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參考書目 

史部 

舊唐書  五代‧劉煦撰 上海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本 
新唐書  宋‧歐陽修 宋祁撰 台北鼎文書局 中華民國 87 年 10月九版 
通典  唐‧杜佑撰 台北新興書局 中華民國 53 年 10月新一版 
資治通鑑  宋‧司馬光撰 臺灣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1 年 9月初版一刷 
唐才子傳校箋  元‧辛文房撰 傅璇琮主編 北京中華書局 1987 年 5月第 1

版 2000 年 2月北京第 2次印刷 
貞觀政要  唐‧吳競撰 台北河洛圖書出版社 中華民國 64 年 12月版 
 
※ ※ ※ 

子部 

大唐新語  唐‧劉肅撰 台北新宇出版社 中華民國 74 年 10月版 
唐國史補  唐‧李肇撰 台北世界書局 中華民國 80 年 6月四版 
開元天寶遺事  唐‧王仁裕撰 北京中華書局 1985 年北京新一版 
明皇雜錄  唐‧鄭處誨撰 北京中華書局 1985 年北京新一版 
朝野僉載  唐‧張鷟撰 北京中華書局 1985 年北京新一版 
北里誌  唐‧孫棨撰 台北世界書局 中華民國 80 年 6月四版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撰 台北世界書局 
唐語林  宋‧王讜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68 年 7月臺

一版  
 

集部 

玉臺新詠  南朝陳‧徐陵撰 台灣中華書局 中華民國 74 年 11月臺四版 
河嶽英靈集  唐‧殷蟠撰 四庫叢刊本 
唐人萬首絕句  宋‧洪邁編 台北鼎文書局 中華民國 67 年 3月再版 
萬首唐人絕句校注集評  宋‧洪邁編 霍松林主編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年

12月第 1版 1992 年 7月山東第 1次印刷 
樂府詩集  宋‧郭茂倩編撰 台北里仁書局 中華民國 88 年 1月 10日初版二

刷 
文苑英華  宋‧李昉等編 全六冊之二 北京中華書局 1966 年 5月第 1版

1990 年 8月秦皇島第 3次印刷  
唐詩品彙  明‧高棅編選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年 12月版 
全唐詩  北京中華書局  1960 年 4月第 1版 1996 年 1月第 6次印刷 



 
※ ※ ※ 
 
王昌齡詩注  唐‧王昌齡著 李國勝注 台北文史哲出版社 中華民國 62 年

10月初版 
李白集校注  唐‧李白著 瞿蛻園等校注 台北里仁書局 中華民國 70 年 3

月 24日版 
杜詩詳注  唐‧杜甫著 清‧仇兆鰲注 台北里仁書局 中華民國 69 年 7月

30日版 
杜詩鏡詮  唐‧杜甫著 清‧楊倫編輯 台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華民

國 69 年 7月 30日版 
張籍詩集校注  唐‧張籍著 李建崑校注 台北華泰文化事業公司 西元2001 

年 8月初版 
溫飛卿集箋注  唐‧溫庭筠著 明‧曾益注 清‧顧予咸補注 清‧顧嗣立續

注 台北新興書局 中華民國 48 年 10月初版 
溫庭筠詩集校注  唐‧溫庭筠著 王國良校注 台北黎明文化公司 公元1999

年 4月版 
李賀詩注  唐‧李賀著 明‧曾益等注 台北世界書局 1963 年 12月初版一

刷 1996 年 7月初版六刷 
李賀詩集  唐‧李賀著 葉葱奇疏注 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 年 1月北京

第 1版 1998 年 3月北京第 1次印刷 
許渾詩集校注  唐‧許渾著 江聰平校注 臺灣中華書局 中華民國 65 年 8

月二版 
樊川詩集注  唐‧杜牧著 清‧馮集梧注 台北漢京文化事業公司 中華民國

72 年 9月 1日版 
杜牧詩文集  唐‧杜牧著 張松輝注釋 陳全得校閱 台北三民書局 西元

2002 年 10月版 
玉谿生詩集箋注  唐‧李商隱著 清‧馮浩箋注 台北里仁書局 中華民國

70 年 8月 15日版 
李商隱詩集疏注  唐‧李商隱著 葉葱奇疏注 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

年 11月北京第 1版 1995 年 8月北京第 1次印刷 
李商隱詩歌集解  唐‧李商隱著 劉學鍇 余恕誠合著 台北洪葉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992 年 10月初版一刷 
韋端己詩校注  唐‧韋莊著 江聰平箋注 臺灣中華書局 中華民國 73 年 3

月二版 
韋莊集校注  唐‧韋莊著 李誼校注 四川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86 年第一

版成都第一次印刷 
 



※ ※ ※  
 
文心雕龍注釋 南朝梁‧劉勰著 周振甫注 台北里仁書局 中華民國 73 年 5

月 20日初版 中華民國 87 年 9月 28日初版三刷 
宋詩話全編  吳文治主編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8 年 12月第 1版 第 1次印刷 
詩人玉屑  宋‧魏慶之撰 台北世界書局 中華民國 69 年 120月五版 
滄浪詩話校釋  宋‧嚴羽著 郭紹虞校釋 台北東昇出版事業公司 中華民國

69 年 10月初版 
唐音癸籤  明‧胡震亨著 北京中華書局 1959 年 11月新 1版上海第 1次印

刷 
詩藪  明‧胡應麟著 台北廣文書局 中華民國 62 年 9月初版 
隨園詩話  清‧袁枚著 台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73 年 2月 25

日版 
藝概  清‧劉熙載著 龔鵬程撰述 台北金楓出版有限公司 1986 年 12月版 
歷代詩話  何文煥訂 台北藝文印書館 中華民國 80 年 9月五版 
續歷代詩話  丁仲祜編訂 台北藝文印書館 中華民國 72 年 6月四版 
清詩話  丁仲祜編訂 台北藝文印書館 中華民國 66 年 5月再版 
清詩話續編 郭紹虞編選 富壽孫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年 12月第 1版

1999 年 6月第 2次印刷 
 

※ ※ ※ 
 
今人專著               
中國詩歌流變史  李曰剛著 台北文津出版社 中華民國 76 年 2月版 
中國文學史  鄭振鐸著 台北藍星出版社 中華民國 58 年 5月 30日版 
中國文學史  游國恩等著 台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中華民國 79年 11月初版

一刷 87 年 10月初版三刷 
中國文學批評史  郭紹虞著 台北文史哲出版社 中華民國 79 年 7月出版 
晚唐五代文學批評史  羅根澤編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69 年 6月臺一版 

1996 年 4月臺二版第 1次印刷 
中國文學理論史（隋唐五代宋元時期）  黃保真‧成復旺‧蔡鍾翔合著 台北

洪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3 年 12月初版一刷 
中國文學發展史  劉大杰著 台北華正書局 中華民國 79 年 7月版 
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  羅宗強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年 8月第 1版第 1次

印刷 
中國詩史  馮沅君‧陸侃如合著 藍田出版社 
中國美學思想史  敏澤著 濟南齊魯書社 1989 年 8月第 1版第 1次印刷 
唐七律藝術史  趙謙著 文津出版社 中華民國 81 年 9月初版 



唐詩研究  胡雲翼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中華民國 76 年 10月臺七版 
唐詩概論  蘇雪林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中華民國 22年 12月初版 中華民國

77 年 4月臺五版 
玉溪詩謎正續合編  蘇雪林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中華民國 77 年 1月初版 
唐伎研究  廖美雲著 臺灣學生書局 1995 年 9月初版 1998 年 3月初版三

刷 
唐代宮怨詩研究  鄭華達著 台北文津出版社 2000 年 4月一刷 
唐代科舉與文學  傅璇琮著 台北文史哲出版社 中華民國 83 年 8月初版 
晚唐詩風  任海天著 黑龍江教育出版社 1998 年 3月第 1版第 1次印刷 
唐詩學引論  陳伯海著 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1988 年 10月第 1版 1996 年 2

月第 3次印刷 
唐詩風貌及其文化底蘊  余恕誠著 台北文津出版社 1999 年 8月一刷 
杜甫與六朝詩人  呂正惠著 台北大安出版社 中華民國 78 年 5月初版  
風騷與豔情  康正果著 台北雲龍出版社 1991 年 2月臺一版 
李商隱詩箋釋方法論  顏崑陽著 臺灣學生書局 中華民國 80 年 3月初版 
文學批評的視野  龔鵬程著 台北大安出版社 1990 年元月初版一刷 1998

年 4月初版二刷 
傳統文學論衡  王夢鷗著 台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76 年

6月 30日初版一刷 中華民國 80 年 4月 20日初版二刷 
古點文學論探索  王夢鷗著 台北正中書局 中華民國 73 年 2月臺初版 中

華民國 80 年 10月臺初版第 3次印行 
唐代詩歌  張步雲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0 年 8月第 1版 1999 年 4月第 2

次印刷 
大歷詩人研究  蔣寅著 北京中華書局 1995 年 8月第 1版第 1次印刷 
唐代文苑風尚  李志慧著 台北文津出版社 中華民國 78 年 7月版 
白居易評傳  劉維崇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0 年 4月初版一刷 1996 年 9月

二版一刷 
談藝錄  錢鍾書著 不著出版社及出版年月 
唐代美學思潮  霍然著 高雄麗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3 年 10月初板

一刷 
詩詞散論  繆越著 臺灣開明書店 中華民國 45 年 10月臺二版 
唐代社會與元白文學集團關係之研究  馬銘浩著 臺灣學生書局 中華民國

80 年 6月初版 
聞一多全集（三）  聞一多著 台北里仁書局 中華民國 89 年 1月 1日初版 
抒情傳統與政治現實  呂正惠著 台北大安出版社 中華民國 78 年 9月 初

版 
元白詩箋證稿  陳寅恪著 台北世界書局 中華民國 64 年 3月再版 
美的歷程  李澤厚著 不著出版社及出版年月 



宋代詩學中的晚唐觀  黃奕珍 文津出版社 1998 年 4月初板一刷 
中唐詩文新變  吳相洲 台北商鼎文化出版社 1996 年 8月 1日初版  
韓孟詩派研究  蕭占鵬著 文津出版社  中華民國 83 年 11月初版 
唐代文學論集  羅聯添著 臺灣學生書局 中華民國 78 年 5月初版 
唐詩體派論  許總著 台北文津出版社 中華民國 83 年 10月出版 
中國詩歌藝術研究  袁行霈著 台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中華民國 78 年 5月

初版 
詠史詩與中國泛歷史主義  許鋼著 台北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中華

民國 86 年 8月 31日初版 
中國文學論集  徐復觀著 臺灣學生書局 西元 2001 年 12月五版三刷 
晚唐社會與文化  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 臺灣學生書局 中華民國 79 年 9月

二版 
李商隱詩析論  張淑香著 台北藝文印書館 中華民國 76 年 3月二版 
李商隱詩研究論文集  國立中山大學中文系主編 張仁青指導 台北天工書

局 中華民國 73 年 9月初版  
河岳英靈集研究 傅璇琮‧李珍華合著 北京中華書局 1992 年 9月第 1版北

京第 1次印刷 
唐詩論學叢稿 傅璇琮著 文史哲出版社 中華民國 84 年 9月初版 
中晚唐三家詩析論 
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  葛曉音著 北京大學出版社 1998 年 5月第 1版第 1

次印刷 
 

※ ※ ※ 
 

學位論文 

中晚唐詩研究  馬楊萬運著 64 年台灣大學中文系博士論文 
元和詩人研究  呂正惠著  72 年東吳大學中文系博士論文 
唐代詠史詩之發展與特質  廖振富著  78 年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論文 
杜牧七言絕句析論  簡麗珍著 85 年台灣大學中文系碩士論文 
中唐詩歌「由雅入俗」的美學意涵研究 莊蕙綺著 94 年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

論文 
唐代「以詩取士」形成之研究  簡恩民著 86 年政治大學中文系碩士論文 
 
※ ※ ※ 
 

期刊論文 



談六朝詠史詩的類型  齊益壽著 中華文化復興月刊 第十卷第三期 
南朝宮體詩研究  林文月著 台大文史哲學報 15期 
論羅隱的諷刺藝術  王文龍著 唐代文學論叢 第六輯 
晚唐怪澀派詩之盟主及其特色  李曰剛著 中華文化復興月刊第十卷第三期 
李義山詩的心態  張伯偉‧曹虹合著 唐代文學論叢第六輯 
白描勝境話玉溪  劉學鍇著 文學遺產 2003 年第四期  
樊南文與玉溪詩——論李商隱四六文對其詩歌的影響  余恕誠著 文學遺產

2003 年第四期 
盛世的平庸——八世紀上半葉中國的知識與思想狀況  葛兆光著 唐研究第

五卷 1999 年 
唐知名詩人之層級分布與代群發的定量分析  尚永亮‧張娟合著 文學遺產 

2003 年第六期 
試論晚唐山林隱逸詩人  胡遂‧饒少平合著 文學評論 2003 年第一期 
從夢遊錄看唐代文人遷官的最優途徑  孫國棟著 唐代研究論集第四輯 
試論唐賦之發展及其特色  簡宗梧著 第三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論文集 
論中唐豔情詩的勃興  張明非著 遼寧大學學報 1990 年 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