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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树人：郑良树教授纪念书展书目 

郑良树或郑百年教授出版品 

书名 作者 索书号 

新马华族史料文献汇目 郑良树著 010/ZLS 

古籍辨伪学 郑良树著 011.7/ZLS-2 

中日伪书研究交流会笔录 郑良树著 011.7/ZLS-3 

诸子著作年代考 郑良树著 011.7/ZLS-4 

续伪书通考. 上册 郑良树编著 011.7/ZLSV1 

续伪书通考. 中册 郑良树编著 011.7/ZLSV2 

续伪书通考. 下册 郑良树编著 011.7/ZLSV3 

韩非子知见书目 郑良树著 017/ZLS 

百年汉学论集 郑良树著 030.8/ZLS 

百年讲古籍 郑良树著 032/ZLS 

新社学术论文集. 第一辑 郑良树, 魏维贤主编 079/ZLSV1 

百年讲孟子 郑良树著 121.26/ZLS 

老子论集 郑良树著 121.31/ZLS 

老子新校 郑良树著 121.311/ZLS-2  
121.311/ZLS-3 

老子新论 郑良树著 121.311/ZLS-4 

百年讲庄子 郑良树著 121.33/ZLS 

商鞅及其学派 郑良树著 121.62/ZLS-4C2 

韩非之著述及思想 郑良树著 121.67/ZLS 

淮南子通论 郑良树著 122.2/ZLS-2 

百年讲司马迁 郑良树著 122.5/ZLS 

灵根自植 郑良树著 520.9/ZLS 

话说华教 沉慕羽, 郑良树, 何启

良著 

520.9386/SMY 

马来西亚, 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

提要 

郑良树, 魏维贤编著 520.9386/ZLS-2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 =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郑良树著 520.9386/ZLS-3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 第一

分册 

郑良树著 520.9386/ZLSV1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 第二

分册 

郑良树著 520.9386/ZLSV2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 第三

分册 

郑良树著 520.9386/ZLSV3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 第四

分册 

郑良树著 520.9386/ZLSV4 

全国中学生课外阅读习惯调查报

告 

郑良树著 521.543/ZLS 

师恩师情 郑良树著 522/ZLS 

宽柔纪事本末 郑良树, 安焕然著 524.8386/FY 

宽柔论集 诸家著 ; 郑良树主编 524.8386/F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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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湘华教论集 郑良树编 529.3386/ZLS 

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 黄昆章著 ; 郑良树主

编 

529.393/HKZ 

南院纪事本末 郑良树主编 ; 胡兴荣

编著 

529.90/ZLS 

宽柔系年 郑良树编著 529.93/ZLS 

仪礼乐器考. 仪礼车马考. 仪礼宫

室考 

曾永义. 曾永义. 郑良

树著 

531.103/ZYY-2 

仪礼士丧礼墓葬研究 郑良树著 532.203/ZLS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研究论文集. 

第一辑 

郑良树、陈祖排编 540/ZLS-2 

十年传灯 郑良树著 541.2/ZLS 

日本战前的南洋移民 郑良树著 577.731/ZLS 

孙子斠补 郑良树著 592.092/ZLS 

论陈涉的崛起及其失败 郑良树著 592.921/ZLS 

春秋史考辨 郑良树著 620.708/ZLS 

国语校证 郑良树著 621.77/ZLS 

战国策研究 郑良树著 621.80408/ZLS  
621.80408/ZLS-2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论丛 胡才, 郑良树编 643/HC 

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上册 郑良树主编 673.39/ZLSV1 

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下册 郑良树主编 673.39/ZLSV2 

爱山的民族: 神州记游之一 郑良树著 690/ZLS 
868.755/ZLS-2 

春城无处不飞花:神州记游之二 郑良树著 690/ZLS-2C2 
868.755/ZLS 

蔴坡与新山 : 柔佛州双城记 郑良树著 738.679/ZLS 

柔佛州潮人拓殖与发展史稿 郑良树著 738.67939/ZLS：4-2 

商鞅评传 郑良树著; 匡亚明主

编 

782.818/SY 

文氏族谱对文天祥史迹的补充 郑良树著 782.8526/WTX-3 

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 = 
Chronology of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of Gu Jigang 

郑良树编著 782.98/GJG 

林连玉先生言论集 林连玉著 ; 郑良树辑

纂 

783.868/LLY 

林连玉评传 郑良树著 783.868/LLY-2 

学术文化讲稿两篇 : 《春秋》万

言, 只在一字褒贬 ; 打造文化, 带

领历史 

郑良树著 783.868/ZLS-3 

竹简帛书论文集 郑良树著 796.8/ZLS   
796.8/ZLS-2  
796.8/ZLS-3 

师训华文 郑良树编注 802.8/ZLS 
802.8/ZLS-2 

音注浅解《新修弟子规》 李毓秀原著 ; 郑良树

新修 ; 庄子仪标音 

802.81/LYX 

学术论文集(第二辑) 郑良树主编 820/ZLS 

学术论文集(第一辑) 郑良树主编 820/ZL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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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赋论集 郑良树著 822.07/ZLS 

诗与乐 郑良树著 ; 袁家芸

编 ; 邱成意, 黄馨莲

校对 

823.404/ZLS 

香港大学 郑良树著 857.6/ZLS 

青云传奇 : 三百年前华族领袖甲

必丹李为经传 

郑百年著 857.7/ZBN 

马来西亚华社文史论集 郑良树著 868.7/ZLS 

马来西亚华社文史续论 郑良树著 868.7/ZLS-2 

文学研讨会论文集 郑良树、周福泰主编 868.71/ZLS 

中央之国 郑百年著 868.755/ZBN 

说因缘 郑百年著 868.755/ZBN 

我情我怀 郑良树著 868.755/ZLS 

回荡在马大校园的师生曲 郑良树著 868.755/ZLS-2 

让香港人继续做梦 郑良树著 868.755/ZLS-5 

柔佛的新曙光 郑良树著 868.757/ZLS 

青云与石叻 郑良树著 868.757/ZLS-2 

石叻风云 : 亭主陈若淮前传 郑百年著 868.7572/ZBN-3 

吉隆坡之诞生 郑良树著 868.7572/ZLS-3 

百年书画二选 郑良树著 941.5/ZLS 

百年书画三选 郑良树著 941.5/ZLS-2 

百年书画选 郑良树著 945.32/ZLS 

 

他人撰写郑良树教授 

书名 作者 索书号 

国学、汉学与中文系的困境与反

思 : 郑良树教授访谈录 

叶金辉著 030/YJH 

汉学的区域 : 第七届马来西亚汉

学国家研讨会暨庆祝郑良树教授

七秩华诞论文集 

严家建编 038/YJJ 

郑良树评传 毛策著 780/ZLS 
783.868/ZLS-2 

郑良树研究 : 东南亚华裔学者个

案研究 

毛策著 783.868/ZLS 
868.72/M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