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部

1 周禮一二卷 [漢]鄭玄注[唐]陸德明音義
景長沙葉氏觀古堂藏明翻宋岳
氏刊本

2 儀禮一七卷 [漢]鄭玄注
景長沙葉氏觀古堂藏明徐氏翻
宋刊本

3 纂圖互註禮記二十卷 [漢]鄭玄注[唐]陸德明音義 景上海涵芬樓藏宋刊本
4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坿春秋二十國年 [晉]杜預撰[唐]陸德明音義□闕名撰 景玉田蔣氏藏宋刊巾箱本

5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一二卷 [漢]何休學[唐]陸德明音義
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建
安余氏刊本

6 春秋穀梁傳一二卷 [晉]范甯集解[唐]陸德明音義
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建
安余氏刊本

7 孝經一卷 [唐]李隆基注 景建德周氏藏宋刊本

8 論語十卷 [魏]何晏集解
景長沙葉氏觀古堂藏日本正平
刊本

9 孟子一四卷 [漢]趙岐注 景清內府藏宋刊大字本
10 爾雅三卷坿音釋三卷 [晉]郭璞注□闕名撰音釋 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
11 京氏易傳三卷 [漢]京房撰吳陸績注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天一閣刊本
12 尚書大傳五卷序錄一卷辨一卷 [漢]伏勝撰[漢]鄭玄注清陳壽祺編 景上海涵芬樓藏陳氏原刊本

13 詩外傳十卷 [漢]韓嬰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沈氏野竹齋
刊本

14 大戴禮記一三卷 [北周]盧辯注
景無錫孫氏小綠天藏明袁氏嘉
趣堂刊本

15 春秋繁露一七卷 [漢]董仲舒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武英殿聚珍版
16 經典釋文三十卷坿校勘記三卷 [唐]陸德明撰孫毓修編校勘記 景上海涵芬樓藏通志堂刊本
17 方言一三卷 [漢]楊雄撰[晉]郭璞注 景江安傅氏雙鑑樓藏宋刊本
18 釋名八卷 [漢]劉熙撰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翻宋書棚本
19 說文解字一五卷 [漢]許慎撰[宋]徐鉉等奉敕校定 景日本岩崎氏靜嘉堂藏北宋刊
20 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 [南唐]徐鍇撰 景古里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
21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宋]陳彭年等奉敕重修 景建德周氏藏元刊本
22 廣韻五卷 [宋]陳彭年等奉敕重修 景海鹽張氏涉園藏宋刊巾箱本

史部
23 竹書紀年二卷 [梁]沈約注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天一閣刊本
24 前漢紀三十卷 [漢]荀悅撰 景無錫孫氏小綠天藏明翻宋本
25 後漢紀三十卷 [晉]袁宏撰 景無錫孫氏小綠天藏明翻宋本
26 資治通鑑二九四卷 [宋]司馬光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宋刊本
27 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 [宋]司馬光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宋刊本
28 資治通鑑目錄三十卷 [宋]司馬光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北宋刊本
29 司馬溫公稽古錄二十卷 [宋]司馬光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30 資治通鑑外紀十卷目錄五卷 [宋]劉恕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31 資治通鑑釋文三十卷 [宋]史炤撰 景烏程蔣氏密韻樓藏宋刊本
32 通鑑紀事本末四二卷 [宋]袁樞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宋刊本

33 汲冢周書十卷 [晉]孔晁注
景江陰繆氏藝風堂藏明嘉靖癸
卯刊本

34 國語二一卷 [吳]韋昭解 景杭州葉氏藏明嘉靖翻宋本
35 戰國策十卷 [宋]鮑彪校注元吳師道重校 景江南圖書館藏元至正刊本
36 晏子春秋八卷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活字本
37 劉向古列女傳七卷坿續列女傳一卷 [漢]劉向撰□闕名撰續 景長沙葉氏觀古堂藏明刊本
38 五朝名臣言行錄十卷三朝名臣言行錄 [宋]朱熹撰 景海鹽張氏涉園藏宋刊本
39 吳越春秋十卷 [漢]趙曄撰元徐天祜音注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弘治鄺璠刊
40 越絕書一五卷 [漢]袁康撰 景江安傅氏藏明雙柏堂刊本

41 華陽國志十卷 [晉]常璩撰
景烏程劉氏嘉業堂藏明錢叔寶
寫本

42 水經注四十卷 [後魏]酈道元注 景上海涵芬樓藏武英殿聚珍版
43 大唐西域記一二卷 [唐]釋玄奘奉敕譯[唐]釋辨機撰 景江安傅氏雙鑑樓藏宋刊藏經

44 史通二十卷坿札記一卷坿札記補一卷
[唐]劉知幾撰孫毓修編札記姜殿揚
編札記補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張鼎思刊本

子部
45 孔子家語十卷 [魏]王肅注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覆宋刊本
46 荀子二十卷 [唐]楊倞注 景上海涵芬樓藏黎氏景宋刊本
47 孔叢子七卷坿釋文一卷 [漢]孔鮒撰[漢]闕名撰釋文 景杭州葉氏藏明翻宋本
48 新語二卷 [漢]陸賈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弘治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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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新書十卷 [漢]賈誼撰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正德乙亥吉
藩刊本

50 鹽鐵論十卷 [漢]桓寬撰 景長沙葉氏觀古堂藏明刊本
51 劉向新序十卷 [漢]劉向撰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覆宋刊本
52 說苑二十卷 [漢]劉向撰 景平湖葛氏傳樸堂藏明鈔本
53 楊子法言一三卷坿音義一卷 [漢]揚雄撰[晉]李軌注[宋]闕名撰音 景上海涵芬樓藏景宋刊本

54 潛夫論十卷 [漢]王符撰
景江南圖書館藏述古堂景宋精
寫本

55 甲鑒五卷 [漢]荀悅撰[明]黃省曾注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嘉靖乙酉刊

56 徐幹中論二卷 [漢]徐乾撰
景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明嘉靖乙
丑刊本

57 中說十卷 [隋]王通撰[宋]阮逸注 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
58 孫子集注一三卷 [宋]吉天保編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嘉靖乙卯刊

59 六韜六卷
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景宋
刊本

60 吳子二卷
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景宋
鈔本

61 司馬法三卷
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景藏宋
鈔本

62 管子二四卷 [唐]房玄齡注 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
63 登析子二卷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刊本
64 商子五卷 景上海涵芬館藏明天一閣刊本
65 韓非子二十卷 []闕名注 景上海涵芬樓藏景宋鈔校本
66 齊民要術十卷 [後魏]賈思勰撰 景上元鄧氏群碧樓藏明鈔本
67 重廣補註黃帝內經素問二四卷 [唐]王冰注[宋]林億等校正 景上海涵芬館藏明翻北宋本

68 黃帝素問靈樞經一二卷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趙府居敬堂
刊本

69 王翰林集註黃帝八十一難經五卷 [明]王九思集注 景上海涵芬樓藏日本活字本
70 新074編金匱要略方論三卷 [漢]張機述[晉]王叔和編[宋]林億等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嘉靖俞橋刊
71 注解傷寒論十卷 [漢]張機述[晉]王叔和編金成無巳注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嘉靖乙巳刊
72 新刊王氏脈經十卷 [晉]王叔和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元刊本

73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三十卷
[宋]唐慎微撰[宋]寇宗奭衍義金張存
惠重修

景上海涵芬樓藏金刊本

74 周髀算經二卷坿音義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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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南陵徐氏積學齋藏明刊本

75
九章算術九卷坿音義一卷魏劉徽注[唐]
李淳風等奉敕注釋[宋]李籍撰音義

景上海涵芬樓藏微波榭刊本

76 太玄經十卷坿說玄一卷坿釋文一卷
[漢]揚雄撰[晉]范望注[唐]王涯撰說
玄[宋]林瑀撰釋文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萬玉堂翻宋
本

77 易林一六卷 [漢]焦贛撰□闕名注 景北京圖書館藏元刊本

78 墨子一五卷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嘉靖癸丑唐
堯臣刊本

79 尹文子一卷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覆宋刊本

80
慎子內篇一卷外篇一卷補遺一卷逸文
一卷坿內篇校文一卷

[清]繆荃孫編補遺逸文孫毓修撰校
文

景江陰繆氏藝風堂蕅香&寫本

81 鶡冠子三卷 [宋]陸佃解 景江陰繆氏藝風堂藏明覆宋刊
82 鬼谷子三卷 [梁]陶弘景注 景正統道藏本
83 呂氏春秋二六卷 [漢]高誘注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84 淮南鴻烈解二一卷 [漢]劉安撰[漢]許慎注 景上海涵芬樓藏景鈔北宋本
85 人物志三卷 [魏]劉邵撰[後魏]劉昺注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86 顏氏家訓二卷 [北齊]顏之推撰 景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明刊本
87 白虎通德論十卷 [漢]班固撰 景江安傅氏雙鑑樓藏元刊本
88 論衡三十卷 [漢]王充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通津草堂刊
89 風谷通義十卷 [漢]應劭撰 景常熟鐵琴銅劍樓瞿氏藏元刊
90 群書治要五十卷 [唐]魏徵等奉敕編 景上海涵芬樓藏日本尾張刊本

91 意林五卷逸文一卷補二卷
[唐]馬總編清周廣業編逸文清李遇
孫錄補

景上海涵芬樓藏武英殿聚珍版
本逸文補景別下齋本

92 西京雜記六卷 [漢]劉歆撰[晉]葛洪錄
景江安傅氏雙鑑樓藏嘉靖壬子
刊本

93 世說新語三卷坿校語一卷 [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清]沈巖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嘉趣堂刊本

94 山海經一八卷 [晉]郭璞傳
景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明成化庚
寅刊本

95 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天一閣刊本
96 唐段少卿酉陽雜俎前集二十卷續集十 [唐]段成式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97 弘明集一四卷 [梁]釋僧佑編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98 廣弘明集三十卷 [唐]釋道宣編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99 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 [唐]釋道世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萬曆刊本
100 翻譯名義集七卷 [宋]釋法雲撰 景南海潘氏藏宋刊本
101 老子道德經二卷 [漢]河上公章句 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

102 沖虛至德真經八卷 [晉]張湛注
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北宋
刊本

103 南華真經十卷坿札記一卷 [晉]郭象注[唐]陸德明音義孫毓修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104 抱札子內篇二十卷外編五十卷 [晉]葛洪撰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嘉靖乙丑魯
藩刊本

105 雲笈七籤一二二卷 [宋]張君房撰 景正統道藏本
集部

106 楚辭一七卷 [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覆宋本
107 蔡中郎文集十卷外傳一卷 [漢]蔡邕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華氏活字本
108 曹子建集十卷 [魏]曹植撰 景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明活字本
109 嵇中散集十卷 [魏]嵇康撰 景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明嘉靖刊
110 陸士衡文集十卷 [晉]陸機撰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正德覆宋刊
111 陸文龍文集十卷 [晉]陸雲撰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正德覆宋刊
112 箋注陶淵明集十卷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 景上海涵芬樓藏宋刊巾箱本
113 鮑氏集十卷 [宋]鮑照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毛斧季校宋本
114 謝宣城詩集五卷 [南齊]謝朓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鈔本
115 梁昭明太子文集五卷 [梁]蕭統撰 景烏程許氏藏明刊本
116 梁江文通文集十卷坿校補一卷 [梁]江淹撰[清]葉樹廉編校補 景烏程蔣氏密韻樓藏明翻宋本
117 徐孝穆集十卷 [陳]徐陵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屠隆刊本
118 庾子山集一六卷 [北周]庾信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屠隆刊本
119 寒山詩一卷坿拾得詩一卷 [唐]釋寒山撰[唐]釋拾得撰附錄 景建德周氏藏景宋刊本
120 王子安集一六卷附錄一卷 [唐]王勃撰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刊本
121 楊盈川集十卷附錄一卷 [唐]楊炯撰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刊本
122 幽憂子集七卷附錄一卷 [唐]盧照鄰撰 景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明刊本
123 駱賓王文集十卷 [唐]駱賓王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124 陳伯玉文集十卷 [唐]陳子昂撰
景秀水王氏二十八宿研齋藏明
弘治楊澄刊本

125 張說之文集二五卷補一卷 [唐]張說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嘉靖丁酉刊
126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二十卷附錄一 [唐]張九齡撰 景南海潘氏藏明成化刊本
127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二五卷分類編次文 [唐]李白撰元楊齊賢集注元蕭士贇 景蕭山朱氏藏明郭雲鵬刊本

128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二五卷坿年譜一卷
[唐]杜甫撰[宋]闕名集注[宋]呂大房
撰年譜[宋]蔡興宗撰年譜[宋]魯訔撰

景南海潘氏藏宋刊本

129 須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六卷 [唐]王維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元刊本
130 高常侍集八卷 [唐]高適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活字本
131 孟浩然集四卷 [唐]孟浩然撰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刊本
132 唐元次山文集十卷拾遺一卷 [唐]元結撰 景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明正德刊

133
顏魯公文集一五卷補遺一卷坿年譜一
卷坿行狀一卷坿碑銘一卷坿舊史本傳
一卷坿新史本傳一卷

[唐]顏真卿撰[宋]留元剛撰年譜[唐]
因亮撰行狀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134 岑嘉州詩七卷 [唐]岑參撰 景蕭山朱氏藏明正德刊本
135 晝上人集十卷 [唐]釋皎然撰 景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景宋精鈔
136 劉隨州文集十卷外集一卷 [唐]劉長卿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正德刊本
137 韋刺史詩集十卷附錄一卷 [唐]韋應物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138 毘陵集二十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 [唐]獨孤及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趙氏亦有生齋
刊本

139 錢考功集十卷 [唐]錢起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活字本
140 唐陸宣公集二二卷 [唐]陸贄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宋刊本

141
權載之文集五十卷補刻一卷坿校補一
卷

[唐]權德輿撰姜殿揚編校補
景無錫孫氏小綠天藏大興朱氏
刊本

142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
卷遺文一卷

[唐]韓愈撰[宋]朱熹考異[宋]王伯大
音釋

景上海涵芬樓藏元刊本

143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四三卷別集
二卷外集二卷附錄一卷

[唐]柳宗元撰[宋]童宗說注釋[宋]張
敦頤音辯[宋]潘緯音義

景上海涵芬樓藏元刊本

144 劉夢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唐]劉禹錫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武進董氏景宋
刊本

145 呂和叔文集十卷 [唐]呂溫撰
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述古
堂精鈔本

146 唐張司業詩集八卷 [唐]張籍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147 皇甫持正文集六卷 [唐]皇甫湜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宋刊本



148 李文一八卷 [唐]李翱撰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成化乙未刊
149 歐陽行周文集十卷 [唐]歐陽詹撰 景平湖葛氏傳樸堂藏明正德刊
150 孟東野詩集十卷 [唐]孟郊撰 景杭州葉氏藏明弘治己未刊本
151 唐賈浪仙長江集十卷 [唐]賈島撰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翻宋本

152 歌詩篇四卷集外詩一卷 [唐]李賀撰
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金刊
本集外詩景北宋本

153 沈下賢文集一二卷 [唐]沈亞之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154 李文饒文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 [唐]李德裕撰 景常熟瞿氏藏明刊本
155 元氏長慶集六十卷集外文章一卷坿校 [唐]元稹撰張元濟撰校文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嘉靖壬子刊
156 白氏文集七一卷 [唐]白居易撰 景江南圖書館藏日本活字本
157 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 [唐]杜牧撰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翻宋刊本
158 姚少監詩集十卷 [唐]姚合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鈔本

159 唐李義山詩集六卷 [唐]李商隱撰
景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明嘉靖庚
戌毗陵蔣氏刊本

160 李義山文集五卷 [唐]李商隱撰 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舊鈔
161 溫庭筠詩集七卷別集一卷 [唐]溫庭筠撰 景江南圖書館藏述古堂精鈔本

162 丁卯集二卷 [唐]許渾撰
景常熟歸氏鐵網珊瑚人家藏景
宋寫本

163 唐劉蛻集六卷 [唐]劉蛻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吳氏問青堂
刊本

164 唐孫樵集十卷 [唐]孫樵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吳氏問青堂刊
165 李群玉詩集三卷後集五卷 [唐]李群玉撰 景上元鄧氏群碧樓藏宋刊本
166 碧雲集三卷 [南唐]李中撰 景上元鄧氏群碧樓藏宋刊本
167 唐李推官披沙集六卷 [唐]李咸用撰 景上元鄧氏群碧樓藏宋刊本
168 皮日休文集十卷 [唐]皮日休撰 景湘潭袁氏藏明刊本
169 唐甫里先生文集二十卷坿校勘記一卷 [唐]陸龜蒙撰張元濟撰校勘記 景江南圖書館藏黃蕘圃校本
170 玉川子詩集二卷外集一卷 [唐]盧仝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舊鈔本
171 司空表聖文集十卷 [唐]司空圖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舊鈔本
172 司空表聖詩集五卷 [唐]司空圖撰 景海盬涉園張氏藏唐音統籤本
173 玉山樵人集一卷香奩集一卷 [唐]韓偓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舊鈔本
174 桂苑筆耕集二十卷 [唐]崔致遠撰 景無錫孫氏小綠天藏高麗刊本
175 唐黃先生文集八卷 [唐]黃滔撰 景閩縣李氏觀槿齋藏明刊本

176 甲乙集十卷 [唐]羅隱撰
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陳
道人書籍鋪本

177 白蓮集十卷坿風騷旨格一卷 [唐]釋齊己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景明鈔本
178 禪月集二五卷 [唐]釋貫休撰 景武昌徐氏藏景宋精鈔本

179 浣花集十卷補遺一卷 [前蜀]韋莊撰
景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明朱子儋
刊本

180 廣成集一七卷 [前蜀]杜光庭撰 景北京白辰觀藏正統道藏本
181 徐公文集三十卷 [宋]徐鉉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校鈔本
182 河東先生集一六卷 [宋]柳開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校鈔本

183 188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坿札記一卷 [宋]王禹偁撰張元濟撰札記
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
配呂無黨鈔本

184 王黃州小畜外集殘七卷 [宋]王禹偁撰 景江南圖書館藏景宋寫本

185 宋林和靖先生詩集四卷補一卷 [宋]林逋撰
景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景寫明黑
口本

186 河南穆公集三卷遺事一卷坿校補一卷 [宋]穆修撰孫毓修撰校補 景杭州葉氏藏述古堂景宋鈔本

187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政府奏議
二卷尺牘三卷坿年譜一卷坿年譜補遺
一卷坿言行拾遺事錄四卷坿鄱陽遺事
錄一卷坿又附錄一三種

[宋]范仲淹撰[宋]樓鑰撰年譜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翻元天曆本

188 河南先生文集二八卷 [宋]尹洙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春岑閣鈔本
189 蘇學士文集一六卷坿校語一卷 [宋]蘇舜欽撰清河焯撰校語 景上海涵芬樓藏白華書屋刊本

190 溫國文正公文集八十卷 [宋]司馬光撰
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紹
興刊本

191
直講李先生文集三七卷外集三卷坿年
譜一卷坿門人錄一卷

[宋]李覯撰□闕名撰年譜門人錄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刊本

192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四十卷拾遺二
卷坿年譜一卷

[宋]文同撰[宋]家誠之撰年譜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193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五十卷附錄一卷 [宋]曾鞏撰 景烏程蔣氏密韻樓藏元刊本
194 宛陵先生集六十卷拾遺一卷附錄一卷 [宋]梅堯臣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195 伊川擊壤集二十卷集外詩一卷 [宋]邵雍撰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成化刊黑口
196 歐陽文忠公集一五三卷附錄五卷坿年 [宋]歐陽脩撰[宋]胡柯撰年譜 景上海涵芬樓藏元刊本
197 嘉祐集一五卷 [宋]蘇洵撰 景無錫孫氏小綠天藏景宋鈔本



198 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 [宋]王安石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199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
二五卷坿紀年錄一卷

[宋]蘇軾撰[宋]王十朋注[宋]傅藻撰
紀年錄

景南海潘氏藏宋務本堂刊本

200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六十卷 [宋]蘇軾撰[宋]郎曄注 景烏程張氏南海潘氏合藏宋刊
201 欒城集五十卷後集二四卷三集十卷 [宋]蘇轍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活字本
202 欒城應詔集一二卷 [宋]蘇轍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景宋鈔本
203 豫章黃先生文集三十卷 [宋]黃庭堅撰 景嘉興沈氏藏宋刊本
204 后山詩註一二卷 [宋]陳師道撰[宋]任淵注 景江安傅氏雙鑑樓藏高麗活字
205 張右史文集六十卷 [宋]張耒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舊鈔本

206 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 [宋]秦觀撰
景海盬涉園張氏藏明嘉靖刊小
字本

207 石門文字禪三十卷 [宋]釋惠洪撰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徑山刊本
208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七十卷 [宋]晁補之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209 浮溪集三二卷 [宋]汪藻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武英殿聚珍版
210 增廣箋註簡齋詩集三十卷無住詞一卷 [宋]陳與義撰[宋]胡稺箋注 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
211 簡齋詩外集一卷 [宋]陳與義撰 景南陵徐氏積學齋藏元人鈔本
212 于湖居士文集四十卷附錄一卷 [宋]張孝祥撰 景慈谿李氏藏宋刊本

213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續集一一
卷別集十卷目錄二卷

[宋]朱熹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214 止齋先生文集五二卷附錄一卷 [宋]陳傅浪撰
景烏程劉氏嘉業堂藏明弘治乙
丑刊本

215
海溪先生廷試策奏議五卷詩文前集二
十卷後集二九卷附錄一卷

[宋]王十朋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正統刊本

216 攻媿集一一二卷 [宋]樓鑰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武英殿聚珍本
217 象山先生全集三六卷 [宋]陸九淵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218
盤洲文集八十卷附錄一卷拾遺一卷坿
札記一卷

[宋]洪适撰張元濟撰札記 景上海涵芬樓藏宋刊本

219 石湖居士詩集三四卷 [宋]范成大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愛汝堂刊本
220 誠齋集一三三卷 [宋]楊萬里撰 景江陰繆氏藝風堂藏景宋鈔本
221 渭南文集五十卷 [宋]陸游撰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華氏活字本

222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前集十卷須溪精
選後集八卷別集一卷

[宋]陸游撰[宋]羅椅選前集[宋]劉辰
翁選後集[明]劉景寅選別集

景劉氏嘉業堂藏明弘治丁巳刊
本

223 水心先生文集二九卷 [宋]葉適撰
景烏程劉氏嘉業堂藏明正統戊
辰刊本

224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一十卷 [宋]魏了翁撰 景烏程劉氏嘉業堂藏宋刊本
225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五一卷 [宋]真德秀撰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正德刊本

226
白石道人詩集二卷集外詩一卷詩說一
卷歌曲四卷歌曲別集一卷附錄一卷

[宋]姜夔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江都陸氏刊本

227 後村先生大全集一九六卷 [宋]劉克莊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賜硯堂鈔本
228 文山先生全集二十卷 [宋]文天祥撰 景烏程許氏藏明刊本
229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二十卷 [金]趙秉文撰 景湘潭袁氏藏汲古閣鈔本
230 滹南遺老集四五卷續一卷 [金]王若虛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舊鈔本
231 遺山先生文集四十卷附錄一卷 [金]元好問撰 景烏程蔣氏密韻樓藏明弘治刊
232 湛然居士文集一四卷 [元]耶律楚材撰 景無錫孫氏小綠天藏景元鈔本
233 秋澗先生大全集一百卷附錄一卷 [元]王惲撰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弘治刊本
234 剡源戴先生文集三十卷 [元]戴表元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235 松雪齋文集十卷詩文外集一卷 [元]趙孟頫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元刊本
236 靜修先生文集二二卷 [元]劉因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元刊小字本
237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 [元]袁桷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元刊本
238 牧庵集三六卷坿年譜一卷 [元]姚燧撰元劉致撰年譜 景上海涵芬樓藏武英殿聚珍版
239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 [元]虞集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240 翰林楊仲弘詩八卷 [元]楊載撰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嘉靖丙申翁
氏刊本

241 揭文安公全集一四卷補遺一卷 [元]揭傒斯撰 景烏程蔣氏密韻樓藏舊鈔本
242 范德機詩集七卷 [元]范梈撰 景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景元鈔本
243 淵穎吳先生集十卷附錄一卷坿札記一 [元]吳萊撰林志烜撰札記 景蕭山朱氏翼盦藏元刊本

244 金華黃先生文集四三卷坿札記一卷 [元]黃溍撰張元濟撰札記
景常熟瞿氏上元宗氏日本岩崎
氏藏元刊本

245 圭齋文集一六卷 [元]歐陽玄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成化刊黑口
246 柳待制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元]柳貫撰 景江陰繆氏藝風堂藏元至正刊
247 薩天錫詩集二卷 [元]薩都刺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弘治刊黑口
248 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五卷 [元]張雨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景寫元刊本

249 九靈山房集三十卷 [元]戴良撰
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正
統刊黑口本



250 倪雲林先生詩集六卷附錄一卷 [元]倪瓚撰 景秀水沈氏藏明天順刊本
251 東維子文集三一卷坿校勘記一卷 [元]楊維楨撰傅增湘撰校勘記 景江南圖書館藏鳴野山房鈔本

252
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卷鐵雅先生復古詩
集六卷

[元]楊維楨撰
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成
化己丑刊本

253 宋學士文集七五卷 [明]宋濂撰 景侯官李氏觀槿齋藏明正德刊
254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二十卷 [明]劉基撰 景烏程許氏藏明刊本
255 清江貝先生文集三十卷詩集十卷詩餘 [明]貝瓊撰 景烏程許氏藏明洪武刊本

256 蘇平仲文集一六卷 [明]蘇伯衡撰
景上元鄧氏群碧樓藏明正統壬
戌刊本

257 高太史大全集一八卷 [明]高啟撰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景泰庚午徐
庸刊本

258 高太史鳧藻集五卷扣舷集一卷 [明]高啟撰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正統甲子長
洲刊本

259 遜志齋集二四卷附錄一卷 [明]方孝孺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260 匏翁家藏集七七卷補遺一卷 [明]吳寬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正德刊本
261 王文成公全書三八卷 [明]王守仁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隆慶刊本
262 重刊荊川先生文集一七卷新刊外集三 [明]唐順之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263 震川先生集三十卷別集十卷 [明]歸有光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康熙刊本
264 亭林詩集五卷坿校補一卷坿文集六卷 [清]顧炎武撰孫毓修編詩集校補 景上海涵芬樓藏原刊本
265 亭林餘集一卷 [清]顧炎武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誦芬樓刊本

266
南雷文案十卷外卷一卷吾悔集四卷撰
杖集一卷子劉子行狀二卷南雷詩曆三
卷坿學箕初稿二卷

[清]黃宗羲撰清子黃百家撰附錄 景無錫孫氏小綠天藏原刊本

267 薑齋詩文集二八卷 [清]王夫之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船山遺書本
268 牧齋初學集一百一十卷 [清]錢謙益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崇禎癸未刊本
269 牧齋有學集五十卷補一卷坿校勘記一 [清]錢謙益撰姜殿揚撰校勘記 景上海涵芬樓藏康熙甲辰初刻

270
梅村家藏藁五八卷詩補遺一卷文補遺
一卷坿梅村先生年譜四卷坿世系一卷

[清]吳偉業撰清顧師軾撰附錄 景武進董氏新刊本

271 漁洋山人精華錄十卷 [清]王士禛撰清林佶編 景上海涵芬樓藏林佶寫刊本
272 堯峰文鈔四十卷 [清]汪琬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林佶寫刊本
273 曝書亭集八十卷附錄一卷坿笛漁小槀 [清]朱彝尊撰清子朱昆田撰附錄 景上海涵芬樓藏原刊本

274
陳迦陵文集六卷儷體文集十卷湖海樓
詩集八卷迦陵詞全集三十卷

[清]陳維崧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患立堂刊本

275 敬業堂詩集五十卷續集六卷 [清]查慎行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原刊本

276
望溪先生文集一八卷集外文十卷補遺
二卷坿年譜一卷坿年譜附錄一卷

[清]方苞撰清蘇惇元撰年譜 景上海涵芬樓藏戴氏刊本

277
樊榭山房集十卷續集十卷文集八卷集
外詩三卷又一卷集外詞四卷又一卷集

[清]厲鶚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振綺堂本

278 惜抱軒文集一六卷詩集十卷 [清]姚鼐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原刊本
279 戴東原集一二卷坿年譜一卷坿覆校札 [清]戴震撰清段玉裁撰年譜覆校札 景上海涵芬樓藏經韻樓刊本

280
鮚埼亭集三八卷外編五十卷坿全謝山
先生經史問答十卷坿年譜一卷

[清]全祖望撰清董秉純撰年譜 景上海涵芬樓藏原刊本

281 鮚埼亭詩集十卷 [清]全祖望撰 景無錫孫氏小綠天藏舊鈔本
282 洪北江詩文集六六卷坿年譜一卷 [清]洪亮吉撰清呂培等撰年譜 景上海涵芬樓藏北江遺書本
283 孫淵如詩文集二一卷坿長離閣集一卷 [清]孫星衍撰清配王采薇撰附錄 景上海涵芬樓藏原刊本

284 抱經堂文集三四卷 [清]盧文弨撰
景閩縣李氏觀槿齋藏嘉慶丁巳
刊本

285 潛研堂文集五十卷詩集十卷詩續集十 [清]錢大昕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嘉慶丙寅刊本

286
述學內篇三卷外篇一卷補遺一卷別錄
一卷坿春秋述義一卷

[清]汪中撰
景無錫孫氏小綠天藏汪氏精刊
本

287 容甫先生遺詩五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 [清]汪中撰 景無錫孫氏小綠天藏汪氏精刊

288
揅經室一集一四卷二集八卷三集五卷
四集二卷詩一卷續集九卷外集五卷

[清]阮元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原刊本

289
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四卷二集四卷言事
二卷補編一卷

[清]惲敬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同治刊本

290 定盦文集三卷續集四卷補五卷 [清]龔自珍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吳氏刊本
291 定盦文集補編四卷 [清]龔自珍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朱氏刊本
292 茗柯文初編一卷二編二卷三編一卷四 [清]張惠言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刊本
293 茖柯文補編二卷外編二卷 [清]張惠言撰 景上元宗氏藏刊本
294 曾文正公詩集三卷文集三卷 [清]曾國藩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原刊本

295 六臣註文選六十卷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唐]呂延濟注
[唐]劉良注[唐]張銑注[唐]呂向注

景上海涵芬樓藏宋刊本

296 玉臺新詠十卷 [陳]徐陵編
景無錫孫氏小綠天藏明五雲溪
館活字本



297 中興閒氣集二卷坿校文一卷 [唐]高仲武編清何焯撰校文 景秀水沈氏藏明翻宋刊本
298 河岳英靈集三卷坿校文一卷 [唐]殷璠編孫毓修撰校文 景秀水沈氏藏明翻宋刊本
299 國秀集三卷 [唐]芮挺章編 景江南圖書館藏明刊本
300 才調集十卷 [前蜀]韋穀編 景德化李氏藏述古堂景宋寫本
301 古文苑二一卷 []闕名編[宋]章樵注 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
302 重校正唐文粹一百卷坿校勘記一卷 [宋]姚鉉編林志烜撰校勘記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嘉靖本
303 西崑酬唱集二卷 [宋]闕名編 景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明嘉靖刊
304 樂府詩集一百卷 [宋]郭茂倩編 景上海涵芬樓藏汲古閣刊本
305 皇朝文鑑一五十卷 [宋]呂祖謙編撰 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
306 中州集十卷中州樂府一卷 [金]元好問編 景上海涵芬樓藏董氏景元刊本
307 谷音二卷 [元]杜本編 景上海涵芬樓藏舊鈔本
308 河汾諸老詩集八卷坿校語一卷 [元]房祺編孫毓修撰校語 景烏程劉氏嘉業堂藏景元寫本
309 國朝文類七十卷 [元]蘇天爵編 景上海涵芬樓藏元刊本
310 皇元風雅前集六卷後集六卷 [元]傅習編前集元孫存吾編後集 景上海涵芬樓藏高麗翻元刊本
311 皇明文衡一百卷 [明]程敏政編 景無錫孫氏小綠天藏明刊本
312 文心雕龍十卷 [梁]劉勰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313 唐詩紀事八一卷 [宋]計有功撰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嘉靖刊本
314 增修詩話總龜四八卷後集五十卷 [宋]阮閱編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嘉靖刊本

315 花閒集一二卷坿補二卷 [後蜀]趙崇祚編[]溫博編補
景杭州葉氏藏明萬曆壬寅玄覽
齋刊本

316 樂府雅詞三卷拾遺二卷 [宋]曾慥編 景上海涵芬樓藏鈔校本
317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十卷 [宋]黃昇編 景上海涵芬樓藏明覆宋本
318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 [宋]黃昇編 景無錫孫氏小綠天藏明翻宋刊
319 增修箋註妙選群英草堂詩餘前後集二 [宋]闕名編□闕名注 景杭州葉氏藏明刊本
320 朝野新聲太平樂府九卷 [元]楊朝英編 景烏程蔣氏密韻樓藏元刊本

経部
1 儀禮疏五十卷 [唐]賈公彥等撰汪閬原覆 宋刊本

2 春秋正義三十六卷 [唐]孔穎達等奉敕撰
海鹽張氏涉園藏日本覆印景鈔
正宗寺本

3 爾雅疏十卷 [宋]邢昺等奉敕撰 宋刊本
4 周易集傳十一卷卽漢上易傳 [宋]朱震撰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宋刊本
5 周易要義十卷 [宋]魏了翁撰 宋刊本
6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宋]呂祖謙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
7 禮記要義三十三卷坿校勘記一卷 [宋]魏了翁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宋刊本
8 春秋傳三十卷坿校勘記一卷 [宋]胡安國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

9
東萊呂太史春秋左傳類編不分卷坿校
勘記一卷

[宋]呂祖謙撰[]胡文楷撰校勘記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舊鈔本

10 公是先生七經小傳三卷 [宋]劉敞撰 天祿琳瑯舊藏宋刊本

11
讀大學叢說一卷讀中庸叢說二卷讀論
語叢說三卷讀孟子叢說二卷

[元]許謙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元刊本

12 羣經音辨七卷 [宋]賈昌朝撰
中華學萟社借照東京靜嘉堂文
庫景宋鈔本

13 急就篇一卷 [漢]史遊撰[唐]顏師古註 海鹽張氏涉園藏明鈔本

14 汗簡三卷 [後周]郭忠恕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馮已蒼
手鈔本

15 龍龕手鑒四卷 [遼]釋行均撰 江安傅氏雙監樓藏宋刊本
16 切韻指掌圖一卷檢例一卷 [宋]司馬光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景宋鈔
17 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五卷條式一卷 [宋]闕名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

史部
18 貞觀政要十卷 [唐]吳兢撰[元]戈直集論 成化中刊本

19 盡言集十三卷 [宋]劉安世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隆慶中
覆宋刊本

20 孔子祖庭廣記十二卷 [金]孔元措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蒙古刊
21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一卷坿校勘記一 [宋]張栻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宋刊本
22 馬氏南唐書三十卷坿校勘記一卷 [宋]馬令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明刊本

23
陸氏南唐書十五卷坿音釋一卷坿校勘
記一卷

[宋]陸遊撰[元]戚光撰音釋[清]張元
濟撰校勘記

明錢叔寶手鈔本

24 吳越備史四卷坿校勘記一卷
[宋]範坰同撰[宋]林禹同撰[清]張元
濟撰校勘記

吳枚庵手鈔本

25 大清一統誌五百六十卷目錄二卷坿索 闕名撰 清史館進呈鈔本
26 麟臺故事殘坿校記一卷 [宋]程俱撰[清]張元濟撰校記 明景宋鈔本

27 作邑自箴十卷 [宋]李元弼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景鈔淳
熙本

續編



28 金石錄三十卷坿校勘記一卷 [宋]趙明誠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海鹽張氏涉園藏呂無黨手鈔本
子部

29 張子語錄三卷後錄二卷坿校勘記一卷 [宋]張載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
30 龜山先生語錄四卷後錄二卷坿校勘記 [宋]楊時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
31 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三卷綱領一卷 [元]程端禮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元刊本
32 棠陰比事二卷 [宋]桂萬榮撰 江安傅氏雙監樓藏景元鈔本

33 圖畫見聞誌六卷 [宋]郭若虛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配
元鈔本

34 法書考八卷 [元]盛熙明撰 鈔本
35 嘯堂集古錄二卷 [宋]王俅撰 蕭山朱氏藏宋刊本

36 飲膳正要三卷 [元]忽思慧撰
中華學萟社借東京靜嘉堂文庫
藏明刊本

37
容齋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
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

[宋]洪邁撰
宋刊本配國立北平圖書館藏宋
刊本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弘
治中活字印本

38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坿校勘記一卷 [宋]沈括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明刊本
39 愧郯錄十五卷 [宋]嶽珂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
40 雲谿友議三卷坿校勘記一卷 [唐]範攄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刊本
41 雲仙雜記十卷 [唐]馮贄撰舊本題 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刊本

42
揮麈前錄四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
余話二卷

[宋]王明清撰 汲古閣景宋鈔本

43 清波雜誌十二卷坿校勘記一卷 [宋]周輝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
44 桯史十五卷 [宋]嶽珂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元刊本

45 續幽怪錄四卷 [唐]李復言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南宋書
棚本

46 括異誌十卷 [宋]張師正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景宋鈔
本

集部
47 東皐子集三卷附一卷坿校勘記一卷 [唐]王績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鈔本
48 宋之問集二卷坿校勘記一卷 [唐]宋之問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刊本
49 鄭守愚文集三卷卽雲臺編坿校勘記一 [唐]鄭谷撰[]胡文楷撰校勘記 蕭山朱氏藏宋刊本
50 朱慶余詩集一卷坿校勘記一卷 [唐]朱慶余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
51 周賀詩集一卷坿校勘記一卷 [唐]周賀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
52 李丞相詩集二卷坿校勘記一卷 [南唐]李建勛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

53
雪竇顯和尚覺大師頌古集一卷拈古一
卷瀑泉集一卷祖英集二卷

[宋]釋重顯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

54 山谷外集詩註十四卷 [宋]史容撰
中華學萟社借照日本帝室圖書
寮藏元刊本

55
嵩山文集二十卷雜文一卷坿三負薪對
校勘表一卷

[宋]晁說之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表 舊鈔本

56 北山小集四十卷 [宋]程俱撰 江安傅氏雙監樓藏景宋鈔本
57 沈忠敏公龜谿集十二卷坿校勘記一卷 [宋]沈與求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海鹽張氏涉園藏明刊本
58 韋齋集十二卷坿玉瀾集一卷 [宋]朱松撰[宋]弟朱槹撰玉瀾集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刊本

59 東萊先生詩集二十卷 [宋]呂本中撰
中華學萟社借照東京內閣文庫
藏宋刊本

60
範香溪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坿範蒙齋先
生遺文一卷坿範楊溪先生遺文一卷

[宋]範浚撰[宋]侄範端臣撰蒙齋先生
遺文[宋]侄範端杲撰楊溪先生遺文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刊本

61 石屏詩集十卷 [宋]戴復古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弘治中
刊本

62 平齋文集三十二卷目錄二卷 [宋]洪咨蘷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景宋鈔

63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四十卷 [宋]李劉撰
中華學萟社借照東京內閣文庫
藏宋刊本

64
三山鄭菊山先生清雋集一卷所南翁一
百二十圖詩集一卷錦錢余笑二十四首
一卷鄭所南先生文集一卷補遺一卷坿

[宋]鄭思肖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侯官林佶手鈔本

65
先天集十卷附錄二卷山屋許先生事錄
一卷

[宋]許月卿撰
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藏嘉靖中
刊本

66 疊山集十六卷 [宋]謝枋得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刊本
67 蕭氷厓詩集拾遺三卷 [宋]蕭立等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刊本

68 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 [元]許謙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正統中
刊本

69 存復齋文集十卷附錄一卷 [元]朱德潤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刊本
70 靑陽先生文集九卷 [元]余闕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刊本
71 蛻庵詩四卷 [元]張翥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刊本
72 張光弼詩集七卷 [元]張昱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鈔本



73 茗齋集二十三卷坿明詩九卷 [清]彭孫貽撰並輯明詩
海鹽張氏涉園藏刊本手稿本及
鈔本

74 雍熙樂府二十卷 [明]郭勛輯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嘉靖中刊本
75 白雪齋選訂樂府吳騷合編四卷 [明]張楚叔同輯[明]張旭初同輯 固安劉氏藏崇禎中刊本

經部
1 尚書正義二十卷 [唐]孔穎達等奉勅撰 日本覆印宋本
2 禮記正義殘九卷 [唐]孔穎達等奉勅撰 日本景印舊鈔本及宋刊本
3 周易鄭康成注一卷 [漢]鄭玄撰[宋]王應麟輯 元刊本
4 詩本義十五卷鄭氏詩譜補亡一卷 [宋]歐陽脩撰 吳潘氏滂憙齋藏宋刊本

5 詩集傳二十卷 [宋]朱熹撰
中華學藝社借照東京靜嘉堂文
庫藏宋本

6 析城鄭氏家塾重校三禮圖二十卷 [宋]聶嵩義集注 蒙古刊本

7 中庸說殘三卷 [宋]張九成撰
海鹽張氏涉園照存京都東福寺
藏宋槧本

8
張狀元孟子傳殘二十九卷坿校勘記一
卷

[宋]張九成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海鹽張氏涉園照存吳潘氏滂憙
齋宋刊本

9 復古編二卷 [宋]張有撰 景宋精鈔本

10 班馬字類五卷坿補遺坿校勘記一卷
[宋]婁機撰[宋]李曾伯撰補遺[清]張
元濟撰校勘記

汲古閣景宋鈔本

史部
11 新唐書糾謬二十卷 [宋]吳縝撰 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明刊本
12 編年通載殘四卷 [宋]章衡撰 宋刊本

13 太宗皇帝實錄殘二十卷 [宋]錢若水撰
海鹽張氏涉園藏宋館閣鈔本常
熟瞿氏藏舊鈔本宋鈔本

14 元朝秘史十卷續集二卷 [元]闕名撰 元鈔本
15 明史鈔略殘七卷 [明]莊廷鑨撰 吳潘氏蘧盦藏石門呂氏鈔本
16 罪惟錄九十卷 [明]查繼佐撰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手稿本
17 東山國語不分卷 [明]查繼佐撰[明]沈仲方補述 海寧張氏鐵如意館傅錄本
18 弔伐錄二卷 [金]闕名撰 江安傅氏雙鑑樓藏錢遵王鈔本
19 三輔黃圖六卷坿校勘記一卷 [漢]闕名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元刊本

20
天下郡國利病書不分卷坿顧亭林先生
年譜一卷

[清]顧炎武撰[清]錢邦彥撰坿錄 崑山圖書館藏稿本

21 洛陽伽藍記五卷坿校勘記一卷 [後魏]楊衒之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明如隱堂本
22 為政忠告四卷 [元]張養浩撰 元刊本

23
故唐律疏義三十卷坿律音義一卷坿校
勘記一卷

[唐]長孫無忌等奉勅撰[宋]孫奭等撰
律音義[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吳潘氏滂憙齋藏宋刊本音義用
景宋鈔本

24
昭德先生邵齋讀書志四卷後志二卷坿
附志一卷

[宋]晁公武撰[宋]趙希弁重編併撰附
志後志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淳祐中袁
州刊本

25 隸釋二十七卷坿校勘記一卷 [宋]洪适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固安劉氏藏萬曆中刊本
26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十二卷 [清]王澍撰 壽孫氏小墨妙亭藏原刊本

子部
27 潛虛一卷坿潛虛發微論一卷 [宋]司馬光撰[宋]張敦實撰坿錄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景宋鈔
28 野菜博錄三卷 [明]鮑山撰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明刊本
29 圖畫攷七卷 [元]盛熙明撰 傅錄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鈔

30 獨斷二卷坿校勘記一卷 [漢]蔡邕撰[清]張濟元撰校勘記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弘治十
六年刊本

31 古今註三卷坿校記一卷 [晉]崔豹撰[清]張元濟撰校記 宋刊本
32 困學紀聞二十卷 [宋]王應麟撰 江安傅氏雙鑑樓藏元刊本
33 墨莊漫錄十卷坿校勘記一卷 [宋]張邦基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明鈔本

34 太平御覽一千卷 [宋]李昉等奉勅撰
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帝室圖書
寮京都東福寺東京靜嘉堂文庫
藏宋刊本

35 小字錄一卷 [宋]陳思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活字
印本

36 丞相魏公譚訓十卷坿校勘記一卷 [宋]蘇象先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舊鈔本
37 南村輟耕錄三十卷 [元]陶宗儀撰 吳潘氏滂憙齋藏元刊本
38 景德傳燈錄三十卷 [宋]釋道原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
39 文始眞經三卷坿校勘記一卷 [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刊本
40 通玄眞經十二卷坿校勘記一卷 [唐]徐靈府注[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

41 新雕洞靈眞經五卷坿校勘記一卷
[唐]王士元撰[宋]何粲注[清]張元濟
撰校勘記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

集部

三編



42
唐皇甫冉詩集七卷唐皇甫曾詩集一卷
補遺一卷坿校勘記一卷

[唐]皇甫冉撰[唐]皇甫曾撰[清]張元
濟撰校勘記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刊本

43 梨嶽詩集一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 [唐]李頻撰 明鈔本
44 胡曾詠史詩三卷 [唐]胡曾撰[]陳蓋注[]米崇吉評注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景宋鈔

45
唐秘書省正字先輩徐公釣磯文集十卷
補一卷坿校勘記一卷

[唐]徐夤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錢遵王精王精鈔本

46 史愍公詩集三卷坿校勘記一卷 [宋]寇準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明刊本

47 鐔津文集二十二卷 [宋]釋契嵩撰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弘治十
二年刊本

48 參寥子詩集十二卷坿校勘記一卷 [宋]釋道潛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宋刊本
49 沈氏三先生文集六十一卷 [宋]闕名輯 浙江省立圖書館藏明覆宋本
50 眉山唐先生文集三十卷坿校勘記一卷 [宋]唐庚撰[清]張濟元撰校勘記 閩侯龔氏大通樓藏舊鈔本
51 華陽集四十卷 [宋]張綱撰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明刊本
52 頤堂先生文集五卷 [宋]王灼撰 江南圖書館藏宋本
53 默堂先生文集二十二卷 [宋]陳淵撰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景宋鈔本
54 翠微南征錄十一卷坿校勘記一卷 [宋]華岳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舊鈔本
55 有宋福建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蒿五 [宋]黃仲元撰 國立北平圖書館嘉靖中刊本
56 吾汶蒿十卷坿校勘記一卷 [宋]王炎午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海鹽張氏涉園藏明鈔本
57 龜巢藁二十卷坿校勘記一卷 [元]謝應芳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江安傅氏雙鑑樓藏鈔本

58
夷白齋藁三十五卷外集一卷補遺一卷
坿校勘記一卷

[元]陳基撰[元]胡文楷撰校勘記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鈔本

59 蟻術詩選八卷 [元]邵亭貞撰 明刊本
60 蟻術詞選四卷 [元]邵亭貞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宛委別藏
61 密菴詩藁五卷文藁五卷 [明]謝肅撰 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洪武中刊本
62 眉菴集十二卷補遺一卷 [明]楊基撰 武進陶氏涉園藏成化中刊本
63 靜居集六卷 [明]張雨撰 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成化中刊本
64 北郭集十卷補遺一卷 [明]徐賁撰 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成化中刊本
65 蚓竅集十卷 [明]管時敏撰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永樂中刊本

66 白沙子八卷 [明]陳獻章撰
東莞莫氏五十萬卷樓藏嘉靖中
刊本

67 居易堂集二十卷集外詩文一卷 [明]徐枋撰[明]王大隆輯集外詩文 固安劉氏藏原刊本

68 竇氏聯珠集一卷
[唐]竇常撰[唐]竇牟撰[唐]竇羣撰
[唐]竇庠撰[唐]竇鞏撰[唐]褚藏言輯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宋刊本

69 山谷琴趣外篇三卷坿校勘記一卷 [宋]黃庭堅撰[清]張元濟撰校勘記 海鹽張氏涉園藏宋刊本
70 虛齋樂府二卷 [宋]趙以夫撰 黃蕘圃顧千里校景宋鈔本
71 梨園按試樂府新聲三卷坿校記一卷 [元]闕名輯[]盧前撰校記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元刊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