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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引文獻 

 
以下參引文獻中，第一項典籍文獻的部分以朝代為排序標準，自第二項小說研究

專著以後則依姓氏筆畫多寡為序，若作者為外籍人士，則依照姓氏字母，由 A
至 Z 為序。 
 

一、小說研究版本 

 

（明）羅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年

（據萬曆二十五年（1579）影印本） 
（明）羅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台北：天一出版社，1985 年（萬

曆丁酉年三山道人刊本） 
（明）羅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台北：天一出版社，1985 年（步

月樓覆萬曆刊本） 
（明）羅懋登著，陸樹崙、竺少華校點：《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5（民國七年申報排印本覆校步月樓本） 

 

二、典籍文獻 

 

（一）小說、戲曲文本 

（唐）張鷟、徐亞枕著，黃瑚、黃坤校註：《遊仙窟、玉梨魂（合刊）》，台北：

三民書局，2007 
（宋）李昉：《太平廣記》，台北：新興書局，1968 
（元）《三國志平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明）羅貫中著，毛宗岡評，饒彬校注：《三國演義》，台北：三民書局，1971 
（明）羅貫中著，春明校點：《三國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明）施耐庵著，《容與堂本水滸傳》，台北：建宏出版社，1994 年 
（明）吳承恩著，繆天華校注：《西遊記》，台北：三民書局，1976 年 
（明）李昌祺：《剪燈餘話》，台北：天一出版社，1985 
（明）王世貞：《豔異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明）秦淮墨客著，楊子堅校注，葉經柱校閱：《楊家將演義》，台北：三民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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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明）徐仲琳：《繡像封神演義》，濟南：山東畫報，2003 
（明）吳元泰：《全像東遊記上洞八仙傳》（萬曆年間余象斗刊本），收錄於劉世

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說叢刊》第三十九輯，北京：中華書局，1991 
（明）鄧志謨：《鍥唐代呂純陽得道飛劍記》，收錄於《古本小說集成》，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明）鄧志謨：《新鍥晉代許旌陽得道擒蛟鐵樹記》，台北：天一出版社，1985 
（明）佚名：《奉天命三寶下西洋》，收錄於《全明雜劇》，台北：鼎文書局，1979 
（明）高明著，江巨榮校註，謝德瑩校閱：《琵琶記》，台北：三民書局，1998 
（明）羅懋登：《新刻出像音註觀世音修行香山記》，明金陵唐代富春堂刊本，收

錄於《繡刻演劇》，不著編人，明金陵書坊分刊合印本，國家圖書館資料微卷

407.222 15174-0045 
（明）馮夢龍：《警世通言》，台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8 
（明）馮夢龍：《喻世明言》，台北：台灣古籍出版，2002 
（明）凌濛初：《二刻拍案驚奇》，收錄於《初刻、二刻拍案驚奇（足本）》，長沙：

岳麓書社，1989 
（明）楚江僊隱石公纂輯：《鍾情麗集》，收錄於孫楷第著錄：《中國古豔稀品叢

刊》第四輯，出版地不詳，1988 
（明）西湖漁隱主人：《歡喜冤家》，收錄於《思無邪匯寶》，第十一冊，台北：

台灣大英百科出版社，1995 
（明）臧晉叔改訂：《臨川四夢‧還魂記》，明末吳郡書業堂翻刊六十種曲本，台

北：國立中央圖書館，1989 
（清）汪象旭：《呂祖全傳》，收錄於劉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說

叢》第三十八輯，北京：中華書局，1991，頁 2483-2583 

 

（二）史料筆記與文集 

（戰國）韓非著，張素貞譯注：《新編韓非子》，台北：國立編譯館，2001 
（漢）司馬遷著、瀧川龜太郎編：《史記會注考證》，台北：藝文印書館，1972 
（漢）班固：《漢書》，收錄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51 冊，台北：台灣商務印

書館，1982 
（南朝梁）劉勰著，王更生註釋：《文心雕龍讀本》，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99 
（後晉）劉昫：《舊唐書》，收錄於《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第 120 冊，台北：世

界書局，1986 
（宋）司馬光著，張舜徽審訂，李國祥、顧志華、陳蔚松主編：《資治通鑑》，台

北：台灣古籍出版社，2000 
（宋）朱熹集註，蔣伯潛廣解：《語譯廣解四書讀本》第一冊，台北：啟明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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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宋）耐得翁：《都城記勝》，收錄於孟元老：《東京夢華錄外四種》，台北：大立

出版社，1971 
（明）謝肇淛：《五雜俎》，台北：新興書局，1971 
（明）王驥德：《曲律》，收錄於《歷代詩史長編》第四冊，台北：中國學典館復

館籌備處，1974 
（明）沈龐綏：《度曲須知》，收錄於《歷代詩史長編》第五冊，台北：中國學典

館復館籌備處，1974 
（明）郎瑛：《七修類稿》，台北：世界書局，1963 
（明）董斯張：《廣博物志》，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明）鄭曉：《今言》，收錄於《筆記小說大觀》第十八編，第三冊，台北：新興

出版社，1977 
（明）余繼登：《典故紀聞》，收錄於《畿輔叢書》第 1420 冊，台北：藝文印書

館，1966（據光緖定州王氏謙德堂刊本影印，國立臺灣大學裝訂本）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嘉靖二十六年刊本，台北市：世界書局，1982 
（明）羅曰褧：《咸賓錄》，北京：中華書局，2000 
（明）馬歡：《瀛涯勝覽》，台北：廣文書局，1969 
（明）費信著，馮承鈞校註：《星槎勝覽》，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 
（明）鞏珍：《西洋番國志》，北京：中華書局，2000 
（明）葉盛：《水東日記》，收錄於《筆記小說大觀》，台北：新興書局，1980 
（明）張瀚：《松窗夢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北京：中華書局，2004 
（明）徐渭：《徐渭集》第四冊，北京：中華書局，1983 
（明）劉若愚：《酌中志》，收錄於《中國野史集成》第 27 冊，成都：巴蜀書社，

1993 
（明）李栩：《戒庵老人漫筆》，北京：中華書局，1982 
（明）陸容：《菽園雜記》，北京：中華書局，1985 
（明）沈德符：《萬曆野獲編》，北京：中華書局，2004 
（明）楊士性：《廣志繹》，收錄於《筆記小說大觀》第四十三編，第五冊，台北：

新興書局，1986 
（明）胡應麟：《少室山房筆叢》，台北：世界書局，1963 
（清）王士禎：《池北偶談》，北京：中華書局，1997 
（清）李漁：《閒情偶寄》，台北：廣文書局，1977 
（清）清聖祖：《全唐詩》，北京：中華書局，1961 
（清）張廷玉：《明史》，收錄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張岱：《西湖夢尋》，收錄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37 冊，台南：莊嚴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清）俞樾：《春在堂全書》，台北：中國文獻出版社，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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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錢謙益：《國初群雄史略》，收錄於張鈞衡輯：《適園叢書》第二十一冊，

台北：藝文印書館，出版年不詳 
（清）劉熙載《藝概》，台北：廣文書局，1969 
（清）楮人穫：《堅瓠七集》，台北：新興書局，1977 
（清）梁章鉅：《浪迹叢談》，北京：中華書局，1981 
（清）顧嗣立：《元詩選》二集，北京：中華書局，2002 
徐興無註釋、侯迺慧校閱：《新譯金剛經》台北：三民書局，1997 
《新纂續藏經》第三十三冊，No. 632，《法華經指掌疏事義》，CBETA 電子佛典 
V1.1 (Big5) 普及版，2006 
黃彰健校勘、中央硏究院歷史語言硏究所校印：《明實錄‧明太祖實錄‧卷二十

六》，京都市：中文出版社，1984 
鄭鶴聲：《鄭和遺事彙編》，台北：台灣中華書局，1961 

 

三、中文小說研究專著 

 

文鏡編輯部：《歷代小說序跋選》，台北：文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 
申丹：《敘述學與小說文體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1 
朱一玄編：《明清小說資料選編》，濟南：齊魯出版社，1990 
李豐楙：《許遜與薩守堅：鄧志謨道教小說研究》，台北：學生，1997 
宋莉華：《明清時期小說的傳播》，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周志峰：《明清小說俗字俗語研究》，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周芬伶等：《西遊記的結構》，台北：天一出版社，1991 
周芬伶等：《西遊記的主題》，台北：天一出版社，1991 
高桂惠：《追蹤躡跡—中國小說的文化闡釋》，台北：大安出版社，2005 
胡士瑩：《話本小說概論》，台北：丹青出版社，1983 
胡兵：《五百種明清小說博覽》，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馬幼垣：《中國小說史集稿》，台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 
張鴻勳：《敦煌話本、詞文、俗賦導論》，台北：新文豐出版社，1993 
孫楷第：《小說旁證》，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說書目》，台北：木鐸出版社，1983 
孫楷第：《俗講說話與白話小說》，台北：河洛出版社，1978 
陳大康：《明代小說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 
陳國軍：《明代志怪傳奇小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魯迅：《中國小說史略》，收錄於《魯迅小說史論文集》，台北：里仁書局，1992 
魯迅：《小說舊文抄》，收錄於《魯迅小說史論文集》，台北：里仁書局，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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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賢寧等：《西洋記研究資料》，台北：天一出版社，1991 
劉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香港：三聯書店出版社，1992 
樂蘅軍：《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說世界觀綜論》，台北：大安出版社，1992 
鄭明俐：《西遊記探源》，台北：里仁書局，2003 
鄭振鐸：《鄭振鐸古典文學論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四、其他中文相關著作 

 

方志遠：《明代城市與市民文學》，北京：中華書局，2005 
王陽：《小說藝術形式分析：敘事學研究》，北京：華夏出版社，2002 
包遵彭：《中國海軍史》，台北：國立編譯館，1969 
朱立元：《當代西方文藝理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朱光潛：《詩論》，台北：正中書局，1988 
李忠明：《17 世紀中國通俗小說編年史》，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 
周慶華：《故事學》，台北：五南出版社，2002 
汪志勇：《度柳翠翠鄉夢與紅蓮債三劇的比較研究》，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70
汪景壽：《中國曲藝藝術論》，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4 
汪景壽、藤田香：《相聲藝術論》，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2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吳梅編著：《南北詞簡譜》，台北市：學海出版社，1997 
浦安迪：《中國敘事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5 
馬積高‧黃鈞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台北：萬卷樓圖書有限公司，1998 
耿占春：《敘事美學：探索一種百科全書式的小說》，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02 
祖國頌：《敘事學的中國之路：全國首屆敘事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北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陸永豐：《敦煌變文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0 
楊義：《中國敘事學》，北京：人民出版社，2004 
郭偉廷：《元雜劇的插科打諢藝術》，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黃慶萱：《修辭學》，台北：三民書局，1992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台北：五南出版社，1994 
陳萬益：《晚明小品與明季山人生活》，台北：大安出版社，1987 
葉維廉主編：《中國古典文學比較研究》，台北：黎明出版社，1997 
董小英：《敘事藝術邏輯引論》，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 
鄭振鐸：《鄭振鐸古典文學論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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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文英：《中國古代的時空觀念》，天津：南開出版社，2000 
劉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理論述評》，台北：麥田出版社，2005 
廖炳惠：《關鍵詞 200》，台北：麥田出版社，2003 
聞汝賢：《詞牌彙釋》，台北市：著者自印，1963 
謝國楨：《明清筆記叢談》，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錢杭、承載：《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簡宗梧：《漢賦史論》，台北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 
羅秋昭：《徐渭四聲猿》，台北：啟業書局，1979 
羅鋼：《敘事學導論》，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 
蘇永旭主編：《戲劇敘事學研究》，北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4  
譚家定：《三言兩拍資料》，台北：維明書局，1983 

 

五、學位論文 

 

朱可鑫：《西遊記修辭現象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 
李志宏：《儒林外史敘事藝術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96
李秋瑰：《明代佛教戲曲《觀世音香山修行記》傳奇——劇本主題意涵之分析研

究》，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呂素端：《西遊記敘事研究》，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論文，2001 
杜宜芳：《年輕人對於懷舊與懷舊商品認知之探索》，中正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碩

士論文，2003 
吳璧雍：《西遊記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79 
林景隆：《西遊記續書審美敘事藝術研究》，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0 
范宜如：《明代中期吳中文壇研究——一個地域文學的考察》，台灣師範大學國文

研究所博士論文，2000 
祁立峰：《六朝詩賦合流現象之新探》，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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