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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石刻畫象拓本 Metadata需求確認表單 

 

主題計畫名稱（中/英文） 

漢代石刻畫象拓本數位典藏 

Digital Archive of Rubbings of Han Dynasty Stone Relief 

計畫主持人：邢義田 

電    話：02-2782-9555#128 

電子郵件：itien@pluto.ihp.sinica.edu.tw 

主題計畫所屬單位：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 

珍藏歷史文物數位典藏計畫－拓片與古文書數位典藏計畫 

參與Metadata作業的主題計畫同仁：陳秀慧 

電    話：02-2782-9555#691 

電子郵件：hsuihiu@pluto.ihp.sinica.edu.tw 

Q1、是否希望將Metadata需求納入計畫內？    

      是      □ 否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2、是否希望中研院「Metadata工作組」協助規劃與分析典藏品Metadata？ 

      是（請至Q3）  □ 否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3、預計時程與期限？  

 

時程 工作重點 

2003.7∼11 Metadata分析、系統功能需求分析 

2003.9∼2004.1 後設資料工作組進行Metadata內涵分析與系統需求分析 

2004.2∼2004.5 管理系統開發 

2004.6 管理系統雛形測試與修正 

2004.7 著錄規範、系統操作手冊製作；轉檔測試 

2004.8∼11 對外資料庫檢索與展示功能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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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預期的需求重點與成果？（GIS system？Exhibition Management……） 
 

項目 內容說明 

典藏品管理系統 典藏品著錄表單（索引瀏覽、新增、維護、預覽、校對報

表、刪除）、文獻資料管理、影像檔案管理（含影像縮放功

能）、資料檢索、著錄代碼維護、異動資料記錄、使用權限

管理、資料交換管理、中西曆自動轉換 

對外開放之資料庫 1. 拓片典藏品之簡易檢索、進階檢索、資料瀏覽、檢索報表、

資料展示、影像縮放 

2. 文獻資料簡易檢索、進階檢索、檢索報表、資料展示 

漢字構形資料庫 提供典藏品管理系統、對外開放資料庫之缺字著錄、查詢、

展示功能 

地理資訊系統（GIS） 1. 提供以地理資訊系統查詢漢畫拓片典藏品及其出土地點

相關資訊 

2. 提供秦漢歷史地圖查詢系統 

3. 連結中國歷史地圖查詢系統 

印記資料庫 連結傅斯年圖書館館藏印記資料庫 

中央研究院圖書館

查詢系統 

文獻資料檢索連結中央研究院圖書館查詢系統 

珍藏書庫庫房管理

系統 

與傅斯年圖書館藏品管理自動化系統連結，以利典藏品之

管理、流通作業 

舊有資料轉檔 傅斯年圖書館藏漢代石刻畫象拓本清冊（Excel）、文獻資

料、黑白影像檔 

請參考其他說明與建議 

Q5、藏品資料類型與數量 
 

資料類型 漢代石刻畫象拓本 

實體典藏單位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數量 153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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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目前典藏品目錄資訊的狀態？ 

名稱 中央研究院圖書館館藏目錄 

建檔數量 1327件(查詢主題中含“漢”及“拓本”兩項詞彙所作之統計) 

著錄格式 USMARC 

網站位址 

bbs://las.sinica.edu.tw 

資料欄位 書名（題名）、出版項（年代）、館藏地點、索書號、版本項（全部填

入“拓本”）、稽核項（件數、拓片尺寸、裱紙尺寸）、叢書名（其他

題名）、附註（著錄、出土地、筒號）、主題、其他書名（其他題名）、

條碼（登錄號） 

圖
書
館
線
上
目
錄 

著錄範例 參考圖一、二 

名稱 傅斯年圖書館珍藏善本圖籍書目資料庫 

建檔數量 949筆（查詢資料類型為“金石拓片”、主題為“畫像-拓本-漢(公元

前202-公元220)-中國 ”） 

著錄格式 USMARC 

網站位址 http://www.ihp.sinica.edu.tw/ttscgi/fsndb2/ttsweb?@@2846878589 

資料欄位 書名（題名）、版本（全部填入“拓本”）、標題、年代、附註（出土

地點、相關著錄）、數量（拓片幅數、拓片尺寸、裱紙尺寸）、其他書

名（其他題名）、索書號、收藏（筒號） 

傅
斯
年
圖
書
館
資
料
庫 

著錄範例 參考圖三 

書名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漢代石刻畫象拓本目錄 

作者 文物圖像研究室漢代拓本整理小組編 

出版項 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年 

收錄數量 1531件（以登錄號計算） 

資料欄位 目錄號、品名、件數、收藏編號、出土地、年代、高廣（公分）、榜題、

題跋、收藏印、原石存佚（收藏地點）、著錄、電腦照片檔案號、收藏

筒號、備註 

出
版
目
錄 

著錄範例 參考圖四 

文件名稱 傅斯年圖書館藏漢代石刻畫象拓本清冊（修訂中） 

製作單位 拓片與古文書數位典藏計畫 

檔案格式 Excel 

資料筆數 1531筆 

資料欄位 目錄號、登錄號、最佳版本、數量、出土地（省、縣市、其他）、年代、

收藏地點、尺寸、著錄、收藏地點、最佳版本影像檔名、筒號、裝裱

說明、印記、榜題、題跋、備註 

典
藏
清
冊 

著錄範例 參考附件一 

http://www.sinica.edu.tw/~libserv/aslib/catalog/catalog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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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資料】 

文物圖像研究室漢代拓本整理小組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漢代石

刻畫象拓本目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年。 
國家圖書館、中國圖書館學會分類編目委員會編撰，《中國編目規則修訂二版

使用手冊》，台北：國家圖書館，2000年。 
中國國家圖書館編，《中文拓本機讀目錄格式使用手冊》，北京：北京圖書館

出版社，2002年。 

史百艷，〈中文拓片MARC格式中 191字段的修訂〉，《國家圖書館學刊》2003
年第 2期。 

中央研究院李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吳政上），〈傅斯年圖書館拓本詮釋資料

及著錄範例（草稿）〉，收錄於《中文詮釋資料（Metadata）格式彙編》，國家圖

書館編，台北：國家圖書館，2000年。 

中文元數據標準研究項目組，（北京大學古籍數字圖書館拓片數據標準(草
案)），2001年3月。下載自http://www.idl.pku.edu.cn/1/page.htm 

胡海帆等，（北京大學古籍數字圖書館拓片元數據標準的設計及其結構），《圖

書館雜誌》，2001年8期，2001年8月。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技畫後設資料工作組製，〈金石拓片與其他媒材古文書數

位典藏計畫後設規格書（version0.3）〉，2002年 6月。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技畫後設資料工作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青

銅器拓片資料庫後設規格書（version0.1）〉，2003年 7月 8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後設資料工作組製，〈佛教石刻造像拓本後設資料需

求規格書（version 0.1）〉，2003年 9月 5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後設資料工作組製，〈傳斯年圖書館藏印記資料庫後

設資料需求規格書（version 0.1）〉，2001年9月25日。（2003年5月13

日修訂） 

Ya-ning Chen, Shu-jiun Chen, A Practical Metadata Approach towards Chinese Rubbings, 

Present at Digital Resources for the Humanities London, UK: SOAS, 2001.7.8-10. 

 

【相關網站】 

 不朽的殿堂－漢代的幕葬與文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http://www.sinica.edu.tw/~hantomb/index3.html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圖像研究室資料庫檢索系統（含漢畫論文目錄檢

索系統、武氏祠畫象檢索系統、安丘董家莊漢墓畫象） 

http://saturn.ihp.sinica.edu.tw/~wenwu/search.htm 

 拓片與古文書數位典藏計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http://140.109.137.157/%7Ewoodslip/web_site/index2.htm 

http://www.idl.pku.edu.cn/1/page.htm
http://www.sinica.edu.tw/~hantomb/index3.html
http://saturn.ihp.sinica.edu.tw/~wenwu/search.htm
http://140.109.137.157/%7Ewoodslip/web_site/index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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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語言研究所藏青銅器全形拓資料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拓片與古文

書數位典藏計畫） 

http://odae.iis.sinica.edu.tw/rubbing/RubbingQuery.asp 

 佛教拓片數位典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拓片與古文書數位典藏計畫） 

http://db1.sinica.edu.tw/%7Etextdb/buddha1/Index.htm 

 秦漢歷史地圖查詢系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拓片與古文書數位典藏計畫） 

http://gis2.sinica.edu.tw/website/qinhan/viewer.htm 

 中央研究院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ww.sinica.edu.tw/~libserv/aslib/catalog/catalog1.html 

 傅斯年圖書館珍藏善本圖籍書目資料庫 

http://www.ihp.sinica.edu.tw/ttscgi/fsndb2/ttsweb?@0:0:1:fsndb::/ttsweb/fsn/main.htm@@

0.24976378941036126 

 傅圖館藏印記資料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館藏善本圖籍） 

http://140.109.18.243/sealdb/System/index.jsp 

 傅斯年圖書館空間資訊系統 

http://gis2.sinica.edu.tw/FSNAC/viewer.htm 
 中國編目規則．甲編第十一章（拓片） 

http://datas.ncl.edu.tw/catweb/crule11.htm 

 北京大學圖書館金石拓片特藏 

http://162.105.138.23/tapian/tp.htm 

 北京大學圖書館研究所 

http://www.idl.pku.edu.cn/ 

 北京大學圖書館拓片著錄實驗系統 

http://rbdl.calis.edu.cn:8080/rubbing/input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石刻拓本資料庫 

    http://www.kanji.zinbun.kyoto-u.ac.jp/db/takuhon/ 

 中文石刻拓片資源庫（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http://202.96.31.42/ros/index.htm 

 拓片數據庫檢索（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http://www.nlc.gov.cn/RubbingImg/ 

 中國碑刻拓片網（大陸地區相關網站） 

http://www.bttp.net/ 

 加藤諄手拓收集日本金石拓本コレクシヨン 
http://www.littera.waseda.ac.jp/takuhon/index.html 

 中國畫像石拓本コレクシヨン（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 

http://www.rekihaku.ac.jp/gallery/sekitaku/disclaimer05.html 

 The Berkeley Digital Library SunSITE 

http://sunsite.berkeley.edu/Rubbings/ 

 Rubbings of Maya Sculpture Iconographic Database  

http://www.precolumbia.com/rub/rubbingsdataba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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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藏品數位化規格需求？（解析度、檔案類型、開放程度…等） 
 

種類 黑白影像檔 彩色影像檔 

數位化方式 照片掃描 數位機備拍攝 

檔案類型 JPEG TIFF 

解析度 300DPI /RGB全彩 600DPI /RGB全彩 

影像檔等級 參考級 典藏級 

開放程度 開放 限制 

數量 約1000張 約2000張（預估局部攝影之數量） 

說明 已有電子影像檔，目前已

開始進行修圖工作 

尚未開始進行 

典藏級TIFF影像檔轉兩種JPEG格

式，一為電子商務級（300DPI）、一為

公共資訊級（150DPI）  

其他說明與建議： 
漢代石刻畫象拓本數位典藏架構草案 

 

漢代石刻畫象拓本

數位典藏系統 

漢代石刻畫象拓

本資料庫 

傅圖館藏

印記資料

中研院圖

書館查詢

漢代石刻畫象拓本

地理資訊系統 

傅圖珍藏書

庫庫房管理

中國歷史

地圖查詢

漢字構形資料

庫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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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中央研究院圖書館館藏目錄（web）查詢結果 

 
 
 

 

圖二  中央研究院圖書館館藏目錄（telnet）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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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漢代石刻畫象拓本目錄》範例 

   

 
圖四  傅斯年圖書館珍藏善本圖籍書目資料庫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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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傅斯年圖書館藏漢代石刻畫象拓本清冊著錄範例 
 

出土地 
目錄編號 登錄號 

最佳

版本 
題名 數量 

省 縣/市 其他 
年代 收藏地點 尺寸 圖錄 

最佳版本影

像檔名 
筒號 裝裱說明 印記 榜題 題跋 備註 

40       3014 ◎ 孔子見老子畫象4 山東 嘉祥 武宅山 東漢 嘉祥縣武氏祠保管所 37×163.5 《漢代畫象全

集》二編，圖

194 

WS041.jpg  第A0020筒   「周星／詒印」、

「季貺」朱印 

由右至左榜題：「老

子」、「孔子也」、「孔

子車」 

左端有題記：「孔子見

老子畫象，載洪氏隸

續。乾隆丙午冬，錢唐

黃易得此石于嘉祥武

宅山，敬移濟寧州

學」、「鄭文宗、李東琪

監立」、「洪洞李克正、

南正炎來觀」 

  

692       27006 ◎ 江蘇射陽石門畫

象 

5 江蘇 寶應   東漢   132.5×103 《魯迅藏漢畫

象》（二），圖

248、249 

CS001.jpg  第A0141筒   「江甯張君桂所拓

金石文字印」、「周

星／詒印」、「季貺」

朱印 

榜題：「老子」、「孔

子」、「弟子」 

題記：「漢射陽石門畫

像」；題記：「石門舊在

寶應縣射陽故城，乾隆

五十年江都拔貢生汪

中舁歸。道光十年夏，

其子戶部員外喜孫移

置寶應學宮，涇包世

臣、儀徵劉文淇、吳廷

颺，涇包慎言、江都梅

植之同觀，世臣記。」 

  

427        00031  馮煥闕主闕闕身

正面 

3 四川 渠縣 新興鄉趙

家村 

東漢 四川渠縣原址   《四川漢代石

闕》，圖156 

  第A0087筒   「膠西／柯氏藏／

金石文字」朱印 

  闕銘：「故尚書侍郎河

南京令 豫州幽州刺

史馮使君神道」 

 

394           26977 ◎ 新津石函畫象四1 四川  新津 寶子山 東漢 原石函已毀 69×224 《四川漢代畫

像選集》，圖

26 

SC014.jpg 第A0082筒   「羅」、「伯希／金

石／書畫」、「江鶴

笙／訪得」、「南谿

／羅氏」、「羅伯希

／收藏金／石文

字」、「潛修山／館

珍藏」、「伯羲／得

來」朱印 

  題記：「漢石函畫象，

民紀廿五年出新津鄧

公場附近巖墓，為故人

江鶴聲君新搜得。此其

最初拓寄之本，檢奉槃

庵先生方家賞鑒，丙戌

七月後學羅伯希記」、

「轉贈  歷史語言研

究所  陳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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