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番号 DLJ番号 書名 著者 版本
1 DLJ0040019 愛日堂詩文集10卷 [清]孫宗彝 清乾隆三十五年孫同邵刻本
2 DLJ0040023 宛鄰集5卷 [清]張琦 清光緒盛氏刻常州先哲遺書本
3 DLJ0040025 安雅堂詩不分卷 [清]宋琬 清順治十七年刻本
4 DLJ0040027 安雅堂文集2卷 [清]宋琬 清康熙刻本
5 DLJ0040028 安雅堂未刻稿10卷 [清]宋琬 清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6 DLJ0040030 安愚齋集4卷 [清]周錫溥 清光緒八年養知書屋刻本
7 DLJ0040031 安般簃集10卷 [清]袁昶 清光緒袁氏小漚巢刻本
8 DLJ0040037 依園詩集6卷 [清]顧嗣協 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
9 DLJ0040040 夷牢溪廬詩鈔7卷 [清]黎汝謙 清光緒二十五年羊城刻本

10 DLJ0040041 夷牢溪廬文鈔6卷 [清]黎汝謙 清光緒二十七年羊城刻本
11 DLJ0040042 威鳳堂文集不分卷 [清]陸圻 清康煕刻本
12 DLJ0040043 惟清齋全集17卷 [清]鐵保 清道光二年石經堂刻本
13 DLJ0040045 意園文略2卷 [清]盛昱 清宣統二年楊鍾羲金陵刻本
14 DLJ0040046 意苕山館詩稿16卷 [清]陸嵩 清光緒十八年陸潤庠刻本
15 DLJ0040047 易簡齋詩鈔4卷 [清]和瑛 清道光刻本
16 DLJ0040049 為可堂初集10卷 [清]朱一是 清順治十一年刻本
17 DLJ0040051 衣讔山房詩集8卷 [清]林昌彝 清同治二年廣州刻本
18 DLJ0040053 井福堂文稿10卷 [清]汪學金 清嘉慶十年汪彥博刻本
19 DLJ0040056 一鐙精舍甲部稿5卷 [清]何秋濤 清光緒五年淮南書局刻本
20 DLJ0040057 一瓢齋詩存6卷 [清]薛雪 清乾隆掃葉村莊刻本
21 DLJ0040059 一樓集20卷 [清]黃達 清乾隆刻本
22 DLJ0040060 一齋舊詩1卷 [清]魏學誠 清康煕刻本
23 DLJ0040061 逸德軒詩集3卷 [清]田蘭芳 清康熙二十六年劉榛等刻本
24 DLJ0040062 逸德軒文集3卷 [清]田蘭芳 清康煕二十六年劉榛等刻本
25 DLJ0040063 茨村咏史新樂府2卷 [清]胡介祉 清諸暨郭雲學種花莊刻本
26 DLJ0040064 芋香詩鈔4卷 [清]釋宗渭 清康煕四十三年刻本
27 DLJ0040066 因寄軒文集16卷 [清]管同 清道光十三年管氏刻本
28 DLJ0040068 窺園稿不分卷 [清]賀振能 清康煕刻本
29 DLJ0040069 窺園詩鈔1卷 [清]朱采 清康煕刻本
30 DLJ0040071 運甓軒文集8卷 [清]陶士偰 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31 DLJ0040073 雲臥山莊詩集8卷 [清]郭崑燾 清光緒十一年郭氏岵瞻堂刻本
32 DLJ0040074 雲左山房詩鈔11卷 [清]林則徐 清光緒十二年刻本
33 DLJ0040075 雲左山房詩餘不分卷 [清]林則徐 清光緒十二年刻本
34 DLJ0040089 詠花軒詩集6卷 [清]張廷璐 清乾隆刻本
35 DLJ0040093 益戒堂詩集16卷 [清]揆叙 清雍正元年揆永壽謙牧堂刻本
36 DLJ0040094 悦親樓詩集32卷 [清]祝德麟 清嘉慶二年姑蘇刻本
37 DLJ0040096 越縵堂詩續集10卷 [清]李慈銘 民國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38 DLJ0040097 越縵堂文集12卷 [清]李慈銘 民國北平圖書館鉛印本
39 DLJ0040099 延綠閣集12卷 [清]華希閔 清雍正刻本
40 DLJ0040102 煙霞萬古樓詩選2卷 [清]王曇 清咸豐元年徐渭仁刻本
41 DLJ0040103 煙霞萬古樓文集6卷 [清]王曇 清嘉慶二十一年虎丘東山廟刻道光增修本
42 DLJ0040104 煙波漁唱4卷 [清]張應昌 清同治二年西昌旅舍刻增修本
43 DLJ0040105 燕山草堂集5卷 [清]陳僖 清康煕刻本
44 DLJ0040108 燕日堂錄七種12卷 [清]廖志灝 清康煕刻本
45 DLJ0040112 遠香亭詩鈔4卷 [清]楊有涵 清乾隆五十九年楊懋珩刻本
46 DLJ0040116 横雲山人集32卷 [清]王鴻緒 清康熙刻增修本
47 DLJ0040117 横山初集16卷 [清]裘璉 清康煕刻本
48 DLJ0040127 王石臞先生遺文4卷 [清]王念孫 民國十四年羅氏鉛印高郵王氏遺書本
49 DLJ0040134 王文簡公文集4卷 [清]王引之 民國十四年羅氏鉛印高郵王氏遺書本
50 DLJ0040136 王文敏公遺集8卷 [清]王懿榮 民國劉氏刻求恕齋叢書本
51 DLJ0040149 翁山文外18卷 [清]屈大均 清康熙刻本
52 DLJ0040150 翁山文鈔10卷 [清]屈大均 清康煕刻本
53 DLJ0040151 憶山堂詩錄8卷 [清]宋翔鳳 清嘉慶二十三年刻道光五年增修本
54 DLJ0040152 憶雪樓詩集2卷 [清]王煐 清康熙三十五年王氏貞久堂刻本
55 DLJ0040153 憶漫庵賸稿不分卷 [清]余集 清道光刻本
56 DLJ0040160 可園詞存4卷 [清]陳作霖 清宣統元年刻增修本
57 DLJ0040161 可園詩存28卷 [清]陳作霖 清宣統元年刻增修本
58 DLJ0040168 嘉遇堂詩不分卷 [清]沈廣輿 清康熙間刻本
59 DLJ0040169 嘉樹山房集13卷 [清]李中簡 清嘉慶六年嘉樹山房刻本
60 DLJ0040173 夏峯先生集14卷 [清]孫奇逢 清光緒畿輔叢書本
61 DLJ0040181 珂雪集不分卷 [清]曹貞吉 清康煕刻本
62 DLJ0040185 稼門詩文鈔17卷 [清]汪志伊 清嘉慶十五年刻後印本

歴代詩文別集(清代上篇)



63 DLJ0040187 花宜館詩鈔16卷 [清]吳振棫 清同治四年刻本
64 DLJ0040188 花妥樓詩20卷 [清]葛祖亮 清乾隆刻本
65 DLJ0040191 荷塘詩集16卷 [清]張五典 清乾隆刻本
66 DLJ0040197 華林莊詩集4卷 [清]姚孔□ 清乾隆刻本
67 DLJ0040201 霞光集4卷 [清]沈鍾 清刻本
68 DLJ0040202 我詩稿6卷 [清]傅眉 清鈔本
69 DLJ0040203 臥龍山人集14卷 [清]葛芝 清康煕九年自刻本
70 DLJ0040204 賀先生文集4卷 [清]賀濤 民國三年徐世昌刻本
71 DLJ0040205 雅雨堂集7卷 [清]盧見曾 清道光二十年盧樞清雅堂刻本
72 DLJ0040208 介石堂集20卷 [清]郭起元 清乾隆刻本
73 DLJ0040209 介亭外集6卷 [清]江濬源 清同治十三年江潮刻介亭全集本
74 DLJ0040210 介亭詩鈔不分卷 [清]江濬源 清同治十三年江潮刻介亭全集本
75 DLJ0040211 介亭文集6卷 [清]江濬源 清同治十三年江潮刻介亭全集本
76 DLJ0040212 解舂集詩鈔3卷 [清]馮景 清乾隆盧氏刻抱經堂叢書本
77 DLJ0040213 解舂集文鈔14卷 [清]馮景 清乾隆盧氏刻抱經堂叢書本
78 DLJ0040214 悔翁詩鈔16卷 [清]汪士鐸 清光緒張士珩味古齋刻本
79 DLJ0040215 悔存詩鈔8卷 [清]黃景仁 清嘉慶元年劉大觀刻本
80 DLJ0040216 改亭詩文集22卷 [清]計東 清乾隆十三年計璸刻本
81 DLJ0040219 晦明軒稿不分卷 [清]楊守敬 清光緒二十七年鄰蘇園刻本
82 DLJ0040223 海愚詩鈔12卷 [清]朱孝純 清乾隆年刻本
83 DLJ0040225 海山存稿20卷 [清]周煌 清乾隆五十八年周氏葆素家塾刻後印本
84 DLJ0040226 海秋詩集26卷 [清]湯鹏 清道光十八年刻本
85 DLJ0040228 海峰詩集11卷 [清]劉大櫆 清刻本
86 DLJ0040229 海峰文集8卷 [清]劉大櫆 清刻本
87 DLJ0040230 海陽 略2卷 [清]廖騰煃 清康煕浴雲樓刻本
88 DLJ0040233 海國勝遊草不分卷 [清]斌椿 清同治刻本
89 DLJ0040236 芥浦詩删12卷 [清]胡蘇雲 清乾隆刻本
90 DLJ0040237 街南文集20卷 [清]吳肅公 清康煕二十八年吳承勵刻本
91 DLJ0040238 街南續集7卷 [清]吳肅公 清康煕程士琦等刻本
92 DLJ0040242 確庵文稿25卷 [清]陳瑚 清康熙間毛氏汲古閣刻本
93 DLJ0040243 穫經堂初藁8卷 [清]汪泩 清乾隆六十年刻本
94 DLJ0040244 郭大理遺稿8卷 [清]郭尚先 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95 DLJ0040254 乾初先生遺集44卷 [清]陳確 清餐霞軒鈔本
96 DLJ0040257 寒支集16卷 [清]李世熊 清初檀河精舍刻本
97 DLJ0040260 漢孳室文鈔4卷 [清]陶方琦 清光緒十八年徐氏鑄學齋刻本
98 DLJ0040268 甘泉鄉人稿26卷 [清]錢泰吉 清同治十一年刻光緒十一年增修本
99 DLJ0040269 甘莊恪公全集16卷 [清]甘汝來 清乾隆賜福堂刻本

100 DLJ0040270 看山閣集64卷 [清]黃圖珌 清乾隆間刻本
101 DLJ0040271 簡松草堂詩文集32卷 [清]張雲璈 清道光刻三影閣叢書本
102 DLJ0040272 簡學齋詩8卷 [清]陳沆 清咸豐二年陳廷經刻本
103 DLJ0040276 簡莊詩文鈔9卷 [清]陳鱣 清光緒十四年羊復禮刻本
104 DLJ0040277 缶廬詩4卷 [清]吳昌碩 清光緒十九年刻本
105 DLJ0040278 缶廬別存不分卷 [清]吳昌碩 清光緒十九年刻本
106 DLJ0040282 鑑止水齋集20卷 [清]許宗彥 清嘉慶二十四年德清許氏家刻本
107 DLJ0040283 閑存堂集23卷 [清]張永銓 清康熙刻增修本
108 DLJ0040286 韓集箋正5卷 [清]方成珪 民國瑞安陳氏湫漻齋鉛印本
109 DLJ0040288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12卷[清]方世舉 清乾隆二十三年盧見曾雅雨堂刻本
110 DLJ0040289 含英閣詩草10卷 [清]鄭煕績 清康熙間含英閣刻本
111 DLJ0040290 含星集4卷 [清]王譽昌 清康熙間刻本
112 DLJ0040291 含經堂集32卷 [清]徐元文 清刻本
113 DLJ0040297 奇觚廎詩集5卷 [清]葉昌熾 民國十五年刻本
114 DLJ0040298 奇觚廎文集4卷 [清]葉昌熾 民國十年刻本
115 DLJ0040299 寄庵詩文鈔33卷 [清]劉大紳 民國刻雲南叢書初編本
116 DLJ0040301 寄簃文存8卷 [清]沈家本 民國刻沈寄簃先生遺書本
117 DLJ0040302 希古堂集8卷 [清]譚宗浚 清光緒十六年羊城刻本
118 DLJ0040305 希硜齋集6卷 [清]周之方 清雍正刻本
119 DLJ0040311 文達公遺集32卷 [清] 昀 清嘉慶十七年 樹馨刻本
120 DLJ0040313 儀顧堂集20卷 [清]陸心源 清光緒刻本
121 DLJ0040315 擬山園選集81卷 [清]王鐸 清順治十年王鑨刻本
122 DLJ0040317 祇欠庵集8卷 [清]吳蕃昌 清嘉慶二十五年刻本
123 DLJ0040318 祇平居士集30卷 [清]王元啟 清嘉慶十七年王尚繩恭壽堂刻本
124 DLJ0040319 義門先生集12卷 [清]何焯 清道光三十年姑蘇刻本
125 DLJ0040328 宮巖詩集4卷 [清]李予望 清乾隆三十五年李翬等刻本
126 DLJ0040330 求益齋文集8卷 [清]强汝詢 清光緒二十四年江蘇書局刻求益齋全集本
127 DLJ0040331 求是堂詩集22卷 [清]胡承珙 清道光十三年刻本



128 DLJ0040332 求是堂文集8卷 [清]胡承珙 清道光十七年刻本
129 DLJ0040334 求聞過齋詩集6卷 [清]朱方增 清光緒十九年朱丙壽刻本
130 DLJ0040335 求聞過齋文集4卷 [清]朱方增 清光緒二十年刻本
131 DLJ0040338 居易初集2卷 [清]經元善 清光緒二十七年澳門鉛印本
132 DLJ0040339 居易堂詩集5卷 [清]王曾翼 清乾隆王祖武刻本
133 DLJ0040341 居易堂集21卷 [清]徐枋 清康煕刻本
134 DLJ0040342 居易堂浙中新集4卷 [清]袁學謨 清乾隆間刻本
135 DLJ0040344 居業堂文集20卷 [清]王源 清道光十一年讀雪山房刻本
136 DLJ0040346 許子詩文存不分卷 [清]許濬 清康煕刻本
137 DLJ0040348 許文肅公遺稿12卷 [清]許景澄 民國鉛印本
138 DLJ0040349 漁山詩草2卷 [清]邊汝元 清乾隆四十年刻本
139 DLJ0040351 漁洋山人精華錄10卷 [清]王士禎 清康熙三十九年林佶寫刻本
140 DLJ0040354 京華集1卷 [清]朱載震 清康煕刻本
141 DLJ0040356 協律鈎玄6卷 [清]陳本禮 清嘉慶陳氏裛露軒刻本
142 DLJ0040360 響泉集18卷 [清]顧光旭 清宣統刻本
143 DLJ0040365 玉鑑堂詩集6卷 [清]汪曰楨 民國十年劉氏嘉業堂刻吳興叢書本
144 DLJ0040366 玉山詩鈔4卷 [清]項樟 清乾隆二十六年項成龍刻本
145 DLJ0040367 玉山文鈔4卷 [清]項樟 清乾隆二十六年項成龍刻本
146 DLJ0040369 玉叔聞先生詩鈔不分卷 [清]王鏳 清乾隆七年清芬堂刻本
147 DLJ0040370 玉照亭詩鈔20卷 [清]陳大章 清乾隆九年陳師晉刻本
148 DLJ0040374 玉川子詩集注5卷 [清]孫之騄 清初刻晴川八識本
149 DLJ0040375 玉亭集14卷 [清]吳高增 清乾隆間刻本
150 DLJ0040377 玉芳詩草2卷 [清]覃光瑤 清乾隆三十五年覃光暐曹南衙署本
151 DLJ0040378 玉几山房吟卷不分卷 [清]陳撰 清康煕刻本
152 DLJ0040382 玉笙樓詩錄13卷 [清]沈壽榕 清光緒九年刻增修本
153 DLJ0040383 玉臺詞鈔1卷 [清]于學謐 清乾隆榮慶堂刻本
154 DLJ0040385 玉谿生詩詳注3卷 [清]馮浩 清乾隆四十五年德聚堂刻本
155 DLJ0040390 桐城吳先生詩文集6卷 [清]吳汝綸 清光緒三十年王恩紱等刻桐城吳先生全書本
156 DLJ0040392 勤餘文牘8卷 [清]陳錦 清光緒四年刻本
157 DLJ0040394 琴隱園詩集36卷 [清]湯貽汾 清同治十三年曹士虎刻本
158 DLJ0040396 金粟山房詩鈔10卷 [清]朱寯瀛 清光緒二十七年刻本
159 DLJ0040402 金文通公集40卷 [清]金之俊 清康煕二十五年懷天堂刻本
160 DLJ0043850 金文通疏草6卷 [清]金之俊撰 清康熙二十五年懷天堂刻本
161 DLJ0040405 金臺集2卷 [清]許承宣 清康熙衣德堂刻本
162 DLJ0040407 九煙先生遺集6卷 [清]周星 清道光二十九年左仁周詒樸刻本
163 DLJ0040411 九梅村詩集20卷 [清]魏燮均 清光緒元年紅杏山莊刻本
164 DLJ0040419 矩庵詩質12卷 [清]高一麟 清乾隆高莫及刻本
165 DLJ0040423 愚谷文存14卷 [清]吳騫 清嘉慶十二年刻本
166 DLJ0040424 愚谷文存續編2卷 [清]吳騫 清嘉慶十九年刻本
167 DLJ0040425 愚齋存稿100卷 [清]盛宣懷 民國二十八年盛恩頤等刻本
168 DLJ0040430 偶更堂集4卷 [清]徐作肅 清傳盛社刻本
169 DLJ0040431 偶然吟4卷 [清]尹嘉銓 清乾隆二十九年六有齋刻本
170 DLJ0040432 偶存軒稿3卷 [清]釋等安 清康熙鄭性等刻本
171 DLJ0040433 偶存篇不分卷 [清]吳莊 清刻本
172 DLJ0040434 偶齋詩草36卷 [清]寶廷 清光緒二十一年方家澍刻本
173 DLJ0040438 寓蜀草4卷 [清]王培荀 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174 DLJ0040439 屈翁山詩集8卷 [清]屈大均 清康煕李肇元等刻本
175 DLJ0040450 敬一堂詩鈔16卷 [清]顧八代 清乾隆十五年刻本
176 DLJ0040451 敬業堂詩續集6卷 [清]查慎行 清乾隆查學等刻本
177 DLJ0040452 敬業堂集56卷 [清]查慎行 清康熙刻本
178 DLJ0040454 敬亭詩文17卷 [清]沈起元 清乾隆十九年刻增修本
179 DLJ0040456 敬孚類稿16卷 [清]蕭穆 清光緒三十三年刻本
180 DLJ0040457 敬齋文集13卷 [清]吳高增 清乾隆沈儀庭等刻本
181 DLJ0040460 景文堂詩集13卷 [清]戚學標 清乾隆五十六刻本
182 DLJ0040462 桂馨堂集13卷 [清]張廷濟 清道光刻本
183 DLJ0040465 桂山堂詩文選12卷 [清]王嗣槐 清康熙青筠閣刻本
184 DLJ0040467 桂留山房詞集不分卷 [清]沈學淵 清道光二十四年郁松年刻本
185 DLJ0040468 桂留山房詩集12卷 [清]沈學淵 清道光二十四年郁松年刻本
186 DLJ0040472 稽古堂詩集不分卷 [清]許全治 清乾隆十一年許安瀾等刻本
187 DLJ0040473 稽古齋全集8卷 [清]弘晝 清乾隆十一年內府刻本
188 DLJ0040478 芸簏偶存2卷 [清]王汝璧 清光緒二十年京師刻本
189 DLJ0040480 撃鐵集10卷 [清]薛敬孟 清康熙十年刻本
190 DLJ0040482 月山詩集4卷 [清]恒仁 清乾隆刻本
191 DLJ0040486 月滿樓詩集40卷 [清]顧宗泰 清嘉慶八年瞻園刻本
192 DLJ0040487 月滿樓文集14卷 [清]顧宗泰 清嘉慶八年瞻園刻本



193 DLJ0040488 健餘先生文集10卷 [清]尹會一 清光緒畿輔叢書本
194 DLJ0040492 懸榻編6卷 [清]徐芳 清康熙間刻本
195 DLJ0040493 研六室文鈔11卷 [清]胡培翬 清道光十七年涇川書院刻本
196 DLJ0040495 研栰齋文集2卷 [清]趙希璜 清嘉慶四年安陽縣署刻本
197 DLJ0040496 硯谿先生集11卷 [清]惠周惕 清康熙惠氏紅豆齋刻本
198 DLJ0040499 謙谷集6卷 [清]汪筠 清乾隆八年汪璐刻本
199 DLJ0040502 元遺山詩集箋注14卷 [清]施國祁 清道光二年南潯瑞松堂蔣氏刻本
200 DLJ0040512 古愚心言8卷 [清]彭鵬 清康熙間愚齋刻本
201 DLJ0040513 古衡山房詩集12卷 [清]陳樽 清刻本
202 DLJ0040515 古雪山民詩後8卷 [清]吳銘道 清乾隆刻本
203 DLJ0040516 古調堂初集6卷 [清]馬之驦 清順治古調堂刻本
204 DLJ0040518 古微堂詩集10卷 [清]魏源 清同治九年長沙寶慶郡館刻本
205 DLJ0040519 古微堂集10卷 [清]魏源 清宣統元年國學扶輪社鉛印本
206 DLJ0040521 古處齋詩集13卷 [清]陳祖法 清康煕刻本
207 DLJ0040527 姑山遺集30卷 [清]沈壽民 清康熙間有本堂刻本
208 DLJ0040530 湖海集13卷 [清]孔尚任 清康熙間介安堂刻本
209 DLJ0040531 湖海樓詩集8卷 [清]陳維崧 清刊本
210 DLJ0040539 胡文忠公遺集86卷 [清]胡林翼 清同治六年刻本
211 DLJ0040543 顧景行詩集2卷 [清]顧景文 清康煕三十一年美閒堂刻本
212 DLJ0040545 顧亭林先生詩箋注17卷 [清]徐嘉 清光緒二十三年徐氏味靜齋刻本
213 DLJ0040548 五研齋詩文鈔31卷 [清]沈赤然 清嘉慶刻增修本
214 DLJ0040552 五百四峰堂詩鈔25卷 [清]黎簡 清嘉慶元年刻本
215 DLJ0040556 五峰集15卷 [清]陳正璆 清乾隆九年刻本
216 DLJ0040559 午風堂集6卷 [清]鄒炳泰 清嘉慶刻本
217 DLJ0040564 後湘詩集21卷 [清]姚瑩 清同治六年姚浚昌安福縣署刻中復堂全集本
218 DLJ0040569 侯方域集18卷 [清]侯方域 清順治刻增修本
219 DLJ0040570 光啟堂文集不分卷 [清]方孝標 清刻本
220 DLJ0040573 公餘集10卷 [清]劉秉恬 清乾隆五十年刻本
221 DLJ0040574 公餘草就3卷 [清]汪可進 明萬曆二十四年淑艾堂刻本
222 DLJ0040575 向湖村舍詩初集12卷 [清]趙藩 清光緒十四年長沙刻本
223 DLJ0040578 孝思堂詩文集3卷 [清]侯七乘 清康煕九年刻本
224 DLJ0040583 恒軒詩不分卷 [清]歸莊 清康煕刻本
225 DLJ0040586 校禮堂詩集14卷 [清]凌廷堪 清道光六年張其錦刻本
226 DLJ0040587 校禮堂文集36卷 [清]凌廷堪 清嘉慶十八年張其錦刻本
227 DLJ0040588 校經廎文稿18卷 [清]李富孫 清道光刻本
228 DLJ0040592 江汝社稿9卷 [清]耿汝愚 明萬曆四十六年耿汝忞刻本
229 DLJ0040605 紅雪軒稿6卷 [清]高景芳 清康熙五十八年刻本
230 DLJ0040606 紅葉村稿6卷 [清]梁逸 清康煕刻本
231 DLJ0040607 紅櫚書屋詩集4卷 [清]孔繼涵 清乾隆刻微波榭遺書本
232 DLJ0040609 耕餘居士詩集18卷 [清]鄭世元 清康煕江相書带草堂刻本
233 DLJ0040611 考槃集文錄12卷 [清]方東樹 清光緒二十年刻本
234 DLJ0040616 香山草堂集不分卷 [清]劉友光 清康煕刻本
235 DLJ0040617 香樹齋詩集18卷 [清]錢陳群 清乾隆間刻本
236 DLJ0040618 香樹齋詩續集36卷 [清]錢陳群 清乾隆間刻本
237 DLJ0040619 香樹齋文集28卷 [清]錢陳群 清乾隆間刻本
238 DLJ0040620 香樹齋文集續鈔5卷 [清]錢陳群 清乾隆間刻本
239 DLJ0040621 香雪文鈔10卷 [清]曹學詩 清乾隆間刻本
240 DLJ0040622 香蘇山館詩集36卷 [清]吳嵩梁 清木犀軒刻本
241 DLJ0040623 香亭文稿12卷 [清]吳玉綸 清乾隆六十年滋德堂刻本
242 DLJ0040624 香葉草堂詩存不分卷 [清]羅聘 清嘉慶刻道光十四年印本
243 DLJ0040626 高雲堂詩集16卷 [清]釋曉青 清康熙釋道立刻本
244 DLJ0040627 高士奇集62卷 [清]高士奇 清康煕刻本
245 DLJ0040636 劫餘詩選23卷 [清]齊學裘 清同治八年天空海闊之居刻增修本
246 DLJ0040647 今白華堂詩錄8卷 [清]童槐 清同治八年童華刻本
247 DLJ0040648 今白華堂詩錄補8卷 [清]童槐 清光緒三年童華刻本
248 DLJ0040649 今白華堂文集24卷 [清]童槐 清刻本
249 DLJ0040651 艮齋雜說10卷 [清]尤侗 清康熙刻西堂全集本
250 DLJ0040653 左海文集10卷 [清]陳壽祺 清刻本
251 DLJ0040654 左海文集乙編2卷 [清]陳壽祺 清刻本
252 DLJ0040657 左文襄公集7卷 [清]左宗棠 清光緒十八年刻本
253 DLJ0040659 最樂堂文集6卷 [清]喬光烈 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254 DLJ0040661 載石堂尺牘1卷 [清]宋之繩 清康熙十八年周肇刻本
255 DLJ0040665 在璞堂吟稿1卷 [清]方芳佩 清乾隆刻本
256 DLJ0040666 在璞堂續稿1卷 [清]方芳佩 清乾隆刻本
257 DLJ0040667 昨非集4卷 [清]劉煕載 清刻古桐書屋六種本



258 DLJ0040671 三松堂集30卷 [清]潘奕雋 清嘉慶刻本
259 DLJ0040672 三長物齋詩略5卷 [清]黃本驥 清道光刻三長物齋叢書本
260 DLJ0040673 三長物齋文略6卷 [清]黃本驥 清道光刻三長物齋叢書本
261 DLJ0040676 山舟糿蘭集2卷 [清]陳敬 清乾隆十八年四宜軒刻本
262 DLJ0040685 山木居士外集4卷 [清]魯九皋 清乾隆四十七年刻本
263 DLJ0040686 山遊詩不分卷 [清]歸莊 清康煕刻本
264 DLJ0040690 散原精舍詩2卷 [清]陳三立 清宣統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265 DLJ0040691 使滇集3卷 [清]史申義 清康煕刻本
266 DLJ0040692 司業詩集4卷 [清]陳祖范 清乾隆二十九年刻本
267 DLJ0040693 司業文集4卷 [清]陳祖范 清乾隆二十九年刻本
268 DLJ0040698 四思堂文集8卷 [清]傅維鱗 清康熙十七年刻本
269 DLJ0040699 四照堂詩集11卷 [清]盧綋 清康熙汲古閣刻本
270 DLJ0040700 四照堂詩文集7卷 [清]王猷定 清康煕二十二年刻本
271 DLJ0040702 四知堂文集36卷 [清]楊錫紱 清嘉慶十一年楊有涵等刻本
272 DLJ0040704 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2[清]趙希璜 清乾隆五十八年安陽縣署刻增修本
273 DLJ0040711 子良詩存21卷 [清]馮詢 清刻本
274 DLJ0040715 師竹齋集37卷 [清]李鼎元 清嘉慶刻本
275 DLJ0040716 師伏堂詩草6卷 [清]皮錫瑞 清光緒三十年帥伏堂刻本
276 DLJ0040717 師伏堂駢文二種6卷 [清]皮錫瑞 清光緒二十一年師伏堂刻本
277 DLJ0040718 志寧堂稿不分卷 [清]徐文靖 清乾隆志寧堂刻本
278 DLJ0040719 思益堂集19卷 [清]周壽昌 清光緒十四年王先謙等刻本
279 DLJ0040720 思居堂集13卷 [清]喬于泂 清乾隆二十一年喬序刻本
280 DLJ0040722 思適齋集18卷 [清]顧廣圻 清道光二十九年徐渭仁刻本
281 DLJ0040723 思伯子堂詩集32卷 [清]張際亮 清同治八年姚濬昌刻本
282 DLJ0040725 思綺堂文集10卷 [清]章藻功 清康熙六十一年刻本
283 DLJ0040734 紫竹山房詩文集32卷 [清]陳兆崙 清嘉慶刻本
284 DLJ0040737 紫幢軒詩集32卷 [清]文昭 清雍正刻本
285 DLJ0040738 紫瓊巖詩鈔3卷 [清]允禧 清乾隆二十三年永珹刻本
286 DLJ0040739 紫薇山人詩鈔8卷 [清]沈維基 清乾隆刻本
287 DLJ0040740 紫峴山人全集54卷 [清]張九鉞 清咸豐元年張氏賜錦樓刻本
288 DLJ0040744 詩存4卷 [清]金德瑛 清乾隆三十三年刻本
289 DLJ0040745 賜書堂詩鈔8卷 [清]周長發 清乾隆刻本
290 DLJ0040747 賜綺堂集28卷 [清]詹應甲 清道光止園刻本
291 DLJ0040750 似齋詩存6卷 [清]王廷燦 清刻本
292 DLJ0040756 爾爾書屋詩草8卷 [清]史夢蘭 清光緒元年止園刻本
293 DLJ0040757 爾爾書屋文鈔2卷 [清]史夢蘭 清光緒十七年止園刻本
294 DLJ0040758 而菴詩話不分卷 [清]徐增 民國五年鉛印本
295 DLJ0040759 耳鳴集不分卷 [清]王邦畿 清初古厚堂刻本
296 DLJ0040761 自得園文鈔不分卷 [清]允禮 清刻本
297 DLJ0040769 式馨堂詩文集35卷 [清]魯之裕 清康煕乾隆間刻本
298 DLJ0040771 七經樓文鈔6卷 [清]蔣湘南 清同治八年馬氏家塾刻本
299 DLJ0040773 七錄齋詩鈔10卷 [清]阮葵生 清稿本
300 DLJ0040774 七錄齋文鈔10卷 [清]阮葵生 清稿本
301 DLJ0040776 質菴文集5卷 [清]李漋 清乾隆好音書屋刻本
302 DLJ0040781 芝庭詩文稿22卷 [清]彭啟豐 清乾隆刻增修本
303 DLJ0040786 借閒生詞不分卷 [清]汪遠孫 清道光二十年錢塘汪氏振綺堂刻本
304 DLJ0040787 借閒生詩3卷 [清]汪遠孫 清道光二十年錢塘汪氏振綺堂刻本
305 DLJ0040788 尺岡草堂遺集4卷 [清]陳璞 清光緒十五年刻本
306 DLJ0040789 尺木樓詩集4卷 [清]程世繩 清乾隆二十五年程志隆刻本
307 DLJ0040790 弱水集22卷 [清]屈復 清乾隆七年賀克章刻本
308 DLJ0040791 守意龕詩集28卷 [清]百齡 清道光二十六年讀書樂室刻本
309 DLJ0040792 守柔齋行河草2卷 [清]蘇廷魁 清光緒刻本
310 DLJ0040793 守柔齋詩鈔8卷 [清]蘇廷魁 清同治三年都門刻後印本
311 DLJ0040795 朱九江先生集10卷 [清]朱次琦 清光緒刻本
312 DLJ0040802 受祜堂集12卷 [清]張泰交 清康熙間高熊徵刻本
313 DLJ0040803 授堂詩文鈔18卷 [清]武億 清道光二十三年武氏刻授堂遺書刻本
314 DLJ0040804 樹經堂詩初集15卷 [清]謝啟昆 清嘉慶刻本
315 DLJ0040805 樹經堂詩續集8卷 [清]謝啟昆 清嘉慶刻本
316 DLJ0040806 樹經堂文集4卷 [清]謝啟昆 清嘉慶刻本
317 DLJ0040817 秋影樓詩集9卷 [清]汪繹 清康熙五十二年查慎行刻本
318 DLJ0040820 秋江集6卷 [清]黃任 清乾隆刻本
319 DLJ0040822 秋室集10卷 [清]楊鳳苞 清光緒十一年陸心源刻本
320 DLJ0040823 秋室學古錄6卷 [清]余集 清道光刻本
321 DLJ0040824 秋水閣詩文集9卷 [清]許兆椿 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322 DLJ0040825 秋水集10卷 [清]嚴繩孫 清康熙間雨青草堂刻本



323 DLJ0040826 秋泉居士集17卷 [清]汪士鋐 清乾隆清蔭堂刻本
324 DLJ0040830 秋笳集8卷 [清]吳兆騫 清雍正四年吳桭臣刻本
325 DLJ0040833 秋盦遺稿不分卷 [清]黃易 清宣統二年李汝謙石印本
326 DLJ0040834 秋蟪吟館詩鈔7卷 [清]金和 民國五年刻本
327 DLJ0040835 秋蟬吟草4卷 [清]朱穎 清乾隆三十六年小山居刻本
328 DLJ0040836 習苦齋集12卷 [清]戴煕 清同治五年張曜刻本
329 DLJ0040837 舟車集30卷 [清]陶季 清康煕刻本
330 DLJ0040838 集義軒詠史詩鈔60卷 [清]羅惇衍 清光緒元年刻本
331 DLJ0040841 十峰集5卷 [清]徐基 清康煕刻本
332 DLJ0040842 縮齋文集不分卷 [清]黃宗會 清鈔本
333 DLJ0040843 述職吟2卷 [清]劉秉恬 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
334 DLJ0040844 述學6卷 [清]汪中 無錫孫氏藏本
335 DLJ0040845 春及堂集4卷 [清]方世舉 清乾隆方觀承刻本
336 DLJ0040847 春在堂詩編23卷 [清]俞樾 清光緒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書本
337 DLJ0040848 春在堂雜文43卷 [清]俞樾 清光緒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書本
338 DLJ0040849 春山先生文集3卷 [清]郭善鄰 清乾隆五十六年胡世銓刻本
339 DLJ0040850 春草堂集6卷 [清]謝堃 清道光二十年曲邑奎文齋刻二十五年印春草堂叢書本
340 DLJ0040853 春融堂集68卷 [清]王昶 清嘉慶十二年塾南書舍刻本
341 DLJ0040854 春和堂詩集1卷 [清]允禮 清雍正刻本
342 DLJ0040855 春暉閣詩選6卷 [清]蔣湘南 民國十年陝西教育圖書社鉛印本
343 DLJ0040858 盾墨拾餘14卷 [清]易順鼎 清光緒二十二年刻哭盦叢書本
344 DLJ0040869 恕谷後集13卷 [清]李塨 清雍正刻增修本
345 DLJ0040870 匠門書屋文集30卷 [清]張大受 清雍正七年顧詒禄刻本
346 DLJ0040874 小倦遊閣集27卷 [清]包世臣 清小倦遊閣鈔本
347 DLJ0040876 小重山房詩詞全集32卷 [清]張祥河 清道光刻光緒增修本
348 DLJ0040877 小石渠閣文集6卷 [清]林昌彝 清光緒福州刻本
349 DLJ0040878 小倉山房集81卷 [清]袁枚 清乾隆刻增修本
350 DLJ0040883 小木子詩三刻7卷 [清]朱休度 清嘉慶刻匯印本
351 DLJ0040885 小匏庵詩存6卷 [清]吳仰賢 清光緒四年刻本
352 DLJ0040886 小謨觴館詩文集18卷 [清]彭兆蓀 清嘉慶十一年刻二十二年增修本
353 DLJ0040887 小峴山人集37卷 [清]秦瀛 清嘉慶刻增修本
354 DLJ0040893 尚志館文述18卷 [清]盧錫晉 清康熙六十年刻雍正增刻本
355 DLJ0040894 尚絅堂集56卷 [清]劉嗣綰 清道光六年大樹園刻本
356 DLJ0040899 昌谷集句解4卷 [清]丘象隨 清初丘象隨西軒刻本
357 DLJ0040902 松崖文鈔2卷 [清]惠棟 清光緒劉氏刻聚學軒叢書本
358 DLJ0040905 松梧閣詩集4卷 [清]李暾 清雍正乾隆間刻本
359 DLJ0040906 松心詩錄10卷 [清]張維屏 清咸豐四年趙惟濂羊城鉛印本
360 DLJ0040910 松鶴山房詩文集29卷 [清]陳夢雷 清康熙銅活字印本
361 DLJ0040911 松風閣詩鈔26卷 [清]彭蘊章 清同治刻彭文敬公全集本
362 DLJ0040912 松夢寮詩稿6卷 [清]丁丙 清光緒二十五年丁立中刻本
363 DLJ0040915 松壽堂詩鈔10卷 [清]陳夔龍 清宣統三年京師刻本
364 DLJ0040916 松溪文集1卷 [清]汪梧鳳 清刻本
365 DLJ0040918 松龕先生詩文集6卷 [清]徐繼畲 民國四年鉛印松龕先生全集本
366 DLJ0040922 湘帆堂集26卷 [清]傅占衡 清康煕六十一年活字本
367 DLJ0040924 湘綺樓全集30卷 [清]王闓運 光緒三十三年墨莊劉氏長沙刻本
368 DLJ0040925 湘麋閣遺詩4卷 [清]陶方琦 清光緒十六年鄂局刻本
369 DLJ0040933 肖巖詩鈔12卷 [清]趙良澍 清嘉慶五年涇城雙桂齋刻本
370 DLJ0040936 賞雨茅屋詩集23卷 [清]曾燠 清嘉慶二十四年刻增修本
371 DLJ0040937 上湖詩文編17卷 [清]汪師韓 清光緒十二年汪氏刻叢睦汪氏遺書本
372 DLJ0040941 織水齋集不分卷 [清]李煥章 清乾隆間鈔本
373 DLJ0040942 織簾書屋詩鈔12卷 [清]沈兆澐 清咸豐二年刻本
374 DLJ0040947 心知堂詩稿18卷 [清]汪仲洋 清道光七年刻本
375 DLJ0040948 心孺詩選24卷 [清]傅仲辰 清樹滋堂刻本
376 DLJ0040956 秦川焚餘草7卷 [清]董平章 清光緒二十七年容齋刻本
377 DLJ0040957 進賢堂稿28卷 [清]黎元寛 清康熙間刻本
378 DLJ0040960 人境廬詩草11卷 [清]黃遵憲 民國鉛印本
379 DLJ0040962 尋古齋詩文集6卷 [清]李繼聖 清乾隆十八年刻本
380 DLJ0040963 笥河詩集20卷 [清]朱筠 清嘉慶九年朱珪椒華吟舫刻本
381 DLJ0040964 笥河文集16卷 [清]朱筠 清嘉慶二十年椒華吟舫刻本
382 DLJ0040965 笥河文鈔3卷 [清]朱筠 清刻本
383 DLJ0040974 水田居文集5卷 [清]賀貽孫 清道光至同治間賜書樓刻水田居全集本
384 DLJ0040977 翠岩偶集6卷 [清]李雍煕 清康煕湛恩堂刻本
385 DLJ0040981 翠巖雜稿3卷 [清]魯九皐 清乾隆間刻本
386 DLJ0040984 遂初草廬詩集10卷 [清]杜堮 清同治九年杜受廉刻本
387 DLJ0040985 遂初堂集40卷 [清]潘耒 清康煕刻本



388 DLJ0040987 瑞榴堂詩集4卷 [清]托渾布 清道光刻本
389 DLJ0040988 崇雅堂詩鈔10卷 [清]胡敬 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390 DLJ0040989 崇雅堂文鈔2卷 [清]胡敬 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391 DLJ0040990 崇雅堂刪餘詩不分卷 [清]胡敬 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392 DLJ0040991 崇雅堂應制存稿不分卷 [清]胡敬 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393 DLJ0040992 崇雅堂駢體文鈔4卷 [清]胡敬 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394 DLJ0040994 崇素堂詩稿4卷 [清]張廷樞 清乾隆三十九年吉大泰等刻本
395 DLJ0040996 崇百藥齋三集12卷 [清]陸繼輅 清道光八年安徽臬署刻本
396 DLJ0040997 崇百藥齋文集20卷 [清]陸繼輅 清嘉慶二十五年刻本
397 DLJ0040998 崇百藥齋續集4卷 [清]陸繼輅 清道光四年合肥學舍刻本
398 DLJ0041004 澄秋閣集12卷 [清]閔華 清乾隆十七年刻本
399 DLJ0041005 澄懷園文存15卷 [清]張廷玉 清乾隆間刻澄懷園全集本
400 DLJ0041006 澄懷書屋詩鈔4卷 [清]穆彰阿 清道光刻本
401 DLJ0041008 世經堂初集30卷 [清]徐旭旦 清康煕刻本
402 DLJ0041009 世德堂集4卷 [清]王鉞 清康煕四十年刻本
403 DLJ0041010 是程堂集14卷 [清]屠倬 清嘉慶十九年真州官捨刻本
404 DLJ0041011 是程堂二集4卷 [清]屠倬 清道光元年干園刻本
405 DLJ0041015 晴江閣集30卷 [清]何洯 清康熙刻增修本
406 DLJ0041016 晴峰詩集1卷 [清]閻沛年 清乾隆刻本
407 DLJ0041018 正誼堂詩文集21卷 [清]董以寧 清康熙書林蘭蓀堂刻本
408 DLJ0041019 正誼堂文集24卷 [清]董沛 清光緒刻本
409 DLJ0041020 正誼堂續集8卷 [清]張伯行 清乾隆刻本
410 DLJ0041029 清風堂文集23卷 [清]曾王孫 清康煕四十五年曾安世刻本
411 DLJ0041035 清芬樓遺稿4卷 [清]任啟運 清嘉慶二十二年刻本
412 DLJ0041038 生香書屋文集4卷 [清]陳浩 清乾隆三多齋刻本
413 DLJ0041039 聖雨齋集13卷 [清]周拱辰 清初刻本
414 DLJ0041042 西垣次集8卷 [清]保培基 清乾隆二十年井谷園刻本
415 DLJ0041043 西垣集20卷 [清]保培基 清乾隆井谷園刻本
416 DLJ0041048 西山閣筆1卷 [清]李生光 清順治汾西洞刻本
417 DLJ0041054 西堂集56卷 [清]尤侗 清康熙刻本
418 DLJ0041055 西北文集4卷 [清]畢振姬 清康熙間刻本
419 DLJ0041061 西溪先生文集10卷 [清]沈嘉客 清康熙三十九年沈寅清刻本
420 DLJ0041062 西齋集18卷 [清]王仲儒 清康熙間夢華山房刻本
421 DLJ0041064 西莊始存稿39卷 [清]王鳴盛 清乾隆三十年刻本
422 DLJ0041074 青笠山房詩文鈔11卷 [清]許登逢 清乾隆十三年綠玉軒刻本
423 DLJ0041076 青郊詩存6卷 [清]梁煥奎 民國元年梁煥均長沙刻本
424 DLJ0041080 青芝山館詩集22卷 [清]樂鈞 清嘉慶二十二年刻後印本
425 DLJ0041083 青芙蓉閣詩鈔6卷 [清]陸元鋐 清刻本
426 DLJ0041088 青巖集12卷 [清]許楚 清康熙五十四年許象縉刻本
427 DLJ0041089 青溪舊屋集11卷 [清]劉文淇 清光緒九年刻本
428 DLJ0041092 静遠齋詩集10卷 [清]允禮 清刻本
429 DLJ0041093 静退齋集8卷 [清]戴文燈 清乾隆刻本
430 DLJ0041094 惜抱軒詩文集37卷 [清]姚鼐 清嘉慶十二年刻本
431 DLJ0041095 石遺室詩集7卷 [清]陳衍 清刻本
432 DLJ0041096 石遺室文集12卷 [清]陳衍 清刻本
433 DLJ0041097 石臼集16卷 [清]邢昉 清康煕刻本
434 DLJ0041098 石雲山人集28卷 [清]吳榮光 清道光二十一年吳氏筠清館刻本
435 DLJ0041099 石園文集8卷 [清]萬斯同 民國刻四明叢書本
436 DLJ0041101 石漁詩鈔1卷 [清]張璨 清康煕六十年刻本
437 DLJ0041105 石笥山房集23卷 [清]胡天游 清咸豐二年刻本
438 DLJ0041108 石泉書屋詩鈔8卷 [清]李佐賢 清同治四年刻本
439 DLJ0041109 石泉書屋類稿8卷 [清]李佐賢 清同治十年刻本
440 DLJ0041112 石村詩文集6卷 [清]郭金臺 清康煕刻本
441 DLJ0041117 石柏山房詩存8卷 [清]趙文楷 清咸豐七年趙畇惠潮嘉道署刻本
442 DLJ0041118 石帆軒詩集11卷 [清]徐駿 清康煕刻本
443 DLJ0041124 石蓮闇詞不分卷 [清]吳重憙 民國五年刻本
444 DLJ0041125 石蓮闇詩6卷 [清]吳重憙 民國五年刻本
445 DLJ0041127 石谿詩鈔1卷 [清]陶煊 清康煕刻本
446 DLJ0041129 石巢詩集12卷 [清]程頌萬 民國十二年武昌刻十髮居士全集本
447 DLJ0041130 積山先生遺集10卷 [清]汪惟憲 清乾隆三十八年汪新刻本
448 DLJ0041131 積翠軒詩集2卷 [清]高述明 清乾隆三年高晉刻本
449 DLJ0041133 績學堂詩文鈔10卷 [清]梅文鼎 清乾隆梅穀成刻本
450 DLJ0041134 碩園詩稿36卷 [清]王昊 清五石齋鈔本
451 DLJ0041136 切問齋集16卷 [清]陸燿 清乾隆五十七年暉吉堂刻本
452 DLJ0041138 拙尊園叢稿6卷 [清]黎庶昌 清光緒二十一年金陵狀元閣刻本



453 DLJ0041139 拙齋集5卷 [清]朱奇齡 清康煕介堂刻本
454 DLJ0041143 雪庵文集不分卷 [清]范爾梅 清刻本
455 DLJ0041145 雪園詩賦19卷 [清]單隆周 清康煕刻本
456 DLJ0041150 雪作鬚眉詩鈔8卷 [清]劉謙吉 清康煕刻本
457 DLJ0041152 雪杖山人詩集8卷 [清]鄭炎 清嘉慶五年鄭師尚刻本
458 DLJ0041153 雪川詩稿10卷 [清]陳萇 清康煕鶯湖蘇嘯堂刻本
459 DLJ0041155 雪堂先生文集28卷 [清]熊文舉 清初刻本
460 DLJ0041157 雪門詩草14卷 [清]許瑤光 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461 DLJ0041164 雪虛聲堂詩鈔3卷 [清]楊深秀 民國六年鉛印戊戌六君子遺集本
462 DLJ0041165 仙屏書屋初集18卷 [清]黃爵滋 清道光二十六年翟金生泥活字印本
463 DLJ0041168 千山詩集20卷 [清]釋函可 清康熙四十二年刻本
464 DLJ0041171 船山詩草26卷 [清]張問陶 清嘉慶二十年刻道光二十九年增修本
465 DLJ0041172 船山先生詩稿不分卷 [清]王夫之 清康煕湘西草堂刻本
466 DLJ0041173 漸西村人初集13卷 [清]袁昶 清光緒刻本
467 DLJ0041176 曾忠襄公書劄22卷 [清]曾國荃 清光緒二十九年曾忠襄公全集本
468 DLJ0041177 曾忠襄公批牘5卷 [清]曾國荃 清光緒二十九年曾忠襄公全集本
469 DLJ0041178 曾忠襄公文集2卷 [清]曾國荃 清光緒二十九年曾忠襄公全集本
470 DLJ0041179 曾庭聞詩6卷 [清]曾畹 清康煕刻本
471 DLJ0041181 曾文正公書札33卷 [清]曾國藩 清光緒二年傳忠書局刻增修本
472 DLJ0041182 曾惠敏公文集5卷 [清]曾 澤 清光緒十九年江南製造總局鉛印本
473 DLJ0041183 楚望閣詩集10卷 [清]程頌萬 清光緒二十七年刻本
474 DLJ0041185 素吟集8卷 [清]崔冕 清康煕刻本
475 DLJ0043787 蘇文忠詩合註50卷 [清]馮星實撰 桐郷馮氏踵息齋刊本
476 DLJ0041189 蘇門山人詩鈔3卷 [清]張符升 清乾隆寄雲書屋刻本
477 DLJ0041199 掃紅亭吟稿14卷 [清]馮雲鵬 清道光十年寫刻本
478 DLJ0041200 操齋集52卷 [清]蔡衍鎤 清康煕刻本
479 DLJ0041202 曹司馬集6卷 [清]曹燁 清康煕三十二年刻本
480 DLJ0041209 草亭先生集8卷 [清]周篆 清嘉慶二十五年晚香亭刻本
481 DLJ0041210 草堂外集15卷 [清]檀萃 清嘉慶元年刻本
482 DLJ0041218 蒼雪和尚南來堂詩集4卷[清]釋讀徹 民國三年刻雲南叢書本
483 DLJ0041220 蒼峴山人集5卷 [清]秦松齡 清嘉慶四年秦灜刻本
484 DLJ0041222 霜紅龕集40卷 [清]傅山 清宣統三年丁氏刻本
485 DLJ0041227 存悔齋集32卷 [清]劉鳳誥 清道光十七年刻本
486 DLJ0041228 存硯樓二集25卷 [清]儲大文 清乾隆京江張氏刻十九年儲孫球等刻本
487 DLJ0041230 存吾文稿不分卷 [清]余廷燦 清咸豐五年雲香書屋刻本
488 DLJ0041232 存素堂詩初集錄存24卷 [清]法式善 清嘉慶十二年王墉刻本
489 DLJ0041233 存素堂文集4卷 [清]法式善 清嘉慶十二年程邦瑞揚州刻增修本
490 DLJ0041236 孫宇台集40卷 [清]孫治 清康熙二十三年孫孝楨刻本
491 DLJ0041240 孫淵如先生全集22卷 [清]孫星衍 清嘉慶刻本
492 DLJ0041242 尊水園集略14卷 [清]盧世? 清順治刻十七年盧孝余增修本
493 DLJ0041245 尊聞居士集8卷 [清]羅有高 清光緒七年刻本
494 DLJ0041248 遜學齋詩鈔15卷 [清]孫衣言 清同治刻增修本
495 DLJ0041249 遜學齋文鈔12卷 [清]孫衣言 清同治十二年刻增修本
496 DLJ0041250 多歲堂詩集8卷 [清]成書 清道光十一年刻本
497 DLJ0041252 太乙舟詩集13卷 [清]陳用光 清咸豐四年孝友堂刻本
498 DLJ0041253 太乙舟文集8卷 [清]陳用光 清道光二十三年孝友堂刻本
499 DLJ0041258 耐菴詩文存6卷 [清]賀長齡 清咸豐十年刻本
500 DLJ0041260 戴簡恪公遺集8卷 [清]戴敦元 清同治六年戴壽祺鈔本
501 DLJ0041262 戴東原集12卷 [清]戴振 清乾隆五十七年段玉裁刻本
502 DLJ0041263 泰雲堂集25卷 [清]孫爾準 清道光刻本
503 DLJ0041265 退復軒詩4卷 [清]錫縝 清末刻本
504 DLJ0041266 退補齋詩文存28卷 [清]胡鳳丹 清同治十二年退補齋鄂州刻本
505 DLJ0041267 退補齋詩文存二編10卷 [清]胡鳳丹 清光緒七年退補齋刻本
506 DLJ0041268 退菴詩存25卷 [清]梁章鉅 清道光刻本
507 DLJ0041270 大雅堂初稿15卷 [清]鄒方鍔 清乾隆二十七年刻增修本
508 DLJ0041271 大愚集27卷 [清]王鑨 清康煕四年王允明刻本
509 DLJ0041273 大呼集8卷 [清]梁顯祖 清康煕刻本
510 DLJ0041274 大谷山堂集6卷 [清]夢麟 民國九年劉氏嘉業堂刻本
511 DLJ0041275 大樗堂初集12卷 [清]王隼 清道光二十年南海伍氏詩雪軒刻粵十三家集本
512 DLJ0041277 大茂山房合稿6卷 [清]宋起鳳 清康煕刻本
513 DLJ0041278 大觀堂文集22卷 [清]余縉 清康熙三十八年刻後印本
514 DLJ0041281 但吟草8卷 [清]蕭惟豫 清康煕五十年刻本
515 DLJ0041287 丹魁堂詩集7卷 [清]季芝昌 清同治四年紫琅寓館刻本
516 DLJ0041299 端峰詩選不分卷 [清]毛師柱 清康熙五十二年毛煜刻本
517 DLJ0041300 端峰詩續選8卷 [清]毛師柱 清康熙五十二年毛煜刻本



518 DLJ0041305 知止齋詩集16卷 [清]翁心存 清光緒三年常熟毛文彬刻本
519 DLJ0041306 知足齋集32卷 [清]朱珪 清嘉慶九年阮元刻增修
520 DLJ0041309 恥躬堂詩文鈔16卷 [清]彭士望 清咸豐二年刻本
521 DLJ0041313 竹軒詩稿不分卷 [清]劉秉恬 清乾隆五十一年刻本
522 DLJ0041315 竹梧書屋詩稿3卷 [清]龔培序 清康煕五十一年竹梧書屋刻本
523 DLJ0041316 竹香齋古文2卷 [清]茹敦和 清刻本
524 DLJ0041318 竹初詩文鈔22卷 [清]錢維喬 清嘉慶刻本
525 DLJ0041321 竹葉庵文集33卷 [清]張塤 清乾隆五十一年刻本
526 DLJ0041322 竹嘯餘音不分卷 [清]王特選 清康熙怡怡齋刻本
527 DLJ0041323 竹巖詩草2卷 [清]邊中寶 清乾隆四十年刻本
528 DLJ0041329 蓄齋集16卷 [清]黃中堅 清康熙五十年棣華堂刻本
529 DLJ0041330 蓄齋二集10卷 [清]黃中堅 清乾隆三十年黃雲惠等刻本
530 DLJ0041333 中山集詩鈔6卷 [清]郝浴 清康熙間刻本
531 DLJ0041334 中村逸稿2卷 [清]余思復 清康熙余士朴刻本
532 DLJ0041335 中復堂遺稿7卷 [清]姚瑩 清同治六年姚浚昌安福縣署刻中復堂全集本
533 DLJ0041339 仲瞿詩錄不分卷 [清]徐渭仁 清咸豐元年徐渭仁刻本
534 DLJ0041340 忠雅堂文集30卷 [清]蔣士銓 清嘉慶二十一年藏園刻本
535 DLJ0041354 衷聖齋詩文集3卷 [清]劉光第 民國三年成都昌福公司鉛印劉楊合刊本
536 DLJ0041355 樗莊詩文稿13卷 [清]沈維材 清乾隆十四年刻本
537 DLJ0041358 著老書堂集8卷 [清]張世進 清乾隆間刻本
538 DLJ0041360 丁卯集箋注8卷 [清]許培榮 清乾隆二十一年許鍾德等刻本
539 DLJ0041364 丁戊之閒行卷10卷 [清]易順鼎 清光緒五年貴陽刻本
540 DLJ0041367 張季子詩錄10卷 [清]張謇 民國三年鉛印本
541 DLJ0041371 張思齋示孫編7卷 [清]張廷瑑 清刻本
542 DLJ0041375 張秦亭詩集13卷 [清]張丹 清康熙間石甑山房刻本
543 DLJ0041383 張文襄公古文2卷 [清]張之洞 民國十七年刻張文襄公全集本
544 DLJ0041384 張文襄公詩集4卷 [清]張之洞 民國十七年刻張文襄公全集本
545 DLJ0041385 張文襄公書劄8卷 [清]張之洞 民國十七年刻張文襄公全集本
546 DLJ0041386 張文襄公駢文2卷 [清]張之洞 民國十七年刻張文襄公全集本
547 DLJ0041397 珍埶宧詩鈔2卷 [清]莊述祖 清刻本
548 DLJ0041398 珍埶宧文鈔7卷 [清]莊述祖 清刻本
549 DLJ0041399 陳迦陵文集6卷 [清]陳維崧 清康熙二十八年陳宗石患立堂刻本
550 DLJ0041408 陳學士文集18卷 [清]陳儀 清乾隆五年陳氏蘭雪齋刻本
551 DLJ0041411 通義堂文集16卷 [清]劉毓崧 民國劉氏刻求恕齋叢書本
552 DLJ0041412 通志堂集20卷 [清]納蘭性德 清康煕三十年徐乾學刻本
553 DLJ0041413 通甫類稿6卷 [清]魯一同 清咸豐九年刻本
554 DLJ0041418 鶴泉文鈔2卷 [清]戚學標 清嘉慶五年刻本
555 DLJ0041419 鶴泉文鈔續選9卷 [清]戚學標 清嘉慶十八年刻本
556 DLJ0041420 鶴汀集3卷 [清]張毛健 清康煕刻本
557 DLJ0041423 鶴關詩集不分卷 [清]吳邦治 清康熙間刻本
558 DLJ0041424 亭林詩集5卷 [清]顧炎武 清刻本
559 DLJ0041425 亭林文集6卷 [清]顧炎武 清康熙刊本
560 DLJ0041426 亭林餘集1卷 [清]顧炎武 誦芬樓刻本
561 DLJ0041428 貞一齋集10卷 [清]李重華 清乾隆刻本
562 DLJ0041433 定園文集1卷 [清]戴明說 清康熙平山在東閣刻本
563 DLJ0041434 定山堂古文小品2卷 [清]龔鼎孳 清康熙五十三年龔志說刻本
564 DLJ0041435 定山堂詩集43卷 [清]龔鼎孳 清康煕十五年吳興祚刻本
565 DLJ0041437 定齋詩鈔1卷 [清]李光國 清乾隆二十五年師儉堂刻本
566 DLJ0043838 定盦續集4卷 [清]龔自珍撰 清光緖二十三年萬本書堂刻本
567 DLJ0041439 程侍郎遺集10卷 [清]程恩澤 清咸豐五年伍氏刻粵雅堂叢書二編本
568 DLJ0041447 笛漁小稿10卷 [清]朱昆田 清康熙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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