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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就喜歡聽大人講古，從猴齊天、獎梨花，我進入布袋戲、歌仔戲的世界，

初三以前，我看過頭還記、聽怎囂張寒、聽工山1iE g豆、羅漢擾北、曉風反康、隨處;最

義和鎮及毒農等等墮代背景的小說;並同時背誦康鼓三頁室主，到高二開始習作近體詩，

我終於對古典漢學有了興趣，這可說是看唐代歷史演義小說入門的。不久，上師大，

又旁選朱雲影老師的史學方法、亞洲史，朱際鎧師的文化史，高亞偉師的二門西洋史

約二十個學分歷史系的課，想考台大歷史所，但當排長事忙，不能如願應試。後來參

與翻譯臭豆豆及黨強浪費i (裝起)的工作，深感歷史才是人民文化的基礎。 1983 年秋，

到日本京都大學，京都'是唐風鼎盛之地，京大是研究唐文化的重鎮，雖然我主要研

究中國哲學，但仍留心我亦喜歡的文史領域，尤其對陪唐資料，從不敢掉以輕心，所

到之處，隨時扎記，當時日人正抄熱空海逝世 1150年的紀念，我亦寫了一篇這個遣唐

留學僧的論文(數學奧竄去是十一期) 0 1985 年開泉通專書課，是讓耕儷，典故深晦，

數年以來，潛心鑽研，而猶有不逮，不僅要熟知初唐史學、政事，還要縱觀先秦至六

朝叢雜猿多的史籍、史事。雖已有數篇專著發表，但最期待的是在數年內忙中能完成

五、六十萬字的農過渡諜，恐怕心餘力拙，史學實在是最需要硬工夫的學問。最近同

事汗婷婷女士有廳去員服裝一書問世，頗多見地，相與談及草屋時史料問題，正好想

起在寫或旦旦去鼓饅(鳳玄去搜1988年 3 月 1 日)後有':lEt旦旦去農鼓」殘稿，未發表。

同時，在旦一年辛苦所抄錄的旦人漢籍研究指引及索引約一、二百種，遲遲亦未整理，

殊為可惰，乃乘機先就直代部分，整理近五十種，把兩文合一，稍為訂正後發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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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正於方家，並或對唐文化有興趣研究者，能有一些的神益。( 1991 年 5 月 23 日)

其一:武則天及其，綻治特斯之史料

一、文字典籍史料

重型去(624-705 A.D.) 掌權很久，有關的史科不少。主要是在她死後，由塑星星

等所編撰、塑盟主聖等所刪正的「我殷實錶 J '還有與她有關的「竄去寰錶 J (重違等

撰) , r 1:支農錄J (墨畫畫撰) , r實表寰錶J (皇室里撰) ，以及廈代的興農。當然

至今皆巳亡怯。

今天留下車旦旦去的文字資料，首推聽廣寰的傳紀。在主生後覽史官所編的「釁度

責」中，把她列入本紀，次於璽皇之後，但稱為「旦旦去皇巨J ，主窒所編的「數康景

J '在立場上體制上，趨向更保守的正統一元論，把她置於眉頭傻中，而無視於她是

周國的女皇帝，有承先啟後的獨立年號來繫年。遠不如「奧運」 「獲最」對沒有稱帝

的呂后還列入「紀」的開闊態度。

「釁康寰﹒則天皇后紀 J '比「褻康讓三昂起使之或民J '字數幾乎多出一倍，

但責責因受帝紀中以編年記事的體例限制，所以多記載天下軍國大事，關於盡盟主本

人的言行反而不如數寰的詳細。而取慶寰的許多傳和志、表，都有與重互相關的史科。

此外唐人編寫的書籍，如墊贊等編的應責中有遺臭l去父親壘達的傳紀，型璽撰的

支康數竅，有不少重盛的言行資料。主室時編的農技豆豆、挂鐘頭泉，則有部分相關的

典章制度。崖人合集有壁墅的現題寒黨集、書畫志則有單墮墮叢賢、單產遠的農底至1

叢叢。還有盧人別集中，如暨賓主、堅主壘等集子，皆有與草屋有關的詩文。地理志

有奎宣重的表姐鼓聽鳳至三，雖是史重璽室時作，但卻是塵代最完整的地理書，與開

庭責地理志參枝，有助於了解武氏時的地方政治經濟。

丞人的資料，最重要的為重墨主主編的資通道瘓，在廣缸中，有不少異於兩唐書、

或兩唐書所無的資料，尤其事事繫年，對有關行事年代的考據，極有幫助。

又丞人主豐編的嚴貧寒，窒壁畫編的廣去讀食，以及類書本至飽覽、股股起頭，

又如總集玄旅丟棄，和康設銀叢、廣超生喔，皆有豐富的重且相關史料，其中引用的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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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原始素材，很多今皆不可見，至為珍貴。

清代人所編的大部書，如瓦全鳳責集成、全慶殼、美康玄，在後人不斷加編索引，

以及補遺之後，今天已很容易從其中找到與重且直接或間接的資料。

二、考古實物史料

實物史料方面，有敦煌唐寫本，三十年代以前出土者多藏於監盟，1949年以後大

陸又出土不少的唐代文書。其中有武則天聖曆三年(700 A.D.)塾笙縣亟金塑戶籍殘卷

有姓名的六戶人家受田和課稅的資料，見義建黨親第一集，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

料室編，中華書局。還有舊時出現今仍藏於英國倫敦博物館的聖星本本黨瘓，重屋想

要當皇帝，統治天下，便與沙門偏造去美援，做為當皇帝的理論依據。(1)去讓經說:

「女師承正，威伏天下，所有國土，悉來承奉，無連抗者，此明當今大臣及百姓等，

盡忠亦者，即得子孫昌熾a ......如有背叛作逆者，縱使國家不誅，上天降罰並自誠。」

這是當時她頒行天下而留下的政治宣傳品。

石刻史料， 1955年四川廣元縣出土. r利州都督皇澤寺唐則天皇后武氏新廟記碑。

」而最大部的史料則為「去康姦釁藏豆豆」可供參考。

在考古遺跡出土不少武氏時的遺址和墓葬:1971年發掘的洛陽含嘉倉城，這是墮

、唐的大型糧倉，在出土的刻銘磚上，多記唐高宗和童車的年號，故多為當時的儲藏，

在一六0號糧害中，還遺存巳炭化的五十萬斤穀子，由此知遠旦旦去所以長居東都洛陽

，除了要避開長安這不光彩的鬼魅之地(為父親李世民的才人，兒子李治的昭儀，奪

權毒殺玉皇后，皆在長安宮城中，在長安常幻見王皇后為厲鬼)外，也是基於經濟上

的需要。

此外， 1982年 5 月河南嵩山頂，出土一小片金簡，有銘文63個字，是武則天稱帝

時盒里元年(700年) ，庚子七月派使到軍血， r乞三官九府，除草聖罪名J '可見車

則天除迷信佛教外，尚乞福於道教神仙。

(1) 黨通通黨卷 204廈起. ，.聖單盟主僧造盟撰在寒麓四卷，表上之，言主巨乃墮塹墊下生，當

代唐為閻浮提主，制頒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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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引人興趣的莫過於高宗李治與武后合葬的墓陵-一一乾陵，位於挾西省乾縣城

北的梁山上。這襄共有高宗武氏之子孫、大臣的十七個陪葬墓，還有若干陪葬的附葬

墓，整個墓群，是武氏最珍貴的歷史實物資料。乾陸千年來以來未被盜過，1960年 4

月中國科學院對主墓開始挖掘，起墅區院長璽遠至親臨堅壁，作詩「鼓鼓援J '對基

「地下寶藏無惡否?(其一)「待到幽宮重啟日，還期翻案續新篇」中文物無限期待，

(其三) ，發現長63.1公尺的隧道，據說曾打開墓室的一線門縫，盛唐文物好探尋。」

金碧輝煌。但考工作者以無能力維護，重新封閉。倒是後來在附近挖出他們子孫的幾

座墓葬。

盒里第二子章懷太子李賢的墓，至聖是主持注錢讓黃而聞名的，他被母親強逼

自盡。還有武后之孫，中宗李哲的一對子女的墓，懿德太子李重潤、和其妹永泰公主

李仙蕙，兄妹私下議論到武后，被人打小報告，武后下令用棍子活活打死，哥哥年十

九，妹妹年十七。武則天死後，中宗把他們兄妹陪葬在乾睦。此外，武則天之母楊氏

的順陵和媳婦韋后兄弟的墓也出了土，皆大大有助於研究武則天。

在陪葬的劉仁軌墓附近的附葬墓，即劉仁軌之子劉濤墓，出土了一塊多達一千多

字的型邊的墓志銘，訂正了「數農景之友組裝表表」中型主且家族排行的錯誤，及訂

正劉濤的卒年。 (2)

最後再舉一些非專指武則天的塵代工具書，最重要的是「廳去找本妨鰻豆豆責殺較

，傅璇琮、張忱石、許逸民合編。引用書達八十多種，收錄唐五代人物近三食褻剋」

，中國

在史料指引上，可見史團壁畫聖等編的「皮圖直起息反閉雙」

( 1983 年 11 月同朋舍出和日本宮崎市定等所編的「去玄支援農鼓鼓λ閉﹒中國 I J

版)的情唐五代部分。至於個學術的專著，就略而不說了。

這
j
j
a
a

塾遺棄義:邊是ι且之于，邊有三于，長日墨、次日壘 o 艷麗責則以邊為ι且之孫，為量

之兄，錯誤。墓志稱壟於「巫豐元年( 694 年)讀(停棺)于河南午橋東原。 J '不是廣

賣摸瓜動農所說. r垂盟二年 (686 年)為酷史所陷，被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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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日本磨代研究指引

壹、唐代研究仿 Lj古 I) (唐代研究指南)

107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出版

每冊前有貝塚茂樹及平岡武夫總序文，橘紅色布面精裝。

一弋慶反反廣 墮血29年 8 月 30 日出版(1954)

平岡武夫編著。橫排鉛印383頁。

前有平岡的序說。列述從唐高祖武德元年(618 A D)到基量去重四年 (907) 的日曆。

全書每頁分上中下三欄，上欄為主權者，中欄為日曆(干支) ，下欄為立 I) ry 又曆

(儒略曆)

附錄:(1)開元元年長安日出，南中日入時刻表

(2)長安仿氣象

(3)唐代年號索引表

(4)唐代年號索引檢字表

(5)干支番號碼

三廈起反技政搜環

昭和30年 4 月 1 日出版。

平岡武夫、市原亨吉編著。橫排鉛印 382 頁。

前至團的序說，正文以全國十道、十五道為次，共列 4358個府、州、郡、縣的名稱，

橫列成表，並註明該地名出現在以下諸書中的卷數、頁數。

(1)空里(空逃遁)史閱或受損氯去攘攘

(2)數度責

(3)寶康責

(4)康貧寒

(5)表頭表(丟到鼓懸覽表)

(6)通星星

(7)農三是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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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l)披別鼓懸累豆l

沒達旦釁巔讓別及檢字表(用Wade氏拼寫)

按此書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89年 11 月翻印出版，精裝。

三攘起反數支食家

昭和29年 6 月 30 日

平岡武夫、今井清編著。橫排160 頁。

收墮代散文家，計美鹿三革中文3035人，慶AJ金邊644人，康文續說133人，三書，

22896篇散文，共 3812人，除去重出者外，共3516人。全書體例如下表所示:

書(三書中之一書)卷頁

作品番號

作者番號

時 代

原 籍

別 名

作 者

四角號碼

附錄:

(l)別名索引

(2)檢示表

(3)唐五代十國世系表年表。

四鷹技投數人

昭和35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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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岡武夫市原亨吉編著。橫排200頁。

前有至wi!序說，收支康殼中2873人，支援請讓 129 人等，共 2955人。其體例分七

欄，如下:

姓名 四角號碼分類

詩

人
別 名

原 籍

時 代

作 口口口 番 號

書 卷 頁

附錄:

別名索引(四角號碼)

作者索引(四角號碼)

全康設分卷、分類之諸本對照的綜合索引。

五農技史最表主道揚援引釁 224頁

7支農您史最農主漢陽農對釁 266頁

有農技投是表主這段搜鳳篇 198頁

以上第五、六、七三種所引用之資料有

(l)康頭去擴接受遭代盤盤

(2)廈闊葉鼓斐援績最璽代聖塑宣

(3)義是表丞代主壁畫

(4)技處表丞代丞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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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取里鼓起塵代韋述

(6)頭里鼓起遣代璽主墨

(7)預支鼓起續說

J\妻自鼓鼓獲至1

1957年 3 月

京都府立西京大學教授花房英樹編著。橫排644頁，共收李白詩 1120首， 77000字，

前有「李白歌詩索引總說J I 資料表序說J I 索引篇序例」。所有詩名的索引及檢

示表，皆以四角號碼編列，本文有522頁。以jι主蜀刊「妻去身乏集」暨氏刊本為

底本。

附錄:

篇目首字索引

筆劃及 Wade氏拼音檢表。

九委負安史最

依壁畫室本委本息哀集，附作品篇目表， 236 頁。

十廈技投敵忍住最

墮主且52 年 (1977 年 )11 月 15 日

平岡武夫、市原亨吉、今井滑編著。 928 頁。

所收散文係由以下資料而來，共22896 篇。

(l)哀起丟棄

(2)慶玄駛室代盤盤編

(3)康去鼓食集型三萃壁畫

(4)全慶三旦遇代官修本

(5)康乏競濃空空代墜企塑

(6)廣玄續投遭代墜企塑

(7)聽聽叢殼中之慶人文集

(8)其他唐人文集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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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索引(四角號碼及筆劃轍字表)

±廈您史最黨

市原亨吉、今井清編著上下兩冊共 1825 頁。為唐代詩篇的總目錄索引，共收 49475

篇，每一篇都有編番號。

上冊: 巨型39年 (1964)3 月

前有「唐代仿詩篇序說 J r 資料略稱表」引資料二十種總集:

(1)全康鼓

(2)全慶競選旦至主生元年 (1804 年)刊本

(3)玄葾丟棄

(4)嚴文校

(5)康鼓飯要

(6)劇表集

(7)農史集主壟 13年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

(8)洩攘莫寒集盧代塵墮

(9)飽覽鼓盧代全盤翠

ao)史恩踴氮集廈代直墊盡

ω援玄集塵代盤金

(2)據美dzZ農崖人選廈詩八種本

Q3)去讀集噩噩豐塹

a4).:sz.玄集塵聖藍

a5)象技鼓集

個黨慶責

qη康踅跟黨盟坦重重

as)嬴踅康本鑽您怎這盟速運

a9)慶鼓度造讓全集遭堅壁畫

位。農本表丈裝必象空空江璽

此外又放別集 130 種，共皈詩篇 38560 篇，詩人凹的人，每一詩人有一號碼，如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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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為 0001 '杜牧為 1068 '正文以詩人為綱，再把其所作詩篇用番號編入其下。

昭和40年 3 月下冊:

所引資料除上冊之二十種以外，另有別集約110種，詩人 847人，詩篇有 14438篇，

即從許譚的 1069號，到吳越、失姓名人的1916 '詩篇連上冊共的018篇，詩人 1916

人。

除以上有作者姓名之詩篇外，又收無名氏、名援、釋家、仙家、女仙、諧譜、

識語、語、諺謎、占辭、蒙求、補遣、詞、遺詩、共6457篇，連以上總共49475篇。

附人名索引(四角號碼)及檢字表(筆劃與四角號碼)

按中國深圳大學於1987 年 9 月把全康殼，全部輸入電腦中，可作檢搜詩人、詩篇之

用

貳、史部、類書及其他索引

一弋處費聽蒙頭囊寒豆1

原回種成編，昭和50年 8 月，汲古書院，十六開，直排鉛印， 216頁。"音順為次。

依編者於巨型37 年 5 月所編校「處聽農累累丕」為底本，此定本為無窮會東洋文化

研究所紀要第三輯。

三廈黨處護農2L項1l<第一部名例)

中谷英雄編，昭和35 年 5 月 10 日，橫排手寫油印本，以筆劃為次，以1937年商務國

雙美交叢叢「寢食就產黨」為底本。 96頁。

按另有「廈饅頭黨支i饅」 '藍璽塹(Wallace Johnson)編，台灣文海出版社。

三鷹讓農民釁

巨型33 年 9 月，打字油印本，以「閉起叢到」三編本為底本。 116頁。

四農技奧鼓鼓支農黨員(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索引第十)空益基蠱，巨型31 年的

月，橫排手寫油印本，收塑造至墮血31 年 (1868-1956)間有關唐代之中、日論文、著

作 1694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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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王蒙玄類援引賣到3要

中津潰涉編， 1972年橫手寫油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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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 50音順為序，依 1965 年 11 月上海中華書局印本為底本，前有引書一覽表及

Wade式拼音檢字表。

引用書索引 1-198 頁。

詩文索引 199-484 頁。

汽強黨實般農見

山田英雄編， 1973 年 3 月，采華書林，橫手寫影本，筆劃為次。依台灣 1962 年文海

印本為底本。後附漢語拼音字母表。共 125 頁。

超級釁鼓鼓釁寒豆l

中津潰涉編， 1973年，橫手寫油印本。依 1962年中華書局印本為底本，前有引書

一覽表、 Wade式拼音字母表，共 384 頁。

按翅釁蠶豆實旦11980年墅逢星編，生墓。

以上三種類書之資料，多為廈以前者，尤是墮堂直編拉裳憲章些乃在墮末，然仍依史

書分類歸之於唐。

/九黨法連續農豆!

笙盟軍編。哩血14年 (1939 年)編， 25年油印本， 35年重加資料橫排鉛印。由墓盆

里童畫盒發行，以日本山名留三郎訓點「通黨是」本為底本，前有目錄、及也至1本與

風鼓鍍寒交、中國古籍出版社本(即新校本)、空墊壟藩本之對照表，正文以旦

文 50音順為次，取讓鎮中之食貨、職官、選舉、兵制、地名、部族、外國、姓氏、

誼法、宮殿、掌故、訓話等名辭。後有四角號碼索引，索引正文有 301 頁。漫畫是294

卷中康說佔 81卷，比重甚大，故收錄。

~釁浪漢黨組這搜貧寒至1

荒本敏一、米田賢次郎編，昭和42年 9 月 30 日，同朋社，橫排鉛印本。

以 1956年中國古籍出版社本為底本，地名以筆劃為次序，分別注出地名、所出的頁

數、卷數，並有與白金丕的對照表，後附「宋代疆域圖」。

寸三班底袁軍區事使部外臣部索引

宇都宮清吉、內藤戊申編，東京文化研究所，昭和 13年 5 月 10 日，直排鉛印本，取

兩部之人名、書名依筆劃為次，用塵些圭子 (1672 年)本為底本，後附「羅馬字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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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肢起續為丞初官修之大書，共三十一部，旦人只取其兩部編索引而已，法被字」

厚達 994 頁。該書多唐代資料，慶會豆豆多取材於此。

二三廣東食價寒21

牧回諦亮等人編。平樂寺書店發行，橫排印本，分三冊，為史鳳嬴憊饅讓別之二、

三、四卷。

依大正藏為底本， 50音順排列，每篇前有字劃檢字表。

哩空且47 年 (1972)11 月 23牧回諦亮、報訪義純編，為僧名、人名索引，上冊:

日 1 頁'"'-' 381 頁。

編者同上兩人，為地名索引， (1975 年 3 月 20 日 )382 頁-867 頁。

牧回諦亮、堅畫且還編， (1975 年 3 月) ，為件名索引， 868 頁一1389 頁。

中冊:

下冊:

三立三級鰻責義寒豆 1

也旦畫畫巨編，原書大正 14 年 7 月 (1925) ，坦坦38年補訂，橫毛筆手寫照相本，部首

偏旁為次序，依黃華版，附各種版本頁數對照表。 721 頁。

主組黨黨寒豆L (附本文)

柳回聖山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80 年 3 月。

觀裳集二十卷，二十萬字，被認為是旦旦最古的禪宗史籍，為主金時墮壁壘所統治

的泉州招慶寺主淨修禪師文澄著述的，為靜、筠二禪師所編，時間在中主李璟保大

10年 (952 年) ，記唐代曹洞宗源流、及諸禪師互璽、整Ll!、整璽......之行誼。原書

中土不存，藏於南韓。日本花園大學有抄本。此索引以花園大學為底本。索引分上

品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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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三冊，取字或詞，依筆劃為次，有部首索引。十六開橫排鉛印。

1 頁一-551 頁。上冊:

552 頁一一1155 頁。冊中

1155 頁一1739 頁，附解題及本文。

高鷹技A貧寒21之-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索引第一)

收棄鼓起委等三書索引

下冊:

京都大學「古典的校 j主主索引編鑫班」編，橫排手寫本，以人名為次，後有部首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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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表。 176頁。

(→景致忍受三十卷，達代堡墊撰，收有科名的慶人3326人，依直畫畫墮叢書本。

口康錢讓食服竄忍摸摸須考三卷。

(司慶嫂反動聽食題造業二十六卷。

口臼兩書皆清代勞格、趙鐵撰，共收3058人，依月河精會叢書鈔本。

主廣您在造農21之二(京大人文研索引第二)

收「豪聽起委擴J (堡壘盟)

共度您在造農民晨三1京大人文研索引第五)

收支嚴寒、康玄搬遷、康玄纜車主三書之人名。

主廈您在造寒豆l之四(京大人文研索引第九)

收全慶殼、金買鼓漠、全農鼓選續黨員、處主去饅及其他小書之人名。

犬釁您泉是壞主期鳳農民(京大人文研索引第三)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古典仿校注主索引編黨班」編，昭和24年 6 月 15 日，橫

手寫油印本，依帝王、年號、年次、月、朔日、儒略曆(Julius)等欄，從璽哩空塑

武德元年開始。 94頁。

丈農技皮底之飽之竅之處索哥I (京大人文研索引第四)

參、集部(文學)索引

一弋釀至最嚴寒至1 (附詩集)

安東俊六編， 1976年，采華書林發行，橫寫油印本。十六開本，索司1175頁，詩集

50頁。

以 1960年食鹽校的「陳至最集」為底本。

三數責美最三要農民(附原詩集)

墮且盡量編。 1982年 5 月，丞聖晝墊發行，橫寫油印。以漢字拼音字母為次序，附

筆劃引得。

以 1962年中國中華書局「數服渡集護法」為底本。

三最造反景象至1 (附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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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宏編， (中國學術研究會) , 1981 年 7 月，汲古書院發行，前有青山宏序，用

四角號碼，附拼音及筆劃索引檢字表。

詩集:依閻麗饋累寒。 1頁一34 頁。

索引:詩篇一字索引。 35頁一149頁。

詩題一字索引。 149頁一184 頁。

閻王員數最晨2L

芳村弘道， 1958 年 7 月，京都朋友書店發行，依日本皆川愿(堡壘)訂補的「丟員

獻最集五卷」塹刻本，並附璽亟8年補的「丟員獻貧農」。

其妻風鼓鼓壤里!

花房英樹編。 1957年 3 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發行。「慶起反L去;LJ 第八

冊

7乏正旗鼓壤里1

京都大學中國語學文學研究室編，采華書林出版， 1978年，橫排手寫油印本。用 50

音順為序，以車盤查「惡意美寒」為底本，共 373 頁。

弋接受鼓鼓寒至1 (附詩集)

新免惠子編，昭和53年，廣島大學中世文學研究會出版，橫排油印本，前有筆劃檢

字表及拼音表共 28頁，引得有 229 頁，包括詩集共 292 頁，依鳳葳叢fr.L r 裝是ttU交

集」為底本，並附在書後。非賣品。

.1\張續數最壤里1 (附詩集)

巫山a編，平岡武夫校閱。 1976年的月，盟主晝童出版。打字直排本。前有平岡

武夫序、凡例。有四角號碼為序。

詩集: 1959年上海中華書局「張窺鼓集J ' 1-34 頁，收重整詩 487 首。

索引: 31-131 頁。

後有篇目索引及筆劃檢字表。

大喂食致嚴寒見

直星墓盟騙。巨型39(1964) 年 3 肖，京都府立大學人文學會出版，橫排鉛印本。韓

愈詩有四萬三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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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璽堂史「員讓您集集」本，收408首。前有資料，把整盒詩文，分見諸書者，加

以排列，並注出諸書版本葉碼。

→三攬哀支鼓鼓集寒2l(附詩集)

前川幸雄編，昭和55年，直排打字油印本。前有平岡武夫序、凡例。用四角號碼次

序。

詩集: 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工班波里集丸。

索引:有作品番號、篇目、本文(詩)頁數及塵土豆詩篇番號表。1 至 175 頁。

±位數鼓景致

山內春夫編。 1972年，彙文堂出版。

依日文50音訓為次，打字橫排。以上海中華書局1962年版「槃肌鼓集法」為底本。

三立三牽頭腰最寒2l(附詩集)

早稻田大學中國學會「李商隱詩索引編集班」編。1981年，前有諸版本篇目對照表

及拼音、筆劃檢字表。以日文50音順為次。

詩集:四歲叢f!L影本。 1 至 64頁，附在書後。

索引:有456 頁。

三里委頂釀景象2ill

稻個耕一郎編，早稻田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研究室，係就前書之誤，加以訂正，

1984年 3 月 25 日，橫寫油印本，分「正J r誤」兩欄，共13 頁。

高委黨必支農到(附文集)

荒井健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洋文獻中心。1984年 2 月 20 日。橫打字印刷。

共 724頁。

文集:恩歲饋稟「獎項玄集」及補編為底本，並附於索引之後，共三十萬字。

索引:以日文50音順為次，附有現代史璽音、且整壟字音、四角號碼檢字表。

按此索引是京都大學人文研所教授產主堡、暨拉重重與京大計算機中心助教授星野

聖合作，使用大型電腦編成的索引。可參見「日友表費支要漢章就毅軍腦化論玄選

集J (墮且重出版)。產主研究雯畫w頗成氣候， 1982, 3年間，我在京大時，人

主墮2型1開有「雯蓋w七律注釋班」成員師生數十人，每周討論一次。諒該班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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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而注釋書亦出版矣。

去農民投最寒21

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研究會， 1983年 11 月 1 日。

以中國中華書局全魔殼中之反思錢買查為底本，並參校其他版本，如京都大學人文科

學研究所所藏之「殷殷集」。

王其張開集寒旻1 (附詞集本文)

青山宏編，東京大學東洋文獻中心的廿一輯。昭和49年 3 月，橫排印本， 286頁。

以史且還字拼音為次，用1955年北京文學古籍社依北堡壘墊18年茲閔裊的空二里

新校本。

張開集收晚唐五代詞五百首，歷史斷代分期，主益多歸於崖，故收錄。

毛濃貫支表及農民

佐久節編。此書原於昭和11 年 (1936年 )9 月起出版，索引在昭和13年出版，關書院

印行。

昭和46 年 5 月有明書房重新出版，分上中下三卷三冊，索引二冊。因大半都收唐詩，

因此收錄，詩集分三卷，共3604 頁。

上卷:去鼓濃(注堡壘)、寂寂黨蚯(室主整)、關過頭集、五歲鼓鼓、康設濃

(李攀龍)、廣農三釁設法(單璽)、委友息鼓寒。

中卷:張全康鼓寒、五或桑鼓寒、聽員讓鼓寒、良樂乏競寒。

下卷:聽寒裝設寒、東山食鼓寒、陸農翁鼓寒、支農53U裁。

索引:上下兩冊。

以筆劃為次，取詩句第一字排列，只注上中下三卷詩集之頁碼，未注明該句為某集

或某人之何詩。上冊，一至九畫，共962頁。下冊，十畫起，共的0頁。

六議組慶農豆L (附正文)

理圍坐編，巨型53 年 11 月。東京國學院大學漢文研究室印行。

以迋墅里校之 r!責本企鼓」中之「連鎖窺」為底本，橫排印本。

克拉嚴寒21

主章為塵詩之巨壁，哩血十年(1935)有堡壘里去與璽旦璽-"ti~共編之「社鼓寒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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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雲堂印行，惟此書我在京都時未見，亦未有新索引出現。

其迫農氮買主數農旦l

岩間啟二編。

119

附注:有關旦丕之漢學研究，可參見拙作「息交儂級玄化之濃玄比之選票班竅乏

說J (1987年度國科會補助論文，師大國文學報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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