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 作者 頁数

奉和塞下曲 巨勢識人 2

雨後登樓 絶海中津 4

新正口號 武田信玄 6

避亂泛舟江州湖上 足利義昭 8

偶成 武林唯七 10

自題肖像 新井白石 12

秋夕泛琵琶湖 梁田蛻巖 14

山中月 藪  孤山 16

月夜歩禁垣外 柴野栗山 18

過桶狭閒 大田錦城 20

攝州路上 賴  山陽 22

泉岳寺作 阪井虎山 24

將徙小梅村謫居過吾妻橋 藤田東湖 26

春夕 佐藤一齋 28

過凾嶺 賴三樹三郎 30

富士山 安積艮齋 32

天姥山 佐久閒象山 34

遣懷 久坂玄瑞 36

花朝下澱江 藤井竹外 38

曉發 月田蒙齋 40

題焦心録後 高杉晉作 42

雪中見梅 寺門靜軒 44

逸題 江藤新平 46

失題 木戸孝允 48

一聲仁 西鄕南洲 50

櫻井驛 西鄕南洲 52

龜山營中作                        大久保利通 54

平泉懷古 大槻磐溪 56

感懷 松平春嶽 58

西紅海舟中 中井櫻洲 60

寄家兄言志 廣瀨武夫 62

田原坂（西南役陣中作） 佐佐友房 64

陣中作 乃木希典 66

凱旋 乃木希典 68

山中歌 國分靑厓 70

偶成 瀨川雅亮 72

春日村行 木村岳風 74

潮頭 德富蘇峰 76

靈山 德富蘇峰 78

時憩 良  寛 80

擬古 河野鐵兜 82

詠楠公 日柳燕石 84

看山 新島  襄 86

春日偶成 夏目漱石 88

頒布品 (吟詠教本 漢詩篇（三）)



題 作者 頁数

頒布品 (吟詠教本 漢詩篇（三）)

銚港雜詠 鹽谷靑山 90

山中即事 市村器堂 92

漫成 蒲生君平 94

獄中作 賴三樹三郎 96

聞笛 服部南郭 98

備後三郎題詩櫻樹圖 菅  茶山 100

謁楠河州噴有作 賴  山陽 102

下筑後河過菊池正觀公戰處感而有作 賴  山陽 108

炊煙起 賴  山陽 114

述懷（囘天詩史） 藤田東湖 116

瓢兮歌 藤田東湖 119

拜鳳闕 吉田松陰 123

無題 村上佛山 127

書懷（人生元不長） 作者不詳 129

偶成 勝  海舟 131

兵兒謠 末松謙澄 135

新近江八景 木村岳風 137

細川玉子 木村岳風 139

無心 良  寛 141

和文天祥正氣歌 藤田東湖 143

送吉田義卿 佐久閒象山 152

邊詞 張敬忠 156

越中懷古 李白 158

蘇臺覽古 李白 160

黄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 162

山中與幽人對酌 李白 164

除夜作 高適 166

磧中作 岑參 168

滁州西憪 韋應物 170

折楊柳 楊巨源 172

秋思 張籍 174

對酒 白居易 176

菊花 白居易 178

暮立 白居易 180

金縷衣 杜秋娘 182

泊秦淮 杜牧 184

淸明 杜牧 186

山亭夏日 高駢 188

己亥歳 曹松 190

豐樂亭遊春 歐陽脩 192

鍾山即事 王安石 194

望湖樓醉書 蘇軾 196

中秋月 蘇軾 198

山閒秋夜 眞山民 200



題 作者 頁数

頒布品 (吟詠教本 漢詩篇（三）)

題灌山小隱 王陽明 202

春日雜詩 袁枚 204

照鏡見白髪 張九齢 206

秋浦歌 李白 208

江雪 柳完元 210

夜雪 白居易 212

感事 于濆 214

遠山 歐陽脩 216

淸夜吟 邵雍 218

春雨 陸游 220

龍池篇 沈佺期 222

登金陵鳳凰臺 李白 224

鸚鵡洲 李白 226

蜀相 杜甫 228

登高 杜甫 230

咸陽城東樓 許渾 232

山園小梅 林逋 234

夜坐 王陽明 236

代悲白頭翁 劉延芝 238

春江花月夜 張若虚 242

烏夜啼 李白 249

虞美人草 曾鞏 251

雜詩 陶潛 2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