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石史料新編第二輯

第一冊
嘯堂集古錄二卷 宋王俅撰
續語堂碑錄不分卷 清魏錫曾撰

第二冊

天下金石誌不分卷 明於奕正撰
金石圖說二卷 清牛運震集說/劉世珩重編

石刻名匯十四卷 清黃立猷集匯

古誌石華三十卷古誌石華續編二卷 清黃本驥撰

金石萃編補遺二卷 清毛鳳枝撰
蒼潤軒玄牘記二卷附錄一卷 明盛時泰撰

第三冊
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殘稿四卷 清瞿中涪撰
二銘草堂金石聚十六卷 清張德容撰

第四冊
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卷附補編不分卷 清嚴可均撰
望堂金石初集二集不分卷 清楊守敬撰

第五冊 宜錄堂收藏金石記存五十九卷 清朱士端撰

第六冊

宜錄堂金石記六卷 清朱士端編
億年堂金石記一卷 陳邦福撰
摹盧金石記不分卷 陳直撰
墨華通考十六卷 明王應麟撰
山樵書外紀不分卷 張開福著
崇雅堂碑錄五卷錄補四卷 甘鵬雲編
金石屑不分冊 清鮑昌熙摹
金石契不分卷 清張燕昌輯
香南精舍金石契一卷 清覺羅崇恩撰
函青閣金石記四卷 清楊鐸撰

第七冊
金石文鈔八卷續二卷 清趙紹祖輯
求古精舍金石圖四卷 清陳涇撰
陶齋吉金錄八卷 清端方撰

第八冊

陶齋吉金續錄二卷 清端方撰
開有益齋金石文字記不分卷 清朱緒曾編
隨軒金石文字不分卷 清徐渭仁撰
來齋金石刻考略三卷 清林侗撰

雙鉤華山廟碑一卷 清丁彥臣摹

商周文拾遺二卷 清吳東發撰
漢碑錄文四卷 清馬邦玉輯
漢碑大觀八集不分卷 清錢泳摹
唐三家碑錄三卷 羅振玉校錄

第九冊

鎮江府誌金石誌一卷 清不著編人
句容金石記十卷附錄一卷 清楊世元記
吳下冢墓遺文三卷 明都穆編
昆山見存石刻錄四卷 潘鳴鳳編
海陵金石略一卷 陸銓編
武林石刻記五卷 清倪濤撰
嘉禾金石誌十一卷 元徐碩撰
淮陰金石僅存錄不分卷附補遺跋 羅振玉輯
楚州金石錄一卷附目一卷 羅振玉錄輯

漢東海廟碑殘字 清吳雲藏集

第十冊

越中金石記十卷 清杜春生編
括蒼金石誌補遺四卷 清鄒柏森撰
嚴州金石錄二卷 清鄒柏森輯
元州石刻記一卷 顧燮光輯
荊南石刻三種 清劉瀚編

荊南萃古編 清劉懋琦/劉瀚輯
湖南金石誌三十卷（通誌卷二百五十九至
二百八十八）

清郭嵩燾纂



第十一冊
畿輔金石通誌十六卷（通誌卷一三八至一
五三）

清繆荃孫纂

第十二冊

蜀碑記補十卷 清李調元撰
京畿金石考二卷 清孫星衍撰
順天金石誌三卷 清繆荃孫撰
河朔訪古隨筆二卷 顧燮光撰
河朔訪古新錄十四卷附河朔金石目十卷待
訪目一卷

顧燮光撰

山右金石錄不分卷 清夏寶晉撰
山左訪碑錄六卷 清法偉堂輯

東巡金石錄八卷 清崔應階/梁翥鴻同輯
山東金石誌六卷（通誌卷一百四十七至一
百五十二）

清孫葆田等撰

第十三冊

濟寧州金石八卷 清徐宗幹輯
曲阜碑碣考四卷 孔祥霖輯
濟南金石誌四卷 清馮雲鹓撰
定襄金石考四卷 牛誠修輯

第十四冊

偃師金石記四卷 清武億纂/武木淳編
偃師金石遺文記二卷 清武億撰
嵩陽石刻集記二卷紀遺一卷 清葉封撰
浚縣金石錄二卷 清熊象階纂
隋唐石刻拾遺二卷關中金石記隋唐石刻原
目一卷

清黃本驥撰

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十二卷 清毛鳳枝撰
關中金石記八卷 清畢元撰

第十五冊

昭陵碑錄三卷附校錄雜記 羅振玉校錄
昭陵碑考十二卷 清孫三錫編
邠州石室錄三卷 清葉昌熾輯
西陲石刻錄一卷後錄一卷 羅振玉校錄
福建金石誌三十卷 福建通誌局纂
廣東考古輯要卷三十二－三十四 清周廣等輯
高要金石略四卷 清彭泰來撰
粵西得碑記不分卷 清楊翰撰
和林金石錄不分卷 清李文田撰/羅振玉校定
新疆訪古錄二卷 王樹柟編

唐代海東藩閥誌存 羅振玉校錄
海東金石苑四卷 清劉燕庭撰

第十六冊

石墨考異二卷 清嚴蔚撰
補瘞鶴銘考二卷 清汪鋆編

獨笑齋金石文考二集十三卷 清鄭業斅撰

碑藪不分卷 明陳鑒撰
語石十卷 清葉昌熾編
墨林星鳳一卷 羅振玉編

廣金石韻府五卷 清林尚葵編/李根校正
二百蘭亭齋金石記不分卷 清葉誌詵編

第十七冊

金石萃編校字記不分卷 羅振玉校錄

金石例補二卷 清郭麐補
金石學錄四卷 清李遇孫輯
校碑隨筆六卷續二卷 方若撰考證

隸韻十卷碑目一卷考證一卷
宋劉球撰/清翁方綱考證影印宋
石刻本

隸辨八卷
清顧藹吉撰 漁古山房藏板  同治
癸酉重刊

蒼潤軒碑跋記不分卷 明盛時泰撰
古今碑帖考一卷 朱長文撰



第十八冊

金石錄續跋不分卷 葉奕包撰
鐵華盦金石錄補不分卷 清吳大澄撰
金石文字辨異補編五卷 清楊紹廉撰
平安館藏碑目不分卷 清葉誌詵撰
鐵函齋書跋四卷 清楊賓撰
古誌新目初編四卷 顧燮光編

第十九冊

誌石文錄一卷續編一卷 吳鼎昌編

竹雲題跋四卷 清王澍撰
清儀閣題跋不分卷 清張廷濟撰
求是齋題跋四卷 清丁紹基輯
古墨齋金石文跋六卷 清趙紹祖輯
涇川金石記一卷 清趙紹祖輯
石經閣金石跋文一卷 清馮登府撰
石泉書屋金石題跋一卷 清李佐賢撰
懷岷精舍金石跋尾一卷 清李宗蓮撰
枕經堂金石題跋一卷 清方朔撰
定庵題跋一卷 田雲龍撰
寶鴨齋題跋二卷 清徐樹鈞撰

第二十冊

愛吾盧題跋一卷 清呂世宣撰
寶鐵齋金石文跋尾三卷 清韓崇撰
退庵題跋二卷 清梁章巨撰
循園金石文字跋尾二卷 範壽銘撰
闕特勤碑跋 清丁麐年輯

漢孟孝據碑題跋一卷 袁嘉榖等撰
集古錄補目補 陳漢章撰
摹盧金石經眼錄一卷 陳直撰

元碑存目一卷 清黃本驥撰
竹崦盦金石目錄一卷 清趙魏撰
範氏天一閣碑目一卷 清錢大昕編
金石苑目不分卷 清姚覲元編
漢四皓石刻題跋集錄附題跋集錄一卷 清楊龍石編
環宇貞石圖目錄二卷 沈勤廬/陳子彜同編
中州金石目錄八卷 清楊鐸輯
海寧金石目未定稿二卷 清鄒存全編
畿輔碑目二卷 清樊彬輯
山左碑目四卷 清段松苓輯
山左南北朝石刻存目一卷 清尹彭壽撰
吉林金石表一卷 清曹溶撰
蒿裏遺文目錄十卷補一卷 羅振玉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