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分享

《佛教圖書分類法1996 年版》
與《改定本》相異類目對照表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整理

編例

0 總類

1. 《改定本》係由前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白化文
教授根據《佛教圖書分類法 1996 年版》（香光
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輯，嘉義市：香光書鄉，
1996）加以改訂而成，書名為《佛教圖書分類

016.521 佛教與漢族地區文化
016.522 佛教與藏族地區文化
016.523 佛教與內蒙古蒙古族地區文化
016.524 佛教與中國南部少數民族地區文化
041.41 藏文

法（改定本）》，於 2001 年 6 月由北京圖書館

041.42 蒙古文

出版社印行。

041.43 西夏文

2. 本文即依據《佛教圖書分類法 1996 年版》（以

041.44 滿文

下稱《佛圖法》）與《佛教圖書分類法（改定

041.45 彝文、傣文

本）》（以下稱《改定本》）兩類表相異之處

041.46 其他少數民族語文

加以對照編訂而成，俾提供佛教文獻標引參考
之用。

094.1 藏文藏經（以下順序為 .2 蒙古文， .3 西夏
文， .4 滿文， .5 彝文、傣文， .6 其他少
數民族語文，等）

3. 本文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新增；第二部分為
改訂，各部分以二欄編排，左欄為「《佛圖法》

7 佛教文藝；佛教語文

原來類目」
（包括類號、類名、注釋，下同此），

721.4 佛教版畫

右欄為「《改定本》改訂類目」欄。
4. 「──」表示無類目之欄位。

新增部分

722.4 諸天鬼神像
722.5 高僧像
722.9 其他

9 世界各地佛教宗派
920 中國南傳上座部佛教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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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訂部分
《佛圖法》原來類目

《改定本》改訂類目

0 總類
016.53 佛教與印度文化

016.53 佛教與南亞次大陸文化

041.3 中文

041.3 漢文

041.4 藏文

041.4 中國少數民族語文

051 佛教期刊
佛教會刊、學報入此，依刊名排序

051 佛教期刊
佛教會刊、學報入此，依刊名排序。在期
刊較多時，建議使用《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
（期刊分類表）》

094 藏文藏經

094 中國少數民族語文藏經

099 其他語文藏經
099 其他語文藏經
《傣文大藏經》、《蒙文大藏經》、《滿
文大藏經》、《西夏文大藏經》入此
1 教理
191 印度佛教思想

191 南亞次大陸佛教思想
下可分列 .1 印度， .2 尼泊爾， .3 不丹，
等

192 中國佛教思想

192 中國漢族佛教思想

193 西藏佛教思想
宗義總論入此

193 中國少數民族佛教思想
宗義總論入此。下可分列 .1 藏族，.2 蒙古
族，等

194 韓國佛教思想

194 朝鮮半島佛教思想

196 亞洲佛教思想
東亞佛教思想入此
196.1 東南亞佛教思想
南傳佛教思想入此

196 亞洲佛教思想

196.2 馬來群島佛教思想
（編者按：依「佛教地區表」複分而來的）

196.1 東北亞佛教思想
蒙古國（1921- ）佛教思想入此。此前
仍入中國少數民族佛教思想
196.2 東南亞佛教思想
南傳佛教思想入此。下可按地區、國家
分列，如 .21 斯里蘭卡， .22 泰國， .23 柬埔
寨， .24 緬甸等

2 佛教史地
200 佛教史地
200 佛教史地
世界佛教史入此；各國（地）佛教史依佛
世界佛教史入此；各國（地）佛教史依地
教地區表複分
區表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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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圖法》原來類目

《改定本》改訂類目

209 佛教文化史
209 佛教文化史
世界佛教文化史（交流史）入此；各國（地）
世界佛教文化史（交流史）入此；各國（地）
佛教文化史先依佛教地區表複分，然後再以
佛教文化史先依地區表複分，然後再以“9”複
分，例如中國佛教文化史入 220.9；兩國（地）
“9”複分，例如中國佛教文化史入 220.9；兩國
（地）佛教交流史依在前地區分類，例如中日
佛教交流史依在前地區分類，例如中日佛教交
佛教交流史入 220.9
流史入 220.9
210 印度佛教史

210 南亞次大陸佛教史

214 印度密教史

214 南亞次大陸密教史

215 印度現代佛教史

215 南亞次大陸現代佛教史

220 中國佛教史

220 中國漢傳佛教史

220.9 中國佛教文化史

220.9 中國漢傳佛教文化史

228 民國佛教史
現代佛教史入此

228 近現代中國佛教史
1912 年以後中國佛教史入此。以漢傳佛教
為主，兼從全國角度顧及藏傳佛教、中國南傳
上座部佛教等。可以時代劃分為 .1 民國時期
，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1949- ）
。
（1912-1949）
至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香港、澳門、台灣
等地的佛教史，可在 229 中國各地佛教史中分
列
229 中國各地區佛教史
依中國省區表複分。如西藏佛教宗派史、
雲南上座部佛教史等均入此。如再細分，則再
按時期分

229 中國各地佛教史
依中國省區表複分

230 西藏佛教史
西藏佛教宗派史入此
240 韓國佛教史

──

240 朝鮮半島佛教史
可依朝鮮半島從古及今各時期分列
260 亞洲佛教史
260 亞洲佛教史
東亞佛教史入此
綜述整個亞洲佛教史者入此。綜述東北亞
佛教史者亦可作 .1 入此
261 東南亞佛教史
261 東南亞佛教史
南傳佛教史入此
南傳佛教史入此。分國分地區者按 .1 斯里
蘭卡直至 .9 其他分列
280 佛教傳記
280 佛教傳記
.01-.09 依標準複分表複分；各國佛教傳記
.01-.09 依標準複分表複分；各國佛教傳記
依佛教地區表複分，分入 281-287
依地區表複分，分入 28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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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圖法》原來類目

《改定本》改訂類目

281 印度佛教傳記
羅漢傳入此

281 南亞次大陸佛教傳記
羅漢傳入此

282 中國佛教傳記

282 中國漢傳佛教傳記

283 西藏佛教傳記

283 中國少數民族佛教傳記
依民族複分表與傳授特點再分，如 .1 藏傳
佛教，.2 中國南傳上座部佛教，.9 其他，等
284 韓國佛教傳記
284 朝鮮半島佛教傳記
依時代複分
290 佛教地誌
290 佛教地誌
以寺剎誌、佛教山誌為主；綜述寺剎以及
以寺剎誌、佛教山誌為主；綜述寺剎以及
佛教山誌、古跡、遊記者入此；各國佛教地誌
佛教山誌、古跡、遊記者入此；各國佛教地誌
依佛教地區表複分，分入 291-297；專述佛教古
依地區表複分，分入 291-297；專述佛教古跡入
跡入 298，專述佛教遊記入 299
298，專述佛教遊記入 299
291 印度佛教地誌
291 南亞次大陸佛教地誌
以下再按地區複分，如 .1 印度， .2 尼泊
爾， .3 不丹， .9 其他，等
292 中國佛教地誌
292 中國漢傳佛教地誌
依中國省區表複分
依中國省區表複分
293 西藏佛教地誌
293 中國少數民族非漢傳佛教流行地區佛教地誌
以下再按先地區後教派複分，如 .1 西藏地
區藏傳佛教地誌， .2 內蒙古地區藏傳佛教地
誌， .3 雲南地區南傳上座部佛教地誌， .9 其
他，等
294 韓國佛教地誌

294 朝鮮半島佛教地誌

298 佛教古跡
298 佛教古跡
依佛教地區表複分，中國再依中國省區表
依地區表複分，中國再依中國省區表複分
複分
299 佛教遊記
299 佛教遊記
依佛教地區表複分，中國再依中國省區表
依地區表複分，中國再依中國省區表複分
複分
6 儀制；修持；佈教；護法
620 僧制
620 僧制
寺院制度、僧團制度入此；.01-.09 依標準
寺院制度、僧團制度入此；.01-.09 依標準
複分表複分；各國僧制依佛教地區表複分，分
複分表複分；各國僧制依地區表複分，分入
入 621-627；各宗派僧制分入 800-900；禪宗叢
621-627；各宗派僧制分入 800-900；禪宗叢林
林制度入 866.2
制度入 8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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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圖法》原來類目

《改定本》改訂類目

621 印度僧制
（編者按：依「佛教地區表」複分而來的）

621 東南亞僧制
以下再按地區劃分，如 621.1 斯里蘭卡，直
至 .9 其他地區僧制等。

622 中國僧制

622 中國漢傳佛教僧制

623 西藏僧制

623 中國藏傳佛教、中國南傳上座部佛教僧制
先按 .1 藏傳佛教， .2 南傳上座部佛教， .9
其他等劃分；再按僧制複分表劃分

624 韓國僧制

624 朝鮮半島佛教僧制

625 日本僧制

625 日本佛教僧制

626.1 東南亞僧制

──

680 佛教與各宗教
680 佛教與各宗教
綜述佛教與儒教、道教及中國民間信仰入
綜述佛教與儒教、道教及中國民間信仰入
此
此。附佛外道及對各種外道之批判入 680.1，以
下尚可再分，如 .11 批判法輪功，等等
684 佛教與印度各宗教
684 佛教與南亞次大陸各宗教
印度各宗教包括婆羅門教、印度教、耆那
南亞次大陸各宗教包括婆羅門教、印度
教、六師外道
教、耆那教、六師外道等，尚可細分
685 佛教與基督教
685 佛教與基督教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東正教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東正教等，
尚可細分。
686 佛教與伊斯蘭教
686 佛教與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俗稱回教
伊斯蘭教俗稱回教。尚可按其宗派細分。
7 佛教文藝；佛教語文
710 佛教文學
710 佛教文學
.01-.09 依標準複分表複分；各國佛教文學
.01-.09 依標準複分表複分；各國佛教文學
依著者國別使用佛教地區表複分，分入 711依著者國別使用地區表複分，分入 711-717；宗
派佛教文學入此
717；宗派佛教文學入此
711 印度佛教文學

711 南亞次大陸佛教文學

712 中國佛教文學

712 中國漢傳佛教文學

712.8 應用文
書信入此

712.8 應用文
書信入此作 .81

713 西藏佛教文學

713 中國藏傳佛教文學

714 韓國佛教文學

714 中國南傳上座部佛教文學
以下再細分

716 亞洲佛教文學

716 亞洲其他地區佛教文學

68

佛教圖書館館訊 第 28 期 90 年 12 月

參與．分享

《佛圖法》原來類目

《改定本》改訂類目

716.1 東南亞佛教文學
南傳佛教文學入此
716.2 馬來群島佛教文學
（編者按：依「佛教地區表」複分而來）
719.3 童詩、童謠、童歌
童歌歌詞入此；有詞有譜的入 732
720 佛教美術
石窟藝術入此；.01-.09 依標準複分表複分；
各國佛教美術依佛教地區表複分，分入
720.1-.7；宗派佛教美術入此

716.1 朝鮮半島佛教文學
716.2 東南亞佛教文學
南傳佛教文學入此
719.3 童詩、童謠、兒歌
兒歌歌詞入此；有詞有譜的入 732
720 佛教美術
石窟藝術入此；.01-.09 依標準複分表複分；
各國佛教美術依地區表複分，分入 720.1-.7；宗
派佛教美術入此

720.1 印度佛教美術

720.1 南亞次大陸佛教美術

720.2 中國佛教美術

720.2 中國漢傳佛教美術

720.22-.28 中國各代佛教美術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720.22-.28 中國各代漢傳佛教美術
依中國時代表複分

720.3 西藏佛教美術

720.3 中國藏傳佛教美術

720.4 韓國佛教美術

720.4 中國南傳上座部佛教美術

721.1 佛教繪畫
721.1 佛教繪畫
佛教版畫、禪畫入此
禪畫入此
723 佛教建築藝術
723 佛教建築藝術
寺院建築、佛塔、佛教園林藝術等入此；
寺院建築、佛塔、佛教園林藝術等入此；
依佛教地區表複分
依地區表複分
724 佛教工藝美術
724 佛教工藝美術
佛教圖案入此；依佛教地區表複分
佛教圖案入此；依地區表複分
731.1 讚偈

731.1 偈贊

8 中國佛教宗派
800 中國佛教宗派

800 中國漢傳佛教宗派

890 中國其他宗派

──

891 俱舍宗

──

892 毘曇宗

──

893 成實宗

──

894 涅槃宗

──

895 攝論宗

──

896 地論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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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圖法》原來類目

《改定本》改訂類目

9 世界各地佛教宗派
900 世界各地佛教宗派
依佛教地區表複分
各宗派佛教文藝分入 700

900 中國漢傳佛教其他宗派

編者按：本類表設於 891-896

901 俱舍宗
902 毘曇宗
903 成實宗
904 涅槃宗
905 攝論宗
906 地論宗

編者按：本類表設於 930

910 中國藏傳佛教宗派
藏傳佛教教義入 1 大類；藏傳佛教歷史入 2
大類；藏傳佛教傳記入 2 大類；藏密儀軌及修
持法入 6 大類

編者按：本類表設於 931-934

911 寧瑪派
912 噶舉派
913 薩迦派

930 西藏佛教宗派
西藏佛教教義入 193；西藏佛教歷史入
230；西藏佛教傳記入 283；藏密儀軌及修持法
入 635

914 格魯派
噶當派入此
930 世界各地佛教宗派綜述

931 寧瑪派

──

932 噶舉派

──

933 薩迦派

──

934 格魯派
噶當派入此

──

940 韓國佛教宗派

940 朝鮮半島佛教宗派

959 日本其他宗派
日本新興宗派入此

959 日本佛教其他宗派
日本新興宗派入此

宗派複分表
05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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