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际新闻出版社. (2009?). 香港著名剪纸艺术

家李云侠及她的剪纸作品-新闻动态-世界文艺. 訪

問日期 2010-01-13. http://www.wlaap.com/shownews.asp?id=604 
 

李雲俠 (2009). 李雲俠剪纸設計 = Li Yun Xia 

Papercut & Design. 訪問日期 2010-01-13.   
http://www.liyunx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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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書籍 / Book 
王連海 (1999). 剪紙繡花樣

=Paper-cut embroidery pattern. 

中華民俗藝術精粹叢書 = The 
Chinese folk art pithy volumes.  
哈爾濱: 黑龍江美術出版社. 

[大 A] TT870 .W36 1999 

 

李雲侠, & 沈平 (1992). 陜北剪紙 : 

李雲侠剪紙藝術作品選集 = Northern 
Shaanxi paper-cut selected works of paper-cut by 
Liyun Xia. (第 1 版). 香港: 香港心源美術出版社. 

 [中] TT870 .L59 1992 
 
延安地區群眾藝術館 (1986). 延安地區剪紙藝術. 

(第 1 版). 西安: 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 : 陝西省新華

書店. [中] TT870 .Y42 
 
范祚信 (1999). 中國民間十二生肖剪紙. 瀋陽: 遼寧

美術出版社. [中] NK8553.2.C6 F36 1999 

 

香港濕地公園, 香港(中國)漁農自然護理署, & 中國

藝術剪紙協會 (2007). Paper-cutting art depicts 
wetland conservation and Chinese folk culture : 
outstanding masterpieces of paper-cutting competition 
2007 = 妙「剪」生機 : 濕地與中國民間剪紙藝術 : 

二〇〇七年全港剪紙大賽優秀作品選. Hong Kong: 
Agric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t.   
HK 736.98 P21 
 

孫建君, 齊念斯, & 孫法鑫 (1999). 中國民間戲曲剪

紙. 南昌: 江西美術出版社. [中] TT870 .Z466 1999 

 

張樹賢 (1996). 中國民間剪紙藝術 = Art of Chinese 

folk papercuts. 北京: 今日中國出版社. 

[中] TT870 .C436 1996 

 

郭憲 (1997). 中國民俗吉祥剪紙. 武漢: 中國地質大

學出版社. [中] TT870 .W8 1997 
 
湖北美術出版社 (1999). 民間美術. 湖北木版年畫, 

剪紙, 皮影. 武漢: 湖北美術出版社.   

[中] NK1069.H8 M56 1999, 30038280,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黃燕芳, Switzerland, Consulate General (Hong 
Kong), &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useum and Art 
Gallery. (2006). The enchanting art of paper-cutting : 
Switzerland and Foshan, China - 巧藝東西 : 瑞士及

中國佛山剪紙. Hong Kong: Univers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大 A] NK8553.2.S9 Q53 2006, HKLB 736.98 E56, [饒館] 0060  
 
楊宏明, 陳山橋, 謝妮婭, & 安塞縣文化文物館 

(1999). 安塞民間精品剪紙. 安塞民間美術叢書. 西

安: 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 [中] TT870 .A57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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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短片分享 / Youtube 
Chinesecivilization (2008-09-18). The Art of Chinese 

Paper Cutting (中国剪纸艺术). 訪問日期 2010-01-
12. http://www.youtube.com/view_play_list?p=2289D722766436A6&search_query=%
E5%89%AA%E7%B4%99 

 
jianzhi2008 (2007-08-03). The art of paper-cutting.訪

問日期 2010-01-1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Lc8B-2LPEs 
 
Lewis, H. (2008-03-30). 尖沙咀文化中心藝墟之國

內剪紙藝術家 : 李雲侠. In holewisym (Producer). 訪

問日期 2010-01-1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xzuWboVrcw 
 

中天影音新聞 (2009-06-29). 大陸國寶人物 親授超

強剪紙技法. 訪問日期 2010-01-1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Ww0IoFm-IM 
 

「文人政事」剪紙國寶李煥章 

熱衷研創教學培養傳人 (2009-

12-04). 訪問日期 2010-01-1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qloVCV1IjA 
 

新唐人亞太電視台北綜合報導 

(2008-09-12). 剪紙也可以剪出

一片天. 訪問日期 2010-01-1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iF81uQMGUU 

 
 
 

11. 網上資源 / Webpage 
民间剪纸艺术欣赏 博宝艺术网 (2009).  訪問日期 
2010-01-13. http://special.artxun.com/show/zhuanti80/ 
 

剪纸_百度百科 (2010).  訪問日期 2010-01-13.  
http://baike.baidu.com/view/25552.htm 
 
China Art World Co Ltd (2009). 剪纸 - Jian Zhi, 
Chinese Paper Cutting Art, Chinese Paper Cut. 
Retrieved 2010-01-09. http://www.chinaartworld.com.cn/ 

 
Wikipedia (2009-12-21). Chinese Paper Cutting or 
Jianzhi Retrieved 2010-01-09.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inese_paper_cutting 

 

中華文化天地-民俗篇 (2010-01-09). 剪紙 - 中華天

地. 訪問日期 2010-01-09.     
http://edu.ocac.gov.tw/culture/chinese/cul_chculture/vod26html/vod26_01.htm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 (2010). 剪纸 - 中国工艺美术. 訪

問日期 2010-01-09.     
http://www.cnaca.net.cn/searchresult.asp?classid=1&keywords=%u526A%u7EB8 
 
中国民间工艺美术抢救保护工程 (2010-01-09). 中

国传统及民间工艺-剪纸、刻纸 Chinese Traditional 

Arts and Crafts - Chinese Paper Cut Art. 訪問日期 
2010-01-09. http://www.chinacrafts.org/Handcrafts_Category/html/10021.html 
 
中国艺术剪纸协会,艺术剪纸协会，艺术剪纸，剪

纸协会，剪纸，民间剪纸，中国剪纸，传统剪纸 

(2009). 訪問日期 2010-01-13. http://www.papercutting.org/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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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巧鳳 (2007). 彩色剪紙研究兼論中

國民間色彩. 碩士論文, 中國地質

大學.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論文全文數據庫 

 
夏紅芳 (2007). 山東威海剪紙藝

術研究. 碩士論文, 山東大學.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論文全文數據庫  
 
馬麗 (2008). 民間剪紙藝術對現代圖形設計的啟示. 

碩士論文, 江南大學.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論文全文數據庫 

 
張鳳儀 (1996). 消費社會：張鳳儀剪紙創作. 碩士論

文,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 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 

 
莫莉 (2008). 靖西壯族儀式剪紙藝術考察研究. 碩士

論文, 廣西民族大學.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論文全文數據庫 
 
郭明明 (2007). 形狀匹配及其在剪紙中的應用研究. 

碩士論文, 廣西師范大學.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論文全文數據庫 

 
郭華 (2007). 剪紙在動畫造型設計中的應用研究. 碩

士論文, 西安理工大學.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論文全文數據庫 
 
彭冬梅 (2008). 面向剪紙藝術的非物質文化遺產數

字化保護技術研究. 博士論文, 浙江大學.   
中國博士學位論文全文數據庫  
 
劉倩 (2008). 民間剪紙應用于流行頭飾的設計研究. 

碩士論文, 江南大學.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論文全文數據庫 
 
劉濤 (2009). 基于進化計算技術的剪

紙圖案創新設計研究與實現. 碩士論

文, 山東師范大學.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論文全文數據庫  
 
 
 

9. 視聽資料 / Audiovisual Material 
區逹開, 陳偉棠, 張少韾, & 香港電台電視部 (2009). 

尋找文化. 文化長河. 非物質文化遺產系列 ; [2009-

0628] 香港: 香港電台. e-Video  
 
區逹開, 陳偉棠, 張少韾, & 香港電台電視部 (2009). 

醫巫閭山滿族剪紙. 文化長河. 非物質文化遺產系

列 ; [2009-0712] 香港: 香港電台. e-Video  
 
莊志成, 丘美萱, 黃雅歆, 鉅棚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 

臺灣光華傳播事業總公司 (199-). 「剪紙藝術」. 中

國十二生肖. avc 398.58 50-2  VHS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金 (1991). 中國剪紙 = Chinese 

paper-cuts. 臺北: 忻智文化公司. av 955.54 50-4  VHS 
 
陈峰, 郎涛, 中央电视台科教节目制作中心, & 北京

科影音像出版社 (2004). 传人: 天生剪纸狂. 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档案. 历程, 2004 = Odssey, 2004. 央

视科普教育. 北京: 北京科影音像出版社. [av] 
DS721 .L532 2004 disc 3 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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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堅平 (2000). 潮州民間美術全集. 潮州剪紙. 汕頭: 

汕頭大學出版社. [中] TT870 .Y36 2000, [潮學] 0410 
 
蔣玄佁 (1958). 吉州窯 : 剪紙紋樣貼印的瓷器. (第 1

版). 北京: 文物出版社 : 新華書店發行. X 山 938.14 44, 
20002455,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盧雪, 香港濕地公園, 香港(中國)漁農自然護理署, & 

中國藝術剪紙協會 (2008). Enchanting nature with 

papercuting art = 自然彩剪. (1st ed.). Hong Kong: 
Friends of the Country Parks : Chinese Arts 
Papercutting Association : Cosmos Books.   
HK 736.98 L92 
 

叶边, & 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剪纸艺术委员会 

(2005). 中国剪纸 :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 : 大师作品 = 
China : Chinese folk art of paper-cut : works of great 
masters. (第 1 版). 上海市: 上海书画出版社.  

[中] TT870 .Z467 2005 
 
陈竟, & 第三届国际山西大同广灵剪纸艺术展组委

会 (2007). 中国民间剪纸研究. (第 1 版). 北京: 中国

轻工业出版社. [中] TT870 .Z4675 2007 
 
颜明霞, & 谢奕锋 (2009). 剪出春

秋 : 广东剪纸. 广东非物质文化遗

产丛书. (第 1 版). 广州市: 广东教

育出版社. [中] TT870 .Y38 2009 
 
 
 

2. 電子書籍 / Electronic Book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55). 中國民間剪紙. (第 1 版). 

北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尤紅 (1998). 剪紙製作技法. 中國傳統手工技藝叢

書. (第 1 版). 北京: 北京工藝美術出版社.  Apabi e-

book,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王子淦 (1960). 民間剪紙. (第 1 版). 北京: 輕工業出

版社.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 上海剪纸学会, & 林曦明 

(1998). 中国戏曲剪纸 = Paper-cu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opera. (第 1 版). 上海: 上海敎育出版社.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王光普, & 王辅民 (2002). 生命生殖崇拜与远古图

腾 : 民间传世剪纸纹样 = Worship of life and 
reproduction & ancient totems traditional folk paper-
cut patterns. 甘肃民间美术, 民俗与古文化丛书. (第

1 版). 兰州市: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 TT870 .W354 2002,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王建中 (2006). 王建中海派剪纸艺术. 剪紙為樂.  

(第 1 版).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Apabi 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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仉鳳皋 (1997). 外國剪紙集. 國

外民俗美術叢書. (第 1 版). 長

沙市: 湖南美術出版社.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仉凤皋 (1993). 中国剪纸藏书

票. (第 1 版). 北京: 今日中国

出版社.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朱偉達, 王海燕, & 朱雪驪 

(1999). 趣味剪紙. (第 1 版).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宋勝林 (2002). 剪紙萬花筒. 歡快動手做. (第 1 版). 

杭州: 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李鎧, & 張志偉 (1995). 中國剪紙 = Chinese paper-

cut. (第 1 版). 北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沐正戈 (1992). 雲南民族剪紙. (第 1 版). 昆明: 雲南

人民出版社.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林曦明 (1974). 怎樣剪紙. 工農兵美術技法叢書. (修

訂本, 第 1 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要紅霞 (2001). 怎樣學剪紙. (第 1 版). 北京: 金盾出

版社.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張永壽 (1954). 張永壽剪紙集. (第 1 版). 南京: 江蘇

人民出版社.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郭宪 (2005). 中国剪纸艺术欣赏与实践. 大学艺术素

质教育丛书. (第 1 版). 北京: 地质出版社. Apabi e-book  
 
廣東省美術工作室, & 廣州人民美術社 (1953). 廣東

民間剪紙集. 廣州: 華南人民出版社.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黃殿祺, & 黃萍 (1999). 天津民俗剪紙. (第 1 版). 北

京市: 北京工藝美術出版社.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潘魯生 (1999). 中國民俗剪紙圖集. (第 3 版). 北京: 

北京工藝美術出版社.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刘利生 (2008). 剪纸. 西安: 陕

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Apabi e-book 
 
赵少华, & 林得 (1999-

2003). 中国剪纸 = Chinese 

paper cutting. 中国民間工

艺. (第 1 版). 北京: 五洲传

播出版社. Apabi 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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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志 (2009). 剪紙作品《黑陶工作間》的創作感

受. 黑龍江省綏化市首屆學術年會, 中國黑龍江綏

化. 中國重要會議論文全文數據庫 
 
寧銳, & 蔣五寶 (2008). 寶雞民間剪紙藝術的傳承和

發展. 三秦文化研究會年録. 中國重要會議論文全文數據庫 
 
趙月 (2002). 漫議浙江傳統剪紙. 浙江省群眾文化學

會 2002 年年會. 中國重要會議論文全文數據庫 
 
樓一層 (2002). 山花爛漫富春江——“中國民間藝

術之鄉＂桐廬民間剪紙特寫. 浙江省群眾文化學會

2002 年年會. 中國重要會議論文全文數據庫 
 
穆桂花 (1996). 進行剪紙藝術活動 培養幼兒創造能

力. 山西省陶行知研究會第二屆一次學術年會.  
中國重要會議論文全文數據庫 
 
鮑江良, & 李政 (2004). 谫

論民間剪紙藝術的歷史淵

源和民族特征. “民族民間

文化保護與開發＂, 浙江

省群眾文化學會.  
中國重要會議論文全文數據庫 
 
 
 

8. 學位論文 / Thesis 
王蓓 (2007). 陜西民間剪紙的創新與應用研究. 碩士

論文, 北京林業大學.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論文全文數據庫 

 
代江濤 (2008). 從青島民間剪紙藝術看民間剪紙藝

術的傳承和保護研究. 碩士論文, 山東大學.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論文全文數據庫 
 
白晗夏 (2003). 論中國民間剪紙藝術的風格特征及

成因. 碩士論文, 中央美術學院.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論文全文數據庫 
 
李飛 (2008). 豐寧民間剪紙中的滿族文化和藝術形

態. 碩士論文, 蘇州大學.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論文全文數據庫 
 
李倩倩 (2007). 中國南方與北方民間剪紙的圖形特

征比較研究. 碩士論文, 四川大學.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論文全文數據庫 
 
李蕾 (2007). 傳統民間剪紙中婚愛繁衍類意象組合

造型解析. 碩士論文, 河南大學.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論文全文數據庫 

 
李巖 (2007). 面向特征的傳統藝術圖案建模技術研

究. 博士論文, 浙江大學. 中國博士學位論文全文數據庫 

 
施文英 (1977). 中國剪紙之形式及演變硏究. 中國文

化學院藝術硏究所碩士論文, [中國文化學院], [陽明

山]. [中] TT870 .S45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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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2009-06-05). 巨幅剪纸《关公图》. 新民晚

报, 第 A14 版/中国新闻, Apabi e-news, WiseNews,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龐文玉 (2008-09-10). 剪刀對紙的情意. 銀川晚報, 

C02, 文化關注, WiseNews 
 
张智颖, & 关键字 (2009-07-21). 扬州剪纸风景别样. 

新民晚报, 第 B3 版/长三角/文化旅游, WiseNews,  

Apabi e-news,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张殿兵, & 卢启建 (2009-02-10). 阜陽剪紙：融南北

之長的國家“非遺＂. 合肥晚報, B03, 歷史星空, 
WiseNews  
 
苏民, & 关键字 (2009-08-11). 剪纸“双面绣＂亮相

姑苏. 新民晚报, 第 B3 版/长三角/

文化旅游, WiseNews, Apabi e-news,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郑树林 (2009-09-26). 上海的花样

剪纸. 解放日报, 第 11 版/朝花,  
Apabi e-news, WiseNews,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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