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番号 DLJ番号 書名 著者 版本
1 DLJ0040157 水雲村詩餘1卷 [元]劉壎撰 民國彊村叢書本
2 DLJ0040170 退庵詞1卷 [宋]吳淵撰 民國彊村叢書本
3 DLJ0040504 渭川居士詞1卷 [宋]呂勝己撰 民國彊村叢書本
4 DLJ0040585 文簡公詞1卷 [宋]程大昌撰 民國彊村叢書本
5 DLJ0040670 松坡詞1卷 [宋]京鏜撰 民國彊村叢書本
6 DLJ0040678 龜溪二隱詞1卷 [宋]李彭老撰 民國彊村叢書本
7 DLJ0042076 詞林韻釋1卷 [宋]佚名撰 清光緒刻宋菉斐軒本
8 DLJ0042423 續詞選2卷 [清]董毅輯 清道光十年宛鄰書屋刻本
9 DLJ0042849 白雪遺音1卷 [宋]陳德武撰 民國彊村叢書本
10 DLJ0043187 笑笑詞1卷 [宋]郭應祥撰 民國彊村叢書本
11 DLJ0043388 飴山詩餘不分卷 [清]趙執信 清光緒吳氏石蓮庵刻山左人詞本
12 DLJ0043389 遺山樂府5卷 [金]元好問 清鈔本
13 DLJ0043390 雲起軒詞鈔不分卷 [清]文廷式 清光緒三十三年徐乃昌刻本
14 DLJ0043392 王周士詞1卷 [宋]王以寧 清嘉慶宛委别藏本
15 DLJ0043393 憶雲詞4卷 [清]項廷紀 清光緒十九年許增榆園刻本
16 DLJ0043394 憶江南館詞不分卷 [清]陳澧 民國三年汪氏微尚齋刻本
17 DLJ0043395 稼軒詞補遺不分卷 [宋]辛棄疾 民國十一年朱祖謀輯刻彊村叢書本
18 DLJ0043396 稼軒長短句12卷 [宋]辛棄疾 元大德三年廣信書院刻本
19 DLJ0043397 花影集5卷 [明]施紹莘 明末刻本
20 DLJ0043399 花草蒙拾不分卷 [清]王士禎 清道光十四年沈氏世楷堂刻昭代叢書本
21 DLJ0043400 迦陵詞全集30卷 [清]陳維崧 清康熙二十八年陳宗石患立堂刻本
22 DLJ0043401 賀方回詞2卷 [宋]賀鑄 民國吳氏雙照樓抄本
23 DLJ0043402 介存齋論詞雜箸1卷 [清]周濟 清光緒四年刻本
24 DLJ0043403 海浮山堂詞稿不分卷 [明]馮惟敏 明嘉靖四十五年刻本
25 DLJ0043404 寒松閣詞4卷 [清]張鳴珂 清光緒十年江西書局刻本
26 DLJ0043405 蟻術詞選4卷 [元]邵亨貞 宛委別藏清抄本
27 DLJ0043406 彊邨語業3卷 [民國]朱祖謀 民國刻彊村遺書本
28 DLJ0043407 玉琴齋詞不分卷 [清]余懷 稿本
29 DLJ0043408 玉壼山房詞選不分卷 [清]改琦 稿本
30 DLJ0043409 錦瑟詞不分卷 [清]汪懋麟 清康熙刻本
31 DLJ0043410 金奩集不分卷 [唐]溫庭筠 民國十一年朱祖謀輯刻彊村叢書本
32 DLJ0043411 空青館詞稿3卷 [清]邊浴禮 清刻本
33 DLJ0043412 憩園詞話6卷 [清]杜文瀾 清鈔本
34 DLJ0043413 研華館詞3卷 [清]羅汝懷 清光緒九年羅式常刻本
35 DLJ0043414 古宮詞1卷 [清]李天馥 清康熙間刻本
36 DLJ0043415 古今詞論不分卷 [清]王又華 清康熙十八年刻詞學全書本
37 DLJ0043416 古今詞話8卷 [清]沈雄 清康熙澄暉堂刻本
38 DLJ0043417 古山樂府不分卷 [元]張野 清康熙二十八年侯氏亦園刻十名家詞集本
39 DLJ0043418 鼓棹集不分卷 [清]王夫之 清同治四年曾國荃金陵節署刻船山遺書本
40 DLJ0043419 後村長短句5卷 [宋]劉克莊 民國朱祖謀輯刻彊村叢書本
41 DLJ0043420 更生齋詩餘2卷 [清]洪亮吉 清嘉慶刻更生齋詩集本
42 DLJ0043421 今詞初集2卷 [清]顧貞觀 清康熙刻本
43 DLJ0043422 采香詞4卷 [清]杜文瀾 清咸豐曼陀羅華閣刻本
44 DLJ0043423 山中白雲詞疏證8卷 [清]江昱 民國十一年朱祖謀輯刻彊村叢書本
45 DLJ0043424 詞苑萃編24卷 [清]馮金伯 清嘉慶刻本
46 DLJ0043425 詞源2卷 [宋]張炎 清道光八年秦恩復刻詞學叢書本
47 DLJ0043426 詞旨2卷 [清]胡元儀 民國陳氏排印笠澤詞征附印本
48 DLJ0043427 詞選4卷 [清]張惠言 清道光十年宛鄰書屋刻本
49 DLJ0043429 詞綜補遺20卷 [清]陶樑 清道光十四年陶氏紅豆樹館刻本
50 DLJ0043430 詞品6卷 [明]楊慎 明刻本
51 DLJ0043431 詞律拾遺8卷 [清]徐本立 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52 DLJ0043432 詞林萬選4卷 [明]楊愼
清乾隆十七年曲溪洪振珂重印明末毛氏汲古閣刻詞
苑英華本

53 DLJ0043433 詞辨2卷 [清]周濟 清光緒四年刻本
54 DLJ0043434 詞學集成8卷 [清]江順詒 清光緒刻本
55 DLJ0043435 詞學筌蹄8卷 [明]周瑛 清初鈔本
56 DLJ0043436 七頌堂詞繹不分卷 [清]劉體仁 清道光蔣氏輯刻別下齋叢書本
57 DLJ0043437 酒邊詞8卷 [清]謝章鋌 清光緒刻賭棋山莊所著書本
58 DLJ0043438 秋佳軒詩餘12卷 [明]易震吉 明崇禎刻本
59 DLJ0043439 秋夢盦詞鈔4卷 [清]葉衍蘭 清光緒十六年羊城刻後印本

中国歴代填詞・詩餘(上)



60 DLJ0043440 秋林琴雅4卷 [清]厲鶚 清康熙六十一年刻本
61 DLJ0043441 升菴長短句6卷 [明]楊慎 明嘉靖刻本
62 DLJ0043442 小山詩餘4卷 [清]王時翔 清乾隆刻本
63 DLJ0043443 樵歌3卷 [宋]朱敦儒 宛委別藏清抄本
64 DLJ0043444 樵風樂府9卷 [清]鄭文焯 吳昌綬雙照樓刻本
65 DLJ0043445 湘瑟詞4卷 [清]錢芳標 清康熙刻本
66 DLJ0043446 詳注片玉集10卷 [宋]陳元龍 宋刻本
67 DLJ0043447 情田詞3卷 [清]邵璸 清乾隆十七年石帆花屋刻本
68 DLJ0043448 心日齋詞集不分卷 [清]周之琦 清刻本
69 DLJ0043449 新增詞林要韻1卷 [宋]佚名 清嘉慶宛委别藏本
70 DLJ0043450 新蘅詞6卷 [清]張景祁 清光緒九年百億梅花仙館刻本
71 DLJ0043451 人間詞話2卷 [民國]王國維 民國十六年羅振玉編印海寧王忠愨公遺書本
72 DLJ0043452 水雲樓詞2卷 [清]蔣春霖 清咸豐曼陀羅華閣刻本

73 DLJ0043453 炊聞詞2卷 [清]王士祿
清光緒二十七年海豐吳氏金陵刻吳氏石蓮庵刻山左
人詞本

74 DLJ0043454 清夢盦二白詞不分卷 [清]沈傳桂 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75 DLJ0043455 宋金元人詞28卷 [清]佚名 清光緒三十四年繆荃孫藝風堂抄本
76 DLJ0043456 宋四家詞選不分卷 [清]周濟 清同治十二年潘祖蔭刻滂喜齋叢書本
77 DLJ0043457 蒼梧詞12卷 [清]董元愷 清康熙刻本
78 DLJ0043458 存審軒詞2卷 [清]周濟 清光緒十八年周恭壽刻求志堂存稿匯編本
79 DLJ0043459 中白詞4卷 [清]莊棫 民國刻本
80 DLJ0043462 定盦詞不分卷 [清]龔自珍 清鈔本
81 DLJ0043463 賭棋山莊詞話17卷 [清]謝章鋌 清光緒十年陳寶琛南昌使廨刻賭棋山莊全集本
82 DLJ0043464 冬心自度曲1卷 [清]金農 清乾隆刻本
83 DLJ0043465 東海漁歌6卷 [清]顧春 日本內籐炳卿所藏鈔本
84 DLJ0043466 東白堂詞選15卷 [清]佟世南 清康熙十七年刻本
85 DLJ0043467 東鷗草堂詞3卷 [清]周星譽 清光緒十二年金武祥刻本
86 DLJ0043468 藤香館詞1卷 [清]蔣時雨 清同治五年刻本
87 DLJ0043469 得全居士詞1卷 [宋]趙鼎 清道光別下齋叢書本
88 DLJ0043470 南耕詞6卷 [清]曹亮武 清康熙刻本
89 DLJ0043472 梅里詞3卷 [清]朱一是 清初清遠堂刻本
90 DLJ0043473 白雨齋詞話8卷 [清]陳廷焯 清光緒二十年刻本
91 DLJ0043474 白香詞譜箋4卷 [清]謝朝徵 清光緒刻半廠叢書本
92 DLJ0043475 曝書亭集詞注7卷 [清]李富孫 清嘉慶十九年校經廎刻本
93 DLJ0043476 半塘稿3卷 [清]王鵬運 清光緒三十二年朱祖謀刻本
94 DLJ0043477 百末詞6卷 [清]尤侗 清康熙刻西堂全集本
95 DLJ0043478 百名家詞鈔不分卷 [清]聶先 清康熙綠蔭堂刻本
96 DLJ0043479 扶荔詞4卷 [清]丁澎 清康熙刻本
97 DLJ0043480 復堂詞3卷 [清]譚獻 清同治刻復堂類集本
98 DLJ0043481 碧山詩餘不分卷 [明]王九思 明嘉靖刻本
99 DLJ0043482 無絃琴譜2卷 [元]仇遠 清道光九年孫爾准刻本

100 DLJ0043483 名家詞不分卷 [清]侯文燦 清嘉慶宛委别藏本
101 DLJ0043484 名儒草堂詩餘3卷 [元]鳳林書院 清嘉慶宛委別藏本
102 DLJ0043485 明詞綜12卷 [清]朱彜尊 清嘉慶七年王氏三泖漁莊刻本
103 DLJ0043486 明秀集注3卷 [金]魏道明 金刻本
104 DLJ0043487 有正味齋詞集12卷 [清]吳錫麒 清嘉慶刻有正味齋詩集本
105 DLJ0043488 陽春詞1卷 [宋]米友仁 民國疆村叢書本
106 DLJ0043489 陽春集不分卷 [五代]馮延己 清光緒四印齋所刻詞本
107 DLJ0043490 陽春白雪9卷 [宋]趙聞禮 清嘉慶宛委别藏本
108 DLJ0043491 林下詞選14卷 [清]周銘 清康熙十年刻本
109 DLJ0043492 類選箋釋草堂詩餘6卷 [明]陳仁錫 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
110 DLJ0043493 類編箋釋續選草堂詩餘2[明]陳仁錫 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
111 DLJ0043494 蓮子居詞話4卷 [清]吳衡照 清嘉慶刻本
112 DLJ0043495 倚聲初集20卷 [清]鄒祗謨 清順治十七年刻本
113 DLJ0043496 嘯餘譜69卷 [明]程明善 明萬曆刻本
114 DLJ0043497 國朝詞綜56卷 [清]王昶 清嘉慶七年王氏三泖漁莊刻增修本
115 DLJ0043498 國朝詞綜補58卷 [清]丁紹儀 清光緒刻前五十八卷本
116 DLJ0043500 國朝詩餘5卷 [明]陳仁錫 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
117 DLJ0043501 學宋齋詞韻不分卷 [清]吳烺 清乾隆刻本
118 DLJ0043503 拜石山房詞鈔4卷 [清]顧翰 清光緒十五年許增榆園刻本
119 DLJ0043504 柯家山館詞3卷 [清]嚴元照 清光緒陸心源刻湖州叢書本
120 DLJ0043505 榕園詞韻不分卷 [清]吳寧 清乾隆刻本
121 DLJ0043506 樂章集3卷 [宋]柳永 清勞權鈔本
122 DLJ0043507 樂府遺音不分卷 [明]瞿佑 明鈔本



123 DLJ0043508 樂府指迷2卷 [宋]張炎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124 DLJ0043509 浙西六家詞11卷 [清]龔翔麟 清康熙間龔氏玉玲瓏閣刻本
125 DLJ0043513 澹菴長短句1卷 [宋]胡銓 清道光別下齋叢書本
126 DLJ0043514 瀟湘怨詞1卷 [清]王夫之 清同治四年曾國荃金陵節署刻船山遺書本
127 DLJ0043515 眞松閣詞6卷 [清]楊夔生 清道光十四年刻本
128 DLJ0043516 篋中詞9卷 [清]譚獻 清光緒八年刻本
129 DLJ0043517 聽秋聲館詞話20卷 [清]丁紹儀 清同治八年刻本
130 DLJ0043518 芬陀利室詞集5卷 [清]蔣敦復 清光緒十一年王韜淞隱廬刻本
131 DLJ0043519 芬陀利室詞話3卷 [清]蔣敦復 清光緒刻本
132 DLJ0043520 茗柯詞不分卷 [清]張惠言 清道光刻張皋文箋易詮全集本
133 DLJ0043521 蓼花詞不分卷 [清]余光耿 清康熙刻本
134 DLJ0043523 蘋洲漁笛譜疏證2卷 [清]江昱 清乾隆五十一年江恂刻本
135 DLJ0043524 靈芬館詞四種7卷 [清]郭麐 清光緒五年許增刻本
136 DLJ0043525 靈芬館詞話2卷 [清]郭麐 民國鉛印詞話叢編本
137 DLJ0043526 齊物論齋詞不分卷 [清]董士錫 清道光刻受經堂匯稿本
138 DLJ0043527 瑤華集24卷 [清]蔣景祁 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139 DLJ0043528 蕙風詞2卷 [民國]况周頤 民國刻惜陰堂叢書本
140 DLJ0043529 蕙風詞話5卷 [清]况周頤 民國刻惜陰堂叢書本
141 DLJ0043530 歲寒詞不分卷 [清]曹亮武 清康熙刻本
142 DLJ0043532 粵風續九不分卷 [清]吳淇 清康煕二年刻本
143 DLJ0043533 苕華詞不分卷 [民國]王國維 民國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本
144 DLJ0043534 虛齋樂府2卷 [宋]趙以夫 景宋鈔本
145 DLJ0043586 詞品不分卷 [元]涵虚子 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146 DLJ0043629 南詞叙錄不分卷 [明]徐渭 民國六年董氏刻讀曲叢刊本
147 DLJ0043638 碧山樂府4卷 [明]王九思 明崇禎刻本
148 DLJ0043677 雍熙樂府20卷 [明]郭勛 明嘉靖四十五年刻本
149 DLJ0043685 沜東樂府2卷 [明]康海 明嘉靖三年康浩刻本
150 DLJ0043692 雲莊樂府不分卷 [元]張養浩 明成化十九年邊靖之刻本
151 DLJ0043693 燕喜詞不分卷 [宋]曹冠 清道光別下齋叢書本
152 DLJ0043700 金粟詞話1卷 [清]彭孫遹 清道光別下齋叢書本
153 DLJ0043701 古今詞統16卷 [明]卓人月 明崇禎刻本
154 DLJ0043704 紅萼詞2卷 [清]孔傳鐸 清康熙間刻本
155 DLJ0043709 詞的4卷 [明]茅暎 清萃閔堂鈔本
156 DLJ0043711 詞林摘艷10卷 [明]張祿 明嘉靖四年刻本
157 DLJ0043715 春蕪詞2卷 [清]越闓 清康熙孫氏留松閣刻本
158 DLJ0043735 竹窻詞不分卷 [清]高士奇 清康熙間刻本
159 DLJ0043736 中興以來絶妙詞選10卷 [宋]黃昇 明翻宋本
160 DLJ0043751 無住詞不分卷 [宋]陳與義[宋]胡樨元刻本
161 DLJ0043769 蔬香詞不分卷 [清]高士奇 清康熙間刻本
162 DLJ0043770 蕭爽齋樂府2卷 [明]金鑾 民國二十三年飲虹簃刻本
163 DLJ0043958 竹友詞1卷 [宋]謝薖撰 民國彊村叢書本
164 DLJ0043959 宋徽宗詞1卷 [宋]徽宗撰 民國彊村叢書本
165 DLJ0043960 赤城詞1卷 [宋]陳克撰 民國彊村叢書本
166 DLJ0043961 柘軒詞1卷 [明]凌雲翰撰 民國彊村叢書本
167 DLJ0043962 東澤綺語1卷 [宋]張輯撰 民國彊村叢書本
168 DLJ0043963 芳洲詩餘1卷 [宋]黎廷瑞撰 民國彊村叢書本
169 DLJ0043964 蘭雪詞1卷 [宋]張玉撰 民國彊村叢書本
170 DLJ0043965 樂庵詩餘1卷 [元]吳存撰 民國彊村叢書本
171 DLJ0043966 蓬萊鼓吹1卷 [宋]夏元鼎撰 民國彊村叢書本
172 DLJ0043967 雙溪詞1卷 [宋]馮取洽撰 民國彊村叢書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