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徵引書目 

說明： 

一、本書目以正文和附註中徵引或述及者為限。 

二、本書目分為古籍、今人專書、論文集論文、期刊論文、學位論文、外文翻譯著作。 

三、古籍分為經、史、子、集四部。集部較多，再細分為總集、別集、詩文評三類。 

四、古籍依著作時代排序，同書之不同注疏板本，使相附近，以明學術源流。外文翻譯著作

依作者姓氏英文字母排序；餘依作者姓名筆畫排序，以便檢索。 

一、古籍 

（一）經部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台北：藝文印書館，1997 年 8 月初版 13 刷，重

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 

朱熹：《詩集傳》（台北：正中書局，1974 年） 

程樹德集釋：《論語集釋》（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 

焦循：《孟子正義》（台北：文津出版社，1988 年） 

孫希旦集解：《禮記集解》（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76 年） 

鄭樵：《六經奧論》（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許慎著，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台北：黎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年 12 刷） 

周德清：《中原音韻》（台北：學海出版社，1996 年） 

（二）史部 

劉向集錄：《戰國策》（台北：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8 年） 

班固：《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台北：鼎文書局，1986 年） 

范曄：《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台北：鼎文書局，1981 年） 

房玄齡：《新校本晉書并附編六種》（台北：鼎文書局，1976 年） 

沈約：《新校本宋書附索引》（台北：鼎文書局，1976 年） 

蕭子顯：《南齊書》（台北：鼎文書局，1975 年） 

令狐德棻：《周書》（台北：鼎文書局，197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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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隋書》（台北：鼎文書局，1975 年） 

劉昫等：《新校本新唐書附索引》（台北：鼎文書局，1976 年） 

宋祁、歐陽修等：《新校本新唐書附索引》（台北：鼎文書局，1976 年） 

脫脫等：《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台北：鼎文書局，1978 年） 

張廷玉等：《新校本明史并附編六種》（台北：鼎文書局，1982 年） 

畢沅：《新校續資治通鑑》（台北：世界書局，1974 年 1 月再版） 
 
辛文房著，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北京：中華書局，2002 年 3 刷） 
 
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北京：中華書局，2003 年 8 月 7 刷） 

（三）子部 

陳鼓應註譯：《老子今註今譯及評介》（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 年 3 月三次修訂版） 

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台北：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 年） 

揚雄著，朱榮智校注：《法言》（台北：臺灣古籍出版社，2000 年） 

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台北：正中書局，1962 年） 

葉適：《習學記言序目》（北京：中華書局，1977 年） 

李清馥撰：《閩中理學淵源考》（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釋道原：《景德傳燈錄》，《大正新脩大藏經》（台北：世樺印刷企業有限公司，1998 年） 

釋覺岸：《釋氏稽古略》，《大正新脩大藏經》（台北：世樺印刷企業有限公司，1998 年） 

克勤：《佛果圜悟禪師碧巖錄》，《大正新脩大藏經》（台北：世樺印刷企業有限公司，1998

年） 

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錄》，《大正新脩大藏經》（台北：世樺印刷企業有限公司，1998 年） 
 
劉義慶編，劉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說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年 8

月 3 刷） 

李肇：《唐國史補》（台北：世界書局，1962 年） 

孫光憲：《北夢瑣言》（台北：源流出版社，1983 年） 

王讜：《唐語林》（台北：世界書局，1962 年） 

田況：《儒林公議》（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1939 年） 

宋祁：《宋景文公筆記》，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年） 

僧文瑩：《湘山野錄》，《宋元筆記小說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年） 

沈括：《夢溪筆談》（台北：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金會，1978 年，明覆刊宋乾道二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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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休復：《江鄰幾雜誌》，《宋元筆記小說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年） 

趙令畤：《侯鯖錄》，《宋元筆記小說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年） 

洪邁：《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年） 

陸游：《老學庵筆記》，《宋元筆記小說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年） 

費袞：《梁溪漫志》，《宋元筆記小說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年） 

陳世崇：《隨隱漫錄》，《宋元筆記小說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年） 

吳子良：《荊溪林下偶談》（台北：藝文印書館，1971 年，《寶顏堂秘笈》本） 

劉壎：《隱居通義》（台北：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4 年） 

袁參坡：《庭幃雜錄》（台北：藝文印書館，1971 年，《學海類編》本） 

王士禛：《香祖筆記》（台北：廣文書局，1968 年） 
 
張彥遠：《歷代名畫記》（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年） 

張懷瓘：《書議》，華正人編：《歷代書法論文選》（台北：華正書局，1984 年） 

朱長文：《續書斷》，華正人編：《歷代書法論文選》（台北：華正書局，1984 年） 

佚名：《宣和書譜》（台北：世界書局，1988 年 5 月 6 版） 

楊慎：《墨池瑣錄》（北京：中華書局，1991 年） 

（四）集部．總集類 

董誥編：《全唐文》（北京：中華書局，1996 年 3 刷） 

姚鉉編：《唐文粹》（台北：世界書局，1972 年）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北京：中華書局，1996 年 6 刷） 

傅璇琮編：《唐人選唐詩新編》（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年） 

周弼編，釋圓至注：《箋註唐賢三體詩法》（台北：廣文書局，1972 年） 

楊士弘：《唐音》（台北：國立中央圖書館微縮膠捲，元至正四年刊本配補明刊本） 

高棅：《唐詩品彙》（台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年） 

王夫之撰，王學太校點：《唐詩評選》（北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 年） 

顧有孝：《唐詩英華》（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年） 

沈德潛：《唐詩別裁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56 年） 
 
四川大學古籍整理研究所編：《全宋文》（成都：巴蜀書社，1988 年） 

呂祖謙編：《宋文鑑》（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傅璇琮等編：《全宋詩》（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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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增杰點校：《永嘉四靈詩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年） 

陳起編：《江湖小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陳起編：《江湖後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陳起編：《南宋群賢小集》（台北：國立中央圖書館縮影室，1981 年，臨安府棚北大街睦親

坊陳解元書舖刊行本） 

陳衍編，曹旭校點：《宋詩精華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年） 

錢鍾書：《宋詩選註》（台北：書林出版有限公司，1990 年，增訂本） 
 
方回編著，李慶甲集評：《瀛奎律髓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年） 
 
顧嗣立：《元詩選》（北京：中華書局，1994 年 2 刷） 

（五）集部．別集類 

謝朓著，曹融南校注：《謝宣城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年） 

陳子昂：《陳拾遺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李白著，王琦注：《李太白全集》（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 7 月 7 刷） 

王維著，陳鐵民校注：《王維集校注》（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 

杜甫著，楊倫編輯、箋注：《杜詩鏡銓》（台北：華正書局，2000 年 2 月版） 

──著，趙次公注，林繼中輯校：《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年） 

元稹：《元稹集》（台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年） 

白居易著，顧學頡校點：《白居易集》（北京：中華書局，1999 年 11 月 6 刷） 

韓愈著，錢仲聯集釋：《韓昌黎詩繫年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年 8 月 2 刷） 

──著，馬其昶校注：《韓昌黎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年 2 刷） 

賈島著，李建崑校注：《賈島詩集校注》（台北：里仁書局，2002 年） 

許渾著，羅時進箋證：《丁卯集箋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年） 

黃滔：《黃御史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齊己：《白蓮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年，《四部叢刊正編》本） 

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年校注》（台北：源流出版社，1983 年） 

歐陽修著，李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北京：中華書局，2001 年） 

石介：《徂徠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王安石著，秦克、鞏軍標點：《王安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年） 

───著，李雁湖箋註，劉須溪評點：《箋註王荊文公詩》（台北：廣文書局，1971 年） 

蘇軾著，孔凡禮點校：《蘇軾文集》（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 7 月北京 5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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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之儀：《姑溪居士全集》（台北：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4 年，《粵雅堂叢書》本） 

秦觀：《淮海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年，《四部叢刊正編》本） 

黃庭堅著，劉琳、李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年） 

晁補之：《雞肋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陳師道：《後山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著，任淵注，冒廣生補箋，冒懷辛整理：《後山詩注補箋》（北京：中華書局，1999

年 11 月北京 2 刷） 

楊時：《楊龜山先生全集》（台北：臺灣學生書局，1974 年） 

晁說之：《景迂生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呂本中：《東萊詩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陳與義：《陳與義集》（台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年） 

陸游：《陸放翁全集》（北京：中國書店，1995 年 5 月 4 刷） 

楊萬里：《誠齋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朱熹：《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年） 

樓鑰：《攻媿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葉適：《葉適集》（台北：河洛圖書出版社，1974 年） 

翁卷：《西巖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姜特立：《梅山續稿》（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袁說友：《東塘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陳元晉：《漁墅類稿》（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包恢：《敝帚稿略》（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戴復古：《石屏詩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年，《四部叢刊續編》本） 

嚴羽著，陳定玉輯校：《嚴羽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年） 

劉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年，《四部叢刊正編》本） 

林希逸著，林式之編：《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

四庫全書》本） 

何夢桂：《潛齋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胡仲弓：《葦航漫遊稿》（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熊禾：《勿軒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陳著：《本堂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柴望：《秋堂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方鳳：《存雅堂遺稿》（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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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景熙著，陳增杰校注：《林景熙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年） 

汪元量著，孔凡禮輯校：《增訂湖山類稿》（北京：中華書局，1984 年） 

文天祥：《文文山全集》（台北：世界書局，1962 年） 

舒岳祥：《閬風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方回：《桐江集》（台北：藝文印書館，1972 年，《續聚珍版叢書》本） 

──：《桐江續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郝經：《陵川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劉辰翁：《須溪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戴表元：《剡源集》（台北：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4 年） 

劉應時：《頤菴居士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劉將孫：《養吾齋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袁桷：《清容居士集》（台北：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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