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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一、詞曲類著錄書作家、著作、及他部類著作一覽表 

 

作家 詞（曲）類著作 其他部類著作 

著作 部類 

晏殊 珠玉詞（5-280） 類要（3-890） 類書存一 

  晏元獻餘文（4-97） 別集五 

柳永 樂章集（5-281）   

張先 安陸集（5-282）   

歐陽脩 六一詞（5-281） 毛詩本義（1-325） 詩一 

  新唐書（2-31） 正史二 

  新五代史記（2-34） 正史二 

  集古錄（2-768） 目錄二 

  洛陽牡丹記（3-505） 譜錄 

  試筆（3-735） 雜家存四 

  歸田錄（3-958） 小說一 

  文忠集附錄（4-131） 別集六 

  歐陽文粹（4-132） 別集六 

  居士集（4-617） 別集存一 

  歐陽遺粹（4-617） 別集存一 

  六一詩話（5-220） 詩文評一 

蘇軾 東坡詞（5-283） 東坡易傳（1-65） 易二 

  東坡書傳（1-255） 書一 

  歷代地理指掌圖（2-544） 地理存一 

  蘇沈良方（3-209） 醫家一 

  仇池筆記（3-607） 雜家四 

  東坡志林（3-607） 雜家四 

  東坡全集（4-137） 別集七 

  東坡詩集註（4-138） 別集七 

  施注蘇詩（4-139） 別集七 

  補注東坡編年詩（4-140） 別集七 

  東坡外集（4-617） 別集存一 

  黃樓集（4-618） 別集存一 

  東坡守膠西集（4-619） 別集存一 

  蘇文奇賞（4-619） 別集存一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3

  東坡禪喜集（4-619） 別集存一 

  東坡養生集（4-619） 別集存一 

黃庭堅 山古詞（5-284） 山谷內集、外集、別集、

詞、簡尺（4-142） 

別集七 

  山谷內集注、外集注、別

集注（4-143） 

別集七 

  山谷刀筆（4-620） 別集存一 

  精華錄（4-620） 別集存一 

  山谷禪喜集（4-622） 別集存一 

秦觀 淮海詞（5-285） 淮海集、後集、長短句

（4-147） 

別集七 

程垓 書舟詞（5-285）   

晏幾道 小山詞（5-286）   

晁補之 晁無咎詞（5-286） 雞肋集（4-156） 別集七 

李之儀 姑溪詞（5-287） 姑溪居士前集、後集 別集八 

毛滂 東堂詞（5-288） 東堂集（4-171） 別集八 

謝逸 溪堂詞（5-287） 溪堂集（4-166） 別集八 

周邦彥 片玉詞（5-288）   

王安中 初寮詞（5-289） 初寮集（4-180） 別集九 

蔡伸 友古詞（5-290）   

方千里 和清真詞（5-591）   

呂濱老 聖求詞（5-290）   

葉夢得 石林詞（5-291） 春秋考（1-545） 春秋二 

  春秋傳（1-545） 春秋二 

  春秋讌（5-546） 春秋二 

  石林讌語（3-616） 雜家五 

  避暑錄話（3-617） 雜家五 

  巖下放言（3-617） 雜家五 

  石林居士建康集（4-189） 別集九 

  北山律式（4-624） 別集存一 

  石林詩話（5-226） 詩文評一 

李彌遜 筠溪樂府（5-293） 筠溪集（4-191） 別集九 

葛勝仲 丹陽詞（5-292） 丹陽集（4-183） 別集九 

趙師使 坦庵詞（5-293）   

向子諲 酒邊詞（5-294）   

陳與義 無住詞（5-294） 法帖釋文刊誤（3-423） 藝術一 

  簡齋集（4-189） 別集九 

周紫芝 竹坡詞（5-295） 太倉稊米集（4-228） 別集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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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坡詩話（5-233） 詩文評一 

李清照 漱玉詞（5-295）   

張元幹 蘆川詞（5-296） 蘆川歸來集、附錄（4-214） 別集一一 

  別本蘆川歸來集（4-625） 別集存一 

韓玉 東浦詞（5-297）   

侯寘 孏窟詞（5-298）   

揚無咎 逃禪詞（5-298）   

張孝祥 于湖詞（5-299） 于湖集（4-228） 別集一一 

曾覿 海野詞（5-299）   

王千秋 審齋詞（5-300）   

趙彥端 介菴詞（5-300）   

葛立方 歸愚詞（5-301） 韻語陽秋（5-229） 詩文評一 

沈端節 克齋詞（5-301）   

辛棄疾 稼軒詞（5-302） 南渡錄（2-169） 雜史存一 

  竊憤錄（2-169） 雜史存一 

  繠閣集（4-626） 別集存一 

陳亮 龍川詞（5-302） 三國紀年（2-825） 史評存一 

  歐陽文粹（4-133） 別集六 

  龍川文集（4-285） 別集一五 

楊炎正 西樵語業（5-303）   

陸游 放翁詞（5-304） 入蜀記（2-303） 傳記二 

  南唐書（2-435） 載記 

  天彭牡丹譜（3-532） 譜錄存 

  老學菴筆記、續筆記

（3-628） 

雜家五 

  劍南詩稿（4-261） 別集一三 

  渭南文集、逸稿（4-262） 別集一三 

  放翁詩選前集、後集、別

集（4-263） 

別集一三 

毛并 樵隱詞（5-303）   

黃公度 知稼翁詞（5-304） 知稼翁集（4-223） 別集一一 

盧祖皐 蒲江詞（5-305）   

洪咨夔 平齋詞（5-305） 春秋說（1-556） 春秋二 

  平齋文集（4-290） 別集一五 

姜夔 白石道人歌曲（5-306） 絳帖平（2-773） 目錄二 

  續書譜（3-435） 藝術一 

  白石詩集、詩說（4-289） 別集一五 

吳文英 夢窗橐（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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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長卿 惜香樂府（5-309）   

劉過 龍洲詞（5-310） 龍洲集、附錄（4-286） 別集一五 

高觀國 竹烏癡語（5-311）   

黃機 竹齋詩餘（5-312）   

史達祖 梅溪集（5-313）   

戴復古 石屏詞（5-314） 石屏新語（3-790） 雜家存八 

  石屏集（4-270） 別集一四 

黃昇 散花菴詞（5-313）   

 花菴詞選（5-319）   

朱淑真 斷腸詞（5-315） 斷腸集（4-631） 別集存一 

張炎 山中白雲詞（5-311）   

蔣捷 竹山詞（5-312）   

白樸 天籟集（5-315）   

張翥 蛻巖詞（5-316） 蛻菴集（4-418） 別集二○ 

曹貞吉 珂雪詞（5-316） 珂雪詩（4-891） 別集存一○ 

趙崇祚 花間集（5-317）   

不著編輯 尊前集（5-318）   

黃大輿 梅苑（5-318）   

曾慥 樂府雅集（5-319） 類說（3-662） 雜家七 

  高齋漫錄（3-974） 小說二 

不著編輯 類編草堂詩餘（5-319）   

周密 絕妙好詞箋（5-320） 武林舊事（2-522） 地理三 

  志雅堂雜鈔（3-739） 雜家存四 

  齊東野語（3-634） 雜家五 

  雲烟過眼錄、續錄（3-656） 雜家七 

  澄懷錄（3-790） 雜家存八 

  癸辛雜識前集、後集、續

集、別集（3-983） 

小說二 

  浩然齋雅談（5-240） 詩文評一 

不著編輯 樂府補題（5-321）   

陳耀文 花草粹編（5-321） 經典稽疑（1-672） 經總義 

  正陽（3-584） 雜家三 

  學林就正（3-727） 雜家存三 

  學圃藼蘇（3-798） 雜家存八 

  天中記（3-878） 類書二 

聖祖御定 御定歷代詩餘（5-321）   

朱彝尊 詞綜（5-322） 經義攷（2-766） 目錄一 

  韻粹 類書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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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曝書亭集、附錄（4-587） 別集二六 

  竹坨文類 別集存一○ 

  明詩綜（5-105） 總集五 

  洛如師鈔（5-201） 總集存四 

孫默 十五家詞（5-322）   

王灼 碧雞漫志（5-323） 糖霜譜（3-504） 詞譜 

沈義父 沈氏樂府指迷（5-324）   

陳霆 渚山堂詞話（5-325） 唐餘紀傳（2-440） 載記存 

  兩山墨談（3-723） 雜家存三 

  山堂瑣語（3-743） 雜家存四 

  水南稿（4-689） 別集存三 

  渚山堂詩話（5-265） 詩文評存 

毛奇齡 詞話（5-325） 仲氏易（1-135） 易六 

  推易始末（1-136） 易六 

  春秋占筮書（1-136） 易六 

  易小帖（1-136） 易六 

  河南洛圖原舛編（1-221） 易存三 

  古文尚書冤詞（1-282） 書二 

  尚書廣聽錄（1-284） 書二 

  舜典補亡（1-312） 書存二 

  毛詩寫官記（1-351） 詩二 

  詩札（1-352） 詩二 

  詩傳詩說駁義（1-352） 詩二 

  續詩傳鳥名（1-352） 詩二 

  白鷺洲主客說詩（1-379） 詩存二 

  國風省篇（1-380） 詩存二 

  郊社禘給問（1-454） 禮四 

  辨定祭禮通俗譜（1-462） 禮四 

  周禮問（1-473） 禮存一 

  喪禮吾說篇（1-481） 禮存一 

  曾子問講錄（1-496） 禮存二 

  昏禮辨正（1-512） 禮存三 

  廟制折衷（1-512） 禮存三 

  大小宗通繹（1-513） 禮存三 

  學校問（1-514） 禮存三 

  明堂問（1-514） 禮存三 

  春秋毛氏傳（1-587） 春秋四 

  春秋簡書刊誤（1-588） 春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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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屬辭比事記（1-589） 春秋四 

  春秋條貫篇（1-628） 春秋存二 

  孝經問（1-653） 孝經 

  經問、經問補（1-674） 經總義 

  論語稽求篇（1-740） 四書二 

  四書賸言、補（1-740） 四書二 

  大學證文（1-741） 四書二 

  四書索解（1-764） 四書存 

  大學知本圖說（1-764） 四書存 

  大學問（1-764） 四書存 

  中庸說（1-765） 四書存 

  逸講箋（1-765） 四書存 

  聖諭樂本解說（1-792） 樂 

  竟山樂錄（1-793） 樂 

  皇言定聲錄（1-793） 樂 

  古今通韻（1-886） 小學三 

  易韻（1-887） 小學三 

  越語肯綮錄（1-892） 小學存一 

  韻學要指（1-936） 小學存二 

  武宗外記（2-214） 雜史存三 

  後鑒錄（2-215） 雜史存三 

  王文成集傳本（2-338） 傳記存二 

  勝朝彤史拾遺記（2-389） 傳記存五 

  何御史孝子嗣主復位錄

（2-408） 

傳記存六 

  杭志三詰三誤辨（2-571） 地理存三 

  蕭山縣志刊誤 地理存三 

  湘湖水利志（2-587） 地理存四 

  蠻司合志（2-593） 地理存四 

  北郊配位議（2-712） 政書存一 

  制科雜錄（2-736） 政書存一 

  太極圖說遺議（3-134） 儒家存三 

  觀石後錄（3-526） 譜錄存 

  天問補註（4-9） 楚辭存 

  西河文集（4-590） 別集二六 

  詩話（5-275） 詩文評存 

徐釚 詞苑叢談（5-326）   

聖祖御定 欽定詞譜（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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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樹 詞律（5-327） 璇璣碎錦（4-889） 別集存一○ 

沈德符 顧曲雜言（5-328） 秦璽始末（2-733） 政書存一 

  飛鳧語略（3-785） 雜家存七 

  敝帚軒剩語、補遺

（3-1052） 

小說存二 

聖祖御定 欽定曲譜（5-328）   

周德清 中原音韻（5-329）   

 

二、詞曲類存目書作家、著作、及他部類著作一覽表 

 

作家 詞（曲）類著作 其他部類著作 

著作 部類 

杜世安 壽域詞（5-331）   

陳師道 後山詞（5-332） 後山談叢（3-961） 小說一 

  後山集（4-144） 別集七 

  後山詩注（4-145） 別集七 

  后山詩集（4-622） 別集存一 

  後山詩話（5-221） 詩文評一 

盧炳 哄堂詞（5-332）   

周必大 近體樂府（5-332） 玉堂雜記（2-654） 職官 

  唐昌玉繠辨證（3-532） 譜錄存 

  文忠集、附錄（4-132） 別集六 

  文忠集（4-235） 別集一二 

  二老堂詩話（5-324） 詩文評一 

石孝友 金谷遺音（5-333）   

姜夔 白石詞集（5-333）   

 別本白石詞（5-333）   

李昴英 文溪詞（5-334） 文溪存稿（4-310） 別集一七 

洪瑹 空同詞（5-334）   

程珌 洺水詞（5-334） 洺水集（4-285） 別集一五 

林正大 風雅遺音（5-335）   

劉克莊 後村別調（5-335） 後村集（4-307） 別集一六 

  後村詩話前集、後集、續

集、新集（5-236） 

詩文評一 

張榘 芸窗詞（5-335）   

吳琯 蕉窗蒠隱詞（5-336）   

宋伯仁 煙波漁隱詞（5-335） 西  集（4-318） 別集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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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佑 樂府遺音（5-336） 四時宜忌（2-447） 時令存 

  歸田詩話（5-263） 詩文評存 

吳子孝 玉霄仙明珠（5-336）   

施紹莘 花影集（5-336）   

余光耿 蓼花詞（5-336） 一溉堂詩集（4-888） 別集存一○ 

陸次雲 玉山詞（5-336） 湖壖雜記（2-632） 地理存六 

  八紘譯史、紀餘（2-647） 地理存七 

  八紘荒史（2-648） 地理存七 

  峝谿纖志、志餘（2-648） 地理存七 

  尚論持平（3-774） 雜家存六 

  析疑待正（3-774） 雜家存六 

  事文標異（3-774） 雜家存六 

  澄江集（4-886） 別集存九 

  北墅緒言（4-886） 別集存九 

王士錄 炊聞詞（5-337） 讀史蒙拾（2-422） 史鈔存 

  焦山古鼎考（3-519） 譜錄存 

  司勳五種集（4-867） 別集存九 

  然脂集例（5-276） 詩文評存 

曹亮武 南耕詞（5-337） 南耕草堂詩稿（4-845） 別集存八 

 歲寒詞（5-337）   

邵璸 情田詞（5-337）   

范青 澹秋容軒詞（5-337） 筠谿集（4-855） 別集存八 

范纘 四香樓鈔（5-337） 四香樓集（4-914） 別集存一一 

汪莘 方壺詞（5-338） 方壺存稿（4-299） 別集一六 

彭致中 鳴鶴餘音（5-338）   

楊慎 詞林萬選（5-338） 檀弓叢訓（1-486） 禮存二 

  奇字韻（1-853） 小學二 

  古音駢字（1-854） 小學二 

  古音叢目（1-876） 小學三 

  古音獵要（1-876） 小學三 

  古音餘（1-876） 小學三 

  古音附錄（1-876） 小學三 

  古音略例（1-877） 小學三 

  轉注古音略（1-878） 小學三 

  石鼓文音釋、附錄（1-897） 小學存一 

  六書索隱（1-898） 小學存一 

  經子難字（1-898） 小學存一 

  韻經（1-917） 小學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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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程記（2-402） 傳記存六 

  滇載記（2-442） 載記存 

  南詔野史（2-444） 載記存 

  水經注碑目（2-798） 目錄存 

  墨池璅錄（3-443） 藝術二 

  異魚圖贊（3-515） 譜錄 

  丹鉛餘錄、續錄、摘錄、

總錄（3-582） 

雜家三 

  譚苑醍醐（3-582） 雜家三 

  謝華啟秀（3-903） 類書存一 

  均藻（3-904） 類書存一 

  哲匠金桴（3-904） 類書存一 

  可知編（3-904） 類書存一 

  廣夷堅志（3-1047） 小說存二 

  古今諺（3-1060） 小說存二 

  古今風謠（3-1060） 小說存二 

  升庵集（4-539） 別集二五 

  金石古文（5-139） 總集存二 

  古雋（5-139） 總集存二 

  風雅逸篇（5-140） 總集存二 

  翰苑瓊琚（5-140） 總集存二 

  三蘇文範（5-140） 總集存二 

  詩話補遺（5-247） 詩文評二 

董逢元 唐詞紀（5-339）   

毛晉 宋名家詞（5-339） 毛詩陸疏廣要（1-324） 詩一 

  蘇米志林（2-333） 傳記存二 

  香國（3-525） 譜錄存 

  津逮秘書（3-838） 雜家存一一 

  三家宮詞（5-89） 總集四 

  二家宮詞（5-90） 總集四 

  元四家詩（5-184） 總集存三 

王象晉 秦張詩餘合璧（5-340） 羣芳譜（3-535） 譜錄存 

  清寤齋欣賞編（3-808） 雜家存九 

  翦桐載筆（3-1034） 小說存一 

朱鶴齡 群賢梅苑（5-340） 尚書埤傳（1-284） 書二 

  禹貢長箋（1-285） 書二 

  詩經通義（1-350） 詩二 

  讀左日鈔、補（1-586） 春秋四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1

  李義山詩注、附錄（4-71） 別集四 

  愚菴小集（4-588） 別集二六 

吳綺 選聲集（5-340） 嶺南風物紀（2-526） 地理三 

 詞韻簡（5-340） 林蕙堂集（4-584） 別集二六 

  宋金元詩永、補遺（5-193） 總集存四 

陳澍 蕉雨軒詩餘（5-340）   

吳淇 粵風續（5-340）   

佟世南 東白堂詞選初集（5-341）   

聶先 名家詞鈔（5-341）   

周銘 林下詞選（5-341）   

不著編輯 浙西六家詞（5-341）   

張炎 樂府指迷（5-341）   

陸輔之 詞旨（5-342）   

沈雄 古今詞話（5-342）   

王又華 古今詞論（5-342）   

毛先舒 填詞名解（5-343） 聲韻叢說、韻問（1-932） 小學存二 

 南曲入聲客問（5-347） 韻學通指（1-932） 小學存二 

  韻白（1-933） 小學存二 

  南唐拾遺記（2-444） 載記存 

  格物問答（3-713） 雜家存二 

  螺峰說錄（3-713） 雜家存二 

  聖學真語（3-714） 雜家存二 

  匡林（3-771） 雜家存六 

  潠書（4-852） 別集存八 

  思古堂集（4-853） 別集存八 

  東苑文鈔、詩鈔（4-853） 別集存八 

  小匡文鈔（4-853） 別集存八 

  蕊雲集、晚唱（4-853） 別集存八 

  詩辨坻 詩文評存 

張綖 詩餘圖譜（5-343） 杜詩通、本義（4-608） 別集存一 

  南湖詩集（4-704） 別集存三 

程明善 嘯餘譜（5-343）   

賴以邠 填詞圖譜（5-344）   

仲恆 詞韻（5-344）   

查繼超 詞學全書（5-345）   

張可久 張小山小令（5-345）   

王九思 碧山樂府（5-345） 渼陂集、續集（4-685） 別集存三 

楊朝英 朝野新聲太平樂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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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6） 

涵虛子 詞品（5-346）   

海西廣氏 雍熙樂府（5-346）   

沈寵綏 度曲須知（5-346）   

 絃索辨訛（5-346）   

王權 瓊林雅韻（5-3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