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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碩士論文。 

徐裕源 

  1985  《黃山谷詩研究》，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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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逸玫 

  1995  《東坡詞語言風格研究》，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 

陳穩如 

  2003  《韓愈古體詩之音韻風格》，台北市立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   
         士論文。 

張靜宜   

  1995  《李賀詩之語言風格研究-從詞彙與句型結構分析》，淡江大學中國文 

        學系碩士論文。 

張嘉玲 

  2003  《杜牧七言律詩語言風格研究-以音韻和詞彙為範圍》。台北市立師範 
        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許瑞玲 

  1992  《溫庭筠詩之語言風格研究─從顏色字的使用及其詩句結構分析經》。 

        國立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碩士論文。 

湯慧麗 

  2006  《王昌齡五言古詩的音韻風格》。台北市立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文學研究 

        所碩士論文。 

楊憶慈 

  1995  《西遊記詞彙研 究－論擬聲詞、重疊詞和派生詞》。國立成功大學中 

        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論文。 

劉芳薇 

  1994  《維摩詰所說經語言風格研究》，國立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 

        文。 

蔡雅霓 

  1999  《黃山谷贈物詩研究》，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羅娓淑 

  1994  《李商隱七言律詩之詞彙風格研究》，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  

         。 

 

五、網路資源 

國家圖書館全球資訊網——NCL WWW http://www.ncl.edu.tw/c_ncl.html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 http://nbinet.ncl.edu.tw/ 

中國期刊網（政治大學）http://cnki.csis.com.tw/ 

詩話典籍資料庫﹙暨南大學﹚ http://www.cll.ncnu.edu.tw/hpoet/pindex.htm 

http://www.lib.yuntech.edu.tw/query/query.html 

中古音查詢網站：http://www.eastling.org/tdfweb/midage.aspx 

 



 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