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介
Introduction

二零二三年為「學海書樓」成立百年紀念，書樓與香港公共圖書館合辦一

系列以「古典今情」為主題的講座，講題涵括了經史子集和儒釋道等中國

古代經典大成。圖書館特編製此資源選介，為讀者在分享學者精湛的研修

成果之餘，可活用圖書館的豐富館藏，繼續探討學問，或細味中國文化的

博大精深。

To celebrate its centennial in 2023, the Hok Hoi Library,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will organize a series of lectures 

on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Resonances". The 

18 lectures will cover a comprehensive spectrum of the theme. This 

resource guide aims to provide readers with extended reading materials 

from our library collections for further academic pursuit of the subject 

or savoring of the profound Chinese culture, apart from sharing the 

study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scholarly speakers.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Reson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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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共圖書館館藏
「古典今情」圖書館資源選介

Selected Library Resources on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Resonances” 

in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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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tles listed in this guide are library materials of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Readers may check library catalogue for their locations and status (Apri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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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語 
《論語》是一部記載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論和行為的語錄體散文，內容包括教育、
文學、政治、哲學、處世道理等多個方面。

 第一講 寬容是否是一種價值/美德？：從孔子的觀點看

[宋]朱熹集注。《論語》。長沙：岳麓書社，2006。 
　　索書號：097.12 0000

何晏集解。《論語》。上海：涵芬樓。 
　　索書號：083 1113 

冷成金。《論語的精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索書號：097.17 3858

李榕階。《論語孔門言行錄》。香港：李致知草堂，1954。  
　　索書號：121.227 4047 

南懷瑾。《論語中的名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索書號：097.17 4091

夏海。《論語與人生》。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5。 
　　索書號：097.17 1038

孫中興。《穿越時空，與孔子對話：關於理想與生命，讓孔子來回答》。 
　　台北市：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7。 
　　索書號：121.23 1257 
　　HyRead 電子書

康宇。《儒家美德與當代社會》。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08。 
　　索書號：121.2 0030

楊伯峻、楊逢彬注譯。《論語》。長沙：岳麓書社，2000。 
　　索書號：097.12 0000

楊朝明、宋立林主編。《孔子家語通解》。濟南：齊魯書社，2009。 
　　索書號：121.23 1130

《論語古解》（藤華亭十種/[清]梁廷枬撰）。[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 
　　道光庚寅[1831]。 
　　索書號：089.76 3314 

 學海書樓特藏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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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72458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88437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572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17834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8995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0292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3135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hkpl.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0770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5211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08106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5349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9354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荀子
《荀子》是由荀子及其弟子們整理或記錄他人言行的作品，是戰國後期儒家的重要
著作。 

 第二講 《荀子》：為己以成人

王楷。《天然與修為：荀子道德哲學的精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索書號：121.277 1041 
　　方正中文電子書

沈雲波。《學不可以已：《荀子》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索書號：121.27 3413

《荀子補注》（郝氏遺書/[清]郝懿行撰 ; 第42冊）。 
　　索書號：089.7 4742 

荀況；[唐]楊倞注。《荀子》。[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8-- ?。 
　　索書號：121.271 4620 

陳修武編撰。《人性的批判：荀子》。台北：時報文化，1998。 
　　索書號：121.271 7521

梁啟雄。《荀子簡釋》。北京：中華，1983。 
　　索書號：121.271 3334

[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上海：涵芬樓，[19--?]。 
　　索書號：121.271 4620 

楊照。《荀子：儒學主流真正的塑造者》。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 
　　索書號：121.277 4667

熊公哲註譯。《荀子今註今譯》。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10。 
　　索書號：121.271 2185

劉又銘。《一個當代的、大眾的儒學——當代新荀學論綱》。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 
　　方正中文電子書

魏承思。《荀子解讀：人生修養的儒家寶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索書號：121.27 2616

 學海書樓特藏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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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8910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mmis/disclaimer?resourceId=9178&targetUrl=http%3A%2F%2Fwww.apabi.com%2Flcsd%2Fpub.mvc%3Fpid%3Dbook.detail%26metaid%3Dm%252E20130911%252DXRT%252D888%252D0750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0014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9422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8894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43442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76392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8894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6105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5873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mmis/disclaimer?resourceId=9178&targetUrl=http%3A%2F%2Fwww.apabi.com%2Flcsd%2Fpub.mvc%3Fpid%3Dbook.detail%26metaid%3Dm%252E20191203%252DRMDX%252DRXJC%252D0075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8144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學海書樓特藏藏書

　孟子
《孟子》記錄了孟子與各家的爭辯、對弟子的教導、遊說諸侯等內容，由孟子及其弟子
共同編寫而成。

 第三講 修己與治人——《孟子》思想的現代意義

朱榮智。《改變一生的孟子名言：解讀儒家亞聖》。 
　　新店市：德威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8。 
　　索書號：121.267 2598

[宋]朱熹集註。《孟子》。[出版地不詳]：皕忍堂，[19--?]。 
　　索書號：097.22 2540 

朴柄久。《丁若鏞借鑑孟子「內聖外王」思想研究》。臺北市：萬卷樓圖書，2019。 
　　HyRead電子書

林弘道編。《孟子講義》。香港：星島日報，1960。 
　　索書號：097.23 4413 

林安梧。《問心：讀孟子，反求諸己》。新北市：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 
　　索書號：121.267 4434

傅佩榮。《人性向善：傅佩榮談孟子》。北京：東方出版社，2018。 
　　索書號：121.261 2329

焦循。《孟子正義》。北京：中華，1987。 
　　索書號：097.22 2022 

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 
　　索書號：097.22 1103

[漢]趙岐注。《孟子》。上海：涵芬樓。  
　　索書號：083 1113 

潘銘基。《孟子的人生智慧》。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7。 
　　索書號：121.267 3284 
　　SUEP電子書

[宋]蘇洵批；趙大浣增補。《（增補）蘇批孟子》（芸居樓藏版）。中國：[出版者不詳]，
　　同治乙丑[1865]。 
　　索書號：121.2601 4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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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9921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7837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hkpl.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6504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7837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0933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5766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21918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1139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88438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6976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hkpl.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30004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9429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學海書樓特藏藏書

　楚辭
《楚辭》，是一部收錄了屈原、宋玉等辭章家的作品集。當中的詩歌具有濃郁的地方
色彩，是戰國時期南方文學之代表。

 第四講 繽紛變易：從《楚辭》看上古神話的沿革

[漢]王逸章句；王熙元導讀。《楚辭》。台北：金楓，1997。 
　　索書號：832.18 1037

[漢]王逸註；劉向編。《楚辭》。上海：會文堂，[19--?]。 
　　索書號：832.1 1037 

[宋]朱熹集註。《楚辭集註》。上海：掃葉山房，民7[1918]。 
　　索書號：832.1 2540 

屈原。《楚辭全書》。台北市：華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 
　　索書號：832.1 7771

屈原；馬茂元選注。《楚辭選》。北京：人民文學，1958（1980印刷）。 
　　索書號：832.1 7771

涂小馬校點。《楚辭》。瀋陽：遼寧教育，1997。 
　　索書號：832.1 4200

徐志嘯。《楚辭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方正中文電子書

陳煒舜。《屈騷纂緖：楚辭學研究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2008。 
　　索書號：832.18 7592

陳煒舜導讀、注釋。《楚辭》。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3。 
　　索書號：832.1 7592

魯瑞菁。《楚辭騷心論：諷諫抒情與神話儀式》。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 
　　索書號：832.18 2714

蕭兵。《楚辭與神話》。[南京]：江蘇古籍，1987。 
　　索書號：282 4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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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40701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8915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8917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60848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84170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17499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mmis/disclaimer?resourceId=9178&targetUrl=http%3A%2F%2Fwww.apabi.com%2Flcsd%2Fpub.mvc%3Fpid%3Dbook.detail%26metaid%3Dm.20151216-zckm-902-0015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9901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8912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6714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37285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學海書樓特藏藏書

　蘇辛詞
蘇辛是北宋的蘇軾與南宋辛棄疾的並稱，他們對詞史的發展都有著重要的地位和貢獻。 

 第五講 蘇辛詞的美感特徵及其詞史地位

上彊村民編。《宋詞三百首》。北京：中華書局，2006。 
　　索書號：852.351 3011

呂明濤、谷學彝編注。《宋詞三百首》。北京：中華書局，2012。 
　　索書號：852.351 3011

辛更儒選注。《辛棄疾詞選》。北京：中華書局，2009。 
　　索書號：852.452 0000

[宋]辛棄疾。《辛棄疾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索書號：852.452 0000

[宋]辛棄疾；徐漢明校注。《辛棄疾全集校注》。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2。 
　　索書號：845.1 0000 
　　方正中文電子書

顏崑陽。《蘇辛詞選釋》。台北市：里仁書局，2012。 
　　索書號：852.551 0127

譚新紅、蕭興國、王林森編著。《蘇軾詞全集 》。武漢：崇文書局，2011。 
　　索書號：852.451 4453

[宋]蘇東坡；孫家琦編輯。《蘇東坡選集》。新北市：人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索書號：845.1 4453

[宋]蘇軾。《坡仙集》。[出版地不詳]：萬卷樓，萬曆庚子[1600]。 
　　索書號：845.15 4453  
　　多媒體資訊系統

[宋]蘇軾。《東坡題跋》。上海：博古齋，壬戌 [1922]。 
　　索書號：081.3 2010 

[宋]蘇軾；薛瑞生箋證。《東坡詞編年箋證》。西安：三秦，1998。 
　　索書號：852.451 4453

顧隨；陳均校。《蘇辛詞說》。香港：香港中和出版，2018。 
　　索書號：852.551 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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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69236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4008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9340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5436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4953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mmis/disclaimer?resourceId=9178&targetUrl=http%3A%2F%2Fwww.apabi.com%2Flcsd%2Fpub.mvc%3Fpid%3Dbook.detail%26metaid%3Dm%252E20130812%252DYY%252D889%252D0112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7837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4078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3476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8917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mmis.hkpl.gov.hk/coverpage/-/coverpage/view?p_r_p_-1078056564_c=QF757YsWv5%2FH7zGe%2FKF%2BFK17LDl9PVr1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8947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30093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0738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學海書樓特藏藏書

　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是由南朝劉勰所創作的一部文學理論作品，內容豐富，在中國文學批評史
上有著重要地位。初步建立用歷史眼光來分析、評論文學的觀念。 

 第六講 論《文心雕龍》「江山之助」的深層意義

王志彬譯注。《文心雕龍》。北京：中華書局，2012。 
　　索書號：820 1044

王萬洪、唐雪、杜萍。《《文心雕龍》思想淵源論：先秦諸子篇》。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7。 
　　方正中文電子書

王運熙、周鋒。《文心雕龍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索書號：820 1037 
　　方正中文電子書

張少康...[等]。《文心雕龍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索書號：820 7246

張健、郭鵬。《古代文論的現代詮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方正中文電子書

黃維樑。《文心雕龍：體系與應用》。香港：文思出版社，2016。 
　　索書號：820 7246

雍平。《文心雕龍解詁舉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 
　　索書號：820 7246

趙耀鋒。《《文心雕龍》研究》。銀川：陽光出版社，2013。 
　　索書號：820 4998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上海：大中，民19[1930]。  
　　索書號：820 7246 

[南朝梁]劉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台北市：商周出版，2020。 
　　索書號：820 7246

[南朝梁]劉勰；黃叔琳注；紀昀評。《文心雕龍》。[出版地不詳]：两廣節署， 
　　道光13年[1833]。 
　　索書號：820 7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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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海書樓特藏藏書

　說文解字
《說文解字》是由東漢許慎編著的語文工具書，網羅當時許多的小篆、籀文、古文等古
代文字，保存當時的文字說解，屬中國史上早期的字典之一。 

 第七講 《說文解字》的現代智慧

丁福保編纂。《說文解字詁林提要》。上海：醫學，民17[1928]。 
　　索書號：802.226 1032 

王筠。《說文釋例》。武漢：古籍，1983。 
　　索書號：802.225 1088

何大齊。《萬有漢字：《說文解字》部首解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 
　　索書號：802.2 2140

吳宏一。《許慎及其說文解字》。台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 
　　索書號：782 2631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19--?]。 
　　索書號：802.223 7714 

[清]桂馥。《說文解字義證》。湖北：崇文，同治9年[1870]。 
　　索書號：802.224 4428 

馬顯慈。《說文解字義證析論》。台北市：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 
　　索書號：802.21 7168

[漢]許慎。《說文解字》。上海：涵芬樓。 
　　索書號：083 1113 

[漢]許慎；吳蘇儀編。《圖解《說文解字》：畫說漢字：1000個漢字的故事》。 
　　新北市：樂友文化，2017。 
　　索書號：802.21 0894

[漢]許慎；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 
　　索書號：802.211 0894

黃德寬、常森。《漢字闡釋與文化傳統》。桃園市 臺北市： 
　　昌明文化出版萬卷樓發行，2016。 
　　HyRead中文電子書

臧克和。《說文解字的文化說解 =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n Shuowenjiezi： 
　　an anthropologic explanation for Chinese civilization》。武漢：湖北人民，1994。 
　　索書號：802.21 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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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海書樓特藏藏書

　左傳
《左傳》，是一部編年體史書，記錄了春秋時期中原各國的歷史，是研究先秦歷史和春
秋時期歷史的重要文獻。其敘事具豐富情節和故事性，及善於描寫細節，亦是先秦散文
著作的代表。 

 第八講 《左傳》的故事與敘事：從鄭伯克段於鄢談起

[周]左丘明；[晉]杜預註。《春秋左氏傳》。[出版地不詳]：皕忍堂，[19--?]。 
　　索書號：095.12 4411 

李宗侗註譯；葉慶炳校訂；王雲五主編。《春秋左傳今註今譯》。 
　　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9。 
　　索書號：095.12 4032

沈玉成譯。《左傳譯文》。北京：中華，1981。 
　　索書號：095.1 4200

洪亮吉註。《春秋左傳詁》。[出版地不詳]：商務，[19--?]。 
　　索書號：095.12 3404  

高方。《《左傳》文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索書號：095.17 0022

張高評。《左傳之文學價值》。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 
　　索書號：095.17 1100

章炳麟。《春秋左傳讀敘錄》。杭州：浙江圖書館，民6[1917]。 
　　索書號：089.8 0090 

許子濱。《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禮說斠正》。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7。 
　　索書號：095.17 0813 
　　SUEP電子書

單周堯、許子濱。《左傳》。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5。 
　　SUEP電子書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 
　　索書號：095.12 4622

劉宗棠、劉迎秋、周偉玲。《清代《左傳》學成就研究》。 
　　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9。 
　　方正中文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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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海書樓特藏藏書

 第九講 《禮記》與香港現代生活

朱彬。《禮記訓纂》。北京：中華，1996。 
　　索書號：094.32 2542

何美嫦編著。《禮記十二篇：莊嚴生命之學》。香港：志蓮淨苑，2016。 
　　索書號：094.3 2184

吳蘊慧。《《禮記》的現代闡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方正中文電子書

周何編撰。《禮記：儒家的理想國》。臺北：時報文化，2006。 
　　索書號：094.3 7721

[清]郝懿行。《禮記箋》。[出版地不詳]：東路廳，光緖8[1882]。 
　　索書號：094.32 4742 

[清]孫希旦；王星賢等點校。《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索書號：094.32 1246

彭林。《禮樂文明與中國文化精神：彭林教授東南大學講演錄》。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方正中文電子書

賈娟娟編譯。《禮記全書：引導中國社會二千餘年的禮制大成》。 
　　台北市：華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 
　　索書號：094.3 3085

[漢]鄭玄注。《纂圖互註禮記》。上海：涵芬樓。 
　　索書號：083 1113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呂友仁整理。《禮記正義》。上海：上海古籍，2008。 
　　索書號：094.32 3018

[清]簡朝亮。《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出版地不詳]：讀書堂，[19--?]。  
　　索書號：094.33 8840 

　禮記
《禮記》是中國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選集，主要收錄先秦至秦漢時期的禮學資
料，也重視君子的道德修養和治世理想，對儒家文化傳承有著重要影響。其中〈大
學〉與〈中庸〉選入朱熹的「四書」中，作為君子修身的指引；〈禮運 ·大同〉篇以孔子
與子游的對話開首，反映了儒家治世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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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海書樓特藏藏書

　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是一部記載了東漢後期到魏晉時期文人軼事的小說集，主要由南朝宋文學
家劉義慶編寫，為後世保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佳言名句，當中的人物事跡、文學典故亦
豐富了後世不少作品的取材。 

 第十講 《世說新語》中的魏晉風流

范子燁編著。《世說新語》。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4。 
　　索書號：857.1351 4419

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香港：中華，1987。 
　　索書號：857.1351 7280

寧稼雨。《魏晉士人人格精神：《世說新語》的士人精神史研究》。 
　　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 
　　索書號：827 7280

劉強。《一種風流吾最愛：《世說新語》今讀》。台北：麥田出版，2011。 
　　索書號：827 7280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上海：新文化書社 (發行)，民23[1934]。 
　　索書號：857.1351 7280

[南朝宋]劉義慶；柳士鎮、錢南秀譯注。《世說新語選譯》。 
　　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8。 
　　索書號：857.1351 7280

[南朝宋]劉義慶；[南朝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上海：涵芬樓，[19--?]。 
　　索書號：083 1113 

[南朝宋]劉義慶；[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 
　　北京：中華書局，2011。 
　　索書號：857.1351 7280

[南朝宋]劉義慶；[南朝梁]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 
　　北京：中華，2006。 
　　索書號：857.1351 7280

蔣凡。《蔣凡講世說新語》。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9。 
　　索書號：827 4477

戴建業。《慢讀世說新語最風流：那些放誕與深情的魏晉名士》。 
　　台北市：啟動文化，2020。 
　　索書號：827 7280

饒宗頤主編；陳岸峰導讀及譯注。《世說新語》。 
　　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2。 
　　索書號：857.1351 7280 
　　SUEP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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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海書樓特藏藏書

　莊子
《莊子》又稱《南華經》，不只是一部哲學名作，當中莊子對宇宙、人生、藝術、
政治、審美等等的觀念，都對後世社會思想有很大影響。 

 第十一講 何謂逍遙遊——莊子行動中的人生

王充閭。《逍遙遊：莊子全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索書號：121.33 1007

[清]王先謙。《莊子集解》。上海：涵芬樓，宣統元年[1909]。 
　　索書號：121.331 1020 

李大華。《莊子的智慧》。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方正中文電子書

秦榆。《中國第一逍遙書：莊子》。台北市：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2020。 
　　索書號：121.337 5048

章炳麟。《莊子解故》。杭州：浙江圖書館，民6[1917]。 
　　索書號：089.8 0090 

[周]莊周；中華書局編。《莊子精華》。上海：中華，民3[1914]。 
　　索書號：121.332 4477 

[周]莊周；胡仲平編著。《莊子》。北京：北京燕山，1995。 
　　索書號：121.33 4721

[晉]郭象注；[唐]陸德明音義。《莊子》。[出版地不詳]：淅江書局，光緖2[1876]。 
　　索書號：121.331 0727 

郭慶藩編。《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2。 
　　索書號：121.331 0704

陳鼓應注譯。《莊子今注今譯》。香港：中華，1990。 
　　索書號：121.331 7540

傅佩榮。《逍遙之樂：傅佩榮談莊子》。北京：東方出版社，2018。 
　　索書號：121.331 2329

羅龍治編撰。《不如讀莊子：教你如何活得自由的寓言》。 
　　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 
　　索書號：121.331 6003 
　　HyRead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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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海書樓特藏藏書

　清靜經
《清靜經》的全稱是《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真經》，在道教眾多經典之中佔有極高的
地位。篇幅短小不足四百字，教人靜心清神、遣欲入靜、得性悟道。 

 第十二講 宋元時期《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的版本及流傳

《太上清靜經 玉皇心印經合刊》。香港：聖道正壇，[1997]。 
　　索書號：231 4235

[周]李耳。《清靜經》（同誠信藏版重刊）。中國：[出版者不詳]，光緖丙申[1896]。 
　　索書號：231 4010 

林兆恩釋。《常清靜經》。[出版地不詳]：藝文印行，民56[1967]。 
　　索書號：083 6614

林語涵。《道教基本信仰與常識》。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4。 
　　方正中文電子書

許地山。《道教史》。桃園市 臺北市：昌明文化出版 萬卷樓發行，2018。 
　　HyRead電子書

[宋]張君房纂輯。《雲笈七籤》。北京：華夏，1996。 
　　索書號：231 1113

湯一介。《早期道教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方正中文電子書

潘萱蔚。《道教十問》。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7。 
　　索書號：230 3244 
　　SUEP電子書

黎志添。《了解道教》。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 
　　索書號：230 2743 
　　SUEP電子書

黎志添主編。《道藏輯要‧提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 
　　索書號：231 3451

黎志添編著。《道教圖像、考古與儀式：宋代道教的演變與特色》。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 
　　索書號：238 2743 
　　HyRead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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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講 「本來無一物」：《六祖壇經》的哲學解讀

[唐]六祖惠能；丁福保箋注。《六祖壇經》。台北市：商周出版，2017。 
　　索書號：226.6 5021

王溢嘉。《六祖壇經4.0：覺醒 實踐 療癒 超越》。台北：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 
　　索書號：226.6 1034

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第1冊》（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曹溪原本）。 
　　南京：江蘇古籍，1993。 
　　索書號：220.81 5624

吳宏一。《六祖壇經新繹：圓融淡定的生命智慧》。 
　　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 
　　索書號：226.6 2631

林有能。《人心自動：六祖慧能襌悟之路》。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2。 
　　索書號：229.3 5521

徐文明。《頓悟心法：六祖壇經導讀》。北京：金城，2010。 
　　索書號：226.6 2806 
　　方正中文電子書

賈題韜。《頓悟的智慧：六祖壇經導讀》。新北市：華夏出版有限公司，2020。 
　　索書號：226.6 1064

楊曾文校寫。《敦煌新本六祖壇經》。上海：上海古籍，1993。 
　　索書號：226.6 0905

[唐]慧能。《六祖壇經》。揚州：廣陵書社，2003。 
　　索書號：226.6 5521

霍韜晦；袁尚華記錄。《霍韜晦講《六祖壇經》》。香港：法住出版社，2015。 
　　索書號：226.6 1046

鍾芒主編；陳秋平、尚榮編譯。《六祖壇經》。 
　　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2。 
　　索書號：226.6 5521

   六祖壇經
《六祖壇經》記載了禪宗六祖惠能傳法的事蹟，對漢傳佛教各派影響深遠。有多個版本
傳世，包括敦煌本《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法》（編號「斯5475」），公認是第一個敦煌
寫本的《壇經》、北宋高僧契嵩校勘的曹溪本，以及明朝以後最通行的宗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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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海書樓特藏藏書

  老子
《老子》又稱《道德經》，是春秋戰國時期道家學派的代表性經典，從「道」與「德」的
哲學理念，論述修身、治國、用兵、養生，對傳統思想、科學、政治、文學、藝術等領
域產生了深刻影響。歷代也出現了不少註疏版本。 

 第十四講 《老子》淺說

王邦雄。《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台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索書號：121.317 1054

[魏]王弼注。《老子道德經》（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清高宗敕撰 ; 第265冊）。 
　　福建：[出版者不詳]，清乾隆42[1777]。 
　　索書號：082.74 3503 

[魏]王弼註。《老子道德經》。上海：掃葉山房，民國18[1929]。 
　　索書號：121.311 4010

老子；司馬志編著。《道德經全書》。台北市：華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 
　　索書號：121.317 4417

任繼愈。《老子繹讀》。北京：北京圖書館，2006。 
　　索書號：121.311 2228

吳宏一。《老子新繹：清靜無為的人生哲學》。 
　　台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 
　　索書號：121.311 2631

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2。 
　　索書號：121.311 7540

黃海峰、姜繼斌、王婷瑩。《道德經：白話文新解》。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17。 
　　方正中文電子書

滕雲山註。《道德經淺解》。 
　　索書號：121.311 7912 

(釋)德清注。《老子道德經解》。[出版地不詳]：金陵刻經處，光緖12[1886]。 
　　索書號：121.311 2435 

鍾芒主編；饒尚寬編譯。《老子》。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 
　　索書號：121.311 2228

饒宗頤。《老子想爾注校證》。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5。 
　　SUEP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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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海書樓特藏藏書

 第十五講 《詩經》縱橫談

[清]王先謙撰。《詩三家義集疏》。台北：世界書局，民46[1957]。 
　　索書號號：093.22 1020

白落梅。《三千年前那朵靜夜的蓮開：《詩經》風雅》。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20。 
　　索書號：093.07 2644

余冠英注譯。《詩經選》。北京：人民文學，1979。 
　　索書號：093.2 8034

《宋版詩經》（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清高宗敕撰 ; 第32冊）。福建：[出版者不詳]， 
　　清乾隆42[1777]。 
　　索書號：082.74 3503 

周錫䪖選注；招祥麒導讀。《詩經選》。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0。 
　　索書號：093 0230 
　　SUEP電子書

姚奠中編譯。《詩經新解：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 
　　台北市：華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 
　　索書號：093.02 0202 
　　HyRead電子書

[清]郝懿行。《詩經拾遺》（棲霞曬書堂原本）。[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 
　　光緖8[1882]。 
　　索書號：847.5 4742 

陳致主編。《跨學科視野下的詩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索書號：093.07 6723

陳致導讀；陳致、黎漢傑譯注。《詩經》。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6。 
　　索書號：093 0200 
　　SUEP電子書

陳煒舜、凌頌榮。《詩經》。香港：中華教育，2020。 
　　索書號：093.07 7592

[清]鄒梧岡纂輯。《詩經備旨》。上海：會文堂，[19--?]。 
　　索書號：093.02 2747 

劉毓慶、李蹊譯注。《詩經》。北京：中華書局，2011。 
　　索書號：093.02 0200

　詩經 
《詩經》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詩歌集，收錄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的詩歌三百餘篇，又名
《詩》、《詩三百》、《三百篇》，反映了周代人文生活及社會風俗各樣面貌。《詩經》是
陸續編輯成的，而且版本眾多，其中最為著名也是流傳至今的，是漢景帝第三子河間王
劉德、毛萇版本《詩經》，因此該版本又稱為《毛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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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海書樓特藏藏書

 第十六講 「通古今之變」：《史記》中的時間敘述

[漢]司馬遷。《史記菁華錄》。上海：錦章，民紀元[1911]。 
　　索書號：610.11 1773 

[漢]司馬遷。《（欽定）史記》。[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乾隆4年[1739]。 
　　索書號：610.11 1773 

[漢]司馬遷；[宋]裴駰注。《史記》（汲古閣毛氏刊本）。[出版地不詳]： 
　　汲古閣，[19--?]。 
　　索書號：610 4045 

[漢]司馬遷；[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 
　　北京：中華書局，2013。 
　　索書號：610.11 1773

朱子蕃輯。《百大家評註史記》。上海：同文，民6[1917]。 
　　索書號：610.1102 2514 

呂世浩。《呂世浩細說史記. 入門篇》。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 
　　索書號：610.11 6043 
　　HyRead電子書

張大可、丁德科編著。《史記觀止》。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索書號：610.11 1141

張桂萍。《《史記》與中國史學傳統》。重慶：重慶，2004。 
　　索書號：610.11 1144

陳悅等著。《歷代《史記》著述考》。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7。 
　　方正中文電子書

[宋]裴駰。《史記集解》。上海：上海古籍，1987。 
　　索書號：082.4 6085

瞿蛻園編譯。《史記故事選》。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8。 
　　索書號：610.11 1773 
　　SUEP電子書

  史記 
《史記》為二十四史之一，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以描寫人物的生平為主，
年代先後為副，成為唐代以後官方史著所採用的主流寫作方式。《史記》有豐富的思想
內容，長於敘事，亦善於刻畫人物心理活動，有著濃烈的藝術感染力，除了是一本史學
巨著，亦是一部藝術性非常高的文學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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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海書樓特藏藏書

　傳習錄 
《傳習錄》是儒家的重要著作之一，亦被認為是王守仁最重要的哲學著作。此書是王守
仁的弟子對其語錄和書信編撰而成的哲學著作，從中可了解其整體的儒學思想。 

 第十七講   王陽明《傳習錄》義理概說

[明]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出版地不詳]：商務，[19--?]。 
　　索書號：846.5 1032 

[明]王守仁；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1992。 
　　索書號：126.4 1032

[明]王陽明。《傳習錄》。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3。 
　　索書號：126.4 1032

[明]王陽明；鄧艾民注。《傳習錄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索書號：126.41 1032

[明]王陽明；姜波譯。《《傳習錄》白話本》。台北市：廣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2。 
　　索書號：126.4 1032

[明]王陽明；墨非編譯。《傳習錄（全解）》。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6。 
　　索書號：126.4 1032

[明]王陽明；應涵編譯。《聖算致良知：《傳習錄》新解》。北京：宗教文化，1997。 
　　索書號：126.41 1813

余懷彥。《中國人的成功學：王陽明：從知行合一到致良知》。 
　　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12。 
　　索書號：126.4 8090

崔樹芝作。《《傳習錄》講習錄》。香港：曉熙國際有限公司，2019。 
　　索書號：126.4 2244

鄭吉雄。《王陽明：躬行實踐的儒者》。台北：幼獅，1990。 
　　索書號：126.4 8744

錢穆。《陽明先生傳習錄大學問節本》。香港：人生，民46[1957]。 
　　索書號：126.4 8326

饒宗頤名譽主編 ; 吳震、孫欽香導讀及譯注。《傳習錄》。 
　　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5。 
　　索書號：126.4 2610 
　　SUEP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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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海書樓特藏藏書

   周易 
《周易》又稱《易經》，是先秦時期經典作品之一，用陰陽符號構成的卦象代表世間萬
物的運行狀態和事物的變化，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然哲學和宇宙觀有很大的影響。相
傳《周易》是依循周文王主編《易》的著述而來，成書大約在西周時期。各個朝代都有
人研究《周易》，研究書目甚豐。 

 第十八講 《周易》的憂患意識

[魏]王弼注。《周易》。[出版地不詳]：百忍堂，[19--?]。 
　　索書號：091.013 1017 

[宋]朱熹；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 
　　索書號：091.2 2540

李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學》。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索書號：091.7 4010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上海：上海古籍，1989。 
　　索書號：091.82 4023

[唐]李鼎祚輯。《李氏周易集解》。上海：博古齋，壬戌[1922]。 
　　索書號：081.3 2010 

李鏡池；曹礎基整理。《周易通義》。北京：中華書局，1981。 
　　索書號：091.2 4083

《周易集解》（古經解彙函/[清]鍾謙鈞輯 ; 第2冊）。[出版地不詳]：粵東， 
　　同治12[1873]。 
　　索書號：098.1 8208 

孫振聲編著。《白話易經》。台北：星光，民70[1981]。 
　　索書號：091.02 1254

黃來鎰。《周易卦爻闡微》。台北市：大元書局，2015。 
　　索書號：091.7 4448

鄭吉雄。《周易玄義詮解》。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民101[2012]。 
　　索書號：091.7 8744

鄭吉雄。《易圖象與易詮釋》。台北：財團法人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 
　　民91[2002]。 
　　索書號：121.1 8744

蘇智。《《周易》的符號學研究 = A semiotic study of Zhouyi》。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8。 
　　索書號：091.7 4486 
　　方正中文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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