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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書目  

一、專書  

《花間集》 後蜀趙崇祚輯，楊家駱主編 台北 鼎文書局 民國六十三年 

《花間集評注》 李冰若 上海 開明書店 民國二十四年 

《花間集》評點校注 蕭繼宗 台北 學生書局 民國六十六年 

《花間集校》 李一氓 台北 源流出版社 民國七十一年 

《花間集注釋》 李誼 四川 文藝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 

《花間集等三種》 楊家駱 台北 世界書局 民國八十一年 

《花間集新注》 沈祥源、傅生文 江西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 

《新譯花間集》 朱恆夫 台北 三民書局 民國八十七年 

《花間詞論集》 張以仁 台北 中研院文哲所 民國八十五年 

《花間詞研究》 高鋒 江蘇古籍出版社 二○○一年 

《花間詞藝術》 艾治平 上海 學林出版社 二○○一年 

《全唐五代詞》 張璋、黃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民國七十五年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 俞陛雲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民國七十七年 

《唐五代詞研究》 陳師弘治 台北 文津出版社 民國七十四年 

《唐五代詞之地域發展》 蕭國鈞 香港 香港詞曲協會 民國五十九年 

《唐五代詞選》 黃進德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一年 

《唐五代詞評析》 徐育民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 

《唐五代詞詳析》 汪志勇 台北 華正書局 民國七十一年 

《唐五代詞選》 喬力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二○○○年 

《唐宋名家詞選》 龍沐勛 台北 開明書店 民國六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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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詞名作析評》 陳師弘治  台北 文津出版社 民國七十七年 

《全唐五代詞彙編》 楊家駱 台北 世界書局 民國四十八年 

《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 羅宗強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 

《唐五代詞史論稿》 劉尊明 北京 文化藝術出版社 二○○○年   

《唐宋詞通論》 吳熊和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 

《唐宋詞風格論》 楊海明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 

《唐宋詞論稿》 楊海明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 

《唐宋詞分類鑑賞辭典》 張秉戍 北京 中國旅遊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 

《御製詞譜》 清 王奕清 台北 洪氏出版社 民國五十九年 

《詞牌彙釋》 聞汝賢 自印本 民國五十二年 

《詞 律》  清 萬樹 台灣 中華書局 民國五十五年 

《詞律探原》  張夢機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民國七十年 

《詞學研究書目》 黃文吉 台北 文津出版社 民國八十二年 

《詞學研究》 胡雲翼 台北 信誼書局 民國六十七年 

《詞話叢編》  唐規璋 台北 廣文書局 民國五十九年 

《蕙風詞話》 況周頤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六○年 

《餐櫻廡詞話》 況周頤 台北 廣文書局 民國七十五年 

《詹安泰詞學論稿》 詹安泰 廣東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 

《迦陵論詞叢稿》 葉嘉瑩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年 

《詞中的感受境界》 陳永崎 台北 春雷出版社 民國七十一年 

《唐宋詞美學》 楊海明 江蘇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 

《詞的審美特性》 孫立 台北 文津出版社 民國八十四年 

《唐宋詞鑑賞通論》 李若鶯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 

《北夢瑣言》 北宋孫光憲 台北 源流出版社 民國七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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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源》 清沈德潛 台北 眾文圖書公司 民國六十四年 

《樂府詩集》 宋郭茂倩 台北 里仁書局 民國七十年 

《六朝樂府與民歌》 王運熙 台北 新文豐出版社 民國七十一年 

《詩經的文化闡釋－中國詩歌的發生研究》 葉舒憲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三

年 

《詩經通釋》 王靜芝 台北 輔仁大學文學院叢書 大江印刷廠 民國六十七年 

《插圖本中國文學史》 鄭振鐸 台北 盤庚出版社 民國六十七年 

《增訂中國文學史初稿》 黃錦鋐等合著 台北 福記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民國七

十二年 

《中國文學發展史》 劉大杰 台北 華正書局 民國七十五年 

《歷代田園漁樵詩》 楊蕭 北京 華夏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 

《花香鳥語詩詞集錦．孔雀開屏》王愷 江蘇古籍出版社 二○○○年 

《古巫醫與六詩考》 周策縱 台北 聯經出版社 民國七十五年 

《吳歌》 顧頡剛等輯 南京 江蘇古籍 一九九九年 

《唐代民俗和民俗詩》 何立智等選注 北京語文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 

《中國古代飲食》 王子輝、王明德 博遠出版社 民國七十八年二月 

《古典詩詞探幽》 夏紹碩 台北 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民國七十三年 

《唐詩美學》 李浩 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 

《詩美學》 李元洛 台北 東大出版社 一九九○年 

《中國民歌研究》 胡懷琛 香港百靈書局 一九七六年 

《民間文學概論》 鍾敬文 上海文藝出版社 一九八○年 

《悲劇心理學》 朱光潛 《朱光潛全集》第二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 

《滄浪詩話》 嚴羽 台北 廣文書局 民國六十一年 

《歷代詩話續編》 丁保福 台北 木鐸出版社 民國七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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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新語》 屈大均 台灣 學生書局 民國五十七年 

《嶺南雜記》清 吳震方 上海 商務印書館 民國二十五年 

《異物志》 漢 楊孚 上海 商務印書館 民國二十五年 

《佩文韻府》清 張玉書等  台灣 商務印書館 民國五十五年 

《太平御覽》宋 李昉 台北 新興書局 民國四十八年 

《天祿識餘》 清 高士奇 海南 海南出版社 二○○一年 

《山靜居畫論》 清 方薰 收錄於《百部叢書集成》 藝文印書館 民國五十六年 

《丹鉛雜錄》 明 楊慎 台灣 商務印書館 民國四十五年 

《酉陽雜俎》 唐 段成式 台北 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民國七十二年 

《初學記》 唐 徐堅 台北 鼎文出版社 民國六十一年 

《俞平伯全集》 俞平伯 河北 花山文藝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 

《雞肋編》 宋 莊綽 上海 商務印書局 民國二十五年 

二、學位論文  

《花間集之研究》 祁懷美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碩士論文 民國四十八年 

《評述花間集暨其十八作家》 廖雪蘭 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民

國六十七年 

《花間集主題內容與感覺意象之研究》 洪華穗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

論文 民國八十六年 

《花間集的女性形象研究》 賴珮如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民國

八十六年 

《花間集女性敘寫研究》 王怡芬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民國八

十七年 

《唐五代詞研究－以花間、尊前、雲謠三集為範圍》 鄭憲哲 台灣大學中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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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 民國八十二年 

《五代詩詞比較》 李寶玲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民國七十九年 

《吳歌西曲的內容、詞彙及表現手法之研究》 王靖婷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

所 碩士論文 民國七十八年 

《中國文學中「地域觀」的發展：以文人與民歌之關係為主要範圍的探討》 蔡

幸娟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民國九十年 

《詞體起源與唐聲詩關係之研究》 陳枚秀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民國八十八年 

《南北朝民間樂府之研究》 金銀雅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民國

七十三年 

《荊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研究》 王文進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 

民國七十六年 

《杜甫律詩研究》 徐鳳城 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民國七十三年 

三、期刊論文  

〈評述花間及既其十八作家提要〉 廖雪蘭 《華學月刊》八十六期 民國六十八

年二月 

〈花間詞藝術風格析論〉 陳如江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一九九二年二月 

〈花間集中的非情詞〉 張以仁 《文史哲學報》四十八期 民國八十七年六月 

〈論花間集的創作傾向〉 張式銘  《文學遺產》一九八四年一月 

〈花間詞意象運用特點的社會文化學分析〉 王世達、陶亞舒 《成都大學學報》 

一九九一年二月 

〈花間詞人及其作品研究〉 謝武雄 《台中師專學報》七卷 民國六十七年四月 

〈從花間集看晚唐五代詞〉呂景洲 《新亞書院中國文學系年刊》三期 民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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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六月 

〈詞與花間集〉 溫世喬 《台南師專學報》十卷 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 

〈論花間集的月與柳〉 包根弟 《輔仁學誌》十三期 民國七十三年六月 

〈波斯詞人李珣〉 林水豪 《中外文學》十卷三期 民國七十年八月 

〈五代詞人李珣及其詞初探〉 程郁綴 《北京大學學報哲社板》 一九九二年五

期 

〈花間詞人皇甫松〉 張以仁 《文史哲學報》三十九期 民國八十一年 

〈江南風光與故國情懷．試析李珣南鄉子與朱敦儒相見歡〉 王熙元 《國文天

地》五卷四期 民國七十八年九月 

〈濃霧斜陽與暗月．詞的造境和寫境〉 黃志民 《國文天地》四卷一期 民國七

十七年六月 

〈中國詩詞中的顏色應用〉 王碧蘭 《國文天地》六卷二期 民國七十九年七月 

〈色彩詞的構造與變化〉 方祖燊 《中國語文》四十一卷三期 民國六十六年九

月 

〈論詞學之困惑與花間詞之女性敘寫及其影響〉 葉嘉瑩 《中外文學》二十卷

八、九期（一九九二年一、二月） 

〈唐代民間歌謠與敦煌曲子詞探述〉 邱燮友 《中國學術年刊》第一集 民國六

十五年 

〈論五代西蜀詞〉 楊海明 《唐宋文學論叢》第二十一輯 四川大學學報編輯部

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