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張春榮教授  

著作類別 日期 著作目錄 

專書 

    1982 

1987 

1987 

1988 

1990 

1991 

1992 

1993 

1995 

1996 

1996 

1999.3 

2001.5 

2001.10 

2002.9 

2003 

2003.4 

2003. 5 

2005 

2005 

2007 

2008 

2009 

      2011 

  2013 

  2014 

      2015 

 公無渡河 聯亞出版社   

 含羞草的歲月(短篇小說集) 詩大書苑 

 詩學析論 東大圖書公司   

 鴿子飛來(散文集) 駿馬出版社 

 狂鞋(極短篇集) 聯經出版社 

 修辭散步 東大圖書公司   

 青鳥蓮花(散文集) 爾雅出版社 

 一把文學的梯子 爾雅出版社   

 一扇文學的新窗 爾雅出版社  

 修辭行旅 東大圖書公司   

 修辭萬花筒 駱駝出版社   

 極短篇的理論與創作 爾雅出版社  

 現代散文廣角鏡 爾雅出版社   

 修辭新思維 萬卷樓出版社 

 作文新饗宴萬卷樓出版社   

 文學創作的途徑 爾雅出版社   

 創意造句的火花 螢火蟲出版社    

 創思教學與童詩 螢火蟲出版社  

 看圖作文新智能 萬卷樓出版社 

 國中國文修辭教學 萬卷樓出版社 

 極短篇欣賞與教學 萬卷樓出版社 

 作文教學風向球 萬卷樓出版社    

 實用修辭寫作學 萬卷樓出版社    

 文心萬彩 王鼎鈞的書寫藝術  

 現代修辭學 萬卷樓出版社  

現代修辭教學 萬卷樓出版社  

語文領域的創思教學 萬卷樓出版社 



合著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1 

2004 

2005 

2007 

2008 

2014 

2014 

2015 

英語修辭學（一） 文鶴出版公司   

英美名詩欣賞 文鶴出版公司   

英語修辭學（二） 文鶴出版公司   

英美文學名著選讀 文鶴出版公司   

英美文學作品導讀 文鶴出版公司  

英美文學名著賞析 文鶴出版公司   

名家極短篇悅讀與引導 萬卷樓圖書公司 

電影智慧語：西洋百部電影名句賞析 爾雅出版社 

英美名家小小說精選 書林出版社   

世界名人智慧語 爾雅出版社   

文心交響：語文教學與文學論集  萬卷樓圖書公司  

佛學大師智慧語暨王子悅造像碑 麋研筆墨公司 

中外名人智慧語 爾雅出版社 

編選 2013 王鼎鈞: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與國立台灣文學館  

 

 

 

 

 

 

 

 

 

 

 

 

 

 

 

 

 

 

 

 

期刊 

1995 

1995 

1995 

1995 

1996.6 

1997.6 

1997.7  

1998.8 

1998.8 

1999.6 

2000.9 

 

 

2000.12 

2001.6 

2001.10 

2002.1 

2002.2 

2002.4 

2002.5 

2002.6 

2002.6 

2002. 8 

2002. 8 

2003.1 

2003.1 

2004.4 

英語頂真修辭法研究 英語教學第 19 卷 4 期  pp.56-67  

英語誇張修辭法的功用和使用原則 英語教學第 20 卷 2 期  pp.33-44  

英語首語重複修辭法研究 教學與研究第 17 期  pp.109-144  

英語修辭設問法研究 人文與社會教育第 6 卷 pp.40-62  

判斷句與辭格 台北師院語文集刊第 1 期  pp.101-1186.  

被動句與辭格 台北師院語文集刊第 2 期 pp.107-118 

間接式雙賓語的句型運用 王更生教授七秩嵩壽紀念文集 pp.279-297 

不信青春喚不回 ─ 倒裝句 台北師院語文集刊第 3 期 pp.65-78  

環保英文初探 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 雙賓語句型 台北師院語文集刊第 4 期 pp.41-52  

不畏浮雲遮望眼 ─ 敘事繁句 台北師院語文集刊第 5 期 pp.51-62  

語文學習領域的「欣賞、表現與創新」 ─ 以伊索寓言中「龜兔賽跑」的思考與

新編為例  

國民教育第 41 卷第 2 期  pp.34-39 

現代散文的觀察 (1900-2000) 台北師院語文集刊第 6 期  pp.79-96  

修辭的四大規律 ─ 以新編高中國文課本為例 幼獅文藝 574 期 pp.21-24  

續寫」類型 明道文藝 pp.48-56  

極短篇的比喻 國文天地 201 期 pp.77-79  

形象思維造句 幼獅文藝 580 期 pp.44-48  

仿寫題型 明道文藝 314 期  pp.172-182  

擴寫與創造性思考 國文天地 205 期  pp.4-7 

文類改寫研究 台北師院語文集刊第 7 期  pp.147-164  

文類改寫 明道文藝 31 7 期  pp.1 72 -1 83  

縮寫與創作 幼獅文藝 58 4 期  pp. 38 -42  

修辭會通 明道文藝 331 期  pp.186-192  

把字句與辭格 國文天地 222 期 1 pp. 29-36  

童詩改寫教學 國民教育 44 卷 4 期  pp.27-30 

 



2005.11 

2005.11 

2005.1 

2006.1 

2006.5 

2006.12 

 

2007.6 

2008 

2008.4 

2008.5 

2008.6 

 

 

2008.9 

2008.10 

2008.11 

2009.5 

2009.7 

2010.12 

2011. 2 

2011. 2 

2011. 6 

2011.7 

2011.8 

 

 

 

2012. 11 

2012. 12 

2012.01 

2013.02 

2013.03 

2013.04 

2014.06 

2015.07 

2015.08 

2015.08 

2015.09 

2016.01 

2016.02 

電影智慧語中的比喻 明道文藝 356 期  

電影媒體教學 國文天地 21 卷 6 期  

美感興發的影片名句 明道文藝 357 期 2  

影片名句的優美修辭 明道文藝 358 期  

修辭教學設計 國文天地 252 期  pp.4-10  

辭格與敘事繁句 國文天地 259 期 pp.4-9  

「映襯」辭格的理論與作用 國民教育 47 卷 3 期 pp.17-22  

同義詞在作文中的運用 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 12 期 pp.1-12 

國小作文教學的引導藝術 國文天地 272 期 pp.1-9  

馬克吐溫的機智火花：西洋名人智慧語賞析 國文天地 275 期 pp.76-79  

王爾德的反諷人生：西洋名人智慧語賞析 國文天地 276 期 pp.65-72  

梭羅的大自然之愛：西洋名人智慧語賞析 國文天地 277 期  pp.69-74  

英國首相邱吉爾的真知灼見：西洋名人智慧語賞析 國文天地 278 期  

莎士比亞的曠世文才：西洋名人智慧語賞析 國文天地 279 期 

珍• 奧斯汀的敏覺細緻：西洋名人智慧語賞析 國文天地 280 期 pp.75-79  

印度聖雄甘地的和平風骨：西洋名人智慧語賞析 國文天地 281 期 pp.51-56  

語文教學的進路 國文天地 282 期  pp.4-16  

實用修辭的寫作原則 國文天地 288 期 pp.6-76  

修辭的思考帽 國文天地 290 期  pp.78-85  

王鼎鈞作文教學的藝術 國文天地 307 期  PP.4-11  

王鼎鈞書寫的成就 國文天地 309 期  PP.55-61  

王鼎鈞研究的進路 文訊 304 期  PP.16-18  

王鼎鈞書寫的魅力趣味 國文天地 313 期  PP.72-78  

王鼎鈞的意象書寫 語文集刊 20 期 PP.173-197  

極短篇寫作 國文天地 315 期 PP.12-18  

反諷的綜合運用 國文天地 326 期 PP.63-66  

悖論的深刻洞悉 國文天地 327 期 PP.70-73  

修辭的繪畫性 國文天地 329 期 PP.63-69  

修辭的音樂性 國文天地 330 期  PP.74-80  

修辭的意義性 國文天地 331 期  PP.82-88 

修辭三性的活用 國文天地 332 期  PP.104-106  

梁實秋的散文創作觀 國文天地 333 期  PP.16-21  

修辭三性的選擇與組合 國文天地 334 期  PP.61-64  

描寫 國文天地 335 期  PP.83-86  

臺灣修辭學研究（2003-2013）評述 《當代修辭學》183 期 pp.90-93 

爾雅極短篇微觀美學 文訊 357 期 PP.106-109 

余光中的精麗雄奇 國文天地 363 期 pp.70-73 

在作文的屏野,放文學的風箏 聯合文學 PP.38-41 

隱地的清新練達 國文天地 367 期 PP.97-99 

極短篇寫作 國文天地 368 期 PP.53-59 

女性高音問媜散文的百變代雄 國文天地 369 期 PP.83-87 



2016.03 

2016.11 

伊甸創辦人杏林子的義風熱力 國文天地 370 期 PP.74-76 

文心燦發，江湖萬彩 書和人 1326 期 

研討會論文 

1986 

1987  

1991 

2002 

2002 

2003 

2003 

2004 

2005 

2005 

2004 

2005 

2006 

2010 

 

2011.4 

2011.5 

2011.10 

2011.10 

2011.10 

2012.12.01 

2013.10.18 

2013.10.26 

2014.10.25 

 

2016.11.04 

古典詩中的草 第八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議  

詩的天空──略論古典詩與現代詩 第九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議  

虛實觀念在修辭中的運用 八十年度師範學院教育學術論文  

創造思考在童詩教學中的運用 九十一學年度教師論文發表會 

修辭與鍊字 中國修辭學會 詞章學研究會論文  

九年一貫的修辭教學 九年一貫國語文的創新與教學研討會 

修辭與相關聯想 第五屆中國修辭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比喻原則運用之考察 第六屆中國修辭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看圖作文與多元智能 中小學國文作文教學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極短篇與修辭教學 第二屆實用中文與寫作策略學術研討會  

比喻運用原則之考察 第六屆中國修辭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西洋電影口語修辭特色 第七屆中國修辭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西洋電影的反諷修辭 第八屆中國修辭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名言佳句與作文教學 第九屆中國修辭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715. 王鼎鈞書寫的創

造力—以極短篇為例 王鼎鈞學術研討會 

瘂弦與臺灣極短篇發展 瘂弦國際學術研討會  

王鼎鈞書寫的再造性 第三屆臺灣、香港、大陸三地國語文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王鼎鈞書寫的穿透力—辯證思維 第六屆辭章章法學術研討會  

梁實秋的散文創作觀及其實踐 紀念梁實秋先生國際學術研討會  

譬喻在作文中運用之研究 首都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學教育」會議  

華人電影的口語藝術 第一屆語文教育暨第七屆辭章章法學學術研討會  

最短篇反諷藝術 第三屆敘事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西洋電影的口語藝術 第二屆語文教育暨第八屆辭章章法學學術研討會 

「修辭三性」在電影賞析中的運用 第三屆語文教育暨第九屆辭章章法學學術研討會

會 

海宴《瑯琊榜》小說初譯 第五屆語文教育暨第十一屆辭章章法學學術研討會 

 

 

 

 

 

 

 

 

 

 

 

 

 

2005.9.28 

2005.10.26 

2005.11.30 

2005.12.28 

2006.4.26 

2006.5.31  

2007.11.26 

2007.12.26 

2008.1.30 

2008.3.18 

2008.3.26 

2008.4.30 

2008.5.28 

電影智慧語 國語日報  

電影眼 修辭心 國語日報  

電影中的愛情佳句 國語日報  

修辭新視界 國語日報  

電影修辭的藝術性 國語日報  

電影修辭的文化性 國語日報  

歐亨利〈賢者的禮物〉：西洋文學聖誕名作賞析 國語日報  

丁尼生〈悼念〉的積極聲音：西洋文學聖誕名作賞西 國語日報  

狄更斯《聖誕頌歌》的人性光輝：西洋文學聖誕名作賞析 國語日報  

政治人物的暮鼓晨鐘：約翰甘迺迪語錄 聯合報  

海倫凱勒的天使之音 國語日報  

美國華盛頓總統的泱泱風範 國語日報  

蘇格拉底理性之音 國語日報  

研討會論文 

報紙專欄 

 

 

 

 



 

 

 

 

 

 

 

 

 

 

 

 

 

 

 

 

 

 

 

 

 

 

報紙專欄 

 

 

 

2008.06.25 

2008.07.28 

2008.10.29 

2008.11.27 

2008.12.3 

2009.02.23 

2009.03.25 

2009.03.29 

2009.05.27 

2009.06.24 

2009.07.29 

2009.08.26 

2009.09.30 

2009.10.28 

2009.11.25 

2009.12.30 

2010.01.27 

2010.02.23 

2010.03.30 

2010.04.27 

2010.05.25 

2010.06.29 

2010.07.27 

2010.08.31 

2010.09.28 

2010.10.26 

2010.11.30 

2010.12.28 

2011.01.25 

2011.02.22 

2011.03.29 

2011.04.26 

2011.05.31 

2011.06.28 

2011.07.25 

2011.07.26 

2011.08.03 

2011.08.19 

2011.08.29 

2011.09.27 

2011.10.25 

比爾，蓋茲的視窗領航 國語日報  

史懷哲的淑世典範 國語日報  

西洋名人的狗言狗語 國語日報  

美國政治家富蘭克林的明澈照眼 國語日報  

證嚴法師的愛心清流 國語日報 1  

法國大文豪雨果的人性見證 國語日報  

釋迦牟尼佛的因果透視 國語日報  

俄國大文毫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 國語日報  

英國諷刺大師史威夫特的精妙珠璣 國語日報  

英國奇幻文學大師羅琳的靈思雋語 國語日報  

幽默大師林語堂的風趣妙語 國語日報  

法鼓山聖嚴法師的慈悲自在 國語日報  

英國大文豪狄更斯的燭照世態 國語日報   

美國發明大王艾迪生的成功思維 國語日報  

英國思想家培根的真知灼見 國語日報 

美國動畫泰斗華德迪士尼的歡樂世界 國語日報  

荷蘭大畫家梵谷的藝術火燄 國語日報  

律宗高僧弘一大師的天心月圓 國語日報  

至聖先師孔子的文化火炬 國語日報  

德國樂聖貝多芬的曠世絕響 國語日報  

科學女傑居禮夫人的光風霽月 國語日報  

佛光山星雲法師的慈悲菩提 國語日報  

平民菩薩陳樹菊的慈善光輝 國語日報  

功夫皇帝李小龍的武學之光國語日報  

童話之王安徒生的永恆魅力 國語日報  

藝術大師達文西的巧奪天工 國語日報  

淨土高僧淨空法師的仁慈博愛 國語日報  

國際大導演李安的藝術氣度 國語日報  

美國女文豪的奕奕揚輝 國語日報  

明代小說家羅貫中的歷史風雲 國語日報  

美國電腦奇才賈伯恩的蘋果傳奇 國語日報  

功夫巨星李連杰的武德光輝 國語日報  

臺灣烘焙大師吳寶春的麵包傳奇 國語日報  

洪應明《菜根譚》的純真深味 國語日報  

藝術大師畢卡索的富麗雄奇 國語日報  

藝術巨擘畢卡索的富麗雄奇 國語日報  

鏡照 中國時報副刊  

如果 中國時報副刊  

始於趣味終於成長:西洋動畫電影智慧語賞析 國語日報  

召喚童心，珍惜感恩: 西洋動畫電影智慧語賞析 國語日報  

泱泱風範，朗朗胸懷: 西洋名人政治智慧語賞析. 國語日報  



 

 

 

 

 

 

  

2011.11.26 

2011.12.27 

2012.01.31 

2012.02.28 

2012.03.27 

2012.04.24 

2012.06.05 

2012.06.26 

2012.07.31 

2012.8.28 

2012.9.25 

2012.10.30 

2012.12.18 

2013.01.29 

2013.02.26 

2013.03.26 

印度詩哲泰戈爾的精妙珠璣. 國語日報  

立足真善，擁抱公義: 西洋名人政治智慧語賞析. 國語日報  

常律法師悲心大願，普惠十方. 國語日報  

明初小說家施耐庵《水滸傳》的英雄傳奇. 國語日報  

點燈照亮薪火相傳: 西洋名人教育智慧語賞析. 國語日報  

佛陀智慧語的修辭藝術──以比喻為例 國語日報.  

籃球大帝麥可‧喬丹的極致化境 國語日報  

聖奧古斯丁的浩瀚神學 國語日報  

唐朝詩聖杜甫的悲天憫人 國語日報.  

美國巨星李奧納多的璀璨魅力 國語日報 2012.08.28.65.  

清代名臣曾國藩的宏觀思維 國語日報 2012.09.25. 66. 

美國文哲愛默生的燭幽發微 國語日報 

淨土高僧憨山大師的醒世清音 國語日報  

美國小說巨擘海明威的豪邁雄壯 國語日報.  

俄國文學巨匠契科夫的悲憫情懷 國語日報  

華人電影對白的情意學習 國語日報 

榮譽得獎 

2001 

2003 

2004 

2011 

2011 

2012    

2014 

201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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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教育大學教學優良獎 

臺北教育大學優良導師獎 

《文心萬彩》獲臺北教育大學優良著作獎 

國科會大專院校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國科會大專院校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現代修辭教學設計》榮獲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材教法研發補助 

《現代修辭學》榮獲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優良教學著作 

《現代修辭教學》榮獲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優良教學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