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添付表） 藝文類聚/卷059  武部ー戰伐
№ 征伐方向 № 征伐方向

1 尚書大傳 戰者．憚驚之也． 方向無し 51 梁吳筠戰城南詩 雜虜冠銅鞮征役去三齊～ 西征

2 春秋說題辭 伐人者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為言敗也． 方向無し 52 征客詩 公卿來悵別．葭聲在狹斜．玉樽浮雲蓋～ 方向無し

3 太公金匱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射之～ 東征 53 梁沈約正陽堂宴勞旋詩 凱入同高宴．飲至均多祜．昔往歌采薇～ 方向無し

4 尚書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東征 54 出重圍和傅昭詩 魯連揚一策．陳平出六奇．邯鄲風雨散～ 北征

5 尚書 ①咨禹惟茲有苗弗率．汝徂征～⑤侮慢自賢～ ①⑤南征 55 梁庾肩吾被使從渡江詩 八陣引佳兵．三河總艫舳．絳天揚遠旆～ 南北行

6 禮記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 方向無し 56 梁劉孝義從軍行詩 冠軍親俠射．⾧平自合圍．木落彫弓燥～ 東征

7 大戴禮 明主之所征也．誅其君．改其政～ 方向無し 57 北齊祖孝徵從北征詩 翠旗臨塞道．靈鼓出桑乾．祁山斂雰霧～ 北征

8 左傳 衛大旱．甯莊子曰．周飢．克殷而年豐～ 北征 58 北齊裴讓之從北征詩 沙漠胡塵起～匈奴定遠近．壯士欲橫行． 北征

9 左傳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 南征 59 周庾信從駕觀講武詩 校戰出⾧揚．兵欄入鬥場．置陣橫雲起～ 東征

10 春秋佐易期 太尉主甲卒神．名辯會．曰庫兵動．鼓自鳴～ 方向無し 60 和平鄴應詔絕句詩 天策弘神兵．風飛掃鄴城．陣雲千里散～ 東征

11 管子 桓公北伐山戎．以升布天下． 北征 61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囀五首 一更刁斗鳴．校尉逴連城．遙聞射鵰騎～ 方向無し

12 管子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 北征 62 陳蘇子卿南征詩 一朝遊桂水．萬里別⾧安．故鄉夢中近～ 南征

13 管子 代出狐白皮．狐應陽之變～ 方向無し 63 陳沈炯從鳴駕送軍詩 惟堯稱乃武．軒后號神兵．弔民資智勇～ 南征

14 韓子 秦穆公以女樂三人遺戎王．戎王大悅～ 西征 64 陳張正見從軍詩 胡兵屯薊北．漢將起山西．故人輕百戰～ 北征

15 史記 樂毅并獲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 南征 65 陳張正見從軍詩 將軍定朔邊．刁斗出祁連．高柳橫⾧塞～ 北征西征

16 韓詩外傳 武王伐紂．到邢丘～ 東征 66 後漢崔駰大將軍西征賦 ～愚聞昔在上世～於是襲孟秋而西征～ 西征

17 淮南子 人有伐國之志．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 方向無し 67 魏文帝述征賦 建安之十三年荊楚傲而弗臣．命元司以簡旅～ 南征

18 漢書 武帝末年．悔伐之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 方向無し 68 魏陳王曹植東征賦 建安十九年．王師東征吳寇．余典禁兵～ 東征

19 漢書 武王南伐越．以牡荊曰．北升登龍～ 南征 69 魏應瑒撰征賦 奮皇佐之豐烈．將親戎乎幽鄰．飛龍以雲曜～ 西征

20 論衡 太公陰謀書．武王伐殷．兵至牧野～ 東征 70 魏應瑒撰征賦 余因茲以從邁兮．聊暢目乎所經～ 南征

21 魏志 景元四年．鄧艾伐蜀～ 西征 71 魏王粲初征賦 違世難以迥折兮．超遙集于蠻楚～ 南征

22 摯虞 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鉞於朝堂～ 方向無し 72 魏陳琳武軍賦 赫赫哉．烈烈矣．于此武軍．當天符之佐運～ 方向無し

23 摯虞決疑要注 古者帝王．征以齊車～ 方向無し 73 神武賦 建安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侯曹公．東征烏丸～ 東征

24 王隱晉書 咸康元年督護王隨．領三千人討寧州賊～ 西征 74 魏繁欽征天山賦 素甲玄燄．皓旰流光．左駢雄戟．右攢干將～ 西征

25 後漢崔駰安封侯詩 戎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激兮忘身命～ 方向無し 75 魏楊脩出征賦 ②嗟夫吳之小夷．負川阻而不廷～ ②南征

26 魏文帝黎陽作詩 千騎隨風靡～行行到黎陽． 南征 76 晉陸士龍南征賦 ④～姦臣羊玄之皇甫商．敢行稱亂～ ④南征

27 魏文帝黎陽作詩 ⑥朝發鄰城．夕宿韓陵～ ⑥南征 77 宋傅亮征思賦 逢休明之餘祐．託菲薄於末暉～ 方向無し

28 魏文帝黎陽作詩 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車～ 南征 78 宋謝靈運撰征賦 相國宋公．兵于京甸．次師于汴上～ 方向無し

29 魏文帝黎陽作詩 奉辭罰罪遐征～東濟黃河金營～ 南征 79 梁沈約憫國賦 余生平之無立．徒跅弛以自閑～ 方向無し

30 至廣陵於馬上作詩 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霜矛成山林～ 南征 80 漢楊雄趙充國頌 明靈惟宣～遂剋西戎．還師于京～ 西征

31 魏王粲從軍詩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 西征 81 漢史岑出師頌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 方向無し

32 粲從軍詩 原風厲秋節～桓桓東南征～ 東南征 82 後漢班固竇將軍北征頌 於是雷震九里．電曜高闕．金光鏡野～ 北征

33 粲從軍詩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 東南征 83 後漢傅毅竇將軍北征頌 建漢祖之龍興．荷天符而用師～ 北征

34 粲從軍詩 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籌策運帷幄～ 東南征 84 晉張載平吳頌 ③聞之前志．堯有丹水之陣～憑山阻水～ ③南征

35 宋文帝北伐詩 季文鑒禍先辛生識機始～ 北征 85 北齊邢子才百官賀平石頭表 大江設隘．實限夷華．前魏觀濤而退～ 南征

36 宋孝武帝北伐詩 表裏跨原隰．左右御川梁～ 北征 86 梁劉孝儀臨川王奉詔班師表 臣自受服廟堂．申威塞表．既驅熊羆之眾～ 方向無し

37 宋謝莊江都平解嚴詩 肅旗蘭廟律．聳鉞暢乾靈．朝晏推物泰～ 方向無し 87 周庾信慶平鄴表 臣聞太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 方向無し

38 宋傅亮從武帝從駕頓上詩 中權臨楚路．前茅望吳雲．冀馬依風蹀～ 北征 88 齊王融答敕撰漢武北伐圖賦啟 臣聞情蓄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 北征

39 平閩中詩 鞠旅揚城．大蒐徐方．旅旌首路～ 南征 89 勸高帝北伐啟 雖窮鳥必啄．固等命於良鶉．困獸斯驚～ 北征

40 從征詩 息徒西楚．佇挹舊鄉．止猶岳立～ 南西征 90 梁簡文帝慶洛陽平啟 自函洛榛曠．獯獫荐食．久絕正朔之風～ 北征

41 齊虞羲霍將軍北伐詩 擁旄為漢將．汗馬出⾧城．⾧城地勢險～ 北征 91 梁劉孝綽求豫北伐啟 或以臣素無飛將之目．未從嫖姚之伍～ 北征

42 齊王融從武帝琅邪城講武應詔詩 治兵聞魯策訓旅見周篇～ 方向無し 92 晉陸機至洛與成都王牋 王室多故．禍難荐有．羊玄之乘寵凶豎～ 方向無し

43 梁武帝宴詩 止殺心自詳．勝殘道未遍．四主漸懷音～ 方向無し 93 晉桓溫與撫軍牋 北胡肆逆．四十餘載．傾覆社稷．毀辱陵廟～ 北征

44 梁簡文帝和武帝詩 校尉開疏勒．將軍定月支．南通新息柱～ 方向無し 94 魏陳思王曹植與司馬仲達書 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守區區之吳爾～ 南征

45 梁簡文帝和武帝詩 祭壺今息鼓董案成開帷～ 方向無し 95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慶州牧書 雖心慕子文．申威涿郡．意存士雅～ 北征

46 梁元帝蕃難未靜述懷詩 玉節威雲夢．金鉦韻渚宮．霜戈臨漸白～ 南征 96 漢吾丘壽王驃騎論功論 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 北征

47 和王僧辯從軍詩 山虛和鐃管．水靜寫樓船．連雞隨火度～ 北東守護 97 魏王粲三輔論 湘潛先生．江濱逸老．將集論雲夢～ 南征

48 梁吳筠戰城南詩 蹀躞青驪馬．往救城南畿．五歷魚麗陣～ 城南守護

49 梁吳筠戰城南詩 前有濁樽酒～匈奴遂兩分．天山已半出～ 北征

50 梁吳筠戰城南詩 陌上何諠諠．匈奴圍塞垣～ 北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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