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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書目 

本文參考書目排列方式說明如下： 
一、專書：依時代先後排列。 

（一）古代典籍：民國以前典籍，以朝代為序。（含近人輯校、點校、校注古籍） 

（二）近人著作：民國以後專書，以出版時間為序。 

 

二、論文：以出版先後排列。 

（一）學位論文：以出版先後排列。 

（二）期刋論文：以出版先後排列。 
 
 

一、專書 

（一）古代典籍 

 

《老子》，余培林註譯：《新譯老子讀本》，臺北：三民書局，1994年。 

《詩經》，《十三經注疏‧詩經》，臺北：藝文印書館，1993年。 

《尚書》，郭建勳：《新譯尚書讀本》，臺北：三民書局，2005年。 

《左傳》，《十三經注疏‧左傳》，臺北：藝文印書館，1993年。 

《周易》，《十三經注疏．周易》，臺北：藝文印書館，1955年。 

《禮記》，《十三經注疏．禮記》，臺北：藝文印書館，1993年。 

《楚辭》，［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北：頂淵文化，2005年。 

［西漢］劉向：《戰國策》，臺北：里仁書局，1982年。 

［西漢］董仲舒：《春秋繁露》收於《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臺北：世界書

局，1987年。 

［西漢］司馬遷：《史記》，［日］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萬卷樓

出版社，1993年。 

［西漢］劉安編：《淮南子》四部備要．子部，臺北：台灣中華書局，1983年。 

［東漢］班固著，顏師古注，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臺北：藝文印書館，1996

年。 

［劉宋］范曄：《後漢書》，楊家駱主編：《新校本後漢書》，臺北：鼎文書局，1981

年。 

［梁］劉勰：《文心雕龍》，楊家駱主編：《文心雕龍校注》，臺北：世界書局，1962

年。 

［梁］蕭統編，李善注：《文選》，臺北：五南圖書公司，1991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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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魏］酈道元著，王國維校：《水經注校》，臺北：新文豐出版社，1987年。 

［北齊］魏收：《魏書》，楊家駱主編：《新校本魏書》，臺北：鼎文書局，1975

年。 
［唐］李延壽：《北史》，北京：中華書局，1974年。 
［唐］李百藥：《北齊書》，臺北：鼎文書局，1975年。 

［唐］魏徵：《隋書》，臺北：鼎文書局，1975年。 

［唐］司空圖，清袁枚撰：《詩品集解續詩品注》，臺北：河洛圖書出版社，1974

年。 

［後晉］劉昫等著：《舊唐書》，楊家駱主編：《新校本舊唐書》，臺北：鼎文書局，

1976年。 

［宋］郭茂倩：《樂府詩集》，臺北：里仁書局，1984年。 

［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浪詩話校釋》，臺北︰里仁書局，1987年。 

［宋］李昉等奉勅編：《文苑英華》，大化書局，1985年。 

［宋］司馬光著，胡三省注，楊家駱主編：《新校資治通鑑注》第 7冊，臺北：

世界書局，1974年。 

［宋］朱熹：《四書集註》，楊亮功、宋天正、毛子水、史次耘註譯：《四書今註

今譯》，臺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年。 

［元］辛文房著，周本淳校正：《唐才子傳校正》，臺北：文津出版社，1988年。 

［明］唐汝詢著，王振漢點校：《唐詩解》，河北：河北大學出版社，2001年。 

［明］胡應麟：《詩藪》，臺北：廣文書局，1973年。 

［明］胡震亨：《唐音癸籤》，臺北，木鐸出版社，1982年。 

［明］高棅：《唐詩品彙》，臺北：學海出版社，1983年。 

［清］曹寅奉編：《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年。 

［清］沈德潛：《清詩別裁》，臺北：商務印書館，1956年。 

［清］沈德潛：《唐詩別裁》，臺北：商務印書館，1956年。 

［清］沈德潛：《古詩源》，臺北：中華書局，1987年。 

［清］王夫之著，丁福保編《清詩話》，明倫出版社，1975年。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年。 

［清］何文煥：《歷代詩話》，臺北：藝文印書館，1991年。 

［清］丁福保：《歷代詩話續編》，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 

［清］劉熙載：《藝概》，臺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年。 

［清］楊倫：《杜詩鏡銓》，臺北：華正書局，1962年。 

［清］仇兆鰲：《杜詩詳註》，臺北：文史哲出版，1976年。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年。 

黃節：《漢魏樂府風箋》，臺北：學生書局，1971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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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人著作 

 

黃麟書：《邊塞研究》，香港：造陽文學社，1979 月。 

黃麟書：《唐代詩人塞防思想》，香港：造陽文學社，1980年。 

李瑋，林綉鳳：《邊城風情》，臺北：號角出版社，1982年。 

蔡英俊：《意象的流變》，臺北：聯經出版社，1982年。 

羅哲文：《長城》，北京：北京出版社，1982年。 

魯歌編著：《歷代歌咏昭君詩詞選注》，長江文藝出版社，1982年。 

王庸：《中國地理學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年。 

王夢鷗：《古典文學論探索》，臺北：正中書局，1984年。 

李旭旦主編：《人文地理學概說》，北京：科學出版，1985年。 

張修蓉：《中唐樂府詩研究》，臺北：文津出版社，1985年。 

蘇文擢：《說詩晬語詮評》，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85年。 

子敏：《長城之旅》，號角出版社，1986年。 

陸思賢：《長城話古》，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年。 

黃永武：《中國詩學》，臺北：巨流圖書公司，1987年。 

洪讚：《唐代戰爭詩研究》，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87年。 

陳鵬翔主編：《主題學研究論文集》，臺北：東大圖書公司，1988年。  

王國良、壽鵬飛編著：《長城研究資料兩種》，臺北：明文書局，1988年。 

楊世鋒、鄭一奇、遲趙俄：《中華民族的象徵－長城》，香港：南澳出版社，1989

年。 

高永全：《中國歷代長城詩選》，北京：中國婦女出版社，1989年。 

范之麟、吳庚舜編：《全唐詩典故辭典》，湖北：辭書出版社，1989年。 

俞長江、侯健主編：《中國歷代詩歌名篇鑒賞辭典》，北京：農村讀物出版社，1989

年。 

王曙：《唐詩故事續集》第一集，臺北：貫雅文化事業公司，1990年。 

王曙：《唐詩故事續集》第四集，臺北：貫雅文化事業公司，1990年。 

劉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臺北：華正書局，1991年。 

張文奎主編：《中國人文地理學》，長春：東北師範大學，1991年。 

許永璋：《杜詩名篇新析》，臺北：天工書局，1991年。 

王鴻蘆選注：《高適岑參詩選》，臺北：遠流出版社，1991年。 

劉哲：《中國歷代長城詩錄》，石家莊：河北美術出版社，1991年。 

陶泰忠、錢鋼、李延國、周濤、劉亞洲：《望長城》，臺北：風雲時代出版有限公

司，1992年。 

松浦友久：《唐詩語匯意象論》，北京：中華書局，1992年。 

羅哲文、劉文淵：《世界奇跡－長城》，北京：文物出版社，1992年。 

馬東田主編：《唐詩分類大辭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2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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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麟書：《秦皇長城考》，臺北：學生書局，1992年。 

禹克坤：《中國詩歌的審美境界》，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年。 

李珍華、傅璇琮著：《河嶽英靈集研究》，北京：中華書局，1992年。 

霍然：《唐代美學思潮》，高雄：麗文文化事業公司，1993年。 

閔宗述、劉紀華、耿湘沅：《歷代詞選注》，臺北：里仁書局，1993年。 

王立：《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臺北：文史哲出版，1994年。 

朱守亮：《詩經評釋》，臺北：台灣學生書局，1994年。 

宋孟寅、董侃：《萬里長城傳說》，臺北：林鬱文化出版社，1994年。 

莊嚴、章鑄《中國詩歌美學史》，長春：吉林大學出版社，1994年。 

馮藝超：《唐詩中和親主題研究》，臺北：天山出版社，1994年。 

許總：《唐詩體派論》，臺北：文津出版社，1994年。 

胡欣、江小群著：《中國地理學史》，臺北：文津出版社，1995年。 

程薔、董乃斌：《唐帝國的精神文明》，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年。 

麻守中，張軍：《歷代旅遊詩文賞析》，臺北：漢藝色研文化事業公司，1996年。 

王令樾：《文選詩部探析》，臺北：國立編譯館，1996年。 

李浩：《唐詩美學》，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年。 

吳相洲：《中唐詩文新變》，臺北：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年。 

歐麗娟：《杜詩意象論》，臺北：里仁書局，1997年。 

劉躍進：《賦到滄桑-中國古典詩歌引論》，北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年。 

游宗蓉：《元明雜劇之比較研究》，臺北：學海出版社，1999年。 

吳彩娥：《王昌齡詩選》，臺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年。 

余恕誠：《唐代風貌及其文化底蘊》，臺北：文津出版社，1999年。 

杜少春：《〈唐〉邊塞詩．豪情詩名篇賞析》，臺北：天際文化事業公司，1999年。 

金釗等選注：《歷朝感時抒懷詩》，北京：華夏出版社，1999年。 

蕭漾選注：《歷朝山水風光詩》，北京：華夏出版社，1999年。 

張文立：《秦始皇評傳》，臺北：里仁書局，2000年。 

蘇珊玉：《盛唐邊塞詩的審美特質》，臺北：文津出版社，2000年。 

張福慶：《唐詩美學探索》，北京：新華書店，2000年。 

王文進：《南朝邊塞詩新論》，臺北：里仁書局，2000年。 

李守中：《長城》，臺北：遠流出版社，2001年。 

楊剛編著：《中國名勝詩詞大辭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1年。 

唐彥生、陳鶴幸：《中國名山古剎》，臺北：薪傳出版社，2002年。 

蔡玲婉：《豪情壯志譜驪歌－盛唐送別詩的審美風格》，臺北：文津出版社，2002

年。 

李豐楙、劉苑如主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臺

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年。 

Bachelard, Gaston（［法］巴舍拉）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臺北：

張老師文化，2003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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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蘭州：《唐代邊塞詩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年。 

陳銘：《說詩—中國古典詩詞美學三味》，臺北：未來書城，2004年。 

李庚：《長城》，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年。 

甌燕：《長城史話》，臺北：國家出版社，2004年。 

董耀會：《瓦合集－長城研究文論》，北京科學出版社，2004年。 

張娣明：《戎馬不解鞍，鎧甲不離傍：三國時代戰爭詩硏究》，臺北：萬卷樓圖書

公司，2004年。 

董耀會：《瓦合集－長城研究文論》，北京：北京科學出版社，2004年。 
顧頡剛：《孟姜女故事集》，臺北：漢京文化出版，2004年。 

張高評：《自成一家與宋室宗風》，臺北：萬卷樓圖書公司，2004年。 

潘朝陽：《心靈、空間、環境：人文主義的地理思想》，臺北：五南圖書公司，

2005年。 

任文京：《唐代邊塞詩的文化闡釋》，北京：人民出版社，2005年。 

蔣寅：《中國古代文學通論（遼金元卷）》，遼寧：遼寧人民出版社，2005年。 

張晶：《中國古代文學通論（遼金元卷）》，遼寧：遼寧人民出版社，2005年。 

唐曉峰：《人文筆記隨筆》，北京：三聯書店，2005年。 

侯迺慧：《唐詩主題與心靈療養》，臺北：三民書局，2005年。 

景愛：《中國長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年。 

邱燮友：《中國歷代故事詩》，臺北：三民書局，2006年。 

蓋洛、沈弘著，惲文捷譯：《中國長城》，山東書報出版社，2006年。 

《中國西北文獻叢書續編》西北考古文獻卷，甘肅文化出版社。 

李鳳山：《長城與民族》，北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2006年。 

孟二冬：《中唐詩歌之開拓與新變》，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6年。 

林庚：《唐詩綜論》，北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年。 

陳清俊：《盛唐詩時空意識研究》，臺北：花木蘭文化出版社，2007年。 

李元洛：《詩美學》，臺北：東大圖書公司，2007年。 

 

二、論文  

（一）學位論文  

 
何寄澎：《唐代邊塞詩研究》，臺北：台大中文系碩士論文，1973年。 

唐桂芳：《馬致遠雜劇研究》，臺北：政治大學中文碩士論文，1976年。 

楊振玉：《孟姜女故事研究》，臺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1981年。 

楊振玉：《孟姜女故事研究》，臺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1981年。 

陳菁瑩：《杜詩戰爭思想研究》，臺北：東吳大學中文所，1985年。 

朴三洙：《馬致遠雜劇之研究》，臺北：台大中文系碩士論文，1986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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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進：《荊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硏究》，臺北：台大中文系碩士論文，1987

年。 

高莉芬：《漢魏怨詩研究》，臺北：政治大學中文碩士論文，1987年。 

許翠雲：《唐代閨怨詩研究》，臺北：師大中文系碩士論文，1988年。 

蔡淑月：《初唐四傑邊塞詩研究》，彰師大國文教育研究所，1988年。 

金容雅：《昭君戲曲之研究》，臺北：台大中文系碩士論文，1988年。 

鄭義源：《元雜劇歷史戲之研究》，臺北：政治大學中文碩士論文，1989年。 

何修仁：《唐詩雄渾風格之研究》，中壢：中央大學中文系碩論，1990年。 

金銀雅：《盛唐樂府詩研究》，臺北：政治大學中文碩士論文，1990年。 

陳盈妃：《王昭君戲曲研究》，臺北：輔大中文研究所，1993年。 

黃大松：《晚唐詩歌中黃昏意象研究》，臺北：政治大學中文碩士論文，1999年。 

盧韋丞：《漢代經營西域之研究－兼論對匈奴策略之運用》，台南：成功大學史研

所，2000年。 

黃瑞旗：《孟姜女故事研究》，臺北：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2001年 

劉德玲：《樂府古辭之原型與流變－以漢至唐》，臺北：師範大學博士論文，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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