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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資料選輯 



1. Selected Subject Headings 相關主題 
 Color prints, Chinese 
 Folk art -- China 
 New Year cards -- China 
 New Year decorations, etc. -- China 
 Painting, Chinese -- 20th century 
 Postcards -- China 
 Posters, Chinese -- History 
 Wood-engraving, Chinese 

 年畫 or / 或 年画 

 
 
 
 

2. Book 專題著作 
朱仙镇古版年画 [art reproduction] (198-). [开封]: 河南朱仙镇年画社. 特 946.6 
252 
 
剪紙年畫十五幅 (199-). [China: s.n.]. [大] TT870 .J536 1990z 
 
[門神] (199-). [China: s.n. ]. 特 946.6 773 
 
年畫 [graphic] (200-). [China: s.n.]. [大] NE1300.8.C6 N536 2000z 
 
山東民間年畫 = The Shantung new-year folk paintings. (1979).  (第 1 版).  

上海: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特 946.6 25 
 
年畫獲奬作品集. 中國獲奬美術作品畫庫 ; 2. (1987).  (第 1 版). 天津: 天津人民

美術出版社 : 新華書店天津發行所發行. [X 中] ND1045 .N535,  30037465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选 (1987). [苏州: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 大 946.6 443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选 (1987). [苏州: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 大 946.6 443-2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选 (1987). [苏州: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 大 946.6 443-3 
 
辽宁美术家作品选.年画部分. (1991).  (第 1 版). 沈阳市: 辽宁美术出版社.  

中 946.6 34 
 
封神榜圖淸初彩色年畫 (n.d.). [S.l.: s.n.]. 善 946.6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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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靑島國際版畫雙年展編委會 (2000). 2000 年靑島國際版畫雙年展作品 

集 = Collection of Qingdao international biennial print exhibition 2000.  

濟南: 山東美術出版社,. [中] NE491 .Q56 2000 
 
France. Consulat général (Hong Kong and Macao), &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2007). 中法民間版畫:王樹村及

亨利・佐治藏品展 = Popular prints from China and Epinal, France : the 

collection of Wang Shucun and Henri George. [香港]: 法國駐香港及澳門總

領事館 :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 HK 769.951 Z63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 (2000). Gems of 
new year prints : an exhibition from the Shanghai Library Collection =  
年畫珍賞 : 上海圖書館館藏珍品展.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HKP 769.951 G32 
 
Riftin, B. L., & 李福清 (2009).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俄罗斯藏品卷. (第 1 版). 

北京: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573 2009 
 
三山陵 (2011).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日本藏品卷. (第 1 版). 北京: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574 2011 
 
中共寒亭區委. 宣傳部. (2008). 中國濰坊楊家埠孤本年畫全集. (第 1 版). 北京

市: 中國書店. [大 A] NE1300.8.C6 Z474 2008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 中國美術家協會, 內蒙古美術家協會, & 全國美術作品

展覽 (第 9 屆 : 1999 : 呼和浩特:中國) (1999). 第九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 版畫

作品集 = The 9th Chinese national fine arts exhibition, 1999. Prints  

collection. (第 1 版). 呼和浩特市: 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X 中] NE768.4 .Q35 1999, 30038218 
 
中華民國全國版畫展 (15th:1996 : 國立臺灣藝術敎育館) (1996). 中華民國第十

五屆全國版畫展 : 暨第二屆版畫大奬得奬作品展. 臺北市: 國立台灣藝術敎育館. 

[中] NE1183.3 .Z46 1996 
 
中華民國國際版畫雙年展 (第 3 屆:1987 : 臺北市立美術館), 黃才郎, & 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中國) (1987). 中華民國第三屆國際版畫雙年展 =  

3rd International biennial print exhibit : 1987 ROC. [臺北: 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 [中] NE1012.T28 Z46 1987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1). 年畫選編 : 1949-1959.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  

X 山 946.6 80, 2000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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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4). 新年畫選.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 X 山 946.6 80-2, 20000789 
 
介子平 (2004). 消失的民艺:年画 (第 1 版). 太原市: 山西古籍出版社. [中] NE1300.8.C6 J54 2004 
 
任率英, & 李守义 (2009). 任率英年画精品集. 三希堂藏书书系.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国书店. [山] NE1300.8.C62 R46 2009 
 
全國美術展覽會(第 2 屆),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56). 年畫、宣傳畫選集. 北

京: 該社. X 山 946.6 86, 20000092 
 
冯敏 (2005). 新春吉祥画:中国木版年画. 中国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推介

丛书. (第 1 版). 哈尔滨市: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F464 2005 
 
冯炳棠, 颜仕国, 唐娜, & 王小明 (2011). 佛山年画 : 冯柄堂.  中国木版年画传

承人口述史丛书. (第 1 版).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中] NE1300.8.C6 F457 2011 
 
冯骥才 (2005). 中囯木版年画集成. 杨家埠卷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5 2005, [山 A] NE1300.8.C6 Z45 2005  DVD 
 
冯骥才 (2006).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朱仙镇卷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53 2006, [山 A] NE1300.8.C6 Z453 2006  VCD 
 
冯骥才 (2007).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云南甲马卷.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华书局. 

[中] NE1300.8.C6 Z455 2007,  [山 A] NE1300.8.C6 Z455 2007  DVD 
 
冯骥才 (2007).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杨柳青卷.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52 2007 v.1-v.2, [山 A] NE1300.8.C6 Z452 2007  DVD 
 
冯骥才 (2007).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滩头卷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54 2007, [山 A] NE1300.8.C6 Z454 2007  DVD   
 
冯骥才 (2007). 年畫手記 (第 1 版). 银川市: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F458 2007 
 
冯骥才 (2008).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绵竹卷.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56 2008, [山 A] NE1300.8.C6 Z456 2008  DVD  
 
冯骥才 (2009).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武强卷.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57 2009, [山 A] NE1300.8.C6 Z457 2009  DVD 
 
冯骥才 (2009).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高密卷.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47 2009, [山 A] NE1300.8.C6 Z447 2009  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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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 (2010).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佛山卷. (第 1 版). 北京: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46 2010, [山 A] NE1300.8.C6 Z446 2010  DVD   
 
冯骥才 (2010).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漳州卷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59 2010 
 
冯骥才 (2011).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拾零卷 (第 1 版). 北京: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49 2011 
 
冯骥才 (2011).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上海小校场卷. (第 1 版). 北京: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48 2011 
 
冯骥才 (2011).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平阳卷.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 The 

project to rescue Chinese folk cultural heritages. (第 1 版). 北京: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583 2011, [山 A] NE1300.8.C6 Z4583 2011  DVD 
 
冯骥才, 潘鲁生, & 赵屹 (2010).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平度东昌府卷.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58 2010,  

[山 A] NE1300.8.C6 Z458 2010  DVD 
 
劉自明, 臺灣省立美術館, & 劉自明版畫展(1994 : 臺灣省立美術館) (1994).  

劉自明版畫展 = Solo exhibitions of Lau Thow-beng. 臺中: 臺灣省立美術館.  

中 969 72, 10240488 
 
吕焰 (2008). 中国民间代表性木版年画 = Folk famous traditional woodblock 

prints in China. (第 1 版). 石家庄市: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大] NE768.4 .Z555 2008,  [大] NE768.4 .Z555 2008  woodblock 
 
吴自立 (2008). 中国传统木版年画. 中国传统手工艺文化书系. (第 1 版).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 NE1183 .W835 2008 
 
呂學勤 (1965). 山東年畫選輯. 上海: 人民美術出版社. 特 946.6 22 
 
周新月 (2009). 苏州桃花坞年画. 江苏文化丛书・风物系列. (彩色图文版, 第 1

版).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Z46 2009 
 
國立中央圖書館(中國) (1991). 中國傳統年畫藝術特展專輯 = The ar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ew year print selected exhibits. 臺北: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中] NE1300.8.T28 C48 1991 
 
國立中央圖書館(中國). 特藏組. (1991). 納・福・迎・祥 : 國立中央圖書館年

畫專輯. 台北市: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 [藝術]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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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博物馆 (2010). 山东省博物馆藏年画珍品. (第 1 版). 北京: 文物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43 2010 

 

山東省濰坊市博物館 (1990). 楊家埠年畫. 北京: 文物. X 中 946.6 463, 20029680 
 
川瀨健一, & 潘元石 (1993). 中國傳統年畫圖錄 = Art plate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ew year woodcut print. 奈良縣: 東洋思想硏究所. 中 946.6 223 
 
川瀨千春 (2000). 戦争と年畫 : 「十五年戦争」期の日中兩國の視覺的プロパガ

ンダ. 松戶市: 梓出版社. [中] NE1300.8.C6 K39 2000 
 
张继中, & 中原文化硏究中心 (2002). 朱仙镇木版年画 : 珍藏本. (第 1 版).  

郑州市: 大象出版社. [大 A] NE1300.8.C6 Z43 2002 
 
張映雪 (1957). 楊柳靑木刻年畫選集. 北京: 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 X 山 946.6 11, 20000087 
 
張春峰, 李晓杰, & 耿同提 (1996). 河北武強年画. 河北出版史志文献丛书. (第 1

版). 石家庄市: 河北人民出版社. [X 中] ND1046.H434 H435 1996x, 30037503 
 
朱振海 (2003). 中國吉祥. 年畫 = Auspicious chinese patterns. New year  

picture (第 1 版). 上海: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山] NC1878.H65 Z46 2003 
 
李志強, & 王樹村 (1992). 中國楊柳靑木版年畫集. (第 1 版). 天津: 天津楊柳靑畫

社. [大 A] NE1183.4.T5 C56 
 
李慕白, & 金雪塵 (1985). 李慕白金雪塵年畫選. (第 1 版). 上海: 上海人民美術出 

版社 :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X 山 946.6 40, 20000089 
 
楊家埠年畫綫稿大全編委會 (2003). 中國楊家埠年畫綫稿大全. (第 1 版). 北京市:  

西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Z46 2003 v.1-v.2 
 
楊春棠,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 & 香港大學藝術學系 (1995). 中國民間藝術 : 版畫, 

繪畫, 刺繡. Hong Kong: Univers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 745.0951 Z64 
 
毛再生 (1957). 楊柳靑年畫. 群眾美術畫庫. (第 1 版). 北京: 朝花美術出版社.  

中 946.6 464-2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1). 蘇州桃花塢木版年画 = Taohuawu woodblock new year 

prints, Suzhou (第 1 版).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 香港 : 香港嘉賓出版社.  

中 946.6 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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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泓 (2007). 佛山年画之旅. 寻找逝去的年画. (第 1 版). 长春市: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44 2007 

 

沈泓 (2007). 高密年画之旅. 寻找逝去的年画. (第 1 版). 長春市: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443 2007 
 
沈泓 (2008). 众生吉祥 : 民间年画中的美好寓意. 中国民俗文化丛书. (第 1 版). 北

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 NE768 .S47 2008 
 
沈泓 (2010). 平度年画之旅. 寻找逝去的年画. (第 1 版). 南宁市: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45 2010 
 
沈泓 (2010). 平阳年画之旅. 寻找逝去的年画. (第 1 版). 南宁市: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449 2010 
 
沈泓 (2010). 梁平年画之旅. 寻找逝去的年画. (第 1 版). 南宁市: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448 2010 
 
沈泓 (2010). 漳州年画之旅. 寻找逝去的年画. (第 1 版). 南宁市: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446 2010 
 
沈泓 (2010). 胶南年画之旅. 寻找逝去的年画. (第 1 版). 南宁市: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447 2010 
 
沈泓 (2011). 滕州年画之旅. 中国濒危年画寻踪.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国时代经济

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4454 2011 
 
沈泓 (2011). 红船口年画之旅. 中国濒危年画寻踪.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国时代经 

济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434 2011 
 
澳門 (中國 : 特別行政區). 文化局, & 澳門博物館 (2007). 迎新接福, 一紙萬象 :  

楊柳青年畫展 = Votos de felicidade : gravuras do ano novo Chines de  
Yangliuqing = Auspicious blessings : Chinese new year prints from  
Yangliuqing. (第 1 版). 澳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大 A] NE1183.4.T5 Y56 2007 
 
濰坊楊家埠年畫全集編委會 (1996). 濰坊楊家埠年畫全集. 北京: 西苑.  

[大 A] NE1300.8.C6 W45 1996,  X 大 A 946.6 463-2  
 
濰縣年畫硏究所 (198-). 濰縣楊家埠木版年畫古版全色稿選編. [濟南]: 山東美術

出版社. 山 946.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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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巨山, & 王永海 (2010). 中国杨家埠木版年画研究.故事・传说 = Wood New Year  

pictures of Yang Jiabu,China.Story & legend. (第 1 版). 北京市: 文物出版社. 

[中] NE1183.4.Y358 Z56 2010 
 
王晓戈, & 龚晓田 (2009). 漳州木版年画艺术.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第 1 版). 福州市: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中] NE1183.4.Z435 W36 2009 
 
王树村 (1995). 中国民间年画. 中国民间文化丛书. (第 2 版). 杭州市: 浙江教育出

版社. [中] NE1300.8.C6 W369 1995 
 
王树村 (2005). 中国年画发展史. 史书系列. (第 1 版). 天津市: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

社. [中] NE1300.8.C6 Z466 2005 
 
王树村 (2006). 中国戏出年画. (第 1 版). 北京市: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中] NE1300.8.C6 W35 2006 
 
王树村, & 汉声编辑室 (2007). 戏出年画. 中华遗产・汉声民间文化. (第 1 版). 北京市: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 NE1300.8.C6 W34 2006 
 
王树村, & 王海霞 (2005). 年画. 人類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第 1 版). 杭州市: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W36 2005 
 
王树花, 吕蓁立, 郭平, & 刘晓琰 (2011). 高密年画 : 王树花, 吕蓁立. 中国木版年画传

承人口述史丛书. (第 1 版).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中] NE1300.8.C6 W338 2011 
 
王樹村 (1991). 中國民間年畫史圖錄. 中國美術史圖錄叢書. (第 1 版). 上海: 上海人

民美術出版社. [中] NK1068 .W367 1991 v.1-v.2; X 中 946.6 10-2 v.1-v.2, 
20029677- 20029678 
 
王樹村 (1997). 年畫史. 中國社會民俗史叢書. (第 1 版).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中] NE1300.8.C6 W383 1997 
 
王樹村 (2006). 楊柳青青話年畫. (初版). 臺灣: 三民書局. [中] NE1300.8.C6 W364 2006 
 
王樹村, 李福清, 劉玉山, & 佟景韓 (1990). 蘇聯藏中國民間年畫珍品集 / 編選與序

文王樹村, 李福清, 劉玉山 ; 圖版說明王樹村, 李福清 ; 中文翻譯佟景韓. 北京: 中國

人民美術出版社 ; 列寧格勒 : 蘇聯阿芙樂爾出版社. [中] ND1042 .S785, 20157525 
 
王樹村, & 金儒杰 (1976). 中國傳統民間年畫研究. 文物・考古專刊. 第 19 種, 民

間工藝 ; 第 3 號. 香港: 神州圖書公司. X 山 946.6 81-2, 20000094  
 
王樹村, & 金儒杰 (1976). 中國各地年畫硏究. 文物．考古專刊. 第 19 種, 民間工

藝 ; 第 2 號. 香港: 神州圖書公司. [中] ND1040 .C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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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室了解刺繡年畫的制作過程. 綿竹年鑒, 7. 中國年鑒全文數據庫 
 
馮軍 (2009).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在孝德年畫村考察年畫產業發展 綿竹年

鑒, 7. 中國年鑒全文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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