣漢縣 東鄉縣 
289    萬源市 萬源縣 太平縣 

291    鄰水縣 

292    巴中地區 

293    通江縣 諾水縣 

295    南江縣 難江縣 
297    巴中市 巴中縣 

299    平昌縣 

300    雅州府 

301    雅安市 雅安縣 原屬西康省 

302    雅安地區 

303    名山縣 蒙山縣 

305    滎經縣 嚴道縣 原屬西康省 

307    蘆山縣 瀘山縣 

309    寶興縣 原屬西康省 

311    石棉縣 新棉縣 

312    天全縣 天全州 

313    漢源縣 漢原縣 清溪縣 原屬 

西康省 

314    西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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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西昌縣 原屬西康省 

316    西昌市 

317    冕寧縣 原屬西康省 

319    鹽源縣 鹽源彝族自治縣 原屬 

西康省 

321    米易縣 美易縣 

323    會東縣 

325    會理縣 會理州 原屬西康省 

327    寧南縣 原屬西康省 

329    鹽邊縣 原屬西康省 

330    德昌縣 原屬西康省 

331    木里藏族自治縣 木里縣 

332    樂山地區 

333    樂山市 樂山縣 
335    峨眉山市 峨眉縣 
337    洪雅縣 

341    夾江縣 

343    犍為縣 武陽縣 

345    井研縣 

347    沐川縣 

348    眉山地區 

349    眉山縣 眉州 

351    丹棱縣 丹陵縣 洪雅縣 

353    彭山縣 隆山縣 

355    青神縣 

357    仁壽縣 普寧縣 

361    涼山彝族自治州 涼山州 

363    昭覺縣 原屬西康省 

365    美姑縣 

367    金陽縣 金陽設治局 原屬西康省 

369    布拖縣 

371    越西縣 越雟縣 越雋縣 原屬 

西康省 

373    甘洛縣 呷洛縣 

375    峨邊彝族自治縣 峨邊廳 峨邊 

縣 

 
 

377    馬邊彝族自治縣 馬邊縣 

379    雷波縣 雷波廳 

381    普格縣 普格設治局 原屬西康省 

383    喜德縣 

391    攀枝花市 渡口市 

401    宜賓地區 

402    敘州府 

403    宜賓縣 僰道縣 
405    宜賓市 

407    富順縣 

409    南溪縣 南廣縣 

411    長寧縣 

413    高縣 慶符縣 

415    筠連縣 

417    珙縣 洪縣 

419    興文縣 

421    隆昌縣 

423    屏山縣 

427    合江縣 符縣 

429    納溪區 納溪縣 納谿縣 

431    江安縣 
435    瀘州市 

437    瀘縣 瀘州 

443    敘永縣 永寧州 

449    古藺縣 

455    自貢市 

457    榮縣 

461    內江地區 

463    內江市 

465    內江縣 

467    樂至縣 

469    威遠縣 

470    資陽地區 

471    安岳縣 安樂縣 

475    資中縣 資州 
477    資陽市 資陽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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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 簡陽市 簡陽縣 簡州 

500 保寧府 

501 閬中市 閬中縣 

502 南充地區 

503 南充縣 

505 南充市 

507 營山縣 朗池縣 

509 儀隴縣 

511 西充縣 

513 岳池縣 

515 蒼溪縣 

517 南部縣 南國縣 

521 武勝縣 定遠縣 
529 華鎣市 華鎣工農區 

531 蓬安縣 蓬州 
533 廣安市 廣安州 廣安縣 

535 廣安區 

537 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 阿霸自 

治州 

539 阿壩縣 阿霸縣 

541 馬爾康縣 四土縣 

543 茂縣  茂州 茂汶縣 

545 汶川縣 汶山縣 

547 黑水縣 蘆花縣 

549 九寨溝縣 南坪縣 

551 壤塘縣 

553 金川縣 靖化縣 大金縣 

559 小金縣 懋功廳 懋功縣 

561 松潘縣 松潘廳 

563 理縣  理番廳 理番縣 

567 紅原縣 

569 若爾蓋縣 

603 甘孜藏族自治州 甘孜自治州 

605 甘孜縣 甘孜州 原屬西康省 

607 爐霍縣 章各委員轄區 原屬西 

康省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609    丹巴縣 單東巴底巴旺各土司 

原屬西康省 

611    鄉城縣 定鄉縣 原屬西康省 

613    康定縣 康定縣 安良縣 安龍 

縣 原屬西康省 

617    瀘定縣 瀘定橋巡檢 原屬西康省 

619    雅江縣 河口縣 原屬西康省 

621    道孚縣 道塢 原屬西康省 

623    理塘縣 理化縣 義敦縣 原屬 

       西康省 

625    義敦縣 

627    新龍縣 懷柔縣 瞻化縣 原屬 

西康省 

629    白玉縣 白玉州 原屬西康省 

631    稻城縣 貢噶縣 原屬西康省 

633    得榮縣 得榮委員轄區 德榮縣 

原屬西康省 

635    巴塘縣 巴安縣 原屬西康省 

637    德格縣 德化縣 原屬西康省 

639    石渠縣 色許 原屬西康省 

641    色達縣 

643    九龍縣 原屬西康省 

28  西康省  今併入 27 四川省、66 西藏自 

治區 

101    巴安縣 宜入 27/635 

103    鹽井縣 宜入 66/435 

105    甘孜縣 宜入 27/605 

107    爐霍縣 宜入 27/607 

109    丹巴縣 宜入 27/609 

111    定鄉縣 宜入 27/611 

113    康定縣 宜入 27/613 

115    九龍縣 宜入 27/643 

117    瀘定縣 宜入 27/617 

119    雅江縣 宜入 27/619 

121    道孚縣 宜入 27/621 

123    理化縣 宜入 2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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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 簡陽市 簡陽縣 簡州 

500 保寧府 

501 閬中市 閬中縣 

502 南充地區 

503 南充縣 

505 南充市 

507 營山縣 朗池縣 

509 儀隴縣 

511 西充縣 

513 岳池縣 

515 蒼溪縣 

517 南部縣 南國縣 

521 武勝縣 定遠縣 
529 華鎣市 華鎣工農區 

531 蓬安縣 蓬州 
533 廣安市 廣安州 廣安縣 

535 廣安區 

537 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 阿霸自 

治州 

539 阿壩縣 阿霸縣 

541 馬爾康縣 四土縣 

543 茂縣  茂州 茂汶縣 

545 汶川縣 汶山縣 

547 黑水縣 蘆花縣 

549 九寨溝縣 南坪縣 

551 壤塘縣 

553 金川縣 靖化縣 大金縣 

559 小金縣 懋功廳 懋功縣 

561 松潘縣 松潘廳 

563 理縣  理番廳 理番縣 

567 紅原縣 

569 若爾蓋縣 

603 甘孜藏族自治州 甘孜自治州 

605 甘孜縣 甘孜州 原屬西康省 

607 爐霍縣 章各委員轄區 原屬西 

康省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609    丹巴縣 單東巴底巴旺各土司 

原屬西康省 

611    鄉城縣 定鄉縣 原屬西康省 

613    康定縣 康定縣 安良縣 安龍 

縣 原屬西康省 

617    瀘定縣 瀘定橋巡檢 原屬西康省 

619    雅江縣 河口縣 原屬西康省 

621    道孚縣 道塢 原屬西康省 

623    理塘縣 理化縣 義敦縣 原屬 

       西康省 

625    義敦縣 

627    新龍縣 懷柔縣 瞻化縣 原屬 

西康省 

629    白玉縣 白玉州 原屬西康省 

631    稻城縣 貢噶縣 原屬西康省 

633    得榮縣 得榮委員轄區 德榮縣 

原屬西康省 

635    巴塘縣 巴安縣 原屬西康省 

637    德格縣 德化縣 原屬西康省 

639    石渠縣 色許 原屬西康省 

641    色達縣 

643    九龍縣 原屬西康省 

28  西康省  今併入 27 四川省、66 西藏自 

治區 

101    巴安縣 宜入 27/635 

103    鹽井縣 宜入 66/435 

105    甘孜縣 宜入 27/605 

107    爐霍縣 宜入 27/607 

109    丹巴縣 宜入 27/609 

111    定鄉縣 宜入 27/611 

113    康定縣 宜入 27/613 

115    九龍縣 宜入 27/643 

117    瀘定縣 宜入 27/617 

119    雅江縣 宜入 27/619 

121    道孚縣 宜入 27/621 

123    理化縣 宜入 2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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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稻城縣 宜入 27/631 

127    瞻化縣 宜入 27/627 

129    昌都縣 宜入 66/403 

131    德榮縣 宜入 66/633 

133    武成縣 宜入 66/405 

135    寧靜縣 宜入 66/435 

137    察雅縣 宜入 66/431 

139    貢縣  宜入 66/405 

141    察隅縣 宜入 66/411 

143    科麥縣 宜入 66/411 

145    恩達縣 恩達廳 

147    鄧柯縣 登科 

149    石渠縣 宜入 27/639 

151    白玉縣 宜入 27/629 

153    德格縣 宜入 27/637 

155    同普縣 宜入 66/427 

157    嘉黎縣 宜入 66/283 

159    碩督縣 碩般多 

161    太昭縣 宜入 66/427 

163    雅安縣 宜入 27/301 

165    蘆山縣 原屬四川省 

167    西昌縣 宜入 27/315 

169    鹽源縣 宜入 27/319 

171    天全縣 原屬四川省 

173    寧南縣 宜入 27/327 

175    榮經縣 宜入 27/305 

177    漢源縣 宜入 27/313 

179    冕寧縣 宜入 27/317 

181    昭覺縣 宜入 27/363 

183    會理縣 宜入 27/325 

185    鹽邊縣 宜入 27/329 

187    越雋縣 宜入 27/371 

189    寶興縣 宜入 27/309 

191    德昌縣 宜入 27/330 

193    乾寧縣 原屬四川省 

195    寧東設治局 

 
 
197    金湯設治局 宜入 27/367 

199    普格設治局 宜入 27/381 

201    瀘寧設治局 

31  福建省 

101    福州市 

102    福州府 

103    閩侯縣 閩縣 侯官縣 林森縣 

105    莆田地區 

106    興化府 

107    莆田縣 

108    莆田市 

109    仙游縣 清源縣 

111    閩清縣 
113    長樂市 長樂縣 

117    平潭縣 平潭廳 

119    永泰縣 永福縣 
121    福清市 福清縣 福唐縣 

122    福寧府 

123    霞浦縣 

125    福鼎市 福鼎縣 

126    寧德地區 

127    寧德市 寧德縣 

129    壽寧縣 

131    福安市 福安縣 

133    周寧縣 周墩特別區 

135    古田縣 

137    連江縣 

139    拓榮縣 拓洋特別區 

141    羅源縣 永貞縣 

143    屏南縣 

201    廈門市 思明縣 同安縣入此 

203    思明縣 廈門廳 併入廈門市 

204    同安縣 併入廈門市 

205    金門縣 

207    晉江地區 

209    泉州市 
 

 
728 

 
 
 

210 泉州府 

211 晉州縣 

212 晉江市 晉江縣 
213 南安市 晉安縣 
214 石獅市 
215 惠安縣 

217 安溪縣 清溪縣 

221 永春縣 

223 德化縣 

300 龍岩地區 

301 龍岩市 龍岩州 龍岩縣 寧洋 

縣入此 

302 汀州府 

303 長汀縣 

305 寧洋縣 併入龍岩縣 

307 上杭縣 

309 武平縣 

313 連城縣 蓮城縣 
315 漳平市 漳平縣 

317 永定縣 

319 龍溪地區 

320 漳州府 
321 龍海市 龍海縣（龍溪縣 海澄 

縣） 

322 漳州市 

323 華安縣 華封縣 

325 漳浦縣 

327 南靖縣 

329 長泰縣 

331 平和縣 

333 詔安縣 

335 東山縣 

339 雲霄縣 雲霄廳 

351 三明地區 
353 三明市 三明縣 

355 明溪縣 歸化縣 三元縣入此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359    泰寧縣 

361    建寧縣 

363    將樂縣 

365    沙縣 

367    尤溪縣 

371    永安市 永安縣入此 

375    寧化縣 黃連縣 

381    清流縣 

385    大田縣 

400    延平府 

401    南平市 南平縣入此 

405    建陽地區 

407    建陽市 建陽縣 建平縣 

411    順昌縣 

413    建甌市 建甌縣（建安縣 歐寧 

縣） 
417    武夷山市 崇安縣 

419    浦城縣 

420    松和縣  

421    政和縣 松政縣入此 

423    松溪縣 松源縣 

424    邵州府 
425    邵武市 邵武縣入此 

427    光澤縣 

435    水吉縣 併入浦城縣 

33  廣東省 海南島入 37 
101    廣州市 

102    廣州府 

103    番禺市 番禺縣 

107    新豐縣 長寧縣 
111    從化市 從化縣 

113    龍門縣 

115    花都市 花縣 
117    增城市 增城縣 
131    肇慶地區 

133    肇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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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稻城縣 宜入 27/631 

127    瞻化縣 宜入 27/627 

129    昌都縣 宜入 66/403 

131    德榮縣 宜入 66/633 

133    武成縣 宜入 66/405 

135    寧靜縣 宜入 66/435 

137    察雅縣 宜入 66/431 

139    貢縣  宜入 66/405 

141    察隅縣 宜入 66/411 

143    科麥縣 宜入 66/411 

145    恩達縣 恩達廳 

147    鄧柯縣 登科 

149    石渠縣 宜入 27/639 

151    白玉縣 宜入 27/629 

153    德格縣 宜入 27/637 

155    同普縣 宜入 66/427 

157    嘉黎縣 宜入 66/283 

159    碩督縣 碩般多 

161    太昭縣 宜入 66/427 

163    雅安縣 宜入 27/301 

165    蘆山縣 原屬四川省 

167    西昌縣 宜入 27/315 

169    鹽源縣 宜入 27/319 

171    天全縣 原屬四川省 

173    寧南縣 宜入 27/327 

175    榮經縣 宜入 27/305 

177    漢源縣 宜入 27/313 

179    冕寧縣 宜入 27/317 

181    昭覺縣 宜入 27/363 

183    會理縣 宜入 27/325 

185    鹽邊縣 宜入 27/329 

187    越雋縣 宜入 27/371 

189    寶興縣 宜入 27/309 

191    德昌縣 宜入 27/330 

193    乾寧縣 原屬四川省 

195    寧東設治局 

 
 
197    金湯設治局 宜入 27/367 

199    普格設治局 宜入 27/381 

201    瀘寧設治局 

31  福建省 

101    福州市 

102    福州府 

103    閩侯縣 閩縣 侯官縣 林森縣 

105    莆田地區 

106    興化府 

107    莆田縣 

108    莆田市 

109    仙游縣 清源縣 

111    閩清縣 
113    長樂市 長樂縣 

117    平潭縣 平潭廳 

119    永泰縣 永福縣 
121    福清市 福清縣 福唐縣 

122    福寧府 

123    霞浦縣 

125    福鼎市 福鼎縣 

126    寧德地區 

127    寧德市 寧德縣 

129    壽寧縣 

131    福安市 福安縣 

133    周寧縣 周墩特別區 

135    古田縣 

137    連江縣 

139    拓榮縣 拓洋特別區 

141    羅源縣 永貞縣 

143    屏南縣 

201    廈門市 思明縣 同安縣入此 

203    思明縣 廈門廳 併入廈門市 

204    同安縣 併入廈門市 

205    金門縣 

207    晉江地區 

209    泉州市 
 

 
728 

 
 
 

210 泉州府 

211 晉州縣 

212 晉江市 晉江縣 
213 南安市 晉安縣 
214 石獅市 
215 惠安縣 

217 安溪縣 清溪縣 

221 永春縣 

223 德化縣 

300 龍岩地區 

301 龍岩市 龍岩州 龍岩縣 寧洋 

縣入此 

302 汀州府 

303 長汀縣 

305 寧洋縣 併入龍岩縣 

307 上杭縣 

309 武平縣 

313 連城縣 蓮城縣 
315 漳平市 漳平縣 

317 永定縣 

319 龍溪地區 

320 漳州府 
321 龍海市 龍海縣（龍溪縣 海澄 

縣） 

322 漳州市 

323 華安縣 華封縣 

325 漳浦縣 

327 南靖縣 

329 長泰縣 

331 平和縣 

333 詔安縣 

335 東山縣 

339 雲霄縣 雲霄廳 

351 三明地區 
353 三明市 三明縣 

355 明溪縣 歸化縣 三元縣入此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359    泰寧縣 

361    建寧縣 

363    將樂縣 

365    沙縣 

367    尤溪縣 

371    永安市 永安縣入此 

375    寧化縣 黃連縣 

381    清流縣 

385    大田縣 

400    延平府 

401    南平市 南平縣入此 

405    建陽地區 

407    建陽市 建陽縣 建平縣 

411    順昌縣 

413    建甌市 建甌縣（建安縣 歐寧 

縣） 
417    武夷山市 崇安縣 

419    浦城縣 

420    松和縣  

421    政和縣 松政縣入此 

423    松溪縣 松源縣 

424    邵州府 
425    邵武市 邵武縣入此 

427    光澤縣 

435    水吉縣 併入浦城縣 

33  廣東省 海南島入 37 
101    廣州市 

102    廣州府 

103    番禺市 番禺縣 

107    新豐縣 長寧縣 
111    從化市 從化縣 

113    龍門縣 

115    花都市 花縣 
117    增城市 增城縣 
131    肇慶地區 

133    肇慶市 

 
 
 
 
 
 
 
 
 
 
 
 
 
 
 
 
 
 
 
 
 
 
 
 
 
 
 
 
 
 
 
 
 
 
 
 
 
 
 
 
 
 
 
 

通
用
複
分
表

 

 
729 
729

通
用
複
分
表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通  

用  

複  

分  

表  

中文圖書分類法 
 
 

134    肇慶府 

135    高要市 高要縣 
137    四會市 四會縣 
139    新興縣 

141    雲安縣 

143    廣寧縣 

149    德慶縣 經慶州 

151    封川縣 併入封開縣 

153    開建縣 併入封開縣 

155    封開縣 封川縣 開建縣入此 
157    羅定市 羅定州 羅定縣 
159    雲浮市 雲浮縣 東安縣 
163    懷集縣 懷化縣 原屬廣西省 

165    郁南縣 鬱南縣 西寧縣 
197    韶關市 

199    韶關地區 

200    韶州府 

201    曲江縣 

203    南雄市 南雄州 南雄縣 

205    始興縣 

207    樂昌市 樂昌縣 梁化縣 

209    仁化縣 

211    乳源瑤族自治縣 乳源縣．韶邊 

瑤族自治縣 

212    清遠市 清遠縣 中宿縣 
213    英德市 英德縣 
214    清新縣 

215    翁源縣 

216    佛岡縣 

217    連州市 連州 連縣 

219    陽山縣 

221    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 連山縣 

223    連南瑤族自治縣 連南縣 

301    惠陽地區 

303    惠州市 

304    惠州府 

 
 

305    惠陽市 惠陽縣 歸善縣 

307    博羅縣 

309    惠東縣 

311    紫金縣 永安縣 
313    東莞市 東莞縣入此 

317    龍川縣 

319    河源市 河源縣 

320    東源縣 

321    和平縣 

323    連平縣 連平州 
331    深圳市 寶安縣 

339    梅縣地區 

341    梅州市 梅縣市 

344    梅縣  嘉應州 

345    五華縣 長樂縣 
347    興寧市 興寧縣 

349    平遠縣 

351    蕉嶺縣 鎮平縣 

353    豐順縣 

355    大埔縣 

361    汕頭地區 
363    汕頭市 
365    澄海市 澄海縣 
367    海豐縣 

368    陸河縣 

369    陸豐市 陸豐縣 
371    汕尾市 
374    潮州府 

375    潮安縣 海陽縣 
377    潮州市 
379    潮陽市 潮陽縣 
381    揭陽市 揭陽縣 
382    揭東縣 

383    揭西縣 

385    饒平縣 

387    惠來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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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 普寧市 普寧縣 

391 南澳縣 南澳廳 
397 湛江市 
398 吳川市 吳川縣 
399 湛江地區 

400 高州市 高州府 高州縣 
401 茂名市 茂名縣入此 
402 茂名縣 併入茂名市 

403 電白縣 

405 信宜市 信宜縣 信義縣 
407 化州市 化州 化州縣 
409 吳州縣 

411 廉江市 廉江縣 石城縣 

412 雷州府 

413 雷州市 海康縣 

415 遂溪縣 

417 徐聞縣 隋康縣 雷南縣 

418 陽東縣 

419 陽江市 陽江州 陽江縣 

420 陽西縣 

421 陽春市 陽春縣 

451 佛山地區 

453 佛山市 
455 江門市 
456 鶴山市 鶴山縣 
457 南海市 南海縣 
459 三水市 三水縣 
461 中山市 中山縣（香山縣）入此 
463 順德市 順德縣 
465 斗門縣 

469 高明市 高明縣 高鶴縣 
471 新會市 新會縣 
473 台山市 台山縣 新寧縣 
475 開平市 開平縣 
477 恩平市 恩平縣 
479 珠海市 珠海縣入此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34  廣西壯族自治區 廣西省 
100    南寧府 

101    南寧市 

102    南寧地區 

103    邕寧縣 宣化縣 南寧縣 

105    扶綏縣 扶南縣（新寧州）綏淥 

縣 同正縣（永康州） 

107    隆安縣 

109    永淳縣 併入橫縣 

111    橫縣 永淳縣入此 

112    思恩府 

113    武鳴縣 武緣縣 

117    馬山縣 那馬縣 隆山縣 

121    賓陽縣 賓州 

123    上林縣 

131    龍州縣 龍州廳 麗江縣 龍津縣 

134    太平府 

135    崇左縣 崇善縣 左縣 

137    大新縣 雷平縣 萬承縣 養利縣 

141    寧明縣 寧明州（思樂縣 鎮南 

       縣） 思江縣 

145    天等縣 鎮都縣（鎮向縣（鎮結 

縣 向都縣） 龍茗縣） 
151    憑祥市 馮祥市 

200    梧州府 

201    梧州市 

202    梧州地區 

203    蒼梧縣 

205    藤縣 

206    昭平縣 昭平州 

206    賀州地區 

207    岑溪市 岑溪縣 

208    富川瑤族自治縣 富川縣 

209    鍾山縣 

210    蒙山縣 永安州 永安縣 
211   賀州市 賀縣 駕縣 信都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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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肇慶府 

135    高要市 高要縣 
137    四會市 四會縣 
139    新興縣 

141    雲安縣 

143    廣寧縣 

149    德慶縣 經慶州 

151    封川縣 併入封開縣 

153    開建縣 併入封開縣 

155    封開縣 封川縣 開建縣入此 
157    羅定市 羅定州 羅定縣 
159    雲浮市 雲浮縣 東安縣 
163    懷集縣 懷化縣 原屬廣西省 

165    郁南縣 鬱南縣 西寧縣 
197    韶關市 

199    韶關地區 

200    韶州府 

201    曲江縣 

203    南雄市 南雄州 南雄縣 

205    始興縣 

207    樂昌市 樂昌縣 梁化縣 

209    仁化縣 

211    乳源瑤族自治縣 乳源縣．韶邊 

瑤族自治縣 

212    清遠市 清遠縣 中宿縣 
213    英德市 英德縣 
214    清新縣 

215    翁源縣 

216    佛岡縣 

217    連州市 連州 連縣 

219    陽山縣 

221    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 連山縣 

223    連南瑤族自治縣 連南縣 

301    惠陽地區 

303    惠州市 

304    惠州府 

 
 

305    惠陽市 惠陽縣 歸善縣 

307    博羅縣 

309    惠東縣 

311    紫金縣 永安縣 
313    東莞市 東莞縣入此 

317    龍川縣 

319    河源市 河源縣 

320    東源縣 

321    和平縣 

323    連平縣 連平州 
331    深圳市 寶安縣 

339    梅縣地區 

341    梅州市 梅縣市 

344    梅縣  嘉應州 

345    五華縣 長樂縣 
347    興寧市 興寧縣 

349    平遠縣 

351    蕉嶺縣 鎮平縣 

353    豐順縣 

355    大埔縣 

361    汕頭地區 
363    汕頭市 
365    澄海市 澄海縣 
367    海豐縣 

368    陸河縣 

369    陸豐市 陸豐縣 
371    汕尾市 
374    潮州府 

375    潮安縣 海陽縣 
377    潮州市 
379    潮陽市 潮陽縣 
381    揭陽市 揭陽縣 
382    揭東縣 

383    揭西縣 

385    饒平縣 

387    惠來縣 
 

 
730 

 
 
 

389 普寧市 普寧縣 

391 南澳縣 南澳廳 
397 湛江市 
398 吳川市 吳川縣 
399 湛江地區 

400 高州市 高州府 高州縣 
401 茂名市 茂名縣入此 
402 茂名縣 併入茂名市 

403 電白縣 

405 信宜市 信宜縣 信義縣 
407 化州市 化州 化州縣 
409 吳州縣 

411 廉江市 廉江縣 石城縣 

412 雷州府 

413 雷州市 海康縣 

415 遂溪縣 

417 徐聞縣 隋康縣 雷南縣 

418 陽東縣 

419 陽江市 陽江州 陽江縣 

420 陽西縣 

421 陽春市 陽春縣 

451 佛山地區 

453 佛山市 
455 江門市 
456 鶴山市 鶴山縣 
457 南海市 南海縣 
459 三水市 三水縣 
461 中山市 中山縣（香山縣）入此 
463 順德市 順德縣 
465 斗門縣 

469 高明市 高明縣 高鶴縣 
471 新會市 新會縣 
473 台山市 台山縣 新寧縣 
475 開平市 開平縣 
477 恩平市 恩平縣 
479 珠海市 珠海縣入此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34  廣西壯族自治區 廣西省 
100    南寧府 

101    南寧市 

102    南寧地區 

103    邕寧縣 宣化縣 南寧縣 

105    扶綏縣 扶南縣（新寧州）綏淥 

縣 同正縣（永康州） 

107    隆安縣 

109    永淳縣 併入橫縣 

111    橫縣 永淳縣入此 

112    思恩府 

113    武鳴縣 武緣縣 

117    馬山縣 那馬縣 隆山縣 

121    賓陽縣 賓州 

123    上林縣 

131    龍州縣 龍州廳 麗江縣 龍津縣 

134    太平府 

135    崇左縣 崇善縣 左縣 

137    大新縣 雷平縣 萬承縣 養利縣 

141    寧明縣 寧明州（思樂縣 鎮南 

       縣） 思江縣 

145    天等縣 鎮都縣（鎮向縣（鎮結 

縣 向都縣） 龍茗縣） 
151    憑祥市 馮祥市 

200    梧州府 

201    梧州市 

202    梧州地區 

203    蒼梧縣 

205    藤縣 

206    昭平縣 昭平州 

206    賀州地區 

207    岑溪市 岑溪縣 

208    富川瑤族自治縣 富川縣 

209    鍾山縣 

210    蒙山縣 永安州 永安縣 
211   賀州市 賀縣 駕縣 信都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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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都縣入此 

212    潯州府 

213    桂平市 桂平縣 

215    平南縣 

217    貴港市 貴縣 

219    玉木地區 

221    玉林市 鬱林縣（郁林縣）玉林 

縣 

223    博白縣 

225    興業縣 

226    北流市 北流縣 

227    陸川縣 陵川縣 

229    容縣 客縣 

300    桂林府 

301    桂林市 

302    桂林地區 

303    臨桂縣 桂林縣 

304    興安縣 全義縣 

305    靈川縣 靈山縣 

307    陽朔縣 熙平縣 

309    資源縣 

311    永福縣 

317    全州縣 全州 全縣 

319    灌陽縣 觀陽縣 

321    龍勝各族自治縣 龍勝縣 

323    平樂縣 

325    恭城瑤族自治縣 恭城縣 

333    荔浦縣 

335    修仁縣（撤銷） 

400    柳州府 

401    柳州市 

402    柳州地區 

403    柳江縣 馬平縣 
404    合山市 

405    融安縣 融縣 

 
 

407    鹿寨縣  

409    柳城縣 龍城縣 

411    三江侗族自治縣 三江縣 三江 

縣侗族自治區 懷遠縣 

413    來賓縣 來資縣 遷江縣入此 

415    象州縣 象州 象縣 石龍縣 

417    武宣縣 武仙縣 

419    忻城縣 

420    融水苗族自治縣 融水縣 大苗 

山苗族自治縣 

421    金秀瑤族自治縣 金秀縣 大瑤 

山瑤族自治縣 

422    河池地區 

423    河池市 河池州 河池縣入此 

424    東蘭縣 

425    環江毛南族自治縣 環江縣 

（宜北縣 思恩縣） 

426    慶遠府 

427    宜州市 龍水縣 宜山縣 

429    羅城仫佬族自治縣 羅城縣 

天河縣入此 

431    南丹縣 

433    鳳山縣 

435    蘭藺縣 蘭藺州 

437    天峨縣 

441    都安瑤族自治縣 都安縣 

442    大化瑤族自治縣 

443    巴馬瑤族自治縣 巴馬縣 萬岡 

縣 

500    百色地區 

501    百色市 百色廳 百色縣 

503    田東縣 恩隆縣 

505    德保縣 敬德縣（恩陽縣）天 

保縣 

508    泗城府 

509    凌雲縣 河內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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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隆林各族自治縣 隆林縣（西林 

縣 西隆縣）隆林各族聯合自治 

區 

516 鎮安府 

517 天保縣 併入德保縣 

519 田陽縣 奉議州 奉議縣 

521 樂業縣 

523 田林縣 田西縣 

525 靖西縣 歸順州 

527 那坡縣 鎮邊縣 睦邊縣 

531 西林縣 

533 平果縣 平治縣 果德縣 

580 欽州地區 

581 欽州市 欽州縣（欽縣）入此 
583 北海市 原屬廣東省 

585 合浦縣 原屬廣東省 

587 浦北縣 

589 靈山縣 南賓縣 原屬廣東省 

591 上思縣 上思廳 
595 防城港市 防城縣入此 
597 東興市 

35 雲南省 

100 雲南府 

101 昆明市 昆明縣 穀昌縣 

103 富民縣 

107 呈貢縣 

117 晉寧縣 晉寧州 
119 安寧市 安寧州 安寧縣 

123 會澤縣 東川縣 東州市 

125 宜良縣 

127 曲靖地區 

128 曲靖府 

129 曲靖縣 南寧縣 
130 曲靖市 

131 富源縣 平彝縣 
133 宣威市 宣威州 宣威縣 榕峰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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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沾益縣 霑益州 
137    馬龍縣 馬良州 

138    師宗縣 

139    陸良縣 陸涼州 

141    羅平縣 羅平州 

143    尋甸回族彝族自治縣 尋甸州 

尋甸縣 

145    嵩明縣 嵩明州 

146    石林彝族自治縣 石林 路南州 

路南縣 

147    昭通地區 

148    昭通府 

149    昭通市 昭通縣 恩安縣 

151    永善縣 

153    綏江縣 靖江縣 

155    魯甸縣 魯甸廳 

157    大關縣 大關廳 

159    鹽津縣 

161    巧家縣 

163    水富縣 

165    威信縣 

169    鎮雄縣 

171    彝良縣 

172    楚雄彝族自治州 楚雄州 
173    楚雄市 楚雄縣 

175    祿豐縣 廣通縣 鹽興縣 羅次縣 

177    雙柏縣 南安州 摩芻縣 

179    牟定縣 定遠縣 

181    雄定縣 

183    武定縣 武定州 

185    元謀縣 

187    祿勸彝族苗族自治縣 祿勸縣 

191    南華縣 鎮南州 鎮南縣 

193    大姚縣 鹽豐縣 

195    永仁縣 

197    姚安縣 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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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隆林各族自治縣 隆林縣（西林 

縣 西隆縣）隆林各族聯合自治 

區 

516 鎮安府 

517 天保縣 併入德保縣 

519 田陽縣 奉議州 奉議縣 

521 樂業縣 

523 田林縣 田西縣 

525 靖西縣 歸順州 

527 那坡縣 鎮邊縣 睦邊縣 

531 西林縣 

533 平果縣 平治縣 果德縣 

580 欽州地區 

581 欽州市 欽州縣（欽縣）入此 
583 北海市 原屬廣東省 

585 合浦縣 原屬廣東省 

587 浦北縣 

589 靈山縣 南賓縣 原屬廣東省 

591 上思縣 上思廳 
595 防城港市 防城縣入此 
597 東興市 

35 雲南省 

100 雲南府 

101 昆明市 昆明縣 穀昌縣 

103 富民縣 

107 呈貢縣 

117 晉寧縣 晉寧州 
119 安寧市 安寧州 安寧縣 

123 會澤縣 東川縣 東州市 

125 宜良縣 

127 曲靖地區 

128 曲靖府 

129 曲靖縣 南寧縣 
130 曲靖市 

131 富源縣 平彝縣 
133 宣威市 宣威州 宣威縣 榕峰縣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135    沾益縣 霑益州 
137    馬龍縣 馬良州 

138    師宗縣 

139    陸良縣 陸涼州 

141    羅平縣 羅平州 

143    尋甸回族彝族自治縣 尋甸州 

尋甸縣 

145    嵩明縣 嵩明州 

146    石林彝族自治縣 石林 路南州 

路南縣 

147    昭通地區 

148    昭通府 

149    昭通市 昭通縣 恩安縣 

151    永善縣 

153    綏江縣 靖江縣 

155    魯甸縣 魯甸廳 

157    大關縣 大關廳 

159    鹽津縣 

161    巧家縣 

163    水富縣 

165    威信縣 

169    鎮雄縣 

171    彝良縣 

172    楚雄彝族自治州 楚雄州 
173    楚雄市 楚雄縣 

175    祿豐縣 廣通縣 鹽興縣 羅次縣 

177    雙柏縣 南安州 摩芻縣 

179    牟定縣 定遠縣 

181    雄定縣 

183    武定縣 武定州 

185    元謀縣 

187    祿勸彝族苗族自治縣 祿勸縣 

191    南華縣 鎮南州 鎮南縣 

193    大姚縣 鹽豐縣 

195    永仁縣 

197    姚安縣 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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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河口瑤族自治縣 河口縣 
200    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紅河州 

201    蒙自縣 

202    臨安府 

203    建水縣 臨安縣 曲溪縣 

205    綠春縣 

207    元陽縣 

209    金平苗族瑤族傣族自治縣 

金平縣 金河 平河 

211    紅河縣 

213    石屏縣 石屏州 龍武縣 

214    屏邊苗族自治縣 屏邊縣 
215    開遠市 開遠縣 阿迷州 阿迷縣 

217    瀘西縣 廣西縣 

218    彌勒縣 彌勒縣彝族自治區 
219    個舊市 個舊縣 

220    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 文山州 

221    文山縣 開化縣 

225    馬關縣 安平廳 安平縣 

227    西疇縣 

229    硯山縣 硯山設治局 

230    廣南府 

231    廣南縣 寶寧縣 

233    富寧縣 富州廳 富州縣 

241    丘北縣 

245    麻栗坡縣 麻栗坡市 

300    思茅地區 

301    思茅市 思茅縣 

302    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縣 

普洱府 普洱縣 

303    普沽縣 寧洱縣 

305    墨江哈尼族自治縣 墨江縣 

他郎縣 

307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縣 景谷縣 

威遠縣 

313    瀾滄拉祜族自治縣 瀾滄拉祜 

 
 

族自治區 瀾滄縣 鎮邊州 

315     鎮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縣 

鎮沅縣 鎮源州 鎮源縣 

317    景東彝族自治縣 景東州 景東 

縣 

319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 

江城縣 

321    孟連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縣 

孟連縣 孟連縣傣族拉祜族佤族 

自治區 

323    西盟佤族自治縣 西盟縣 

350    玉溪地區 

351    玉溪市 玉溪縣 新興州 休納縣 

352    澂江府 

353    澄江縣 澂江縣 河陽縣 

355    江川縣 

357    華寧縣 黎縣 

360    元江府 

361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縣 

元江州 元江縣 

363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縣 新平縣 

371    通海縣 

373    易門縣 

375    峨山彝族自治縣 峨山縣 峨山 

縣彝族自治區 

401    保山地區 

402    永昌府 

403    保山市 保山縣 永昌縣 

405    騰沖縣 騰衝縣 

406    施甸縣 

407    昌寧縣 

409    龍陵縣 龍陵廳 

410    大理白族自治州 大理府 大理 

州 

411   大理市 大理縣 太和廳 鳳儀 

       縣（趙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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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下關市 大理市 

413 祥雲縣 雲南縣 

415 洱源縣 沽源縣 浪穹縣 鄧川縣 

417 永平縣 

421 賓川縣 賓川州 

423 雲龍縣 雲龍州 

425 彌渡縣 彌渡州 

427 漾濞彝族自治縣 漾濞縣 

431 鶴慶縣 鶴慶州 

433 劍川縣 劍川州 

437 南澗彝族自治縣 南澗縣 

439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 巍山縣 

蒙化縣 

440 麗江市 原麗江地區 

441 玉龍納西族自治縣 麗江縣 

443 永勝縣 永北廳 永北縣 

445 華坪縣 

447 寧蒗彝族自治縣 寧蒗縣 

450 臨滄地區 

451 臨滄縣 緬寧廳 緬寧縣 

453 雙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 

治縣 雙江縣 

457 鳳慶縣  順慶縣 順寧縣 

459 雲縣  雲州 

461 鎮康縣  永康州 永康縣 

463 永德縣 

471 耿馬傣族佤族自治縣 耿馬縣 

475 滄源佤族自治縣 滄源縣 

501 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 西雙版 

納州 車里縣 車里宣慰司 猛 

遮土司 

502 海縣  版納勐海 南嶠縣 佛 

海縣 海縣 

503 南酣縣 五福縣 

505 佛海縣 猛混土便委 

507 勐臘縣 版納勐臘 勐臘縣 鎮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越縣 版內孟阝捧 版內易武 

511    景洪市 景洪縣 版納景洪 版 

      內景洪 

530    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 

      德洪州 

533    潞西市 潞西縣 茫遮板行政區 

潞西設治局 

535    隴川縣 

537    川縣 

539    盈江縣 蓮山縣 
543    瑞麗市 瑞麗設治局 瑞麗縣 

545    梁河縣 梁河縣傣族景頗族自治區 

547    孟阝河縣 

551    畹町縣 

561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怒江縣 

563    碧江縣 

565    福貢縣 福貢設治局 福貢縣傈 

僳族自治區 

567    蘭坪白族普米族自治縣 

蘭坪縣 

569    瀘水縣 瀘水設治局 

571    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 

貢山設治局 貢山縣 

581    迪慶藏族自治州 迪慶州 

583    中甸縣 

585    德欽縣 德欽縣藏族自治區 

587    維西傈僳族自治縣 維西縣 

36  貴州省 

101    貴陽市 

102    貴陽府 

103    貴筑縣 貴陽縣 

104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黔南州 
105    都勻市 

106   都勻府 

107   都勻縣 

109   龍里縣 

 
 
 
 
 
 
 
 
 
 
 
 
 
 
 
 
 
 
 
 
 
 
 
 
 
 
 
 
 
 
 
 
 
 
 
 
 
 
 
 
 
 
 
 

通
用
複
分
表

 
 

735 

中文圖書分類法

734

通
用
複
分
表



 
 
 

412 下關市 大理市 

413 祥雲縣 雲南縣 

415 洱源縣 沽源縣 浪穹縣 鄧川縣 

417 永平縣 

421 賓川縣 賓川州 

423 雲龍縣 雲龍州 

425 彌渡縣 彌渡州 

427 漾濞彝族自治縣 漾濞縣 

431 鶴慶縣 鶴慶州 

433 劍川縣 劍川州 

437 南澗彝族自治縣 南澗縣 

439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 巍山縣 

蒙化縣 

440 麗江市 原麗江地區 

441 玉龍納西族自治縣 麗江縣 

443 永勝縣 永北廳 永北縣 

445 華坪縣 

447 寧蒗彝族自治縣 寧蒗縣 

450 臨滄地區 

451 臨滄縣 緬寧廳 緬寧縣 

453 雙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 

治縣 雙江縣 

457 鳳慶縣  順慶縣 順寧縣 

459 雲縣  雲州 

461 鎮康縣  永康州 永康縣 

463 永德縣 

471 耿馬傣族佤族自治縣 耿馬縣 

475 滄源佤族自治縣 滄源縣 

501 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 西雙版 

納州 車里縣 車里宣慰司 猛 

遮土司 

502 海縣  版納勐海 南嶠縣 佛 

海縣 海縣 

503 南酣縣 五福縣 

505 佛海縣 猛混土便委 

507 勐臘縣 版納勐臘 勐臘縣 鎮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越縣 版內孟阝捧 版內易武 

511    景洪市 景洪縣 版納景洪 版 

      內景洪 

530    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 

      德洪州 

533    潞西市 潞西縣 茫遮板行政區 

潞西設治局 

535    隴川縣 

537    川縣 

539    盈江縣 蓮山縣 
543    瑞麗市 瑞麗設治局 瑞麗縣 

545    梁河縣 梁河縣傣族景頗族自治區 

547    孟阝河縣 

551    畹町縣 

561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怒江縣 

563    碧江縣 

565    福貢縣 福貢設治局 福貢縣傈 

僳族自治區 

567    蘭坪白族普米族自治縣 

蘭坪縣 

569    瀘水縣 瀘水設治局 

571    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 

貢山設治局 貢山縣 

581    迪慶藏族自治州 迪慶州 

583    中甸縣 

585    德欽縣 德欽縣藏族自治區 

587    維西傈僳族自治縣 維西縣 

36  貴州省 

101    貴陽市 

102    貴陽府 

103    貴筑縣 貴陽縣 

104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黔南州 
105    都勻市 

106   都勻府 

107   都勻縣 

109   龍里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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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貴定縣 

113    獨山縣 獨山州 

115    惠水縣 惠水縣苗族 伊族聯合 

自治區 惠水布依族苗族自治縣 

定番州 定番縣 

117    平塘縣 平舟縣 大塘縣 

119    長順縣 廣順州 廣順縣 

123    羅甸縣 羅甸縣布依族自治區 

羅斛廳 羅斛縣 

125    福泉市 福泉縣 平越州 平越縣 

127    甕安縣 

129    荔波縣 

131    三都水族自治縣 三都縣 三合 

縣 都江縣 

132    遵義地區 

133    遵義縣 

134    遵義市 

135    綏陽縣 

137    桐梓縣 

139    仁懷市 仁懷縣 

141    習水縣 鰼水縣 鯉水縣 

143     正安縣 正安州 

145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縣 道真縣 
149    赤水市 赤水廳 赤水縣 

151    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 務川 

縣 婺川縣 

153    鳳岡縣 鳳泉縣 鳳山縣 龍泉 

       縣 泉鳳縣 

155    湄潭縣 

157    餘慶縣 

180    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黔東南 
183    凱里市 凱里縣 清平縣 鑪山 

縣 

185    麻江縣 麻哈縣 

188    思江府 

189    岑鞏縣 思縣 

 
 

195    丹寨縣 丹寨縣苗族自治區 八 

       寨縣 

197    雷山縣 雷山設治局 雷山苗族 

自治區 丹江縣 

200    鎮遠府 

201    鎮遠縣 

203    三穗縣 靈山縣 邛水縣 

205    天柱縣 

207    施秉縣 

209    黃平縣 黃平州 

211    台江縣 台江縣苗族自治區 台 

拱縣 台拱廳 

213    劍河縣 清江廳 清江縣 

215    黎平縣 

217    錦屏縣 開泰縣 

219    從江縣 永從縣 下江縣 

221    榕江縣 

224    銅仁地區 

225    銅仁市 銅仁縣 

227    江口縣 

231    萬山特區 萬山縣 

235    玉屏侗族自治縣 玉屏縣 

236    思南府 

237    思南縣 

239    德江縣 安化縣 

241    沿河土家族自治縣 沿河縣 

243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 印江 

       縣 印水縣 

249    松桃苗族自治縣 松桃州 松桃 

縣 

250    石阡府 

251    石阡縣 

300    安順地區 

301    安順市 

302    安順府 

303    安順縣 

 

 
736 

 
 
 

305 普定縣 

307 清鎮市 清鎮縣 

309 鎮寧布依族苗族自治縣 鎮寧 

州 鎮寧縣 

311 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 關嶺 

       縣 永寧州 

313 平壩縣 安平廳 安平縣 

315 紫雲苗族布依族自治縣 紫雲 

縣 歸化廳 

317 息烽縣 

319 修文縣 

321 開陽縣 開州 紫江縣 

322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興義地區入此 

323 興義市 興義縣 

324 興義府 

325 安龍縣 安龍布依族苗族自治縣 

南龍縣 南籠縣 

326 普安縣 普定縣 

327 興仁縣 新城縣 

328 晴隆縣 

329 貞豐縣 貞豐州 貞豐布依族苗 

       族自治縣 

330 望謨縣 望謨布依族苗族自治縣 

331 冊亨縣 冊亨布依族自治縣 

332 畢節地區 

333 畢節市 畢節縣 

334 大定府 

335 大方縣 大定縣 

337 納雍縣 

339 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 威 

寧州 威寧縣 威寧縣彝族回族 

苗族自治區 

341 黔西縣 黔西州 

343 金沙縣 

345 織金縣 平遠州 平遠縣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353    赫章縣 

361    六盤水市 六盤水地區入此 

363    水城縣 水城特區 

365    六枝特區 六枝縣 郎岱縣 

369    盤縣 盤州廳 

37  海南省 

101    海口市 

102    瓊州府 

103    瓊山市 瓊山縣 

105    澄邁縣 

107    定安縣 定昌縣 
109    文昌市 丈昌縣 
111    瓊海市 瓊海縣 瓊東縣（會同 

縣） 樂會縣 

113    屯昌縣 新民縣 
115    儋州市 儋縣 

117    臨高縣 

119    萬寧市 萬寧縣 萬縣 

121    陵水黎族自治縣 陵水縣 
123    東方市 東方縣 東方黎族自治 

縣 感恩縣入此 

125    昌江黎族自治縣 昌江縣 

127    樂東黎族自治縣 樂東縣 
129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縣 保亭縣 

131    白沙黎族自治縣 白沙縣 

133    瓊中黎族苗族自治縣 瓊中縣 

135    崖縣 

137    三亞市 
139    通什市 

38  香港特別行政區 

39  澳門特別行政區 

41  遼寧省 

100    奉天府 

101    瀋陽市 瀋陽縣（承德縣）入此 
102    新民市 新民縣 

104    遼中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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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普定縣 

307 清鎮市 清鎮縣 

309 鎮寧布依族苗族自治縣 鎮寧 

州 鎮寧縣 

311 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 關嶺 

       縣 永寧州 

313 平壩縣 安平廳 安平縣 

315 紫雲苗族布依族自治縣 紫雲 

縣 歸化廳 

317 息烽縣 

319 修文縣 

321 開陽縣 開州 紫江縣 

322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興義地區入此 

323 興義市 興義縣 

324 興義府 

325 安龍縣 安龍布依族苗族自治縣 

南龍縣 南籠縣 

326 普安縣 普定縣 

327 興仁縣 新城縣 

328 晴隆縣 

329 貞豐縣 貞豐州 貞豐布依族苗 

       族自治縣 

330 望謨縣 望謨布依族苗族自治縣 

331 冊亨縣 冊亨布依族自治縣 

332 畢節地區 

333 畢節市 畢節縣 

334 大定府 

335 大方縣 大定縣 

337 納雍縣 

339 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 威 

寧州 威寧縣 威寧縣彝族回族 

苗族自治區 

341 黔西縣 黔西州 

343 金沙縣 

345 織金縣 平遠州 平遠縣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353    赫章縣 

361    六盤水市 六盤水地區入此 

363    水城縣 水城特區 

365    六枝特區 六枝縣 郎岱縣 

369    盤縣 盤州廳 

37  海南省 

101    海口市 

102    瓊州府 

103    瓊山市 瓊山縣 

105    澄邁縣 

107    定安縣 定昌縣 
109    文昌市 丈昌縣 
111    瓊海市 瓊海縣 瓊東縣（會同 

縣） 樂會縣 

113    屯昌縣 新民縣 
115    儋州市 儋縣 

117    臨高縣 

119    萬寧市 萬寧縣 萬縣 

121    陵水黎族自治縣 陵水縣 
123    東方市 東方縣 東方黎族自治 

縣 感恩縣入此 

125    昌江黎族自治縣 昌江縣 

127    樂東黎族自治縣 樂東縣 
129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縣 保亭縣 

131    白沙黎族自治縣 白沙縣 

133    瓊中黎族苗族自治縣 瓊中縣 

135    崖縣 

137    三亞市 
139    通什市 

38  香港特別行政區 

39  澳門特別行政區 

41  遼寧省 

100    奉天府 

101    瀋陽市 瀋陽縣（承德縣）入此 
102    新民市 新民縣 

104    遼中縣 

 
 
 
 
 
 
 
 
 
 
 
 
 
 
 
 
 
 
 
 
 
 
 
 
 
 
 
 
 
 
 
 
 
 
 
 
 
 
 
 
 
 
 
 

通
用
複
分
表

 

 
737 
737

通
用
複
分
表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通  

用  

複  

分  

表  

中文圖書分類法 
 
 

105    瀋陽縣 併入瀋陽市 
107    大連市 旅順縣 旅大市 

108    金州區 金縣 金州 
109    普蘭店市 新金縣 

110    長海縣 長山縣 
111    瓦房店市 復縣（復州）入此 
112    莊河市 莊河廳 莊河縣 
113    遼陽市 

114    遼陽縣 

115    鞍山市 
116    燈塔市 燈塔縣 
117    海城市 海城縣 

124    錦州府 

125    錦州市 
127    凌海市 錦縣 

129    台安縣 

131    黑山縣 鎮安縣 
132    盤錦市 

133    盤山縣 盤山廳 
135    北寧市 廣寧縣 北鎮縣 北鎮 

滿族自治縣 

137    義縣 義州 
139    興城市 興城縣 寧遠縣 

141    綏中縣 

143    葫蘆島市 錦西廳 錦西市 

錦西縣 

145    撫順市 

147    撫順縣 

149    清原滿族自治縣 清原縣 清源 

縣 原屬安東省 

150    興京府 

151    新賓滿族自治縣 新賓縣 興京 

      縣 原屬安東省 

153    丹東市 安東市 原屬安東省 
155    鳳城市 鳳城廳 鳳城縣 鳳城 

滿族自治縣 原屬安東省 

 
 

157    寬甸滿族自治縣 寬甸縣 原屬 

安東省 

159    東港市 安東縣 東溝縣 孤山 

縣 原屬安東省 

161    岫岩滿族自治縣 岫岩縣 
165    本溪市 

167    本溪滿族自治縣 本溪縣 

169    桓仁滿族自治縣 桓仁縣 懷仁 

縣 原屬安東省 

171    營口市 
173    大石橋市 營口縣 
175    蓋州市 蓋平縣 蓋縣 
179    大洼縣 

181    阜新市 

183    阜新蒙古族自治縣 阜新縣 

原屬熱河省 

185    彰武縣 原屬遼北省 
210    鐵嶺市 鐵嶺地區 

211    鐵嶺縣 

215    開原市 開原縣 原屬遼北省 
217    鐵法市 
221    康平縣 原屬遼北省 
225    昌圖縣 原屬遼北省 

231    法庫縣 法庫廳 清庫縣 原屬 

遼北省 

235    西豐縣 原屬遼北省 
310    朝陽市 朝陽地區 

311    朝陽縣 原屬熱河省 
315    凌源市 凌源縣 塔溝縣 原屬 

熱河省 

319    建昌縣 凌南縣 

323    建平縣 原屬熱河省 
327    北票市 北票縣 

335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 喀 

喇沁左翼 

400    昭烏達盟 原屬熱河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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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瀋陽縣 併入瀋陽市 
107    大連市 旅順縣 旅大市 

108    金州區 金縣 金州 
109    普蘭店市 新金縣 

110    長海縣 長山縣 
111    瓦房店市 復縣（復州）入此 
112    莊河市 莊河廳 莊河縣 
113    遼陽市 

114    遼陽縣 

115    鞍山市 
116    燈塔市 燈塔縣 
117    海城市 海城縣 

124    錦州府 

125    錦州市 
127    凌海市 錦縣 

129    台安縣 

131    黑山縣 鎮安縣 
132    盤錦市 

133    盤山縣 盤山廳 
135    北寧市 廣寧縣 北鎮縣 北鎮 

滿族自治縣 

137    義縣 義州 
139    興城市 興城縣 寧遠縣 

141    綏中縣 

143    葫蘆島市 錦西廳 錦西市 

錦西縣 

145    撫順市 

147    撫順縣 

149    清原滿族自治縣 清原縣 清源 

縣 原屬安東省 

150    興京府 

151    新賓滿族自治縣 新賓縣 興京 

      縣 原屬安東省 

153    丹東市 安東市 原屬安東省 
155    鳳城市 鳳城廳 鳳城縣 鳳城 

滿族自治縣 原屬安東省 

 
 

157    寬甸滿族自治縣 寬甸縣 原屬 

安東省 

159    東港市 安東縣 東溝縣 孤山 

縣 原屬安東省 

161    岫岩滿族自治縣 岫岩縣 
165    本溪市 

167    本溪滿族自治縣 本溪縣 

169    桓仁滿族自治縣 桓仁縣 懷仁 

縣 原屬安東省 

171    營口市 
173    大石橋市 營口縣 
175    蓋州市 蓋平縣 蓋縣 
179    大洼縣 

181    阜新市 

183    阜新蒙古族自治縣 阜新縣 

原屬熱河省 

185    彰武縣 原屬遼北省 
210    鐵嶺市 鐵嶺地區 

211    鐵嶺縣 

215    開原市 開原縣 原屬遼北省 
217    鐵法市 
221    康平縣 原屬遼北省 
225    昌圖縣 原屬遼北省 

231    法庫縣 法庫廳 清庫縣 原屬 

遼北省 

235    西豐縣 原屬遼北省 
310    朝陽市 朝陽地區 

311    朝陽縣 原屬熱河省 
315    凌源市 凌源縣 塔溝縣 原屬 

熱河省 

319    建昌縣 凌南縣 

323    建平縣 原屬熱河省 
327    北票市 北票縣 

335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 喀 

喇沁左翼 

400    昭烏達盟 原屬熱河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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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赤峰市 宜入 53/361 

405 赤峰縣 併入赤峰市 

411 寧城縣 宜入 53/369 

415 林西縣 宜入 53/373 

421 巴林右旗 宜入 53/377 

425 巴林左旗 宜入 53/379 

431 阿魯科爾沁旗 宜入 53/381 

441 喀喇沁旗 宜入 53/387 

451 克什克騰旗 宜入 53/391 

461 翁牛特旗 宜入 53/395 

471 敖漢旗 宜入 53/397 

42 吉林省 

101 吉林市 
103 永吉縣  吉林縣 
105 舒蘭市 舒蘭縣 
107 蛟河市 蛟河縣 額穆縣 
108 樺甸市 樺甸縣 
109 盤石市 盤石縣 
111 長春市 長春縣 
113 農安縣 

119 九台市 九台縣 

127 雙陽區 雙陽縣 
129 德惠市 德惠縣 
131 榆樹市 榆樹縣 
133 延邊朝鮮族自治州 延邊州 
135 延吉市 原屬松江省 
137 龍井市 龍井縣 延吉縣 原屬 

松江省 

139 敦化市 敦化縣 

143 汪清縣 原屬松江省 
147 琿春市 琿春廳 琿春縣 渾春縣 

原屬松江省 

151 圖們市 
155 和龍市 和龍縣 原屬松江省 

159 安圖縣 原屬松江省 

201 通化地區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203    通化市 原屬安東省 
205    通化縣 原屬安東省 
209    白山市 渾江市 
211    集安市 集安縣 輯安縣 原屬 

       安東省 

213    臨江市 臨江縣 原屬安東省 

215    長白朝鮮族自治縣 長白縣 

原屬安東省 

217    撫松縣 原屬安東省 
219    梅河口市 海龍縣 

221    輝南縣 原屬安東省 

223    江源縣 

225    柳河縣 金川縣 原屬安東省 

229    靖宇縣 濛江州 濛江縣 原屬 

安東省 

301    四平地區 

303    四平市 四平街市 原屬遼北省 

307    東遼縣 北豐縣 西安縣 原屬 

遼北省 

313    遼源市 西安市 
317    雙遼市 雙遼縣 雙山縣 遼源 

縣（遼源州）原屬遼北省 

321    東豐縣 東平縣 原屬安東省 

325    梨樹縣 奉化縣 原屬遼北省 
329    公主嶺市 懷德縣 

333    伊通滿族自治縣 伊通州 伊通 

縣 

401    白城地區 併入白城市 
403    白城市 白城縣 白城子 白城 

地區入此 

411    洮南市 洮南縣 靖安縣 洮安 
縣 原屬遼北省 

421    通榆縣 開通縣 瞻榆縣 

437    長嶺縣 原屬遼北省 

441    鎮賚縣 鎮東縣 賚北縣 原屬 

遼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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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大安市 大安縣 大賚縣（大賚 

廳 原屬嫩江省）安廣縣（原屬 

遼北省） 

447    松原市 

449    扶餘縣 新城府 

451    乾安縣 乾安設治局 

461    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 郭 

爾羅斯前旗 前郭爾 羅斯縣 

43  黑龍江省 

100    合江地區 

101    佳木斯市 原屬合江省 

103    依蘭縣 原屬合江省 
104    七台河市 

105    勃利縣 原屬合江省 
107    同江市 同江縣 原屬合江省 

109    寶清縣 原屬合江省 
111    雙鴨山市 雙鴨山礦區 

113    集賢縣 

115    撫遠縣 綏遠州 綏遠縣 原屬 

合江省 

117    樺川縣 原屬合江省 

118    樺南縣 

119    富錦市 富錦縣 原屬合江省 

121    饒河縣 原屬合江省 

123    友誼縣 

125    湯原縣 湯源縣 鶴立縣 原屬 

合江省 

127    蘿北縣 蘿北設治局 原屬合江省 

129    綏濱縣 綏濱設治局 原屬合江省 
161    鶴崗市 興山市 
181    伊春市 伊春縣 
191    嘉蔭縣 佛山縣 
195    鐵力市 鐵力縣 鐵驪設治局 

鐵驪縣 

201    大慶市 

203    綏化地區 

 
 

205    綏化市 綏化縣 綏化廳 

207    綏棱縣 綏楞治上集廠 綏楞縣 

209    明水縣 明水設治局 

211    慶安縣 慶城縣 

213    望奎縣 望奎設治局 
215    青岡縣 青崗縣 原屬嫩江省 
217    安達市 安達廳 安達縣 
219    肇東市 肇東設治局 肇東縣 

原屬嫩江省 
221    肇州縣 原屬嫩江省 
223    肇源縣 郭爾羅斯後旗 原屬嫩 

江省 

227    海倫市 海倫縣 

233    蘭西縣 原屬嫩江省 

261    黑河地區 併入黑河市 
263    黑河市 愛輝縣 黑河地區入此 

267    孫吳縣 

269    五大連池市 德都設治局 德都 

縣 

271    北安市 北安縣 通北縣 

275    遜克縣 奇克縣 遜河縣 

281    嫩江縣 黑爾根城 嫩城縣 
301    齊齊哈爾市 原屬嫩江省 

303    嫩江地區 

305    龍江縣 景星縣 原屬嫩江省 

307    甘南縣 甘南設治局 原屬嫩江省 

309    富裕縣 富裕設治局 原屬嫩江省 

311    林甸縣 原屬嫩江省 
315    訥河市 訥河廳 訥河縣 

317    克山縣  克山設治局 

319    克東縣 克東設治局 

321    拜泉縣 

323    依安縣 泰安縣 

327    泰來縣 杜爾伯特札賚特設治局 

原屬嫩江省 

339    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 杜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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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縣 泰康設治局 泰康縣 

原屬嫩江省 

361 大興安嶺地區 

371 呼瑪縣  

373 漠河縣 

375 塔河縣 

401 牡丹江地區 

403 牡丹江市 原屬松江省 
405 寧安市 寧安縣 原屬松江省 
407 綏芬河市 綏芬縣 原屬松江省 

409 林口縣 原屬合江省 

411 東寧縣 東寧廳 原屬松江省 
413 密山市 密山縣 原屬合江省 
415 雞西市 雞西縣 

417 雞東縣 

421 虎林市 虎林廳 虎林縣 原屬 

合江省 

425 穆棱市 穆棱縣 穆稜縣 原屬 

       松江省 

431 海林市 海林縣 
435 哈爾濱市 原屬松江省 

441 松花江地區 

445 阿城市 阿城縣 原屬松江省 

449 呼蘭縣 原屬嫩江省 

451 巴彥縣 巴彥州 原屬嫩江省 

455 賓縣 原屬松江省 

461 木蘭縣 東興縣 原屬嫩江省 

465 方正縣 原屬松江省 

471 通河縣 大通縣 鳳山縣 原屬 

合江省 

475 延壽縣 長壽縣 同賓縣 原屬 

      松江省 

479 尚志市 尚志縣 葦沙河設治局 
葦河縣 珠河縣 原屬松江省 

483 五常市 五常縣 
489 雙城市 雙城縣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44  遼北省  今併入 41 遼寧省、42 吉林省、 

53 內蒙古自治區 
101    四平市 宜入 42/303 

103    開原縣 宜入 41/215 
105    西豐縣 宜入 41/235 
107    北豐縣 宜入 42/307 
109    彰武縣 宜入 41/185 
111    洮南縣 宜入 42/411 

113    遼源縣 宜入 42/317 

115    通遼縣 宜入 53/603 

117    昌圖縣 宜入 41/225 

119    康平縣 宜入 41/221 

121    開通縣 宜入 42/421 

123    洮安縣 宜入 42/411 

125    梨樹縣 宜入 42/325 

127    安廣縣 宜入 42/445 

129    瞻榆縣 宜入 42/421 

131    突泉縣 宜入 53/715 

133    鎮東縣 宜入 42/441 

135    法庫縣 宜入 41/231 

137    長嶺縣 宜入 42/437 

139    科爾沁右翼前旗 宜入 53/771 

141    科爾沁右翼中旗 宜入 53/641 

143    科爾沁右翼後旗 宜入 53/771 

145    科爾沁左翼前旗 

147    科爾沁左翼中旗 宜入 53/631 

149    科爾沁左翼後旗 宜入 53/635 

45  安東省  今併入 41 遼寧省、42 吉林省 
101    通化市 宜入 42/203 

103    通化縣 宜入 42/205 

105    清源縣 宜入 41/149 

107    東豐縣 宜入 42/321 
109    安東市 宜入 41/153 

111    安東縣 宜入 41/159 

113    新賓縣 宜入 41/151 

115    鳳城縣 宜入 4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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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大安市 大安縣 大賚縣（大賚 

廳 原屬嫩江省）安廣縣（原屬 

遼北省） 

447    松原市 

449    扶餘縣 新城府 

451    乾安縣 乾安設治局 

461    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 郭 

爾羅斯前旗 前郭爾 羅斯縣 

43  黑龍江省 

100    合江地區 

101    佳木斯市 原屬合江省 

103    依蘭縣 原屬合江省 
104    七台河市 

105    勃利縣 原屬合江省 
107    同江市 同江縣 原屬合江省 

109    寶清縣 原屬合江省 
111    雙鴨山市 雙鴨山礦區 

113    集賢縣 

115    撫遠縣 綏遠州 綏遠縣 原屬 

合江省 

117    樺川縣 原屬合江省 

118    樺南縣 

119    富錦市 富錦縣 原屬合江省 

121    饒河縣 原屬合江省 

123    友誼縣 

125    湯原縣 湯源縣 鶴立縣 原屬 

合江省 

127    蘿北縣 蘿北設治局 原屬合江省 

129    綏濱縣 綏濱設治局 原屬合江省 
161    鶴崗市 興山市 
181    伊春市 伊春縣 
191    嘉蔭縣 佛山縣 
195    鐵力市 鐵力縣 鐵驪設治局 

鐵驪縣 

201    大慶市 

203    綏化地區 

 
 

205    綏化市 綏化縣 綏化廳 

207    綏棱縣 綏楞治上集廠 綏楞縣 

209    明水縣 明水設治局 

211    慶安縣 慶城縣 

213    望奎縣 望奎設治局 
215    青岡縣 青崗縣 原屬嫩江省 
217    安達市 安達廳 安達縣 
219    肇東市 肇東設治局 肇東縣 

原屬嫩江省 
221    肇州縣 原屬嫩江省 
223    肇源縣 郭爾羅斯後旗 原屬嫩 

江省 

227    海倫市 海倫縣 

233    蘭西縣 原屬嫩江省 

261    黑河地區 併入黑河市 
263    黑河市 愛輝縣 黑河地區入此 

267    孫吳縣 

269    五大連池市 德都設治局 德都 

縣 

271    北安市 北安縣 通北縣 

275    遜克縣 奇克縣 遜河縣 

281    嫩江縣 黑爾根城 嫩城縣 
301    齊齊哈爾市 原屬嫩江省 

303    嫩江地區 

305    龍江縣 景星縣 原屬嫩江省 

307    甘南縣 甘南設治局 原屬嫩江省 

309    富裕縣 富裕設治局 原屬嫩江省 

311    林甸縣 原屬嫩江省 
315    訥河市 訥河廳 訥河縣 

317    克山縣  克山設治局 

319    克東縣 克東設治局 

321    拜泉縣 

323    依安縣 泰安縣 

327    泰來縣 杜爾伯特札賚特設治局 

原屬嫩江省 

339    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 杜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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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縣 泰康設治局 泰康縣 

原屬嫩江省 

361 大興安嶺地區 

371 呼瑪縣  

373 漠河縣 

375 塔河縣 

401 牡丹江地區 

403 牡丹江市 原屬松江省 
405 寧安市 寧安縣 原屬松江省 
407 綏芬河市 綏芬縣 原屬松江省 

409 林口縣 原屬合江省 

411 東寧縣 東寧廳 原屬松江省 
413 密山市 密山縣 原屬合江省 
415 雞西市 雞西縣 

417 雞東縣 

421 虎林市 虎林廳 虎林縣 原屬 

合江省 

425 穆棱市 穆棱縣 穆稜縣 原屬 

       松江省 

431 海林市 海林縣 
435 哈爾濱市 原屬松江省 

441 松花江地區 

445 阿城市 阿城縣 原屬松江省 

449 呼蘭縣 原屬嫩江省 

451 巴彥縣 巴彥州 原屬嫩江省 

455 賓縣 原屬松江省 

461 木蘭縣 東興縣 原屬嫩江省 

465 方正縣 原屬松江省 

471 通河縣 大通縣 鳳山縣 原屬 

合江省 

475 延壽縣 長壽縣 同賓縣 原屬 

      松江省 

479 尚志市 尚志縣 葦沙河設治局 
葦河縣 珠河縣 原屬松江省 

483 五常市 五常縣 
489 雙城市 雙城縣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44  遼北省  今併入 41 遼寧省、42 吉林省、 

53 內蒙古自治區 
101    四平市 宜入 42/303 

103    開原縣 宜入 41/215 
105    西豐縣 宜入 41/235 
107    北豐縣 宜入 42/307 
109    彰武縣 宜入 41/185 
111    洮南縣 宜入 42/411 

113    遼源縣 宜入 42/317 

115    通遼縣 宜入 53/603 

117    昌圖縣 宜入 41/225 

119    康平縣 宜入 41/221 

121    開通縣 宜入 42/421 

123    洮安縣 宜入 42/411 

125    梨樹縣 宜入 42/325 

127    安廣縣 宜入 42/445 

129    瞻榆縣 宜入 42/421 

131    突泉縣 宜入 53/715 

133    鎮東縣 宜入 42/441 

135    法庫縣 宜入 41/231 

137    長嶺縣 宜入 42/437 

139    科爾沁右翼前旗 宜入 53/771 

141    科爾沁右翼中旗 宜入 53/641 

143    科爾沁右翼後旗 宜入 53/771 

145    科爾沁左翼前旗 

147    科爾沁左翼中旗 宜入 53/631 

149    科爾沁左翼後旗 宜入 53/635 

45  安東省  今併入 41 遼寧省、42 吉林省 
101    通化市 宜入 42/203 

103    通化縣 宜入 42/205 

105    清源縣 宜入 41/149 

107    東豐縣 宜入 42/321 
109    安東市 宜入 41/153 

111    安東縣 宜入 41/159 

113    新賓縣 宜入 41/151 

115    鳳城縣 宜入 4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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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寬甸縣 宜入 41/157 

119    臨江縣 宜入 42/213 

121    輯安縣 宜入 42/211 

123    桓仁縣 宜入 41/169 

125    長白縣 宜入 42/215 

127    撫松縣 宜入 42/217 

129    海龍縣 宜入 42/219 

131    輝南縣 宜入 42/221 

133    金川縣 宜入 42/225 

135    柳河縣 宜入 42/225 

137    孤山縣 宜入 42/159 

139    濛江縣 宜入 42/229 

46  松江省  今併入 42 吉林省、43 黑龍江省 
101    牡丹江市 宜入 43/403 

103    寧安縣 宜入 43/405 
105    延吉市 宜入 42/135 

107    延吉縣 宜入 42/137 

109    安圖縣 宜入 42/159 

111    賓縣 宜入 43/455 

113    延壽縣 宜入 43/475 

115    珠河縣 宜入 43/479 

117    葦河縣 宜入 43/479 

119    阿城縣 宜入 43/445 

121    琿春縣 宜入 42/147 

123    東寧縣 宜入 43/411 

125    汪清縣 宜入 42/143 

127    和龍縣 宜入 42/155 

129    方正縣 宜入 42/465 

131    穆稜縣 宜入 43/425 

133    綏芬縣 宜入 43/407 
135    哈爾濱市 宜入 43/435 

47  合江省  今併入 43 黑龍江省 
101    佳木斯市 宜入 43/101 

103    依蘭縣 宜入 43/103 

105    勃利縣 宜入 43/105 

107    同江縣 宜入 43/107 

 
 
109    寶清縣 宜入 43/109 

111    密山縣 宜入 43/413 

113    虎林縣 宜入 43/421 

115    撫遠縣 宜入 43/115 

117    樺川縣 宜入 43/117 

119    富錦縣 宜入 43/119 

121    饒河縣 宜入 43/121 

123    通河縣 宜入 43/471 

125    湯源縣 宜入 43/125 

127    蘿北縣 宜入 43/127 

129    綏濱縣 宜入 43/129 

131    鶴立縣 宜入 43/125 

133    林口縣 宜入 43/409 

135    鳳山縣 宜入 43/471 

48  嫩江省  今併入 43 黑龍江省 

101    齊齊哈爾市 宜入 43/301 

103    龍江縣 宜入 43/305 

105    景星縣 宜入 43/305 

107    甘南縣 宜入 43/307 

109    富裕縣 宜入 43/309 

111    林甸縣 宜入 43/311 

113    泰康縣 宜入 43/339 

115    青岡縣 宜入 43/215 

117    安達縣 宜入 43/217 

119    肇東縣 宜入 43/219 

121    肇州縣 宜入 43/221 

123    肇源縣 宜入 43/223 

125    大賚縣 宜入 42/455 

127    泰來縣 宜入 43/327 

129    東興縣 宜入 43/461 

131    呼蘭縣 宜入 43/449 

133    蘭西縣 宜入 43/233 

135    巴彥縣 宜入 43/451 

137    木蘭縣 宜入 43/461 

139    杜爾伯特縣 宜入 43/339 

141    札賚特旗 宜入 5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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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興安省 今併入 53 內蒙古自治區 

101 海拉爾市 宜入 53/705 

102 呼倫縣 宜入 53/705 

105 奇乾縣 宜入 53/741 

107 室韋縣 宜入 53/741 

109 臚濱縣 宜入 53/711 

111 雅魯縣 宜入 53/753 

113 布西縣 宜入 53/775 

115 索倫縣 宜入 53/771 

117 索倫旗 宜入 53/751 

119 新巴爾虎左翼旗 宜入 53/725 

121 新巴爾虎右翼旗 宜入 53/729 

123 陳巴爾虎旗 宜入 53/721 

125 額爾克訥左翼旗 宜入 53/735 

127 額爾克訥右翼旗 宜入 53/741 

129 巴彥旗 宜入 53/775 

131 莫力達瓦旗 宜入 53/775 

133 布特哈旗 宜入 53/753 

135 阿榮旗 宜入 53/761 

137 喜札嘎爾旗 宜入 53/771 

52 外蒙古 宜入世界分國表 

2 庫倫 烏蘭巴托 

10 〔喀爾喀〕 

12 〔汗肯特烏拉部〕 車臣汗部 

14 〔博克多汗烏拉部〕 土謝圖 

       汗部 

16 〔杭特奇爾烏拉部〕 札薩克 

圖汗部 

18 〔齊齊爾里克曼達爾部〕 

三音諾顏汗部 

31 喬巴山省  

34 蘇赫巴特爾省 

37 肯特省 

41 色楞格省 

44 中部省 

47 布爾干省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51  東戈壁省 

54  中戈壁省 

57  南戈壁省 

61  杭愛省 

64  南杭愛省 

67  庫蘇古爾省 

71  巴顏洪郭爾省 

74  戈壁阿爾泰省 

77  札卜罕省 

78  烏布沙諾爾省 

80 〔舊科布多屬〕 

81  科布多省 

84  巴顏烏列蓋省 

90 〔唐努烏梁海部〕 

53  內蒙古自治區 

101    呼和浩特市 歸化縣 綏遠縣 

       歸綏縣 歸綏市 屬綏遠省 

103    托克托縣 托克托城廳 原屬綏 

遠省 

109    土默特左旗 土默特 原屬綏遠省 
111    包頭市 巴頭縣 包克圖 原 

屬綏遠省 薩拉齊廳 薩拉齊縣 

115    固陽縣 原屬綏遠省 

121    土默特右旗 原屬綏遠省 

200    烏蘭察布盟 原屬綏遠省 
201    集寧市 集寧縣 平地泉 原屬 

       綏遠省 

203    涼城縣 寧遠廳 寧遠縣 原屬 

       綏遠省 

205    豐鎮市 豐鎮廳 豐鎮縣 原屬 

綏遠省 

209    興和縣 興和廳 原屬綏遠省 

211    清水河縣 清水河廳 原屬綏遠省 

215    和林格爾縣 和林格爾廳 原屬 

綏遠省 

221    武川縣 武川廳 原屬綏遠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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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寬甸縣 宜入 41/157 

119    臨江縣 宜入 42/213 

121    輯安縣 宜入 42/211 

123    桓仁縣 宜入 41/169 

125    長白縣 宜入 42/215 

127    撫松縣 宜入 42/217 

129    海龍縣 宜入 42/219 

131    輝南縣 宜入 42/221 

133    金川縣 宜入 42/225 

135    柳河縣 宜入 42/225 

137    孤山縣 宜入 42/159 

139    濛江縣 宜入 42/229 

46  松江省  今併入 42 吉林省、43 黑龍江省 
101    牡丹江市 宜入 43/403 

103    寧安縣 宜入 43/405 
105    延吉市 宜入 42/135 

107    延吉縣 宜入 42/137 

109    安圖縣 宜入 42/159 

111    賓縣 宜入 43/455 

113    延壽縣 宜入 43/475 

115    珠河縣 宜入 43/479 

117    葦河縣 宜入 43/479 

119    阿城縣 宜入 43/445 

121    琿春縣 宜入 42/147 

123    東寧縣 宜入 43/411 

125    汪清縣 宜入 42/143 

127    和龍縣 宜入 42/155 

129    方正縣 宜入 42/465 

131    穆稜縣 宜入 43/425 

133    綏芬縣 宜入 43/407 
135    哈爾濱市 宜入 43/435 

47  合江省  今併入 43 黑龍江省 
101    佳木斯市 宜入 43/101 

103    依蘭縣 宜入 43/103 

105    勃利縣 宜入 43/105 

107    同江縣 宜入 43/107 

 
 
109    寶清縣 宜入 43/109 

111    密山縣 宜入 43/413 

113    虎林縣 宜入 43/421 

115    撫遠縣 宜入 43/115 

117    樺川縣 宜入 43/117 

119    富錦縣 宜入 43/119 

121    饒河縣 宜入 43/121 

123    通河縣 宜入 43/471 

125    湯源縣 宜入 43/125 

127    蘿北縣 宜入 43/127 

129    綏濱縣 宜入 43/129 

131    鶴立縣 宜入 43/125 

133    林口縣 宜入 43/409 

135    鳳山縣 宜入 43/471 

48  嫩江省  今併入 43 黑龍江省 

101    齊齊哈爾市 宜入 43/301 

103    龍江縣 宜入 43/305 

105    景星縣 宜入 43/305 

107    甘南縣 宜入 43/307 

109    富裕縣 宜入 43/309 

111    林甸縣 宜入 43/311 

113    泰康縣 宜入 43/339 

115    青岡縣 宜入 43/215 

117    安達縣 宜入 43/217 

119    肇東縣 宜入 43/219 

121    肇州縣 宜入 43/221 

123    肇源縣 宜入 43/223 

125    大賚縣 宜入 42/455 

127    泰來縣 宜入 43/327 

129    東興縣 宜入 43/461 

131    呼蘭縣 宜入 43/449 

133    蘭西縣 宜入 43/233 

135    巴彥縣 宜入 43/451 

137    木蘭縣 宜入 43/461 

139    杜爾伯特縣 宜入 43/339 

141    札賚特旗 宜入 5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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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興安省 今併入 53 內蒙古自治區 

101 海拉爾市 宜入 53/705 

102 呼倫縣 宜入 53/705 

105 奇乾縣 宜入 53/741 

107 室韋縣 宜入 53/741 

109 臚濱縣 宜入 53/711 

111 雅魯縣 宜入 53/753 

113 布西縣 宜入 53/775 

115 索倫縣 宜入 53/771 

117 索倫旗 宜入 53/751 

119 新巴爾虎左翼旗 宜入 53/725 

121 新巴爾虎右翼旗 宜入 53/729 

123 陳巴爾虎旗 宜入 53/721 

125 額爾克訥左翼旗 宜入 53/735 

127 額爾克訥右翼旗 宜入 53/741 

129 巴彥旗 宜入 53/775 

131 莫力達瓦旗 宜入 53/775 

133 布特哈旗 宜入 53/753 

135 阿榮旗 宜入 53/761 

137 喜札嘎爾旗 宜入 53/771 

52 外蒙古 宜入世界分國表 

2 庫倫 烏蘭巴托 

10 〔喀爾喀〕 

12 〔汗肯特烏拉部〕 車臣汗部 

14 〔博克多汗烏拉部〕 土謝圖 

       汗部 

16 〔杭特奇爾烏拉部〕 札薩克 

圖汗部 

18 〔齊齊爾里克曼達爾部〕 

三音諾顏汗部 

31 喬巴山省  

34 蘇赫巴特爾省 

37 肯特省 

41 色楞格省 

44 中部省 

47 布爾干省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51  東戈壁省 

54  中戈壁省 

57  南戈壁省 

61  杭愛省 

64  南杭愛省 

67  庫蘇古爾省 

71  巴顏洪郭爾省 

74  戈壁阿爾泰省 

77  札卜罕省 

78  烏布沙諾爾省 

80 〔舊科布多屬〕 

81  科布多省 

84  巴顏烏列蓋省 

90 〔唐努烏梁海部〕 

53  內蒙古自治區 

101    呼和浩特市 歸化縣 綏遠縣 

       歸綏縣 歸綏市 屬綏遠省 

103    托克托縣 托克托城廳 原屬綏 

遠省 

109    土默特左旗 土默特 原屬綏遠省 
111    包頭市 巴頭縣 包克圖 原 

屬綏遠省 薩拉齊廳 薩拉齊縣 

115    固陽縣 原屬綏遠省 

121    土默特右旗 原屬綏遠省 

200    烏蘭察布盟 原屬綏遠省 
201    集寧市 集寧縣 平地泉 原屬 

       綏遠省 

203    涼城縣 寧遠廳 寧遠縣 原屬 

       綏遠省 

205    豐鎮市 豐鎮廳 豐鎮縣 原屬 

綏遠省 

209    興和縣 興和廳 原屬綏遠省 

211    清水河縣 清水河廳 原屬綏遠省 

215    和林格爾縣 和林格爾廳 原屬 

綏遠省 

221    武川縣 武川廳 原屬綏遠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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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卓資縣 龍勝縣 

229    商都縣 原屬察哈爾省 

231    化德縣 化德設治局 新明設治 

局 新明縣 原屬察哈爾省 

239    察哈爾右翼中旗 陶林縣 原屬 

       綏遠省 

241    察哈爾右翼後旗 原屬綏遠省 

243    察哈爾右翼前旗 正黃旗 

251    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 達爾罕 

旗 茂明安旗 

255    四王子旗 

261    蘇尼特右旗 
265    二連浩特市 

300    錫林郭勒盟 原屬察哈爾省 
303    錫林浩特市 阿巴哈納爾旗 

305    阿巴嘎旗 西部聯合旗 

309    多倫縣 多倫諾爾廳 原屬察哈 

爾省 

315    東烏珠穆沁旗 

321    西烏珠穆沁旗 

325    蘇尼特左旗 

335    太僕寺旗 大僕寺左旗 寶昌縣 

（原屬察哈爾省） 

341    正鑲白旗 

345    正藍旗 察哈爾左翼正藍旗 

351    鑲黃旗 商都鑲黃旗 
361    赤峰市 赤峰縣（赤峰州 原屬 

熱河省）入此 原屬遼寧省 

369    寧城縣 原屬遼寧省 

373    林西縣 原屬遼寧省 

377    巴林右旗 原屬遼寧省 

379    巴林左旗 林東縣 曾先後屬熱 

河省、遼寧省 

381    阿魯科爾沁旗 天山設治局 天 

       山縣 曾先後屬熱河省、遼寧省 

387    喀喇沁旗 喀爾沁右翼旗 原屬 

 
 

遼寧省 

391    克什克騰旗 經棚設治局 經棚 

縣 曾先後屬熱河省、遼寧省 

395    翁牛特旗 翁牛特右翼旗 烏丹 

縣 原屬遼寧省 

397    敖漢旗 新惠縣 新東縣 原屬 

       遼寧省 

400    鄂爾多斯市 伊克昭盟 原屬綏遠省  

403    東勝區 東勝廳 東勝縣 東勝市 

原屬綏遠省 

409    準格爾旗 鄂爾多斯左翼前旗 

411    烏審旗 鄂爾多斯右翼前旗 

417    伊金霍洛旗 郡王旗 扎薩克旗 

421    鄂托克旗 鄂爾多斯右翼中旗 

423    鄂托克前旗 

425    達拉特旗 鄂爾多斯左翼後旗 

431    杭錦旗 鄂爾多斯右翼後旗 
491    烏海市 烏達市 海勃灣市 

500    巴彥淖爾盟 
503    臨河市 臨河設治局 臨和縣 

       原屬綏遠省 

507    五原縣 五原廳 原屬綏遠省 

511    磴口縣 巴彥高勒市 

515    杭錦後旗 米倫縣 

521    烏拉特前旗 安北設治局 安北 

縣 原屬綏遠省 

525    烏拉特中旗 烏拉特中後聯合旗 

529    烏拉特後旗 

531    潮格旗 

541    阿拉善盟 

543    阿拉善左旗 

547    阿拉善右旗 

551    額濟納旗 

601    哲理木盟 
603    通遼市 通遼縣（原屬遼北省） 

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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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 通遼縣 併入通遼市 
607 霍林郭勒市 

611 開魯縣 原屬熱河省 

615 庫倫旗 綏東縣 原屬熱河省 

621 奈曼旗 

625 札魯特旗 魯北設治局 魯北縣 

原屬熱河省 

631 科爾沁左翼中旗 原屬遼北省 

635 科爾沁左翼後旗 原屬遼北省 

641 科爾沁右翼中旗 原屬遼北省 

701 呼倫貝爾盟 
705 海拉爾市 呼倫縣 原屬興安省 
711 滿洲里市 臚濱縣 原屬興安省 

715 突泉縣 醴泉縣 原屬遼北省 

721 陳巴爾虎旗 原屬興安省 

725 新巴爾虎左旗 原屬興安省 

729 新巴爾虎右旗 原屬興安省 
735 根河市 額爾古納左旗 額爾克 

納左翼旗 原屬興安省 

741 額爾古納市 額爾古納右旗 
額爾克納右翼旗 奇乾縣 室韋 

縣 原屬興安省 

745 札賚特旗 原屬嫩江省 

751 鄂溫克族自治旗 鄂溫克旗 索 

倫旗 原屬興安省 

753 札蘭屯市 雅魯縣  布特哈旗 

原屬興安省 

755 牙克石市 喜桂圖旗 

761 阿榮旗 原屬興安省 

765 鄂倫春自治旗 鄂倫春旗 

771 科爾沁右翼前旗 索倫縣 喜札 

嘎爾旗（原屬興安省）科爾沁右 

翼後旗（原屬遼北省）入此 

775 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 

莫力達瓦旗 布西縣 巴彥旗 

原屬興安省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781    興安盟 
783    烏蘭浩特市 
785    阿爾山市 

54  熱河省 今併入 11河北省、53 內蒙古 

自治區 

101    承德縣 宜入 11/603 

103    灤平縣 宜入 11/605 

105    平泉縣 宜入 11/607 

107    隆化縣 宜入 11/609 

109    豐寧縣 宜入 11/671 

111    凌源縣 宜入 41/315 

113    陽朝縣 宜入 41/311 

115    阜新縣 宜入 41/183 

117    建平縣 宜入 41/323 

119    綏東縣 宜入 53/615 

121    赤峰縣 宜入 53/361 

123    開魯縣 宜入 53/611 

125    魯北設治局 宜入 53/625 

127    林西縣 宜入 53/373 

129    林東縣 宜入 53/379 

131    天山設治局 宜入 53/381 

133    圍場縣 宜入 11/679 

135    經棚縣 宜入 53/391 

200    卓索圖盟 

300    昭烏達盟 宜入 41/400 

55  察哈爾省 今併入 11 河北省、53 內蒙 

古自治區 

101    萬全縣 宜入 11/537 

103    張北縣 宜入 11/503 

105    沽源縣 宜入 11/507 

107    多倫縣 宜入 53/309 

109    寶昌縣 宜入 53/335 

111    康保縣 宜入 11/511 

113    商都縣 宜入 53/229 

201    宣化縣 宜入 11/521 

203    赤城縣 宜入 1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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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 通遼縣 併入通遼市 
607 霍林郭勒市 

611 開魯縣 原屬熱河省 

615 庫倫旗 綏東縣 原屬熱河省 

621 奈曼旗 

625 札魯特旗 魯北設治局 魯北縣 

原屬熱河省 

631 科爾沁左翼中旗 原屬遼北省 

635 科爾沁左翼後旗 原屬遼北省 

641 科爾沁右翼中旗 原屬遼北省 

701 呼倫貝爾盟 
705 海拉爾市 呼倫縣 原屬興安省 
711 滿洲里市 臚濱縣 原屬興安省 

715 突泉縣 醴泉縣 原屬遼北省 

721 陳巴爾虎旗 原屬興安省 

725 新巴爾虎左旗 原屬興安省 

729 新巴爾虎右旗 原屬興安省 
735 根河市 額爾古納左旗 額爾克 

納左翼旗 原屬興安省 

741 額爾古納市 額爾古納右旗 
額爾克納右翼旗 奇乾縣 室韋 

縣 原屬興安省 

745 札賚特旗 原屬嫩江省 

751 鄂溫克族自治旗 鄂溫克旗 索 

倫旗 原屬興安省 

753 札蘭屯市 雅魯縣  布特哈旗 

原屬興安省 

755 牙克石市 喜桂圖旗 

761 阿榮旗 原屬興安省 

765 鄂倫春自治旗 鄂倫春旗 

771 科爾沁右翼前旗 索倫縣 喜札 

嘎爾旗（原屬興安省）科爾沁右 

翼後旗（原屬遼北省）入此 

775 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 

莫力達瓦旗 布西縣 巴彥旗 

原屬興安省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781    興安盟 
783    烏蘭浩特市 
785    阿爾山市 

54  熱河省 今併入 11河北省、53 內蒙古 

自治區 

101    承德縣 宜入 11/603 

103    灤平縣 宜入 11/605 

105    平泉縣 宜入 11/607 

107    隆化縣 宜入 11/609 

109    豐寧縣 宜入 11/671 

111    凌源縣 宜入 41/315 

113    陽朝縣 宜入 41/311 

115    阜新縣 宜入 41/183 

117    建平縣 宜入 41/323 

119    綏東縣 宜入 53/615 

121    赤峰縣 宜入 53/361 

123    開魯縣 宜入 53/611 

125    魯北設治局 宜入 53/625 

127    林西縣 宜入 53/373 

129    林東縣 宜入 53/379 

131    天山設治局 宜入 53/381 

133    圍場縣 宜入 11/679 

135    經棚縣 宜入 53/391 

200    卓索圖盟 

300    昭烏達盟 宜入 41/400 

55  察哈爾省 今併入 11 河北省、53 內蒙 

古自治區 

101    萬全縣 宜入 11/537 

103    張北縣 宜入 11/503 

105    沽源縣 宜入 11/507 

107    多倫縣 宜入 53/309 

109    寶昌縣 宜入 53/335 

111    康保縣 宜入 11/511 

113    商都縣 宜入 53/229 

201    宣化縣 宜入 11/521 

203    赤城縣 宜入 1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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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龍關縣 

207       懷來縣 宜入 11/527 

209    陽原縣 宜入 11/529 

211    懷安縣 宜入 11/531 

213    蔚縣 宜入 11/533 

215    延慶縣 宜入 11/129 

217    涿鹿縣 宜入 11/509 

219    新明設治局 宜入 53/231 

221    崇禮縣 宜入 11/505 

223    尚義縣 宜入 11/535 

300    錫林郭勒盟 宜入 53/300 

400    察哈爾盟八旗 宜入 53/ 

500    牧廠 

56  綏遠省  今併入 53 內蒙古自治區 

101    歸綏縣 宜入 53/101 

103    薩拉齊縣 宜入 53/111 
105    包頭市 宜入 53/111 

107    包頭縣 宜入 53/111 

109    安北縣 宜入 53/521 

111    清水河縣 宜入 53/211 

113    托克托縣 宜入 53/103 

115    和林格爾縣 宜入 53/215 

117    五原縣 宜入 53/507 

119    臨河縣 宜入 53/503 

121    武川縣 宜入 53/221 

123    固陽縣 宜入 53/115 

125    東勝縣 宜入 53/403 

201    豐鎮縣 宜入 53/205 

203    涼城縣 宜入 53/203 

205    集寧縣 宜入 53/201 

207    陶林縣 宜入 53/239 

209    興和縣 宜入 53/209 

300    烏蘭察布盟 宜入 53/200 

400    伊克昭盟 宜入 53/400 

500    土默特 宜入 53/109 

600    察哈爾盟四旗 

 
 

57  寧夏回族自治區 

101    銀川市 

103    賀蘭縣 寧夏縣 

104    永寧縣 

105    銀南地區 

107    鹽池縣 花馬池分州 
109    靈武市 靈武縣 靈州 
111    吳忠市 吳忠縣 

113    中衛縣 

115    中寧縣 

117    金積縣 寧靈縣 

119    同心縣 豫旺縣 平遠縣 
121    青銅峽市 青銅峽縣 
131    石嘴山市 

133    惠農縣 

135    平羅縣 

139    陶樂縣 陶羅縣 

201    固原地區 

203    固原縣 固原州 原屬甘肅省 

207    涇源縣 涇源回族自治區 化平州 

化平縣 函源縣 原屬甘肅省 

211    隆德縣 原屬甘肅省 
213    彭陽縣 
215    西吉縣 
221    海原縣 海城縣 原屬甘肅省 

61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100    迪化府 
101    烏魯木齊市 迪化市 

102    烏魯木齊縣 迪化縣 

103    昌吉回族自治州 昌吉自治州 
104    米泉市 米泉縣 乾德縣 
105    奇台縣 

107    木壘哈薩克自治縣 木壘哈薩 

       克自治區 木壘河縣 木壘縣 

109    昌吉市 昌吉縣 

111    呼圖壁縣 景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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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阜康市 阜康縣 

115 吉木薩爾縣 孚遠縣 

117 瑪納斯縣 綏來縣 

118 哈密地區 
119 哈密市 哈密縣 哈密廳 七角 

井設治局 

123 巴里坤哈薩克自治縣 巴里坤 

      哈薩克自治區 鎮西廳 鎮西縣 

      巴里坤縣 

125 伊吾縣 伊吾設治局 

127 吐魯番地區 

129 鄯善縣 

131 吐魯番市 吐魯番設治廳 吐 

      魯番縣 

133 托克遜縣 托克遜設治局 

151 塔城地區 
153 塔城市 搭爾巴哈臺廳 

155 額敏縣 

159 沙灣縣 
161 烏蘇市 烏蘇縣 庫爾哈喇烏蘇廳 

165 托里縣 

169 裕民縣 

171 和布克賽爾蒙古自治縣 和布 

克賽爾蒙古自治區 和什托落蓋 

設治局 和豐縣 和布克賽爾縣 

181 石河子地區 

183 石河子市 

185 伊犁哈薩克自治州 

187 奎屯市 奎屯河市 
191 克拉瑪依市 

200 伊犁地區 

201 伊寧市 

202 伊寧縣 寧遠縣 

203 鞏留縣 

204 伊犁府 

205 霍城縣 霍爾果斯縣 綏定縣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水定縣 
207    新源縣 鞏乃斯縣 

209    昭蘇縣 蒙古庫勒 

211    尼勒克縣 倪利克縣 班哈縣 

213    特克斯縣 特克斯設治局 

215    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 察布查 

爾錫伯自治區 寧西縣 河南縣 

察布查爾縣 

231    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 博爾塔 

拉州 
235    博樂市 博樂縣 

239    精河縣 精河廳 
243    溫泉縣 

300    溫宿府；阿克蘇地區 
301    阿克蘇市 阿克蘇縣 溫州 

303    阿瓦提縣 
305     柯坪縣 
307    烏什縣 
309    溫宿縣 
311    拜城縣 

313    庫車縣 庫車直隸廳 

315    新和縣 托克蘇縣 
317    沙雅縣 

319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巴音郭 

      楞州 

320    庫爾勒市 

321    庫爾勒縣 庫爾勒設治局 

322    焉耆府 

323    焉耆回族自治縣 焉耆回族自治 

      區 焉耆縣 

325   尉犁縣 新平縣 

327   若羌縣 婼羌縣 

329   輪台縣 

331   和靜縣 和靖縣 

333   和碩縣 

335   博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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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龍關縣 

207       懷來縣 宜入 11/527 

209    陽原縣 宜入 11/529 

211    懷安縣 宜入 11/531 

213    蔚縣 宜入 11/533 

215    延慶縣 宜入 11/129 

217    涿鹿縣 宜入 11/509 

219    新明設治局 宜入 53/231 

221    崇禮縣 宜入 11/505 

223    尚義縣 宜入 11/535 

300    錫林郭勒盟 宜入 53/300 

400    察哈爾盟八旗 宜入 53/ 

500    牧廠 

56  綏遠省  今併入 53 內蒙古自治區 

101    歸綏縣 宜入 53/101 

103    薩拉齊縣 宜入 53/111 
105    包頭市 宜入 53/111 

107    包頭縣 宜入 53/111 

109    安北縣 宜入 53/521 

111    清水河縣 宜入 53/211 

113    托克托縣 宜入 53/103 

115    和林格爾縣 宜入 53/215 

117    五原縣 宜入 53/507 

119    臨河縣 宜入 53/503 

121    武川縣 宜入 53/221 

123    固陽縣 宜入 53/115 

125    東勝縣 宜入 53/403 

201    豐鎮縣 宜入 53/205 

203    涼城縣 宜入 53/203 

205    集寧縣 宜入 53/201 

207    陶林縣 宜入 53/239 

209    興和縣 宜入 53/209 

300    烏蘭察布盟 宜入 53/200 

400    伊克昭盟 宜入 53/400 

500    土默特 宜入 53/109 

600    察哈爾盟四旗 

 
 

57  寧夏回族自治區 

101    銀川市 

103    賀蘭縣 寧夏縣 

104    永寧縣 

105    銀南地區 

107    鹽池縣 花馬池分州 
109    靈武市 靈武縣 靈州 
111    吳忠市 吳忠縣 

113    中衛縣 

115    中寧縣 

117    金積縣 寧靈縣 

119    同心縣 豫旺縣 平遠縣 
121    青銅峽市 青銅峽縣 
131    石嘴山市 

133    惠農縣 

135    平羅縣 

139    陶樂縣 陶羅縣 

201    固原地區 

203    固原縣 固原州 原屬甘肅省 

207    涇源縣 涇源回族自治區 化平州 

化平縣 函源縣 原屬甘肅省 

211    隆德縣 原屬甘肅省 
213    彭陽縣 
215    西吉縣 
221    海原縣 海城縣 原屬甘肅省 

61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100    迪化府 
101    烏魯木齊市 迪化市 

102    烏魯木齊縣 迪化縣 

103    昌吉回族自治州 昌吉自治州 
104    米泉市 米泉縣 乾德縣 
105    奇台縣 

107    木壘哈薩克自治縣 木壘哈薩 

       克自治區 木壘河縣 木壘縣 

109    昌吉市 昌吉縣 

111    呼圖壁縣 景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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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阜康市 阜康縣 

115 吉木薩爾縣 孚遠縣 

117 瑪納斯縣 綏來縣 

118 哈密地區 
119 哈密市 哈密縣 哈密廳 七角 

井設治局 

123 巴里坤哈薩克自治縣 巴里坤 

      哈薩克自治區 鎮西廳 鎮西縣 

      巴里坤縣 

125 伊吾縣 伊吾設治局 

127 吐魯番地區 

129 鄯善縣 

131 吐魯番市 吐魯番設治廳 吐 

      魯番縣 

133 托克遜縣 托克遜設治局 

151 塔城地區 
153 塔城市 搭爾巴哈臺廳 

155 額敏縣 

159 沙灣縣 
161 烏蘇市 烏蘇縣 庫爾哈喇烏蘇廳 

165 托里縣 

169 裕民縣 

171 和布克賽爾蒙古自治縣 和布 

克賽爾蒙古自治區 和什托落蓋 

設治局 和豐縣 和布克賽爾縣 

181 石河子地區 

183 石河子市 

185 伊犁哈薩克自治州 

187 奎屯市 奎屯河市 
191 克拉瑪依市 

200 伊犁地區 

201 伊寧市 

202 伊寧縣 寧遠縣 

203 鞏留縣 

204 伊犁府 

205 霍城縣 霍爾果斯縣 綏定縣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水定縣 
207    新源縣 鞏乃斯縣 

209    昭蘇縣 蒙古庫勒 

211    尼勒克縣 倪利克縣 班哈縣 

213    特克斯縣 特克斯設治局 

215    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 察布查 

爾錫伯自治區 寧西縣 河南縣 

察布查爾縣 

231    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 博爾塔 

拉州 
235    博樂市 博樂縣 

239    精河縣 精河廳 
243    溫泉縣 

300    溫宿府；阿克蘇地區 
301    阿克蘇市 阿克蘇縣 溫州 

303    阿瓦提縣 
305     柯坪縣 
307    烏什縣 
309    溫宿縣 
311    拜城縣 

313    庫車縣 庫車直隸廳 

315    新和縣 托克蘇縣 
317    沙雅縣 

319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巴音郭 

      楞州 

320    庫爾勒市 

321    庫爾勒縣 庫爾勒設治局 

322    焉耆府 

323    焉耆回族自治縣 焉耆回族自治 

      區 焉耆縣 

325   尉犁縣 新平縣 

327   若羌縣 婼羌縣 

329   輪台縣 

331   和靜縣 和靖縣 

333   和碩縣 

335   博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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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且末縣 

400    喀什地區 

401    喀什市 喀什噶爾 

403    疏附縣 

405    疏勒縣 

407    伽師縣 

409    巴楚縣 巴楚州 瑪勒巴什廳 

411    麥蓋提縣 

413    莎車縣 

417    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 塔 

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區 塔什庫 

爾縣 蒲犁廳 蒲犁縣 

419    葉城縣 

421    澤普縣 

423    英吉沙縣 英吉沙爾廳 

425    岳普湖縣 岳普湖設治局 

427    和田地區 

428    和田市 

429    和田縣 和闐州 和闐縣 

431    墨玉縣 

433    洛浦縣 

435    策勒縣 

437    于田縣 于闐縣 

441    民豐縣 民豐設治局 

443    皮山縣 

451    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 
453    阿圖什市 阿圖什設治局 阿 

圖什縣 

457    阿合奇縣 

461    阿克陶縣 

465    烏恰縣 

500    阿勒泰地區 
501    阿勒泰市 阿勒泰縣 承化寺 

      承化縣 阿爾泰縣 

503    布爾津縣 布爾津河設治局 

505    哈巴河縣 哈巴河設治局 

 
 

507    吉木乃縣 

509    福海縣 布倫托海縣 布倫托海 

       設治局 

519    富蘊縣 可可托海設治局 

521    青河縣 青格里河設治局 

65    青海省 

101    西寧市 

103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 大通縣 

105    互助土族自治縣 互助縣土族自 

治區 互助縣 

107    河南蒙古族自治縣 河南蒙族 

自治區 河南縣 

109    樂都縣 碾伯縣 

111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 民和縣 

113    循化撒拉族自治縣 循化縣撒 

拉族自治區 循化縣 

115    涅中縣 

117    湟中縣 西寧縣 

119    化隆回族自治縣 化隆縣回族自 

治區 化隆縣 巴燕戎格廳 巴 

戎縣 巴燕縣 

121    湟源縣 

122    海南藏族自治州 海南州 

123    共和縣 共和縣藏族自治區 

127    貴德縣 貴德廳 

129    貴南縣 

131    興海縣 興海縣藏族自治區 大 

河埧設治局 

137    同德縣 同德縣藏族自治區 

141    海東地區 

143    平安縣 

151    黃南藏族自治州 黃南州 

153    同仁縣 同仁縣藏族自治區 

161   澤庫縣 

165    尖扎縣 尖扎藏族自治區 

171    果洛藏族自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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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瑪沁縣 

175 甘德縣 

177 久治縣 

179 班瑪縣 

181 達日縣 

183 瑪多縣 

201 玉樹藏族自治州 玉樹州 

203 玉樹縣 

205 囊謙縣 

207 治多縣 直多縣 

209 稱多縣 

211 雜多縣 扎朵縣 

213 曲麻萊縣 曲麻萊區 

214 海北藏族自治州 海北州 

215 門源回族自治縣 門源縣 亹源 

       縣 亹源回族自治縣 

217 祁連縣 祁連設治局 祁連自治區 

219 剛察縣 

223 海晏縣 海晏設治局 海晏縣藏 

族自治區 

241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243 格爾木市 格爾木縣 
245 德令哈市 

247 烏蘭縣 

249 都蘭縣 都蘭自治區 都蘭蒙族 

      自治區 

251 天峻縣 天峻藏族自治區 

300 青海蒙古 

400 西施土司 

66 西藏自治區 

100 前藏 拉薩 得秦 奈布東 

      桑里 垂佳普耶 野而吉達 克 

      匝 則庫 滿撮納 拉巴隨 扎 

      木達達喇馬宗 古魯納木吉牙 

      碩噶 朱木宗 東順 則布拉剛 

      納 日噶牛 楚舒爾 日噶爾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公喀爾 岳吉牙米雜 多宗 價 

格宗 董郭爾地巴達克匝 倫朱 

卜宗墨魯恭噶 蓬多 
111    拉薩市 

115    林周縣 林周宗 旁多宗 
119    當雄縣 當雄宗 寧中宗 羊八 

       井宗 

123    墨竹工卡縣 墨竹工卡宗 仁慶 

       林谿 烏斯江谿 

127    尼木縣 孟嘎宗 麻江宗 

131    米林縣 則拉宗 

135    墨脫縣 墨脫宗 

139    達孜縣 達孜宗 邦堆谿 德慶宗 

       拉木谿 

143    曲水縣 曲水宗 協榮宗 聶當宗 

147    堆龍德慶縣 

150    林芝地區 

151    林芝縣 

155    工布江達縣 

161    山南地區 

163    乃東縣 乃東宗 

167    加查縣 加查宗 拉綏谿 

171    曲松縣 拉加里宗 拉加里縣 

173    門隅 

175    錯那縣 錯納宗 

179    瓊結縣 瓊結宗 

183    貢嘎縣 貢噶宗 貢噶縣 

185    浪卡子縣 浪卡子宗 

187    桑日縣 桑日宗 

189    朗縣 朗宗 古如朗杰谿 金 

      柬谿 

191    隆子縣 隆子宗 

193    措美縣 哲古宗 哲古縣 

195    洛扎縣 多宗 生格宗 拉康谿 

197    扎囊縣 扎囊宗 桑耶宗 

200    後藏 日喀則 林奔 納喝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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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瑪沁縣 

175 甘德縣 

177 久治縣 

179 班瑪縣 

181 達日縣 

183 瑪多縣 

201 玉樹藏族自治州 玉樹州 

203 玉樹縣 

205 囊謙縣 

207 治多縣 直多縣 

209 稱多縣 

211 雜多縣 扎朵縣 

213 曲麻萊縣 曲麻萊區 

214 海北藏族自治州 海北州 

215 門源回族自治縣 門源縣 亹源 

       縣 亹源回族自治縣 

217 祁連縣 祁連設治局 祁連自治區 

219 剛察縣 

223 海晏縣 海晏設治局 海晏縣藏 

族自治區 

241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243 格爾木市 格爾木縣 
245 德令哈市 

247 烏蘭縣 

249 都蘭縣 都蘭自治區 都蘭蒙族 

      自治區 

251 天峻縣 天峻藏族自治區 

300 青海蒙古 

400 西施土司 

66 西藏自治區 

100 前藏 拉薩 得秦 奈布東 

      桑里 垂佳普耶 野而吉達 克 

      匝 則庫 滿撮納 拉巴隨 扎 

      木達達喇馬宗 古魯納木吉牙 

      碩噶 朱木宗 東順 則布拉剛 

      納 日噶牛 楚舒爾 日噶爾 

附表七 中國縣市表 
 
 

公喀爾 岳吉牙米雜 多宗 價 

格宗 董郭爾地巴達克匝 倫朱 

卜宗墨魯恭噶 蓬多 
111    拉薩市 

115    林周縣 林周宗 旁多宗 
119    當雄縣 當雄宗 寧中宗 羊八 

       井宗 

123    墨竹工卡縣 墨竹工卡宗 仁慶 

       林谿 烏斯江谿 

127    尼木縣 孟嘎宗 麻江宗 

131    米林縣 則拉宗 

135    墨脫縣 墨脫宗 

139    達孜縣 達孜宗 邦堆谿 德慶宗 

       拉木谿 

143    曲水縣 曲水宗 協榮宗 聶當宗 

147    堆龍德慶縣 

150    林芝地區 

151    林芝縣 

155    工布江達縣 

161    山南地區 

163    乃東縣 乃東宗 

167    加查縣 加查宗 拉綏谿 

171    曲松縣 拉加里宗 拉加里縣 

173    門隅 

175    錯那縣 錯納宗 

179    瓊結縣 瓊結宗 

183    貢嘎縣 貢噶宗 貢噶縣 

185    浪卡子縣 浪卡子宗 

187    桑日縣 桑日宗 

189    朗縣 朗宗 古如朗杰谿 金 

      柬谿 

191    隆子縣 隆子宗 

193    措美縣 哲古宗 哲古縣 

195    洛扎縣 多宗 生格宗 拉康谿 

197    扎囊縣 扎囊宗 桑耶宗 

200    後藏 日喀則 林奔 納喝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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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拜的 拜納木 季陽則 烏雨 

克靈喀 丁吉牙 羅西噶爾 帕 

爾宗盆蘇克靈 濟隆阿里宗尼牙 

拉木宗 尚納木森章拉則 章阿 

布林 

203    日咯則地區 
205    日喀則市 日喀則縣 

209    定結縣 定結宗 康巴宗 金龍宗 

211    拉孜縣 拉孜宗 彭錯林宗 

215    聶拉木縣 聶拉木宗 

219    謝通門縣 謝通門谿 青那仁青 

孜谿 

223    仲巴縣 仲巴洛強谿 

225    亞東縣 

229    崗巴縣 

231    南木林縣 烏都宗 拉布宗 

235    薩迦縣 薩迦谿 

239    定日縣 定日谿 協格爾宗 南谿 

241    吉隆縣 吉隆宗 

245    昂仁縣 桑桑谿 梅康沙谿 

251    江孜縣 

253    康馬縣 

255    仁布縣 仁布宗 

259    白朗縣 白朗宗 杜窮宗 旺丹宗 

263    薩嘎縣 薩噶縣 

271    那曲地區 

273    那曲縣 黑河縣 

275    巴青縣 巴青宗 巴慶宗 

279    比如縣 比如宗 

281    班戈縣 青龍縣 達木薩迦縣 

283    嘉黎縣 嘉黎宗 拉里 原屬西 

康省 

285    聶榮縣 聶榮宗 

289    索縣 索宗 

291    安多縣 

293    申扎縣 香沙宗 

 
 

295    尼瑪縣 

300    阿里地區 布拉木達克喇 噶爾 

       多木日底 古克札什 魯木布則 

       沖龍則布龍 達布爾的 拉達克 

       扎石剛 丁木剛 喀式畢底 魯 

       克多 

311    噶爾縣 

315    革吉縣 

321    扎達縣 達巴宗 札布言上宗 

325    日土縣 日土宗 

331    改則縣 

335    措勤縣 

341    普蘭縣 普蘭宗 

400    昌都地區 

403    昌都縣 昌都宗 察木多 拉多 

       宗 原屬西康省 

405    貢覺縣 貢覺宗 貢縣 貢覺 

三岩宗 三巖 武成縣 原屬西 

康省 

409    左貢縣 左貢宗 

411    察隅縣 桑昂曲宗 桑昂曲縣 

雜榆 科麥縣 原屬西康省 

415    洛隆縣 洛隆宗 碩板多宗 

419    丁青縣 丁青宗 色扎宗 尺牘宗 

423    波密縣 曲宗 易貢宗 傾多宗 

427    江達縣 江達 江達宗 卡工 

       同普縣 太昭縣 原屬西康省 

431    察雅縣 察雅宗 乍丫 原屬西 

       康省 

435    芒康縣 江卡 江卡宗 鹽井宗 

       鹽井縣 寧靜縣 原屬西康省 

439    八宿縣 八宿宗 

443    邊壩縣 邊霸縣 

447    類烏齊縣 類烏齊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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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臺灣縣市表 
 
 
 
 

101 臺北市 陽明山管理局入此 

103 新北市 淡水縣、臺北縣（於 2010 年 12 月 25 日升格並改名新北市） 

105 基隆市 基隆廳 

107 宜蘭縣 噶瑪蘭廳 

109 桃園市  桃園縣 (於 2014 年 12 月 25 日後升格改制為直轄市) 

111 新竹縣 淡水廳 

112 新竹市 

113 苗栗縣 

115 臺中市   

117 臺中市 臺灣縣、臺中縣（於 2010 年 12 月 25 日與臺中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 

119 南投縣 

121 彰化縣 

123 雲林縣 

125 嘉義縣 諸羅縣 

126 嘉義市 

127 臺南市 

129 臺南市 安平縣、臺南縣（於 2010 年 12 月 25 日與臺南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 

131 高雄市 

133 高雄市 鳳山縣、高雄縣（於 2010 年 12 月 25 日與高雄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 

135 屏東縣 

137 花蓮縣 花蓮港廳 

139 臺東縣 臺東州 卑南縣 

141 澎湖縣 澎湖廳 
 
 

通
用
複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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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臺北市 陽明山管理局入此 

103 新北市 淡水縣、臺北縣（於 2010 年 12 月 25 日升格並改名新北市） 

105 基隆市 基隆廳 

107 宜蘭縣 噶瑪蘭廳 

109 桃園市  桃園縣 (於 2014 年 12 月 25 日後升格改制為直轄市) 

111 新竹縣 淡水廳 

112 新竹市 

113 苗栗縣 

115 臺中市   

117 臺中市 臺灣縣、臺中縣（於 2010 年 12 月 25 日與臺中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 

119 南投縣 

121 彰化縣 

123 雲林縣 

125 嘉義縣 諸羅縣 

126 嘉義市 

127 臺南市 

129 臺南市 安平縣、臺南縣（於 2010 年 12 月 25 日與臺南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 

131 高雄市 

133 高雄市 鳳山縣、高雄縣（於 2010 年 12 月 25 日與高雄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 

135 屏東縣 

137 花蓮縣 花蓮港廳 

139 臺東縣 臺東州 卑南縣 

141 澎湖縣 澎湖廳 
 
 

通
用
複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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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臺灣鄉鎮表 
 

表中注明「依臺灣鄉鎮表複分」者適用之 

本表所謂「鄉鎮」，實際上還包括相當於鄉鎮級之縣轄市以及直轄市、省轄市之區。另外，為

方便參考起見，特將金門縣、連江縣所轄鄉鎮號碼附編於此 

鄉鎮號碼之編製，仿《中國圖書分類法》「臺灣縣市表」，以縣市治所所在地為首碼（101），其餘

各鄉鎮依中文筆畫順序編製 3 位數號碼（奇數），至於各級市之各區名如依方位命名者，則依「東 

、南、西、北、中」方位順序編製號碼 
 

 
 
 
 
 
 
 
 
 
 
 
 
 
 
 
 
 
 
 
 
 
 
 
 
 
 
 
 
 

通  

用  

複  

分  

表  

臺北市 

101   士林區 
103   大安區 
105   大同區 
107   中山區 
109   中正區 
111   內湖區 
113   文山區 
115   北投區 
117   松山區 
119   信義區 
121   南港區 
123   萬華區 

新北市（原臺北縣） 

101   板橋區 
103   八里區 
105   三芝區 
107   三重區 
109   三峽區 
111   土城區 
113   中和區 
115   五股區 
117   平溪區 
119   永和區 
121   石門區 
123   石碇區 
125   汐止區 

127   坪林區 
129   林口區 
131   金山區 
133   泰山區 
135   烏來區 
137   貢寮區 
139   深坑區 
141   淡水區 
143   新店區 
145   新莊區 
147   瑞芳區 
149   萬里區 
151   樹林區 
153   雙溪區 
155   蘆洲區 
157   鶯歌區 

基隆市 

101   七堵區 
103   中山區 
105   中正區 
107   仁愛區 
109   安樂區 
111   信義區 
113   暖暖區 

宜蘭縣 

101   宜蘭市 
103   三星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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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大同鄉 
107 五結鄉 
109 冬山鄉 
111 壯圍鄉 
113 南澳鄉 
115 員山鄉 
117 頭城鎮 
119 礁溪鄉 
121 羅東鎮 
123 蘇澳鎮 

桃園市（原桃園縣） 

101 桃園區 
103 八德區 
105 大園區 
107 大溪區 
109 中壢區 
111 平鎮區 
113 復興區 
115 新屋區 
117 楊梅區 
119 龍潭區 
121 龜山區 
123 蘆竹區 
125 觀音區 

新竹市 

101 東區 
103 北區 
105 香山區 

新竹縣 

101 竹北市 
103 五峰鄉 
105 北埔鄉 
107 尖石鄉 
109 竹東鎮 
111 芎林鄉 
113 峨眉鄉 

115   湖口鄉 
117   新埔鎮 
119   新豐鄉 
121   橫山鄉 
123   關西鎮 
125   寶山鄉 

苗栗縣 

101   苗栗市 
103   三義鄉 
105   三灣鄉 
107   大湖鄉 
109   公館鄉 
111   竹南鎮 
113   西湖鄉 
115   卓蘭鎮 
117   南庄鄉 
119   後龍鎮 
121   苑里鎮 
123   泰安鄉 
125   通霄鎮 
127   造橋鄉 
129   獅潭鄉 
131   銅鑼鄉 
133   頭份鎮 
135   頭屋鄉 

臺中市 

101   東區 
103   南區 
105   西區 
107   北區 
109   中區 
111   南屯區 
113   西屯區 
115   北屯區 

臺中市（原臺中縣） 

101   豐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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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臺灣鄉鎮表 
 

表中注明「依臺灣鄉鎮表複分」者適用之 

本表所謂「鄉鎮」，實際上還包括相當於鄉鎮級之縣轄市以及院轄市、省轄市之區。另外，為

方便參考起見，特將金門縣、連江縣所轄鄉鎮號碼附編於此 

鄉鎮號碼之編製，仿《中國圖書分類法》「臺灣縣市表」，以縣市治所所在地為首碼（101），其餘

各鄉鎮依中文筆畫順序編製 3 位數號碼（奇數），至於各級市之各區名如依方位命名者，則依「東 

、南、西、北、中」方位順序編製號碼 
 

 
 
 
 
 
 
 
 
 
 
 
 
 
 
 
 
 
 
 
 
 
 
 
 
 
 
 
 
 

通  

用  

複  

分  

表  

臺北市 

101   士林區 
103   大安區 
105   大同區 
107   中山區 
109   中正區 
111   內湖區 
113   文山區 
115   北投區 
117   松山區 
119   信義區 
121   南港區 
123   萬華區 

新北市（原臺北縣） 

101   板橋區 
103   八里區 
105   三芝區 
107   三重區 
109   三峽區 
111   土城區 
113   中和區 
115   五股區 
117   平溪區 
119   永和區 
121   石門區 
123   石碇區 
125   汐止區 

127   坪林區 
129   林口區 
131   金山區 
133   泰山區 
135   烏來區 
137   貢寮區 
139   深坑區 
141   淡水區 
143   新店區 
145   新莊區 
147   瑞芳區 
149   萬里區 
151   樹林區 
153   雙溪區 
155   蘆洲區 
157   鶯歌區 

基隆市 

101   七堵區 
103   中山區 
105   中正區 
107   仁愛區 
109   安樂區 
111   信義區 
113   暖暖區 

宜蘭縣 

101   宜蘭市 
103   三星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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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大同鄉 
107 五結鄉 
109 冬山鄉 
111 壯圍鄉 
113 南澳鄉 
115 員山鄉 
117 頭城鎮 
119 礁溪鄉 
121 羅東鎮 
123 蘇澳鎮 

桃園市（原桃園縣） 

101 桃園區 
103 八德區 
105 大園區 
107 大溪區 
109 中壢區 
111 平鎮區 
113 復興區 
115 新屋區 
117 楊梅區 
119 龍潭區 
121 龜山區 
123 蘆竹區 
125 觀音區 

新竹市 

101 東區 
103 北區 
105 香山區 

新竹縣 

101 竹北市 
103 五峰鄉 
105 北埔鄉 
107 尖石鄉 
109 竹東鎮 
111 芎林鄉 
113 峨眉鄉 

115   湖口鄉 
117   新埔鎮 
119   新豐鄉 
121   橫山鄉 
123   關西鎮 
125   寶山鄉 

苗栗縣 

101   苗栗市 
103   三義鄉 
105   三灣鄉 
107   大湖鄉 
109   公館鄉 
111   竹南鎮 
113   西湖鄉 
115   卓蘭鎮 
117   南庄鄉 
119   後龍鎮 
121   苑里鎮 
123   泰安鄉 
125   通霄鎮 
127   造橋鄉 
129   獅潭鄉 
131   銅鑼鄉 
133   頭份鎮 
135   頭屋鄉 

臺中市 

101   東區 
103   南區 
105   西區 
107   北區 
109   中區 
111   南屯區 
113   西屯區 
115   北屯區 

臺中市（原臺中縣） 

101   豐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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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大甲區 
105   大安區 
107   大肚區 
109   大里區 
111   大雅區 
113   太平區 
115   外埔區 
117   石岡區 
119   后里區 
121   沙鹿區 
123   和平區 
125   東勢區 
127   烏日區 
129   神岡區 
131   梧棲區 
133   清水區 
135   新社區 
137   潭子區 
139   龍井區 
141   霧峰區 

南投縣 

101   南投市 
103   中寮鄉 
105   水里鄉 
107   仁愛鄉 
109   名間鄉 
111   竹山鎮 
113   信義鄉 
115   埔里鎮 
117   草屯鎮 
119   國姓鄉 
121   魚池鄉 
123   鹿谷鄉 
125   集集鎮 

彰化縣 

101   彰化市 

 
 

103   二水鄉 

105   二林鎮 
107   大村鄉 
109   大城鄉 
111   北斗鎮 
113   永靖鄉 
115   田中鎮 
117   田尾鄉 
119   竹塘鄉 
121   伸港鄉 
123   秀水鄉 
125   和美鎮 
127   社頭鄉 
129   芳苑鄉 
131   花壇鄉 
133   芬園鄉 
135   員林鎮 
137   埔心鄉 
139   埔鹽鄉 
141   埤頭鄉 
143   鹿港鎮 
145   溪洲鄉 
147   溪湖鎮 
149   福興鄉 
151   線西鄉 

雲林縣 

101   斗六市 
103   二崙鄉 
105   口湖鄉 
107   土庫鎮 
109   大埤鄉 
111   元長鄉 
113   斗南鎮 
115   水林鄉 
117   北港鎮 
119   古坑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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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四湖鄉 
123 西螺鎮 
125 東勢鄉 
127 林內鄉 
129 虎尾鎮 
131 崙背鄉 
133 麥寮鄉 
135 莿桐鄉 
137 臺西鄉 
139 褒忠鄉 

嘉義市 

101 東區 
103 西區 

嘉義縣 

101 太保市 
103 大林鎮 
105 大埔鄉 
107 中埔鄉 
109 六腳鄉 
111 水上鄉 
113 布袋鎮 
115 民雄鄉 
117 朴子市 
119 竹崎鄉 
121 東石鄉 
123 阿里山鄉 
125 梅山鄉 
127 鹿草鄉 
129 番路鄉 
131 新港鄉 
133 溪口鄉 
135 義竹鄉 

臺南市 

101 東區 
103 南區 
105 中西區 

107   北區 
[109   中區] 2004 年 1 月 1 日與西區合併 
111   安平區 
113   安南區 

臺南市（原臺南縣） 

101   新營區 
103   七股區 
105   下營區 
107   大內區 
109   山上區 
111   仁德區 
113   六甲區 
115   北門區 
117   左鎮區 
119   永康區 
121   玉井區 
123   白河區 
125   安定區 
127   西港區 
129   官田區 
131   佳里區 
133   東山區 
135   南化區 
137   後壁區 
139   柳營區 
141   將軍區 
143   麻豆區 
145   善化區 
147   新化區 
149   新市區 
151   楠西區 
153   學甲區 
155   龍崎區 
157   歸仁區 
159   關廟區 
161   鹽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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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大甲區 
105   大安區 
107   大肚區 
109   大里區 
111   大雅區 
113   太平區 
115   外埔區 
117   石岡區 
119   后里區 
121   沙鹿區 
123   和平區 
125   東勢區 
127   烏日區 
129   神岡區 
131   梧棲區 
133   清水區 
135   新社區 
137   潭子區 
139   龍井區 
141   霧峰區 

南投縣 

101   南投市 
103   中寮鄉 
105   水里鄉 
107   仁愛鄉 
109   名間鄉 
111   竹山鎮 
113   信義鄉 
115   埔里鎮 
117   草屯鎮 
119   國姓鄉 
121   魚池鄉 
123   鹿谷鄉 
125   集集鎮 

彰化縣 

101   彰化市 

 
 

103   二水鄉 

105   二林鎮 
107   大村鄉 
109   大城鄉 
111   北斗鎮 
113   永靖鄉 
115   田中鎮 
117   田尾鄉 
119   竹塘鄉 
121   伸港鄉 
123   秀水鄉 
125   和美鎮 
127   社頭鄉 
129   芳苑鄉 
131   花壇鄉 
133   芬園鄉 
135   員林鎮 
137   埔心鄉 
139   埔鹽鄉 
141   埤頭鄉 
143   鹿港鎮 
145   溪洲鄉 
147   溪湖鎮 
149   福興鄉 
151   線西鄉 

雲林縣 

101   斗六市 
103   二崙鄉 
105   口湖鄉 
107   土庫鎮 
109   大埤鄉 
111   元長鄉 
113   斗南鎮 
115   水林鄉 
117   北港鎮 
119   古坑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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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四湖鄉 
123 西螺鎮 
125 東勢鄉 
127 林內鄉 
129 虎尾鎮 
131 崙背鄉 
133 麥寮鄉 
135 莿桐鄉 
137 臺西鄉 
139 褒忠鄉 

嘉義市 

101 東區 
103 西區 

嘉義縣 

101 太保市 
103 大林鎮 
105 大埔鄉 
107 中埔鄉 
109 六腳鄉 
111 水上鄉 
113 布袋鎮 
115 民雄鄉 
117 朴子市 
119 竹崎鄉 
121 東石鄉 
123 阿里山鄉 
125 梅山鄉 
127 鹿草鄉 
129 番路鄉 
131 新港鄉 
133 溪口鄉 
135 義竹鄉 

臺南市 

101 東區 
103 南區 
105 中西區 

107   北區 
[109   中區] 2004 年 1 月 1 日與西區合併 
111   安平區 
113   安南區 

臺南市（原臺南縣） 

101   新營區 
103   七股區 
105   下營區 
107   大內區 
109   山上區 
111   仁德區 
113   六甲區 
115   北門區 
117   左鎮區 
119   永康區 
121   玉井區 
123   白河區 
125   安定區 
127   西港區 
129   官田區 
131   佳里區 
133   東山區 
135   南化區 
137   後壁區 
139   柳營區 
141   將軍區 
143   麻豆區 
145   善化區 
147   新化區 
149   新市區 
151   楠西區 
153   學甲區 
155   龍崎區 
157   歸仁區 
159   關廟區 
161   鹽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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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01   三民區 
103   小港區 
105   左營區 
107   前金區 
109   前鎮區 
111   苓雅區 
113   新興區 
115   楠梓區 
117   鼓山區 
119   旗津區 
121   鹽埕區 

高雄市（原高雄縣） 

101   鳳山區 
103   那瑪夏區  原三民鄉 
105   大社區 
107   大寮區 
109   大樹區 
111   仁武區 
113   內門區 
115   六龜區 
117   永安區 
119   田寮區 
121   甲仙區 
123   杉林區 
125   岡山區 
127   林園區 
129   阿蓮區 
131   美濃區 
133   茄萣區 
135   茂林區 
137   桃源區 
139   梓官區 
141   鳥松區 
143   湖內區 
145   路竹區 

 
 

147   旗山區 

149   橋頭區 
151   燕巢區 
153   彌陀區 

屏東縣 

101   屏東市 
103   九如鄉 
105   三地門鄉 
107   內埔鄉 
109   竹田鄉 
111   牡丹鄉 
113   車城鄉 
115   里港鄉 
117   佳冬鄉 
119   來義鄉 
121   枋山鄉 
123   枋寮鄉 
125   東港鎮 
127   林邊鄉 
129   長治鄉 
131   南州鄉 
133   恆春鎮 
135   春日鄉 
137   崁頂鄉 
139   泰武鄉 
141   琉球鄉 
143   高樹鄉 
145   新埤鄉 
147   新園鄉 
149   獅子鄉 
151   萬丹鄉 
153   萬巒鄉 
155   滿州鄉 
157   瑪家鄉 
159   潮州鎮 
161   霧臺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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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麟洛鄉 
165 鹽埔鄉 

花蓮縣 

101 花蓮市 
103 玉里鎮 
105 光復鄉 
107 吉安鄉 
109 秀林鄉 
111 卓溪鄉 
113 富里鄉 
115 新城鄉 
117 瑞穗鄉 
119 萬榮鄉 
121 壽豐鄉 
123 鳳林鎮 
125 豐濱鄉 

臺東縣 

101 臺東市 
103 大武鄉 
105 太麻里鄉 
107 成功鎮 
109 池上鄉 
111 卑南鄉 
113 延平鄉 
115 東河鄉 
117 金峰鄉 
119 長濱鄉 
121 海端鄉 
123 鹿野鄉 

105   白沙鄉 
107   西嶼鄉 
109   望安鄉 
111   湖西鄉 

金門縣 

101   金城鎮 
103   金沙鎮 
105   金湖鎮 
107   金寧鄉 
109   烈嶼鄉 
111   烏坵鄉 

連江縣 

101   南竿鄉 
103   北竿鄉 
105   東引鄉 
107   莒光鄉 

 
125 達仁鄉 
127 綠島鄉 
129 關山鎮 
131 蘭嶼鄉 

澎湖縣 

101 馬公市 
103 七美鄉 

通
用
複
分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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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01   三民區 
103   小港區 
105   左營區 
107   前金區 
109   前鎮區 
111   苓雅區 
113   新興區 
115   楠梓區 
117   鼓山區 
119   旗津區 
121   鹽埕區 

高雄市（原高雄縣） 

101   鳳山區 
103   那瑪夏區  原三民鄉 
105   大社區 
107   大寮區 
109   大樹區 
111   仁武區 
113   內門區 
115   六龜區 
117   永安區 
119   田寮區 
121   甲仙區 
123   杉林區 
125   岡山區 
127   林園區 
129   阿蓮區 
131   美濃區 
133   茄萣區 
135   茂林區 
137   桃源區 
139   梓官區 
141   鳥松區 
143   湖內區 
145   路竹區 

 
 

147   旗山區 

149   橋頭區 
151   燕巢區 
153   彌陀區 

屏東縣 

101   屏東市 
103   九如鄉 
105   三地門鄉 
107   內埔鄉 
109   竹田鄉 
111   牡丹鄉 
113   車城鄉 
115   里港鄉 
117   佳冬鄉 
119   來義鄉 
121   枋山鄉 
123   枋寮鄉 
125   東港鎮 
127   林邊鄉 
129   長治鄉 
131   南州鄉 
133   恆春鎮 
135   春日鄉 
137   崁頂鄉 
139   泰武鄉 
141   琉球鄉 
143   高樹鄉 
145   新埤鄉 
147   新園鄉 
149   獅子鄉 
151   萬丹鄉 
153   萬巒鄉 
155   滿州鄉 
157   瑪家鄉 
159   潮州鎮 
161   霧臺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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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麟洛鄉 
165 鹽埔鄉 

花蓮縣 

101 花蓮市 
103 玉里鎮 
105 光復鄉 
107 吉安鄉 
109 秀林鄉 
111 卓溪鄉 
113 富里鄉 
115 新城鄉 
117 瑞穗鄉 
119 萬榮鄉 
121 壽豐鄉 
123 鳳林鎮 
125 豐濱鄉 

臺東縣 

101 臺東市 
103 大武鄉 
105 太麻里鄉 
107 成功鎮 
109 池上鄉 
111 卑南鄉 
113 延平鄉 
115 東河鄉 
117 金峰鄉 
119 長濱鄉 
121 海端鄉 
123 鹿野鄉 

105   白沙鄉 
107   西嶼鄉 
109   望安鄉 
111   湖西鄉 

金門縣 

101   金城鎮 
103   金沙鎮 
105   金湖鎮 
107   金寧鄉 
109   烈嶼鄉 
111   烏坵鄉 

連江縣 

101   南竿鄉 
103   北竿鄉 
105   東引鄉 
107   莒光鄉 

 
125 達仁鄉 
127 綠島鄉 
129 關山鎮 
131 蘭嶼鄉 

澎湖縣 

101 馬公市 
103 七美鄉 

通
用
複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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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凡表中註「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者用之，例如 375 係植物地理，375.22 為中國植物誌及 

圖譜，375.231 為日本植物誌及圖譜；328.9 係各國氣象記錄，328.931 為日本氣象記錄，328.952 

為美國氣象記錄 
 

甲表 區域表 

 
 
 
 
 
 
 
 
 
 
 
 
 
 
 
 
 
 
 
 
 
 
 
 
 
 
 
 
 
 
 
 

通  

用  

複  

分  

表  

1      世界 World 
2      中國 China 

中國省區表見附表六，中國縣 

市表見附表七 
3      亞洲 Asia 

31       日本 Japan 
32       韓國 Korea 
328        北韓 North Korea 
33       臺灣 Taiwan 
34       中亞 Central Asia 
341        西伯利 亞 Siberia 
344        哈薩克 Kazakhstan 
345        烏茲別克 Uzbekistan 
346        塔吉克 Tajikitan 
347        吉爾吉斯 Kyrgyzstan 
348        土庫曼 Turkmenistan 
349        蒙古 Mongolia 

原為中國領土，1924 年獨 
立為蒙古人民共和國，1946 
年中華民國承認其獨立 

35       西亞 West Asia 
中東（Middle East）、小亞 

細亞、伊斯蘭教文化圈入此 
351        土耳其 Turkey 
352        巴勒斯坦 Palestine 
353        以色列 Israel 

古猶太入此 
354        敘利亞 Syria 

亞述（Ashur）入此 
355        伊拉克 Iraq 

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a）入此 

356        約旦 Jordan 
357        黎巴嫩 Lebanon 
358        塞普勒斯 Cyprus 
359        阿拉伯半島 Arabian 

Peninsula；Arabs 

3591         沙烏地阿拉伯 Saudi 
Arabia 

3592         科威特 Kuwait 
3593         卡達 Qatar 
3594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nited 

Arab Emirates 
又譯阿拉伯聯合酋長 

國，舊稱休止阿曼 
（Trucial Oman） 

3595         阿曼 Oman 
舊稱馬斯卡特阿曼 

（Mascat Oman） 
3596         亞丁 Aden 
3597         葉門 Yemen 

又譯也門，由南葉門及 
北葉門組成 

3598         巴林 Bahrain 
36       西南亞 South-West Asia 
361        伊朗 Iran 

波斯（Persia）入此 
362        阿富汗 Afghanistan 
37       印度半島 Indian Peninsula 

天竺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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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印度 India 

372 巴基斯坦 Pakistan 

西巴基斯坦入此 

373 孟加拉 Bangladesh 
東巴基斯坦入此 

374 尼泊爾 Nepal 
3753 不丹 Bhutan 
3755 錫金 Sikkian 
3757 喀什米爾 Kashmir 
376 斯里蘭卡 Sri Lanka 

舊稱錫蘭（Ceylon） 

377 馬爾地夫 Maldives 
38 東南亞 South-East Asia 

中南半島入此 

381 緬甸 Burma 
382 泰國 Thailand 

舊稱暹邏（Siam） 

383 越南 Vietnam 
舊稱安南 

384 柬埔寨 Cambodia 
舊稱高棉（Khmer） 

385 寮國 Laos 
舊稱老撾 

386 馬來西亞 Malaysia 
馬來亞入此 

387 新加坡 Singapore 
388 東馬來西亞 East Malaysia 
3886 北婆羅州 N. Borneo 
3887 沙勞越 Sarawak 
3888 汶萊 Brunei 

舊譯婆羅乃 

39 馬來群島 Malay Archipelagoes 
391 菲律賓 Philippines 
392 婆羅州 Borneo 
393 印尼 Indonesia 

全稱印度尼西亞 

394 蘇門答臘 Sumatra 
395 伊里安查亞 Irian Jaya 

附表十 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甲表 區域表 
 
 

又名西伊里安 
新幾內亞入 757 

396        小巽他群島 Little Sunda 
Islands 

397        東帝汶 East Timor 
舊為葡屬帝汶（的摩爾）  

（Timor） 
398        馬魯姑群島 Maluku 

舊譯摩鹿加群島 
4      歐洲 Europe 

41       英國 Britain 
簡稱聯合王國，大不列顛國 

協（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入此  

419        愛爾蘭 Ireland 
42       法國 France 
429        摩納哥 Monaco 
43       德國 Germany 
44       中歐 Central Europe 
441        奧地利 Austria 
442        匈牙利 Hungary 
443        捷克 Czech 
444        波蘭 Poland 
446        斯洛伐克 Slovakia 
447        列支敦士登 Liechtenstein 
448        瑞士 Switzerland 
45       義大利 Italy 
459        梵蒂岡 Vatican 

又稱教廷（The Holy See） 
46       伊比利半島 Iberian Peninsula 

及諸小國 
西南歐入此 

461        西班牙 Spain 
462        葡萄牙 Portugal 
463        直布羅陀 Gibraltar 
464        安道爾 Andorra 
466        聖馬利諾 San Marino 
47       北歐 North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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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凡表中註「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者用之，例如 375 係植物地理，375.22 為中國植物誌及 

圖譜，375.231 為日本植物誌及圖譜；328.9 係各國氣象記錄，328.931 為日本氣象記錄，328.952 

為美國氣象記錄 
 

甲表 區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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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  

分  

表  

1      世界 World 
2      中國 China 

中國省區表見附表六，中國縣 

市表見附表七 
3      亞洲 Asia 

31       日本 Japan 
32       韓國 Korea 
328        北韓 North Korea 
33       臺灣 Taiwan 
34       中亞 Central Asia 
341        西伯利 亞 Siberia 
344        哈薩克 Kazakstan 
345        烏茲別克 Uzbekistan 
346        塔吉克 Tajikitan 
347        吉爾吉斯 Kyrgyzstan 
348        土庫曼 Turkmenistan 
349        蒙古 Mongolia 

原為中國領土，1924 年獨 
立為蒙古人民共和國，1946 
年中華民國承認其獨立 

35       西亞 West Asia 
中東（Middle East）、小亞 

細亞、伊斯蘭教文化圈入此 
351        土耳其 Turkey 
352        巴勒斯坦 Palestine 
353        以色列 Israel 

古猶太入此 
354        敘利亞 Syria 

亞述（Ashur）入此 
355        伊拉克 Iraq 

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a）入此 

356        約旦 Jordan 
357        黎巴嫩 Lebanon 
358        塞普勒斯 Cyprus 
359        阿拉伯半島 Arabian 

Peninsula；Arabs 

3591         沙烏地阿拉伯 Saudi 
Arabia 

3592         科威特 Kuwait 
3593         卡達 Qatar 
3594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nited 

Arab Emirates 
又譯阿拉伯聯合酋長 

國，舊稱休止阿曼 
（Trucial Oman） 

3595         阿曼 Oman 
舊稱馬斯卡特阿曼 

（Mascat Oman） 
3596         亞丁 Aden 
3597         葉門 Yemen 

又譯也門，由南葉門及 
北葉門組成 

3598         巴林 Bahrain 
36       西南亞 South-West Asia 
361        伊朗 Iran 

波斯（Persia）入此 
362        阿富汗 Afghanistan 
37       印度半島 Indian Peninsula 

天竺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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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印度 India 

372 巴基斯坦 Pakistan 

西巴基斯坦入此 

373 孟加拉 Bangladesh 
東巴基斯坦入此 

374 尼泊爾 Nepal 
3753 不丹 Bhutan 
3755 錫金 Sikkian 
3757 喀什米爾 Kashmir 
376 斯里蘭卡 Sri Lanka 

舊稱錫蘭（Ceylon） 

377 馬爾地夫 Maldives 
38 東南亞 South-East Asia 

中南半島入此 

381 緬甸 Burma 
382 泰國 Thailand 

舊稱暹邏（Siam） 

383 越南 Vietnam 
舊稱安南 

384 柬埔寨 Cambodia 
舊稱高棉（Khmer） 

385 寮國 Laos 
舊稱老撾 

386 馬來西亞 Malaysia 
馬來亞入此 

387 新加坡 Singapore 
388 東馬來西亞 East Malaysia 
3886 北婆羅州 N. Borneo 
3887 沙勞越 Sarawak 
3888 汶萊 Brunei 

舊譯婆羅乃 

39 馬來群島 Malay Archipelagoes 
391 菲律賓 Philippines 
392 婆羅州 Borneo 
393 印尼 Indonesia 

全稱印度尼西亞 

394 蘇門答臘 Sumatra 
395 伊里安查亞 Irian Jaya 

附表十 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甲表 區域表 
 
 

又名西伊里安 
新幾內亞入 757 

396        小巽他群島 Little Sunda 
Islands 

397        東帝汶 East Timor 
舊為葡屬帝汶（的摩爾）  

（Timor） 
398        馬魯姑群島 Maluku 

舊譯摩鹿加群島 
4      歐洲 Europe 

41       英國 Britain 
簡稱聯合王國，大不列顛國 

協（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入此  

419        愛爾蘭 Ireland 
42       法國 France 
429        摩納哥 Monaco 
43       德國 Germany 
44       中歐 Central Europe 
441        奧地利 Austria 
442        匈牙利 Hungary 
443        捷克 Czech 
444        波蘭 Poland 
446        斯洛伐克 Slovakia 
447        列支敦士登 Liechtenstein 
448        瑞士 Switzerland 
45       義大利 Italy 
459        梵蒂岡 Vatican 

又稱教廷（The Holy See） 
46       伊比利半島 Iberian Peninsula 

及諸小國 
西南歐入此 

461        西班牙 Spain 
462        葡萄牙 Portugal 
463        直布羅陀 Gibraltar 
464        安道爾 Andorra 
466        聖馬利諾 San Marino 
47       北歐 North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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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堪地納維亞半島 
（Scandinavian Peninsula） 
入此 

471        比利時 Belgium 
472        荷蘭 Netherlands 
473        丹麥 Denmark 
474        挪威 Norway 
475        瑞典 Sweden 
476        芬蘭 Finland 
477        冰島 Iceland 
478        波羅的海三國 Baltic States 
4781         立陶宛 Lithuania 
4784         拉脫維亞 Latvia 
4787         愛沙尼亞 Estonia 
479        盧森堡 Luxemburg 
48       俄羅斯 Russia 
481        白俄羅斯 Belarus 
482        烏克蘭 Ukrainia 
483        摩達維亞 Moldavia 
485        高加索 Caucasia 
486        外高加索 Transcaucasia 
487        亞美尼亞 Armenia 
488        喬治亞 Georgia 
489        亞塞拜然 Azerbaidzhan 

又譯亞塞拜疆 
49       巴爾幹半島 Balkan Peninsula 

近東、東南歐入此 
491        羅馬尼亞 Rumania 
492        保加利亞 Bulgaria 
493        南斯拉夫 Yugoslavia 
4931       塞爾維亞 ( Serbia )  
4932         蒙特內哥羅 Montenegro 

又譯門地內哥羅，又稱 
黑山國 

4933         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 
Bosnia and Herzegovina 

4934         馬其頓 Macedonia 

 
 

4935         斯洛維尼亞 Slovenija 
又譯斯洛凡尼亞 

4936         克羅埃西亞 Croatia 
494        阿爾巴尼亞 Albania 
495        希臘 Greece 
498        馬爾他 Malta 
499        愛琴海諸島嶼 Aegean Sea 

Islands 

4991         克里特 Crete 

5      美洲 Americas 

51       北美洲 North America 
52       美國 U. S. A. 
53       加拿大 Canada 
54       拉丁美洲 Latin America 
549        墨西哥 Mexico 
55       中美洲 Central America 
551        宏都拉斯 Honduras 
552        瓜地馬拉 Guatemala 
5529         貝里斯 Belize 
553        薩爾瓦多 Salvador 
554        尼加拉瓜 Nicaragua 
555        哥斯大黎加 Costa Rica 
556         巴拿馬 Panama 
557        西印度群島 West Indies 
5581         百慕達 Bermuda 
5582         巴哈馬 Bahamas 
5583         古巴 Cuba 
5584         牙買加 Jamaica 
5585         海地 Haiti 
5586         多明尼加 Dominican 
5587         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5588         維爾京群島 Virgin Is. 
559        小安地列斯群島 Lesser 

Antl. Is. 

5591         安地卡及巴布達 Antigua 
and Barb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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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19 多米尼克 Dominica 

5592 聖吉提斯 St. Kitts 
5593 安奎拉 Anguilla 
5594 聖露西亞 St. Lucia 
5595 格瑞那達 Grenada 
5596 巴貝多 Barbados 
5597 千里達及托巴哥 Trinidad 

and Tobago 

5598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5599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St. 
Vincent and Grenadines 

56 南美洲 South America 

571 巴西 Brazil 
572 阿根廷 Argentina 
573 哥倫比亞 Columbia 
575 委內瑞拉 Venezuela 
577 巴拉圭 Paraguay 
578 烏拉圭 Uruguay 
581 智利 Chile 
582 秘魯 Peru 
585 玻利維亞 Bolivia 
586 厄瓜多爾 Ecuador 
587 蓋亞那 Guyana 

舊為英屬圭亞那 
588 蘇利南 Suriname 

舊為荷屬圭亞那 

589 圭亞那 Guiana 
法國屬地 

6 非洲 Africa 

61 埃及 Egypt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United 

Arab Republic）入此 
619 蘇丹 Sudan 
62 衣索匹亞 Ethiopia 

又譯埃塞俄比亞，舊稱阿比 

附表十 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甲表 區域表 
 
 

西尼亞（Abysinia） 
629        厄利垂亞 Eritrea 

又譯衣利垂亞或厄立特里亞 
63       撒哈拉 Sahara 

原法屬西非洲入此 
631        尼日 Niger 
632        查德 Chad 
633        布吉納法索 Burkina Faso 

舊稱上伏塔（Upper Volta） 
634        貝南 Benin 

舊稱達荷美（Dahomey） 

635        馬利 Mali 
636        塞內加爾 Senegal 
64       中非 Central Africa 
641        奈及利亞 Nigeria 
642        喀麥隆 Cameroon 
643        中非共和國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644        加彭 Gabon 

645        赤道幾內亞 Equatorial 
Guinea 

646        里約慕尼 Rio Muni 

647        剛果 Congo, Republic of the 
又稱布市剛果，原為法屬 

剛果 
648        剛果民主共和國 Congo,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又稱金市剛果，舊稱薩伊 

（扎伊爾，Zaire），原為比 
屬剛果 

649        葡屬喀丙達 Cabinda 
65       東非 East Africa 
651        坦尚尼亞 Tanzania 

由坦干伊喀（Tanganyika） 
及尚吉巴（Zanzibar）組成 

652        蒲隆地 Burund 
又譯烏隆迪 

653        盧安達 Rwanda 
654        烏干達 Ug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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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堪地納維亞半島 
（Scandinavian Peninsula） 
入此 

471        比利時 Belgium 
472        荷蘭 Netherlands 
473        丹麥 Denmark 
474        挪威 Norway 
475        瑞典 Sweden 
476        芬蘭 Finland 
477        冰島 Iceland 
478        波羅的海三國 Baltic States 
4781         立陶宛 Lithuania 
4784         拉脫維亞 Latvia 
4787         愛沙尼亞 Estonia 
479        盧森堡 Luxemburg 
48       俄羅斯 Russia 
481        白俄羅斯 Belarus 
482        烏克蘭 Ukrainia 
483        摩達維亞 Moldavia 
485        高加索 Caucasia 
486        外高加索 Transcaucasia 
487        亞美尼亞 Armenia 
488        喬治亞 Georgia 
489        亞塞拜然 Azerbaidzhan 

又譯亞塞拜疆 
49       巴爾幹半島 Balkan Peninsula 

近東、東南歐入此 
491        羅馬尼亞 Rumania 
492        保加利亞 Bulgaria 
493        南斯拉夫 Yugoslavia 
4931       塞爾維亞 ( Serbia )  
4932         蒙特內哥羅 Montenegro 

又譯門地內哥羅，又稱 
黑山國 

4933         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 
Bosnia and Herzegovina 

4934         馬其頓 Macedonia 

 
 

4935         斯洛維尼亞 Slovenija 
又譯斯洛凡尼亞 

4936         克羅埃西亞 Croatia 
494        阿爾巴尼亞 Albania 
495        希臘 Greece 
498        馬爾他 Malta 
499        愛琴海諸島嶼 Aegean Sea 

Islands 

4991         克里特 Crete 

5      美洲 Americas 

51       北美洲 North America 
52       美國 U. S. A. 
53       加拿大 Canada 
54       拉丁美洲 Latin America 
549        墨西哥 Mexico 
55       中美洲 Central America 
551        宏都拉斯 Honduras 
552        瓜地馬拉 Guatemala 
5529         貝里斯 Belize 
553        薩爾瓦多 Salvador 
554        尼加拉瓜 Nicaragua 
555        哥斯大黎加 Costa Rica 
556         巴拿馬 Panama 
557        西印度群島 West Indies 
5581         百慕達 Bermuda 
5582         巴哈馬 Bahamas 
5583         古巴 Cuba 
5584         牙買加 Jamaica 
5585         海地 Haiti 
5586         多明尼加 Dominican 
5587         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5588         維爾京群島 Virgin Is. 
559        小安地列斯群島 Lesser 

Antl. Is. 

5591         安地卡及巴布達 Antigua 
and Barb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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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19 多米尼克 Dominica 

5592 聖吉提斯 St. Kitts 
5593 安奎拉 Anguilla 
5594 聖露西亞 St. Lucia 
5595 格瑞那達 Grenada 
5596 巴貝多 Barbados 
5597 千里達及托巴哥 Trinidad 

and Tobago 

5598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5599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St. 
Vincent and Grenadines 

56 南美洲 South America 

571 巴西 Brazil 
572 阿根廷 Argentina 
573 哥倫比亞 Columbia 
575 委內瑞拉 Venezuela 
577 巴拉圭 Paraguay 
578 烏拉圭 Uruguay 
581 智利 Chile 
582 秘魯 Peru 
585 玻利維亞 Bolivia 
586 厄瓜多 Ecuador 
587 蓋亞那 Guyana 

舊為英屬圭亞那 
588 蘇利南 Suriname 

舊為荷屬圭亞那 

589 圭亞那 Guiana 
法國屬地 

6 非洲 Africa 

61 埃及 Egypt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United 

Arab Republic）入此 
619 蘇丹 Sudan 
61926               蘇丹共和國  
61927               南蘇丹共和國  
62 衣索匹亞 Ethiopia 

又譯埃塞俄比亞，舊稱阿比 

附表十 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甲表 區域表 
 
 

西尼亞（Abysinia） 
629        厄利垂亞 Eritrea 

又譯衣利垂亞或厄立特里亞 
63       撒哈拉 Sahara 

原法屬西非洲入此 
631        尼日 Niger 
632        查德 Chad 
633        布吉納法索 Burkina Faso 

舊稱上伏塔（Upper Volta） 
634        貝南 Benin 

舊稱達荷美（Dahomey） 

635        馬利 Mali 
636        塞內加爾 Senegal 
64       中非 Central Africa 
641        奈及利亞 Nigeria 
642        喀麥隆 Cameroon 
643        中非共和國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644        加彭 Gabon 

645        赤道幾內亞 Equatorial 
Guinea 

646        里約慕尼 Rio Muni 

647        剛果 Congo, Republic of the 
又稱布市剛果，原為法屬 

剛果 
648        剛果民主共和國 Congo,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又稱金市剛果，舊稱薩伊 

（扎伊爾，Zaire），原為比 
屬剛果 

649        葡屬喀丙達 Cabinda 
65       東非 East Africa 
651        坦尚尼亞 Tanzania 

由坦干伊喀（Tanganyika） 
及尚吉巴（Zanzibar）組成 

652        蒲隆地 Burund 
又譯烏隆迪 

653        盧安達 Rwanda 
654        烏干達 Uganda 

 
 
 
 
 
 
 
 
 
 
 
 
 
 
 
 
 
 
 
 
 
 
 
 
 
 
 
 
 
 
 
 
 
 
 
 
 
 
 
 
 
 
 
 

通
用
複
分
表

 

 
733 
761

通
用
複
分
表

附表十　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甲表 區域表



 
 
 
 
 
 
 
 
 
 
 
 
 
 
 
 
 
 
 
 
 
 
 
 
 
 
 
 
 
 
 
 
 
 
 
 
 
 
 
 
 
 
 
 
 

通  

用  

複  

分  

表  

中文圖書分類法 
 
 

656        肯亞 Kenya 
657        索馬利亞 Somalia 
658        吉布地 Djibouti 

原法屬索馬利蘭（Somal） 
66       西非 West Africa 
661        賴比瑞亞 Liberia 
662        迦納 Ghana 

舊稱黃金海岸 
663        多哥 Togo 
664        象牙海岸 Cote d’Ivoire 

又譯科特迪瓦 

665        幾內亞 Guinea 
666        獅子山 Sierra Leone 

又譯塞拉利昂 

667        幾內亞比索 Guinea-Bissau 
原葡屬幾內亞 

668        甘比亞 Gambia 
67       西北非洲 Barbary States 
671        利比亞 Libya 
672        阿爾及利亞 Algeria 
673        摩洛哥 Morocco 
674        突尼西亞 Tunisia 
675        茅利塔尼亞 Mauritania 
676        西撒哈拉 Western Sahara 

里俄特俄羅（Rio de Oro） 
入此 

6769         撒拉威 Saharaui 
68       南部非洲 South Africa 
681        南非共和國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682        納米比亞 Namibia 
舊稱西南非（South-West 

Africa）  
683        波札那 Botswana 

舊稱貝川納蘭 
（Bechuanaland） 

684        辛巴威 Zimbabwe 
又譯津布巴韋，舊稱南羅 

德西亞（South Rhodesia） 

 
 

6849         馬拉威 Malawi 
舊稱尼亞薩蘭 

（Nyasaland），羅尼邦聯 
入此 

685        尚比亞 Zambia 
舊稱北羅德西亞（North 

Rhodesia） 
686        安哥拉 Angola 
687        莫三比克 Mozambique 
688        賴索托 Lesotho 

舊稱巴蘇托蘭（Basutoland） 
689        史瓦濟蘭 Swaziland 
69       非洲屬島 
691        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 

舊稱馬拉加西（Malagasy） 
692        葛摩 Comoros 
693        模里西斯 Mauritius 

又譯毛里求斯 
694        塞席爾 Seychelles 
697        聖多美普林西比 Sao Tome 

and Principe 

698        維德角 Cape Verde 
又譯佛得角 

699        南大西洋諸島嶼 South 
Atlantic Ocean Islands 

7      大洋洲 Oceania；極地 Polar 
Regions 

71       澳大利亞 Australia 

72       紐西蘭 New Zealand 
73       塔斯馬尼亞 Tasmania 
74       太平洋諸島嶼 
75       美拉尼西亞 Melanesia 
751        索羅門群島 Solomon Is. 
752        萬那杜 Vanuatu 

新赫布里底群島（New 
Hebrides Is.）入此  

753        俾斯麥群島 Bismark Is. 
754        聖大克盧斯群島 Sta. Cruz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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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 新喀里多尼亞諸島 New 
Caledonia Is. 

756 斐濟 Fiji 
飛枝群島入此 

757 新幾內亞 New Guinea 
伊里安查亞入 395 

758 巴布亞紐幾內亞 Papua New 
Guinea 

76 密克羅尼西亞 Micronesia 

761 吐瓦魯 Tuvalu 
埃利斯群島（Elice Is .）  

入此 
762 吉里巴斯共和國 Kiribati 

吉爾貝特群島（Gilbert 
Is.）、費匿克斯群島 

（Phoenix Islands）入此 
763 大洋島 Ocean Is. 
764 諾魯 Nauru 
765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 Marshall 

Is., Republic of 

7659 北馬里亞納 North 
Mariana 

馬里亞納群島 
（Mariana Is.）入此  

766 卡洛林群島 Caroline Is. 
767 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Micronesia, Federated 
States of 

768 小笠原群島（波檸群島） 
Ogasawara Jima；硫黃列島 

（日屬）Iwo Jima 

769 帛琉 Palau 

附表十 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甲表 區域表 
 
 

Tokelau Islands 
美屬薩摩亞（American 

Samoa）入此 
7749         薩摩亞 Samoa 

舊稱西薩摩亞 
（Western Samoa） 

775        東加 Tonga 
友愛群島（Friendly 

Islands）入此 

776        庫克群島 Cook Is. 
777        法屬玻里尼西亞 France 

Polynesia 
社會群島（Society 

Islands）；土布愛群島 
（Tubuai Is.）；土摩圖群 
島（Islands Tuamotu）； 
馬貴斯群島（Marquesas 
Islands）、 甘比爾群島 

（Gambier Islands）、大溪 
地（Tahiti Island）入此 

778        彼特開恩島 Pitcairn；度西 
島 Ducie 

78       兩極 Polar Regions 

78       北極 Arctic 
79       南極洲 Antarctic 

 
77 玻里尼西亞 Polynesia 
771 夏威夷群島 Hawaii 
772 中途島 Midway；韋克島 

Wake；摩勒爾島 Morell 

773 玻里尼西亞諸島 

774 薩摩亞群島 Samoa Is.（航 
海群島）；土克老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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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        肯亞 Kenya 
657        索馬利亞 Somalia 
658        吉布地 Djibouti 

原法屬索馬利蘭（Somal） 
66       西非 West Africa 
661        賴比瑞亞 Liberia 
662        迦納 Ghana 

舊稱黃金海岸 
663        多哥 Togo 
664        象牙海岸 Cote d’Ivoire 

又譯科特迪瓦 

665        幾內亞 Guinea 
666        獅子山 Sierra Leone 

又譯塞拉利昂 

667        幾內亞比索 Guinea-Bissau 
原葡屬幾內亞 

668        甘比亞 Gambia 
67       西北非洲 Barbary States 
671        利比亞 Libya 
672        阿爾及利亞 Algeria 
673        摩洛哥 Morocco 
674        突尼西亞 Tunisia 
675        茅利塔尼亞 Mauritania 
676        西撒哈拉 Western Sahara 

里俄特俄羅（Rio de Oro） 
入此 

6769         撒拉威 Saharaui 
68       南部非洲 South Africa 
681        南非共和國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682        納米比亞 Namibia 
舊稱西南非（South-West 

Africa）  
683        波札那 Botswana 

舊稱貝川納蘭 
（Bechuanaland） 

684        辛巴威 Zimbabwe 
又譯津布巴韋，舊稱南羅 

德西亞（South Rhodesia） 

 
 

6849         馬拉威 Malawi 
舊稱尼亞薩蘭 

（Nyasaland），羅尼邦聯 
入此 

685        尚比亞 Zambia 
舊稱北羅德西亞（North 

Rhodesia） 
686        安哥拉 Angola 
687        莫三比克 Mozambique 
688        賴索托 Lesotho 

舊稱巴蘇托蘭（Basutoland） 
689        史瓦濟蘭 Swaziland 
69       非洲屬島 
691        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 

舊稱馬拉加西（Malagasy） 
692        葛摩 Comoros 
693        模里西斯 Mauritius 

又譯毛里求斯 
694        塞席爾 Seychelles 
697        聖多美普林西比 Sao Tome 

and Principe 

698        維德角 Cape Verde 
又譯佛得角 

699        南大西洋諸島嶼 South 
Atlantic Ocean Islands 

7      大洋洲 Oceania；極地 Polar 
Regions 

71       澳大利亞 Australia 

72       紐西蘭 New Zealand 
73       塔斯馬尼亞 Tasmania 
74       太平洋諸島嶼 
75       美拉尼西亞 Melanesia 
751        索羅門群島 Solomon Is. 
752        萬那杜 Vanuatu 

新赫布里底群島（New 
Hebrides Is.）入此  

753        俾斯麥群島 Bismark Is. 
754        聖大克盧斯群島 Sta. Cruz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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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 新喀里多尼亞諸島 New 
Caledonia Is. 

756 斐濟 Fiji 
飛枝群島入此 

757 新幾內亞 New Guinea 
伊里安查亞入 395 

758 巴布亞紐幾內亞 Papua New 
Guinea 

76 密克羅尼西亞 Micronesia 

761 吐瓦魯 Tuvalu 
埃利斯群島（Elice Is .）  

入此 
762 吉里巴斯共和國 Kiribati 

吉爾貝特群島（Gilbert 
Is.）、費匿克斯群島 

（Phoenix Islands）入此 
763 大洋島 Ocean Is. 
764 諾魯 Nauru 
765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 Marshall 

Is., Republic of 

7659 北馬里亞納 North 
Mariana 

馬里亞納群島 
（Mariana Is.）入此  

766 卡洛林群島 Caroline Is. 
767 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Micronesia, Federated 
States of 

768 小笠原群島（波檸群島） 
Ogasawara Jima；硫黃列島 

（日屬）Iwo Jima 

769 帛琉 Palau 

附表十 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甲表 區域表 
 
 

Tokelau Islands 
美屬薩摩亞（American 

Samoa）入此 
7749         薩摩亞 Samoa 

舊稱西薩摩亞 
（Western Samoa） 

775        東加 Tonga 
友愛群島（Friendly 

Islands）入此 

776        庫克群島 Cook Is. 
777        法屬玻里尼西亞 France 

Polynesia 
社會群島（Society 

Islands）；土布愛群島 
（Tubuai Is.）；土摩圖群 
島（Islands Tuamotu）； 
馬貴斯群島（Marquesas 
Islands）、 甘比爾群島 

（Gambier Islands）、大溪 
地（Tahiti Island）入此 

778        彼特開恩島 Pitcairn；度西 
島 Ducie 

78       兩極 Polar Regions 

78       北極 Arctic 
79       南極洲 Antarctic 

 
77 玻里尼西亞 Polynesia 
771 夏威夷群島 Hawaii 
772 中途島 Midway；韋克島 

Wake；摩勒爾島 Morell 

773 玻里尼西亞諸島 

774 薩摩亞群島 Samoa Is.（航 
海群島）；土克老群島 

通
用
複
分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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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甲表 區域表



 
中文圖書分類法 
 
 

乙表 筆畫索引 

索引款目後之數字為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號碼 

 
 
 
 
 
 
 
 
 
 
 
 
 
 
 
 
 
 
 
 
 
 
 
 
 
 
 
 
 
 
 
 
 
 
 
 
 
 

通  

用  

複  

分  

表  

【三畫】 

上伏塔 633 

也門 3597 
千里達及托巴哥 5597 
土布愛群島 777 
土耳其 351 
土克老群島 774 
土庫曼 348 
土摩圖群島 777 
大不列顛國協 41 
大洋洲 7 
大洋島 763 
大溪地 777 
小安地列斯群島 559 
小亞細亞 35 
小笠原群島 768 
小巽他群島 396 
 

【四畫】 

不丹 3753 

中亞 34 
中東 35 
中非 64 
中非共和國 643 
中南半島 38 
 
中美洲 55 
中國 2 
中途島 772 
中歐 44 

丹麥 473 
厄瓜多爾 586 
厄立特里亞 629 
厄利垂亞 629 
友愛群島 775 
天竺 37 
太平洋諸島嶼 74 
巴布亞紐幾內亞 758 
巴西 571 
巴貝多 5596 
巴拉圭 577 
巴林 3598 
巴哈馬 5582 
巴拿馬 556 
巴勒斯坦 352 
巴基斯坦 372 
巴爾幹半島 49 
巴蘇托蘭 688 
扎伊爾 648 
日本 31 
日屬硫黃列島 768 
比利時 471 
比屬剛果 648 
毛里求斯 693 
牙買加 5584 
 

【五畫】 

世界 1 

以色列 353 
加拿大 53 
加彭 644 

北美洲 51 
北馬里亞納 7659 
北婆羅州 3886 
北極 785 
北葉門 3597 
北歐 47 
北韓 328 
北羅德西亞 685 
卡洛林群島 766 
卡達 3593 
古巴 5583 
古猶太 353 
史瓦濟蘭 689 
外高加索 486 
尼日 631 
尼加拉瓜 554 
尼亞薩蘭 6849 
尼泊爾 3741 
尼德蘭 472 
布市剛果 647 
布吉納法索 633 
瓜地馬拉 552 
甘比亞 668 
甘比爾群島 777 
白俄羅斯 481 
立陶宛 4781 
 

【六畫】 

伊比利半島 46 

伊里安查亞 395 
伊拉克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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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分類法 
 
 

乙表 筆畫索引 

索引款目後之數字為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號碼 

 
 
 
 
 
 
 
 
 
 
 
 
 
 
 
 
 
 
 
 
 
 
 
 
 
 
 
 
 
 
 
 
 
 
 
 
 
 

通  

用  

複  

分  

表  

【三畫】 

上伏塔 633 

也門 3597 
千里達及托巴哥 5597 
土布愛群島 777 
土耳其 351 
土克老群島 774 
土庫曼 348 
土摩圖群島 777 
大不列顛國協 41 
大洋洲 7 
大洋島 763 
大溪地 777 
小安地列斯群島 559 
小亞細亞 35 
小笠原群島 768 
小巽他群島 396 
 

【四畫】 

不丹 3753 

中亞 34 
中東 35 
中非 64 
中非共和國 643 
中南半島 38 
 
中美洲 55 
中國 2 
中途島 772 
中歐 44 

丹麥 473 
厄瓜多爾 586 
厄立特里亞 629 
厄利垂亞 629 
友愛群島 775 
天竺 37 
太平洋諸島嶼 74 
巴布亞紐幾內亞 758 
巴西 571 
巴貝多 5596 
巴拉圭 577 
巴林 3598 
巴哈馬 5582 
巴拿馬 556 
巴勒斯坦 352 
巴基斯坦 372 
巴爾幹半島 49 
巴蘇托蘭 688 
扎伊爾 648 
日本 31 
日屬硫黃列島 768 
比利時 471 
比屬剛果 648 
毛里求斯 693 
牙買加 5584 
 

【五畫】 

世界 1 

以色列 353 
加拿大 53 
加彭 644 

北美洲 51 
北馬里亞納 7659 
北婆羅州 3886 
北極 785 
北葉門 3597 
北歐 47 
北韓 328 
北羅德西亞 685 
卡洛林群島 766 
卡達 3593 
古巴 5583 
古猶太 353 
史瓦濟蘭 689 
外高加索 486 
尼日 631 
尼加拉瓜 554 
尼亞薩蘭 6849 
尼泊爾 3741 
尼德蘭 472 
布市剛果 647 
布吉納法索 633 
瓜地馬拉 552 
甘比亞 668 
甘比爾群島 777 
白俄羅斯 481 
立陶宛 4781 
 

【六畫】 

伊比利半島 46 

伊里安查亞 395 
伊拉克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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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乙表 筆畫索引 
 
 

伊朗 361 
伊斯蘭教文化圈 35 
休止阿曼 3594 
冰島 477 
列支敦士登 447 
匈牙利 442 
印尼 393 
印度 371 
印度半島 37 
印度尼西亞 393 
吉布地 658 
吉里巴斯共和國 762 
吉爾吉斯 347 
吉爾貝特群島 762 
吐瓦魯 761 
圭亞那（法屬） 589 
圭亞那（英屬） 587 
圭亞那（荷屬） 588 
多米尼克 55919 
多明尼加 5586 
多哥 663 
安地卡及巴布達 5591 
安南 383 
安奎拉 5593 
安哥拉 686 
安道爾 464 
百慕達 5581 
老撾 385 
衣利垂亞 629 
衣索匹亞 62 
西巴基斯坦 372 
西北非洲 67 
西伊里安 395 
西印度群島 557 
西伯利亞 341 
西亞 35 

西非 66 
西南亞 36 
西南非 682 
西南歐 46 
西班牙 461 
西撒哈拉 676 
西薩摩亞 7749 
 

【七畫】 

佛得角 698 

克里特 4991 
克羅埃西亞 4936 
利比亞 671 
宏都拉斯 551 
希臘 495 
杜拜 3594 
沙加 3594    沙巴州  386

沙烏地阿拉伯 3591 
沙勞越 3887 
汶萊 3888 
貝川納蘭 683 
貝里斯 5529 
貝南 634 
赤道幾內亞 645 
辛巴威 684 
里俄特俄羅 676 
里約慕尼 646 
 

【八畫】 

亞丁 3596 

亞洲 3 
亞美尼亞 487 
亞述 354 
亞塞拜然 489 
亞塞拜疆 489 
兩極 78 

坦干伊喀 651 
坦尚尼亞 651 
奈及利亞 641 
委內瑞拉 575 
孟加拉 373 
尚比亞 685 
尚吉巴 651 
帛琉 769 
彼特開恩島 778 
拉丁美洲 54 
拉脫維亞 4784 
東巴基斯坦 373 
東加 775 
東非 65 
東南亞 38 
東南歐 49 
東帝汶 397 
東馬來西亞 388 
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 4933 
波札那 683 
波多黎各 5587 
波斯 361 
波檸群島 768 
波羅的海三國 478 
波蘭 444 
法國 42 
法屬圭亞那 589 
法屬西非洲 63 
法屬玻里尼西亞 777 
法屬剛果 647 
法屬索馬利蘭 658 
的摩爾 397 
直布羅陀 463 
社會群島 777 
肯亞 656 
芬蘭 476 

 
 
 
 
 
 
 
 
 
 
 
 
 
 
 
 
 
 
 
 
 
 
 
 
 
 
 
 
 
 
 
 
 
 
 
 
 
 
 
 
 

通
用
複
分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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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乙表 筆畫索引

ncluser
打字機文字

ncluser
打字機文字



 
 
 
 
 
 
 
 
 
 
 
 
 
 
 
 
 
 
 
 
 
 
 
 
 
 
 
 
 
 
 
 
 
 
 
 
 
 
 
 
 
 
 
 
 

通  

用  

複  

分  

表  

中文圖書分類法 
 
 
近東 49 
金市剛果 648 
門地內哥羅 4932 
阿比西尼亞 62 
阿布達比 3594 
阿拉伯半島 359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3594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61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3594 
阿治曼 3594 
阿根廷 572 
阿曼 3595 
阿富汗 362 
阿爾及利亞 672 
阿爾巴尼亞 494 
非洲 6 
非洲屬島 69 
 

【九畫】 

保加利亞 492 

俄羅斯 48 
南大西洋諸島嶼 699 
南非共和國 681 
南洋群島 39 
南美洲 56 
南部非洲 68 
南斯拉夫 493 
南極洲 79 
南葉門 3597 
南羅德西亞 684 
哈伊馬角 3594 
哈薩克 344 
度西島 778 
柬埔寨 384 
查德 632 
津布巴韋 684 

 
 

玻利維亞 585 

玻里尼西亞 77 

玻里尼西亞諸島 773 

科威特 3592 
科特迪瓦 664 
突尼西亞 674 
約旦 356 
美拉尼西亞 75 
美洲 5 
美索不達米亞 355 
美國 52 
美屬薩摩亞 7749 
茅利塔尼亞 675 
英國 41 
英屬圭亞那 587 
迦納 662 
韋克島 772 
飛枝群島 756 
 

【十畫】 

俾斯麥群島 753 

剛果 647 
剛果民主共和國 648 
哥倫比亞 573 
哥斯大黎加 555 
埃及 61 
埃利斯群島 761 
埃塞俄比亞 62 
夏威夷群島 771 
庫克群島 776 
挪威 474 
格瑞那達 5595 
泰國 382 
海地 5585 
烏干達 654 
烏克蘭 482 
烏姆蓋萬 3594 

 
 

烏拉圭 578 

烏茲別克 345 
烏隆迪 652 
秘魯 582 
索馬利亞 657 
索馬利蘭（法屬） 658 
索羅門群島 751 
紐西蘭 72 
納米比亞 682 
航海群島 774 
馬利 635 
馬里亞納群島 7659 
馬來西亞 386 
馬來亞 386 
馬來群島 39 
馬其頓 4934 
馬拉加西 691 
馬拉威 6849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 765 
馬斯卡特阿曼 3595 
馬貴斯群島 777 
馬達加斯加 691 
馬爾他 498 
馬爾地夫 377 
馬魯姑群島 398 
高加索 485 
高棉 384 
 

【十一畫】 

婆羅乃 3888 

婆羅州 392 
密克羅尼西亞 76 
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767 
捷克 443 
教廷 459 
敘利亞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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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用  

複  

分  

表  

中文圖書分類法 
 
 
近東 49 
金市剛果 648 
門地內哥羅 4932 
阿比西尼亞 62 
阿布達比 3594 
阿拉伯半島 359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3594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61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3594 
阿治曼 3594 
阿根廷 572 
阿曼 3595 
阿富汗 362 
阿爾及利亞 672 
阿爾巴尼亞 494 
非洲 6 
非洲屬島 69 
 

【九畫】 

保加利亞 492 

俄羅斯 48 
南大西洋諸島嶼 699 
南非共和國 681 
南洋群島 39 
南美洲 56 
南部非洲 68 
南斯拉夫 493 
南極洲 79 
南葉門 3597 
南羅德西亞 684 
哈伊馬角 3594 
哈薩克 344 
度西島 778 
柬埔寨 384 
查德 632 
津布巴韋 684 

 
 

玻利維亞 585 

玻里尼西亞 77 

玻里尼西亞諸島 773 

科威特 3592 
科特迪瓦 664 
突尼西亞 674 
約旦 356 
美拉尼西亞 75 
美洲 5 
美索不達米亞 355 
美國 52 
美屬薩摩亞 7749 
茅利塔尼亞 675 
英國 41 
英屬圭亞那 587 
迦納 662 
韋克島 772 
飛枝群島 756 
 

【十畫】 

俾斯麥群島 753 

剛果 647 
剛果民主共和國 648 
哥倫比亞 573 
哥斯大黎加 555 
埃及 61 
埃利斯群島 761 
埃塞俄比亞 62 
夏威夷群島 771 
庫克群島 776 
挪威 474 
格瑞那達 5595 
泰國 382 
海地 5585 
烏干達 654 
烏克蘭 482 
烏姆蓋萬 3594 

 
 

烏拉圭 578 

烏茲別克 345 
烏隆迪 652 
秘魯 582 
索馬利亞 657 
索馬利蘭（法屬） 658 
索羅門群島 751 
紐西蘭 72 
納米比亞 682 
航海群島 774 
馬利 635 
馬里亞納群島 7659 
馬來西亞 386 
馬來亞 386 
馬來群島 39 
馬其頓 4934 
馬拉加西 691 
馬拉威 6849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 765 
馬斯卡特阿曼 3595 
馬貴斯群島 777 
馬達加斯加 691 
馬爾他 498 
馬爾地夫 377 
馬魯姑群島 398 
高加索 485 
高棉 384 
 

【十一畫】 

婆羅乃 3888 

婆羅州 392 
密克羅尼西亞 76 
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767 
捷克 443 
教廷 459 
敘利亞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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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乙表 筆畫索引 
 
 

梵蒂岡 459 
硫黃列島（日屬） 768 
莫三比克 687 
荷屬圭亞那 588 
荷蘭 472 
喀什米爾 3757 
喀麥隆 642 
喬治亞 488 
幾內亞 665 
幾內亞比索 667 
 

【十二畫】 

富查伊拉 3594 

斐濟 756 
斯里蘭卡 376 
斯洛凡尼亞 4935 
斯洛伐克 446 
斯洛維尼亞 4935 
斯堪地納維亞半島 47 
智利 581 
菲律賓 391 
象牙海岸 664 
費匿克斯群島 762 
越南 383 
黃金海岸 662 
 

【十三畫】 

黑山國 4932 

塞內加爾 636 
塞拉利昂 666 
塞席爾 694 
塞普勒斯 358 
塞爾維亞 4931 
塔吉克 346 
塔斯馬尼亞 73 
奧地利 441 

愛沙尼亞 4787 
愛琴海諸島嶼 499 
愛爾蘭 419 
新加坡 387 
新喀里多尼亞諸島 755 
新幾內亞 757 
新赫布里底群島 752 
極地 78 
獅子山 666 
瑞士 448 
瑞典 475 
萬那杜 752 
 

【十四畫】 

義大利 45 

聖大克盧斯群島 754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5599 
聖吉提斯 5592 
聖多美普林西比 697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5598 

聖馬利諾 466 
聖露西亞 5594 
葉門 3597 
葛摩 692 
葡萄牙 462 
葡屬帝汶 397 
葡屬喀丙達 649 
葡屬幾內亞 667 
達荷美 634 
維爾京群島 5588 
維德角 698 
臺灣 33 
蒙古 349 
蒙特內哥羅 4932 
蒲隆地 652 

蓋亞那 587 
寮國 385 
德國 43 
 

【十五畫】 

摩洛哥 673 

摩納哥 429 
摩勒爾島 772 
摩鹿加群島 398 
摩達維亞 483 
撒拉威 6769 
撒哈拉 63 
模里西斯 693 
歐洲 4 
緬甸 381 
黎巴嫩 357 
 

【十六畫】 

墨西哥 549 

暹邏 382 
澳大利亞 71 
盧安達 653 
盧森堡 479 
諾魯 764 
賴比瑞亞 661 
賴索托 688 
錫金 3755 
錫蘭 376 
聯合王國 41 
 

【十七畫】 

韓國 32 

薩伊 648 
薩爾瓦多 553 
薩摩亞 7749 
薩摩亞群島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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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畫】 

羅尼聯邦 6849 

羅馬尼亞 491 
 

【二十畫】 

蘇丹 619 

蘇利南 588 
蘇門答臘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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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畫】 

羅尼聯邦 6849 

羅馬尼亞 491 
 

【二十畫】 

蘇丹 619 

蘇利南 588 
蘇門答臘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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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丙表 英文索引 
 
 

丙表 英文索引 

索引款目後之數字為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號碼 
 
 
 
 

Abu Dhabi 3594 
Abysinia 62 
Aden 3596 
Aegean Sea Islands 499 
Afghanistan 362 
Africa 6 
Ajman 3594 
Albania 494 
Algeria 672 
American Samoa 774 
Americas 5 
Andorra 464 
Angola 686 
Anguilla 5593 
Antarctic 79 
Antigua and Barbuda 5591 
Arabian Peninsula 359 
Arabs 359 
Arctic 785 
Argentina 572 
Armeni 487 
Ashur 354 
Asia 3 
Australia 71 
Austria 441 
Azerbaidzhan 489 
Bahamas 5582 
Bahrain 3598 
Balkan Peninsula 49 
Baltic States 478 
Bangladesh 373 

Barbados 5596 
Barbary States 67 
Basutoland 688 
Bechuanaland 683 
Belarus 481 
Belgium 471 
Belize 5529 
Benin 634 
Bermuda 5581 
Bhutan 3753 
Bismark Is. 753 
Bolivia 585 
Bosnia and Herzegovina 4933 
Botswana 683 
Brazil 571 
Britain 41 
Brunei 3888 
Bulgaria 492 
Burkina Faso 633 
Burma 381 
Burund 652 
Cabinda 649 
Cambodia 384 
Cameroon 642 
Canada 53 
Cape Verde 698 
Caroline Is. 766 
Caucasia 485 
Central Africa 64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643 
Central America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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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Asia 34 
Central Europe 44 
Ceylon 376 
Chad 632 
Chile 581 
China 2 
Columbia 573 
Comoros 692 
Congo,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648 
Congo, Republic of the 647 
Cook Is. 776 
Costa Rica 555 

Cote d’Ivoire 664 
Crete 4991 
Croatia 4936 
Cuba 5583 
Cyprus 358 
Czech 443 
Dahomey 634 
Denmark 473 
Djibouti 658 
Dominica 55919 
Dominican 5586 
Dubai 3594 
Ducie 778 
East Africa 65 
East Malaysia 388 
East Timor 397 
Ecuador 586 
Egypt 61 
Elice Is. 761 
Equatorial Guinea 645 
Eritrea 629 
Estonia 4787 
Ethiopia 62 
Europe 4 

 
 

Fiji 756 

Finland 476 
France 42 
France Polynesia 777 
Friendly Islands 775 
Fujairah 3594 
Gabon 644 
Gambia 668 
Gambier Islands 777 
Georgia 488 
Germany 43 
Ghana 662 
Gibralta 463 
Gilbert Is. 762 
Greece 495 
Grenada 5595 
Guatemala 552 
Guiana 589 
Guinea 665 
Guinea-Bissau 667 
Guyana 587 
Haiti 5585 
Hawaii 771 
Holland 472 
Holy See, The 459 
Honduras 551 
Hungary 442 
Iberian Peninsula 46 
Iceland 477 
India 371 
Indian Peninsula 37 
Indonesia 393 
Iran 361 
Iraq 355 
Ireland 419 
Irian Jaya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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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Asia 34 
Central Europe 44 
Ceylon 376 
Chad 632 
Chile 581 
China 2 
Columbia 573 
Comoros 692 
Congo,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648 
Congo, Republic of the 647 
Cook Is. 776 
Costa Rica 555 

Cote d’Ivoire 664 
Crete 4991 
Croatia 4936 
Cuba 5583 
Cyprus 358 
Czech 443 
Dahomey 634 
Denmark 473 
Djibouti 658 
Dominica 55919 
Dominican 5586 
Dubai 3594 
Ducie 778 
East Africa 65 
East Malaysia 388 
East Timor 397 
Ecuador 586 
Egypt 61 
Elice Is. 761 
Equatorial Guinea 645 
Eritrea 629 
Estonia 4787 
Ethiopia 62 
Europe 4 

 
 

Fiji 756 

Finland 476 
France 42 
France Polynesia 777 
Friendly Islands 775 
Fujairah 3594 
Gabon 644 
Gambia 668 
Gambier Islands 777 
Georgia 488 
Germany 43 
Ghana 662 
Gibralta 463 
Gilbert Is. 762 
Greece 495 
Grenada 5595 
Guatemala 552 
Guiana 589 
Guinea 665 
Guinea-Bissau 667 
Guyana 587 
Haiti 5585 
Hawaii 771 
Holland 472 
Holy See, The 459 
Honduras 551 
Hungary 442 
Iberian Peninsula 46 
Iceland 477 
India 371 
Indian Peninsula 37 
Indonesia 393 
Iran 361 
Iraq 355 
Ireland 419 
Irian Jaya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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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nds Tuamotu 777 

Israel 353 
Italy 45 
Iwo Jima 768 
Jamaica 5584 
Japan 31 
Jordan 356 
Kashmir 3757 
Kazakhstan 344 
Kenya 656 
Khmer 384 
Kyrgyzstan 347 
Kiribati  762 
Korea 32 
Kuwait 3592 
Laos 385 
Latin America 54 
Latvia 4784 
Lebanon 357 
Lesotho 688 
Lesser Antl. Is. 559 
Liberia 661 
Libya 671 
Liechtenstein 447 
Lithuania 4781 
Little Sunda Islands 396 
Luxemburg 479 
Macedonia 4934 
Madagascar 691 
Malagasy 691 
Malawi 6849 
Malay Archipelagoes 39 
Malaysia 386 
Maldives 377 
Mali 635 
Malta 498 

附表十 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丙表 英文索引 
 
 

Maluku 398 
Mariana Is. 7659 
Marquesas Islands 777 
Marshall Is. 765 
Marshall Is., Republic of 765 
Mascat Oman 3595 
Mauritania 675 
Mauritius 693 
Melanesia 75 
Mesopotamia 355 
Mexico 549 
Micronesia 76 
Micronesia, Federated States of 767 
Middle East 35 
Midway 772 
Moldavia 483 
Monaco 429 
Mongolia 349 
Montenegro 4932 
Morell 772 
Morocco 673 
Mozambique 687   

  Myanmar  7381 
  N. Borneo 3886 
  Namibia 682 
  Nauru 764 
  Nepal 3741 
  Netherlands 472 
  New Caledonia Is. 755 
  New Guinea 757 
  New Hebrides 752 
  New Zealand 72 
  Nicaragua 554 
  Niger 631 
  Nigeria 641 
  North America 51 
  North Europe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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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Korea 328 
North Mariana 7659 
North Rhodesia 685 
Norway 474 
Nyasaland 6849 
Ocean Is. 763 
Oceania 7 
Ogasawara Jima 768 
Oman 3595 
Pakistan 372 
Palau 769 
Palestine 352 
Panama 556 
Papua New Guinea 758 
Paraguay 577 
Persia 361 
Peru 582 
Philippines 391 
Phoenix Islands 762 
Pitcairn 778 
Poland 444 
Polar Regions 78 
Polynesia 77 
Portugal 462 
Puerto Rico 5587 
Qatar 3593 
Ras al Khaimah 3594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681

Republic of the Sudan  61926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61927
Rio de Oro 676 
Rio Muni 646 
Rumania 491 
Russia 48 
Rwanda 653   Sabah, state of   386
Sahara 63 
Saharaui 6769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5598 

 

 

Salvador 553 

Samoa 7749 
Samoa Is. 774 
San Marino 466 
Sao Tome and Principe 697 
Sarawak 3887 
Saudi Arabia 3591 
Scandinavian Peninsula 47 
Senegal 636 
Serbia 4931 
Seychelles 694 
Sharjah 3594 
Siam 382 
Siberia 341 
Sierra Leone 666 
Sikkian 3755 
Singapore 387 
Slovakia 446 
Slovanija 4935 
Society Islands 777 
Solomon Is. 751 
Somal 658 
Somalia 657 
South Africa 68 
South America 56 
South Atlantic Ocean Islands 699 
South Rhodesia 684 
South-East Asia 38 
South-West Africa 682 
South-West Asia 36 
Spain 461 
Sri Lanka 376 
St. Kitts 5592 
St. Lucia 5594 
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5599 
Sta. Cruz Is.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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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Korea 328 
North Mariana 7659 
North Rhodesia 685 
Norway 474 
Nyasaland 6849 
Ocean Is. 763 
Oceania 7 
Ogasawara Jima 768 
Oman 3595 
Pakistan 372 
Palau 769 
Palestine 352 
Panama 556 
Papua New Guinea 758 
Paraguay 577 
Persia 361 
Peru 582 
Philippines 391 
Phoenix Islands 762 
Pitcairn 778 
Poland 444 
Polar Regions 78 
Polynesia 77 
Portugal 462 
Puerto Rico 5587 
Qatar 3593 
Ras al Khaimah 3594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681 
Rio de Oro 676 
Rio Muni 646 
Rumania 491 
Russia 48 
Rwanda 653 
Sahara 63 
Saharaui 6769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5598 

 
 

Salvador 553 

Samoa 7749 
Samoa Is. 774 
San Marino 466 
Sao Tome and Principe 697 
Sarawak 3887 
Saudi Arabia 3591 
Scandinavian Peninsula 47 
Senegal 636 
Serbia 4931 
Seychelles 694 
Sharjah 3594 
Siam 382 
Siberia 341 
Sierra Leone 666 
Sikkian 3755 
Singapore 387 
Slovakia 446 
Slovanija 4935 
Society Islands 777 
Solomon Is. 751 
Somal 658 
Somalia 657 
South Africa 68 
South America 56 
South Atlantic Ocean Islands 699 
South Rhodesia 684 
South-East Asia 38 
South-West Africa 682 
South-West Asia 36 
Spain 461 
Sri Lanka 376 
St. Kitts 5592 
St. Lucia 5594 
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5599 
Sta. Cruz Is.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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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an 619 

Sumatra 394 
Suriname 588 
Swaziland 689 
Sweden 475 
Switzerland 448 
Syria 354 
Tajikitan 346 
Tahiti Island 777 
Taiwan 33 
Tanganyika 651 
Tanzania 651 
Tasmania 73 
Thailand 382 
Timor 397 
Togo 663 
Tokelau Islands 774 
Tonga 775 
Transcaucasia 486 
Trinidad and Tobago 5597 
Trucial Oman 3594 
Tubuai Is. 777 
Tunisia 674 
Turkey 351 

Turkmenistan 348 
Tuvalu 761 
U. S. A. 52 
Uganda 654 
Ukrainia 482 

附表十 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丙表 英文索引 
 
 

Vanuatu 752 
Vatican 459 
Venezuela 575 
Vietnam 383 
Virgin Is. 5588 
Wake 772 
West Africa 66 
West Asia 35 
West Indies 557 
West Sahara 676 
Western Samoa 7749 
World 1 
Yemen 3597 
Yugoslavia 493 
Zaire 648 
Zambia 685 
Zanzibar 651 
Zimbabwe 684 

 
Umm al Quwain 3594 
United Arab Emirates 3594 
United Arab Republic 61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41 
Upper Volta 633 
Uruguay 578 
Uzbekistan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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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 機關出版品排列表 
 

凡學術團體、圖書館、博物館等依其名稱排列者，除另有規定者外，均得依下表複分，即以下 

列號碼加於名稱號碼之後，自為一節 
 
 
 
 
1 概況．要覽 
11 年報 
15 一般須知 
17 職員錄 
18 會員錄 
19 歷史；大事記 
2 規程 

28 辦事細則 
3 組織 

31 各部門 
32 分部．分館 
33 委員會 
34 會議錄 
35 議事錄 
36 決議錄 
4 事業 

41 設備 
42 圖書 
43 標本 
44 計畫 
45 研究及調查 
46 專門會議、講習會 
47 展覽會 

54       委員會報告 
55       調查報告 
56       研究報告 
6      專刊 

7      叢刊 

8      期刊 

82       週刊 
83       半月刊 
84       月刊 
85       雙月刊 
86       季刊 
87       半年刊 
9      雜件 

91       圖表 

92       圖片 
93       叢刊 
99       出版品目錄 

通  

用  

複  

分  

表  

48       推廣 
49       其他 
5      報告 

51       公報 
52       各部門工作報告 
53       分部分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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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二 中國作家時代區分表 甲表 按時代排列 
 

 

附表十二 中國作家時代區分表 
 

本表時代區分以作家卒年為準，但在朝代更換時不願仕新朝者仍入前朝（如謝枋得入 5.26、張 

煌言、朱子瑜等入 6.9 之類） 

本表之時代細目，備卷帙浩繁大圖書館之用，小圖書館得免去。例如劉獻廷之時代細目分為 

7.2，但小圖書館用 7 即可 
 

甲表 按時代排列 
 
 

2  漢及三國 
2.1 李 陵 賈 誼 

揚 雄   東方朔 
蘇 武   董仲舒 
司馬相如 

2.2 班 固   蔡 邕 
孔 融   郭 憲 

2.4 王 粲   阮 籍 
曹 丕   曹 植 

2.5 諸葛亮 
2.6 韋 昭 
3  晉及南北朝 

3.1 潘 岳   陸 機 
陸 雲   嵇 康 

3.2 陶 潛（淵明） 
3.51 鮑 照 劉義慶 

謝 瞻   謝靈運 
顏延之 

3.52 謝 朓 
3.53 丘 遲 沈 約 

江 淹   何 遜 
蕭 統 

3.54 徐 陵 
3.65 庾 信 
4  唐及五代 

4.11 王 績 
4.12 王 勃 

4.13 駱賓王 
4.14 王昌齡    陳子昂 

張九齡   張 說 
4.15 王 維    杜 甫 

李 白   孟浩然 
皇甫冉    柳宗元 
顏真卿 

4.16 李 賀    李 沁 
李 絳   孟 郊 
呂 溫    韋應物 
陸 贄   溫庭筠 
獨孤及   權德輿 

4.17 孔敏行    元 稹 
皇甫鏞   韓 愈 

4.18 白居易    杜 牧 
李商隱   李德裕 
陸龜蒙    柳公權 
劉禹錫 

4.19 司空圖 
4.8  李 煜 
5  宋遼金元 

5.1  宋 

5.12 徐 鉉    李 昉 
5.13 王禹偁    魏 野 

楊 億   呂蒙正 
呂 端    張 詠 

5.14 石 介    馮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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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學術團體、圖書館、博物館等依其名稱排列者，除另有規定者外，均得依下表複分，即以下 

列號碼加於名稱號碼之後，自為一節 
 
 
 
 
1 概況．要覽 
11 年報 
15 一般須知 
17 職員錄 
18 會員錄 
19 歷史；大事記 
2 規程 

28 辦事細則 
3 組織 

31 各部門 
32 分部．分館 
33 委員會 
34 會議錄 
35 議事錄 
36 決議錄 
4 事業 

41 設備 
42 圖書 
43 標本 
44 計畫 
45 研究及調查 
46 專門會議、講習會 
47 展覽會 

54       委員會報告 
55       調查報告 
56       研究報告 
6      專刊 

7      叢刊 

8      期刊 

82       週刊 
83       半月刊 
84       月刊 
85       雙月刊 
86       季刊 
87       半年刊 
9      雜件 

91       圖表 

92       圖片 
93       叢刊 
99       出版品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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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其他 
5      報告 

51       公報 
52       各部門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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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二 中國作家時代區分表 
 

本表時代區分以作家卒年為準，但在朝代更換時不願仕新朝者仍入前朝（如謝枋得入 5.26、張 

煌言、朱子瑜等入 6.9 之類） 

本表之時代細目，備卷帙浩繁大圖書館之用，小圖書館得免去。例如劉獻廷之時代細目分為 

7.2，但小圖書館用 7 即可 
 

甲表 按時代排列 
 
 

2  漢及三國 
2.1 李 陵 賈 誼 

揚 雄   東方朔 
蘇 武   董仲舒 
司馬相如 

2.2 班 固   蔡 邕 
孔 融   郭 憲 

2.4 王 粲   阮 籍 
曹 丕   曹 植 

2.5 諸葛亮 
2.6 韋 昭 
3  晉及南北朝 

3.1 潘 岳   陸 機 
陸 雲   嵇 康 

3.2 陶 潛（淵明） 
3.51 鮑 照 劉義慶 

謝 瞻   謝靈運 
顏延之 

3.52 謝 朓 
3.53 丘 遲 沈 約 

江 淹   何 遜 
蕭 統 

3.54 徐 陵 
3.65 庾 信 
4  唐及五代 

4.11 王 績 
4.12 王 勃 

4.13 駱賓王 
4.14 王昌齡    陳子昂 

張九齡   張 說 
4.15 王 維    杜 甫 

李 白   孟浩然 
皇甫冉    柳宗元 
顏真卿 

4.16 李 賀    李 沁 
李 絳   孟 郊 
呂 溫    韋應物 
陸 贄   溫庭筠 
獨孤及   權德輿 

4.17 孔敏行    元 稹 
皇甫鏞   韓 愈 

4.18 白居易    杜 牧 
李商隱   李德裕 
陸龜蒙    柳公權 
劉禹錫 

4.19 司空圖 
4.8  李 煜 
5  宋遼金元 

5.1  宋 

5.12 徐 鉉    李 昉 
5.13 王禹偁    魏 野 

楊 億   呂蒙正 
呂 端    張 詠 

5.14 石 介    馮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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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   宋 祁 
林 逋    蘇舜欽 
蘇舜元    寇 準 
王堯臣   呂公綽 
梅堯臣    孫 復 
晁仲衍    晏 殊 
陳堯佐   穆 修 
李 覯    石延年 
柳耆卿    尹 洙 

5.15 黃彥平    文彥博 
宋 庠   歐陽修 
蘇 洵    司馬光 
秦 觀    呂公弼 
曾 鞏   宋敏求 
王安石    王安禮 
呂南公    張 載 
劉 攽   劉 摯 
劉 敞    韓 琦 
沈 括    陸 佃 
胡 宿   余 靖 
蔡 襄    韓 絳 
韓 維    陳 襄 
陶 弼   劭 雍 

5.16 蘇 軾    蘇 轍 
蘇 頌   黃庭堅 
王 存    米 芾 
曾 鞏    劉 弇 
張 耒   游 酢 
徐 積    鄒 浩 
尹 焞    賀 鑄 
陳師道   晁補之 
晁說之    李若水 
范純仁    范純禮 
慕容彥逢  呂 陶 
周邦彥 

5.2  南宋 

 
 

5.21 歐陽澈    張九成 

李清照   趙明誠 
李 石    李 綱 
李 侗    楊 時 
胡 寅   黃 裳 
黃公度    葉夢得 
呂本中    岳 飛 
宗 澤   張元幹 

5.22 方崧卿    尤 袤 
王 質   王之道 
王庭珪    王十朋 
范成大    呂祖謙 
張 栻   胡 銓 
洪 遵    史 浩 
洪 适    李光朝 
林之奇   陸九淵 
陸九齡    張孝祥 
張 綱    張 維 
林亦之 

5.23 鄭興裔    趙公豫 
陳傅良  
彭龜年    陳 淳 
王 炎    樓 鑰 
陳 造   袁說友 
曾 炎    朱 熹 
周必大    周必正 
洪 邁   黃 榦 
孫應時    楊萬里 
孫逄吉    陸 游 
辛棄疾   葉 適 

5.24 王 邁    孫夢觀 
趙 蕃   魏了翁 
真德秀    姜 夔 
吳文英 

5.25 劉克莊 
5.26 文天祥    謝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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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衡 

5.6 金 

李俊民 趙秉文 

王 寂   王若虛 

元好問 

5.7 元 

5.72 耶律楚材 
5.73 方逢辰 王 旭 

姚 勉   張宏範 
劉 因 楊公遠 
楊宏道 魏 初 

5.74 方 回 姚 燧 
任士林   金履祥 
王 惲 王應麟 

5.75 趙孟堅 
5.76 吳 澄 白 珽 

貢 奎   楊 載 
范 ● 鄧文原 
趙孟頫 袁 桷 

5.77 柳 貫 程端禮 
薩都剌   汪炎昶 
虞 集 劉 詵 
許 謙 王 結 
洪希文   黃 溍 
劉 鶚 吳師道 
胡炳文 李 存 
陳 旅   陳 樵 
徐有壬 鄭 玉 
蘇天爵 李孝光 
陳 高   金 問 
郭 翼 鄭元祐 

6  明代 

6.1 王 翰 方孝孺 
宋 濂   高 啟 
陶 安 楊維楨 
劉 基 劉 璟 

附表十二 中國作家時代區分表 甲表 按時代排列 
 
 

劉 璉 
6.2  王 紱    王 偁 

王 鈍   姚廣孝 
解 縉 

6.3  于 謙    王 直 
呂 原   胡 儼 
夏原吉    黃 淮 
曹 端    楊 榮 
楊 寓   劉 球 
薛 瑄 

6.4  李 賢    岳 正 
胡居仁   杜 瓊 
張 弼    商 輅 
姚 夔    陳真晟 
龔 詡 

6.5  文 林    史 鑑 
丘 濬   沈 周 
何喬新    朱存理 
朱誠泳    李東陽 
倪 岳   徐禎卿 
周 瑛    俞琬綸 
陳獻章    孫一元 
賀 欽   蔡 清 
鄒 智    劉大廈 

6.6  王 寵    王守仁 
王慎中   文徵明 
王 交    王維楨 
朱 淛    朱 紈 
吳一鵬   沈 鍊 
范 欽    李攀龍 
周 祚    周思兼 
陸 粲   陸 深 
高叔嗣    黃 佐 
袁 袠     唐順之 
徐學詩   張永明 
孫承恩    皇甫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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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慎    楊 廉 
楊 爵   楊繼盛 
鄒守益    薛 蕙 
歸有光    羅欽順 
羅洪先   韓邦奇 
韓邦靖    鄭善夫 
鄭 岳    謝時臣 
謝 榛    魏 校 

6.7  于慎行    文 悱 
王世貞   王 樵 
王世懋    王 畿 
王穉登    申時行 
沈 鯉   呂 坤 
孟化鯉    海 瑞 
茅 坤    焦 竑 
葉春及   章 潢 
皇甫汸    黃洪憲 
馮夢禎    徐學謨 
袁宏道   湯顯祖 
陳嘉謨    陳 第 
郭諫臣    郭正域 
張居正   許孚遠 
許 國    劉元卿 
顧憲成    顧允成 

6.8  史可法    周順昌 
倪元璐   沈德符 
徐光啟    董其昌 
葉向高    楊 漣 
程嘉燧   高攀龍 
陳繼儒    陳仁錫 
繆昌期    劉順理 
盧象昇   魏 禧 

6.9  朱之瑜    張煌言 
張 岱   黃道周 
曹學佺    鄭成功 

7  清代 

 
 

7.2 聖祖（康熙） 

于成龍    王士禎 
王士祿   王夫之 
王錫闡    王 賓 
王 鉞    毛奇齡 
毛 騤   孔尚任 
尤 侗    毛際可 
田蘭芳    朱鶴齡 
朱彝尊   吳偉業 
李光地    汪 楫 
汪 琬    汪立名 
李 漁   李念慈 
李澄中    吳農祥 
李繩遠    呂留良 
邵長蘅    邵廷采 
宋 琬    沈 珩 
宋 犖    屈大均 
周亮工   姜宸英 
洪 昇    施閏章 
俞 昱    鈕 琇 
徐乾學   徐嘉炎 
秦松齡    陸隴其 
陳 瑚    陳恭尹 
陳維崧   曹 寅 
梅文鼎    張履祥 
陸世儀    陶元淳 
張 英   張玉書 
費 密    馮 景 
傅 山    黃宗羲 
黃宗炎   湯 斌 
黃與堅    彭士望 
萬斯大    萬斯同 
萬斯年   劉獻廷 
潘 耒    閻若璩 
錢陸燦    錢澄之 
錢謙益   顏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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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 顧嗣立 

7.3 世宗（雍正） 

朱澤澐 吳 雯 
林 佶   查慎行 
張伯行 陳鵬年 
楊守知 盧文弨 
藍鼎元 

7.4 高宗（乾隆） 

丁 敬 方 苞 
王懋竑   王鳴韶 
王應奎 王文清 
朱 軾 全祖望 
任 瑗   朱 筠 
朱仕琇 朱運震 
汪 中 汪由敦 
沈 彤   沈德潛 
沈廷芳 邵齊燾 
汪 紱 李 紱 
吳敬梓   李 鍇 
杜 詔 宋 筠 
汪肇龍 杭世駿 
金 甡   金 農 
胡天游 查 禮 
姚世鈺 徐文靖 
夏之蓉   陳景雲 
高其倬 高文照 
唐紹祖 陶正靖 
陸奎勳   陸 燿 
張 庚 張汝霖 
張廷玉 黃景仁 
彭啟豐   惠士奇 
黃之雋 嵇 璜 
楊 椿 裘日修 
趙文哲 趙由儀 
鄭 燮 齊召南 
魯九皋 厲 鶚 

附表十二 中國作家時代區分表 甲表 按時代排列 
 
 

蔣士銓   劉大櫆 
蔣 衡    錢 塘 
錢 灃    錢陳群 
錢 載   戴 震 
戴祖啟    謝金鑾 
儲大文    嚴長明 
羅有高 

7.5  仁宗（嘉慶） 

王 昶    王鳴盛 
王 曇   王 杰 
毛大瀛    王文治 
王 復    朱 珪 
朱文藻   江 聲 
吳 騫    吳錫麒 
吳省欽    汪輝祖 
武 億   孟超然 
法式善    金式玉 
金德輿    洪亮吉 
姚 鼐   翁方綱 
紀 昀    孫星衍 
袁 枚    陶元藻 
陸 曜   段玉裁 
張惠言    崔 述 
許宗彥    章學誠 
張問陶    張九鉞 
程瑤田    舒 位 
彭元瑞    彭紹升 
馮 浩   焦 循 
楊鳳苞    管世銘 
趙 翼    臧 庸 
鄭光樸   劉嗣綰 
劉台拱    蔣元龍 
錢大昕    錢 侗 
錢維喬   謝 震 
顧光旭    龔景瀚 

7.6  宣宗（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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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澤    王宗炎 
王引之   石韞玉 
包世榮    朱 珔 
朱次琦    吳榮光 
吳 修    李兆洛 
林則徐    李 杭 
阮 元    汪 端 
呂 璜    沈欽韓 
沈 垚    汪 圻 
汪廷珍    汪彥博 
沈 復   沈寶麟 
俞正燮    姚祖同 
姚文田    姚柬之 
陳壽琪   陳文述 
徐養原    孫爾準 
倪 燦    陶 澍 
張士元    張岳齡 
張 澍    張際亮 
張海珊    張廷濟 
張 鑑   張炳文 
陸繼輅    張師誠 
馮登府    黃 越 
黃安濤    黃丕烈 
湯 鵬    莫 晉 
賀長齡    賀熙齡 
葉夢龍   趙懷玉 
管 同    潘德輿 
劉逢祿    劉鴻翱 
劉用錫   儀克中 
錢儀吉    蔡之定 
謝蘭生    嚴可均 
顧廣圻   龔自珍 
李 提 

7.7  文宗（咸豐）、穆宗（同治） 

丁 晏    方東樹 
王汝謙   王 章 

 
 

王 筠    包世臣 

朱駿聲    朱 琦 
江忠源   宗稷辰 
宋翔鳳    何紹基 
吳嘉賓    杜 游 
姚 瑩   姚 燮 
姚元之    姚 椿 
胡林翼    洪齮孫 
范當世   廈 炘 
徐時棟    唐 鑑 
徐 鼒    梅曾亮 
張鏡淳   張祥河 
張金鏞    許宗衡 
曾國藩    鄒漢勛 
馮桂芬   董兆熊 
葉名灃    鄭 珍 
鄭獻甫    鄧 瑤 
魯一同   劉家謀 
劉毓崧    蔡廷蘭 
錢泰吉    龍啟瑞 
魏 源   戴 望 
戴 熙    戴 煦 
羅澤南    蘇源生 

7.8  德宗（光緒） 

丁 丙    王 棻 
王詒壽   王頌蔚 
王 拯    王 禮 
文廷式    方宗誠 
左宗棠   江 標 
朱一新    朱次琦 
吳汝綸    李元度 
李鴻章   李 垣 
李士棻    李慈銘 
吳可讀    汪士鐸 
吳子光   杜文瀾 
周壽昌    俞 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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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澤    王宗炎 
王引之   石韞玉 
包世榮    朱 珔 
朱次琦    吳榮光 
吳 修    李兆洛 
林則徐    李 杭 
阮 元    汪 端 
呂 璜    沈欽韓 
沈 垚    汪 圻 
汪廷珍    汪彥博 
沈 復   沈寶麟 
俞正燮    姚祖同 
姚文田    姚柬之 
陳壽琪   陳文述 
徐養原    孫爾準 
倪 燦    陶 澍 
張士元    張岳齡 
張 澍    張際亮 
張海珊    張廷濟 
張 鑑   張炳文 
陸繼輅    張師誠 
馮登府    黃 越 
黃安濤    黃丕烈 
湯 鵬    莫 晉 
賀長齡    賀熙齡 
葉夢龍   趙懷玉 
管 同    潘德輿 
劉逢祿    劉鴻翱 
劉用錫   儀克中 
錢儀吉    蔡之定 
謝蘭生    嚴可均 
顧廣圻   龔自珍 
李 提 

7.7  文宗（咸豐）、穆宗（同治） 

丁 晏    方東樹 
王汝謙   王 章 

 
 

王 筠    包世臣 

朱駿聲    朱 琦 
江忠源   宗稷辰 
宋翔鳳    何紹基 
吳嘉賓    杜 游 
姚 瑩   姚 燮 
姚元之    姚 椿 
胡林翼    洪齮孫 
范當世   廈 炘 
徐時棟    唐 鑑 
徐 鼒    梅曾亮 
張鏡淳   張祥河 
張金鏞    許宗衡 
曾國藩    鄒漢勛 
馮桂芬   董兆熊 
葉名灃    鄭 珍 
鄭獻甫    鄧 瑤 
魯一同   劉家謀 
劉毓崧    蔡廷蘭 
錢泰吉    龍啟瑞 
魏 源   戴 望 
戴 熙    戴 煦 
羅澤南    蘇源生 

7.8  德宗（光緒） 

丁 丙    王 棻 
王詒壽   王頌蔚 
王 拯    王 禮 
文廷式    方宗誠 
左宗棠   江 標 
朱一新    朱次琦 
吳汝綸    李元度 
李鴻章   李 垣 
李士棻    李慈銘 
吳可讀    汪士鐸 
吳子光   杜文瀾 
周壽昌    俞 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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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灃 翁同龢 
陳介祺   秦緗業 
徐子苓 袁 昶 
桂文燦 孫詒讓 
孫衣言   張之洞 
陸心源 莊 棫 
張文虎 張百熙 
陶方琦   黃遵憲 
曾國荃 董 沛 
趙之謙 黎庶昌 
劉光第 鄧 方 
薛福成 薛福保 
蕭 穆 譚嗣同 
譚 獻 

7.9 宣統帝（宣統） 

丁惠康 汪康年 
周家祿   劉 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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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後之數字表示中國時代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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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畫 

丁 丙    7.8 

丁 晏    7.7 
丁惠康    7.9 
丁 敬    7.4 
 

三  畫 

于成龍    7.2 

于慎行    6.7 
于 謙    6.3 
 

四  畫 

方 回    5.74 

方孝孺    6.1 
方宗誠    7.8 
方東樹    7.7 
方 苞    7.4 
方崧卿    5.22 
方逢辰    5.73 
文天祥    5.26 
文廷式    7.8 
文 林    6.5 
文彥博    5.15 
文 悱    6.7 
文徵明    6.6 
王十朋    5.22 
王之道    5.22 
王士禛    7.2 
王士祿    7.2 
王文治    7.5 

王文清    7.4 
王夫之    7.2 
王引之    7.6 
王世懋    6.7 
王世貞    6.47 
王 交    6.6 
王守仁    6.6 
王安石    5.15 
王安禮    5.15 
王汝謙    7.7 
王 存    5.16 
王 旭    5.73 
王宗炎    7.6 
王 炎    5.23 
王 直    6.3 
王昌齡    4.14 
王 杰    7.5 
王 拯    7.8 
王 勃    4.12 
王若虛    5.6 
王禹偁    5.13 
王 昶    7.5 
王庭珪    5.22 
王 章    7.7 
王 寂    5.6 
王 偁    6.2 
王 紱    6.2 
王詒壽    7.8 
王堯臣    5.14 
王 棻    7.8 
王 結    5.77 

王 復    7.5 
王 鈍    6.2 
王慎中    6.6 
王 粲    2.4 
王 筠    7.7 
王頌蔚    7.8 
王 鉞    7.2 
王鳴盛    7.5 
王鳴韶    7.4 
王 維    4.15 
王維楨    6.6 
王 賓    7.2 
王 惲    5.74 
王 質    5.22 
王 畿    6.7 
王 澤    7.6 
王 樵    6.7 
王 翰    6.1 
王 曇    7.5 
王錫闡    7.2 
王 禮    7.8 
王應奎    7.4 
王應麟    5.74 
王懋竑    7.4 
王 邁    5.24 
王 績    4.11 
王穉登    6.7 
王 寵    6.6 
元好問    5.6 
元 稹    4.17 
尤 侗    7.2 

尤 袤    5.22 
尹 洙    5.14 
尹 焞    5.16 
孔尚任    7.2 
孔敏行    4.17 
孔 融    2.2 
毛大瀛    7.5 
毛奇齡    7.2 
毛際可    7.2 
毛 騤    7.2 
 

五  畫 

左宗棠    7.8 

石 介    5.14 
石延年    5.14 
石韞玉    7.6 
司空圖    4.19 
司馬光    5.15 
司馬相如  2.1 
田 錫    5.13 
田蘭芳    7.2 
申時行    6.7 
史可法    6.8 
史 浩    5.22 
史 鑑    6.5 
包世臣    7.7 
包世榮    7.6 
丘 遲    3.53 
丘 濬    6.5 
白居易    4.18 
白 珽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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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表 按筆畫排列 
 

作者名後之數字表示中國時代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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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畫 

丁 丙    7.8 

丁 晏    7.7 
丁惠康    7.9 
丁 敬    7.4 
 

三  畫 

于成龍    7.2 

于慎行    6.7 
于 謙    6.3 
 

四  畫 

方 回    5.74 

方孝孺    6.1 
方宗誠    7.8 
方東樹    7.7 
方 苞    7.4 
方崧卿    5.22 
方逢辰    5.73 
文天祥    5.26 
文廷式    7.8 
文 林    6.5 
文彥博    5.15 
文 悱    6.7 
文徵明    6.6 
王十朋    5.22 
王之道    5.22 
王士禛    7.2 
王士祿    7.2 
王文治    7.5 

王文清    7.4 
王夫之    7.2 
王引之    7.6 
王世懋    6.7 
王世貞    6.47 
王 交    6.6 
王守仁    6.6 
王安石    5.15 
王安禮    5.15 
王汝謙    7.7 
王 存    5.16 
王 旭    5.73 
王宗炎    7.6 
王 炎    5.23 
王 直    6.3 
王昌齡    4.14 
王 杰    7.5 
王 拯    7.8 
王 勃    4.12 
王若虛    5.6 
王禹偁    5.13 
王 昶    7.5 
王庭珪    5.22 
王 章    7.7 
王 寂    5.6 
王 偁    6.2 
王 紱    6.2 
王詒壽    7.8 
王堯臣    5.14 
王 棻    7.8 
王 結    5.77 

王 復    7.5 
王 鈍    6.2 
王慎中    6.6 
王 粲    2.4 
王 筠    7.7 
王頌蔚    7.8 
王 鉞    7.2 
王鳴盛    7.5 
王鳴韶    7.4 
王 維    4.15 
王維楨    6.6 
王 賓    7.2 
王 惲    5.74 
王 質    5.22 
王 畿    6.7 
王 澤    7.6 
王 樵    6.7 
王 翰    6.1 
王 曇    7.5 
王錫闡    7.2 
王 禮    7.8 
王應奎    7.4 
王應麟    5.74 
王懋竑    7.4 
王 邁    5.24 
王 績    4.11 
王穉登    6.7 
王 寵    6.6 
元好問    5.6 
元 稹    4.17 
尤 侗    7.2 

尤 袤    5.22 
尹 洙    5.14 
尹 焞    5.16 
孔尚任    7.2 
孔敏行    4.17 
孔 融    2.2 
毛大瀛    7.5 
毛奇齡    7.2 
毛際可    7.2 
毛 騤    7.2 
 

五  畫 

左宗棠    7.8 

石 介    5.14 
石延年    5.14 
石韞玉    7.6 
司空圖    4.19 
司馬光    5.15 
司馬相如  2.1 
田 錫    5.13 
田蘭芳    7.2 
申時行    6.7 
史可法    6.8 
史 浩    5.22 
史 鑑    6.5 
包世臣    7.7 
包世榮    7.6 
丘 遲    3.53 
丘 濬    6.5 
白居易    4.18 
白 珽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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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畫 

江忠源 7.7 

江 淹 3.53 
江 標 7.8 
江 聲 7.5 
米 芾 5.16 
朱一新 7.8 
朱之瑜 6.9 
朱文藻 7.5 
朱仕琇 7.4 
朱次琦 7.6 
朱存理 6.5 
朱 紈 6.6 
朱 珪 7.5 
朱 珔 7.6 
朱 淛 6.6 
朱 琦 7.7 
朱誠泳 6.5 
朱運震 7.4 
朱 軾 7.4 
朱 筠 7.4 
朱澤澐 7.3 
朱 熹 5.23 
朱彝尊 7.2 
朱駿聲 7.7 
朱鶴齡 7.2 
任士林 5.74 
任 瑗 7.4 
全祖望 7.4 
 

七  畫 

宋 祁 5.14 

宋 庠 5.15 
宋敏求 5.15 
宋翔鳳 7.7 

宋 琬    7.2 
宋 筠    7.4 
宋 犖    7.2 
宋 濂    6.1 
沈 彤    7.4 
沈廷芳    7.4 
沈 周   6.5 
沈 垚   7.6 
沈 括    5.15 
沈 約    3.53 
沈 衍    7.2 
沈欽緯    7.6 
沈 復    7.6 
沈德符    6.8 
沈德潛    7.4 
沈 鍊    6.6 
沈 鯉    6.7 
沈寶麟    7.6 
汪士鐸    7.8 
汪 中    7.4 
汪立名    7.2 
汪 圻    7.6 
汪由敦    7.4 
汪廷珍    7.6 
汪炎昶    5.77 
汪彥博    7.6 
汪康年    7.9 
汪 紱    7.4 
汪 琬    7.2 
汪 楫    7.2 
汪 端    7.6 
汪輝祖    7.5 
江肇龍    7.4 
辛棄疾    5.23 
杜文瀾    7.8 
杜 甫    4.15 

杜 牧    4.18 
杜 游    7.7 
杜 詔    7.4 
杜 瓊    6.4 
李士棻    7.8 
李元度    7.8 
李 石    5.21 
李 白    4.15 
李 存    5.77 
李光地    7.2 
李光朝    5.22 
李兆洛    7.6 
李孝光    5.77 
李 沁    4.16 
李 杭    7.6 
李東陽    6.5 
李 昉    5.12 
李 侗    5.21 
李 垣    7.8 
李若水    5.16 
李俊民    5.6 
李念慈    7.2 
李清照    5.21 
李商隱    4.18 
李 陵   2.1 
李 紱    7.4 
李 賀    4.16 
李 絳    4.16 
李 提    7.6 
李 煜    4.8 
李 漁    7.2 
李慈銘    7.8 
李 綱   5.21 
李澄中    7.2 
李德裕    4.18 
李繩遠    7.2 

李 賢    6.4 
李鴻章    7.8 
李 覯    5.14 
李 鍇    7.4 
李攀龍    6.6 
阮 元   7.6 
阮 籍   2.4 
吳一鵬    6.6 
吳子光    7.8 
吳文英    5.24 
吳可讀    7.8 
吳汝綸    7.8 
吳省欽    7.5 
吳師道    5.77 
吳 修    7.6 
吳偉業    7.2 
吳 雯    7.3 
吳農祥    7.2 
吳敬梓    7.4 
吳榮光    7.6 
吳嘉賓    7.7 
吳 澄    5.76 
吳錫麒    7.5 
吳 騫    7.5 
呂公弼    5.15 
呂公綽    5.14 
呂本中    5.21 
呂 坤    6.7 
呂祖謙    5.22 
呂南公    5.15 
呂 原    6.3 
呂留良    7.2 
呂 陶    5.16 
呂 溫    4.16 
呂 端    5.13 
呂蒙正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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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 璜    7.6 
何紹基    7.7 
何喬新    6.5 
何 遜    3.53 
余 靖    5.15 
 

八  畫 

宗 澤   5.21 

宗稷辰    7.7 
法式善    7.5 
武 億   7.5 
孟化鯉    6.7 
孟 郊   4.16 
孟浩然    4.15 
孟超然    7.5 
東方朔    2.1 
杭世駿    7.4 
林之奇    5.22 
林亦之    5.22 
林 佶   7.3 
林 逋   5.14 
林則徐    7.6 
屈大均    7.2 
邵廷采    7.2 
邵長蘅    7.2 
邵 雍    5.15 
邵齊燾   7.4 
周必大    5.23 
周必正    5.23 
周 祚   6.6 
周亮工    7.2 
周思兼    6.6 
周家祿    7.9 
周邦彥    5.16 
周順昌    6.8 
周 瑛   6.5 

周壽昌    7.8 
岳 正    6.4 
岳 飛    5.21 
金式玉    7.5 
金 甡   7.4 
金 農   7.4 
金履祥    5.74 
金德輿    7.5 
金 問    5.77 
 

九  畫 

洪希文    5.77 

洪 昇    7.2 
洪亮吉    7.5 
洪 适    5.22 
洪 遵    5.22 
洪 邁   5.23 
洪齮孫    7.7 
施閏章    7.2 
姜宸英    7.2 
姜 夔    5.24 
胡天游    7.4 
胡林翼    7.7 
胡居仁    6.4 
胡炳文    5.77 
胡 寅   5.21 
胡 宿   5.15 
胡 銓   5.22 
胡 儼   6.3 
查慎行    7.3 
查 禮   7.4 
耶律楚材  5.72 
柳公權    4.18 
柳宗元    4.15 
柳耆卿    5.14 
柳 貫   5.77 

韋 昭   2.6 
韋應物    4.16 
范成大    5.22 
范仲淹    5.14 
范祖禹    5.15 
范純仁    5.16 
范純禮    5.16 
范 ●    5.76 
范 欽   6.6 
范當世    7.7 
茅 坤    6.7 
段玉裁    7.5 
皇甫汸    6.7 
皇甫涍    6.6 
皇甫冉    4.15 
皇甫鏞    4.17 
俞正燮    7.6 
俞 昱   7.2 
俞琬綸    6.5 
俞 樾   7.8 
姚文田    7.6 
姚元之    7.7 
姚世鈺    7.4 
姚祖同    7.6 
姚柬之    7.6 
姚 勉    5.73 
姚 椿    7.7 
姚廣孝    6.2 
姚 瑩    7.7 
姚 鼐   7.5 
姚 燧   5.74 
姚 燮   7.7 
姚 夔   6.4 
紀 昀    7.5 
 

十  畫 

海 瑞   6.7 
高文照    7.4 
高其倬    7.4 
高叔嗣    6.6 
高 啟   6.1 
高攀龍    6.8 
唐紹祖    7.4 
唐順之    6.6 
唐 鑑    7.7 
秦松齡    7.2 
秦緗業    7.8 
秦 觀    5.15 
班 固   2.2 
貢 奎   5.76 
袁宏道    6.7 
袁 枚    7.5 
袁       6.6 
袁 昶   7.8 
袁 桷    5.76 
袁說友    5.23 
真德秀    5.24 
桂文燦    7.8 
夏之蓉    7.4 
夏原吉    6.3 
孫一元    6.5 
孫衣言    7.8 
孫承恩    6.6 
孫星衍    7.5 
孫逢吉    5.23 
孫詒讓    7.8 
孫 復   5.14 
孫夢觀    5.24 
孫爾準    7.6 
孫應時    5.23 
晏 殊    5.14 
晁仲衍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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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 璜    7.6 
何紹基    7.7 
何喬新    6.5 
何 遜    3.53 
余 靖    5.15 
 

八  畫 

宗 澤   5.21 

宗稷辰    7.7 
法式善    7.5 
武 億   7.5 
孟化鯉    6.7 
孟 郊   4.16 
孟浩然    4.15 
孟超然    7.5 
東方朔    2.1 
杭世駿    7.4 
林之奇    5.22 
林亦之    5.22 
林 佶   7.3 
林 逋   5.14 
林則徐    7.6 
屈大均    7.2 
邵廷采    7.2 
邵長蘅    7.2 
邵 雍    5.15 
邵齊燾   7.4 
周必大    5.23 
周必正    5.23 
周 祚   6.6 
周亮工    7.2 
周思兼    6.6 
周家祿    7.9 
周邦彥    5.16 
周順昌    6.8 
周 瑛   6.5 

周壽昌    7.8 
岳 正    6.4 
岳 飛    5.21 
金式玉    7.5 
金 甡   7.4 
金 農   7.4 
金履祥    5.74 
金德輿    7.5 
金 問    5.77 
 

九  畫 

洪希文    5.77 

洪 昇    7.2 
洪亮吉    7.5 
洪 适    5.22 
洪 遵    5.22 
洪 邁   5.23 
洪齮孫    7.7 
施閏章    7.2 
姜宸英    7.2 
姜 夔    5.24 
胡天游    7.4 
胡林翼    7.7 
胡居仁    6.4 
胡炳文    5.77 
胡 寅   5.21 
胡 宿   5.15 
胡 銓   5.22 
胡 儼   6.3 
查慎行    7.3 
查 禮   7.4 
耶律楚材  5.72 
柳公權    4.18 
柳宗元    4.15 
柳耆卿    5.14 
柳 貫   5.77 

韋 昭   2.6 
韋應物    4.16 
范成大    5.22 
范仲淹    5.14 
范祖禹    5.15 
范純仁    5.16 
范純禮    5.16 
范 ●    5.76 
范 欽   6.6 
范當世    7.7 
茅 坤    6.7 
段玉裁    7.5 
皇甫汸    6.7 
皇甫涍    6.6 
皇甫冉    4.15 
皇甫鏞    4.17 
俞正燮    7.6 
俞 昱   7.2 
俞琬綸    6.5 
俞 樾   7.8 
姚文田    7.6 
姚元之    7.7 
姚世鈺    7.4 
姚祖同    7.6 
姚柬之    7.6 
姚 勉    5.73 
姚 椿    7.7 
姚廣孝    6.2 
姚 瑩    7.7 
姚 鼐   7.5 
姚 燧   5.74 
姚 燮   7.7 
姚 夔   6.4 
紀 昀    7.5 
 

十  畫 

海 瑞   6.7 
高文照    7.4 
高其倬    7.4 
高叔嗣    6.6 
高 啟   6.1 
高攀龍    6.8 
唐紹祖    7.4 
唐順之    6.6 
唐 鑑    7.7 
秦松齡    7.2 
秦緗業    7.8 
秦 觀    5.15 
班 固   2.2 
貢 奎   5.76 
袁宏道    6.7 
袁 枚    7.5 
袁       6.6 
袁 昶   7.8 
袁 桷    5.76 
袁說友    5.23 
真德秀    5.24 
桂文燦    7.8 
夏之蓉    7.4 
夏原吉    6.3 
孫一元    6.5 
孫衣言    7.8 
孫承恩    6.6 
孫星衍    7.5 
孫逢吉    5.23 
孫詒讓    7.8 
孫 復   5.14 
孫夢觀    5.24 
孫爾準    7.6 
孫應時    5.23 
晏 殊    5.14 
晁仲衍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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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補之 5.16 
晁說之 5.16 
倪元璐 6.8 
倪 岳  6.5 
倪 燦  7.6 
徐子苓 7.8 
徐文靖 7.4 
徐有壬 5.77 
徐光啟 6.8 
徐時棟 7.7 
徐 陵  3.54 
徐乾學 7.2 
徐禎卿 6.5 
徐 鉉  5.12 
徐嘉炎 7.2 
徐養原 7.6 
徐 鼒  7.7 
徐 積  5.16 
徐學詩 6.6 
徐學謨 6.7 
翁方綱 7.5 
翁同龢 7.8 
 

十 一 畫 

寇 準  5.14 

章 潢  6.7 
章學誠 7.5 
商 輅 6.4 
許孚遠 6.7 
許宗彥 7.5 
許宗衡 7.7 
許 國  6.7 
許 衡  5.26 
許 謙  5.77 
郭正域 6.7 
郭諫臣 6.7 

郭 翼    5.77 
郭 憲    2.2 
曹 丕   2.4 
曹 寅   7.2 
曹 植    2.4 
曹 端    6.3 
曹學佺    6.9 
黃之雋    7.4 
黃公度    5.21 
黃丕烈    7.6 
黃安濤    7.6 
黃 佐   6.6 
黃宗炎    7.2 
黃宗羲    7.2 
黃彥平    5.15 
黃洪憲    6.7 
黃庭堅    5.16 
黃 淮   6.3 
黃景仁    7.4 
黃道周    6.9 
黃 溍   5.77 
黃 越   7.6 
黃與堅    7.2 
黃 榦    5.23 
黃 裳   5.21 
黃遵憲    7.8 
梅文鼎    7.2 
梅曾亮    7.7 
梅堯臣    5.14 
梅 詢    5.14 
張九成    5.21 
張九鉞    7.5 
張九齡    4.14 
張之洞    7.8 
張士元    7.6 
張文虎    7.8 

張元幹    5.21 
張永明    6.6 
張玉書    7.2 
張汝霖    7.4 
張百熙    7.8 
張 耒   5.16 
張宏範    5.73 
張孝祥    5.22 
張伯行    7.3 
張廷玉    7.4 
張廷濟    7.6 
張 庚   7.4 
張居正    6.7 
張岳齡    7.6 
張 岱   6.9 
張金鏞    7.7 
張炳文    7.6 
張 英   7.2 
張祥河    7.7 
張海珊    7.6 
張 栻   5.22 
張師誠    7.6 
張問陶    7.5 
張 詠    5.13 
張惠言    7.5 
張 弼   6.4 
張煌言    6.9 
張 載    5.15 
張際亮    7.6 
張 說   4.14 
張 維    5.22 
張 綱   5.22 
張 澍   7.6 
張履祥    7.2 
張鏡淳    7.7 
張 鑑   7.6 

陸九淵    5.22 
陸九齡    5.22 
陸心源    7.8 
陸世儀    7.2 
陸 佃    5.15 
陸奎勳    7.4 
陸 深   6.6 
陸 游   5.23 
陸 雲   3.1 
陸 粲   6.6 
陸 機   3.1 
陸 曜   7.5 
陸 贄   4.16 
陸隴其    7.2 
陸繼輅    7.6 
陸龜蒙    4.18 
陳子昂    4.14 
陳文述    7.6 
陳仁錫    6.8 
陳介祺    7.8 
陳 高   5.77 
陳 旅   5.77 
陳真晟    6.4 
陳恭尹    7.2 
陳師道    5.16 
陳 淳   5.23 
陳 造   5.23 
陳堯佐    5.14 
陳景雲    7.4 
陳傅良    5.23 
陳 瑚   7.2 
陳獻章    6.5 
陳嘉謨    6.7 
陳壽琪    7.6 
陳維崧    7.2 
陳 灃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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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樵    5.77 
陳 襄    5.15 
陳鵬年    7.3 
陳繼儒    6.8 
陶方琦    7.8 
陶元淳    7.2 
陶元藻    7.5 
陶正靖    7.4 
陶 弼    5.15 
陶 澍    7.6 
陶 潛    3.2 
莫 晉   7.6 
莊 棫   7.8 
崔 述   7.5 
 

十 二 畫 

游 酢    5.16 

湯 斌   7.2 
湯 鵬   7.6 
湯顯祖    6.7 
庾 信    3.65 
馮 山   5.14 
馮 浩   7.5 
馮桂芬    7.7 
馮 景    7.2 
馮登府    7.6 
馮夢禎    6.7 
曾 炎    5.23 
曾國荃    7.8 
曾國藩    7.7 
曾 肇    5.16 
曾 鞏    5.15 
彭士望    7.2 
彭元瑞    7.5 
彭啟豐    7.4 
彭紹升    7.5 

彭龜年    5.23 
惠士奇    7.4 
揚 雄    2.1 
廈 炘   7.7 
費 密   7.2 
賀長齡    7.6 
賀 欽   6.5 
賀熙齡    7.6 
賀 鑄   5.16 
舒 位   7.5 
嵇 康   3.1 
嵇 璜   7.4 
程端禮    5.77 
程嘉燧    6.8 
程瑤田    7.5 
傅 山    7.2 
焦 竑   6.7 
焦 循   7.5 
鈕 琇    7.2 
 

十 三 畫 

溫庭筠    4.16 

裘日修    7.4 
賈 誼    2.1 
楊公遠    5.73 
楊守知    7.3 
楊 時   5.21 
楊 寓    6.3 
楊 慎   6.6 
楊 廉   6.6 
楊 椿   7.4 
楊 載   5.76 
楊萬里    5.23 
楊鳳苞    7.5 
楊 漣    6.8 
楊 榮    6.3 

楊維楨    6.1 
楊 億    5.13 
楊 爵    6.6 
楊繼盛    6.6 
楊宏道    5.73 
葉向高    6.8 
葉名灃    7.7 
葉春及    6.7 
葉夢得    5.21 
葉夢龍    7.6 
葉 適   5.23 
葉德輝    8 
萬斯大    7.2 
萬斯同    7.2 
萬斯年    7.2 
董仲舒    2.1 
董兆熊    7.7 
董其昌    6.8 
董 沛   7.8 
虞 集   5.77 
鄒守益    6.6 
鄒 浩   5.16 
鄒 智   6.5 
鄒漢勛    7.7 
解 縉   6.2 
 

十 四 畫 

趙之謙    7.8 

趙文哲    7.4 
趙公豫    5.23 
趙由儀    7.4 
趙孟頫    5.76 
趙孟堅    5.75 
趙明誠    5.21 
趙秉文    5.6 
趙 蕃   5.24 

趙 翼   7.5 
趙懷玉    7.6 
臧 庸   7.5 
管世銘    7.5 
管 同   7.6 
黎庶昌    7.8 
 

十 五 畫 

潘 岳    3.1 

潘 耒    7.2 
潘德輿    7.6 
鄭元祐    5.77 
鄭 玉    5.77 
鄭成功    6.9 
鄭光樸    7.5 
鄭 岳    6.6 
鄭 珍    7.7 
鄭善夫    6.6 
鄭獻甫    7.7 
鄭興裔    5.23 
鄭 燮    7.4 
齊召南    7.4 
樓 鑰   5.23 
厲 鶚    7.4 
鄧文原    5.76 
鄧 瑤   7.7 
鄧 方    7.8 
慕容彥逢  5.16 
蔣士銓    7.4 
蔣元龍    7.5 
蔣 衡   7.4 
蔡之定    7.6 
蔡廷蘭    7.7 
蔡 邕   2.2 
蔡 清   6.5 
蔡 襄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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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樵    5.77 
陳 襄    5.15 
陳鵬年    7.3 
陳繼儒    6.8 
陶方琦    7.8 
陶元淳    7.2 
陶元藻    7.5 
陶正靖    7.4 
陶 弼    5.15 
陶 澍    7.6 
陶 潛    3.2 
莫 晉   7.6 
莊 棫   7.8 
崔 述   7.5 
 

十 二 畫 

游 酢    5.16 

湯 斌   7.2 
湯 鵬   7.6 
湯顯祖    6.7 
庾 信    3.65 
馮 山   5.14 
馮 浩   7.5 
馮桂芬    7.7 
馮 景    7.2 
馮登府    7.6 
馮夢禎    6.7 
曾 炎    5.23 
曾國荃    7.8 
曾國藩    7.7 
曾 肇    5.16 
曾 鞏    5.15 
彭士望    7.2 
彭元瑞    7.5 
彭啟豐    7.4 
彭紹升    7.5 

彭龜年    5.23 
惠士奇    7.4 
揚 雄    2.1 
廈 炘   7.7 
費 密   7.2 
賀長齡    7.6 
賀 欽   6.5 
賀熙齡    7.6 
賀 鑄   5.16 
舒 位   7.5 
嵇 康   3.1 
嵇 璜   7.4 
程端禮    5.77 
程嘉燧    6.8 
程瑤田    7.5 
傅 山    7.2 
焦 竑   6.7 
焦 循   7.5 
鈕 琇    7.2 
 

十 三 畫 

溫庭筠    4.16 

裘日修    7.4 
賈 誼    2.1 
楊公遠    5.73 
楊守知    7.3 
楊 時   5.21 
楊 寓    6.3 
楊 慎   6.6 
楊 廉   6.6 
楊 椿   7.4 
楊 載   5.76 
楊萬里    5.23 
楊鳳苞    7.5 
楊 漣    6.8 
楊 榮    6.3 

楊維楨    6.1 
楊 億    5.13 
楊 爵    6.6 
楊繼盛    6.6 
楊宏道    5.73 
葉向高    6.8 
葉名灃    7.7 
葉春及    6.7 
葉夢得    5.21 
葉夢龍    7.6 
葉 適   5.23 
葉德輝    8 
萬斯大    7.2 
萬斯同    7.2 
萬斯年    7.2 
董仲舒    2.1 
董兆熊    7.7 
董其昌    6.8 
董 沛   7.8 
虞 集   5.77 
鄒守益    6.6 
鄒 浩   5.16 
鄒 智   6.5 
鄒漢勛    7.7 
解 縉   6.2 
 

十 四 畫 

趙之謙    7.8 

趙文哲    7.4 
趙公豫    5.23 
趙由儀    7.4 
趙孟頫    5.76 
趙孟堅    5.75 
趙明誠    5.21 
趙秉文    5.6 
趙 蕃   5.24 

趙 翼   7.5 
趙懷玉    7.6 
臧 庸   7.5 
管世銘    7.5 
管 同   7.6 
黎庶昌    7.8 
 

十 五 畫 

潘 岳    3.1 

潘 耒    7.2 
潘德輿    7.6 
鄭元祐    5.77 
鄭 玉    5.77 
鄭成功    6.9 
鄭光樸    7.5 
鄭 岳    6.6 
鄭 珍    7.7 
鄭善夫    6.6 
鄭獻甫    7.7 
鄭興裔    5.23 
鄭 燮    7.4 
齊召南    7.4 
樓 鑰   5.23 
厲 鶚    7.4 
鄧文原    5.76 
鄧 瑤   7.7 
鄧 方    7.8 
慕容彥逢  5.16 
蔣士銓    7.4 
蔣元龍    7.5 
蔣 衡   7.4 
蔡之定    7.6 
蔡廷蘭    7.7 
蔡 邕   2.2 
蔡 清   6.5 
蔡 襄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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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一同 7.7 
魯九皋 7.4 
儀克中 7.6 
劉大夏 6.5 
劉大櫆 7.4 
劉元卿 6.7 
劉台拱 7.5 
劉光第 7.8 
劉 因  5.73 
劉克莊 5.25 
劉 攽  5.15 
劉禹錫 4.18 
劉 弇  5.16 
劉家謀 7.7 
劉 基  6.1 
劉順理 6.8 
劉 球  6.3 
劉逢祿 7.6 
劉 敞  5.15 
劉義慶 3.51 
劉獻廷 7.2 
劉嗣綰 7.5 
劉毓崧 7.7 
劉 詵 5.77 
劉 璉  6.1 
劉 摯  5.15 
劉 璟  6.1 
劉鴻翱 7.6 
劉 鶚 5.77 

閻若璩    7.2 
獨孤及    4.16 
盧文弨    7.3 
盧象昇    6.8 
駱賓王    4.13 
錢大昕    7.5 
錢 侗    7.5 
錢泰吉    7.7 
錢陳群    7.4 
錢陸燦    7.2 
錢 載   7.4 
錢 塘   7.4 
錢維喬    7.5 
錢澄之    7.2 
錢儀吉    7.6 
錢 灃   7.4 
錢謙益    7.2 
穆 修   5.14 
鮑 照   3.51 
 

十 七 畫 

謝枋得    5.26 

謝金鑾    7.4 
謝時臣    6.6 
謝 朓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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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瞻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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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瑄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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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真卿    4.15 
戴祖啟    7.4 
戴 望    7.7 
戴 熙   7.7 
戴 煦    7.7 
戴 震   7.4 
藍鼎元    7.3 
蕭 統   3.53 
蕭 穆   7.8 
薩都剌    5.77 
魏了翁    5.24 
魏 初   5.73 
魏 校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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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有光    6.6 
 

十 九 畫 

二 十 畫 

蘇天爵    5.77 

蘇 武    2.1 
蘇 洵    5.15 
蘇舜元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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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源生    7.7 
蘇 軾    5.16 
蘇 頌    5.16 
蘇 轍    5.16 
嚴可均    7.6 
嚴長明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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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允成    6.7 

顧光旭    7.5 
顧炎武    7.2 
顧嗣立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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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憲成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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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自珍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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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 詡    6.4 
權德輿    4.16 

 
劉 鶚  7.9 
 

十 六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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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澈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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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嗣同    7.8 
譚 獻    7.8 
羅有高    7.4 
羅惇●    6.8 
羅欽順   6.6 
羅澤南    7.7 
羅洪先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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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二　中國作家時代區分表 乙表 按作者名筆劃排列



地質年代表 

 
地質年代表 
 

 

 參 

考 

圖 

表 
 
 
 
 
 
 
 
 
 
 
 
 
 
 
 
 
 
 
 
 
 
 
 
 
 
 
 
 
 
 

 
[1] 來自不同研究機構所訂之地質年代通常會有差異，本表根據恐龍@化石專門店 

（http://www.fossilshk.com/scale.html）所提供之地質年代表編製。該機構之地質年代係參考自國際地層 

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Stratigraphy）。 

[2] 地質年代編排方式通常有二種：正序編排方式（從古及今）、逆序編排方式（從今及古），本表採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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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 Eon 代 Era 紀 Period 世 Eooch 時間（百萬年） 

太古宙 

Archaean 

太古代 

Archaeozoic 

  2,500-4,600 

元古宙 

Precambrian 

元古代 

Proterozoic 

  800-2,500 

震旦紀 Sinian  545-800 

顯生宙 

Phanerozoic 

古生代 

Palaeozoic 

寒武紀 Cambrian  495-545 

奧陶紀 

Ordovician 

 440-495 

志留紀 Silurian 417-440 

泥盆紀 Devonian 354-417 

石碳紀 

Carboniferous 

292-354 

二疊紀 Permian 250-292 

中生代 

Messozoic 

三疊紀 Triassic  205-250 

侏羅紀 Jurassic 142-205 

白堊紀 

Cretaceous 

65.5-142 

新生代 

Cenozoic 

第三紀 

Tertiary 

古新世 

Palaeocene 

55-65.5 

始新世 Eocene 33.7-55 

漸新世 Oligocene 23.8-33.7 

中新世 Miocene 5.3-23.8 

上新世 Pliocene 1.8-5.3 

第四紀 

Quaternary 

更新世 Pliocene 0.01-1.8 

全新世 Holocene Today-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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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索動物

貧節類 

多節類

無節類 

哺乳類

爬行類

兩生類

鳥類 

硬骨魚類

軟骨魚類

原魚類 
無頷類 

海鞘類

腸鰓類

有鬚類

昆蟲類 

毛顎類 無翅類 

倍腳類 

唇腳類 

原氣管類 

羽鰓類 

棘皮動物

苔蘚蟲類

腕足類 

帚蟲類 

蝦蟲類 

星蟲類 

多毛類 

貧毛類 

蛭類 

掘足類 頒足類

瓣腮類

腹足類

雙神經類

有櫛動物

軟 體 動 物

刺 胞 類

水螅蟲類

鉢蟲類 

珊瑚類

多歧腸類

渦 蟲 類

絛蟲類

吸蟲類

棒腸類

異腸類

無腸類
後 生 動 物

Plaula 動物

滴蟲類

鞭毛蟲類 原 生 動 物

節 肢 動 物 Ⅱ 

蜘形類 

劍尾類 

海蜘蛛類

甲殼類

環 形 動 物

吸口蟲類

紐蟲類 

曲蟲類 

線形類 

線蟲類 

鉤蟲類 

Priapulus 類 

動吻類

輪蟲類

腹毛類

海 綿 動 物 

側 生 動 物 

孢子蟲類 

根足蟲類 

623.3  十六國 

623.5  南朝 

 
十六國至五代十國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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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後趙之末，冉閔僭立，國號魏，史家以之附後趙，史稱冉魏；後燕之末，慕容泓僭立，史家以之附後 
燕，史稱西燕。此二國不在十六國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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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號 國號 種族 年歷 開國者 滅於 建都 備考 

623.331 前涼 漢 324-376 [76] 張祚 前秦 姑臧  
623.332 後涼 氐 386-403 [18] 呂光 後秦 姑臧  
623.333 南涼 鮮卑 397-414 [18] 禿髮烏孤 西秦 樂都  
623.334 北涼 匈奴 401-439 [39] 沮渠蒙遜 北魏 張掖  
623.335 西涼 漢 400-420 [21] 李嵩 北涼 初都敦煌

後都酒泉

 

623.337 前趙 匈奴 304-329 [26] 劉淵 後趙 初都平陽

後都長安

 

623.338 後趙 羯 319-351 [33] 石勒 冉魏 初都襄國

後都鄴 
冉魏入此 

623.341 前秦 氐 351-394 [44] 苻堅 西秦 長安  

623.342 後秦 羌 384-417 [34] 姚萇 東晉 長安  

623.343 西秦 鮮卑 385-431 [47] 乞伏國仁 夏 袍罕  
623.344 前燕 鮮卑 337-370 [64] 慕容皝 前秦 初都大棘

後都鄴 
 

623.345 後燕 鮮卑 384-409 [26] 慕容垂 北燕 中山 西燕入此 

623.346 南燕 鮮卑 398-410 [13] 慕容德 東晉 初都滑臺

後都廣固

 

623.347 北燕 漢 409-435 [28] 馮跋 北魏 昌黎  
623.348 夏 匈奴 407-431 [25] 赫連勃勃 北魏 統萬  
623.339 成漢 氐 304-347 [46] 李雄 東晉 成都  

類號 朝代 種族 年歷 開國者 失國者 建都 備考 

623.51 劉宋 漢 420-479 [60] 劉裕 劉準 建康  
623.52 南齊 漢 479-502 [24] 蕭道成 蕭寶融 建康  
623.53 梁 漢 502-557 [56] 蕭衍 蕭方智 建康  
623.54 陳 漢 557-589 [33] 陳霸先 陳叔寶 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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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拓跋珪據盛樂，自立為代王，後都平城，稱帝，國號魏，為北朝之一，故史稱北魏。以有曹魏在前， 
故亦稱後魏。傳至孝文帝遷都洛陽，改拓跋姓為元，故亦稱元魏。北魏孝武帝時高歡擅權，帝西奔依 
宇文泰，泰弒帝另立文帝元寶矩，都長安，史稱西魏。高歡於洛陽另立孝靜帝元善見，史稱東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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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號 國號 據地 年歷 開國者 失國者 建都 備考 

624.81 吳 淮南 886-987 [46] 楊行密 楊溥 江都  
624.82 吳越 兩浙 907-978 [84] 錢鏐 錢俶 杭州  
624.83 閩 福建 873-941 [55] 王潮 王延政 福州  
624.84 楚 湖南 907-951 [56] 馬殷 馬希宗 長沙 書例：三楚新例 
624.85 前蜀 四川 908-925 [35] 王建 王衍 成都  
624.86 南漢 兩廣 916-971 [67] 劉隱 劉鉅 廣州  
624.87 南平 荊南 924-963 [57] 高季興 高繼沖 江陵 又稱荊南 
624.88 後蜀 四川 938-965 [41] 孟知祥 孟昶 成都  
624.89 北漢 山西 950-979 [29] 劉旻 劉繼元 太原  
624.9 南唐 江南 933-979 [39] 李昇 李煜 金陵 書例： 

南唐書入 624.901； 
江南別錄（陳彭年）入 
624.904、江南野史 

（龍哀）入 624.904、 
江南餘載入 624.904 

類號 朝代 種族 年歷 開國者 失國者 建都 備考 

623.61 北魏 鮮卑 386-534 [149] 拓跋珪 孝武帝 盛樂  
623.62 東魏 鮮卑 534-550 [16] 元善見 元善見 洛陽  
623.63 西魏 鮮卑 535-557 [23] 元寶矩 元寶矩 長安  
623.64 北齊 漢 550-577 [28] 高洋 高恒 鄴  
623.65 北周 鮮卑 577-581 [24] 宇文覺 宇文闡 長安  

類號 朝代 種族 年歷 開國者 失國者 建都 備考 

624.3 後梁 漢 907-923 [17] 朱全忠 朱瑱 汴梁 滅於後唐 
624.4 後唐 沙陀 923-936 [14] 李存勗 李從珂 洛陽 滅於後晉 
624.5 後晉 西夷 936-947 [11] 石敬塘 石重貴 汴梁 滅於契丹 
624.6 後漢 沙陀 947-951 [4] 劉知遠 劉承祐 汴梁 滅於後周 
624.7 後周 漢 951-960 [9] 郭威 柴宗訓 汴梁 滅於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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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86 南漢 兩廣 916-971 [67] 劉隱 劉鉅 廣州  
624.87 南平 荊南 924-963 [57] 高季興 高繼沖 江陵 又稱荊南 
624.88 後蜀 四川 938-965 [41] 孟知祥 孟昶 成都  
624.89 北漢 山西 950-979 [29] 劉旻 劉繼元 太原  
624.9 南唐 江南 933-979 [39] 李昇 李煜 金陵 書例： 

南唐書入 624.901； 
江南別錄（陳彭年）入 
624.904、江南野史 

（龍哀）入 624.904、 
江南餘載入 624.904 

類號 朝代 種族 年歷 開國者 失國者 建都 備考 

623.61 北魏 鮮卑 386-534 [149] 拓跋珪 孝武帝 盛樂  
623.62 東魏 鮮卑 534-550 [16] 元善見 元善見 洛陽  
623.63 西魏 鮮卑 535-557 [23] 元寶矩 元寶矩 長安  
623.64 北齊 漢 550-577 [28] 高洋 高恒 鄴  
623.65 北周 鮮卑 577-581 [24] 宇文覺 宇文闡 長安  

類號 朝代 種族 年歷 開國者 失國者 建都 備考 

624.3 後梁 漢 907-923 [17] 朱全忠 朱瑱 汴梁 滅於後唐 
624.4 後唐 沙陀 923-936 [14] 李存勗 李從珂 洛陽 滅於後晉 
624.5 後晉 西夷 936-947 [11] 石敬塘 石重貴 汴梁 滅於契丹 
624.6 後漢 沙陀 947-951 [4] 劉知遠 劉承祐 汴梁 滅於後周 
624.7 後周 漢 951-960 [9] 郭威 柴宗訓 汴梁 滅於宋 

臺灣歷任總督表：1895-1945年 

說明：日本統治臺灣自1895年5月至1945年8月，凡19任總督，歷時50年。其中第1至第7任總督為武官，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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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別 總督 任期 備註 

第 1 任 樺山資紀 1895.05 - 1896.06 武官 
第 2 任 桂 太郎 1896.06 - 1986.10 武官 
第 3 任 乃木希典 1896.10 - 1998.02 武官 
第 4 任 兒玉源太郎 1898.02 - 1906.04 武官 
第 5 任 佐久間佐馬太 1906.04 - 1915.05 武官 
第 6 任 安東貞美 1915.05 - 1918.06 武官 
第 7 任 明石元二郎 1918.06 - 1918.10 武官 
第 8 任 田健治郎 1918.10 - 1923.09 文官 
第 9 任 內田嘉吉 1923.09 - 1924.09 文官 
第 10 任 伊澤多喜男 1924.09 - 1926.07 文官 
第 11 任 上山滿之進 1926.07 - 1928.06 文官 
第 12 任 川村竹治 1928.06 - 1929.07 文官 
第 13 任 石塚英藏 1929.07 - 1931.01 文官 
第 14 任 太田政弘 1931.01 - 1932.03 文官 
第 15 任 南 弘 1932.03 - 1932.05 文官 
第 16 任 中川健藏 1932.05 - 1936.09 文官 
第 17 任 小林躋造 1936.09 - 1940.11 武官 
第 18 任 長谷川清 1940.11 - 1944.12 武官 
第 19 任 安藤利吉 1944.12 - 1945.08 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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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及任別 首 長 任    期 參考類號 

行政長官時期 陳 儀 1945.08.20 – 1947.04.22 733.2912 

省主席時期第 1 任 魏道明 1947.05.16 – 1949.01.05 733.2914 

省主席時期第 2 任 陳 誠 1949.01.05 – 1949.12.21 733.293 

省主席時期第 3 任 吳國楨 1949.12.21 – 1953.04.16 733.293 

省主席時期第 4 任 俞鴻鈞 1953.04.16 – 1954.06.07 733.293 

省主席時期第 5 任 嚴家淦 1954.06..07 – 1957.08.16 733.293 

省主席時期第 6 任 周至柔 1957.08.16 – 1962.12.01 733.293 

省主席時期第 7 任 黃 杰 1962.12.01 – 1969.07.05 733.293 

省主席時期第 8 任 陳大慶 1969.07.05 – 1972.06.06 733.293 

省主席時期第 9 任 謝東閔 1972.06.06 – 1978.05.20 733.293 

省主席時期第 10 任 林洋港 1978.06.12 – 1981.12.05 733.294 

省主席時期第 11 任 李登輝 1981.12.05 – 1984.05.20 733.294 

省主席時期第 12 任 邱創煥 1984.06.09 – 1990.06.16 733.294 

省主席時期第 13 任 連 戰 1990.06.16 – 1993.02.25 733.295 

省主席時期第 14 任 宋楚瑜 1993.03.20 – 1994.12.20 733.295 

民選省長時期 宋楚瑜 1994.12.20 – 1998.12.21 733.295 

精省後省主席時期第 1 任 趙守博 1998.12.21 – 2000.05.20 733.296 

精省後省主席時期第 2 任 張博雅 2000.05.20 – 2002.02.01 733.296 

精省後省主席時期第 3 任 范光群 2002.02.01 – 2004.10.13 733.296 

精省後省主席時期第 4 任 林光華 2004.10.13 – 2006.01.24 733.296 

不再任命省主席 鄭培富秘書長暫代 2006.01.25 以後 733.296 

甲表：依號碼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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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州名。乙表係為方便查檢地名譯名及州號碼而編製，故將英文地名移至第 1 欄，分區號碼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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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ew England & Middle 
Atlantic States 

新英格蘭及中部 
大西洋區 

 

11 Maine 緬因州  
12 New Hampshire 新罕布夏州 新罕普夏州 

新罕普什爾州 
13 Vermont 佛蒙特州  
14 Massachusetts 麻薩諸塞州 麻省 
141 Boston 波士頓  
15 Rhode Islands 羅德島州  
16 Connecticut 康乃狄克州 康州 
17 New York 紐約州  
171 New York City 紐約市  
18 Pennsylvania 賓夕法尼亞州 賓州 

賓夕凡尼亞州 
賓夕維尼亞州 

181 Philadelphia 費城  
19 New Jersy 紐澤西州 新澤西州 
2 South Atlantic States 南部大西洋區  
21 Delaware 德拉瓦州 德拉威州 
22 Maryland 馬里蘭州 馬利蘭州 
221 Baltimore 巴爾的摩爾  
23 District of Columbia 哥倫比亞特區 華盛頓市（Washington）

24 Verginia 維吉尼亞州 佛吉尼亞州 
25 West Virginia 西維吉尼亞州 西佛吉尼亞州 
26 North Carolina 北卡羅萊納州 北卡羅來納州 

北卡羅萊那州 
27 South Carolina 南卡羅萊納州 南卡羅來納州 

南卡羅萊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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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及任別 首 長 任    期 參考類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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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Georgia 喬治亞州  
29 Florida 佛羅里達州 佛州 
3 South Central States 南中央區  
31 Alabama 阿拉巴馬州  
32 Mississipi 密西西比州  
33 Louisiana 路易斯安那州 路易斯安納州 

路易西安納州 
路易西安那州 

34 Texas 德克薩斯州 德州 
36 Oklahoma 奧克拉荷馬州 俄克拉荷馬州 
37 Arkansas 阿肯色州  
38 Tennessee 田納西州  
39 Kentucky 肯塔基州  
4 North Central States 

（Lake States） 
北中央區 述中西區（Mid-West）

者亦入此 
41 Ohio 俄亥俄州  
42 Indiana 印地安那州 印地安納州 
43 Illinois 伊利諾州  
431 Chicago 芝加哥  
44 Michigan 密西根州  
441 Detroit 底特律  
45 Wisconsin 威斯康辛州 威斯康新州 
46 Minnesota 明尼蘇達州  
47 Iowa 愛荷華州 愛阿華州 
48 Missouri 密蘇里州  
5 West-North 西北區  
51 Kansas 堪薩斯州 肯色斯州 
52 Nebraska 內布拉斯加州  
53 South Dakota 南達科他州  
54 North Dakota 北達科他州  
6 Mountains 山岳區  
61 Montana 蒙大拿州 蒙他那州 
62 Idaho 愛達荷州  
63 Wyoming 懷俄明州  
64 Colorado 科羅拉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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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New Mexico 新墨西哥州  
66 Arizona 亞利桑那州 亞里桑納州 
67 Utah 猶他州  
68 Nevada 內華達州  
7 Pacific Coast 太平洋岸區  
71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亞州 加州 
716 San Francisco 舊金山 同：三藩市 
719 Los Angeles 洛杉磯  
77 Oregon 俄勒岡州 奧勒岡州 
78 Washington 華盛頓州  
8 Alaska 阿拉斯加州  
89 Aleutian Is. 阿留申群島  
9 Hawaii 夏威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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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bama 阿拉巴馬州  31 
Alaska 阿拉斯加州  8 
Aleutian Is. 阿留申群島  89 
Arizona 亞利桑那州 亞里桑納州 66 
Arkansas 阿肯色州  37 
Baltimore 巴爾的摩爾  221 
Boston 波士頓  141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亞州 加州 71 
Carolina, North 北卡羅萊納州 北卡羅來納州 

北卡羅萊那州 

26 

Carolina, South 南卡羅萊納州 南卡羅來納州 
南卡羅萊那州 

27 

Chicago 芝加哥  431 
Colorado 科羅拉多州  64 
Connecticut 康乃狄克州 康州 16 
Dakota, North 北達科他州  54 
Dakota, South 南達科他州  53 
Detroit 底特律  441 
Delaware 德拉瓦州 德拉威州 21 
Florida 佛羅里達州 佛州 29 
Georgia 喬治亞州  28 
Hawaii 夏威夷州  9 
Idaho 愛達荷州  62 
Illinois 伊利諾州  43 
Indiana 印地安那州 印地安納州 42 
Iowa 愛荷華州 愛阿華州 47 
Kansas 堪薩斯州 肯色斯州 51 
Kentucky 肯塔基州  39 
Los Angeles 洛杉磯  719 
Louisiana 路易斯安那州 路易斯安納州 

路易西安納州 
路易西安那州 

33 

Maine 緬因州  11 
Maryland 馬里蘭州 馬利蘭州 22 
Massachusetts 麻薩諸塞州 麻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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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igan 密西根州  44 
Minnesota 明尼蘇達州  46 
Mississipi 密西西比州  32 
Missouri 密蘇里州  48 
Montana 蒙大拿州 蒙他那州 61 
Nebraska 內布拉斯加州  52 
New Hampshire 新罕布夏州 新罕普夏州 

新罕普什爾州 
12 

New Jersy 紐澤西州 新澤西州 19 
New Mexico 新墨西哥州  65 
Nevada 內華達州  68 
New York 紐約州  17 
New York City 紐約市  171 
Ohio 俄亥俄州  41 
Oklahoma 奧克拉荷馬州 俄克拉荷馬州 36 
Oregon 俄勒岡州 奧勒岡州 77 
Pennsylvania 賓夕法尼亞州 賓州 

賓夕凡尼亞州 
賓夕維尼亞州 

18 

Philadelphia 費城  181 
Rhode Islands 羅德島州  15 
San Francisco 舊金山 同：三藩市 716 
Tennessee 田納西州  38 
Texas 德克薩斯州 德州 34 
Utah 猶他州  67 
Vermont 佛蒙特州  13 
Verginia 維吉尼亞州 佛吉尼亞州 24 
Virginia, West 西維吉尼亞州 西佛吉尼亞州 25 
Washington 華盛頓州  78 
Wisconsin 威斯康辛州 威斯康新州 45 
Wyoming 懷俄明州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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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bama 阿拉巴馬州  31 
Alaska 阿拉斯加州  8 
Aleutian Is. 阿留申群島  89 
Arizona 亞利桑那州 亞里桑納州 66 
Arkansas 阿肯色州  37 
Baltimore 巴爾的摩爾  221 
Boston 波士頓  141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亞州 加州 71 
Carolina, North 北卡羅萊納州 北卡羅來納州 

北卡羅萊那州 

26 

Carolina, South 南卡羅萊納州 南卡羅來納州 
南卡羅萊那州 

27 

Chicago 芝加哥  431 
Colorado 科羅拉多州  64 
Connecticut 康乃狄克州 康州 16 
Dakota, North 北達科他州  54 
Dakota, South 南達科他州  53 
Detroit 底特律  441 
Delaware 德拉瓦州 德拉威州 21 
Florida 佛羅里達州 佛州 29 
Georgia 喬治亞州  28 
Hawaii 夏威夷州  9 
Idaho 愛達荷州  62 
Illinois 伊利諾州  43 
Indiana 印地安那州 印地安納州 42 
Iowa 愛荷華州 愛阿華州 47 
Kansas 堪薩斯州 肯色斯州 51 
Kentucky 肯塔基州  39 
Los Angeles 洛杉磯  719 
Louisiana 路易斯安那州 路易斯安納州 

路易西安納州 
路易西安那州 

33 

Maine 緬因州  11 
Maryland 馬里蘭州 馬利蘭州 22 
Massachusetts 麻薩諸塞州 麻省 14 

 
美國州名譯名一覽表 
 

 

參 

考 

圖 

表 
 
 
 
 
 
 
 
 
 
 
 
 
 
 
 
 
 
 
 
 
 
 
 
 
 
 
 
 
 
 
 
 
 
 
 
 
 
 
 
 
 
 
 
 
 

799 
 
 
 

Michigan 密西根州  44 
Minnesota 明尼蘇達州  46 
Mississipi 密西西比州  32 
Missouri 密蘇里州  48 
Montana 蒙大拿州 蒙他那州 61 
Nebraska 內布拉斯加州  52 
New Hampshire 新罕布夏州 新罕普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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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夕凡尼亞州 
賓夕維尼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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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四角號碼著者號取碼規則 
 

 

附錄 1 四角號碼著者號取碼規則 
 
 

1.十種基本筆形 
 

四角號碼檢字法根據中文字形的特點，將中文筆形及部件歸納為頭（亠）、橫（一）、 
垂（丨）、點（、）、叉（十）、插（ ）、方（囗）、角（ ）、八（八）、小（小）10 種，依 

次用阿拉伯數字“0, 1, 2, 3, 4, 5, 6, 7, 8, 9”10 個號碼代表之。10 種筆形及部件大致可概括 

為兩類：其一為單筆筆形，橫、直、點 3 種筆形屬之；其二為複筆筆形，其餘 7 種筆形屬 

之。取碼時儘量取複筆，無法以複筆取碼時則改單筆取碼。 
附 

  

錄 
 
 
 
 
 
 
 
 
 
 
 
 
 
 
 

【附註】上表中“0, 4, 5, 6, 7, 8, 9”7 種筆形均由數筆合為一複筆，檢查時遇單筆與複筆 
並列，應儘量取複筆；例如“亠”作“0”不作“3”，“寸”作“4”不作“2”，“厂” 
作“7”不作“2”，“  ”作 8不作“32”，“小”作“9”不作“33”。 
 
 

2.筆畫號碼歌訣 

歌訣是胡適所撰寫，對於 10 種筆形學習有默誦助記作用，對於四角號碼檢字法教學有推廣 

普及之功。茲抄錄如後，提供參考： 
 

一橫二垂三點捺，點下帶橫變零頭；叉四插五方塊六，七角八八小是九。 

 

3.取碼數之規定 

不論個人著者抑或機關團體著者，著者號碼以取足 4 碼為原則。個人著者因姓名制度的不 

同，其取碼方式略有差別。茲為明瞭起見，製表解說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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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 名稱 筆形 例字 說明 

0 頭 亠 言主广疒 獨立之點與獨立之橫相結合 

1 橫 一    天土地江元風 包括橫，刁與右鉤 

2 垂 丨   山月千則 包括直，撇與左鉤 

3 點 宀  冖ㄙ之衣 包括點與捺 

4 叉  草杏皮刈大葑 兩筆相交，包括正交及斜交 

5 插    戈申史 一筆通過兩筆以上 

6 方 囗、口 國鳴日四甲由 四邊齊整之形 

7 角      羽門灰陰雪衣學罕 橫與垂相接之處 

8 八 八    分頁羊余災汆疋午 八字形與其變形 

9 小 小     尖糸粦杲惟 小字形與其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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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團體著者取碼 

機關團體著者其取碼法可仿個人著者。機關團體如有習用簡稱依簡稱取碼，兩個的簡稱， 

每字各取 2 碼；三個字的簡稱，首字取 2 碼，其餘兩字每字各取 1 碼；四個字以上的簡稱，依 

前四字取碼每字各取 1 碼。機關團體如無習用簡稱則依全稱前四字取碼，全稱起始部分如有 

“中華民國”、“臺閩地區”、“臺灣地區”、“臺灣省”、“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有 

限責任”等字樣，取碼時則不計入，從其後的前四字取碼。 
 

5.羅馬字母號碼 

有關西洋著者號碼取碼，四角號碼法另訂有“羅馬字母號碼表”1 種，以為著者取碼之依 

據。茲將羅馬字母號碼表，表列如下： 
 
 
 
 
 

 
6.西洋個人著者 

取碼時西洋著者或機關團體勿需譯成中文，逕依西文原名取碼即可。個人著者取足 4 碼，雙 
名著者姓氏部分依前兩個字母查表取 2 碼，名字部分依雙名之各自前 1 個字母取 1 碼，例如 
Henry, O. B. 的著者號碼為“0401”；單名著者姓氏及名字兩部分，均依前兩個字母查表各 
取 2 碼，例如 Monroe, Paul 的著者號碼為“8010”。 
 

7.西洋團體著者 

西洋機關團體著者取碼，可仿上述西洋個人著者。凡 4 字以上之機關團體名稱，以前 4 個字 
之首字母查表取碼；凡 3 個字以內之機關團體名稱，則準用雙名及單名著者取碼法有關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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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 取碼法 實例 備考 

單姓雙名 姓取2碼／左上角、右上角 

名各取1碼／左上角 

梁／33 

啟超／34 

啟字依楷書取碼，其首筆 

為點（、），故號碼為 3 

單姓單名 姓取2碼／左上角、右上角 

名取2碼／左上角、右上角 

呂／60 

澂／38 

 

複姓單名 姓各取1碼／左上角 

名取2碼／左上角、右上角 

司馬／17 

遷／31 

橫筆如為長筆，取碼時析 

為前後兩筆段取碼 

複姓雙名 姓名各取1碼／左上角 歐陽／77 

競无／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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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四角號碼著者號取碼規則 
 
 

8.取碼標準字體 

取碼字體以楷書為準，勿按宋體字（明體字）取碼。例如“戶”字楷書首筆為“點” 起 
筆，宋體字為“撇”起筆，依“點”取號碼為“3”；“社”字楷書首筆為“點”起筆，宋 
體字為“橫”起筆，依“點”取號碼為“3”。 
 

9.取碼規範工具 

四角號碼檢字法／王雲五編訂，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63 臺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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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依書寫習慣草字頭之筆形，以直筆為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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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首尾五筆著者號取碼規則 
 
 

1.五種基本筆形 

首尾五筆號碼法係根據五筆檢字法原理編製而成。五筆檢字法將中文筆形歸納為“點、 
橫、直、撇、捺”5 種，分別以阿拉伯數字“1, 2, 3, 4, 5”代表之。至於折筆（ ）則依其 
起始筆段筆形，依其形分別攤入“橫、直、撇”3 種筆形。例如“子”字折筆之起始筆段為 
“橫”，故攤入橫筆；“小”字折筆之起始筆段為“直”，故攤入直筆，“女”字折筆之起始 
筆段為“撇”，故攤入撇筆。 
 

 
 
 
 
 
 
 

2.取碼步驟舉隅 

取碼時每一個單字先析出該字首筆和尾筆筆形及其代碼，然後將首尾筆形代碼相加求其和 

數，即得出該字號碼。茲以“中文目錄檢字表”為例，逐字解析號碼如下： 
 
 
 
 
 
 
 
 
 
 

 
 
 

 

3.個人著者取碼 

著者分個人著者和機關團體著者兩種。其中，個人著者之姓名每個字取 1 碼，最多取 3 碼， 
佔 2-3 位；加上著者時代號取 1 碼（佔 1 位），即構成完整的著者號碼（佔 3-4 位）。首尾五筆著 
者號碼之構成要素公式，圖解如下： 
 

首尾五筆著者號碼法 = 著者時代號 + 著者首尾五筆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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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例 首筆 尾筆 和數 備考 

中 直（3） 直（3） 3 + 3 = 6   

文 點（1） 捺（5） 1 + 5 = 6   

目 直（3） 橫（2） 3 + 2 = 5   

錄 撇（4） 捺（5） 4 + 5 = 9   

檢 橫（2） 點（1） 2 + 1 = 3  兩捺筆相重適用減捺原則 

字 點（1） 橫（2） 1 + 2 = 3   

表 橫（2） 捺（5） 2 + 5 = 7   

號碼 名稱 主要筆形 輔助筆形 例字 

1 點   主余小泰河美 

2 橫 一 乙 王司乙飛孫乃勻刁 

3 直 丨      中小民匡匹毛世規 

4 撇     行包女幼力 

5 捺   人大木 

 
附錄1 四角號碼著者號取碼規則 
 
 

4.著者時代號碼 

首尾五筆著者號碼法之著者時代號，係以《中文圖書分類法》附錄“中國時代表”及“西 
洋時代表”所編列之號碼為準，以阿拉伯數字“1-8”代表自古迄今中西各個時代。茲為明 
瞭起見，表解如下： 
 
 

 
 
 
 
5.團體著者取碼 

機關團體著者之取碼法，可仿個人著者。機關團體著者如有習用簡稱依簡稱取號碼，如無 
習用簡稱依全稱前 3 個字取號碼。全稱名稱如冠有“中華民國”、“臺閩地區”、“臺灣地 
區”、“臺灣省”、“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有限責任”等字樣，取碼時不計入，從 
其後的前 3 字取碼。 
 

6.取碼標準字體 

取碼字體以楷書為準，勿按宋體字（明體字）取碼。例如“戶”字楷書首筆作“點”，宋體 
字作“ 撇” ，依“ 點” 取號碼；“ 社” 字楷書首筆作“ 點” ，宋體字作“ 橫” ，依“ 點” 取號 
碼。 
 

7.取碼規範工具 

中文目錄檢字表／中 國圖 書館學 會分 類編目 委員 會重訂 ，臺 北 市：中國圖書館學會， 
1965.10 增訂 3 版  ※以北平圖書館《中文目錄檢字表》為藍本，並參考《經籍纂詁》等字 
書增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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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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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依書寫習慣草字頭之筆形，以直筆為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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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首尾五筆著者號取碼規則 
 
 

1.五種基本筆形 

首尾五筆號碼法係根據五筆檢字法原理編製而成。五筆檢字法將中文筆形歸納為“點、 
橫、直、撇、捺”5 種，分別以阿拉伯數字“1, 2, 3, 4, 5”代表之。至於折筆（ ）則依其 
起始筆段筆形，依其形分別攤入“橫、直、撇”3 種筆形。例如“子”字折筆之起始筆段為 
“橫”，故攤入橫筆；“小”字折筆之起始筆段為“直”，故攤入直筆，“女”字折筆之起始 
筆段為“撇”，故攤入撇筆。 
 

 
 
 
 
 
 
 

2.取碼步驟舉隅 

取碼時每一個單字先析出該字首筆和尾筆筆形及其代碼，然後將首尾筆形代碼相加求其和 

數，即得出該字號碼。茲以“中文目錄檢字表”為例，逐字解析號碼如下： 
 
 
 
 
 
 
 
 
 
 

 
 
 

 

3.個人著者取碼 

著者分個人著者和機關團體著者兩種。其中，個人著者之姓名每個字取 1 碼，最多取 3 碼， 
佔 2-3 位；加上著者時代號取 1 碼（佔 1 位），即構成完整的著者號碼（佔 3-4 位）。首尾五筆著 
者號碼之構成要素公式，圖解如下： 
 

首尾五筆著者號碼法 = 著者時代號 + 著者首尾五筆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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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團體著者取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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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的前 3 字取碼。 
 

6.取碼標準字體 

取碼字體以楷書為準，勿按宋體字（明體字）取碼。例如“戶”字楷書首筆作“點”，宋體 
字作“ 撇” ，依“ 點” 取號碼；“ 社” 字楷書首筆作“ 點” ，宋體字作“ 橫” ，依“ 點” 取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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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取碼規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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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國家圖書館克特號取碼方法 
 
 

1.編製根據 

根據“美國國會圖書館克特號取碼法”編訂，取碼規則略有細微不同。本取碼法主要用於 
電腦程式語言、電腦應用程式、電腦套裝軟體、中文輸入法等。 
 

2.號碼組成 

國家圖書館克特號由 1 位拉丁字母，和若干位阿拉伯數字組成。取碼公式如下： 
 
國家圖書館克特號 = 拉丁字母（1 位，第 1 位）+ 阿拉伯數字（若干位，第 2 位以後） 
 

3.取碼規則 

著者姓氏（或機關團體名稱）取第一個字母，其後之第二個字母則參照表列代號取碼。通 
常每個著者取 1 個字母和 1 位數即可，但必要時，可取 2 位或 3 位以上數字，以取至能區別不 
同名稱為止。 
 

3.1  首字母為母音，次字母為“b, d, l, m, n, p, r, s, t, u, y”，其克特號取碼法如下表： 
 
 
 
 
 
 

 
3.2  首字母為“S”，次字母為“a, ch, e, h, i, m-p, t, u”，其克特號取碼法如下表： 
 
 
 
 
 
 
 
 
 
3 .3 首、次字母為“ Q a ~ Q t ” ， 不論第 3 個字母為何，其克特號逕取為“ 2 -29 ” ， 例如 

“Qadriri”之克特號為“Q2”；首、次字母為“Qu”，第 3 個字母為“a, e, i ,  o, r,  y”，其克 
特號取碼法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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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 e h, i m-p t u 
2 3 4 5 6 7-8 9 

Saint 
S2 

Schaefer
S3 

Seaton 
S4 

Shank S5
Simmons S55

Smith S6
Springer S67 

Steel S7 
Storch S76 
Sturges S8 

Sullivan 
S9 

b d l, m n p r s, t u, y 
2 3 4 5 6 7 8 9 

Abernathy 
A2 

Adams
A3 

Aldrich A4 
Ames A43 

 Appleby
A6 

Archer
A7 

Astor A8 
Atwater A88 

Austin 
A9 

 
附錄1 四角號碼著者號取碼規則 
 
 
 
 
 
 
 
 

 
3.4 首字母為其他字音，次字母為“a, e, i, o, r, u, y”，其克特號取碼法如下表： 
 

附 

  

錄 
 

3.5 為避免克特號取碼重複，必要時依名稱第 3 個字母取碼，茲以“Ca”開頭之名稱為例，製 
表解說如下： 
 
 
 
 
 
 

 
※ 本表假定“Cabot”取克特號為“C3”，有關以“Ca”開頭之名稱，其第 3 個字母克特號之取 

碼如上表所列 
 
 

4.適用範圍 

4.1 本分類法“312 電腦科學”中之電腦程式語言、電腦應用程式、電腦套裝軟體、中文輸入 
法等名稱之取碼。 

4.2 西文文獻使用本分類法分類時，其著者號之取碼。 
4.3 中文文獻之著者，若以羅馬拼音譯寫，亦可使用克特號取著者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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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 i o r y 
3 4 5 6 7 9 
Quabbe 
Q3 

Queener 
Q4 

Quick 
Q5 

Quoist 
Q6 

Qureshi 
Q7 

Quynn 
Q9 

a e i o r u y 
3 4 5 6 7 8 9 
Carter 
C3 

Cecil 
C4 

Cinelli 
C5 

Corbett 
C6 

Croft 
C7 

Cullen 
C8 

Cyprus 
C9 

a-d e-h i-l m n-q r-t u-w x-z 
2 3 4 5 6 7 8 9 
Cadmus 
C32 

Caftrey 
C33 

Callahan 
C34 

Campbell
C35 

Cannon 
C36 

Carter 
C37 

Cavelli 
C38 

Cazalas 
C39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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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首字母為其他字音，次字母為“a, e, i, o, r, u, y”，其克特號取碼法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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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為避免克特號取碼重複，必要時依名稱第 3 個字母取碼，茲以“Ca”開頭之名稱為例，製 
表解說如下： 
 
 
 
 
 
 

 
※ 本表假定“Cabot”取克特號為“C3”，有關以“Ca”開頭之名稱，其第 3 個字母克特號之取 

碼如上表所列 
 
 

4.適用範圍 

4.1 本分類法“312 電腦科學”中之電腦程式語言、電腦應用程式、電腦套裝軟體、中文輸入 
法等名稱之取碼。 

4.2 西文文獻使用本分類法分類時，其著者號之取碼。 
4.3 中文文獻之著者，若以羅馬拼音譯寫，亦可使用克特號取著者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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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中國年號筆畫查檢表 
 

1.依中國歷代帝王年號漢字筆畫排序 

2.著錄項目依序為年號、朝代及帝王名、西元起訖年，朝代及帝王名加註圓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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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畫】 

人慶（西夏•仁宗） 1144-1148 
 

【三畫】 

上元（唐•高宗） 674-675 

上元（唐•肅宗） 760-761 
久視（武周•則天武后） 700 
大中（唐•宣宗） 847-859 
大中祥符（北宋•真宗） 1008-1016 
大安（西夏•惠宗） 1076-1085 
大安（遼•道宗） 1085-1094 
大安（金•衛紹王） 1209-1211 
大同（南北朝梁•武帝） 535-546 
大成（北周•宣帝） 579 
大足（武周•則天武后） 701 
大亨（東晉•安帝） 403 
大定（後梁•宣帝） 555-562 
大定（北周•靜帝） 581 
大定（金•世宗） 1161-1189 
大明（南北朝宋•教武帝） 457-464 
大通（南北朝梁•武帝） 527-529 
大統（西魏•文帝） 535-551 
大象（北周•靜帝） 579-580 
大順（唐•昭宗） 890-891 
大業（隋•煬帝） 605-617 
大德（西夏•崇宗） 1135-1138 
大德（元•成宗） 1297-1307 
大慶（西夏•景宗） 1136-1137 
大慶（西夏•仁宗） 1139-1143 

大曆（唐•代宗） 766-779 
大寶（南漢•劉鋹） 958-971 
大寶（南北朝梁•簡文帝） 550-551 
大觀（北宋•徽宗） 1107-10 
 

【四畫】 

仁壽（隋•文帝） 601-604 

太上（南燕•慕容超） 405-410 
太元（吳•大帝） 251-252 
太元（前涼•張駿） 324-345 
太元（東晉•孝武帝） 376-396 
太平（吳•侯官侯） 256-258 
太平（北燕•馮跋） 409-430 
太平（南北朝梁•敬帝） 556-557 
太平（契丹•聖宗） 1021-1031 
太平興國（北宋•太宗） 976-984 
太平真君（元魏•太武帝） 440-451 
太安（西晉•惠帝） 302-303 
太安（元魏•文成帝） 455-459 
太安（前秦•符丕） 385 
太安（後涼•呂光） 386-388 
太初（前漢•武帝） 前 104-101 
太初（前秦•苻登） 386-393 
太初（南涼•烏孤） 397-399 
太初（西秦•乾歸） 388-406 
太始（前漢•武帝） 前 96-93 
太始（前涼•張玄靚） 355-356 
太和（魏•明帝） 227-233 
太和（後趙•石勒） 328-329 
太和（蜀•李勢） 34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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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東晉•海西公） 366-371 

太和（元魏•孝文帝） 477-499 
太和（唐•文宗）  827-835 
太昌（元魏•孝武帝） 532 
太寧（東晉•明帝）  323-326 
太 寧 （ 後 趙 • 石 世 • 石 遵 ）  349 
太寧（北齊•武成帝） 561 
太建（南北朝陳•宣帝） 569-582 
太康（西晉•武帝）  280-289 
太康（遼•道宗）  1075-1084 
太清（南北朝梁•武帝） 547-549 
太清（前涼•張天錫） 363-376 
太延（元魏•太武帝） 435-439 
太熙（西晉•惠帝）  290 
太極（唐•睿宗）  712 
太興（東晉•元帝）  318-321 
太興（北燕•馮弘）  431-436 
升平（東晉•穆帝）  357-361 
升平（前涼•張玄靚） 362 
中大同（南北朝梁•武帝） 546-547 
中大通（南北朝梁•武帝） 529-543 
中元（後漢•光武帝） 56-57 
中平（後漢•靈帝）  184-189 
中和（唐•僖宗）  881-885 
中統（元•世祖）  1260-1263 
中興（西燕•慕容永） 386-394 
中興（元魏•出帝）  531-532 
中興（南北朝齊•和帝） 501-502 
文德（唐•僖宗）  888 
元平（前漢•昌帝）  前 74 
元光（前漢•武帝）  前 134-129 
元光（金•宣宗）  1222-1223 
元初（後漢•安帝）  114-120 
元和（後漢•章帝）  84-87 
元和（唐•憲宗）  806-820 
元延（前漢•成帝）  前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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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始（前漢•平帝） 1-5 
元封（前漢•武帝） 前 110-105 
元貞（元•成宗） 1295-1297 
元狩（前漢•武帝） 前 122-117 
元祐（北宋•哲宗） 1086-1094 
元朔（前漢•武帝） 前 128-123 
元康（前漢•宣帝） 前 65-62 
元康（西晉•惠帝） 291-299 
元符（北宋•哲宗） 1098-1100 
元鼎（前漢•武帝） 前 116-111 
元統（元•順帝） 1333-1334 
元象（東魏•孝靜帝） 538-539 
元嘉（後漢•桓帝） 151-152 
元嘉（南北朝宋•文帝） 424-453 
元熙（前趙•劉淵） 304-307 
元熙（東晉•恭帝） 419-420 
元鳳（前漢•照帝） 前 80-75 
元德（西夏•崇宗） 1120-1126 
元壽（前漢•哀帝） 前 2-1 
元興（後漢•和帝） 105 
元興（吳•歸命侯） 264-265 
元興（東晉•安帝） 402-404 
元徽（南北朝宋•後廢帝） 473-477 
元璽（前燕•慕容） 352-356 
元豐（北宋•神宗） 1078-1085 
五鳳（前漢•宣帝） 前 57-54 
五鳳（吳•侯官侯） 254-256 
天平（東魏•孝靜帝） 534-537 
天正（南北朝梁•豫章王） 551-552 
天冊（吳•歸命侯） 275-276 
天冊萬歲（武周•則天武后） 695 
天成（南北朝梁•貞陽侯） 555 
天成（後唐•明宗） 926-530 
天安（元魏•獻文帝） 466-467 
天安禮定（西夏•惠宗） 1086 
天和（北周•武帝） 56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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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中國年號筆畫查檢表 
 

1.依中國歷代帝王年號漢字筆畫排序 

2.著錄項目依序為年號、朝代及帝王名、西元起訖年，朝代及帝王名加註圓括號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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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畫】 

人慶（西夏•仁宗） 1144-1148 
 

【三畫】 

上元（唐•高宗） 674-675 

上元（唐•肅宗） 760-761 
久視（武周•則天武后） 700 
大中（唐•宣宗） 847-859 
大中祥符（北宋•真宗） 1008-1016 
大安（西夏•惠宗） 1076-1085 
大安（遼•道宗） 1085-1094 
大安（金•衛紹王） 1209-1211 
大同（南北朝梁•武帝） 535-546 
大成（北周•宣帝） 579 
大足（武周•則天武后） 701 
大亨（東晉•安帝） 403 
大定（後梁•宣帝） 555-562 
大定（北周•靜帝） 581 
大定（金•世宗） 1161-1189 
大明（南北朝宋•教武帝） 457-464 
大通（南北朝梁•武帝） 527-529 
大統（西魏•文帝） 535-551 
大象（北周•靜帝） 579-580 
大順（唐•昭宗） 890-891 
大業（隋•煬帝） 605-617 
大德（西夏•崇宗） 1135-1138 
大德（元•成宗） 1297-1307 
大慶（西夏•景宗） 1136-1137 
大慶（西夏•仁宗） 1139-1143 

大曆（唐•代宗） 766-779 
大寶（南漢•劉鋹） 958-971 
大寶（南北朝梁•簡文帝） 550-551 
大觀（北宋•徽宗） 1107-10 
 

【四畫】 

仁壽（隋•文帝） 601-604 

太上（南燕•慕容超） 405-410 
太元（吳•大帝） 251-252 
太元（前涼•張駿） 324-345 
太元（東晉•孝武帝） 376-396 
太平（吳•侯官侯） 256-258 
太平（北燕•馮跋） 409-430 
太平（南北朝梁•敬帝） 556-557 
太平（契丹•聖宗） 1021-1031 
太平興國（北宋•太宗） 976-984 
太平真君（元魏•太武帝） 440-451 
太安（西晉•惠帝） 302-303 
太安（元魏•文成帝） 455-459 
太安（前秦•符丕） 385 
太安（後涼•呂光） 386-388 
太初（前漢•武帝） 前 104-101 
太初（前秦•苻登） 386-393 
太初（南涼•烏孤） 397-399 
太初（西秦•乾歸） 388-406 
太始（前漢•武帝） 前 96-93 
太始（前涼•張玄靚） 355-356 
太和（魏•明帝） 227-233 
太和（後趙•石勒） 328-329 
太和（蜀•李勢） 34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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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東晉•海西公） 366-371 

太和（元魏•孝文帝） 477-499 
太和（唐•文宗）  827-835 
太昌（元魏•孝武帝） 532 
太寧（東晉•明帝）  323-326 
太 寧 （ 後 趙 • 石 世 • 石 遵 ）  349 
太寧（北齊•武成帝） 561 
太建（南北朝陳•宣帝） 569-582 
太康（西晉•武帝）  280-289 
太康（遼•道宗）  1075-1084 
太清（南北朝梁•武帝） 547-549 
太清（前涼•張天錫） 363-376 
太延（元魏•太武帝） 435-439 
太熙（西晉•惠帝）  290 
太極（唐•睿宗）  712 
太興（東晉•元帝）  318-321 
太興（北燕•馮弘）  431-436 
升平（東晉•穆帝）  357-361 
升平（前涼•張玄靚） 362 
中大同（南北朝梁•武帝） 546-547 
中大通（南北朝梁•武帝） 529-543 
中元（後漢•光武帝） 56-57 
中平（後漢•靈帝）  184-189 
中和（唐•僖宗）  881-885 
中統（元•世祖）  1260-1263 
中興（西燕•慕容永） 386-394 
中興（元魏•出帝）  531-532 
中興（南北朝齊•和帝） 501-502 
文德（唐•僖宗）  888 
元平（前漢•昌帝）  前 74 
元光（前漢•武帝）  前 134-129 
元光（金•宣宗）  1222-1223 
元初（後漢•安帝）  114-120 
元和（後漢•章帝）  84-87 
元和（唐•憲宗）  806-820 
元延（前漢•成帝）  前 12-9 

附錄4 中國年號筆畫查檢表 
 
 

元始（前漢•平帝） 1-5 
元封（前漢•武帝） 前 110-105 
元貞（元•成宗） 1295-1297 
元狩（前漢•武帝） 前 122-117 
元祐（北宋•哲宗） 1086-1094 
元朔（前漢•武帝） 前 128-123 
元康（前漢•宣帝） 前 65-62 
元康（西晉•惠帝） 291-299 
元符（北宋•哲宗） 1098-1100 
元鼎（前漢•武帝） 前 116-111 
元統（元•順帝） 1333-1334 
元象（東魏•孝靜帝） 538-539 
元嘉（後漢•桓帝） 151-152 
元嘉（南北朝宋•文帝） 424-453 
元熙（前趙•劉淵） 304-307 
元熙（東晉•恭帝） 419-420 
元鳳（前漢•照帝） 前 80-75 
元德（西夏•崇宗） 1120-1126 
元壽（前漢•哀帝） 前 2-1 
元興（後漢•和帝） 105 
元興（吳•歸命侯） 264-265 
元興（東晉•安帝） 402-404 
元徽（南北朝宋•後廢帝） 473-477 
元璽（前燕•慕容） 352-356 
元豐（北宋•神宗） 1078-1085 
五鳳（前漢•宣帝） 前 57-54 
五鳳（吳•侯官侯） 254-256 
天平（東魏•孝靜帝） 534-537 
天正（南北朝梁•豫章王） 551-552 
天冊（吳•歸命侯） 275-276 
天冊萬歲（武周•則天武后） 695 
天成（南北朝梁•貞陽侯） 555 
天成（後唐•明宗） 926-530 
天安（元魏•獻文帝） 466-467 
天安禮定（西夏•惠宗） 1086 
天和（北周•武帝） 56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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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清•太祖） 1616-1626 
天紀（吳•歸命侯） 277-280 
天保（北齊•文宣帝） 550-559 
天保（後梁•明帝） 562-585 
天祐（唐•哀帝） 904-907 
天祐垂聖（西夏•毅宗） 1050-1052 
天祐民安（西夏•崇宗） 1090-1098 
天授（武周•則天武后） 690-692 
天授禮法延祚（西夏•景宗） 1038-1048 
天啟（明•熹宗） 1621-1627 
天盛（西夏•仁宗） 1149-1170 
天眷（金•熙宗） 1138-1140 
天康（南北朝陳•廢帝臨海王） 566 
天復（唐•昭宗） 901-904 
天統（北齊•後主溫公） 565-569 
天順（明•英宗） 1457-1464 
天聖（北宋•仁宗） 1023-1032 
天會（金•太宗熙宗） 1123-1133 
天鳳（新•王莽） 14-19 
天福（後晉•高祖） 936-944 
天福（五代後漢•高祖） 947 
天祿（遼•世宗）       947-951 
天漢（前漢•武帝）     前 100-97 
天嘉（南北朝陳•文帝）   560-566 
天輔（金•太祖）      1117-1122 
天德（五代閩（大殷）•延政） 943 
天德（金•海陵王）     1149-1153 
天儀治平（西夏•崇宗） 1087 
天賜（元魏•道武帝）     404-408 
天賜禮盛國慶（西夏•惠宗） 1071-1075 
天監（南北朝梁•武帝）  502-519 
天慶（遼•天祚帝）    1111-1120 
天慶（西夏•桓宗）     1194-1205 
天興（北魏•道武帝）     398-403 
天興（金•哀宗）      1232-1234 
天曆（元•文宗）       1329-1332 

 
 

天聰（清•太宗） 1627-1636 

天禧（北宋•真宗） 1017-1021 
天禧（西遼•末主） 1168-1211 
天璽（吳•歸命侯） 276 
天璽（北涼•段業） 399-400 
天贊（契丹•太祖） 922-926 
天寶（唐•玄宗） 742-756 
天顯（契丹•太宗） 926-938 
 

【五畫】 

正元（魏•高貴卿公）  254-256 

正光（南北朝梁•武帝） 520-525 
正始（魏•齊王） 240-249 
正始（後燕•高雲） 407-409 
正大（金•哀宗） 1224-1231 
正平（元魏•太武帝） 451-452 
正始（元魏•宣武帝） 504-508 
正隆（金•海凌王） 1156-1161 
正統（明•英宗）  1436-1449 
正德（西夏•崇宗）  1127-1134 
正德（明•武宗）    1506-1521 
玄始（北涼•蒙遜）    412-423 
弘光（明•福王）    1645 
弘始（後秦•姚興）    399-415 
弘治（明•孝宗）     1488-1505 
弘昌（南涼• 檀）   402-407 
弘道（唐•高宗）      683-684 
本始（前漢•宣帝）     前 73-70 
本初（後漢•質帝）      146 
白雀（後秦•姚萇）    384-385 
甘露（前漢•宣帝）    前 53-50 
甘露（魏•高貴卿公）    256-259 
甘露（吳•歸命侯）     265-266 
甘露（前秦•苻堅）     359-364 
永元（後漢•和帝）     89-105 
永元（前涼•張茂）    32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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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元（南北朝齊•東昏侯） 499-501 

永弘（西秦•慕末）  428-431 
永平（後漢•明帝）  58-75 
永平（西晉•惠帝）  291 
永平（元魏•宣武帝） 508-512 
永安（吳•景帝）  258-264 
永安（西晉•惠帝）  304 
永安（北涼•蒙遜）  401-411 
永安（元魏•孝莊帝） 528-530 
永安（西夏•崇宗）  1099-1101 
永光（前漢•元帝）  前 43-39 
永光（南北朝宋•前廢帝） 465 
永初（南北朝宋•武帝） 420-422 
永初（後漢•安帝）  107-113 
永和（後漢•順帝）  136-141 
永和（東晉•穆帝）  345-356 
永和（後秦•姚泓）  416-417 
永和（北涼•牧犍）  433-439 
永始（前漢•成帝）  前 16-13 
永昌（東晉•元帝）  322-323 
永昌（武周•則天武后） 689-690 
永定（南北朝陳•武帝） 557-559 
永貞（唐•順宗）  805 
永建（後漢•順帝）  126-132 
永建（西涼•李恂）  420-421 
永泰（南北朝齊•明帝） 498 
永泰（唐•代宗）  765-766 
永淳（唐•高宗）  682-683 
永康（後漢•桓帝）  167 
永康（西晉•惠帝）  300-301 
永康（後燕•慕容寶） 396-397 
永康（西秦•熾磐）  412-419 
永寧（後漢•安帝）  120-121 
永寧（西晉•惠帝）  301-302 
永寧（後趙•石秪）  350 
永熙（西晉•惠帝）  290 

附錄4 中國年號筆畫查檢表 
 
 

永熙（元魏•孝武帝）   532-534 
永嘉（後漢•沖帝）    145 
永嘉（西晉•懷帝）    307-313 
永漢（後漢•獻帝）    189 
永壽（後漢•桓帝）    155-158 

永樂（明•成祖）       1402-1424 
永興（後漢•桓帝）     153-154 
永興（西晉•惠帝）     304-306 
永興（後趙•冉閔）     350-352 
永興（前秦•苻堅）      357-358 
永興（元魏•明元帝）    409-413 
永興（元魏•孝武帝）    532 
永徽（唐•高宗）      650-655 

【六畫】 

光大（南北朝陳•廢帝臨海王） 567-568 

光化（唐•昭宗）      898-901 
光宅（武周•則天武后）   684 
光初（前趙•劉曜）    318-329 
光定（西夏•神宗）    1211-1222 
光和（後漢•靈帝）     178-184 
光始（後燕•慕容熙）    401-406 
光啟（唐•僖宗）       885-888 
光緒（清•德宗）      1875-1908 
光熹（後漢•少帝）      189 
光興（前趙•劉聰）    310 
光熙（西晉•惠帝）     306 
光壽（前燕•慕容）     357-359 
至大（元•武宗）     1308-1311 
至元（元•世祖）     1264-1294 
至元（元•順帝）      1335-1340 
至正（元•順帝）       1341-1367 
至和（北宋•仁宗）   1054-1056 
至治（元•英宗）       1321-1323 
至順（元•文宗）      1330-1333 
至道（北宋•太宗）      995-998 
至寧（金•衛紹王）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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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清•太祖） 1616-1626 
天紀（吳•歸命侯） 277-280 
天保（北齊•文宣帝） 550-559 
天保（後梁•明帝） 562-585 
天祐（唐•哀帝） 904-907 
天祐垂聖（西夏•毅宗） 1050-1052 
天祐民安（西夏•崇宗） 1090-1098 
天授（武周•則天武后） 690-692 
天授禮法延祚（西夏•景宗） 1038-1048 
天啟（明•熹宗） 1621-1627 
天盛（西夏•仁宗） 1149-1170 
天眷（金•熙宗） 1138-1140 
天康（南北朝陳•廢帝臨海王） 566 
天復（唐•昭宗） 901-904 
天統（北齊•後主溫公） 565-569 
天順（明•英宗） 1457-1464 
天聖（北宋•仁宗） 1023-1032 
天會（金•太宗熙宗） 1123-1133 
天鳳（新•王莽） 14-19 
天福（後晉•高祖） 936-944 
天福（五代後漢•高祖） 947 
天祿（遼•世宗）       947-951 
天漢（前漢•武帝）     前 100-97 
天嘉（南北朝陳•文帝）   560-566 
天輔（金•太祖）      1117-1122 
天德（五代閩（大殷）•延政） 943 
天德（金•海陵王）     1149-1153 
天儀治平（西夏•崇宗） 1087 
天賜（元魏•道武帝）     404-408 
天賜禮盛國慶（西夏•惠宗） 1071-1075 
天監（南北朝梁•武帝）  502-519 
天慶（遼•天祚帝）    1111-1120 
天慶（西夏•桓宗）     1194-1205 
天興（北魏•道武帝）     398-403 
天興（金•哀宗）      1232-1234 
天曆（元•文宗）       1329-1332 

 
 

天聰（清•太宗） 1627-1636 

天禧（北宋•真宗） 1017-1021 
天禧（西遼•末主） 1168-1211 
天璽（吳•歸命侯） 276 
天璽（北涼•段業） 399-400 
天贊（契丹•太祖） 922-926 
天寶（唐•玄宗） 742-756 
天顯（契丹•太宗） 926-938 
 

【五畫】 

正元（魏•高貴卿公）  254-256 

正光（南北朝梁•武帝） 520-525 
正始（魏•齊王） 240-249 
正始（後燕•高雲） 407-409 
正大（金•哀宗） 1224-1231 
正平（元魏•太武帝） 451-452 
正始（元魏•宣武帝） 504-508 
正隆（金•海凌王） 1156-1161 
正統（明•英宗）  1436-1449 
正德（西夏•崇宗）  1127-1134 
正德（明•武宗）    1506-1521 
玄始（北涼•蒙遜）    412-423 
弘光（明•福王）    1645 
弘始（後秦•姚興）    399-415 
弘治（明•孝宗）     1488-1505 
弘昌（南涼• 檀）   402-407 
弘道（唐•高宗）      683-684 
本始（前漢•宣帝）     前 73-70 
本初（後漢•質帝）      146 
白雀（後秦•姚萇）    384-385 
甘露（前漢•宣帝）    前 53-50 
甘露（魏•高貴卿公）    256-259 
甘露（吳•歸命侯）     265-266 
甘露（前秦•苻堅）     359-364 
永元（後漢•和帝）     89-105 
永元（前涼•張茂）    32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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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元（南北朝齊•東昏侯） 499-501 

永弘（西秦•慕末）  428-431 
永平（後漢•明帝）  58-75 
永平（西晉•惠帝）  291 
永平（元魏•宣武帝） 508-512 
永安（吳•景帝）  258-264 
永安（西晉•惠帝）  304 
永安（北涼•蒙遜）  401-411 
永安（元魏•孝莊帝） 528-530 
永安（西夏•崇宗）  1099-1101 
永光（前漢•元帝）  前 43-39 
永光（南北朝宋•前廢帝） 465 
永初（南北朝宋•武帝） 420-422 
永初（後漢•安帝）  107-113 
永和（後漢•順帝）  136-141 
永和（東晉•穆帝）  345-356 
永和（後秦•姚泓）  416-417 
永和（北涼•牧犍）  433-439 
永始（前漢•成帝）  前 16-13 
永昌（東晉•元帝）  322-323 
永昌（武周•則天武后） 689-690 
永定（南北朝陳•武帝） 557-559 
永貞（唐•順宗）  805 
永建（後漢•順帝）  126-132 
永建（西涼•李恂）  420-421 
永泰（南北朝齊•明帝） 498 
永泰（唐•代宗）  765-766 
永淳（唐•高宗）  682-683 
永康（後漢•桓帝）  167 
永康（西晉•惠帝）  300-301 
永康（後燕•慕容寶） 396-397 
永康（西秦•熾磐）  412-419 
永寧（後漢•安帝）  120-121 
永寧（西晉•惠帝）  301-302 
永寧（後趙•石秪）  350 
永熙（西晉•惠帝）  290 

附錄4 中國年號筆畫查檢表 
 
 

永熙（元魏•孝武帝）   532-534 
永嘉（後漢•沖帝）    145 
永嘉（西晉•懷帝）    307-313 
永漢（後漢•獻帝）    189 
永壽（後漢•桓帝）    155-158 

永樂（明•成祖）       1402-1424 
永興（後漢•桓帝）     153-154 
永興（西晉•惠帝）     304-306 
永興（後趙•冉閔）     350-352 
永興（前秦•苻堅）      357-358 
永興（元魏•明元帝）    409-413 
永興（元魏•孝武帝）    532 
永徽（唐•高宗）      650-655 

【六畫】 

光大（南北朝陳•廢帝臨海王） 567-568 

光化（唐•昭宗）      898-901 
光宅（武周•則天武后）   684 
光初（前趙•劉曜）    318-329 
光定（西夏•神宗）    1211-1222 
光和（後漢•靈帝）     178-184 
光始（後燕•慕容熙）    401-406 
光啟（唐•僖宗）       885-888 
光緒（清•德宗）      1875-1908 
光熹（後漢•少帝）      189 
光興（前趙•劉聰）    310 
光熙（西晉•惠帝）     306 
光壽（前燕•慕容）     357-359 
至大（元•武宗）     1308-1311 
至元（元•世祖）     1264-1294 
至元（元•順帝）      1335-1340 
至正（元•順帝）       1341-1367 
至和（北宋•仁宗）   1054-1056 
至治（元•英宗）       1321-1323 
至順（元•文宗）      1330-1333 
至道（北宋•太宗）      995-998 
至寧（金•衛紹王）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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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德（南北朝陳•後主）  583-587 
至德（唐•肅宗）     756-758 
成化（明•憲宗）       1465-1487 
地皇（新•王莽）      20-23 
地節（前漢•宣帝）     前 69-66 
同光（後唐•莊宗）     923-926 
同治（清•穆宗）       1862-1874 
如意（武周•則天武后）   692 
先天（唐•玄宗）            712-713 
收國（金•太祖）            1115-1116 
 

【七畫】 

更始（前漢•淮陽王）   23-25 

更始（西燕•慕容沖）    385 
更始（西秦•乾歸）     409-411 
孝昌（元魏•孝明帝）    525-527 
孝建（南北朝宋•孝武帝）  454-456 
延平（後漢•殤帝）    106 
延光（後漢•安帝）    122-125 
延初（前秦•苻崇）    394 
延昌（元魏•宣武帝）   512-515 
延和（元魏•太武帝）     432-434 
延和（唐•睿宗）      712 
延祐（元•仁宗）      1314-1320 
延康（後漢•獻帝）    220 
延興（元魏•孝文帝）     471-476 
延興（南北朝齊•海陵王） 494 
延嗣寧國（西夏•毅宗）  1049 
延熙（蜀•後帝）      238-257 
延熙（後趙•石弘、石虎） 333-334 
延熹（後漢•桓帝）   158-167 
延慶（西遼•德宗）      1124-1126 
延載（武周•則天武后）   694 
初元（前漢•元帝）      前 48-44 
初平（後漢•獻帝）      190-193 
初始（新•王莽）       8 

 
 

赤烏（吳•大帝）     238-251 
 

【八畫】 

承平（元魏•南安王）  452 

承光（夏•赫連昌）    425-427 
承光（北齊•幼主高恆）  577 
承明（元魏•孝文帝）    476 
承安（金•章宗）       1196-1200 
承玄（北涼•蒙遜）   428-430 
承聖（南北朝梁•元帝）   552-555 
昇明（南北朝宋•順帝）   477-479 
始元（前漢•昭帝）     前 86-81 
始光（元魏•太武帝）    424-427 
始建國（新•王莽）      9-13 
河平（前漢•成帝）     前 28-25 
河清（北齊•武成帝）     562-565 
河瑞（前趙•劉淵）      309 
炎興（蜀•後帝）       263-265 
明昌（金•章宗）    1190-1196 
明道（北宋•仁宗）    1032-1033 
治平（北宋•英宗）     1064-1067 
長安（武周•則天武后）   701-705 
長慶（唐•穆宗）      921-924 
長興（後唐•明宗）     930-933 
長壽（武周•則天武后）  692-694 
長樂（後燕•慕容盛）  399-400 
和平（後漢•桓帝）    150 
和平（前涼•張祚）     354 
和平（元魏•文成帝）   460-465 
武平（北齊•後主溫公）   570-576 
武成（北周•孝明帝）   559-560 
武泰（元魏•孝莊宗）   528 
武定（東魏•孝靜帝）    543-550 
武德（唐•高祖）      618-626 
昌武（夏•勃勃）     418 
征和（前漢•武帝）    前 92-89 

 

 
812 

 
 
 

垂拱（武周•則天武后） 685-688 

青龍（魏•明帝）  233-237 
青龍（後趙•石鑒）  349 

【九畫】 
洪武（明•太祖）  1368-1398 
洪熙（明•仁宗）  1425 
宣和（北宋•徽宗）  1119-1125 
宣政（北周•宣帝）  578 
宣統（清•宣統帝）  1909-1911 
宣德（明•宣宗）  1426-1435 
保大（遼•天祚帝）  121-1125 
保定（北周•武帝）  561-565 
保寧（遼•景宗）  969-979 
建文（明•惠帝）  1399-1402 
建元（前漢•武帝）  前 140-135 
建元（前趙•劉聰）  315 
建元（東晉•康帝）  343-344 
建元（前涼•張玄靚） 357-361 
建元（前秦•苻堅）  365-384 
建元（南北朝齊•高帝） 479-482 
建中（唐•德宗）  780-783 
建中靖國（北宋•徽宗） 1101 
建平（前漢•哀帝）  前 6-3 
建平（後趙•石勒）  330-332 
建平（後燕•慕容寶） 398 
建平（南燕•慕寄德） 400-404 
建安（後漢•獻帝）  196-220 
建弘（西秦•熾磐）  420-427 
建光（後漢•安帝）  121-122 
建初（後漢•章帝）  76-84 
建初（蜀•李特）  302-303 
建初（後秦•姚萇）  386-393 
建初（西涼•李暠）  405-416 
建明（元魏•敬帝）  530-531 
建和（後漢•桓帝）  147-149 
建和（南涼•利鹿孤） 400-401 

附錄4 中國年號筆畫查檢表 
 
 

建武（後漢•光武帝）    25-26 
建武（西晉•惠帝）    304 
建武（東晉•元帝）     317 
建武（後趙•石虎）     335-348 
建武（南北朝齊•明帝）   494-497 
建始（前漢•成帝）      前 32-29 
建始（後燕•高雲）     407 
建炎（南宋•高宗）     1127-1130 
建昭（前漢•元帝）     前 38-34 
建康（後漢•順帝）      144 
建隆（北宋•太祖）     960-963 
建義（西秦•國仁）    385-387 
建義（元魏•孝莊帝）   528 
建熙（前燕•慕容暐）    360-370 
建寧（後漢•靈帝）    168-172 
建德（北周•武帝）   572-578 
建興（蜀•後帝）      223-237 
建興（吳•侯官侯）    252-253 
建興（蜀•李雄）       304-305 
建興（西晉•張軌、張寔）  313-316 
建興（西晉•愍帝）    313-319 
建興（後燕•慕容垂）    386-395 
建衡（吳•歸命侯）     269-271 
貞元（唐•德宗）       785-805 
貞元（金•海陵王）     1153-1155 
貞明（後梁•末帝）     915-921 
貞祐（金•宣宗）     1213-1217 
貞觀（唐•太宗）      627-649 
貞觀（西夏•崇宗）     1102-1114 
皇初（後秦•姚興）     394-398 
皇始（前秦•苻健）      351-354 
皇始（元魏•道武帝）    396-397 
皇祐（北宋•仁宗）     1049-1054 
皇泰（隋•恭帝）      618 
皇統（金•熙宗）        1141-1149 
皇建（北齊•孝昭帝）     56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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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德（南北朝陳•後主）  583-587 
至德（唐•肅宗）     756-758 
成化（明•憲宗）       1465-1487 
地皇（新•王莽）      20-23 
地節（前漢•宣帝）     前 69-66 
同光（後唐•莊宗）     923-926 
同治（清•穆宗）       1862-1874 
如意（武周•則天武后）   692 
先天（唐•玄宗）            712-713 
收國（金•太祖）            1115-1116 
 

【七畫】 

更始（前漢•淮陽王）   23-25 

更始（西燕•慕容沖）    385 
更始（西秦•乾歸）     409-411 
孝昌（元魏•孝明帝）    525-527 
孝建（南北朝宋•孝武帝）  454-456 
延平（後漢•殤帝）    106 
延光（後漢•安帝）    122-125 
延初（前秦•苻崇）    394 
延昌（元魏•宣武帝）   512-515 
延和（元魏•太武帝）     432-434 
延和（唐•睿宗）      712 
延祐（元•仁宗）      1314-1320 
延康（後漢•獻帝）    220 
延興（元魏•孝文帝）     471-476 
延興（南北朝齊•海陵王） 494 
延嗣寧國（西夏•毅宗）  1049 
延熙（蜀•後帝）      238-257 
延熙（後趙•石弘、石虎） 333-334 
延熹（後漢•桓帝）   158-167 
延慶（西遼•德宗）      1124-1126 
延載（武周•則天武后）   694 
初元（前漢•元帝）      前 48-44 
初平（後漢•獻帝）      190-193 
初始（新•王莽）       8 

 
 

赤烏（吳•大帝）     238-251 
 

【八畫】 

承平（元魏•南安王）  452 

承光（夏•赫連昌）    425-427 
承光（北齊•幼主高恆）  577 
承明（元魏•孝文帝）    476 
承安（金•章宗）       1196-1200 
承玄（北涼•蒙遜）   428-430 
承聖（南北朝梁•元帝）   552-555 
昇明（南北朝宋•順帝）   477-479 
始元（前漢•昭帝）     前 86-81 
始光（元魏•太武帝）    424-427 
始建國（新•王莽）      9-13 
河平（前漢•成帝）     前 28-25 
河清（北齊•武成帝）     562-565 
河瑞（前趙•劉淵）      309 
炎興（蜀•後帝）       263-265 
明昌（金•章宗）    1190-1196 
明道（北宋•仁宗）    1032-1033 
治平（北宋•英宗）     1064-1067 
長安（武周•則天武后）   701-705 
長慶（唐•穆宗）      921-924 
長興（後唐•明宗）     930-933 
長壽（武周•則天武后）  692-694 
長樂（後燕•慕容盛）  399-400 
和平（後漢•桓帝）    150 
和平（前涼•張祚）     354 
和平（元魏•文成帝）   460-465 
武平（北齊•後主溫公）   570-576 
武成（北周•孝明帝）   559-560 
武泰（元魏•孝莊宗）   528 
武定（東魏•孝靜帝）    543-550 
武德（唐•高祖）      618-626 
昌武（夏•勃勃）     418 
征和（前漢•武帝）    前 92-89 

 

 
812 

 
 
 

垂拱（武周•則天武后） 685-688 

青龍（魏•明帝）  233-237 
青龍（後趙•石鑒）  349 

【九畫】 
洪武（明•太祖）  1368-1398 
洪熙（明•仁宗）  1425 
宣和（北宋•徽宗）  1119-1125 
宣政（北周•宣帝）  578 
宣統（清•宣統帝）  1909-1911 
宣德（明•宣宗）  1426-1435 
保大（遼•天祚帝）  121-1125 
保定（北周•武帝）  561-565 
保寧（遼•景宗）  969-979 
建文（明•惠帝）  1399-1402 
建元（前漢•武帝）  前 140-135 
建元（前趙•劉聰）  315 
建元（東晉•康帝）  343-344 
建元（前涼•張玄靚） 357-361 
建元（前秦•苻堅）  365-384 
建元（南北朝齊•高帝） 479-482 
建中（唐•德宗）  780-783 
建中靖國（北宋•徽宗） 1101 
建平（前漢•哀帝）  前 6-3 
建平（後趙•石勒）  330-332 
建平（後燕•慕容寶） 398 
建平（南燕•慕寄德） 400-404 
建安（後漢•獻帝）  196-220 
建弘（西秦•熾磐）  420-427 
建光（後漢•安帝）  121-122 
建初（後漢•章帝）  76-84 
建初（蜀•李特）  302-303 
建初（後秦•姚萇）  386-393 
建初（西涼•李暠）  405-416 
建明（元魏•敬帝）  530-531 
建和（後漢•桓帝）  147-149 
建和（南涼•利鹿孤） 400-401 

附錄4 中國年號筆畫查檢表 
 
 

建武（後漢•光武帝）    25-26 
建武（西晉•惠帝）    304 
建武（東晉•元帝）     317 
建武（後趙•石虎）     335-348 
建武（南北朝齊•明帝）   494-497 
建始（前漢•成帝）      前 32-29 
建始（後燕•高雲）     407 
建炎（南宋•高宗）     1127-1130 
建昭（前漢•元帝）     前 38-34 
建康（後漢•順帝）      144 
建隆（北宋•太祖）     960-963 
建義（西秦•國仁）    385-387 
建義（元魏•孝莊帝）   528 
建熙（前燕•慕容暐）    360-370 
建寧（後漢•靈帝）    168-172 
建德（北周•武帝）   572-578 
建興（蜀•後帝）      223-237 
建興（吳•侯官侯）    252-253 
建興（蜀•李雄）       304-305 
建興（西晉•張軌、張寔）  313-316 
建興（西晉•愍帝）    313-319 
建興（後燕•慕容垂）    386-395 
建衡（吳•歸命侯）     269-271 
貞元（唐•德宗）       785-805 
貞元（金•海陵王）     1153-1155 
貞明（後梁•末帝）     915-921 
貞祐（金•宣宗）     1213-1217 
貞觀（唐•太宗）      627-649 
貞觀（西夏•崇宗）     1102-1114 
皇初（後秦•姚興）     394-398 
皇始（前秦•苻健）      351-354 
皇始（元魏•道武帝）    396-397 
皇祐（北宋•仁宗）     1049-1054 
皇泰（隋•恭帝）      618 
皇統（金•熙宗）        1141-1149 
皇建（北齊•孝昭帝）     56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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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建（西夏•襄宗）      1210 
皇興（元魏•獻文帝）     467-471 
皇慶（元•仁宗）        1312-1313 
重和（北宋•徽宗）      1118-1119 
重熙（契丹•興宗）      1032-1055 
政和（北宋•徽宗）     1111-1118 
咸平（北宋•真宗）   998-1003 
咸安（東晉•簡文帝）    371-372 
咸和（東晉•成帝）     326-334 
咸享（唐•高宗）       670-674 
咸清（西遼•感天后）   1136-1141 
咸康（東晉•成帝）   335-342 
咸淳（南宋•度宗）     1265-1274 
咸通（唐•懿宗）       860-874 
咸雍（遼•道宗）      1065-1074 
咸寧（西晉•武帝）     275-280 
咸寧（後涼•呂纂）    398-399 
咸熙（魏•元帝）      264-265 
咸豐（清•文宗）    1851-1861 
 

【十畫】 

晏平（蜀•李雄）     306-310 

秦始（西晉•武帝）   265-274 
秦始（南北朝宋•明帝） 465-471 
秦和（金•章宗）      1201-1208 
秦昌（明•光宗）     1620 
秦定（元•晉宗）       1324-1328 
秦常（元魏•明元帝）     416-423 
秦豫（南北朝宋•明帝）  472 
致和（元•晉宗）       1328 
後元（前漢•武帝）     前 88-87 
神功（武周•則天武后）  697 
神冊（契丹•太祖）     916-921 
神瑞（元魏•明元帝）   414-415 
神鼎（後涼•呂隆）      401-403 
神鳳（吳•侯官侯）    252 

 
 

神璽（北涼•段業）   397-398 

神龍（唐•中宗）      705-707 
神爵（前漢•宣帝）      前 61-58 
神 （元魏•太武帝）   428-431 
神龜（元魏•孝明帝）    518-520 
崇慶（金•衛紹王）      1212 
崇禎（明•莊烈帝）    1628-1644 
崇德（清•太宗）       1636-1643 
崇寧（北宋•徽宗）     1102-1106 
崇福（西遼•承天后）   1154-1167 
真興（夏•勃勃）      419-424 
 

【十一畫】 

清泰（後唐•廢帝）     934-936 

清寧（遼•道宗）       1055-1063 
康定（北宋•仁宗）       1040-1041 
康熙（清•聖祖）        1662-1722 
康國（西遼•德宗）      1127-1135 
乾 化 （ 後 梁 • 太 祖 • 末 帝 ）  911-915 
乾元（唐•肅宗）       758-760 
乾亨（遼•景宗）       979-982 
乾明（北齊•孝照帝）    560 
乾定（西夏•獻宗）      1223-1225 
乾封（唐•高宗）     666-668 
乾祐（五代後漢•隱帝） 948-950 
乾符（唐•僖宗）       874-879 
乾隆（清•高宗）      1736-1795 
乾統（遼•天祚帝）    1101-1110 
乾道（西夏•惠宗）    1069-1070 
乾道（南宋•孝宗）    1165-1173 
乾寧（唐•昭宗）     894-898 
乾德（北宋•太祖）    963-968 
乾興（北宋•真宗）     1022 
陽嘉（後漢•順帝）      132-135 
陽朔（前漢•成帝）      前 24-21 
開元（唐•玄宗）      71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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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平（後梁•太祖）  907-911 

開成（唐•文宗）  836-840 
開泰（契丹•聖宗）  1012-1021 
開皇（隋•文帝）  581-600 
開興（金•哀宗）  1232 
開慶（南宋•理宗）  1259 
開運（後晉•出帝）  944-946 
開運（西夏•景宗）  1034 
開禧（南宋•寧宗）  1205-1207 
開寶（北宋•太祖）  968-976 
開耀（唐•高宗）  681-682 
黃初（魏•文帝）  220-226 
黃武（吳•大帝）  222-229 
黃龍（前漢•宣帝）  前 49 
黃龍（吳•大帝）  229-231 
章武（蜀•昭烈帝）  221-223 
章和（後漢•章帝）  87-88 
紹定（南宋•理宗）  1228-1233 
紹武（明•唐王）  1646 
紹熙（南宋•光宗）  1190-1194 
紹興（南宋•高宗）  1131-1162 
紹興（西遼•仁宗）  1142-1153 
紹聖（北宋•哲宗）  1094-1098 
紹泰（南北朝梁•敬帝） 555-556 
淳化（北宋•太宗）  990-994 
淳祐（南宋•理宗）  1241-1252 
淳熙（南宋•孝宗）  1174-1189 
隆安（東晉•安帝）  397-401 
隆化（北齊•後主溫公） 576-577 
隆昌（南北朝齊•鬱林王） 494 
隆武（明•唐王）  1645-1646 
隆和（東晉•哀帝）  362-363 
隆慶（明•穆宗）  1567-1572 
隆興（南宋•孝宗）  1163-1164 

附錄4 中國年號筆畫查檢表 
 
 
【十二畫】 

順治（清•世祖）      1644-1661 

景平（南北朝宋•少帝）   423-424 
景初（魏•明帝）         237-239 
景和（南北朝宋•前廢帝） 465 
景明（元魏•宣武帝）    500-503 
景定（南宋•理宗）     1260-1264 
景祐（北宋•仁宗）    1034-1038 
景泰（明•代宗）     1450-1457 
景德（北宋•真宗）     1004-1007 
景福（唐•昭宗）      892-893 
景福（契丹•興宗）    1031 
景耀（蜀•後帝）      258-263 
景龍（唐•中宗）    707-710 
勝光（夏•赫連定）    428-431 
統和（契丹•聖宗）   983-1012 
登國（元魏•道武帝） 386-395 
普泰（元魏•節閔帝）   531 
普通（梁•武帝）      520-527 
道光（清•宣宗）       1821-1850 
 

【十三畫】 

義和（北涼•蒙遜）     431-432 

義熙（東晉•安帝）     405-418 
義熙（西秦•乾歸）      407-408 
義寧（隋•恭帝）       617-618 
載初（武周•則天武后）  690 
雍熙（北宋•太宗）      984-987 
雍正（清•世宗）      1723-1735 
雍寧（西夏•崇宗）    1115-1119 
嗣聖（唐•中宗）    684-704 
會昌（唐•武宗）      841-846 
會同（遼•太宗）     938-947 
聖曆（武周•則天武后）   698-700 
萬歲通天（武周•則天武后）  696-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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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建（西夏•襄宗）      1210 
皇興（元魏•獻文帝）     467-471 
皇慶（元•仁宗）        1312-1313 
重和（北宋•徽宗）      1118-1119 
重熙（契丹•興宗）      1032-1055 
政和（北宋•徽宗）     1111-1118 
咸平（北宋•真宗）   998-1003 
咸安（東晉•簡文帝）    371-372 
咸和（東晉•成帝）     326-334 
咸享（唐•高宗）       670-674 
咸清（西遼•感天后）   1136-1141 
咸康（東晉•成帝）   335-342 
咸淳（南宋•度宗）     1265-1274 
咸通（唐•懿宗）       860-874 
咸雍（遼•道宗）      1065-1074 
咸寧（西晉•武帝）     275-280 
咸寧（後涼•呂纂）    398-399 
咸熙（魏•元帝）      264-265 
咸豐（清•文宗）    1851-1861 
 

【十畫】 

晏平（蜀•李雄）     306-310 

秦始（西晉•武帝）   265-274 
秦始（南北朝宋•明帝） 465-471 
秦和（金•章宗）      1201-1208 
秦昌（明•光宗）     1620 
秦定（元•晉宗）       1324-1328 
秦常（元魏•明元帝）     416-423 
秦豫（南北朝宋•明帝）  472 
致和（元•晉宗）       1328 
後元（前漢•武帝）     前 88-87 
神功（武周•則天武后）  697 
神冊（契丹•太祖）     916-921 
神瑞（元魏•明元帝）   414-415 
神鼎（後涼•呂隆）      401-403 
神鳳（吳•侯官侯）    252 

 
 

神璽（北涼•段業）   397-398 

神龍（唐•中宗）      705-707 
神爵（前漢•宣帝）      前 61-58 
神 （元魏•太武帝）   428-431 
神龜（元魏•孝明帝）    518-520 
崇慶（金•衛紹王）      1212 
崇禎（明•莊烈帝）    1628-1644 
崇德（清•太宗）       1636-1643 
崇寧（北宋•徽宗）     1102-1106 
崇福（西遼•承天后）   1154-1167 
真興（夏•勃勃）      419-424 
 

【十一畫】 

清泰（後唐•廢帝）     934-936 

清寧（遼•道宗）       1055-1063 
康定（北宋•仁宗）       1040-1041 
康熙（清•聖祖）        1662-1722 
康國（西遼•德宗）      1127-1135 
乾 化 （ 後 梁 • 太 祖 • 末 帝 ）  911-915 
乾元（唐•肅宗）       758-760 
乾亨（遼•景宗）       979-982 
乾明（北齊•孝照帝）    560 
乾定（西夏•獻宗）      1223-1225 
乾封（唐•高宗）     666-668 
乾祐（五代後漢•隱帝） 948-950 
乾符（唐•僖宗）       874-879 
乾隆（清•高宗）      1736-1795 
乾統（遼•天祚帝）    1101-1110 
乾道（西夏•惠宗）    1069-1070 
乾道（南宋•孝宗）    1165-1173 
乾寧（唐•昭宗）     894-898 
乾德（北宋•太祖）    963-968 
乾興（北宋•真宗）     1022 
陽嘉（後漢•順帝）      132-135 
陽朔（前漢•成帝）      前 24-21 
開元（唐•玄宗）      71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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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平（後梁•太祖）  907-911 

開成（唐•文宗）  836-840 
開泰（契丹•聖宗）  1012-1021 
開皇（隋•文帝）  581-600 
開興（金•哀宗）  1232 
開慶（南宋•理宗）  1259 
開運（後晉•出帝）  944-946 
開運（西夏•景宗）  1034 
開禧（南宋•寧宗）  1205-1207 
開寶（北宋•太祖）  968-976 
開耀（唐•高宗）  681-682 
黃初（魏•文帝）  220-226 
黃武（吳•大帝）  222-229 
黃龍（前漢•宣帝）  前 49 
黃龍（吳•大帝）  229-231 
章武（蜀•昭烈帝）  221-223 
章和（後漢•章帝）  87-88 
紹定（南宋•理宗）  1228-1233 
紹武（明•唐王）  1646 
紹熙（南宋•光宗）  1190-1194 
紹興（南宋•高宗）  1131-1162 
紹興（西遼•仁宗）  1142-1153 
紹聖（北宋•哲宗）  1094-1098 
紹泰（南北朝梁•敬帝） 555-556 
淳化（北宋•太宗）  990-994 
淳祐（南宋•理宗）  1241-1252 
淳熙（南宋•孝宗）  1174-1189 
隆安（東晉•安帝）  397-401 
隆化（北齊•後主溫公） 576-577 
隆昌（南北朝齊•鬱林王） 494 
隆武（明•唐王）  1645-1646 
隆和（東晉•哀帝）  362-363 
隆慶（明•穆宗）  1567-1572 
隆興（南宋•孝宗）  1163-1164 

附錄4 中國年號筆畫查檢表 
 
 
【十二畫】 

順治（清•世祖）      1644-1661 

景平（南北朝宋•少帝）   423-424 
景初（魏•明帝）         237-239 
景和（南北朝宋•前廢帝） 465 
景明（元魏•宣武帝）    500-503 
景定（南宋•理宗）     1260-1264 
景祐（北宋•仁宗）    1034-1038 
景泰（明•代宗）     1450-1457 
景德（北宋•真宗）     1004-1007 
景福（唐•昭宗）      892-893 
景福（契丹•興宗）    1031 
景耀（蜀•後帝）      258-263 
景龍（唐•中宗）    707-710 
勝光（夏•赫連定）    428-431 
統和（契丹•聖宗）   983-1012 
登國（元魏•道武帝） 386-395 
普泰（元魏•節閔帝）   531 
普通（梁•武帝）      520-527 
道光（清•宣宗）       1821-1850 
 

【十三畫】 

義和（北涼•蒙遜）     431-432 

義熙（東晉•安帝）     405-418 
義熙（西秦•乾歸）      407-408 
義寧（隋•恭帝）       617-618 
載初（武周•則天武后）  690 
雍熙（北宋•太宗）      984-987 
雍正（清•世宗）      1723-1735 
雍寧（西夏•崇宗）    1115-1119 
嗣聖（唐•中宗）    684-704 
會昌（唐•武宗）      841-846 
會同（遼•太宗）     938-947 
聖曆（武周•則天武后）   698-700 
萬歲通天（武周•則天武后）  696-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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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歲登封（武周•則天武后） 696 
萬曆（明•神宗）       1573-1620 
靖康（北宋•欽宗）     1126-1127 
鳳皇（吳•歸命侯）      72-274 
鳳翔（夏•赫連勃勃）     413-417 
綏和（前漢•成帝）    前 8-7 
 

【十四畫】 

漢安（後漢•順帝）     142-144 

漢興（蜀•李壽）     338-343 
福聖承道（西夏•毅宗）    1053-1056 
禎明（南北朝陳•後主）   587-588 
端平（南宋•理宗）       1234-1236 
端扶（北宋•太宗）     989-989 
寧康（東晉•孝武帝）    373-375 
趙王（後趙•石勒）     319-327 
嘉平（魏•齊王）       249-254 
嘉平（前趙•劉聰）    311-314 
嘉 平 （ 南 涼 • 檀）    408-414 
嘉禾（吳•大帝）      232-238 
嘉定（南宋•寧宗）     1208-1224 
嘉祐（北宋•仁宗）     1056-1063 
嘉泰（南宋•寧宗）     1201-1204 
嘉熙（南宋•理宗）      1237-1240 
嘉靖（明•世宗）     1522-1566 
嘉興（西涼•李歆）     417-418 
嘉慶（清•仁宗）     1796-1820 
壽光（前秦•符生）     355-356 
壽昌（遼•道宗）      1095-1100 
廣明（唐•僖宗）      880-881 
廣運（後梁•蕭琮）     586-587 
廣運（西夏•景宗）      1034-1035 
廣順（後周•太祖）    951-954 
廣德（唐•代宗）      763-764 

 

 
【十五畫】 

調露（唐•高宗）      679-680 

慶元（南宋•寧宗）     1195-1200 
慶曆（北宋•仁宗）    1041-1048 
德祐（南宋•恭宗）     1275-1276 
熙平（元魏•孝明帝）    516-518 
熙寧（北宋•神宗）    1068-1077 
 

【十六畫】 

興元（唐•德宗）     784 

興光（元魏•文成帝） 454 
興平（後漢•獻帝）      194-195 
興和（東魏•孝靜帝）    539-542 
興安（元魏•文成帝）   452-453 
興定（金•宣宗）     1217-1222 
興寧（東晉•哀帝）     363-365 
龍昇（夏•赫連勃勃）    407-412 
龍紀（唐•昭宗）     889 
龍朔（唐•高宗）     661-663 
龍非（後涼•呂光）    395-397 
龍德（後梁•末帝）      921-923 
燕元（前燕•慕容 ）   349-351 
燕元（後燕•慕容垂）    384-385 
燕平（南燕•慕容德）    398-399 
燕興（西燕•慕容泓）   384 
熹平（後漢•靈帝）     172-178 
 

【十七畫】 

應天（西夏•襄宗）      1209 

應順（後唐•閔帝）    934 
應曆（遼•穆宗）       951-969 
鴻嘉（前漢•成帝）      前 20-17 
總章（唐•高宗）      6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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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畫】 

證聖（武周•則天武后） 695 

【二十畫】 
寶元（北宋•仁宗）  1038-1040 
寶祐（南宋•理宗）  1253-1258 
寶曆（唐•敬宗）  825-827 
寶鼎（吳•歸命侯）  266-269 
寶應（唐•肅宗）  762-763 
寶慶（南宋•理宗）  1225-1257 
寶慶（西夏•李睍）  1226-1227 
 

【二十三畫】 

顯道（西夏•景宗）  1032-1033 

顯德（後周•世宗、恭帝） 954-960 
顯慶（唐•高宗）  656-661 
麟嘉（前趙•劉聰）  316-317 
麟嘉（後涼•呂光）  389-394 
麟嘉（唐•高宗）  664-666 
麟嘉（唐•高宗）  664-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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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歲登封（武周•則天武后） 696 
萬曆（明•神宗）       1573-1620 
靖康（北宋•欽宗）     1126-1127 
鳳皇（吳•歸命侯）      72-274 
鳳翔（夏•赫連勃勃）     413-417 
綏和（前漢•成帝）    前 8-7 
 

【十四畫】 

漢安（後漢•順帝）     142-144 

漢興（蜀•李壽）     338-343 
福聖承道（西夏•毅宗）    1053-1056 
禎明（南北朝陳•後主）   587-588 
端平（南宋•理宗）       1234-1236 
端扶（北宋•太宗）     989-989 
寧康（東晉•孝武帝）    373-375 
趙王（後趙•石勒）     319-327 
嘉平（魏•齊王）       249-254 
嘉平（前趙•劉聰）    311-314 
嘉 平 （ 南 涼 • 檀）    408-414 
嘉禾（吳•大帝）      232-238 
嘉定（南宋•寧宗）     1208-1224 
嘉祐（北宋•仁宗）     1056-1063 
嘉泰（南宋•寧宗）     1201-1204 
嘉熙（南宋•理宗）      1237-1240 
嘉靖（明•世宗）     1522-1566 
嘉興（西涼•李歆）     417-418 
嘉慶（清•仁宗）     1796-1820 
壽光（前秦•符生）     355-356 
壽昌（遼•道宗）      1095-1100 
廣明（唐•僖宗）      880-881 
廣運（後梁•蕭琮）     586-587 
廣運（西夏•景宗）      1034-1035 
廣順（後周•太祖）    951-954 
廣德（唐•代宗）      763-764 

 

 
【十五畫】 

調露（唐•高宗）      679-680 

慶元（南宋•寧宗）     1195-1200 
慶曆（北宋•仁宗）    1041-1048 
德祐（南宋•恭宗）     1275-1276 
熙平（元魏•孝明帝）    516-518 
熙寧（北宋•神宗）    1068-1077 
 

【十六畫】 

興元（唐•德宗）     784 

興光（元魏•文成帝） 454 
興平（後漢•獻帝）      194-195 
興和（東魏•孝靜帝）    539-542 
興安（元魏•文成帝）   452-453 
興定（金•宣宗）     1217-1222 
興寧（東晉•哀帝）     363-365 
龍昇（夏•赫連勃勃）    407-412 
龍紀（唐•昭宗）     889 
龍朔（唐•高宗）     661-663 
龍非（後涼•呂光）    395-397 
龍德（後梁•末帝）      921-923 
燕元（前燕•慕容 ）   349-351 
燕元（後燕•慕容垂）    384-385 
燕平（南燕•慕容德）    398-399 
燕興（西燕•慕容泓）   384 
熹平（後漢•靈帝）     172-178 
 

【十七畫】 

應天（西夏•襄宗）      1209 

應順（後唐•閔帝）    934 
應曆（遼•穆宗）       951-969 
鴻嘉（前漢•成帝）      前 20-17 
總章（唐•高宗）      6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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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畫】 

證聖（武周•則天武后） 695 

【二十畫】 
寶元（北宋•仁宗）  1038-1040 
寶祐（南宋•理宗）  1253-1258 
寶曆（唐•敬宗）  825-827 
寶鼎（吳•歸命侯）  266-269 
寶應（唐•肅宗）  762-763 
寶慶（南宋•理宗）  1225-1257 
寶慶（西夏•李睍）  1226-1227 
 

【二十三畫】 

顯道（西夏•景宗）  1032-1033 

顯德（後周•世宗、恭帝） 954-960 
顯慶（唐•高宗）  656-661 
麟嘉（前趙•劉聰）  316-317 
麟嘉（後涼•呂光）  389-394 
麟嘉（唐•高宗）  664-666 
麟嘉（唐•高宗）  664-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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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甲子 

02 
乙丑 

03 
丙寅 

04 
丁卯 

05 
戊辰 

06 
己巳 

07 
庚午 

08 
辛未 

09 
壬申 

10 
癸酉 

11 
甲戌 

12 
乙亥 

13 
丙子 

14 
丁丑 

15 
戊寅 

16 
己卯 

17 
庚辰 

18 
辛巳 

19 
壬午 

20 
癸未 

21 
甲申 

22 
乙酉 

23 
丙戌 

24 
丁亥 

25 
戊子 

26 
己丑 

27 
庚寅 

28 
辛卯 

29 
壬辰 

30 
癸巳 

31 
甲午 

32 
乙未 

33 
丙申 

34 
丁酉 

35 
戊戌 

36 
己亥 

37 
庚子 

38 
辛丑 

39 
壬寅 

40 
癸卯 

41 
甲辰 

42 
乙巳 

43 
丙午 

44 
丁未 

45 
戊申 

46 
己酉 

47 
庚戌 

48 
辛亥 

49 
壬子 

50 
癸丑 

51 
甲寅 

52 
乙卯 

53 
丙辰 

54 
丁巳 

55 
戊午 

56 
己未 

57 
庚申 

58 
辛酉 

59 
壬戌 

60 
癸亥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爾雅 閼逢 旃蒙 柔兆 強圉 著雍 屠維 上章 重光 玄黓 昭陽 
史記 焉逢 端蒙 游兆 疆梧 徒維 祝犁 商橫 昭陽 橫艾 尚章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爾雅 困敦 赤奮若 攝提格 單閼 執徐 大荒落 敦牂 協洽 涒灘 作噩 閹茂 大淵獻 
史記 困敦 赤奮若 攝提格 單閼 執徐 大荒落 敦牂 協洽 涒灘 作噩 淹茂 大淵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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