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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書目主要參考書目主要參考書目主要參考書目 

一一一一、、、、    典籍文獻典籍文獻典籍文獻典籍文獻    

◎◎◎◎古典小說古典小說古典小說古典小說 

（明）長安道人國清：《警世陰陽夢》，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 年。 

（明）長安道人國清編次：《警世陰陽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明）陸雲龍：《魏忠賢小說斥奸書》，收於侯忠義主編、張玉範校點：《明代

小說輯刊》第一輯，成都：巴蜀書社，1993 年。 

（明）陸雲龍：《魏忠賢小說斥奸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明）西湖野臣：《皇明中興聖烈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明）西湖野臣：《魏忠賢軼事》，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2

年。 

（明）無名氏：《檮杌閒評》，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清）佚名：《檮杌閒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清）佚名：《檮杌閒評》，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年。 

（明）孫高亮著、孫一珍校點：《于少保萃忠全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9 年。 

（明）平原孤憤生：《遼海丹忠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明）陸人龍撰、覃君點校：《型世言》，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明）佚名：《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收入侯忠義、李勤學主編：《中國古代

珍稀本小說續》第八冊，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 年。 

（明）佚名：《近報叢譚平虜傳》，收入侯忠義、李勤學主編：《中國古代珍稀

本小說續》第九冊，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 年。 

（明）名衢逸狂：《征播奏捷傳》，收於《古本小說叢刊》第一八輯，北京：中

華書局，1990 年。 

（明）金木散人：《鼓掌絕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清）江左樵子：《樵史通俗演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年。 

集芙主人批評、井天居士校點：《生綃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大致大致大致大致依成書先後依成書先後依成書先後依成書先後））））    

《尚書正義》，收於《十三經注疏》第一冊，京都：中文出版社，1972 年。 

《孟子》，收於《十三經注疏》第七冊，京都：中文出版社，1972 年。 

傅錫壬註譯：《新譯楚辭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88 年。 

《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于非等譯注：《昭明文選譯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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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史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 年。 

《漢書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 年。 

（明）《萬曆邸鈔》，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9，據中央圖書館所藏清初抄

本影印。蘇同炳〈論中央圖書館所藏《萬曆邸鈔》非清鈔本〉（收於氏著：

《明史偶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修訂版，頁 106-121）一文論

證，此版本當鈔於明崇禎年間。 

（明）于慎行：《穀山筆麈》，收於《中國基本古籍庫》，合肥市：黃山書社，

2008 年。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2004 年重印。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收於《中國基本古籍庫》，合肥市：黃山書社，

2008 年。 

（明）朱長祚撰、仇正偉點校：《玉鏡新譚》，《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

中華書局，1989 年。 

（明）劉若愚：《酌中志》，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雜史類，第 43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明）蔡士順撰：《傃菴野抄》，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收於《四庫禁

燬書叢刊》，史部，第 69 冊。 

（明）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 二刷，據上海

圖書館、武漢科學院圖書館、蘭州圖書館、旅大圖書館藏等本配合成書。 

（明）沈國元撰：《兩朝從信錄》，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收於《四庫

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30 冊。 

（明）陸雲龍：《翠娛閣近言》，收於《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138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黃宗羲全集》，臺北：里仁書局，1987 年。 

（明）張岱著，夏咸淳、程維榮校注：《陶庵夢憶‧西湖夢尋》，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1 年。 

（明）文秉：《先撥志始》，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雜史類，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明）吳應箕等：《東林始末》，臺北：廣文書局，1966 年再版。吳應箕：《東

林本末》、蔣平階：《東林始末》、吳應箕：《熹朝中節死臣傳》、黃煜：

《碧血錄》等合訂。 

（明）文秉：《先撥志始》，臺北：廣文書局，1967 年再版。 

（明）張世則：《貂璫史鑒》，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傳記類，第

98 冊，臺南縣：莊嚴文化，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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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臺北：鼎文出版社，1977 年。 

（清）張廷玉等：《明史》，收錄於《二十五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

年。 

（清）王士禎撰，勒斯仁點校：《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清）李遜之：《三朝野記》，臺北：廣文書局，1966 年。 

（清）顧炎武：《亭林文集》，收於《中國基本古籍庫》，合肥市：黃山書社，

2008 年。 

（清）谷應泰編：《明史紀事本末》，收於《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史部，

別史類，第 211 冊，臺北：世界書局，1986 年。 

（清）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據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清初舊抄足本校點、改正、補闕成書。 

 

二二二二、、、、    近人研究成果近人研究成果近人研究成果近人研究成果    

◎◎◎◎ 專書專書專書專書（（（（依依依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序作者姓名筆劃排序作者姓名筆劃排序作者姓名筆劃排序）））） 

（（（（一一一一））））小說研究相關著作小說研究相關著作小說研究相關著作小說研究相關著作 

《中國古典小說賞析與研究》，臺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文藝研究促進委

員會主編、出版，1993 年。 

井玉貴：《陸人龍、陸雲龍小說創作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 

王平：《中國古代小說敘事研究》，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王昕：《話本小說的歷史與敘事》，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臺北：麥田出版，2004 年。 

王慶華：《話本小說文體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毛德富、衛紹生、閔虹：《中國古典小說的人文精神與藝術風貌》，成都：巴蜀

書社，2002 年。 

方正耀著，郭豫适審訂：《中國古典小說理論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 年。 

石昌渝：《中國小說源流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 年。 

向楷：《世情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年。 

朱一玄編：《明清小說資料選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 年。 

李忠明：《17 世紀中國通俗小說編年史》，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 年。 

宋若云：《逡巡於雅俗之間：明末清初擬話本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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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啟志、羊列容、謝昕：《中國通俗小說理論綱要》，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

年。 

林崗：《明清之際小說評點學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吳光正：《中國古代小說的原型與母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 

吳禮權：《古典小說篇章結構修辭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 年。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胡萬川︰《真假虛實──小說的藝術與現實》，臺北：大安，2005 年。 

徐志平：《清初前期話本小說之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 年。 

清大中文系主編：《小說戲曲研究》第三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90 年。 

郭英德：《明清文人傳奇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 年。 

高小康：《市民、士人與故事：中國近古社會文化中的敘事》，北京：人民出版 

社， 2001 年。 

高桂惠：《追蹤躡跡──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臺北：大安出版社，2005 年。 

莎日娜：《明清之際章回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 

陳大康：《明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年。 

陳文新、魯小俊、王同舟：《明清章回小說流派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3 年。 

陳東有：《金瓶梅文化研究》，臺北：貫雅文化，1992 年。 

黃霖、韓同文選注：《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 

許振東：《17 世紀白話小說的創作與傳播：以蘇州地區為中心的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 

曹煒、寧宗一：《《金瓶梅》的藝術世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 年。 

康來新：《發跡變泰──宋人小說學論稿》，臺北：大安出版社，1996 年。 

葉德均：《戲曲小說叢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年。 

萬晴川：《中國古代小說與方術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 

馮文樓：《四大奇書的文本文化學闡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齊裕焜：《明代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年。 

齊裕焜：《中國歷史小說通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 年。 

樂蘅軍：《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3

年。 

劉敬圻：《明清小說補論》，北京：三聯書店，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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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燕萍：《古典小說論稿──神話、心理、怪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6

年。 

魯德才：《古代白話小說型態發展史論》，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 

鄭振鐸：《中國文學中的小說傳統》，臺北：木鐸出版社，1985。 

歐陽健：《古小說研究論》，成都：巴蜀書社，1997 年。 

錢靜方：《小說叢考》，臺北：長安出版社，1979 年。 

魏子雲：《小說金瓶梅》，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年。 

韓進廉：《中國小說美學史》，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4 年。 

譚正璧、譚尋：《古本稀見小說匯考》，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 年。 

 

（（（（二二二二））））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王玉德：《神秘的第三性──中國太監大寫真》，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

1994 年。 

王春瑜、杜婉言譯注：《歷史人物傳記譯注：劉瑾．魏忠賢》，北京：中華書局，

1983 年。 

王瑾：《互文性》，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年。 

尹韻公：《中國明代新聞傳播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 年。 

朱立元主編：《當代西方文藝理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 

余華青：《中國宦官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杜婉言：《中國宦官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 年。 

冷東：《閹割現象》，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年。 

呂微：《神話何為──神聖敘事的傳承與闡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年。 

李春青：《在文本與歷史之間：中國古代詩學意義生成模式探微》，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社，2005 年。 

邱紫華：《悲劇精神與民族意識》，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 

苗棣：《庸人治國──魏忠賢專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 

徐子方：《千載孤憤》，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 

孫之梅：《中國文學精神（明清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 年。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臺北：正中書局，1979 年。 

夏咸淳：《晚明士風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 

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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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治安：《明代政治制度》，臺北：五南圖書出版，1999 年。 

張首映：《西方二十世紀文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張淑香：《抒情傳統的省思與探索》，臺北：大安出版社，1992 年。 

曾虛白主編：《中國新聞史》，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發行，1966 年。 

寒爵：《明末太監魏忠賢》，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 

楊義：《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 

楊義：《楚辭詩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趙園：《制度‧言論‧心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樊樹志：《晚明史（1753-1644）》，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年。 

謝明陽：《明遺民的「怨」「群」詩學精神──從覺浪道盛到方以智、錢澄之》，

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 年。 

謝國楨：《晚明史籍考》，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 年，分上中下三冊。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蘇同炳：《明史偶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修訂版。 

 

（（（（三三三三））））中文譯著中文譯著中文譯著中文譯著（（（（依出版先後排序依出版先後排序依出版先後排序依出版先後排序）））） 

巴赫金（M. Bakhtin）著，白春仁、曉河譯：《小說理論》，石家莊：河北教育

出版社，1998 年。 

[英]馬克．柯里著，寧一中譯：《後現代敘事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 年。 

[荷]米克．巴爾著，譚君強譯：《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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