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分類 书名 版本信息
1 周易十卷 [魏]王弼、[晉]韩康伯注　版本信息[相臺岳氏家塾本排印]
2 尚書十三卷 [漢]孔安國傳、[唐]陆德明音義　版本信息[相臺岳氏家塾本排印]
3 毛詩二十卷 [漢]毛亨传[漢]鄭玄笺　版本信息[相臺岳氏家塾本排印]
4 周禮四十二卷 [漢]鄭玄注[唐]陆德明音義　版本信息[永懷堂本排印]
5 儀禮十七卷 [漢]鄭玄注[唐]陆德明音義　版本信息[永懷堂本排印]
6 禮記二十卷 [漢]鄭玄注[唐]陆德明音義　版本信息[相臺岳氏家塾本排印]
7 春秋經傳集觧三十卷 [晉]杜预集解　版本信息[相臺岳氏家塾本排印]
8 春秋公羊傳二十八卷 [漢]何休撰[唐]陆德明音義　版本信息[永懷堂本排印]
9 春秋穀梁傳二十卷 [晉]范宁集解[唐]陆德明音義　版本信息[永懷堂本排印]
10 論語二十卷 [魏]何晏集解　版本信息[永懷堂本排印]
11 孝經九卷 [漢]鄭玄注　版本信息[永懷堂本排印]
12 孟子十四卷 [漢]赵岐注　版本信息[永懷堂本排印]
13 爾雅十一卷 [晉]郭璞注　版本信息[永懷堂本排印]
14 周易注疏九卷 [唐]孔穎達撰[清]阮元撰校勘　版本信息[阮刻本排印]
15 尚書注疏二十卷 [漢]孔安國傳、[清]阮元撰尚书校勘记(二十卷)　版本信息[阮刻本排印]
16 毛詩注疏二十卷 [唐]孔穎達疏、[漢]鄭玄笺[清]阮元撰校勘記二十卷　版本信息[阮刻本排印]
17 周禮注疏四十二卷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清]阮元撰校勘記四十二卷　版本信息[阮刻本排印]
18 儀禮注疏五十卷 [唐]賈公彥撰[清]阮元撰校勘記五十卷　版本信息[阮刻本排印]
19 禮記注疏六十三卷 [唐]孔穎達撰[清]阮元撰校勘記六十三卷　版本信息[阮刻本排印]
20 左傳注疏六十卷 [唐]孔穎達撰[清]阮元撰校勘記六十卷　版本信息[阮刻本排印]
21 公羊注疏二十八卷 [漢]何休[清]阮元撰校勘記二十八卷　版本信息[阮刻本排印]
22 穀梁傳注疏二十卷 [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清]阮元撰校勘記二十卷　版本信息[阮刻本排印]
23 論語注疏二十卷 [魏]何晏集解[宋]邢 疏[清]阮元撰校勘記二十卷　版本信息[阮刻本排印]
24 孝經注疏九卷 [宋]邢 撰[清]阮元撰校勘記九卷　版本信息[阮刻本排印]
25 孟子注疏十四卷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清]阮元撰校勘記十四卷　版本信息[阮刻本排印]
26 爾雅注疏十卷 [宋]邢 等奉敕撰[清]阮元撰校勘記十卷　版本信息[阮刻本排印]
27 周易述二十一卷 [清]惠棟撰　版本信息[學海堂經解本排印]
28 江氏周易述補四卷 [清]江藩撰　版本信息[學海堂經解本排印]
29 李氏周易述補五卷 [清]李林松撰　版本信息[南菁書院續經解本排印]
30 尚書今古文注疏三十卷 [清]孫星衍撰　版本信息[冶城山館本排印]
31 毛詩傳箋通釋三十二卷 [清]馬瑞辰撰　版本信息[南菁書院續經解本排印]
32 周禮正義八十六卷 [清]孫詒讓撰　版本信息[光緒乙巳本排印]
33 儀禮正義四十卷 [清]胡培翬撰　版本信息[南菁書院續經解本排印]
34 禮記訓纂四十九卷 [清]朱彬撰　版本信息[咸豐刻本校刊排印]
35 春秋左傳詁二十卷 [清]洪亮吉撰　版本信息[南菁書院續經解本排印]
36 公羊義疏七十六卷 [清]陳立撰　版本信息[南菁書院續經解本排印]
37 穀梁補注二十四卷 [清]鍾文烝撰　版本信息[南菁書院續經解本排印]
38 論語正義二十四卷 [清]劉寶楠撰　版本信息[南菁書院續經解本排印]
39 孝經鄭注疏二卷 [漢]鄭玄注[清]皮鍚瑞撰　版本信息[師伏堂刊本排印]
40 孟子正義三十卷 [清]焦循撰　版本信息[學海堂經解本排印]
41 爾雅義疏三卷 [清]郝懿行撰　版本信息[家刻足本校刊排印]
42 大學一卷 [宋]朱熹章句集注　版本信息[ 縣 氏倣宋本排印]
43 中庸一卷 [宋]朱熹章句集注　版本信息[ 縣 氏倣宋本排印]
44 論語十卷 [宋]朱熹章句集注　版本信息[ 縣 氏倣宋本排印]
45 孟子七卷 [宋]朱熹章句集注　版本信息[ 縣 氏倣宋本排印]
46 説文解字真本十五卷 [漢]許慎撰[宋]徐鉉等奉敕校定景宋重刊本
47 説文通檢十四卷 [清]黎永椿輯　版本信息[原刻本校刊排印]
48 説文繫傳四十卷 [南唐]徐鍇撰[清]祁寯藻撰校勘記三卷　版本信息[小學彙函本排印]
49 説文解字段注十五卷 [清]段玉裁撰　版本信息[經韻樓原刊本排印]
50 六書音韵表五卷 [清]段玉裁撰　版本信息[經韻樓原刊本排印]
51 玉篇三十卷 [宋]陳彭年等奉敕重修　版本信息[小學彙函本排印]
52 廣韵五卷校札一卷 [宋]陳彭年等奉敕重修[清]黎庶昌撰校札景宋重修本
53 集韻十卷 [宋]丁度等奉敕撰　版本信息[棟亭五種本排印]
54 方言疏證十三卷 [漢]揚雄撰[清]戴震疏證　版本信息[戴氏遺書本排印]
55 小爾雅義證十三卷補遺一 [清]胡承珙撰　版本信息[墨莊遺書本排印]
56 廣雅疏證十卷附博雅音十 [清]王念孫撰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57 春秋繁露十七卷 [漢]董仲舒撰[清]盧文弨校　版本信息[抱經堂本排印]
58 經義考三百卷 [清]朱彝尊撰　版本信息[揚州馬氏刊本排印]
59 經義述聞三十二卷 [清]王引之撰　版本信息[自刻本校刊排印]
60 史記一百三十卷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撰補　版本信息[武英殿本排印]
61 前漢書一百卷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　版本信息[武英殿本排印]
62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 [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李賢注　版本信息[武英殿本排印]
63 三国志六十五卷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　版本信息[武英殿本排印]
64 晉書一百三十卷 [唐]太宗李世民撰[唐]何超撰音義　版本信息[武英殿本排印]
65 宋書一百卷 [梁]沈約撰　版本信息[武英殿本排印]
66 南齊書五十九卷 [梁]蕭子顯撰　版本信息[武英殿本排印]
67 梁書五十六卷 [唐]姚思廉奉敕撰　版本信息[武英殿本排印]
68 陳書三十六卷 [唐]姚思廉奉敕撰　版本信息[武英殿本排印]
69 魏書一百十四卷 [北齊]魏收奉敕撰　版本信息[武英殿本排印]
70 北齊書五十卷 [唐]李百藥奉敕撰　版本信息[武英殿本排印]
71 周書五十卷 [唐]令狐德棻等奉敕撰　版本信息[武英殿本排印]
72 隋書八十五卷 [唐]魏 等奉敕撰[唐]長孫無忌等奉敕撰　版本信息[武英殿本排印]
73 南史八十卷 [唐]李延壽撰　版本信息[武英殿本排印]
74 北史一百卷 [唐]李延壽撰　版本信息[武英殿本排印]
75 舊唐書二百卷 [後晉]劉昫撰　版本信息[武英殿本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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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 [宋]歐陽修等奉敕撰[宋]宋祁等奉敕撰[宋]董衝撰釋音　版本信息[武英殿本排印]
77 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宋]薛居正等奉敕撰　版本信息[武英殿本排印]
78 新五代史七十四卷 [宋]歐陽修撰[宋]徐無黨注　版本信息[武英殿本排印]
79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 [元] 等奉敕撰　版本信息[武英殿本排印]
80 遼史一百十六卷 [元] 等奉敕撰　版本信息[武英殿本排印]
81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 [元] 等奉敕撰　版本信息[武英殿本排印]
82 元史二百十卷 [明]王禕等奉敕撰[明]宋濂等奉敕撰　版本信息[武英殿本排印]
83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 [清]張廷玉等奉敕撰　版本信息[武英殿本排印]
84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 [宋]司馬光奉敕撰[元]胡三省音注　版本信息[鄱陽胡氏仿元刊本排印]
85 資治通鑑目 三十卷 [宋]司馬光撰　版本信息[江蘇書局刊本排印]
86 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 [清]畢沅撰　版本信息[嘉慶六年馮氏刊本排印]
87 明紀六十卷 [清]陳鶴撰[清]男陳克家補　版本信息[江蘇書局刊本排印]
88 逸周書十卷 [晉]孔晁注[清]盧文弨撰補遺　版本信息[抱經堂本排印]
89 竹書紀年二卷 [清]洪頤煊校　版本信息[平津館本排印]
90 越絶書十五卷 [漢]袁康撰　版本信息[明刊本排印]
91 國語二十一卷 [清]汪遠孫撰　版本信息[士禮居 氏重刊本排印]
92 戰國策三十三卷 [漢]高誘注[清] 丕烈撰札記　版本信息[士禮居 氏覆剡川姚氏本排印]
93 山海經箋䟽十八卷 [清]郝懿行撰　版本信息[郝氏遺書本排印]
94 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清]洪頤煊校　版本信息[平津館本排印]
95 列女傳校注七卷 [漢]劉向撰[清]梁端校注　版本信息[汪氏振綺堂補刊本排印]
96 高士傳三卷 [晉]皇甫謐撰　版本信息[漢魏叢書本排印]
97 孔子家語十卷 [魏]王肅注　版本信息[汲古閣本排印]
98 宣和遺事前后集二卷 [宋]佚名撰　版本信息[士禮居刊本排印]
99 靖康傳信 三卷 [宋]李綱撰　版本信息[海山仙館叢書本排印]
100 晏子春秋七卷 [清]孫星衍校併撰音義校勘　版本信息[平津館本排印]
101 越春秋十卷 [漢]趙曄撰[宋]徐天祜音注　版本信息[古今逸史本排印]
102 説苑二十卷 [漢]劉向撰　版本信息[明刊本排印]
103 漢官六種十卷 　版本信息[平津館本排印]
104 東觀漢記二十四卷 [漢]劉珍等撰　版本信息[掃葉山房本排印]
105 晉畧六十六卷 [清]周濟撰　版本信息[道光刊本排印]
106 貞觀政要十卷 [唐] 兢撰　版本信息[明刊本排印]
107 摭言十五卷 [唐]王定保撰　版本信息[學津討原本排印]
108 洛陽伽藍記五卷 [後魏]楊衒之撰[清] 若準撰　版本信息[ 氏刊本排印]
109 荆楚嵗時記一卷 [梁]宗懍撰　版本信息[漢魏叢書本排印]
110 路史四十七卷 [宋]羅泌撰[宋]男羅苹注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111 十六國春秋十六卷 [後魏]崔鴻撰　版本信息[漢魏叢書本排印]
112 華陽國志十二卷 [晉]常璩撰[清]廖寅撰附 　版本信息[顧校廖刊本排印]
113 長春真人西逰記二卷 [元]李志常撰　版本信息[連筠簃本排印]
114 聖武記十四卷 [清]魏源撰　版本信息[古微堂刊本排印]
115 國朝先正事畧六十卷 [清]李元度撰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116 中興將帥別傳三十卷 [清]朱孔彰撰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117 陸宣公集二十四卷 [唐]陸贄撰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118 水經注四十卷 [後魏]酈道元撰[清]王先謙校[清]趙一淸 附 　版本信息[長沙王氏合刊本排印]
119 通志略五十二卷 [宋]鄭樵撰　版本信息[金壇刊本排印]
120 代職官表七十二卷 　版本信息[武英殿本校刊
121 吾學 二十四卷 [清] 榮光撰　版本信息[廣州刊本排印]
122 史通通釋二十卷 [清]浦起龍撰　版本信息[乾隆十七年梁溪浦氏刊本排印]
123 讀通鑑論三十一卷 [清]王夫之撰　版本信息[船山遺書本排印]
124 宋論十五卷 [清]王夫之撰　版本信息[船山遺書本排印]
125 文史通義八卷 [清]章學誠撰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126 校讎通義三卷 [清]章學誠撰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127 代史表五十九卷 [清]萬斯同撰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128 代紀元編三卷 [清]李兆洛撰　版本信息[江寧局刻本校刊
129 代帝王年表十四卷 [清]齊召南撰[清]阮福續　版本信息[文選樓本排印]
130 代帝王廟謚年諱譜一卷 [清]齊召南撰[清]阮福續　版本信息[文選樓本排印]
131 代統紀表十三卷 [清]段長基撰[清]男段搢書編次參注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132 代疆域表三卷 [清]段長基撰[清]姪段洛書參注[清]段丙書參注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133 代沿革表三卷 [清]段長基撰[清]男段搢書參注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134 代地理志韵編今釋二十 [清]李兆洛撰　版本信息[江寧局刊本排印]
135 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 [清]趙翼撰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136 公孫龍子一卷 [宋]謝希深注　版本信息[守山閣本排印]
137 尸子二卷 [清]孫星衍校輯　版本信息[平津館本排印]
138 荀子二十卷 [唐]楊倞注[清]廬文弨同校[清]謝墉同校　版本信息[嘉善謝氏本排印]
139 孔叢子七卷 [漢]孔鮒撰　版本信息[漢魏叢書本排印]
140 慎子一卷 [清]錢熙祚校併輯逸文　版本信息[守山閣本排印]
141 鶡冠子三卷 [宋]陸佃解　版本信息[學津討原本排印]
142 子二卷 [宋]佚名輯　版本信息[平津館本排印]
143 孫子十三卷 [宋]吉天保輯[清]孫星衍同校[清] 人驥同校[宋]鄭友賢撰遺 　版本信息[平津館本排印]
144 司馬法三卷 [宋]佚名輯　版本信息[平津館本排印]
145 商君書五卷 [清]嚴萬里撰　版本信息[平津館本排印]
146 新書十卷 [漢]賈誼撰[清]盧文弨校　版本信息[抱經堂叢書本排印]
147 管子二十四卷 [唐]房玄齡注[唐]劉績增注　版本信息[明 郡趙氏刊本排印]
148 鄧析子一卷 [周]鄧析　版本信息[指海本排印]
149 鬼谷子三卷 [梁]陶宏景注　版本信息[秦氏刊本排印]
150 文子二卷 [清]錢熙祚撰校勘記　版本信息[守山閣本排印]
151 韓非子二十卷 [清]顧廣圻撰識語　版本信息[ 氏[宋]乾道本景刊排印]
152 尹文子一卷 [清]錢熙祚輯併校勘　版本信息[守山閣本排印]
153 關尹子一卷 佚名撰　版本信息[金壺本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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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列子八卷 [晉]張湛注[唐]殷敬順釋文　版本信息[明世德堂本排印]
155 燕丹子三卷 [清]孫星衍校　版本信息[平津館本排印]
156 墨子十六卷 [清]畢沅撰　版本信息[畢氏靈巖山館刊本排印]
157 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漢]高誘注[清]畢沅校　版本信息[畢氏靈巖山館刊本排印]
158 老子三卷 [魏]王弼注[唐]陸德明撰音義　版本信息[華亭張氏本排印]
159 莊子十卷 [晉]郭象注[唐]陸德明音義　版本信息[明世德堂本排印]
160 周髀算經二卷 [漢]趙爽注北[周]甄鸞重述[唐]李淳風等奉敕注釋[宋]李籍撰音義　版本信息[學津討原本排印]
161 文子纉義十二卷 [元]杜道堅撰　版本信息[聚珍本排印]
162 申鑒五卷 [漢]荀悅撰[清]盧文弨校　版本信息[漢魏叢書本排印]
163 意林五卷 [唐]馬總輯[清]周廣業輯逸文[清]李遇孫 補　版本信息[學津討原本排印]
164 古今注三卷 [晉]崔豹撰　版本信息[漢魏叢書本排印]
165 揚子法言十三卷 [漢]楊雄撰[晉]李軌注音義　版本信息[江都秦氏本排印]
166 太玄經十卷 [宋]司馬光撰　版本信息[明刊本排印]
167 新語二卷 [漢]陸賈撰　版本信息[明刊本排印]
168 潛夫論十卷 [漢]王符撰[清]汪繼培箋　版本信息[湖海樓陳氏本排印]
169 鹽鐵論十卷 [漢]桓寬撰[清]王先謙撰校勘小識　版本信息[張氏考證本排印]
170 人物志三卷 [魏]劉邵撰[後魏]劉昞注　版本信息[金臺本排印]
171 論衡三十卷 [漢]王充撰　版本信息[明刊本排印]
172 桓子新論一卷 [漢]桓譚撰[清]孫馮翼輯　版本信息[問經堂刊本排印]
173 風俗通義十卷 [漢]應劭撰　版本信息[漢魏叢書本排印]
174 中説十卷 [隋]王通撰[宋]阮逸注　版本信息[明世德堂本排印]
175 明夷待訪 一卷 [清] 宗羲撰　版本信息[海山仙館叢書本排印]
176 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 [清]江藩撰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177 周子通書一卷 [宋]周敦頤撰　版本信息[榕村全集本排印]
178 近思 集注十四卷 [宋]朱熹同輯[宋]呂祖謙同輯[清]江永集注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179 小學集注六卷 [明]陳選撰　版本信息[榕村全集本排印]
180 張子全書十五卷 [宋]張載撰[宋]朱熹注[清]朱軾同校[清]段志熙同校　版本信息[高安朱氏藏本排印]
181 二程全書二卷 [宋]楊時訂定[宋]張栻編次　版本信息[江寧刊本排印]
182 朱子大全十四卷 [宋]朱熹同輯[宋]呂祖謙同輯[清]江永集注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183 象山全集三十六卷 [宋]陸九淵撰[明]徐階撰附 　版本信息[明李氏刊本排印]
184 陽明全集三十八卷 [明]王守仁撰　版本信息[明謝氏刻本校刊
185 性理精義十二卷 [清]李光地等奉敕撰　版本信息[康熙五十六年刊本排印]
186 五種遺規十六卷 [清]陈弘谋辑
187 宋元學案一百卷 [清] 宗羲原本[清]全祖望修定　版本信息[道光道州何氏刊本排印]
188 明儒學案六十二卷 [清] 宗羲撰　版本信息[乾隆四年鄭氏補刊本排印]
189 國朝學案小識十四卷 [清]唐鑑撰　版本信息[原刻本校排印]
190 困學紀聞二十卷 [清]翁元圻撰　版本信息[通行本排印]
191 日知 集釋三十二卷 [清]顧炎武撰[清] 汝成集釋併撰勘誤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192 十駕齋養新 二十卷 [清]錢大昕撰　版本信息[潛研堂本排印]
193 東塾讀書記二十五卷 [清]陳澧撰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194 齊民要術十卷 [後魏]賈思勰撰　版本信息[學津討原本排印]
195 農桑輯要七卷 [元]司農司撰　版本信息[浙江局刊本排印]
196 内經素問二十四卷 [唐]王冰注[宋]林億等奉敕校正　版本信息[明顧氏影宋本排印]
197 神農本草經三卷 [魏] 普等述[清]孫星衍同輯[清]孫馮翼同輯　版本信息[問經堂本排印]
198 難經集注五卷 [明]王九思等撰　版本信息[守山閣本排印]
199 傷寒論十卷 [漢]張機述[晉]王叔和編金]成無巳注　版本信息[古今醫統本排印]
200 金匱要畧三卷 [漢]張機述[晉]王叔和編[宋]林億等詮次　版本信息[醫統正脈全書本排印]
201 靈樞經十二卷 　版本信息[醫統正脈全書本排印]
202 長術輯要十卷 [清]汪曰楨撰　版本信息[荔牆叢刻本排印]
203 易林十六卷 [漢]焦贛撰　版本信息[士禮居校宋本排印]
204 皇極經世書十卷 [宋]邵雍撰[清]包燿等注　版本信息[通行本排印]
205 淮南子二十一卷 [漢]劉安撰[漢]高誘注[清]莊逵吉校　版本信息[武進莊氏刊本排印]
206 抱朴子内篇二十卷 [晉]葛洪撰　版本信息[平津館本排印]
207 抱朴子外篇五十卷 [晉]葛洪撰　版本信息[平津館本排印]
208 顔氏家訓七卷 [北齊]顏之推撰[清]趙曦明注[清]盧文弨注補[清]錢大昕撰注補正　版本信息[抱經堂本排印]
209 子略四卷 [宋]高似孫撰　版本信息[學津討原本排印]
210 博物志十卷 [晉]張華撰[宋]周日用注　版本信息[士禮居本排印]
211 世説新語三卷 [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　版本信息[明刊本排印]
212 續世説十二卷 [宋]孔平仲撰　版本信息[守山閣本排印]
213 䟽同契考異一卷 [宋]朱熹撰　版本信息[守山閣本排印]
214 弘明集十四卷 [梁]釋僧祐輯　版本信息[明刊本排印]
215 廣弘明集四十卷 [唐]釋道宣輯　版本信息[常州天甯寺本排印]
216 楚辭十七卷 [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　版本信息[汲古閣[宋]刻洪校本排印]
217 蔡中郎集十卷 [漢]蔡邕撰[清]高儒輯校　版本信息[海原閣校刊本排印]
218 曹子建集十卷 [魏]曹植撰　版本信息[明刊本排印]
219 嵇中散集十卷 [魏]嵇康撰　版本信息[明刊本排印]
220 陸士衡集十卷 [晉]陸機撰　版本信息[二十名家集本排印]
221 陸士龍集十卷 [晉]陸雲撰　版本信息[二十名家集本排印]
222 靖莭先生集十二卷 [晉]陶潛撰[清]陶澍集注併撰陶彙集攷異　版本信息[陶澍集注本排印]
223 鮑氏集十卷 [宋]鮑照撰　版本信息[宋刊本排印]
224 謝宣城集五卷 [南齊]謝朓撰　版本信息[拜經樓本排印]
225 昭明太子集五卷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版本信息[明刊本排印]
226 江文通集四卷 [梁]江淹撰[清]梁賓輯　版本信息[梁氏校刊本排印]
227 何水部集一卷 [梁]何遜撰　版本信息[文瀾閣本百三名家集本排印]
228 庾開府全集十六卷 [北周]庚信撰[清]倪璠注併撰附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229 徐孝穆集箋注六卷 [陳]徐陵撰[清] 兆宜箋注[清]徐文炳撰備考　版本信息[ 江 氏刊本排印]
230 唐女郎魚玄機詩一卷 [唐]魚玄機撰　版本信息[百宋一廛藏宋本排印]
231 南唐二主詞一卷 [南唐]李璟李煜同撰　版本信息[栗香室叢書名家詞集本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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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初唐四傑集二十一卷 [唐]王勃等撰　版本信息[通行本排印]
233 曲江集十二卷 [唐]張九齡撰　版本信息[祠堂本排印]
234 李太白全集三十六卷 [唐]李白撰[清]王琦輯注　版本信息[乾隆二十四年序刊本排印]
235 杜工部集二十卷 [唐]杜甫撰　版本信息[玉鈎草堂本排印]
236 王右丞集箋注三十卷 [唐]王維撰[清]趙殿成箋注　版本信息[乾隆二年序刊本排印]
237 孟浩然集四卷 [唐]孟浩然撰　版本信息[明刊本排印]
238 元次山集十卷 [唐]元結撰　版本信息[明刊本排印]
239 劉随州集十一卷 [唐]劉長卿撰　版本信息[席氏本排印]
240 顔魯公集三十卷 [唐]顏真卿撰[宋]留元剛撰年譜　版本信息[三長物齋叢書本排印]
241 韋蘇州集十卷 [唐]韋應物撰　版本信息[項氏翻宋本排印]
242 李長吉歌詩四卷 [唐]李賀撰[清]王琦彙解　版本信息[乾隆二十五年刊本排印]
243 昌黎先生集四十卷 [唐]韓愈撰[宋]廖瑩中輯注[宋]朱熹考異[清]陳景雲
244 柳河東集五十卷 [唐]柳宗元撰[明]蔣之翹輯注　版本信息[三徑藏書本排印]
245 劉賔客文集四十卷 [唐]劉禹錫撰　版本信息[結一廬朱氏刊本排印]
246 孟東野集十卷 [唐]孟郊撰　版本信息[明刊本排印]
247 温飛卿集箋注九卷 [唐] 庭筠撰[明]曾益原注[清]顧子咸補注[清]男顧嗣立重校　版本信息[秀野草堂本排印]
248 賈長江集十卷 [唐]賈島撰　版本信息[明刊本排印]
249 樊川詩集注七卷 [唐]杜牧撰[清]馮集梧注　版本信息[馮氏集注本排印]
250 元氏長慶集六十卷 [唐]元稹撰　版本信息[明刊本排印]
251 白香山詩集三十八卷 [唐]白居易撰[清]汪立名按　版本信息[康熙四十二年一隅草堂刊本排印]
252 玉谿生詩箋注六卷 玉溪生诗详注补一卷[清]馮浩撰　版本信息[原刻本校刊本排印]
253 樊南文集詳注八卷 [清]馮浩撰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254 樊南文集補編十二卷 [清]錢振倫箋[清]錢振常注　版本信息[同治五年刊本排印]
255 徐公集三十卷 [宋]徐鉉撰　版本信息[紹興十九年明州本排印]
256 和靖詩集四卷 [宋]林逋撰
257 白石道人詩集歌曲八卷 [宋]姜夔撰　版本信息[愉園叢書本排印]
258 蘋洲漁笛譜二卷 [宋]周密撰[清]江昱考證　版本信息[彊村叢書廣陵江氏考證本排印]
259 蘇學士集十六卷 [宋]蘇舜欽撰　版本信息[宋氏校刊本排印]
260 后山集二十四卷 [宋]陳師道撰　版本信息[趙氏刊本排印]
261 司馬温公集十四卷 [宋]司馬光撰　版本信息[陳氏刊本排印]
262 南豐先生元豐類藳五十卷 [宋]曾鞏撰　版本信息[明刊本排印]
263 宛陵集六十卷 [宋]梅堯臣撰　版本信息[康熙四十一年刊本排印]

264
歐陽文忠全集一百五十三
卷

[宋]歐陽修撰　版本信息[祠堂本排印]

265 嘉祐集十五卷 [宋]蘇洵撰　版本信息[明刊本排印]
266 斜川集六卷 [宋]蘇過撰　版本信息[知不足齋叢書本排印]
267 東坡七集四十卷 [宋]蘇軾撰　版本信息[陶齋校刊本校刊
268 欒城集八十四卷 [宋]蘇轍撰　版本信息[明刊本排印]
269 王臨川全集一百卷 [宋]王安石撰　版本信息[明刊本排印]
270 山谷内集二十卷 [宋]黄庭坚撰　版本信息[仿宋刊本排印]
271 山谷外集十七卷 [宋]史容撰　版本信息[仿宋刊本排印]
272 山谷別集二卷 [宋]史季 撰　版本信息[仿宋刊本排印]
273 淮海集十七卷 [宋]秦觀撰[清]王敬之等輯　版本信息[道光十七年王氏等重刊本排印]
274 簡齋詩集三十卷 [宋]陳與義撰[宋]胡稺箋注　版本信息[宋刊本排印]
275 誠齋集四十二卷 [宋]杨万里　版本信息[清乾隆吉安刻本校刊排印]
276 劍南詩藳八十五卷 [宋]陸游撰　版本信息[汲古閣本排印]
277 渭南文集五十卷 [宋]陸游撰　版本信息[汲古閣本排印]
278 南唐書十八卷 [宋]陆游撰[元]戚光撰音釋　版本信息[汲古閣本排印]
279 水心集二十九卷 [宋]葉適撰　版本信息[乾隆二十年刊本排印]
280 龍川文集三十卷 [宋]陳亮撰　版本信息[永康胡氏退補齋刊本排印]
281 張子野詞二卷 [宋]張先撰[清]朱孝臧撰校記　版本信息[彊村叢書本排印]
282 山中白雲八卷 [宋]張炎撰[清]江昱疏證[清]朱孝臧撰校記　版本信息[彊村叢書江氏疏證本排印]
283 花外集一卷 [宋]王沂孫撰　版本信息[四印齋本排印]
284 片玉集十卷 [宋]周邦彥撰[宋]陳元龍集注　版本信息[彊村叢書本排印]
285 石湖詞一卷 [宋]范成大撰[清]朱孝臧撰校記　版本信息[彊村叢書本排印]
286 稼軒詞十二卷 [宋]辛棄疾撰[清]朱孝臧撰校記　版本信息[四印齋本排印]
287 夢窗詞集一卷 [宋] 文英撰[清]朱孝臧撰小箋　版本信息[彊村叢書本排印]
288 貞居詞一卷 [元]張雨撰　版本信息[彊村叢書本排印]
289 蜕巖詞二卷 [元]張翥撰　版本信息[厲樊榭校本排印]
290 元遺山詩箋注十四卷 [清]施國祁撰併輯[明]儲瓘輯附 　版本信息[蔣氏刊本排印]
291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 [元]袁桷撰[清]郁松年撰札記　版本信息[宜稼堂叢書本排印]
292 道園學古 五十卷 [元]虞集撰　版本信息[明刊本排印]
293 鐵厓古樂府注十卷 [清]樓卜瀍撰　版本信息[乾隆三十九年刊本排印]
294 宋文憲公全集五十三卷 [宋]濂撰　版本信息[嘉慶十五年嚴氏校刊本排印]
295 髙青邱詩集注二十五卷 　版本信息[清雍正刻本校刊
296 遜志齋集二十四卷 [明]方孝孺撰　版本信息[明刊本排印]
297 震川文集四十卷 [明]歸有光撰　版本信息[康熙刊本排印]
298 亭林全集十二卷 [清]顧炎武撰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299 南雷文定二十一卷 [清] 宗羲撰　版本信息[粵雅堂本排印]
300 薑齋文集十卷 [清]王夫之撰　版本信息[船山遺書本排印]
301 儀鄭堂駢體文三卷 　版本信息[原刻本校刊
302 茗柯文編六卷 [清]張惠言撰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303 壯悔堂集十一卷 [清]侯方域撰　版本信息[康熙刊本排印]
304 詩集覽二十卷 [清] 偉業撰[清]靳榮藩輯　版本信息[乾隆刊本排印]
305 曝書亭全集八十卷 [清]朱彝尊撰[清]朱昆田撰笛漁小稿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306 漁洋山人精華 訓纂十卷 [清]王士禎撰[清]惠棟注併撰年譜　版本信息[紅豆齋刊本排印]
307 安雅堂詩集一卷 [清]宋琬撰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308 靈芬館詞四種七卷 [清]郭麟撰　版本信息[原刻本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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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飴山堂詩文集三十二卷 [清]趙執信撰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310 蓮洋詩鈔二十卷 [清] 雯撰[清]翁方綱撰年譜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311 敬業堂詩集五十六卷 [清]查慎行撰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312 望溪先生全集二十八卷 [清]方苞撰[清]蘇惇元輯年譜　版本信息[咸豐元年桐城戴氏重刊本排印]
313 樊榭山房全集 [清]厲鶚撰[清]龔胡崟輯附 　版本信息[光緒
314 小倉山房詩文集八十卷 [清]袁枚撰　版本信息[乾隆嘉慶間刊本排印]
315 述學内外編四卷 [清]汪中撰　版本信息[揚州詩局本排印]
316 東原集十二卷 [清]戴震撰　版本信息[經韻樓本校刊
317 卷施閣集三十八卷 [清]洪亮吉撰[清]呂培等輯年譜　版本信息[江北江遺書本排印]
318 更生齋集十八卷 [清]洪亮吉撰　版本信息[洪北江遺書本排印]
319 惜抱軒全集 [清]姚鼐撰　版本信息[嘉慶十二年刊本排印]
320 大雲山房集十一卷 [清]惲敬撰　版本信息[嘉慶十六年至嘉慶二十年刊本排印]
321 唐確慎公集十卷 [清]唐鑑撰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322 定庵全集十七卷 [清]龔自珍撰　版本信息[光緒二十八年刊本排印]
323 曾文正公詩文集六卷 [清]曾國藩撰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324 經 集二十一卷 [清]鄭珍撰光緒二十年刊本排印]
325 定山堂詩餘四卷 [清]龔鼎孳撰　版本信息[光緒龔氏藏本排印]
326 湖海樓詞集三十卷 [清]陳維崧撰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327 珂雪詞二卷 [清]曹貞吉撰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328 納蘭詞五卷 [清]納蘭性德撰　版本信息[愉園叢書本排印]
329 彈指詞二卷 [清]顧貞觀撰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330 文選李善注六十卷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注[清]胡克家撰考異　版本信息[鄱陽胡氏重校刊本排印]
331 六朝文絜四卷 [清]許槤輯併評　版本信息[海昌許氏刊本排印]
332 駢體文鈔三十一卷 [清]李兆洛輯[清]譚獻評　版本信息[康刻譚校本排印]
333 古文辭類纂七十五卷 [清]姚鼐輯[清]李承淵撰校勘記　版本信息[滁州李氏求要堂刊本排印]
334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八卷 [清]黎庶昌輯　版本信息[光緒十五年刊本排印]
335 經史百家雜鈔二十六卷 [清]曾國藩輯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336 樂府詩集一百卷 [宋]郭茂倩輯　版本信息[汲古閣刊本排印]
337 玉臺新詠十卷 [清] 兆宜注　版本信息[長洲程氏删補本排印]
338 古詩源十四卷 [清]沈德潛輯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339 古詩選三十二卷 [清]王士禎辑　版本信息[原刻本校刊
340 今體詩鈔十八卷 [清]姚鼐輯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341 十八家詩鈔二十八卷 [清]曾國藩輯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342 花閒集十卷 [後蜀]趙崇祚輯　版本信息[臨桂王氏影宋本排印]
343 草堂詩餘四卷 [宋]佚名輯　版本信息[毛氏汲古閣本排印]
344 絶妙好詞箋七卷 [清]查為仁同撰[清]厲鶚同撰[清]余集輯續鈔[清]徐楙輯又續　版本信息[乾隆十五年錢唐徐氏刊
345 詞選續詞選附録五卷 [清]張惠言輯[清]鄭善長輯附 [清]董毅輯續　版本信息[嘉慶道光中刊本排印]
346 白香詞譜四卷 [清]舒夢蘭輯　版本信息[半厂叢書本排印]
347 詞綜三十八卷 [清]朱彝尊輯[清]王昶補併輯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348 明詞綜十二卷 [清]王昶輯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349 國朝詞綜四十八卷 [清]王昶輯　版本信息[嘉慶七年嘉慶八年刊本排印]
350 國朝詞綜二集八卷 [清]王昶輯　版本信息[嘉慶七年嘉慶八年刊本排印]
351 國朝詞綜續編二十四卷 [清] 燮[清]輯　版本信息[同治十二年刊本排印]
352 宋六十名家詞六十一种 [明]毛晉輯　版本信息[毛氏汲古閣本排印]
353 十五家詞三十七卷 [清]孫默輯　版本信息[文瀾文津閣本排印]
354 元曲選一百种 [明]臧懋循輯　版本信息[萬 四十四年序刊本排印]
355 古文緒論一卷 [清]吕璜纂　版本信息[别下齋叢書本校刊
356 説詩晬語二卷 [清]沈德潛撰　版本信息[刊本排印]
357 文心雕龍十卷 [梁]劉勰撰[清] 叔琳注　版本信息[道光十三年刊本排印]
358 鍾嶸司空詩品三卷 [梁]鍾嶸撰　版本信息[學津討原本排印]
359 苕溪漁隱叢話一百卷 [宋]胡仔撰　版本信息[耘經樓仿宋本排印]
360 詞林韵釋一卷 [宋]佚名撰　版本信息[菉斐軒本排印]
361 詩韵五卷 [清]周兆基輯　版本信息[通行本排印]
362 鳴原堂論文二卷 [清]曾國藩撰　版本信息[曾文正公全集本排印]
363 詞律二十卷 [清]萬樹撰[清]徐本立輯拾遺[清]杜文瀾輯補遺　版本信息[合刊本排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