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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參考文獻 
 

【說明】古代著作以創作時代排序，今人著作以出版年次順序排序。 

 

（一）明人別集 

 

空同集六十三卷 明．李夢陽著 明嘉靖十一年鳳陽知府曹嘉刊本 

空同先生集六十三卷（景印嘉靖刊本）   

 明．李夢陽著 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 

空同集六十四卷 明．李夢陽著 明萬曆二十九年刊本 

空同集六十六卷（四庫全書珍本）  

 明．李夢陽著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 

空同集六十六卷（據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   

 明．李夢陽著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空同子集六十六卷，附錄二卷 明．李夢陽著 明萬曆三十年鄧雲霄長洲刊本 

渼陂集（景印嘉靖刊本） 明．王九思著 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 

王氏家藏集 明．王廷相著 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 

弇州山人四部稿 明．王世貞著 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 

弇州山人續稿 明．王世貞著 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 

山帶閣集三十三卷，附錄一卷（四庫全書珍本）   

 明．朱曰藩著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 

凌谿先生集 明．朱應登著 明嘉靖間刊清代修補本 

懷麓堂集（據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  

 明．李東陽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李中麓閒居集十二卷 明．李開先著 清三十六硯居藍格鈔本 

大復集三十八卷，附錄一卷（四庫全書珍本）   

 明．何景明著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 

周氏集 明．周祚著 明嘉靖三十三年刊本 



附錄三   219 
 
 

少室山房類稿 明．胡應麟著 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 

徐文敏公集五卷 明．徐縉著 明隆慶二年吳郡徐氏家刊本 

迪功集 明．徐禎卿著 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 

珂雪齋前集、近集 明．袁中道著 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 

袁中郎全集 明．袁宏道著 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 

袁永之集 明．袁袞著 明嘉靖二十六年刊本 

對山文集（景印嘉靖刊本） 明．康海著 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 

洹詞 明．崔銑著 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四庫全書 

五嶽山人集三十八卷 明．黃省曾著 明嘉靖間吳郡黃氏家刊本 

石淙詩稿十九卷,督府稿存一卷 明．楊一清著 明嘉靖初年刊本 

少谷集（四庫全書珍本） 明．鄭善夫著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 

四溟山人集（四庫全書珍本） 明．謝榛著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 

邊華泉集 明．邊貢著 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 

見素集 

浮湘稿（四庫全書珍本） 

明．林俊著 

明．顧璘著 

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四庫全書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 

憑几集（四庫全書珍本） 明．顧璘著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 

緩慟集（四庫全書珍本） 明．顧璘著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 

息園存稿（四庫全書珍本） 明．顧璘著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 

山中集（四庫全書珍本） 明．顧璘著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 

 

（二）經書、史地類 

 

史記會注考證   

 漢．司馬遷著，瀧川龜太郎考證 臺北：洪氏出版社，1986年 

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 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 

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 宋．歐陽脩、宋祁著 臺北：鼎文書局，1989年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 元．脫脫等著 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新校本元史并附編二種 明．宋濂等著 臺北：鼎文書局，1990年 

明實錄 中研院史語所校勘 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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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竊 明．尹守衡著 臺北：華世出版社，1978年 

皇明詞林人物考 明．王兆雲輯 明萬曆間刊本 

名山藏一百九卷 明．何喬遠輯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四友齋叢說三十八卷（四庫全書珍本）   

 明．何良俊著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 

皇明世說新語 明．李紹文著 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 

皇明應諡名臣備考 明．林之盛著 明萬曆四十三年錢塘林氏原刊本 

皇明名臣言行錄 明．徐咸輯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皇明獻實 明．袁袞著 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 

今獻備遺四十二卷 明．項篤壽著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 

皇明書 明．鄧元錫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皇明人物考 明．焦竑編次/翁正春校 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 

本朝分省人物考  一百十五卷 明．過庭訓著 明天啟二年刊本 

國寶新編 明．顧璘著 明嘉靖十六年吳郡袁褧刊本 

明一統志 明．李賢等奉敕撰 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四庫全書 

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 清．張廷玉等著 臺北：鼎文書局，1982年 

明史四百十六卷目錄三卷 清．萬斯同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明詩紀事 清．陳田輯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明書 清．傅維鱗著 臺北：華正書局，1974年 

列朝詩集小傳八十一卷, 卷首一卷, 總目一卷   

 清．錢謙益著 臺北：世界書局，1961年 

湖廣通志 

河南通志 

江西通志 

江西省南安府志 

清．邁柱等監修 

清．田文鏡等監修 

清．謝旻等監修 

清．陳奕禧等修 

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四庫全書 

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四庫全書 

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四庫全書 

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 

 

（三）目錄、類書 

 

冊府元龜  宋．王欽若等撰 臺北：大化書局，1984年 

太平廣記五百卷  宋．李昉等撰 臺北：新興書局，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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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友談記 宋．李薦撰 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 

直齋書錄解題 宋．陳振孫撰 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 

國史經籍志 明．焦竑撰 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 

增訂二三場群書備考  明．袁黃撰，沈昌世增訂 明崇禎年間刊本 

古今圖書集成  清．陳夢雷撰 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清．阮元撰 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清．紀昀撰 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四庫全書 

明史藝文志廣編 清．倪燦撰 臺北： 世界書局，1976年 

 

（四）文學史及藝文論著 

 

1.古代藝文論著 

 

文選六十卷 梁．蕭統選，唐．李善注 臺北：藝文印書館，1998年 

文心雕龍譯注 梁．劉勰著，陸侃如、牟世金譯注 山東：齊魯書社，1996年 

楚辭補注 宋．洪興祖補注 臺北：大安出版社，1995年 

文章正宗 宋．真德秀著 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四庫全書 

古賦辯體 元．祝堯著 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四庫全書 

詩藪  明．胡應麟著 臺北：廣文書局 

盛明百家詩 明．俞憲編 明隆慶四年刊本 

文體明辨 明．徐師曾著 京都：中文出版社影日本嘉永五年刻本 

詩藪  明．胡應麟著 臺北：廣文書局 

明文衡 明．程敏政編 臺北：世界書局，1988年 

明詞綜 清．王昶輯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年 

明詩綜 清．朱彝尊編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歷代詩話 清．何文煥輯 臺北：藝文印書館，1956年 

四六叢話 清．孫梅著 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 

御定歷代賦彙 清．陳元龍等輯 京都：中文出版社，1974年 

明文海 清．黃宗羲編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清．嚴可均校輯 臺北：世界書局，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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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詩話續編 丁福保輯 台北市：木鐸，1983年 

 

2.近人文藝論著 

 

中國文學概說  青木正兒著，隋樹森譯 臺北：台灣開明書局，1954年 

中國韻文史 澤田總清著，王鶴儀譯 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中國文學欣賞  靡文開、裴普賢著 臺北：三民書局，1970年 

明代文學 錢基博著 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 

賦史大要          鈴木虎雄著 臺北：正中書局，1976年 

中國文學概論  前野直彬等著 臺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 

漢賦之史的研究  陶秋英著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年 

漢賦源流與價值之商榷 簡宗梧著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 

賦話六種 何沛雄編著 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1982年 

明清文學批評 張健著 臺北：國家出版社，1983年 

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 郭紹虞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歷代賦譯釋  李暉、于非著 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記號詩學 古添洪著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4年 

元明詩概說 吉川幸次郎著 臺北：幼獅文化公司，1986年 

歷代抒情小賦選  黃瑞雲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 蔡英俊著 臺北：大安出版社，1986年 

賦史 馬積高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賦史述略 高光復著 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 

漢賦之寫物言志傳統 曹淑娟著 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 

形名學與敘事理論：結構主義的小說分析法   

 高辛勇著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 

中國文學批評史 郭紹虞著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 

明清文學批評研究 簡錦松著 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89年 

中國歷代文論選  郭紹虞主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新編中國哲學史 勞思光著 臺北：三民書局，1990年 

中國古典文學辭典  曾永義主編 臺北：正中書局，1990年 



附錄三   223 
 
 

中國文學批評史 羅根澤著 台北：學海出版社，1990年 

魏晉詠物賦研究 廖國棟著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 

漢賦研究 龔克昌著 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0年 

中國文學理論  劉若愚著，杜國清譯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1年 

中國古代文體學  褚斌傑著 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91年 

中國文學批評史 王運熙，顧易生著 臺北：五南圖書，1991年 

中國文學理論史  蔡鍾翔、黃保真、成復旺合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 

辭賦通論  葉幼明著 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 

歷代賦論輯要 徐志嘯編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1年 

賦學研究論文集 馬積高、萬光治編 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 

當代敘事學 華萊士‧馬丁著，伍曉明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魏晉南北朝賦史 程章燦著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 

漢賦縱橫 康金聲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漢賦美學 章滄授著 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年 

漢魏六朝辭賦  曹道衡著 臺北：群玉堂出版事業公司，1992年 

歷代賦辭典 遲文俊, 許志剛, 宋緒連主編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 

漢賦史論 簡宗梧著 臺北：東大圖書，1993年 

明代文論選 蔡景康編選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 

中國賦論史稿 何新文著 北京：開明出版社，1993年 

辭賦流變史 李曰剛著 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賦  袁濟喜著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 

敘事學 胡亞敏著 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 

歷代名賦譯釋 田兆民主編 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歷代抒情小賦品匯  惠淇源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 

中國文學發展史 劉大杰著 臺北：華正書局，1996年 

中國辭賦發展史 郭維森，許結著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1996年 

辭賦大辭典 霍松林著 江蘇：江蘇古籍出版，1996年 

文心雕龍札記 黃侃著 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1996年 

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政大文學院編輯 臺北：政大中文系，1996年 

詮釋與過度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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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berto Eco等著，柯裏尼編，王宇根譯     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 

古典詩詞曲賦概說  唐嗣德、程國節主編 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賦與駢文 簡宗梧著 台北：台灣書店，1998年 

賦學概論 曹明綱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科舉考試文體論稿：律賦與八股文  鄺健行著 臺北：台灣書店，1999年 

習賦椎輪記 朱曉海著 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99年 

中國古典散文基礎文庫─抒情小賦卷    

 許結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 

辭賦文學論集：第四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南京大學中文系編輯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 

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 鄭毓瑜著 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 

辭賦散論 何新文著 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 

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 中國明代研究學會主編 臺北：明代學會，2001年 

中國賦學歷史與批評 許結著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 

清代賦論研究 詹杭倫著 臺北：臺灣學生，2002年 

 

 

（四）學位及期刊論文 

 

明七子派詩文及其論評之研究 龔顯宗著 臺北：師大中文所博士論文，1979年 

李何詩論研究 簡錦松著 臺北：臺大中文所碩士論文，1980年 

六朝小賦研究  譚澎蘭著 臺北：文化中文所碩士論文，1984年 

明代中期文壇與文學思想研究：自成化至嘉靖中期(一四六五-一五四四) 

 簡錦松著 臺北：臺大中文所博士論文，1987年 

唐律賦研究 馬寶蓮著 臺北：文化中文所博士論文，1994年 

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杭州大學博士論文）   

 廖可斌著 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六朝駢賦研究  黃水雲著 臺北：文化中文所博士論文，1997年 

六朝賦論研究 李翠瑛著 臺北：政大中文所博士論文，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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