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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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1 寫本

001.2 宋本

001.3 遼金元本

001.4 明本

001.5 清本

001.6 現代精刻本

001.7 名家批校本

001.8 原刊本

001.9 各國善本

001.91 高麗善本

001.92 日本善本

春日版、高野版、五山版等

入此

001.93 其他東方各國善本

0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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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可入576.21

005.1 孫文主義研究

005.11 總集

005.12 三民主義（原文）

005.121 三民主義研究

005.124 民族主義（原文）

005.125 民族主義研究

005.126 民權主義（原文）

005.127 民權主義研究

005.128 民生主義（原文）

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入

005.74

005.129 民生主義研究

005.13 建國方略

005.131 建國方略研究

005.134 孫文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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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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136 實業計劃

005.137 實業計劃研究

005.138 民權初步

005.139 民權初步研究

005.14 建國大綱

005.141 建國大綱研究

005.142 軍政時期

005.143 訓政時期

005.144 憲政時期

005.145 五權憲法

參見581.21中華民國憲法

005.146 五權憲法研究

005.147 革命方略

005.148 宣言

005.15 講演集

005.16 函牘集

005.17 雜文集

005.18 孫文主義研究

國父思想入此，各科思想依

學科複分

005.181 哲學思想

005.1852 教育思想

005.1854 社會思想

005.1855 經濟思想

005.1857 政治思想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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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21 黨章；黨綱

005.215 黨的會議及文件

005.22 組織

005.23 中央黨部

005.24 省市黨部

005.25 縣黨部

005.26 特種黨部

知識青年黨部等入此

005.268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

005.27 訓練

005.28 宣傳

0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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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31 孫文傳記

005.32 蔣中正傳記

言論集入005.7

005.33 蔣經國傳記

[00 [.34] 其他黨主席傳記

宜入782.88

[00 [.35] 其他分傳

宜入782.88

005.4 中國國民黨政策及黨務

005.41 政策

005.411 對外政策

005.415 對內政策

005.43 國民黨與共產黨

清黨運動入此

005.45 黨務

凡討論黨之理論基礎，活動

範圍，運用手段者入此

005.46 黨員守則

005.47 黨與教育

三民主義教育入528.36

005.48 黨產；黨營事業

005.5 中國革命問題

005.51 中國革命之各方面

005.52 中國革命特殊問題

005.53 群眾運動

[00 [.54] 國民革命通史

宜入628.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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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57] 民國十三年前之革命

宜入628.3

[00 [.58] 北伐

宜入628.32

[00 [.6] 國民政府成立以後
宜入628.31 

[00 [.62] 抗戰時期1937-1945
宜入628.5

[00 [.63] 1945-
宜入628.6

[00 [.64] 國民黨在臺灣

宜入733.292

[00 [.65] 1975-
宜入733.294

[00 [.66] 1988-
宜入733.295

[00 [.67] 2000-
宜入733.296

005.7 蔣中正言論集

005.71 彙編

依輯者排

005.72 選集

依輯者排

005.73 中國之命運

005.74 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

005.75 蘇俄在中國

005.76 其他專著

書例：科學的學庸

005.77 書告、訓詞、演講、談話、雜著

005.78 蔣中正思想研究

005.79 蔣宋美齡言論集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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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8 . 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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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016 文獻計量學

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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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12-.17 各國版權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011.11 版權；著作權

國際版權入此

著作權保護法入588.34

011.12 中國版權

011.133 臺灣版權

011.18 圖書檢查

011.19 文字獄

筆禍入此

011.2 圖書史

書籍制度之演進、中國圖書史

入此

011.21 簡牘；寫本

011.22 印本印刷術入477

011.28 裝幀裝訂術入477.8

[01 [.29] 出版與販賣

宜入487.7

011.4 各國圖書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011.41 日本圖書史

011.42 韓國圖書史

011.43 其他東方各國圖書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011.44-.47 西洋及其他各國圖書史

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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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51 版本鑒別法

011.512 字體

011.513 板式

011.514 行款

011.515 紙張墨色

011.516 諱字

011.517 刻工

011.519 其他

011.52 宋及宋以前版

011.53 遼、金、元版

011.54 明、清版

011.55 現代版

011.56 各國版本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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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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57 中國書影

高麗版本附入中國，依中國

時代表複分

011.58 日本書影

依日本時代表複分

011.59 西洋書影

依西洋時代表複分

011.6 題跋

011.67 提要

解題、書誌入此

011.68 摘要

摘要法入此

011.69 書評

書評法入此

011.7 考證

偽書考證入此

書例：古今偽書考（姚際恆）

011.8 校勘學

同：校讎學

書例：群書拾補（盧文弨）

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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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91 參考書工具書研究

011.92 學術性讀物

011.93 通俗讀物

011.94 青少年讀物；兒童讀物

011.95 漫畫；連環圖

011.96 低級讀物

011.98 圖書推薦；圖書審查

0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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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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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3 青少年讀物目錄；兒童讀物目錄

012.4 推薦書目

012.5 名著書目

012.6 知見書目

012.7 期刊目錄；報紙目錄

012.8 書目叢刊

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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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91 群書索引

012.92 期刊索引

書例：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

012.93 報紙索引

0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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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2 中國國家目錄

013.22-.27 各代藝文志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013.221 漢代

書例：漢書藝文志

013.237 隋代

書例：隋書經籍志

013.241 唐代

書例：新唐書藝文志

013.251 宋代

書例：宋史藝文志

013.26 明代

書例：明史藝文志、千頃堂

書目、國史經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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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27 清代

書例：清史稿藝文志

013.28 民國書目；現代國家書目

書例：全國總書目

0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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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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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1 善本

書目鑒別法入011.51

014.11 寫本

014.12 宋本

兼有各時代者入最前之時代

014.13 遼、金、元本

014.14 明本

014.15 清本

014.16 現代精刻本

014.17 各國刊本

014.18 批校本

014.19 特製本、原刊本及其他

014.2 闕書書目

014.3 著刊書目；引書書目

[01 [.31] 時代著述目錄

宜入013.21-.27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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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4 禁書書目

禁書研究入此

禁書入 0 0 9 ；圖書檢查入

011.18

參見009禁書

014.5 稿本目錄；未刊書目錄

014.6 叢書目錄

014.61 叢書總目

014.64 叢書子目（書名）

014.65 叢書子目（著者）

014.66 叢書子目（分類）

014.68 叢書子目（混合）

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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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8 族姓書目

依姓氏排

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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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91 婦女著述目錄

014.93 兒童圖書目錄

014.95 老人用書目錄

014.96 病人用書目錄

014.97 盲人圖書目錄

014.99 其他特種人目錄

015 其他特種目錄 Other
special catalogs

015.1 偽書書目

偽書考證入011.7

015.2 隱名書目

015.3 譯書書目

015.4 佚書書目

015.5 參考工具書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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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6 繪圖書目

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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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8 營業目錄；出版目錄

書店入487.6

015.88 舊書店目錄；拍賣書目

015.89 外國營業書目

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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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6.17 心理學書目

016.2 宗教書目

016.24 基督教書目

016.43 農業書目

016.52 教育書目

0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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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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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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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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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1 中國公藏目錄

018.11 七略；別錄

018.12 崇文總目

018.13 其他宋元公藏目錄

018.14 文淵閣書目；內閣藏書目錄

018.15 其他明代公藏目錄

018.16 四庫全書總目

包括總目及其相關書目

018.17 其他清代公藏目錄

書例：天祿琳琅書目

018.18 國家圖書館藏書目錄

018.19 其他現代公藏目錄

018.2 各國公藏目錄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018.3 聯合目錄

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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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5 各國圖書館目錄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依

館名排

018.533 臺灣圖書館目錄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依館

名排

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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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7 各國學校圖書館目錄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依

館名排

018.733 臺灣學校圖書館目錄

依臺灣縣市表複分，依館

名排

018.8 中國私人藏書目錄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依藏書家

姓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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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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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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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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88 現代

018.89 公司藏書目錄

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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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ding

參見011.9讀物研究

019.1 閱讀法

速讀入此

019.2 資料蒐集法；筆記法

019.3 剪輯法

報章雜誌剪裁法入此

新聞剪報服務入895.79

019.4 索引法

索引入 0 1 2 . 9 ；摘要法入

011.68；書評法入011.69 

019.5 檢字法

書例：四角號碼檢字法

019.6 序列法

資料整理入此

019.7 參考工具書使用法

參考書書目入015.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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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1 理論

圖書館哲學入此

020.1611 圖書館與讀者

020.1652 圖書館與教育

020.1654 圖書館與大眾傳播

020.29 圖書館自動化

020.3 教育

020.32 學校

020.6 圖書資訊機構

020.64 圖書資訊學會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020.641 國際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

（IFLA）入此

020.642 中國

中華圖書館協會入此

020.6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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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1 圖書館建築與設計

021.3 圖書館設備

輔助設備及傢俱入此

021.4 書庫；書架

021.5 閱覽室；閱覽設備

021.6 管理部門各室

021.7 照明設備；空調設備

021.8 自動化設備

021.9 圖書館用品

022 圖書館管理 Library
management

同：圖書館行政

022.1 組織

022.2 經費

022.3 法規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022.4 圖書館與政府；圖書館與國際機

構

022.45 國際出版品交換

022.48 出版品呈繳制度

同：圖書呈繳制度

022.5 董事會；委員會

022.6 人員

022.61 館長

022.67 薪水

022.7 圖書館統計

022.8 圖書館評鑑

館藏評鑑入023.29

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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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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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學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檔案學 Archive management



023.1 圖書館採訪

023.11 國家圖書館採訪

023.12 公共圖書館採訪

023.13 大專院校圖書館採訪

023.14 中小學圖書館採訪

023.15 專門圖書館採訪

023.16 其他各類圖書館採訪

023.17 特殊資料採訪

023.18 國外資料採訪

023.19 合作館藏發展

合作採訪入此

023.199 資料交換 Book exchange
出版品國際交換入022.45

023.2 資料登錄

023.21 資料檢查 Censorship

023.24 捐贈

023.25 寄存

023.29 館藏評鑑

圖書館評鑑入022.8

023.3 圖書分類

023.31 中文圖書分類

023.312 中國圖書分類法

023.313 中國圖書十進分類法

023.314 中國圖書館分類法

023.315 中文圖書分類法

023.319 其他

023.32 日文圖書分類；韓文圖書分類

023.33 西文圖書分類

023.332 杜威十進分類法 DDC

023.333 國際十進分類法 UDC

023.334 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

LCC

023.339 其他

023.34 特殊資料分類

依特殊資料複分表複分

023.36 同類書排列法；書碼

索書號碼入此

023.361 著者號碼

023.4 圖書編目

023.41 中文圖書編目

書例：中國編目規則

023.415 中國機讀編目格式

023.419 善本圖書編目

023.42 日文圖書編目；韓文圖書編目

023.425 機讀編目格式

023.43 西文圖書編目

023.435 機讀編目格式

0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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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45 權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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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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威機讀格式入此

023.46 目錄排列法

參見019.5檢字法

023.47 主題法；主題表

標題法、標題表入此

023.471 中文圖書主題表

023.472 日文圖書主題表；韓文圖書

主題表

023.473 西文主題表

023.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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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48 目錄體系

023.481 著者目錄

023.482 機構目錄

023.483 書名目錄

023.484 主題目錄

023.485 分類目錄

023.486 專題目錄

023.487 字典式目錄

023.488 參照目錄

023.49 合作編目

023.5 圖書館典藏

023.51 普通圖書

023.52 善本圖書

[02 [.53] 特種圖書

宜入023.8

023.54 館藏清點

館藏淘汰入此

023.56 館藏保存與維護

圖書消毒、蟲害、酸化、防

濕等入此

023.57 圖書修補

023.579 圖書裝訂

裝訂術入477.8

023.58 典藏微縮化

023.59 典藏數位化

023.6 讀者服務

023.61 圖書館參考諮詢服務

參考書使用法入019.7

023.62 合作參考諮詢服務

023.63 資訊檢索諮詢

023.64 專題服務選粹 SDI 

023.65 個人化參考服務

個人化資訊檢索入此

023.66 閱覽服務

0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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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68 讀書指導

023.69 讀者研究

023.7 圖書館流通

023.71 開架式圖書館

023.72 閉架式圖書館

023.75 圖書出納

閱覽規則、借書規則入022.9

023.77 館際互借

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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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86 特種科技資料

023.862 科技報告

023.863 論文抽印本

023.864 專利

023.865 標準

023.866 產品樣本

023.87 電子資源

光碟片、網路資源入此

023.88 微縮資料

023.89 其他

023.891 點字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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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9 圖書館行銷；圖書館推廣服務

023.91 宣傳；公共關係

023.912 廣告

023.914 刊物

023.919 圖書館之友會

023.92 各種活動

讀書會、講習班等入此

023.93 分館

023.94 圖書巡迴站

023.96 巡迴書車

02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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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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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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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1 流通圖書館；巡迴圖書館

巡迴書車入023.96

024.4 特殊圖書館

以特殊使用對象區分

024.44 身心障礙者圖書館

024.45 視障圖書館；聽障圖書館

024.46 醫院圖書館

024.47 船舶圖書館

024.48 監獄圖書館

024.49 戰地圖書館

024.5 兒童圖書館

024.58 青少年圖書館

024.59 老人圖書館

024.6 學校圖書館

中學圖書館、小學圖書館入此

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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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8 機關圖書館

024.85 學術團體圖書館

024.87 公司圖書館

024.9 其他圖書館

02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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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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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6.1 國家圖書館

026.2 國立圖書館

026.3 省市立圖書館

026.4 縣市立圖書館

文化中心圖書館、文化局圖書

館入此

026.6 鄉鎮（市）立圖書館

026.7 私立公共圖書館

私立特殊圖書館或專門圖書館

各入其類

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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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029 檔案工作自動化

027.09 檔案學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027.1 組織管理

規章制度、工作人員、建築設

備等入此

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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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3 保管利用

典閱、修復、保護、複製、流

通、參考、展覽、統計等入此

027.4 編研

檔案文獻編輯學入此

027.7 檔案館誌

各館（室）簡介、現況、組織、

規章等入此，依館（室）名排

027.8 中國檔案事業

027.89 中國各地檔案事業

依中國省區縣市表複分

027.9 各國檔案事業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027.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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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01 資訊理論

028.023 資訊法規

028.03 資訊教育

資訊素養入此

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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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4] 摘錄法 Abstracting
宜入011.67

[02 [.5] 索引法 Indexing
宜入019.4

028.6 資訊搜尋行為

028.7 資訊儲存和檢索

028.71 資訊檢索策略

028.72 資訊檢索方法

028.73 資訊檢索系統

028.79 資訊檢索工具

028.8 資訊中心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再

依資訊中心名稱排

028.9 各國資訊事業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028.91 世界

028.92 中國

028.933 臺灣

029 私家藏書 Store of private
books

029.1 藏書典故

029.2 訪書記

029.3 藏書印記

029.4 藏書票

029.5 藏書癖

029.6 藏書樓

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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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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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933 臺灣私家藏書

39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

總
　
類



030 國學總論 Sinology：
general

030.31 國學研究法

030.8 國學叢書

現代叢書入083

030.81 四部叢刊

030.82 四部備要

030.85 國學基本叢書（商務印書館）

030.86 中國學術名著（世界書局）

030.89 其他

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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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1 經部

群經入090

032.2 經史

032.3 經子

032.4 史部

參見600史地類

032.5 史子

032.6 子部

參見120中國哲學

032.7 集部

參見820中國文學

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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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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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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 類書總論；百科全書總論
Encyclopedia general

040.8 類書史

040.9 百科全書史

041 分類類書 Classification
encyclopedia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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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51 宋代

書例：太平御覽（李昉）、

冊府元龜（王欽若）、事物紀

原（高承）

0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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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57 元代

書例：群書類編故事（王罃）

041.6 明代

書例：唐類函（俞安期）、天

中記（陳耀文）、圖書編（章潢）

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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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4 唐代

書例：韻海鏡原（顏真卿）

043.57 元代

書例：韻府群玉（陰時夫）

043.6 明代

書例：永樂大典（解縉）

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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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4.51 宋代

書例：歲時廣記（陳元靚）

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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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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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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業名錄入48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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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9.2 中國

書例：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

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

049.31 日本

書例：世界大百科事典（下

中邦彥）

049.33 臺灣

書例：中華百科全書（中華

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

049.41 英國

書例：簡明大英百科全書

049.42 法國

書例：拉魯斯百科全書

0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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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1 期刊研究

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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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2 中國年鑑

0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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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9.8 華僑報紙

依僑居國分，再依報紙名稱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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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連續性出版品 Serial publications

期刊 Periodicals



059.9 各國報紙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再

依報紙名稱排

05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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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1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

UNESCO

061.51 國際扶輪社 Rotary Club

0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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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1 中央研究院 Academia Sinica
各專門研究所各入其類

062.2 歷史語言研究所

062.3 中華學術院 China Academy

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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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8.52 美國基金會

069 博物館學Museology

069.016 博物館與教育

069.1 博物館經營管理

博物館行政入此

069.11 博物館法規；博物館政策

069.13 博物館組織

069.14 人事管理

069.15 財務管理

069.17 博物館行銷

069.18 博物館合作；交流

069.19 社會資源運用

博物館公共關係、博物館義

工入此

069.2 博物館建築

069.3 博物館設備

069.5 藏品蒐集、整理及研究

069.51 藏品蒐集

採集、田野調查等入此

069.52 藏品鑑定

06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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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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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會社 General organization

博物館學 Museology
各種會社、社團入546.6-546.9



069.54 藏品登錄

069.55 藏品分類

069.56 藏品編目

069.57 藏品典藏

069.58 藏品研究

069.6 藏品保存

069.61 藏品保管

防火、防盜、防震、保險等

措施

069.63 藏品修補

069.64 藏品維護

069.7 博物館陳列、展覽及服務

069.71 博物館陳列

069.72 博物館展覽

展覽規劃、展品裝運、展示

設計、展示評量等入此

069.75 博物館觀眾服務

博物館導覽、藏品講解等入此

069.753 觀眾調查研究

069.76 博物館推廣教育

069.77 博物館宣傳

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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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9.833 臺灣

069.83301 故宮博物院

0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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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93] 自然科學博物館

宜入300.9

069.9536 民族學博物館

069.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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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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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cllan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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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普通論叢

總
　
類

普通論叢

General collected es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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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1 叢書研究

081 明以前叢書 Book series
before Ming Dynasty

081.1 宋代叢書

書例：百川學海（左圭）、續

百川學海（吳永）

081.2 元代叢書

書例：說郛（陶宗儀）、說郛

續（陶珽）

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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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1 四庫全書

082.15 四庫全書薈要

四庫全書書目入018.16

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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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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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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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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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7 咸豐．同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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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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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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1 萬有文庫

083.11 第一集

083.12 第二集

083.14 簡編

083.15 薈要

叢書內各書均依叢書所定順

序排列，不另加著者號碼

083.2 叢書集成

083.21 初編

083.22 續編

083.23 三編

083.24 新編

083.52 涵芬樓秘笈

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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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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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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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1 日語

085.2 韓語

085.3 其他東方語文

085.4 英文

085.5 法文

085.6 德文

085.7 西班牙及葡萄牙語

085.8 俄文

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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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6.11 河北

書例：畿輔叢書（王灝）、

屏廬叢書（王又樸）

086.13 河南

書例：三怡堂叢書（張鳳臺）

086.14 山西

書例：山右叢書（山西省文

獻委員會）、雪華館叢編（牛

誠修）

086.15 陝西

書例：關隴叢書（張鵬

一）、關中叢書（宋聯奎）

086.21 江蘇

書例：金陵叢書（翁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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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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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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6.24 江西

書例：豫章叢書（陶福

履）、宜黃叢書

086.25 湖北

書例：湖北叢書（趙尚

輔）、沔陽叢書（盧弼）

08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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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6.35 雲南

書例：雲南叢書（趙藩、陳

榮昌）

086.36 貴州

書例：黔南叢書（任可澄）

08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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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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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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9 經學史

091 群經合刻 General series
of Chinese classical
works

091.1 三經；四經

091.2 五經

易經、書經、詩經、禮、春秋

091.3 六經

易經、書經、詩經、禮、樂

經、春秋

091.4 七經

易經、書經、詩經、禮、樂

經、春秋、論語

091.5 八經

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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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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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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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1 群經總義分刻

099 石經 Chinese classics
carved on st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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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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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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8 群經合刻

090.81 三經；四經

圖書館得詳分如下

090.82 五經

易經、書經、詩經、儀禮、

春秋

090.83 六經

易經、書經、詩經、儀禮、

樂經、春秋

090.84 七經

090.85 八經

090.86 九經

090.87 十一經

090.88 十三經

090.89 十四經

十三經加大戴禮

090.9 經學史

091 易經 The Book of
Changes

同：周易

[09 [.4] 占筮
宜入292占卜

091.8 古易

091.82 連山

091.83 歸藏

091.84 三易通義

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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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8 分篇

092.81 虞書；堯典；舜典

092.82 禹貢

092.83 洪範

092.85 湯誓

092.86 湯誥

092.88 大誥

092.89 其他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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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1 毛詩

093.2 三家詩

093.3 齊詩

093.4 魯詩

093.5 韓詩

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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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4.1 周禮

同：周官（經）

094.2 儀禮

同：禮經

094.23 喪服

094.3 禮記

094.4 大戴禮記

094.46 夏小正

094.6 三禮通義

書例：三禮考註（吳澄）、石

渠禮論（戴聖）、三禮義宗（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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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法：分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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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4.9 禮緯

書例：禮含文嘉、禮稽命徵、

禮斗威儀

095 春秋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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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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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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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4 三傳通義

095.5 三傳異文

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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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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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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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2 孟子

097.29 孟子外書

097.3 大學

書例：大學本旨（黎立武）、

大學章句（朱熹）、大學辨業

（李塨）

097.4 中庸

097.5 四書通義

097.6 論孟

097.7 學庸

書例：科學的學庸（蔣中正）

入005.76

098 群經總義 Annotations of
collected Chinese classics

098.1 彙刻

098.2 彙佚

098.3 專著

098.4 圖說

書例：六經圖（鄭之僑）

0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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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6 文字校勘

書例：五經文字（張參）、九

經字樣（唐玄度）

098.8 石經

098.9 纖緯總錄

099 小學及樂經 Classic of
Music

099.1 爾雅

099.8 樂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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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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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