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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經部 彙編類
110 經部 易類
120 經部 書類 經
126 經部 書類 尚書大傳
130 經部 詩類 經
136 經部 詩類 韓詩外傳
140 經部 禮類 合刻
142 經部 禮類 周禮
146 經部 禮類 儀禮
150 經部 禮類 禮記 經
154 經部 禮類 禮記 大戴禮記
158 經部 禮類 三禮總義
162 經部 禮類 通禮
166 經部 禮類 雜禮
170 經部 樂類
180 經部 春秋類 合刻
182 經部 春秋類 經
184 經部 春秋類 左傳
188 經部 春秋類 公羊傳 傳
192 經部 春秋類 公羊傳 春秋繁露
196 經部 春秋類 穀梁傳
198 經部 春秋類 總義
200 經部 四書類 合刻
202 經部 四書類 大學
204 經部 四書類 中庸
206 經部 四書類 論語
210 經部 四書類 孟子 孟子
213 經部 四書類 孟子 孟子外書
214 經部 四書類 總義
220 經部 孝類
228 經部 小學類 合刻
230 經部 小學類 訓詁 合刻
232 經部 小學類 訓詁 爾雅
236 經部 小學類 訓詁 爾雅以外
240 經部 小學類 字書 合刻
242 經部 小學類 字書 說文
250 經部 小學類 字書 說文以外
256 經部 小學類 字書 千字文
260 經部 小學類 韻書 合刻
264 經部 小學類 韻書 分刻
268 經部 小學類 韻書 方言
270 經部 小學類 滿蒙藏文
276 經部 小學類 英文
280 經部 總義類 群經
290 經部 總義類 讖緯 合刻
292 經部 總義類 讖緯 分刻



300 史部 正史類 合刻
302 史部 正史類 分刻
310 史部 編年類 合刻
312 史部 編年類 通代
316 史部 編年類 斷代
319 史部 編年類 年表
320 史部 紀事本末類 合刻
322 史部 紀事本末類 通代
324 史部 紀事本末類 斷代
330 史部 別史類 通代
332 史部 別史類 斷代
340 史部 雜史類 合刻
342 史部 雜史類 事實
344 史部 雜史類 瑣記
350 史部 詔令奏議類 詔令
354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奏議 通代
356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奏議 斷代
360 史部 傳記類 總錄
362 史部 傳記類 聖賢
364 史部 傳記類 名人
368 史部 傳記類 雜錄
370 史部 史鈔類
380 史部 載記類
390 史部 時令類
400 史部 地理類 總志
402 史部 地理類 方志
406 史部 地理類 雜記
410 史部 地理類 專志
412 史部 地理類 外記
414 史部 地理類 地圖
420 史部 職官類 官制 官制
423 史部 職官類 官制 搢紳
424 史部 職官類 官箴
430 史部 政書類 通制 合刻
432 史部 政書類 通制 分刻
434 史部 政書類 典禮
438 史部 政書類 邦計
442 史部 政書類 軍政
444 史部 政書類 法令
446 史部 政書類 考工
448 史部 政書類 掌故瑣記
449 史部 政書類 太平天國印書
450 史部 目錄類 合刻
452 史部 目錄類 分刻
457 史部 目錄類 書影
458 史部 目錄類 雜錄
460 史部 金石類 合刻
463 史部 金石類 金石
465 史部 金石類 匋



466 史部 金石類 甲骨
468 史部 金石類 拓本 版本
469 史部 金石類 拓本 原拓
470 史部 史評類
500 子部 彙編類
510 子部 儒家類 合刻
512 子部 儒家類 分刻
520 子部 兵家類 兵法 合刻
522 子部 兵家類 兵法 分刻
526 子部 兵家類 武術
530 子部 法家類
540 子部 農家類
550 子部 醫家類 合刻
552 子部 醫家類 分刻
556 子部 醫家類 明堂圖
558 子部 天文算法類 合刻
560 子部 天文算法類 推步 推步
563 子部 天文算法類 推步 時憲書
564 子部 天文算法類 推步 曆書
567 子部 天文算法類 算書 合刻
568 子部 天文算法類 算書 分刻
570 子部 術數類
580 子部 藝術類 書畫 總錄
582 子部 藝術類 書畫 畫譜
584 子部 藝術類 書畫 法帖
588 子部 藝術類 琴譜
590 子部 藝術類 篆刻
602 子部 藝術類 雜技
606 子部 藝術類 西學格致
610 子部 譜錄類 器物 合刻
611 子部 譜錄類 器物 分刻
612 子部 譜錄類 飲饌
614 子部 譜錄類 草木禽魚
620 子部 雜家類 雜學
622 子部 雜家類 雜考
624 子部 雜家類 雜說
626 子部 雜家類 雜纂
628 子部 雜家類 雜品
630 子部 類書類
640 子部 小說家類 合刻
642 子部 小說家類 雜事
644 子部 小說家類 異聞
646 子部 小說家類 瑣記
650 子部 釋家類 合刻
652 子部 釋家類 經律論疏
660 子部 釋家類 雜著
670 子部 道家類
680 子部 回教類
700 集部 楚辭類



710 集部 別集類
720 集部 總集類 通代
721 集部 總集類 斷代
724 集部 總集類 尺牘 尺牘
725 集部 總集類 尺牘 文例
730 集部 詩文評類
740 集部 詞曲類 詞選
741 集部 詞曲類 詞集
742 集部 詞曲類 詞話
743 集部 詞曲類 南北曲 合刻
744 集部 詞曲類 南北曲 分刻
746 集部 詞曲類 曲譜
748 集部 詞曲類 散曲
750 集部 俗曲類 彈詞
754 集部 俗曲類 鼓詞
760 集部 俗曲類 漢口宣講
761   集部 俗曲類 福州評話
762 集部 俗曲類 閩南民謠
763 集部 俗曲類 閩南歌曲
765 集部 俗曲類 潮州歌
770   集部 俗曲類 客家歌冊
772 集部 俗曲類 廣州木魚書
774 集部 俗曲類 粵劇劇本
775   集部 俗曲類 粵劇劇本流派不明
780 集部 通俗小說類
790 集部 寶卷
800 叢書 雜叢類
820 叢書 輯佚類
840 叢書 郡邑類
860 叢書 氏族類
880 叢書 獨撰類
900 西人著書 天主教
917 西人著書 東正教 聖書
918 西人著書 東正教 雜著
920 西人著書 耶穌教 聖書
925 西人著書 耶穌教 言行錄
928 西人著書 耶穌教 論説
929 西人著書 耶穌教 傳單
932 西人著書 耶穌教 聖教問答
934 西人著書 耶穌教 祈禱書
936 西人著書 耶穌教 聖歌
938 西人著書 耶穌教 教會規約
940 西人著書 耶穌教 聖教史
942 西人著書 耶穌教 教科書
945 西人著書 耶穌教 戒煙
946 西人著書 耶穌教 戒纏足
948 西人著書 耶穌教 雜錄
950 西人著書 歷史
952 西人著書 地理



954 西人著書 政治
956 西人著書 語法
958 西人著書 格致
960 西人著書 算學
962 西人著書 天文
964 西人著書 工程
966 西人著書 兵工
968 西人著書 地質
970 西人著書 植物
972 西人著書 音樂
974 西人著書 化學
976 西人著書 醫學
978 西人著書 通書
980 西人著書 雜誌
uuu 分類未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