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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書〕

．邱振中	 書法意書與鑑賞	 臺北：亞太圖書出版社

．王宏源	 字裏乾坤─和字形體源流	 臺北：文津出版社

．茹	 桂	 書法十講	 陝西：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

．李蕭錕	 中國書法之旅	 臺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張光賓	 中華書法史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唐	 漢	 漢字密碼(上、下冊)	 北京：九州出版社

．陳	 政	 字源趣談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蔡崇名	 書法及其教學之研究	 臺北：華正書局

．洪文珍	 國小書法教學基本模式探究	 臺北：蕙風堂

．蔡明讚	 書法的趣味	 臺北：蕙風堂

．陳振濂	 歷代書法欣賞	 臺北：蕙風堂

．熊秉明	 中國書法理論體系	 臺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杜忠誥	 書道技法123	 臺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黃宏毅	 中國書畫篆刻備忘錄	 文沛美術圖書公司

．陳欽忠	 法書格式與時代書風之研究	 臺北：華正書局

．陳玉玲	 沈尹默書法藝術	 臺北：蕙風堂

．王靜芝	 書法漫談	 臺北：臺灣書店

．閔祥德	 書法百問百答	 藝術圖書公司

．祝敏申	 大學書法	 丹青圖書公司

．金學智	 書法美學談	 臺北：華正書局

．陳振濂	 書法美學	 陝西：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

．劉演良	 端硯全書	 香港：八龍書局

．徐利明	 中國書法風格史	 河南：河南美術出版社

．吉祥對聯	 臺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樂在春聯	 臺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劉正成主編	 中國書法鑒賞大辭典(上、下冊)	 旺文出版社

．中國的印章	 大眾書局

．書法投資與鑑賞	 臺灣廣廈國際出版集團美藝學院社

．聽大書法家的故事(注音版)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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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

．薛平南	 書法教學DVD	 臺北：中視文化公司

〔相關網站〕

．台中市書法學會網站	 http://www.catc.org.tw

．錦江堂文教基金會	 http://gct.net.tw/frameset1.htm

．中華弘道書學會	 http://w2.lses.tp.edu.tw/chhd/index.php?c=2

．永安國小網路e教室網站	 http://www.yaes.tc.edu.tw/

．台北市文化局	 http://www.culture.gov.tw/

．台中市文化局	 http://www.tccgc.gov.tw/

．高雄市文化局	 http://www.khcc.gov.tw/

．桃園縣文化局	 http://www.tyccc.gov.tw/

．台北縣文化局	 http://www.culture.tpc.gov.tw/web/Home?comman

d=display&page=flash

．花蓮文化局	 http://www.hccc.gov.tw/

．台中縣文化局	 http://www.tccab.gov.tw/

．新竹縣文化局	 http://www.hchcc.gov.tw/

．台南市文化局	 http://culture.tncg.gov.tw/

．新竹市文化局	 http://www.hcccb.gov.tw/

．苗栗縣文化局	 http://www.mlc.gov.tw/

．彰化縣文化局	 http://www.bocach.gov.tw/

．高雄縣文化局	 http://www.kccc.gov.tw/

．台南縣文化局	 http://www.tnc.gov.tw/

．南投縣文化局	 http://www.nthcc.gov.tw/chinese/index.asp

．基隆市文化局	 http://www.klcc.gov.tw/

．宜蘭縣文化局	 http://www.ilccb.gov.tw/ch/

．花蓮縣文化局	 http://www.hccc.gov.tw/main/index.jsp

．雲林縣文化局	 http://www.ylccb.gov.tw/

．嘉義市文化局	 http://www.cabcy.gov.tw/

．台東縣文化局	 http://www.ccl.ttct.edu.tw/

．屏東縣文化局	 http://www1.cultural.pthg.gov.tw/pthg/index.jsp

．金門文化局	 http://www.kmcc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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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文化局	 http://www.matsucc.gov.tw/

．澎湖縣文化局	 http://www.phhcc.gov.tw/

．蘇荷兒童美術館	 http://www.artart.com.tw/

．中環美術館	 http://www.cmcart.com/

．鳳甲美術館	 http://www.hong-gah.org.tw/

．台灣網路美術館	 http://web.cca.gov.tw/tdg/

．李澤藩美術館	 http://www.tzefan.org.tw/

．嶺南美術館	 http://www.sinica.edu.tw/~lnfam/index/

．楊英風數位美術館	 http://yuyuyang.e-lib.nctu.edu.tw/

．北藝大關渡美術館	 http://kdmofa.tnua.edu.tw/

．佛光緣美術館	 http://www.fgs.org.tw/fgsart/

．美秀美術館	 http://miho.jp/chinese/index.htm

．文邪美術館	 http://www.mandom5354.com/

．稀綺美術館	 http://www.shichiart.com.tw/

．天使美術館	 http://www.acdp.com.tw/v4/

．廣東美術館	 http://www.gdmoa.org/zhanlan/zhanlandangan/

current.jsp

．何香凝美術館	 http://www.gdmoa.org/zhanlan/zhanlandangan/

current.jsp

．上海美術館	 http://www.cnarts.net/shanghaiart/

．羅浮宮‧巴黎The	Louvre　http://mistral.culture.fr/louvre/

．奧賽美術館‧巴黎Museum	of	Orsay　http://www.musee-orsay.

fr:8081/

．龐畢度中心‧巴黎Centre	Georges	Pompidou　http://www.

centrepompidou.fr/

．羅丹美術館‧巴黎Musee	Auguste	Rodin　http://www.musee-

rodin.fr/	

．大都會美術館‧紐約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http://www.

metmuseum.org/	

．現代美術館‧紐約Museum	of	Modern	Art　http://www.moma.org/

．古根漢美術館‧紐約、畢爾包…等Guggenheim	Museum	 http://

www.guggenheim.org/	

．國家美術館‧華盛頓特區National	Gallery	of	Art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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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a.gov/

．大英博物館‧倫敦British	Museum　http://www.british-museum.

ac.uk/

．國家藝廊‧倫敦National	Gallery	 http://www.nationalgallery.

org.uk/

．泰特藝廊‧倫敦Tate	Gallery　http://www.tate.org.uk/

．烏菲茲美術館‧佛羅倫斯Galleria	degli	Uffizi　http://www.

uffizi.firenze.it/

．普拉多美術館‧馬德里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http://

museoprado.mcu.es/

．雷那索菲亞藝術中心‧馬德里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Sofia	　http://museoreinasofia.mcu.es/

．提森波那米薩美術館‧馬德里Museo	Thyssen-Bornemisza	　

http://www.museothyssen.org/

．貝爾佛第宮‧維也納The	Belvedere	Vienna　http://www.

belvedere.at/

．香港藝術館Hong	Kong	Museum	of	Art　http://www.usd.gov.hk/

hkma

．故宮博物院National	Palace	Museum　http://www.npm.gov.tw/

．國立歷史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http://www.arte.

gov.tw/museum/index.html

．台北市立美術館Taipei	Fine	Arts	Museum　http://www.tfam.museum/

．高雄市立美術館Kaohsiung	Museum	of	Fine	Arts　http://www.

kmfa.gov.tw

．國立台灣美術館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http://

www.tmoa.gov.tw/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National	Culture	and	Art	Foundation　

http://www.ncafroc.org.tw/

．文建會全球資訊網The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http://

www.cca.gov.tw/

．華人藝術資訊網Cans	Art	News　http://www.cansart.com.tw/

．新朝藝術雜誌Art	China　http://artchina.com.tw/

．目擊古中國Eyewitness	Ancient	China　http://www.c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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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wac/

．台灣網路美術館Taiwan	Digital	Gallery　http://www.cca.gov.

tw/tdg/	

．奇美博物館Chi	Mei	Museum　http://www.chimei.com.tw/

．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Dimension	Endowment	Of	Art　http://art.

deoa.org.tw/	

．朱銘美術館JuMing	Museum　http://www.juming.org.tw/	

．清華大學藝術中心National	Tsing	Hua	Univ.	Arts	Center　

http://www.arts.nthu.edu.tw/	

．畫廊協會Art	Galleries	Association　http://www.aga.org.tw/

．敦煌藝術網Galleries	Association　http://www.gallery.com.tw/

．藝騰網Artention.com　http://www.artention.com

．海棠藝術網Arts.com　http://www.arts.com.tw

．群美藝文網tai-chung.com　http://www.tai-chung.com.tw

．CANS藝術資訊網CANS-Art　http://www.cansart.com.tw

．IM藝廊IM	Gallery　http://www.imagemore.com	

．藝術．誌Art．Record	　http://art-record.com.tw	

．全球華人藝術圖書館Artlib	　http://www.artlib.net.tw

．蘇富比Sotheby　http://www.sothebys.com/	

．佳士德Christie's　http://www.christies.com/	

．國外美術館	 http://www.art-show.com.tw/link/

．國外美術館2	 http://www.cansart.com.tw/link/04.htm

．三鷹之森吉卜力美術館	 http://www.cansart.com.tw/link/04.htm

．王英信數位美術館	 http://www.wang-art.com.tw/

．李石樵美術館	 http://www.cute.edu.tw/~dvcd/LI-

digital%20museum/INDEX.htm

．蔡政志美術館	 http://sntsai.myweb.hinet.net/

．陳慧坤美術館	 http://folkartist.e-lib.nctu.edu.tw/

collection/chen/index.html

．諾石阿寶美術館	 http://folkartist.e-lib.nctu.edu.tw/

collection/chen/index.html

．楊三郎美術館	 http://m2.ssps.tpc.edu.tw/~sun/1-1.htm

．曾培堯美術館	 http://m2.ssps.tpc.edu.tw/~sun/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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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嶺美術館	 http://outdoor.cyc.edu.tw/outdoor/puzih/c2.htm

．羅浮宮美術館	 http://www.arch.ncku.edu.tw/archit/s13/jpg32.

htm

．落山風美術館	 http://linlq.myweb.hinet.net/sirlsh

．李奇茂美術館	 http://w2.hwc.edu.tw/art/index.html

．彰化鹿江詩書畫學會	 http://www.lujang.com		

．中國書法學會	 http://www.ccs.org.tw	

．打鼓書法學會	 http://home.kimo.com.tw/dagusuhue/	

．彰化縣書法學會	 http://163.23.113.1/~jeffrey/	

．閑雅書法論壇	 http://www.shianya.com

．永濟書法學會彰化市分會	 http://tw.myblog.yahoo.com/5299-5299/

．書法教學資料庫	 http://163.20.160.14/~word/modules/mylinks/

singlelink.php?cid=7&lid=33

．鹿鶴松	 http://www.artlib.net.tw/bid/author_page.php?act=vi

ew&ename=lu_ho_sung

．北京硬筆書法學會	 http://www.yingbishufa.com/shetuan/

xh_beijing.htm

．許瑞龍	 http://www.artlib.net.tw/bid/author_page.php?act=vi

ew&ename=erhlun

．一德書會	 http://www.wwwart.com.tw/ider/ider04_02.htm

．台灣書法學會	 http://220.132.234.249/tci/index.php

．雅齋兒童書法	 http://www.musictown.idv.tw/yazhai/article/

62%20Kids%20SuFa%20edu.htm

．獅子會中學書法學會	 http://student.lionscollege.edu.hk/

lc-c03/

．中文書法學會	 http://www2.hkedcity.net/sch_files/a/ktg/ktg-

ccal/public_html/cc2.htm

．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	 http://www.ceac.org.tw/

．中華書道學會	 http://www.cc.org.tw/

．蕙風堂	 http://www.cwin.com/topline/

．八方藝術學會	 http://www.8fangart.com/index.jsp

．北大書法藝術網	 http://www.pku-shufa.com/view.asp?Class=24&	

id=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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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華書法學會	 http://hyswzx.299home.com/

．書法教育雜誌	 http://www.cwin.com/topline/zine/

．中國書法美術網	 http://www.chinacal-art.com/sub/text.

php?articleid=1991

．張炳煌	 http://www.shufaarts.org.tw/chunact-1.htm

．新加坡書法家協會	 http://www.ccss.org.sg/aboutus.htm

．中國篆刻家	 http://www.co888.com/chen-dun-shan/003/my-zp/

cds-002.htm

．中國書法網	 http://www.shufa.com/ad/

．黑白書法藝術學會	 http://bw.lses.tp.edu.tw/viewtopic.

php?t=25

．中國標準草書學會	 http://mycalligraphy.myweb.hinet.net/

index.htm

．五福藝術	 http://www.5fu.idv.tw/

．香港書法家協會	 http://www.hkcalligraphers.org/j-07.htm

．書法空間	 http://www.9610.com/

．美術人員職業工會	 http://888.org.tw/

．中國硬筆書法在線	 http://www.yingbishufa.com/

．全球華人藝術圖書館	 http://www.artlib.net.tw/index1.html

．溫哥華華人藝術家協會	 http://www.ccaf-vancouv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