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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書目 

 

一、核心文本 

 

《倚聲初集》二十卷、〈前編〉四卷，（清）王士禛、鄒祗謨編，順治十七年刻本

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詞類」，第 1729 冊。 

《倚聲初集》，順治間大冶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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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村詞》二卷，吳偉業著 

《香嚴詞》二卷，龔鼎孳著 

《棠村詞》三卷，梁清標著 

《二鄉亭詞》二卷，宋琬著 

《南溪詞》二卷，曹爾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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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末詞》二卷，尤侗著 

《含影詞》二卷，陳世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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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湄詞》四卷，陸求可著 

《麗農詞》二卷，鄒祗謨著 

《延露詞》三卷，彭孫遹著 

《烏絲詞》四卷，陳維崧著 

《蓉渡詞》三卷，董以寧著 

《衍波詞》二卷，王士禛著 

《玉鳧詞》二卷，董俞著 

《衍愚詞》一卷，程康莊著 

《廣陵唱和詞》不分卷，（清）王士祿等著，康熙刻本。 

《廣陵唱和詞》七卷七種，（清）王士祿等著，康熙六年刻本： 

《南溪詞》一卷，曹爾堪著 

《炊聞詞》一卷，王士祿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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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絲詞》一卷，陳維崧著 

《小香詞》一卷，宗元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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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渡詞》三卷，董以寧著，民國三十年董氏家刻《廣川詞錄》本。 

《玉鳧詞》二卷，董俞著，民國三十年董氏家刻《廣川詞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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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詞》三卷，陸次雲著，康熙二十二年宛羽齋刻陸雲士雜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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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說》，（清）王晫，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學林類》第 22 冊，臺 

  北：明文書局，1985 年。 

《揚州畫舫錄》，（清）李斗，北京：中華書局，2007 年。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清）吳修，收入《清代傳記叢刊》，臺北：明文書局， 

  1985 年。 

《廣陵詩事‧廣陵覽古》合編本，（清）阮元、顧鑾著，收入《揚州地方文獻叢 

  刊》，揚州：廣陵書社，2005 年。 

《揚州足徵錄》，（清）焦循著，揚州：廣陵書社，2004 年。 

 

《莊子集解》，（周）莊周、（清）王先謙、劉武撰，北京：中華書局，1999 年。 

《新序校釋》，（漢）劉向著、石光瑛校釋，北京：中華書局，2001 年。 

《搜神記》，（晉）干寶著，臺北：里仁書局，1980 年。 

《世說新語校箋》，（南朝宋）劉義慶編、徐震堮校箋，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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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夢華錄》，（宋）孟元老，臺北：大立出版社，1980 年。 

《指月錄》，（明）瞿汝稷編，四川：巴蜀書社，2005 年。 

《畫禪室隨筆》，（明）董其昌，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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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總集及彙編類 

 

《昭明文選》，（南朝梁）蕭統編，臺北：正中書局，1971 年。 

《樂府詩集》，（宋）郭茂倩編，北京：中華書局，1998。 

《全唐文》，（清）董誥輯，北京：中華書局，1983 年。 

《全唐詩》，（清）清聖祖御定，北京：中華書局，2003 年。 

《香豔叢書》，（清）蟲天子編，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 年。 

 

（2）別集類 

 

《陶淵明集》，（東晉）陶淵明著，瀋陽：遼寧教育出版社，1997 年。 

《蘇東坡全集》，（宋）蘇軾著、松青校勘，臺北：新興書局，1955 年。 

《王士禛全集》，（清）王士禛著、袁世碩編，濟南：齊魯書社，2007。 

《松桂堂全集》43 卷，（清）彭孫遹著，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影印本》，臺北： 

  台灣商務印書館，1972 年。 

《百尺梧桐閣集》16 卷，文 8 卷，遺稿 10 卷，（清）汪懋麟著，康熙刻本，收 

  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1997 年，集部，別集類，第 241 

  冊。 

《林蕙堂全集》26 卷，（清）吳綺著，《四庫全書珍本三集》，臺北：商務印書館， 

  1972 年，集部 7，別集類第 6 冊。 

《芙蓉集》，（清）宗元鼎著，康熙元年刊本景印本，臺北：學生書局，1971 年。 

《學文堂集》，（清）陳玉璂著，光緒丁酉武進盛氏康熙初刻本，收入《叢書集成 

  續編》，臺北：新文豐出版社，1989 年。 

《蕉林詩集》，（清）梁清標著，清康熙十七年梁允植刻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 

  叢書》，臺南：莊嚴文化，1995 年，集部，別集類，第 20 冊。 

《蒼峴山人集》，（清）秦松齡著，清嘉慶四年秦瀛刻本影印，收入《四庫未收書 

  輯刊》，北京：北京出版社，1997 年，第 5 輯，第 28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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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江集》，（清）陸次雲著，康熙刻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 

  嚴文化，1997 年，集部，別集類，第 237 冊。 

《董文友全集》，（清）董以寧著，康熙庚辰年書林蘭孫堂梓行本，收入《四庫未 

  收書輯刊》，北京：北京出版社，2000 年，第 7 輯，第 24 冊。 

《龔芝麓先生集》，（清）龔鼎孳著，康熙刻本，收入《北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北京：北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社，1988 年，集部，清別集類，第 113 冊。 

《曝書亭集》，（清）朱彝尊著，上海涵芬樓景印原刊本重印，收入《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台北：商務印書館，1968 年，集部 257，別集類第 1318 冊。 

《施愚山集》，（清）施閏章著，合肥：黃山書社，1992。 

《錢牧齋全集》，（清）錢謙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年。 

《龔自珍全集》，（清）龔自珍，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年。 

 

（3）選集與箋注 

 

《瑤華集》，（清）蔣景祁編，北京：中華書局，1982 年。 

《全清詞鈔》，葉恭綽編，北京：中華書局，1982 年。 

《杜詩鏡銓》，（清）楊倫，臺北：里仁書局，1981 年。 

 

三、近人專著 

 

（一）詞學專著 

 

《金元明清詩詞理論史》，丁放著，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 年。 

《明詞史》，張仲謀著，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年。 

《清詞史》，嚴迪昌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年第 2 版。 

《清代詞學發展史論》，陳水雲著，北京：學苑出版社，2005 年。 

《清代詞學批評史論》，孫克強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年。 

《明清詞派史論》，姚蓉著，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年。 

《詞論史論稿》，邱世友著，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年。 

《明清詞研究史稿》，崔海正主編，朱惠國、劉明玉著，濟南：齊魯書社，2006 

  年。 

《中國詞學批評史》，方智範、鄧喬彬、周堅偉、高建中著，北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1994 年。 

《中國詞學史（修訂本）》，謝桃坊著，成都：巴蜀書社，200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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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辛稼軒接受史》，朱麗霞著，濟南：齊魯書社，2005 年。 

《《花間集》接受史論稿》，李冬紅著，濟南：齊魯書社，2006 年。 

《詞學史料學》，王兆鵬著，北京：中華書局，2004 年。 

《詞話史》，朱崇才著，北京：中華書局，2006 年。 

 

《明清之際江南詞學思想研究》，李康化著，成都：巴蜀書社，2001 年。 

《明末清初詩詞正變觀研究──以二陳、王、朱為對象之考察》，陳美朱著，臺 

  北：花木蘭文化出版社，2007 年。 

《清初遺民詞人群體研究》，周煥卿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年。 

《順康之際廣陵詞壇研究》，李丹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年。 

《清代詞學四論》，吳宏一著，臺北：聯經事業公司，1990 年。 

《清代詞學》，孫克強著，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年。 

《清代詞學的建構》，張宏生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年。 

《清代前中期詞學思想研究》，陳水雲著，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 年。 

《晚清詞研究》，莫立民著，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年。 

《清詞名家論集》，葉嘉瑩、陳邦炎著，臺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1996 年。 

《清詞散論》，葉嘉瑩著，臺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年。 

《詞學考詮》，林玫儀著，臺北：聯經出版社，198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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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坡樂府編年箋證》，薛瑞生箋證，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年。 

《稼軒詞編年箋注》，鄧廣銘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年。 

 

（二）工具書 

 

《明清歷科進士題題名錄》，朱保炯、謝沛霖合編，臺北：文海出版社，1981 年。 

《明清進士錄》，潘榮勝主編，北京：中華書局，20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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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錢杭、承載著，臺北：南天書局，199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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