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言經典學習

參考資源

編號 資源名稱 作者/編者/譯者 出處/出版社 年份 形式 分類 關鍵詞

內容簡介

1

《漢語多功能字庫》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

Lexis/lexi-mf/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網址 字典、辭典 字典、字庫

本網站提供「古文字繫形」，展示文字的甲骨文、金文、篆

書字形結構，並解説其演變情況。「粵語審音配詞」提供廣

州話讀音，「配詞」一欄讓使用者判別某個漢字於某一讀音

下應如何使用。

2 《古代漢語虛詞詞典》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

所古代漢語研究室編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1 印刷本 字典、辭典 詞典、虛詞

本書收詞範圍廣闊，不僅收了單音節虛詞，還收了複合虛

詞、慣用詞組和固定格式。書中詳列虛詞的意義和用法，並

附有例證。

3 《古代漢語詞典》 《古代漢語詞典》編寫組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2 印刷本 字典、辭典 詞典、古代漢語

本書收單字10,000餘個，複音詞24,000餘條，解説簡明扼要。

4 《古漢語通假字字典》 馬天祥、潘嘉祉等 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印刷本 字典、辭典 字典、通假字

本書收先秦至隋唐的通假字2,820個，所通之正字4,660個。

5 《漢字源流字典》 谷衍奎 北京：語文出版社 2008 印刷本 字典、辭典 字典

本書收字11,000餘個，展示文字的甲骨文、金文等字形，解釋

構字意圖。每個字都探求字源，説明文字本義；並概説演變，

展示字義古今演變的歷程和線索。

6
《漢籍電子文獻》
http://hanji.sinica.edu.tw/

台灣：台灣中央研究院 網址 原文檢索 原文檢索、古籍

網站內容豐富，包括多種古籍的電子版，例如「十三經」、

「二十五史」等，可逐字檢索。

7

 新詩改罷自長吟：全唐詩檢索

系統

http://cls.lib.ntu.edu.tw/tang/tangat

s/Tang_ATS2012/SrchMain.aspx

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95

年度數位典藏創意學習計畫
網址 原文檢索 原文檢索、唐詩

網站提供《全唐詩》電子版，可逐字檢索。

8

《續資治通鑒》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

7%BA%8C%E8%B3%87%E6%B

2%BB%E9%80%9A%E9%91%9

1

畢沅 維基文庫 網址
 文學史、文學通

論、文學批評
歷史、宋代

清人畢沅主編，剪裁正史，並摘錄多種史料編成。本書為編

年體，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下迄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1367)。

9 《唐代科舉制度研究》 吳宗國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印刷本 地圖、制度 科舉、唐代

內容建基於可靠的史料之上，有條不紊地闡釋唐代的考試制度

和各種考試科目的特點，對認識唐代文人的出身和入仕很有幫

助。

10 《宋代科舉與文學》 祝尚書 北京：中華書局 2008 印刷本 地圖、制度 科舉、宋代

以大量可靠的宋代史料為基礎寫成。全書綱舉目張，説明宋

代的科舉制度，還探討了科舉與文學的關係。

11 《唐代基層文官》 賴瑞和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2004 印刷本 地圖、制度 官制、唐代

本書選取一些唐代重要的基層文官，解讀這些小官在官場的意

義。例如《新唐書》記載柳宗元「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

書郎，調藍田尉」，「藍田尉」只是一個「從八品下」的小官

，查閱本書，可以知道在唐人眼裏，藍田縣尉與一般縣尉根本

不可同日而語，其實是青雲路上的一塊踏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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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唐代中層文官》 賴瑞和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2008 印刷本 地圖、制度 官制、唐代

這部書和《唐代基層文官》的性質相同，解讀唐代一些重要

的中層文官在官場的意義。查閱此書，可以知道判官的地位

相當重要，而且工作一般與判案無關。

13 《唐代高層文官》 賴瑞和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2016 印刷本 地圖、制度 官制、唐代

這書是《唐代基層文官》和《唐代中層文官》的姊妹作，解讀

唐代一些重要高層文官在官場上的意義，例如一般的作者生平

都説某人擔任甚麼「官職」，把「官」和「職」混為一談。

但其實在唐人的心目中，「官」是「官」，「職」是「職」

，分得十分清楚。這部書釐清了「官」、「職」的涵義，讓

14 《中國歷史地圖集》(共8冊) 譚其驤 香港：三聯書店 1991-1992 印刷本 地圖、制度 歷代地圖

這套地圖集展示先秦至清歷代地圖，可以查考歷代的行政區

域和城市位置。

15 《論語譯注》 楊伯峻 北京：中華書局

2009年第3版

(另有香港中華書局2011

年重校本)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論語

這部書以語譯為主，摘要注釋。注釋簡明，譯文暢達。

16 《喪家狗──我讀論語》 李零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論語

作者是古文獻學者，解説引用了新近的古文獻研究成果，也加

入了一些古代文化知識。

17 《孟子譯注》 楊伯峻 北京：中華書局

2010年第3版

(另有香港中華書局2018

年重校本)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孟子

這部書以語譯為主，摘要注釋。注釋簡明，譯文暢達。

18 《莊子詮評》 方勇、陸永品 成都：巴蜀書社 2007年第2版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莊子

本書優點在詞句注釋方面，既重視傳統注疏，又吸納了現代

學者的研究成果。

19 《莊子齊物論義理演析》 牟宗三講述、陶國璋整構 香港：中華書局 1998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莊子

整理者以平順的文字記錄講者闡釋莊子的義理。

20 《新編中國哲學史》 勞思光 臺北：三民書局 2010-2012年第4版 印刷本 哲學、思考方法 哲學史

是書論述先秦至清代的中國哲學發展流變，概念清晰，條理

分明。

23 《陶淵明集校箋》 龔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第2版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陶淵明

校箋者能扼要指陳不同説法的要點，然後陳説個人見解。是

書附錄了不少與陶淵明及其文集相關的資料，有助更深入認

識陶淵明的為人與作品。

24 《世説新語校釋》 龔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世説新語

本書的校釋者專研魏晉，熟悉魏晉歷史變遷和士林風氣，能

在校釋中闡釋名士言行底蘊。附有人名檢索，可查閱某人在

《世説新語》中的有關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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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消解羈囚情結的不同嘗試：

柳宗元永州遊記的重新解讀〉
鄧城鋒

《屏東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

39期(2012年9月)，頁1-29。
2012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柳宗元

本文以柳宗元貶謫永州的羈囚情結為焦點，重新審視柳宗元

的永州遊記。作者揭示元和四、五年的五篇遊記，都是以莊

子思想消解羈囚情結的嘗試；而元和七、八年的五篇遊記，

立意與元和四年的作品迥異，應視為獨立的另一次消解羈囚

情結的嘗試。

26 《蘇軾年譜》 孔凡禮 北京：中華書局 1998 印刷本
傳記、評傳、生

卒、年譜
蘇軾、年譜

作者曾點校蘇軾詩、文集，並參考多種總集、別集、類書、

史書、筆記、詩話、方志、金石碑帖中有關蘇軾的記述，撰

成此書。是書詳記蘇軾某年某月甚至於某日之行事著作，並

記錄與蘇軾有關之人物事件。

27 《蘇軾全集校注》 張志烈等主編 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蘇軾

這是包括蘇軾詩、文、詞的全集，共二十冊。校注者繼承了自

宋以來的學者的成果，參考了現代學者的著述，為蘇軾所有作

品校訂、箋注、編年的校注本。

28 《李清照集箋注》 徐培均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修訂本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李清照

本書除了傳統的史料梳理外，也運用了近世發現的題名和碑

刻。現存所有《李清照集》都是輯本，最早的是毛晉汲古閣

鈔本，藏於日本，知之者鮮，徐氏即以此本為箋注的底本。

29 〈李清照生年新説〉 畢寶魁
《遼寧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

頁67-70
1992 印刷本

傳記、評傳、生

卒、年譜
生卒、李清照

本論文以文本和史料為基礎，確定李清照生於宋神宗元豐四年

(1081)，並指出有學者誤解《金石錄後序》文句，繼而以主觀

臆測代替客觀事實，以致誤判李清照的出生年份。

30 〈李清照生年新説補證〉 畢寶魁
《遼寧大學學報》(1994年第4期)，

頁103-104、99
1994 印刷本

傳記、評傳、生

卒、年譜
生卒、李清照

作者查閱史料，解説李清照「少陸機作賦之二年」並非自道

結婚之年，而是「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的開始，從而推翻

了李清照生於元豐七年之説。

31
〈再論王維生年兼與王勛成先

生商椎〉
畢寶魁

 《遼寧大學學報》(2009年37卷1期)

，頁43-48。
2009 印刷本

傳記、評傳、生

卒、年譜
生卒、王維

論文作者列舉王維生卒年諸説，一一評論；然後以王維詩文

和史料為基礎，詳加考證，推斷王維生卒之年。

32 《古代漢語》(校訂重排本) 王力主編 北京：中華書局 1999年第3版 印刷本
文字、聲韻、語

法、修辭
古代漢語

這部書把文選的閱讀與文言語法、文字、音韻、訓詁等理論知

識密切結合。全書分為十四個單元，每個單元以文選為中心，

後面附有「常用詞」和「古漢語通論」。通過此書，可以系統

地閱讀歷代名篇，掌握常用文言詞語，學習天文、樂律、文體

等古漢語知識。

33

全唐詩宋全詞在線檢索

http://www.poeming.com/web/ind

ex.htm

稻香居 網址 原文檢索
原文檢索、唐

詩、宋詞

這是一個唐詩宋詞的檢索系統，可以選擇只在全唐詩或宋全詞

中搜索，也可以選擇兩者同時搜索。

34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ctext.org/zh
網址 原文檢索

原文檢索、古

籍、哲學、歷

史、文學

網站提供中國歷代傳世文獻，收藏文本超過三萬部。其中包括

哈佛燕京圖書館五百多萬頁歷代中文文獻的影印資料，具備全

文檢索功能。網站內含歷史、地理、文學等大量非哲學類的文

獻。

35

台灣師大圖書館【寒泉】古典

文獻全文檢索資料庫

http://skqs.lib.ntnu.edu.tw/dragon/

網址 原文檢索
原文檢索、古

籍、文學

網站內含「十三經」、「先秦諸子」、《全唐詩》、《資治通

鑒》、《紅樓夢》等古典文獻，並提供這些典籍的逐字檢索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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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易文言：文言文在線翻譯

http://ewenyan.com/
網址 原文檢索

原文檢索、字

典、辭典、文

言、古詩詞、語

譯

網站提供大量文言經典的語譯，例如《論語》、《資治通

鑒》、《古文觀止》等。又有「經典古詩詞大全」，內有《唐

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等，全都附有注釋、語譯、賞

析。

37 〈李白生卒年諸説評議〉 舒大剛、黃修明
《文學遺產》(2007年第5期)，頁27-

37。
2007 印刷本

傳記、評傳、生

卒、年譜
生卒、李白

本文以可靠的唐代原始文獻為基礎，結合細緻的歷史考證，指

出李白應生於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卒於唐代宗大曆元年

(766)，享年62歲。

38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bdi

c/index.html

中華民國教育部 網址 字典、辭典 詞典

這個網站主要提供詞語解釋。用來查找詞語也很方便，只要

輸入一個字，所有包含這個字的詞語都會顯示出來。

39 漢典 http://www.zdic.net/ 網址 字典、辭典
字典、詞典、古

籍、詩詞

這網站能檢索文字的字義、詞義、字形、讀音。除了基本解

釋外，還有「康熙字典」、「説文解字」、「音韻方言」等

欄目。

40 唐詩選 馬茂元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唐詩

這部詩選共選錄唐詩五百多首。每位詩人都附有小傳，詩歌

都有注釋和總評。注釋部分除了通常的解釋詞義外，還着意

於全詩關節與疑難處作提挈點撥，以收指點啟發之效。總評

則集中闡全詩精妙之處，及説明詩歌演進之軌跡。

41 宋詞選 劉乃昌、朱德才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3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宋詞

這部詞選共選錄宋詞八百首，劉乃昌負責北宋部分，朱德才負

責南宋部分。每位詞人都附有小傳，作品都有注釋。書中雖然

沒有標明「賞析」的部分，但各篇的第一條注釋涵蓋題解、本

事、背景、意旨、藝術評賞諸項。

42 廣州話正音字典 (修訂版) 詹伯慧主編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4 印刷本 字典、辭典 字典

這本字典集粵、港、澳多位學者之力編成。字典條目以《現

代漢語詞典》單字目為基礎，並特別收錄了為記錄廣州口語

而產生的特殊用字。

43

佛陀的啟示(What the Buddha

Taught)

http://book.bfnn.org/books/0535.ht

m

羅睺羅化普樂著 (Walpola

Rahula)、顧法嚴譯
般若文海 網址 哲學、思考方法 佛學

羅睺羅化普樂(Walpola Rahula) 是斯里蘭卡人，少年時已開始

學習佛教經典，並學會了梵文、巴利文，能夠直接閱讀古代

佛教原典。他其後到倫敦大學留學，取得哲學博士，掌握了

西方現代研究方法。《佛陀的啟示》是一部佛學入門書。作

者以古代佛教原典為基礎，如實地介紹佛陀的生平和學説。

44 印度佛學的現代詮釋 吳汝鈞 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4 印刷本 哲學、思考方法 佛學

本書作者通曉梵文、西藏文，能夠閱讀古代佛教文獻；又曾留

學加拿大、德國，掌握現代的佛學研究成果。本書內容包括原

始佛教義理、般若思想、中觀思想、唯識學説、如來藏思想、

佛教知識論。

45 中國佛學的現代詮釋 吳汝鈞 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4 印刷本 哲學、思考方法 佛學

本書作者通曉梵文、西藏文，能夠閱讀古代佛教文獻；又曾留

學加拿大、德國，掌握現代的佛學研究成果。本書首先論述中

國佛教的特色和佛教傳入中國的概況，然後分別闡釋天台宗、

華嚴宗、禪宗的義理。

47 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 王運熙、顧易生主編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7年第2版 印刷本
 文學史、文學通

論、文學批評
文學批評

王運熙等學者在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編寫了一部三卷本的

《中國文學批評史》，許多大專院校均採用為教材。這批學者

在90年代初又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這部

《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即以原來的三卷本為基礎，吸取了

七卷本《中國文學批評通史》的研究成果，重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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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中國歷代文論選(全4冊) 郭紹虞、王文生主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新版 印刷本
 文學史、文學通

論、文學批評

古典文學、文學

理論

這套書是古典文學理論文章的選集，選材範圍由先秦至於近

代。所選篇章，既有總結文學創作經驗而有一定見地的論文

，同時也有文學流派的代表作和文學論爭中觀點相對立的作

品。選篇分「正文」和「附錄」，正文是重要的選篇，附有

注釋和説明；每篇正文後都有附錄，是與正文相關的文獻。

49 晚明思潮(增訂版) 龔鵬程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8年第2版 印刷本
 文學史、文學通

論、文學批評
思潮、明代

這是一本「晚明思潮」論文集。作者以文本為基礎，重新爬梳

晚明文獻，觀點多發前人所未發。

50 唐宋筆記語辭匯釋(修訂本) 王鍈 北京：中華書局 2001年第2版 印刷本
 文學史、文學通

論、文學批評
古文、唐、宋

本書作者唐宋兩代筆記百餘種為基本研究材料，訓釋那些不見

於先秦兩漢、唐宋古文的近世語辭。

51 詩詞曲語辭集釋 王锳、曾明德編 北京：語文出版社 1991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集釋、詩、詞、曲

本書是收錄1949-1985年考釋詩詞曲語辭的單篇論文的研究成

果。以詞條為單位，按漢語拼音排序，並附筆畫索引，方便檢

索。語辭考釋若已見於新舊辭書或專著等，皆不錄。書後附有

十種語辭考釋著作的索引。

52 宋詩選註 錢鍾書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9年第2版

(另有台北書林出版有限

公司1990年增訂本)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宋詩

本書解釋了詞句典故，也點出詩歌的妙處。書前有序，書中有

詩人介紹，時有獨得之見，而且文筆生動幽默，可以作為文學

作品觀賞。

53
中國古代文學通論•先秦兩漢

卷
趙敏俐、譚家健主編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2005 印刷本

 文學史、文學通

論、文學批評

文學通論、先秦

兩漢

全書分為三部分：上編陳述先秦兩漢文學的基本內容，例如

《詩經》、楚辭、漢賦概述；中編闡釋先秦兩漢文學與各種社

會文化元素的關係，例如「先秦兩漢文學與哲學」、「先秦兩

漢文學與史學」；下編簡介先秦兩漢文學的基本文獻和研究資

料，提供學者進深研習的材料和門徑。

54
中國古代文學通論•魏晉南北

朝卷
劉躍進主編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2005 印刷本

 文學史、文學通

論、文學批評

文學通論、魏晉

南北朝

全書分為上編、中編、下編三部分。上編概述魏晉南北朝的詩

歌、散文、辭賦、小説幾種文體，並簡介當時的文學批評概

況。中編因應中古時期獨特的社會文化情況，專論世族、佛

教、音樂、繪畫、四聲、史家意識等與魏晉南北朝文學的關

係。下編簡介《文選》、《玉台新詠》、《全上古三代秦漢三

55
中國古代文學通論•隋唐五代

卷
蔣寅主編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2005 印刷本

 文學史、文學通

論、文學批評

文學通論、隋唐

五代

全書分為上編、中編、下編三部分。上編概述隋唐五代的詩

歌、散文、駢文和辭賦、詞曲、小説幾種文體，重點講述唐代

詩歌在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特色和演變。中編因應隋唐

五代獨特的社會文化情況，專論政治、宗教、科舉、藝術、交

通、幕府等與隋唐五代文學的關係。下編簡介文學基本典籍和

56 中國古代文學通論•宋代卷 劉揚忠主編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2005 印刷本
 文學史、文學通

論、文學批評
文學通論、宋代

全書分為上編、中編、下編三部分。上編概述宋代的詩、詞、

散文、辭賦和四六文、小説、戲劇幾種文體。中編因應宋代獨

特的社會文化情況，專論政治、都市社會生活、民族關係、西

夏文化、科舉、理學、宗教等與宋代文學的關係。下編簡介文

學基本典籍和與文學相關的歷史文獻，並提供了有用的工具書

57 中國古代文學通論•遼金元卷 張晶主編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2005 印刷本
 文學史、文學通

論、文學批評

文學通論、遼金

元

全書分為上編、中編、下編三部分。上編概述遼金元三朝的

詩、詞、散曲、雜劇、小説、南戲、散文、駢文幾種文體，內

容則元朝文學最為詳盡，遼朝文學最為簡略。中編因應遼金元

三朝獨特的社會文化情況，專論宗教哲學、藝術、地域文化、

文人境遇、社會生活與遼金元文學的關係，並有專章討論「金

58 中國古代文學通論•明代卷 郭英德主編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2005 印刷本
 文學史、文學通

論、文學批評
文學通論、明

全書分為上編、中編、下編三部分。上編概述明代的詩歌、詞

曲、文章、八股文、戲曲、小説幾種文體。中編因應明代獨特

的社會文化情況，專論政治、社會生活、心學、宗教等與明代

文學的關係。下編簡介詩、文、戲曲、小説等文學基本典籍，

和一些與文學相關的重要歷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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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中國古代文學通論•清代卷 蔣寅主編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2005 印刷本
 文學史、文學通

論、文學批評
文學通論、清

全書分為上編、中編、下編三部分。上編概述清代的詩歌、散

文、駢文辭賦、詞曲、説唱文學、小説幾種文體。中編因應清

代獨特的社會文化情況，專論社會政治、審美文化、文學傳

統、學術文化、地域文化、科舉制度、女性等與清代文學的關

係。下編簡介詩文、詞曲、戲曲、説唱、小説等文獻資料。

60 詩經注析 程俊英、蔣見元 北京：中華書局   2017年新排本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詩經

這部書參考了毛傳鄭箋等古代的訓釋，也吸納了現代學者的

研究成果。除了注釋，本書也突出了《詩經》的文學本質，

每一篇詩都有一篇「題解」，或論意境，或説修辭，重點論

述詩篇的藝術特色。

61 楚辭注釋 馬茂元主編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楚辭

馬茂元曾於1958出版了一部《楚辭選》（北京：人民文學出

版社），這部《楚辭注釋》即以《楚辭選》為基礎編撰而

成。

62 春秋左傳注(修訂本) 楊伯峻 北京：中華書局

1990

(另有台北洪葉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2015年修訂本)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春秋左傳

本書是修訂本，注釋十分詳備。

63 中古文學史論 王瑤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6

(另有北大出版社2014年

典藏版；台北洪葉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2007年修

訂版）

印刷本
 文學史、文學通

論、文學批評
文學史、中古

作者撰寫了十多篇關於中古文學文化的專題論文，在1950年

代分別編為《中古文學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

文學風貌》三書出版，現經作者修訂合為一書再版。

64 王維集校注 陳鐵民 北京：中華書局 1997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王維

王維詩文，除了一般典故外，還引用了大量佛典。作者在清

代趙殿成注本的基礎上，校正文字，修訂添補注釋，並以編

年排序。

65 李白全集編年箋注 安旗、薛天緯等 北京：中華書局 2015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李白

作者在1990年出版《李白全集編年注釋》(巴蜀書社)，是第一

部李白詩文集編年本。作者以舊版為基礎，改正注釋，修訂

編年，撰成今本。

66 杜甫全集校注(全12冊) 蕭滌非主編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4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杜甫

《杜甫全集校注》採用編年體，並博採古今學者注釋和研究

成果，遍注杜甫詩文。是書附有杜甫年譜和其他有關文獻資

料，並有篇目音序索引。

67 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全7冊) 劉真倫、岳珍 北京：中華書局 2010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韓愈

是書編撰嚴謹，重視版本校正，採用最可靠的宋本為底本，

徵引善本彙校。箋注方面，則博採古今注釋和學者研究成果

，一一注明出處。箋校以外，作品亦皆有編年考證。

68 柳宗元集校注 尹占華、韓文奇 北京：中華書局 2013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柳宗元

校注者疏理舊注，補充新解，吸納現代學者研究成果，撰成

此書。每篇正文以後，有校記、解題、注釋、集評、辯證、

附錄等項目。

69 杜甫評傳 莫礪鋒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3 印刷本
傳記、評傳、生

卒、年譜
杜甫、評傳

這本傳記的特點是生平及文學作品以外，重點論述杜甫與傳

統思想文化的關係。第一、二章以杜甫生平帶出其文學作品

，又以作品反映杜甫各人生階段的思想感情。更多的篇幅則

用來論述杜甫詩歌藝術境界、政治理想、審美觀點、性情品

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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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三蘇傳 洪柏昭 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印刷本
傳記、評傳、生

卒、年譜
三蘇、傳記

本書的特點是把「三蘇」合為一傳，以可靠的史料為基礎，

通過生平行事和詩文，顯示傳主的心靈活動，反映傳主的人

生心路歷程。

71 韓愈傳 陳新璋 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印刷本
傳記、評傳、生

卒、年譜
韓愈、傳記

本書分上、下兩編，上編講述韓愈生平，下編評論韓愈的文

學成就。作者以可靠的史料為基礎，寫出了韓愈對朝廷的忠

誠、對親朋的熱愛、對後輩的關懷，也如實反映了他的一些

缺陷。

72 柳宗元傳 梁鑒江 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印刷本
傳記、評傳、生

卒、年譜
柳宗元、傳記

本書介紹柳宗元的生平、思想、文學成就和創作特色。作者

自言撰寫本書，是「從原始材料出發，採取實事求是的態

度」，書中既讚賞柳宗元熱愛國家、真誠待友的高尚品格，

也如實地指出他性格上的弱點。

73 辛棄疾研究 辛更儒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印刷本
傳記、評傳、生

卒、年譜
辛棄疾

作者參考了大量史料，包括傳世的辛氏族譜、地方志等，寫成

此書。這部書記述辛棄疾一生事跡，其實是一部《辛棄疾

傳》。

74 稼軒詞編年箋注(定本) 鄧廣銘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辛棄疾

這是第一部全面為辛棄疾詞箋注編年的書，流傳甚廣。作者

本來是歷史學家，原非專治文學，因此編撰此書時，主要是

把涉及辛詞本事的時、地、人等考索清楚，文學方面的講解

和注釋皆從略。

75 辛棄疾集編年箋注(全6冊) 辛更儒 北京：中華書局 2015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辛棄疾

有鑒於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之詳於史料考證而疏於文

學訓釋，本書作者大量增加了文學方面的注釋。作者又引用

了新發現的史料，如《菱湖辛氏族譜》等，修訂了部分詞作

的繫年。

76 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增訂本) 褚斌杰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年增訂本 印刷本
 文學史、文學通

論、文學批評
古代、文體

本書論述古代各種文體的起源和特點，包括楚辭、賦、樂

府、古體詩、駢體文、近體律詩、詞、曲，和古代文章的各

種體類。

77
網路展書讀

http://cls.lib.ntu.edu.tw/
羅鳳珠 網址 原文檢索

原文檢索、古典

文學

網站內含多種古典文學資訊，是一個結合科技與古典文學的

網站。

78

唐宋詞全文資料庫

http://cls.lib.ntu.edu.tw/CSP/W_D

B/index.htm

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

計畫-94年度數位典藏創意

學習計畫

網址 原文檢索
原文檢索、唐宋

詞

網站提供唐宋詞全文的字詞檢索功能。

79

〈李嚴興廢與諸葛用人〉，

《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

頁190-207

田餘慶 北京：中華書局 2011年第三版 印刷本
 文學史、文學通

論、文學批評
秦漢魏晉史

劉備、諸葛亮定蜀以後，蜀國的政治勢力可分為兩派：一派

是追隨劉備入蜀的將士謀臣，一派是劉璋舊部。本文舉出李

嚴、來敏、李邈等劉璋舊部的疑慮和抗拒，探討劉備、諸葛

亮如何小心翼翼地平衡兩派的政治矛盾。本文提供的史料和

分析，有助理解諸葛亮撰寫《出師表》的用心。

80 司馬遷評傳 張大可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4

(另有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3年精裝版)

印刷本
傳記、評傳、生

卒、年譜
司馬遷、評傳

本書詳論司馬遷其人及其書，內容包括司馬遷生平事跡考

證、《史記》著作體例、篇章真偽辨析等。凡有爭議之處，

皆詳引學者諸説，一一辨證，再下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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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81 史記教程 安平秋、張大可、俞樟華主編北京：華文出版社 2002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史記

這是一部《史記》教材，也是一部總結學者研究《史記》心

得的著作。內容包括《史記》的思想內容、體裁結構、語言

成就、撰寫流傳等。

82 漢語詩律學(增訂本) 王力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印刷本
文字、聲韻、語

法、修辭
詩律

本書內容包羅甚廣，包括詩、詞、曲、白話詩的格律分析，

既有詩律的一般常識，也有作者的個人研究心得。

83 漢語修辭學(第3版) 王希杰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4 印刷本
文字、聲韻、語

法、修辭
修辭

本書着重闡釋「修辭」的涵義和修辭的原理，具體內容不以

修辭格為中心，改以語言運用分類，分為語音、結構、均

衡、側重、變化、聯繫等項目。

84 先秦詩鑒賞辭典 姜亮夫等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6年新版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鑑賞辭典、先秦

本書收錄先秦詩歌，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詩經》，第二部

分是楚辭，第三部分是《詩經》、楚辭以外的先秦古歌。由於

時代久遠，文辭古雅，每篇作品除賞析外，還附有注釋、譯

文。本書卷帙浩繁，集多位學者之力而成。

85 漢魏六朝詩鑒賞辭典 吳小如等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1992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鑑賞辭典、漢魏

六朝

本書共收漢、魏、晉、南北朝詩人187位，詩作906篇，詩歌皆

附賞析一篇，並編有多個附錄：詩人小傳、漢魏晉六朝詩書

目、名句索引、漢魏晉六朝文學術語解釋等。

86 唐詩鑒賞辭典 蕭滌非等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3年紀念版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鑑賞辭典、唐詩

本書共收唐代詩人196位，詩作1,105篇。詩歌皆附賞析一篇外

，還有多個附錄：詩人小傳、詩人年表、唐詩書目、名句索

引、詩體詩律詞語解釋等。

87 宋詩鑒賞辭典 繆鉞等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5年新版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鑑賞辭典、宋詩

本書共收宋代詩人253位，詩作1,253篇。詩歌皆附賞析一篇外

，還有多個附錄，包括詩人小傳、詩人年表、宋詩書目、名句

索引、篇目筆畫索引等。

88 唐宋詞鑒賞辭典(全二冊) 唐圭璋等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6年新版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鑑賞辭典、唐宋

詞

本書收唐、五代、兩宋、遼、金共327位詞人的詞作1,518篇。

每篇詞作皆附賞析一篇外，並編有多個附錄：詞人小傳、唐宋

詞書目、詞學名詞解釋、名句索引、詞牌簡介、篇目筆畫索

引。

89 元曲鑒賞辭典 蔣星煜主編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4年新版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鑑賞辭典、元曲

本書包括元代散曲和雜劇，共收作家135位的作品。作品有小

令544支，套數45套，雜劇137折，共712篇。每篇作品皆附賞

析一篇外，並編有多個附錄，包括作家小傳、作家年表、元曲

書目、元雜劇關目、名句索引、元曲釋詞簡編、讀曲常識、元

北曲譜簡編、元雜劇一覽表、篇目筆畫索引。

90 元明清詩鑒賞辭典 錢仲聯等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1994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鑑賞辭典、元明

清詩

本書收錄詩歌不止於「元明清」，還包括元以前的遼、金，近

代則至於民國。全書分四部分：遼金元詩歌、明代詩歌、清代

詩歌、近代詩歌。本書選收430位詩人的詩作共1,322首，每首

詩都附有賞析一篇。

91 古文鑒賞辭典(上下冊) 陳振鵬、章培恒主編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4年新版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鑑賞辭典、古文

本書的「古文」包括歷代散文、駢文、辭賦，共選錄先秦至清

朝248位作家的文章546篇。每篇文章都附有簡單注釋和一篇賞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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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古代小説鑒賞辭典(上下冊) 蔣星煜等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4 印刷本 名家作品、賞析
鑑賞辭典、古代

小説

本書選收先秦至晚清小説近600篇，每篇都附有賞析一篇。本

書取材不限於狹義的小説，舉凡神話、寓言、軼事、志怪、

傳奇等都納入取材範圍。長篇小説如《三國演義》、《紅樓

夢》等，則節選精采章節。本書附錄有作家小傳、小説書

目、小説名詞術語、篇目筆畫索引。

93 文字學概要(修訂本) 裘錫圭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3 印刷本
文字、聲韻、語

法、修辭
文字學

書中引用大量字例，吸收現代的文字學研究成果。2013年修訂

版改用電子排版，修訂了文字和內容，而且增編一個索引，方

便檢索。

94 音韻學概要 林燾、耿振生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4 印刷本
文字、聲韻、語

法、修辭
音韻學

作者運用現代的語音觀念和暢達的語言，並以現代的音標為工

具，深入淺出地介紹音韻學的基本知識。

95 中國文獻學九講 張舜徽 北京：中華書局 2011 印刷本
文字、聲韻、語

法、修辭
文獻學

這部書講述文獻學基礎知識，包括版本、校勘、目錄等的學科

內容和研習意義，並簡介了歷代學者整理文獻的成就。

96 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修訂本) 楊伯峻、何樂士 北京：語文出版社 2001 印刷本
文字、聲韻、語

法、修辭
古代漢語、語法

這部書分為三部分：上編概述古漢語的特點；中編為詞類，將

可列舉的詞類成員全部列舉；下編為句法，説明謂語和複句的

結構。本書揭示一些重要的語法發展，展示古代漢語與近、現

代漢語的源流關係。

97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

=569524

永瑢、紀昀等撰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網址 原文檢索
原文檢索、古

籍、歷史、哲學

乾隆三十七年(1772)開始編撰《四庫全書》，乾隆四十六年

(1781)完成，費時十年。《四庫全書》收書過萬，正式入庫的

三千多種，存目的六千多種，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的古籍。

每種書都由編輯大臣寫了提要，説明該書的版本、作者、內

容、流傳等概況，又評論其長短得失。

98 文言津逮 張中行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4 印刷本 文言文學習 文言

這是一本學習文言文的入門書。作者精熟古文，曾任教中學、

大學，並曾擔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熟悉古文教學。這本書

寫得深入淺出，舉例切當實用，適合有志於學習文言文的學生

，對中學教師講授文言文也很有幫助。香港三聯書店改用繁體

字出版，易名《文言漫步》，內容完全一樣。(三聯繁體字

99

思方網

http://philosophy.hku.hk/think/ch

i/

劉彥方、陳強立 網址 哲學、思考方法 思考方法、哲學

劉彥方和陳強立是在大學哲學系任教的學者，建立了「思方

網」，介紹基本的思考方法。

100 備課筆記 《語文學習》編輯部編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印刷本 文言文學習 文言、古典文學

本書是數十篇古典名作的辨析考證文章。名作是常常入選為中

學課文的文言作品，辨證文章重點，考察名作中的疑難之處，

共518篇，適合中學教師參考。

101 中國古今地名大詞典(共三冊) 戴均良等編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5 印刷本 字典、辭典 詞典、地名

這部書記載古今地名，查考本書可知地名沿革。本書收地名

60,000多條，由全國各地學者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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