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 作者 頁数

後夜聞佛法僧鳥 空  海 2

八月十五夜月前語舊 菅原道眞 4

海南行 細川賴之 6

偶作 武田信玄 8

題忍字 中江藤樹 10

戊子夏與諸生見月偶成 中江藤樹 12

有感 山崎闇齋 14

早發深川 平野金華 16

登白雲山 太宰春臺 18

送子和之參州 山縣周南 20

月夜三叉江泛舟 高野蘭亭 22

過赤馬關 伊形靈雨 24

江月 龜田鵬齋 26

冬夜讀書 菅  茶山 28

宿生田 菅  茶山 30

半夜 良  寛 32

八幡公 賴  山陽 34

舟發大垣赴桑名 賴  山陽 36

中秋無月侍母 賴  山陽 38

楠公別子圖 賴  山陽 40

奉母遊嵐山 賴  山陽 42

江都客裡雜詩 賴  杏坪 44

遊芳野 賴  杏坪 46

四十七士                          大鹽平八郎 48

夜坐 藤田東湖 50

桂林莊雜詠示諸生    （遥思白髪倚門情） 廣瀨淡窓 52

常盤抱孤圖 梁川星巖 54

芳野 梁川星巖 56

將東遊題壁 釋  月性 58

訣別 梅田雲濱 60

大楠公 德川齊昭 62

弘道館賞梅花 德川齊昭 64

出鄕作 佐野竹之助 66

舟至由良港 吉村虎太郎 68

芳野 河野鐵兜 70

壇浦夜泊 木下犀潭 72

山行示同志 草場佩川 74

失題 横井小楠 76

題客舎壁 雲井龍雄 78

述懷 雲井龍雄 80

月照十七囘忌 西鄕南洲 82

偶感(幾歴辛酸志初堅） 西鄕南洲 84

偶成（才子恃才愚守愚） 木戸孝允 86

春日山懷古 大槻磐溪 88

頒布品 (吟詠教本 漢詩篇（二）)



題 作者 頁数

頒布品 (吟詠教本 漢詩篇（二）)

題道灌借蓑圖 作者不詳 90

河内路上 菊池溪琴 92

中庸 元田東野 94

新涼讀書 菊池三溪 96

結婚祝詩 加藤雍軒 98

飮某樓 伊藤博文 100

爾靈山 乃木希典 102

神州 乃木希典 104

城山 西  道仙 106

失題 古莊嘉門 108

題岩崎谷洞 杉  聽雨 110

太平洋 安達漢城 112

結婚祝詩 土屋竹雨 114

平敦盛 網谷一才 116

自詠 菅原道眞 118

辭世 吉田松陰 120

秋夜 菅原道眞 122

不出門 菅原道眞 124

筑前城下作 廣瀨淡窓 126

水戸八景 徳川齊昭 128

題兒島高德書櫻樹圖 齋藤監物 130

述懷（癸丑歳偶作） 賴  山陽 132

泊天草洋 賴  山陽 134

胄山歌 賴  山陽 136

前兵兒謠 賴  山陽 138

獄中有感 西鄕南洲 140

書懷（一葦纔西大陸通） 作者不詳 142

大楠公 河野天籟 144

結婚祝詩 木村岳風 146

送母路上短歌 賴  山陽 148

侍輿歌 賴  山陽 150

蒙古來 賴  山陽 152

靜御前（繰絲） 賴  山陽 155

獄中作 高杉晉作 157

棄兒行 雲井龍雄 160

小楠公（芳山帯刀歌） 元田東野 162

正氣歌 廣瀨武夫 166

吉次峠戰 佐佐友房 169

雙殉行 竹添井井 171

鳴呼忠臣楠子墓 生田鐵石 175

原爆行 土屋竹雨 178

母心 大野孤山 182

宴城東莊 崔敏童 186

囘鄕偶書 賀知章 188



題 作者 頁数

頒布品 (吟詠教本 漢詩篇（二）)

從軍行 王昌齢 190

早發白帝城 李白 192

望廬山瀑布 李白 194

春夜洛城聞笛 李白 196

遊洞庭 李白 198

客中行 李白 200

山中問答 李白 202

望天門山 李白 204

題長安主人壁 張謂 206

十五夜望月 王建 208

江南春 杜牧 210

題烏江亭 杜牧 212

江樓書感 趙嘏 214

春夜 蘇軾 216

醉下祝融峯 朱熹 218

偶成 朱熹 220

雪梅 方岳 222

睡起偶成 王陽明 224

泛海 王陽明 226

勸學 陶潛 228

四時 陶潛 230

別詩 范雲 232

登鸛鵲樓 王之渙 234

鹿柴 王維 236

絶句 杜甫 238

憫農 李紳 240

尋胡隱君 高啓 242

山中示諸生 王陽明 244

偶然作 屈復 246

滕王閣 王勃 248

歸省 狄仁傑 250

酌酒與裴迪 王維 252

吹笛 杜甫 254

秋日偶成                  　　 程明道 256

勸學文 朱熹 258

過零丁洋 文天祥 260

梅花 高啓 262

山中雲 眞山民 264

江上吟 李白 266

月下獨酌 李白 269

飮中八仙歌 杜甫 271

胡笳歌（胡笳歌送顔眞卿使赴河隴） 岑參 275

慈烏夜啼 白居易 278

啾啾吟 王陽明 2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