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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輯，4） 

李逢時：《泰階詩稿》，（臺北市：龍文出版社，2001，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

三輯，8） 

李漁叔：《三臺詩傳》，(臺北市：學海出版社，1976) 
林文龍：《臺灣詩錄拾遺》，(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姚  瑩：《中復堂選集》，(臺北市：臺灣銀行，臺灣文獻叢刊第 83種，民國 49

年) 
郁永河：《稗海記遊》，(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8年 6月二版) 
連  橫：《臺灣詩乘》，(臺北市：文海出版社，民國 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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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橫：《臺灣詩薈》，(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民國 66年) 
陳  香：《臺灣十二家詩鈔》，(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69年) 
陳漢光：《臺灣詩錄》，(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73年再版) 
彭國棟：《廣臺灣詩乘》，(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45年) 
楊廷理：《知還屋詩鈔》，(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5年 6月) 
楊廷理：《楊廷理詩文集》，(香港：香港新世紀國際金融文化出版社，2000) 
臺灣省文獻會：《臺灣詩鈔》，(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6年) 
賴子清編：《臺灣詩海》(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民國 43年 3月) 
 
 

（二）近人專著 

王國璠、邱勝安：《三百年來台灣作家與作品》（台灣時報社，1977） 

王國璠：《臺灣先賢著作提要》（新竹：省立新竹社教館，1974）  

王詩琅：《台灣人物志》（高雄市，德馨出版社，1979） 

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市：嘉義市立文化中心，民國 87年) 
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市：巨流圖書公司，民國 88年) 
吳福助：《台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台北：文津，1999.01）  

吳福助：《台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續編》（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 

李瑞騰：《臺灣文學風貌》，(臺北市：三民書局，民國 80年)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臺灣古典文學與文獻》，(臺北市：文津出版社，民國 88

年) 
林慶元：《楊廷理傳》，(南投市：臺灣省文獻會，民國 87年) 
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豐原市：中縣文化，民國 84年)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市：春暉出

版社，民國 89年)  
范  況：《中國詩學通論》，(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84年 5月二版) 
翁聖峰：《臺灣竹枝詞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民國 85年)  
許俊雅：《臺灣文學散論》，(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83年) 
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臺北市：國立編譯館，民國 86年) 
陳昭瑛：《臺灣詩選注》，(臺北市：正中書局，民國 85年)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文學界雜誌社，民國 76年) 
廖雪蘭：《臺灣詩史》，(臺北市：文史哲，民國 88年) 
劉登翰：《臺灣文學史》，(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年) 
龔顯宗：《臺灣文學研究》，(臺北市：五南圖書，民國 87年) 
龔顯宗：《臺灣文學家列傳》，(臺北市：五南圖書，民國 89年) 
 

    （二）臺灣古典詩歌學位論文（依時間先後） 
林文仁：《連雅堂的生平及著作》，（台大史研碩，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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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銘水：《日據初期重要的臺灣詩人》，（東海中研碩，1961）  

王文顏：《臺灣詩社之研究》，（政大中研碩，1979）  
周滿枝：《清代臺灣流寓詩人及其詩之研究》，（政大中研碩，1980）  
廖雪蘭：《臺灣詩史》，（文化中研博，1981）  
陳美妃：《日據時期臺灣漢語文學析論》，（輔大中研碩，1982）  
施懿琳：《日據時期鹿港民族正氣詩歌研究》，（師大國研碩，1986） 
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東海史研碩，1986）  
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之抗日精神—光緒二十一年∼民國三十四之古典詩歌》，（師

大中研碩，1987）  
徐慧鈺：《林占梅先生年譜》，（政大中研碩，1990）  

施懿琳：《清代臺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師大國研博，1991）  
陳丹馨：《光復前臺灣重要詩社作家作品研究》，（東吳中研碩，1991）  
翁聖峰：《清代臺灣竹枝詞》，（淡江中研碩，1992）  
張翠蘭：《連雅堂學述》，（政大中研碩，1992）  

徐肇誠：《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研究》，（成大歷史語研所，1993 ） 

程玉凰：《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中正中研博，1995）  
謝志賜：《道咸同時期淡水廳文人及其詩文研究：以鄭用錫、陳維英、林占梅為

對象》（臺師大國研碩，1995）  
廖振富：《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臺師大國研博，1996） 
吳毓琪：《台灣南社研究》，（成大中研碩，1998）  
林煜真：《沈光文及其文學研究》，（中山中研碩，1998）  

黃美玲：《連雅堂文學研究》，（中山中研碩，1999）  
黃美娥：《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輔大中研博，1999 ） 
楊明珠：《許南英及其詩詞研究》，（文化中研碩，1999）  

潘進福：《吳濁流的詩論與詩歌》，（政大中研碩，1999）  
宋南萱：《台灣八景從清代到日據時期的轉變》，（中央藝研碩，2000）  

林淑慧：《黃叔璥及其《臺海使槎錄》研究》，（師大國研碩，2000 ） 
邱靖桑：《洪棄生社會詩研究》，（靜宜中研碩，2000）  
張作珍：《北港地區傳統詩社研究》，（南華文學研碩，2000）  
陳虹如：《郁永河《稗海記遊》研究》，（師大國研碩，2000）  
陳淑娟：《賴和漢詩的主題思想研究》，（靜宜中研碩，2000）  
黃淑華：《劉家謀宦台詩歌研究》，（東吳中研碩，2000）  

劉麗卿：《清代台灣八景與八景詩》，（中興中研碩，2000）  

劉麗珠：《臺灣詩史--洪棄生詩與史研究》，（東海中研碩，2000）  
吳品賢：《日治時期臺灣女性古典詩作研究》，（臺師大國研碩，2001）  
李貞瑤：《陳逢源之漢詩研究》，（成大中研碩，2001）  

翁聖峰：《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輔大中研博，2001 ） 

陳建忠：《書寫臺灣˙臺灣書寫：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清大中研博，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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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寶琴：《《海音詩》俗語、典故之分析》，（政大中研碩，2001）  
賴筱萍：《許南英及其窺園留草研究》，（逢甲中研碩，2001）  

戴雅芬：《臺灣天然災害類古典詩歌研究----清代至日據時代》，（政大國教碩，

2001）  

蘇秀鈴：《日治時期崇文社研究》，（彰師大國研所碩，2001）  
王俊勝：《清代臺灣鳳山縣詩歌研究》，（文化中研碩，2002）  

 
    （三）期刊論文 
林振宏：〈姚瑩的文彩與風範〉，《台南文化》新 3期，民國 66年 7月。 
施懿琳：〈臺灣古典文學研究現況─以出版專著為對象〉，《台灣文學學報》第 1

期，民國 89年 6月 30日。 
陳萬益：〈現階段區域文學史撰寫的意義和問題〉，《文化、認同、社會變遷：戰

後五十年臺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民國 89年 6月。 
黃美娥：〈一種新史料的發現—談鄭用錫「北郭園詩文鈔」稿本的意義與價值 

《竹塹文獻》第 4期，民國 86年 7月。 
黃美娥：〈中國大陸有關台灣古典文學的研究現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

系第七屆所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民國 87年 5月。 
黃美娥：〈「心遠由來地亦偏，柴桑風格想當年」--竹塹詩人鄭如蘭及其「偏遠堂

吟草」〉，《竹塹文獻》第 13期，民國 88年 11月。 
黃美娥：〈北臺文學之冠—清代竹塹地區的文人及其文學活動〉，《臺灣史研究》5 
        卷 1期，民國 88年 11月。 
黃美娥：〈開啟臺灣文學研究的另一扇窗〉，《文訊月刊》第 174期，民國 89年 4

月。 
黃美娥：〈笑看人生麗句寫愁—清代竹塹地區流寓文人查元鼎及其詩作〉，《竹塹

文獻》第 18期，民國 90年 1月。 
黃美娥：〈北臺灣傳統文學發展概述──清代至日治時代上、下〉，《國文天地》

16卷 9、10期，民國 90年 2、3月。 
黃得時作，葉石濤譯：〈臺灣文學史〉，《文學臺灣》第 21期，民國 86年 1月。 
鄭喜夫：〈清代福建人士與臺灣方志〉，《臺灣風物》20卷 2期，民國 59年 5月。 
薛順雄：〈臺灣傳統漢語舊詩反映本地風土民情略窺〉，《臺灣文學研究專輯》，民        
國 88年 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