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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主題詞表──
文哲學門之主題詞詞目編選經驗談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編審兼圖書館主任 劉春銀
【摘要】：國家圖書館於 2000 年至 2001 年進行「中文主題詞表編訂計畫」，邀集學者專家與館內
同仁共同參加人文與社會科學類中文主題詞目之編選工作。筆者為計畫成員之一，本引言稿為該項
詞目編選工作之經驗談。

關鍵詞：中文主題詞表；詞目

宜。於民國 89 年度研議完成該項計畫之進行原

前言
民國 91 年 9 月 13 至 14 日香光尼眾佛學院與
中國圖書館學會專門圖書館委員會假國立中央圖
書館臺灣分館合辦「佛教知識組織管理研討會」，
會後為完整又有系統地報導整個會議的活動內
容，分期在《佛教圖書館館訊》登載各場次之全
篇論文，以饗同道。本篇係該項研討會之座談會
引言稿，筆者遵囑於會後補充及修正內容後定
稿，由於個人時間受限及參考文獻不夠完整，恐
有謬誤，敬祈同道不吝指正。
根據民國 88 年 1 月 17 日公布之圖書館法第
六條規定，國家圖書館自同年 11 月起著手進行「中
文主題詞表編訂計畫」，預訂以新增中文標題詞
一萬個為目標，並由學者專家與館內同仁組成工
作小組，負責該計畫之規劃與詞表編訂之各項事

則，包括修訂原則、適用範圍、詞表結構、調整
原《中文圖書標題表》之架構，及完成「教育類
主題詞表」試驗等工作，並根據試驗計畫彙整出
「確立選詞原則」，以及收集各種詞彙來源多種，
以供日後之參考。
民國 90 年度，為加速該項詞表編訂計畫之進
行，邀請圖書館專業人員暨學科專家共同參與各
類主題詞表之選詞工作計畫，希望於年度內完成
人文、社會科學與總類之主題詞表編訂工作。筆
者有幸被邀請參與哲學類、文學類、語言類及語
種權威等之主題詞目表編訂工作，根據此次工作
經驗及該項計畫之相關資料，整理出此篇引言，
旨在拋磚引玉與集思廣益，希望引出大家的巧思
與智慧，來為中文主題詞表催生貢獻。以下為研
討會後稍作修正與補充之引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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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訂《中文圖書標題表》──來自學
者專家的研究

4. 進行選詞工作──漢語、教育、心理學
(1) 確立選詞原則。
(2) 收集各種詞彙來源。

（一）1997 年──盧秀菊教授之研究

(3) 討論詞彙增刪。

1. 四個缺點──標題詞之詞量不足；各類標題詞

(4) 進行詞彙控制。

的詞量不均；標題詞詞彙控制不夠嚴格；標題

(5) 進行詞彙審查。

詞收錄的速度緩慢。

（二）民國 90 年 1 月 17 日公佈圖書館法第六條

2. 六項建議──增加詞彙收錄之數量；進行詞彙之

規定：

控制；部分複分標題詞以 MARC 定長欄替之；

「圖書資訊分類、編目、建檔及檢索等技術

定期公告增刪標題詞及編製標引手冊；建立機讀

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國家圖書館、專業法

標題詞權威檔；利用標題表整理網路資源。

人或團體定之。」

（二）1999 年──侯漢清教授的研究
六種改善的步驟與方法：
1. 主標題、副標題、次副標題等改為正式敘詞；
2. 非標題詞一律轉換為非敘詞，將正式敘詞同義
詞、準同義詞、同義詞組、部分反義詞等改為
非敘詞；
3. 取消通用複分標題及仿分；
4. 採用分類主題一體化詞表的編製技術，須注意
詞彙控制；
5. 以電腦編製分類法與敘詞表的對應表；
6. 大量增加詞彙的數量，以滿足文獻標引與資訊
檢索需求。

二、國家圖書館《中文主題詞表》之編訂
計畫

（三）國家圖書館──民國 90 年度之工作計畫，
編訂「人文及社會科學（含總類）主題詞
表」
1. 十五個學科，16,000 條詞目。
2. 社會科學各類：統計、禮俗、社會、經濟、財
政、政治、法學、軍事等學科之詞彙，約 8,100
條。
3. 人文學科各類：哲學、宗教、語言、文學、藝
術等學科之詞彙，約 5,700 條。
4. 總類及心理學：目錄學、圖書館學及心理學之
詞彙，約 2,200 條。

三、計畫分工
根據民國 90 年 2 月 16 日會議之決議執行，
如下：

（一）89 年度先期計畫

（一）依學科主題範疇分工

1. 新增 10,000 個詞目。

1. 國家圖書館「中文主題詞表編訂工作小組」─

2. 成立中文主題詞編訂小組。
3. 確立詞表架構。

─教育、心理學、總類
2. 臺大圖書館──禮俗、社會、政治、法學、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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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大圖書館──統計、經濟、財政、軍事

2. 收集學科工具書暨資料庫。

4. 師大圖書館──史地、藝術

3. 詞彙建檔彙整。

5. 中研院文哲所──哲學、語言〈含語種權威〉、

4. 挑選適用詞彙。

文學

（二）各學科分工之組織成員
1. 二位學科委員
2. 四位學科協調委員（學科協調委員負責相關學
科主題詞之編訂工作規劃與進行，包括學科委
員之聘請、進度之控制等。）
3. 國家圖書館「中文主題詞表編訂工作小組」

（三）各學科之進行程序
1. 二位學科委員：一為學科專家，一為具專業背
景之圖書館員。
2. 詞彙之收集與彙整，每月開會討論，為期三個
月。
3. 依既定項目建立主題詞表。
4. 編訂工作小組會議：報告各類詞表編製情況、
進度及相關問題。

（四）計畫預定進度──民國 90 年 1 月至 12 月

5. 比對重複詞彙，詞形控制。
6. 建立參照關係。
7. 增補類號。
8. 完成各學科詞彙初選。
9. 初選彙整表提「編訂工作小組」委員審查。
10. 各學科詞彙審查會議。
11. 修正已審查通過之詞目彙整表。
12. 修正之彙整表交「國家圖書館中文主題詞表編
訂工作小組」。
13. 轉入主題詞目資料庫整理。
14. 比對重複及詞形控制。

（二）詞彙編訂基本原則
1. 各學科詞彙原則以規定之數量為上限，其數量
如確有需要增加，需經國家圖書館中文主題詞
表工作小組同意後得以調整。
2. 主題詞之建立，應包含主題詞與參照關係。
3. 詞彙控制只採用同義關係，參照關係僅保留「用

1. 研訂計畫及進行座談──1 月至 3 月

（USE）」與「不用（UF）」關係；亦即僅建

2. 各學科選詞──3 月至 6 月

立「見」關係，唯必要之「參見」、「說明註」

3. 各學科詞彙分科審查──6 月至 10 月

仍須建立。

4. 編訂小組工作會議──1 月至 12 月
5. 定稿完成建檔──11 月至 12 月，由各學科繳
交電子檔案轉入系統。

四、主題詞表之編製流程與詞彙編訂原則

4. 主題詞之建立依擬定之建檔格式為依據。

（三）選詞原則
1. 選用標引「圖書」之主題詞：本主題詞旨在便
於圖書館進行圖書分類編目建檔時，選用主題
詞以顯示圖書之內容，並作為讀者檢索之用。

（一）主題詞表編製流程

詞表以圖書之標引為主，非以期刊文獻為範

1. 收詞架構及選詞原則討論。

圍，故選詞不宜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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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詞以「單一概念詞彙」為準，並以定型名詞
為主。

筆者從參與二類主題詞表與語種權威之詞目
編選工作，個人對這二門學科領域與世界語言種

3. 選詞以國內通用者為宜，避免選用大陸用詞。

類之知識範圍總算釐清了不少，同時也由實際的

4. 標題中之標點符號予以省略。

館藏資料處理中得到印證，以下歸納個人之工作

5. 詞彙長度以不超過十個中文字為原則。

經驗幾項，與大家共享。（一）工具書清單彙整；

6. 同形異義詞以圓括弧 ( ) 加註限定語，予以說

（二）取詞之各相關問題彙整；（三）文獻保證

明。
7. 原《中文圖書標題表》之複分標題提升為標題
詞目。
8. 人名、地名、時代、著作名稱、機構名稱、會
議、展覽會名稱，仍採自由詞，不予收錄。

五、文學類、哲學類之詞目編選與經驗分享
（一）主題詞目編選
中研院文哲所因館藏重點及藏量較多之故，
依會議決議分配認領文學類與哲學類之主題詞目
編選工作，本分工子計畫，簡述如下：(1) 總詞彙
數量：文學類 600 筆，哲學類 500 筆；(2) 學科委
員：文學類為華瑋、林敏，哲學類為鍾彩鈞、林
敏；(3) 學科協調委員：劉春銀；(4) 文獻保證原
則；(5) 詞目彙整表格式：共 13 項；(6) 編選過
程；(7) 編訂體例：分為四項陳述。詞目彙整表之
格式，係依工作會議之決議執行，含以下十三項：
A. 不用詞；B. 詞性；C. 組合標題；D. 標題；E
註釋文字；F. 類號（CCS）；G. 不確定號；H. 不
用；I. 用；J. 參見；L. 來源；M. 備註。文學與
哲學二類主題詞表詞目編訂體例，包括以下四
項：(1) 選詞過程；(2) 選詞原則；(3) 相關問題；
(4) 參考書目。

（二）經驗分享

原則；（四）館藏以大陸出版品佔大部分之問題；
（五）大陸用詞；（六）學科知識及其涵蓋範疇；
（七）詞目註記學科範疇；（八）參照關係之建
立；（九）中國圖書分類法類目與中文主題詞表
詞目之取捨。

六、結語
經過幾個月的工作，以及參與幾次工作小組會
議，筆者深覺此項工作意義重大且任重道遠，是需
要更多專家學者共同參與推動的重大工程。因而，
想提出以下幾項觀點，供大家再作仔細思考。(1) 中
文主題詞表資料庫系統之建置，已有利基，應可繼
續促其完成。(2) 主題詞為網路資源之蒐尋與檢索
利器，但中文之控制語彙與自然語彙如何拿捏與取
捨，應研究一下現有網路蒐尋引擎之使用詞彙。(3)
知識庫系統所使用之知識地圖（Knowledge map）
或分類學（Taxonomy）的概念與資訊處理技術，
應可借鑑。(4) 學科知識的管理架構與知識管理工
具的概念，應可借鑑與學習。(5) 索引典及其指引
功能，主題詞表資料庫系統架構設計時應可參考。
(6) 自然語彙與控制語彙，館員與讀者對詞彙之認
知不同。(7) 學科專家與圖書館員的智慧結合，是
一個好的開始。(8) 持續性的修訂，以維持主題詞
表之新穎性及與時並進。
本次參與文學與哲學二類以及語種權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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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題詞目編選，因囿於詞彙工具書不足，以及

在網際網路檢索服務蓬勃發展之際，適時地出版

個人學科知識有限，在彙整總編選詞目表時，常

涵蓋各類主題詞之總表，供作主要檢索語言工具

有許多取捨兩難的問題發生，因為詞目彙整初稿

是有其必要性，盼與同道共勉之。

送交審查小組時，還得牢記該種取捨情形之考量
因素，否則是無法說服審查委員們的。但也冀望
不久的將來，中文主題詞目資料庫能於網際網路
檢索服務中發揮應有的功能。
圖書館進行圖書資料處理時，針對書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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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列充足的預算，俾利國家圖書館早日能將涵蓋
各類主題的完整詞表問世，供眾使用。
中國大陸圖書館界，針對主題分類類名與標
題詞所編製的《中國分類主題詞表》於 1994 年問
世，它是在中國大陸第三版《中國圖書分類法》
與《漢語主題詞表》兩種主題檢索語言工具書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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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敘詞表等方面的課題有諸多篇章論述。但反
觀臺灣圖書館界，近年來卻只有少數幾篇文章論
及，更遑論有系統地針對主題詞表編製全方位論
述的文獻出現，可供參考，這是值得省思的問題。

32

佛教圖書館館訊 第 33 期 92 年 3 月

6. 柳勝國，〈主題詞在計算機檢索文獻資料中的應用〉，
《情報館雜誌》（大陸），19 卷 3 期（2000 年 5 月），
頁 32-33。
7. 管蔚華，〈談自由主題詞的使用問題〉，《圖書館》（大
陸），158 期（2000 年 10 月），頁 41-42。
8. 任立清，〈對專業敘詞表修訂的探討──兼談「世界漢
語教學主題詞表」的編修問題〉，《圖書館工作與研究》
（大陸），101 期（2001 年 3 月），頁 59-62。
9. 侯漢清，〈建立以《中國分類主題詞表》為核心的檢索
語言兼容體系〉，《北京圖書館館刊》，1998 年第 4
期，頁 35-39+90。
10. 卜書慶、陳樹華，〈《中國分類主題詞表》修訂的整
體構想〉，《中國圖書館學報》（大陸），130 期（2000
年 11 月），頁 1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