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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參考書目舉要(依作者姓氏筆劃排列)
一、工具書
1.
2.
3.
4.
5.
6.
7.
8.
9.

沈兼士：《廣韻聲系》(北京：中華書局，2006 年)。
段玉裁：《說文解字注》(台北：漢京文化公司，1983 年)。
唐作藩：《上古音手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 年)。
陳彭年等編：《校正宋本廣韻》(台北：藝文印書館，2002 年)。
陳新雄、竺家寧等人編：《語言學辭典》(台北：三民書局，2005 年)。
黃自來編：《理論與應用語言學英漢辭典》(台北：文鶴出版社，1992 年)。
溫知新、楊福綿：
《中國語言學名詞滙編(一九二五-一九七五)》(台北：學生
書局，1985 年)。
龍宇純：《韻鏡校注》(台北：藝文印書館，2000 年)。
羅竹風編：《漢語大詞典》(台北：臺灣東華書局，1997 年)。

10. Victoria Fromkin, Robert Rodman,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8)

二、傳統文獻
1.
2.
3.
4.
5.
6.
7.
8.
9.
10.

王弼：《老子註》(台北：藝文印書館，2006 年)。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台北：商務印書館，2001 年)。
王國維：《人間詞話》(台北：項淵出版社，2001 年)。
司馬遷：《史記》，(北京：中華書局，2007 年)。
江有誥：《音學十書》(北京：中華書局，1993 年)。
汪榮寶：《法言義疏》(台北：藝文印書館，1968 年)。
李善注：《文選》(台北：華正書局，2000 年)。
沈約：《宋書》，(北京：中華書局，2007 年)。
孫梅：《四六叢話》(台北：台灣商務，1965 年)。
《曹子建集》 (台北：中華書局，1966 年)。

11.
12.
13.
14.

班固：《漢書》，(北京：中華書局，2007 年)。
馬通伯：《韓昌黎文集校注》(台北：華正書局，1975 年)。
楊伯駿：《春秋左傳注》(台北：源流出版社，1982 年)。
張懷瓘：《書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21 冊（台北：商務印書
館，1983 年）。
15. 葛洪：《抱朴子》(台北：台灣中華書局，196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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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葛弘：《西京雜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叢書》1035 冊(台北：商務印書
館，1983 年)。
17. 費振剛、胡雙寶、宋明華《全漢賦》(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7 年)。
18. 費振剛、仇仲謙、劉南平：
《全漢賦校注》(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05
年)。
19. 劉勰：《文心雕龍》(台北：河洛出版社，1976 年)。
20. 劉熙載：《藝概》(台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年)。

三、近人論著
1.
2.
3.
4.
5.
6.
7.
8.
9.

丁邦新：《魏晉音韻研究》(台北：中研院史語所專刊第六十五，1975 年)。
王 易：《詞曲史》(台北：廣文書局，1971 年)。
王夢鷗：《古典文學論探索》(台北：正中書局，1984 年)。
王力：《漢語語法史》(北京：商務出版社，2003 年)。
何沛雄：《漢魏六朝賦論集》(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年)。
何寄澎：《典範的遞承：中國古典詩文論叢》(台北：文史哲出版社，2002
年)。
竺家寧：《漢語詞彙學》(台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 年)。
竺家寧：《語言風格與文學韻律》(台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5 年)。
周法高：
《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篇》(台北：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三十九，1962
年)。

10. 洪順隆：《中國文學史論集》(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83 年)。
11. 姜亮夫：《楚辭學論文集》(上海：新華書店，1984 年)。
12. 孫晶：《漢代辭賦研究》(濟南：齊魯書社，2007 年)。
13. 胡學常：
《文學話語與權力話語—漢賦與兩漢政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年)。
14. 徐復觀：《中國文學論集》(台北：學生書局，2001 年)。
15. 曹淑娟：《漢賦之寫物言志傳統》(台北：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 年)。
16. 康正果：《風騷與艷情》(台北：雲龍出版社，1991 年)。
17. 高名凱：《語言論》(北京：科學出版社，1963 年)。
18. 高友工：
《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論集》(台北：國立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年 3 月)。
19. 郭瓏：《《文選・賦》聯綿詞研究》(四川：巴蜀書社，2006 年)。
20.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台北：巨流圖書公司，1985 年)。
21. 曾永義：《詩歌與戲曲》(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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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葉桂桐：《中國詩律學》(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 年)。
黃宣範：《語言學新引》(台北：文鶴出版社，2003 年)。
董季棠：《修辭析論》(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94 年)。
張德明：《語言風格學》(高雄：麗文文化公司，1995 年)。
臺靜農；《中國文學史》(台北：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年)。
萬光治：《漢賦通論》(北京：中國社科院、華齡出版社，2006 年)。
鄭 騫：《龍淵述學》(台北：大安出版社，1992 年)。
蔡輝龍：《兩漢名家畋獵賦研究》(台北：天工出版社，2001 年)。
黎運漢：
《黎運漢修辭・語體・風格論文選》(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4
年)。

31.
32.
33.
34.
35.
36.

黎運漢、張維耿：《現代漢語修辭學》(台北：書林出版社，2005 年)。
謝无量：《中國六大文豪》 (上海：中華書局，1933 年)。
謝雲飛：《文學與音韻》(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4 年)
簡宗梧：《漢賦源流與價值之商榷》(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80 年)。
簡宗梧：《漢賦史論》(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3 年)。
羅常培、周祖謨：
《漢魏晉南北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北京：科學出
版社，1958 年)。

四、引用論文
(一)期刊論文:
1.
2.
3.
4.
5.
6.
7.

丁邦新：
〈平仄新考〉
，收入《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7：1，1975
年，頁 1-15。
丁邦新：
〈論語、孟子、及詩經中並列語成分之間的聲調關係〉
，收入《中研
院史語所研究集刊》第 47 本，1975 年 11 月，頁 17-51。
李方桂：
〈上古音研究〉
，收入《清華學報》新九卷一、二期合刊，1971 年，
頁 1-61。
李存智：
〈漢語舌尖鼻音的流變—兼論相關的音韻現象〉
，收入《臺大文史哲
學報》第五十七期(2001 年 5 月)，頁 165-200。
李時銘：〈論重編「全漢賦」——以費編「全漢賦」在文獻整理上的問題為
借鑑〉，收入《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3 期，2001 年 11 月，頁 22-45。
吳儀鳳：
〈論騷體賦、散體賦之分類概念〉
，收入《東華人文學報》第五期，
2003 年 7 月，頁 209-234。
吳旻旻：
〈「框架、節奏、神化」
：析論漢代散體賦之美感與意義〉
，收入《臺
大中文學報》二十五期，2006 年 12 月，頁 5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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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許東海：
〈李白詠物、詠地詩歌的漢賦風貌〉
，收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第
二期，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1999 年 12 月，頁 75-110。
9. 連金發：〈構詞學問題探索〉，收入《漢學研究》第 18 卷特刊，2000 年 12
月，頁 61-78。
10. 傅錫壬：
〈從市場行銷的觀點看漢賦的興盛與模仿〉
，收入淡江大學《中文學
報》第十二期，2005 年 6 月，頁 15-26。
11. 鄭毓瑜：
〈連類、諷誦與嗜欲體驗的傳譯——從〈七發〉的療疾效能談起〉，
收入《清華學報》新三十六卷第二期，2006 年 12 月，頁 399-425。
12. 簡宗梧：〈司馬相如賦篇用韻考〉，收入《中華學苑》第 10 期，1972 年，
頁 1- 40。
13. 簡宗梧：
〈王褒辭賦用韻考〉
，收入《中華學苑》第 17 期，1976 年，頁 203-226。
14. 簡宗梧：
〈賦體的典律作品及其因子〉
，收入《逢甲人文社會學報》6 期，2003
年 5 月，頁 1-28。
15. 簡宗梧：〈賦與設辭問對關係之考察〉，收入《逢甲人文社會學報》11 期，
2005 年 12 月，頁 17-30。
16. 簡宗梧：
〈賦的可變基因與突變—檢視文學體類演變的新嘗試〉
，收入《逢甲
人文社會學報》12 期，2006 年 6 月，頁 1-26。
(二)論文集論文:
1.
2.
3.
4.
5.

6.
7.

8.

王啟濤：
〈司馬相如賦與四川方言〉
，收入熊良智編：
《辭賦研究》(北京：商
務印書館，2006 年)，頁 263-272。
平山久雄：〈漢語聲調起源窺探〉，收入《平山久雄語言學論文集》(北京：
商務印書館，2005 年)，頁 288-301。
李三榮：
〈庾信小園賦第一段的音韻技巧〉
，收入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主編《聲
韻論叢》第三輯(台北：學生，1991 年) ，頁 25-37。
李三榮：
〈秋聲賦的音韻成就〉
，收入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台灣師範大學國
文系編《聲韻論叢》第一輯(台北：學生，1994 年)，頁 367-391。
谷口洋：
〈揚雄「口吃」與模擬前人—試論文學書面化與其影響〉
，見蘇瑞隆,
龔航主編：
《廿一世紀漢魏六朝文學新視角：康達維教授花甲紀念論文集》(台
北：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2003 年)，頁 44-58。
周法高〈聯緜字通說〉
，收入《中國語文論叢・上編・語文學》(台北：正中
書局，1981 年)。
吳儀鳳：〈論「瑋字」一詞在漢賦中的意涵〉一文，收入《第一屆先秦兩漢
學術全國研究生論文發表會論文集》(台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1997 年)，
頁 109-122。
沈鍾偉：〈李方桂上古音韻表〉，收入丁邦新、余藹芹編：《漢語史研究：紀
念李方桂先生百年冥誕論文集》(台北：中研院語言所，2005 年)，頁 57-93。
295

附錄二 引用書目
頁 296

9.

高光復：
〈論漢賦和魏晉南北朝辭賦〉一文，見蘇瑞隆, 龔航主編：
《廿一世
紀漢魏六朝文學新視角：康達維教授花甲紀念論文集》(台北：文津出版社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2003 年)，頁 182-199。
10. 許世瑛：〈談談登樓賦的平仄規律及朗誦節奏〉，《許世瑛先生論文集》第
三集(台北：弘道文化，1974 年)，頁 932-962。
11. 許世瑛：〈談談思舊賦的平仄規律及朗誦節奏〉《許世瑛先生論文集》第三
集(台北：弘道文化，1974 年)，頁 963-984。
12. 許世瑛：
〈登樓賦句法研究兼論其用韻〉
《許世瑛先生論文集》第一集(台北：
弘道文化，1974 年)，頁 917-931。
13. 殷正林：〈《世說新語》中所反映的魏晉時期的新詞和新義〉，收入王云路、
方一新編：《中古漢語研究》(北京：商務印書館，2000 年)，頁 87-124。
14. 梅廣：〈語言科學與經典詮釋〉，收入葉國良編：《文獻及語言知識與經典詮
釋的關係》(台北：國立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年)，頁 53-84。
15. 陳淵泉：
〈文學品味背後的語言結構原則——從詩的格式窺探語言〉
，收入香
港城市大學 20 週年文史論文集《依舊悠然見南山》(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
版社，2004 年)，頁 59-95。
16. 陳曉雯：〈〈長門賦〉與〈自悼賦〉之比較研究〉，收入《思辯集》第七集，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2004 年 3 月，頁 137-158。
17. 陳新雄：〈上古聲調析論〉《音史新論――慶祝邵榮芬先生八十壽辰學術論
文集》(北京：學苑出版社，2005 年) ，頁 23-29。
18. 葉慶炳：〈長門賦的寫作技巧〉，收入張健、簡錦松編：《中國古典文學論文
精選叢刊》(文學批評、散文與賦類)(台北：幼獅出版社，1980 年)，頁 403-410。
19. 張琨：〈漢語語法研究〉，收入《中國語言學論集》(台北：幼獅文化事業公
司，1977 年)，頁 297-314。
20. 鄭再發：〈漢語的句調與文學的節奏〉，收入《聲韻論叢》第九集(台北：學
生書局，2000 年)，頁 147-158。
21. 駱曉平：
〈魏晉六朝漢語詞滙雙音化傾向三題〉
，收入王云路、方一新編：
《中
古漢語研究》(北京：商務印書館，2000 年)，頁 52-65。
22. 龔煌城：〈李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系統〉，收入丁邦新、余藹芹編：《漢語史研
究：紀念李方桂先生百年冥誕論文集》(台北：中研院語言所，2005 年)，頁
57-93

(三)學位論文:
1.
2.

王學玲：《漢代騷體賦研究》(國立中央大學民國 85 年碩論，張夢機指導)。
方柏琪：
《六朝詩歌聲律理論研究--以《文心雕龍．聲律篇》為討論中心》(台
北：國立台灣大學，民國 93 年碩論，張蓓蓓指導)，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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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林久惠：
《台灣佛教音樂：早晚課主要經典的音樂研究》(國立師範大學音樂
研究所，民國 72 年碩論，呂炳川指導)。
4. 陳姿蓉：《漢代散體賦研究》(國立政治大學，民 85 年博論，簡宗梧指導)。
5. 陳穩如：
《韓愈古體詩之音韻風格》(市立台北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所，民國 93
年碩論，竺家寧師指導)。
6. 陳玉玲：《漢賦聯緜詞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民國 94 年碩論，
簡宗梧師指導)。
7. 湯慧麗：
《王昌齡五言古詩的音韻風格》(台北：國立台北市立教育大學，民
國 94 年碩論，竺家寧師指導)。
8. 鄭鎮椌：
《上古漢語聲調之研究》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民國 83 年博
論，謝雲飛指導)。
9. 黎采綝《黃庭堅七言律詩音韻風格研究》(國立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
民國 95 年碩論，竺家寧師指導)。
10. 簡宗梧：
《司馬相如揚雄及其賦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民
國 64 年博論，高明、盧元駿指導)。

五、外國專書
1. John Fiske 著，張錦華等譯：《傳播符號學理論》(台北：遠流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2006 年)
2.James Lull 著，陳芸芸譯：《全球化下的傳播與文化》(台北：韋伯文化國際出
版有限公司，2004 年)
3.M.H. 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Boston: Thomson Higher Education,
2005)
4.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London: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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