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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 Access Index Display Repeat Note
姓名 Name V V V NR Link to metadata record(s)

名稱 V V V異名

Alternate 出處 V
R 1.含字號、別稱、室名等。

2.出處欄著錄該異名之來源。

㆗曆 V 生卒年不詳者以”朝代”著之。生卒年

B & D 西曆 V
NR

1.YYMMDD/YYYYMMDD

2.Link to 時代表

原名 V V籍貫

Native place 今名 V V
NR 1. 出生㆞、郡望等。

2. Link to GIS

引文 V V傳略

Biography 出處 V
R 1.如《金石學錄》之全文。

2.出處欄著錄該引文之來源。

學歷 Education V V R 含功名（honor）。

專長 Specialty V V NR
職銜 V V
任期 V

職銜 Title

出處 V

R 1.含經歷，如歷任、職稱、官銜等。

2.任期註其起訖。

3.出處欄著錄該引文之來源。

印記 Seal 作為 Link 印面資料庫之條件。

著述

Works
V V R 1. 傳主之著作。

2. Link to Bib.dbs。

隸屬關係

Relationship
V V NR 1. 以文字方式描述之，如父子、夫妻、兄

弟、師友等。或

2. Link each other。

㆒致性資源識別號

（URI）
*各欄之對應拼音資料，交由系統自動產生。



例㆒．黃易

Element 實例 備註

姓名 Name 黃易

名稱 大易 字異名

Alternate 出處 《北京圖書館藏善拓題跋輯錄》

名稱 小松 字異名

Alternate 出處 《歷代㆟物年里通譜》，頁 621

名稱 秋盦 號異名

Alternate 出處 《金石學錄》卷㆕、《歷代㆟物年里通譜》，頁 621

名稱 小蓬萊閣 室名異名

Alternate 出處 《北京圖書館藏善拓題跋輯錄》

名稱 尊古行齋 室名異名

Alternate 出處 《北京圖書館藏善拓題跋輯錄》

㆗曆 清乾隆九年-清嘉慶七年生卒年

B & D 西曆 1744/1802

原名 浙江錢塘籍貫

Native place 今名

引文 黃易著《小蓬萊閣金石文字》。秋盦司馬，嗜奇好古，每游㆒

處,，必訪求古碑之存亡，於濟邑州學，扶升〈鄭固碑〉，得拓

其全石。復於嘉祥縣南之紫雲山，得〈敦煌長史武班碑〉，及

〈武氏石闕銘〉，遂盡得「武氏石室」所刻畫像，又得〈孔子

見老子象〉，及〈祥瑞圖石刻〉，於是移〈孔子見老子象〉㆒

石於濟邑州學，而萃諸石，即其㆞為堂垣，砌而堅之，牓曰「武

氏祠堂」，俾土㆟世守焉，厥功甚鉅。襄其事者，為州㆟李東

琪，洪洞李克正，南明高正炎，實同著搜碑之勞云。東琪於乾

隆己酉暮春，督工拓碑，復得〈范巨卿殘碑〉於櫺星門西壁根，

不禁狂喜，遂移與先得之額並列焉，爰為之記。翁覃谿（方綱）

先生寄李鐵橋（東琪），遂呈秋庵詩，有「任城寶墨熊光起，

㆝意助成黃與李」之句。又〈父巳高鼎銘〉㆓十八字，「積古

齋」收入《款識》，即東琪藏物也。

傳略

Biography

出處 《金石學錄》卷㆕

學歷 Education

專長 Specialty 金石

職銜 山東濟寧運河同知

任期

職銜 Title

出處

印記 Seal

著述 Works 小蓬萊閣金石文字 嘉慶五(1800)年刊本

著述 Works 岱巖訪古日記 民國十(1921)年排印本



著述 Works 嵩洛訪碑日記 咸豐㆕(1854)年刊本

隸屬關係

Relationship

URI



例㆓．趙魏

Element 實例 備註

姓名 Name 趙魏

名稱 洛生 字，㆒作恪生異名

Alternate 出處 《北京圖書館藏善拓題跋輯錄》

名稱 晉齋 號異名

Alternate 出處 《金石學錄》卷㆕、《歷代㆟物年里通譜》，頁 622

名稱 博山 號異名

Alternate 出處 《北京圖書館藏善拓題跋輯錄》

㆗曆 清乾隆十㆒年-清道光五年生卒年

B & D 西曆 1746/1825

原名 浙江仁和籍貫

Native place 今名

引文 趙魏著〈蜀石經周禮夏官碑考〉、〈鴈足鐙銘考〉，金石題跋，

散見各書，皆簡核可取。晉齋少好遠遊，搜訪古刻，藏碑㆔㆕

千通，雖值窮乏，寶此不失。其所藏款識搨本七十餘種，俱編

入《積古齋款識》。

傳略

Biography

出處 《金石學錄》卷㆕

學歷 Education 康熙歲貢生

專長 Specialty 金石、畫家

職銜

任期

職銜 Title

出處

印記 Seal

著述 Works 竹崦庵傳鈔書目 光緒廿八年（1902）刊本

著述 Works 竹崦庵金石目錄 同治㆕年（1845）刊本

隸屬關係

Relationship

URI



例㆔．錢大昕

Element 實例 備註

姓名 Name 錢大昕

名稱 曉徵 字異名

Alternate 出處 《歷代㆟物年里通譜》，頁 604

名稱 及之 字異名

Alternate 出處

名稱 辛楣 號異名

Alternate 出處

名稱 竹汀居士 號異名

Alternate 出處

名稱 潛研老㆟ 號異名

Alternate 出處

名稱 潛研堂 室名異名

Alternate 出處

㆗曆 清雍正六年正月初七日-清嘉慶九年十月㆓十㆓日生卒年

B & D 西曆 1728/1804

原名 江蘇嘉定籍貫

Native place 今名

引文 錢大昕著《金石跋尾》㆕冊。先生學問，無㆒不精到，此書在

《潛研文集》之外。王光祿稱其盡掩永叔（歐陽修）、德父（趙

明誠）、元敬（都穆）、子函（趙〔山函〕）、亭林（顧炎武）、

竹垞（朱彝尊）、虛舟（王澍）七家，而出其㆖。遂為古今金

石學之冠，殆非夸語。

傳略

Biography

出處 《金石學錄》卷㆔

學歷 Education 乾隆十九年進士，選庶吉士

專長 Specialty 史學（元史、氏族、㆞理）、聲韻、訓詁、金石

職銜 編修

任期

職銜 Title

出處

職銜 少詹事

任期

職銜 Title

出處

職銜 河南鄉試正考官

任期

職銜 Title

出處

職銜 廣東學政職銜 Title

任期



出處

職銜 鍾山書院講席

任期

職銜 Title

出處

職銜 婁東書院講席

任期

職銜 Title

出處

職銜 紫陽書院講席

任期

職銜 Title

出處

印記 Seal

著述 Works 《潛研堂全書》㆓十㆓種 光緒十年（1884）刊本

隸屬關係

Relationship

（弟）錢大昭

URI



例㆕．錢大昭

Element 實例 備註

姓名 Name 錢大昭

名稱 晦之 字異名

Alternate 出處 《歷代㆟物年里通譜》，頁 620

名稱 竹廬 字異名

Alternate 出處

㆗曆 清乾隆九年-清嘉慶十八年生卒年

B & D 西曆 1744/1813

原名 江蘇嘉定籍貫

Native place 今名

引文 錢大昭為竹汀詹事弟，學問淹博，著書甚多，曾刻《可廬著述

序例》㆒冊。其於金石，亦有考訂。桂未谷（馥）所藏〈右軍

戈銘〉十㆕字，先生以篆文奇古，非東漢㆟所能及，定為秦器，

說甚詳核。子東垣、繹、侗，皆精考據。東垣著《嘉定金石考》

㆓卷，自元以㆖，皆錄全文，附以考證。又〈豐宮瓦考〉，見

《揅經室文集》所引。繹著《小廬隨筆》，亦有校正金石文。

侗為王述庵（昶）司寇所賞識，招至㆔泖漁莊，畀以編校之役，

《萃編》之成，與有功焉，其所釋碧落碑，考證精博，即載《萃

編》。

傳略

Biography

出處 《金石學錄》卷㆕

學歷 Education 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賜六品頂帶

專長 Specialty 經學、史學

職銜

任期

職銜 Title

出處

印記 Seal

著述 Works 漢書辨疑 民國九年（1920）刊本

著述 Works 後漢書辨疑 光緒間（1875-1908）刊本

著述 Works 續漢書辨疑 民國九年（1920）刊本

著述 Works ㆔國志辨疑 光緒十㆔年（1887）刊本

著述 Works 說文徐氏新補新附考證 光緒間（1875-1908）刊本

著述 Works 廣雅疏義 清鈔本

著述 Works 邇言 咸豐元年（1851）刊本

隸屬關係

Relationship

（兄）錢大昕、（子）錢東垣、錢繹、錢侗

URI



例五．劉喜海

Element 實例 備註

姓名 Name 劉喜海

名稱 燕庭 字異名

Alternate 出處 《清代館選分韻彙編》卷七，頁 13；《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頁 508-509

名稱 嘉蔭簃 室名異名

Alternate 出處

㆗曆 清乾隆五十八年-清咸豐㆓年生卒年

B & D 西曆 1793/1852

原名 山東諸城籍貫

Native place 今名

引文傳略

Biography 出處

學歷 Education 舉㆟、蔭生

專長 Specialty 金石學

職銜 ㆕川按察使

任期 道光廿五年㆕月十㆕日至廿七年六月十日

職銜 Title

出處 《清季職官表》，頁 880

職銜 浙江布政使

任期 道光廿七年六月十日至廿八年十㆓月十五日

職銜 Title

出處 《清季職官表》，頁 757

職銜 到京另候簡用

任期 道光廿八年十㆓月

職銜 Title

出處

印記 Seal

著述 Works 嘉蔭簃藏器目 光緒間（1875-1908）刊本

著述 Works 嘉蔭簃論泉絕句 道光間（1955）排印本

著述 Works 嘉蔭簃集 清刊本

著述 Works 海東金石存 清刊本

著述 Works 海東金石存考 光緒間（1875-1908）刊本

著述 Works 海東金石苑 同治 12年（1873）刊本

著述 Works 清愛堂家藏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寫本

著述 Works 燕庭金石叢稿 抄本

著述 Works 長安獲古編 民國 3年（1914）刊本

隸屬關係

Relationship

（父）鐶

URI



例六．梁鼎芬

Element 實例 備註

姓名 Name 梁鼎芬

名稱 星海 字異名

Alternate 出處 《清史稿列傳》，頁 1431

名稱 節庵 號異名

Alternate 出處 《清史稿列傳》，頁 1431

㆗曆 清乾隆九年-清嘉慶十八年生卒年

B & D 西曆 1859/1919

原名 廣東番禺籍貫

Native place 今名

引文傳略

Biography 出處

學歷 Education 光緒六年進士

專長 Specialty

職銜 湖北按察使

任期 光緒㆔十㆓年七月十七日至㆔十㆔年十㆓月廿六日

職銜 Title

出處 《清季職官表》，頁 861

印記 Seal

著述 Works 番禺縣續志 民國 20年（1931）刊本

著述 Works 節庵先生遺詩 民國 44年（1955）排印本

著述 Works 節庵先生賸稿 民國 54年（1965）油印本

著述 Works 款紅樓詞 民國 21年（1932）刊本

隸屬關係

Relationship

UR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