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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拓片Metadata元素代碼表 

 
附件二：拓片書目表 

2004/3/31修訂 

 
代碼 詳目 

漢代石刻畫象拓本  
《漢代畫象全集．初編》 傅惜華編，《漢代畫象全集．初編》，巴黎：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

究所，1950年。 

《漢代畫象全集．二編》 傅惜華編，《漢代畫象全集．二編》，巴黎：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

究所，1951年。 

《武氏祠漢畫像石》 朱錫祿，《武氏祠漢畫像石》，濟南：山東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

年。 

《山東漢畫像石選集》 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山東漢畫像石選

集》，濟南 : 齊魯書社，1982年。 
《嘉祥漢畫像石》 朱錫祿編著，《嘉祥漢畫像石》，濟南 : 山東美術出版社，1992

年。 
《魯迅藏漢畫象（一）》 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紀念館編，《魯迅藏漢畫象（一）》， 上

海：上海人民美術，1986年。 

《魯迅藏漢畫象（二）》 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紀念館編，《魯迅藏漢畫象（二）》， 上

海：上海人民美術，1991年。 

《四川漢代畫象選集》 聞宥編，《四川漢代畫象選集》，上海：群聯出版社，1954年。 

《重慶市博物館藏四川漢

畫像磚選集》 
重慶市博物館編，《重慶市博物館藏四川漢畫像磚選集》，北京

市：文物出版社，1957年。 

《Verzeichnis und 

Motivindex der 
Han-darstellungen》 

Käte Finsterbusch, Verzeichnis und Motivindex der 

Han-darstellungen, band II, Abbildungen und Addenda,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1. 

《中國畫像石棺藝術》 高文、高成剛編著，《中國畫像石棺藝術》，太原市：山西人民出

版社年，1996年。 

《四川漢代石闕》 徐文彬等編著，《四川漢代石闕》，北京市：文物出版社， 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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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陽漢畫象彙存》 孫文青編，《南陽漢畫象彙存》，南京：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1937年。 

《南陽漢代畫像石》 南陽漢代畫象石編輯委員會編，《南陽漢代畫像石》，北京市：文

物出版社，1985年。 

《漢碑集成》 金石拓本研究會編，《漢碑集成》，東京都：同朋舍，1994年。 

《中岳漢三闕》 河南省博物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古代建筑研究所主

編、呂品編著，《中岳漢三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漢畫－河南漢代畫像研

究》 
周到、王曉，《漢畫－河南漢代畫像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

社，1996年。 
《南陽 畫像石》 長廣敏雄，《南陽 畫像石》，東京都：美術出版社，1969年。 

《漢代石刻集成》 永田英正編，《漢代石刻集成》（共 2冊），東京：同朋社，1994
年。 

青銅器拓片  
《謐齋金文拓本》 柯昌泗（1899-1952）輯，《謐齋金文拓本》（民國二十至三十年

間(1931-1941)，膠州柯氏手寫并黏拓本），共 74冊。 

《善齋藏器全形拓本》 劉體智（1879-1962）藏，《善齋藏器全形拓本》（民國二十年（1931）
王秀仁手拓本）。 

《善齋金文拓片餘存》 劉體智（1879-1962）藏，《善齋金文拓片餘存》（民國六十三年
（1974）傅圖黏編裝拓本）。 

《謐齋金文拓本》 柯昌泗（1899-1952）輯，《謐齋金文拓本》（民國二 
十至三十年間（1931-1941）膠州柯氏手寫并黏拓本）。 

《大興馮氏玉敦齋吉金全

拓》 

柯昌泗（1899-1952）輯，馮恕藏，《大興馮氏玉敦齋吉金全拓》
（民國十三年（1924）柯氏魯齋手寫並黏夾周康元精拓本），共

2冊。 

《北平孫氏讀雪齋藏器拓

片》 

柯昌泗（1899-1952）輯，孫壯藏，《北平孫氏讀雪齋藏器拓片》
（民國十年間周康元手拓本）。 

《北平孫氏讀雪齋藏器搨

本》 

柯昌泗（1899-1952）輯，孫汝梅藏，《北平孫氏讀雪齋藏器搨本》
（民國十七年（1928）膠州柯氏手題并黏夾周康元拓本） 

《北平孫氏藏古兵拓本》 孫壯藏，《北平孫氏藏古兵拓本》（民國二十年間（1931-1940）
史語所黏拓本）。 

《雪堂藏金文》 羅振玉 (1866-1940) 藏，《雪堂藏金文》（民國二十年間
（1931-1940）單葉黃紙粘拓本、周康元手拓），共 3冊。 

《簠齋積古金文》 陳介祺（1813-1884）輯，《簠齋積古金文》（清同治光緒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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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1908）陳氏簠齋精裱摺裝拓本），共 28冊。 

《簠齋吉金拓本》 陳介祺（1813-1884）藏。《簠齋吉金拓本》（民國二十至三十年
間（1931-1941）史語所黏拓本），共 7冊。 

《彝器全形拓》 《彝器全形拓》（拓本）。 

《阮氏家廟藏器四種》 阮元 (1764-1849) 輯，《阮氏家廟藏器四種》（清道光年間
（1821-1850）全形拓本）。 

《清國子監文廟大成殿彝

器》圖本 

管廷鶚等摹，《清國子監文廟大成殿彝器圖本》（清光緒二十八年

（1902）摹刻拓本。 

《故宮博物院器形拓本》 故宮博物院 藏，《故宮博物院器形拓本》（民國十年間
（1921-1930）該院古物館拓本）。 

《商周銅器全形拓本》 《商周銅器全形拓本》（民國二十年間（1931-1940）拓本）。 

《金文拓本/李宗侗舊藏》 李宗侗 (1895-1975）藏，《金文拓本/李宗侗舊藏》，共 8冊。 

《小校經閣金石文字》 劉體智 (1879-1962) 編，《小校經閣金石文字》，十八卷，（民國
二十四（乙亥）年（1935）廬江劉氏原稿本），共 36冊。 

《貞松堂藏器墨影續集》 羅振玉 (1866-1940) 編，《貞松堂藏器墨影續集》（大連墨緣堂拓
片黏貼本）。 

《貞松堂藏器墨影》 羅振玉 (1866-1940) 藏編，《貞松堂藏器墨影》（民國二十年
（1931）大連墨緣堂拓片黏貼本）。 

《善齋彝器圖錄》 容庚（1894-1983）編、劉體智（1879-1962）藏，《善齋彝器圖
錄》七卷, 別錄一卷，(民國二十一年（1932）歷史語言研究所器
形照片銘文拓片合裝本、王秀仁拓)，共 8冊  

《善齋吉金》 劉體智 (1879-1962) 藏，《善齋吉金》（民國二十一至二十二年間
（1932-1933）史語所毛裝劉氏原粘次拓本），共 3冊。 

《簠齋藏古拓本題記殘

冊》 

陳介琪（1813-1884）輯，《簠齋藏古拓本題記殘冊》（清同治光
緒間（1862-1908）裱裝拓片手寫本），共 16冊。 

《恪齋金文拓本》 吳大澂 (1835-1902) 藏，《恪齋金文拓本》（拓本），4冊。 

《雙劍誃古兵器拓片》 于省吾 (1896-1984) 藏，《雙劍誃古兵器拓片》（民國二十年間
（1931-1940）史語所黏拓本）。 

《雙劍誃吉金拓片》 于省吾 (1896-1984) 藏，《雙劍誃吉金拓片》（民國二十年間
（1931-1940）史語所黏拓本）。 

《說文月刊社藏古兵拓

片》 

衛聚賢 藏，《說文月刊社藏古兵拓片》（民國三十一至三十二年
間（1942-1943）史語所黏拓本、衛聚賢藏并拓）。 

《古器款識》 姜寧 集，《古器款識》（清嘉慶年間（1796-1820）怡亭姜氏黏手
拓本），共 4冊。 

《金文拓影集》 《金文拓影集》（民國十至二十年間（1921-1931）裱褙摺葉黏拓
本） 

《金石圖》 褚峻 摹圖，《金石圖》（清乾隆八至十年（1743-1745）刊本圖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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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粘貼、（清）牛運震說），共 4冊。 

《金石拓本》 《金石拓本》（白紙方冊黏拓本、周康元 (1891-1961) 手拓） 

《懷米山房吉金圖》 曹載奎 (1782-1852) 輯，《懷米山房吉金圖》 二卷（清道光十九
年（1839）曹氏摹刻上石墨拓本），共 2冊。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

帖》 

薛尚功（宋）撰，《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宋拓本）。 

《攗古錄金文原器拓片》 吳式芬 (1796-1856) 藏，《攗古錄金文原器拓片》（雙虞壺齋印存
素冊黏拓本）。 

《武英殿彝器圖》 容庚（1894-1983）編，《武英殿彝器圖》（民國十八至十九年間
（1929-1930）古物陳列所合黏器形照片銘文拓本），3冊。 

《寶蘊樓藏器拓片》 李宗侗（1895-1975）藏，《寶蘊樓藏器拓片》（古物陳列所銅器
拓本）。 

《寶蘊樓彝器圖錄》 容庚（1894-1983）編，《寶蘊樓彝器圖錄》（民國十八至十九年
間（1929-1930）古物陳列所合黏器形照片銘文拓本），4冊。 

《孫氏雪園藏物》 孫壯 (1879-?) 藏，《孫氏雪園藏物》（民國十八（己巳）年（1929）
剪貼本、周康元手拓）。 

《隨庵藏器款識》 徐乃昌 (1862-1936) 藏，《隨庵藏器款識》（民國十 ~ 二十年間
（1921-1931）摺葉裝拓本）。 

《抱殘守缺齋藏器墨本》 劉鶚 (1857-1907) 藏，《抱殘守缺齋藏器墨本》（清未民初間鐵雲
庚子劫餘錄素冊黏拓本），共 2冊。 

《梅雪齋金文拓片稿本》 羅振玉 (1866-1940) 藏輯，《梅雪齋金文拓片稿本》（民國二十年
間（1931-1940）羅氏黏拓本），共 2冊。 

佛教石刻造像拓本  
《八瓊室金石補正》 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6-8，1925。 

《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 汪鋆編，《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10，

1875。 

《山右石刻叢編》 胡聘之撰，《山右石刻叢編》，《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20-21，

1901。 

《山左訪碑錄》 法緯堂輯，《山左訪碑錄》，《石刻史料新編》輯二,冊 12，1909 

《中國文化史蹟》 常盤大定、關野貞，《中國文化史蹟》，京都:法藏館再版，1975-76 

《中國文化史蹟．增補》 竹島卓一、島田正郎，《中國文化史蹟．增補》，京都:法藏館，

1976。 

《中國佛教雕刻史論》 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 

《中國歷代紀年佛像圖

典》 

金申，《中國歷代紀年佛像圖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中國�石佛》 大阪市立美術館，《中國�石佛》，大阪：市立美術館，1995 

《中州金石記》 畢沅編，《中州金石記》，《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18，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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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金石考》 黃叔曔，《中州金石考》，《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18，1868。 

《中國美術史雕塑篇》 大村西崖，《中國美術史雕塑篇》，東京:國書刊行會，1917。 

《支那佛教史蹟踏查記》 常盤大定、關野貞，《支那佛教史蹟踏查記》，東京:龍吟社，1942。 

《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石

雕卷） 

梅宁華、陶信成主編，《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石雕卷》，北京:北京
出版社，2000。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

石刻拓本匯編》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

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北京圖書館藏墓誌拓片

目錄》 

徐自強 主編，《北京圖書館藏墓誌拓片目錄》，北京:中華書局，

1990。 

《平津讀碑記》 洪頤，《平津讀碑記》，《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26，1810。 

《石刻史料新編》 《石刻史料新編�第一∼三輯》，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台
北:新文豐，1978-1986。 

《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

稿》   

徐乃昌，《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民國），《石刻史料新編》輯

三,冊 11。 

《安陽金石錄》 李國禔，《安陽金石錄》（民國），《石刻史料新編》輯三,冊 28。 

《再續寰宇訪碑錄校勘

記》 

劉聲木，《再續寰宇訪碑錄校勘記》，《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27。

1929。 

《芒洛冢墓遺文》 羅振玉錄，《芒洛冢墓遺文》，《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23，1914 

《定縣金石志餘》 賈恩紱，《定縣金石志餘》，《石刻史料新編》輯三,冊 24，民國。 

《金石萃編》   王昶著，《金石萃編》，《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1-4，1805。 

《金石存》 李調元 編，《金石存》，《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9，1785。 

《金石文字記》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12。1613-82 

《金石苑》  劉喜海，《金石苑》，《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9，1793-1852。 

《金石萃編補正》 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5。1894。 

《金石略》 鄭樵，《金石略》（宋），《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24。 

《金石錄》 趙明誠，《金石錄》（宋），《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12。 

《金石續編》 陸耀遹，《金石續編》，《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4，1874。 

《河內縣志》 (清)袁通纂修;(清)方履籛編輯，《中國地方方志叢書．河內縣志》，
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書跡名品叢刊》 《書跡名品叢刊》，東京:二玄社，1958-1980。 

《陜西金石志》 武樹善編纂，《陜西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22，1937。 

《陜西石刻文獻目錄集

存》 

李慧 主編，《陜西石刻文獻目錄集存》，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涿縣志》 宋大章等修、周存培等纂，《中國地方方志叢書．涿縣志》（1936），
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出版，1970。 

《益都金石記》 段松苓，《益都金石記》，《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20，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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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齋藏石記》 端方，《陶齋藏石記》，《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11，1908 

《常山貞石志》 沈濤，《常山貞石志》，《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18，1842 

《集古求真》 歐陽輔 纂輯，《集古求真》，《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11，1923。 

《集古求真續編》 歐陽輔 纂輯，《集古求真續編》收於《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11，1933。 

《雲岡石窟》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東方文化研究所調查，《雲岡石窟》，京都: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2-1956 

《登封金石錄》 陸繼萼、洪亮吉，《登封金石錄》（清），《石刻史料新編》輯三,
冊 29。 

《嵩陽石刻集記》 葉封，《嵩陽石刻集記》，《石刻史料新編》輯二,冊 14，1784。 

《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

關中部族》 

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北京:中華書局，

1985。 

《漢魏南北朝墓志彙編》 趙超，《漢魏南北朝墓志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 趙萬里編，《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石刻史料新編》輯三,冊

3-4，1956。 

《滿洲金石志》 羅福頤 校錄，《滿洲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23，1976。 

《增訂寰宇貞石圖》 藤原楚水編纂，《增訂寰宇貞石圖》，東京:興文社，1939-40。 

《增補校碑隨筆》 方若，王狀弘，《增補校碑隨筆》，《石刻史料新編》輯三,冊 33，

1980。 

《魯迅輯校石刻手稿》 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紀念館編，《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上

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 

《寰宇訪碑錄》     孫星衍、邢澍著，《寰宇訪碑錄》，《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26，

1802。 

《龍門石窟�研究．龍門石
刻錄目錄》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 《龍門石窟�研究�龍門石刻錄目錄》，
京都:同朋舍，1980。 

《龍門石窟總錄》 劉景龍、楊超傑編著，《龍門石窟總錄》，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
出版社，1999。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 毛鳳枝編，《關中石刻文字新編》，《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22，

1934。 

《臨沂縣志》   陳景星修，王景祜纂，《中國地方方志叢書  臨沂縣志》，臺北:
成文出版社，1968。 

《隴右金石錄》  張維編，《隴右金石錄》，《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21，1943。 

《隴東石窟》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慶陽北石窟文物保管所編，《隴東石窟》，北

京:文物出版社，1987。 

《藝風堂金石文字目》 繆荃孫，《藝風堂金石文字目》，《石刻史料新編》輯一,冊 26，

1898。 

《南北響堂寺及其附近石 何士驥, 劉厚滋同編，《南北響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錄 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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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目錄》 四卷 《石刻史料新編》輯三,冊 5，1936。 

《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 V.III 
Sculpture》              

Siren, Osvald   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 V.III Sculpture, 
London：Ernest Benn. 1930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Siren, Osvald   Chinese Sculpture,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V.I,II,London：Ernest Benn. 1925 

《Chinese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Priest, Alan Chinese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 York：The Metropolitan Museum 

〈陜西耀縣的碑林與石

窟〉 

石璋如，〈陜西耀縣的碑林與石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集刊》24：145-172，1953。 

〈北魏薛鳳規造像碑考〉 周錚，〈北魏薛鳳規造像碑考〉，《文物》，8:58-65，1990。 

〈洛陽平等寺碑與平等

寺〉 

段鵬琦，〈洛陽平等寺碑與平等寺〉，《考古》7:632-637，1990。 

〈北魏《一千人為孝文帝

造九級一軀》碑及相關的

幾個問題〉 

徐玉立，〈北魏《一千人為孝文帝造九級一軀》碑及相關的幾個

問題〉，《文博》3:49-52，1993。 

〈万佛堂石窟兩方北魏題

記中的若干問題〉 

曹汛，〈万佛堂石窟兩方北魏題記中的若干問題〉，《文物》

6:63-68，1980。 

〈北齊趙郡王高睿造像及

相關文物遺存〉 

劉建華，〈北齊趙郡王高睿造像及相關文物遺存〉，《文物》

8:66-77，1999。 

〈陜西耀縣的碑林與石

窟〉 

石璋如，〈陜西耀縣的碑林與石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集刊》24：145-172，1953。 

〈耀縣藥王山的道教造像

碑〉 

韓偉、陰志毅，〈耀縣藥王山的道教造像碑〉，《考古與文物》

3:18-26，1987。 

〈耀縣藥王山的佛教造像

碑〉 

韓偉、陰志毅，〈耀縣藥王山的道教造像碑〉，《考古與文物》

3:18-26，1987。 

甲骨文拓片  
《小屯．第二本．殷虛文

字．甲編．圖版（原稿本）》 

董作賓(1895-1963)編，《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甲編．圖版》，
原稿本，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8年。 

《小屯．第二本．殷虛文

字．乙編．圖版(原稿本)》 

董作賓(1895-1963)編，《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乙編．圖版》，
原稿本。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8年。 

《小屯．第二本．殷虛文

字．乙編．圖版（原拓本）》 

董作賓 (1895-1963) 編，《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乙編．圖
版》，原拓本。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8年。 

《小屯．第二本．殷墟文

字．乙編．補遺（原拓本）》 

鍾柏生(1946-)主編，《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乙編．補遺》，
原拓本 ，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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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屯．第二本．殷虛文

字．丙編（製版原拓）》 

張秉權(1919-1997)著，《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丙編》，台北
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1972年。 

《冬飲盧藏甲骨文字》 《冬飲盧藏甲骨文字》，拓本。 

《冬飲盧藏甲骨文字考

釋》 

《冬飲盧藏甲骨文字考釋》，原拓本。（附：民 51年周法高冬飲
盧藏甲骨文字拔，胡厚宣所摹無想山房舊藏甲骨文字。） 

《北京大學國學門研究所

藏殷卜辭》 
國立北京大學藏，《北京大學國學門研究所藏殷卜辭》，墨拓本。

（1-4冊名甲骨刻辭，第 5冊名凡將齋所藏甲骨文字。） 

《甲骨文九集》 董作賓 (1895-1963) 編，《甲骨文九集》，民國二十四年(1935)歷
史語言研究所拓本。 

《甲骨金石拓片拾零》 傅斯年 (1896-1950) 藏，《甲骨金石拓片拾零》，拓片黏貼本。（原
書無名，二冊空白，僅夾有第一冊內貼餘重複拓片十二片。） 

《何敘甫藏甲骨文》 何遂 (1887?-1941?) 藏，《何敘甫藏甲骨文》，民國二十四年(1935)
歷史語言研究所黏裝拓本。 

《李濟�董作賓購藏暨李
啟生拾得甲骨拓片》 

中央研究院藏，《李濟�董作賓購藏暨李啟生拾得甲骨拓片》，民
國 30年(1941)歷史語言研究所拓本。（李濟購藏者 1941.02.19
拓，董作賓購藏者 1941.03-04拓，李啟生拾得者 1941.02.20拓） 

《孫氏雪園藏物》 孫壯藏；周康元手拓，《孫氏雪園藏物》，民國十八(己巳)年(1929)
剪貼本。 

《施美士藏甲骨文》 施美士藏，《施美士藏甲骨文》，拓片黏貼本，民國二十四年(1935)
歷史語言研究所黏裝拓本。 

《殷虛文字存真》 關百益編；田玉芝拓，《殷虛文字存真》六集，民國二十年(1931)
河南博物館墨拓粘貼本。 

《殷虛遺文 》 謝伯殳輯，《殷虛遺文》，不分卷，瓠廬謝氏墨拓本。 

《院藏甲骨文》 中央研究院藏，《院藏甲骨文》，民國二十四年（1935）歷史語
言研究所言黏裝拓本。（民國二十年，中央研究院於南京購得） 

《鐵雲藏龜四百種》 劉鶚 (1857-1907) 藏，《鐵雲藏龜四百種》，拓本。 

《懷特氏等收藏甲骨文

集》 

許進雄編，《懷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

館，1979年。 

《甲骨文合集》 郭沫若主編、胡厚宣總編輯，《甲骨文合集》13冊，北京：中華
書局，1980年。 

《小屯南地甲骨》 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編，《小屯南地甲骨》上冊第一、二分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

所藏甲骨文字》 

松丸道雄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東京：東

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3年。 

《英國所藏甲骨集》 李學勤、齊文心、艾蘭，《英國所藏甲骨集》上編（上、下冊），

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天理大學附屬參考館甲 天理大學編《天理大學附屬參考館甲骨文字》，東京：天理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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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文字》 友社，1987年。 

《蘇、德、美、日所藏甲

骨》 

胡厚宣編集《蘇、德、美、日所藏甲骨》，四川：四川辭書出版

社，1998年。 

《甲骨文合集補編》 彭邦炯、謝濟、馬季凡編《甲骨文合集補編》，北京市 : 語文出
版社，1999年。 

《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雲南：
人民出版社，2003年。 

《甲骨文合集釋文》 胡厚宣主編《甲骨文合集釋文》，北京市：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年。 

《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

集》 

姚孝遂主編；肖丁副主編《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北京市：

中華書局，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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