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はじめに 

  

『町田市民文学館ことばらんど収蔵青芝・八幡城太郎文庫漢籍コレクション目録』が出

来るまでの経緯を記しておきたい。町田市民文学館ことばらんどが開館したのは、2006 年

であった。初代館長であり、私と同じく町田の図書館活動をすすめる会会員である守谷信

二氏より館内の古典籍整理の相談を受けたことが、本目録編纂へのきっかけであった。そ

の後、2008 年より山口が個人として基礎調査に入り、まず漢籍の大部分をデータシートに

記録し、追って漢籍研究会夏期研修会を文学館にて開催し、職員を対象とした古典籍研修

と会員有志による調査が行われた。この調査で作成された和古書データシートは、追っ

て、編纂・公開されることになるであろう。 

 その後、守谷氏の町田市立中央図書館館長就任、さらに生涯学習部長への昇進、また私

自身の多忙もあり、本コレクションはデータシートに記録されたまま書庫にしばしの眠り

についたのである。その後、守谷氏が文学館に戻られ、私が本目録編纂への時間を確保で

きたことから、2017 年３月に再度、データシートと現物の確認、追加調査を経て、2017

年５月初旬に全調査および目録編集を終えた。本目録の公開は、文学館のホームページに

て行われることが検討されているが、『漢籍 整理と研究』の発行にあたり、守谷氏と町田

市立中央図書館長の近藤裕一氏に転載を提案したところご快諾頂き、本誌への掲載となっ

たのである。 

 本目録の調査・編集には、守谷氏をはじめ、文学館の職員諸氏の協力が無くして出来な

かったであろう。また本事業は市民協働の形で進めた。市民とともにある町田の図書館や

文学館の相応しいのではないか。公立図書館では、古典籍の取り扱いに苦労している館が

多いと聞く。このような市民協働の形で貴重な資料が目録化され公開される方法もあるこ

とを指摘しておきたい。 

 

2017 年５月 

漢籍研究会会員 

町田の図書館活動をすすめる会会員 

 山口 洋 

 

  



 

町田市民文学館と「青芝・八幡城太郎文庫」 

 

 日蓮宗の古刹青柳寺は、当町田市民文学館にほど近い相模原市上鶴間にあります。前住職

の八幡城太郎氏は日野草城門の俳人で、昭和 28 年に俳誌「青芝」を創刊し、昭和 60 年 73

歳で没するまでその主宰を務めました。創刊とほぼ同時に、彼の人柄を慕う多彩な文人たち

が「青芝友の会」に集い、寄稿等によって誌を支えるとともに、度々句会なども催して寺は

あたかも文学サロンの観を呈していました。 

 100 人を超える「友の会」の名簿には、秋元不死男、安住敦、石川桂郎、角川源義といっ

た俳人はもとより、詩人の岩佐東一郎、大江満雄、城左門、笹沢美明、田中冬二、野田宇太

郎、平野威馬雄、藤原定、作家の十和田操、那須辰造、福田清人、眞鍋呉夫、八木義徳、和

田芳恵、ほかに版画家の川上澄夫や正岡容、斉藤昌三といった変り種の名前も見えます。 

 城太郎氏没後、これら交友のあった文人たちの夥しい原稿や書簡、献呈本などが、施無畏

殿と称する寺の書庫に、氏自身の蔵書と共にひっそりと残されていました。縁あって、2006

年の当館開館に際して、これらの資料がそっくり寄贈され、いま当館地下の貴重書庫に「青

芝・八幡城太郎文庫」として保管されています。このたび山口洋先生のご尽力により、よう

やく公開に漕ぎつけた漢籍類は、この「文庫」に収められているものです。 

 ところで、これらの漢籍類は城太郎氏自身の収集になるものかどうか、実はこれには確証

がありません。というのは、施無畏殿には氏が深く敬愛し、生涯にわたって親交を結んだ俳

文学者、高木蒼梧翁の旧蔵資料もそっくり収められているからです。この漢籍類は、蒼梧翁

旧蔵の資料である可能性もあることを付記しておきます。 

 

町田市民文学館ことばらんど 

守谷 信二 

  



凡 例 

 

（範囲） 

１ 本目録は 2017 年現在の町田市民文学館ことばらんど収蔵の青芝・八幡城太郎文庫漢

籍コレクションの漢籍目録である。 

２ 漢籍とは、中国人が漢文で著した書物のことであるが、日本で翻刻するにあたり訓点

を施したものも漢籍とした。 

 

（分類） 

 漢籍の分類は『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録』（1973）に準拠した。經部・史

部・子部・集部・叢書部・新學部の六部構成である。 

 

（排列） 

 排列は上記分類によった。重複する同版本は「又」の字を記し前項の目録記述を省略し

た。 

 

（記載） 

１ 目録は、書名、巻数、編著者名、出版事項、注記事項、帙・冊数、寸法の順に記録し

た。 

２ 叢書類では、子目まで記述した。 

３ 本目録編纂には、『長崎県立長崎図書館古典籍目録』（2008）の記載方法を参照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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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部 

第 10 小學類 

 ４音韻之屬 

1 增廣詩韵合璧五卷 汪慕杜(淸)原編 湯文潞(淸)增編 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本用淸光緒 17 年(1891 年)

序暢懷書屋校正縮本                          綫装 1 帙 6 冊 20.5cm×13.5cm 

 

史部 

第５別史類 

 2 鼇頭十八史略讀本七卷 曾先之(元)撰 淺田耕(日)點 明治 28 年(1895 年)東京松榮堂書店再刻本

     綫装 7 冊 23.0cm×15.9cm 

第６雜史類 

 １事實之屬 

3 長安宮詞一卷 胡延(淸)撰 成都啓蒙通俗報館傅氏印訂清刻本  

綫装 1 冊 21.6cm×14.1cm 

第９傳記類 

 ７雜傳之屬 

4 柳如是事輯一卷 懷圃居士(淸)輯 民國 19 年(1930 年)北平文字同盟社排印本 

        綫装 1 冊 25.7cm×14.9cm 

第 11 地理類 

 １總志之屬 

5 廣輿記二十四卷 圖一卷 卽增訂廣輿記 陸應陽(明)撰 蔡方炳(淸)增輯 淸康熙 25 年(1689 年)吳郡寶

翰樓刻本                                       綫装 12 冊 26.9cm×17.4cm 

第 14 書目類 

6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 坿未收書目提要五卷 坿索引四卷 淸乾隆 47 年(1784 年)敕撰 阮元(淸)

撰未收書目提要 陳乃乾撰未収書目索引 民國 15 年(1926 年)上海大東書局石印本 

                     綫装 4 帙 40 冊 20.0cm×13.4cm 

子部 

第６醫家類 

7 本草詩箋十卷 朱鑰(淸)撰 淸光緒 25 年(1899 年)校刻本(千頃堂藏板) 

           綫装 1 帙 4 冊 24.6cm×15.4cm 



第９藝術類 

 ４賞鑒器物之屬 

8 中國藝術家徵略五卷 李放(淸)撰 民國 3 年(1914 年) 義州李氏排印本 

                                                      綫装 2 冊 25.6cm×15.0cm 

 

６雜技雜戲之屬 

9 織錦迴文記一卷 則天武后(唐)撰 明弘治 9 年(1496 年)跋刻本 

                                       綫装 1 冊 27.2cm×17.8cm 

 

第 11 類書類 

１彙考之屬 

10 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 淸康煕 49 年(1710 年)御定 張英(淸)等奉敕編 蔡升元(淸)等校 淸光緒 13 年

(1887 年)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                綫装 6 帙 48 冊 20.0cm×12.7cm 

11 聊齋志異新評十六卷 蒲松齡(淸)撰 但明倫(淸)新評 淸道光 22 年(1842 年)序民国上海商務印書館

                                            綫装 8 冊 20.3cm×13.3cm 

12 痴婆子傳二卷 芙蓉主人(明)編 情痴子批校 民國期排印本  

綫装 1 冊 19.1cm×16.6cm 

 

２摘錦之屬 

13 唐詩金粉十卷 沈炳(淸)編 沈生倬(淸)等校 日本安永 3 年(1774 年)大坂井上勘兵衞等刻本  

綫装 6 冊 23.0cm×16.1cm 

 

第 14 道家類 

14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 外篇五十卷 坿校勘記二卷 坿佚文二卷 坿神仙金汋經三卷 坿附錄三卷 

葛洪(晉)撰 孫星衍(淸)校 民國 13 年(1924 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綫装 1 帙 8 20.0cm×13.2cm 

 

集部 

第２別集類 

 １漢魏六朝之屬 

15 陶淵明集八卷 首一卷 末一卷 陶潛(晉)撰 淸光緒 5 年(1879 年)廣州翰墨園刻本(朱墨套印本)                           

綫装 1 帙 2 冊 28.6cm×17.0cm 

 

２唐五代之屬 

16 王昌齡詩集五卷 拾遺一卷 王昌齡(唐)撰 皆川愿(日)讀併輯拾遺  日本享保 18 年(1733 年)原刻水

玉堂蔵版 日本寬政 8 年(1796 年)平安天王寺屋市郎兵衞増訂本 

       綫装 1 冊 26.2cm×17.8cm 



17 唐王右丞詩集六卷 王維(唐)撰 顧可久(明)註 日本正德 4 年(1714 年)京都唐本屋八良兵衞萬屋喜兵

衞同刊本                                  綫装 3 冊 27.4cm×18.1cm 

18 昌黎先生詩集注十一卷 坿年譜一卷 顧嗣立(淸)撰 日本文政 9 年(1826 年)江戶昌平坂學問所刻本

(官版)                               綫装 5 冊 25.5cm×17.91cm 

19 樊川詩集八卷 杜牧(唐)撰 日本文化 13 年(1816 年)皇都聖華房山田茂助刊本 

                                           綫装 4 冊 24.9cm×17.4cm 

20 杜詩偶評四卷 沈德濳(淸)撰 潘承松(淸)校 日本享和 3 年(1803 年)江戶昌平坂學問所刻本(官版)                       

綫装 3 冊 26.1cm×18.0cm 

21 李太白文集三十六卷 李白(唐)撰 王琦(淸)輯註 淸乾隆 24 年(1759 年)序聚錦堂蔵版刻 

 綫装 16 冊 22.4cm×15.7cm 

22 香山詩選六卷 白居易(唐)撰 曹文埴(淸)輯 民國 19 年(1930 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綫装 2 冊 19.8cm×3.3cm 

23 李長吉集四卷 坿李長吉集外卷一卷 李賀(唐)撰 黃淳耀(明)評 黎簡(淸)批點 民國 6 年(1917 年)上

海會文堂書局石印本                                   綫装 1 帙 2 冊 20.0cm×13.3cm 

24 王摩詰集六卷 王維(唐)撰 淸光緒 10 年(1884 年)上海文瑞樓石印本 

綫装 1 帙 4 冊 19.8cm×13.0cm 

25 樊南文集箋註八卷 李商隱(唐)撰 馮浩(淸)編訂 淸乾隆 30 年(1765 年)序上海廣益書局文瑞樓刻本 

               綫装 1 帙 8 冊 19.8cm×13.3cm 

 

３北宋之屬 

26 增續陸放翁詩選七卷 陸游(宋)撰 羅椅(宋)原撰 劉辰翁(宋)撰續 村瀨之熙(日)增訂 日本文化 5 年

(1808 年)序大阪伊丹屋善兵衞等刻本               綫装 2 冊 24.9cm×17.5cm 

27 山谷詩集註二十卷 年譜一卷 黄庭堅(宋)撰 任淵(宋)註 日本慶安 4 年(1651 年)京都野田彌兵衞刻

本                                               綫装 6 冊 27.9cm×20.0cm 

 

28 徐公文集三十卷 徐鉉(宋)撰 民國 8 年(1919 年)南陵徐氏用宋紹興 19 年(1149 年)明州本景印 

                      綫装 7 冊 33.4cm×22.4cm 

29 后山詩註十二卷 任淵(宋)撰 日本元祿 3 年(1690 年)洛陽茨木多左衞門刊柳枝軒藏板 

                     綫装 12 冊 27.3cm×19.0cm 

30 山谷外集詩注十四卷 史容(宋)撰 民国 23 年(1934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續編集部景印用中華

學藝社借照日本帝室圖書寮藏元刻本             綫装 8 冊 20.3cm×13.3cm 

31 山谷詩集二卷 黃庭堅(宋)撰 日本元祿 4 年(1691 年)梅村彌右衞門等刻本 

                                            綫装 2 冊 27.5cm×18.9cm 

  



４南宋之屬 

32 箋註劍南詩鈔六卷 楊大鶴(淸)選 雷瑨(淸)註 民國 14 年(1925 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綫装 6 冊 20.1cm×13.2cm 

33 陸詩意注六卷 劔南詩稿補逸一卷 陸游(宋)撰 市河寬齋(日)註 明治 43 年(1910 年)香雨書屋排印

本                                   綫装 1 帙 3 冊 18.5cm×11.5cm 

34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十五卷 陳與義(宋)撰 劉辰翁(宋)評 江宗白(日)句讀  日本慶安元年(1648

年)野田彌兵衞刻本                        綫装 5 冊 26.5cm×16.7cm 

35 新註朱淑眞斷腸詩集十卷 詩詞後集八卷 朱淑眞(宋)撰 鄭元佐(宋)撰註 民国南陵徐氏用元刊本

景印                                        綫装 2 冊 26.6cm×15.6cm 

36 楊誠齋詩鈔五卷 楊萬里(宋)撰 吳之振(淸)吳自牧(淸)同編 大窪行(日)等校 日本文化 5 年(1808 年)

江戶若林淸兵衞等刻本                             綫装 5 冊 26.3cm×17.9cm 

37 石湖先生詩鈔六卷 范成大(宋)撰 周之鱗(淸)柴升(淸)同編 大窪行(日)山本謹(日)同校 日本文化元

年(1804 年)江戶書林和泉屋庄次郞等刻本             綫装 3 冊 26.3cm×17.6cm 

38 眞山民詩集一卷 補遺一卷 眞山民(宋)撰 泉澤充(日)奈良方(日)校 日本文化 9 年(1812 年)盛岡泉澤

充 奈良方同校刊 日本文政 8 年江戶玉山堂山城屋佐兵衞修本    綫装 1 冊 25.8cm×17.8cm 

39 放翁先生詩鈔八卷 陸游(宋)撰 周之麟(淸)柴升(淸)同輯 山本信謹(日)等校 日本享和元年(1801 年)

大阪河内屋茂兵衛版刻本                    綫装 4 冊 25.0cm×17.8cm 

 

 

 ５金元之屬 

40 江南春一卷 倪瓚(元)等撰 淸道光 18 年(1838 年)序刻本       

綫装 1 冊 29.5cm×17.0cm 

41 元遺山詩集箋注十四卷 坿補載一卷 坿附錄一卷 坿年譜一卷 元好問(金)撰 蔣炳(淸)校 儲瓘(明)

輯附錄 施國祁(淸)輯補載倂訂年譜 淸道光 2 年(1822 年)南潯蔣氏瑞松堂刻本     

                                 綫装 1 帙 6 冊 26.8cm×16.2cm 

 

 

 ６明之屬 

42 方正學文粹六卷 方孝孺(明)撰 村瀨誨輔(日)輯 日本文政 12 年(1829 年)大阪羣玉堂河內屋岡田茂

兵衞刻本                                 綫装 4 冊 22.2cm×15.4cm 

43 朱竹坨文粹六卷 朱彝尊(淸)撰 村瀨誨輔(日)選 日本天保 5 年(1834 年)浪華書嵩山堂蔵版明治後印

                                        綫装 6 冊 22.2cm×14.8cm 

44 李空同詩集三十三卷 附錄一卷 李夢陽(明)撰 淸宣統 2 年(1910 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綫装 1 帙 4 冊 20.0cm×13.2cm 

45 疑雨集註四卷 王彥泓(明)撰 丁國鈞(淸)註 民國 13 年(1924 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刊本 

              綫装 1 帙 4 冊 19.4cm×13.2cm 

46 六如居士全集七卷 唐寅(明)撰 唐仲冕(淸)編 魏標(淸)校 日本嘉永 6 年(1853 年)椿氏存誠閣藏版 

江戸和泉屋吉兵衞後印本                            綫装 3 冊 22.7cm×15.9cm 



47 靑邱高季迪先生絕句集三卷 靑邱高季迪先生律詩集五卷 高啓(明)撰 金壇(淸)輯註 中島規(日)校刻 

梁川孟緯(日)校律詩 日本安政 3 年(1856 年)浪華嵩山堂刻明治中靑木恆三郎重印本 

                                               綫装 7 冊 25.6cm×18.2cm 

 

 

 ７淸初之屬 

48 笠翁文集四卷 詩集三卷 餘集一卷 別集二卷 笠翁偶集六卷 卽李笠翁一家言  李漁(淸)撰 

錢謙益(淸)等評 上海會文堂用淸雍正 8 年(1730 年)刊本石印本 

                                           綫装 1 帙 12 冊 20.1cm×13.3cm 

49 西堂全集 尤侗(淸)撰 淸康熙年間刻本 

                                                         綫装 4 帙 32 冊 24.1cm×15.8cm 

西堂雜組一集八卷 二集八卷 三集八卷 

西堂剩稾二卷 

西堂秋夢錄一卷  

西堂小草一卷  

論語詩一卷  

讀離騷一卷  

弔琵琶一卷  

桃花源一卷  

外國竹枝詞一卷  

百末詞五卷  

詞餘一卷  

黑白衞一卷  

李白登科記一卷卽淸平調   

鈞天樂二卷  

右北平集一卷  

看雲草堂集八卷  

述祖詩一卷  

于京集五卷  

哀絃集二卷  

擬明史樂府一卷   

性理吟一卷坿湘中草六卷 

 

50 錢牧齋文鈔不分卷 錢謙益(淸)撰 淸宣統元年(1909 年)國學扶輪社排印本 

                                              綫装 1 帙 4 冊 26cm×15cm 

51 漁洋山人精華錄箋注十二卷 補一卷 坿年譜一卷 金榮(淸)撰 金榮(淸)徐淮(淸)同撰年譜 民國中

上海鴻章書局石印本                  綫装 1 帙 12 冊 19.9cm×13.3cm 

 



８淸中葉前期之屬 

52 小倉山房詩集三十七卷 補遺二卷 袁枚(淸)撰 上海文明書局石印本 

                                       綫装 1 帙 10 冊 20.2cm×13.4cm 

53 樊榭山房全集 厲鶚(淸)撰 淸光緒 10 年(1884 年)錢塘汪氏振綺堂刻本 坿錄淸光緒 15 年(1889 年)刻

本                                                 綫装 2 帙 12 冊 13.4cm×15.2cm 

 

樊榭山房集十卷 續集十卷 文集八卷  

集外詩三卷卽遊仙百詠 

集外詞四卷卽秋林琴雅  

集外曲二卷卽迎鑾新曲 

 又集外詩一卷 

 又集外詞一卷 

 又集外文一卷 

振綺堂詩存一卷 汪憲(淸)撰  

松聲池館詩存四卷 汪璐(淸)撰   

     

54 鄭板橋全集 鄭燮(淸)撰 淸宣統元年(1909 年)上海掃葉山房乾隆刊本影印 

                                                        綫装 1 冊 19.8cm×13.3cm 

板橋詞鈔 

衟情十首 

板橋題畫 

 

 

９淸中葉後期之屬     

55 雕菰集二十四卷 坿蜜梅花館詩錄一卷 坿文錄一卷 焦循(淸)撰 男焦廷琥(淸)撰坿錄 淸道光４年

(1824 年)跋蘇州文學山房活字印本            綫装 2 帙 16 冊 30.7cm×18.0cm 

56 兩當軒全集二十二卷 附錄四卷 攷異二卷 黃景仁(淸)撰 淸光緒 2 年(1876 年)家塾校刻本 

                                  綫装 8 冊 24.8cm×15.2cm 

 

 

 １０清季之屬 

57 春在堂詩編二十三卷 詞錄三卷 俞樾(淸)撰 蔡啓盛(淸)撰校勘記 春在堂全書 俞樾(淸)撰 淸光

緒 25 年(1899 年)重定刻本                     綫装 1 帙 9 冊 24.3cm×15.4cm 

58 劫火紀焚一卷 何桂笙(淸)撰 清光緒 11 年(1885 年)木活字印本 

                                                       綫装 1 冊 25.2cm×14.9cm 

59 倚晴樓詩集十二卷 續集四卷 詩餘四卷 倚晴樓七種曲 黃燮淸(淸)撰 淸同治 11 年(1872 年)刻

本                                        綫装 1 帙 8 冊 24.2cm×15.6cm 

(倚晴樓七種曲) 



茂陵絃二卷 

帝王花二卷 

脊令原二卷 

鴛鴦鏡一卷 

凌波影一卷 

 (闕)桃谿雪一卷 

 (闕)居官鑑二卷 

     

60 玉澗集一卷  闕名(民國)撰 四部叢刊続編本 

                                                        綫装 1 冊 16.5cm×9.6cm 

 

 11 近人之屬 

61 逸塘詩存一卷 坿今傳是樓主人年譜一卷 王志洋撰 李元暉撰年譜 民國 30 年(1941 年) 合肥王氏

藍印刻本                            綫装 1 帙１冊 25.6cm×15.0cm 

 

第 3 總集類 

 2 各代之屬 

62 全唐詩九百卷殘八三六卷 淸康熙 46 年(1707 年)御定刻本 

綫装 11 帙 110 冊 24.0cm×14.7cm 

 

 

63 御選唐宋詩醇四十七卷 坿目二卷 高宗愛新覺羅弘曆(淸)定 梁詩正(淸)等校 民國中上海中華圖書

館 用淸光緒 7 年(1881 年)浙江巡撫譚鍾麟模刻本石印本     綫装 1 帙 10 冊 20.0cm×13.3cm 

64 宋詩鈔初集 吳之振(淸)呂留良(淸)吳自牧(淸)同輯 民國 3 年(1914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 用淸

康熙 10 年(1671 年)序洲錢吳氏鑑古堂刊本景印         綫装 40 冊 19.0cm×13.9cm 

小畜集鈔一卷 王禹偁(宋)撰  

騎省集鈔一卷  徐鉉(宋)撰  

安陽集鈔一卷  韓琦(宋)撰 

滄浪集鈔一卷  蘇舜欽(宋)撰 

乖崖詩鈔一卷  張詠(宋)撰 

淸獻詩鈔一卷  趙抃(宋)撰 

宛陵詩鈔一卷  梅堯臣(宋)撰 

武溪詩鈔一卷  余靖(宋)撰 

歐陽文忠詩鈔一卷  歐陽脩(宋)撰 

和靖詩鈔一卷  林逋(宋)撰 

徂徠詩鈔一卷  石介(宋)撰 

武仲淸江集鈔一卷 坿文仲淸江集鈔一卷 孔武仲(宋)撰 兄孔文仲(宋)撰坿錄  

平仲淸江集鈔一卷 孔平仲(宋)撰  



南陽集鈔一卷 韓維(宋)撰  

臨川詩鈔一卷 王安石(宋)撰  

東坡詩鈔一卷 蘇軾(宋)撰  

西塘詩鈔一卷 鄭俠(宋)撰  

廣陵詩鈔一卷 王令(宋)撰  

後山詩鈔一卷 陳師道(宋)撰  

丹淵集鈔一卷 文同(宋)撰  

襄陽詩鈔一卷 米芾(宋)撰  

山谷詩鈔一卷 黃庭堅(宋)撰  

宛丘詩鈔一卷 張耒(宋)撰  

具茨集鈔一卷 晁沖之(宋)撰  

陵陽詩鈔一卷 韓駒(宋)撰  

鷄肋集鈔一卷 晁補之(宋)撰  

道鄉詩鈔一卷 鄒浩(宋)撰  

淮海集鈔一卷 秦觀(宋)撰  

江湖長翁詩鈔一卷 陳造(宋)撰  

雲巢詩鈔一卷 沈遼(宋)撰  

西溪集鈔一卷 沈遘(宋)撰  

龜谿集鈔一卷 沈與求(宋)撰  

節孝詩鈔一卷 徐積(宋)撰  

簡齋詩鈔一卷 陳與義(宋)撰  

盱江集鈔一卷 李覯(宋)撰  

雙溪詩鈔一卷 王炎(宋)撰  

眉山詩鈔一卷 唐庚(宋)撰  

鴻慶集鈔一卷 孫覿(宋)撰  

蘆川歸來集鈔一卷 張元幹(宋)撰  

建康集鈔一卷 葉夢得(宋)撰  

橫浦詩鈔一卷 張九成(宋)撰  

浮溪集鈔一卷 汪藻(宋)撰  

香溪集鈔一卷 范浚(宋)撰  

屏山集鈔一卷 劉子翬(宋)撰  

韋齋詩鈔一卷 朱松(宋)撰  

玉瀾集鈔一卷 朱槹(宋)撰  

北山小集鈔一卷 程俱(宋)撰  

竹洲詩鈔一卷 吳儆(宋)撰  

益公省齋藳鈔一卷 周必大(宋)撰 

益公平園續藳鈔一卷 周必大(宋)撰  

文公集鈔一卷 朱熹(宋)撰  



石湖詩鈔一卷 范成大(宋)撰  

劒南詩鈔一卷 陸游(宋)撰  

止齋詩鈔一卷 陳傅良(宋)撰  

誠齋江湖集鈔一卷 楊萬里(宋)撰 

荊溪集鈔一卷 楊萬里(宋)撰  

西歸集鈔一卷 楊萬里(宋)撰 

南海集鈔一卷 楊萬里(宋)撰 

朝天集鈔一卷 楊萬里(宋)撰 

江西道院集鈔一卷 楊萬里(宋)撰  

朝天續集鈔一卷 楊萬里(宋)撰  

江東集鈔一卷 楊萬里(宋)撰 

退休集鈔一卷 楊萬里(宋)撰  

浪語集鈔一卷 薛季宣(宋)撰  

水心詩鈔一卷  葉適(宋)撰  

艾軒詩鈔一卷 林光朝(宋)撰  

攻媿集鈔一卷 樓鑰(宋)撰  

淸苑齋詩鈔一卷 趙師秀(宋)撰  

葦碧軒詩鈔一卷 翁卷(宋)撰  

芳蘭軒詩鈔一卷 徐照(宋)撰  

二薇亭詩鈔一卷 徐璣(宋)撰  

知稼翁集鈔一卷 黃公度(宋)撰  

後村詩鈔一卷 劉克莊(宋)撰  

盧溪集鈔一卷 王庭珪(宋)撰  

漫塘詩鈔一卷 劉宰(宋)撰  

義豐集鈔一卷 王阮(宋)撰  

東皐詩鈔一卷 戴敏(宋)撰  

石屏詩鈔一卷 戴復古(宋)撰  

農歌集鈔一卷 戴昺(宋)撰  

秋崖小藳鈔一卷 方岳(宋)撰  

淸雋集鈔一卷 鄭起(宋)撰  

晞髮集鈔一卷 晞髮近藳鈔一卷 坿天地閒集一卷 謝翱(宋)撰併輯坿錄  

文山詩鈔一卷 文天祥(宋)撰  

先天集鈔一卷 許月卿(宋)撰  

白石樵唱鈔一卷 林景熙(宋)撰  

山民詩鈔一卷 眞山民(宋)撰  

水雲詩鈔一卷 汪元量(宋)撰  

隆吉詩鈔一卷 梁棟(宋)撰  

潛齋詩鈔一卷 何夢桂(宋)撰  



參寥詩鈔一卷 釋道潛(宋)撰  

石門詩鈔一卷 釋惠洪(宋)撰  

花蕊詩鈔一卷 費氏(宋)撰  

    

65 新刻陳眉公攷正國朝七子詩集註解七卷 陳繼儒(明)句解 李士安(明)補註 日本延享 4 年(1747 年)

京都梅村三郞兵衞等刻本                    綫装 2 冊 28.1cm×18.7cm 

66 清代駢文評註讀本不分巻  王文濡評選 蔣殿襄 陳廼乾同註釋  民国 6 年(1917 年)文明書局排印本                              

綫装 1 帙 4 冊 19.6cm×13.2cm 

 塡詞名解四卷 

古今詞論一卷 

塡詞圖譜六卷 

塡詞圖譜續集三卷 

詞韻二卷 

古韻通略附 

 

3 各地之屬 

67 吳興詩存初集八卷 二集十四卷 三集六卷 四集二十卷 陸心源(淸)編 淸光緒 16 年(1890 年)序

刻本                               綫装 1 帙 16 冊 24.8cm×15.6cm 

68 東瀛詩選四十卷 補遺四卷 俞樾(淸)輯 淸光緒 9 年(1883 年)序刻本 

綫装 1 帙 12 冊 24.3cm×14.7cm 

69 浙西六家詩鈔六卷 吳應和(淸) 馬洵(淸)選 賴襄(日)選評 後藤機(日)點 日本嘉永 2 年(1849 年)

江戶須原屋茂兵衞等刻本                    綫装 1 帙 6 冊 22.2cm×15.4cm 

 

 5 故舊之屬 

70 感舊集十六卷 卽漁洋山人感舊集殘二卷存卷第一第二 王士禛(淸)選 盧見曾(淸)補傳 淸乾隆

17 年(1752 年)序刻本                         綫装 1 冊 25.8cm×16.3cm 

 

 7 樂府之屬 

71 漢魏樂府風箋十五卷 補遺一卷 黃節(宋)撰 民國 12 年(1923 年)自序 國立北京大學出版組排印本

                                    綫装 1 冊 25.9cm×15.1cm 

 

第４詩文評類 

 1 各代之屬 

72 明詩紀事 丙籤十二卷 丁籤十七卷 戊籤二十二卷 陳田(淸)撰 丙籤 淸光緒 32 年(1897 年)貴陽

陳氏聽詩齋刊本 丁籤 淸光緒 33 年(1907 年)貴陽陳氏聽詩齋刊本 戊籤 淸光緒 34 年(1908

年)貴陽陳氏聽詩齋刊本                  綫装 1 帙 10 冊 28.2cm×17.1cm 

 

 3 詩話文話之屬 



73 養一齋詩話十卷 坿養一齋李杜詩話三卷 潘德輿(淸)撰 民國刊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綫装 1 帙 4 冊 20.2cm×13.5cm 

74 續詩人玉屑八卷 蔣瀾(淸)撰 民國 12 年(1923 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綫装 1 帙 2 冊 19.5cm×13.4cm 

 

 5 叢刻之屬 

75 螢雪軒叢書 近藤元粹(日)評訂 明治 36 年(1903 年)東京靑木嵩山堂排印第二版 

                                         綫装 10 冊 20.0cm×13.3cm 

二十四詩品一卷 司空圖 (宋)撰  

詩式一卷 釋皎然(唐)撰  

六一詩話一卷 附錄一卷 歐陽脩(宋)撰  

溫公詩話一卷 司馬光(宋)撰  

滄浪詩話一卷 附錄一卷 嚴羽(宋)撰  

對牀夜語五卷 范晞文(宋)撰  

詩品三卷 鍾嶸(梁)撰  

中山詩話一卷 劉攽(宋)撰  

後山詩話一卷 陳師道(宋)撰  

藏海詩話一卷 吳可(宋)撰  

唐子西文錄一卷 唐庚(宋)撰  

歸田詩話三卷 瞿佑(明)撰  

䂬溪詩話十卷 黃徹(宋)撰  

臨漢隱居詩話一卷 魏泰(宋)撰  

秋星閣詩話一卷 李沂(淸)撰  

二老堂詩話一卷 周必大(宋)撰  

藝苑雌黃一卷 嚴有翼(宋)撰  

譚苑醍醐一卷  闕名(□)撰  

竹林詩評一卷 闕名(□)撰 

謝氏詩源一卷 闕名(□)撰 

許彥周詩話一卷 許顗(宋)撰  

竹坡詩話一卷 周紫芝(宋)撰  

履齋詩說一卷 孫奕(宋)撰  

白石道人詩說一卷 姜夔(宋)撰  

滹南詩話三卷 王若虛(金)撰  

滄浪詩話糾謬一卷 附錄一卷 馮班(明)撰  

老學庵詩話 陸游(宋)撰  

石林詩話三卷 葉夢得(宋)撰  

珊瑚鉤詩話三卷 張表臣(宋)撰  

南濠詩話一卷 都穆(明)撰  



紫微詩話一卷 呂本中(宋)撰  

庚溪詩話一卷 陳巖肖(宋)撰  

山房隨筆一卷 蔣正子(元)撰  

楚堂詩話一卷 李東陽(明)撰  

漫叟詩話一卷 闕名(宋)撰  

金玉詩話一卷 闕名(宋)撰  

徐而庵詩話一卷 徐增(淸)撰  

東坡詩話一卷 蘇軾(宋)撰  

東坡詩話補遺一卷 蘇軾(宋)撰  

蘇詩紀事三卷 蘇軾(宋)撰  

吳禮部詩話一卷 吳師道(元)撰  

詩病五事一卷 蘇轍(宋)撰  

杜詩箋一卷 黃庭堅(宋)撰  

誠齋詩話一卷 楊萬里(宋)撰  

弁陽詩話一卷 周密(宋)撰  

談藝錄一卷 徐禎卿(明)撰  

藝圃擷餘一卷 王世懋(明)撰  

榕城詩話三卷 杭世駿(淸)撰  

侯鯖詩話二卷 趙令畤(宋)撰  

冷齋夜話十卷 釋惠洪(宋)撰  

歲寒堂詩話二卷 張戒(宋)撰  

西淸詩話一卷 蔡絛(宋)撰  

存餘堂詩話一卷 朱承爵(明)撰  

夷白齋詩話一卷 顧元慶(明)撰  

揮麈詩話一卷 王兆雲(明)撰  

寄園詩話一卷 趙吉士(淸)撰  

說詩晬語二卷 沈德潛(淸)撰  

    

76 淸詩話 丁福保(淸)輯 民國 5 年(1916 年)無錫丁氏排印本  

綫装 4 帙 20 冊 20.0cm×13.1cm 

薑齋詩話二卷 王夫之(淸)撰  

答萬季埜詩問一卷 呉喬(淸)撰  

鈍吟雜錄一卷 馮班(淸)撰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一卷 張泰來(淸)撰 

梅村詩話一卷 呉偉業(淸)撰 

寒廳詩話一卷 顧嗣立(淸)撰 

茗香詩論一卷 宋大樽(淸)撰 

律詩定體一卷 王士禛(淸)撰  



然鐙記聞一卷 王士禛(淸)述 何世璂(淸)錄  

師友詩傳錄一卷 郎廷槐(淸)問 王士禛 (淸)答 張篤慶(淸)答 張實居(淸)答  

師友詩傳續錄一卷 劉大勤(淸)問 王士禛(淸)答  

漁洋詩話三卷 王士禛(淸)撰  

王文簡古詩平仄論一卷 趙秋谷詩所傳聲調譜一卷 五言詩平仄擧隅一卷 七言詩平仄擧隅一卷 

七言詩三昧擧隅一卷 翁方綱(淸)撰  

談龍錄一卷 聲調譜一卷 趙執信(淸)撰  

聲調譜拾遺一卷 翟翬(淸)撰  

蠖齋詩話一卷 施閏章(淸)撰  

漫堂說詩一卷 宋犖(淸)撰  

而菴詩話一卷 徐增(淸)撰  

詩學纂聞一卷 汪師韓(淸)撰  

蓮坡詩話一卷 査爲仁(淸)撰  

說詩晬語二卷 沈德潛(淸)撰  

原詩一卷 葉燮(淸)撰  

全唐詩話續編二卷 孫濤(淸)輯  

一瓢詩話一卷 薛雪(淸)撰  

拜經樓詩話四卷 呉騫(淸)輯  

唐音審體一卷 錢良擇(淸)撰  

遼詩話一卷 周春(淸)撰  

秋窗隨筆一卷 馬位(淸)撰  

野鴻詩的一卷 黃子雲(淸)撰  

履園譚詩一卷 錢泳(淸)輯  

說詩菅蒯一卷 呉雷發(淸)撰  

秋星閣詩話一卷 李沂(淸)撰  

貞一齋詩說一卷 李重華(淸)撰  

漢詩總說一卷 費錫璜(淸)撰  

山靜居詩話一卷 方薰(淸)撰  

峴傭說詩一卷 闕名(淸)撰  

消寒詩話一卷 秦朝釪(淸)撰  

續詩品一卷 袁枚(淸)撰  

揮麈詩話一卷 王兆雲(明)撰  

     

第５詞曲類 

 1 詞集之屬 

77 曝書亭集詞註七卷 李富孫(淸)撰 嚴榮(淸)等參 淸嘉慶 19 年(1814 年)校經廎刻本 

                                         綫装 1 帙 4 冊 29.9cm×17.9cm 

78 曝書亭詞拾遺三卷 坿志異一卷 朱彝尊(淸)撰 翁之潤(淸)輯併撰志異 淸光緒 22 年(1896 年)常熟翁



氏刻本                               綫装 2 冊 30.1cm×18.3cm 

79 雙辛夷樓詞一巻 坿花影吹笙室詞一巻 李宗禕(淸)撰 坿 李愼溶(淸)撰 淸光緒 23 年(1897 年)序

排印本                               綫装 1 冊 25.3cm×15.3cm 

80 又                                      綫装 1 冊 25.3cm×15.3cm 

 

81 玉琴齋詞一卷 余懷(淸)撰 民國 17 年(1928 年)景印用金陵圖書館所蔵余澹心手抄本  

                                                綫装 1 冊 26.4cm×15.3cm 

 

82 東海漁歌四卷、存巻三、四 顧春(淸)撰 民國 3 年(1914 年)西泠印社排印本 

                                            綫装 1 冊 26.9cm×16.1cm 

83 詞綜三十八卷 朱彝尊(淸)輯 王昶(淸)補併輯 淸康煕 17 年(1678 年)序碧悟堂書屋蔵版刊本 

                    綫装 24 冊 24.5cm×15.5cm 

84 明詞綜十二卷 朱彝尊(淸)輯 王昶(淸)補併輯 淸康煕 44 年(1705 年)序西泠清來堂呉氏蔵版刊本 

                綫装 4 帙 32 冊 24.5cm×15.5cm 

85 國朝詞綜四十八卷 二集八卷 朱彝尊(淸)輯 王昶(淸)補併輯 淸嘉慶 7 年(1902 年)８年(1903 年)

靑浦王氏三泖漁莊刻本                    綫装 24 冊 24.5cm×15.5cm 

86 浙西六家詞 龔翔麟(淸)輯 淸康熙中刻本 

                                            綫装 4 冊 22.4cm×15.8cm 

江湖載酒集三卷 朱彝尊(淸)撰 

秋錦山房詞一卷 李良年(淸)撰 

拓西精舍集一卷 沈皞日(淸)撰 

耒邊詞一卷 李符(淸)撰 

黑蝶齋詞一卷 沈岸登(淸)撰 

紅藕莊詞二卷 龔翔麟(淸)撰 

 

87 玉壺山房詞選二卷 改琦(淸)撰 民國 17 年(1928 年)上海千頃堂書局用淸道光 8 年(1828 年)沈氏來

隺樓刊本景印                      綫装 1 帙 2 冊 19.8cm×12.6cm 

 

 2 詞選之屬 

88 淸綺軒詞選十三卷 夏秉衡(淸)輯 淸乾隆 16 年(1751 年)華亭夏氏淸綺軒刻本淸光緒 21 年(1895 年)

跋重印                                    綫装 4 冊 24.7cm×15.6cm 

 

 3 詞話之屬 

89 詞品六卷 詞品拾遺一卷 楊慎(明)撰明刻本  

                   綫装 1 冊 25.1cm×16.5cm 

90 香研居詞麈五卷 方成培(淸)撰 淸光緒 2 年(1876 年)刻本  

綫装 2 冊 19.4cm×11.10cm 

 



 4 詞譜詞韻之屬 

91 詞譜四十卷 陳廷敬(淸)等奉勅撰淸康熙 54 年(1715 年)序刻本 

            綫装 20 冊 20.1cm×13.1cm 

92 詞律二十卷 坿拾遺八卷 坿補遺一卷 萬樹(淸)撰 徐本立(淸)撰拾遺 杜文瀾(淸)撰補遺 淸光緒 2 年

(1876 年)刊本  拾遺淸同治 12 年(1863 年)刊 

                              綫装 4 帙 16 冊 30.5cm×17.5cm 

93 詞林正韻三卷 戈載(淸)輯 淸道光元年(1821 年)序刻本        綫装 1 冊 19.4cm×11.9cm 

94 攷正白香詞譜三卷 附錄一卷 坿增訂晚翠軒詞韻一卷 陳栩撰 陳小蝶撰 陳祖輝校坿錄 民国 7

年(1918 年)振始堂排印本景印               綫装 1 帙 4 冊 19.8cm×13.3cm 

95 詞學全書 查培繼(淸)輯 木石居石印本       

        綫装 1 帙 6 冊 20.1cm×13.2cm 

96 詞學初桄八卷 吳莽漢輯 民國 9 年(1920 年)上海朝記書莊排印本 

                                   綫装 1 帙 8 冊 19.8cm×13.2cm 

 

 5 南北曲之屬 

97 陳眉公批評琵琶記二卷(存下巻) 高明(元)撰 陳繼儒(明)評併釋義 夢鳳樓暖紅室校 民國上海掃葉山

房石印本                                          綫装 1 冊 19.8cm×13.0cm 

98 增像第六才子書五卷 卽繪圖西廂記 王徳信(元)撰  民國 12 年(1923 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洋装 1 冊 20.7cm×14.0cm 

 

 6 曲選之屬 

99 樂府陽春白雪前集四卷 後集五卷 楊朝英(元)輯 隋樹森校訂 淸嘉慶 14 年(1814 年)跋南陵徐景印

用銭塘何夢華藏元刻本                       綫装 1 冊 29.9cm×17.7cm 

100元曲別裁集二卷 盧前編 任訥校 民國 17 年(1928 年)上海開明書店排印本 

綫装 1 冊 19.6cm×13.2cm 

 

第 6 小說類 

２章囘小說之屬 

101皋鶴堂第一奇書卽增圖像皋鶴草堂奇書全集金瓶梅一百囘 笑笑生(明)撰 張竹坡(淸)評 淸

康煕 34 年(1695 年)序日本東京愛田書室印刷所石印本 

     綫装 1 帙 4 冊 19.7cm×13.0cm 

102繡像封神演義一百囘 許仲琳(明)撰 鍾惺評(明)釋 民國 10 年(1921 年)上海中新書局藏版廣益書局

排印本                                          綫装 2 帙 7 冊 20.3cm×13.6cm 

  



叢書部  

第１雜叢類 

 3 淸順康雍乾朝之屬 

103樂府侍兒小名一卷 通詁二卷 勦說四卷 李調元(淸)撰 函海李調元(淸)輯 淸乾隆中綿州李氏萬卷

樓刊嘉慶中重校本                      綫装 1 冊 25.2cm×16.5cm 

104唐人說薈 卽唐代叢書 陳世熙(淸)輯 民國 11 年(1922 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綫装 1 帙 8 冊 20.1cm×13.2cm 

紫花梨記一卷 許默(唐)撰  

耒耜經一卷 陸龜蒙(唐)撰  

五木經一卷 李翱(唐)撰  

肉攫部一卷 段成式(唐)撰 

樂府雜錄一卷  段安節(唐)撰 

羯鼓錄一卷  南卓(唐)撰 

小名錄一卷  陸龜蒙(唐)撰 

藥譜一卷 侯寧極(後唐)撰 

異疾志一卷 段成式(唐)撰 

大藏治病藥一卷 釋靈澈(唐)撰 

夢遊錄一卷 任蕃(唐)撰 

李泌傳一卷 李蘩(唐)撰 

李林甫外傳一卷 闕名(唐)撰 

東城老父傳一卷 陳鴻(唐)撰 

高力士傳一卷 郭湜(唐)撰 

虬髯客傳一卷 張說(唐)撰 

馮燕傳一卷 沈亞之(唐)撰 

奇男子傳一卷 許棠(唐)撰 

蔣子文傳一卷 羅鄴(唐)撰 

杜子春傳一卷 鄭還古(唐)撰 

墨崑崙傳一卷 馮延己(南唐)撰 

陶峴傳一卷 沈旣濟(唐)撰 

申宗傳一卷 孫頠(唐)撰 

睦仁蒨傳一卷 陳鴻(唐)撰 

靈應傳一卷 闕名(唐)撰 

柳毅傳一卷 李朝威(唐)撰 

仙吏傳一卷 太上隱者(唐)撰 

英雄傳一卷 雍陶(唐)撰 

劍俠傳一卷 段成式(唐)撰 

廣陵妖亂志一卷 羅隱(唐)撰 



周秦行紀一卷 牛僧孺(唐)撰 

梅妃傳一卷 曹鄴(唐)撰 

楊太眞外傳二卷 樂史(宋)撰  

長恨歌傳一卷 陳鴻(唐)撰 

紅線傳一卷 楊巨源(唐)撰 

劉無雙傳一卷 薛調(唐)撰 

霍小玉傳一卷 蔣防(唐)撰 

牛應貞傳一卷 宋若昭(唐)撰 

謝小娥傳一卷 李公佐(唐)撰 

李娃傳一卷 白行簡(唐)撰 

楊娼傳一卷 房千里(唐)撰 

章臺柳傳一卷 許堯佐(唐)撰 

非烟傳一卷 皇甫枚(唐)撰 

揚州夢記一卷 于鄴(唐)撰 

杜秋傳一卷 杜牧(唐)撰 

龍女傳一卷 薛瑩(唐)撰 

妙女傳一卷 顧非熊(唐)撰 

神女傳一卷 孫頠(唐)撰 

雷民傳一卷 沈旣濟(唐)撰 

博異志一卷 鄭還古(唐)撰 

會眞記一卷 元稹(唐)撰 

黑心符一卷 于義方(唐)撰 

南柯記一卷 李公佐(唐)撰 

枕中記一卷 李泌(唐)撰 

酉陽雜俎二卷 段成式(唐)撰 

諾臯記一卷 段成式(唐)撰 

支諾臯一卷 段成式(唐)撰 

前定錄一卷 鍾輅(唐)撰 

卓異記一卷 李翱(唐)撰 

三夢記一卷 白行簡(唐)撰 

撫異記一卷 李濬(唐)撰 

集異記一卷 薛用弱(唐)撰 

集異志一卷 陸勳(唐)撰 

幽怪錄一卷 王惲(唐)撰 

續幽怪錄一卷 李復言(唐)撰 

聞奇錄一卷 于逖(唐)撰 

志怪錄一卷 陸勳(唐)撰 

靈應錄一卷 于逖(唐)撰 



壠上記一卷 蘇頲(唐)撰 

鬼塚志一卷 褚遂良(唐)撰 

幻影傳一卷 薛昭蘊(前蜀)撰  

幻戲志一卷 蔣防(唐)撰 

幻異志一卷 孫頠(唐)撰 

稽神錄一卷 徐鉉(宋)撰  

錦裙記一卷陸龜蒙(唐)撰 

冥音錄一卷 朱慶餘(唐)撰 

離魂記一卷 陳元祐(唐)撰 

再生記一卷 閻選(後蜀)撰  

冤債志一卷 吳融(唐)撰 

尸媚傳一卷 張泌(南唐)撰  

奇鬼傳一卷 杜靑荑(唐)撰 

才鬼記一卷 鄭蕡(唐)撰 

靈鬼志一卷 常沂(唐)撰 

妖妄傳一卷 朱希濟(前蜀)撰  

夜怪錄一卷 王洙(唐)撰 

物怪錄一卷 徐嶷(唐)撰 

靈怪錄一卷 牛嶠(前蜀)撰  

人虎傳一卷 李景亮(唐)撰 

白猿傳一卷 闕名(唐)撰 

獵狐記一卷 孫恂(唐)撰 

任氏傳一卷 沈旣濟(唐)撰 

袁氏傳一卷 顧夐(後蜀)撰  

夜叉傳一卷 段成式(唐)撰 

金剛經鳩異一卷 段成式(唐)撰 

鸚鵡舍利塔記一卷 韋臯(唐)撰 

     

 

 

 6 近代之屬 

105香豔叢書 國學扶輪社(淸)編 淸宣統 2 年(1910 年)3 年(1911 年)上海國學扶輪社 

                                                  綫装 13 帙 52 冊 20.1cm×13.4cm 

(第一集) 

鴛鴦牒一卷 程羽文(明)撰  

美人譜一卷 徐震(淸)撰  

花底拾遺一卷 黎遂球(明)撰  

補花底拾遺一卷 張潮(淸)撰  



十眉謠一卷 坿十髻謠  徐士俊(淸)撰  

閒情十二憮一卷 蘇士琨(淸)撰  

黛史一卷 張芳(淸)撰 

小星志一卷 丁雄飛(淸)撰  

胭脂紀事一卷 伍端龍(淸)撰  

十美詞紀一卷 鄒樞(淸)撰 

悅容編一卷 衞泳(淸)撰 

香天談藪一卷 吳雷發(淸)撰 

婦人集一卷 陳維崧(淸)撰 冒襃(淸)注  

婦人集補一卷 冒丹書(淸)撰 

艷體聯珠一卷 葉小鸞(淸)撰 

侍兒小名錄拾遺一卷 張邦幾(宋)撰  

補侍兒小名錄一卷 王銍(宋)撰  

續補侍兒小名錄一卷 溫豫(宋)撰  

妒律一卷 陳元龍(淸)撰 

三婦評牡丹亭雜記一卷 吳人(淸)撰 

龜臺琬琰一卷 張正茂(淸)撰 

潮嘉風月記一卷 俞蛟(淸)撰 

(第二集) 

三風十愆記記色荒一卷 記飲饌一卷 闕名(淸)撰 

艷囮二則一卷 嚴虞惇(淸)撰 

筆夢敘一卷 坿顧仲恭討錢岱檄一卷 闕名(淸)撰 

絳雲樓俊遇一卷 闕名(淸)撰 

金姬小傳一卷 坿別記 楊儀(明)撰  

滇黔土司婚禮記一卷 陳鼎(淸)撰 

衍琵琶行一卷 曹秀先(淸)撰 

西湖小史一卷 李鼎(淸)撰 

十國宮詞一卷 孟彬(淸)撰 

十國宮詞一卷 吳省蘭(淸)撰 

啓禎宮詞一卷 劉城(淸)撰 

海鷗小譜一卷 趙執信(淸)撰 

邵飛飛傳一卷 陳鼎(淸)撰 

婦學一卷 章學誠(淸)撰 

婦人鞋襪攷一卷 余懷(淸)撰 

纏足談一卷 袁枚(淸)撰 

百花彈詞一卷 錢濤(淸)撰 

今列女傳一卷 附錄一卷 闕名(淸)撰 

李師師外傳一卷 附錄一卷 闕名(宋)撰  



紅樓百美詩一卷 潘容卿(淸)撰 

百花扇序一卷 趙杏樓(淸)撰 

閒餘筆話一卷 湯傳楹(淸)撰 

(第三集) 

敝帚齋餘談節錄一卷 沈德符(明)撰  

影梅庵憶語一卷 冒襄(淸)撰 

王氏復仇記一卷 闕名(淸)撰 

紅樓葉戲譜一卷 徐畹蘭(淸)撰 

釵小志一卷 朱揆(唐)撰  

粧臺記一卷 宇文士及(唐)撰 

髻鬟品一卷 段柯古(唐)撰 

漢雜事祕辛一卷 闕名(漢)撰  

大業拾遺記一卷 顏師古(唐)撰  

元氏掖庭記一卷 陶宗儀(元)撰  

焚椒錄一卷 王鼎(遼)撰  

美人判一卷 尤侗(淸)撰 

淸閒供一卷 程羽文(明)撰  

看花述異記一卷 王晫(淸)撰 

新婦譜一卷 陸圻(淸)撰 

新婦譜補一卷 陳確(淸)撰 

新婦譜補一卷 查琪(淸)撰 

古豔樂府一卷 楊淮(淸)撰 

比紅兒詩註一卷 坿元辛文房唐才子傳一卷 沈可培(淸)撰 

某中丞夫人一卷 闕名(淸)撰 

妖婦齊王氏傳一卷 闕名(淸)撰 

老狐談歷代麗人記一卷 鵝湖逸士(淸)撰 

宮詞一卷 徐昂發(淸)撰 

天啓宮詞一卷  蔣之翹(明)撰  

啓禎宮詞一卷 高兆(淸)撰 

(第四集) 

趙后遺事一卷 秦醇(宋)撰  

金縷裙記一卷 闕名(□)撰 

冥音錄一卷 朱慶餘(唐)撰  

三夢記一卷 白行簡(唐)撰 

名香譜一卷 葉廷珪(宋)撰  

淸尊錄一卷 廉布(宋)撰  

蜀錦譜一卷 費著(元)撰  

春夢錄一卷 鄭禧(元)撰  



牡丹榮辱志一卷 丘璿(宋)撰  

芍藥譜一卷 王觀(宋)撰  

花經一卷 張翊(宋)撰  

花九錫一卷 羅虬(唐)撰  

瑤臺片玉甲種上編 施紹華(明)撰 東海黃公(□)編  

瑤臺片玉甲種中編 施紹華(明)撰 東海黃公(□)編 

瑤臺片玉甲種下編 施紹華(明)撰 東海黃公(□)編 

閨律一卷 芙蓉外史(淸)撰  

續豔體連珠一卷 闕名(淸)撰 

勝朝彤史拾遺記六卷 毛奇齡(淸)撰 

(第五集) 

玉臺書史一卷 厲鶚(淸)編  

第五集卷二第一八册 

北里志一卷 孫棨(唐)撰  

教坊記一卷 崔令欽(唐)撰 

靑樓集一卷 黃雪簑(元)撰  

麗情集一卷 張君房(宋)撰  

荻樓雜抄一卷 闕名(□)撰  

琵琶錄一卷 段安節(唐)撰 

魏王花木志一卷 闕名(□)撰  

桂海花木志一卷 范成大(宋)撰  

楚辭芳草譜一卷 謝翱(宋)撰 

瑤臺片玉乙種三卷 卽花底拾遺集 江詒(□)撰 東海黃公(□)編  

王翠翹傳一卷 余懷(淸)撰  

擬合德諫飛燕書一卷 吳從先(淸)撰 

金小品傳一卷 吳從先(淸)撰 

徐郎小傳一卷 吳從先(淸)撰 

頓子眞小傳一卷 吳從先(淸)撰 

妓虎傳一卷 吳從先(淸)撰 

香本紀一卷 吳從先(淸)撰 

楊娥傳一卷  劉鈞(淸)撰 

黔苗竹枝詞一卷  舒位(淸)撰 

黑美人別傳一卷 闕名(淸)撰 

某中丞一卷 闕名(淸)撰 

女盜俠傳一卷 酉陽(淸)撰 

女俠翠雲孃傳一卷 秋星(淸)撰 

記某生爲人唆訟事一卷 闕名(淸)撰 

記栗主殺賊事一卷 潮聲(淸)撰 



女俠荊兒記一卷 闕名(淸)撰 

餘墨偶談節錄一卷 孫橒(淸)撰 

(第六集)(闕) 

(第七集) 

梵門綺語錄一卷 闕名(淸)撰 

恨塚銘一卷 陸伯周(淸)撰 

七夕夜遊記一卷 沈逢吉(淸)撰 

俞三姑傳一卷 闕名(淸)撰 

過墟志感一卷 墅西逸叟(淸)撰 

文海披沙摘錄一卷 謝肇淛(明)撰  

述懷小序一卷 朱文娟(淸)撰 

河東君傳一卷 陳玉璂(淸)撰 

懼內供狀一卷 闕名(淸)撰 

靈應傳一卷 闕名(唐)撰  

神山引曲一卷 玉泉樵子(淸)撰 

宋詞媛朱淑眞事略一卷 闕名(淸)撰 

張靈崔瑩合傳一卷 黃周星(淸)撰 

菊譜一卷 劉蒙(宋)撰  

菊譜一卷 史正志(宋)撰  

小螺菴病榻憶語一卷 孫道乾(淸)撰 

夢遊錄一卷 任蕃(唐)撰  

歌者葉記一卷 沈亞之(唐)撰  

（第八集）(闕) 

（第九集）(闕) 

（第十集） 

玉臺畫史一卷 湯漱玉(淸)撰  

古鏡記一卷 王度(隋)撰  

太恨生傳一卷 徐瑤(淸)撰  

春人賦一卷 易順鼎(淸)撰 

廣東火刼記一卷 梁恭辰(淸)撰 

姍姍傳一卷 黃永(淸)撰 

虞美人傳一卷 沈廷桂(淸)撰 

黃竹子傳一卷 吳蘭修(淸)撰 

春娘傳一卷 王明淸(宋)撰  

金華神記一卷 崔公度(宋)撰  

貞烈婢黃翠花傳一卷 闕名(淸)撰 

花仙傳一卷 闕名(淸)撰 

薄命曲一卷 孫學勤(淸)撰 



猗覺寮雜記一卷 朱翌(宋)撰  

徐孃自述詩記一卷 繆良(淸)撰 

物妖志一卷 葆光子(淸)撰 

梅譜一卷 范成大(宋)撰  

梅品一卷 張功甫(宋)撰 

洛陽牡丹記一卷 周□(宋)撰  

陳州牡丹記一卷 張邦基(宋)撰 

天彭牡丹譜一卷 陸游(宋)撰  

海棠譜一卷 陳思(宋)撰  

（第十一集） 

梵門綺語錄一卷 闕名(淸)撰  

靈物志一卷 闕名(唐)撰 

花鳥春秋一卷 張潮(淸)撰  

一歲芳華一卷 程羽文(明)撰  

太曼生傳一卷 闕名(□)撰 

黃九煙先生和楚女詩一卷 黃周星(淸)撰 

千春一恨集唐詩六十首一卷 黃周星(淸)撰 

武宗外紀一卷 毛奇齡(淸)撰 

明制女官考一卷 黃百家(淸)撰 

閨墨萃珍一卷 闕名(淸)編  

婚啓一卷 陳著(淸)撰 

遼陽海神傳一卷 蔡羽(明)述  

巫娥志一卷 闕名(□)撰 

誌許生奇遇一卷 闕名(□)撰 

誌舒生異遇一卷 闕名(□)撰 

集美人名詩一卷 冒襄(淸)撰  

姽嫿封一卷 楊恩壽(淸)撰  

玄妙洞天記一卷 闕名(□)撰 

西湖遊幸記一卷 周密(宋)撰  

西湖六橋桃評一卷 曹之璜(淸)撰  

續髻鬘品一卷  鮑協中(□)撰  

瓊花集五卷 曹璿(明)編  

（第十二集） 

淞濱瑣話二卷 王韜(淸)撰  

湘煙小錄一卷 陳裴之(淸)撰 

竹西花事小錄一卷 芬利它行者(淸)編  

燕臺花事錄三卷 蜀西樵也(淸)撰 

喟菴叢錄一卷 戴坤(淸)撰 



課婢約一卷 王晫(淸)撰 

婦德四箴一卷 徐士俊(淸)撰 

桂枝香一卷 楊恩壽(淸)撰 

夢梁錄一卷 吳有牧(宋)撰  

金銂記一卷 闕名(□)撰 

俠女希光傳一卷 闕名(□)撰 

百花園夢記一卷 闕名(□)撰 

（第十三集） 

淞濱瑣話二卷 王韜(淸)撰 

冬靑館古宮詞三卷 張鑑(淸)撰 桂榮(淸)注  

板橋雜記一卷 余懷(淸)撰 

珠江名花小傳一卷 支機生(淸)撰 

金粟閨詞百首一卷 彭孫遹(淸)撰 

梅喜緣二卷 陳烺(淸)撰 

沈警遇神女記一卷 孫頠(唐)撰 

娟娟傳一卷 闕名(□)撰 

（第十四集） 

淞濱瑣話二卷 王韜(淸)撰 

石頭記評贊序一卷 沈鍠(淸)撰 

石頭記評花一卷  闕名(淸)撰 

讀紅樓夢雜記一卷 願爲明鏡室主人(淸)撰 

紅樓夢竹枝詞一卷 盧先駱(淸)撰 

紅樓夢題詞一卷 周綺(淸)撰 

紅樓夢賦一卷 沈謙(淸)撰 

秦淮畫舫錄二卷 捧花生(淸)撰 

（第十五集）(闕) 

（第十六集）(闕) 

（第十七集） 

淞濱瑣話二卷 王韜(淸)撰 

綠珠傳一卷 坿翾風傳一卷 樂史(宋)撰  

陳張貴妑傳一卷 闕名(□)撰 

碧線傳一卷 闕名(□)撰 

鞦韆會記一卷 李禎(明)撰  

張老傳一卷 李復言(唐)撰 

瑤臺片玉甲種補錄一卷 施紹莘(明)撰  

吳門畫舫錄一卷 續錄三卷 西溪山人(淸)撰 箇中生(淸)編續錄  

粉墨叢談二卷 附錄一卷 夢畹生(淸)撰 

（第十八集） 



續板橋雜記三卷 珠泉居士(淸)撰 

畫舫餘譚一卷 捧花生(淸)撰 

白門新柳記一卷 補記一卷 白門衰柳附記一卷 許豫(淸)編 楊亨(淸)撰補記  

懷芳記一卷 蘿摩庵老人(淸)撰 麋月樓主(淸)附注  

靑冢志十二卷 胡鳳丹(淸)編  

（第十九集） 

花國劇談二卷  淞北玉魫生(淸)撰 

雪鴻小記一卷 坿補遺一卷 珠泉居士(淸)撰 

珠江梅柳記一卷 周友良(淸)撰 

泛湖偶記一卷 繆艮(淸)撰 

珠江奇遇記一卷 劉瀛(淸)撰 

沈秀英傳一卷 繆艮(淸)撰 

南宮閨雜詠一百首 趙棻(淸)撰 

大觀園圖記一卷 闕名(□)撰 

紅樓夢問答一卷 徐瀛(淸)撰 

紅樓夢存疑一卷 闕名(□)撰 

石頭記論贊一卷 徐瀛(淸)撰 

石頭記總評一卷 闕名(淸)撰 

石頭記分評一卷 闕名(淸)撰 

（第二十集）（闕） 

 

第６一人所箸書類 

106隨園三十種 袁枚(淸)撰 淸乾隆嘉慶閒刊本 

綫装 3 冊 19.4cm×12.7cm 

捧月樓詞二卷 男袁通(淸)撰  

飲水詞鈔二卷 納蘭性德(淸)撰  

箏船詞一卷 劉嗣綰(淸)撰  

綠秋草堂詞一卷 顧翰(淸)撰  

玉山堂詞一卷 汪度(淸)撰  

崇睦山房詞一卷 汪全德(淸)撰  

過雲精舍詞二卷 楊夔生(淸)撰  

碧梧山館詞二卷 汪世泰(淸)撰 

 

新學部  

芸術 音楽史     

107中樂尋源二卷 童斐(民國)撰 民國 24 年(1935 年)第二版上海商務印書館   

綫装 1 冊 20.0cm×13.2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