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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所藏 中國 地方志目錄

吳 金 J#: 

며國 近世 • 近現代史昭究릎 위 한 基EiE資料로서 地方志가 까지 는 중요 

성은 새장스럽게 지적할 펠요가 없융 정도이다. 그러기에 世界의 各 [웹 

펄館에서는 다투어 地方志目錄을 出llJ하고 있다. 뒀近에는 臺北의 漢

學Ff?E資't~f及服務中心에 서 『셔그華E녕월웹臺햄j:J!. hl죠公펴f'&.jJ志 目錄JJ(좋北， 1985. 

4， 600除種 J&錄)과 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에서 『中國地;선志聯合目錄M::I t 

칭， 19S5. 8 ， 200餘種 J&錄)플 出刊한 바 있다. !꿇1內에서도 明 • 해 • 近짧 

代史없究者가 急增하면서 地方忘에 대한 수요도 급증하고 있우나 행얘 

所藏分이 그리 많지 뭇하여 항상 아쉬움을 느겼고， 또 그것마저도 所熾

내역이 확질하지 않아서 。l 옹에 불펀이 많았디. 그에 부응하고지 사울 

t學校 東洋뽀學科에 서 는 우산 서 올大學校m戰分을 정 리 소개 (u서 윤大 

束洋史學科듭해集』 第 8 훤， 1984)한 바 있다. 이번에는 國|치의 주요 폐합館 

에 소장된 舊刊本과 臺營影印本 빚 各 홉풍를측所收本 등윤 종합 • 정 리 하여 

1 ， 064種을 소개 한다‘ 

다1 • B . 美國에 소장펀 地方志 數와는 비교조차 헐- 수 얹는 미미한 數

字이다. 그러나 뚫팩 「피폐H志JlCII東洋史學판究.1 20， 1984에 소기j)와 같이 우 

리 냐라에도 世界의 때木이 없는 것도 아니다. 이쉬순 대료 本 目錄아 

이 時代의 댐주究者의 이용에 一助가 되었우먼 할 쁜이다. 끽X 目삶을 작 

성하는 데는 서울大 人文大 東洋史學科 博土課程의 金야쉰君의 헨신적 

안 노력과 험조가 있었기에 비로소 가능하었다. 特別히 폐意릎 表하는 

바이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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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 1뻐序는 省， 府， 씨， 縣別로 가냐다 順으로 하되 地名은 民國ß풍代블 

기줍우로 하였다. 同一 地方志가 數種안 경우에는 時代I!떠오로 整理하 

었다. 

2. 府志는 없고 그 慧下의 州 • 縣만 있는 경우에는 그 府名을 밝혀지 

않은 채 씨 • 縣만을 가나다 順으로 整理하였다. 

3. 直慧州와 廳은 府가 끝난 후 벨도로 땀理하였다. 

4. 所藏處의 mí'ì稱은 다음과 같다. 

국립;국됩중앙도서관 

고려 ; 고려대학교 도서관 

서강 ; 서강대학교 도서관 

연세 ; 연세대학교 도서관 

띤구 ; 한국정신둔화연구원 도서관 

5. 講書類의 1ITí'ì稱은 다음과 같다. 

경희 ; 경희대학교 도서관 

동국 ; 동국대꽉교 도사관 

서울 ; 서울대학교 도서관 

이화 ; 이화여자대학교 도서관 

滿뚫 ; 滿豪홉흥합， 內顧虎次郞鎬， 1919~1921 

武林 ; 武林掌故龍歸， Tp당騙， 光縮 9年

四庫 ; 文淵關四庫全書， 臺灣 商務印書館， 1983~1987 

四明 ; 四明方志蕭刊， 臺灣 中華書局， 1957 

成갖 中國方志、驚書， 成文出版社， 1970 

f:lr3代 ; 써代龍書， 張湖編， 道光 12~29年

小기‘ ; 小方뚫齊與地홉풍양， 王錫j煩編， 光縮 17年

績編 ; 史料靈書續編， 廣文펄局， 1968 

;띔海 , ，첼海홉윷書，쉴海書社， 1934 

學生 ; 新隊方志靈刊， 學生書局， 1967~1975 

펴海 ; 困海， 李調元編， 道光 5年 重刊本

華文 ; 中國省志薰編， 華文書局， 1968~1971 

6. 利태者의 펀의플 위해서 請求짧號블 붙였다. 다만， 동국대학교의 경 

우에 는 末分類장태 이 기 때 문에 請求짧號가 없다. 

7. 地方志의 椰念에 대 한 解釋이 各 機關에 따라서 다르다. 어 떤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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에서는 地方忘로 취급되는 것이 다른 機關에서는 雜地志로 취급되는 

경우기 있다.;;t;: 目錄에서는 가능한 한 핀범우}하게 收錄하려고 하였 

지란， 애에 띠라서는 다른 기관에서 펴方志로 취급된 것을 어기서는 

생략띈 경우도 있다. 

8. 파 던 값의 表示'Wli는 다음과 갇?‘ 

뜸名 깐쏠歡 

→뾰者名. fll行年度

(所績處) *. 많求품號 
* 표에서는 遊띈類인 경우에는 쐐뺨으로 나타내며， 그밖의 경우에는 冊

킹껏블 밝힘. 

例:

同官원志 10卷

침￡文親， 乾뚫 30年 j少*

( 연 서o *'成文. 952. 908-방지 회 북-240 

(서 울) *4冊. 4810-137 

1:1蕭省

it램I通志、 50卷首1卷

즈용i벼等， 후Z꿇元年刊本 

(이 화) 四 庫， 특수-08()-ÁH5←557 '" 

558 

(연구) 四댄. 082.2←푼64-557 ，~558 

납鎭志 6卷 

場주즘햇. JI頂治 14年n本

〈연세) 成文• 052.908-방지회북 348 

(고려 ) 學生， 公낌i'，-2820-10-07131 

(동국) 學生，

民靈j縣志不分卷

馬福群等， 몽國年間침;;k 

(연세 ) 成文， 952.908-망지 화북 338 

(고려 ) 떨生‘ 公꽁→2820-10-05515 

(봉극) 쩔生， 

山되!찜志 11卷 

黃웰등i 편光15 :tp→t* 4x 
(암세 ) 행父， 952.908-망지 화북-347 

〔고걱 ) 學生， 公亮-2820-10-07535

(동극) 學生，

永登縣忘 3卷

E죄↑fft숨， 民國年렘j?本 

(연셰) )항文， 952. 908-방지 화북-344 

(고려 ) 믿쯤E는， 公포-2820-10-05414 

(동국) 은용生， 

寧f、li농、 5卷

F푼홉될쨌측f: ， E얄熙26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잖-2820-10-07333 

(동도) 學生，

正寧縣志 1S卷

析遇蘭， 乾隆28年刊本

(고펴 > 學生， 公亮-2820-10-07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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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동국) 學生，

合水縣、志、 2卷

F셈쫓땀， 훈:Z;p&26소1"1少겨; 

(연세) 成文， 952- 908-방지화북-345 

출쉴뭔府志 28卷; 

紀커;쭈， 많熙27年刊2k 

(고러 ) 딴生， 公장-2820-10-07030 

(동국) 學生，

w댄州志 20卷 

tE元炯숫양， I펴照41~듀刊木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7434

(동국) 든설生， 

西和縣志 45ili

tffj大꽃쭈， ifif필39f듀沙껴: 

(떤서11) 成文， 952 -90S 땅지희푹 -331 

安定縣志 8;g

a틴碼介等， Æ흉Fgl9#:j?:2#: 

(렌세 ) 짜文， 952-908 빙 지 파뷰-350 

펴縣忘 8卷首l'한 

?캉틸껑F펴等， j:정팅젠i7fF石印本 

(고려 ) 편生， 公亮-2820-10-05212

(동닥) 웰生， 

週j 뭔!띔;요 11卷

高j원펀(짱 Jré:~경il9年沙本 

(연끼il) 없文， 952-908-방지 화북-330 

(고려 ) 學生， 公펀-2820-10-05616 

(동국) 댄生， 

빨寧縣志 2卷 

徐ì!iÝ:짤， 道光20年刊本

(연세) 행文， 952-908-냉지화북-327 

挑州廳志 18卷首1卷

張;彦薦쏟， 光總33年沙木

(연세) 成文， 952- 908-방지화북-'349 

鎭꿇縣志不分卷 

許 IJ% "A' ， 道光5年刊本

(년세 ) 成文， 952-908- 1싱 지 회→곽-343 

돼값府志 22卷 

高웠핑等， Æ흉照26年刊7;， 

(고 려 ) 學生， 公포-2820-10-05818 

(동국) 른홈生， 

습t定해)+1紀m1i21卷 

ì，(ß J꼼깔， 乾隆f퓨~l1!þjf' 

(쉰세 ) 成갖_， 952- 908-방지 화북-323 

秋造페忘 16卷 

呼잦팍딘믿쩍즉4~ ， ~tZ:따i28fFι j'U 끼5 

(떤세 ) 成갖_， 952-908-망지 폐 북 -324 

폈댐縣志 30卷챔1융; 

張國?힘향]3f;탱6쇠E좌더J* 

(고려 ) 學토， 公亮-2820.-10-02101

(동국) 튼룹EE， 

자핍志 2卷 

지k~兪원S )jßt熙2G~듀刊 ~t;: 

(연세 ) 댐文， 952-908 →땅지 희 곡-325 

河源縣志 11卷

張싸됐쭈， ]3f; ~15"주‘沙껴: 

(띤새 ) 成文， 952-908 딩 지 꾀→꽉 326 

펀修펴흉遠衛志、 6卷헌 11않 

李一IDI텅환， 康熙48if-刊껴;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7232

(동국) 學生，

夏河댐志 10卷 

張其R덩]3f;國年댐]」少木 

(연세) 없文， 952-908--방지펴 꽉→346 

隆德將志 2卷
常星景等， 康熙2年妙本

(떤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북-334 

靜寧州志 8卷首l卷

王댄等， 乾隆11年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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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영세) 成文， 962'908-방지화북-333 

莊浪縣志 20卷

집6陸等， 乾隆34年妙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335 

(고려 ) 學生， 公~~-2820-10-07636

(옹국) 學生，

華홍縣志 7編 
趙先甲， 嘉慶元年fU本

(고려 ) 學生， 公뚱-2820-10-07939 

(옹국) 學生，

‘짧州志不分卷 

張延福等， 乾隆19年妙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340 

뿔信댐志 4卷 

楊承基等， 民國15年fj;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336 

뚫信縣志 4卷 

張明道等， 民國17年石印本

(고려 ) 學生， 公쪼-2820-10-05313 

(통극) 學生，

階씨1直慧州續志 33卷협l卷 

葉恩뼈等， 光績12年flJ本

(고려 ) 學生， 公꽁-2820-10-05919 

(동국) 學生，

成縣新志 4卷

黃永等， 乾隆6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북-332 

固原直鐘州志 12卷

王學伊等， 宣統元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 908-방지화뷰-337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57l7

(동국) 學生，

海城縣志 10卷

楊金짧等， 光짧34年갱;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341 

重修햄 J애新志不分卷 

黃)(합， 츄íZì뚫27年補fU本 

〔고승 ) 편生， 公亮-2820-10-06020

(등극) 뽑生， 

폈;탤훤;志 7卷휩l卷 

뤘優5평， 道光11年刊本

〈서 울) 4冊， 4850-67 

〔연싸) 없文， 952.908-방지화북-351 

(고려) 學生， 公亮-2820-10-02202

(동국) 學生，

玉門縣志不分卷

朱詳， f少本

(연세) 成갓， 952.908-방지화북-339 

립當땀志 12卷 

德쫓양효光26年캠;木 

(연세) 成文， 952' 908-방지화북-342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7737

(동국) 學生，

淸水縣志 16卷

朱超， 乾I쫓60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치화북-328 

(고려 ) 웰生， 公亮-2820-10-08040

(동국) 學生，

徵那志 8卷

굶願年等， 굉감慶年間엠2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화북-329 

江西省

江西通志 162卷首3卷

謝몽等， 짧正10年序刊本 

( 01 화) 되짧， 특수-080-사 15-513""" 

518 

(연구) 四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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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通志 180卷휩5卷 

趙之짧等， 光績7年刊本

(서 울) 120Jlft, 4810-61 

江E핀考혀錄 10卷 

王仁固， 光絡17年필刊本 

(연세) 없文， 952'908-앙지화중-97 

廣信府志 12卷首l卷

將繼洙땅， 同治12年刊木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중-106 

興安縣志 16卷首1卷

李寶陽等， 同治10年刊겨‘; 

(연새) 成文， 952'908-방지회-중-109 

德、化땀志 54卷首1卷
陳鼎等， 同治11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중-107 

南康府志 25卷

盛元等， 同治11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화중-98 

南 l말램志 60卷 

짧元lyÞl'짱， fE國24年重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중-103 

宜黃땀忘 8卷 

표水尤等， 康熙3年序刊本

(서 울) 4冊， 강즉중 4316 

宜黃핍志 32卷 

:tL降阿等， 道光5年刊本

(연시11) 成文， 952'908-방지 화줌-101 

瑞州府志 24卷首l卷

黃廷金等， 同治12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 908-방지 화중-99 

돼u府忘 32卷首l卷
德풍等， 同治10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 908-방지화중-108 

짧州府志 78卷首l卷 

짧끼꿇等， 同治12年刊本

(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중-100 

江蘇省

江南通志 200卷首4卷

뤘之뚫等， 乾隆2'9"-刊木

(이 화) 四庫， 득수-080-사15-507'" 

512 

(연구) 四庫， 082.2-푼64-507 "-'512 

週城備考 4卷

*~뿔， 嘉慶23年刊本

(서 울) 2冊， 奎중 5661 

江陰띔續志 28卷 

l행J템等， 民國9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단지꽉중-24 

江陰近事錄 3卷

f젖강도孫，N;國9年刊木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 화중-25 

無錫金圖縣志 41卷

짧大中等， 光繹7年刊木

(연세 ) 成文， 952.908-앙지 화북-21 

無錫땀志 4卷 

未詳， 乾隆46年刊本

(이 화) 四庫， 특수-080-사15-492 

(연 구) 四庫， 082.2-판64-492 

光錯武進陽湖縣志、 30卷쉽l卷 

王其많等， 光績5年)한刊木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18505

(동국) 學生，

光宣宜햄續志 13卷 

l演善誤等， 民國9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 908-방지 화중-23 

宜興縣志 12卷

玩커-基等， i흰慶2年電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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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연세) 成文， 952'908-방치 화중-22 

蘇州府志 153卷序圖1卷

李銘院等， 光續9年刊本

(연새) 成文， 952 ， 908-방치화중-5 

吳합8志 50卷 

}’ffJïX大， 乾隆44협刊太 

〈서 울) 5冊， 옐:海金뚫， 0230-17-59 
"-'64 

(연셰) 成훗， 952-908-방치 화중-8 

(이 화) 四庫， 특슈-080-사15-485 

(연구) 四庫. 082' 2-문64-485 

였굶蘇志 60卷附地圖 

또청흥等， 正德元f류序刊本 

〈서 융) 39冊， 奎중 2699 

(이 화) 四庫， 특수-080-사15-493 

(연구) 四庫， 082-2-푼64-493 

‘필澤縣志 39卷 

l햇和志等， 光績19年重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 ， 908-방지 화중-20 

吳縣志 80卷

吳秀之等， 民國22年싫딩]本 

(연셰 ] 成文， 952 ， 908-방지 화중-18 

훌新兩縣續修合志 54卷

金吳i蘭뿔， 光體6年刊本

(연세) 없文， 952.908-탕치화중-19 

松江府志 85卷

宋如林等， 중휩慶22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망지 화중-10 

松江府屬舊志二種

陳乃蘇， 民國21年影印本

(국링 ) 古 6-71-13 

표E德金山衛志， 짚站:上海縣RE 

F협醒縣、iF、 23卷

S놓福曾즉양，N;國16年重fjJ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중-42 

童修奉賢縣志 22卷

韓個金等， 光짧4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중-15 

同治上海縣志 32卷

應寶짱等， 同治11年刊本

(셔 울) 16冊， 奎중 4618 

上海짜續志 32卷 

吳짧풍， 民國7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당지 화중-14 

합浦!?중志 33卷 

陳其元等， 光諸5年刊갱: 

(연세 ) 成文， 950'908-밤지 화중-16 

重候華훤縣志 25卷 

楊開第等， 光績4年刊*

(연세))î<;文， 952.908 방지화중-45 

川沙廳志 14卷몹l卷末1卷 

陳方짧폼， 光績5年뀐J本 

(고려 ) 횡生， 公亮-2820-10-18808

(동국) 學生，

續흉흉揚州府志 24卷 

英傑等. !司治13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 908-방지 화중-2 

高郵州志 13卷

揚宜밟等， 道光25年重印本

(저 울) 16冊， 4810-19 

(연세) 없文， 952'908-방지화중-29 

續增高郵州志不分卷

張用熙等， 합光23年pr;刊本 

(써 웅) 6冊， 4810-19a 

光續江都縣續志 31卷
謝延EI!쁨， 光總9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중-26 

東台縣志 4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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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右等， 경한慶22年刊本 

(연세) 없文， 952.908-방지화중-27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18303

(동국) 學生，

重核寶應FSR양、 28卷힘l卷 

걷륜~ø:經等훤光20年刊本 

(서 울) 10冊， 4810-46 

應縣志 33卷

}띤 R셋等， 民國21年삶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망지화중-31 

寶應땀圖經 7卷 

劉寶셈3， 道光28年刊本

(연새) 成文， 952.908-방지화중-30 

重修興化縣志、 10卷

梁園樣等， 成빨2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중-28 

景定建康志 50卷

j돼應合， 嘉짧6年F'FfIJ本 

(서 울) 18冊， 4810-89 

(아 화) 四庫， 특수-080-사15-488""489 

(연구) 四庫， 082.2-운64-488"-'489 

至大金擾新志 15卷

張와、， 乾隆46年刊本

(이 화) 四庫， 특수-080-사15-492 

(연 구) 四庫， 082.2-문64-492 

金俊通紀 14卷

ff東作篇等， 光縮26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중-37 

金俊週傳 49卷

|康f'p篇， 光縮33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중-38 

金陸짧志 附續志 9卷
陳作森等， 民國6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중-39 

金]찾짧志三種 

陳{'F篇等， 光絡26年刊 *= 
(사 울) 4冊， 4810-45 

續藥깐.寧)存志 15卷

將혈쉴h等， 光錯6年刊겨; 

(연세) 成文， 952.908- 1상지화중-1 

江寧縣志 14卷

修世꿨等， R흉照22年p)q:ij本 

(서 을) 10;빠， 즘윌중 4403 

上江兩!隔志 30卷

莫피￥쏟等， 同治13걱二刊2↑: 

(연세) 成文， 952.908-망지화중-41 

(고려 ) 뽕生， 公쪼-2820-10-19010 

(동국) 學生，

六合縣志 12卷

劉慶運等， ffiY뭔 23年序刊木 

(서 울) 5冊， 4810-47 

j핑71<縣志 22卷 

傳顧光等， 光絡i9年刊겨; 

(연세 ) 成文， 952' 908-방 지 화중-12 

金휩縣志 13卷 

鴻뻔等， 民國10年삶印木 

(연세) 成文， 952 ， 908-폐북뱅지 -13 

관徒縣志 64卷 

何紹章等 1t紹5年궤갱: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중-11 

훌寧縣志 24卷首l卷 

院本값等， 光絡12年刊木

(고려 ) 學生， 公하-2820←10-18606 

(동국) 學生，

廳城縣志 17卷首1卷

劉옳照等， 光絡21年刊;2jζ

(고려 ) 學生， 公찮-2820-10-18909 

(동국)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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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佳關統志 15卷

tt쩍*等， 光짧7年떨刊本 

(연 세 ) 成文， 952 ， 908-망지 화중-85 

좌州志 21卷 

童Jfl威等， jtfg-퍼年刊겨X 

(연써) 成文， 952' 908- 암지 피 중-34 

同治徐州府志 25卷

朱빠쌓， R國Ôcþ융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 908-란지화중-4 

銀山縣志 76卷

*家護等， 民팅장 15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망지화중-32 

蕭縣志 18卷

顧景澈等， 光總5듭年뀐1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중-33 

寶山縣志 19卷

吳뚫等， 몽國20年훤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망지화중-17 

直慧週州志 22卷

王繼祖祖等， 평￡隆20年rr-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펴-2820-10-18404 

(동국) 學生，

通1'1、l直慧州志 18卷

梁脫響等， 光繹2年=ril*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찌화중→43 

如뚫縣庫 10卷 

呂克孝等， ←萬歷46年政flj주 

(서 울) 6冊， 奎중 4268 

것口옳縣志 24卷 

楊受延等， 寫慶13年tll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중←9 

(고려 ) 쩔生， 公5c-2820-10-18101

(동국) 學生，

如뚫없續志 12卷 

?뎌↑또꽃즙흰， 遊1d7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중-44 

如꿇!院續志 16챈 

펴際森푸， 1司治12年刊本

(연세 ) 댔7~ ， 952. 908-방지피 중-46 

泰興핍志 26卷휩l卷末2卷 

↑융激雲쭈， 光필13年序刊本 

(고닙 ) 댄生， 公판 2820-10-18707 

:많I~단댐쉐志 33천E 

)최↑r!l 쩔풍， 경임慶 16年刊本 

(안써) 없文， 952 ， 908-빙지희 중-36 

選젠펌志 18卷 

王홉、照졸， 영U1lf 14年刊本 

(띤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줌-36 

廣東省

廣東j필한 64卷 

재3玉離핑， 짧正8年序뀐l本 

(써 울) 42세';， 4810ε30 

(이 회 ) 四}車， 특수-080-사15-320"-' 

322 

(연구) 四덴， 082.2-눈64-320"-' 322 

廣東週志 334卷함l卷 

|퍼元等， í피治3年굶궤겨; 

(경 희) 華文， 915.2-증17-V.10 

廣東圖說 92卷圖23卷

毛鴻寶等， 同治年附千l'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만지쉴-남-106 

廣東與地圖說 15卷

樓廷로等， 효統元年重티]겨〈 

(띤세) 成文‘ 952.908-망지화담-107 

瓚州府忘 44쩔함l卷 

明誼等， 光짧16年刊本 

(영세) 成文， 952. 908-항지화1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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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縣志 20卷首L卷

周文海뽕， 民‘國20年점1õJ]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당지화남-67 

高써府志 54卷l쏠l卷末1卷 

楊등탈等， 光「협 15年刊겨;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치화남-68 

행名縣志 8卷힘1卷 

鄭業뿔r뿔， 光潤14年刊本

〔연서11) 成文， 952.908-방지화남-65 

吳川縣志 10卷首l卷

毛昌善等， 光續14年꿰本 

(연제) 成文， 952.908-망지화남-66 

電白縣志 20卷

토중짧等， 뿔光6年千J本 

(연 세 ) 成갓_， 952.908-방지 화담-115 

廣州府志 163卷

藏뚫辰等， 光網5年刊本

(연제) 밟文， 952. 908-벙-지회 남-1 

南海縣志 26卷末1卷

鄭夢玉等， 同治11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남-50 

東쫓院志 102卷首1卷

陳伯隔等， 民國10年싫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한지화남-52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12808

(동국) 學生，

쩔I휩修志 54卷首1卷

李福泰等， 同治10年刊太

(연세) 없文， 952.908-방지화남-48 

홉뽑땀續志 44卷휩l卷 

梁鼎강等， 民國20年fU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치화남-49 

(고략 ) 주략， 公亮-2820-10-12505

(동국) 쩔生， 

三*嗚志 16卷함1卷 

李友溶풍， 嘉慶24年刊겨R 

〔연세 ) 밟文， 952'908-망지 회 뷰 -8 

11입德縣志 25卷 

JßiJ之貞等， 民國18年-刊겨;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4. 

順德、罷江劉志 5卷

未詳， 民國15年훤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남-51 

新寧縣志 26卷

何福海等， 光縮19年FF刊本

(고려) 學生， 公강-2820-10-12707 

(풍국) 등정生， 

新會縣志、 14卷

林星볼운等， 道光21年 FU本

(연세) 成文， 952. 908-방지회 남-5 

龍門縣志 20卷首1卷

招念鉉等， 民國25年없印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화남-53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12909

(동국) 활용生， 

iffiE찾縣志 8卷首1卷

王大쩔뽑， t륙國9年fU* 

(연세) 成文， 952 ， 908-한지화남-56 

淸遠縣志 16卷首1卷

李文룹等， 光績6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남 54 

香띠縣志 8卷흰l卷 

황뽑等， 乾隆15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12101

(동국) 탤生， 

新11용香Ll!縣志 8卷

祝i佳等， 道光8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1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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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동국) 學生，

重修香山縣志 22卷

田明權等， 光續5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12303

(동국) 學生，

香山縣志 18卷

I펴式金等，I\';國9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 908-방지화남 111 

中山縣志初鎬不分卷

何大章， 民國36年紹印本

(고려 ) ι 學生， 公亮-2820-10-12404

(통국) 學生，

換門紀略 2卷혐l卷 

印光任等， 핏힐慶5年重띤]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남 109 

花땀志 4卷 

王차〈名， 光績16年편刊本 

〈띤세) 없文， 952'908-방지화남-55 

탤慶府志 22卷首1卷 

탤윷풍， fF용2年重刊本 

(연새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난-110 

開平縣志 45卷힘l卷 

송혈짧等， 民國22年짧印本 

(연세) 없文， 952'908-방지화남-6 

高愛縣志 22卷首1卷

夏修뺀等， 遭光6年刊本

(연셰) 成文， 952. 908-방지화낭-57 

廣寧縣志 17卷

黃思漢뽕，I\';國22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 앙지 호L냥-113 

四會縣志 10編쉽l編末l編 

l찍‘志￡·等，I\';國 14年重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화남-58 

恩、zp:縣志 18卷首l卷末l卷

石臺等， 道光5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화남-7 

F핍州府志 40卷 

뿔興詩뿜， 同治13年刊本

(연셰) 成文， 952.908-방지화남-2 

策됩!띤志 12卷首1卷

徐寶符等， 同治10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 908-방지 화남←61 

돼江!縣좀、 16卷 

張希형等， 光觸元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 ， 908-방지 화남←59 

湖州府志 42卷首l卷

}꾀폈몇번좋， 光觸19年重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남-46 

갚海縣志 26卷首1卷 

李書吉等， 嘉慶20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망지화남-62 

湖陽縣志 22卷首1卷

멤桓重等， 光縮10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 화낭-12 

豊順縣志 8卷首l卷

홉購等， 光續10年補刊本

(연세 ) 없文， 952.908-방치 화냥-114 

海陽縣志 46卷首l卷

盧薦쉽f等， 光縮26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 ， 908-방지 화남-64 

惠來縣志 18卷혐l卷 

張짧美等， 民國19年重~p 本

(연세 ) 成文‘ 962 ， 908-방지 화1급-116 

惠州府志 45卷휩1卷 

劉港年쯤， 光絡7年f1J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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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善縣志 18卷협l卷 

f를팍효2等， ii순隆48年刊本 

(연세) 행文， 952.908 방치화남-63 

陸뿔!RF5션 12卷

王之iE等연Z{쫓10年구u本 

(연시) 成文. 962.908-방지화남-11 

값定퍼[源紀略 35卷 

켜ìc:E싼等， 民國20年影印太

(서 울) 8J1f}, 4810-102 

海豊!짧志志合千U 
'ft-熊， 종힐逢恩. 民國20年짧f-p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치화남-10 

興寧縣志 12쩔 

f며據層쪽， 民國18年*R5Uzk

(연제) 밟文. 952.908-방치화남-9 

明淸興寧縣志 4卷
劉꿋錫， 民國62年影印;$:

(고려) 學生， 公亮-2820-10-24111

(통국) 學生，

핏룹應州志 32卷 

吳몫뻗等， 光縮24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망지화남-117 

볕慧南雄l+l志 34卷首1卷

용保純뿔， 道光4年뀌本 

(연서11 ) 밟文， 952.908-방지 화당판O 

西寧縣志 12卷혐1卷末l卷 

즘휩폈宗等， , 道光10年刊本

(연세 ) Jt;文， 952.908-방치화남-112 

連陽八排風士記 8卷

李來章， 康熙47年ftl;$:

(연세) 成호， 952.908-방지화남 118 

廣西省

廣西週志 128卷

金媒等， 짧正11年刊本 

(이 화) 四댄， 득수→080 사15-565"-' 

568 

(연 구) 四庫， 082.2-푼6'1-555'"'-'568 

廣西通3월 279卷힘1卷 

吉慶等 嘉慶6年j한뀐l本 

(서 웅) 80冊， 4810-50 

廣西通志輯몇 17卷首1卷

蘇宗輕뽕， 光絡15年뀌本 

(연새) 成文， 952.908-방지화낚 70 

뿔、恩댐;운、 8編 

梁杓等，l'\:‘ I행24年i없印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13404

(통국) 學生，

天i可縣志 2卷

林光樣， 道光6年修원;太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받지회남-24 

天河縣獅士志

楊宗珍等，

(연셰) 없文， 952.908-방치화남-135 

臨桂縣、志 32卷

蔡묻콤검等， 光續6年網뀌U:;$: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회남 15 

龍勝廳志l'分卷

)폐誠之， 道光26캘刊本 

(연새) 없文， 952 ， 908-받지화념--17 

全縣志 13編

黃뿔山等， 民國24年샘印本 

(고려 ) 學로， 公亮 2820-10-13303 

(몽국) 學生，

료로化縣志不分卷 

單玉威等， 民國26年짧印本 

(연세 ) 成文， 952 ， 908-방지 화당-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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훌州志 2卷 

李世橋等， 同治9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 ， 908-방지 화남-130 

雖容縣志 2卷

藏進巧等， 民國23年짧印本 

(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화남-129 

馬平縣志 11卷

합혈等， 乾隆29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 908-방지화남-128 

핍江縣志不分卷 

蕭앓元等， 民國26年銀印本

(떤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남-120 

〔고려 ) 學生， 公품 2820-10-13505 

(등국) 學生，

때械1係志 8卷首1卷 

f며其英等， 民國29年igEP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닫-127 

柳州縣志 10卷首l卷

휩랍等.~國21年핑티J ;깎 

(연세 ) 成文. 952'908-앙지 화남-126 

(고려 ) 學生， 公;‘;::-2820-10-13101

(동국) 學生，

上林縣志 17卷

揚盟等， 民國23年삶印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남-134 

遭江縣志不分卷

黃)띤찌等， 民國24年없印本 

(띤세) 成文. 952 ， 908-방치화낭-136 

選江縣志 4卷

짧빼피@상i等， 光짧17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앙갚-2820-10-14010 

(옹극) 學生，

佳2핀려志 59卷 

黃古梅等， 民國9年짧印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남-131 

월縣志 18卷 

歐jfp養等， 民國33年짧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남-69 

(고려 ) 學生， 公!t-2820-10-13202

(동국) 學生，

챔州府志 18卷 

핏7L歡等. I司治 12年刊本

(연서) 없文. 952.908-방지 화남-119 

짝핏짜志不分卷 

未턴:， fE國23年重印추 

(연 서1) 成文， 952 ‘'908 방지 화남-133 

藏縣志 22卷

려!節播等， 

同治6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13808

〈동국) 學生，

光縮34if:刊本

(언세) 成文， 952. 908-방지화남-124 

鍾山縣志 16卷

播寶앓훌等.~國22年 iliÐ印겨; 

(연 세 ) 成文. 952.908 방지 화남-125 

(고려 ) 學生， 公표-2820-10-13606 

(동국) 學生，

悲城縣志 4卷

뻐樓等， 光絡15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남-122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13909

(동국) 學生，

船2jî縣志 8卷

李樹챔떻~國23年銀印本 

(연세) 成文.952.908-방지화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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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都縣志 7卷

王찮山J3Ç國25추없印本 

(연세) 밟文‘ 952-908→방지화남-132 

平樂縣志 8卷

張智林等， 民國26年닮印本 

(연세) 없文， %2-908 방지화남-121 

平樂縣콰 10卷 

全文炳等， 光複10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남-18 

짧縣志、 10卷 

梁培與等， 民김명23年짧印* 

(연싸) 成文， 952-908-망지화남-20 

寧明縣志 li퍼 

未詳， 光絡年問刊*

(연까) 成文， 952-908-방지화남-123 

歸順直款써志 9卷 

i可j福神뽕， 협光28年沙本 

(연새 ) 成文， 952-908-강지 화남-137 

鍵林州志 20卷首1卷

鴻德材딸， 光總20年刊本

(연새) 成文， 952-908-방지화남-22 

댐白폈志 16卷 

任士讓等， 道光12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 2820-10-13707 

〈동국) 學生，

陸川縣志、 24卷首 1卷末1卷

i감濟쩔끽等， 民國13年띤j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남一23 

興業孫志 10卷首1卷

蘇폐通lí可等， 嘉慶16年원;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남-16 

鎭安府志 25卷휩1卷 

후復禮等， 光絡18年刊本

(연세) 밟文， 952- 908 방지화님 -14 

百色廳志 8卷首1卷

陳如金等， 光錯17年fU ::t、

(연세) 成文， 952- 908-망지화남-25 

貴9'1'1省

貴페通志 46卷 

靖道誤等， 乾r쩔6年序←fJ本 

(서 울) 32冊， 4810-64 

〈이 화) 四댄， 득수-080-사 Ei-571"-' 
572 

(연구) 四탠， 082-2 문64-571 "-'572 

續뽕*뿔 8卷 

張않t， 흙慶7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62-908-냉지화남-160 

默南識略 32卷

愛必連， 道光28年뚫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회 낚-151 

開陽縣志鎬 13卷首l卷末1卷

鍾景賢等， 民國29年&li印겨; 

(띤세) 成文， 962-908→방지화담-153 

個桂縣志鎬 49卷

李世祖等， 民國18年싫印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 방지 화남-154 

三合縣志略 44卷

許用權等， 民國29年돼印本 

(연세 ) 成文， 962-908- 1깡지 화념 -155 

永寧써志 12卷首1卷 

黃培杰等， 道光17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담-159 

八塞縣志鎬 30卷랍L卷 

郭輔相等， 民國20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앙지화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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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義府志 48卷

zp:賴等， 道光21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남-152 

麻江縣、志 23卷

劉鍾陰等， 民國27年錫印本

(연새 ) 成文， 952 ， 908-방지 화남-157 

天柱修志 2卷

王復宗， 康熙、22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 ， 908-방지 화남-158 

吉林省

吉林通志 122卷圖l卷

長順等，

光網17年刊本

(서 울) 49冊， 4850 ,-21 

(서 울) 49冊， 奎중 4508 

(국립 ) 49冊， 古 6-71-1 

民國19年重印本

(연구) 48冊， 952.54-장577 

吉林外記 10卷

蘭英銀， 光績21年刊本

(서 강) 成文， 915.2 중17-V.34 

(연구) 成文， 981.208 중16-34 

吉林j也誌、

a없聲輸， t캉國2年삶印木 

(서 울)4冊， 4850-151 

東豊縣志 4卷

李精等， 民國20年刊本

(서 윤) 4冊， 4850 • 104 

(국렵 ) 4冊， 한-64740 

雙城縣志 15卷힘 1쩡 

i힘갖:f닫양，B!;‘國15年~:Eì ~iJ 本 

(서 강) 成文， 915.2-중17-V.33 

(연구) 成文， 981' 208-중16-33 

延吉邊務報告

未詳， 光짧34年改訂本 

(서 울) 4冊， 想白 吉 952. 8-Y 43h2 

훌;寶省 

臺灣省通志 5冊

훌灣省文歡委員會， 民國60年刊本

(경 희 ) 華文， 915.2-중17-V.17 

臺灣全誌 8卷

휩村짧， 大正11年싫印本 

(연 구) 981 ， 2-대 32 

臺灣新志

楊錫福，~國43年刊本

中華文 It出版~ti:業委員會

(국랩 ) 2823-2 

基隆淡71<휠9필小志、 

虛自主人， 光縮10年序刊本

(서 울) 17J&, 꽃줌 6227 

義古省

豪古志 3싫 

挑明댐， 光體33年원印本 

(고려 ) 덩生， 公亮-2820-10-19323

(동국) 특용生， 

豪古記 3卷

挑明陣， 光짧33~듀JjEP本 

(행세) 成文， 952.908 망지색북-37 

豪古布特U合志탬 不分卷

펴-定끼§쑤， 

(연세) 껴;文， 952.908 방지색북-42 

科布多事宜 l!iG

F룹f갖等)힐}「j年R긴補妙本 

(연세) 따文， 952.908 방지색북-42 

(고려 ) 텅3生， 公亮-2820-10-19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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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동국) 學토， 

西~t종혈務調효R당 6冊

西北짧務調효j司， 宣統2年石印本

(연새) 成文， 952'908-방지색북-40 

烏里雅蘇台志略 1卷

未詳 j少本

(컨 서1 ) 成갖.， 952'908-방지 색 북-39 

(고려 ) 휩生‘ 公亮 2820-10-03616 

(동국) 學生，

끼n特Q合志 l卷 

검둔走泰， .t응國23뚜￡삼I"j] ~κ 

(시 울) 꿇룹‘ 0230-107-7-10 

I뭘建省 

‘피옵建通죠E、 78卷]털→1월 

듭%H힐!R等잔怪2年fl;本 

(이 파) 핍댄， 득수-080-사15-527 '" 
530 

(연구) 패댄， 082. 2 문64-527 "-'530 

福建通志 278卷탬l卷首6卷 

陳룹중i흉속흙\'trJ ('Éì 8年刊本

(서 울) 200冊， 4810-53 

(경 희 ) 팩文， 915'2-증17-V.9 

밟]都記 33卷 

王應μ1 ， 道光10年똘']'IJ* 

(연세 ) 成文， 952 ， 908-망지 화남-71 

鐘빼댐、志 37卷首l卷

첼쉴퍼 等，]3;;國18年ia印겨ζ 

〔연 세 ) 成文， 952'908• 방지 화남-95 

때寧縣志、 13卷 

앞1í!t文평， 팀중Fg33年刊本 

(암세) 않文， 952'908-방지화남←94 

政和챔忘 35卷末1卷 

李熙等， 民國8年刊本

〔얀세 ) 成文， 952. 908-방지 휘 남-97 

浦城縣志 42卷함l卷 

최H김泰等 jé絡26年刊겨; 

(연세) 成文， 952.908 딴지꽉남-96 

福寧府忘 44卷-꾀 l卷

朱佳즉F， 光짧6年i단刊本 

(딴세 ) 成文， 952 ， 908-방끼 희 남 -74 

福핫땀志 38.卷룹1卷 

張景~피g等， 光짧10=年fU?ζ 

(쉰세) 成文， 952. 908-!，'지파남-78 

zp:괜縣志 34卷 

옮f윷댐等， 民텔12年j、5Fl]2t 

(연 시il) 成갖.， 952 ‘ 908니강;:1 회 낚-79 

雲浦愁志 40卷씁1쉰 

徐友펌等， J:=<::國 18年패EP 끽: 

(연세 ) 成文， 952.905→빙 지화남-102 

福州府-志 76卷힘1쉰 

徐;景熹슴~， 흉줍隆19소듀千Ij겨: 

(띤세) 成호， 952.908-방지희~닫-72 

퍼田땀志 8卷 

辛竟可等， i￡따푼16'런千[:추: 

(연세 ) 成文， 952 ， 908-빙지 흐~남-100 

聞淸縣志 8卷휩‘l卷 

楊宗彩等， æ國10年싫印本 

(띤세〕 成文， 952.908--망치화~님'-101 

I짧候縣忘 106卷 

歐陽햇等， 民國22年뀐1J;í: 

(연세 ) 없文， 952 ， 908-띤 자 회→남-13 

遠江땀志 36卷 

뽑剛等， 民國16年~tì、타3本 

(연세 ) 成文， 952 ， 908-망지 화남-76 

永福땀志 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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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값等， 乾隆14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양지화남-84 

部武府志、 30卷한1卷 

王深等， 光續26年刊本

(연세 ) 없文， 952.908-방치 화남-73 

建寧縣志 28卷首l卷末l卷

吳海淸等， 民國8年짧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남-104 

延平府志 46卷

博爾泰等， 同治12年重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망지화냥-99 

n州府志 45卷홉l卷 

曾日奭等， 同治6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남-75 

寧化縣志 7卷

李t!t熊等， 同治8年電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망지화남-88 

長、π縣志 33卷首l卷末I卷

劉國光等， 光錯5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남-87 

龍짧縣志 24卷首 l卷 

吳宣變等， 光縮5年쩨fO~듀 

(연세) 成文， 952.908 캄지화남-90 

附增編2卷

i章浦縣志 20卷

林登虎等， 民國17年刊4:

(연세) 成文， 952.908-망지화남-105 

zp:和縣志 12卷首1卷

昌天鎬等 光網15年刊本

〔연서1]) 成文， 952.908-망지화냥-91 

海많縣志 24卷휩l卷 

l책짧等， 乾隆27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난-92 

雲낌5廳、志 21卷

@￥j疑度等， 民國24年重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남-89 

南安續志 4卷

黃士牌等， 萬題40年序刊本

陳基志基金會， 臺北， 1974 

(서 을) 2冊， 915.21-N153hs 

南安땀志 20卷 

짧마감等， 康熙11年刊本

南安同鄭會， 臺北， 1973 

〔서 올) 2冊， 915. 2-N153hf 

[司安縣志 42卷首l卷

林學혐等， 民國18年銀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치화북-83 

팝江縣志 16卷首l卷 

方鼎等， 乾隆30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남-82 

惠安縣志 13卷

張폼， 흙靖9年刊本 

惠安同獅會， 臺北， 1973 

(국립 ) 1m, 2823-9 

馬흉廳志 18卷首l卷1%'1錄3卷

萬友正等， 同治12年할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남-98 

魔門志 16卷

}휩없等， 道光19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 방치 화남-80 

(국링 ) 12 冊， 古 16-71-25 

蕭田縣志 34卷

慶ø、펴等， ft'J평 15年重티]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남-81 

龍嚴州志 20卷힘l卷 

평꺼f숲숫양， 光諸16年重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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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낭-85 

龍嚴縣志 37卷휩1卷 

*士輪生等， 民國9年없印本 

(연세) 밟文， 952 ， 908-방지화남-86 

寧洋縣志 13卷

陳天樞等， 光;협元年刊겨§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남-103 

憶平縣志 10卷首1卷

蔡世救쌓;룹光10年刊木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화남-93 

永春州志 16卷首1卷

鄭一￥정等， 합隆~52年序刊本 

永春文敵社， 쫓北， 1973 

(서 울) 1冊， 915'21-Y9Sf 

(국랩 ) 1冊， 2823-7 

永泰縣志 12卷

薰秉淸等， 民國11年 ~a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망지화남-77 

四川省

大寧縣志 8卷首l卷

高維짧等， 光縮14年序印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23656

(동국) 學生，

奉節縣志 36卷首l卷

曾秀촬죄웰， 光錯19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23454

(동국) 學生，

四川通志 47卷휩il卷 

張핍生等， 휩隆元年刊本 

(이 화) 四庫， 특수-080-사15-559'" 

561 

(연구) 四댄， 082. 2-품64-559"'561 

헛5山縣志 12卷 

}땀受짧等， 民國23年給印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10W

(동국) 學生，

ú股屆縣續志、 10卷圖1卷

朱榮춰3等， 宣統3年뀌j木 

(고려 ) 學生， 公잖-2820-10-23050' 

(동국) 學生，

榮縣志 15編

趙熙等， 民國18年밟刊木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22444

(통국) 學生，

爽江縣志 12卷

F휠國f딩응쁨， 民國24年刊갱: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0909'

(동극) 學生，

射洪縣志 18卷함l卷 

張셈?많等， 光絡11 후千U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23858

(동국) 學生，

르台縣志、 26卷 

林忘&等， 民國20年錫印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1515

(동국) 學生，

廳縣志 8卷

王輸昌等， 民國27年싫印木 

(고려 ) 學生， 公亮ε2820-10-01111

(동국) 學生，

향明縣志 57卷首2卷 

f可慶恩等， 同治13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23959

(통국) 學生，

松播縣志 8卷首l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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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湖等， 民國13年刊本

(고랙 ) 學生， 公亮-2820-10-02020

(동국) 學生，

劍關縣續志 10卷

張政等， 民國16年없~p 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1919

(동국) 學生，

띔J뼈縣志 17卷혈l卷 

청文治等， 民國20年刊太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1212

(동국) 學生，

簡陽縣續志 10卷함1卷末l卷 

李좁廷等， 民國20年짧印本 

(고려 ) 學生， 公첼-2820-10-00505 

(동국) 學生，

金堂縣續志 10卷

王藍英等， 民國10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잖-2820-10-01818 

(동국) 學生，

羅江縣志 10卷

츠용調元， 흙慶7年Fr刊;;$: 

(서 울) 固짧， 0230-84-159cv160 

重修成都縣志 16卷혐l卷 

表興鍵等， 同治12年 fij;;$:

(고려i) 學生， 公쪼-2820-10-22141 

〔동국) 學生，

뚫慶縣志、 12卷 

謝&..蘇等， 民國15年없더P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 1O-00303

(동극) 學生，

新都縣志 6編

陳習맨II 等， 民國 18年삶印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0404

(동극) 學生，

重修什해縣志 10卷 

王文照等， 民國18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 1717 

(동극) 學生，

溫江縣志 12卷首l卷

張慶等，tI:;國 10年刊本

(고략 ) 學生， 公亮-2820-10-00202

〔동갚) 學生，

華陽縣志 36卷합l卷 

떤鐘편， 民國23年꺼]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0101

(동극) 學生，

힘r펀파:도; 20卷혐1卷 

떼其려늄을￥， 光錯元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관펀-2820-10-23757 

(동국) 學브::， 

江律縣‘志、 16卷합l卷 

程德音等， 民國13年刊z::

(고려 ) 學生， 公포】2820-10~22848 

〈동국) 學生，

뽑陸縣續修뽑州志 27卷

施起렇等， 民國17年핍印本 

(고려 ) 學生. 公짧-2820-10~23353 

(동국) 學生，

혈μ1縣志 10卷首1卷末l卷

R효킥i用等 ， j'同治4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280-10~22646

(동국) 學生，

永川縣志 10卷힘1卷 

許曾陰等， 光續27年版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22747

(동국〉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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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縣志 23卷

向楚等，ß!;國28年~af'1J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0606

(동국) 學生，

江北廳志 8卷

福珠M阿뽕， 道7t24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장-2820-10-22949 

(동국) 學生，

大물縣志 14卷 

解iÞ:.露等， 民國19年fU本

(고려) 學生， 公표-2820-10-00707 

(동국) 學生，

線陽縣志 10卷首l卷

崔奭葉等， 民國21年刊本

(고려) 學生， 公亮-2820-10-01616

(동국) 學生，

達縣志 20卷首l卷末l卷補、遺2卷

吳德、準等 t힌國22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24060

(동국) 學生，

眉l괴縣志 15卷 

郭慶햄等， tξ國12年김r:~ 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0808

(동국) 學生，

合江縣志 6卷

王玉f필等， 民國18年銘‘印本

〔고려 ) 學生， 公짤-2820-10-01313 

(동국) 學生，

默江縣志 5卷首1卷

張九章等 1/:績20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 公亮-2820-10-23252

(동국) 學生，

왔永縣志 8卷 

宋麗等， 民國24年序印本

(고려 ) 學生， 公잖，-0820-10-01414 

(동극) 學生，

資陽縣志 48卷首1卷

f可華元等， 成豊10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22343

〈동국) 學生，

寶中縣續f彦資N'i志 10卷

吳뾰仁等， 民國18年삶印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22242

(동국) 學生，

光繹井없志 42卷 

吳嘉諸等， 光縮26年-l11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22545

(동국) 學生，

忠까li直觀州 8卷협1卷 

吳友;뚫等， 道光6年序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23555

(동국) .學生，

山東省

山東通志 36卷험1卷 

i逢끓E즉흉， 

道光17年刊本

(서 울) 14冊， 존쯤중 6562 

歲隆元年까U本 

(서 울) 42冊， 4810-63 

(이 화) 四庫， 득수-080-사15-539'"'-' 
541 

(연구) 四庫， 082.2-문64←539~갱41 

山東通志 200卷首9卷

孫짧æ뽕， 民國4年重印本

〔경희) 華文， 915.2-중17-V.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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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州志、 8卷

â~士等， 康熙13年序刊本

(서 울) 8冊， 4810-138 

續修갖g城縣志 10卷 

吳;階等~慶15年刊本

(서 울) 4冊， 4810-139 

(연세) 없文， 952'908-방지화북-24 

費!係志 16卷首1卷

陳쩡等， 光縮25年序刊本

(서 융) 10冊， 4810-140 

臨빠縣志、 14卷首l卷

ìt~tw훌等N;國6年刊本 

(연셰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북-23 

高뿜州志 8卷협1卷末1卷 

徐宗幹等， 道光15年rt;刊本

(서 울) 6冊， 4810-198 

高휩州獅士志不分卷 

周家齊等， 光絡32年刊妙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북-42 

館隔縣志 12卷

劉家善等， 光續19年重刊本

(서 울) 4冊， 4810-152 

(연세 ) 없文， 962'908-방지 화북-40 

館關縣獅士志 8卷

宋金鏡풍， 光諸34年없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망지화북-41 

冠縣、志 10卷

梁永康뜸， f<S國 23年給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29 

堂둠縣志 20卷 

盧承짧얀， 光絡18年重刊本

(서 울) 3冊， 4810-148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회북-25 

1평ZFFE志 6卷 

楊祖憲뽕， 道光11年刊本

(서 울) 6冊， 4810-149 

宰縣뼈土志不分卷 

E힘鄭表等， 宣統元年石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28 

주￡平縣志 5卷 

孫元衝쌓， 康熙、49年序刊本

(서 울) 5冊， 4810-150 

:gzp:땀志 12卷

牛古誠等， 民國24年紹티]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앙지회북-26 

恩、縣志 10卷首1卷

tt鴻孫等， 宣統元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 ， 908-망지 화북-43 

恩縣獅士志不分卷

tt鴻孫等， 光錯34年刊妙本

(연세 ) 없文， 952 ， 908-방지 화북-44 

淸平縣志不分卷

萬承紹等， 嘉慶3年刊本

(서 울) 5冊， 4810-151 

續修淸zp:縣志不分卷

梁鍾훔等， 民國25年쉐印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 화북-27 

增修登州府忘 62卷

方1þ:.짧장 光絡7年}한刊本 

(서 을) 22冊， 4810-167 

重{傷寧海1'11志 28卷

播罷等， 同넘3年ì'IJ本 

(서 울) 8冊， 4810-199 

菜陽縣忘 10卷

張鳳f쫓等， 康熙17年刊本

(서 울) 4冊， 481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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짧陽縣志 3卷首l卷末l卷 j에續志 

王조~、等， 民國24年옮印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북一56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화북-57 

후平縣志 10卷首l卷 

宋憲章等， l'한國25年삶印本 

(연새)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58 

文登縣志 10卷

歐文等， 道光9年刊木

(서 울) 4冊， 4810-174 

福山뿜志橋 10卷 

手宗많等， f덩國20年싫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망지화북-55 

重修찮菜縣志 14卷 

王文합等， 道光19年序刊本

(서 울) 8冊， 4810-168 

E홍갖§!探續志 14卷

鄭錫鴻환， 光縮i8年刊本

(서 울) 4冊， 4810-169 

壞震院志 10卷

黃麗等， 光짧5年重修本 

(서 울) 8冊， 4810-171 

榮成縣志 10卷

李天關等， 道光20年序刊本

(서 윤) 4冊， 4810-175 

威海衛志 11卷

畢愁弟， 民國18年重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2 

靖海衛志 11卷

未詳，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북-3 

招遠縣志 12卷

張雲龍빵， 道光26年刊本

(서 울) 8:1J)}, 4810-172 

海陽縣志 8卷

包桂等， 乾隆7年序刊本

(서 울) 4冊， 4810-176 

海陽縣續志 10卷首1卷

王값熱等， 光絡6年刊本

(서 울) 6冊， 4810-177 

黃縣志 14卷혐1卷末l쌓 

효§易圖等， 同治11"퓨刊木 

(서 울) 4JJ)}, 4810-170 

E흉~~J]영l'lt=ð 40卷

王펀等 :Ì흡光25年刊本 

(서 울) 8冊， 4810-182 

쩔漢志、 12卷 

i딴 Ijj;等， .1'랐國 17年刊本 

(국럽 ) 10Jll3, 古 6-71-27 

(펀치1) 댔文， 952 ， 908-망지 회 북-62 

修志 55卷

趙文運룹超等t\!;國20年*김本 

(띤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화북-69 

平度써志 27卷 

王鎭等， 道光34年刊本

(서 울) 8冊， 4810-179 

高密縣志 10卷首l卷末l卷

傳寶子뿔， 光繹22年刊本

(서 울) 8冊， 4810냉2 

高密땀志 16卷首l卷 

王照춤等， 民國24年삶印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빙 지 화북-63 

被縣志 7卷

劉國퍼;等， l'한國24年없티]本 

(연세) 없文， 952 ， 908-방지화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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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續被縣志 4卷首1卷

짧起뼈等， 光總19年刊本

(서 울) 4冊， 4810-200 

被縣全志 4種 18卷首1卷

짧起服당等， 光縮19年刊本

(서 울) 8冊， 4810-178 

Þt(í縣志 6卷합1卷 

張f짧용훌걷양 乾隆25年序刊本

(서 울) 6冊， 4810-180 

뼈fí縣志 42卷 

劉東候等， 民國30年훤印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8707

(동국) 學生，

郞뿔뺨、志、 12卷 

福i閔쏠;;.， 同治12年刊本

(서 울) 8冊， 4810-184 

l널봅縣志 8卷 

JjíiJ來없等， 乾隆7年던;Fj:4; 

(서 울) 4冊， 4810-181 

續zp:度縣志 12卷首l卷치1卷 

Tt센平等， 民國25年幻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화북-61 

협州志 12卷 

李熙觀等， 成웰10年，I=J';刊本 

(서 울) 4冊， 4810-120 

樂陸縣志、 8卷首l卷 ~1Z 1卷

裵宗錫等， 乾隆27年TiJ*

(서 울) 8冊， 4810-122 

利律縣志 10卷

盛替熙等， 光網9年}한刊本 

(서 울) 4冊， 4810-121 

利律!係續志 9卷

王깐彦等， 民國24年앓印本 

(연세) 밟文， 952 ， 908-방지 화북-8 

無樣縣志 24卷首l卷

張方뿔等， 民國14年티]本 

(연서1) 成文， 952.908-망지화북-13 

商펴웹志 8卷 

鍾#뚱， 道光19年}한刊本 

(서 윷) 8冊， 4810-125 

陽信縣志 8卷

조允댄측훈， 乾隆24年序刊本

(서 우c) 6冊， 4810-118 

陽{뜸땀志、 8卷 

朱「힘等， 民國15年刊印本

(연세) 없文， 952.908-방지화북-12 

뽑化땀志 16卷首l卷 

聯印쏟， 

光짧l7年刊本 

(서 울) 4冊， 4810-123 

民國20年득F켄;鎬 

(연세) 底文， 952.908-방지회북-16 

育城縣志 12卷

方鳳等~힘慶23年序刊本 

(서 울) 4冊， 4810-126 

좁城縣志 4卷 

楊량東等R;國2405'~P木 

(연셰) 成文， 952 ， 908-방지화북-17 

淸臺縣志、 4卷首l첼 

張至學等， 합隆28半현(양本 

(서 울) 4Jill, 4810-124 

海豊縣志 12卷首l卷

胡公著等， 많뻗、10年댄:刊本 

(서 울) 4冊， 4810-119 

內缺 卷9， 12

惠民縣志 30卷首1卷末l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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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瑞뽑， 光絡25年]亨刊木

(서 울) 6冊， 4810-117 

itl3卓縣志 8卷

李經野， 民國23年읽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19 

터최f윤縣志 100卷

짧相等， 乾l쩔39年刊太 

(서 울) 12JJ)] , 4810-130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8505 

(동1국) 學生，

戰縣志 14卷首l卷

王政等， 道光26年序뀌l本 

(서 울) 8朋， 4810-133 

R짧縣續志鎬 4卷 

生克中， 宣號3年셈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21 

密陽續志 24卷

陳文顯等， 光絡13年刊本

(서 울) 12冊， 4810-131 

沈上縣志 8卷

票可f士等， 萬歷36年刊本

(서 울) 2冊， 4810-134 

~1t 重갖Uì文上縣志 6卷

聞元靈， 2冊

듬뭘張縣志 10卷首1卷

王짧f傷等， 光網26年刊本

(서 윤) 6冊， 4810-165 

陽觀縣志 16卷

좁-政華等， 民國31年針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48 

峰縣獅士志不分卷

]폐鳳嗚， 光網30:::'1"-刊妙本

(떤세 ) 없文， 952-908-방지 화북-18 

恩縣、志、 6卷

孫居相훤 ßi핑歷26年刊本 

(서 울) 3冊， 4810-153 

~'H縮志 3卷， 陳댄海等， 짧고츠 

元年千11本

附 J탠‘縣週7"J圖， 恩倒、城l圖

i앓陽縣志 14卷 

黃恩形， 光網14年딴千u本 

(고려 ) 學生， 公꿇-2820-10-09010 

(동국) 學生，

都縣誌 3卷

將陳錫측뿜， 康1ífl55年)'i:.刊本

(서 울) 4冊， 4810 • 132 

짧K縣續志 12卷휩1卷 

吳若源等， 光網18年刊?!;

(연 세 ) 成文， 952- 90S'-망지 회 북-20 

濟南府志 72卷首1卷

王體芳等， 道光20年刊本

(서 울) 40冊， 4810-103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8101

(동국) 學生，

德、f+l志 12卷首1卷

玉道亨等， 乾隆53年序刊木

(서 울) 8冊， 4810-157 

德州椰土志不分卷

未詳，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회북-38 

德平縣志 12卷首1卷

複錫禮等， 光體19年刊木

(서 울) 6冊， 4810,- 158 

德、平縣續志 12卷首1卷

呂學元等，]%國24年읽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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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縣志 16卷

李樹德等， l'한國24年짧印本 

(연제) 밟文， 952.908-방지화북-37 

歷城縣志 50卷圖1卷首i卷

沈廷芳等， 乾隆38年序궤本 

(셔 울) 16冊， 4810-104 

續修歷城縣志 54卷

毛承뤘等. 民國15年짧印本 

(연세)JiX:文， 952 ， 908-방지화북-4 

陸띔志 22卷首1卷 

沈밟쏟， f-績元年f曾補刊本

(서 윤) 8冊， 4810-160 

陸縣續志 4卷

힘.恩、波等，R;퉁명25年紹印本 

(연세) 밟文， 952.908-방지화북-51 

新城縣志 14卷혐1卷 

崔戀等， 康熙32年序fU本

(서 울) 6冊， 4810-109 

附 續志 2卷， 孫元衝等

禹城縣志 12卷

童願뺑等， 중뺨慶13年序刊太 

(서 웅) 4fl!t, 4810-162 

禹城獅士志不分卷

王V女漢等， 光絡34年刊妙本

(연세) JiX:文， 952.908-방지화북-45 

臨둠縣志 16卷협1卷末l卷 

陳鴻關等， 同治13年刊本

(서 울) 8冊， 4810-161 

章邱縣志 16卷혐 1卷末1卷 

吳조휠等， 道光15품~tt刊本 

(셔 울) 8冊， 4810-105 

章邱縣獅士志 2卷

楊學淵， 光絡33年石당]本 

(연셔) 成文， 952'908-방져화북-5 

長山!룹志 16卷首l卷

{兒企별等， 嘉慶6年刊本

(서 풀) 10 冊， 4810-108 

長淸침志 16卷首4卷末2卷

옴￥iG!jÇ等， 훤光15年序刊本 

(서 울) 6冊， 4810-113 

長淸1많志 16卷首l卷末1卷

츠용超元뽕， 民國24年없印本 

(연서)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9 

新隊齊東縣志 8卷續1卷

奈탬중똥等， 光體元年-千U本

(시 웅) 6冊‘ 4810-111 

齊東鄭士志 2卷

깅윷흉흉fM뽑호納2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회북-7 

濟陽縣志 14卷

胡德散等， 乾隆37年序刊本

(서 울) 8冊， 4810-112 

齊河感志 10卷협l卷 

上官有歲等， 乾隆元年序刊本

(서 웅) 4冊， 4810-110 

齊i可縣志 34卷首l卷

楊주象等， 民國22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화북-6 

都쭈縣志 18卷 

羅宗짧等jJ월光16年刊本 

(서 울) 8冊， 4810-106 

?뼈川縣志 10卷 

張嗚짧풍，R;國9年序刊本 

(서 울) 10JliL 4810-107 

.zp:原縣志 10 卷혐1卷 

黃懷wi等， 乾隆14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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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서 울) 4冊， 4810-159 

續修뚫野縣、志 9卷 

검R싼홉生等，~國10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화북-31 

陸縣獅士志不分卷

'*향， 원?本 

(연세 ) 成文， 952' 908-방지 화북-52 

戰城縣鄭士志不分卷

畢炳꽃， 光維19年刊낌;本 

(영세) 成文， 952'908-망지화북ε32 

城武縣志 14卷험1卷 

콩종章華쩔， 違光10年刊本

(서 울) 8冊， 4810-145 

定制縣志 10卷首 1卷

劉薰等， 光錯2쉴]중;千Ij本 

(서 울) 4 [!J-, 4810-146 

定l짧縣志 12卷首1卷

힘購i住等， j;란國10年刊木 

〈연싸) 成文， 952 ， 908-방지화북-30 

훨사I府휩縣志、 18卷

f可式珍等， 光網10年]子刊本

(서 울) 12J11}, 4810-144 

얀5澤縣옮、 18卷首1卷

葉道U한等， 光絡10年l'f刊本

(서 울) 6冊， 4810-143 

훈~'Ì'i1n전-간단澤獅土~lJlfr 

場*찢等， 光網34年石印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화북-22 

高렐縣認 10卷 

張應뿔뿔， 후￡隆22年刊本 

(서 울) 2페， 4810-128 

績f彦廣흉흙縣志 28卷首1卷

王寅山等， 民國25年없印本 

(연제) 成文， 952.908-방지최→북-64 

樂安縣志 10卷

劉拍뽑， 양li正l1年刊本 

(서 울) 4;冊， 4810-186 

續隊1젠다|縣志 L:i卷합1卷 

王훌桂等， F~ m126年삶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빙자화북-14 

重修|챙與縣志 13S'}; 

周任福等， 끊光20年rf刊本 

(서 을) 4冊， 4810-127 

壽光縣志 20卷

劉輪}페等， 종홈慶5年序刊本 

〈서 울) 7冊， 4810-187 

듬룹光縣志 16卷首1卷

宋憲章等， 民國24年얽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65 

續安EB縣、志 25卷

J훤步元뽑，f\;國9年뀌本 

(란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68 

益都縣、圖렇、 54卷首1卷

李祖年等， 光續33年刊本

(서 울) 16冊， 4810-185 

臨뼈縣續志 22卷 

周針英等， 民國24年웬印本 

(연처1])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67 

光繹臨뼈縣초、 16卷 

맹k廷福等， 光據10年뀌J本 

(서 울) 6冊， 4810-189 

臨i싫縣志 35卷首1卷

송7孝先측량" 民國9年石印木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8808

(동국) 學生，

諸城將fE4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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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戀흘짧等， 乾隆29年序刊本

(서 울) 8冊， 4810-190 

f曾修諸城縣、志 22卷

짧쫓池뽑， 光網18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8909

(동국) 學生，

昌樂縣志 32卷휩1卷 

짧禮랩等， 쥬침慶14年刊木 

(서 울) 6冊， 4810-188 

白F한 4강:績志 38卷

王金합等， 民國23年fR터〕木 

(떤처1) 成文， 952 ， 908-방지파북-66 

泰安써志 4卷 

任弘烈， 民넓25年삶더]本 

(연새) 成文， 952.908→방지하팍-10 

菜蘇縣志、 10卷

吳來햄等， 康熙12年刊本

(서 울) 4冊， 4810-116 

m~城따형9gE土志 8卷

李博熙等，'jt編34年쩌本 

(연세) 成文， 95 2， '908-빙-지 :;-;-북 -11 

新泰縣志 20卷

↑r王博等， 乾隆50年띄r刊本 

(서 울) 6fJH, 4810-115 

泰安縣志 12卷휩l卷末l~ 

徐宗幹等， 道光8年J견/刊기; 

(서 울) 4冊， 4810-114 

重修泰安!除SF、 14卷

굶昭章等， 民國18年排듀]本 

(고려 ) 學生， 公갚-2820-10-08606 

(동국) 學生，

협m志 16卷힘1卷 

許紹鎬等， 嘉慶元年刊*

〈서 울) 6冊， 4810-141 

팎水縣志 10卷 

張燮等， 道光7年序刊本

(서 울) 6冊， 4810-142 

5 照땀志 12卷홉1卷 

錫恩쟁， 光續12年序fO本

(서 울) 4冊， 4810-191 

東ZP:~'I'志 27卷團1卷首編4卷
悔닫용F뀔等， 光縮7年刊本

(서 울) 20冊， 4810-163 

東平탐志 lì卷附圖 

꿇志熙좋， 民國25年삶印* 

(띤싸) 없文， 952'908-방저희복→46 

東阿딴志 24卷首l卷 

楊흰元뽕， 道光9年Ff;刊本

(시 을) 12冊， 4810.• 164 

i않 N↓志 8卷

高士英等， 宣統元年}향刊本 

(서 을) 8ffl, 4810-166 

觀城縣志 10卷

劉國tß"~等， f강國22年좌}印木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뷰-59 

續修泡縣志 6卷

張振護等， 民國24~삼印本 

(연세 ) 成文， 952. 908-앙지 화북-53 

휩縣鄭士志不分卷 

揚ìJT譯떻， 光錯34年刊첸;本 

(연세 ) 成文， 952 ， 908-방지 화북-54 

朝城縣志 10卷

劉文禮等， E캉國9"1'-電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49 

朝城鄭士志 1卷

吳효;훌等， 民國9年重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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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연세) 없文， 952.908-망지화북-50 

臨淸直慧州志 11卷首1卷

張度等， 乾隆50年序刊本

(서 울) 10冊， 4810-154 

邱縣、志 8卷

黃景曾等， 民國22年重刊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화북-36 

武城縣志續 14卷首l卷

國秀芳等 週光21年刊本

(서 울) 4冊， 4810-155 

臨淸縣志不分卷附圖

徐子尙等， 民國23年짧印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북-33 

夏律縣志 10卷힘l卷 

方學成等，

乾隆6年序刊本

(서 울) 6冊， 4810-156 

民國23年紹r::p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34 

夏律縣志續編 11卷

謝錫文等， 民國23年없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회북-35 

濟짧直慧州志 10卷首1卷末1卷續志4卷

徐宗幹等， 成豊9年刊本

(서 울) 24冊， 4810-129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8303

(동국) 學生，

濟짧直慧州續志、 4卷 

盧朝安等， 成豊9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8404

嘉備縣志 4卷

慶什布等뚫隆43序刊本 

(서 울) 4冊， 4810-136 

金獅縣志略 12卷

李壘等， 同治元年刊本

(서 울) 4冊， 4810-135 

魚臺램志 4卷首1卷末1卷

趙英祚等， 光縮15年刊本

(서 울) 4冊， 4810-137 

濟寧縣、志 4卷首l卷補뚫1卷 

쫓紹」문5풍， m國16年삶印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북-15 

山西省

山西通志 230卷

{諸大文等， 嘉慶16年重印本

(이 화) 四庫， 특수-080-사15-542'"'-' 

550 

(연구) 四庫， 082. 2-운64-542"'55() 

山西通志 184卷휩l卷 

도힘f等， 光續18年刊本

(서 윷) 96冊， 4810-59 

(경 희 ) 華文， 915.2-중17-V.13 

天鎭縣志 4卷휩1卷 

洪w:.靈等， 民國24年짧印太 

(연세 ) 成文， 952 ， 908-방지 화북-77 

寧武府志 12卷首l卷

짧元樞等， 就隆15年序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9202

偏關志 2卷

馬振文等， 民國4年錫印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회북-78 

懶安府志 20卷

李中白等， 順治16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9505

(동국)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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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縣、志、 20卷首l卷

胡宗廣等， 民國16年짧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앙지화북-72 

湖平府志 12卷

王靈等， 짧正10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 2820-10-09101 

(동국) 學生，

馬봅縣志 4卷 

뚫願驚떻， 民國7年삶印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강지화북-76 

웹次縣志 16卷휩 l卷 

兪世씁띈1:; ， 同治2年序刊本

(서 울 ) 10m}, 4810-253 

I찌績4卷 

(고려 ) 상A生， 公亮一2820←10-09606

(동국) 學生，

太삼縣志 8卷首1卷末1卷

王됐尊等， 光錯12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9707

(풍국) 學生，

重修太原縣忘 16卷

沈繼賢等， 짧正9"'f- îU本 

(서 울) 4冊， 4810-77 

太原縣志 18卷續志2훈 

員個蘭等， 道光6年刊本

(서 울) 8:1lfJ, 4810 • 99 

(국립 ) 8冊， 古 6• 71-32 

澤州府志 52卷

朱障等， 짧正13年tu :t-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9303

(동국) 學生，

陽城獅士志不分卷

楊念先， 民國23年없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74 

닮陽縣志 16卷 

李鍾짜等， 民國2年刊本

(연새) 成文， 952-908-망지화북-82 

安澤땀志 16卷 

楊t바햇等， 民國21年없印木 

(연세) 成文， 952 ， 908-빙지화북-89 

重修펌써縣志 6卷 

劉玉機等，)3;;國22年重修本

(서 울) 6冊， 4810 • 255 

없6寧W;志 16卷首1卷

핸祖휴等， 民國6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81 

供洞땀志 18卷首1卷末1卷

f系}ε;옮等， 民國6年￠RFlJ本

(연서]) 없文， 952 ， 908-빙지화북 79 

浦州府志 24卷

}파景柱等， 캄tJ쩔20年刊本 

(고펴 ) 學生， 公감-2820-10-09404 

(동 i푸) 댄生， 

뭘쫓챙6縣新志 10卷 
)펴振聲等， 民國9年石~iJ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회북-83 

重修臨普!많志 l6'\'효 FGFJ:E 

兪家勳「等， 民國12年필修;4;: 

(서 울) 4冊， 4810-254 

降縣j등; 21卷

j해延， 光絡25소「刊本 

(고려 ) 뿔生， 公꽁-2820-10-10010 

(동국) 學生，

훤曲縣志 16卷 

趙1ft織等， )꿇熙11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풍-2820-10-09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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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동국) 學生，

聞喜縣志 25卷

徐寶滋等， 民國8年石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화북 86 

靈石縣志 23卷圖1卷

李없L明等， 民國23年삶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망지화북 87 

代州志 6卷

吳重光等， 乾隆56年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9808

(동국) 學生，

永和縣志 16卷首l卷

段金成等， 民國20年妙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망지화북 88 

浦縣志 10卷首l卷

Æ慧等， 民國22年별印本 

(서 울) 3冊， 4810-183 

存卷， 卷首， 1-5, 10 

武獅縣志 5卷

白願等， 乾隆55年=flj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 73 

續修품陽縣志 6卷首1卷

皇南振等， 民國3年手j少木

(연세) 成文， 952 ， 908-망지화북-75 

휩城펌志 18卷 

張互蘭等， 民國12年삶印本 

(연세) 없文， 952.908 방지화북-85 

解縣志 14卷首1卷

때週說等， 民國9年石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84 

西康省

西康建省記不分卷

傳i띔林， 民國元年삶印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 빙 지 사 부 27 

雅州府志 16卷

펠端t~等， 寫慶16年補刊i~

(연 세 ) 成文， 952.908 망지 사 부-28 

淸찮縣志 4卷 

劉{專經等， 중흠慶5年刊~ζ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서부-30 

꿇塊志略不分卷 

陳登龍， 흙園 15年刊겨; 

(띤세) 成文， 952.908←망지서부→29 

(고려 ) 學生， 公~t-2820-10-19222

(동국) 學生，

章씁1=\;1志略不分卷 

吳德、照同治13年}少木

(연세) 成文， 952.908 망지서부 18 

越뽑廳志 12卷 

馬忠良等， 光絡32年챈印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 냉 지 서 부 31 

西驗省

西藏志 4卷

魚應1)if， 康熙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서부 32 

西藏誌 4卷

寫本

(서 울) 2冊， 4860 • 24 

西藏記述不分卷

張海， 宣統年間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서부 34 

西藏眼

처n寧， 光總8年刊本

(서 울) 1冊， 표즉중 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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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藏通志 16卷首1卷

和￦， 光總21年序刊本

(서 울) 8冊， 4860-30 

衛藏擺휠 6卷 

J:jl'왔權， 民國6年妙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서부-33 

映西省

g헛西通志 100卷 

沈좁E융等， 

獲正12年序刊本

(서 을) 100冊， 4810-52 

羅正13年뀐l太 

(서 울)11冊(零本) , 奎증 4311 

( ó1 희-) 띠庫， 특수-080 사15-551"-' 

556 

〈연구) 四庫， 082.2→문64-551""'556 

(경희) 華文， 915'2-중17-V.15 

따t續週志 

映西志輯要 6卷혐l卷 

王志ìJT ， 道光7年刊太

(연세) 成文， 9;-;2-908-방지화북 289 

泰邊紀略 6卷

未詳， 同治11年刊本

(서 울) 2冊， 4810-84 

同州府續志 16卷首l卷

歸應演等， 光縮7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화북-291 

大폈縣志橋 12卷 

끓雨潤等，R;國26年짧印本 

(연세) 成文， 952. 908-방지호「북~-316 

附足徵綠4卷

華까H鄭土志不分卷 

未詳， 꿇京大學圖害館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맘지화북 248 

i쉰城縣附志 13卷 

王懷%f;等，R;國15年돼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화북-245 

朝련펌、志 2卷 

韓쩌靖， 乾隆46年刊本

(이 화) 四庫， 득수 080 시 15-494 

(연구) 四庫， 082.2-둔64-494 

휩lj몸 k쁨後志 8卷 

王씨짧等， 康熙51年刊本

(연세 ) 많文， 952'908-방지 화뷰 241 

휩물1협獅士志 不5j卷

未詳i 팩京大學圖害館本 

(연서J) 없文， 952 ， 908-방지화북-242 

휩8물縣福員地l擾總說 不分흉 

휩겉하U 핑t 等， 光體19年뀌j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화북 243 

없陽縣全志 4卷 

f뿜奉乾향， 乾隆34年刊本

(연서D 成文， 952.908-앙지 화북-244 

平民縣志 4卷

場JfM'l:툴等，R;國21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치 화북 246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4606

(동국) 學生

痛城縣新志 13卷首1卷

李禮仁等， 光體31年刊本

(연자) 成文， 952'908 방지화북 249 

續灌關廳志 3卷

向堆等， 民間21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 벙 지 화북-247 

運關縣志 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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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端本等，11';國20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 2820-10-04707 

(동국) 學生，

i율修l꾀錫府志 12卷 한l卷 

達靈阿옆， 乾隆31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회북-292 

(고려 ) 學生， 公쿄 2820 • 10-05111 

(동국) 學生，

i휩鄭縣志 16卷 

王行險等， 乾j찢59:f:듀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겁-2820→ 10-06727 

(동국) 學生，

續修南鄭將志 7卷

郭鳳洲等， 몹l행10年1'U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망지화북-257 

짧순써志 5卷 

馬敏華쌓， 光錯14年궤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북-266 

짧完州獅士志不分흉 

陳펀좌等， 핸京大學圖듣탈館本 

(연상)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267 

曉1+1志 8卷首1 f{ti

羅影했等， 康f펀52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북-255 

뼈山縣、獅士志 3卷 

未詳， 했京大學圖등람館本 

(연세 ) 밟文， 952.908-앙지 화북-252 

略陽縣志 4卷

5훨짧等， 光績30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 방지 화북 321 

新續略陽땀志 1卷 

桂超等， 光‘짧30年刊 껴; 

(연세) 成文， 952.908-땅지화북-268 

留觸廳志 10卷

접{'I' fJX等， 道光22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망지화북-271 

”↑f足徵錄4卷

않짧遊縣평f5E펠 10卷 L슴 l卷

효ZV힘等， 光絡9Óf- fU木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북 254 

河隔志 4卷

孫Jit鐘等， 3C錯9年刊* 
(띤세) 成文， 952.908-망지회욱-261 

圖縣志 18卷首1卷

~t錫榮等， 宣統元소는띤jCIJ ;j;: 

(연세) 成文， 952 ， 908-망지화북-253 

寶짧縣志 16卷 

彈振忘等，11';國 11추와}印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 방지 화북-310 

鳳땀志 10卷힘l卷 

朱子휴쭈， 光錯18年 ì'U ~f: 

(연세) 成文， 952.908 망지화북-281 

投風修志 18卷료î1卷 

宋世짧等， 화度23年 FU本

(연세) 밟文， 952.908 방지회-북 272 

技風微士志 4卷

듭펼紹증얻等， 光編32年妙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 방지 화북-273 

佛행縣志 2卷 

張機高쌓，11';國18年妙木 

(연세) 없文， 952.908- 1광지화푹-269 

城固縣志 10卷

王樓等， 光績4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 908-방지화북-263 

城固獅士志不分卷

未詳， 熊京大學園펄館本 

(연세) 成文， 952. 908-방지화북-264 

洋縣志 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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경용關쫓等， 光體24年fJ;本

(연제 ) J없文， 952 ， 908-방지 화북 265 

延繹鎭志 6卷

譯좀뺑、， 康熙12年刊本

〔연세 ) 밟文， 952 ， 908-방치 화북-305 

(고려 ) 용용生， 公亮←2820-10→06323

(통극) 學生，

짧城縣志 11卷 

光朝맘等~월:光11年刊本 

(연세 ) JïX:3t, 952 ， 908-방지 화북-262 

(고려 ) 學生 o종E-2820-10→06525 

(동국) 뺑Pf: ， 

定3뭘 F훨志 26卷함1卷末1卷 

奈f양鳳뿔， 光網5年刊本

(연세) 밟훗. 952 ， 908-항지화북-270 

西횟府志 80卷혐1卷 

홈f윷u퍼측향， 乾댄44年꾸}本 

(연세) 댔훗. 952 ， 908-방치화복-313 

長安志 20卷團3쫓 

宋힘f求씀’ 

乾빨49年刊本 

(국랩 ) 4Hff, 古6←71-22

光繹17年뀌本 

(서 올) 5冊， 4810-92 

民國20年없印木 

(연세) 成훗， 952 ， 908-방치화북-290 

藍田縣志 1임卷 

呂뺑熱等γ 1é網元iE刊木

(연세) plt3t, 952.908-방지히북-235 

(고려 ) 쩔生1 삿칫'ò-2820-10←04303 

(봉국) 學힌， 

高陸縣續志 8卷

程維裡等， 光網10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회북-232 

ì"í'陽縣志 16卷합1卷末1卷 

쩡]뺀官等， 宣純3年짧印太 

(연 서‘ ) 成文， 952.908 방지 회 북 236 

同官縣志 10卷

효文觀， 乾隆30'후원;木 

(연셔)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240 

(고터 ) 學生， 公亮-2820-10-06626

(본극) 學生，

鎭111:며맥폈!원志鎬 14卷

張평1호떻， 民國24年刊木

(연차) 成女， 952 ， 908-방지화북 314 

힘平딴志碼 10卷협1卷 

헬]원祚쌓， 光網17年f~木

(연세) 없文. 952'908 방지화북 239 

三原修志 18卷首l卷

劉紹었等~한隆48年刊本 

(고려 ) 월生， 公亮-2820-10-04404

펠縣忘 10卷 

趙f칭R윷족양 ， t힌國 22年잃印本 

(연세) 없文， 952 ， 908-망지회북 233 

重修웰縣志 10卷협1卷 

王&玉等， t를國 22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0-04505

(동국) 學生，

웰縣椰土志不分卷 

末詳， 民國年間싫印즈 

(연세) 成文， 952.908-양지화북-234 

新續慣南縣志 12卷

嚴害慶等， 光絡18年刊本

(연 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북-238 

長安縣志 36卷

張略寶等，

嘉慶20年刊~

〈서 활) 6冊， 48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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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25年重印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북 227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4101

(동국) 學生，

좋용F룹명횡5튼、 8卷

댐흩文中等， ]:링國14年었印本 

(연 세 ) 成文， 952.908-성 지 화북-237 

威陽縣志 22卷首l卷

藏應해， 乾運16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4202

(동국) 學生，

威寧縣志 26卷

高廷法等，

嘉慶23年뀌J本 

(서 울) 8冊， 4810-218 

民國25年重$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 228 

威寧長安兩縣續志 22卷

弱煙等， 民國25年싫印本 

(면셰)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229 

興zp.縣志 8卷

王廷珪等， 民國12年紹印本

〔연세 ) 成文， 952' 908-방지 회 북-230 

興平椰士志 6卷

張元際， 光績33年껴;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망지화북 231 

孝義廳志、 12卷首1卷

f줌敏f태等， 光體9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회북-251 

延安府志 80卷

洪훤씀， 뭘판優7年刊本 

(연셔])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북-294 

납폈劉土志不장卷 

末詳~월京大쩔圖書館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당지화북-295 

西劉縣志橋不分卷

a후7￥*뚱手**， 道光年間刊本

(연세) 없文， 952. 908-받지희북-316 

延長縣志 10卷

王뚫禮等， 民國年閒補힘;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북-319 

宜) 11縣志、 8卷首1卷末1卷

吳炳等， 乾[쫓18年刊本 

(연 세 ) 成文， 952'908-방저 화북-311 

宜川獅士志 τF分卷

未詳， 3Rg京大學圖書館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312 

安定縣志 8卷首l卷

없k동영敵等， 道光26年1개太 

(연 세 ) 成文， 952. 908-당지 화북-296 

靖邊志樞 4卷

T錫奎等， 光體25쭈~:& f:[J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297 

輸林府志 50卷首1卷

李熙敵等， 道光21쭈千U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6222

(동국) 學生，

府삽縣志 4卷 

鄭居中等， 펀￡隆48年刊* 

(연 세 ) 成文， 952 ， 908-망져 화북-282 

神木縣志 4卷

高휩等， 民國22年石더J* 

(연세) 成文， 952. 908 방치회북-285 

神木폈土志 4卷 

未詳， 蘇강大學圖雪館* 

(연세) 않文， 952'908-방지화북-286 

橫山縣志 4卷

젊nr濟南뿜， 民國18年石印本



명없內所藏 中國 地方志텀錄 「J 
-돼

 

1 
l i 

r 
-
-
」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283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4909

(풍국) 學生，

漢中續隊府志 32卷首l卷

嚴如옆等， 嘉r慶19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 2820-10-06121 

(등국) 學生，

續興安府志 8卷

葉t댄偉等， 嘉慶17年刊本

(연세) 밟文， 952'908-방지화북-293 

白河縣志 13卷

願騎等， 光績19年짧印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북-277 

石훨縣志 4卷 

합웹， 道光29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북-278 

泡陽縣志 14卷

劉德全等， 光絡28年錫印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북-276 

安康縣志 20卷

王森文等， 成豊3年重刊本

(연세) 威文， 952-908-망지 화북-274 

轉헬縣志 2卷 

未詳， 民國年間횡印本 

(연서11) 成文， 952- 908 방지화북-304 

續修zp-利縣志 10卷

楊孝寬等， 光務22年妙本

(연제 ) 成文， 952-908 방지 화북-275 

乾州志橋 14卷휩l卷 

周銘j융等， 光짧10年刊本 

(연세 ) JîX잣， 952'908-방지 화북 250 

r，fj밍u錄쫓5卷 

武功!많志 3卷首1卷 

康海等， 乾隆43年刊本

(이 화) 四庫， 특수-080-사15-494 

(연구) 四庫， 082.2-운64-494 

JB;J)]縣續志 2卷

張i:tt훗等， 光線14年刊本

〔연세 ) 없文， 952.908 방지 화북-260 

永壽縣志 10卷首1卷

鄭德樞等， 光續14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308 

宜君縣志不分卷

좁邊떻， 짧正10年材f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치 화북-303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6424

(통국) 學生，

中部縣志 4卷首l卷

T購等， t릇國24年重뀌本 

(연서11)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301 

(고려 ) 영혹生， 公亮-2820-10-05010

中部縣、獅士志不分卷

未詳， 책京大學圖등활館本 

(연세) 밟文， 952-908-방지화북-302 

%州新志鎬 20卷

趙팝源， 民國18年i"ý本

(연세 )JîX文， 952. 908-방지 화북-256 

(고려 ) 學生， 公장-2820-10-04808 

(동국) 學生，

三水縣志 11卷

朱廷模等， 光짧50年뤘;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망지회북-309 

長武縣志 12卷
沈錫榮쯤륜:$'[2年없더]本 

(연셰) 成文， 952. 908-방지화북-258 

維南縣個::t志不分卷

未詳， 光績年댐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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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연세) 없文， 952 ， 908-방치화북-250 

鎭安縣志 10卷首1卷*1卷
흉홉譯， 乾隆18年앤;木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 279 

(고려 ) 學뽀， 公亮 2820-10-06828 

(동국) 學훈， 

鎭安縣劉士志 2卷

걷용體圖， 光體34年임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280 

總德直慧州志 8갱륜룹1卷 

￥L緊樓等， 光律31年낀J ;t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298 

吳빨縣志 4卷 

펀엎커힘 J훤光27年刊太 

(연세)맺훗， 952. 908-방지화북-300 

(고려) 學뽀 公핏-2820-10-06929 

(통국) 學生，

淸潤縣志 8卷함4~ 

鍾章元等， 허를光8年1깅rf，: 

(연셔) 밟文， 952 ， 908-망지화북-299 

츠網廣띔r 6卷

畢‘ì5t重， 乾隆49年뀌]本 

(연세) 成훗， 952 ， 908-방치학북-306 

華微志 9卷

李溶쏠 光續9年補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 ， 908-방치 화북-317 

*앓運省 

殺遠(全)志 10卷首1卷

훔댈恩、젤， fé總34年刊本 

(연서11) 成文， 952.908-방지 색 북-1 

(경 희 ) 華文， 915 ， 2-중17-V.16 

|뺨歸縣땀志 

(국랩 ) 10꽤， 한-64-39 

歸廠!孫志不分卷

鄭f십'*족혼， 光線34年뀌本 

(연 서Il) 成文， 952. 908-1광지 잭 북-1。 

(고걱 ) 學生， 公亮-2820-10-02909

(통국) 學生，

武}IJ縣志略不分卷
文炳熱，~國29年삶印객: 

(코라 ) 學生， 公亮-2820← 10개3717 

(통국〕 흰용生， 

臨7jjJ縣志 3卷

王갖樞等， J힘國20초E원印깅t: 

(떤사Il) 成文， 952'908-망지색북-12 

(포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3212

(동국) 學生，

集寧縣志 4卷

揚찮初， 民國13쑤修沙;t 

(연세) 成文， 952. 90S 방지섹북-13 

(고려) 學生， 公젠-2820→10←03010 

(통국) 學生，

五原解、志不分卷

未詳? 明手;j1ý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색북-11 

新隊淸水河廳志 20卷首l卷

何克運春뿔， 光總9年刊本

(서 을) 8冊， 4850-123 

(연셰 ) 成文， 952 ， 908-방치 색 북-14 

豊鎭廳志 8卷首l卷尾I卷

德뽑等， 民國5年重印本

(처 올) 4:1ltr, 4810-270 

(고녁 ) 學生， 公亮-2820-10-03111

(동국) 學生，

처]林格爾薦、志 4卷 

1't明뿔，!W:豊2年刊本 

(서 울) 3:1lIi-, 485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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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연세 ) 成文， 952. 908-방지 색 북-15 

土默特雄志不分卷

未詳， 光絡年間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색북-16 

新§톨省 

回훌훌通志 12卷 

:fU寧， 民國14年싫印本 

〔서 울) 4冊， 4860-17 

(국립 ) 8冊， 古6-71-37

回題志 4卷

未詳， 乾꿇年間妙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서부-1 

쩍睡要略 4卷 

폐입쉽士， 道光17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서부-2 

맴域釋地不分卷 

~ß龍士， 道光年17卷刊本

(연 서1]) .JJX;文， 952- 908-방지 서 부-35 

新題志鎬 3卷

鍾廣生等， 民國19年옮‘I=fJ本 

(연세〕 成文， 952- 908-망지서부-2。 

〈교려 ) 學生， 公J~-2820-10-03818

(동국) 學生，

新題建置志、 4卷

宋1è챙， 民國3年삶、며本 

(고리 ) 學注， 公감 2820-10-03919 

(동늄) 學生，

新훌훌地:Ell.志 1 Jli.f 

張敵廷 R國3年石r:1l本

(연세) 많文. 952. 908-방지서부-8 

新體j禮삼志 1卷 

王樹:(f'l. J:ξ國7年~H印本

(연세) 成文， 952- 908-방지써 부-9 

新훌훌回部志 4卷 

蘇爾德， f'J;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서부-10 

新龜四道도、 4卷 

未詳， 光諸12年뀐]妙、本 

(언제) 成文. 952-908 방지서부-12 

新龜字化誌略不分卷

왔憲保達， 威豊7年妙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서부-19 

新龜小正不分卷

王樹뻐， 民國7年짧印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서 부-38 

新龜團圖風上考 5卷

未詳， 乾隆42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서부-4 

新龜圖志 116卷

효大化等， 宣統3年rf刊本

(써 울) 321빠， 4860-14 

新훌훌國界圖志 8卷 

主樹*꽉， 宣純元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 908-방지 처 부-7 

三州輯略 9卷

和寧， 嘉慶10年妙本

(연세) 成文. 952. 908-방지서부-11 

I암密志 51卷 

鍾方， 民國26年刊本

(서 올) 2난f}， 4394-12 

(연세) 成文‘ 952'908-방껴서 부-17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4020

(동극) 學生，

溫宿府獅士志 2冊

未詳， 光績年間캔;太 

(연세 )i1X;文， 952'908-앙지 서 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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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띄芳照、， 光絡年間沙*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서부-16 

經定縣獅士志 3fJH
蕭然奎， 光體34年刊妙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망지서부-13 

安微省

重修安徵通志 350卷補遺10卷

沈陳植等， 光網3年刊本

(서 울) 120冊， 4810-54 

E활州府志 110卷흰l卷末1卷 

黃雲等， 光絡11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화중-86 

寧國府志 36卷首l卷末1卷

쩔鍾等， 民國8年石印本

(연세) 成文， 952- 908-'용지화중-87 

南陸縣志 48卷首1卷末1卷

徐乃昌等， 民國13年삶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중-95 

新安志 10卷

羅願， 光總14年重刊本

(국렴 ) 4冊， 古 6-71-31 

핍陽縣志 19卷 

黃個蘭等， 民國14年짧印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중-91 

洞陽風士記 18卷

黃뼈蘭씀， 民國13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 908-방지화중-92 

太和縣志 12卷首1卷

丁炳娘等， 民國14年없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중-96 

貴池縣志 44卷首l卷

桂끊衝等， 光絡9年J予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 2820-10-21101 

(동국) 전용生 

薰湖써쁨、志 60卷 

金誼密等， t한國8年石印겨ζ 

(연세 ) 成文， 952-908 방지 회-충-88 

F多縣'=:j[션 16卷휩l卷末1卷 

없f永泰쌓 同治9年fU才:

(연세) 成文， 952- 908-망지화중-89 

休寧댐志 8卷 

慶%정k奎等， Æ용照29年千U:$: 

(연세) 成文， 952- 908--땅지화중냉O 

떠 R읍밍킴5E鎬 18卷

王錫元짱， 光짧29年펀校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망지화중 93 

備修天長땀志碼 10卷 

張宗泰等， 民國23年셈印本 

(연세) 밟文， 952-908-방지희중一94 

熱河省

없;定熱河志 120卷 

和坤等， 휩隆46年刊本 

(서 울) 24JJH, 4850-68 

(이 화) 四庫， 득수-080-사15-495~ 

496 
(연구) 四庫， 082- 2-푼64←495~496 

(국렵 ) 24冊， 한 64-20 

承德府志 60卷首26卷

海忠、等，

훤光11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 908-방지색육-17 

光總13年효율訂本 

(서 윤) 24冊， 4850-32 

꽤陽縣志 36卷 

댐j錄짧等， 民國19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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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서 울) 8冊， 4850-98 

뺨子뿜紀略 12春 

U암達淸格， 乾隆38年候/$:

(셔 웅) 짧海， 0230-107-3-5, 6 

(연셰) 뚫悔， 952.908 요해총-11 

(.:;1-려 ) 體網， 갓휴-2202-47- B-180l 

(셔 강) 續網， 952.08-사236-V.117 

훌훌훌룰省 

깔할夏新5섣 8용 

末품， 薦R종소F‘뷰뷰쥐l本 

(연셰) íIY:::!Z, 952.908 양지색북-8 

寧夏펀 4卷 

石~뿔， 현牌45年뀌1木 

(고려 ) 탤tt， 잣亮-2820-10-19121 

(통국) ~힘tt:， 

때方뽑志 31 용협1卷 

王之ê쫓， 民國15年씹돼太 

(연세) 成훗， 952 ， 908-방치색북 -2 

寧夏府좀 8卷 

胡한zjj)형쩔~‘ 明폐;木 

(연체) 밟文， 952 ， 908-박지 씌 복-3 

靈州뽑 4￥f 

揚芳燦等， 콩킹흉용3年tJ;木 

(연셰) )lX;y , 952 ， 908-바치센북-4 

據H王縣志 6卷

朱뽕、R집，~國14年첸;本 

(띤 세) 成女， 952 ， 908-받치 객 북 -7 

(고려 ) 學면， 公亮-2820-10- [1 3414

(봉국) 걷용tt:.， 

中衛縣志 10卷

黃띈、錫뿔， 펴E隆25年刊本 

(연세) 없文， 952-908-방지깅、북-5 

ZF遠縣志 10卷

陳日新쏟， 光網5年刊/$:

(연 셔 ) 밟것， 952.908-방지 써 북-6 

경옳寧省 

P효京週5른 48卷 

呂縣생한等， 乾隆元年‘댄;千U 겨; 

(셔 윤) 20冊， 4850-31 

(서 완) 20;재， 奎중 3347, 3542 

(국험 ) 20;깨， 한一64-45 

;혈東志 9卷 

댄!쳤뿔， 휴쁨靖 16年重양刊/$: 

(서 울) 쩔經開， 4850-5 

(서 윤) 끊海， 0230-107-2-1""4 

(연셰} 尊經開， 952.94-요몽 

(연재) 떻海， 952.908 요 해 총 5"-'6 

(처 캉) 짝經閔， 915.294-요225 

〈이 회 ) tF*전關， 952.05-요315 

(연구) 쩔經關， R981'25-요 25 

全첼志 6쯤 

츠용;Ii펴좋， 릇맘靖45年}주뀌「本 

(셔용) 6돼， 몇중 3872 

(서 올) 擾海， 0230-107-2-5""10 

(연세) 환悔， 952. 908-요해총-6""8 

歡定밟벚源흰 130卷 

阿柱뿔， 휠?隆54견츠뀌]갱; 

(이 화) 띠庫， 특스-080-사15-501'" 

603 

(연구) 四Jj]'i， 082.2-문64-501"-'503 

歸패府志 10卷 

쩡o源博等， ß륨熙 21年~太 

(서 올) 燈海， 0230-107-3-3""4 

(연세) 짧悔， 952 ， 908-요해 총-10 

(고려) 續編， 公亮-2202-47- B -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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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서 강) 續編， 952.08-사236-V.113 

寧遠州志 8卷

{馬昌찢等， 康熙21年修本

(셔 올) 遺海， 0230.-107-7-8 

(연세 ) 遺海， 952.908-요해 총-28 

(고려 ) 續編， 公亮-2202-47- B-1701 

(서 강) 續編， 952.08-사236-V.116 

廣寧縣志 8卷

頂薰等， 康熙21年修本

(서 울) 適海， 0230-107-7-7 

(연세) 遭海， 952.908-요해총-27 

(고려 ) 續編， 公亮-2202-47- B-1601 

(서 양) 續編， 952.08-사236-V.115 

錯縣志 8卷

王쫓曾等， 康熙21年修本

(서 울) 邊海， 0230-107-7-6 

(연세) 遺海， 952.908-요해총-27 

(고려 ) 續編， 公亮-2202-47- B-1701 

(셔 강) 續編， 952.08-사236-V.116 

騙縣志 24卷

王文薰等， ~린國9年짧印本 

(서 강) 成文， 915.2-중17-V.15 

(연 구) 成文， 981.208-중 16-15 

鎬西獅士志

(셔 윤) 寫本1冊， 4850-138 

南金獅士志不分卷

참德秀等， 民國20年石印本

(서 울) 1冊， 4850-102 

北鎭縣志 6卷

王文랫환， 民國22年刊本

(서 울) 6冊， 4850-84 

(서 강) 成文， 915.2-중17-V.8 

(연구) 成文， 981.208-중16-8 

義縣志 3卷前l卷後1卷

趙興德等， 民國20年짧印本 

(서 울) 20冊， 4850-79 

(서 강) 威文， 915.2-중17-V.16 

(연구) 成文， 981.208-중 16-16 

興京縣志 15卷

沈國흉等， 民國14年짧印本 

(서 강) 成文， 915.2-중17-V.9 

(연구) 成文， 981.208-중16냉 

興京縣、志 15卷首1卷

張擺東等， 民國25年增修本

(서 울) 8冊， 4850-94 

7태조南廳、志 2卷 

廳德題等， 宣械2후刊本 

(서 울) 2冊， 4850-124

輝南縣志 5卷

白純義等， 民國16年없印本 

(서 강) 成文， 915.2-중17-20 

(연구) 成文， 981.208-중16-20 

奉天通志 260卷

爛式殺等， 民國23年刊本

(서 울) 100冊， 4850-143 

奉天寬힘獅士志不分卷 

馬夢吉， 寫本

(사 울) 4850-141 

選陽州志 28卷

楊購等， 康照20年刊本

(서 울) 避海， 0230-107-3-1 

(연세) 適海， 952.908-요해총4 

(고려) 續編， 公亮-2202-47- B-1501 

(서 강) 續鋼， 952.08-사236-V.114 

開原縣志 2卷

劉起凡等， 康熙23年해f)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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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서 울) 遺海， 0230-107-7-9 

(연세 ) 遺海， 952 ， 908-요해 총-28 

〔고려) 續編， 公亮-2202-47- B-2001 

〔서 강) 續編， 952.08-사236-V.119 

開原縣志、 6卷

章컴ft명等， 民國6年銀印本

(서 울) 6冊， 4850-66 

開原縣志 12卷

李觀等 民國19年짧印本 

〈서 강) 成文， 915' 2-중 17-V.27 

(연구) 밟文， 981' 208-중16-27 

蓋平縣志 2卷

짧雲， 康熙21年修:;$:

(서 울) 遺海， 0230-107-7-9 

〈연세) 遺海， 952 ， 908-요해총~28 

〈고려) 續編， 公亮-2202-47- B-1501 

(서 강) 續編， 952 ， 08-샤236-V.114 

蓋平縣志 16卷首1卷未l卷

王都雲等， 民國19年刊本

(서 울) 6冊， 4850-95 

(서 강) 成文， 915.2-중 17-V. 13 

(연구) 成文， 981' 208-중 16-13 

蓋zp.獅土志 2卷

崔正峰等， 못[題9年石印本 

(서 강) 成文， 915.2-중17-V.14 

(떤구) 成文， 981.208←증16-14 

蓋zp:劉士志

寫本

(서 울) 2Jlf, 4850-139 

復縣志略不分렐 

f묵廷펠즉뚜JJ;;國9年右印太 

(연세) 成文， 952' 908-방지 동북-1 

(서 강) 밟文， 915~2-2-중17-V.1 

(연무) 成文， 981. 208-중16-1 

復縣獅士志

寫本

(서 울) 1冊， 4850-1'12 

承德願志、書지分卷 

金正元等， 宣統2年石印本

(서 울) 2冊， 4850-147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2303

(동국) 學生

j審陽띤志 15卷首l卷

趙泰寅等， 民國6年없티]本 

(서 울) 6冊， 4850-65 

〈서 깜) 成文， 915 ， 2-중 17-V. 10 

(연구) 成文， 981. 208-중16-10 

違陽縣志 40卷首l卷

裵煥星等， 民國17年刊本

(서 울) 12冊， 4850-34 

〈서강) 成文， 915.2→중17-V.12 

(연구) 成文， 981 ， 208-중16-12 

邊陽圖士志거℃分卷 

永貞， 光諸34年뀐]本 

(국렴 ) 4돼， 한-64-33 

違中縣志 7卷

徐維}佳等， 몽國17年앓터]本 

(셔 울) 6冊， 4850-80 

(셔 강) 成文， 915.2 층17-V.11 

(연구) 成又， 981. 208-중16-11 

微鎭縣志 21&

童國~f쏠， 

康熙16年)수刊本 

(서 울) 2冊， 4850-82A 

(서 윤) 違海， 0230 • 107-3-2 

(떤새 ) j흉海， 952. 908-요해 총-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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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22年增輯本

(서 울) 選海. 0230-107-3-2 

(연세 ) 避海. 952.908-요해 총-9 

鐵題縣志 20卷

陳德짧뽕， 民國20年없印木 

(서 울) 10冊. 4850-82 

(서 강) 成文. 915.2-중17-V.5 

(연구) 成文. 981.208-중16-5 

鐵題縣續志 12卷

楊宇齊等， 民國22年삶印本 

(서 강) 成文. 915.2-중17-V.6 

(연구) 成文. 981.208충-16-6 

興城縣志 15卷험 1卷팝義1卷 

恩購等， 民國16年싫r::JJ 本 

(서 울) 4冊. 4850-81 

新民府志不分卷

管鳳蘇， 宣統元年삶印木 

(서 강) 成文. 915.2-중17-V-17 

(연구) 成文， 981 ， 208-중16-17 

新民縣志 18卷首1卷

王寶-善等， 民國15年石印本

(서 강) 成文， 915 -2→중17-V.7 

(연구) 成文. 981-208-중16-7 

띔圖府志不分卷 

洪，!þj며， 효洗2年刊本 

(서 울) 1冊. 4850-133 

첼樹縣志 31卷前編1卷志略l卷

包文ø]쏠等， 民國23年i'f*

(서 울) 8冊. 4850-100 

뺑松縣志 5卷首l卷 

車煥文等， 民國19年짧印本 

(서 울) 4卷4冊. 4850-85 

(서 강) 밟文. 915-2-중17-V.21 

(연구) 成文. 981.208-중16-21 

1만城縣志 16卷

馬龍灌뿔， 民國10年序本

(서 울) 4冊， 4850-97 

奉化縣志 14卷

錢開震等， 光網11年刊本

(서 윌 ) 4冊. 4850-42 

(서 강) 成文， 915-2-중17-V.26 

(연구) 成文. 981- 208-16-26 

~f;J補遺1卷志除1卷

뼈岩志略 10卷 

흩훌隆阿等.!!ilG豊7fFf용:本 

(서 울) 避海， 0230-107-운7""8 

(연세) 避海. 952-908-요해총-11 

(고려 ) 續網， 公亮-22Q2-47- B -1901 

雙山縣獅士志不分卷
牛爾쩍， 民國13年핀印本 

(서 울) 1冊. 4850-149 

(서 캉) 成文. 915-2-중17-V.24 

(연구) 成文. 981- 208-중16←24 

횟圖縣志 6卷 

I햇國없等， 民國18年삶印本 

(셔 강) 成文， 915-2 중17-V.38 

쫓東縣志 8卷혐1卷 

王介公等， 民國20年돼fP太 

(셔 울) 6朋. 4850-86 

(셔 강) 威文. 915-2-중17-V.18 

(연구) 없文. 981-208-중16-18 

輯횟縣志 4卷 

劉天Jjl(;뿔， 民國20年刊木

(서 웅) 4冊， 4850-96 

(서 강) 成文. 915-2-중17-V.23 

(연구) 成文. 981- 208-중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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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국립 ) 4冊， 한-64-42 

輯安獅土志不分卷

吳光國， 民國4年i{j印本

(서 강) 成文， 915.2 중17-V.22 

(연구) 成文， 981 ， 208-중16-22 

됩圖縣志 4卷 

程道元等， 民國5年펴더]本 

(서 강) 成文， 915 ， 2-중17-V.25 

(연구) 成文， 981.208 중16-25 

通化縣志 4卷

李천펴j等， 民國24年針印木

(서 울) 6冊， 4850-90 

(국럼 ) 6빠， 한 64-38 

長白꿇徵錄 8卷 

張鳳쫓等， 宣統2:'i퓨針印本 

(서 강) 成文， 915.2 증17-V.19 

(떤구) Jj용文， 918.208→중16-19 

震南省

雲i휩通志 30卷首1卷

靖道護等， 乾I쩔元年序千u끼ζ 

(이 화) 四l힘， 특수 080-사15-569"-' 

570 

(연구) 四파， 082.2 운61-569"-'570 

雲南뼈界뚫邊記 2卷 

挑文陳， 光絡年뻐뀌IJ:*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화남 148 

雲南備徵志 21卷

王없等， 효統2年없f.IJ 木 

(연세) 成文， 952 ， 608-방지화남-45 

演擊不分卷

8i1î範， 光絡13年重千1]木

(서 울) 40팬， 4810 • 65 

(연새 ) 成文， 952 ， 908-방지 화남 139 

漫考 2卷

k딴첼， 道光元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앙지화난 140 

宣威써志 8卷 

劉j市篇等， 道光34年修沙*

(떤서1) 成文， 952.908→망지 회 난-33 

품益애志 6卷 

陳펜평， 光縮11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 ， 908-망지 과냥-35 

南寧縣志、 10卷首1卷

毛玉J!1:等， JW;豊2年妙;;f;:

(연세) 成文， 952.908 망지펴 남-32 

羅平縣志 6卷

朱韓흰，.I'\!;國22年 tf!JéfLjs: 

(고려 ) 學生， 公감 2820-10-16404 

(동극) 學生，

宣威縣志橋 12卷즙1"& 

%젖果章等， 民國23ι6~f}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화남-34 

廣南府志 4卷

林則徐等， 光體31年重妙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남-27 

登川州志 18卷

候允값， 威豊4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 908 방지화남-144 

趙州志 6卷

陳훨j鍵等， 民國26年石印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 2020-10-16909 

(동국) 學生，

雲南縣志 12卷

頂聯품等， 光絡16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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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縣志 12卷

符廷옳等，~國13年刊추 

(연세) 밟文， 952.908-방지화남-36 

H집通縣志觸 9卷 

盧金錫等， 民國25年刊本

(연세) 밟文. 952.908 망지화남-37 

續修順寧府志 38卷圖l卷

周宗洛等， 光錯年間子'1本

(고려 ) 學生， 公강←2820-10-16303 

(동국) 學生，

永昌府志 66卷首1卷

劉歸f可等， 光總11年刊本

(연세 )ij용文， 952.908-방지 화닫 28 

龍陸縣志 16卷

張짧安쏟， 民國7年뀌]本 

(고려 ) 學生， 公결 2820-10-16808 

(동국) 學生，

白體井志 8卷

劉추ßJ쁨， 羅正8年妙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치 화냥-145 

명흉豊縣忘 12卷首l卷

郭燮熙等， 民國11年給印2휴 

(고려 ) 댈生， 公亮-2820-10-1701。

(통국) 學딴， 

를훌南府志 26卷 

謝嚴等， 康熙35年刊本

(연세) 없文. 952.908-방지화남-26 

홈明州志 4卷 

聽‘볍Jl I. 光續15年修妙本

(연세) 댔文. 952.908-양지화남-31 

昆明市誌、木分卷

未詳， 民國13年紹印本

(연세) 밟文. 952.908-방지화맘-141 

(고려) 學生， 公亮-2820-10-16101

(동국) 學生，

昆明縣志 10卷

鎭*따孫， 光線27年刊本

(견셰 ) 成文. 952'908-갚지 화남-29 

宜良땀志 10卷협l卷 

許實等， 民國10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남-30 

續修建水사I志 16卷 

祝宏等， 民國21年重印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16505

(동국) 學生，

石閒)'1、I志 8卷

管學宣뽕， 乾!뚫24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망치 화닫-142 

阿迷사I志 24卷 

陳權等， 羅正13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16707

(동국) 學生，

路1휩縣志 10卷 

馬標等， 民國6年ýJ;、本

(띤세 ) 成文. 952'908 방지 회남-38 

馬關縣志 10卷

張自明等， 民國21年石터]不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회 넙--143 

쫓自縣志 6卷 

李健等， 乾隆56年썽;本 

(연세) 成文. 952' 908-방치화당-40 

河西縣志 4卷

童樞，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16606

(옹국) 學生，

楚雄縣志 1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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몇讓等， 宣統2年妙、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화남-39 

廳慶州志 32卷홉1卷 

揚金和等， 光絡21年序刊本

(고려 ) 學뾰， 公亮-2820-10-16202

(동국) 學生，

元江志積 30卷首1卷末1卷

黃元直等， 民國11年짧印太 

(연세 ) 成文， 952 ， 908-방치 화남-147 

新平縣志 8卷

吳￡휴如等，，l:\;國22年石印本 

(연셰) 成文， 952.908-방지화남-44 

應越廳志 21卷

|뺏宗海等， 光續13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 방지 화남-42 

廳뭘州志 13卷 

뚫述鐵等， 光絡23年重千Ij*

(연세 ) 成文， 652.908-방지 화닫 41 

景東縣志橋 22卷首 l卷

候應中， 民國12年石테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양지화남-146 

新江省

西j胡志 48卷

걷j&iifr等， 光錯4年刊本

(서 울) 20冊， 奎중 3970 

塊海新志 10卷

행牙等， 道光年間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화중-50 

動修漸江通志 280卷합3卷 

*힘會f휠等， 

乾隆元年刊本

(이 화) 四庫， 특수-080-사15-519"-' 
526 

(연구) 四庫， 082. 2-문64-519"-'526 

光縮25年重뀐]本 

(서 울) 120冊， 4810-58 

乾道臨꽃志 3卷 

)힘강， 光體4年刊本

(서 융) 1冊， 奎중 5070; 

武林， 4810-22-1 

〔연세) 成文， 952 ， 408-방지화중-48 

(이 화) 四庫， 특수-080-사15-484 

〔연구) 맥탤， 082. 2-문64←484 

(극링 ) 古 6-71-15 

淳社7臨安志 6卷

施품’ 
(서 울) 武林， 4810-22-25, 26 

成淳臨安志 100卷

濟說友，

道光10年刊木

(서울) 쫓중 3230 

(연서Il) 成文， 952.908 방지화중-49 

同治6年刊本

(국링 ) 24冊， 古6-71-34

(이 화) 四庫， 특수-080-사15-490 

(연구) 1m庫， 082'2-분64-490 

嘉興府志 90卷

許搖光等， 光縮5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중-53 

至元嘉天志 32卷

徐碩， 至元25年修本

(이 화) 四庫， 특수 080-사15-491 

(연구) 四庫•. -082. 2-둔64-491 

靈興新志上編

I협mr합等.，l:\;國 18年삶印本 

(연셰 ) 밟文， 952.908-방지 화중-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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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縣志 36卷힘1卷 

江뿔줍等， 光網20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중-59 

光錯樞獅縣忘 24황합4卷 

嚴辰， 光絡i13年f'J 겨; 

(연 서1]) 成文， 952.908-방지 호L중-77 

秀水縣忘 10卷

李培뽕， 民國144핀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중-57 

江山縣志 12卷함1卷末l卷 

王~환， I司治12"f.刊:;}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중-67 

뚫游縣志 44卷 

奈紹차c， R;國 14年fGEPjk:

(연새 ) 成文， 952.908-방지 회 중-80 

西安힘忘 48卷휩l卷 

挑寶隆等， 民國6年뚫刊本 

(연 세 ) 成文， 952 ‘ 908-방지 화 중-66 

西安愁志略 13卷

夫詳， 宣紙3年刊:$:

(치 울) 2Jl[-, 4850-122 

光線金펙땀志 16卷힘i1卷 

짧3鍾玉웰，f\';國23年펀f=lJ*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중-76 

永廳땀志 16쩔首u않 

李인'7#훤쭉， t헌國21年젠字트를印* 

(년세) 成文， 952.908-방지호1 중-68 

義烏뽑志 22卷首1卷 

請自웠等， 첼흠處7年판「本 

(띤서1]) 成文， 952.908-방지화중-82 

훌州府志 140卷首1卷

~íl<<*森，R;國25:if없印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망지화중-74 

채~1成志、 40卷 

|쟁홈聊뚫隆45年刊 겨1: 

(이화) 四庫， 욕수 080-사15-486 

(연구) 四庫， 082.2-푼64-486 

寧波府志 36卷함1卷 

햄束仁풍， 民國46年影l뛰本， 휩흘::!r다j 

寧ì11 f司엉U會 

(서 울) 띠明， 915. 2-T782m-1 .-v4 

南田縣志 35卷휩l卷 

댐家順뚜， 民國 19:::'[' 삶fiJ本 

(연세) 成文， 952. 908-방지화중-61 

定海縣志不分卷

陳굉J!.iI馬鎬“풍， 民國 13年챔印本 

(연새) 成文， 952' 908-방지호1 중-75 

會種志 20卷

1jfìj宿， 乾隆45年刊껴; 

(이 희 ) 四庫， 득수-080-사15-486 

(연구) 四庫， 082. 2-푼64-486 

會f홈續志 8卷 

張앓， 乾隆45年刊本

(이 화) 四庫， 득수-080-사15-486 

(연구) 四庫， 082'2-운64-486 

上鷹!縣志 48卷首l卷末1卷

E흘R젠春等， 光總17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 908-망지화중-63 

蕭山縣훤網 35卷 

張宗海等， 民國24年싫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망지화중-84 

찌錄 10卷 

高以孫， 同治9年펀刊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화중-64 

新릅縣志 20卷 

金城햄， 民國8年잎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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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화중-79 

嚴州府志 39卷

吳士進等， 光絡9年J曾補刊本

(연세) 없文， 952' 908-방지회종-55 

景定嚴州續志 10卷

鄭짧等， 文1뽑圍:;$: 

(연세) 成文， 952.908- 랑자회→중-78 

建德햄志 15卷首l卷 

夏日짧等， 民國8年싫티]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회중-69 

壽昌縣、志 10卷

陳煥等， 民國 19年TU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중-51 

平陽縣志 98卷首 l卷

劉紹寬等， r캉國14年flj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중-72 

景寧縣續志 17卷

吳呂熙等，~國22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증-52 

途昌縣志 17卷

i엠壽海等， 光縮22年千iJ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화중-70 

雲和縣、志 16卷首 l卷

fJi承台等， 同治3年주IJ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양지화중-71 

紹雲縣志 16卷휩 1卷末l卷 

何乃容等， 光햄17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땅지 회 중-81 

抗州府志 110卷휩6卷 

jj[l표、생等， 乾隆49年序f~本

(서 울) 48冊， 4810-66 

tMI1府志 178卷首8卷

吳慶t，I\쭉 , 光維24年èlJlìJt;本-

(서 읍) 80 ilf.f, 4810-49 

居많志 20卷 

王|퍼， 光續16年刊本

(국펑 ) 8 iJf}, 古 6-71-36 

新登縣忘 22卷

찌:二i二~흉쭈，~國11年jf}印本 

(연싸) 成文， 952.908-방지꽉중-73 

餘抗땀志 40卷 

t￡ B;ξ-푸， 民國8年重刊本

(연 까 ) 成文， 952.90-망지 화중-냉56 

1'，센i~ιV 

宗j源휠、懶빼관풍포’ 同治13年刊本

(서 울) 40冊， 4810-48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파풍-54 

뚫泰吳興志 20卷 

談據，E\.';國3年重더J本 

(서 울) 4f)}, 4810-43 

歸安땀콰、 52卷首1卷

2갚心펴끊， 光縮8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망지화증-83 

南濤志 60卷首l卷

周慶雲， 民國11年刊本

(국립 ) 16冊， 古 6-71-33 

德淸縣志 14卷

吳賣뚫等，E\.';國20年짧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중-60 

察哈爾省

察u合짧省通志 27卷首l卷

宋哲元等， 民國24年刊本

(서 울) 12冊. 4850-134 

附大事記3卷

宣化府志 42卷힘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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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뼈等， 乾隆22年補刊本

(서 울) 16冊， 4810-247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색북-18 

(고려 ) 學生， 公주;';-2820-10-19525 

(동국) 學生，

宣府鎭志 42卷

孫tit芳等， 흙靖40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색북-19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19626

(동국) 學生，

保安m續志 4卷

張藏生等， 光總3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색북-33 

保安m獅土志、

未詳， 手妙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색북-34 

延慶州志 12卷首1卷末5卷

屬秉짧等， 光絡5年重刊本

(서 울) 10冊， 4850-136 

延慶縣志 10卷首1卷

李鍾{명等， 乾隆7年刊갱; 

(고려 ) 學生， 公훈-2820-10-02808 

(동국) 學生，

延慶衛志略不分卷

]핍碩熱等， 햄隆10年刊妙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색북-32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19727

(동국) 學生，

薦1'1、I志 20卷首1卷

慶之金等， 光錯3年刊本

(서 울) 8冊， 4810-249 

(연세 ) 成갖.， 952.908-방지 색 북-29 

薦州志補 12卷

陽世읍等， 乾隆10年序刊本

(서 울) 5冊， 4810-248 

(고려 ) 學生， 公잖-2820-10-19929 

薦縣志 31卷

王휴願等， 휴t隆4年刊本 

(서 울) 4冊， 4850-132 

(띤세) 成文， 952.908-방지색북-28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19828

(동국) 學生，

龍門縣志 16卷

로줍停， 廣熙、51年刊本

(연세) 없文，‘ 952 ， 908-방지색북-23 

萬全縣志 10卷首1卷

左承業等， 道光14年刊本

(서 울) 4冊， 4850-131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20030

(동국) 學生，

西寧縣新志 10卷首1卷

韓志超等， f司治12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색북-25 

宣化縣志 30卷

陳뀔等， 康熙50年序刊木

(서 울) 6冊， 4850-148 

宣化縣新志 18卷首1卷

陳繼曾等， 民國10年삶印太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색북-20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2404

(동국) 學生，

陽原縣志 18卷

劉志鴻等， 民國24if.암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치색북-26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2606

張北縣志 8卷首1卷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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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繼據等， 몽國24年없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색북-35 

(고려 ) 學生， 公장-2820-10-02505 

(동국) 學生，

졌城縣、忘 8卷首l卷 

굶思誼等， 乾隆24年補刊本

(연서il) 成文， 952.908-방지 색 북-22 

懷來縣志 18卷首l卷

朱乃泰胡， 光續8年刊本

(서 울) 6冊(缺卷4，，-， 6) ， 4850-135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색북-24 

J懷安縣志 10卷首1卷p센圖 

f풍젠E網等， 民國23年紹압]本 

(연셰) 成文， 952.908-방지색북-27 

(고려) 學토， 公亮-2820-10-02707

(동국) 學生，

口北三廳志 16卷首1卷

金志章等， 乾隆23年}子刊本

(서 울) 6冊， 4850-27 

(서 울) 滿豪， 4850-10+'"' 2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색북-36 

(국렵) 8冊， 핸 64-18 

(국렴 ) 滿뚫， 2824-5 

좁海省 

좁海志 4卷 

康數鎔， 手낌;本 

(연세) 밟文‘ 952-908 받저서부-21 

좁海地志略 3卷 

康數鎔， 手벨;本 

(연 세 ) 成文， 952.908→방자 서 부←23 

좁海記:::f'分卷 

)폈敏짚r ， 든F修本 

(연새) 成文， 952'908-방지 서 부-22 

大通!縣志 6卷

劉運新等， 民國8年삶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셔부-24 

;可南省

j퍼南通志 80卷續80卷首4卷

田文찮等， 道光6年序刊本

(써 웅)72冊， 4810-55 

i可南通志 80卷

田文鏡等， 乾隆46年刊本

(ò 화) 四庫， 특수 080 사15-535"-' 

538 

(헌구) 四庫， 082.2←푼64-535""' 538 

(경 희 ) 華文， 915.2 중17-V.14 

開封府志 40卷

管i홈1忠等， 同治2年댄刊ii: 

(서 울) 12冊， 4810-68 

tß紀 22卷

張貞， 康熙年間妙本

(연세) 成文， 952- 908 방자화북-95 

禹州志 26卷

朱偉等， 道光15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15707

(동국) 學生，

嚴封縣志 12卷首l卷末l卷

紀黃中等， 民國24年삶터]本 

(연세) 成文， 952- 908-방지화북-94 

中후縣志不分卷 

蕭德擊等 .E륙國25年石印本 

(연셰 ) 成文， 952-908 방지 회-북 96 

南陽府志 6卷

朱鍵， 康熙年間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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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고려 ) 學生， 公검-2820←10-15202 

(동국) 學生，

I휩陽府i휩陽縣戶 口地二h物塵좁故表 

l圖說

播i주薦， 光錯30年石펴 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화북 122 

續修R倒H志 12卷首l卷

王1'31:等， 光紹18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죄-2820-10-15808 

(동국) 學t:E，

商lÎ:~縣志 20卷首l卷

짧j德、昌等， 民國21年石印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 방지 화북-98 

夏몽縣忘、 10卷 

짧德휴等， t링國9年石타]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파뷰-99 

重印信陽州志 12卷首1卷

張越뽑 ， t힌國 14年싫印추 

(연세 ) 成文， 952.908←앙지 화북-120 

童修信陽폈志 32卷 

陳善l司쏠，~國25年싫印本 

(연저1]) 成文， 952.908 방지화북-231 

西zp:.~뿜志附歸 8卷 

8東銘짧等， 民國23年刊本

(‘E 지1]) J앓文， 952.908-방지 화 북 124 

正陽縣志 8卷首l卷末l卷

同松聲等，~國25年짧印本 

(얀 ι'1])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북-123 

衛핸府志 53卷합l卷末1卷 

德昌풍， 乾{逢53年1'\'-刊本

(고려 ] 탤生， 公힘 2820-10-15404 

(동국) 편生， 

續灌!짜志 S卷 

종꽃딩꽃옥훈， 光觸12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 908-방지 최→뷰-111 

重修웹修志 21卷 

王演l평等，~國21年Jøl~j~추 

(연세 ) 成文， 952.908 망지 피 북 113 

附藝文總겁 12卷 

西華!원績志 24卷首1卷

張풍힘흡뽕쏟 民탤127年→쉰L印겨ζ 

(연세 ) 成文， 952.908 망지 초1 북-101 

]頁城縣志 32卷首l卷

張處芳역주， 宣統3年石되];4: 

〔연 저]) 成文， 952.908 망치 펴 푹←102 

파陽縣志 9卷 

i뭘景 ji양等， j;강國 23i:p.셉印7t 

( 연 세 ) 成文， 952-908 망지 회→북-100 

텐德、府-忘 32卷首l卷

盧寂쏟， 훤E隆52年꺼j木 

(고려 ) 學生， 公품-2820-10-15101 

(등둑) 學얀二1 

安陽縣FE 28卷首l卷

貴쫓等， 民國22年重印*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북-108 

附金石錄fj3古文12ifØ

林!採志 18卷휩l卷 

李見홉즉흙， 民國21年石印끽; 

(연서]) 成文， 952 ， 908-방지펴-북 110 

臨灌폈志略備考 4卷 

未詳， 同治11年까→1)本 

(띤세) 成文， 952• 908 낭자회북-109 

훨縣志 26卷 

劉達품等， E강國26年刊本 

(덴 세 ) 成갖_， 952 ， 908-방지 회 북-116 

洛짧폐志 8卷휩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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원떼채뀔팅等 ， t캉國6年錫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118 

重修洛陽縣志 24卷

寶松林홉， 乾隆9年되:페本 

(국렵) 31바， 古 6-71-23 

沒師縣페土志略 5編 

홈싫~Et정， 民國23年石r:p本

(띤서!I)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115 

宜陽縣志 16卷

밟應起等， 光絡7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찌 화북-117 

懷쩔府志 32卷園l經1卷首 2卷

/딴i똥l많等， 륨￡隆54年刊객; 

(고려 ) 쩡生， 公쪼 2820 • 10-15303 

(풍국) 學生，

績武iI'Þ縣志 24卷

5l::延듭흥향 ， t딩國20年刊겨;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107 

光山縣志討댐 4卷首l卷

꿇써平.tt國25"f. jlti 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125 

新修關獅縣志 24卷띄 l卷 

후횡꽃흥會等， 民國21~퓨~Yd 13J 本

(띈세) 成文， 952.908 망꺼화북←119 

파써全志 10卷首l卷 

〕댄林成等， 道光20年刊本

(고려 ) 學토， 公꼽←2820-10-15606 

(동궁) 짧生， 

~~縣志 26卷

歐陽珍等， 民國2;:;年싫터J*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화북-1 1<1 

鄭州志 12卷首1卷:

§ξ}JX:풍， 한a隆10年刊本 

(고여 ) 쩡生， 公첼-2820-10→15505 

(농극) 學生，

?닌지〈폐志 12卷 

田金따떻， t링國17'9'ô ~a~IJ本 

(얀/꾀)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106 

꽉陽땀志 12卷 

李照풍 ~εj짧11年刊*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15909

〔듭극) 든유生， 

짧ifk텅 h휩志、 12卷

짧i;μ쉰等， 民國13年싫r0 기; 

(떤서!) 成文， 952.908-빙지파놔 105 

鄭싸;ct; 18卷首l卷

펴秉拜等， 말國20年重印本 

(암서，]) 成文， 952. 908，-망지파북→104 

핀修폐1親띔志 16卷휩l卷: 

)셋￡퍼;쯤 ， t~國5年給印끽; 

(고꾀 ) 學生、 公亮-2820-10-16010

(동국) 똥生， 

타f-텀짜志 20卷 

x秀文씀~國12年石티」本 

(연세) JïX;文， 952.908-방지 화북 103 

河北省

짧&輔通志 120卷首l卷

R할황‘:E等， 짧正13年!주;刊후; 

(서 웅) 64冊， 꽃중 3662 

( 01 호→) 四庫， 득수-080-사15-504'、， 

506 

(연구) 四탱i， 082 ， 2-둔64-504~506 

(경꾀) 華文‘ 915. 2--중17-V.ll 

幾f뼈i훨표 300ó행핍l卷 

李~힘호휴떻7c:;總10年'fIJ本 



( 192 : 東亞文化 25輯

(서 울) 240冊， 4810-51 

京師행흉志 10卷 

朱一新等， l'앙園7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 908-방치화북-215 

河北通志網舊忘源流關없考 2卷

來陽‘ 民國24年낌드[J객; 

(익E 세 ) 成文， 952.908 방지 호-북-126 

廣平府志 63卷힘1卷 

吳다l彦쩔， 光續20年퍼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 2820-10-14404 

(동국) 學生，

耶單E縣志 17卷

季f땀릅等， 民國28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 908-방지회북-188 

難澤縣志 12卷

王鎬林等， 乾隆31年}少本

(연 세 ) 成文， 952. 908-방지 화북-182 

廣:zp:縣志 12卷

韓作}융等， 民國28年給印本

(연채) 밟文， 9:>2'908-방지화북-168 

成安縣志 16卷

張應購等， 民國12年싫印本 

(연세) 成文， 952. 908-단지화북-199 

永年땀志 40卷首l卷 

창끓紅;等， 光縮3年뀐j不 

(연세) 成文， 952. 908 방지회 북-187 

磁縣웹忘 20章附錄l卷

黃希갖;等， 民國30年삶티]本 

(연세 ) 成文， 952. 908-방지 화북-167 

淸河縣志 4卷

黃Ø:.香옥얀， 光짧9年刊겨; 

〔연세) 않文， 952.908-방지화북 222 

太名縣志 30卷首1卷

程廷펀等， 民國23年給태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호 북 16;'; 

東明縣新志 22卷솥î1卷 

任博薰원， 民國22쉰즈감fêjJ갱; 

(연세 ) 成文， 952.908→망지 화북-166 

元城뺨、힘 6卷합1卷 

吳大鋼풍， 同治11年뀌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화북-209 

增續長펴縣志 2卷 

觀해， 同治12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망지 회 북←197 

慶都縣志 6卷首1卷

李天機等， !꿇F떻17年fJ;* 

(연사) 成文， 9;';2 ， 908←방지화북 189 

패州志 10卷 

훔ß應響， 응분피딩元年FHU本 

(서 울) 4冊， 奎중3518 

패州續志 4卷 

趙秉t巨等， 光錯元年刊本

(연셰 ) 成文， 952.908-망지 화북-186 

1書縣志 12卷首1卷

陳칩〈等， 光績4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화북 183 

옳縣志 10卷 

韓志超等， 光縮2年刊本

(연서1]) 成文， 952.908 앙지 화북 214 

滿城縣志略 16卷首1卷

陳寶生等， 民國20年삶印주 

(연저1]) 밟文， 952.908 방지호「북-193 

望都縣志 13卷

드E德、i뚫等， 民國23年삶印7，>: 

(연세) 밟文， 952'908→방지화북-158 

附쟁R土圖說， t볕是奎， 光續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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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E김五fE合2풍 11卷

닮i1잉흰Fir， E륙國26年짧印* 

{서 윤) 8Jl1}, 4810-277 

(연세 )!ïX:文， 952.908-방지 화북-155 

光繹東많鄭土志 12卷 

李中佳等， 光績r31 i듀첩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밤지화북 156 

新城縣志 24卷

또樹相等， 民國24年싫印本 

(연 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북 152 

安國縣安志鎬不分卷

*~쫓꺼힘等， îH챔年間補침;쥬룹* 

〔연세) 成文， 9:';2'908-방지화북 175 

完縣新志 9卷

호Uf't貞等，F;國23年짧티j 本

(면서D 成文， 952.908 방지화북 164 

附ý.徵2卷

容城縣志 8卷

兪廷歡等， 光體22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화북 184 

雄縣新志不分卷

奏廷秀等.F;國18年셈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망지화북 218 

雄縣劉士志不껴‘卷 

劉뿔本， 光錯31年 YEfp껴; 

(연 세 ) 成文， 952.908 방지 화북-154 

定興縣志 26卷혐l卷 

5l主敬等， 光諸16年刊本

(띤서D 成文， 952.908→ 1양지 화북 200 

淸파縣志 6卷 

金f달짧等，Jî;國23年짧딩]객g 

(연세) 뾰강C ， 952.908→방치화북-127 

光諸JI떠天府志 130卷附錄l卷

*젖홍}系응훔， 光錯12年刊本

(서 울) 64冊， 4810-18 

7t::諸뭔I Lf- }+I志 18卷

吳댐福쭈，F;國28年重타l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 방지 화북-137 

節사1志 10'웰홉1卷 

沈짧ZF ， 光續11年제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14606

(동국) 學生，

~f、li續志 18卷

盧端衝等， 光짧元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14808

(동국) 學生，

通J、li志 10卷혐1卷末l卷 

高建헛뿜， 光絡5年刊추 

(고려 ) 學生， 公프;-2820-10-14505 

(동국) 學生‘

固安縣志 8卷

陳뿔따等， 따豊9"류刊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망지회북-201 

固安文歡志 20卷

賣廷散，F;國17깜송 }EJJ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화북 129 

大興縣志 6卷

徐깨斗等， .~한熙 24年刊캉; 

(서 울) 4 JlB, 띈중 4329 

東安縣志 22卷

李光ßB품 ， t흔國2 ，1 "F-í!탈 pJ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북→130 

文安縣志 12卷협’ l卷末l卷 

陳桓等， fEE명11年삶印주 

(연세) 뭘깅C. 9;)2. 908-방지 화북-153 

密雲悔志 8卷홉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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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f멍블쿄쓸， R;1!i힘3年살i"J Z: 

(연 세 ) 成文， 952.908 방지 효-북 139 

텅내縣忘 8옮 

i굉떳 l開쥔，R;國17年jEEU本 

(딴세) 成文， 952.908-땅지파북←133 

寶‘境縣忘 18卷

잉F「4짧1함을~， fS월16年石 II~J 本 

(연셔1]) 없文， 952.908 방지화북-202 

順設縣志 16卷힘 l흉 

楊햄또훌폼， ]3,'; I)j힘 22年삶印*= 

(쉰세) 成文， 952.908→망지화복-138 

安次縣志 12卷

劉鐘英떻， EEI핑 25年J펀刊本 

〔연 세 ) 成갖， 952.908-망지 화북←179 

永淸댐志 25침 

풀:섣첼談떻， 

(고려 ) 學生， 公完-2820-10-15010

(동극) 學生，

때Ü~렀志 10卷首l卷

th錫廷等，]3，';國 33年·組 ~i~ 本

(연세 ) 명文， 952.908 빙 지 화꽉-180 

평‘修志 8펌 
宋大i즙， 民國2"年짧印本 

(띤 시D 成文， 952.908-양지 화북 135 

않|쩌농、핑 10卷 

金士뻗 씀，]3，';‘國30年짧돼 *= 
(연세) 成文， 952.908-망지화북 136 

j폐힘忘 8卷 

앓U廷昌等]3，';뭘123年fi'f} St: 本 

(연세) 짧文， 952.908 방지화북-134 

平얀縣志 6卷 

王~t元￥ fu國23~~a r=P*

(떤자) 成갓， 9,,2.908 방지화북-217 

香河핍파; 10ó환 

드드〕발安等，tI';國25年ta5p:수 

(떤저 ) 成갓， 952-908-빙 치 파푹←131 

懷쫓펀新忘 8卷 

맺;왈:果핑， fu國24年트닫패겨~ 

(임세) 않것， 952.908-방지희→꽉-132 

永平府志 72卷힘 1卷末l卷 

游智閒等， 光짧5뜸Ff;千J 겨ζ 

(고려 ) 훤生， 公亮 2820-1디←14202 

(동국) 學生，

、魔N'i志 18램용휩l卷 

楊文鼎웹;; 光網24óf- lil 간: 

(띤까) 成文， 952.908 파지꽉북←220 

增補J환~龍縣志 6환1띔r1깥 
衛IZ범l等， 탱熙19쑤刊:깎 

(서 울) 4!lB , 르끝증 4315 

햄能침5틴 24卷홉1卷 

옳天華월， 民팩20年 j십印本 

(떤세) )î<;J~ ， 952.908 망까피품-145 

樂序땀;志 15卷휩l卷宋1卷 

껏3경F蘭즘주‘， 光縮3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당지꾀북-191 

榮추志 12卷 

劉松等， 天햄2年Fff刊겨; 

〈서 울 ) 2冊? 줍트중 3517 

職짧縣志 16卷답l卷 

張上爾월 1é$캅3年刊木 

(떤세) 成것. 952.908 갚지 피 복-211 ‘ 

臨練縣志 14卷뭔1卷 

鍾和海等， 乾Fξ21年E;:궤jζ 

(서 윤) 6)}1}, 4810-269 

g힘취웠縣志 24卷참J卷 

趙允祐等， 民댄118j'Ed각j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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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149 

昌聚縣志 12卷首l卷末l卷

隔宗奇等， 民國22年싫、터]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찌 화북-151 

正定府志 50卷首l卷

鄭大進等， 乾隆27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감 2820 • 10-14303 

(동국) 學生，

養城縣志 4志合刊

ffl"親等， 民國23年짧印本 

(연재) 成文， 952 ， 908-방지화북-161 

義城縣獅土志不分卷

林觀歸， 民國 12年石印本

(연세) 밟文， 952 ， 908-방지화북-162 

廣宗縣志 16卷首1卷末l卷

姜播榮等， 民國22年짧印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화북-195 

南和縣志 12卷首1卷

周章煥等， 乾隆14年刊本

(연세) 밟文， 952.908 방지확북-190 

혐邱縣、志 4卷 

拖彦士等， 道光12年妙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화북-219. 

無極縣、志 11卷末l卷

黃可潤等， 光績19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망지 화북-206 

任縣志 8年

王隱年等， 民國4年없印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펴북 210 

新樂縣志 6卷

雷짧嗚等， 民國28年옮、印짜;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치화북-163 

元民縣續志 4卷

、1 
1 

/ 

[ g m 

매
 

” 
1 
1 

」

!.l!l7k杰等， 順治6年刊本

(연 셔 ) 成文， 952. 908-방지 회-뷰-205 

井隆펌志 16編 

王用체等， 民國23年錫~I]本

(연셰 ) 成文， 952 ， 908-방지 화북-160 

품縣짧士志 2:1lfr 

李席， 몽國 17年妙本 

(연싸) 成文， 952'908-방지화좋 159 

贊皇칩志 40卷 

周꼽떻等， 光律2年刊本

(연서) 成文， 952.908 방지화북 213 

耶훌댐志 8卷首1卷 

願후~g따等， 光錯31年flj本

(연까) 成文， 952 ， 908-방지화북-185 

天律府志 54卷首l卷末l卷

徐、宗亮等， 光繹25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14101

(동국) 學生，

新校天律衛志 5卷

§￥柱斗， 民國23年삶、印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강자화북 141 

天律誌略不分卷

宋짧뿔， 民國20~퓨針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212 

慶雲縣志 3卷首L卷末1卷

藏쩌리孫等， )!iZ뿔5年刊* 

(연세 ) 成文， 952.908 방지 화북-192 

南皮縣志 14卷홉1卷 

王德乾等， 民國21年i삶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화북-144 

良椰縣志 8卷

周志中等， 民國13잃印本 

〔연세) 밟文， 952. 908-방지화북-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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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海땀志 12集 

自鳳文等. J전행23年펀印本 

〈연써!l) 成文. 952.908-방지화욱-140 

t옵縣志 16卷힘l卷 

張t각i等，.R;國22年삶타J;'f;: 

(연서]) 成文， 952.908 암;<1 화북-143 

좁縣志 16卷首l卷 

萬震줍·等， t한國20if. 8:J rP;本 

〔떤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화북-142 

交河縣志 10卷회 l卷 

高步품等， 民國5年tU: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148 

寧팝縣、志 11卷 
張震科원， 民짧18年石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화북-203 

重修車志 2卷

曾춰3等" 康熙11年刊太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 216 

띨城縣志 22卷首1卷 

첸福宜等， 光錯34年띤→印本 

(연세 ) 행文， 952.908 방지 화북-147 

吳橋땀志 12卷 

땐당燮等， 光縮元年刊本

(언제 )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224 

初폈歡샘TE2HR 

李昌銀等， 成豊7年刊本

〔연서11) 成文， 952.908-방지 화북-146 

西寧新志 10卷합l卷 

韓志超뿔， 光짧元年îtz本 

(서 울) 4패， 4810 • 268 

深페風士즘터 22卷 

吳ììa~져等， 光짧26年刊太 

(고려〕 열生， 公뜸 2820 • 10-14909 

(동국) 學토， 

료~5월띤줍형T ，I트、 12卷

輩J1핀行等， 道光11年뀐本 

(얀세 ) 成文， 952.908→망치 화북-207 

易州志 18卷首l卷

꿇登高等， 乾隆12年|향tlj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 14707

(동국) 學生，

廣휩縣、志 14卷홉1卷末1卷 

짧U榮측￥， 光*gjj年刊겨; 

(딴세 ) 成文， 952.908 망치 화육-22 1: 

決水縣忘 8卷휩l卷末l卷 

I평杰等， 光績21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22-4 

~가ζ絲卷많救平錄 不分卷

張孝課， 光續31年~e~IJ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 당지 회 북-174 

武봅縣옮、 10卷협I卷 

호Z美퓨， 同治11소F刊本 

(년세) 成文， 952.908→방지회→욱 178 

新河縣志不分卷
{專振倫等， 民國18年않印本 

(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회북-171 

훨縣志、 20卷 

王樹뻐等， 民國18年銷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망지회-북-17 G' 

짧彈縣志 5卷 

方宗誠等， 光紹2年刊껴: 

(연세) 成文. 952.908→망지화뷰-177’ 

定州표、 22卷首l卷 

寶주↓等 훤光29年刊本 

(연저1]) 成文， 952.908→밤지화북-225 

定IH"'í續志 4卷

王格吉等， 成뽑10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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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연세) 成文， 952 ， 908-방지화북-226 

定縣志 22卷혐1卷 

떨恩、緣等， E란國23年刊太 

(연세) 威文， 952.908-망지화북-204 

짧城村志不分卷 

伊f면:j;t， 民國14年짧며]本 

(연세) 없文， 952.908-방치화북 172 

趙l、이屬물志 8卷 

未詳， 光體年뼈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북 181 

흠뭄縣志 12卷首1卷 

王天傑等， 民國22年짧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화북-169 

隆zf>:縣志 11卷
養文煥等， 乾隆29年쳐;本 

(연세) 밟文， 952.908-방지화북-176 

豊潤縣志 4卷

牛뼈照等， 民國10年重印本

(연세 ) 밟文， 952'908-방지 화북-150 

생뼈南省 

湖南通志 288卷휩3卷夫19卷 

曾國홍준等， 光觸11年刊太

(셔 올) 168冊， 4810-62 

城步縣志 10卷

짧짧源等， 民國19年重刊太

(연세) 밟文， 952. 908-방치화중-115 

셈陽徵士志 5卷 

上향蘭等， 光網33年刊本

(연세) 밟文. 952 ， 908-방지 화중-114 

빼源縣志 17卷함1卷末1卷 

총良陳等， 光錯18年刊本

(연세) 행文， 952 ， 908-방지화중-111 

#13j쩔縣it 12卷

陳흙輸等， 光續 15年刊本

(연세) 成文， 452 ， 908-방지화중 112 

辰써府義멈總記 2卷 

未詳， 遭光年間刊本

(떤세 ) 成文， 952.908 방치 화중-116 

衛陽縣志不分卷

효Z玉購等， 同治11年刊本

(연세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중-113 

藍山縣圖志 53卷圖l卷

雷飛뽑等， 많國22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 방지화중-110 

永興縣志 55卷首1卷

담鳳떻等， 光錯9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21101

(동국) 學뽀， 

湖~t省

湖廣週志、 120卷首l卷

夏力전等， 羅正11年f't;刊本

(이 화) 四庫， 특수-080-사15-531"" 

534 

(연구) 四庫， 082.2 푼64-531"-'534 

湖北通志 172卷首1룹末l卷 

張↑며k타等， 民國10年刊本

(서 울) 108冊， 4810 • 60 

德安府志 20卷휩1卷末]卷 

慶音布等， 光網14年刊*

(연세) 成文• 952 ， 908-회 중방지 117 

隨州志 32卷합1卷 

文觀等， 同治8年Fj;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 2820-10-17505 

(동극) 펀흠生， 

雲夢縣志1Uí:í- 10卷휩1卷末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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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별붉T 昌等， 光線8年刊太

(연세 ) 成文， 952.908 방지 화중 122 

大샘댐志 18卷햄1卷 

때復初쩔， 同治6年刊本

(고혀 ) 투용生， 公亮 2820-10-17606 

(동국) 學生，

大治!템志續網 附後網7卷합1卷未1卷 

林左等， 光網10年刊木

(연셰 ) 成文， 952.908-방지 화중-121 

뿔陽縣志 12卷 

高佑廷等， 同治5年刊木

(고려 ) 學生， 公亮 2820-10-20111 

(통국) 쩔生， 

週111縣、志 8卷

奈廷誌， ~}f熙4年手#少木

臺::11::， 縣志뿔備委員會， 1974 

(국웹 ) 1冊， 2822-3 

생캘u縣志續 20卷휩1卷 

g핀꿨릅뿔等， 光網5年刊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중-123 

隔햄縣志 28卷首1卷 

領道찢， 民國26年刊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17404

(통국) 學生，

光化縣志 8卷首1卷

鍾網山等， 民國22年重귀u* 

(연세) 밟文， 952.908 방지화중-124 

靈陽縣志 7卷首1卷

楊宗時等， 民國19年重印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17202

(동국) 學生，

覆陽縣志 34卷首1卷

梁&~뿔等， 民國12年排印本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18010

(동국) 學~，

윌g陽府받、 8卷함1卷 

吳깅용침월즉뿜， 同治9年주u木 

(떤세) 成文， 952. 908-반치희중-119 

태縣志 10卷띔1卷 

뿔Et쌓， 同治5年刊木

(고려 ) 學똥， 公亮←2820-10-17707

宜름府志 16卷함1卷 

睡光變원， 同治4年千u*

(띤셰) 밟文， 952.908 방치화중-120 

飛1+[府志 80卷펀1卷 

{꿰女흘판뿐， }le網6年千1)*

(연세) JP(;ý:, 952.908-냉-지화중애18 

藍利將志 12卷합1卷 

林瑞校等， 同治11年뀌기; 

(고려 ) 쩔生， 公룻-2820-10←17808 

(등국) 學~，

江陸縣志 58卷함1卷 

뿔龍見쩔， 乾l쩔59年~千u 기ζ 

(고려 ) 學生， 公亮 2820-10-20212 

(동국) 學生，

公安!댐志 8卷首1卷 

)폐承弼等， 民國24年행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치화중-125 

(고려 ) 學生， 公하;-2820-10-17909 

(풍국) 學生，

黃阿뺨志 24卷혐1卷 

츄tE콤름원， , 光縮8年千U 겨; 

(고려 ) 學生， 公亮 2820-10-17101 
(통국) 學生，

當陽縣志 18卷首1卷末1卷

빠恩光等， 民國24年~重印本

(연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중 126 

(고려 ) 學生， 公亮 2820-10-17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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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옴국) 學生，

當陽縣補續志 4卷首l卷

李元才等， 光編15年刊本

(년세) 成文， 952.908→방지화중-127 

黑龍江省

黑龍江志鎬 62卷圖1卷

萬1댐購等， j;당國 21.22年없印本 

(서 울) 32冊， 4850-60 

附大事志4卷

黑龍江通志網要不分卷

金梁， 民國14年路印本

(자 강) 成文， 915. 2-중17-V.31 

(연군) 成文， 981.208-16-31 

黑龍江述略 6卷

徐宗표， 光總17年刊本

(서 울) 滿쫓， 4850-10-5 

(연새) 成文， 952 ， 908-받지동부공 

〈서 강) 成文， 915.2 증17-V.3 

(연구) 成文， 981.208 중16-3 

黑龍江外記 8卷

西淸等， j'é짧21年뀌 각; 

(서 울) 滿젤， 4850-10-5 

(서 을) 小方출， 4810-2 • 6 

(연서11) 成文， 952.908→앙지 동북 2 

〈서 강) 없文， 915.2 증17-V.2 

〔연 구) 成文， 981.208 중16-2 

黑홉흩江大事志 4卷 

張f더英，~國22年없印本 

(서 윤) 1冊， 4850-60 

(떤서il)!향文， 952 ， 908-방지 풍북 4 

(서 강) )맺갖， 915.2-중17-V.4 

(연구) 행文， 981'208-중16-4 

黑융겉江ggE土志 不分卷

郭克興， j;치↑펴 15年없‘티]겨X 

〈서 강) 成文， 951.2-증17-Y.30 

(안규) .ttZ:J‘(, 981.208-중16-30 

黑龍江했土錄不分卷 

郭3E與， 民國15年짧印本 

(서 울) lfK, 4850-152 

寧古3픔균는、 

EW，乾， 랜멜年間刊本 

〔서 울) 昭代， 0230-21-24 

寧安修志 4卷

梅文R.'3씀，~國13年짧印本 

(서 강) 成文， 915 ， 2-중17-Y.40 

方正딴志不分卷 

陽步행， 民國8年잃印本 

(서 강) 成文， 915.2 중17-Y.37 

寶縣通志 4卷

朱衣點승~， ß!:國 18年다r千U本 

(서 울) 4冊， 4850-105 

짧t軍kff志 14卷

1%、흉圖뿔， 民國9年給印겨ζ 

(서 강) 成文， 915 ， 2-층17-28 

(연구) 成文， 981.208←증16←28 

依安縣志不分卷

梁깜쏠， 民國19年깝]é:]~i: 

(서 강) 成文， 915'2-중17-V.29 

(연 구) 없文， 981.208-중16-29 

珠F縣志 20卷침1卷 

f겪쭉芳품 t던「천 18年쉰1印本 

(서 강) 成갓， 9l5. 2→증17-Y.39 

呼蘭府志 12 닮 

뤘維輪，B;;틀회4年 ~;Eì í:띠;↑; 

(서 강) 成文， 915'2-중17-V.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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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蘭!縣志不分卷

楊步겨루， 民國10年왜印本 

(서 강) 成文， 915.2 중17-V.35 

呼倫縣志略不分卷

末詳， 民國年 ~flj少木

(서 강) 밟文， 915.2 중17-V.32 

(띤 구) 成갓_， 981. 208-중16-32 

布特合志略 6紹

듭효定웠， E린國11年刊本 

(서 울) 避海， 0230-107-7-10 

(연세) 避海， 952'908→요해총 28 

(고려 ) 學生， 公亮-2820-10-03515

(고려 ) 續編， 公亮 2202-47- B-200l 

(동국) 學生，

應川縣志 6卷

鄭士純뽕， f힌國17fF*1티]本 

(서 강) 成文， 915.2 중17-V.36 


	국내소장 중국 지방지목록
	1.범례
	2.목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