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參 考 書 目 

一、史料 

（一）正史（依朝代排列） 

      《史記》，台北，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86。 
      《漢書》，台北，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86。 
      《後漢書》，台北，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79。 
      《三國志》，台北，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74。 
      《晉書》，台北，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79。 
      《宋書》，台北，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79。 
      《南齊書》，台北，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75。 
      《梁書》，台北，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86。 
      《陳書》，台北，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75。 
      《魏書》，台北，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75。 
      《北齊書》，台北，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75。 
      《周書》，台北，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87。 
      《南史》，台北，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81。 
      《北史》，台北，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81。 
      《隋書》，台北，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79。 
      《舊唐書》，台北，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76。 
      《新唐書》，台北，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76。 
      《舊五代史》，台北，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78。 
      《新五代史》，台北，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76。 

（二）其他史料 

1.經部 
      《毛詩正義 》，台北，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55。 

《孝經》，台北，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55。 
《周禮》，台北，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55。 
《尚書》，台北，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55。 

《春秋公羊傳 》，台北，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55。 
      《春秋左傳》，台北，開明書店，斷句十三經經文 ，1984。 
      《春秋左傳正義》，台北，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55。 

《春秋穀梁傳》，台北，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55。 
      《段注說文解字》，台北，廣文書局，1969。 
      《禮記》，台北，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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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左丘明著，(晉)杜預集解 ，(日)竹添光鴻會箋，《左傳會箋》，台北，

明達出版社，1986。 
（漢）董仲舒撰，賴炎元註譯 ，《春秋繁露》，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

1987。 
（清）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禮正義》，北京，中華書局，

1987。 

2.史部 
 

（周）左丘明著，（吳）韋昭注，《國語 》，台北，里仁書局，1980。 
（西漢）劉向集錄，《戰國策》，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元）馬端臨，《文獻通考》，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 
（後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復校 ，《水

經注疏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唐）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唐）韓鄂，《歲華紀麗》，北京，中華書局，1985。 
（宋）王溥，《五代會要》，台北，九思出版社，1978。 

（宋）王溥，《唐會要》，台北，世界書局，1974。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北，世界書局，1974。 
（宋）洪适撰，《隸釋》，台北，台灣中華書局，1981。 
（宋）宋敏求，《長安志》，北京，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1990。 

（宋）丁度，《集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宋）高承撰，（明）李果訂，《事物紀原》，北京，中華書局，1985。 
（宋）周密，（明）朱廷煥補，《增補武林舊事》，台北，台灣商務印書

館，1983。 
（宋）周密，《乾淳歲時記》，台北，藝文印書館，1970。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 

    （清）徐松，張穆校補，《唐兩京城坊考》，北京，中華書局，1985。 
（清）盧文弨撰，《續漢書志注補》，北京，中華書局，出版年不詳。 
（清）陳介祺輯，《十鐘山房印舉》，清同治十一至十二年間(1872-1873)

朱鈐本。 
《居延漢簡甲乙編》，北京，中華書局，1980。 
中國佛教協會編，《房山雲居寺石經》，北京，文物出版社，1978。 
仁井田陞，《唐令拾遺》，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 年復刻本。 

      仁井田陞，池田溫編集代表，《唐令拾遺補》，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1997。 
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1-18 冊，台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專刊

81，1984-1995。 
王昶輯，《金石萃編》，北京，中國書店，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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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京圖書館金石組、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石經組編，《房山石經題記彙

編》，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 
北京圖書館金石組編，《北京圖書館藏中國歷代石刻拓本匯編》，鄭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北京圖書館金石組編，《北京圖書館藏中國歷代石刻拓本匯編》，鄭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北京魯迅博物館、上海魯迅紀念館編，《魯迅輯校石刻手稿》，上海，上

海書畫出版社，1987。 
佚名撰，袁宏點校，《逸周書》，濟南，齊魯書社，2000。 
李吉甫，《元和郡縣圖志》，北京，中華書局，1995。  

    李林甫等著，陳仲夫點校，《唐六典》，北京，中華書局，1992。 
杜佑，王文錦等點校，《通典》，北京，中華書局，1988。 
周紹良、趙超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周紹良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長孫無忌等撰，劉俊文點校，《唐律疏議》，北京，中華書局，1985。 
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台北，藝文印書館，石刻史料叢書，1966。 
陸增祥，《八瓊室金石補正》，北京，文物出版社，1985。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理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北京，文物出版社，1990。 

3.子部 
《孫子》，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1。 

《晏子春秋》，台北，鼎文書局， 1977 。 

《管子》，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1983 。 

    《墨子》，台北，華正書局，新編諸子集成，1987。 

    《呂氏春秋》，上海，上海書店，1987。 
（漢）氾勝之，《氾勝之書》，北京，北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 

（漢）崔宴，石聲漢校注，《四民月令》，北京，中華書局，1965。 
（漢）賈誼，《新書》，北京，中國書店，1991。 
（漢）劉安撰，(漢)高誘注，《淮南子》，台北，台灣中華書局，1981。 
（漢）應劭，王利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北京，中華書局，1981。 
（漢）韓嬰撰 ，《韓詩外傳》，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1。 
（漢）王充，蕭登福校注，《論衡》，台北，國立編譯館主編，2000。

（漢）桓寬著，張敦仁考証，《鹽鐵論》，台北，世界出版社，1988。 

（晉）葛洪撰，（清）孫星衍校正，《抱朴子》，台北，世界書局，1979。 
（晉）葛洪撰，王明著，《抱朴子內篇校釋》，北京，中華書局，1985 

（東晉）葛洪，《神仙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劉宋）劉義慶，《幽明錄》，石家莊，河北教育出版社，1994。 

（後魏）賈思勰著，繆啟愉校釋，《齊民要術校釋》，台北，明文書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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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魏）楊衒之，張宗祥校，《洛陽伽藍記》，揚州，江蘇廣陵古籍刻印

社，1996。

（北周）宗懍，《荊楚歲時記》，台北，新興書局，1985。 

（隋）杜臺卿撰，《玉燭寶典》，北京，北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 

    （唐）李肇，《唐國史補》，北京，中華書局，1991。 
（唐）范攄，《雲谿友議》，台北，世界書局，1991。 
（唐）韋述，《兩京新記》，台北，世界書局，1963。 

（唐）唐臨，方詩銘輯校，《冥報記》，北京，中華書局，1992。 
（唐）徐堅輯，韓放主校點，《初學記》，北京，京華出版社，2000。 

（唐）圓仁，顧承甫、何泉達點校，《入唐求法巡禮行記》，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6。 

（唐）趙璘，《因話錄》，北京，中華書局，1985。 
（唐）韓鄂，繆啟愉校釋，《四時纂要校釋》，北京，農業出版社，1981。 

（清）王文誥編，《唐代叢書》，台北，新興書局，1971。 

（清）趙翼，《陔餘叢考》，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75。 

（宋）王欽若等編，《冊府元龜》，台北，台灣中華書局，1972。 

（宋）王闢之著，呂友仁點校，《澠水燕談錄》，，北京，中華書局，唐宋

史料筆記叢刊，1981。 
（宋）李昉等編，《太平御覽》，台北，商務印書館，1968。 

      （宋）李昉等編，《太平廣記》，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81。 
      （宋）李昉等編，《文苑英華》，台北，華文書局，1965。 

（宋）洪邁，《夷堅志》，北京，北京出版社，2000。 

（宋）袁采，《袁氏世範》，北京，中華書局，1985。 
（宋）陶穀，《清異錄》，北京，中華書局，1991。 
（元）歐陽玄，《圭齋文集》，上海，上海書店，1989。 
（清）顧祿，《清嘉錄》，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5。 
（清）王應奎，《柳南隨筆》，石家莊，河北教育出版社，1996。 
（清）清涼道人撰，《聽雨軒筆記》，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 
（清）俞正燮，《癸巳類稿》，海口，海南國際出版中心，1996。 

（清）徐松，《登科記考》，台北，驚聲文物供應公司，1970。 
（清）王文濡輯，《說庫》，台北，新興書局，出版年代不詳。 
（清）王鳴盛，《蛾術編》，楊州，江蘇廣陵古籍刻印社，1992。 
（清）金鶚，《求古錄禮說》，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92。 
（清）陳立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北京，中華書局，1994。 

魯迅，《古小說鉤沈》，台北，盤庚出版社，1978。 

4.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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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李悝撰，(清)黃奭輯，《法經》，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漢）蔡邕，《蔡中郎集》，台北，台灣中華書局，1981。 

 （唐）王梵志著，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北京，中華書局，1991。 
（唐）元結，《元次山集》，台北，河洛出版社，1975。 

    （唐）元稹，《元稹集》，台北，漢京文化公司，1983。 
（唐）白居易，《白居易集》，台北，漢京文化公司，1984。 

     （唐）皮日休，《皮子文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唐）李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國校箋，《李德裕文集校箋》，石家莊，河

北教育出版社，2000。 
      （唐）李翱，《李文公集》，台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正編本。 
      （唐）杜甫；楊倫注，《杜詩鏡銓》，台北，新興書局，1962。 

      （唐）杜牧，《樊川文集》，台北，九思出版社，1979。 

（唐）柳宗元，《柳宗元集》，台北，漢京文化公司，1982。 
（唐）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台北，商務印書館，1979。 
（唐）張說，《張說之文集》，台北，商務印書館，1967。 

      （唐）張籍，《張司業詩集》，台北，商務印書館，1979。 
（唐）陸贄，《陸宣公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唐）韓愈，《韓昌黎集》，台北，河洛出版社，1975。 

 （唐）顏真卿，《顏魯公文集》，台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正編本。 
（唐）孟郊，（宋）宋敏求編，《孟東野詩集》，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3。 
      （宋）宋敏求，《唐大詔令集》，台北，鼎文書局，1972。 

（宋）陳思撰，《寶刻叢編》，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3。 
（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上海，上海書店，1989。 
（明）孫穀編，《古微書》，北京，中華書局，1985。 

      （明）徐象梅，《兩浙名賢錄‧外錄》，濟南，齊魯書社，1996。 

      （明）袁宗道，《白蘇齋類集》，北京，北京出版社，2000。 

（明）呂坤，《去偽齋集》，（清刊呂新吾全書本）。 

（明）張著，楊奔點校，《永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清）陸心源輯，《唐文拾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清）聖祖，《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台北，中文出版社，

1972。 

（清）王文誥輯，《唐代叢書》，台北，新興書局，1971。 
（清）邵長蘅，《邵子湘全集三種》，台南，莊嚴出版社，1997。 
（清）吳之振、呂留良、吳自牧同選，《宋詩鈔》，上海，三聯書店，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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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陳鴻墀，《全唐文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北京，中華書局，1983。 
（三）佛教、道教經典 

（劉宋）徐氏，《三天內解經》，北京，華夏出版社，2004。 
（梁）僧祐，《出三藏記集》，大正藏2126號，第55冊。 

（梁）僧祐，《弘明集》，大正藏2102號，第52冊。 

（梁）慧皎著，湯用彤校註，《高僧傳》，北京，中華書局，1992。 

（唐）智昇，《開元釋教錄》，大正藏2154號，第55冊。 

（唐）道宣，《廣弘明集》，大正藏2103號，第52冊。 

（唐）道宣，《續高僧傳》，大正藏2060號，第50冊。 

（唐）窺基，《妙法蓮華經玄贊》，大正藏1723號，第34冊。 

（唐）道世，《法苑珠林》，台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正編本。 
（宋）志磐，《佛祖統紀》，大正藏2035號，第49冊。 

      （宋）道誠，《釋氏要覽》，大正藏 2127 號，第 54 冊。 
      （宋）贊寧，《宋高僧傳》，大正藏 2061 號，第 50 冊。 

（宋）贊寧，《大宋僧史略》，大正藏2126號，第54冊。 

（明）智旭，會性法師編，《蕅益大師淨土集》，香港，香港菩提學會，1978。 

《太上正一盟威法籙》，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四）敦煌吐魯番文書與目錄（含中、外文） 

      上海博物館編，《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魯番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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