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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書目分為專書、單篇論文和學位論文三類；各類別按出版先後順序排列，出
版年月一概以西元紀年。 

一、專書 

（一）朱自清作品 

精讀指導舉隅  朱自清、葉聖陶  上海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47 年 2 月上海初
版 

略讀指導舉隅  朱自清、葉聖陶  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59年 10月修訂台

1版 

朱自清全集（共十二卷）  朱喬森編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8 月 2

版 1刷 

朱自清散文全集（上、中、下）  朱喬森編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6年 8

月 2版 1刷   

   （二）朱自清相關研究 

         朱自清研究  周錦  台北  智燕出版社  1978年 4月初版 

朱自清作品評述  周錦  台北  智燕出版社  1978年 4月初版  

朱自清散文的研究  王寅  台北  智燕出版社  1978年 4月初版 

朱自清作品欣賞  陳孝全、劉泰隆  南寧  廣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 9月 1版 1

刷 

朱自清研究資料  朱金順編  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1 年 9 月 1 版 1

刷 

青青邊愁  余光中  台北  純文學出版社公司  1982年 2月 5版 

現代散文欣賞  鄭明娳  台北  東大圖書公司  1987年 9月 3版 

朱自清散文的語言藝術  蔣蔭楠、嚴迪昌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7

月 1版 1刷 

現代文學縱橫談  蔡清富  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2年 8月 1版 1刷 

散文大師‧朱自清  陳孝全  台北  新潮社文化事業公司  1992年 12月初版 

朱自清散文的寫作藝術  賀大綏、顧聖皓  河南  文心出版社  1993 年 7 月 1

版 1刷 

朱自清散文藝術論  吳周文、張王飛等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4年 7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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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1刷 

朱自清的藝術世界  陳孝全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5年 12月 1版 1刷 

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欣賞叢書 15  陳孝全、劉泰隆編  台北  海風

出版社公司  1996年 9月初版 4刷 

朱自清傳  陳孝全  北京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1996年 12月 1版 6刷 

清靜的熱鬧——白馬湖作家群論  張堂錡  台北  東大圖書公司  1999年 11月

初版 

完美的人格——朱自清  姜建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2001年 6月初版    

   （三）修辭學 

修辭學  黃慶萱  台北  三民書局公司  1979年 12月 3版 

字句鍛鍊法（增訂本）  黃永武  台北  洪範書局  1986年 11月 5版 

文學和語文裏的修辭  楊子嬰、孫芳銘、王宜早   香港  麥克米倫出版公司  

1987年初版 

修辭學發凡  陳望道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89年 1月再版 

中國修辭學史  鄭子瑜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90年 2月初版 

語法與修辭（下）  劉蘭英、孫全洲編  台北  新學識文教出版中心  1990年 1

月 

表達的藝術——修辭二十五講  蔡謀芳  台北  三民書局公司  1990年 12月 

修辭散步  張春榮  台北  東大圖書公司  1991年 9月 

文心雕龍讀本  王更生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91年 9月初版四刷 

修辭方法析論  沈謙  台北  宏翰出版社  1992年 3月 

陳騤《文則》新論  蔡師宗陽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93年 3月初版 

一把文學的梯子  張春榮  台北  爾雅出版社  1993年 7月初版 

修辭學概要  崔紹範  呼和浩特  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1993年 8月 1版 1刷 

現代漢語修辭學  黎運漢、張維耿  台北  書林出版公司  1994 年 2 月 1 版 2

刷 

作文教學指導  陳師滿銘  台北  萬卷樓圖書公司  1994年 10月 

修辭析論  董季棠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94年 10月增訂再版 

現代修辭學（修訂版）  駱小所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1995年 11月 2版 2

刷 

學林尋幽  黃慶萱  台北  東大圖書公司  1995年 3月 

文心雕龍讀本  劉勰著、王更生注譯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95年 10月初版

5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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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修辭格大辭典  唐松波、黃建霖主編  台北  建宏出版社  1996 年 1 月初

版 2刷 

修辭行旅  張春榮  台北  東大圖書公司  1996年 1月 

修辭通鑑  成偉鈞、唐仲揚等主編  台北  建宏出版社  1996年 1月初版 1刷 

漢語修辭藝術大辭典  楊春霖、劉帆主編  西安  陜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8

月 1版 2刷 

修辭學  沈謙  台北  國立空中大學  1996年 11月修訂版 2刷 

修辭萬花筒  張春榮  台北  駱駝出版社  1998年 10月 1版 2刷 

文心雕龍與現代修辭學  沈謙  台北  益智書局  1990年 6月 

文法修辭學  黃省三  台北  萬卷樓圖書公司    1999年 7月初版 

現代實用修辭學  杜淑貞  高雄  復文圖書出版社  2000年 3月初版 1刷 

實用修辭學  黃師麗貞  台北  國家出版社  2000年 4月初版 2刷 

文法與修辭（下）  蔡師宗陽  台北  三民書局公司  2001年 1月初版 1刷 

文心雕龍探頤  蔡師宗陽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2001年 2月 

修辭學探微  蔡師宗陽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2001年 4月初版 

應用修辭學  蔡師宗陽  台北  萬卷樓圖書公司  2001年 5月初版 

辭格比較概述  蔡謀芳  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2001年 8月 

修辭新思維  張春榮  台北  萬卷樓圖書公司  2001年 9月初版 

（四）美學、心理學 

1.美學 

美學概論  陳雪帆  台北  文鏡文化公司  1984年 12月重排初版 

中國古代文藝美學範疇  曾祖蔭  台北  文津出版社  1987年 8月 

談美  朱光潛  台北   國文天地雜誌社  1990年 3月初版 

寫作美學  張紅雨  高雄  麗文文化公司  1996年 10月初版 1刷 

語言美學論稿  駱小所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1996年 12月 1版 1刷 

2.心 理 學 

文學心理學  錢谷融、魯樞元主編  台北  新學識文教出版中心  1990 年 9 月

台初版 

寫作心理學  劉雨  高雄  麗文文化公司  1995年 3月初版 

文藝心理學  朱光潛  台北  台灣開明書局  未註明出版年月 

修辭心理學  吳禮權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2年 1月 1版 1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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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中國新文學大系  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  1968年 

顏氏家訓  顏之推撰、趙曦明注、盧文弨補注  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公司  

1968年 3月台 1版 

宋書  沈約撰、楊家駱主編  台北  鼎文書局  1975年 6月初版 

人間詞話  王國維  台北  天工書局  1980年 3月再版 

魯迅全集  魯迅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年 

文賦譯注  張懷瑾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4年 1月 1版 1刷 

中國現代文論選（第一冊）  王永生主編  貴陽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2

月 1版 2刷 

陸機文賦校釋  楊牧  台北  洪範書店公司  1985年 4月 

篇章結構類型論  仇小屏  台北  萬卷樓圖書公司  2000年 2月初版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  錢理群、溫儒敏等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年 7月 1版 7刷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  朱棟霖、丁帆等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2000 年 9 月初

版 

二、單篇論文 

    朱自清先生傳略  浦江清  文學雜誌第 3卷第 5期  1948年 10月 
     朱自清散文的藝術特色   李朝正   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 期  

1978年 4月 

論朱自清的散文創作  陳孝全  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第 4期  1979年 

論朱自清的散文藝術  吳周文  文學評論第 1期  1980年 

朱自清散文藝術談  諸孝正  華南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  1980

年 

談朱自清散文的語言藝術  柴春華  鄭州大學學報第 4期  1980年 

朱自清散文的語言特色  蕭鄉  文獻第 10期  1981年 10月 

論朱自清散文語言的藝術美  胡范鑄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第 5期  1981年 

淺談朱自清散文的疊詞運用   吳岫光  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2 期  

1987年 2 月 

純樸、自然、清新洗鍊的口語化文風——我們向朱自清散文語言學習什麼  常敬

宇  語文建設（原名《文字改革》）總第 8期  1987年 2月  

建國前朱自清研究述評  姜建  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  

1989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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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以來朱自清研究述評  姜建  文學評論第 2期  1989年 2月 

朱自清散文的語言美  林運來  中學語文教學第 143期  1991年 5月 

朱自清的人生之路與文學貢獻  邢富君  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4 期  

1991年 

詩教理想與人格理想的互融  吳周文  文學評論第 3期  1993年 

淺談朱自清散文的疊字藝術  劉伯毅  語文月刊第 3期  1993年 

朱自清的散文世界  陳孝全  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複印報刊）第 6期  1994

年 6月 

清新秀美  莊重自然——談朱自清散文中比喻的女性喻體   朱思定  語文月刊

第 150期  1994年 9月 
「修辭格」的辨析原則與命題技巧  蔡師宗陽  中等教育第 45卷第 6期  1994
年 12月 

試論朱自清散文的語言藝術  高衛國  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  1994年 

感性與個體性：朱自清藝術語言的精魂  張王飛  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第 1期  1994年 

朱自清散文的藝術想像  陳孝全  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5 期  1995

年 5月 

遊記與說明的巧妙融合  孫桂芬  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第 4 期（總第 43 期）  

1995年 

女性：朱自清文學創作的母題  沈愛明  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複印報刊）第

1期  1996年 2月 

朱自清的人生追求和散文境界  孫桂芬  求是學刊第 111期  1996年 2月 

朱自清散文「以文作畫」的藝術  陳孝全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3期（總第 125期）  1996年 3月 

論朱自清的「意在表現自己」  林興仁  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第 5 期  1997 年 3

月 

試論朱自清散文的藝術變形美  朱學忠、朱雪里  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37卷第 5期  1997年 9月  

朱自清的比喻理論  宗廷虎  中國語文第 81卷第 3期（總第 483期）  1997年

9月 

論朱自清的散文創作  陳孝全  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第 15 卷第 4 期  1997 年 11

月 

朱自清散文藝術中的抒情的特色  古建超  惠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

期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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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朱自清散文語言中的「通感」藝術  鄭建華  鹽城師專學報第 3 期  1997

年 

也談朱自清散文的審美藝術  馮振亳、黃志武  廣東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3期（總第 41期）  1997年 

率真的情  諧和的美——朱自清對中國現代散文藝術的探索與貢獻  西南民族

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0卷第 2期  1999年 3月  

鼻裏聞聲，耳中見色——淺談通感的心理機制  史瓊  修辭學習第 5 期（總第

95期）  1999年   

淺析朱自清散文的美育因素  呂關鍵  曲靖師專學報第 18卷第 2期  1999年 

清新雋永  畫意詩情——論朱自清寫景散文的藝術特色  許晶  新疆石油教育

學院學報第 5卷第 6期（總第 30期）  2000年 2月  

放開眼光看世界，拋卻舊我換新聲——談朱自清歐遊二記中的「我」  李明  衡

陽醫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卷第 1期  2000年 3月 

此曲只應天上有——淺談朱自清寫景抒情  夏敏  寧波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12

卷第 1期  2000年 3月 

比喻修辭的審美性  章向東  語文教學與研究第 42期  2000年 11月 

朱自清作品研究述評  郁松華  學林縱橫第 4期  2000年 

朱自清散文語言的詩意美  戴永課  長沙大學學報第 15 卷第 1 期   2001 年 3

月 

論朱自清雅俗共賞的文辭觀  侯迎華  洛陽師範學院學報第 4期  2001年 4月 

淺析朱自清散文的意境創造  安阜森、劉平  泰安師專學報第 24 卷 1期  2002

年 1月 

三、學位論文 

      朱自清研究  何永泰  香港私立能仁書院中文所碩士論文  1983年 8月 

朱自清及其散文  許琇禎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研所碩士論文  1990年 5月 

朱自清散文研究  陳婉霞  香港私立珠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1991年 6月 

修辭心理與美感之探析——以夸飾、譬喻為例  賴玫怡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研

所碩士論文  2000年 6月 

楚辭修辭藝術探微  林佳樺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研所碩士論文  2001年 3月 

莊子內篇修辭探賾  林文淑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研所碩士論文  2001年 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