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H01-001 天蓋樓四書語錄四十六卷 [清]呂留良撰周在延 清康熙間金陵玉堂刻本
JH01-002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四十三卷 [清]呂留良撰 清刻本
JH01-003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四十卷 [清]李沛霖李禎撰 清康熙間近譬堂刻本
JH01-004 四書朱子語類三十八卷 [清]張履祥呂留良輯 清康熙四十年南陽講習堂刻本
JH01-005 思問初編五卷 [明]陳元齡撰 明末刻本
JH01-006 翁山易外七十一卷 [清]屈大均撰 清鈔本
JH01-007 晚邨天蓋樓偶評六卷 [清]呂留良撰 清康熙間刻本
JH01-008 楊維節先生稿一卷 [明]楊以任撰呂留良 評清康熙間天蓋樓刻江西五家稿本

JH01-009 錢吉士先生全稿不分卷
[明]錢禧撰[清]呂留
良輯

評清康熙二十年天蓋樓刻本

JH01-010 艾千子先生全稿一卷 [明]艾南英撰 清康熙間天蓋樓刻江西五家稿本

JH01-011 章大力先生全稿一卷
[明]章世純撰[清]呂
留良輯

評清康熙間天蓋樓刻江西五家稿本

JH01-012
呂子評語正編四十二卷首一卷附
親炙錄一卷餘編八卷首一卷附親
炙錄一卷

[清]呂留良撰車鼎豐
輯

清康熙五十五年顧麟趾刻本

JH01-013 四書繹註五卷 [清]王錟撰 清康熙間刻本
JH01-014 四書朱子大全四十卷 [清]戴名世程逢儀輯 清康熙四十七年程逢儀刻本
JH01-015 明文得不分卷 [清]孫維祺輯 評清康熙四十七年金陵兩衡堂刻本
JH01-016 字貫提要四十卷 [清]王錫侯輯 清日本刻本
JH02-001 皇明從信錄四十卷 [明]陳建撰沈國元訂 明刻本
JH02-002 新刻明政統宗三十卷附一卷 [明]涂山輯 明萬曆間刻本
JH02-003 寰宇分合志七卷附錄一卷 [明]徐樞撰 明末刻本
JH02-004 皇明典要八卷 [明]陳建撰 明王渭刻本
JH02-005 野獲編三十卷補遺四卷 [明]沈德符撰 清道光七年刻本
JH02-006 憲章外史續編十四卷 [明]許重熙撰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崇禎六年刻本
JH02-007 頌天臚筆二十四卷 [明]金日升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崇禎二年刻本
JH02-008 崇禎朝記事四卷 [明]李遜之撰 清光緒武進盛氏刻常州先哲遺書本
JH02-009 江變紀畧二卷 [清]徐世溥撰 清道光古槐山房木活字荊駝逸史本
JH02-010 甲乙記政錄一卷續丙記政錄一卷 [明]徐肇臺撰 明崇禎間刻本
JH02-011 松陵文獻十五卷 [清]潘檉章撰 清康熙三十二年潘耒刻本
JH02-012 康濟譜二十五卷 [明]潘游龍輯 明崇禎間刻本
JH02-013 國初羣雄事略十二卷 [清]錢謙益撰 民國間烏程張氏刻適園叢書本
JH02-014 雲間志畧二十四卷 [明]何三畏撰 明天啟間刻本
JH02-015 皇明名臣經濟錄十八卷 [明]陳九德輯 明嘉靖二十八年刻本
JH02-016 按遼疏稿六卷 [明]熊廷弼撰 明刻本
JH02-017 四鎮三關誌十卷 [明]劉效祖撰 中國文獻珍本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年刻本

JH02-018 皇明象胥錄八卷 [明]茅瑞徵撰
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影印明
崇禎間

JH02-019 全邊略記十二卷附大明神勢圖 [明]方孔炤撰 明崇禎間刻本
JH02-020 岱史十八卷 [明]查志隆撰 明萬曆間刻本
JH02-021 皇明資治通紀三十卷 [明]陳建撰岳元聲訂 明刻本

JH02-022 新刻明朝通紀會纂七卷
[明]王世貞撰王政敏
訂王汝南補

清初刻本

JH02-023 明末紀事補遺十卷 [清]三餘氏撰 清同治間刻本
JH02-024 皇明世法錄九十二卷 [明]陳仁錫撰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崇禎間刻本

JH02-025 廣皇輿考二十卷
[明]張天復撰張元忭
增補

明刻本

JH02-026 海防纂要十三卷圖一卷 [明]王在晉撰 明萬曆四十一年自刻本

JH02-027 廣輿記二十四卷
[明]陸應陽輯[清]蔡
方炳增輯

清康熙間刻本

JH02-028 地圖綜要三卷 [明]朱國達等輯 明末朗潤堂刻本
JH02-029 明紀編遺六卷 [清]葉珍撰 清初刻本
JH02-030 兩朝剝復錄六卷 [明]吳應箕撰 清鈔本
JH02-031 甲申傳信錄十卷 [清]錢□撰 清鈔本
JH02-032 三垣筆記八卷 [清]李清撰 清鈔本
JH02-033 明朝小史十八卷 [明]呂毖輯 舊鈔本
JH02-034 安龍逸史二卷 [清]屈大均撰 民國間吳興劉氏刻嘉業堂叢書本

四庫禁毀書目錄



JH02-035 東明聞見錄一卷 [明]瞿共美撰 清鈔本
JH02-036 南渡紀事二卷 [明]李清撰 清鈔本
JH02-037 鍥兩狀元編次皇明人物要考六卷 [明]焦竑翁正春輯 明萬曆間三衢舒承谿刻本
JH02-038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四卷 [明]楊廉徐咸撰 明嘉靖二十年魏有本刻本
JH02-039 史外三十二卷 [清]汪有典撰 清乾隆十四年淡艷亭刻本
JH02-040 大明一統賦三卷 [明]莫旦撰 明嘉靖間鄭普刻本
JH02-041 九邊圖論一卷 [明]許論撰 明天啟元年苕上閔氏刻朱墨印兵垣四編

JH02-042
方輿勝畧十八卷總目一卷外夷六
卷又一卷

[明]程百二等撰 明萬曆三十八年刻本

JH02-043 彚輯輿圖備攷全書十八卷 [明]潘光祖李雲翔輯 清順治間刻本
JH02-044 太仆奏議四卷 [明]張輔之撰 明天啟間刻本
JH02-045 大義覺迷錄四卷 [清]世宗胤禛撰 清雍正內府刻本
JH02-046 新鐫詳訂註釋捷錄評林十卷 [明]顧充撰 明萬曆二十二年明雅堂刻本
JH02-047 皇明歷朝功德捷錄註釋題評一卷 [明]李良翰輯 顧充註評明萬曆間刻本
JH02-048 隲言十八卷 [明]徐日久撰 明崇禎間刻本
JH02-049 廣治平略四十四卷 [清]蔡方炳撰 清康熙間刻本
JH02-050 彚草堂治平類纂三十卷 [明]朱健輯 清康熙二年刻本
JH02-051 青萊續史十八卷 [明]朱里撰 清順治十二年刻本
JH02-052 五邊典則二十四卷 [明]徐日久撰 舊鈔本
JH02-053 古今人物論三十六卷 [明]鄭賢輯 明萬曆三十六年余彰德刻本

JH02-054
皇明大事記五十卷(原缺卷四十
三卷四十五卷四十八)

[明]朱國楨輯 明刻本

JH02-055 靳史三十卷 [明]查應光輯 明天啟間刻本
JH02-056 兩朝從信錄三十五卷 [明]沈國元撰 明末刻本
JH02-057 皇明奏議備選十六卷 [明]秦駿生輯 明刻本
JH02-058 欲焚草四卷 [明]胡忻撰 清康熙四十二年胡恆升刻本

JH02-059
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補標題評斷實
紀二十七卷

[明]陳建陳龍可撰 明崇禎間刻本

JH02-060 諸史異彚二十四卷 [明]李清撰 舊鈔本
JH02-061 捷錄法原旁註十二卷 [清]錢炅撰 清康熙二十五年錢增刻本
JH02-062 遼小史一卷金小史八卷 [明]楊循吉撰 明萬曆十三年徐景鳳刻本

JH02-063
舊京遺事四卷(存卷一卷二)帝京
紀聞二卷

[明]史玄撰 清退山氏鈔本

JH02-064
甲申紀事十三卷附工部新刊事例
一卷

[明]馮夢龍輯 明弘光元年刻本

JH02-065 明季甲乙彚編四卷 [明]東邨八十一老人 舊鈔本
JH02-066 也是錄一卷 [明]鄧凱撰 舊鈔本
JH02-067 皇明通紀集要六十卷 [明]陳建輯 江旭奇補訂明崇禎間刻本
JH02-068 閩海紀要二卷 [明]夏琳撰 清鈔本

JH02-069 明紀編年十二卷
[明]鍾惺撰[清]王汝
南補

清順治間刻本

JH02-070 大明光宗貞皇帝實錄八卷
[明]張惟賢葉向高等
纂修

明鈔本

JH02-071 萬曆武功錄十四卷 [明]瞿九思撰 明萬曆間刻本
JH02-072 督師紀略十三卷 [明]茅元儀撰 明末刻本
JH02-073 女直考一卷 [明]天都山臣撰 清鈔本
JH02-074 聖主中興全盛兼三錄附一卷 [明]何光顯撰 明刻本
JH02-075 綸扉奏草三十卷 [明]葉向高撰 明刻本
JH02-076 續綸扉奏草十四卷 [明]葉向高撰 明末刻本

JH02-077
經畧復國要編十四卷圖說一卷附
一卷後附一卷

[明]宋應昌撰 民國間影印明萬曆間刻本

JH02-078 周忠毅公奏議四卷附一卷 [明]周宗建撰 明崇禎間熊開元刻本
JH02-079 房海客侍御疏三卷 [明]房可壯撰 明天啟二年刻本
JH02-080 劉蕺山先生奏疏五卷 [明]劉宗周撰 清乾隆十七年證人堂刻劉蕺山先生集本
JH02-081 金雙巖考考中丞集四卷 [明]金光辰撰 清初刻本
JH02-082 撫吳疏草不分卷 [明]張國維撰 明崇禎間刻本
JH02-083 健餘奏議十卷 [清]尹會一撰 清乾隆刻本

JH02-084
本朝生氣錄十六卷(存卷一至卷
十三)

[明]徐與參撰 明崇禎間刻本

JH02-085 啟禎野乘一集十六卷 [清]鄒漪撰 明崇禎十七年柳圍草堂刻清康熙五年重



JH02-086 啟禎野乘二集八卷 [清]鄒漪撰 清康熙十八年金閶存仁堂素政堂刻本
JH02-087 二續表忠記八卷 [清]趙吉士撰 清康熙三十七年自刻本
JH02-088 揚州休園志八卷首一卷 [清]鄭慶祜撰 清乾隆三十八年察視堂自刻本
JH02-089 西湖覽勝詩志八卷 [清]夏基輯 清乾隆三十七年刻本
JH02-090 皇明十六朝廣彚紀二十八卷 [明]陳建輯 明崇禎間刻本
JH02-091 昭代芳摹三十五卷 [明]徐昌治撰 明崇禎九年徐氏知問齋刻本
JH02-092 龍門綱鑑正編二十卷潘氏總論一 [清]蔣先庚撰 清初玉芝園刻本
JH02-093 行朝錄十二卷附三藩偶記一卷 [清]黃宗羲撰 清鈔本

JH02-094
李文節先生燕居錄一卷家禮一卷
李文節集一卷

[明]李廷機撰 明末刻本

JH02-095 吾學編六十九卷 [明]鄭曉撰 明萬曆二十七年鄭心材刻本
JH02-096 吾學編餘一卷 [明]鄭曉撰 明鈔本
JH02-097 名山藏一百九卷 [明]何喬遠輯 明崇禎間刻本
JH02-098 宋西事案二卷 [明]祁承□撰 明天啟間刻本
JH02-099 弇州史料前集三十卷後集七十卷 [明]王世貞撰 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
JH02-100 皇明四朝成仁錄十二卷 [清]屈大均撰 民國間商務印書館長沙影印排印廣東叢

JH02-101 丹霞山誌十卷
[清]陳世英撰釋古如
增補

清雍正十一年丹霞別傳寺刻本

JH02-102 九十九籌十卷 [明]顏季亨撰 民國三十年(玄覽堂叢書)影印明天啟間
JH02-103 柴菴疏集二十卷 [明]吳甡撰 清初刻本

JH02-104
新鐫張太史註釋標題綱鑑白眉二
十一卷首一卷

[明]張鼐撰 明李潮刻本

JH02-105
重訂蘇紫溪先生會纂標題歷朝綱
鑑紀要十六卷首一卷

[明]蘇濬撰 明崇禎間刻本

JH02-106
鐫王鳳洲先生會纂綱鑑歷朝正史
全編二十三卷

[明]王世貞撰 明刻本

JH02-107 新刻世史類編四十五卷首一卷
[明]李純卿草創謝遷
補遺王守仁覆詳

王世貞明萬曆三十四年書林余彰德刻本

JH02-108 通鑑直解十六卷 [明]張嘉和撰 明末刻本
JH02-109 三朝要典二十四卷原始一卷 [明]顧秉謙等撰 明天啟六年禮部刻本
JH02-110 皇明詔制十卷 [明]孔貞運輯 明崇禎間刻本
JH02-111 聖諭一卷奏疏九卷 [明]朱東觀輯 明崇禎間刻本
JH02-112 余肅敏公奏議三卷 [明]余子俊撰 明嘉靖間刻本
JH02-113 台中疏畧四卷(存卷三卷四) [明]毛堪撰 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
JH02-114 萬曆疏鈔五十卷 [明]吳亮輯 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
JH02-115 本朝京省人物考一百十五卷 [明]過庭訓撰 明末刻本
JH02-116 表揚錄續編不分卷 [清]尹嘉銓撰 清乾隆三十七年刻本

JH02-117 北學編四卷
[清]魏一鰲輯尹會一
續輯

清光緒十四年四川尊經書院刻本

JH02-118
明史竊一百五卷(原缺卷八卷九
卷十卷十四)

[明]尹守衡撰 清刻本

JH02-119
鼎鋟鍾伯敬訂正資治綱鑑正史大
全七十四卷首一卷

[明]鍾惺訂正 明崇禎間刻本

JH02-120
鼎鍥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
史大方綱鑑補三十九卷首一卷

[明]袁黃撰 明萬曆三十八年雙峰堂余氏刻本

JH02-121 通鑑纂二十卷 [明]鍾惺撰 明末刻本
JH02-122 撫遼疏稿六卷(存卷一至卷三) [明]李化龍撰 明萬曆間刻本

JH02-123
西臺疏草一卷北畿疏草一卷東粵
疏草五卷南國疏草一卷

[明]王以寧撰 明萬曆間刻本

JH02-124 萬曆野抄十一卷 [明]蔡士順輯 明崇禎間刻本
JH02-125 奏牘四卷 [明]倪元璐撰 明末刻本

JH02-126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八卷補漏居寓
言一卷

[明]顏季亨撰 明天啟間刻本

JH02-127 萬曆三大征考三卷 [明]茅瑞徵撰 舊鈔本
JH02-128 三朝遼事實錄十七卷總畧一卷 [明]王在晉撰 清鈔本
JH02-129 樵史四卷 [清]陸應陽輯 清書三味樓刻本
JH02-130 酌中志二十三卷酌中志餘十卷 [明]劉若愚撰輯 清鈔明季野史彚編本
JH02-131 玉鏡新譚十卷 [明]朱長祚撰 明末刻本
JH02-132 山書十八卷 [清]孫承澤撰 清鈔本
JH02-133 憶記四卷 [明]吳甡撰 清初刻本



JH02-134
崇禎遺錄一卷殉難忠臣錄一卷逆
賊奸臣錄一卷

[明]王世德撰 清鈔本

JH02-135 甲乙事案二卷 [明]文秉撰 清鈔本
JH02-136 慟餘雜記一卷 [明]史惇撰 清鈔本
JH02-137 殘明紀事一卷 [清]佚名撰 清鈔本
JH02-138 所知錄五卷 [清]錢澄之撰 清是亦軒鈔本
JH02-139 揚州十日記一卷 [清]王秀楚撰 清鈔本
JH02-140 明季遺聞四卷 [清]鄒漪撰 清順治間刻本
JH02-141 作吏要言一卷 [清]葉鎮撰 清道光許喬年刻本
JH02-142 邊略五卷 [明]高拱撰 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JH02-143 輿地圖考六卷 [明]程道生撰 明天啟間刻本
JH02-144 秦楚之際遊記二卷 [明]薛熙撰 清康熙三十三年刻本
JH02-145 西山誌十二卷 [清]歐陽桂撰 清乾隆三十一年梅谷山房刻本

JH02-146 望都縣新志八卷
[清]陳洪書修王錫侯
陳啟光纂

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

JH02-147 黃山導四卷首一卷 [清]汪璂輯 清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JH02-148 新鐫歷朝捷錄增定全編大成四卷 [明]顧充撰鍾惺等補 明末刻本
JH02-149 史貫十二卷(原缺卷十二) [清]周士儀撰 清康熙十七年自刻本
JH02-150 通紀纂十卷 [明]鍾惺等輯 清初刻本
JH02-151 明鑑會纂十五卷 [清]朱國標撰 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JH02-152 豫變紀畧八卷附一卷 [清]鄭廉撰 清乾隆瞿瞿室刻本
JH02-153 中興實錄不分卷 [明]佚名撰 舊鈔本
JH02-154 永曆紀事一卷 [明]丁大任撰 清道光古槐山房木活字印(荊駝逸史)本
JH02-155 絲綸錄六卷 [明]周永春輯 明刻本
JH02-156 餉撫疏草七卷 [明]畢自嚴撰 明天啟間刻本

JH02-157
經世挈要二十二卷(存卷一至卷
二十)

[明]張燧撰 明崇禎六年傅昌辰刻本

JH03-001 醫貫六卷
[明]醫無閭子撰[清]
呂醫山人評

清刻本

JH03-002 新纂乾坤寶典天文不分卷 佚名撰 明鈔本
JH03-003 千一疏二十二卷 [明]程涓撰 明萬曆三十七年黃如松刻本
JH03-004 奚囊寸錦四卷 [清]張潮撰 清嘉慶二十五年刻本

JH03-005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
編類纂圖二卷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啟間刻本

JH03-006 匯東手談三十二卷 [清]史珥撰 清乾隆刻本
JH03-007 古今紆籌十卷 [明]朱錦輯 明末刻本
JH03-008 兵錄十四卷 [明]何汝賓撰 明崇禎間刻本
JH03-009 槎菴小乘四十一卷 [明]來斯行撰 明崇禎四年刻本
JH03-010 闡義二十二卷 [清]吳肅公輯 清康熙四十六年慕園刻本
JH03-011 千百年眼十二卷 [明]張燧撰 明萬曆間刻本
JH03-012 南極篇二十二卷 [明]文翔鳳撰 明萬曆間刻本
JH03-013 大明天元玉挂祥異圖說七卷 [明]余文龍撰 明萬曆四十七年自刻本
JH03-014 沈氏日旦十二卷 [明]沈長卿撰 明崇禎間刻本
JH03-015 羣書典彚十四卷 [明]黃道周輯 評明崇禎間敦古齋刻本
JH03-016 潛確類書一百二十卷 [明]陳仁錫輯 明崇禎間刻本

JH03-017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十七卷附錄
一卷

[明]陳元素撰 明天啟間刻本

JH03-018
新刻皇明百將列傳評林四卷附錄
一卷續集四卷

[明]顧其言撰[續集]
何喬新撰

明末刻本

JH03-019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三十六冊 [明]林兆恩撰 明萬曆間刻本
JH03-020 存古類函三卷 [明]陳組綬輯 明末刻本
JH03-021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三十二卷 [明]魯重民輯 明崇禎間武林輝山堂金陵汪復初刻本
JH03-022 讀書論世十六卷 [清]吳肅公撰 清康熙間詒清堂刻本
JH03-023 沈氏弋說六卷 [明]沈長卿撰 明萬曆間刻本
JH03-024 籌兵三畧三卷 [明]曹飛輯 清鈔本
JH03-025 經武勝畧正集十九卷 [明]莊應會輯 明末刻本
JH03-026 武備志二百四十卷 [明]茅元儀輯 明天啟間刻本
JH03-027 三立堂新編閫外春秋三十二卷 [明]尹商撰 明崇禎間刻本
JH03-028 武備要畧十四卷 [明]程子頤等撰 明崇禎五年刻本
JH03-029 武備天文一卷水火攻一卷地利四 [明]施永圖撰 清刻本



JH03-030 喻子十三種秘書兵衡十三卷 [明]喻龍德撰 明天啟鄭大經刻本
JH03-031 軍器圖說不分卷 [明]畢懋康撰 明崇禎十一年張繼孟刻本
JH03-032 緯弢二卷 [明]郭增光撰 明崇禎間刻本
JH03-033 暇老齋雜記三十二卷 [明]茅元儀撰 清光緒李文田家鈔本
JH03-034 古今治統二十卷 [明]徐奮鵬撰 清雍正間刻本
JH03-035 玉光劍氣集不分卷 [明]張怡撰王文濤輯 清鈔本
JH03-036 書法精言四卷 [清]王錫侯撰 清乾隆刻本
JH03-037 晚邨慙書一卷 [清]呂留良撰 清順治間刻本
JH03-038 古今治平彚要十四卷 [清]楊潮觀撰 清雍正七年文聚樓刻本
JH03-039 古方略四十五卷續編六卷 [明]余懋衡輯 明崇禎十二年書林張詒謀忠貞堂刻本
JH03-040 羣言瀝液八卷 [清]梁顯祖輯 清康熙間刻本
JH03-041 金湯借箸十二籌十二卷 [明]李盤等撰 明崇禎間刻本
JH03-042 兵鏡二十卷綱目一卷 [明]吳惟順吳鳴球撰 明末問奇齋刻本

JH03-043
新鐫批選皇明百將傳合法兵戎事
類三卷

[明]趙光裕撰 明刻本

JH03-044 登壇必究四十卷 [明]王鳴鶴輯 明萬曆間刻本
JH03-045 千山剩人和尚語錄六卷 [明]釋函可撰 清康熙間釋今廬等刻本
JH03-046 呂晚村先生古文二卷 [清]呂留良撰 清康熙五十九年小濂溪山房刻本
JH03-047 呂晚邨先生論文彚鈔不分卷 [清]呂留良撰 清康熙五十三年呂氏家塾刻本
JH03-048 呂晚邨先生家訓真蹟五卷 [清]呂留良撰 清康熙間刻本
JH03-049 戰守全書十八卷 [明]范景文撰 明崇禎間刻本
JH03-050 新鐫註解武經十四卷 [明]沈應明撰 明崇禎九年經世堂刻本
JH03-051 書法彀三卷 [清]魯之裕撰 清鈔本
JH03-052 守官漫錄五卷 [明]劉萬春撰 明萬曆四十八年劉氏澹然居刻本
JH03-053 五雜組十六卷 [明]謝肇淛撰 明刻本
JH03-054 玉塵新譚三十四卷 [明]鄭仲夔撰 明萬曆四十五年刻本
JH03-055 柴菴寤言二卷 [明]吳甡撰 明末刻本
JH03-056 經史提綱十七卷九經補韻一卷 [清]魯之裕撰 清乾隆刻本
JH03-057 碩果錄十卷 [清]馬駉撰 稿本
JH03-058 虞初新志二十卷 [清]張潮輯 清康熙間刻本
JH04-001 明詩選十二卷 [明]華淑輯 明萬曆間刻本

JH04-002
詩觀初集十二卷二集十四卷三集
十三卷閨秀別卷一卷

[清]鄧漢儀輯 清康熙間慎墨堂刻本

JH04-003 清詩初集十二卷 [清]蔣鑨翁介眉輯 清康熙二十年鏡閣刻本
JH04-004 寧都三魏全集八十四卷 [清]林時益輯 清道光二十五年寧都謝庭綬紱園書塾重
JH04-005 甓湖聯吟集七卷 [清]李光國輯 清乾隆間刻本
JH04-006 王文肅公文集五十五卷 [明]王錫爵撰 明萬曆間王時敏刻本

JH04-007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二十六卷目錄
二卷

[明]陳邦瞻撰 明萬曆間刻本

JH04-008 顧太史文集八卷 [明]顧天埈撰 明崇禎間刻本
JH04-009 陶文簡公集十三卷 [明]陶望齡撰 明天啟七年陶履中刻本
JH04-010 已吾集十四卷附錄一卷 [明]陳際泰撰 清順治李來泰刻本
JH04-011 四品稿九卷 [明]李若訥撰 明天啟二年刻本

JH04-012 賜餘堂集十卷年譜一卷
[明]錢士升撰年譜
[明]許重熙撰

清乾隆四年錢佳刻本

JH04-013 嶠雅二卷 [明]鄺露撰 清初海雪堂刻本
JH04-014 楊大洪先生文集二卷 [明]楊漣撰 清同治光緒間福州正誼書院刻正誼堂全
JH04-015 河村集四卷附錄一卷 [明]戴重撰 清鈔本
JH04-016 秋士偶編一卷附董劉春秋雜論一 [明]宋存標撰 明末刻本

JH04-017
天問閣文集四卷附海棠居初集一
卷

[明]李長祥撰[附]姚
淑撰

民國間吳興劉氏刻(求恕齋叢書)本

JH04-018 樓山堂集二十七卷 [明]吳應箕撰 清刻本
JH04-019 幾亭全書六十四卷 [明]陳龍正撰 清康熙間雲書閣刻本

JH04-020
楊忠烈公文集十卷附表忠錄一卷
補遺一卷年譜一卷

[明]楊漣撰 清道光十三年世美堂刻本

JH04-021 合併黃離草三十卷 [明]郭正域撰 明萬曆四十年史記事刻本
JH04-022 陳靖質居士文集六卷 [明]陳山毓撰 明天啟間刻本
JH04-023 宗伯集八十一卷 [明]馮琦撰 明萬曆間刻本
JH04-024 在魯齋文集五卷 [明]孔貞時撰 清代禁燬書叢刊影印明崇禎間刻本
JH04-025 二丸居集選十一卷 [清]黎景義撰 舊鈔本



JH04-026 青銅自考十二卷 [清]俞益謨撰 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本
JH04-027 白鹿山房詩集十五卷 [清]方中發撰 清康熙間雲松閣刻本
JH04-028 古今振雅雲箋十卷 [明]徐渭輯 明末刻本
JH04-029 皇明經濟文錄四十一卷 [明]萬表輯 明嘉靖間刻本

JH04-030 歷科廷試狀元策十卷總考一卷
[明]焦竑輯[清]胡任
興增輯

清雍正間刻本

JH04-031 翰海十二卷 [明]沈佳胤輯 明末徐含靈刻本
JH04-032 古今議論參五十五卷 [明]林德謀撰 明崇禎間刻本
JH04-033 遺民詩十二卷附近青堂詩一卷 [清]卓爾堪輯撰 清康熙間刻本
JH04-034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補遺四卷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間雲間平露堂刻本
JH04-035 心史二卷 [宋]鄭思肖撰 明崇禎十二年張國維刻本
JH04-036 碧山學士集二十一卷別集四卷 [明]黃洪憲撰 明萬曆間刻本
JH04-037 鏡山庵集二十五卷 [明]高出撰 明天啟間刻本
JH04-038 吳文恪公文集三十二卷附錄一卷 [明]吳道南撰 明崇禎間吳之京刻本
JH04-039 容臺集十七卷 [明]董其昌撰 明崇禎三年董庭刻本
JH04-040 中弇山人稿五卷 [明]王士驌撰 明萬曆間刻本

JH04-041
豐草菴詩集十一卷前集六卷後集
二卷寶雲詩集七卷禪樂府一卷

[明]董說撰 民國間吳興劉氏嘉業堂刻(吳興叢書)本

JH04-042 臥龍山人集十四卷 [清]葛芝撰 清康熙九年自刻本
JH04-043 雪堂先生集選十一卷 [清]熊文舉撰 清順治間刻本
JH04-044 古文快筆貫通解四卷 [清]杭永年輯 清隆文堂刻本
JH04-045 明文英華十卷 [清]顧有孝輯 清康熙間傳萬堂刻本
JH04-046 幾社壬申合稿二十卷 [明]杜騏徵等輯 明末小樊堂刻本
JH04-047 尺牘蘭言十卷 [清]黃容王維翰輯 清康熙二十年刻本
JH04-048 國朝詩觀十六卷 [清]王錫侯輯 清乾隆三十年三樹堂刻本
JH04-049 國朝詩觀二集六卷 [清]王錫侯輯 清乾隆三十五年刻本

JH04-050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十二卷二選
藏弆集十六卷三選結隣集十六卷

[清]周在浚等輯 清康熙間賴古堂刻本

JH04-051 瑤華集二十二卷附二卷 [清]蔣景祁撰 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JH04-052 明人詩鈔正集十四卷續集十四卷 [清]朱琰輯 清乾隆刻本

JH04-053
詩持一集四卷二集十卷三集十卷
四集一卷

[清]魏憲輯 清康熙間枕江堂刻本

JH04-054 江左三家詩鈔九卷 [清]顧有孝趙澐輯 清康熙間刻本
JH04-055 嶺南三家詩選二十四卷 [清]王隼輯 清康熙間刻本
JH04-056 篋衍集十二卷 [清]陳維崧輯 清乾隆二十六年華綺刻本
JH04-057 國朝詩品二十卷 [清]陳以剛等輯 清雍正十二年棣華書屋刻本

JH04-058
杜工部集二十卷年譜一卷諸家詩
話一卷唱酬題咏附錄一卷附錄一

[唐]杜甫撰[清]錢謙
益箋註

清康熙六年季振宜刻本

JH04-059 許文穆公集六卷 [明]許國撰葉向高等 明萬曆間許立言等刻本
JH04-060 青來閣初集十卷 [明]方應祥撰 明萬曆四十五年自刻本
JH04-061 松石齋集三十六卷 [明]趙用賢撰 明萬曆間刻本

JH04-062
毛孺初先生評選即山集六卷附附
刻一卷

[明]沈承撰毛孺初輯 評明天啟六年刻本

JH04-063 寓林集三十二卷詩集六卷 [明]黃汝亨撰 明天啟四年吳敬等刻本
JH04-064 寓林集詩集六卷 [明]黃汝亨撰 明天啟四年吳敬等刻本
JH04-065 虞德園先生集三十三卷 [明]虞淳熙撰 明末刻本
JH04-066 丁清惠公遺集八卷 [明]丁賓撰 明崇禎間刻本
JH04-067 田亭草二十卷 [明]黃鳳翔撰 明萬曆三十九年甘雨刻本
JH04-068 藏密齋集二十四卷 [明]魏大中撰 明崇禎間刻清嘉慶補刻本
JH04-069 啜墨亭集十二卷雜著一卷 [明]徐時進撰 明萬曆間刻本
JH04-070 弗告堂集二十六卷 [明]于若瀛撰 明萬曆間刻本
JH04-071 左忠毅公集五卷 [明]左光斗撰 清康熙間刻本
JH04-072 簡齋先生集詩選十一卷文選四卷 [明]劉榮嗣撰 清康熙間元年劉佑刻本
JH04-073 北黔山人詩十卷 [清]吳苑撰 清康熙間刻本
JH04-074 歐虞部集十五種七十二卷附四卷 [明]歐大任撰 清刻本
JH04-075 隱秀軒集三十三卷 [明]鍾惺撰 明天啟二年沈春澤刻本
JH04-076 白蘇齋類集二十二卷 [明]袁宗道撰 明刻本
JH04-077 吳歈小草十卷 [明]婁堅撰 清康熙間刻本
JH04-078 皇極篇二十七卷 [明]文翔鳳撰 明萬曆間刻本
JH04-079 癡山集六卷 [明]陳孝逸撰 清初刻本



JH04-080 落落齋遺集十卷 [明]李應昇撰 明崇禎間刻本
JH04-081 倪文正公遺稿二卷 [明]倪元璐撰顧予咸 清順治八年刻本
JH04-082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略九卷 [明]金聲撰 明末邵鵬程刻本
JH04-083 方子流寓草九卷 [清]方以智撰 明末刻本
JH04-084 石臼前集九卷後集七卷 [清]邢昉撰 清康熙間刻本
JH04-085 顧與治詩八卷 [明]顧夢游撰 清初書林毛恆所刻本

JH04-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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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順治間刻增修本

JH04-087 恥躬堂文鈔十卷詩鈔六卷 [清]彭士望撰 清咸豐二年刻本
JH04-088 邱邦士文集十七卷首一卷 [清]邱維屏撰 清道光十七年刻本
JH04-089 道援堂詩集十二卷詞一卷 [清]屈大均撰 清刻本
JH04-090 漁洋山人精華錄十卷 [清]王士禛撰 清康熙三十九年林佶寫刻本
JH04-091 石秋子敬身錄四卷 [清]洪思撰 清鈔本
JH04-092 受祜堂集十二卷 [清]張泰交撰 清康熙間高熊徵刻本
JH04-093 嶺南林睡廬詩選二卷 [清]林良銓撰 清乾隆二十年詠春堂刻本
JH04-094 憑山閣增輯留青新集三十卷 [清]陳枚輯陳德裕增 清康熙間刻本
JH04-095 熹廟拾遺雜詠一卷 [明]秦元方撰 舊鈔本

JH04-096
詩慰初集二十六卷二集十一卷續
集一卷

[清]陳允衡輯 清順治間刻本

JH04-097 古今小品八卷 [明]陳天定輯 清道光九年刻本
JH04-098 一齋集三十五卷(存三十三卷) [明]陳第撰 明萬曆間會山樓刻本
JH04-099 鹿裘石室集六十五卷 [明]梅鼎祚撰 明天啟三年玄白堂刻本
JH04-100 顧文康公續稿六卷 [明]顧鼎臣撰 明崇禎十六年刻本
JH04-101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三十四卷 [明]陳仁錫撰 明崇禎六年張一鳴刻本

JH04-102 存笥小草六卷附遺稿雜集一卷
[明]冒日乾撰[附]冒
守遇撰

清康熙六十年冒春溶刻本

JH04-103 焦氏澹園集四十九卷 [明]焦竑撰 明萬曆三十四年刻本
JH04-104 焦氏澹園續集二十七卷 [明]焦竑撰 明萬曆三十九年金勵刻本
JH04-105 甲秀園集四十七卷 [明]費元祿撰 明萬曆間刻本
JH04-106 睡庵稿三十六卷 [明]湯賓尹撰 明萬曆間刻本
JH04-107 重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八卷 [明]楊起元撰 明崇禎間楊見晙等刻本
JH04-108 李太仆恬致堂集四十卷 [明]李日華撰 明崇禎間刻本

JH04-109
寧澹齋全集文十二卷留芳錄一卷
附疏稿一卷詩十卷(原缺文卷九)

[明]楊守勤撰 明末刻本

JH04-110 偶記八卷 [明]鄭仲夔撰 明刻本
JH04-111 白石樵真稿二十八卷附一卷 [明]陳繼儒撰 明崇禎間刻本
JH04-112 晚香堂集十卷 [明]陳繼儒撰 明崇禎間刻本
JH04-113 眉公詩鈔八卷 [明]陳繼儒撰 明崇禎間刻本
JH04-114 從野堂存稿八卷 [明]繆昌期撰 明崇禎十年繆虛白刻本
JH04-115 瀟碧堂集二十卷續集十卷 [明]袁宏道撰 明萬曆間刻本
JH04-116 趙忠毅公詩文集二十四卷 [明]趙南星撰 明崇禎十一年澂景文等刻本
JH04-117 楊文弱先生集五十七卷 [明]楊嗣昌撰 舊鈔本
JH04-118 句注山房集二十卷尺牘七卷 [明]張鳳翼撰 明刻本
JH04-119 石民江村集二十卷 [明]茅元儀撰 明末刻本
JH04-120 雪堂集十卷附錄一卷 [明]沈守正撰 明崇禎間沈尤含等刻本
JH04-121 杜曲集十一卷 [明]戴澳撰 明崇禎間刻本
JH04-122 嵞山集十二卷續集四卷再續集五 [清]方文撰 清康熙二十八年王槩刻本
JH04-123 壺山集三卷 [明]陳孝威撰 清順治間刻本
JH04-124 可經堂集十二卷 [明]徐石麒撰 清順治間可經堂刻本

JH04-125
變雅堂文集不分卷附推枕吟一卷
杜陵七歌一卷

[清]杜濬撰 清康熙間刻本

JH04-126 無他技堂遺稿十六卷 [明]蔣臣撰 清康熙四十九年蔣于湄刻本
JH04-127 繡虎軒尺牘八卷二集八卷三集八 [清]曹煜撰 清康熙間傳萬堂刻本
JH04-128 西齋集十八卷 [清]王仲儒撰 清康熙間夢華山房刻本
JH04-129 含英閣詩草十卷 [清]鄭熙績撰 清康熙間含英閣刻本
JH04-130 今樂府二卷 [清]吳炎、潘檉章撰 清鈔本

JH04-131 感舊集十六卷
[清]王士禛輯[清]盧
見曾等補傳

清乾隆十七年刻本

JH04-132 大呼集八卷 [清]梁顯祖輯 清康熙刻本
JH04-133 王槐野先生存笥稿續集九卷 [明]王維楨撰 明嘉靖徐學禮刻本



JH04-134 鄭侯升集四十卷 [明]鄭明選撰 明萬歷三十一年鄭文震刻本
JH04-135 寶日堂初集三十二卷 [明]張鼐撰 明崇禎二年刻本
JH04-136 何長人集八卷 [明]何慶元撰 明萬歷刻本
JH04-137 張忠烈公存集三十卷(存二十九 [明]張銓撰 明末刻本
JH04-138 萬二愚先生遺集六卷 [明]萬國欽撰 明萬歷萬尚烈刻本
JH04-139 蘧廬稿選十三卷 [明]韓上桂撰 明天啟刻本
JH04-140 靜悱集十卷附錄一卷 [明]吳之甲撰 清乾隆四年吳重康刻本
JH04-141 青萊閣二集十卷 [明]方應祥撰 明天啟四年易道暹等刻本
JH04-142 陳學士先生初集三十六卷 [明]陳懿典撰 明萬歷四十八年曹憲來刻本
JH04-143 鶴汀詩集十卷(存卷一至卷七) [明]李之世撰 清涉園刻本
JH04-144 雪堂隨筆四卷 [明]顧起元撰 明天啟七年刻本
JH04-145 鬥酒堂集十二卷 [明]貢修齡撰 明末刻本
JH04-146 賜曲園今是堂集十一卷 [明]陶奭齡撰 明崇禎刻本
JH04-147 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六卷附錄一卷 [明]李邦華撰 清乾隆七年徐大坤刻本
JH04-148 吳忠節公遺集四卷附年譜一卷 [明]吳麟徵撰 明弘光刻本
JH04-149 知畏堂文存十二卷詩存四卷 [明]張采撰 清康熙刻本
JH04-150 侶寉堂詩集八卷 [明]祝彥撰 明刻本

JH04-151
朱太復文集五十二卷目錄五卷乙
集三十八卷目錄四卷

[明]朱長春撰 明萬歷刻本

JH04-152 溫寶忠先生遺稿十二卷 [明]溫璜撰 清順治貞石堂刻本
JH04-153 翠筠亭集十三卷補遺一卷 [明]石文器撰 清順治三年石珂刻補修本
JH04-154 羅紋山先生全集十八卷卷首一卷 [明]羅明祖撰 明末古處齋刻本
JH04-155 吳吏部集九卷 [明]吳本泰撰 清順治刻本
JH04-156 石村詩集三卷文集三卷 [清]郭金臺撰 清康熙刻本
JH04-157 金正希先生燕詒閣集七卷 [明]金聲撰 明末刻本
JH04-158 榮木堂合集三十五卷 [明]陶汝鼐撰 清康熙刻世彩堂匯印本
JH04-159 懸榻編六卷 [清]徐芳撰 清康熙刻本

JH04-160
聖雨齋詩集五卷詩余二卷賦集二
卷文集四卷

[清]周拱辰撰 清初刻本

JH04-161 亦園全集六卷 [明]姚孫棐撰 清初刻本
JH04-162 默菴遺稿十卷(原缺卷九卷十) [清]馮舒撰 清康熙世豸堂刻本
JH04-163 耳鳴集十四卷 [清]王邦畿撰 清初古厚堂刻本
JH04-164 擬山園選集八十二卷 [清]王鐸撰 清順治十年王鑨刻本

JH04-165
雪廬焚余稿十卷續草二卷附客問
一卷

[明]趙維寰撰 明崇禎刻本

JH04-166 寒支初集十卷二集六卷附歲紀一 [清]李世熊撰 清初檀河精舍刻本
JH04-167 太白山人槲葉集五卷南遊草一卷 [清]李柏撰 清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JH04-168 艾陵文鈔十六卷詩鈔二卷 [清]雷士俊撰 清康熙莘樂草堂刻本

JH04-169
嚴逸山先生文集十三卷附家乘後
編一卷(原缺卷十二)

[清]嚴書開撰 清初寧德堂刻本

JH04-170 石松堂集八卷 [清]余為霖撰 清康熙刻本
JH04-171 兩孤存四卷 [清]俞聃、余塞撰 清康熙刻本
JH04-172 了菴詩集二十卷文集十五卷 [清]王岱撰 清乾隆刻本
JH04-173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十五卷 [明]王錫爵輯 明萬歷十八年周曰校萬卷樓刻本
JH04-174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十五卷 [明]王錫爵、陸翀之 明萬歷二十一年周曰校刻本
JH04-175 明文霱二十卷 [明]劉士鏻輯評 明崇禎刻本

JH04-176 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選八卷
[清]呂留良輯[清]呂
葆中批點

清康熙呂氏家塾刻本

JH04-177 本事詩十二卷 [清]徐釚輯 清乾隆二十二年半松書屋刻本
JH04-178 列朝詩集八十一卷 [清]錢謙益輯 清順治九年毛氏汲古閣刻本
JH04-179 明詩別裁集十二卷 [清]沈德潛、周準輯 清乾隆刻本
JH04-180 啟禎遺詩十卷 [清]陳濟生輯 清順治刻增修本
JH04-181 龍眠風雅六十四卷 [清]潘江輯 清康熙十七年潘氏石經齋刻本
JH04-182 龍眠風雅續集二十七卷末一卷 [清]潘江輯 清康熙二十九年自刻本

JH04-183
梅會詩選十二卷二集十六卷三集
四卷附刻一卷

[清]李稻塍、李集輯 清乾隆三十二年寸碧山堂刻本

JH04-184 南州詩略十六卷 [清]朱滋年輯 清乾隆刻本
JH04-185 嚴石谿詩稿六卷 [明]嚴怡撰 明萬歷五年劉效祖刻本
JH04-186 輸寥館集八卷 [明]範允臨撰 清初刻本
JH04-187 詒美堂集二十四卷 [明]祝以豳撰 明天啟刻本



JH04-188 崇相集十九卷 [明]董應舉撰 明崇禎刻本
JH04-189 始青閣稿二十四卷 [明]鄒迪光撰 明天啟刻本

JH04-190
珂雪齋近集十卷附楚狂之歌一卷
小袁幼稿一卷近遊草一卷

[明]袁中道撰附[清]
袁祈年撰

明書林唐振吾刻本

JH04-191 張文慤公遺集十卷 [明]張邦紀撰 明崇禎十七年刻本
JH04-192 遯園漫稿四卷 [明]顧起元撰 明刻本
JH04-193 越鐫二十一卷 [明]王在晉撰 明萬歷三十九年刻本
JH04-194 炳燭齋稿一卷 [明]顧大韶撰 清道光二十年鈔本
JH04-195 青藜齋集二卷 [明]朱朝瞌撰 明萬歷刻本

JH04-196 市南子二十二卷制敕六卷
[明]李光元撰[清]吳
士元輯

明崇禎刻本

JH04-197 蘭雪堂集六卷 [明]王心一撰 清乾隆刻本

JH04-198
遼籌二卷遼夷略一卷奏草一卷陳
謠雜詠一卷

[明]張鼐撰 明天啟刻本

JH04-199 文直行書詩十三卷文十七卷首一 [明]熊明遇撰 清順治十七年熊人霖刻本
JH04-200 太白劍二卷 [明]姚康撰 清光緒刻本
JH04-201 來恩堂草十六卷 [明]姚舜牧撰 明刻本
JH04-202 漉籬集二十五卷遺集一卷 [明]卓發之撰 明崇禎傳經堂刻本
JH04-203 靜嘯齋存草十二卷遺文四卷附一 [明]董斯張撰 明崇禎刻本
JH04-204 識匡齋全集十六卷 [明]劉康祉撰 清順治刻本

JH04-205
琴張子螢芝集七卷評琴張子禪粟
粖二卷

[明]張明弼撰[明]周
鑣評

明天啟五年書林段君定刻本

JH04-206
春浮園文集二卷附錄一卷詩一卷
南歸日錄一卷偶錄二卷日涉錄一
卷汴遊錄一卷蕭齋日紀一卷

[明]蕭士瑋撰 清光緒刻本

JH04-207 來鶴樓集四卷(原缺卷三) [明]劉遵憲撰 明天啟刻本
JH04-208 石民四十集九十八卷 [明]茅元儀撰 明崇禎刻本
JH04-209 石民渝水集六卷 [明]茅元儀撰 明崇禎刻本
JH04-210 石民又峴集五卷 [明]茅元儀撰 明崇禎刻本
JH04-211 石民橫塘集十卷 [明]茅元儀撰 明崇禎刻本
JH04-212 石民賞心集八卷 [明]茅元儀撰 明崇禎刻本
JH04-213 掌記六卷 [明]茅元儀撰 明崇禎刻本
JH04-214 雪屋集八卷 [明]孫永祚撰 明崇禎五年古嘯堂刻本
JH04-215 雪屋二集五卷 [明]孫永祚撰 清順治十七年古嘯堂刻本
JH04-216 瀑音四卷附碧濤芨逸存一卷 [清]苗蕃撰 清康熙刻本

JH04-217 歸錢尺牘五卷
[明]歸有光[清]錢謙
益撰[清]顧棫輯

清康熙三十九年顧氏知月樓刻本

JH04-218 蓼齋集四十七卷後集五卷 [清]李雯撰 清順治十四年石維崑刻本
JH04-219 範勛卿詩集二十一卷文集六卷 [明]範鳳翼撰 明崇禎刻本

JH04-220
棄草詩集七卷文集八卷棄草二集
二卷

[明]周之夔撰 明崇禎木犀館刻本

JH04-221 淡寧居文集十卷詩集三卷 [明]馬世奇撰 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JH04-222
浮山文集前編十卷後編二卷別集
二卷

[清]方以智撰 清初方氏此藏軒刻本

JH04-223 牧齋初學集一百十卷目錄二卷 [清]錢謙益撰 明崇禎瞿式耜刻本
JH04-224 牧齋有學集五十一卷 [清]錢謙益撰 清康熙二十四年金匱山房刻本
JH04-225 六柳堂遺集二卷余一卷 [明]袁繼鹹撰 清鈔本
JH04-226 蕭然吟二卷 [清]程邃撰 清順治刻本
JH04-227 瞎堂詩集二十卷 [清]釋天然昰撰 清刻本
JH04-228 定山堂詩集四十三卷詩余四卷 [明]龔鼎孳撰 清康熙十五年吳興祚刻本
JH04-229 過嶺集一卷 [清]龔鼎孳撰 清初三十二芙蓉齋刻本
JH04-230 夏峰先生集十四卷首一卷補遺二 [清]孫奇逢撰 清道光二十五年大梁書院刻本
JH04-231 亭林遺書十種二十七卷 [清]顧炎武撰 清吳江潘氏遂初堂刻本
JH04-232 姑山遺集三十卷昔者詩一卷 [清]沈壽民撰 清康熙有本堂刻本
JH04-233 榆溪詩鈔二卷 [清]徐世溥撰 清康熙三十年宋犖刻本
JH04-234 白耷山人詩集十卷文集二卷 [清]閻爾梅撰 清康熙刻本
JH04-235 侶鷗閣近集二卷 [清]熊文舉撰 清康熙刻本
JH04-236 翁山文鈔十卷 [清]屈大均撰 清康熙刻本
JH04-237 屈翁山詩集八卷詞一卷 [清]屈大均撰 清康熙李肇元等刻本
JH04-238 翁山詩外十八卷 [清]屈大均撰 清康熙刻淩鳳翔補修本



JH04-239 嶧桐文集十卷詩集十卷 [明]劉城撰 清光緒十九年養雲山莊刻本
JH04-240 楚詩紀二十二卷 [清]廖元度輯 清乾隆十八年際恒堂刻本

JH04-241 燕臺文選初集八卷補遺一卷
[清]田茂遇輯[清]喬
缽增輯

清順治十三年李蕃玉刻本

JH04-242 遼中書牘二卷 [明]熊廷弼撰 明萬歷三十九年刻本
JH04-243 玄晏齋集五種 [明]孫慎行撰 明崇禎刻本
JH04-244 葛震甫詩集十七卷 [明]葛一龍撰 明崇禎刻本
JH04-245 蒼霞草二十卷 [明]葉向高撰 明萬歷刻本
JH04-246 蒼霞續草二十二卷 [明]葉向高撰 明萬歷刻本
JH04-247 蒼霞余草十四卷 [明]葉向高撰 明萬歷刻本
JH04-248 燕林藏稿十卷附楚風一卷 [明]余紉蘭撰 明崇禎刻本
JH04-249 明誌稿□卷(存卷一卷二) [明]張恒撰 明刻本
JH04-250 月峰先生居業次編五卷 [明]孫鑛撰 明萬歷四十年呂胤筠刻本

JH04-251
峚陽草堂文集十六卷附一卷詩集
二十卷(原缺詩集卷十三)

[明]鄭鄤撰 民國二十一年活字本

JH04-252 徧行堂集四十九卷目錄二卷 [清]金堡撰 清乾隆五年刻本
JH04-253 徧行堂續集十六卷 [清]金堡撰 清乾隆五年刻本
JH04-254 古處齋詩集十三卷 [清]陳祖法撰 清康熙刻本

JH04-255
尤太史西堂全集三種六十一卷附
湘中草六卷

[清]尤侗撰附[清]湯
傳楹撰

清康熙刻本

JH04-256 江辰六文集二十四卷首一卷 [清]江闿撰 清康熙刻本

JH04-257 杜谿文稿四卷附白柴古文稿一卷
[清]朱書撰附[清]朱
曙撰

清乾隆元年梨雲閣刻本

JH04-258 虬峰文集二十卷首一卷 [清]李驎撰 清康熙刻本
JH04-259 木厓集二十七卷 [清]潘江撰 清康熙刻本
JH04-260 木厓續集二十四卷末四卷 [清]潘江撰 清康熙二十年刻增修本
JH04-261 晦村初集四卷 [清]石龐撰 清康熙刻本
JH04-262 石漁詩鈔一卷 [清]張璨撰 清康熙六十年刻本
JH04-263 燕日堂錄七種十四卷 [清]廖誌灝撰 清康熙刻本
JH04-264 居易堂浙中新集四卷 [清]袁學謨撰 清乾隆刻本
JH04-265 芥浦詩刪十二卷 [清]胡蘇雲撰 清乾隆刻本
JH04-266 秋水集十卷 [清]嚴繩孫撰 清康熙雨青草堂刻本
JH04-267 默鏡居文集四卷 [清]範方撰 清乾隆刻本
JH04-268 陳明卿先生評選古今文統十六卷 [明]張以忠輯 明崇禎刻本
JH04-269 四六初徵二十卷 [清]李漁輯 清康熙十年刻本
JH04-270 聽嚶堂四六新書八卷 [清]黃始輯 清康熙刻本
JH04-271 廣東文選四十卷 [清]屈大均輯 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
JH04-272 詠物詩選八卷 [清]俞琰輯 清雍正寧儉堂刻本
JH04-273 五大家詩鈔三十八卷 [清]鄒漪編 清康熙刻本
JH04-274 西江詩話十二卷 [清]裘君弘輯 清康熙四十二年妙貫堂刻本
JH04-275 前八大家詩選八卷 [明]夏雲鼎輯 清康熙二十一年季正爵刻本
JH04-276 王世周先生詩集二十卷 [明]王伯稠撰 明萬歷刻本
JH04-277 陽秋館集二十三卷目錄一卷 [明]帥機撰 清乾隆四年修獻堂刻本
JH04-278 紫原文集十二卷 [明]羅大纮撰 明末刻本
JH04-279 李氏焚書六卷 [明]李贄撰 明刻本

JH04-280
翠娛閣評選鐘伯敬先生合集文十
一卷附錄一卷詩五卷

[明]鐘惺撰[清]陸雲
龍評

明崇禎刻本

JH04-281 瑞芝山房集十四卷 [明]鮑應鰲撰 明崇禎刻本
JH04-282 求是堂文集十八卷 [明]文德翼撰 明末刻本
JH04-283 無夢園遺集八卷 [明]陳仁錫撰 明末刻本
JH04-284 吳莊介公遺集六卷首一卷 [明]吳甘來撰 清鹹豐吳敘倫刻本
JH04-285 白毫菴內篇二卷外篇一卷襍篇二 [明]張瑞圖撰 明崇禎刻本
JH04-286 陶葊雜記四卷(存卷三) [明]蕭士瑀撰 清初刻本
JH04-287 霜鏡集十三卷 [明]陸寶撰 明崇禎刻本
JH04-288 石倉詩稿三十三卷 [明]曹學佺撰 清乾隆十九年曹岱華刻本
JH04-289 劉文烈公全集十二卷 [明]劉理順撰 清順治刻康熙印本
JH04-290 溉園初集二卷二集三卷 [明]萬時華撰 明末刻本
JH04-291 時術堂遺詩六卷 [明]方其義撰 清康熙刻本
JH04-292 千山詩集二十卷首一卷補遺一卷 [明]釋函可撰 清刻本
JH04-293 田間文集三十卷詩集二十八卷 [清]錢澄之撰 清康熙二十九年斟雉堂刻本



JH04-294 樸巢詩集八卷續集一卷 [明]祝祺撰 清初刻本
JH04-295 進賢堂稿二十八卷 [清]黎元寬撰 清康熙刻本

JH04-296
瀨園詩初集三卷後集一卷補遺一
卷文集二十卷談史六卷

[清]嚴首昇撰 清順治十四年刻增修本

JH04-297
經鋤堂詩稿八卷唱和詩二卷花信
詩一卷北上錄一卷集唐人句一卷
詩余一卷

[清]葉奕苞撰 清康熙刻本

JH04-298 擷芙蓉集囗卷(存卷三) [清]周韓瑞撰 清初刻本
JH04-299 街南文集二十卷 [清]吳肅公撰 清康熙二十八年吳承勵刻本
JH04-300 街南續集七卷 [清]吳肅公撰 清康熙程士琦等刻本

JH04-301
呂晚村先生文集八卷附行略一卷
續集四卷

[清]呂留良撰 清雍正三年天蓋樓刻本

JH04-302 孫宇臺集四十卷 [清]孫治撰 清康熙二十三年孫孝楨刻本
JH04-303 寄庵詩存四卷 [明]韓洽撰 清道光二十年刻本
JH04-304 鹹陟堂詩集十七卷文集二十五卷 [清]釋成鷲撰 清康熙刻本

JH04-305
半蕪園集十五卷附瀓湖集遺文一
卷

[清]黃石麟撰附[清]
黃君聘撰

清康熙六十一年黃承炅等刻本

JH04-306 憶雪樓詩集二卷 [清]王煐撰 清康熙三十五年王氏貞久堂刻本

JH04-307
式馨堂文集十五卷詩前集十二卷
詩後集八卷詩余偶存三卷

[清]魯之裕撰 清康熙乾隆間刻本

JH04-308 皇明策衡二十六卷 [明]茅維輯 明萬歷刻本

JH04-309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
十六卷續一卷甲辰一卷

[明]沈一貫輯 明萬歷廣慶堂刻本

JH04-310 尺牘初徵十二卷 [清]李漁輯 清順治十七年刻本
JH04-311 名文寶符□□卷(存卷二至卷二 [明]葉紹泰輯 明香谷山房刻清印本
JH04-312 新安二布衣詩八卷 [明]吳兆、程嘉燧撰 清康熙四十三年汪洪度等刻本
JH04-313 古文未曾有集八卷 [清]王甫白輯評 清康熙十九年隆道堂刻本
JH04-314 憑山閣留青二集選十卷 [清]陳枚輯 清康熙憑山閣刻本

JH04-315 詩乘初集十二卷詩乘發凡一卷
[清]劉然輯評[清]朱
豫增輯

清康熙玉榖堂刻本

JH04-316 國朝詩的六十卷 [清]陶煊、張璨輯 清康熙六十一年刻本
JH04-317 國朝詩別裁集三十二卷 [清]沈德潛輯評 清乾隆二十五年教忠堂刻本

JH04-318
王西塘春煦軒集二十二卷(存十
六卷)

[明]王好問撰 清鈔本

JH04-319 長水先生文鈔二十四卷 [明]沈懋孝撰 明萬歷刻本
JH04-320 陸學士先生遺稿十六卷 [明]陸可教撰 明萬歷刻本
JH04-321 浮來先生詩集十四卷 [明]公鼒撰 明天啟五年刻本
JH04-322 鐘惺文鈔不分卷 [明]鐘惺撰 清鈔本
JH04-323 綸扉簡牘十卷 [明]申時行撰 明萬歷二十四年刻本
JH04-324 張石初也足山房尤臒稿六卷 [明]張廷玉撰 明崇禎刻本
JH04-325 碩薖園集十卷 [明]蒲秉權撰 清光緒元年蒲蔭枚手拙齋刻本

JH04-326
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十六卷附周
吏部紀事一卷

[明]張世偉撰 明崇禎十一年刻本

JH04-327 王忠端公文集十一卷 [明]王家彥撰 清順治六年刻本

JH04-328 松圓浪淘集十八卷目錄三卷 [明]程嘉燧撰
明崇禎謝三賓刻清康熙三十三年陸廷燦
補修嘉定四先生集本

JH04-329 思勉齋集詩集二卷文集十二卷 [明]徐允祿撰 清順治刻本

JH04-330
紡授堂集詩集八卷文集八卷二集
十卷

[明]曾異撰撰 明崇禎刻本

JH04-331 高陽集二十卷 [明]孫承宗撰 清初刻嘉慶補修本
JH04-332 胡維霖集三十四卷 [明]胡維霖撰 明崇禎刻本
JH04-333 方玉堂集二十八卷 [明]宋應昇撰 清乾隆刻本
JH04-334 兼山集四卷 [明]楊廷麟撰 清康熙貞齋刻本
JH04-335 王叔聞先生詩鈔五卷 [清]王鏳撰 清乾隆七年清芬堂刻本
JH04-336 湘帆堂集二十六卷 [清]傅占衡撰 清康熙六十一年活字本
JH04-337 芑山文集三十一卷 [明]張自烈撰 清初刻本
JH04-338 曾庭聞詩六卷 [清]曾畹撰 清康熙刻本

JH04-339 大樗堂初集十二卷 [清]王隼撰
清道光二十年南海伍氏詩雪軒刻粵十三
家集本

JH04-340 冶菴文集六卷別集二卷 [清]閔鉞撰 清康熙刻本



JH04-341 缺壺編文二卷 [清]王有年撰 清康熙刻本
JH04-342 明紀彈詞二卷 [清]張三異撰 清鈔本
JH04-343 秋感十二詠一卷 [清]周士儀撰 清康熙刻周藿園集本
JH04-344 不已集選一卷 [清]黎祖功撰 清刻本
JH04-345 五峰集十五卷集字詩一卷 [清]陳正璆撰 清乾隆九年刻本

JH04-346
詹鐵牛文集十五卷詩集十五卷續
集十二卷

[清]詹賢撰 清活字本

JH04-347 樸村文集二十四卷詩集十三卷 [清]張雲章撰 清康熙華希閔等刻本
JH04-348 尋古齋文集四卷詩集二卷 [清]李繼聖撰 清乾隆十八年刻本
JH04-349 偶然吟四卷 [清]尹嘉銓撰 清康熙二十九年六有齋刻本
JH04-350 定齋詩鈔一卷 [清]李光國撰 清乾隆二十五年帥儉堂刻本
JH04-351 寶閑堂集四卷 [清]張四科撰 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
JH04-352 著老書堂集八卷詞一卷 [清]張世進撰 清乾隆刻本
JH04-353 詩源初集十七卷 [清]姚佺輯 清初抱經樓刻本
JH04-354 明詩平論二集二十卷 [明]朱隗輯評 清初刻本
JH04-355 名家詩選四卷閨秀一卷 [清]吳藹輯 清康熙刻本
JH04-356 匯纂詩法度針三十三卷首一卷 [清]徐文弼輯 清乾隆英德堂刻本
JH04-357 紹聞堂精選古文覺斯定本十卷 [清]過瑛輯評 清康熙十一年紹聞堂刻本
JH04-358 元明八大家古文十三卷 [清]劉肇虞輯評 清乾隆刻本
JH04-359 媚幽閣文娛初集九卷二集十卷 [明]鄭元勛輯 明崇禎刻本

JH04-360 閑情集六卷
[清]顧有孝輯[清]陸
世楷增輯

清康熙刻本

JH04-361 文瀫初編二十卷首一卷 [清]錢肅潤輯評 清康熙錢氏十峰草堂刻本
JH04-362 襪線集五卷 [明]史傑撰 明弘治四年史誠刻本
JH04-363 萬一樓集五十六卷 [明]駱問禮撰 清嘉慶活字本
JH04-364 王百谷集十九種三十九卷 [明]王穉登撰 明刻本
JH04-365 靈山藏二十二卷 [明]鄭以偉撰 明崇禎刻本
JH04-366 西園前稿□卷(存卷一) [明]彭堯諭撰 明刻本
JH04-367 喙鳴文集二十一卷詩集十八卷 [明]沈一貫撰 明刻本
JH04-368 北征小草十二卷 [明]張泰階撰 明崇禎刻本
JH04-369 汲古堂集二十八卷 [明]何白撰 明萬歷刻本
JH04-370 九龠集四十七卷 [明]宋楙澄撰 明萬歷刻本
JH04-371 九龠別集四卷附錄一卷(原缺附 [明]宋楙澄撰 清初刻本

JH04-372 三易集二十卷 [明]唐時升撰
明崇禎謝三賓刻清康熙三十三年陸廷燦
補修嘉定四先生集本

JH04-373
公槐集六卷響玉集十卷余一卷棘
門集八卷沆瀣集五卷松癭集二卷
文遠集二十八卷補遺一卷

[明]姚希孟撰 明崇禎張叔籟等刻清閟全集本

JH04-374 數馬集五十一卷 [明]黃克纘撰 清刻本
JH04-375 趙文懿公文集四卷附錄一卷 [明]趙誌臯撰 明崇禎趙世溥刻本
JH04-376 謝石渠先生詩集十三卷 [明]謝士章撰 明天啟刻本
JH04-377 珂雪齋前集二十四卷 [明]袁中道撰 明萬歷刻本
JH04-378 麗崎軒詩四卷詩余一卷 [明]查應光撰 明崇禎十二年刻本
JH04-379 蒼雪軒全集二十卷 [明]趙用光撰 明崇禎刻本
JH04-380 黃葉菴詩草一卷 [明]釋智舷撰 明鈔本
JH04-381 七錄齋集六卷論略一卷 [明]張溥撰 明崇禎吳門童潤吾刻本

JH04-382
揭蒿菴先生文集八卷首一卷附錄
一卷詩集七卷遺集三卷附錄一卷

[明]揭重熙撰 清乾隆二十七年鸛玉齋刻本

JH04-383 蓮須閣集二十六卷 [明]黎遂球撰 清康熙黎延祖刻本
JH04-384 文生小草一卷 [明]文震亨撰 明崇禎刻本
JH04-385 丹霞天老人雪詩四卷 [明]釋古翼撰 清刻本
JH04-386 石谿詩鈔一卷 [清]陶煊撰 清康熙刻本

JH04-387
獨漉堂詩集十五卷文集十五卷
(原缺文卷九)

[清]陳恭尹撰 清康熙晚成堂刻本

JH04-388 翁山詩略四卷(原缺卷四) [清]屈大均撰 清康熙刻本
JH04-389 翁山文外十六卷 [清]屈大均撰 民國吳興劉氏刻嘉業堂叢書本
JH04-390 確庵文槁四十卷 [清]陳瑚撰 清康熙毛氏汲古閣刻本
JH04-391 賴古堂集二十四卷附錄一卷 [清]周亮工撰 清康熙十四年周在浚刻本

JH04-392
黃忠端公文略三卷詩略二卷說略
一卷附黃忠端公正氣錄一卷

[明]黃尊素撰 清康熙十五年許三禮刻本



JH04-393
綠雪樓集□□種□□卷(存十種
二十卷)

[明]熊明遇撰 明天啟刻本

JH04-394 讀書堂稿十二卷(存卷九至卷十 [明]葉燦撰 明崇禎刻本
JH04-395 小寒山子集十四卷 [明]陳函煇撰 明崇禎刻本
JH04-396 逍遙遊二卷 [清]丁耀亢撰 清順治刻本
JH04-397 阿字無禪師光宣臺集二十五卷 [清]釋今無撰 清刻本
JH04-398 芝山集一卷 [明]不著撰者 明末鈔本
JH04-399 離六堂集十二卷 [清]釋大汕撰 清康熙懷古樓刻本
JH04-400 離六堂二集三卷潮行近艸三卷 [清]釋大汕撰 清康熙刻本
JH04-401 憂患集偶鈔不分卷孑遺錄一卷 [清]戴名世撰 清康熙尤雲鶚寶翰樓刻本
JH04-402 掣鯨堂詩集十三卷 [清]費錫璜撰 清康熙刻本
JH04-403 東江詩鈔十二卷 [清]唐孫華撰 清康熙刻本
JH04-404 壑雲篇文集十六卷 [清]李伍漢撰 清康熙懶雲堂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