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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參考書目 

詩文類（以出版先後為序，下同。） 

唐贊袞  《臺陽見聞錄》 臺北市 台灣經濟研究室 民四十七年。  
王  松  《滄海遺民賸稿》  台北市 臺灣銀行 民四十八年六月。  
周凱《內自訟齋文選》 「臺灣文獻叢刊」第八十二種  臺北市  臺灣銀行 民四

十九年。 
丘逢甲  《嶺雲海日樓詩鈔》 「台灣文獻叢刊」第七十種  臺北市 臺銀經研室 

民四十九年八月。 
連雅堂  《臺灣詩乘》 「台灣文獻叢刊」第六十四種  臺北市 臺銀經研室 民

四十九年一月。 
張之洞  《張文襄公選集》 臺北市臺銀經研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97 種）。 
《台灣詩鈔》  「臺灣文獻叢刊第二八０種」台北市  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  民

四十六年。 
許南英  《窺園留草》 「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七種」 台北市  臺灣銀行經濟研

究室  民五十一年。 
施士洁  《後蘇龕合集》「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一五種」台北市  臺灣銀行經濟研

究室  民五十四年十一月。 
《台灣詩鈔》 「臺灣文獻叢刊第二八０種」 台北市 臺銀經研室 民五十九年三

月。 
施士洁  《台灣先賢集‧第三冊‧後蘇龕合集》  台北市 中華書局 中華民國建

國六十年紀念。 
唐景崧編  《台灣先賢集‧第五冊‧詩畸》  台北市 中華書局中華民國建國六

十年紀念。 
陳漢光  《臺灣詩錄》 臺灣省文獻會 民六十年六月。 
葛建時  《台灣詩選》 台北市  商務  民六十二年  初版。 
連雅堂  《雅堂先生餘集》  臺北市 連震東 民六十三年。 
李漁叔  《三台詩傳》  臺北市 學海  民六十五年。 
全祖望  《鮚埼亭集》  臺北市 華世出版社  民六十六年 初版。 
沈傲樵、沈 驥  《沈傲樵父子詩詞選集(壹) 》 台北市   慈廬主人  民 68 年。   
陳  香  《台灣十二家詩鈔》 臺北市  台灣商務印書館 民六十九年 初版。  
鄭鵬雲  《師友風義錄》 臺北市  廣文  民七十年十二月初版。 
羅穀臣  《栗園詩鈔》 台南縣 編者 民七十一年 。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台灣詩選》  北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民七十一年  第

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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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戰爭文學集》  廣雅出版公司編輯部編  民七十一年 初版。 
陳  香  《台灣竹枝詞選集》 台北  台灣商務印書館 民七十二年 。 
袁行霈 《中國詩歌藝術研究》上編〈中國古典詩歌的多義性〉 臺北 五南圖書

出版公司 民七十八年。 
林爾嘉  《菽莊吟社七 夕 四 詠 

閏七夕回文合選》（此書國家圖書館有藏本。但查閱書本封面，書

名題為《菽莊吟社七 夕 四 詠 
閏七夕回文合選》，而國家圖書館之館藏目錄資料卻為《七

夕四詠詩錄閏七夕乞巧迴文詩錄》。書本未列任何出版資料，特將國

家圖書館查詢目錄所顯示的資料抄錄如下：出版地不詳 出版者不詳 
民 8?  排印本。六樓中密  索書號：831.82 8734。 

林爾嘉  《林菽莊先生詩稿》  龍文出版社  民八十一年  重印初版。 
施士洁  《後蘇龕合集》（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一輯）台北市 龍文出版社  民

八十一年三月 重印初版。 
鄭如蘭  《偏遠堂吟草》  龍文出版社  民八十一年  重印初版。 
林景仁  《林小眉三草》（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一輯第十三種）  龍文出版社  

民八十一年  重印初版。 
施瓊芳  《石蘭山館遺稿》  （台灣先賢詩文彙刊第一輯第一種） 龍文出版社  民

八十一年  重印初版。 
林資銓  《仲衡詩集》臺北市   龍文出版社 民 81 年 重印初版（據民 58 年臺

北杜聰明排印本影印） 。 
施士洁  《後蘇龕合集》南投市 臺灣省文獻委員會（據臺灣銀行臺灣文獻叢刊

重新勘印）  民八十二年。 
施士洁原著、陳香鈔註 《施芸況詩鈔》 台北市  台灣商務印書館印行  民八十

五年八月初版。  
陳昭瑛  《臺灣詩選注》  臺北市 正中 民八十五年  臺初版。 
呂敦禮  《厚菴遺草》 台北縣 龍文出版社 民九十年初版（輯入「臺灣先賢詩

文集彙刊」第三輯） 
田啟文  《台灣古典散文選讀》 臺北市 五南  民九十二年  初版。 
林氅雲  《福雅堂詩鈔》廈門市 廈門大學  民九十三年初版（根據民五年廈門

鼓浪嶼鹿耳碓怡園鉛印本）。 
王少濤  《王少濤全集》臺北縣 北縣文化局 民九十三年出版。 

方志、歷史類 

清 姚錫光《中日戰爭》 商務 不錄出版年月、版次。 
唐景崧  《請纓日記》（近代中國史料叢刊第一輯） 文海  不註出版年月、版次

（唐景崧原書光緒癸巳（1893）刊於臺灣布政使署） 
羅香林校輯《劉永福歷史草》  上海市 正中 民三十六年 再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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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其昀  《台灣史綱》    陽明山 革命實踐研究院 民三十九年。 
歷史教學月刊《甲午中日戰爭論文集》五十年代出版社  民四十四年五版。 
衛惠林 《臺灣風土志》  台北市   民四十五年。 
姚瑩《東槎紀略》（臺灣文獻叢刊第七種） 臺北 臺灣銀行  民四十六年 不錄版

次。 
鄭鵬雲等《新竹縣志初稿》 臺北市  臺灣銀行  民四十八年十一月  初版。 
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編  《割臺三記》（臺灣文獻叢刊第五七種）臺北 臺灣銀行 

民四十八年十月。 
胡  傳   《台灣日記與稟啟‧第二冊》（臺灣文獻叢刊第七一種）  台北市  台

灣銀行  民四十九年（不錄版次）。 
周  凱  《廈門志》臺北市 臺銀經研室 民五十年一月。 
余文儀  《續修臺灣府志》臺北市 臺銀經研室 民五十一年。 
連  橫  《台灣通史》臺北市 臺銀經研室 民五十一年二月。 
謝金鑾、鄭兼才著《續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０種） 臺北  中華書

局  民五十一年（不錄版次）。 
《台灣通志》臺北市 臺銀經研室 民五十一年五月。 
王詩琅 《臺灣省通志稿卷七人物志》臺北  成文出版社 民五十一年十二月。 
張之洞  《張文襄公全集》  台北市 文海出版社 民五十二 初版。 
崑岡  《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台北市 啟文出版 中文總發行 民五十二年。 
故宮《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料》  台北縣 文海 民五十二年（不錄版次）。 
王彥威《清季外交史料》 臺北 文海 民五十二年 復刻版。 
陳培桂《淡水廳志‧第一冊》臺銀經研室 民五十二年出版。 
《泉州府誌》 臺南市  賴金源發行  民五十三年影印。 
《中外條約彙編》 台北縣  文海出版社  民五十三年（不錄版次）。 
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九三種《清德宗實錄選輯》  臺北市 臺銀經研室 民五十三年。 
易順鼎  《魂南記》  臺北市 臺銀經研室 民五十四年 不錄版次。 
《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特刊‧第十九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錄附引得》臺北市 成文 

民五十五年。 
《馬巷廳志》  臺北市 成文出版社 民五十六年 臺一版 。  
《龍溪縣志》  臺北市 成文出版社 民五十六年 臺一版 。  
《清季申報台灣紀事輯錄 》 （台灣文獻叢刊第二四七種） 臺北市 臺銀經研室 

民五十七年（不錄版次）。  
《劉銘傳撫台前後檔案》 （台灣文獻叢刊第二七六種） 臺北市 臺銀經研室 民

五十八年。  
廖漢臣 《臺灣省通誌》（卷六學藝志文徵篇） 南投 臺灣省文獻委員會  民五十

九年。 
《中日關係史事年表》  臺南市 華崗出版社  民六十六年 （不錄版次）。 
曾迺碩《乙未拒日保臺運動》臺灣史蹟研究會 民六十七年（不錄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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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乾 《台灣府志》 臺北市 文海出版社 民六十七年  初版。 
王詩琅  《清廷臺灣棄留之論—臺灣史論卷四》  高雄  德馨室出版社  民六十

八年  初版。 
黃典權  《台南市南門碑林圖志》  臺南市 臺南市政府  民六十八年。 
曹永和  《臺灣早期歷史研究》臺北市 聯經 民六十八年 初版。 
王詩琅 《清廷台灣棄留之議》 高雄 德馨室出版社  民六十八年  初版。 
 廖漢臣：《臺灣省通誌》（卷六學藝志文徵篇），臺北市 眾文，民六十九年。 
《臺南縣志》  臺南縣政府 民六十九年（不錄版次）。 
洪敏麟 《台灣舊地名之沿革》  台中市 臺灣省文獻委員會 民六十九年。 
王國璠  《台灣抗日史 甲篇》  台北市 文獻委員會  民七十年 （不錄版次）。 
楊碧川  《遠流活用歷史手冊》  台北市 遠流  民七十年。 
王國璠  《台灣抗日史 甲篇》  台北市 文獻委員會 民七十年。 
連 橫  《台灣通史》北京 商務 民七十一年。 
黃大受  《台灣史綱》  臺北市 三民 民七十一年   初版。 
《臺灣府輿圖纂要》 臺北市  成文 民 72 臺一版 。 
黃典權  《臺南市志》  臺北市 成文（據民國四十七至七十二排印本影印）  民

七十二年  臺一版。 
《新竹縣志》  臺北市 成文 民七十二年  臺一版。  
魯鼎梅  《重修臺灣縣志》  臺北市 成文 民七十二年  臺一版（附註 第 1-2

冊係據清乾隆十七年刊本影印, 第 3 冊係據民國 57 年陳漢光校訂排

印本影印）。  
臺灣省文獻委員會編  《臺灣省通志稿》  臺北市 成文 民七十二年  台一版。 
《臺南市志》  臺北市 成文 民七十二年  台一版。 
《臺灣地輿總圖》臺北 成文出版社（根據國立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所藏寫本景

印） 民七十三年臺一版 
施添福  《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  臺北市 師大地理系 民

七十六年。 
房  喬 《晉書‧列傳五‧裴楷傳》臺北市 臺灣商務印書館 民七十七年一月臺

六版 頁 271。 
魏徵壽《陏書‧志十‧音樂下》臺北市 臺灣商務印書館 民七十七年一月 臺六

版。 
薛居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五‧樂志下》臺北市 臺灣商務印書館 民七十

七年一月 臺六版。 
孫義嵩《臨濮堂錢江施氏族譜》 民七十七年十二月。 
黃榮洛  《渡臺悲歌 台灣的開拓與抗爭史話》台北市 臺原發行 吳氏總經銷 民

七十八年 第一版。 
黃大受《臺灣史綱》 臺北  三民書局  民七十九年  三版。 
楊碧川  《臺灣歷史年表》 台北市 自立晚報 民八十一年  第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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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秀政  《台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 台北 臺灣商務 民八十一年。 
《新竹縣志初稿》  南投市 臺灣省文獻會  民八十二年。 
黃昭堂《臺灣民主國之研究》  臺北  稻香出版社  民八十二年  初版。 
陳慶麒  《中國大事年表》  台北 商務印書館  民八十三年  臺一版。 
吳密察  《臺灣近代史研究》  台北縣 稻香出版社 民八十三年  三版。   
陳捷先  《清代臺灣方志研究》臺北市 臺灣學生 民八十五年 初版。 
廖風德  《臺灣史探索》  臺北市 臺灣學生 民八十五年  初版。 
王曉波  《臺胞抗日文獻選新編》  臺北  海峽學術出版社 民八十七年  初版。 
黃典權《重修臺灣省通志》（卷九人物志人物傳篇）  南投  臺灣省文獻委員會 民

八十七年。 
嚴昌洪  《中國近代社會風俗史》 台北市 南天  民八十七年  初版。 
陳漢光  《臺灣抗日史》臺北  海峽學術  民八十九年  初版。 
《臺灣全紀錄 1500B.C.~1999A.D.》臺北市 錦繡 民八十九年。 
曹永和  《臺灣早期歷史研究 續集》 臺北市 聯經 民八十九年 初版。 
施添福《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 竹塹地區的歷史地理研究》 新竹縣竹北市 竹縣

文化局 民九十年  初版。 
湯子炳  《台灣史綱》  臺北市 海峽學術出版 問津堂總經銷  民九十一年  初

版。 
黃旺成、林熊祥《臺灣省通志稿‧卷九革命抗日篇》臺北市 海峽學術民九十一

年  初版。 
黃秀政等著《臺灣史》 臺北  五南  民九十一年 初版。 
《台南歷史深度旅遊》   台北市 遠流  民九十二年  初版。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 1-8 第一輯》   台北市 遠流出版  民九十三年。 
吳密察  《臺灣史料集成提要》  台北市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民九十三年。   
許雪姬等  《臺灣歷史辭典》  臺北市 文建會 民九十三年。   
高志彬  《臺灣分館館藏方志史料及其利用價值》  台北市 台灣分館 （出版年

不詳） 。 

傳記類 

婁子匡  《臺灣人物傳說》 台北市 東方 民五十九年 二版。 
林黎  《臺灣名人傳 》  台北市  新亞  民六十五年 。 
臺灣先賢列傳 馮作民 燕京出版社 民六十七年年六月 。 
楊雲萍  《臺灣史上的人物》臺北市 成文 民七十年  初版。 
劉紹唐  《民國人物小傳》  台北市 傳記文學 民七十年。 
林衡道  《臺灣一百位名人傳》  臺北市 正中 民七十三年  臺初版。 
林本源祭祀公業  《板橋林本源家傳‧林公爾嘉傳略》  民七十四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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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顯宗  《台灣文學家列傳》  臺南市 南市文化  民八十六年。 
楊護源《丘逢甲傳》（臺灣先賢先烈專輯）  南投市 臺灣省文獻委員會 民八十

六年。 
許雪姬  《板橋林家林平侯父子傳》  南投市 臺灣省文獻委員會  民八十九年  

第一版。 
龔顯宗  《台灣文學家列傳》  臺北市  五南  民八十九年  初版（附錄：臺灣

文學家生卒年表）。 
林偉洲  《臺灣歷史人物小傳 明清時期》 臺北市 國家圖書館 民九十年。 
《一代醫人杜聰明》 臺北市  天下遠見  大和圖書總經銷 民九十一年。 
張子文、林偉洲、郭啟傳  《臺灣歷史人物小傳 明清暨日據時期》 臺北市 國

家圖書館  民九十二年  初版。 
王詩琅  《臺灣人物誌》臺北市 海峽學術出版  民九十二年 初版。 
王詩琅 《臺灣人物表論》  臺北市 海峽學術出版  民九十二年 初版。 
謝碧連《施瓊芳與施士洁》 臺南市 南市府  民九十四年。 

一般論著類 

林熊祥《臺灣文化論集》台北市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民四十三 初版。 
王  松  《臺陽詩話》  臺北市 臺銀經研室 民四十八年一月。 
沈英名  《孟玉詞譜‧第二集》  佩文書社  民 51 臺 初版。 
御製《詞譜》殿印本縮印 臺北市 聞汝賢 出版 民 53 年。 
王國璠  《臺灣先賢著作提要》新竹 臺灣省立新竹社會教育館 民六十三年。 
孫希旦  《禮記集解》 臺北市 文史哲出版社 民六十五年。 
王國璠  《台灣關係一百翰林書畫集》 台中市 省立台中圖書館 民六十五年。 
林柏亭、王國璠同撰  《清代臺南府城書畫展覽專集》   臺南觀光年推行委員

會  民六十五。  
王國璠、邱勝安《三百年來台灣作家與作品》  鳳山  台灣時報社  民六十六年  

初版。 
吳幅員  《臺灣文獻叢刊提要》  台北市  台灣銀行  民六十六年。 
臺灣文獻史料 309 種提要 吳幅員 臺灣大通書局 民六十六年。 
黃永武  《中國詩學 鑑賞篇》台北市 巨流 民六十六年  一版。 
台北市文獻委員會出版《台灣詩薈》民六十六年。 
王國璠  《臺灣史蹟源流畫冊》 台北市 幼獅 民六十八年。 
洪敏麟 《台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台中 臺灣省文獻委員會 民六十八年。   
黃永武  《中國詩學 思想篇》台北市 巨流 民六十八年  一版。 
王詩琅  《台灣文學重建的問題》  高雄市 : 德馨室出版社  民六十八年  初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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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俊  《興亡千古事 ：中國古典詩歌中的歷史》臺北市  故鄉  民七十一年。  
江日昇  《台灣外紀》 台北市  文化圖書  民七十二年。  
黃永武  《詩與美》  臺北市 洪範 民七十三年  初版。 
陳  香  《柳枝詞與竹枝詞》  台北市  台灣商務印書館 民七十四年 初版。    
鄭喜夫  《光復以前臺灣匾額輯錄》台中市  臺灣省文獻委員會  民七十七年。   
林美容  《人類學與台灣》台北縣 稻鄉 民七十八年 初版。 
高賢治  《台灣地區文獻會期刊總索引》  臺北市 龍文 民七十八年  初版。 
蔡英俊主編 《意象的流變》  臺北市  聯經  民七十八年。  
蔡英俊主編 《抒情的境界 》臺北市 聯經   民七十八年。 
劉再復  《文學的反思》台北市 明鏡文化出版  民七十八年  台一版。 
魏 怡  《詩歌鑑賞入門》台北市 國文天地發行 久博總經銷 民七十八年 初版。  
廖雪蘭（一謹） 《台灣詩史》 台北市  武陵出版社  民七十八年八月  初版。 
汪毅夫  《台灣近代文學叢稿》  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 民七十九年年七月  第

一版。 
古遠清 《詩歌分類學》 高雄 復文書局  民八十年九月初版。 
劉登翰  《台灣文學史》  福州 海峽文藝  民八十年。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古典文學》 台北市 台灣學生 民八十一年 初版。 
馬亞中  《中國近代詩歌史》  臺北  學生書局 民八十一年六月 初版。 
呂正惠、蔡英俊 《中國文學批評》  台北市 臺灣學生 民八十一年 初版。 
連  橫  《臺灣語典、雅言》 南投市 臺灣文獻委員會 民八十一年三月（不錄

版次）。 
沈英名  《孟玉詞譜》  臺北市  正中 民 81 臺 初版。 
葉石濤  《台灣文學史綱》  高雄市 文學界雜誌社出版 春暉發行 民八十二年

再版（附錄:臺灣文學史年表）。 
嶺南文學史 陳永正 廣東 高等教育出版社 民八十二年九月。 
呂良弼  《台灣文化概觀》福州市 福建教育出版 民八十二年  第一版。 
林朝崧  《櫟社沿革志略》  南投市 臺灣省文獻委員會 民八十二年。 
王立  《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 原型與流變》臺北市 文史哲 民八十三年  初

版。 
許俊雅  《臺灣文學散論》  臺北市 文史哲 民八十三年  初版。 
魏仲佑  《黃遵憲與清末︰詩界革命…》 臺北市 編譯館 民八十三年  初版。  
劉登翰  《台灣文學隔海觀 文學香火的傳承與變異》台北市 風雲時代出版  民

八十四年  初版。 
翁聖峰  《清代台灣竹枝詞之研究》  台北市 文津 民八十五年  初版。 
江寶釵、施懿琳、曾珍珍  《臺灣的文學與環境》  高雄市 麗文文化 民八十五

年。  
林文月  《山水與古典》台北市 三民 民八十五年 初版。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台灣文學中的歷史經驗研討會論文集》  臺北市 文津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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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六年 初版。 
古遠清  《詩歌修辭學》臺北市 五南 民八十六年 初版。 
冷成金  《隱士與解脫》  作家出版社 民八十六年。 
季明華  《南宋詠史詩研究》臺北市 文津  民八十六年  初版。 
陶東風、徐莉萍 《死亡．情愛．隱逸．思鄉—中國文學四大主題》  杭州大

學出版社 民八十二年七月第一版 民八十七年五月第二次印刷 。 
汪毅夫  《臺灣近代詩人在福建》 臺北市   中華發展基金管理委員會  幼獅

文化  民八十七年。 
黃文吉  《中國詩文中的情感》臺北市 臺灣書店 民八十七年 初版。 
杜正勝  《臺灣心 臺灣魂》高雄市 河畔 民八十七年 初版。 
杜松柏  《詩與詩學》 臺北市 五南 民八十七年  初版。 
江寶釵  《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市  嘉義市文化中心  民八十七年。 
王 立  《永恆的眷戀 : 悼祭文學的主題史研究》  上海   學林出版   新華發

行 民 88  第一版。 
江寶釵  《台灣古典詩面面觀》  台北市  巨流  民八十八年  初版。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臺灣古典文學與文獻》臺北市 文津  民八十八年 初版。  
林文龍  《台灣的書院與科舉》  台北市 常民文化出版社  民八十八年。 
吳福助  《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    臺北市 文津  民八十八年  初版。 
吳毓琪  《臺灣南社研究》臺南市 南市文化 民八十八年。 
張健忠   《百姓祖宗源流集》  北京  科學出版社龍門書局  民八十八年  初

版。 
龔顯宗  《臺灣文學研究》  五南 民八十八年 。 
鍾肇政 《台灣文學十講 》   臺北市 前衛  民八十九年  初版。 
盧嘉興  《台灣古典文學作家論集》  台南市  南市藝術中心 民八十九年。 
蔡英俊  《中國古典詩論中「語言」與「意義」的論題 「意在言外」的用言方

式與 「含蓄」的美典》臺北市 臺灣學生  民九十年 初版。 
謝崇耀  《清代臺灣宦遊文學研究》  台北市 蘭臺 民九十一年（附錄：臺灣宦

遊文學家繫年等 3 種）。  
劉麗卿  《清代台灣八景與八景詩》  臺北市 文津  民九十一年  初版（附錄: 

清代臺灣八景詩彙錄等 4 種）。 
薩伊德 (Said, E.W)  《知識分子論》北京 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民九十一年

第 1 版。 
仲摩 照久 《老台灣人文風情》  臺北市 原民文化出版 台北縣中和市 吳氏圖

書總經銷 民九十一年第一版。 
楊宗翰  《文學經典與台灣文學》  永和市 富春文化出版 民九十一年 第一版。 
楊宗翰  《台灣文學史的省思》  臺北縣永和市 富春文化  民九十一年  第一

版。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明清時期的台灣傳統文學論文集》臺北市 文津  民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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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年   初版  （附錄:「明清時期的臺灣傳統文學」研討會資料等

2 種）。 
朱雙一  《閩台文學的文化親緣》  福建福州市 福建人民  民九十二年  第 1

版。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論文集》  臺北市 文津  民九

十二年（附錄:「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學」研討會資料等 2 種）。  
施懿琳  《台灣文學百年顯影》  台北市 玉山社出版 臺北縣中和市 吳氏圖書

總經銷  民九十二年   第一版（附錄：大事年表、臺灣文學 -- 歷

史）。  
陳冠學  《老臺灣》臺北市 東大 民九十二年二版。 
楊青矗 《台詩三百首 台灣古典詩選台華雙語注音讀本》臺北市 敦理  民九十

二年  初版。  
張  法  《中國文化與悲劇意識》北京市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第一版。 

學位論文類 

王文顏  《台灣詩社之研究》  國立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論文  民

六十八年（指導教授：劉述先）。 
廖美玉《杜甫連章詩研究》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論文 民 68 年（指

導教授： 柳作梅）。 
施懿琳  《日據時期鹿港民族正氣詩歌研究》  師大國研所  碩士論文 民七

十二年（指導教授：杜松柏，施人豪）。 
林偉盛  《清代台灣分類械鬥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  歷史研究所  碩士論文 民

七十六年 （指導教授：林能士、張炎憲）。 
施懿琳  《清代臺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 台北 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國立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博士論文  民八十年五月（指導教授 : 
王熙元、黃得時）。 

陳丹馨  《臺灣光復前重要詩社作家作品研究》 東吳中研所 碩士論文  民八

十年（指導授教：張夢機）。 
徐肇誠  《丘逢甲嶺雲海日樓詩鈔研究》 成大歷史語言所 碩士論文  民八十

二年（指導教授：呂興昌）。  
謝志賜  《道咸同時期淡水廳文人及其詩文研究─以鄭用錫， 陳維英，林占梅

為對象》 國立師範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民八十四年  碩士論文

（指導教授：李鍌）。 
楊明珠  《許南英及其詩詞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民八十八

年  碩士論文（指導教授：金榮華）。  
劉麗卿：《清代八景與八景詩》 中興中研所碩士論文  民八十九年（指導教授: 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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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助 。）。 
楊永智  《明清臺南刻書研究》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  民九十年  碩士論文

（指導教授：吳福助）。 
賴筱萍 《許南英及其窺園留草研究》 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  碩士論文  民

九十一年（指導教授：余美玲）。 
吳玲瑛  《孫元衡及其「赤嵌集」研究》 國立政治大學  國文教學研究所  民

九十一年  碩士論文（指導教授：王文顏）。    
楊若萍  《台灣與大陸文學關係之歷史研究》  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民

九十一年  博士論文（指導教授：皮述民）。 
張靜茹  《以林癡仙、連雅堂、洪棄生、周定山的上海經驗論其身份認同的追尋》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研究所  博士論文  民九十二年（指導教

授：許俊雅）。 
 

期刊論文類 

南注生輯 〈詩畸（一）〉 《台灣詩薈》第十三號 民十四年一月十五日。 
南注生輯 〈詩畸（二）〉 《台灣詩薈》第十四號 民十四年二月十五日。 
南注生輯 〈詩畸（三）〉 《台灣詩薈》第十六號 民十四年四月十五日。 
楊二酉  〈海東書院記〉 《台灣詩薈》第十六號 民十四年四月十五日。 
楊二酉  〈重葺斐亭記〉 《台灣詩薈》第十六號 民十四年四月十五日。 
南注生輯 〈詩畸（四）〉 《台灣詩薈》第二十一號 民十四年九月十五日。 
顏  興 〈台江考〉  《台南文化》 二卷一期 民四十一年一月 頁 40-50。 
廖漢臣  〈乙未抗日在文壇上的反映〉  《文獻專刊》  第二卷 三~四期 民四

十年十一月。 
徐坤泉  〈台灣早期文學史話〉  《文獻專刊》  第二卷 三~四期 民四十年十

一月 頁 49-58。 
連景初 〈許南英與許地山（上）〉  《台南文化》 二卷二期 民四十一年四月 頁

62-64。 
林咏榮 〈丘倉海先生的生平及其詩〉  《台南文化》 二卷二期 民四十一年四

月 頁 56-61。 
朱峰 〈台灣民主國在台南二三事〉  《台南文化》 二卷三期 民四十一年九月 頁

29-33。 
連景初 〈許南英與許地山（下）〉  《台南文化》 二卷三期 民四十一年九月 頁

59-60。 
石暘睢 〈台南歌謠三首〉  《台南文化》 二卷三期 民四十一年九月 頁 65。 
趙阿南 〈台灣書院考畧及我對書院之意見〉  《台南文化》 二卷四期 民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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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年一月 頁 301-311。 
許丙丁  〈五十年來南社的社員與詩〉《臺南文化》三卷一期 民四十二年六月。 
本會  〈師友風義錄〉  《新竹文獻》  第十五期 民四十三年六月 頁 21。 
張是初  〈清代台灣之考試制度〉 《文獻專刊》 第五卷第一、二期 民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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