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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敦煌吐魯番文獻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館編 《上海博物館藏敦煌吐魯番文獻》（二冊），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上海古籍出版社、天津市藝術博物館編 《天津市藝術博物館藏敦煌文獻》（七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998 

上海古籍出版社、北京大學圖書館編 《北京大學圖書館藏敦煌文獻》（二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館編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三十四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005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編 《俄藏敦煌文獻》（十七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2001 

上海圖書館、上海古籍出版社編 《上海圖書館藏敦煌吐魯番文獻》（四冊），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中國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等編 《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十四

冊），成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 

中國國家圖書館善本特藏部等編 《中國國家圖書館藏敦煌遺書精品選》，2001 

中國國家圖書館編 《中國國家圖書館藏敦煌遺書》（出至第三十冊），南京：江

籍古籍出版社，1999-2006 

天津市文物公司主編 《敦煌寫經》，北京：文物出版社，1998 

甘肅藏敦煌文獻編委會等編 《甘肅藏敦煌文獻》（六冊），蘭州：甘肅人民出版

社出版，1999 

浙藏敦煌文獻編委會編 《浙藏敦煌文獻》，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 《吐魯番出土文書》，北京：文物出版社，1981- 

龍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編集 《大谷文書集成》，京都：法藏館，1983－2003 

《敦煌遺書》微捲（英、法），台北：福記文化圖書 

 

二、古代典籍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 《毛詩正義》，台北：藝文印書館 1993 年

影印阮元十三經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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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鄭玄注，唐．賈公彥疏 《周禮注疏》，台北：藝文印書館 1993 年影印阮元

十三經注疏本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 《禮記注疏》，台北：藝文印書館 1993 年影印阮元

十三經注疏本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 《春秋左傳正義》，台北：藝文印

書館 1993 年影印阮元十三經注疏本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 《論語注疏》，台北：藝文印書館 1993 年影印阮元十

三經注疏本 

漢．趙歧注，宋．孫奭疏 《孟子注疏》，台北：藝文印書館 1993 年影印阮元十

三經注疏本 

 

漢．司馬遷撰 《史記》，台北：鼎文書局 1993 年影印新校本 

漢．班固撰 《漢書》，台北：鼎文書局 1991 年影印新校本 

晉．陳壽撰 《三國志》，台北：鼎文書局 1987 年影印新校本 

劉宋．范曄撰 《後漢書》，台北：鼎文書局 1994 年影印新校本 

蕭梁．沈約撰 《宋書》，台北：鼎文書局 1993 年影印新校本 

唐．令狐德棻撰 《周書》，台北：鼎文書局 1975 年影印新校本 

唐．李延壽撰 《北史》，台北：鼎文書局 1999 年影印新校本 

唐．李延壽撰 《南史》，台北：鼎文書局 1994 年影印新校本 

唐．房玄齡撰 《晉書》，台北：鼎文書局 1992 年影印新校本 

唐．魏徵、姚思廉撰 《梁書》，台北：鼎文書局 1986 年影印新校本 

唐．魏徵撰 《隋書》，台北：鼎文書局 1993 年影印新校本 

後晉．劉昫撰 《舊唐書》，台北：鼎文書局 1992 年影印新校本 

宋．歐陽修、宋祁撰 《新唐書》，台北：鼎文書局 1994 年影印新校本 

宋．薛居正撰 《舊五代史》，台北：鼎文書局 1992 年影印新校本 

宋．歐陽修撰 《新五代史》，台北：鼎文書局 1994 年影印新校本 

元．托克托撰 《宋史》，台北：鼎文書局 1994 年影印新校本 

 

周．左丘明撰，徐元誥集解 《國語集解》，北京：中華書局，2002 

周．韓非撰，陳奇猷校注 《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漢．王逸章句，清．洪興祖補注 《楚辭補注》，台北：長安出版社，1991 

漢．桓寬撰，王利器校注 《鹽鐵論校注》（定本），北京：中華書局，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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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劉向集錄 《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漢．劉向撰，石光瑛校釋 《新序校釋》，北京：中華書局，2001 

漢．劉向撰，向宗魯校證 《說苑校證》，北京：中華書局，2000 

漢．劉安撰，劉文典集解 《淮南子集解》，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 漢． 

漢．韓嬰撰，許維遹校釋 《韓詩外傳集釋》，北京：中華書局，2005 

魏．王肅注 《孔子家語》，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晉．葛洪撰，楊明照校箋 《抱朴子外篇校箋》，北京：中華書局，1996 

晉．佛陀跋陀羅譯 《佛說觀佛三昧海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5 冊 N0.643），

CBETA 電子佛典，2005 

姚秦．鳩羅摩什譯 《金剛般若波羅蜜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8冊 N0.235），

CBETA 電子佛典，2005 

北魏．慧覺等譯 《賢愚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冊 N0.202），CBETA 電子

佛典，2005 

北魏．吉迦夜、釋曇曜譯 《雜寶藏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冊 N0.203），

CBETA 電子佛典，2005 

劉宋．劉義慶撰，徐震堮校箋 《世說新語校箋》，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89 

蕭梁．劉勰撰，王利器校箋 《文心雕龍校箋》，台北：明文書局，1982 

蕭梁．蕭統編 《文選》，台北：藝文印書館，1974 

陳．徐陵編，清．吳兆宜注，程琰刪補 《玉臺新詠笺注》，北京：中華書局，

1999 

隋．智者大師說 《金剛般若經疏》（《大正新脩大藏經》N0.1698），CBETA 電子

佛典，2005 

隋．智者大師說，灌頂記 《摩訶止觀》（《大正新脩大藏經》N0.1911），CBETA

電子佛典，2005 

唐．王績撰，金榮華校注 《王績詩文集校注》，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 

唐．司空圖撰，祖保泉、陶禮天箋校 《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合肥：安徽大

學出版社，2002 

唐．李濟翁撰 《資暇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唐．李義山纂 《雜纂》，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叢書集成新編》 

唐．杜佑撰 《通典》，北京：中華書局，1988 

唐．封演撰，趙貞信校注 《封氏聞見記校注》，北京：中華書局，2005 

唐．徐堅等編 《初學記》，北京：中華書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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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張文成撰，（日）林望解說 《遊仙窟鈔》，東京：勉誠社，1981 

唐．義淨譯 《大寶積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冊 N0.202），CBETA 電子佛

典，2005 

唐．虞世南編 《北堂書鈔》，台北：藝文印書館影印清刊孔廣陶校注本 

唐．歐陽詢編 《藝文類聚》，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唐．蕭嵩等撰 《大唐開元禮》，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唐．釋法照撰 《淨土五會念佛誦經觀行儀》（《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85 冊

N0.2827），CBETA 電子佛典，2005 

唐．釋道宣撰 《續高僧傳》（《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0 冊 N0.2060），CBETA 電

子佛典，2005 

後唐．釋道宣撰 《四分律刪繁補闕行事鈔》（《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0 冊

N0.1804），CBETA 電子佛典，2005 

宋．元照撰 《四分律行事鈔資持記》（《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0 冊 N0.1805），

CBETA 電子佛典，2005 

宋．王灼撰 《碧雞漫志》，北京：中華書局，1991 

宋．王欽若等撰 《冊府元龜》，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王溥撰 《唐會要》，北京：中華書局，1985 

宋．王讜撰，周勛初校證 《唐語林校證》，北京：中華書局，1997 

宋．司馬光撰 《傳家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司馬光撰 《資治通鑑》，北京：中華書局，1992 

宋．史浩撰 《鄮峯真隱漫錄》，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史繩祖撰 《學齋佔畢》，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朱熹集註，蔣伯潛廣解 《語譯廣解論語讀本》（《論語新解》），台北：啟明

書局 

宋．朱熹撰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年影印《朱

子全書》 

宋．朱熹撰 《詩經集註》（仿古字版），台北：萬卷樓圖書公司，1996 

宋．吳曾撰 《能改齋漫錄》，台北：木鐸出版社，1982 

宋．呂祖謙撰 《東萊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呂祖謙編 《宋文鑑》，台北：世界書局，1962 

宋．李昉等編 《太平御覽》，北京：中華書局，1985 

宋．李昉等編 《太平廣記》，北京：中華書局，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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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孟元老等撰 《東京夢華錄（外四種）》，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 

宋．洪邁撰 《夷堅志》，台北：明文書局，1982 

宋．洪邁撰 《容齋隨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胡仔撰 《苕溪漁隱叢話》，台北：長安出版社，1978 

宋．胡宿撰 《文恭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馬令撰 《南唐書》，上海：商務印書館 1935 年影印《叢書集成初編》 

宋．高承撰 《事物紀原》，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郭茂倩編 《樂府詩集》，台北：里仁書局，1981 

宋．陳[上髟下左犬下右異]撰 《燕喜詞》，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叢書

集成新編》 

宋．陳元靚撰 《歲時廣記》，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 

宋．陳長方撰 《步里客談》，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陳振孫撰 《直齋書錄解題》，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78 

宋．陳著撰 《本堂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章樵註 《古文苑》，北京：中華書局，1985 

宋．曾慥撰 《類說》，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程珌撰 《洺水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程俱撰 《北山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費袞撰 《梁谿漫志》，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葉某撰 《愛日齋叢抄》，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僧仲溫曉瑩撰 《雲臥紀譚》（《卍新纂續藏經》第 86 冊 N0.1610），CBETA

電子佛典，2005 

宋．趙德麟撰 《侯鯖錄》，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劉克莊撰 《後村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劉昌詩撰 《蘆浦筆記》，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樓穎撰 《善慧大士語錄》（《新纂續藏經》第 69 冊 N0.1335），CBETA 電子

佛典，2005 

宋．樓鑰撰 《攻瑰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黎靖德編 《朱子語類》，台北：華世出版社，1987 

宋．贊寧撰 《宋高僧傳》，北京：中華書局，1997 

宋．贊寧撰 《大宋僧史略》（《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4 冊 N0.2126），CBETA 電

子佛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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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蘇軾撰 《蘇軾文集》，北京：中華書局，1992 

遼．釋行均撰 《龍龕手鏡》（高麗本），北京：中華書局，2006 

元．元好問撰，姚奠中主編，李正民增訂 《元好問全集》（增訂本），太原：山

西古籍出版社，2004 

元．陶宗儀撰 《說郛》，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元．蘇天爵編 《元文類》，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明．吳訥、徐師曾、陳懋仁 《文體序說三種》，台北：大安出版社，1998 

明．徐師曾撰 《文體明辯》，京都：中文出版社 1982 年影印日本嘉永五年刻本 

明．殷奎撰 《強齋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明．張溥撰，殷孟倫注 《漢魏六朝百三家集題辭注》，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明．郭子章撰 《六語》，台南：莊嚴文化公司 1995 年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明．陳邦俊輯 《廣諧史》，台南：莊嚴文化公司 1995 年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

書》 

明．瞿佑撰 《剪燈新話》（收入劉世德等主編《古本小說叢刊．第三十三輯》，

北京：中華書局，1991） 

明．顧炎武撰，清．黃汝成集釋 《日知錄》，台北：世界書局，1991 

清．永瑢、紀昀等撰 《四庫全書總目》，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 

清．呂種玉撰 《言鯖》，台南：莊嚴文化公司 1995 年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清．金埴撰 《巾箱說》，北京：中華書局，1997 

清．孫希旦撰 《禮記集解》，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90 

清．孫梅撰 《四六叢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續修四庫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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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涌泉 《敦煌俗字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 

張涌泉 《漢語俗字叢考》，北京：中華書局，2000 

張錫厚 《王梵志詩》，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 

張錫厚 《王梵志詩校輯》，北京：中華書局，1983 

張錫厚 《全敦煌詩》，北京：作家出版社，2006 

張錫厚 《敦煌文學源流》，北京：作家出版社，2000 

張錫厚 《敦煌賦彙》，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 

張鴻勳 《敦煌俗文學研究》，蘭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張鴻勳 《敦煌話本、詞文、俗賦導論》，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 

張鴻勳 《敦煌說唱文學概論》，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 

曹道衡、沈玉成編 《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先秦漢魏晉南北朝卷》，北京：中華

書局，1996 

郭良鋆、黃寶生譯 《佛本生故事選》，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陳平原主編 《現代學術史上的俗文學》，武漢：湖北教育出版社，2004 

陳炳良 《形式、心理、反應──中國文學新詮》，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98 

陳祚龍 《敦煌文物隨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7 

陳祚龍 《敦煌資料考屑》，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7 

陳祚龍 《敦煌學散策新集》，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陳祚龍 《敦煌學園零拾》，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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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澤編 《魯迅散文選》，台北：洪範書店，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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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主要參考書目 

榮新江 《英國圖書館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錄（S6981-S13624）》，台北：

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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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振鐸 《中國俗文學史》，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92 

鄧文寬 《六祖壇經：敦煌《壇經》讀本》，瀋陽：遼寧教育出版社，2005 

魯 迅 《中國小說史論文集──中國小說史略及其他》，台北：里仁書局，1992 

魯 迅 《且介亭雜文二集》，台北：風雲時代，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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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廷亮主編 《敦煌文學概論》，蘭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 

羅宗濤 《敦煌講經變文研究》，高雄：佛光山文教基金會，2004 

羅宗濤 《敦煌變文》，台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7 

羅振玉 《敦煌零拾》，收入馮志文主編《中國西北文獻叢書續編．敦煌學文獻

卷》（蘭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9） 

羅聯添編 《韓愈古文校注彙輯》，台北：國立編譯館，1993 

譚家健 《六朝文章新論》，北京：北京燕山出版社，2001 

譚蟬雪 《敦煌民俗──絲路明珠傳風情》，蘭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6 

譚蟬雪 《敦煌婚姻文化》，蘭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 

譚蟬雪 《敦煌歲時文化導論》，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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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學研討會論文集》（嘉義：中正大學中文系，1995），頁 2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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