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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陽殷墟五號墓的發掘〉 《考古學報》 １９７７：２  中國社會

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西發掘隊 〈一九六七年長安張家坡西周墓葬的發

掘〉 《考古學報》 １９８０：４  （漢）司馬遷 《史記》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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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社科版）》 １９７９：３  那志良 〈明尼安波拉斯美術館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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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璧││古玉介紹之一〉 《故宮文物月刊》 創刊號 民國七十二

年  那志良 〈瑗││古玉介紹之二〉 《故宮文物月刊》 第一卷第

二期 民國七十二年  那志良 〈環││古玉介紹之四〉 《故宮文物

月刊》 第一卷第四期 民國七十二年  那志良 〈瓏││古玉介紹之

七〉 《故宮文物月刊》 第一卷第七期 民國七十二年  那志良 

〈虎符〉 《故宮文物月刊》 第一卷第八期 民國七十二年  那志良 

〈六器中的琥與璋││古玉介紹之九〉 《故宮文物月刊》 第一卷第

九期 民國七十二年   那志良 〈穀璧、龍紋珮、石璧││故宮藏玉

介紹（三）〉 《故宮文物月刊》 第三卷第三期 民國七十四年  那

志良 〈璲、鳥紋佩、戚玉、珩││故宮藏玉介紹（四）〉 《故宮文

物月刊》 第三卷第四期 民國七十四年  李玉潔 〈試論我國古代棺

槨制度〉 《中原文物》 １９９０：２ 李孝定 《甲骨文字集釋》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民國五十九年再版  李圃 《甲骨

文選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９  李欣 《探墓手記││老山

漢墓考古發掘全景紀實》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２００１ 李家浩 

〈先秦文字中的“縣”〉 《文史》 １９８７；２８ 李裕民 〈古文

字考釋四種〉 《古文字研究》 第七輯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２ 

李零 〈古文字雜識（兩篇）〉 《于省吾教授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文

集》 吉林：吉林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６  李學勤 《李學勤集》 哈

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９ 李學勤 《東周與秦代文明》 臺

北：駱駝出版社 李學勤 《新出青銅器研究》 北京：文物出版社 １

９９０ 李學勤、李零 〈平山三器與中山國史的若干問題〉 《考古學



報》 １９７９：２   李學勤 〈平山墓葬群與中山國的文化〉 

《文物》 １９７９：１ 李學勤 〈秦國文物的新認識〉 《文物》 

１９８０：９  李學勤 〈戰國題銘概述（上）〉 《文物》 １９５

９：７ 李學勤 〈戰國題銘概述（中）〉 《文物》 １９５９：８ 

李學勤 〈戰國題銘概述（下）〉 《文物》 １９５９：９ 李學勤 

〈說「玆」與「才」〉 《古文字研究》 第二十四輯 北京：中華書

局 ２００２ 祁健業 〈岐山縣博物館近幾年來徵集的商周青銅器〉 

《考古與文物》 １９８４：５  巫鴻 〈談幾件中山國器物的造型與

裝飾〉 《文物》 １９７９：５  （清）阮元刻本 《十三經注疏》 

臺北：藝文印書館 １９８９  河北省博物館、文物管理處 《河北省

出土文物選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０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墓││戰國中山國國王之墓》 北京：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５  河

北省文物管理 〈河北省平山縣戰國時期中山國墓葬發掘簡報〉 《文

物》 １９７９：１  河北省文物管理處 〈燕下都第２３號遺址出土

一批銅戈〉 《文物》 １９８２：８ 河南信陽地區文管會、光山縣文

管會 〈春秋早期黃君孟夫婦墓發掘報告〉 《考古》 １９８４：４ 

河南省博物館、信陽地區文管會、信陽市文化局 〈河南信陽市平橋春

秋墓發掘簡報〉 《文物》 １９８１：１ 河清谷 〈試談趙滅中山的

幾個問題〉 《人文雜誌》 １９８２：２  林宏明 《戰國中山國文

字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土班碩士論文 一九九七  林清

源 《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 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１９９７  林沄 〈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國聯盟〉 《古文字研究》 第

六輯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１  林素清 《戰國文字研究》 國立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民國七十三年 林素清 〈論戰國文

字的增繁現象〉 《中國文字》 １９９０ 新１３ 林素清 〈談戰國

文字的簡化現象〉 《大陸雜誌》 １０８６ ７２：５ 林祖泰 《殷

虛卜辭通假研究》 臺南：功成印刷所 民國六十七年   汪寧生 

〈從原始計量到度量衡制度的形成〉 《考古學報》 １９８７：３  

尚志儒 〈試論平山三器的鑄造年代及中山王?的在位時間││兼與段

連勤同志商榷〉 《河北學刊》 １９８５：６   金春峰 《周官之

成書及其反映的文化與時代新考》 臺北：東大 民國八十二年 周南泉 

〈故宮博物院藏的幾件新石器時代鉓紋玉器〉 《文物》 １９８４：

１０ 長沙市文化局文物組 〈長沙咸家湖西漢曹?墓〉 《文物》 １

９７９：３ （日）林巳奈夫 《中國古玉研究》 臺北：藝術圖書公司 

１９９７  屈萬里 《詩經詮釋》 台北：聯經出版社 民國七十二年

初版、民國八十年七刷  段連勤 《北狄族與中山國》 河北：河北人

民出版社 １９８２  段德森 《實用古漢語虛詞》 山西：山西教育

出版社 段連勤 〈關於平山三器的作器年代及中山王?的年代問題││

兼與李學勤、李零同商榷〉 《西北大學學報》 １９８０：３ 段連勤 

〈鮮虞及鮮虞中山國早期歷史初探〉 《人文雜誌》 １９８１：２ 段

連勤 〈對〈中山國亡于崇儒說獻疑〉一文的質疑〉 《文博》 １９

８７：３ 姚孝遂 〈再論古漢字的性質〉 《古文字研究》 第十七輯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９  胡厚宣 〈中國奴隸社會的人殉和人祭

（下篇）〉 《文物》 １９７４：８ 柳石、王晉 〈中山國故都││



古靈壽城考辨〉 《河北學刊》 １９８７：３ 咸陽市博物館 〈陝西

咸陽塔兒坡出土的銅器〉 《文物》 １９７５：５ 南京博物院、汪遵

國 〈良渚文化「玉斂葬」述略〉 《文物》 １９８４：２ 南京博物

院、昆山縣文化館 〈江蘇昆山綽墩遺址的調查與發掘〉 《文物》 

１９８４：２ 南京博物院 〈一九八二年江蘇常州武進寺寺墩遺址的發

掘〉 《考古》 １９８４：２ （清）孫希旦 《禮記集解》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民國七十九年   孫華 〈試論中山國的族姓及有關問

題〉 《河北學刊》 １９８４：４ 徐中舒 《上古史論》 臺北：天

山出版社 民國七十五年 徐中舒、伍仕謙 〈中山三器釋文及宮堂圖說

明〉 《中國史研究》 １９７９：４ 陝西周原考古隊 〈陝西扶風齊

家十九號西周墓〉 《文物》 １９７９：１１  馬得志、周永珍、張

雲鵬 〈一九五三年安陽大司空村發掘報告〉 《考古學報》 第九冊 

１９５５  郝本性 〈新鄭出土戰國銅兵器部分銘文考釋〉 《古文字

研究》 第十九輯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２  高田忠周 《古籀

篇》 日本古籀篇刊行會印本 １９２５  高明 《古文字類編》 北

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０  高英民 〈略論戰國中山國貨幣制││兼談

燕國?字刀面文?字的釋讀〉 《遼海文物學刊》 １９９４：１  高英

民 〈中山國自鑄貨幣初探〉 《河北學刊》 １９８５：２  高崇文 

〈春秋楚墓特徵及其形成諸因素初探〉 《中原文物》 １９８５：２ 

高開貴 〈略論戰國時期文字的繁化與簡化〉 《江漢考古》 １９８

８：４ 容庚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 《金文編》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５  馬承源 《中國青銅器》 臺北：南天出版社 民國八十年 

馬承源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１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 《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 臺

北：洪葉出版社 １９９８  張之?、周裕興 《夏商周考古》 南

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５ 張守中 《中山王?器文字編》 北

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１。 張守中 《睡虎地秦簡文字編》 北京：文

物出版社 １９９４ 張守中 《包山楚簡文字編》 北京：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６  張守中、張小滄、郝建文 《郭店楚簡文字編》 北京：文

物出版社 ２０００ 張秉權 《殷墟文字丙編考釋》 南港：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１９５７ 張雙隸 《淮南子校釋（全二冊）》 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７ 張雙棣 《呂氏春秋譯注》 長春：吉

林文史出版社 １９９３  張克忠 〈中山王墓青銅器銘文簡釋││附

論墓主人問題〉 《故宮博物院院刊》 １９７９：１  張長安 〈中

山王墓??壺銘中的「」字小議〉 《中原文物》 １９８５：３ 張政烺 

〈中山國胤嗣??壺釋文〉 《古文字研究》 第一輯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９  張政烺 〈中山王?壺及鼎銘考釋〉 《古文字研究》 第

一輯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９  張殿吉 〈中山國城邦制度論〉 

《河北師院學報》 １９８５：１  張崗、謝志誠 〈鮮虞中山族姓問

題探索〉 《河北學刊》 １９８１創刊號  張振林 〈先秦古文字材

料中的語氣詞〉 《古文字研究》 第十七輯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

８９  張振林 〈先秦古文字材料中的語氣詞〉 《古文字研究》 第

七輯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２ 張亞初 〈古文字分類考釋論稿〉 

《古文字研究》 第十七輯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９ 曹定雲 〈古



文「夏」字考││夏朝存在的文字見證〉 《中原文物》 １９９５：

３ 曹錦炎 〈吳越青銅器銘文述編〉 《古文字研究》 第十七輯 北

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９ 陳振裕、劉倍芳 《睡虎地秦簡文字編》 湖

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陳漢平 《金文編訂補》 北京：社

會科學出版社 １９９３  陳夢家 《殷虛卜辭綜述》 北京：中華書

局 １９８８  陳夢家 《殷虛卜辭綜述》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

８ 陳永正 〈西周春秋銅器銘文中的語氣詞〉 《古文字研究》 第十

九輯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２  陳邦懷 〈中山國文字研究〉 

《天津社會科學》 １９８３：１  陳應祺、李恩佳 〈論中山國都城

靈壽城的營建──答柳石、王晉〉 《河北學刊》 １９８８：２  陳

應祺 〈從考古發現談中山國的崇「山」特點〉 《河北學刊》 １９

８５：５  陳惠 〈內蒙古石棚山陶文試釋〉 《文物春秋》 １９９

２增刊  陳啟天 《增訂韓非子校釋》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

五十八年 許雅惠 《?墓所見戰國中期銅器的轉變》 國立臺灣大學藝

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八十八年 郭沬若 《殷契粹編》 台北：大

通書局 民國六十年  郭沫若 《甲骨文字研究》 香港：中華書局 

１９７６  郭錫良 《漢字古音手冊》 北京：新華書店 １９８

６ ， 郭維德 〈江陵楚墓論述〉 《考古學報》 １９８２：２ 郭

寶鈞 〈古玉新詮〉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

所集刊》 第二十本（下冊） 民國五十三年再版 商承祚 〈中山王?

鼎壺銘文芻議〉 《古文字研究》 第七輯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

２  常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 〈江蘇常熟良渚文化遺址〉 《文物》 

１９８４：２  夏自正、謝忠厚 〈中山國史簡述〉 《河北學刊》 

１９８１創刊號 夏鼐 〈商代玉器的分類、定名和用途〉 《考古》 

１９８３：５ 夏鼐 〈漢代的玉器││漢代玉器中傳統的延續和變化〉 

《考古學報》 １９８３：２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 《故宮西周

金文錄》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民九十年  國家文物局 《２００

０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北京：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１ 國際中國古文字

學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古文字學論集（初編）》 香港：香港

中文大學 １９８３ 傅熹年 〈戰國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圖及其陵園

規制的研究〉 《考古學報》 １９８０：１  湖北省荊州博物館 

〈湖北荊州秦家山二號墓清理簡報〉 《文物》 １９９９：４ 曾憲通 

〈吳王鐘銘考釋〉 《古文字研究》 第一輯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

７９ 湯余惠 〈關於?字的再探討〉 《古文字研究》 第十七輯 北

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９ 湯餘惠 《戰國銘文選》 長春：吉林大學出

版社出版 １９９３ 黃錫全 《汗簡注釋》 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０  黃錫全 《先秦貨幣通論》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２００

１  黃錫全 〈「夫鋁」戈銘新考∣∣兼論鑄器所用金屬原料之名稱〉 

《故宮學術季刊》 １３：１ 黃茂琳 〈新鄭出土戰國兵器中的一些問

題〉 《考古》 １９７３：６ 黃盛璋 〈關於戰國中山國墓葬遺物若

干問題辨正〉 《文物》 １９７９：５  黃盛璋 〈試論三晉兵器的

國別和年代及其相關問題〉 《考古學報》 １９７４：１ 黃盛璋 

〈關於侯馬盟書的主要問題〉 《中原文物》 １９８１：２   黃盛

璋 〈中山國銘刻在古文字、語言上若干研究〉 《古文字研究》 第



七輯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２  黃盛璋 〈新出信安君鼎、平安君

鼎的國別年代與有關制度問題〉 《考古與文物》 １９８２：２ 黃盛

璋 〈戰國“冶”字結構類型與分國研究〉 《古文字學論集（初

編）》 １９８３ 黃盛璋 〈跋集安新出陽安君劍〉 《考古》 １９

８３：５ 黃盛璋 〈燕、齊兵器研究〉 《古文字研究》 第十輯 北

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４ 黃盛璋 〈關於魯南新出趙?工劍與齊工師銅

泡〉 《考古》 １９８５：５  黃盛璋 〈三晉銅器的國別、年代與

相關制度問題〉 《古文字研究》 第十七輯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

８９  黃盛璋 〈試論戰國秦漢銘刻中從「酉」諸奇字及其相關問題〉 

《古文字研究》 第十輯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４ 黃盛璋 〈?

（撻）齋（齊）及其和兵器鑄造關係考〉 《古文字研究》 第十五輯 

１９８６ 董蓮池 《金文編校補》 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１９

９５ 董楚平 《吳越徐舒金文集釋》 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

２ 楊伯峻、何樂士 《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 北京：語文出版社 １

９９２  楊伯峻 《春秋左傳注》 臺北：源流出版社 民國七十一年 

楊筠如 《尚書覈詁》 臺北：學海出版社 民六十七年  楊寬 《戰

國史料編年輯證》 臺北：商務印書館 ２００２  楊寬 《戰國史》 

臺北：商務印書館 １９９７ 楊寬 〈先秦墓上建築和陵寢制度〉 

《文物》 １９８２：１ 楊樹達 《積微居甲文說》 臺北：大通出版

社 民國六十年 楊樹達 《積微居金文說》 臺北：大通出版社 民國

六十年 楊樹達 《詞詮》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５ 楊錫璋、楊寶

成 〈從商代祭祀坑看商代奴隸社會的人性〉 《考古》 １９７７：

１  楊鴻勛 〈戰國中山王陵及兆域圖研究〉 《考古學報》 １９８

０：１  楊鴻勛 〈關於秦代以前墓上建築的問題〉 《考古》 １９

８２：４  葉玉森 〈殷契鉤沈〉 《學衡》 第２４期 １９２３  

詹鄞鑫 〈釋甲骨文“彝”字〉 《北京大學學報》 １９８６：２ 路

洪昌 〈鮮虞中山國疆域變遷考〉 《河北學刊》 １９８３：３  路

洪昌 〈戰國中期中山國的經濟〉 《河北學刊》 １９８５：１  路

洪昌 〈戰國中山國若干歷史問題考辨〉 《河北學刊》 １９８７：

６  路洪昌、李曉明 〈中山早期地域和中人、中山其名〉 《河北學

刊》 １９８８：１  賈峨 〈關於河南出土東周玉器的幾個問題〉 

《文物》，１９８３：４  趙誠 〈《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

釋〉 《古文字研究》 第一輯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９ 管燮初 

《西周金文語法研究》 北京：商務印書館 １９８１ 管燮初 〈甲骨

文金文中“唯”字用法的分析〉 《中國語文》 １９６２︰６  

（漢）劉向集錄 《戰國策》 臺北：里仁書局 民國七十九年  劉寶

才 〈中山國亡於崇儒說獻疑〉 《文博》 １９８６：３ 劉宗漢 

〈釋戰國貨幣中的“?”〉 《中國錢幣》 １９８５：２ 劉超英 

〈戰國中山族屬淺談〉 《文物春秋》 １９９２增刊  劉來成 〈戰

國時期中山王?兆域圖銅版釋析〉 《文物春秋》 １９９２增刊  劉

來成、李曉東 〈試談戰國時期中山國歷史上的個問題〉 《文物》 

１９７９：１  劉昀華 〈中山王?鼎銘「至于今」的句讀〉  劉釗 

《古文字構形研究》 吉林大學博士生畢業論文 １９９１ 劉釗 〈戰

國中山王墓出土古文字資料考釋〉 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中國古文



字研究》 第一輯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９  劉釗 〈卜辭所見殷

代的軍事活動〉 《古文字研究》 第十六輯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

８９  劉釗 〈甲骨文字考釋〉 《古文字研究》 第十九輯 北京：

中華書局 １９９２ 劉翔、陳抗、陳初生、董琨編，李學勤審訂 《商

周古文字讀本》 北京：語文出版社 １９８９  裘錫圭 《古文字論

集》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２ 裘錫圭 〈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 

《古文字研究》 第十輯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４  裘錫圭 〈釋

賈〉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九屆學術討論會論文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 

南京  鄧淑蘋 〈圭璧考〉 《故宮季刊》 第十一卷第三期 民國六

十六年  鄧淑蘋 〈漢代的玉珮〉 《故宮文物月刊》 第二卷第二期 

民國七十三年  德州地區文化局文物組、濟陽縣圖書館 〈山東濟陽劉

台子西周墓地第二次發掘〉 《文物》 １９８５：１２ 魯實先 《假

借遡原》 臺北：臺灣國學書局 民國六十七年  魯琪 〈試談大葆台

西漢墓的「梓宮」、「便房」、「黃腸題湊」〉 《文物》 １９７

７：６ 鄭紹宗 〈略談戰國時期中山國的疆域問題〉 《遼海文物學

刊》 １９９２：２  蔡哲茂 〈平山三器銘文集釋（上）〉 《書目

季刊》 ２０：３ 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 蔡哲茂 〈平山三器銘文集釋

（下）〉 《書目季刊》 ２０：４ 民國七十六年三月 蔡哲茂 〈平

山三器銘文集釋再補正〉 《書目季刊》 ２１：１ 民國七十六年六

月 蔡哲茂 〈再論子犯編鐘〉 《故宮文物月刊》 第十三卷 第六期 

隨縣擂鼓墩一號墓考古發掘隊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發掘簡報〉 《文

物》 １９７９：７  錢玄、錢興寄 《三禮辭典》 江蘇：江蘇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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