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0 史地總論 History and
geography：general

601 史學 Historical science

601.1 史學義例

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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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3 史學評論

601.4 歷史哲學 Philosophy of history

601.41 神學歷史哲學

601.42 實證歷史哲學

601.44 唯心歷史哲學

參見549.33歷史唯物主義

601.45 唯物歷史哲學

參見549.33歷史唯物主義

601.46 唯生歷史哲學

601.48 人文主義歷史哲學

6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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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7 古文書學 Paleography
參見655檔案；795.8古文書

601.8 年代學；紀年法 Chronology
參見327.7計年法

601.82 年號

601.84 西元

601.9 史學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601.92 中國史學史

601.94 西洋史學史

601.99 史學家

602 史學參考工具 Historical
science reference tools

602.1 歷史學文獻目錄

602.4 歷史年表

602.5 歷史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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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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 史學教育及研究
Historic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603.1 史學研究法

6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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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18 地名學

609.2 地圖學 Cartography

測地入440.901

609.22 數學製圖

含：地圖投影、座標、地圖

定向、製圖用表等

609.23 製圖儀器

含：座標儀、標準尺、縮放

儀等

609.24 地圖編製

609.241 原圖編繪

609.244 平面圖繪製

609.245 立體圖繪製

609.247 普通地形圖編製

609.25 特種地圖編製

609.251 自然地理圖

609.252 社會經濟地理圖

歷史、行政區劃、經濟等

609.253 交通地圖

道路、航海等

609.256 教學用地圖

609.257 地圖模型

609.258 地球儀

609.259 其他

609.26 地圖製印

609.27 地圖讀法

609.29 各國地圖學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609.3 地理學教育及研究

609.31 地理學研究法

609.33 地理教學法

609.4 地理學辭典

609.5 地理學期刊

609.6 地理學團體

609.7 地理學論文集

609.8 地理學叢書

中國方志叢刊入670.8

609.9 地理學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609.99 地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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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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1 紀傳

通志入630.1/3

610.11 史記

610.12 世本

610.13 函史

610.2 編年

610.21 竹書紀年

610.23 資治通鑑

610.24 通鑑綱目

610.25 續資治通鑑綱目

610.26 歷代通鑑纂要

610.27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長編入625.02

610.28 通鑑輯覽

610.29 其他

610.3 紀事本末

書例：通鑑紀事本末（袁樞）

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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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5 表志

國史年表、歷史年表、歷代帝

王年表、帝王世系圖等入此

610.6 史稿

610.7 史鈔

610.71 節鈔

書例：十七史詳節（呂祖謙）

610.72 類鈔

書例：廿一史識餘（張墉）

610.73 摘句

書例：史觿（謝肇淛）

610.74 啟蒙

書例：十八史略（曾先之）

610.8 史評

以考評史事者為限，評論史法

者入601.3

610.81 評論；論綱

書例：史通（劉知幾）、讀

史管見（胡寅）、讀通鑑論

（王夫之）

6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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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9 通俗史話

611 中國史學理論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theory

論中國史料者入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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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China
中國史地總論複分入61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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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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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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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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9

各時期之一般史料入650，詔令入

651，奏議入652，實錄入654，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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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斷代史

Chinese history by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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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655等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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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1 太古

621.11 書經

同：尚書

621.118 分篇

621.1181 禹貢

621.12 盤古

621.13 三皇

三皇謂伏羲（太皞）、神農

（炎帝）、燧人。異說甚多

6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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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15 黃帝

參見271.3軒轅教

621.16 顓頊帝嚳

621.17 堯

621.18 舜

621.2 三代

謂夏、商（殷）、周也

621.3 夏（2200–1700B.C.）

621.31 禹帝

621.33 后羿篡夏

太康失國、少康中興入此

621.38 夏桀

621.39 商至漢總錄（1766 B.C.-220
A.D.）

621.4 商（1766-1122B.C.）
同：殷

殷商考古入799.85

621.41 開國：商湯

621.42 太甲；伊尹輔政

621.44 盤庚；遷殷

621.46 武丁

621.47 祖庚至帝乙

621.471 祖庚

621.472 祖甲

621.473 廩辛

621.474 庚丁

621.475 武乙

621.477 太丁

621.478 帝乙

621.48 紂王

同：帝辛

621.49 周之興起

古公亶父自邠遷岐，始定國

號曰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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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498 文王

621.5 周（1122-221B.C.）

621.51 周書

同：逸周書；汲冢周書

621.52 西周（1122-771B.C.）
西周考古入799.86

621.524 西周與四夷

621.53 武王

621.54 成王；周公旦輔政

621.55 康王；昭王；穆王；共王

621.56 懿王；孝王；夷王

621.57 厲王；周召二公行政

621.58 宣王

621.59 幽王

621.6 東周（770-221B.C.）
總論春秋及戰國時代入此

621.61 平王

6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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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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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64 列國泛論

6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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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652 齊國

621.653 宋國

621.654 晉國

621.656 秦之興起

周 平 王 元 年 （ 7 7 0

B.C.），秦始為諸侯

621.657 楚

楚漢之爭入621.95；秦楚

之爭入621.96

621.658 吳

書例：吳越春秋（趙曄）

621.659 越

書例：越絕書（袁康）

621.66 其他諸國

得依國名排

621.67 與四夷之關係

夷狄諸國入此

621.7 春秋

621.71 公羊傳

621.72 穀梁傳

621.73 左傳

6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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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75 其他

書例：春秋傳（劉敞）

621.76 春秋緯

621.77 國語

同：春秋外傳

6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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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781 春秋卷一

隱公1-11（721-711B.C.）

621.782 春秋卷二

桓公1-18（710-693B.C.）

621.783 春秋卷三

莊公1-32（692-661B.C.）

621.784 春秋卷四

閔公1-2（660-659B.C.）

621.785 春秋卷五

僖公1-33（658-626B.C.）

621.786 春秋卷六

文公1-18（625-608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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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787 春秋卷七

宣公1-18（607-590B.C.）

621.788 春秋卷八

成公1-18（589-572B.C.）

621.789 春秋卷九

襄公1-31（571-541B.C.）

621.791 春秋卷十

昭公1-32（540-509B.C.）

621.792 春秋卷十一

定公1-15（508-495B.C.）

621.793 春秋卷十二

哀公1-14（494-481B.C.）

621.794 春秋時代雜事

621.795 魯哀公15-27年（480-
469B.C.）

621.796 468-453B.C.

621.8 戰國時代（453-221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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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81 戰國時代之周室

621.82 三晉

西元前453年三家分晉；西

元前376年廢其君，晉亡

621.823 魏

621.825 韓

621.827 趙

621.83 燕

621.84 田齊

田氏併齊，世稱田齊

621.86 衛

621.87 中山

621.88 縱橫家

蘇秦（合縱抗秦）、張儀

（連衡事秦）

621.89 秦稱王

顯王44年（325 B.C.）始稱王

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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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91 秦始皇治世（246-210B.C.）

621.92 呂不韋

621.93 李斯

621.94 干南越

621.95 楚漢之爭

書例：楚漢春秋（陸賈）

621.96 秦楚之爭

始皇24年（223 B.C.）滅楚

621.98 秦漢之爭

621.99 秦二世（胡亥）

622 漢及三國 Han, Three
Kingdoms（202 B.C.-280
A.D.）

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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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12 呂后稱制（188-180B.C.）

622.14 張騫使西域

622.19 新；王莽篡漢

622.197 農民起事

綠林、赤眉、新市、平林等

參見610.45農民起事史

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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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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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2 班超使西域

622.27 黨錮之亂

622.28 黃巾之亂

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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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4 魏（220-265）

622.5 蜀（221-263）

622.6 吳（222-280）

622.7 六朝（22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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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

623.1 晉（265-420）

623.11 西晉（265-317）

623.12 武帝（265-290）

623.16 八王之亂

623.18 懷帝、愍帝（307-316）

623.2 東晉（317-420）

623.28 安帝、恭帝（397-420）

623.3 五胡十六國（302-439）

623.31 民族遷徙

623.32 五胡

623.321 匈奴

匈奴語入802.981

623.322 羯

623.323 氐

623.324 羌

623.325 鮮卑

鮮卑語入802.986

623.329 其他各族

6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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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332 後涼（氐）（386-403）

623.333 南涼（鮮卑）（397-414）

623.334 北涼（匈奴）（401-439）

623.335 西涼（漢）（400-420）

623.337 前趙（匈奴）（304-329）

623.338 後趙（羯）（319-351）
冉魏入此

623.341 前秦（氐）（351-394）

623.342 後秦（羌）（384-417）

623.343 西秦（鮮卑）（385-431）

623.344 前燕（鮮卑）（337-370）

623.345 後燕（鮮卑）（384-409）
西燕入此

623.346 南燕（鮮卑）（398-410）

623.347 北燕（漢）（409-435）

623.348 夏（匈奴）（407-431）

623.349 成漢（氐）（304-347）

623.4 南北朝（396-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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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5 南朝（420-588）
書例：南史（李延壽）入

623.501；南朝史精語（洪邁）

入623.507 

623.51 劉宋（420-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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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52 南齊（479-502）

623.53 梁（502-557）

623.54 陳（557-589）

623.6 北朝（396-581）
書例：北史（李延壽）入

623.601

623.61 北魏（鮮卑）（386-534）
同：元魏、後魏

623.62 東魏（鮮卑）（534-550）

623.63 西魏（鮮卑）（535-557）

623.64 北齊（漢）（550-577）

623.65 北周（鮮卑）（557-580）

623.7 隋（581-618）

623.74 隋文帝（581-604）

623.75 隋煬帝（604-617）

623.76 隋恭帝（617-618）

623.8 隋唐史

624 唐及五代 T'ang, Five
Dynasties（618-959）

624.1 唐（618-907）
書例：唐書（歐陽修、宋祁等）

入624.101

624.11 高祖（618-626）；太宗

（626-649）

624.12 高宗（649-683）

6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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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136 伐契丹（696-700）
契丹泛述入625.51 

624.137 復唐（705-712）

624.14 玄宗（712-755）
書例：開元天寶遺事（王仁裕）

安史之亂入此

624.15 肅宗（756-762）；代宗

（762-779）

6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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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18 武宗（840-846）；宣宗
（846-859）；懿宗（859-
873）

書例：東觀奏記（裴庭裕）

624.19 僖宗（873-888）；昭宗（888-
904）；哀帝（904-907）

黃巢之亂入此

624.2 五代（907-960）
書例：五代春秋（尹洙）入

624.202

624.3 後梁（漢）（907-923）

624.4 後唐（沙陀）（923-936）

624.5 後晉（西夷）（936-947）

624.6 後漢（沙陀）（947-951）

624.7 後周（漢）（951-959）

624.8 十國（902-979）
書例：十國春秋（吳任臣）

624.81 吳（892-937）

624.82 越（907-978）

624.83 閩（899-944）

624.84 楚（907-951）

624.85 前蜀（908-925）

624.86 南漢（916-971）

624.87 南平（924-963）
同：荊南

624.88 後蜀（938-965）

624.89 北漢（950-979）

6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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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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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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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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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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11 太祖（960-976）

625.12 太宗（976-997）

625.13 真宗（997-1022）

625.14 仁宗（1022-1063）

625.15 英宗（1064-1067）；神宗
（1067-1085）；哲宗（1085-
1100）

625.16 徽宗（1100-1125）；欽宗
（1125-1127）

書例：靖康要錄（撰人不詳）

625.17 宋金通和及用兵

書例：三朝北盟會編（徐夢莘）

6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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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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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22 孝宗（1162-1189）；光宗
（1189-1194）

625.23 寧宗（1194-1224）

625.24 理宗（1224-1264）
書例：宋季三朝政要（撰人

不詳）

625.25 度宗（1264-1274）；恭帝
（1274-1276）

625.26 端宗（1276-1278）；帝昺
（1278-1279）

6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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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4 遼、金、元總錄（916-1368）

625.5 遼（916-1125）
書例：焚椒錄（王鼎）

625.51 契丹

書例：契丹國志（葉隆禮）

625.56 西遼（1124-1211）

6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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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61 金太祖（阿骨打）（1115-1123）

625.69 金末

書例：歸潛志（劉祁）

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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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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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72 太宗（1229-1241）；定宗
（1246-1248）；憲宗（1251-
1259）

62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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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74 成宗（1294-1307）；武宗
（1308-1311）；仁宗（1311-
1320）

625.76 英宗（1320-1323）；泰定帝
（1323-1328）；明宗；文宗
（1329）；寧宗（1329-1332）

625.77 順帝（1333-1368）
書例：庚申外史（權衡）

625.8 元明總錄

6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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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1 太祖（洪武）（1368-1398）
書例：洪武聖政記（宋濂）、

革朝志（許相卿）

626.18 惠帝（1399-1402）
靖難之變入626.22

626.2 成祖（永樂）（1402-1424）
書例：永樂大典（解縉等）入

043.6

626.22 靖難之變

626.24 鄭和下西洋（1405-1433）

626.26 征韃靼

626.27 征安南

626.28 伐瓦剌

626.3 仁宗至英宗（1424-1464）

626.33 瓦剌之寇

626.36 土木堡之變（1449）

626.38 代宗（景帝）（1450-1457）

626.39 英宗重祚（1457-1464）
書例：天順日錄（李賢）

奪門之變（1457）入此

626.4 憲宗（1464-1487）

626.5 孝宗（1487-1505）；武宗
（1505-1521）

626.57 葡人至廣東（1516）

626.6 世宗（1522-1566）；穆宗
（1567-1572）

書例：世廟識餘錄（徐學謨）

626.65 倭寇

書例：馭倭錄（王士騏）

626.66 葡萄牙佔據澳門（1557）

626.7 神宗（1573-1620）；光宗
（1620）

626.72 楊應龍之亂

書例：平播始末（郭子

章）、平播全書（李化龍）

626.75 東林黨議（1573-1644）
書例：東林事略（吳應箕）

626.8 熹宗（1620-1627）；思宗
（1627-1644）

書例：啟禎記聞錄

626.85 群盜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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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88 李自成入關（1643）

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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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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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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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92 唐王（1645-1646）

626.93 桂王（1647-1662）
書例：永歷實錄（王夫

之）、也是錄（一名永曆帝入

緬本末）（鄧凱）

626.94 張煌言

626.95 魯王

書例：魯春秋（查繼佐）、

海外慟哭記（黃宗羲）、魯紀

年（黃宗羲）

62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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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97 鄭經；鄭克塽

62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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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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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13 太祖（1616-1626）

627.14 太宗（1627-1643）

627.15 世祖（順治）（1644-1661）

627.2 聖祖（康熙）（1662-1722）

627.21 三藩之亂（1673-1681）
書例：平定三逆方略（勒德

洪等）

627.212 平西王（吳三桂）

627.213 平南王（尚之信）

627.214 靖南王（耿精忠）

627.22 臺灣內屬（1683）
書例：靖海紀事（施琅）

627.26 征準噶爾（1688-1715）
參見627.35再征準噶爾；

627.42平準噶爾

627.27 西藏之亂（1706-1720）

627.28 文字獄

627.3 世宗（雍正）（1723-1735）

627.33 征青海（1723-1724）

627.35 再征準噶爾（1729-1935）

627.37 文字獄

627.4 高宗（乾隆）（1736-1795）

627.41 內治

627.42 平準噶爾（1754-1755）
書例：平定準噶爾方略（傅

恆等）

627.43 平定金川（1747-49，1755-79）
書例：平定金川方略（來保等）

627.44 回部變亂

627.45 征緬甸（1765-1769）

627.46 征安南（1788）

627.47 征廓爾喀（1791-1792）

627.5 仁宗（嘉慶）（1796-1820）；
宣宗（道光）（1820-1850）

627.51 貴州苗亂（1795-1797）

627.53 白蓮教之亂（1796-1802）
同：川楚教匪

627.54 天理教之亂（1813）

627.55 海疆盜寇

627.57 宣宗（道光）（1820-1850）

627.58 回疆之變（1820-1831）

627.59 黎猺之亂（1821-1847）

627.6 近代：鴉片戰爭以後（1840- ）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627.63 帝國主義侵華史（1840-1949）

627.65 鴉片戰爭（1840-1842）
南京條約入此

6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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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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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67 道光後期史事（1840-1850）

627.68 湖南苗亂（1847）

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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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71 文宗（咸豐）（1850-1861）

627.72 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
亞羅號事件（1856）、英法

聯軍（1858-1860）入此

627.73 文宗時期其他史事

627.74 太平天國（1850-1864）
書例：太平天國野史（凌喜

清）入627.7404

627.75 太平天國專記

627.751 上帝教

627.752 制度；政策

包括土地、生產、軍事、

政治等

627.753 對外關係；外交

627.758 諸王自述

忠王李秀成供狀入此

627.759 天地會起義

上海小刀會、福建小刀會

等入此

627.76 穆宗（同治）（1861-1874）

627.77 回亂勘定（1863-1873）

627.78 捻亂（1853-1868）

627.79 穆宗時期其他史事

627.8 德宗（光緒）（1875-1908）
.801-.809依中國斷代史複分

表複分

627.81 孝欽皇后專紀

西太后慈禧（葉赫那拉氏）

事蹟入此

627.82 平定新疆（1875-1878）

627.83 伊犁交涉（1878-1881）

627.84 中法戰爭（1882-1885）
議和、安南歸法入此

627.85 洋務運動

同：自強運動

62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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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87 戊戌政變（1898）
自立會和自立軍、強學會、

南學會、保國會等入此

62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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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888 各地教案

627.89 憲政運動（1901-1908）

627.9 宣統（1909-1911）
參 見 6 2 8 . 2 8 8 溥 儀 出 宮

（1924）；628.47偽滿州國

6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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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1 民國建立

辛亥革命入此

628.11 辛亥革命以前之運動（1895-
1911）

628.113 反賠款（1901-1903）

628.114 收回利權運動

628.117 保路運動

628.12 黃花岡之役（1911）

628.13 武昌起義（1911）

628.18 南京臨時政府（1912）

628.19 辛亥革命時期雜記

628.2 北洋軍閥掌權（1912-1923）

628.21 袁世凱時期（1912-1916）

628.216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
1918）

628.218 洪憲帝制（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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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22 雲南起義（1916）
護國軍入此

628.23 黎元洪時期（1916-1917）

628.231 張勳復辟（1917）

628.24 南北分治時期（1917-1926）

628.243 南方政府時期（1917-
1927）

628.247 北京政府時期（1917-
1927）

628.25 馮國璋時期（1917-1918）

628.252 西南護法運動（1917）

628.254 七總裁時期（1918）

628.256 徐世昌時期（1918-1922）

628.258 南北議和（1919）

628.26 五四以降（1919- ）

628.263 五四運動（1919）

628.266 中國共產黨成立（1921）
參見576.25中國共產黨

628.268 直奉戰爭（1922）

628.27 黎元洪復職（1922-1923）

628.272 粵變（1922）

同：中山艦事件

628.28 曹錕時期（1923-1924）

628.287 馮玉祥時期

628.288 溥儀出宮（1924）

628.29 民國十三年至十六年（1924-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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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292 孫文北上及逝世（1925）

628.293 五卅事件（1925）

628.3 國民政府時期（1926-    ）
總論入此，遷臺時期入628.63

628.31 國民政府成立（1926）

628.32 北伐時期（1926-1928）

6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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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401 國共關係

628.402 寧漢分裂（1927）

628.403 各地共黨事件（1927）

628.4031 八一南昌事件

628.4033 兩湖秋收事件

三灣改編、向井崗山進

軍入此

628.4035 廣州事件

628.404 濟南慘案（1928）

628.406 圍勦；反圍勦（1930-
1934）

628.407 江西蘇維埃（1931-1934）

628.408 紅軍長征（1934-1935）
同：延安時期

628.409 遵義會議（1935）

628.41 擴大會議（1930）

628.42 寧粵分治（1931）

628.43 九一八事變（1931）
同：滿州事變、瀋陽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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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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28.44 天津事變（1931）

628.45 一二八淞滬之役（1932）
同：上海事變

628.46 長城戰役（1932-1933）

628.47 滿州國（1932-1945）

628.48 綏遠戰役（1936）

628.49 西安事件（1936）
民族統一戰線入此

628.5 中日戰爭（1937-1945）

628.51 七七事變（1937）
同：蘆溝橋事變

參見731.2787蘆溝橋事變

628.52 八一三上海事變（1937）

628.525 南京失陷（1937）

628.526 遷都重慶

628.53 後方的建設

國民黨統治區概況入此

淪淊區、共產區入628.59 

628.54 華北戰事（1937-1938）
太原會戰入此

628.546 徐州會戰（1938）
臺兒莊大戰入此

628.55 長沙會戰（1939）

628.56 二次大戰爆發（1939）

6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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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577 皖南事件（1941）

628.58 太平洋戰爭時期（1941-1945）
遠征緬甸入此

628.581 與英美聯合作戰

628.582 鄂西、常德會戰（1943）

628.583 中原大戰（1944）

628.584 湘北大戰（1944）

628.586 怒江戰役（1944）

628.587 湘西之戰（1945）

628.588 收復桂林（1945）

628.589 日本投降（1945）

628.59 淪陷區；蘇區

滿州國入628.47

628.591 北京臨時政府（1937-1940）

628.592 南京維新政府（1938-1940）

628.593 蒙疆自治政府

628.594 汪兆銘政權（1940-1945）

628.596 紅區泛論

628.597 陝甘寧邊區

628.598 晉察冀邊區

628.6 抗戰勝利以後（1945- ）

628.61 復員

628.616 重慶談判

雙十協定入此

628.618 舊政治協商會議

62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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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621 遼瀋戰役（1948）

628.622 淮海戰役（1948-1949）

628.623 平津戰役（1948-1949）

628.624 渡江戰役（1949）

628.63 國民政府遷臺（1949- ）
參見733.292臺灣史：國民

政府遷臺以後

628.631 蔣中正時期（1949-1975）
參見733.293臺灣史：'蔣

中正時期

628.632 嚴家淦時期（1975-1978）

628.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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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64 2000-
參見733.296臺灣史：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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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7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     ）

628.7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

62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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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721 土地改革運動

628.722 抗美援朝運動

參見73 2 . 2 7 2 3韓戰；

752.2631參加韓戰

628.723 五反運動

628.724 鎮壓反革命運動

628.725 思想改造運動

628.73 三大改造時期（1953-1957）
百花齊放入此

62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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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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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76 鄧小平時期（1978-1998）
改革開放入此

628.765 批判四人幫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

姚文元為四人幫

628.766 六四天安門事件

628.77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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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8 不限於現行省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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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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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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1/1 通典

630.1/2 續通典

630.1/3 通志

630.1/4 續通志

630.1/5 文獻通考

630.1/6 續文獻通考

630.1/71 清通典

630.1/72 清通志

630.1/73 清文獻通考

630.1/74 清續文獻通考

630.7 論叢

一般考證亦入此

630.8 叢書

6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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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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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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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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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 現代文化史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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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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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18 海外漢族

移民、殖民入577

6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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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21 上古：肅慎

息慎、稷慎

639.223 三國：挹婁

入貢於魏，稱之

639.234 南北朝：勿吉、靺鞨

639.241 唐：勃海國

勃海入732.238

639.25 宋元：金

金入625.6

639.26 明：女真

有野人女真、海面女真、建

州女真等分稱

639.27 清：後金

639.28 民國：滿族

6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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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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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236蒙古韃

靼帝國；730.25汗國之盛衰；

737.05蒙兀兒帝國；734.9蒙古

人民共和國

6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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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a g h o r ）、 喀 爾 喀

（ K h a l k h a ）、 額 魯 特

（Kalmuch, or Olot）、阿爾泰

烏 梁 海 （ A l t a i

U r i a n g k h a i ）、布來雅

（Buriat）、韃靼（Tartar）等

入此

參見623.321匈奴

6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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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434 南北朝：高車、袁紇、烏

護、烏紇

639.437 隋：東突厥、西突厥、韋紇

639.438 唐：回紇、回鶻

639.45 宋元：畏吾兒 Uigur

639.47 清：回疆

乾隆朝始將其地正式入版圖

639.49 其他屬突厥系統之各族

拉拉（ S o l a ）、哈薩克

（Kazak）等入此

6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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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59 其他屬藏族系統之各族

果佫（ G o l o k ）、 康 巴

（Kampa）、藏巴（Tsang-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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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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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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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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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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 前代中國外交史 Early
diplomatic history of
China（ to 1912）

641.1 明以前（1368以前）

641.11 隋以前

641.12 漢至南北朝

641.13 隋

641.14 唐

641.16 宋

641.18 元

641.2 明（1368-1644）

641.21 神宗（萬曆）以前

641.27 神宗（萬曆）

641.28 神宗（萬曆）以後

641.3 清（1644-1912）

641.32 世祖（順治）

641.33 聖祖（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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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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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曆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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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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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35 世宗（雍正）

641.36 高宗（乾隆）

641.38 仁宗（嘉慶）

641.4 近代（1840- ）

641.45 宣宗（道光）

641.5 文宗（咸豐）

641.6 穆宗（同治）

641.7 德宗（光緒）：甲午以前

641.8 德宗（光緒）：甲午至戊申

641.9 宣統

642 現代中國外交史
Contemporary diplomat-
ic history of China
（1912- ）

642.1 民元至十年（1912-1921）

642.2 民十一至十六年（1922-1927）

642.3 民十七至二十六年（1928-1937）

642.4 中日戰爭時期（1937-1945）

6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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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6 1972-
參見733.2925臺灣對外關係；

733.439臺灣對外關係史

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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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1 中日外交史

643.2 中韓外交史

643.31 中琉外交史

643.71 中印外交史

643.82 中泰外交史

64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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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1 中英外交史

644.2 中法外交史

644.3 中德外交史

644.5 中義外交史

644.61 中國西班牙外交史

644.62 中葡外交史

644.65 中梵外交史

644.71 中比外交史

644.8 中俄外交史

64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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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2 中美外交史

6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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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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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2 中國與國際法院

648.3 中國與聯合國

1971年10月中共進入聯合國

6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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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4 東北外事志

649.61 新疆外事志

649.66 西藏外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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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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6 明實錄（皇明實錄）

654.61 太祖

654.62 太宗

654.63 仁宗

654.633 宣宗

654.635 英宗

654.64 憲宗

654.65 孝宗

654.654 武宗

654.66 世宗

654.666 穆宗

654.67 神宗

654.678 光宗

654.68 熹宗

654.69 附刊

654.7 清實錄

654.702 總目

654.711 滿洲實錄

654.713 太祖（天命）

654.714 太宗（天聰，崇德）

654.717 世祖（順治）

654.72 聖祖（康熙）

654.73 世宗（雍正）

654.74 高宗（乾隆）

654.75 仁宗（嘉慶）

654.76 宣宗（道光）

654.77 文宗（咸豐）

654.78 穆宗（同治）

654.79 德宗（光緒）

654.799 大清宣統政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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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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1 檔案局

655.2 明以前檔案

655.3 明代檔案

6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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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5 清代檔案

655.6 現代檔案

655.7 地方官署檔案

655.8 寺廟檔案

6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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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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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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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 中國地理總志 Geography
of China

660.3 中國地理教育及研究

660.33 中國地理教學

660.37 中國地理教科書

6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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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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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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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2 專紀

669.8 地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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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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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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6 . 6淳祐臨安志為

672.21濟南府志為671.24/100寧

國府志為672.24/232寧波府志為

6 7 2 . 3 4 / 2 0 0 天 津 縣 志為

6 7 1 . 1 5 / 2 0 3 蓬 萊 縣 志為

671.25/403江寧縣志為6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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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1 方志學

[67 [.21] 方志目錄

宜入016.67

670.8 方志叢書

670.9 方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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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以採第二法為宜

地志複分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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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24/100

寧國府志入672.24/232

寧波府志入672.34/200

天津縣志入671.1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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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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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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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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1 河北省（冀）

北京市入671.09

671.2 山東省（魯）

671.3 河南省（豫）

671.4 山西省（晉）

671.5 陝西省（秦）

671.6 甘肅省（隴）

672 華中地區 Central China
area

長江流域入此

672.09 上海市

如依地方志第二法複分表複

分，不必用「.」或 / 隔離號碼

書例：上海市史入672.092

672.1 江蘇省（蘇）

672.2 安徽省（皖）

672.3 浙江省（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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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4 江西省（贛）

672.5 湖北省（鄂）

672.6 湖南省（湘）

672.7 四川省（蜀）

6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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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1 福建省（閩）

673.3 廣東省（粵）

673.4 廣西省（桂）

併入廣西壯族自治區

673.5 雲南省（雲）

673.6 貴州省（貴）

673.7 海南省（瓊）

1989年改置省

673.8 香港

6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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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1 遼寧省（遼）

674.2 吉林省（吉）

674.3 黑龍江省（黑）

674.4 遼北區

併入遼寧省

674.5 安東區

併入遼寧省

674.6 松江區

併入吉林省

674.7 合江區

併入吉林省

674.8 嫩江區

併入黑龍江省

674.9 興安區

併入黑龍江省

675 塞北地區 North of the
Great Wall

675.1 蒙古

[67 [.2] 外蒙古
宜入734.9

675.3 內蒙古

併入內蒙古自治區

675.4 熱河省（熱）

1928-1955併入內蒙古自治區

675.5 察哈爾省（察）

1928-1952併入內蒙古自治區

675.6 綏遠省（綏）

1928-1954併入內蒙古自治區

6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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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義專指葱嶺以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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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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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01 志書；通論

676.02 歷史；沿革

676.03 地理

書例：皇輿西域圖志（劉統

勳等輯；英廉等增輯）

676.032 水

書例：西域水道記（徐松）

676.033 山

676.04 人文；文化；風土

676.05 經濟；產業；交通

676.06 名勝古蹟；遊記；指南

書例：西域聞見錄（椿園七

十一）

676.07 人物；文獻

676.08 雜記

6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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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a l m a g e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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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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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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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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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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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 中國地理類志 Topic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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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1 都城

681.2 國界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681.3 行政區劃

省界入此

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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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6 . 2 8 ；邊疆語言入

802.9；邊疆行政法入588.28

參見676西部地區

681.508 邊疆叢書

681.58 苗疆

681.59 海疆

書例：籌海圖篇（胡宗憲）

681.6 長城

681.9 自然地理

地形、地文入此

水入682；山入683

參見351.12中國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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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8 江河；湖泊

682.81 長江

書例：江源記（查拉吳麟）

682.82 黃河

書例：河源志（潘昂霄）、黃

河圖議（鄭若曾）

682.83 淮河

書例：敬止集（陳應芳）

682.84 運河

書例：山東運河備覽（陸燿）

682.85 珠江

682.86 洞庭湖

682.87 鄱陽湖

682.88 太湖

682.89 洪澤湖

682.9 圩堤

683 山志 Historical record of
mountains

依中國省區表、中國縣市表複分

683.8 綿亙數省之山

[68 [.9] 自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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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入3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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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1 寺廟

684.2 宮殿

684.29 宗廟

684.3 苑囿

684.4 亭臺樓閣

684.6 洲渚

684.7 陵墓

684.8 遺址

685 人文地理 Human
geography

書例：江蘇人文地理（柳肇嘉）

入68 5 . 0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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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1] 人種
宜入392.62

[68 [.2] 人口
宜入542.132

[68 [.3] 政事
宜入573.9

[68 [.31] 市政

宜入575.2

[68 [.39] 軍事

宜入592.32

[68 [.4] 風俗
宜入538.82

[685.5] 語言
宜入801.892

[68 [.6] 宗教
宜入209.2

[68 [.7] 教育
宜入520.92

[686] 經濟地理 Economic
geography

宜入552.2

[68 [.3] 農業
宜入430.92

[68 [.4] 工業
宜入555.92

[68 [.5] 礦業
宜入450.92

[68 [.6] 商業
宜入491.2

[68 [.68] 貿易

宜入558.092

[68 [.7] 交通
宜入557.192

[68 [.71] 橋樑

[68 [.72] 公路

宜入557.379

[68 [.73] 鐵路

宜入557.258

[68 [.74] 航運

宜入557.46

[68 [.76] 郵政

宜入557.68

[68 [.79] 航空

宜入557.98

[687] 人物 Personage
宜入782.6

689 雜記 Random notes
（type of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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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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