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學科閱讀書目 

一  文學賞析與創作類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備註 

夏漢寧 中外文學欣賞 江西教育等  

陳建新等 寫作技法十二講 浙江教育等  

葉玉萍 靈巧像蛇 阿湯  

張春榮 文學創作的途徑 爾雅（台）  

潘步釗 跟名家學寫作 中華  

朱少璋 規矩與方圓──從經典作品學習

寫作 

匯智  

跨院校創

意寫作 

同學會編 

輪流轉中的文字感覺 明窗  

關夢南 輕鬆寫作十堂課 香港學生文藝  

胡燕青 捫石渡河 匯智  

蕭蕭 現代詩入門 故鄉（台）  

蕭蕭 現代詩遊戲 爾雅（台）  

蕭蕭 現代詩創作演練 爾雅（台）  

蓉子 青少年詩國之旅 業強（台）  

羈魂 每周一詩──現當代小詩賞析 獲益  

丁旭輝 淺出深入話新詩 爾雅  

紀璧華 台灣抒情詩賞析 南粵  

羅洛 新詩選 中華  

林浩光 香港新詩導賞 匯智  

── 新詩鑒賞辭典 上海辭書  

王璞 散文十二講 三聯  

王璞 怎樣寫小說──小說創作十二講 匯智  

潘步釗 脂粉與顏色──散文寫作技巧談 匯智  

── 現代散文鑒賞辭典 上海辭書  

彭歌 小小說寫作 遠景（台）  

丁樹南編譯 小小說的寫作與欣賞 純文學（台）  

江曾培 微型小說面面觀 明報  

張春榮 極短篇的理論與創作 爾雅（台）  

 

 

 



二  古典文學類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備註 

魯洪生、

趙敏俐編 

中國古典文學名篇導讀（上、下） 中華  

岳毅平編 中國古典文學名篇導讀（上、下） 三秦  

── 唐詩三百首（名家配畫誦讀本） 商務  

── 唐宋詞三百首（名家配畫誦讀本） 商務  

── 古文二百篇（名家配畫誦讀本） 商務  

邱琇環、陳

幸蕙選註 

閒情逸趣（明清小品） 時報（台）  

錢杭 詩經選 中華  

錢杭 楚辭選 中華  

施正康 漢魏詩選 中華  

王鎮遠 兩晉南北朝詩選 中華  

錢杭 唐詩選（上、下） 中華  

楊曉榕 唐宋詞選 中華  

陳達凱 宋詩選 中華  

史良昭 元曲選 中華  

王興康 明清詞曲選 中華  

王鎮遠 清詩選 中華  

羅貫中 三國演義 中華  

施耐庵 水滸傳 中華  

吳承恩 西遊記 中華  

曹雪芹 紅樓夢 中華  

── 先秦詩鑒賞辭典 上海辭書  

── 漢魏六朝詩鑒賞辭典 上海辭書  

── 唐詩鑒賞辭典 上海辭書  

── 唐宋詞鑒賞辭典 

（唐‧五代‧北宋） 

上海辭書  

── 唐宋詞鑒賞辭典 

（南宋‧遼‧金） 

上海辭書  

── 宋詩鑒賞辭典 上海辭書  

── 元曲鑒賞辭典 上海辭書  

── 元明清詩鑒賞辭典 

（遼‧金‧元‧明） 

上海辭書  

── 元明清詩鑒賞辭典 上海辭書  



（清‧近代） 

── 元明清詞鑒賞辭典 上海辭書  

── 古文鑒賞辭典（上、下） 上海辭書  

── 古代小說鑒賞辭典 上海辭書  

── 明清傳奇鑒賞辭典 上海辭書  

 

一  現、當代文學類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備註 

管管 腦袋開花──奇想花園 66朵 商周（台） 新詩 

楊牧、 

鄭樹森編 

現代中國詩選 洪範（台） 新詩選 

璧華編 中國現代抒情詩一百首 天地 新詩選 

關夢南編 香港新詩選讀 風雅 新詩選 

黃燦然編 香港新詩名篇 天地 新詩選 

陳幸蕙編 小詩森林 幼獅 小詩選 

胡燕青 彩店 匯智 散文 

胡燕青 小板凳 牛津 散文 

胡燕青 更暖的地方 牛津 散文 

胡燕青 心頁開敞 突破 散文 

董橋 從前 牛津 散文 

楊絳 我們仨 牛津 散文 

也斯 山水人物 牛津 散文 

麥樹堅 對話無多 匯智 散文 

劉偉成 持花的小孩 匯智 散文 

王良和 山水之間 匯智 散文 

黃秀蓮 歲月如煙 匯智 散文 

馮珍今 字裡風景 有為 散文 

鍾曉陽 春在綠蕪中 天地 散文 

潘步釗 邯鄲記 天地 散文 

潘步釗 描寫文選讀 三聯 散文 

王璞 記敘文選讀 三聯 散文 

朱少璋 拾貝 獲益 散文 

陶傑 泰晤士河畔 皇冠 散文 

西西 花木欄 洪範（台） 散文 

鍾怡雯 垂釣睡眠 九歌（台） 散文 

鍾怡雯 聽說 九歌（台） 散文 



管管 春天坐著花轎來 爾雅（台） 散文 

黎海華 島遇 文藝 散文 

黎翠華 山水遙遙 文藝 散文 

盧瑋鑾 今夜星光燦爛 漢藝色研

（台） 

散文 

小思 一生承教 三聯 散文 

明川 豐子愷漫畫選繹 三聯 散文 

詹宏志 人生一瞬 馬可孛羅

（台） 

散文 

詹宏志 綠光往事 馬可孛羅

（台） 

散文 

龍應台 目送 天地 散文 

龍應台 天長地久—給美君的信 天下雜誌 散文 

林文月 生活可以如此美好 天地 散文 

林文月 人物速寫 文叢 散文 

余光中 寸心造化 天地 散文 

余光中 記憶像鐵軌一樣長 洪範（台） 散文 

張煒 我又將逃往何方 千尋 散文 

黃仁逵 放風 素葉 散文 

張曼娟 黃魚聽雷 皇冠 散文 

蔡珠兒 種地書 有鹿文化 散交 

梁實秋 雅舍小品 遠東（台） 散文 

楊牧編 現代中國散文選 洪範（台） 散文選 

李威熊編 遇見現代小品文 麥田（台） 散文選 

關夢南編 香港散文選讀 風雅 散文選 

魯迅 吶喊 三聯 小說 

魯迅 彷徨 三聯 小說 

沈從文 邊城 三聯 小說 

舒乙 編 青少年老舍讀本 業強（台） 小說 

劉以鬯 打錯了 獲益 小說 

劉以鬯 多雲有雨 三聯 小說 

鍾玲 鍾玲極短篇 爾雅（台） 小說 

董啟章 紀念冊 突破 小說 

董啟章 小冬校園 突破 小說 

鍾曉陽 停車暫借問 天地 小說 

西西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 洪範 小說 

何福仁編 浮城 123──西西小說新析 三聯 小說 



白先勇 台北人 爾雅（台） 小說 

張系國 星雲組曲 洪範（台） 小說 

張愛玲 傾城之戀 皇冠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