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SH0001 林茂之詩選二卷
[清]林古度撰[清]王
士禛選

清康熙程哲七略書堂刻本

QSH0002 林茂之文草不分卷林茂之賦草不分卷 [清]林古度撰 明崇禎刻本

QSH0003 牧齋初學集一百十卷 [清]錢謙益撰
民國涵芬樓影印明崇禎瞿式耜刻
本

QSH0004 牧齋有學集五十卷校勘記一卷補一卷 [清]錢謙益撰 民國涵芬樓影印清康熙三年刻本

QSH0005 投筆集箋註二卷
[清]錢謙益撰錢曾箋
註

清宣統二年鄧氏風雨樓鉛印本

QSH0006 牧齋外集二十五卷
[清]錢謙益撰丁祖蔭
校並跋

清抄本

QSH0007 戊寅草一卷 [清]柳如是撰 明崇禎刻本

QSH0008
河東君尺牘一卷湖上草一卷我聞室賸
稿二卷附録二卷

[清]柳如是撰 清抄本

QSH0009 夏峰先生集十四卷首一卷補遺二卷 [清]孫奇逢撰 清道光二十五年大梁書院刻本

QSH0010
蒼雪大師南來堂詩集四卷遺文一卷補
編四卷附録四卷

[清]釋讀徹撰 民國二十九年上海王氏鉛印本

QSH0011 尊水園集略十二卷補遺二卷 [清]盧世撰 清順治刻十七年盧孝餘增修本

QSH0012 石臼集十六卷（前集九卷後集七卷） [清]邢昉撰 清康熙刻本

QSH0013 拙存堂逸稿十卷（文賸六卷詩四卷） [清]冒起宗撰 清順治刻本

QSH0014 擬山園選集八十一卷 [清]王鐸撰 清順治十年王鏞王鑨刻本

QSH0015

王煙客先生集八卷（偶諧舊草一卷偶
諧續草一卷西廬詩草二卷西廬詩餘一
卷奉常公遺訓一卷尺牘二卷）附録三
卷（減菴公詩存一卷西田詩集一卷西
廬懷舊集一卷）

[清]王時敏撰
民國五年上海蘇新書社蘇州振新
書社鉛印本

QSH0016 默菴遺稿十卷（存卷一至卷八） [清]馮舒撰 清康熙世豸堂刻本

QSH0017 寒香館遺稿十卷 [清]辛陞撰 民國五年活字印本

QSH0018 秀巖集三十一卷 [清]胡世安撰
清順治刻康熙三十四年胡蔚先印
本

QSH0019
金文通公集二十六卷金文通公詩集六
卷金文通公外集八卷

[清]金之俊撰 清康熙二十五年懷天堂刻本

QSH0020 擔當遺詩八卷 [清]釋通荷撰
民國三年雲南圖書館刻雲南叢書
本

QSH0021 晚宜樓集不分卷 [清]毛瑩撰 清抄本

QSH0022
硯廬詩一卷峪園近草一卷排青樓詩一
卷碑版文集一卷歸田尺牘一卷

[清]朱之俊撰
民國二十四年汾陽公立圖書館鉛
印本

QSH0023
遡園文集四卷杜少陵秋興八首偶論一
卷

[清]賈開宗撰 清道光八年賈洪信重刻本

QSH0024 石園全集三十卷 [清]李元鼎朱中楣撰 清康熙四十二年香雪堂刻本

QSH0025
柴村詩鈔五卷附二卷柴村文集十二卷
末一卷

[清]邱志廣撰 清雍正四年刻本

QSH0026 鄭中丞公益樓集四卷 [清]鄭二陽撰 清康熙世德堂刻本

QSH0027 何陋居集三卷 [清]方拱乾撰 清康熙刻本

QSH0028 弘覺忞禪師北遊集六卷 [清]釋道忞撰 民國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抄本

QSH0029 紫峰集十四卷 [清]杜越撰 清康熙十三年刻本

QSH0030
石莊初集六卷寒崖近稿二卷敦宿堂留
書二卷鴻桷集二卷鴻桷續集二卷恒山
存稿二卷

[清]陳弘緒撰 清康熙二十六年陳玫重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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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H0031 芑山文集三十一卷 [清]張自烈撰 清初刻本

QSH0032 寶綸堂集十卷 [清]陳洪綬撰 清康熙三十年刻本

QSH0033
四照堂集十六卷（文集十二卷詩集四
卷）校勘記一卷

[清]王猷定撰
民國四年南昌豫章叢書編刻局刻
本

QSH0034
天愚先生詩集六卷天愚先生文集八卷
天愚先生別集四卷（缺卷三）

[清]謝泰宗撰 清康熙刻本

QSH0035
天愚先生詩鈔八卷天愚先生文鈔八卷
附録一卷

[清]謝泰宗撰 清康熙四十五年刻本

QSH0036
和古人詩一卷和今人詩一卷和友人詩
一卷野外詩一卷

[清]毛晉撰 民國五年常熟丁氏刻虞山叢刻本

QSH0037
徵音詩集一卷歸懷詩集一卷燕箋詩集
五卷

[清]張彥撰 清順治刻本

QSH0038
依水園文集四卷（前集二卷後集二
卷）

[清]張彥撰 清順治旌德劉華宇刻本

QSH0039

逍遙遊二卷六舫詩草五卷椒丘詩二卷
丁野鶴先生遺稿三卷（江幹草一卷歸
山草一卷聽山亭草一卷）家政須知一
卷

[清]丁耀亢撰 清順治康熙遞刻丁野鶴集八種本

QSH0040 保閒堂集二十六卷（缺卷二十六） [清]趙士春撰 清光緒九年常熟趙氏木活字印本

QSH0041 魚山剩稿八卷 [清]熊開元撰 清康熙刻本

QSH0042 東園詩集五卷 [清]黃圖安撰 清順治刻本

QSH0043
釣璜堂存稿二十卷交行摘稿一卷徐闇
公先生遺文一卷

[清]徐孚遠撰 民國十五年金山姚氏懷舊樓刻本

QSH0044 桴庵詩五卷 [清]薛所藴撰 清順治刻本

QSH0045 澹友軒文集十六卷 [清]薛所藴撰 清順治十六年刻本

QSH0046
試秦詩紀二卷潞公詩選二卷越唫三卷
附一卷七松遊一卷重訂閨麗譜一卷

[清]範光文撰 清康熙刻本

QSH0047 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附録一卷 [清]朱之瑜撰
日本享保五年（清康熙五十九
年）書林茨城多左衛門刻本

QSH0048 石雲居詩集七卷附詞一卷 [清]陳名夏撰 清順治刻本

QSH0049 石雲居文集十五卷 [清]陳名夏撰 清順治刻本

QSH0050 敬脩堂釣業一卷 [清]查繼佐撰
清光緒會稽趙氏刻仰視千七百二
十九鶴齋叢書本

QSH0051 東山遺集二卷 [清]查繼佐撰
民國十一年古書流通處影印手稿
本

QSH0052 曹司馬集六卷 [清]曹燁撰 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QSH0053
青箱堂詩集三十三卷青箱堂文集十二
卷附續刻一卷年譜一卷

[清]王崇簡撰 清康熙二十八年王燕重刻本

QSH0054 雁樓集二十五卷 [清]徐士俊撰 清順治刻本

QSH0055 寒支初集十卷寒支二集六卷首一卷 [清]李世熊撰 清康熙四十三年檀河精舍刻本

QSH0056
悟香集三十卷（缺卷四至卷六卷十至
卷十二卷十九至卷二十一）

[清]六寶撰 清初刻本

QSH0057 用六集十二卷首一卷 [清]刁包撰
清康熙三年漢陽熊仲龍刻二十九
年修訂本

QSH0058 秋水集十六卷 [清]馮如京撰 清乾隆五年武林雁門馮氏重刻本

QSH0059 西廬文集四卷 [清]張雋撰
清宣統二年上海國學扶輪社鉛印
本

QSH0060 留耕堂詩集一卷 [清]殷嶽撰
清光緒定州王氏謙德堂刻畿輔叢
書本

QSH0061 白耷山人詩集十卷白耷山人文集二卷 [清]閻爾梅撰 清康熙刻本



QSH0062
四照堂詩集十一卷四照堂樂府詩集二
卷四照堂詩餘集一卷四照堂時曲集一
卷

[清]盧綋撰 清康熙汲古閣刻本

QSH0063

鈍吟全集二十三卷（馮氏小集三卷鈍
吟集三卷鈍吟別集一卷鈍吟餘集一卷
遊仙詩二卷鈍吟老人集外詩一卷鈍吟
樂府一卷鈍吟老人文稿一卷鈍吟老人
雜録十卷）

[清]馮班撰
清初毛晉汲古閣康熙六貽典等遞
刻本

QSH0064 青溪遺稿二十八卷 [清]程正揆撰 清康熙天咫閣刻本

QSH0065
乾初先生遺集四十七卷（文集十八卷
別集十七卷存十三卷詩集十二卷）首
一卷外編一卷

[清]陳確撰 清陳敬璋餐霞軒抄本

QSH0066 張子詩選不分卷 [清]張蓋撰 清光緒七年江陰夏氏重刻本

QSH0067 定園詩集十一卷定園文集不分卷 [清]戴明説撰 清康熙平山在東閣刻本

QSH0068 青巖集十二卷 [清]許楚撰 清康熙白華堂刻本

QSH0069 水田居存詩三卷附一卷 [清]賀貽孫撰
清同治九年敕書樓刻水田居全集
本

QSH0070 水田居文集五卷 [清]賀貽孫撰 清敕書樓刻水田居全集本

QSH0071 蕭然吟二卷 [清]程邃撰 清順治刻本

QSH0072 讀史亭詩集十六卷 [清]彭而述撰 清康熙五十年刻本

QSH0073

東谷集三十四卷（詩二十二卷文十二
卷）歸庸齋詩文八卷（詩四卷文四
卷）桑榆集六卷（詩三卷文三卷）學
言三卷

[清]白胤謙撰 清順治刻康熙續刻雍正補刻本

QSH0074 愚菴小集十五卷 [清]朱鶴齡撰 清康熙十年松陵朱氏刻本

QSH0075 袚園集九卷（文四卷詩四卷詞一卷） [清]梁清遠撰 清康熙二十七年梁允桓刻本

QSH0076 了菴詩集二十卷附題讚一卷輓詩一卷 [清]王岱撰 清乾隆十二年王恪刻本

QSH0077 蓼齋集四十七卷蓼齋後集五卷 [清]李雯撰 清順治十四年石維崑刻本

QSH0078 築善堂文集十卷 [清]傅振鐸撰 清順治刻本

QSH0079 忠孝堂文集不分卷吳六奇書劄一卷 [清]吳六奇撰 清抄本

QSH0080 大愚集二十七卷附諸同人尺牘一卷 [清]王鑨撰 清康熙四年刻本

QSH0081 海右陳人集二卷 [清]程先貞撰 清康熙刻本

QSH0082
敬亭集十卷自著年譜一卷年譜續編一
卷補遺一卷附録一卷

[清]姜埰撰 清康熙姜氏念祖堂刻本

QSH0083 霜紅龕集四十卷附録三卷年譜一卷 [清]傅山撰 清宣統三年山陽丁氏刻本

QSH0084 內省齋文集三十二卷 [清]湯來賀撰 清康熙內省齋刻本

QSH0085 柴邨詩集五卷 [清]釋傳遐撰
清嶽宗刻乾隆六年民國十一年遞
修本

QSH0086 孑遺集不分卷 [清]馬世傑撰 清抄本

QSH0087 榆墩集五卷（詩二卷文三卷） [清]徐世溥撰 清康熙刻本

QSH0088 榆溪詩鈔二卷 [清]徐世溥撰 清康熙三十年宋犖刻本

QSH0089 榆溪逸詩二卷榆溪逸稿八卷 [清]徐世溥撰 清嘉慶刻本

QSH0090 湘帆堂集二十六卷 [清]傅占衡撰 清康熙六十一年木活字印本

QSH0091 沈唫樓詩選不分卷 [清]金人瑞撰 清抄本

QSH0092 四思堂文集八卷 [清]傅維鱗撰 清康熙十七年刻本

QSH0093 瞎堂詩集二十卷首一卷 [清]釋函昰撰 清刻本

QSH0094 屺思堂文集八卷屺思堂詩集八卷 [清]劉子壯撰 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QSH0095
匡菴文集十二卷匡菴詩前集六卷匡菴
詩集六卷

[清]馬世俊撰 清康熙刻本

QSH0096 恥躬堂文集二十卷 [清]王命嶽撰 清康熙刻本

QSH0097
梅村家藏稿五十八卷補遺一卷世系一
卷年譜四卷

[清]吳偉業撰 清宣統三年董氏誦芬室刻本

QSH0098 學易菴詩集八卷 [清]趙賓撰 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QSH0099 林屋詩集九卷 [清]鄧旭撰 清道光三年刻本

QSH0100 佳山堂詩集十卷佳山堂詩二集九卷 [清]馮溥撰 清康熙刻本

QSH0101 戆叟詩鈔四卷補遺二卷 [清]紀映鍾撰 清光緒三十一年江寧傅氏刻本

QSH0102 尹蓂階稿一卷 [清]尹明廷撰
清嘉慶江都秦氏石研齋刻國初十
六家精選本

QSH0103 海沂詩集二十卷附緑窗詩草一卷 [清]宋之韓撰 清嘉慶二十五年海沂宋氏刻本

QSH0104 清貽堂存稿四卷附録一卷 [清]王益朋撰 清鹹豐四年王氏家藏集刻本

QSH0105 笠翁一家言全集十六卷 [清]李漁撰 清雍正八年芥子園刻本

QSH0106 虎溪漁叟集十八卷 [清]劉命清撰 清康熙臨川劉氏刻本

QSH0107 恥躬堂文鈔十卷恥躬堂詩鈔十六卷 [清]彭士望撰 清鹹豐二年重刻本

QSH0108 留素堂文集十卷 [清]蔣薰撰 清初刻本

QSH0109
南雷文案十卷外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
集一卷子劉子行狀二卷

[清]黃宗羲撰 民國上海涵芬樓影印清康熙刻本

QSH0110
南雷文定二十二卷（前集十一卷後集
四卷三集三卷四集四卷）附録一卷

[清]黃宗羲撰 清康熙刻本

QSH0111 南雷文定五集四卷 [清]黃宗羲撰 清程志隆刻本

QSH0112 南雷詩曆五卷 [清]黃宗羲撰 清鄭大節刻本

QSH0113 南雷餘集一卷 [清]黃宗羲撰
清宣統三年順德鄧氏排印風雨樓
叢書本

QSH0114 大兖集二卷 [清]錢龍惕撰 民國八年木活字印本

QSH0115
河濱文選十卷附賦選一卷河濱詩選十
卷河濱遺書抄六卷

[清]李楷撰 清嘉慶謝蘭佩謝澤刻本

QSH0116
竹雲堂稿十二卷（文集八卷詩集四
卷）

[清]沈宜撰 清光緒二十一年木活字印本

QSH0117 艾陵文鈔十六卷 [清]雷士俊撰 清康熙莘樂草堂刻本

QSH0118
浮山文集前編十卷浮山文集後編二卷
浮山此藏軒別集二卷

[清]方以智撰 清康熙此藏軒刻本

QSH0119
桴亭先生文集六卷補遺一卷桴亭先生
詩集十卷

[清]六世儀撰
清光緒二十五年唐受祺刻六桴亭
先生遺書本

QSH0120
桴亭先生集外文不分卷附六桴亭先生
傳一卷先儒六子從祀文廟録一卷

[清]六世儀撰 民國十六年刻本

QSH0121 楊園先生詩文集二十四卷 [清]張履祥撰
清同治十年江蘇書局刻重訂楊園
先生全集本

QSH0122 夏爲堂別集二卷 [清]黃周星撰 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QSH0123 徐詩二卷
[清]徐夜撰王士禛批
點

清刻漁洋山人著述本

QSH0124
變雅堂遺集十八卷（文集八卷詩集十
卷）附録二卷

[清]杜濬撰 清光緒二十年黃岡沈氏刻本

QSH0125 巢民詩集六卷巢民文集七卷 [清]冒襄撰 清康熙刻本

QSH0126 鄭長公確園集四卷 [清]鄭蕃撰 清乾隆三十三年鄭氏世德堂刻本

QSH0127
南山堂自訂詩十卷（詩八卷樂府一卷
詞一卷）南山堂續訂詩五卷南山堂三
訂詩四卷

[清]吳景旭撰 清康熙刻本

QSH0128 千山詩集二十卷首一卷補遺一卷 [清]釋函可撰 清康熙四十二年刻本



QSH0129
嵞山集十二卷嵞山續集九卷（前編四
卷後編五卷）

[清]方文撰 清康熙刻本

QSH0130 賴古堂集二十四卷附録一卷 [清]周亮工撰 清康熙十四年周在浚刻本

QSH0131 七頌堂詩集九卷 [清]劉體仁撰 清康熙刻本

QSH0132 七頌堂文集四卷附尺牘一卷 [清]劉體仁撰 清康熙刻本

QSH0133 蒿菴集三卷附録一卷 [清]張爾岐撰 清乾隆三十八年胡德琳刻本

QSH0134
愛日堂全集十一卷（文集八卷詩集二
卷外集一卷）附墓誌銘一卷

[清]孫宗彜撰 清乾隆三十五年刻本

QSH0135
藏山閣集二十卷（詩存十四卷文存六
卷）田間尺牘四卷

[清]錢澄之撰 清光緒三十四年鉛印本

QSH0136 田間文集三十卷田間詩集二十八卷 [清]錢澄之撰 清康熙刻本

QSH0137 棲雲閣詩十六卷十遺三卷 [清]高珩撰 清乾隆刻本

QSH0138
九誥堂集三十七卷（賦一卷詩二十五
卷詩餘一卷古文八卷史論二卷）首一
卷

[清]徐增撰 清抄本

QSH0139 山遊詩一卷恒軒詩一卷 [清]歸莊撰 清康熙刻本

QSH0140 歸玄恭遺著一卷附詩鈔一卷 [清]歸莊撰 民國十二年上海中華書局鉛印本

QSH0141
漢史億二卷顔山雜記四卷南征紀略二
卷沚亭刪定文集二卷沚亭自刪詩一卷
琴譜指法省文不分卷

[清]孫廷銓撰 清康熙刻本

QSH0142
自課堂集三卷（文集一卷詩餘一卷詩
選一卷）

[清]程康莊撰 民國山右叢書初編鉛印本

QSH0143 西北之文十二卷（缺卷十二） [清]畢振姬撰 民國山右叢書初編鉛印本

QSH0144 亭林詩集五卷 [清]顧炎武撰 清刻本

QSH0145 亭林文集六卷亭林餘集一卷 [清]顧炎武撰 清乾隆三十八年山隱居刻本

QSH0146 蔣山傭殘稿三卷附熹廟諒陰記事一卷 [清]顧炎武撰 清抄本

QSH0147 謙齋文集十二卷謙齋詩集八卷首一卷 [清]蔡仲光撰 清鹹豐三年篤慶堂刻本

QSH0148
石莊先生詩集二十七卷（青玉軒詩七
卷檄遊草一卷菊佳軒詩十一卷頤志堂
詩八卷）

[清]胡承諾撰 民國五年沈觀齋重刻本

QSH0149 黃山詩留十六卷 [清]法若真撰 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QSH0150 鐵堂詩草二卷 [清]許珌撰 清乾隆五十五年蘭山書院刻本

QSH0151 安雅堂詩不分卷 [清]宋琬撰 清順治十七年刻本

QSH0152 安雅堂文集二卷 [清]宋琬撰 清康熙五年刻本

QSH0153 重刻安雅堂文集二卷 [清]宋琬撰 清康熙三十八年宋思勃刻本

QSH0154 安雅堂未刻稿八卷附入蜀集二卷 [清]宋琬撰 清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QSH0155 靜惕堂詩集四十四卷 [清]曹溶撰 清雍正三年李維鈞刻本

QSH0156 靜惕堂詞不分卷 [清]曹溶撰 清康熙四十六年朱丕戭刻本

QSH0157 織齋文集八卷 [清]李煥章撰 清光緒十三年尚志堂刻本

QSH0158 丘邦士文集十七卷 [清]丘維屏撰 清康熙五十八年刻本

QSH0159 徧行堂集四十九卷 [清]釋澹歸撰 清康熙十五年刻本

QSH0160 徧行堂續集十六卷 [清]釋澹歸撰 清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QSH0161 中洲草堂遺集二十三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陳子升撰 清康熙五十九年詩雪軒校刊本

QSH0162 義圃傳家集十卷別録二卷首一卷
[清]王騭撰[清]王善
塏輯

清嘉慶刻本

QSH0163 鶴靜堂集十九卷 [清]周茂源撰 清康熙天馬山房刻本

QSH0164 六吳州集不分卷 [清]六舜撰 清六氏雙虹堂刻本



QSH0165 膽餘軒集不分卷 [清]孫光祀撰 清康熙三十五年刻本

QSH0166 龍性堂詩集二卷 [清]葉矯然撰 清康熙二十一年刻本

QSH0167 東溟集二卷雁唳編一卷 [清]葉矯然撰 清康熙五十年刻本

QSH0168
與袁堂集十四卷（詩集十卷文集四
卷）

[清]陳殿桂撰 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本

QSH0169 定山堂詩集四十三卷定山堂詩餘四卷 [清]龔鼎孳撰 清康熙十五年吳興祚刻本

QSH0170 定山堂古文小品二卷 [清]龔鼎孳撰 清康熙五十三年龔志説刻本

QSH0171 茗齋集二十三卷 [清]彭孫貽撰
民國涵芬樓影印海鹽張氏涉園藏
手稿刻本寫本

QSH0172 東岡詩鈔一卷補遺一卷東岡文鈔一卷 [清]周肇撰 清抄本

QSH0173 五公山人集十六卷 [清]王餘佑撰 清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QSH0174 梅谿文集六卷 [清]方都秦撰 清康熙二十年刻本

QSH0175 澹寧齋詩草不分卷 [清]阿爾粺撰 清抄本

QSH0176 虞圃山人文集十卷虞圃山人詩集八卷 [清]吳甫撰 清康熙刻本

QSH0177 丹林集六卷附録一卷 [清]蕭家芝撰 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QSH0178
和敬堂全集四十四卷（文部十六卷詩
部二十八卷）

[清]黃晉良撰 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

QSH0179 東渚詩集十六卷 [清]梅枝鳳撰 清嘉慶滿聽樓刻本

QSH0180 種書堂遺稿三卷種書堂題畫詩二卷 [清]查士標撰 清刻本

QSH0181 真山人後集四卷（文二卷詩二卷） [清]李昌祚撰 清康熙七年刻本

QSH0182 柴省軒先生文鈔十二卷外集一卷 [清]柴紹炳撰 清康熙刻本

QSH0183 謝程山先生集十八卷 [清]謝文洊撰 清乾隆十二年刻本

QSH0184 竹笑軒詩鈔一卷 [清]李因撰 清抄本

QSH0185 兼濟堂詩集八卷兼濟堂文集二十四卷 [清]魏裔介撰 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

QSH0186 味外軒詩輯不分卷 [清]余懷撰 清抄本

QSH0187 玉琴齋詞不分卷 [清]余懷撰 民國十七年影印清抄本

QSH0188
舟車集二十卷舟車後集十卷附集唐一
卷

[清]陶季撰 清刻本

QSH0189 龍圖詩集六卷 [清]範正脈撰 清鹹豐四年刻本

QSH0190 林屋文稿十六卷 [清]宋徵輿撰 清康熙九籥樓刻本

QSH0191 林屋詩稿十四卷 [清]宋徵輿撰 清抄本

QSH0192 熊鍾陵無何集十四卷首一卷 [清]熊伯龍撰 清乾隆五十八年刻本

QSH0193
六密菴文集二十卷録餘二卷六密菴詩
集十二卷

[清]六求可撰 清康熙二十年思過堂刻本

QSH0194 誠正齋文集八卷 [清]上官鉝撰 清康熙二十二年翼城上官氏刻本

QSH0195 于清端公集四卷附刻一卷 [清]于成龍撰 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QSH0196 東村集十卷附刊一卷 [清]李呈祥撰 清康熙五十八年儀一堂刻本

QSH0197 寒松堂全集十二卷 [清]魏象樞撰 清康熙四十七年刻本

QSH0198 大觀堂文集二十二卷首一卷 [清]余撰 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QSH0199
六菊隱先生文集十六卷六菊隱先生詩
集四卷

[清]六元輔撰 清抄本

QSH0200 道山堂前集二卷道山堂後集十卷 [清]陳軾撰 清康熙刻本

QSH0201
四憶堂詩集六卷遺稿一卷壯悔堂文集
十卷遺稿一卷四憶堂詩集六卷遺稿一
卷

[清]侯方域撰 清順治刻本

QSH0202 縮齋文集一卷 [清]黃宗會撰 清抄本



QSH0203 鳴鶴堂詩集十一卷 [清]任源祥撰 清光緒十五年重刻本

QSH0204 鳴鶴堂文集十卷 [清]任源祥撰 清乾隆十一年陽羨任氏刻本

QSH0205 鈍齋詩選二十二卷 [清]方孝標撰 清抄本

QSH0206 陋軒詩十二卷陋軒詩續二卷 [清]吳嘉紀撰 清嘉慶刻道光增修本

QSH0207 西山集九卷 [清]張能鱗撰 清康熙十六年刻本

QSH0208 紫雲先生遺稿不分卷 [清]何汝霖撰 清抄本

QSH0209 半可集不分卷 [清]戴廷栻撰 民國五年雲文齋石印本

QSH0210 金闇齋先生集十二卷 [清]金敞撰 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

QSH0211 拂蓮堂集十四卷 [清]彭年撰 清順治刻本

QSH0212 使粵草八卷 [清]張宸撰 清雲間張氏抄本

QSH0213 平圃遺稿十四卷 [清]張宸撰 民國二十八年抄本

QSH0214
西堂文集二十四卷西堂詩集三十二卷
西堂樂府七卷

[清]尤侗撰 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QSH0215 蕚園詩集一卷 [清]林堯光撰 稿本

QSH0216 丁布衣詩鈔一卷 [清]丁之賢撰 清康熙刻綏安二布衣詩鈔本

QSH0217 玉暉堂詩集五卷 [清]趙湛撰
清光緒定州王氏謙德堂刻畿輔叢
書本

QSH0218
春酒堂遺書十一卷（文存四卷詩存六
卷詩話一卷）附外紀一卷

[清]周容撰
民國二十一年四明張氏約園刊四
明叢書本

QSH0219 遺山詩四卷 [清]高詠撰
清道光十年信芳閣木活字排印國
初十家詩鈔本

QSH0220 薑齋詩分體稿四卷薑齋詩編年稿一卷 [清]王夫之撰
民國二十二年上海太平洋書店排
印船山遺書本

QSH0221 薑齋文集十卷薑齋文集補遺二卷 [清]王夫之撰
民國二十二年上海太平洋書店排
印船山遺書本

QSH0222

五十自定稿一卷六十自定稿一卷七十
自定稿一卷柳岸吟一卷落花詩一卷遣
興詩一卷和梅花百詠詩一卷洞庭秋詩
一卷雁字詩一卷倣體詩一卷嶽餘集一
卷薑齋詩賸稿一卷鼓棹初集一卷鼓棹
二集一卷瀟湘怨詞一卷詩譯一卷

[清]王夫之撰
民國二十二年上海太平洋書店排
印船山遺書本

QSH0223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二十八卷施愚山
先生學餘詩集五十卷

[清]施閏章撰 清康熙四十七年刻本

QSH0224
施愚山先生別集四卷附施愚山先生年
譜四卷

[清]施閏章撰 清乾隆十二年刻本

QSH0225 施愚山先生外集二卷 [清]施閏章撰 清乾隆三十年刻本

QSH0226
林蕙堂全集二十六卷（文集十二卷續
刻六卷亭臯詩鈔四卷藝香詞鈔四卷附
填詞）

[清]吳綺撰
清乾隆三十九年、四十一年衷白
堂刻本

QSH0227 託素齋詩集四卷託素齋文集六卷 [清]黎士弘撰 清刻本

QSH0228 木厓集二十七卷 [清]潘江撰 清康熙刻本

QSH0229 木厓續集二十四卷卷末四卷 [清]潘江撰 清康熙刻本

QSH0230 木厓文集二卷 [清]潘江撰 民國元年夢華仙館鉛印本

QSH0231 關隴集四卷 [清]姜圖南撰 清順治刻本

QSH0232
聰山集十一卷（詩選八卷文集三卷）
附録二卷（年譜傳誌一卷鄉賢録一
卷）荊園小語一卷荊園進語一卷

[清]申涵光撰 清康熙刻本

QSH0233 東江集鈔九卷附録一卷東江別集五卷 [清]沈謙撰 清康熙十五年仁和沈氏刻本

QSH0234 堪齋詩存八卷 [清]顧大申撰 清雍正七年顧思孝刻本



QSH0235 魏伯子文集十卷首一卷 [清]魏際瑞撰
清道光二十五年寧都謝庭綬紱園
書塾刻寧都三魏文集本

QSH0236
豐草菴詩集十一卷豐草菴前集三卷豐
草菴文集三卷

[清]董説撰 清順治刻本

QSH0237 寶雲詩集七卷 [清]董説撰 清康熙二十八年董樵董耒刻本

QSH0238
溉堂前集九卷溉堂續集六卷溉堂後集
六卷溉堂詩餘二卷溉堂文集五卷

[清]孫枝蔚撰 清康熙刻六十年增刻本

QSH0239 射山詩抄不分卷 [清]陸嘉淑撰 清抄本

QSH0240 晴江閣集三十卷 [清]何洯撰 清康熙刻本

QSH0241
芙蓉集十七卷（存卷一至卷十二卷十
四）首一卷

[清]宗元鼎撰 清康熙刻本

QSH0242
巽書八卷東苑詩鈔一卷蕊雲集一卷晚
唱一卷

[清]毛先舒撰 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本

QSH0243 桂山堂文選十卷桂山堂詩選二卷 [清]王嗣槐撰 清康熙青筠閣刻本

QSH0244 願學齋文集四十卷附録一卷 [清]黃與堅撰 婁東嚴瀛抄本

QSH0245 且亭詩鈔八卷 [清]楊思聖撰
清康熙六十年刻畿輔七名家詩鈔
本

QSH0246 直木齋全集十三卷 [清]任繩隗撰 清康熙十六年刻本

QSH0247
姚端恪公全集四十八卷（詩集十二卷
文集十八卷外集十八卷）末一卷

[清]姚文然撰 清康熙桐城姚氏刻本

QSH0248 缺壺編文集二卷 [清]王有年撰 清康熙硯山樓刻本

QSH0249 白茅堂集四十六卷附耳提録不分卷 [清]顧景星撰
清康熙四十三年刻乾隆二十年續
刻光緒二十八年補刻本

QSH0250 蕉林詩集十八卷 [清]梁清標撰 清康熙十七年秋碧堂刻本

QSH0251
前川樓文集二卷（缺卷一）前川樓詩
集一卷

[清]張沐撰 清康熙至乾隆間刻前川樓全集本

QSH0252
蔣慎齋遇集五卷附一卷日懷堂奏疏四
卷

[清]蔣永修撰 清康熙刻本

QSH0253 杲堂文鈔六卷杲堂詩鈔七卷 [清]李鄴嗣撰 清康熙刻本

QSH0254 張右訥漱墨軒初集不分卷 [清]張表撰 清順治十八年朝邑張氏家刻本

QSH0255 南肅堂申酉集八卷 [清]李式玉撰 清順治五年刻本

QSH0256 巴餘集十卷 [清]李式玉撰 清康熙十五年刻本

QSH0257 湄湖吟十一卷聽松軒遺文一卷 [清]杜漺撰 清康熙刻道光九年杜堮修補本

QSH0258
扶荔堂詩集選十二卷扶荔堂文集選十
二卷

[清]丁澎撰 清康熙五十五年文芸館刻本

QSH0259 叢桂軒近集十卷 [清]姚祖振撰 清康熙刻本

QSH0260 學源堂文集十九卷學源堂詩集十卷 [清]郭棻撰 清康熙刻本

QSH0261
皙次齋稿十二卷附皙次齋名家贈什一
卷晳次齋同人尺牘一卷

[清]梁熙撰 清康熙刻本

QSH0262
李文襄公文集三十三卷（奏議二卷奏
疏十卷首一卷別録六卷賦役詳稿一卷
棘聽草十二卷年譜一卷）

[清]李之芳撰 清康熙四十一年彤錫堂刻本

QSH0263 雪鴻堂文集十八卷 [清]李蕃撰 清康熙五十七年刻本

QSH0264 居易堂集二十卷附集外詩文一卷 [清]徐枋撰
民國涵芬樓影印清康熙二十三年
刻本

QSH0265 一木堂詩稿十二卷 [清]黃生撰 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

QSH0266 砥齋集十二卷 [清]王弘撰撰 清刻本

QSH0267 待菴日劄一卷西歸日劄一卷 [清]王弘撰撰 清刻本

QSH0268
映然子吟紅集三十卷（卷二十六未
刻）

[清]王端淑撰 清刻本



QSH0269 庸書二十卷 [清]張貞生撰 清康熙十八年張世坤張世坊刻本

QSH0270 傅忠毅公全集八卷首一卷 [清]傅弘烈撰 清鹹豐元年傅猷著刻本

QSH0271
中山郝中丞全集十四卷（文鈔四卷詩
鈔四卷奏議四卷史論二卷）

[清]郝浴撰 清康熙刻本

QSH0272 微泉閣文集十六卷微泉閣詩集十四卷 [清]董文驥撰 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QSH0273 采山堂詩八卷 [清]周篔撰
清道光十年信芳閣木活字印國初
十家集詩抄本

QSH0274 采山堂遺文二卷 [清]周篔撰余霖輯 民國二十五年刻檇李叢書本

QSH0275 介和堂集不分卷補遺二卷附一卷 [清]任辰旦撰 清抄本

QSH0276 敬恕堂文集紀年十卷 [清]耿介撰 清康熙四十八年柘城竇氏刻本

QSH0277 文喜堂詩集十六卷 [清]趙作舟撰 清道光四年趙氏刻本

QSH0278
天延閣刪後詩十五卷附唱和詩三卷天
延閣後集十一卷附贈言集四卷

[清]梅清撰 清康熙刻本

QSH0279 瞿山詩略三十三卷首一卷 [清]梅清撰 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QSH0280 秋水集十卷 [清]嚴繩孫撰 清康熙雨青草堂刻本

QSH0281 世德堂文集二卷世德堂詩集二卷 [清]王鉞撰
清康熙五十三年琅邪王氏刻世德
堂遺書本

QSH0282

道貴堂類稿二十一卷（應制集三卷鼓
缶集三卷黃發集二卷蘋蓼間集二卷野
航集二卷汗漫集二卷甲乙友抄一卷寓
園小草一卷燕台小草一卷梧下雜鈔二
卷水香詞二卷）修吉堂文稿八卷耄餘
殘沈二卷

[清]徐倬撰 清康熙刻本

QSH0283 西河文集二百五十九卷首一卷附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QSH0284
醉白堂文集續文集不分卷醉白堂詩集
九集（缺第八集）醉白堂詩餘一卷

[清]謝良琦撰 清康熙刻本

QSH0285 海日堂集七卷（詩五卷文二卷） [清]程可則撰 清康熙二十八年刻本

QSH0286 範忠貞公集十卷 [清]範承謨撰 清康熙三十九年清苑劉氏刻本

QSH0287
信心齋稿五卷（疏稿三卷文稿一卷詩
稿一卷）附一卷

[清]李贊元撰 清道光三年李鑑園重刻本

QSH0288 南邨詩稿二十三卷附詞一卷 [清]潘高撰 清康熙十九年鶴江草堂刻本

QSH0289 南沙文集八卷 [清]洪若臯撰 清康熙友益齋刻本

QSH0290
魏叔子文集外篇二十二卷魏叔子日録
三卷魏叔子詩集八卷

[清]魏禧撰 清易堂刻寧都三魏全集本

QSH0291 一研齋詩集十六卷 [清]沈荃撰 民國十一年刻本

QSH0292 慕廬詩不分卷 [清]葉封撰 清康熙刻本

QSH0293 無罪草不分卷 [清]吳莊撰 清康熙刻本

QSH0294 偶存篇一卷附補編一卷 [清]吳莊撰 清刻本

QSH0295
飲和堂集二十四卷（詩十六卷文八
卷）

[清]姚夔撰 清康熙刻本

QSH0296
鈍翁前後類稿六十二卷鈍翁續稿五十
六卷

[清]汪琬撰 清康熙刻本

QSH0297 清風堂文集二十三卷附墓誌銘一卷 [清]曾王孫撰 清康熙四十五年秀水曾氏刻本

QSH0298 草亭文集不分卷草亭詩集不分卷 [清]彭任撰 清刻本

QSH0299 石松堂集八卷 [清]余爲霖撰 清康熙刻本

QSH0300 萊山詩集八卷附行狀一卷 [清]章金牧撰 清康熙刻本

QSH0301
湖海樓全集五十一卷（詩集十二卷補
遺一卷詞集二十卷文集六卷儷體文集
十二卷）

[清]陳維崧撰 清乾隆六十年浩然堂刻本



QSH0302 改亭詩集六卷改亭文集十六卷 [清]計東撰 清乾隆十三年計璸刻本

QSH0303 萬山樓詩集二十四卷 [清]許虬撰 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

QSH0304 心遠堂詩集十二卷 [清]李霨撰 清康熙刻本

QSH0305 心遠堂詩二集四卷 [清]李霨撰 清康熙刻本

QSH0306
蔚菴嫁衣集八卷（存卷一至卷五）首
一卷

[清]葉鳴鸞撰 清康熙五年刻本

QSH0307 六松堂集十四卷 [清]曾燦撰 民國四年南昌退廬刻豫章叢書本

QSH0308 願學堂登高倡和詩不分卷 [清]許三禮撰 清康熙刻本

QSH0309 燕峰詩鈔五卷 [清]費密撰
一九六四年江蘇泰州古舊書店影
印清乾隆鈔本鈔校本

QSH0310 張亟齋遺集不分卷 [清]張弨撰 清同治四年望三益齋刻本

QSH0311
始學齋遠遊草四卷始學齋後遠遊草一
卷

[清]董采撰 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QSH0312 觀物草廬焚餘稿不分卷 [清]潘檉章撰 清紉芳宧寫本

QSH0313 十笏草堂詩選十一卷 [清]王士祿撰 清初刻增修本

QSH0314
十笏草堂辛甲集七卷十笏草堂上浮集
四卷

[清]王士祿撰 清康熙六年刻本

QSH0315 鷗跡集二十一卷 [清]蔡受撰 清光緒三年成山書室刻本

QSH0316 寵壽堂詩集三十卷 [清]張競光撰 清康熙石鏡山房刻增修本

QSH0317 窺園稿六卷 [清]賀振能撰
清道光二年河北賀氏雲宿樓重刻
本

QSH0318
定峰樂府十卷附甲子年定峰山左雜詠
一卷

[清]沙張白撰 清嘉慶十一年刻本

QSH0319 定峰文選二卷 [清]沙張白撰
清光緒二十四年江陰王氏刻重思
齋叢書本

QSH0320 默耕詩選二卷 [清]李何煒撰
民國十四年沔陽盧氏慎始基齋刻
沔陽叢書本

QSH0321 嚴白雲詩集二十七卷 [清]嚴熊撰 清乾隆十九年嚴有禧刻本

QSH0322 菜根堂全集二十八卷續一卷 [清]毛鳴岐撰 清康熙刻本

QSH0323 鴻逸堂稿不分卷 [清]王煒撰 清初呂士鵔呂士鶴刻本

QSH0324 街南文集二十卷（卷一至卷十二） [清]吳肅公撰 清康熙二十八年豐溪吳承勵刻本

QSH0325 街南續集七卷 [清]吳肅公撰 清康熙程士琦程士璋刻本

QSH0326 律陶一卷讀禮問二卷末一卷 [清]吳肅公撰 清康熙刻本

QSH0327
五經堂文集五卷首二卷五經堂語録一
卷五經堂野歌一卷附一卷

[清]範鄗鼎撰 清康熙五經堂刻本

QSH0328 鶴嶺山人詩集十六卷 [清]王澤弘撰 清康熙王材振刻本

QSH0329 鄒訏士詩選一卷 [清]鄒祗謨撰 清康熙刻名家詩選本

QSH0330 碩園詩稿三十卷 [清]王昊撰 清乾隆十二年刻本

QSH0331 湯子遺書十卷首一卷 [清]湯斌撰 清同治九年湯氏祠堂重刻本

QSH0332
志壑堂集二十四卷（詩十二卷文十二
卷）

[清]唐夢賚撰 清康熙二十年刻本

QSH0333
志壑堂後集十卷（詩五卷辛酉同遊倡
和詩餘二卷文三卷）

[清]唐夢賚撰 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QSH0334 阮亭選志壑堂詩十五卷 [清]唐夢賚撰 清雍正刻本

QSH0335 愧訥集十二卷 [清]朱用純撰 民國十八年活字印本

QSH0336 朱柏廬先生未刻稿四卷 [清]朱用純撰 清抄本

QSH0337
己畦集二十二卷附原詩四卷己畦詩集
十卷附殘餘一卷午夢堂詩鈔三卷

[清]葉燮撰 清康熙葉氏二棄草堂刻本



QSH0338 二曲集二十六卷 [清]李顒撰 清康熙三十三年高爾公刻後印本

QSH0339 丁景呂詩集不分卷 [清]丁弘誨撰 清初刻本

QSH0340 拙政園詩集二卷 [清]徐燦撰
清嘉慶八年海昌吳氏刻愚谷叢書
本

QSH0341 戒菴詩草六卷 [清]張晉撰 清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QSH0342 槐軒集十卷（詩四卷文六卷） [清]王曰高撰 清雍正五年王念祖刻本

QSH0343 曉庵先生詩集二卷 [清]王錫闡撰 清抄本

QSH0344 曉庵先生文集三卷 [清]王錫闡撰 清光緒九年重刊本

QSH0345 我詩稿六卷 [清]傅眉撰 清抄本

QSH0346 天傭館遺稿二卷 [清]劉宗洙撰 清乾隆二十年序刻劉氏傳家集本

QSH0347 無異堂文集十二卷 [清]姚文燮撰 清康熙刻本

QSH0348 大茂山房合稿六卷 [清]宋起鳳撰 清康熙二年刻本

QSH0349 挹奎樓選稿十二卷
[清]林雲銘撰仇兆鰲
選

清康熙三十五年刻本

QSH0350 巢松集六卷 [清]王抃撰 清康熙刻本

QSH0351 姜先生全集三十三卷首一卷 [清]姜宸英撰 清光緒十五年毋自欺齋馮氏刻本

QSH0352 紀城文稿四卷 [清]安致遠撰 清康熙刻本

QSH0353
紀城詩稿四卷玉磑集四卷吳江旅嘯一
卷音一卷

[清]安致遠撰 清同治二年自鉏園重刻本

QSH0354 逸德軒文集三卷 [清]田蘭芳撰 清康熙刻本

QSH0355
逸德軒文稿四卷逸德軒閏一稿一卷逸
德軒遺稿三卷附逸德軒偶次一卷

[清]田蘭芳撰 清康熙刻本

QSH0356 逸德軒詩集三卷逸德軒遺詩二卷 [清]田蘭芳撰 清康熙刻本

QSH0357
聽雲閣集三卷（稧亭詩選二卷華軒詩
選一卷）聽雲閣雷琴篇十卷

[清]張衡撰 清光緒二十年景州李氏刻本

QSH0358
王文靖公集二十四卷年譜一卷附録一
卷

[清]王熙撰 清康熙四十六年王克昌刻本

QSH0359 黑蝶齋詩鈔四卷 [清]沈岸登撰 清康熙刻本

QSH0360
萬青閣全集八卷（文二卷詩三卷制藝
一卷交山平寇一卷晉陽詳案一卷）

[清]趙吉士撰 清康熙趙繼抃等刻本

QSH0361 江泠閣詩集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冷士嵋撰 清康熙刻本

QSH0362 江泠閣文集四卷江泠閣文集續卷二卷 [清]冷士嵋撰 清康熙刻本

QSH0363
江泠閣集校補二卷（文集一卷詩集一
卷）附詩集目一卷校勘表二卷

[清]冷士嵋撰[清]柳
詒徵校補

民國二十六年陶風樓影印本

QSH0364 江泠閣緒風唫三卷 [清]冷士嵋撰 民國二十五年陶風樓影印本

QSH0365 雪浪集一卷附懷山園遺文不分卷 [清]朱墉撰
清道光二十年刻金陵朱氏家集二
十九種本

QSH0366 竹巖文集六卷（文三卷詩三卷） [清]阮文茂撰
清同治十一年刻光緒二十四年睦
親堂重修本

QSH0367 綰秀園詩選三卷 [清]杜首昌撰 稿本

QSH0368 綰秀園詩餘選一卷 [清]杜首昌撰 稿本

QSH0369 孝思堂全集十卷 [清]侯七乘撰
清康熙三十二年西泠孫氏刻光緒
二十八年六安程長椿補刻本

QSH0370 緑肥軒詩稿不分卷 [清]張昕撰 清乾隆三十九年世德堂刻本

QSH0371
正誼堂文集不分卷正誼堂詩集二十卷
蓉渡詞三卷

[清]董以寧撰 清康熙刻本

QSH0372 葉文敏公集十三卷 [清]葉方藹撰 抄本

QSH0373
呂晚村先生文集八卷附録一卷呂晚村
先生續集四卷

[清]呂留良撰 清雍正三年呂氏天蓋樓刻本



QSH0374 東莊吟稿七卷 [清]呂留良撰
清宣統三年順德鄧氏鉛印風雨樓
叢書本

QSH0375 南齋詩集不分卷附録一卷 [清]丘象升撰 清康熙三十五年山陽丘氏刻本

QSH0376 高雲堂文集十六卷 [清]釋曉青撰 清康熙三十五年刻本

QSH0377 魏季子文集十六卷 [清]魏禮撰
清道光二十五年寧都謝庭綬紱園
書塾刻寧都三魏文集本

QSH0378
石堂集十卷附石堂近稿一卷金台隨筆
一卷

[清]釋元玉撰 清道光十年普照寺重刻本

QSH0379 讀書堂綵衣全集四十六卷 [清]趙士麟撰 清康熙三十六年刻本

QSH0380 曝書亭集八十卷附録一卷 [清]朱彜尊撰
民國涵芬樓影印清康熙五十三年
刻本

QSH0381
曝書亭集外稿八卷（詩五卷詞一卷文
二卷）

[清]朱彜尊撰 清道光二年刻本

QSH0382
曝書亭刪餘詞一卷附曝書亭詞手稿原
目一卷曝書亭詞校勘記一卷

[清]朱彜尊撰 清光緒二十九年長沙葉氏刻本

QSH0383
尺五堂詩刪初刻六卷尺五堂詩刪近刻
四卷

[清]嚴我斯撰 清康熙二十七年苕上嚴氏刻本

QSH0384
漣漪堂遺稿三卷（文一卷詩一卷理言
一卷）

[清]沈峻曾撰 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QSH0385 見山樓詩集一卷見山樓文集一卷 [清]楊素藴撰 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QSH0386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附録一卷三魚堂外
集六卷附録一卷

[清]六隴其撰 清康熙四十年琴川書屋刻本

QSH0387 道援堂詩集十三卷 [清]屈大均撰 清康熙刻本

QSH0388 翁山詩外十八卷（卷十八未刻） [清]屈大均撰 清康熙淩鳳翔刻本

QSH0389 翁山文鈔十卷 [清]屈大均撰 清康熙刻本

QSH0390 翁山文外十八卷 [清]屈大均撰 清康熙刻本

QSH0391 雅坪詩稿四十卷 [清]六葇撰
清康熙四十七年六淩勳傳經閣刻
本

QSH0392 太白山人槲葉集五卷 [清]李柏撰 清康熙刻本

QSH0393 太白山人槲葉集補遺一卷附一卷 [清]李柏撰 民國二年刻本

QSH0394

白雲村文集四卷臥象山房詩正集七卷
滇南集一卷臥象山房賦集一卷臥象山
房詩集二卷艮齋文選一卷滇行日紀二
卷

[清]李澄中撰 清康熙刻本

QSH0395 六瑩堂集九卷六瑩堂二集八卷 [清]梁佩蘭撰 清康熙刻本

QSH0396
雙雲堂集十二卷（文稿六卷詩稿六
卷）

[清]範光陽撰 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本

QSH0397
居業齋文稿二十卷居業齋詩鈔二十二
卷居業齋別集十卷

[清]金德嘉撰 清刻本

QSH0398 蓮龕集十六卷 [清]李來泰撰 清雍正十三年刻本

QSH0399 秋笳集八卷補遺一卷 [清]吳兆騫撰 清雍正四年吳桭臣刻本

QSH0400 莘田文集十八卷補遺一卷 [清]蔣伊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01 蕭亭詩選六卷
[清]張實居撰王士禛
選

清康熙刻本

QSH0402 樗亭詩稿十二卷 [清]董俞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03 受祺堂詩三十五卷（缺卷四） [清]李因篤撰 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QSH0404 受祺堂文集四卷 [清]李因篤撰 清道光七年刻本

QSH0405 續刻受祺堂文集四卷 [清]李因篤撰 清道光十年刻本

QSH0406 宛溪詩文殘存不分卷 [清]顧祖禹撰 清抄本



QSH0407 憺園文集三十六卷 [清]徐乾學撰
清康熙三十三年冠山堂刻乾隆五
十四年改補本

QSH0408
松桂堂全集三十七卷南集三卷延露詞
三卷

[清]彭孫遹撰 清乾隆八年刻本

QSH0409
獨漉堂詩集十五卷獨漉堂文集十五卷
（缺卷九）附續編一卷

[清]陳恭尹撰 清道光五年陳量平刻本

QSH0410

東觀草一卷使荊草一卷折柳草一卷奚
囊草一卷盍簪草一卷西山紀遊一卷南
歸草一卷歸雲洞草一卷據梧閣草一卷
津逮樓草一卷

[清]周金然撰 清康熙刻乾隆十二年補修本

QSH0411
飲醇堂文集二十卷抱廬詩草十一卷娛
暉草二卷和靖節集三卷南浦詞三卷和
昌谷集一卷

[清]周金然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12
礪巖續文部二十卷礪巖續文部二集十
三卷

[清]周金然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13 西軒詩集六卷 [清]邱象隨撰 稿本

QSH0414 在六草堂文集六卷 [清]儲欣撰 清雍正元年刻本

QSH0415 古鉢集選一卷 [清]王士祜撰 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

QSH0416 笠山詩選五卷 [清]孫蕙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17 流鉛集十六卷 [清]吳農祥撰 稿本

QSH0418 西園詩集八卷 [清]李枝芃撰 清康熙盱眙李氏刻本

QSH0419 使交集一卷 [清]吳光撰
民國十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刻吳興
叢書本

QSH0420 吳太史遺稿一卷 [清]吳光撰
民國十一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刻吳
興叢書本

QSH0421 健松齋集二十四卷 [清]方象瑛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22 健松齋續集十卷 [清]方象瑛撰 清康熙五十一年刻本

QSH0423
忘菴遺詩輯存一卷續輯一卷附誦芬十
遺一卷

[清]王武撰 民國十八年溪王氏刻本

QSH0424
隨緣集六卷（雜著三卷尺牘一卷詩偈
一卷源流一卷）

[清]釋靈耀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25 阿字無禪師光宣台集二十五卷 [清]釋今無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26 儲遯菴文集十二卷附墓誌銘一卷 [清]儲方慶撰 清康熙四十一年宜興儲氏刻本

QSH0427 甌香館集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惲格撰
清道光十八年蔣光煦刻二十四年
補遺本

QSH0428
離六堂集十二卷離六堂近稿一卷海外
紀事六卷

[清]釋大汕撰 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QSH0429 安序堂文鈔二十卷 [清]毛際可撰 清康熙刻後復增修本

QSH0430 尋壑外言五卷 [清]李繩遠撰 清康熙三十六年刻本

QSH0431
培林堂文集十四卷（存卷一至卷十
二）

[清]徐秉義撰 清抄本

QSH0432
績學堂文鈔六卷首一卷績學堂詩鈔四
卷首一卷

[清]梅文鼎撰 清乾隆梅瑴成刻本

QSH0433 香膽詞一卷 [清]萬樹撰 清江陰繆氏雲輪閣抄本

QSH0434
聊園詩略十三卷（前集七卷後集六
卷）附補遺一卷聊園詩略續集一卷聊
園文集一卷

[清]孔貞瑄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35 靜菴草十二卷 [清]張曾慶撰 清康熙四十一年刻本

QSH0436
含經堂集三十卷（卷十六原缺）別集
二卷附録二卷

[清]徐元文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37 問山文集八卷問山詩集十卷 [清]丁煒撰 清鹹豐四年丁拱辰重刻本



QSH0438 紫雲詞一卷 [清]丁煒撰 清鹹豐四年丁拱辰重刻本

QSH0439 陪集十一卷（文三卷詩七卷詞一卷） [清]方中通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40 續陪四卷 [清]方中通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41

珂雪集一卷珂雪二集一卷珂雪詞二卷
補遺一卷貞吉詩略一卷（十子詩略卷
之三）朝天集一卷鴻爪集一卷黃山紀
遊詩一卷

[清]曹貞吉撰 清康熙刻安丘曹氏家集九種本

QSH0442 霽軒詩鈔五卷 [清]袁佑撰 清康熙五十六年六師刻本

QSH0443 經緯堂文集十六卷經緯堂詩集十卷 [清]杜臻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44 帶經堂集九十二卷 [清]王士禛撰
清康熙四十九至五十年程哲七略
書堂刻本

QSH0445 西陂類稿五十卷補遺一卷 [清]宋犖撰 民國六年宋恪寀重刻本

QSH0446 南疑詩集十一卷南疑文集十一卷 [清]王奪標撰 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QSH0447
學益堂文稿初編六卷學益堂詩稿初編
十二卷

[清]劉佑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48 東江詩鈔十二卷 [清]唐孫華撰 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QSH0449 澹園集不分卷 [清]徐懋昭撰 清康熙十四年刻本

QSH0450 澹餘詩集四卷南行日記一卷 [清]曹申吉撰 清康熙刻安丘曹氏家集九種本

QSH0451 虛直堂文集二十四卷首一卷 [清]劉榛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52
秋錦山房集二十二卷附行狀秋錦山房
外集三卷

[清]李良年撰
清康熙三十五年刻乾隆二十四年
續刻本

QSH0453 容齋千首詩七卷 [清]李天馥撰 清康熙三十六年刻本

QSH0454 習齋記餘十卷習齋先生記餘遺著一卷 [清]顔元撰
民國十二年四存學會鉛印顔李叢
書本

QSH0455
古歡堂集三十七卷（詩集十五卷雜著
八卷序四卷題辭一卷記二卷銘表二卷
傳一卷跋一卷雜文三卷）

[清]田雯撰 清康熙乾隆間刻德州田氏叢書本

QSH0456 矩庵詩質十二卷 [清]高一麟撰 清刻本

QSH0457 經義齋集十八卷 [清]熊賜履撰 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QSH0458 澡修堂集十六卷 [清]熊賜履撰 清康熙四十二年澡修堂刻本

QSH0459 些餘集八卷 [清]熊賜履撰 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QSH0460 欣然堂集十卷 [清]陶孚尹撰 清康熙五十一年陶士銓刻本

QSH0461 紺寒亭詩集十卷紺寒亭文集四卷 [清]趙俞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62 涉園文集四卷涉園詩集不分卷 [清]譚紹琬撰 清乾隆十三年奎聚堂重刻本

QSH0463 澄江集七卷 [清]六次雲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64 黃湄詩選十卷 [清]王又旦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65
悔齋集六卷山聞詩一卷山聞續集一卷
京華詩一卷觀海集一卷

[清]汪楫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66 潛邱劄記六卷 [清]閻若璩撰 清乾隆九年眷西堂刻本

QSH0467 南州草堂集三十卷首一卷 [清]徐釚撰 清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QSH0468 南州草堂續集四卷 [清]徐釚撰 清康熙四十四年刻本

QSH0469
壑雲篇文集十五卷代言集六卷壑雲篇
詩集二卷

[清]李五渶撰 清雍正刻本

QSH0470 楊仲子小宛集不分卷 [清]楊無咎撰 清康熙六十年刻本

QSH0471
學文堂文集不分卷（經義解議辨讀評
説序）

[清]陳玉璂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72 霞舉堂集三十五卷 [清]王晫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73
願學堂集二十卷使交紀事一卷使交吟
一卷安南世系略一卷南交好音一卷

[清]周燦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74 木菴詩集不分卷 [清]欽棐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75 蘇溪詩集十卷 [清]範秉秀撰 清康熙鹿賓刻本

QSH0476 箬繭室詩集一卷 [清]許友撰
民國二十五年陽新石榮暲鉛印蓉
城仙館叢書本

QSH0477 米友堂詩集不分卷 [清]許友撰 民國二十年連江劉氏影印稿本

QSH0478 查沜翁文集不分卷 [清]查容撰 清乾隆三十九年海寧拜經樓抄本

QSH0479
抱犢山房集五卷附刻同難二先生詩文
一卷

[清]嵇永仁撰 清康熙五十七年刻本

QSH0480
邵子湘全集三十二卷（青門簏稿十六
卷附邵氏家録二卷青門旅稿六卷青門
賸稿八卷）

[清]邵長蘅撰
清康熙三十九年毗陵邵氏青門草
堂刻本

QSH0481 曹江集十卷 [清]曹恒吉撰 清康熙三十五年刻本

QSH0482 古愚心言八卷 [清]彭鵬撰 清康熙閩中莆田彭氏刻本

QSH0483 喟亭文集三卷 [清]臧眉錫撰 清康熙十六年刻本

QSH0484 有懷堂詩稿六卷有懷堂文稿二十二卷 [清]韓菼撰 清康熙四十二年長洲韓氏刻本

QSH0485 抱膝廬文集六卷 [清]劉宗泗撰 清乾隆刻劉氏傳家集本

QSH0486 杞田集十四卷附遺稿一卷 [清]張貞撰 清康熙四十九年春岑閣刻本

QSH0487 蒼峴山人詩集五卷附微雲集詩餘一卷 [清]秦松齡撰 清康熙五十七年刻本

QSH0488 蒼峴山人文集六卷 [清]秦松齡撰 清刻本

QSH0489 寒村詩文選三十六卷 [清]鄭梁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90
顧梁汾先生詩詞集九卷附刊一卷首一
卷

[清]顧貞觀撰 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

QSH0491 戒山文存不分卷 [清]邵遠平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92 河工見聞録一卷 [清]邵遠平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93 戒山詩存不分卷 [清]邵遠平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94 熙朝聖德詩一卷 [清]邵遠平撰 清康熙刻本

QSH0495 但吟草八卷附恭紀詩一卷 [清]蕭惟豫撰 清康熙五十年刻本

QSH0496 朝搴集五卷（賦一卷詩四卷） [清]金玉式撰 清乾隆刻本

QSH0497 萬壽詩一卷 [清]愛新覺羅福臨撰 清順治十三年內府刻本

QSH0498 葉忠節公遺稿十六卷 [清]葉映榴撰 清刻本

QSH0499 取此居文集二卷 [清]周正撰 清刻本

QSH0500 管邨文鈔內編三卷 [清]萬言撰
民國二十三年張氏約園刻四明叢
書本

QSH0501 存誠堂詩集二十五卷附應制詩五卷 [清]張英撰 清康熙四十三年刻本

QSH0502 篤素堂文集十六卷 [清]張英撰 清康熙刻本

QSH0503 篤素堂詩集七卷 [清]張英撰 清刻本

QSH0504 華野疏稿五卷 [清]郭琇撰 清抄本

QSH0505 縱釣居文集八卷 [清]應是撰 清乾隆四年重刻本

QSH0506 水明樓詩六卷 [清]顔光猷撰 清康熙三十七年刻本

QSH0507
百尺梧桐閣文集八卷百尺梧桐閣詩集
十六卷錦瑟詞不分卷

[清]汪懋麟撰 清康熙刻本

QSH0508 百尺梧桐閣遺稿十卷 [清]汪懋麟撰
清康熙五十四年汪文蓍瞻芑堂刻
本

QSH0509 香草居集七卷 [清]李符撰 清刻本



QSH0510 日知堂文集六卷 [清]鄭端撰 清康熙五十八年刻本

QSH0511 柳村詩集十二卷 [清]董訥撰 清康熙五十年刻本

QSH0512 芸暉堂詩集七卷附續稿 [清]閻中寬撰 清康熙五十八年刻本

QSH0513 梅東草堂詩集九卷 [清]顧永年撰 清康熙刻本

QSH0514 閑存堂文集十四卷詩集九卷 [清]張永銓撰 清康熙刻本

QSH0515 午亭文編五十卷 [清]陳廷敬撰 清康熙四十七年林佶寫刻本

QSH0516 午亭山人第二集三卷 [清]陳廷敬撰 清乾隆七年刻本

QSH0517 靜觀堂詩集三十卷 [清]勞之辨撰 清康熙四十年至五十二年刻本

QSH0518 白華莊藏稿鈔文集十六卷詩集六卷 [清]沈寓撰 清乾隆十七年刻本

QSH0519 樂圃集七卷附補遺 [清]顔光敏撰 清刻十子詩略本

QSH0520
和蘇詩初集和蘇詩二集和蘇詩三集不
分卷芙蓉城記

[清]龍燮撰 清抄本

QSH0521 擔峰詩四卷 [清]孫洤撰 清康熙刻本

QSH0522 敬一堂詩鈔十六卷 [清]顧八代撰 清乾隆十五年刻本

QSH0523
叢碧山房詩初集十四卷二集六卷三集
十一卷四集十卷五集五卷

[清]龐塏撰 清康熙刻本

QSH0524 叢碧山房文集八卷雜著三卷 [清]龐塏撰 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QSH0525 黃葉邨莊詩集八卷續集一卷後集一卷 [清]吳之振撰
清康熙刻本（後集用光緒四年覆
刻本配補）

QSH0526

聊齋全集（存文集四卷〔缺卷二〕詩
集二卷詞集補抄一卷）附石印本文集
詞集校對條注三種聊齋遺集目録對照
表聊齋四種著作目録

[清]蒲松齡撰 民國胡適、羅爾綱抄校本

QSH0527 漫與集一卷 [清]梅庚撰 清康熙五十四年刻本

QSH0528 穀韋詩文集不分卷 [清]王穀韋撰 清抄本

QSH0529 不礙雲山樓稿二十四卷 [清]周綸撰 清康熙刻本

QSH0530 甓湖草堂文集六卷甓湖草堂近集四卷 [清]吳世傑撰
清康熙四十四年刻嘉慶十七年重
校本

QSH0531 柳塘詩集十二卷 [清]吳祖修撰 清康熙四十四年刻本

QSH0532 被園詩集七卷被園文集一卷 [清]沈爾燝撰 清康熙刻本

QSH0533 懷葛堂文集十四卷 [清]梁份撰 清雍正刻民國補抄本

QSH0534 雪齋詩稿八卷 [清]吳曾撰 清道光十七年吳星南抄本

QSH0535 歸宮詹集四卷 [清]歸允肅撰 清嘉慶十年玉鑰堂刻本

QSH0536
石林集九卷（應制集一卷南歸集一卷
直廬集二卷使粵集一卷附日記一卷歸
田集二卷十遺集一卷）

[清]喬萊撰 清康熙刻劉寶楠抄補本

QSH0537 白石山房文稿十四卷 [清]李振裕撰 清康熙刻本

QSH0538 杕左堂集六卷 [清]孫致彌撰 清乾隆元年刻本

QSH0539 杕左堂續集三卷 [清]孫致彌撰 清乾隆二十年刻本

QSH0540 杕左堂詞集四卷 [清]孫致彌撰 清乾隆刻本

QSH0541 張文貞公集十二卷 [清]張玉書撰 清康熙五十七年松蔭堂刻本

QSH0542 麓台題畫稿一卷 [清]王原祁撰 清光緒三年無住精舍重刻本

QSH0543 罨畫集三卷 [清]王原祁撰 清康熙刻本

QSH0544 榕村全集四十卷榕村別集五卷 [清]李光地撰 清乾隆元年刻本

QSH0545 榕村續集七卷 [清]李光地撰 清道光七年刻本

QSH0546 崐崘山房集不分卷 [清]張篤慶撰 清抄本



QSH0547 尚志館文述九卷補九卷 [清]盧錫晉撰 清康熙五十一年刻本

QSH0548
十松集偶梓五卷（詩集一卷文集四
卷）

[清]余扶上撰 清康熙刻本

QSH0549 牛澱洋陶史草四卷 [清]牛兆捷撰 清抄本

QSH0550 石園文集八卷 [清]萬斯同撰
民國二十五年張氏約園刻四明叢
書第四集本

QSH0551 學箕初稿二卷 [清]黃百家撰 清康熙箭山鐵鐙軒刻本

QSH0552 存艸五卷續存艸三卷 [清]郭九會撰 清康熙刻本

QSH0553 愧庵遺著集要五卷 [清]楊甲仁撰 民國十年刻本

QSH0554
延芬堂集二卷（春星堂詩集之卷六卷
七）

[清]汪鶴孫撰
清光緒十二年錢塘汪氏刻叢睦汪
氏遺書本

QSH0555 突星閣詩鈔十五卷 [清]王戩撰 清康熙刻本

QSH0556 江辰六文集二十四卷首一卷 [清]江闓撰 清康熙刻本

QSH0557 後村詩集四卷附録一卷 [清]喻指撰 清鹹豐元年清溪書堂刻本

QSH0558 後村文鈔二卷 [清]喻指撰 清鹹豐二年清溪書堂刻本

QSH0559 瀹齋詩集十二卷瀹齋文集二卷 [清]吳士熺撰 清康熙四十二年刻本

QSH0560 亦種堂詩集五卷 [清]徐士訥撰 清康熙四十五年刻本

QSH0561 孫司空詩鈔四卷首一卷 [清]孫在豐撰 清乾隆十二年刻本

QSH0562 蓮洋集二十卷 [清]吳雯撰 清乾隆三十九年荊圃草堂刻本

QSH0563
二十七松堂集二十五卷（文集十九卷
詩集六卷）

[清]廖燕撰 民國紅格抄本

QSH0564 趙恭毅公剩稿八卷 [清]趙申喬撰 清乾隆六年刻本

QSH0565
橫山詩文鈔十九卷（橫山初集十六卷
胡二齋先生評選橫山初集一卷橫山文
鈔一卷易皆軒二集一卷）

[清]裘璉撰 清康熙雍正間刻本

QSH0566
臨野堂文集十卷臨野堂詩集十三卷臨
野堂詩餘二卷臨野堂尺牘四卷

[清]鈕琇撰 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QSH0567 廉立堂文集十二卷附一卷 [清]衛既齊撰 清乾隆刻本

QSH0568 稗畦集六卷 [清]洪昇撰 清抄本

QSH0569 稗畦續集一卷 [清]洪昇撰 清抄本

QSH0570 撫雲集十卷（刻九卷） [清]錢良擇撰 清雍正八年刻本

QSH0571

清吟堂全集七十六卷（清吟堂集九卷
神功聖德詩一卷恭奏漠北蕩平凱歌一
卷扈從東巡日録二卷附一卷扈從西巡
日録一卷獨旦集八卷歸田集十四卷經
進文稿六卷竹窻詞一卷蔬香詞一卷城
北集八卷苑西集十二卷隨輦集十卷隨
輦續集一卷）

[清]高士奇撰 清康熙朗潤堂刻本

QSH0572 樓邨詩集二十五卷 [清]王式丹撰 清雍正四年刻本

QSH0573 南畇詩稿二十七卷 [清]彭定求撰 清康熙刻本

QSH0574 南畇文稿十二卷 [清]彭定求撰 清雍正四年刻本

QSH0575 白漊集十二卷 [清]沈受宏撰 清康熙四十四年刻增修本

QSH0576 白漊先生文集四卷 [清]沈受宏撰 清乾隆三年刻本

QSH0577 橫雲山人集三十二卷 [清]王鴻緒撰 清康熙刻增修本

QSH0578 西田集四卷 [清]王掞撰 清康熙三十九年拙修堂刻本

QSH0579
郢雪齋纂稿六卷（前集二卷後集四
集）

[清]高熊徵撰 清康熙刻道光補刻本



QSH0580
翫劍樓詩稿八卷附外集一卷別集一卷
翫劍樓文稿不分卷

[清]廖鳳徵撰 清雍正顧復堂刻本

QSH0581 樂餘園百一偶存集三十二卷 [清]鄒山撰 清乾隆三年鄒氏樂餘園刻本

QSH0582 梧月堂詩草一卷 [清]李茂撰 清康熙刻本

QSH0583 胡嶧陽先生遺書六卷 [清]胡翔瀛撰 民國鉛印本

QSH0584 玉巖詩集二卷 [清]林麟焻撰 清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QSH0585 陶子師先生集四卷首一卷 [清]陶元淳撰
清光緒七年貴池縣署刻海虞三陶
先生合集本

QSH0586 南崖集四卷 [清]陶元淳撰 清刻本

QSH0587 御賜齊年堂文集四卷 [清]王畮撰 清乾隆九年雲間張氏刻本

QSH0588
遂初堂詩集十六卷遂初堂文集二十卷
遂初堂別集四卷

[清]潘耒撰 清康熙刻本

QSH0589 筠心堂存稿八卷 [清]張孝時撰 清光緒五年刻本

QSH0590 龍溪紀年詩集八卷 [清]金奇玉撰 清刻本

QSH0591 西亭文鈔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王原撰 清光緒十七年刻本

QSH0592 獵微閣詩集六卷 [清]許承家撰 清康熙刻本

QSH0593 海粟集六卷 [清]顧文淵撰 清雍正八年刻本

QSH0594 杏村詩集七卷 [清]謝重輝撰 清康熙刻本

QSH0595 蘭臯詩鈔二十五卷首一卷 [清]宋廣業撰 清康熙刻本

QSH0596 廣陽詩集二卷 [清]劉獻廷撰 清劉氏嘉業堂抄本

QSH0597 中江紀年詩集四卷 [清]袁啟旭撰
清光緒十七年紫蘭書屋重刻活字
印本

QSH0598 真志堂詩集五卷 [清]仝軌撰 清乾隆十一年趙氏刻本

QSH0599
問亭詩集十三卷（白燕棲詩草八卷東
臯雜詠一卷茫茫吟一卷聯句一卷集句
一卷也紅詞一卷）

[清]博爾都撰 清康熙三十五年刻本

QSH0600 春藹堂集十八卷 [清]陳奕禧撰 清康熙四十六年吳門刻本

QSH0601 虞州集十六卷虞州續集二卷 [清]陳奕禧撰 清康熙刻本

QSH0602 緑陰亭集二卷 [清]陳奕禧撰
清光緒十一年山陰宋氏刻懺花盦
叢書本

QSH0603
大一山房集不分卷附江夏志略一卷性
理吟一卷癡翁偶談一卷

[清]王一寧撰 清康熙四十七年刻本

QSH0604 居業堂文集二十卷首一卷 [清]王源撰 清道光十一年讀雪山房刻本

QSH0605 思復堂文集十卷附録一卷 [清]邵廷采撰 清康熙刻本

QSH0606 習是堂文集二卷附年譜一卷 [清]曾倬撰
清光緒二十年常熟曾氏義莊活字
本

QSH0607 湖海集十三卷 [清]孔尚任撰 清刻本

QSH0608 石門山集一卷 [清]孔尚任撰 清刻本

QSH0609
樸村文集二十四卷（卷十七未刻）樸
村詩集十三卷（卷十二未刻）

[清]張雲章撰 清康熙華希閔等刻本

QSH0610 素巗文稿二十五卷 [清]王喆生撰 清刻本

QSH0611 瀧江集詩選七卷 [清]林之枚撰 清康熙二十二年攬秀堂刻本

QSH0612 瑩心堂詩不分卷 [清]畢守祥撰 清康熙四十五年刻本

QSH0613 馮舍人遺詩六卷 [清]馮廷櫆撰 清雍正十一年刻本

QSH0614 式古堂集不分卷 [清]張雲翼撰 清康熙刻本

QSH0615
鐵莊文集八卷疏快軒詩二卷附詩餘一
卷

[清]六楣撰
清光緒二十一年曹氏樂善堂木活
字本



QSH0616 遂寧張文端公全集七卷首一卷 [清]張鵬翮撰 清光緒七年刻本

QSH0617 耕煙草堂詩鈔四卷 [清]戴梓撰 清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QSH0618
與梅堂遺集十二卷附耳書一卷鮓話一
卷

[清]佟世思撰 清刻本

QSH0619 宮詹公存稿不分卷附雜著詩餘 [清]查昇撰 民國三十年武林葉氏抄本

QSH0620 心齋聊復集不分卷 [清]張潮撰 清康熙二十一年詒清堂刻本

QSH0621 嚴太僕先生集十二卷 [清]嚴虞惇撰 清乾隆元年繩武堂刻本

QSH0622 夢月巖詩集二十卷附詩餘 [清]呂履恒撰 清雍正三年刻本

QSH0623 冶古堂文集五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呂履恒撰 清乾隆十五年呂宣曾刻本

QSH0624 晞發堂詩五卷 [清]楊賓撰 清抄本

QSH0625 楊大瓢雜文殘稿不分卷 [清]楊賓撰 清光緒青山白雲閣抄本

QSH0626 敬業堂詩集五十卷 [清]查慎行撰 清康熙五十八年刻本

QSH0627 敬業堂詩續集六卷 [清]查慎行撰 清乾隆查學查開刻本

QSH0628
松鶴山房詩集九卷松鶴山房文集二十
卷（缺卷三卷十二卷十四）

[清]陳夢雷撰 清康熙銅活字印本

QSH0629 浪淘集詩鈔一卷 [清]金人望撰 清康熙六十年刻本

QSH0630 受祜堂集十卷 [清]張泰交撰 清康熙四十七年刻本

QSH0631 筠亭先生集八卷 [清]張映葵撰 清抄本

QSH0632 臯軒文編十卷 [清]李光坡撰 清雍正三年清白堂刻本

QSH0633
嶢山集四卷附補刻一卷嶢山詩集一卷
附補刻

[清]田從典撰 清雍正九年賜書樓刻本

QSH0634 旭華堂詩集二卷 [清]王奂曾撰 清乾隆四十年刻本

QSH0635 旭華堂文集十四卷補遺一卷續編一卷 [清]王奂曾撰 清乾隆十六年刻本

QSH0636
憶雪樓詩三卷衡遊草一卷並鄉集一卷
還庚集一卷少作偶存一卷

[清]王煐撰 清抄本

QSH0637
蜀裝集二卷紀夢述哀詩一卷寫憂集二
卷蕉鹿吟一卷後寫憂集一卷蘆中吟一
卷磵上草二卷秋山吟一卷

[清]王煐撰 清抄本

QSH0638 笛漁小稿十卷 [清]朱昆田撰
民國涵芬樓影印清康熙五十三年
刻本

QSH0639 之溪老生集八卷 [清]先著撰 清刻本

QSH0640 正誼堂文集十二卷正誼堂續集八卷 [清]張伯行撰
清同治五年福州正誼書院刻正誼
堂全書本

QSH0641
解舂集文鈔十二卷附補遺二卷解舂集
詩鈔三卷

[清]馮景撰 清乾隆盧氏刻抱經堂叢書本

QSH0642 李中丞遺集三卷（詩二卷文一卷） [清]李發甲撰 清同治九年湖南撫署重刻本

QSH0643 止園集七卷（詩集六卷詩餘一卷） [清]秦濟撰 清乾隆十六年刻本

QSH0644 愛日堂詩二十八卷 [清]陳元龍撰 清乾隆元年刻本

QSH0645 厀嘯文集二卷厀嘯詩集十卷 [清]張叔珽撰 清康熙五十年凝和堂刻本

QSH0646
課慎堂文集十四卷又六卷課慎堂詩集
三卷課慎堂詩餘一卷

[清]李興祖撰 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QSH0647 樂在堂文集四卷 [清]陳悅旦撰 民國五年刻本

QSH0648 雄雉齋選集六卷 [清]顧圖河撰 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

QSH0649 悲饑詩不分卷 [清]竇克勤撰
清康熙朱陽竇氏刻竇靜庵先生遺
書本

QSH0650 漁山詩草二卷 [清]邊汝元撰 清乾隆四十年刻本

QSH0651 南州草堂詩文十卷 [清]徐浩撰 清康熙刻本



QSH0652
潛虛先生文集十四卷附年譜一卷潛虛
先生遺集一卷

[清]戴名世撰 清光緒十八年活字印本

QSH0653 小方壺存稿十八卷 [清]汪森撰 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本

QSH0654 小方壺文鈔六卷 [清]汪森撰 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QSH0655 青要集十三卷附傳誌 [清]呂謙恒撰 清乾隆十五年刻本

QSH0656 青要山房文集不分卷 [清]呂謙恒撰 清乾隆刻本

QSH0657
退谷文集二十二卷（文十五卷詩七
卷）附行述

[清]黃越撰 清雍正五年刻本

QSH0658 查浦詩鈔十二卷附詩餘 [清]查嗣瑮撰 清康熙六十一年刻本

QSH0659 後知堂文集四十四卷附録二卷 [清]蕭正模撰 清康熙五十六年將樂蕭氏刻本

QSH0660 葛莊分體詩鈔不分卷附補遺一卷 [清]劉廷璣撰 清康熙刻本

QSH0661 學耨堂詩稿九卷 [清]王崇炳撰 清雍正刻本

QSH0662 學耨堂文集七卷 [清]王崇炳撰
清乾隆二十五年刻五十三年重訂
本

QSH0663 無依道人録二卷 [清]徐昌治撰 清康熙六年刻本

QSH0664
禮山園詩集十卷禮山園文集八卷禮山
園文集後編五卷禮山園文集續集二卷

[清]李來章撰 清康熙賜書堂刻本

QSH0665 青緗堂詩六卷 [清]六淹撰 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

QSH0666 石亭稿十四卷 [清]黃利通撰 清刻本

QSH0667 懷亭集十四卷（卷一至卷九） [清]黃利通撰 清嘉慶十二年刻本

QSH0668 青銅自考十二卷 [清]俞益謨撰 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本

QSH0669
御制文集四十卷御制文第二集五十卷
御制文第三集五十卷御制文第四集三
十六卷

[清]愛新覺羅玄燁撰 清康熙雍正武英殿刻本

QSH0670 通志堂集二十卷 [清]納蘭性德撰 清康熙三十年徐乾學刻本

QSH0671 近思堂詩不分卷顧曲亭詞不分卷 [清]周在建撰 清康熙刻本

QSH0672 完玉堂詩集十卷 [清]釋元璟撰 清初刻本

QSH0673 菀青集二十一卷 [清]陳至言撰
清康熙四十八年芝泉堂刻乾隆二
十六年重印本

QSH0674 餘山先生遺書十卷附録一卷 [清]勞史撰 清乾隆三十年須友堂刻本

QSH0675 性影集八卷 [清]王時憲撰 清康熙五十年刻本

QSH0676 懷清堂集二十卷首一卷 [清]湯右曾撰 清乾隆十一年刻本

QSH0677 苔牕十稿三卷 [清]吳永和撰 清康熙五十七年刻雍正三年印本

QSH0678
鴻桷堂詩文集六卷（詩集五卷附梅花
四體詩文鈔一卷附信天翁家訓）附録
一卷

[清]胡方撰 清同治三年重刻本

QSH0679 葆璞堂文集四卷葆璞堂詩集四卷 [清]胡煦撰 清乾隆三十七年刻本

QSH0680 魏昭士文集十卷 [清]魏世傚撰 清道光二十五年寧都三魏全集本

QSH0681 恕堂詩七卷 [清]宮鴻曆撰 清康熙刻本

QSH0682 海康陳清端公詩集十卷附年譜二卷 [清]陳璸撰 清道光六年刻本

QSH0683 陳清端公文集十卷 [清]陳璸撰 清同治六年刻本

QSH0684
世經堂詩鈔二十一卷世經堂詞鈔五卷
世經堂樂府鈔四卷

[清]徐旭旦撰 清康熙刻本

QSH0685 世經堂初集三十卷 [清]徐旭旦撰 清康熙四十八年刻本

QSH0686 大山詩集七卷 [清]劉巖撰 清宣統二年寂園叢書鉛印本

QSH0687 匪莪堂文集五卷 [清]劉巖撰 清光緒二年刻本

QSH0688 緯蕭草堂詩三卷 [清]宋至撰 清康熙刻本



QSH0689 俞子第一書十三卷 [清]俞楷撰 清康熙刻本

QSH0690 石里澤家集二卷 [清]張尚瑗撰 清康熙刻本

QSH0691 思綺堂文集十卷 [清]章藻功撰 清康熙六十年聚錦堂刻本

QSH0692 芳洲詩鈔一卷 [清]沈用濟撰 清抄本

QSH0693 豐川全集二十八卷 [清]王心敬撰 清康熙五十五年二曲書院刻本

QSH0694 豐川續集三十四卷 [清]王心敬撰 清乾隆十六年刻本

QSH0695 潘中丞文集四卷附中丞公傳一卷 [清]潘宗洛撰 清乾隆二十三年誠一堂刻本

QSH0696 圭美堂集二十六卷 [清]徐用錫撰 清乾隆十三年刻本

QSH0697 商榷集三卷 [清]高不騫撰 清康熙三十五年刻本

QSH0698 山影樓詩鈔不分卷 [清]龔嶸撰 清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