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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赤要言五卷首一卷保赤要言五卷首一卷保赤要言五卷首一卷保赤要言五卷首一卷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王德森編輯王德森編輯王德森編輯王德森編輯 清宣統二年夏刊本清宣統二年夏刊本清宣統二年夏刊本清宣統二年夏刊本 

保嬰撮要二十卷保嬰撮要二十卷保嬰撮要二十卷保嬰撮要二十卷   (明明明明)薛鎧集薛鎧集薛鎧集薛鎧集 (明明明明)薛己驗薛己驗薛己驗薛己驗 明嘉靖三十五年明嘉靖三十五年明嘉靖三十五年明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一五五六一五五六一五五六））））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本草綱目五十二卷圖三卷本草綱目五十二卷圖三卷本草綱目五十二卷圖三卷本草綱目五十二卷圖三卷  (明明明明)李時珍撰李時珍撰李時珍撰李時珍撰 清本立堂刻本清本立堂刻本清本立堂刻本清本立堂刻本 

本草三家合注六卷附神農本草經百種錄一卷本草三家合注六卷附神農本草經百種錄一卷本草三家合注六卷附神農本草經百種錄一卷本草三家合注六卷附神農本草經百種錄一卷  (清清清清)郭汝驄集注郭汝驄集注郭汝驄集注郭汝驄集注 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 

本經逢原四卷本經逢原四卷本經逢原四卷本經逢原四卷  (清清清清)張璐撰張璐撰張璐撰張璐撰 

清光緒三十四年清光緒三十四年清光緒三十四年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一九一九一九〇〇〇〇八八八八））））渭南嚴氏刊民國十三年渭南嚴氏刊民國十三年渭南嚴氏刊民國十三年渭南嚴氏刊民國十三年（（（（一九二一九二一九二一九二

四四四四））））校補印本校補印本校補印本校補印本 

編注醫學入門內集八卷卷首一卷編注醫學入門內集八卷卷首一卷編注醫學入門內集八卷卷首一卷編注醫學入門內集八卷卷首一卷  (明明明明)李梃撰李梃撰李梃撰李梃撰 民國二十年民國二十年民國二十年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一九三一一九三一一九三一））））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辨證奇聞十卷辨證奇聞十卷辨證奇聞十卷辨證奇聞十卷   (清清清清)錢錢錢錢松撰松撰松撰松撰 清道光三年清道光三年清道光三年清道光三年（（（（一八二三一八二三一八二三一八二三））））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補注洗冤錄集證四卷檢骨圖格一卷附作吏要言一卷補注洗冤錄集證四卷檢骨圖格一卷附作吏要言一卷補注洗冤錄集證四卷檢骨圖格一卷附作吏要言一卷補注洗冤錄集證四卷檢骨圖格一卷附作吏要言一卷  (宋宋宋宋)宋慈撰宋慈撰宋慈撰宋慈撰 (清清清清)王又槐集證王又槐集證王又槐集證王又槐集證 (清清清清)阮其新補注阮其新補注阮其新補注阮其新補注 清道光間清道光間清道光間清道光間（（（（一八二一一八二一一八二一一八二一-一八五零一八五零一八五零一八五零））））三色套印刻本三色套印刻本三色套印刻本三色套印刻本 

陳修園二十一種陳修園二十一種陳修園二十一種陳修園二十一種  (清清清清)陳念祖撰陳念祖撰陳念祖撰陳念祖撰 清光緒二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七年（（（（一九一九一九一九〇〇〇〇一一一一））））新化三味書局刻本新化三味書局刻本新化三味書局刻本新化三味書局刻本 

陳修園醫書陳修園醫書陳修園醫書陳修園醫書（（（（三十八種一百十七卷三十八種一百十七卷三十八種一百十七卷三十八種一百十七卷））））   (清清清清)陳念祖撰陳念祖撰陳念祖撰陳念祖撰 清光緒三十一年清光緒三十一年清光緒三十一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一九一九一九〇〇〇〇五五五五））））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陳修園醫書六十種陳修園醫書六十種陳修園醫書六十種陳修園醫書六十種（（（（五十三種一百五十三種一百五十三種一百五十三種一百〇〇〇〇五卷五卷五卷五卷））））  (清清清清)陳念祖撰陳念祖撰陳念祖撰陳念祖撰 民國間石印本民國間石印本民國間石印本民國間石印本 

陳修園醫書全集陳修園醫書全集陳修園醫書全集陳修園醫書全集（（（（存二種八卷存二種八卷存二種八卷存二種八卷））））  (清清清清)陳念祖撰陳念祖撰陳念祖撰陳念祖撰 民國八年民國八年民國八年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上海掃上海掃上海掃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葉山房石印本葉山房石印本葉山房石印本 

成方切用十二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成方切用十二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成方切用十二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成方切用十二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  (清清清清)吳儀洛輯吳儀洛輯吳儀洛輯吳儀洛輯 清乾隆二十六年清乾隆二十六年清乾隆二十六年清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一七六一一七六一一七六一））））吳氏利濟堂刻本吳氏利濟堂刻本吳氏利濟堂刻本吳氏利濟堂刻本 

赤水玄珠三十卷醫旨緒論二卷醫案五卷赤水玄珠三十卷醫旨緒論二卷醫案五卷赤水玄珠三十卷醫旨緒論二卷醫案五卷赤水玄珠三十卷醫旨緒論二卷醫案五卷  (明明明明)孫一奎編輯孫一奎編輯孫一奎編輯孫一奎編輯 清康熙間清康熙間清康熙間清康熙間（（（（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大生要旨一卷續編一卷大生要旨一卷續編一卷大生要旨一卷續編一卷大生要旨一卷續編一卷  (清清清清)唐千頃著唐千頃著唐千頃著唐千頃著 民國三年民國三年民國三年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一九一四一九一四一九一四））））上海錦章書局石印本上海錦章書局石印本上海錦章書局石印本上海錦章書局石印本 

丹臺玉案六卷丹臺玉案六卷丹臺玉案六卷丹臺玉案六卷  (清清清清)孫文胤撰孫文胤撰孫文胤撰孫文胤撰 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 

丹溪先生心法五卷附錄一卷丹溪先生心法五卷附錄一卷丹溪先生心法五卷附錄一卷丹溪先生心法五卷附錄一卷  (元元元元)朱震亨撰朱震亨撰朱震亨撰朱震亨撰 民國間刻本民國間刻本民國間刻本民國間刻本 

丹溪心法附餘二十四卷卷首一卷丹溪心法附餘二十四卷卷首一卷丹溪心法附餘二十四卷卷首一卷丹溪心法附餘二十四卷卷首一卷  (明明明明)方廣輯方廣輯方廣輯方廣輯 民國九年民國九年民國九年民國九年（（（（一九二一九二一九二一九二〇）〇）〇）〇）浙紹墨潤堂石印本浙紹墨潤堂石印本浙紹墨潤堂石印本浙紹墨潤堂石印本 

丹溪心法附餘二十四卷首一卷丹溪心法附餘二十四卷首一卷丹溪心法附餘二十四卷首一卷丹溪心法附餘二十四卷首一卷  (明明明明)方廣方廣方廣方廣輯輯輯輯 民國九年浙紹墨潤堂石印本民國九年浙紹墨潤堂石印本民國九年浙紹墨潤堂石印本民國九年浙紹墨潤堂石印本 

丹溪朱氏脈因證治二卷丹溪朱氏脈因證治二卷丹溪朱氏脈因證治二卷丹溪朱氏脈因證治二卷  (元元元元)朱震亨撰朱震亨撰朱震亨撰朱震亨撰 清乾隆四十年清乾隆四十年清乾隆四十年清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一七七五一七七五一七七五））））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鼎鍥幼幼集成六卷鼎鍥幼幼集成六卷鼎鍥幼幼集成六卷鼎鍥幼幼集成六卷  (清清清清)陳復正輯訂陳復正輯訂陳復正輯訂陳復正輯訂 (清清清清)劉一勷校正劉一勷校正劉一勷校正劉一勷校正 (清清清清)周宗頤參訂周宗頤參訂周宗頤參訂周宗頤參訂 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 

訂補明醫指掌十卷訂補明醫指掌十卷訂補明醫指掌十卷訂補明醫指掌十卷  (清清清清)滑一壽編纂滑一壽編纂滑一壽編纂滑一壽編纂 民國四年民國四年民國四年民國四年（（（（一九一六一九一六一九一六一九一六））））石印本石印本石印本石印本 

訂補明醫指掌十卷附診家樞要一卷訂補明醫指掌十卷附診家樞要一卷訂補明醫指掌十卷附診家樞要一卷訂補明醫指掌十卷附診家樞要一卷  (明明明明)皇甫中撰皇甫中撰皇甫中撰皇甫中撰 (明明明明)王肯堂訂補王肯堂訂補王肯堂訂補王肯堂訂補 清宣統三年清宣統三年清宣統三年清宣統三年（（（（一九一一一九一一一九一一一九一一））））掃葉山房石印本掃葉山房石印本掃葉山房石印本掃葉山房石印本 

東垣十書東垣十書東垣十書東垣十書  (明明明明)□□輯輯輯輯 清文奎堂刻本清文奎堂刻本清文奎堂刻本清文奎堂刻本 

洞主仙師白喉忌表抉微洞主仙師白喉忌表抉微洞主仙師白喉忌表抉微洞主仙師白喉忌表抉微  (清清清清)耐修子編校耐修子編校耐修子編校耐修子編校 民國十九年民國十九年民國十九年民國十九年（（（（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痘疹會通五卷痘疹會通五卷痘疹會通五卷痘疹會通五卷  (清清清清)曾鼎纂曾鼎纂曾鼎纂曾鼎纂 (清清清清)費晉原刻費晉原刻費晉原刻費晉原刻 (清清清清)劉昌祁重校劉昌祁重校劉昌祁重校劉昌祁重校 清光緒三十年南豐天心堂鉛印本清光緒三十年南豐天心堂鉛印本清光緒三十年南豐天心堂鉛印本清光緒三十年南豐天心堂鉛印本 

痘疹會通五卷痘疹會通五卷痘疹會通五卷痘疹會通五卷  (清清清清)曾鼎撰曾鼎撰曾鼎撰曾鼎撰 清乾隆五十一年清乾隆五十一年清乾隆五十一年清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一七八六一七八六一七八六））））曾氏忠恕堂刻本曾氏忠恕堂刻本曾氏忠恕堂刻本曾氏忠恕堂刻本 

痘疹活幼心法不分卷痘疹活幼心法不分卷痘疹活幼心法不分卷痘疹活幼心法不分卷  (明明明明)聶尚恒著聶尚恒著聶尚恒著聶尚恒著 明崇禎六年明崇禎六年明崇禎六年明崇禎六年（（（（一六三三一六三三一六三三一六三三））））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痘疹世醫心法十二卷附毓麟芝室玉髓摘要二卷痘疹世醫心法十二卷附毓麟芝室玉髓摘要二卷痘疹世醫心法十二卷附毓麟芝室玉髓摘要二卷痘疹世醫心法十二卷附毓麟芝室玉髓摘要二卷  (明明明明)萬全集萬全集萬全集萬全集 (清清清清)趙燁校趙燁校趙燁校趙燁校 清咸豐七年清咸豐七年清咸豐七年清咸豐七年（（（（一八五七一八五七一八五七一八五七））））長白羅恒保刻本長白羅恒保刻本長白羅恒保刻本長白羅恒保刻本 

痘疹正宗二卷痘疹正宗二卷痘疹正宗二卷痘疹正宗二卷  (清清清清)宋麟祥著宋麟祥著宋麟祥著宋麟祥著 (清清清清)林鸿勲校林鸿勲校林鸿勲校林鸿勲校 抄本抄本抄本抄本 

兒科輯要四卷附錄一卷兒科輯要四卷附錄一卷兒科輯要四卷附錄一卷兒科輯要四卷附錄一卷  姚濟蒼輯姚濟蒼輯姚濟蒼輯姚濟蒼輯 民國抄本民國抄本民國抄本民國抄本 

馮氏錦囊秘錄馮氏錦囊秘錄馮氏錦囊秘錄馮氏錦囊秘錄  (清清清清)馮兆張撰馮兆張撰馮兆張撰馮兆張撰 清嘉慶十八年清嘉慶十八年清嘉慶十八年清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一八一三一八一三一八一三））））會成堂刻本會成堂刻本會成堂刻本會成堂刻本 

馮氏錦囊秘錄馮氏錦囊秘錄馮氏錦囊秘錄馮氏錦囊秘錄  (清清清清)馮兆張撰馮兆張撰馮兆張撰馮兆張撰 清咸豐八年清咸豐八年清咸豐八年清咸豐八年（（（（一八五八一八五八一八五八一八五八））））嘉應翼經堂刻本嘉應翼經堂刻本嘉應翼經堂刻本嘉應翼經堂刻本 

婦科精蘊五卷婦科精蘊五卷婦科精蘊五卷婦科精蘊五卷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妥瑪氏撰妥瑪氏撰妥瑪氏撰妥瑪氏撰 (清清清清)孔慶高筆譯孔慶高筆譯孔慶高筆譯孔慶高筆譯 清光緒十五年清光緒十五年清光緒十五年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一八八九一八八九一八八九））））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婦嬰至寶六卷婦嬰至寶六卷婦嬰至寶六卷婦嬰至寶六卷  (清清清清)徐恜江輯徐恜江輯徐恜江輯徐恜江輯 清同治五年清同治五年清同治五年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一八六六一八六六一八六六））））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婦嬰至寶七卷婦嬰至寶七卷婦嬰至寶七卷婦嬰至寶七卷  (清清清清)徐恜江輯徐恜江輯徐恜江輯徐恜江輯 清同治十三年清同治十三年清同治十三年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一八七四一八七四一八七四））））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傅氏眼科審視瑤函六卷卷首一卷前賢醫案一卷傅氏眼科審視瑤函六卷卷首一卷前賢醫案一卷傅氏眼科審視瑤函六卷卷首一卷前賢醫案一卷傅氏眼科審視瑤函六卷卷首一卷前賢醫案一卷  (明明明明)傅仁宇纂輯傅仁宇纂輯傅仁宇纂輯傅仁宇纂輯 (清清清清)林長生較補林長生較補林長生較補林長生較補 (清清清清)傳維藩編集傳維藩編集傳維藩編集傳維藩編集 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 

古方選注四卷古方選注四卷古方選注四卷古方選注四卷  (清清清清)王子接注王子接注王子接注王子接注 (清清清清)葉桂校葉桂校葉桂校葉桂校 民國間上海千頃堂書局石印本民國間上海千頃堂書局石印本民國間上海千頃堂書局石印本民國間上海千頃堂書局石印本 

古今名醫萬方類編三十二卷古今名醫萬方類編三十二卷古今名醫萬方類編三十二卷古今名醫萬方類編三十二卷  曹繩彥輯曹繩彥輯曹繩彥輯曹繩彥輯 清光緒三十年清光緒三十年清光緒三十年清光緒三十年（（（（一九一九一九一九〇〇〇〇四四四四））））武進費武進費武進費武進費伯雄刻本伯雄刻本伯雄刻本伯雄刻本 

洪氏集驗方五卷洪氏集驗方五卷洪氏集驗方五卷洪氏集驗方五卷   (宋宋宋宋)洪遵撰洪遵撰洪遵撰洪遵撰 民國間影印本民國間影印本民國間影印本民國間影印本 

喉科杓指四卷喉科杓指四卷喉科杓指四卷喉科杓指四卷  (清清清清)包永泰著包永泰著包永泰著包永泰著 (清清清清)包福成校包福成校包福成校包福成校 清道光三年文清道光三年文清道光三年文清道光三年文□堂刻本堂刻本堂刻本堂刻本 

喉科指掌四卷喉科指掌四卷喉科指掌四卷喉科指掌四卷  (清清清清)張宗良撰張宗良撰張宗良撰張宗良撰 民國中原書局石印本民國中原書局石印本民國中原書局石印本民國中原書局石印本 

淮陰吳鞠通先生醫案五卷淮陰吳鞠通先生醫案五卷淮陰吳鞠通先生醫案五卷淮陰吳鞠通先生醫案五卷  (清清清清)吳鞠通著吳鞠通著吳鞠通著吳鞠通著 民国间铅印本民国间铅印本民国间铅印本民国间铅印本 

黃帝內經素問九卷黃帝內經素問九卷黃帝內經素問九卷黃帝內經素問九卷  (清清清清)張志聰集注張志聰集注張志聰集注張志聰集注 清康熙間刻本清康熙間刻本清康熙間刻本清康熙間刻本 

黃帝內經素問注證發微九卷黃帝內經素問注證發微九卷黃帝內經素問注證發微九卷黃帝內經素問注證發微九卷  (明明明明)馬蒔注證馬蒔注證馬蒔注證馬蒔注證 清光緒十四年清光緒十四年清光緒十四年清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一八八八一八八八一八八八））））廣陵邱氏刻本廣陵邱氏刻本廣陵邱氏刻本廣陵邱氏刻本 

黃氏醫書八種八十卷黃氏醫書八種八十卷黃氏醫書八種八十卷黃氏醫書八種八十卷  (清清清清)黃元御撰黃元御撰黃元御撰黃元御撰 清同治七年清同治七年清同治七年清同治七年（（（（一八六八一八六八一八六八一八六八））））成都刊本成都刊本成都刊本成都刊本 

回生集二卷回生集二卷回生集二卷回生集二卷  (清清清清)陳杰輯陳杰輯陳杰輯陳杰輯 清咸豐十年清咸豐十年清咸豐十年清咸豐十年（（（（一八六一八六一八六一八六〇）〇）〇）〇）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繪圖痧驚合璧四卷繪圖痧驚合璧四卷繪圖痧驚合璧四卷繪圖痧驚合璧四卷  佚名撰佚名撰佚名撰佚名撰 民國六年民國六年民國六年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一九一七一九一七一九一七））））上海天寶書局影印本上海天寶書局影印本上海天寶書局影印本上海天寶書局影印本 

活幼心法大全八卷活幼心法大全八卷活幼心法大全八卷活幼心法大全八卷  (明明明明)聶尚恒著聶尚恒著聶尚恒著聶尚恒著 民國間千頃堂書局石印本民國間千頃堂書局石印本民國間千頃堂書局石印本民國間千頃堂書局石印本 

集驗良方六卷集驗良方六卷集驗良方六卷集驗良方六卷   (清清清清)徐世昌編徐世昌編徐世昌編徐世昌編 清咸豐元年清咸豐元年清咸豐元年清咸豐元年（（（（一八五一一八五一一八五一一八五一））））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濟世良方八卷濟世良方八卷濟世良方八卷濟世良方八卷   和化文社輯和化文社輯和化文社輯和化文社輯 (□)朱靜一校正朱靜一校正朱靜一校正朱靜一校正 民國八年民國八年民國八年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一九））））湘潭和化慈善堂刻本湘潭和化慈善堂刻本湘潭和化慈善堂刻本湘潭和化慈善堂刻本 

簡明醫訣四卷簡明醫訣四卷簡明醫訣四卷簡明醫訣四卷  周雲章撰周雲章撰周雲章撰周雲章撰 清宣統元年清宣統元年清宣統元年清宣統元年（（（（一九一九一九一九〇〇〇〇九九九九））））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江陰柳氏醫學叢書江陰柳氏醫學叢書江陰柳氏醫學叢書江陰柳氏醫學叢書  (清清清清)柳寶詒選評柳寶詒選評柳寶詒選評柳寶詒選評 清光緒三十年清光緒三十年清光緒三十年清光緒三十年（（（（一九一九一九一九〇〇〇〇四四四四））））上海文瑞樓石印本上海文瑞樓石印本上海文瑞樓石印本上海文瑞樓石印本 



绛雪園古方選注不分卷绛雪園古方選注不分卷绛雪園古方選注不分卷绛雪園古方選注不分卷  (清清清清)王子接注王子接注王子接注王子接注 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 

金匱懸解二十二卷金匱懸解二十二卷金匱懸解二十二卷金匱懸解二十二卷  (清清清清)黃元御撰黃元御撰黃元御撰黃元御撰 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 

經穴纂要五卷經穴纂要五卷經穴纂要五卷經穴纂要五卷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小阪營升撰小阪營升撰小阪營升撰小阪營升撰 日本文化七年日本文化七年日本文化七年日本文化七年（（（（一八一一八一一八一一八一〇）〇）〇）〇）青雲堂刻本青雲堂刻本青雲堂刻本青雲堂刻本 

精校詳注醫學入門八卷卷首一卷精校詳注醫學入門八卷卷首一卷精校詳注醫學入門八卷卷首一卷精校詳注醫學入門八卷卷首一卷  (明明明明)李梴撰李梴撰李梴撰李梴撰 民國初上海廣益書局石印本民國初上海廣益書局石印本民國初上海廣益書局石印本民國初上海廣益書局石印本 

景岳全書發揮四卷景岳全書發揮四卷景岳全書發揮四卷景岳全書發揮四卷  (清清清清)葉桂撰葉桂撰葉桂撰葉桂撰 民國六年民國六年民國六年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一九一七一九一七一九一七））））竟進書局石印本竟進書局石印本竟進書局石印本竟進書局石印本 

景岳全書十六種六十四卷景岳全書十六種六十四卷景岳全書十六種六十四卷景岳全書十六種六十四卷  (明明明明)張介賓撰張介賓撰張介賓撰張介賓撰 清乾隆三十三年清乾隆三十三年清乾隆三十三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一七六八一七六八一七六八））））越郡藜照樓刊本越郡藜照樓刊本越郡藜照樓刊本越郡藜照樓刊本 

救偏瑣言十卷備用良方一卷救偏瑣言十卷備用良方一卷救偏瑣言十卷備用良方一卷救偏瑣言十卷備用良方一卷  (清清清清)費啟泰撰費啟泰撰費啟泰撰費啟泰撰 (清清清清)費度等訂費度等訂費度等訂費度等訂 清康熙二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一六八八一六八八一六八八））））文盛堂刻本文盛堂刻本文盛堂刻本文盛堂刻本 

雷公炮製藥性解六卷雷公炮製藥性解六卷雷公炮製藥性解六卷雷公炮製藥性解六卷  (明明明明)李中梓輯李中梓輯李中梓輯李中梓輯 民國十一年民國十一年民國十一年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一九二二一九二二一九二二））））上海大成書局石印本上海大成書局石印本上海大成書局石印本上海大成書局石印本 

類經三十二卷圖類經三十二卷圖類經三十二卷圖類經三十二卷圖翼十一卷附翼四卷翼十一卷附翼四卷翼十一卷附翼四卷翼十一卷附翼四卷  (明明明明)張介賓注張介賓注張介賓注張介賓注 明天啟四年明天啟四年明天啟四年明天啟四年（（（（一六二四一六二四一六二四一六二四））））會稽謝應魁刻本會稽謝應魁刻本會稽謝應魁刻本會稽謝應魁刻本 

類經三十二卷圖翼十一卷附翼四卷類經三十二卷圖翼十一卷附翼四卷類經三十二卷圖翼十一卷附翼四卷類經三十二卷圖翼十一卷附翼四卷   (明明明明)張介賓類註張介賓類註張介賓類註張介賓類註 民國八年民國八年民國八年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一九））））千頃堂書局石印本千頃堂書局石印本千頃堂書局石印本千頃堂書局石印本 

類證普濟本事方十卷類證普濟本事方十卷類證普濟本事方十卷類證普濟本事方十卷  (宋宋宋宋)白沙許學士撰白沙許學士撰白沙許學士撰白沙許學士撰 (清清清清)葉桂釋義葉桂釋義葉桂釋義葉桂釋義 清嘉慶十九年清嘉慶十九年清嘉慶十九年清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一八一四一八一四一八一四））））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痢證匯參十卷痢證匯參十卷痢證匯參十卷痢證匯參十卷  (清清清清)吳道源纂輯吳道源纂輯吳道源纂輯吳道源纂輯 清三讓堂刻本清三讓堂刻本清三讓堂刻本清三讓堂刻本 

良方彚選二卷良方彚選二卷良方彚選二卷良方彚選二卷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丹波元簡撰丹波元簡撰丹波元簡撰丹波元簡撰 文明書局輯文明書局輯文明書局輯文明書局輯 民國二十七年民國二十七年民國二十七年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九三八一九三八一九三八））））文明書局鉛印本文明書局鉛印本文明書局鉛印本文明書局鉛印本 

痳科保赤金丹四卷附邵氏痘科一卷痳科保赤金丹四卷附邵氏痘科一卷痳科保赤金丹四卷附邵氏痘科一卷痳科保赤金丹四卷附邵氏痘科一卷  (清清清清)謝璞齋撰謝璞齋撰謝璞齋撰謝璞齋撰 (清清清清)劉阜山撰劉阜山撰劉阜山撰劉阜山撰 光緒十七年重刊本光緒十七年重刊本光緒十七年重刊本光緒十七年重刊本 

臨證醫案筆記六卷臨證醫案筆記六卷臨證醫案筆記六卷臨證醫案筆記六卷  (清清清清)吳渭泉著吳渭泉著吳渭泉著吳渭泉著 曹炳章校刊曹炳章校刊曹炳章校刊曹炳章校刊 民國八年民國八年民國八年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一九））））石印本石印本石印本石印本 

臨證指南醫案八卷臨證指南醫案八卷臨證指南醫案八卷臨證指南醫案八卷  (清清清清)葉桂著葉桂著葉桂著葉桂著 民國己未民國己未民國己未民國己未（（（（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仲冬文益書局石印本仲冬文益書局石印本仲冬文益書局石印本仲冬文益書局石印本 

靈樞經九卷靈樞經九卷靈樞經九卷靈樞經九卷  (清清清清)張志聰集注張志聰集注張志聰集注張志聰集注 (清清清清)張文啟參訂張文啟參訂張文啟參訂張文啟參訂 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 

靈樞提要淺注十二卷靈樞提要淺注十二卷靈樞提要淺注十二卷靈樞提要淺注十二卷  (清清清清)陳念祖集注陳念祖集注陳念祖集注陳念祖集注 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 

劉河間傷寒六書劉河間傷寒六書劉河間傷寒六書劉河間傷寒六書  (金金金金)劉完素述劉完素述劉完素述劉完素述 (明明明明)吳勉學校吳勉學校吳勉學校吳勉學校 清清清清（（（（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劉河間傷寒六書劉河間傷寒六書劉河間傷寒六書劉河間傷寒六書（（（（存七種十二卷存七種十二卷存七種十二卷存七種十二卷））））  (金金金金)劉完素撰劉完素撰劉完素撰劉完素撰 (明明明明)吳勉學校吳勉學校吳勉學校吳勉學校 清宣統元年清宣統元年清宣統元年清宣統元年（（（（一九一九一九一九〇〇〇〇九九九九））））上海千頃堂石印本上海千頃堂石印本上海千頃堂石印本上海千頃堂石印本 

劉河間傷寒三書劉河間傷寒三書劉河間傷寒三書劉河間傷寒三書  (金金金金)劉守真撰劉守真撰劉守真撰劉守真撰 (明明明明)吳勉學校吳勉學校吳勉學校吳勉學校 清宣統元年清宣統元年清宣統元年清宣統元年（（（（一九一九一九一九〇〇〇〇九九九九））））上海千傾堂上海千傾堂上海千傾堂上海千傾堂石印本石印本石印本石印本 

劉河間傷寒三書劉河間傷寒三書劉河間傷寒三書劉河間傷寒三書（（（（二種五卷二種五卷二種五卷二種五卷））））  (金金金金)劉守真撰劉守真撰劉守真撰劉守真撰 (清清清清)程郊倩訂程郊倩訂程郊倩訂程郊倩訂 清清清清（（（（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陸氏論醫集四卷陸氏論醫集四卷陸氏論醫集四卷陸氏論醫集四卷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陸彭年撰陸彭年撰陸彭年撰陸彭年撰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沈本琰編纂沈本琰編纂沈本琰編纂沈本琰編纂 民國二十二年民國二十二年民國二十二年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一九三三一九三三一九三三））））上海川沙陸彭年鉛印本上海川沙陸彭年鉛印本上海川沙陸彭年鉛印本上海川沙陸彭年鉛印本 

脈訣刊誤集解二卷脈訣刊誤集解二卷脈訣刊誤集解二卷脈訣刊誤集解二卷   (元元元元)戴起宗撰戴起宗撰戴起宗撰戴起宗撰 (明明明明)朱升節抄朱升節抄朱升節抄朱升節抄 (明明明明)汪機補訂并輯附錄汪機補訂并輯附錄汪機補訂并輯附錄汪機補訂并輯附錄 清宣統元年清宣統元年清宣統元年清宣統元年（（（（一九一九一九一九〇〇〇〇九九九九））））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脈理存真三卷脈理存真三卷脈理存真三卷脈理存真三卷   (元元元元)滑壽撰滑壽撰滑壽撰滑壽撰 (清清清清)余顯廷校訂余顯廷校訂余顯廷校訂余顯廷校訂 清光緒二年清光緒二年清光緒二年清光緒二年（（（（一八七六一八七六一八七六一八七六））））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勉學堂鍼灸集成四卷勉學堂鍼灸集成四卷勉學堂鍼灸集成四卷勉學堂鍼灸集成四卷  (清清清清)廖润鸿編廖润鸿編廖润鸿編廖润鸿編 民國二十五年民國二十五年民國二十五年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一九三六一九三六一九三六））））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名醫方論四卷名醫方論四卷名醫方論四卷名醫方論四卷  (清清清清)羅美評定羅美評定羅美評定羅美評定 (清清清清)柯韻伯參柯韻伯參柯韻伯參柯韻伯參閱閱閱閱 (清清清清)錢榮光重校錢榮光重校錢榮光重校錢榮光重校 民國上海大成書局石印本民國上海大成書局石印本民國上海大成書局石印本民國上海大成書局石印本 



名醫類案十二卷名醫類案十二卷名醫類案十二卷名醫類案十二卷   (明明明明)江瓘集江瓘集江瓘集江瓘集 清乾隆三十五年清乾隆三十五年清乾隆三十五年清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一七七一七七一七七〇）〇）〇）〇）長塘鮑廷博知不足齋刻本長塘鮑廷博知不足齋刻本長塘鮑廷博知不足齋刻本長塘鮑廷博知不足齋刻本  

男科二卷男科二卷男科二卷男科二卷  (清清清清)傅山撰傅山撰傅山撰傅山撰 清光緒九年清光緒九年清光緒九年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一八八三一八八三一八八三））））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女科輯要八卷附單養腎胎產全書一卷女科輯要八卷附單養腎胎產全書一卷女科輯要八卷附單養腎胎產全書一卷女科輯要八卷附單養腎胎產全書一卷  (清清清清)周紀常纂輯周紀常纂輯周紀常纂輯周紀常纂輯 清同治四年重刊本清同治四年重刊本清同治四年重刊本清同治四年重刊本 

齊氏醫案崇正辨訛六卷齊氏醫案崇正辨訛六卷齊氏醫案崇正辨訛六卷齊氏醫案崇正辨訛六卷  (清清清清)齊秉慧著齊秉慧著齊秉慧著齊秉慧著 (清清清清)齊高較錄齊高較錄齊高較錄齊高較錄 (清清清清)齊瑞參訂齊瑞參訂齊瑞參訂齊瑞參訂 清晚期刻本清晚期刻本清晚期刻本清晚期刻本 

錢氏小兒藥證直訣三卷附方並說一卷錢氏小兒藥證直訣三卷附方並說一卷錢氏小兒藥證直訣三卷附方並說一卷錢氏小兒藥證直訣三卷附方並說一卷  (宋宋宋宋)錢乙撰錢乙撰錢乙撰錢乙撰 (宋宋宋宋)閻孝忠集閻孝忠集閻孝忠集閻孝忠集 民國十三年蘭陵堂刊本民國十三年蘭陵堂刊本民國十三年蘭陵堂刊本民國十三年蘭陵堂刊本 

潛齋簡效方一卷附醫話四科簡效方四卷潛齋簡效方一卷附醫話四科簡效方四卷潛齋簡效方一卷附醫話四科簡效方四卷潛齋簡效方一卷附醫話四科簡效方四卷  (清清清清)王士雄輯王士雄輯王士雄輯王士雄輯 民國七年民國七年民國七年民國七年（（（（一九一一九一一九一一九一八八八八））））集古閣石印本集古閣石印本集古閣石印本集古閣石印本 

潛齋醫書五種潛齋醫書五種潛齋醫書五種潛齋醫書五種  (清清清清)王士雄撰王士雄撰王士雄撰王士雄撰 民國間石印本民國間石印本民國間石印本民國間石印本 

儒門醫學三卷附卷一卷儒門醫學三卷附卷一卷儒門醫學三卷附卷一卷儒門醫學三卷附卷一卷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海得蘭撰海得蘭撰海得蘭撰海得蘭撰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傅蘭雅口譯傅蘭雅口譯傅蘭雅口譯傅蘭雅口譯 清光緒間江南製造總局刻本清光緒間江南製造總局刻本清光緒間江南製造總局刻本清光緒間江南製造總局刻本 

三家醫案合刻三卷三家醫案合刻三卷三家醫案合刻三卷三家醫案合刻三卷  (清清清清)吳金壽纂吳金壽纂吳金壽纂吳金壽纂 清道光十一年清道光十一年清道光十一年清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一八三一一八三一一八三一））））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痧麻明辨一卷痧麻明辨一卷痧麻明辨一卷痧麻明辨一卷  (清清清清)華壎編輯華壎編輯華壎編輯華壎編輯 民國二十四年民國二十四年民國二十四年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一九三五一九三五一九三五））））上海千頃堂石印本上海千頃堂石印本上海千頃堂石印本上海千頃堂石印本 

痧疫二症合編六卷痧疫二症合編六卷痧疫二症合編六卷痧疫二症合編六卷  (清清清清)劉奎撰劉奎撰劉奎撰劉奎撰 民國十二年民國十二年民國十二年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上海千頃堂書局石印本上海千頃堂書局石印本上海千頃堂書局石印本上海千頃堂書局石印本 

痧症全書三卷痧症全書三卷痧症全書三卷痧症全書三卷  (清清清清)林森傳授林森傳授林森傳授林森傳授 (清清清清)王凱編輯王凱編輯王凱編輯王凱編輯 清道光五年刻本清道光五年刻本清道光五年刻本清道光五年刻本。。。。 

刪補頤生微論二十四卷刪補頤生微論二十四卷刪補頤生微論二十四卷刪補頤生微論二十四卷  (明明明明)李中梓撰李中梓撰李中梓撰李中梓撰 (明明明明)沈頲其他沈頲其他沈頲其他沈頲其他 明崇禎明崇禎明崇禎明崇禎十五年十五年十五年十五年（（（（一六四二一六四二一六四二一六四二））））華亭李氏飛映閣刻本華亭李氏飛映閣刻本華亭李氏飛映閣刻本華亭李氏飛映閣刻本 

刪注脈訣規正二卷刪注脈訣規正二卷刪注脈訣規正二卷刪注脈訣規正二卷  (清清清清)沈鏡刪注沈鏡刪注沈鏡刪注沈鏡刪注 清宣統元年清宣統元年清宣統元年清宣統元年（（（（一九一九一九一九〇〇〇〇九九九九））））成都同文公會刻本成都同文公會刻本成都同文公會刻本成都同文公會刻本 

善成堂增訂士材三書善成堂增訂士材三書善成堂增訂士材三書善成堂增訂士材三書  (明明明明)李中梓撰李中梓撰李中梓撰李中梓撰 (清清清清)尤乘增補尤乘增補尤乘增補尤乘增補 清康熙間清康熙間清康熙間清康熙間（（（（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善成堂刻本善成堂刻本善成堂刻本善成堂刻本 

傷寒大白四卷總論一卷傷寒大白四卷總論一卷傷寒大白四卷總論一卷傷寒大白四卷總論一卷  (清清清清)秦之楨纂秦之楨纂秦之楨纂秦之楨纂 清康熙五十三年清康熙五十三年清康熙五十三年清康熙五十三年（（（（一七一四一七一四一七一四一七一四））））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傷寒論研究四卷傷寒論研究四卷傷寒論研究四卷傷寒論研究四卷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惲鐵樵撰惲鐵樵撰惲鐵樵撰惲鐵樵撰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何山等参校何山等参校何山等参校何山等参校 民国十三年民国十三年民国十三年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一九二四一九二四一九二四））））上海商務印書館铅印本上海商務印書館铅印本上海商務印書館铅印本上海商務印書館铅印本 

傷寒瘟疫條辯六卷傷寒瘟疫條辯六卷傷寒瘟疫條辯六卷傷寒瘟疫條辯六卷  (清清清清)楊璿撰楊璿撰楊璿撰楊璿撰 (清清清清)郭善鄰較郭善鄰較郭善鄰較郭善鄰較 (清清清清)孫宏智較孫宏智較孫宏智較孫宏智較 清光緒二十二年易俗河五穀殿重校本清光緒二十二年易俗河五穀殿重校本清光緒二十二年易俗河五穀殿重校本清光緒二十二年易俗河五穀殿重校本 

傷寒懸解十四卷首傷寒懸解十四卷首傷寒懸解十四卷首傷寒懸解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一卷末一卷一卷末一卷一卷末一卷  (清清清清)黃元御著黃元御著黃元御著黃元御著 清同治刻本清同治刻本清同治刻本清同治刻本 

傷寒真方歌括六卷傷寒真方歌括六卷傷寒真方歌括六卷傷寒真方歌括六卷 十藥神書注解一卷十藥神書注解一卷十藥神書注解一卷十藥神書注解一卷   (清清清清)陳念祖撰陳念祖撰陳念祖撰陳念祖撰 (清清清清)林壽萱校林壽萱校林壽萱校林壽萱校 (清清清清)葛可久撰葛可久撰葛可久撰葛可久撰 清光緒二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 年年年年））））三味書局刻本三味書局刻本三味書局刻本三味書局刻本 

尚論篇四卷卷首一卷後篇四卷尚論篇四卷卷首一卷後篇四卷尚論篇四卷卷首一卷後篇四卷尚論篇四卷卷首一卷後篇四卷  (清清清清)喻昌撰喻昌撰喻昌撰喻昌撰 (清清清清)陳守誠重梓陳守誠重梓陳守誠重梓陳守誠重梓 民國簡青斎石印本民國簡青斎石印本民國簡青斎石印本民國簡青斎石印本 

尚論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四卷卷首一卷尚論後篇四卷醫尚論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四卷卷首一卷尚論後篇四卷醫尚論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四卷卷首一卷尚論後篇四卷醫尚論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四卷卷首一卷尚論後篇四卷醫

門法律六卷寓意草一卷門法律六卷寓意草一卷門法律六卷寓意草一卷門法律六卷寓意草一卷  (清清清清)喻昌著喻昌著喻昌著喻昌著 (清清清清)陳守誠重梓陳守誠重梓陳守誠重梓陳守誠重梓 清清清清（（（（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神驗良方集要二卷神驗良方集要二卷神驗良方集要二卷神驗良方集要二卷  (清清清清)朱爾楫編朱爾楫編朱爾楫編朱爾楫編 民國抄本民國抄本民國抄本民國抄本 

沈氏尊生書沈氏尊生書沈氏尊生書沈氏尊生書  (清清清清)沈金鰲撰沈金鰲撰沈金鰲撰沈金鰲撰 皖藩使者鑒定皖藩使者鑒定皖藩使者鑒定皖藩使者鑒定 清道光二十四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清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一八四四一八四四一八四四））））粵東省城雙門底古香樓書坊刻本粵東省城雙門底古香樓書坊刻本粵東省城雙門底古香樓書坊刻本粵東省城雙門底古香樓書坊刻本 



沈氏尊生書沈氏尊生書沈氏尊生書沈氏尊生書  (清清清清)沈金鰲撰沈金鰲撰沈金鰲撰沈金鰲撰 清同治十三年清同治十三年清同治十三年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一八七四一八七四一八七四））））湖北崇文書局刻本湖北崇文書局刻本湖北崇文書局刻本湖北崇文書局刻本 

沈氏尊生書三十卷卷首二卷沈氏尊生書三十卷卷首二卷沈氏尊生書三十卷卷首二卷沈氏尊生書三十卷卷首二卷  (清清清清)沈金鰲撰沈金鰲撰沈金鰲撰沈金鰲撰 清宣統元年清宣統元年清宣統元年清宣統元年（（（（一九一九一九一九〇〇〇〇九九九九））））仿泰西法石印本仿泰西法石印本仿泰西法石印本仿泰西法石印本 

聖餘醫案詮解六卷聖餘醫案詮解六卷聖餘醫案詮解六卷聖餘醫案詮解六卷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李俊著李俊著李俊著李俊著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張國銓參訂張國銓參訂張國銓參訂張國銓參訂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夏忠道參訂夏忠道參訂夏忠道參訂夏忠道參訂 民國丙戌民國丙戌民國丙戌民國丙戌（（（（一九四六一九四六一九四六一九四六））））秋李重俊堂刊本秋李重俊堂刊本秋李重俊堂刊本秋李重俊堂刊本 

石室秘錄六卷石室秘錄六卷石室秘錄六卷石室秘錄六卷  (清清清清)陳士鐸撰陳士鐸撰陳士鐸撰陳士鐸撰 清康熙年間清康熙年間清康熙年間清康熙年間（（（（一六六二一六六二一六六二一六六二-一七二二一七二二一七二二一七二二））））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時病論八卷時病論八卷時病論八卷時病論八卷  (清清清清)雷豐撰雷豐撰雷豐撰雷豐撰 清光緒十年清光緒十年清光緒十年清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一八八四一八八四一八八四））））雷氏慎修堂刻本雷氏慎修堂刻本雷氏慎修堂刻本雷氏慎修堂刻本 

世補齋醫書世補齋醫書世補齋醫書世補齋醫書  (清清清清)陸懋修撰陸懋修撰陸懋修撰陸懋修撰 清光緒十二年清光緒十二年清光緒十二年清光緒十二年（（（（1886 年年年年））））山左書局鉛印本山左書局鉛印本山左書局鉛印本山左書局鉛印本 

說文解字注十五卷六書音均表一卷說文解字注十五卷六書音均表一卷說文解字注十五卷六書音均表一卷說文解字注十五卷六書音均表一卷  (清清清清)段玉裁注段玉裁注段玉裁注段玉裁注 清光緒三十四年清光緒三十四年清光緒三十四年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零八一九零八一九零八一九零八））））石印本石印本石印本石印本 

四科簡效方四卷四科簡效方四卷四科簡效方四卷四科簡效方四卷   (清清清清)王士雄選王士雄選王士雄選王士雄選 清光緒十一年清光緒十一年清光緒十一年清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一八八五一八八五一八八五））））會稽徐樹蘭刻本會稽徐樹蘭刻本會稽徐樹蘭刻本會稽徐樹蘭刻本 

松峰說疫七卷松峰說疫七卷松峰說疫七卷松峰說疫七卷  (清清清清)劉奎輯劉奎輯劉奎輯劉奎輯 (清清清清)劉秉錦校劉秉錦校劉秉錦校劉秉錦校 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 

素仙簡要四卷素仙簡要四卷素仙簡要四卷素仙簡要四卷  (清清清清)奎瑛輯奎瑛輯奎瑛輯奎瑛輯 民國三年民國三年民國三年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一九一四一九一四一九一四））））石印本石印本石印本石印本 

孫氏醫學叢書孫氏醫學叢書孫氏醫學叢書孫氏醫學叢書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孫鼎宜撰孫鼎宜撰孫鼎宜撰孫鼎宜撰 民国二十一年民国二十一年民国二十一年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一九三二一九三二一九三二））））中華書局铅印本中華書局铅印本中華書局铅印本中華書局铅印本 

孫真人千金方衍義三十卷孫真人千金方衍義三十卷孫真人千金方衍義三十卷孫真人千金方衍義三十卷   (唐唐唐唐)孫思邈撰孫思邈撰孫思邈撰孫思邈撰 (清清清清)張璐著張璐著張璐著張璐著 (清清清清)席世臣校席世臣校席世臣校席世臣校 清嘉慶六年清嘉慶六年清嘉慶六年清嘉慶六年（（（（一八一八一八一八〇〇〇〇一一一一））））埽葉山房刻本埽葉山房刻本埽葉山房刻本埽葉山房刻本 

胎產心法三卷胎產心法三卷胎產心法三卷胎產心法三卷   (清清清清)閻純璽撰閻純璽撰閻純璽撰閻純璽撰 民國元年民國元年民國元年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一九一二一九一二一九一二））））上海江東書局石印本上海江東書局石印本上海江東書局石印本上海江東書局石印本 

胎產心法三卷胎產心法三卷胎產心法三卷胎產心法三卷   (清清清清)閻純璽撰閻純璽撰閻純璽撰閻純璽撰 (清清清清)李廷璋编訂李廷璋编訂李廷璋编訂李廷璋编訂 清光緒九年清光緒九年清光緒九年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一八八三一八八三一八八三））））敬慎堂刻本敬慎堂刻本敬慎堂刻本敬慎堂刻本 

太倉傅氏醫學三書太倉傅氏醫學三書太倉傅氏醫學三書太倉傅氏醫學三書  (清清清清)傅松元撰傅松元撰傅松元撰傅松元撰 民國十九年民國十九年民國十九年民國十九年（（（（一九三一九三一九三一九三〇）〇）〇）〇）瀏河學古堂傅氏排印本瀏河學古堂傅氏排印本瀏河學古堂傅氏排印本瀏河學古堂傅氏排印本 

唐氏中西醫判二卷唐氏中西醫判二卷唐氏中西醫判二卷唐氏中西醫判二卷  (清清清清)唐宗海著唐宗海著唐宗海著唐宗海著 民國三年民國三年民國三年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一九一四一九一四一九一四））））百草廬刻本百草廬刻本百草廬刻本百草廬刻本 

陶節庵傷寒全生集四卷陶節庵傷寒全生集四卷陶節庵傷寒全生集四卷陶節庵傷寒全生集四卷  (明明明明)陶節庵著陶節庵著陶節庵著陶節庵著 (清清清清)葉天士評葉天士評葉天士評葉天士評 清眉壽堂刻本清眉壽堂刻本清眉壽堂刻本清眉壽堂刻本 

圖註八十一難經四卷圖註八十一難經四卷圖註八十一難經四卷圖註八十一難經四卷  (戰國戰國戰國戰國)秦越人述秦越人述秦越人述秦越人述 (明明明明)張世賢註張世賢註張世賢註張世賢註 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 

圖註八十一難經四卷圖註八十一難經四卷圖註八十一難經四卷圖註八十一難經四卷   (戰國戰國戰國戰國)秦越人述秦越人述秦越人述秦越人述 (明明明明)張世賢註張世賢註張世賢註張世賢註 清清清清（（（（一六四四一六四四一六四四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一））））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退思廬醫書四種合刻退思廬醫書四種合刻退思廬醫書四種合刻退思廬醫書四種合刻（（（（館存二種八卷館存二種八卷館存二種八卷館存二種八卷））））  嚴鴻志撰嚴鴻志撰嚴鴻志撰嚴鴻志撰 民國十年民國十年民國十年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一九二一一九二一一九二一））））寧波汲綆書莊石印本寧波汲綆書莊石印本寧波汲綆書莊石印本寧波汲綆書莊石印本 

外科理例七卷附方一卷外科理例七卷附方一卷外科理例七卷附方一卷外科理例七卷附方一卷  (明明明明)汪機撰汪機撰汪機撰汪機撰 明嘉靖刻本明嘉靖刻本明嘉靖刻本明嘉靖刻本 

外科正宗十二卷外科正宗十二卷外科正宗十二卷外科正宗十二卷  (明明明明)陳實功撰陳實功撰陳實功撰陳實功撰 (清清清清)徐大椿評徐大椿評徐大椿評徐大椿評 清咸豐十年清咸豐十年清咸豐十年清咸豐十年（（（（一八六一八六一八六一八六〇）〇）〇）〇）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外科證治全書五卷附刻全生集醫案一卷外科證治全書五卷附刻全生集醫案一卷外科證治全書五卷附刻全生集醫案一卷外科證治全書五卷附刻全生集醫案一卷  (清清清清)許克昌輯許克昌輯許克昌輯許克昌輯 (清清清清)畢法輯畢法輯畢法輯畢法輯 清同治六年清同治六年清同治六年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一八六七一八六七一八六七））））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外證醫案彙編四卷外證醫案彙編四卷外證醫案彙編四卷外證醫案彙編四卷  (清清清清)余景和輯余景和輯余景和輯余景和輯 清光緒二十年清光緒二十年清光緒二十年清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一八九四一八九四一八九四））））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王氏醫存十七卷王氏醫存十七卷王氏醫存十七卷王氏醫存十七卷  (清清清清)王燕昌撰王燕昌撰王燕昌撰王燕昌撰 清同治十三年清同治十三年清同治十三年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一八七四一八七四一八七四））））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韡園醫學六種韡園醫學六種韡園醫學六種韡園醫學六種  (清清清清)潘霨輯潘霨輯潘霨輯潘霨輯 清光緒九清光緒九清光緒九清光緒九年年年年（（（（一八八三一八八三一八八三一八八三））））江西書局刻本江西書局刻本江西書局刻本江西書局刻本 

溫熱暑疫全書四卷溫熱暑疫全書四卷溫熱暑疫全書四卷溫熱暑疫全書四卷  (清清清清)周揚俊輯周揚俊輯周揚俊輯周揚俊輯 民國間石印本民國間石印本民國間石印本民國間石印本 

溫癥癍疹辨證溫癥癍疹辨證溫癥癍疹辨證溫癥癍疹辨證  (清清清清)許汝楫著許汝楫著許汝楫著許汝楫著 清光緒十四年清光緒十四年清光緒十四年清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一八八八一八八八一八八八））））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瘟疫明辨四卷附方一卷瘟疫明辨四卷附方一卷瘟疫明辨四卷附方一卷瘟疫明辨四卷附方一卷  (清清清清)鄭奠一撰鄭奠一撰鄭奠一撰鄭奠一撰 清光緒十五年清光緒十五年清光緒十五年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一八八九一八八九一八八九））））掃葉山房刻本掃葉山房刻本掃葉山房刻本掃葉山房刻本 

問斎醫桉五卷問斎醫桉五卷問斎醫桉五卷問斎醫桉五卷  (清清清清)蔣寳素著蔣寳素著蔣寳素著蔣寳素著 民國石印本民國石印本民國石印本民國石印本 

吳醫彙講十一卷吳醫彙講十一卷吳醫彙講十一卷吳醫彙講十一卷  (清清清清)唐大烈纂輯唐大烈纂輯唐大烈纂輯唐大烈纂輯 (清清清清)沈文爕校訂沈文爕校訂沈文爕校訂沈文爕校訂 清乾隆壬子清乾隆壬子清乾隆壬子清乾隆壬子（（（（一七九二一七九二一七九二一七九二））））校經山房刊本校經山房刊本校經山房刊本校經山房刊本 

小兒按摩術四卷小兒按摩術四卷小兒按摩術四卷小兒按摩術四卷  李芝光校刊李芝光校刊李芝光校刊李芝光校刊 民國十一年民國十一年民國十一年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一九二二一九二二一九二二））））上海孚華書局石印本上海孚華書局石印本上海孚華書局石印本上海孚華書局石印本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二十卷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二十卷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二十卷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二十卷  (□)□□撰撰撰撰 民國十三年民國十三年民國十三年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一九二四一九二四一九二四））））黃陂蕭耀南蘭黃陂蕭耀南蘭黃陂蕭耀南蘭黃陂蕭耀南蘭陵堂刻本陵堂刻本陵堂刻本陵堂刻本 

新編救急奇方二卷新編救急奇方二卷新編救急奇方二卷新編救急奇方二卷  (清清清清)徐文弼輯徐文弼輯徐文弼輯徐文弼輯 清咸豐十年清咸豐十年清咸豐十年清咸豐十年（（（（一八六一八六一八六一八六〇）〇）〇）〇）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新刊良朋彙集五卷新刊良朋彙集五卷新刊良朋彙集五卷新刊良朋彙集五卷  (清清清清)孫偉輯孫偉輯孫偉輯孫偉輯 (清清清清)吳化善釘吳化善釘吳化善釘吳化善釘 清康熙間刻本清康熙間刻本清康熙間刻本清康熙間刻本 

新刊增補萬病回春原本八卷新刊增補萬病回春原本八卷新刊增補萬病回春原本八卷新刊增補萬病回春原本八卷   (明明明明)龔廷賢編龔廷賢編龔廷賢編龔廷賢編 (清清清清)周亮登校周亮登校周亮登校周亮登校 清道光八年清道光八年清道光八年清道光八年（（（（一八二八一八二八一八二八一八二八））））書業德刻本書業德刻本書業德刻本書業德刻本 

信驗方四卷續四卷信驗方四卷續四卷信驗方四卷續四卷信驗方四卷續四卷  (清清清清)盧蔭長撰盧蔭長撰盧蔭長撰盧蔭長撰 清抄本清抄本清抄本清抄本 

徐靈胎醫學全書徐靈胎醫學全書徐靈胎醫學全書徐靈胎醫學全書  (清清清清)徐大椿撰徐大椿撰徐大椿撰徐大椿撰 清光緒三十三年清光緒三十三年清光緒三十三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一九一九一九一九〇〇〇〇七七七七））））上海六藝書局石印本上海六藝書局石印本上海六藝書局石印本上海六藝書局石印本 

徐批臨證指南醫案十卷附種福堂續選臨證醫案四卷徐批臨證指南醫案十卷附種福堂續選臨證醫案四卷徐批臨證指南醫案十卷附種福堂續選臨證醫案四卷徐批臨證指南醫案十卷附種福堂續選臨證醫案四卷  (清清清清)葉桂著葉桂著葉桂著葉桂著 (清清清清)徐靈胎評徐靈胎評徐靈胎評徐靈胎評 清光緒十二年清光緒十二年清光緒十二年清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一八八六一八八六一八八六））））成都培元堂刻本成都培元堂刻本成都培元堂刻本成都培元堂刻本 

徐氏醫書八種徐氏醫書八種徐氏醫書八種徐氏醫書八種  (清清清清)徐大椿撰徐大椿撰徐大椿撰徐大椿撰 民國二年民國二年民國二年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一九一三一九一三一九一三））））上海中華圖書館刻本上海中華圖書館刻本上海中華圖書館刻本上海中華圖書館刻本 

續名醫類案三十六卷續名醫類案三十六卷續名醫類案三十六卷續名醫類案三十六卷   (清清清清)魏之琇編集魏之琇編集魏之琇編集魏之琇編集 (清清清清)李定源重校李定源重校李定源重校李定源重校 (清清清清)完璸重校完璸重校完璸重校完璸重校 清光緒十一年清光緒十一年清光緒十一年清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一八八五一八八五一八八五））））信述堂刻本信述堂刻本信述堂刻本信述堂刻本 

研經言四卷研經言四卷研經言四卷研經言四卷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莫文泉述莫文泉述莫文泉述莫文泉述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袁焯重錄袁焯重錄袁焯重錄袁焯重錄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裘慶元校刊裘慶元校刊裘慶元校刊裘慶元校刊 民國十二年民國十二年民國十二年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杭州三三醫社刻本杭州三三醫社刻本杭州三三醫社刻本杭州三三醫社刻本 

藥性賦直解九卷卷首一卷藥性賦直解九卷卷首一卷藥性賦直解九卷卷首一卷藥性賦直解九卷卷首一卷  (明明明明)羅必煒參訂羅必煒參訂羅必煒參訂羅必煒參訂 清光緒三十年清光緒三十年清光緒三十年清光緒三十年（（（（一九零四一九零四一九零四一九零四））））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葉氏醫案存真三卷葉氏醫案存真三卷葉氏醫案存真三卷葉氏醫案存真三卷   (清清清清)葉桂撰葉桂撰葉桂撰葉桂撰 (清清清清)葉萬青其他葉萬青其他葉萬青其他葉萬青其他 清道光十六年清道光十六年清道光十六年清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一八三六一八三六一八三六））））石印本石印本石印本石印本 

醫痘金丹二卷醫痘金丹二卷醫痘金丹二卷醫痘金丹二卷  (清清清清)劉衡輯劉衡輯劉衡輯劉衡輯 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 

醫方捷徑指南全書二卷李東垣珍醫方捷徑指南全書二卷李東垣珍醫方捷徑指南全書二卷李東垣珍醫方捷徑指南全書二卷李東垣珍珠囊藥性賦二卷珠囊藥性賦二卷珠囊藥性賦二卷珠囊藥性賦二卷  (明明明明)王宗顯輯王宗顯輯王宗顯輯王宗顯輯 (明明明明)錢允治校錢允治校錢允治校錢允治校 民國三年民國三年民國三年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一九一四一九一四一九一四））））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醫方易簡新編六卷醫方易簡新編六卷醫方易簡新編六卷醫方易簡新編六卷  (清清清清)龔自璋輯龔自璋輯龔自璋輯龔自璋輯 清同治丙寅年重刊本清同治丙寅年重刊本清同治丙寅年重刊本清同治丙寅年重刊本 

醫家四要四卷醫家四要四卷醫家四要四卷醫家四要四卷   (清清清清)程曦纂程曦纂程曦纂程曦纂 (清清清清)江誠纂江誠纂江誠纂江誠纂 (清清清清)雷大震纂雷大震纂雷大震纂雷大震纂 清光緒十二年清光緒十二年清光緒十二年清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一八八六一八八六一八八六））））豫章鄧燦堂刻本豫章鄧燦堂刻本豫章鄧燦堂刻本豫章鄧燦堂刻本 

醫經原旨六卷醫經原旨六卷醫經原旨六卷醫經原旨六卷  (清清清清)薛雪集注薛雪集注薛雪集注薛雪集注 清乾隆間清乾隆間清乾隆間清乾隆間（（（（一七三六一七三六一七三六一七三六-一七九五一七九五一七九五一七九五））））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醫理真傳四卷醫理真傳四卷醫理真傳四卷醫理真傳四卷  (清清清清)鄭壽全撰鄭壽全撰鄭壽全撰鄭壽全撰 清同治八年清同治八年清同治八年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一八六九一八六九一八六九））））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醫林改錯二卷醫林改錯二卷醫林改錯二卷醫林改錯二卷  (清清清清)王清任著王清任著王清任著王清任著 清道光二十九年清道光二十九年清道光二十九年清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一八四九一八四九一八四九））））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醫林改錯二卷醫林改錯二卷醫林改錯二卷醫林改錯二卷  (清清清清)王清任著王清任著王清任著王清任著 清光緒二十二年清光緒二十二年清光緒二十二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一八九六一八九六一八九六））））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醫林枕秘醫林枕秘醫林枕秘醫林枕秘保赤存真十卷保赤存真十卷保赤存真十卷保赤存真十卷   (清清清清)余含棻輯余含棻輯余含棻輯余含棻輯 清光緒二年清光緒二年清光緒二年清光緒二年（（（（一八七六一八七六一八七六一八七六））））婺源余氏刻本婺源余氏刻本婺源余氏刻本婺源余氏刻本 

醫林纂要探源十卷附錄一卷醫林纂要探源十卷附錄一卷醫林纂要探源十卷附錄一卷醫林纂要探源十卷附錄一卷  (清清清清)汪紱輯汪紱輯汪紱輯汪紱輯 清光緒二十三年清光緒二十三年清光緒二十三年清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一八九七一八九七一八九七））））江蘇書局刻本江蘇書局刻本江蘇書局刻本江蘇書局刻本 



醫門棒喝四卷二集傷寒論本旨九卷醫門棒喝四卷二集傷寒論本旨九卷醫門棒喝四卷二集傷寒論本旨九卷醫門棒喝四卷二集傷寒論本旨九卷  (清清清清)章楠撰章楠撰章楠撰章楠撰 (清清清清)孫廷鉦參訂孫廷鉦參訂孫廷鉦參訂孫廷鉦參訂 (清清清清)田晉元評點田晉元評點田晉元評點田晉元評點 清同治六年清同治六年清同治六年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一八六七一八六七一八六七））））海甯應澍海甯應澍海甯應澍海甯應澍 河間紀樹馥刻本河間紀樹馥刻本河間紀樹馥刻本河間紀樹馥刻本 

醫門法律六卷尚論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二卷卷首一卷後醫門法律六卷尚論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二卷卷首一卷後醫門法律六卷尚論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二卷卷首一卷後醫門法律六卷尚論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二卷卷首一卷後

四卷寓意草一卷四卷寓意草一卷四卷寓意草一卷四卷寓意草一卷  (清清清清)喻昌撰喻昌撰喻昌撰喻昌撰 清乾隆四年清乾隆四年清乾隆四年清乾隆四年（（（（一七三九一七三九一七三九一七三九））））善成堂刻本善成堂刻本善成堂刻本善成堂刻本 

醫說十卷醫說十卷醫說十卷醫說十卷   (宋宋宋宋)張杲撰張杲撰張杲撰張杲撰 民國二十二年民國二十二年民國二十二年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一九三三一九三三一九三三））））陶鳳樓影印本陶鳳樓影印本陶鳳樓影印本陶鳳樓影印本 

醫學讀書記三卷續記一卷醫學讀書記三卷續記一卷醫學讀書記三卷續記一卷醫學讀書記三卷續記一卷  (清清清清)尤怡著尤怡著尤怡著尤怡著 清光緒十四年清光緒十四年清光緒十四年清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一八八八一八八八一八八八））））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醫學輯要四卷醫學輯要四卷醫學輯要四卷醫學輯要四卷  (清清清清)吳燡編吳燡編吳燡編吳燡編 清道光五年清道光五年清道光五年清道光五年（（（（一八二五一八二五一八二五一八二五））））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醫學南針二集一卷醫學南針二集一卷醫學南針二集一卷醫學南針二集一卷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陸士諤撰陸士諤撰陸士諤撰陸士諤撰 民國二十年民國二十年民國二十年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一九三一一九三一一九三一））））上海世界書局鉛印本上海世界書局鉛印本上海世界書局鉛印本上海世界書局鉛印本 

醫學五則醫學五則醫學五則醫學五則  (清清清清)廖雲溪撰廖雲溪撰廖雲溪撰廖雲溪撰 清光緒十三年清光緒十三年清光緒十三年清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一八八七一八八七一八八七））））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醫學正傳八卷醫學正傳八卷醫學正傳八卷醫學正傳八卷  (明明明明)虞摶編虞摶編虞摶編虞摶編 民國間會文堂石印本民國間會文堂石印本民國間會文堂石印本民國間會文堂石印本 

醫學指歸二卷卷首一卷醫學指歸二卷卷首一卷醫學指歸二卷卷首一卷醫學指歸二卷卷首一卷  (清清清清)趙術堂編輯趙術堂編輯趙術堂編輯趙術堂編輯 清同治元年清同治元年清同治元年清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一八六二一八六二一八六二））））旌孝堂刻本旌孝堂刻本旌孝堂刻本旌孝堂刻本 

醫宗備要三卷醫宗備要三卷醫宗備要三卷醫宗備要三卷  (清清清清)曾鼎重梓曾鼎重梓曾鼎重梓曾鼎重梓 (清清清清)蕭敷政校刊蕭敷政校刊蕭敷政校刊蕭敷政校刊 (清清清清)蕭敷教校刊蕭敷教校刊蕭敷教校刊蕭敷教校刊 清光緒三十三年清光緒三十三年清光緒三十三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一九一九一九一九〇〇〇〇七七七七））））蕭氏趣園刻本蕭氏趣園刻本蕭氏趣園刻本蕭氏趣園刻本 

醫宗備要三卷醫宗備要三卷醫宗備要三卷醫宗備要三卷  (清清清清)田田田田鼎輯鼎輯鼎輯鼎輯 清同治八年清同治八年清同治八年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一八六九一八六九一八六九））））楚北崇文書局刻本楚北崇文書局刻本楚北崇文書局刻本楚北崇文書局刻本 

醫宗說約五卷醫宗說約五卷醫宗說約五卷醫宗說約五卷  (清清清清)蔣示吉輯蔣示吉輯蔣示吉輯蔣示吉輯 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 

易簡方論六卷易簡方論六卷易簡方論六卷易簡方論六卷   (清清清清)程履新撰程履新撰程履新撰程履新撰 清清清清（（（（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疫痧草一卷疫痧草一卷疫痧草一卷疫痧草一卷  (清清清清)陳耕道撰陳耕道撰陳耕道撰陳耕道撰 清道光二十二年清道光二十二年清道光二十二年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一八四二一八四二一八四二））））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銀海精微二卷銀海精微二卷銀海精微二卷銀海精微二卷  (唐唐唐唐)孫思邈原輯孫思邈原輯孫思邈原輯孫思邈原輯 (清清清清)龔雲林編定龔雲林編定龔雲林編定龔雲林編定 (清清清清)周亮節校正周亮節校正周亮節校正周亮節校正 民國間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本民國間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本民國間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本民國間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本 

嬰童百問十卷嬰童百問十卷嬰童百問十卷嬰童百問十卷  (明明明明)魯伯嗣著魯伯嗣著魯伯嗣著魯伯嗣著 民國八年民國八年民國八年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一九））））上海大東書局石印本上海大東書局石印本上海大東書局石印本上海大東書局石印本 

嬰童百問十卷附產寶百問五卷嬰童百問十卷附產寶百問五卷嬰童百問十卷附產寶百問五卷嬰童百問十卷附產寶百問五卷  (清清清清)王肯堂重訂王肯堂重訂王肯堂重訂王肯堂重訂 明刻本明刻本明刻本明刻本 

幼科銕鏡六卷幼科銕鏡六卷幼科銕鏡六卷幼科銕鏡六卷  (清清清清)夏鼎撰夏鼎撰夏鼎撰夏鼎撰 清嘉慶二十三年清嘉慶二十三年清嘉慶二十三年清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一八一八一八一八一八一八））））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幼科鐵鏡六卷幼科鐵鏡六卷幼科鐵鏡六卷幼科鐵鏡六卷  (清清清清)夏鼎撰夏鼎撰夏鼎撰夏鼎撰 光緒二十二年光緒二十二年光緒二十二年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一八九六一八九六一八九六））））廣雅書局刻本廣雅書局刻本廣雅書局刻本廣雅書局刻本 

幼科鐵鏡六卷幼科鐵鏡六卷幼科鐵鏡六卷幼科鐵鏡六卷  (清清清清)夏鼎撰夏鼎撰夏鼎撰夏鼎撰 民國三年民國三年民國三年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一九一四一九一四一九一四））））貴池劉氏唐石簃刻本貴池劉氏唐石簃刻本貴池劉氏唐石簃刻本貴池劉氏唐石簃刻本 

聿修堂醫學叢書十三種聿修堂醫學叢書十三種聿修堂醫學叢書十三種聿修堂醫學叢書十三種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丹波元簡撰丹波元簡撰丹波元簡撰丹波元簡撰 清光緒飛青閣刊本清光緒飛青閣刊本清光緒飛青閣刊本清光緒飛青閣刊本 

御纂醫宗金鑑內科七十四卷外科十六卷卷首一卷御纂醫宗金鑑內科七十四卷外科十六卷卷首一卷御纂醫宗金鑑內科七十四卷外科十六卷卷首一卷御纂醫宗金鑑內科七十四卷外科十六卷卷首一卷  (清清清清)吳謙等輯吳謙等輯吳謙等輯吳謙等輯 清光緒三十二年清光緒三十二年清光緒三十二年清光緒三十二年（（（（一九一九一九一九〇〇〇〇二二二二））））有益齋石印本有益齋石印本有益齋石印本有益齋石印本 

御纂醫宗金鑑外科十六卷御纂醫宗金鑑外科十六卷御纂醫宗金鑑外科十六卷御纂醫宗金鑑外科十六卷  (清清清清)吳謙等輯吳謙等輯吳謙等輯吳謙等輯 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清刻本 

御纂醫宗金鑒九十卷首卷一卷御纂醫宗金鑒九十卷首卷一卷御纂醫宗金鑒九十卷首卷一卷御纂醫宗金鑒九十卷首卷一卷  (清清清清)錢鬥保等纂錢鬥保等纂錢鬥保等纂錢鬥保等纂 清光緒二年清光緒二年清光緒二年清光緒二年（（（（一八七六一八七六一八七六一八七六））））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元彚醫鏡五卷卷首一卷元彚醫鏡五卷卷首一卷元彚醫鏡五卷卷首一卷元彚醫鏡五卷卷首一卷  (清清清清)劉盼瞻撰劉盼瞻撰劉盼瞻撰劉盼瞻撰 民國十八年民國十八年民國十八年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一九二九一九二九一九二九））））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增補辨證錄十四卷附胎產秘書三卷增補辨證錄十四卷附胎產秘書三卷增補辨證錄十四卷附胎產秘書三卷增補辨證錄十四卷附胎產秘書三卷  (清清清清)陳士鐸著陳士鐸著陳士鐸著陳士鐸著 民國十年民國十年民國十年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一九二一一九二一一九二一））））上海大成書局石印本上海大成書局石印本上海大成書局石印本上海大成書局石印本 

增補秘傳痘診玉髓金鏡錄四卷圖像一卷增補秘傳痘診玉髓金鏡錄四卷圖像一卷增補秘傳痘診玉髓金鏡錄四卷圖像一卷增補秘傳痘診玉髓金鏡錄四卷圖像一卷  (明明明明)翁仲仁撰翁仲仁撰翁仲仁撰翁仲仁撰 清道光二十年清道光二十年清道光二十年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零一八四零一八四零一八四零））））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增訂本草備要醫方集解合編二種增訂本草備要醫方集解合編二種增訂本草備要醫方集解合編二種增訂本草備要醫方集解合編二種  (清清清清)汪昂輯汪昂輯汪昂輯汪昂輯 清光緒間刻本清光緒間刻本清光緒間刻本清光緒間刻本 

增廣驗方新編十六集續集五卷增廣驗方新編十六集續集五卷增廣驗方新編十六集續集五卷增廣驗方新編十六集續集五卷  (清清清清)鮑相璈編輯鮑相璈編輯鮑相璈編輯鮑相璈編輯 (清清清清)張紹棠增輯張紹棠增輯張紹棠增輯張紹棠增輯 民國二十九年上海錦章書局新印民國二十九年上海錦章書局新印民國二十九年上海錦章書局新印民國二十九年上海錦章書局新印 

增刪喉科心法一卷增刪喉科心法一卷增刪喉科心法一卷增刪喉科心法一卷  (清清清清)劉序鵷撰劉序鵷撰劉序鵷撰劉序鵷撰 (清清清清)潘誠增訂潘誠增訂潘誠增訂潘誠增訂 清宣統元年清宣統元年清宣統元年清宣統元年（（（（一九一九一九一九〇〇〇〇九九九九））））朱雲谷堂鉛印本朱雲谷堂鉛印本朱雲谷堂鉛印本朱雲谷堂鉛印本 

增注類證活人書二十一卷增注類證活人書二十一卷增注類證活人書二十一卷增注類證活人書二十一卷  (宋宋宋宋)朱肱著朱肱著朱肱著朱肱著 (明明明明)吳勉學校吳勉學校吳勉學校吳勉學校 清光緒廿三年廣州拾芥園校清光緒廿三年廣州拾芥園校清光緒廿三年廣州拾芥園校清光緒廿三年廣州拾芥園校刊本刊本刊本刊本 

張氏醫書七種張氏醫書七種張氏醫書七種張氏醫書七種  (清清清清)張璐撰張璐撰張璐撰張璐撰 (清清清清)張登撰張登撰張登撰張登撰 清光緒二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一八九九一八九九一八九九））））浙江書局重印日本思得堂刊本浙江書局重印日本思得堂刊本浙江書局重印日本思得堂刊本浙江書局重印日本思得堂刊本。。。。 

張氏醫通十六卷張氏醫通十六卷張氏醫通十六卷張氏醫通十六卷  (清清清清)張璐纂述張璐纂述張璐纂述張璐纂述 (清清清清)張登參訂張登參訂張登參訂張登參訂 (清清清清)張倬參訂張倬參訂張倬參訂張倬參訂 清嘉慶辛酉清嘉慶辛酉清嘉慶辛酉清嘉慶辛酉（（（（一八零一一八零一一八零一一八零一））））年夏刊本年夏刊本年夏刊本年夏刊本 

張仲景傷寒論原文淺注六卷附長沙方歌括六卷張仲景傷寒論原文淺注六卷附長沙方歌括六卷張仲景傷寒論原文淺注六卷附長沙方歌括六卷張仲景傷寒論原文淺注六卷附長沙方歌括六卷  (清清清清)陳念祖著陳念祖著陳念祖著陳念祖著 清光緒二十四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一八九八一八九八一八九八））））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珍珠囊指掌補遺藥性賦四卷珍珠囊指掌補遺藥性賦四卷珍珠囊指掌補遺藥性賦四卷珍珠囊指掌補遺藥性賦四卷  李杲輯李杲輯李杲輯李杲輯 民國十一年民國十一年民國十一年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一九二二一九二二一九二二））））上海大成書局石印本上海大成書局石印本上海大成書局石印本上海大成書局石印本 

鍼灸大成十卷鍼灸大成十卷鍼灸大成十卷鍼灸大成十卷  (明明明明)楊繼洲撰楊繼洲撰楊繼洲撰楊繼洲撰 (清清清清)章廷桂重修章廷桂重修章廷桂重修章廷桂重修 清乾隆五十九年清乾隆五十九年清乾隆五十九年清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一七九四一七九四一七九四））））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證治百问四卷證治百问四卷證治百问四卷證治百问四卷  (清清清清)劉元琬鑒定劉元琬鑒定劉元琬鑒定劉元琬鑒定 (清清清清)石楷石楷石楷石楷校訂校訂校訂校訂 清康熙十二年清康熙十二年清康熙十二年清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一六七三一六七三一六七三））））刻本刻本刻本刻本 

證治彙補八卷證治彙補八卷證治彙補八卷證治彙補八卷  (清清清清)李惺菴著李惺菴著李惺菴著李惺菴著 清光緒癸未年萬卷樓新刻本清光緒癸未年萬卷樓新刻本清光緒癸未年萬卷樓新刻本清光緒癸未年萬卷樓新刻本 

中醫匯通醫書五種中醫匯通醫書五種中醫匯通醫書五種中醫匯通醫書五種  (唐唐唐唐)唐宗海撰唐宗海撰唐宗海撰唐宗海撰 清光緒三十四年清光緒三十四年清光緒三十四年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一九一九一九〇〇〇〇八八八八））））上海千頃堂書局石印本上海千頃堂書局石印本上海千頃堂書局石印本上海千頃堂書局石印本 

仲景存真集二卷仲景存真集二卷仲景存真集二卷仲景存真集二卷 

 (□)懷德氏編輯懷德氏編輯懷德氏編輯懷德氏編輯 (□)育堂氏較育堂氏較育堂氏較育堂氏較 (□)明中氏參閱明中氏參閱明中氏參閱明中氏參閱 (□)太和氏太和氏太和氏太和氏

參閱參閱參閱參閱 民國二十年民國二十年民國二十年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一九三一一九三一一九三一））））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本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本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本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本 

重訂外科正宗十二卷重訂外科正宗十二卷重訂外科正宗十二卷重訂外科正宗十二卷  (明明明明)陳實功撰陳實功撰陳實功撰陳實功撰 (清清清清)張鷟翼重訂張鷟翼重訂張鷟翼重訂張鷟翼重訂 清乾隆間刻本清乾隆間刻本清乾隆間刻本清乾隆間刻本 

重訂驗方新編十八卷重訂驗方新編十八卷重訂驗方新編十八卷重訂驗方新編十八卷  (清清清清)鮑相璈編鮑相璈編鮑相璈編鮑相璈編 民国石印本民国石印本民国石印本民国石印本 

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附黃帝內經靈樞十二卷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附黃帝內經靈樞十二卷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附黃帝內經靈樞十二卷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附黃帝內經靈樞十二卷  (唐唐唐唐)王冰注王冰注王冰注王冰注 (宋宋宋宋)林億等校正林億等校正林億等校正林億等校正 清光緒十年清光緒十年清光緒十年清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一八八四一八八四一八八四））））京口文成堂刻本京口文成堂刻本京口文成堂刻本京口文成堂刻本 

重樓玉鑰二卷重樓玉鑰二卷重樓玉鑰二卷重樓玉鑰二卷   (清清清清)鄭梅澗撰鄭梅澗撰鄭梅澗撰鄭梅澗撰 清道光十八年清道光十八年清道光十八年清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一八三八一八三八一八三八））））喜墨齋刻本喜墨齋刻本喜墨齋刻本喜墨齋刻本 

重樓玉鑰四卷重樓玉鑰四卷重樓玉鑰四卷重樓玉鑰四卷   (清清清清)鄭梅澗撰鄭梅澗撰鄭梅澗撰鄭梅澗撰 民國六年民國六年民國六年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一九一七一九一七一九一七））））奉天章福記書局石印本奉天章福記書局石印本奉天章福記書局石印本奉天章福記書局石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