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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書目（依姓氏筆劃排列） 

敘例 
1. 本書目共分專著及論文兩大類： 

（1）專著又分古籍、今人著述兩部分。 

（2）論文又分學位論文、期刊論文。 

2. 各書目之內容： 

（1）專著：依次包括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日期及版次

等六項。原書目未列版次者，則省略版次一項。 

（2）論文：依次包括作者、篇名、期刊名稱、出版日期及卷期數等五 

           項。 

3. 各書目依作（注、編）者姓氏之筆劃排列。筆劃相同者，以點、橫、 

   豎、撇、折為先後順序。姓氏相同者，則依姓名第二字之筆劃排列， 

   並依此類推至第三、四字。 

4. 同一作者若有多篇著作，則依出版日期先後排列。 

5. 本書目一律以西元紀年代替民國紀年，以求一致。 

 

（一） 專著 
1. 古籍 

（清）王士雄 

      《歷代中醫珍本集成‧隨息居飲食譜》，上海，上海三聯書店，1990

年，第一版 

（明）王象晉輯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群芳譜》，濟南，齊魯出版社，2001 年，

第一版 

（魏）王肅註 

      《四部叢刊‧初編‧孔子家語》，上海，上海書店，1989 年，影印版 

（漢）王逸章句、宋洪興祖補註 

      《四部叢刊‧初編‧楚辭》，上海，上海書店，1989 年，影印版 

（漢）孔安國傳 

      《四部叢刊‧初編‧尚書》，上海，上海書店，1989 年，影印版 

（晉）孔晁注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逸周書》，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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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丘處機、白雲觀長春真人編纂 

      《正統道藏》，臺北，新文豐出版社，1985 年 

（漢）司馬遷等撰，楊家駱主編 

      《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臺北，鼎文書局，1979 年，二版 

（戰國）列禦寇撰，晉張湛注，唐殷敬順釋義 

      《道學精華‧列子》，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第一版 

（春秋）老子撰、晉王弼注 

      《道學精華‧道德經》，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第一版 

（宋）朱熹撰 

      《四部叢刊‧三編‧詩集傳》，上海，上海書店，1985 年，影印版 

（清）朱彝尊 

      《秘書集成‧養生類‧食憲鴻秘》，北京，團結出版社，1994 年，第

一版 

（漢）宋衷注，清秦嘉謨等輯 

      《世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 年，初版 

（宋）李昉等撰 

      《四部叢刊‧三編‧太平御覽》，上海，上海書店，1985 年，影印版 

（宋）李昉等編 

      《太平廣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年，第一版 

（明）李時珍編纂，劉衡如、劉山永校注 

      《本草綱目》，北京，華夏出版社，1998 年，北京，第一版 

（晉）杜預 

      《四部叢刊‧初編‧春秋經傳集解》，上海，上海書店，1989 年，影

印版 

（秦）呂不韋撰、漢高誘註 

      《四部叢刊‧初編‧呂氏春秋》，上海，上海書店，1989 年，影印版 

（漢）何休 

      《四部叢刊‧初編‧春秋公羊經傳解詁》，上海，上海書店，1989 年，

影印版 

（魏）何晏集解 

      《四部叢刊‧初編‧論語》，上海，上海書店，1989 年，影印版。 
（元）忽思慧 

      《四部叢刊‧續編‧飲膳正要》，上海，上海書店，1984 年，影印版 

（宋）林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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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叢書集成‧初編‧山家清供》，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年，初版 

（吳）韋昭注 

      《國語》，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年，初版 

（漢）高誘注 

      《叢書集成‧初編‧戰國策》，北京，中華書局，1985 年，新一版 

（唐）孫思邈撰、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道藏精華‧第十三集‧千金翼方》，臺北，自由出版社，1989 年 

（唐）孫思邈撰、宋林憶等校、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道藏精華‧第十三集‧備急千金要方》，臺北，自由出版社，1989

年 

（周）晏嬰撰 

     《四部叢刊‧初編‧晏子春秋》，上海，上海書店，1989 年，影印版 

（秦）商鞅撰 

      《四部備要‧子部‧商君書》，臺北，臺灣中華書局，1981 年，豪華

一版 

（清）許宗衡 

      《叢書集成‧新編‧文學類‧玉井山館筆記》，臺北，新文豐出版社，

1985 年，初版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魯實先正補 

      《說文解字注》，臺北，黎明文化事業，1985 年 

（宋）張君房 

      《四部叢刊‧初編‧雲笈七籤》，上海，上海書店，1989 年，影印版 

（魏）張揖 

      《叢書集成‧初編‧廣雅》，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年，初版 

（晉）張華撰 

      《叢書集成‧初編‧博物志》，北京，中華書局，1985 年，新一版 

（清）曹庭棟 

      《秘書集成‧教法類‧老老恆言》，北京，團結出版社，1994 年，第

一版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楊家駱主編 

      《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臺北，鼎文書局，1979 年，二版 

（漢）班固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白虎通義》，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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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初版 

（南朝宋）范曄撰，楊家駱主編 

      《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臺北，鼎文書局，1978 年，三版 

（周）荀況撰、唐楊倞註 

      《四部叢刊‧初編‧荀子》，上海，上海書店，1989 年，影印版 

（清）黃雲鵠 

      《續修四庫全書‧子部‧譜錄類‧粥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年 

（漢）揚雄撰、晉李軌註 

      《四部叢刊‧初編‧揚子法言》，上海，上海書店，1989 年，影印版 

（戰國）莊周撰，晉郭象注，唐陸德明音義 

      《道學精華‧莊子》，北京，北京出版社，1996 年，第一版 

（漢）趙歧註 

      《四部叢刊‧初編‧孟子》，上海，上海書店，1989 年，影印版 

（周）管仲 

      《四部叢刊‧初編‧管子》，上海，上海書店，1989 年，影印版 

（晉）郭璞傳 

      《四部叢刊‧初編‧山海經》，上海，上海書店，1989 年，影印版 

      《叢書集成‧初編‧爾雅》，北京，中華書局，1985 年，新一版 

（晉）葛洪 

      《四部叢刊‧初編‧抱朴子》，上海，上海書店，1989 年，影印版 

（周）墨翟 

      《四部叢刊‧初編‧墨子》，上海，上海書店，1989 年，影印版 

（漢）劉向 

      《四部叢刊‧初編‧說苑》，上海，上海書店，1989 年，影印版 

（漢）劉安撰、漢高誘註 

      《四部備要‧子部‧淮南子》，臺北，臺灣中華書局，1981 年，豪華

一版 

（宋）劉義慶撰、梁劉孝標注 

      《四部叢刊‧初編‧世說新語》，上海，上海書店，1989 年，影印版 

（宋）陸游著，錢仲聯點校 

      《劍南詩稿》，長沙，岳麓書社，1998 年，第一版 

（周）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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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部叢刊‧初編‧韓非子》，上海，上海書店，1989 年，影印版 

（漢）鄭玄註 

      《四部叢刊‧初編‧周禮》，上海，上海書店，1989 年，影印版 

      《四部叢刊‧初編‧儀禮》，上海，上海書店，1989 年，影印版 

      《四部叢刊‧正編‧禮記》，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年，臺一

版（影印本） 

（北魏）酈道元撰 

      《叢書集成‧初編‧水經注（六）》，北京，中華書局，1991 年，北京

第一版 

 
2. 今人著述 

丁聲樹等 

      《現代漢語語法講話》，北京，中國語文學社，1963 年，影印本 

王力 

      《中國語法理論》，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年，上海初版 

      《中國現代語法》，北京，商務印書館，1985 年，第一版 

      《有關人物和行為的虛詞》，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5 年，第一

版 

      《漢語史稿》，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8 年，第一版 

王子今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証》，武漢，湖北教育出版社，2003 年，

第一版 

王仁湘 

      《飲食與中國文化》，北京，人民出版社，1994 年，第一版 

王吉懷 

      《中國遠古暨三代宗教史》，北京，人民出版社，1994 年，第一版（百

卷本《中國全史》叢書/史仲文，胡曉林主編） 

王孝廉 

      《中國的神話與傳說》，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 年，初版 

王叔岷 

      《古書虛字新義》，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初版 

王筑民、、劉奕超、吳邦才編著 

      《古漢語語法基礎知識》，貴州人民出版社，1979 年，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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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輝 

      《古文字通假釋例》，臺北，藝文印書館，1993 年 

王靜芝 

      《書法漫談》，臺北，臺灣書店，2000 年，初版 

中山大學人類學系編 

      《梁釗韜與人類學》，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 年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 

      《中國大百科全書》，北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9 年，第一

版 

弗雷澤著，徐育新等譯 

      《金枝》，北京，大眾文藝出版社，1998 年，第一版 

甘肅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秦漢簡牘論文集》，蘭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 年，第一版 

甘肅省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編輯 

      《武威漢代醫簡》，北京，文物出版社，1975 年，第一版 

申小龍 

      《中國語言學：反思與前瞻》，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年，第

一版 

丘光明、邱隆、楊平 

      《中國科學技術史‧度量衡卷》，北京，科學出版社，2001 年，第一

版 

江灝 

      《古漢語知識辨異》，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年，第一版 

列維‧布留爾著，丁由譯 

      《原始思維》，北京，商務印書館，1981 年，第一版 

朱仁夫 

      《中國古代書法史》，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2 年，第一版 

朱德熙 

      《語法講義》，北京，商務印書館，1999 年，第一版 

宋兆麟 

      《巫與巫術》，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年，第一版 

沈頌金 

      《二十世紀簡帛學研究》，北京，學苑出版社，2003 年，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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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新象、汪世強主編 

      《中醫防病與養生》，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 年，第一版 

李孝定 

      《漢字史話》，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 年，初版 

      《漢字的起源與演變論叢》，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年，初

版 

李漢三 

      《先秦兩漢之陰陽五行學說》，臺北，鐘鼎文化出版公司，1967 年 

李華瑞 

      《中華酒文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 年，第一版 

吳小強 

      《秦簡日書集釋》，湖南長沙，岳麓書社，2000 年，第一版 

吳昌廉主編 

      《中華五千年文物集刊‧簡牘篇三》，臺北，中華五千年文物集刊編輯

委員會，1968 年，初版 

呂叔湘 

      《漢語語法論文集》，北京，科學出版社，1962，第一版 

      《中國文法要略》，上海，上海書店，1990 年，第一版 

      《文言虛字》，瀋陽，遼寧教育出版社，2002 年，第一版 

      《現代漢語八百詞》，瀋陽，遼寧教育出版社，2002 年，第一版 

呂叔湘、朱德熙 

      《語法修辭講話》，北京，開明出版、中國圖書發行公司發行，1951

年，初版 

何杰 

      《現代漢語量詞研究》，北京，民族出版社，2000 年，第一版 

何滿子 

      《醉鄉日月：中國酒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年，第一

版 

何樂士等編著 

      《文言虛詞淺釋》，北京，北京出版社，1980 年 

何樂士等著 

      《古代漢語虛詞通釋》，北京，北京出版社，1985 年，第一版 

余瀛鰲 蔡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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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藥學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年，第一版 

林尹 

      《訓詁學概要》，臺北，正中書局，1987 年，臺初版 

林品石編著 

      《中國古代發明家（醫藥）》，臺北，正中書局，1988 年，臺初版 

林惠祥 

      《文化人類學》，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年，臺二版 

林慶勳、竺家寧、孔仲溫 

      《文字學》，臺北，國立空中大學，1995 年，初版 

林劍鳴 

      《簡牘概述》，臺北，谷風出版社，1987 年 

      《秦史》，臺北，五南出版社，1992 年，初版 

易孟醇 

      《先秦語法》，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年，第一版 

周一謀等著 

      《馬王堆醫學文化》，上海，文匯出版社，1994 年，第一版 

周文泉、劉正才主編 

      《中國傳統養生術》，廣東，廣東科技出版社，1991 年，第一版 

周法高 

      《金文詁林》，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 年，縮印本 

      《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編》，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1993

年，景印一版 

岳慶平 

      《中國秦漢習俗史》，北京，人民出版社，1994 年，第一版（百卷本

《中國全史》叢書/史仲文，胡曉林主編） 

施杞 

      《實用中國養生全書》，上海，學林出版社，1990 年，第一版 

胡明揚主編 

      《詞類問題考察》，北京，北京語言文化大學，1996 年，第一版 

胡楚生 

      《訓詁學大綱》，臺北，華正書局，1989 年，二版 

胡附 

      《數詞和量詞》，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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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雲章、王鴻賓主編 

      《中華酒典：酒與酒文化》，哈爾濱，黑龍江人民出版社，1990 年，

第一版 

秋子 

      《中國上古書法史：魏晉以前書法文化哲學研究》，北京，商務印書館，

2000 年，第一阪 

姚淦銘 

《漢字與書法文化》，南寧，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 年，第一版 

姚偉鈞 

      《中華養生術》臺北，文津出版社，1995 年，初版 

唐作藩編著 

      《上古音手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 年，第一版 

唐濤 

      《中國書體演進》，臺中，臺灣省立美術館，1994 年 

高名凱 

      《漢語語法論》，上海，開明書店，1948 年，初版 

高尚仁 

      《書法藝術心理學》，香港，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 年，

第一版 

高明 

      《中國古文字學通論》，臺北，五南出版社，1993 年，初版 

高國藩 

      《中國巫術史》，上海，上海三聯書店，1999 年，第一版 

馬天祥、蕭嘉祉合編 

      《古漢語通假字論文選》，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 年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理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肆）》，北京，文物出版社，1985 年 

馬建忠 

      《馬氏文通》，臺北，新興書局，1959 年，初版 

馬凌諾斯基著、朱岑樓譯 

      《巫術、科學與宗教》，臺北，協志工業叢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8

年，初版 

馬凌諾斯基原著、費通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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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論》，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年，臺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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