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5 

11 

第十一章 拓片 

11.0 通則 

11.0.1 適用範圍 

 本章適用於拓片（摹本、雙鉤本附）、影印或石印之拓本之

著錄。無論其為單幅、冊頁、卷軸等形狀者，均依本規則編

目。拓片之範圍如下： 

(1)甲骨： 龜骨，人骨及獸骨，獸角，象牙（有文字紋飾圖像

者） 

(2)金： 彝器（禮器、樂器），食器（含烹飪器、食器），酒器，

尋常用器（盤、盂、鏡、鑑等），農具，度量衡，錢

幣（含化、布、制錢），針印，古兵器，錢範，造像，

雜器 

(3)玉： 禮器（含殉葬物），用器，玉飾（含珮玉及器物鑲配

件），玉像，珍玩 

(4)石： 石器，碑碣，墓誌，摩崖，石經（含釋、道經讚刻石），

塔銘（含經幢），畫像石（含線刻、淺浮雕），造像（含

造像記），雕塑（含圓雕及浮雕之石人、鳥、獸等物

體），銘刻（含詩詞題名），雜刻 

(5)陶： 陶器，磚（含墓誌磚），瓦，瓷器，玻璃，明器，封

泥，錢範，塑像，浮雕（善業泥附） 

(6)竹木： 竹器，木器，版片（有刻紋之簡牘附），版畫，雕

像，木碑 

(7) 其他：如髹漆（有刻紋者） 

11.0.2 著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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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片之形制特殊，不同於其他類型之資料，其本身所載各項

資料均得視為主要著錄來源。附註項之內容可取自任何來

源。 

11.0.3 標點符號 

 依 1.0.3 款著錄。 

11.0.4 著錄詳簡層次 

 依 1.0.4 款著錄。 

11.0.5  印刷錯誤之著錄 

 依 1.0.5 款著錄。 

11.1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目  次 

   11.1.0  序則 

   11.1.1  正題名 

   11.1.2  資料類型標示 

   11.1.4  副題名 

   11.1.5  著者敘述 

   11.1.6  無共同題名之作品 

11.1.0 序則 

11.1.0.1 標點符號 

 依 1.1.0.1 款著錄。 

11.1.1 正題名 

11.1.1.1 拓片正題名以原件所題為準。參見 1.1.1 款。 

11.1.1.2 拓片之題名，如遇篆文時，應儘可能釋為今字著錄，並於附

註中說明「題名原為篆文」。不能釋或釋而發生疑義時，始

錄其原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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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3 金石拓片之題名，儘可能以原器物題字為準，無題字者，則

以圖像形制之名稱為題名，加方括弧。 

11.1.1.4 封泥、璽印等拓片以全文為題名。 

11.1.1.5 殘器拓片首尾不具，無從知其原來名稱者，則參考諸家目錄

或由編目員擬定其題名，加方括弧。並於附註項中註明殘存

部分或字數。 

11.1.1.6 碑誌拓片之題名應照原題詳其姓名及主要官職，姓名不完具

者，則題某君或諱某字樣。 

11.1.1.7 碑題結銜詳其官階封邑，過於冗長時得酌量刪省之，但碑題

全文須記於附註中。 

11.1.1.8 篆額或篆蓋與第一行題字不符，以習見者為正題名，不習見

者記於附註項。 

11.1.1.9 碑版之俗名，記於附註項。 

11.1.1.10 拓片題名前之國號書法均應按原題著錄，必要時得於附註中

說明。 

11.1.1.11 碑版文體每有不同，或稱頌，或稱銘，或稱記，均照原題著

錄。原缺者補之，原誤者改之，均記於附註項。 

11.1.1.12 寺觀廟宇之碑，或冠以郡邑，或兼書修造姓氏，均依原題著

錄。 

11.1.1.13 碑題中之人名，按原題著錄。其稱號不稱名者，應於附註中

說明。 

11.1.1.14 題名及造像中之人名在二人以上者，不論多少均以第一人為

代表，其下加一「等」字概括之；如原有數字稱五十人等或

邑人等者照錄之。經幢之建造人則視同立石人，記於附註項。 

11.1.1.15 金屬器之蓋，碑版之陰與側，可另立檢索款目，否則視為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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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1.1.1.16 碑版中有後人題刻者，應另立檢索款目。 

11.1.1.17 叢帖（彙帖）應分別編目。 

11.1.1.18 銅器之僅拓銘文、款識或併拓全形，造像之僅拓題記不及形

像者，如未能於正題名中標示者，則應於附註項中說明。 

*11.1.2 資料類型標示 

 依 1.1.2 款著錄。 

11.1.4 副題名 

 依 1.1.4 款著錄。 

11.1.5 著者敘述 

 依 1.1.5 款著錄，並參照下列各款規則。 

11.1.5.1 撰文人、書畫人、雕刻者、題額及題蓋者之著錄，姓名前均

應著錄其時代。 

11.1.5.2 著錄之次序，撰文人在前，書寫人次之，題額、題蓋、雕刻

者又次之。 

11.1.5.3 撰文其稱「製」、「述」、「纂」者，均依原題著錄。 

11.1.5.4 書寫其稱「筆」、「寫」、「錄」者，均依原題著錄。 

11.1.5.5 繪畫其稱「繪」者，亦依原題著錄。 

11.1.5.6 浮雕圖像及摹刻文字或版畫之稱「刻」、「刊」、「鐫」、「雕」、

「鏤」者，均依原題著錄。 

11.1.5.7 題碑額及墓誌蓋無論用篆字、或用隸書、正書等字體者，概

曰「題額」、「題蓋」。其字體應記於附註中。 

11.1.5.8 舊碑已佚，後人書而重刻者稱「重書」。碑文中未記重書者，

考證後記於附註項。 

11.1.5.9 後人集前人所書之字者稱「某某集某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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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10 一碑為兩人以上所書寫者稱「某某，某某同書」，如為四人

以上所書寫者稱「某某等同書」，而於附註中註明其餘之姓

名。 

11.1.5.11 一人兼具撰書、篆額（或篆蓋）刻字之二項或三項以上者，

均照原題著錄。 

11.1.5.12 撰書人署名與常例不同時，應於附註中說明。 

11.1.5.13 撰書人不題姓名，如可考得，記於附註項，必要時說明其依

據。 

11.1.5.14 撰文人、書畫人、雕刻人、題額或題蓋人之署名，係後人補

刻，而實錯誤或誤否未定者，均照錄之。如經考證，將所得

記於附註項。 

11.1.5.15 撰書人所題如非本名，亦照錄之，記其正名於附註項。 

11.1.5.16 石工、施石人、選石人及立石人（造碑人）均記於附註項。 

11.1.6 無共同題名之作品 

 依 1.1.6 款著錄。 

11.2 版本項 

    目  次 

   11.2.0  序則 

   11.2.1  版本敘述 

   11.2.2  關係版本之著者敘述 

11.2.0 序則 

11.2.0.1 標點符號 

依 1.2.0.1 款著錄，並酌依下列規則。 

11.2.1 版本敘述 

 拓片本身鮮有載明版本者，但版本敘述之於拓片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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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儘可能將考證所得記於本項，加方括弧，考證之依據，記

於附註項。常用之版本名稱如下： 

(1) 傳拓之本，通稱「拓本」。傳拓之年代及傳拓人，考證後

記於附註項。 

(2) 傳拓之確實年月未詳，但能知其出於何代者，可按其朝代

題曰「宋拓本」、「明拓本」等。其朝代亦不詳，但能審知

其非近代所拓者，可題曰「舊拓本」。 

(3) 器物出土後最先傳拓者稱「初拓本」，拓工精緻用墨深厚

沈靜無光者稱「精拓本」，用宣紙蘸濃墨重拓漆墨發光者

稱「烏金拓本」，用薄紙以淡墨輕拓神韻縹緲者稱「蟬翼

拓本」，最粗者稱「粗紙煙煤拓本」，用土硃或銀硃傳拓者

稱「朱拓本」，此外以顏色區別者，又有「藍拓本」、「綠

拓本」之稱。其原器物已亡，海內又無第二本者稱「孤本」，

後拓字數多於舊拓者稱「足本」。 

(4) 古碑之一刻再刻者頗多，原石亡佚後人再刻者稱「重刻」，

此地名碑他處借刻者稱「翻刻」或「摹刻」，舊碑剝落，

後人依原石補書者稱「補刻」，憑空結撰依託贗造者稱「偽

刻」。 

(5) 鉤勒古碑稱「雙鉤本」，墨填四圍空處，中留白文以充古

拓者稱「廓填本」，縮豐碑於尺幅，而摹其形製者稱「縮

摹本」。 

(6) 用照相版印製之拓本稱「影印本」，石版印製者稱「石印

本」，影印或石印之拓本其大小與原本不同者稱「縮印本」

或「放大本」。 

11.2.2 關係版本之著者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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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1.2.2 款著錄。 

11.3 資料特殊細節項 

 本項不適用於拓片之著錄。 

11.4 出版項 

 參見 1.4 款。凡考證所得，加方括弧。 

11.4.1 碑版所在之地名依原載著錄，今稱記於附註項。已知之鄉村

山野小地名，以所屬縣名，加註於前，置方括弧內。 

11.4.2 所在地不詳時，得參考文中原有地名或其他資料訂補之。置

方括弧內。 

11.4.3 私藏器物之拓片，間以「：」加註器物收藏者（視同出版者）

姓名及其室名。 

11.4.4 原器物之出土處、出土時日、收藏者均記於附註項。 

11.4.5 時代記載須求其詳，以年月日均能載明者為完善。 

11.4.6 碑版中之年月，或為撰文之時代，或為立石之時代，本項應

著錄立石之時代，撰文之時代記於附註項。 

11.4.7 石刻之年月未詳者，應儘可能記其約略時代，以元號表之。 

11.4.8 金石有元號年月者，照錄之。銅器之僅有干支，而不能知其

為何王何年者，記於附註項。 

11.4.9 石刻於年號下但著干支，或以其代字記年者，應加記西元年

代 於其後方括弧內。 

11.4.10 杜撰年號及年號誤書者，照錄之，將考證所得記於附註項。 

11.4.11 碑帖之重刻者，著錄重刻年月，記原刻年月於附註項。 

11.5 稽核項 

    目  次 

   11.5.0  序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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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1  葉（幅、軸、冊、卷）數 

   11.5.2  其他稽核細節 

   11.5.3  高廣 

   11.5.4  附件 

11.5.0 序則 

11.5.0.1 標點符號 

依 1.5.0.1 款著錄。 

11.5.1 葉（幅、軸、冊、卷）數 

 依 1.5.1 款著錄。單片稱「葉」，裱成稱「幅」，幅之有桿軸

者稱「軸」，裝訂成冊者稱「冊」，左右捲舒者稱「卷」。 

11.5.2 其他稽核細節 

 依 1.5.2 款著錄。 

11.5.3 高廣 

 依 1.5.3 款著錄，並參照下列規則。 

11.5.3.1 先記拓片之尺度，再記原器物之尺度，加圓括弧。 

11.5.4 附件 

 依 1.5.4 款著錄。金屬器之蓋，碑版之陰與側，如未分別編

目，可著錄於此。 

11.6 集叢項 

 依 1.6 款著錄。 

11.7 附註項 

    目  次 

   11.7.0  序則 

   11.7.1  附註 

11.7.0 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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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0.1 標點符號 

依 1.7.0.1 款著錄。 

11.7.1 附註 

 除依 1.7.1 款著錄外，應優先加記下列各附註。 

(1) 歧異及通俗之名稱。 

(2) 碑刻之篆（或隸）額或墓誌之篆（或隸）蓋與第一行題字

不符。 

(3) 拓片所存字數，並註明行數及每行字數。 

(4) 字之特大特小，及別體文字（俗字、諱字）。 

(5) 陽文、反文（反書字）、回文、倒文、左行、環列、 

及棋子方格等。 

(6) 碑文中有人名、地名、時代等空格待填者。 

(7) 造像之有像無像，畫像之有（題）字無（題）字。 

(8) 碑版之字體為篆書、隸書、正書、行書、草書、各體書、

歷代國書及外國文等。 

(9) 石工、施石人、選石人、立石人（造碑人）、刻字人、 

捶拓人。 

(10) 拓片之紙張墨色特異者。 

(11) 碑版文體。 

(12) 影印本所據之原本。 

(13) 金文及碑版拓片為整裝、或挖嵌裝、或摺裝。 

(14) 存佚情形及出土時期（初出土或重出土）。 

(15) 殘缺情形（殘存部分或字數）。 

(16) 考釋及題跋印記（曾經名人收藏者）。 

(17) 過於冗長之碑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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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來源。 

(19) 地名之今稱。 

(20) 重刻、仿刻或影印所據之版本或贗品等，未在題名 

及著者敘述項表明者。 

(21) 其他特異情形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