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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經目錄解題筆記 
妙淨 

 

 

前言 

初學目錄學，常聽到「經錄」、「勘同目錄」

等詞彙，卻不知內容所述為何？後來才知「經錄」

即指佛教經籍的目錄，漢譯經論之目次。「勘同

目錄」即對不同之目錄或所收集之書，一一比較

其異同之目錄。然歷代目錄多種，為瞭解各經錄

之內容，筆者藉由研讀各種解題書的方式，將讀

書筆記整理擇要舉隅於后，藉此備忘時習之。 

歷代佛教目錄眾多，本文將常見的佛經目

錄，依時代排序列出全名、簡稱、成書時代、編

撰者、存佚、卷數及該目錄之特色，整理成表，

以便概覽各佛經目錄（詳見附錄一）。 

又為便於詳細瞭解各目錄之內容，以下選擇

《綜理眾經目錄》、《出三藏記集》、《大隋眾

經目錄》、《歷代三寶紀》、《眾經目錄（仁壽

錄）》、《大唐內典錄》、《開元釋教錄》之內

容，做一介紹。 

一、綜理眾經目錄 

一卷。東晉道安（314-385）撰。又稱《苻秦

沙門釋道安綜理眾經目錄》、《安法師所撰錄》、

《釋道錄》、《道安錄》、《安公錄》、《安錄》。

收錄後漢至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374）頃，約二

百年間之漢譯佛典及注經之作，為我國第一本佛

典目錄書。這是我國最早一部列舉佛經目錄、譯

出年代和標屬新譯或舊譯的一部完整經錄。 

原書已佚，主要內容透過梁僧祐的《出三藏

記集》而得到保存，其卷二至卷五係以本書為藍

本再加以增補，故可由此略窺其大要。 

全書內容分為七部分，共收佛典六三九部八

八六卷：（註 1） 

1. 經論錄：臚舉每個譯師的譯本，以譯者年代為

排列次序。 

2. 失譯經錄：不知譯者姓名，為一般的失譯經。 

3. 涼土失譯經錄：無譯者姓名，但能知其譯地，

為地區性的失譯經。 

4. 關中失譯經錄：無譯者姓名，但能知其譯地，

為地區性的失譯經。 

5. 古異經錄：從大經中摘譯單篇者，後謂此為「別

生」。是出經年代較早的失譯經。 

6. 疑經錄：為甄別疑偽之經。 

7. 注經及雜志經錄：收集漢地佛教撰述。是安公

所注群經及其他關於佛學之著述。 

本目錄對後世經錄的撰作發生了深遠的影

響。為此，後人公推道安為中國佛教經錄的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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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人。 

評價 

本經錄目前雖然已失佚了，但由歷代經錄家

的探究，皆認為本經錄在內容分類上，優點如下：

（註 2） 

1. 有譯人的按時代排列，使佛學的派別和演變有

線索可尋。 

2. 把失譯人和摘譯別出的分開，便於了解考察。 

3. 對於疑偽的經嚴加區別，不使真偽混淆。 

4. 自撰的著作則附之於末。 

5. 對古代的譯經有些遺失譯人的，都「校練古今，

精尋文體」，就其譯語和譯風比較研究，查勘

為某人所譯，或非某人所譯。並對譯人的譯筆

優劣，也有所評定。這些評語適當中肯，為梁．

釋慧皎撰《高僧傳》，多加以引用。 

6. 門類齊整，考訂謹嚴，凡入錄的經典無論殘缺，

均經作者一一過目。把經錄從內容到形式，大

大向前推進一步，使經錄得到比較完整的定

型，初步具備了經錄的格局。 

二、出三藏記集 

十五卷。南朝梁代僧祐（445-518）撰，約成

於天監九至十三年（510-514）。又作《出三藏記

集錄》、《梁出三藏集記》、《出三藏集記》、

《出三藏記》、《三藏集記》，後世經錄家又簡

稱為《僧祐錄》或《祐錄》。收在《大正藏》第

五十五冊。是現存最古的三藏目錄、譯經文獻及

傳記的撰集，可信度頗高，係繼東晉道安錄之後

所撰者，故凡有關後漢、三國、西晉、東晉時代

之譯經，皆以本錄為首要之參照經錄，並轉載道

安等錄的重要材料而保存了佛家經錄的原始面

目。是梁以前眾多佛經目錄中唯一流傳至今的著

作。可謂南北朝諸家最傑出者。 

全書共收佛典二一六二部四三二八卷。本目

錄內容共分四部： 

1. 撰緣記（卷一）：記載結集印度經律論三藏的

經過和漢地翻譯佛典的初況。 

2. 詮名錄（卷二至卷五）：所謂「名錄」者，即

歷代出經名目。是祐錄唯一屬於目錄的部分。

以時代撰者分類。從漢至梁六代四百多年間，

譯出和撰集的一切典籍，不管有無譯人名氏，

一一搜羅歸納為十四錄。因對所依據的道安舊

錄有所增訂，一律稱為「新集」。道安之《綜

理眾經目錄》乃我國最早之經錄，於今雖已不

存，然對本書之成立，提供不少重要資料。 

3. 總經序（卷六至卷十二）：本部分集錄漢地僧

俗為漢譯佛典作的前序及後記，共一二○篇。

屬於譯經史的第一手史料。可分兩類︰ 

(1) 抄錄一些經律論的前序與後記，共一一○篇，

共六卷（卷六至卷十一）。自〈四十二章經序〉

起至〈千佛名號序〉止，為有關聖典之傳來、

翻譯、研究、流布等史實之基礎資料，以及了

解佛教傳入中國初期時教理之途徑。在思想史

上具有極大之意義。 

(2) 此土纂集諸書，宋明帝敕中書侍郎陸澄撰《法

論目錄》、竟陵王〈法集錄序〉及僧祐自撰各

書目錄序，共十篇為〈雜錄〉（十篇中僧祐自

撰者占八篇），其中，最初之《法論目錄》收

集古來之法論集，將總共一○三卷之論文集，

依其內容分類為法性集、覺性集、般若集、法

身集、解脫集、教門集、戒藏集、定藏集、慧



參與．分享 

佛教圖書館館訊  第 29 期  91 年 3 月 54

藏集、雜行集、業報集、色心集、物理集、錄

序集、雜論集、邪論集等十六種目錄，是南北

朝初期佛教學重要論題之集錄，故頗受學者之

重視。序文以外備載篇目，由篇目即可略知那

些著述的內容。這一種體裁，創見於此書，價

值極大，無異是一種佛藏提要，而且保存了許

多可貴的資料。 

4. 述列傳（卷十三到卷十五）：即譯經人之傳記，

是為了表揚有功於翻譯事業的人而立的傳記。

敘述歷代譯家和義解僧人的生平事略，共三十

二位譯經家之傳記，共三卷。前二卷主要著錄

外國人如安世高等為一類，共二十二人；後一

卷中國僧人法祖等為一類共十人（附見者尚有

多人）。這是現存最古的僧傳，其史料多被寶

唱《名僧傳》、慧皎《高僧傳》所依用。慧皎

以後，各代僧傳的敘述方法，大致因襲本書，

而略變其體例。 

評價 

本書特色： 

1. 在名錄前之緣記與名錄後之經序及列傳，其中

廣收經序，集成一部，為其他經目所未有，可

以考知各譯經之經過及內容，與後來書錄解

題、書目提要等用處無異。其後記多記明譯經

地點及年月日，尤可寶貴。（註 3） 

2. 敘述佛典來歷及翻譯方法。在翻譯方面、傳記

方面保存很多原始史料。 

3. 為後來經錄的編纂開闢了許多門路，如有名的

法經《眾經目錄》、智昇所撰《開元釋教錄》，

亦皆不出本書的範圍。 

4. 新立「異出」一部，一經有數種譯本的，備舉

以資比較，在佛家經錄中，此法極為重要，是

本書所創。 

5. 新立「抄經」一部，為節抄之本，不與原書同

列，而別立此部。 

6. 作者對於一切經論都曾作過鑒定，甄別它的異

同和真偽，判明譯者和翻譯的地點時間，這些

對學術研究的貢獻很大。 

本書缺點：經錄家評為「所創體例，多而不

密，新而不嚴」、「考證工夫猶未見精到」。此

目錄比道安之綜理眾經目錄多收了一五○○餘

部，三三○○餘卷，但所搜羅到的寫本和參考的

經錄，側重南方，因地區的限制，不免有遺漏。

且僅做橫向分類的佛經目錄，而無縱向記載各代

譯經狀況的斷代目錄（略稱「代錄」）。 

在體例上不足之處：（註 4） 

1. 錄目不夠齊整。 

2. 《新集經論錄》作為歷代譯經目錄，卻沒有關

於每個朝代出經狀況的概括性說明，也沒有譯

者生平行歷的簡要介紹。 

3. 編錄的經典沒有按大小乘、經律論歸類。 

在內容上不足之處：（註 5） 

1. 收載的譯人譯典多有脫漏。 

2. 卷二的《新集異出經錄》在《比丘戒本》、《比

丘尼戒本》、《阿毗曇》三經的小注中，沒經

仔細料簡（甄別），就把一些名稱相近的、但

並非同一個梵本的譯典，當作同本異譯（「異

出經」）來看待。 

3. 卷一的《前後出經異記》中，誤將舊經中的「怛

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與新經中的「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相對，以為它們是同一個梵文

名詞的前後不同的兩種譯法，其實它們說的並

不是一回事。 



參與．分享 

佛教圖書館館訊  第 29 期  91 年 3 月 55 

三、大隋眾經目錄 

七卷。隋開皇十四年（594）法經等奉詔撰輯。

又稱《隋眾經目錄》、《法經錄》。收於《大正

藏》第五十五冊。收錄後漢至隋代所翻譯之經論

等。本錄不分經典之存缺，而將當時已翻譯及記

載於各經錄之所有經典，全數目錄化，即所謂標

準入藏錄。所載有關北朝之譯經資料，為《出三

藏記集》所欠缺者。 

全書分為總別二錄，共收佛典二二五七部，

五三一○卷：（註 6） 

1. 別錄：共六卷（卷一至卷六），凡九錄四十二

分。（「分」相當於部分、項）。 

初六錄三十六分：編錄大小乘經律論。內容

為大乘修多羅藏錄、小乘修多羅藏錄、大乘毘尼

藏錄、小乘毘尼藏錄、大乘阿毘曇藏錄、小乘阿

毘曇藏錄。以上六錄均各包括眾經一譯、異譯、

失譯、別生、疑惑、偽妄六分。 

後三錄六分：編錄佛滅度後西域和漢地的抄

集、傳記、著述。其內容是佛滅度後抄集錄、佛

滅度後傳記錄、佛滅度後著述錄。以上三錄各有

西域諸賢著述、每錄二分，依西域聖賢和此方（指

漢地）諸德區分。 

2. 總錄：共一卷（卷七）。是上皇帝表（無標題）

與《法經錄》總目。 

評價 

本書之記載頗為正確，尤以疑惑及偽妄之鑑

別，特為現代學者所重視。它的分法已擷取前代

經錄分類之長而加以整齊系統，這是一大進步。 

主要特點是分類細緻，錄配得當，對疑偽甄

別極細。（註 7） 

1. 根據佛典的性質（大乘和小乘、經律論和撰集）

與譯本的情況（一譯、異譯、失譯、別生、疑

惑、偽妄）層層分類，將一部佛典投入不同的

檔次，條理明晰，一目瞭然，較《祐錄》的分

類有長足的進步。 

2. 在每一類譯本列舉完畢之後，有分類理由的解說。 

3. 搜羅疑偽經最多，且科條最細，按大小乘經律

論區分為十二類，是它的一大發明。 

在體例上的不足之處有：著錄譯經只記時

代，不詳年月，不別有佚，排序不依時代，不註

引用的出處。（註 8） 

1. 缺少按照歷史順序記敘的歷史譯經目錄（即「代

錄」），使人無從知道各代的譯經概況，以及

個別譯經者的譯典總目、翻譯事蹟。 

2. 作者自己說，此書是依據「諸家目錄」整理編

次而成的，但在行文時卻又省略載錄某部佛經

的經錄名稱，而且往往將以往經錄提供的具體

的出經年月，改換成沒有年號下序數的籠統時

間概念，影響了經目的準確性。 

3. 佛經中的「異譯」，說到底是某一部胡文或梵

文佛經在漢譯過程中的不同版次問題，一般都

是按譯本的先後依次編列的。但《法經錄》中

則有不遵循此一次第的。 

四、歷代三寶紀 

十五卷。隋開皇十七年（597）費長房撰。又

作《開皇三寶錄》、《三寶錄》，簡稱《三寶紀》、

《長房錄》、《房錄》。收於《大正藏》第四十

九冊。本書為佛教傳入我國後至隋代之弘法記

錄，亦為譯經與著作之目錄，另附有佛家傳記。

入藏錄收一○七六部，三二九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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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編寫緣起，作者認為過去的佛經目錄

有的散佚，有的記錄不完備，作者處在南北統一

的隋代，又參加國立譯場，接觸到更多的經籍。

於是在這種條件下，總結前人的成果，把目錄編

纂得更全面和系統化。 

本書共分四部分：（註 9） 

1. 帝年（卷一至卷三）：以周莊王十年（687B.C.）

為釋迦降生之年開始，到隋開皇十七年止，上列

各朝帝王、年號和干支，下記佛教的興替、佛典

的傳譯，旁及當時史事，是佛教年表的雛型。 

2. 代錄（卷四至卷十二）：就是以王朝為線索，

把每個不同歷史時期的佛教譯著，作了統一的

闡述。通過它，可以看出佛典的譯傳在各個朝

代的情況。所載從後漢到隋共十六代，每代前

有敘錄一篇，說明當時的政治情況及與佛教的

關係。裏面則以譯述的人為主，考訂他們譯經

的卷數、部類、經名異稱、第幾次翻譯、譯經

年代和地點、參與工作的人員、曾經著錄的經

錄，以及譯人的傳記等。 

3. 大小乘錄入藏目錄（卷十三、卷十四）。下分

大乘錄入藏目，小乘錄入藏目二項，每一項又

依經、律、論分有譯或失譯。共收佛典一○七

六部，三三二五卷。 

4. 總目（卷十五）：有<上開皇三寶錄表>、<開

皇三寶錄總目序>、全書總目和歷代經錄目錄。 

評價 

本書著錄的翻譯家和經典，較之過去各家目

錄，顯著地增加很多。比《出三藏記集》所載自

後漢至梁的翻譯人數增多一倍半以上。作者對於

佛教史籍有相當研究，在本書編纂過程中，曾經

參考群書，綜合各家目錄，採取比較慎重的態度。

對於過去目錄中的錯誤，作者也多所訂正。這說

明作者編寫時的求是態度，可惜這種精神沒有貫

徹在全部書中，有些地方還存在部分的缺點。 

本書的特色在於： 

1. 紀年：有按歷史順序記敘的歷代譯經目錄（代

錄）。《歷代三寶紀》紀年之意義，實較《通

鑑》紀年之意義更為重大。於紀年中特崇南北

朝之齊、梁，而貶黜北魏，其編年之先後為：

晉、宋、齊、梁、周、隋。此種體例異於《資

治通鑑》以前之史家，而反映出隋人之一般心

理，故於歷史學上有待補足之資料極多。 

2. 首創入藏錄。 

3. 記錄了隋代以前已佚的和現存的佛經目錄。 

4. 本書在每經之下引用，都註明出處，使這些已

佚的目錄還保存一些面目，對於研究古代佛典

目錄和譯經史很有作用。 

5. 本書除著錄譯經外，還記載當時的佛教著述，

這裏面包含有注疏、論著、傳記、目錄、類書

等，很多是現已不傳的書，如：隋．靈裕的《塔

寺記》、《僧尼制》，使後人能知道這些著作

的大概。從所記的著述中，還可以看出各時期

佛教發展的趨向。 

6. 本書則把目錄和傳記合併敘列，對於了解一個

翻譯家的具體情況實有很大的便利。這當然是

由於代錄是以譯人為主的體裁，可以賦予這種

形式，以便於知人論世；但作者是在過去經錄

已有的基礎上，加以綜合提高，並吸取儒家目

錄如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的優點，

而加以組織和發展的。 

本書缺點：因取材廣泛，錯誤之處亦有。（註10） 

1. 由於本書是綜合前代的經錄而成，雖然所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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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力很多，但是因為時地的限制，不可能完全

看到所著錄的書，有許多經典是作者沒有親

見，以致糠稗同收，有以訛傳訛的地方，也有

由本書作者的疏忽而造成的錯誤。且分類簡

單，與代錄也不盡一致。因此這一部分最為後

人所詬病。 

2. 取材不夠謹嚴，所收多有混雜，尚待加以揀別。 

3. 在帝年中，紀年也有錯誤的地方。紀年或提前

或推後，有的以少作多，有的以多作少，都有

不同的錯誤。 

4. 在各代譯經中，把譯人的名字張冠李戴，或是

有譯人名的誤作失譯人名，失譯人名的誤作有

譯人名，或是失譯經誤加年代，或是一經重見

復出，或是異經誤作同本，這些錯誤《開元釋

教錄》中都已分別指出。 

5. 本書資料有部分誤引，且於編選入藏錄、大小

乘經錄等之準則亦間有偏誤。 

五、眾經目錄（仁壽錄） 

五卷。仁壽二年（602）彥琮等奉詔撰輯。又

稱《隋眾經目錄》、《隋仁壽年內典錄》、《仁壽

錄》、《彥琮錄》。收於《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本書分類乃以《法經錄》為基礎加以補充而

成，但分類簡明不如《法經錄》的細緻。收錄後

漢至隋代之翻譯經典，並列記卷數及譯者名，記

載頗為詳實，並附載缺本目錄，為現藏入藏錄中

之較優者。收二一○九部，五○五八卷。全書實

分六錄：（註 11） 

1. 單本：「原來一本，更無別翻」。分為大乘經

單本、大乘律單本、大乘論單本、小乘經單本、

小乘律單本、小乘論單本六科。 

2. 重翻：「本是一經，或有二重乃至六重翻者」。

細分大乘經重翻、大乘律重翻、大乘論重翻、

小乘經重翻四科。 

3. 賢聖集傳：「賢聖所撰，翻譯有原」。收西域

僧人編集的佛經和撰作的傳記。 

4. 別生：「於大部中抄出別行」。收從卷品較多

的大部漢譯佛經中抄略單行的經本。細別為大

乘別生、大乘別生抄、小乘出別生、小乘別生

抄、別集抄五科。 

5. 疑偽：「名雖似正，義涉人造」。收有疑問的

和已經確定是託名偽造的經本。 

6. 闕本：「舊錄有目，而無經本」。收祇知書名

而未見其本的經本。 

評價 

本書缺點：（註 12） 

1. 刪除《祐錄》、《法經錄》、《房錄》記載的

大量漢地佛撰述。 

2. 在記載譯本時也有訛誤。 

六、大唐內典錄 

十卷。唐麟德元年（664）道宣撰。又作《內

典錄》。收在《大正藏》第五十五冊。本書為唐

代律僧道宣所撰之佛教目錄學書。撰此書之目

的，乃志在改革前代書之弊病。智昇稱讚它為「類

例明審，實有可觀」（均見《開元錄》卷十）。

不失為一部較好的目錄。 

全書收錄東漢至唐初譯者二二○人，經典二

四八七部八四七六卷。麟德元年（664）成書。係

參考《歷代三寶紀》、《法經錄》、《仁壽錄》

等撰成，擷長補短，檢討一切經之內容與目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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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使經錄在記錄上和形式上更加全面。內容為

後漢至初唐之譯經經目。共分十錄。 

1. 歷代眾經傳譯所從錄（卷一至卷五），按代紀

人，即是代錄。記錄東漢至唐各代的譯經和撰

述。每代先有敘論，次列佛書目錄。每一譯本

或著作列出之後，輒敘作者之生平大略。此一

部分與《出三藏記集》及《歷代三寶紀》之目

錄部分略同，為本書之核心內容。其中隋唐部

分，史料價值最高。最明顯反映《內典錄》與

《房錄》內在的繼承關係。 

2. 歷代翻本單重人代存亡錄（卷六、卷七），內

分大小乘及西梵聖賢集傳，大小乘下又分經、

律、論，即單譯和重譯互勘的目錄。分別記載

大小乘三藏單本及重翻的譯人、時、地和用紙

數。係自後漢至唐高宗時翻譯佛書之簡明目

錄。此部分之重點，在顯示同一佛書翻譯之次

數（有僅一譯本者，有數種不同異譯者，有數

種譯本皆僅譯原本之一部分者）。此部分除書

名、卷數及譯者之外，最重要者，即在註明那

些書為同本異譯。後人可藉此查知某一佛書同

本異譯之次數。 

3. 歷代眾經總撮入藏錄，又稱歷代眾經見入藏錄

（卷八），分類與上同，即入藏的目錄。係唐

代尚存之翻譯佛書之入藏者，乃根據西明寺現

藏入藏目錄所著錄，為本書最具特色之部分。

計收八○○部，三三六一卷。此部分卷首有當

代所存大小乘佛書及傳記之統計數字。其餘皆

為書名、卷數而已。可由此而查知唐初之入藏

佛書。本錄之入藏錄為唐代之現藏入藏錄，承

仁壽錄之形式，係根據長安西明寺之大藏經而

作成。又本錄在「代錄」與「分類整理目錄」

兩種性質之間，缺乏統籌連貫之處理，故尚非

統一之總合目錄。 

4. 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卷九），是為了便於誦

讀的舉要目錄。載錄在諸種重翻經中選出的善

本目錄。此部分係為欲轉讀佛經之佛徒所設。

其用意在選擇當時同本異譯佛書中之主要譯

本，以供佛徒轉讀。指導學人「同本異譯」中

選取善本，從「別品異譯」追溯到本母（「大

部」），對異譯經進行選擇性的閱讀。後代人

除可作誦讀佛經之參考外，亦可藉此查知各「同

本異譯佛書」之大略。此錄在佛家經錄中別具

一格，對後代經錄有較大的影響。 

5. 歷代眾經有目闕本錄（卷十），即闕本目錄。 

6. 歷代道俗述作注解錄（卷十），即中國僧俗所

撰有關佛教的注釋和著述目錄。係蒐羅初唐（高

宗）以前中國人之佛教著述目錄（含書名、作

者、卷數）。為其他經錄所無。 

7. 歷代諸經支流陳化錄（卷十），即載錄大小乘

別生目錄。 

8. 歷代所出疑偽經論錄（卷十），即載錄疑經和

偽經目錄。乃蒐集初唐以前之疑偽佛書。則根

據出《三藏記集》、《歷代三寶紀》、《法經

錄》之記載，另加上若干道宣所查定之經典，

共舉出疑偽經一六二部。 

9. 歷代眾經目錄終始序，又稱歷代所出眾經錄（卷

十），即唐以前經錄的目錄。含初唐以前中國

佛書目錄之書名、卷數、作者。 

10. 歷代眾經應感興敬錄（卷十），所記都是一些

關於經的感應事蹟，或引自古籍，或出自當

代，內含歷代誦經之感應故事。但與經錄則並

無關係，反成疣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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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 

本書不足之處：（註 13） 

1. 歷代眾經總攝入藏錄沒有大乘律。 

2. 常將一經的不同名稱當作不同的經本來記載。 

3. 經名也有重上疊出。 

七、開元釋教錄 

二十卷。唐開元十八年（730）智昇撰編。略

稱《開元錄》、《開元目錄》、《智昇錄》。收

在《大正藏》第五十五冊。是歷代佛經目錄中最

好的一部著作。他的《開元釋教錄略出》是《開

元錄》的入藏錄。本錄總合統一古來所有之目錄，

代錄與分類整理目錄之間有嚴密之連貫性，其分

類整理目錄包含標準入藏錄與現藏入藏錄。大體

而言，本錄目錄完備，記載正確，分類合宜，為

歷來大部分藏經所沿用，並首將中國之撰述正式

入藏。後世藏經組織大體依據本經錄，先大分為

經、律、論藏等部，更一一區別大小乘，大乘經

中又以依五大部順序排列為常例。此錄體例完

善，條理清晰，而且分類細緻，考證精詳，勘正

前人的誤處很多，後來經錄很少超出它的範圍，

為經錄中集大成的著作。 

全書分成前後兩部分： 

1. 總括群經錄（卷一至卷十）：相當於代錄。此

代錄部分係繼承《歷代三寶紀》、《大唐內典

錄》而來。以譯人為主，分十九個朝代出譯的

經籍記錄。依序列舉自東漢明帝永平十年（67）

至唐代開元十八年，凡六六四年間，一七六名

譯經僧所譯大小乘經律論。每錄都先記朝代、

都城、帝系、年號、譯家（兼及作家）人數，

所譯（兼及所撰集）的典籍部數卷數，並註明

存缺。然後再按譯人（及撰人）詳細記載所譯

（和所撰集）的典籍、名題、卷數、譯時、譯

地、筆受潤文者、單重譯等，及各人小傳。還

列有失譯的經，附在每一朝代錄之末。總錄末

卷即第十卷，載歷代佛經目錄，分二類︰一為

古目錄，從《古經錄》至《眾經都錄》共二十

五家，依《長房》、《內典》兩錄僅列各古錄

名目。二為新目錄，從《眾經別錄》至《大唐

內典錄》共十六家，詳述內容，重要的還略加

批評，指出它的缺點。 

2. 別分乘藏錄（卷十一至卷二十）：係仿《法經

錄》之分類整理目錄，相當於標準入藏目錄與

現藏入藏目錄。別分乘藏錄係以經為主，又分

七類記載，即：（註 14） 

(1) 有譯有本錄（附失譯有本，卷十一至卷十三）：

共三卷。是智昇蒐集到的經本，並考訂無誤的

著作。共計一一二四部、五○四八卷。 

(2) 有譯無本錄（附失譯缺本，卷十四、卷十五）：

共二卷。是歷代目錄雖有記載，但智昇沒有蒐

集到的經典。合計一一四八部、一九八○卷。 

(3) 支派別行錄（卷十六）：一卷。收載從大經裡

抄出，單本別傳的經典。合計六八二部、八一

二卷。 

(4) 刪略繁重錄（卷十七上）：收載「同本異名，

或廣中略出」，不必再流通，應刪去的經典。

共一四七部、四○八卷。分為四類︰新括出別

生經、新括出名異文同經、新括出重上錄經、

新括出合入大部經。 

(5) 補闕拾遺錄（卷十七下）：收錄智昇此次編纂

經錄時新增補的經典。共三○六部、一一一一

卷。包括《大周錄》入藏錄中遺載的「舊譯」



參與．分享 

佛教圖書館館訊  第 29 期  91 年 3 月 60

及以後的「新譯」、小乘律戒羯磨、此方所撰

集傳。 

(6) 疑惑再詳錄（卷十八上）：收載有真偽尚未判

定，有待考證的經典。共十四部、十九卷。有

《大周錄》、《房錄》、《內典錄》誤定為正

經的疑經，以及以往經錄未曾著錄、智昇考析

新編入的疑經。 

(7) 偽妄亂真錄（卷十八下）：收載中國人自撰偽

造的佛典。共三九二部、一○五五卷，分為十

三類︰《開元釋教錄》新編的偽經、苻秦《道

安錄》中的偽經、梁《僧祐錄》中的偽經、蕭

齊釋道備偽撰經、蕭齊僧法尼誦出經、元魏孫

敬德的《夢授經》、梁沙門妙光的偽造經、隋

《開皇眾經錄》中的偽經、隋《仁壽眾經錄》

中的偽經、《大唐內典錄》中的偽經、《大周

刊定錄》中的偽經、隋沙門信行的《三階集

錄》、各種名濫真經或雜糅異義的偽抄經。 

3. 入藏錄（卷十九至卷二十）：收錄經甄別以後，

確認真實無偽，可以作為誦持、抄寫、收藏的

正本佛典，作為全書的附錄。分大、小乘入藏

錄，總計一○七六部，五○四八卷。 

此外，相傳智昇又有《開元釋教錄略出》四

卷，內容大體即《開元錄》第十九、二十卷見定

流行入藏目，但標明部類，且新增千字文次第，

是藏經排架的目錄。 

評價 

本書由於考證詳悉，類例明審，受到後來經

錄家的重視，其主要的特點如下︰ 

1. 本錄大體依照道宣的《大唐內典錄》，而對於

譯撰各書的分類則更加精密，並有針對舊錄的

糾正考訂與整理。 

2. 歷代錄與刊定入藏各錄、現定入藏錄之間，保

持密切的聯繫。 

3. 總錄卷四，於北涼之前，特補前涼一代，不但

為前此諸錄所未載，而前涼張氏奉晉代正朔，

這一史料也賴以保存。 

4. 總括群經錄之末，列舉四十餘家目錄，並擇要

地加以分析批評，為中國目錄學上的重要史料。 

5. 各書子註詳細，間有長達數百字的，儼然成為

一種提要形式的述作。 

6. 在總括群經錄中，對每個譯人的譯籍均有一番

仔細的考訂。 

7. 在敘列古今諸家目錄及刪略繁重錄中，對以往

各家經的疏誤，一一加以指陳評騭，清理匡正。 

8. 在疑惑再詳錄和偽妄亂真錄中，對所集的疑偽

經，加以甄別品析，提出了其書之所以為偽的

論據。 

9. 在有譯有本錄中，對流傳的經本裒集校理，科

條明倫，立意出新。首先，對《房錄》、《內

典錄》更為簡要明白地概括了大乘經典和小乘

經典的基本特徵。其次，對三藏下的科目，進

行獨到恰當的分類。 

10. 在總括群經錄中，根據《出須賴經後記》和《首

楞嚴經後記》，勘得優婆塞支施崙譯的四部六

卷，新增了前涼錄。又補收了《內典錄》遺漏

未載的一些譯人，在補闕拾遺錄中，還搜集了

以往經錄未載的「舊譯」、「新譯」、撰述等。 

從這些優點看來，本書在現存各種經錄中，

可算最精之作。 

本書缺點：（註 15） 

1. 凡不屬於護法弘教、經錄等性質的漢地佛教撰

述，在「總括群經錄」中大多不錄。影響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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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經編撰只重譯典、不重著述的情況。 

2. 對經本的考訂仍不徹底。 

3. 「有譯有本錄」中，應只收錄有譯者、譯本可

考的經典，但卻也有收「失譯」的經典，與「入

藏錄」沒有兩樣。 

4. 「補闕拾遺錄」中的「小乘戒羯磨」六部，收

的是唐懷素的《四分比丘戒本》、《四分比丘

尼戒本》、《四分僧羯磨》、《四分尼羯磨》、

唐道宣的《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唐愛同的

《五分羯磨》，它們都是唐代僧人的撰作，照

理應編入「此方所撰集傳」中，與《釋迦譜》

等合在一起，而智昇另立一項，有失統屬；且

既屬於補闕編入，卻又將它們排除在「入藏錄」

之外，於理不通。 

5. 代錄的前序太簡單，只說幾帝幾年，傳譯緇素

幾人，所出經並失譯多少，不說該朝的大致情

形和佛教大事，不易使人瞭解各代佛教的概貌。 

【附註】 
註 1：陳士強，《佛典精解》，（中國上海：上海古籍，

1992 年），頁 5-6。 

註 2：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輯，《中華佛教百

科全書. 八》，（台南縣：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

會，1994 年），頁 4781a。 

註 3：河惠丁，《歷代佛經目錄初探》，（碩士論文，台

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民 77 年），

頁 74。 

註 4：同註 1，頁 27。 

註 5：同註 1，頁 27-28。 

註 6：同註 1，頁 30。 

註 7：同註 1，頁 30-32。 

註 8：同註 1，頁 35。 

註 9：「歷代三寶紀」條，《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九》，（台

南縣：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1994 年），頁

5466b-5467a。 

註 10：同上註，頁 5468b-5469b。 

註 11：同註 1，頁 45。 

註 12：同註 1，頁 46。 

註 13：同註 1，頁 54。 

註 14：同註 1，頁 75-78。 

註 15：同註 1，頁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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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歷代常見的佛經目錄 

全名 簡稱 時代 作者 存/佚 卷數 特色 

綜理眾經目錄 安錄 
道安錄 
安公錄 

東晉 釋道安 佚 1 1. 我國第一部綜合性佛典目錄。 
2. 凡入錄的經典無論殘缺，作者皆一一

過目。 
眾經別錄 別錄 南 朝

宋 
佚名 佚 2 全書雖失佚但敦煌遺書記載保留部分殘

卷。 
出三藏記集 僧祐錄 

祐錄 
南 朝

梁 
僧祐 存 15 1. 現存最早的佛教目錄。 

2. 除記載各代譯典還收經序及僧傳。 
梁世眾經目錄 寶唱錄 南 朝

梁 
寶唱 佚 4 立「禪經」類目是前人所未有的。 

魏眾經目錄 李廓錄 
廓錄 

北魏 李廓 佚 1 1. 大小乘分類，乃王宗創之而廓效之。 
2. 經律與論分類，為廓首創。 
3. 未譯經論別存其目。 

齊眾經目錄 法上錄 北齊 法上 佚 1 分類法特異於廓錄。 

隋眾經目錄 法經錄 隋 法 經 等

二 十 人

奉敕撰 

存 7 本書之記載頗為正確，尤以疑惑及偽妄

之鑑別，為現代學者所重視。 

歷代三寶紀 房錄 
三寶紀 
長房錄 

隋 費長房 存 15 1. 首創入藏錄。 
2. 詳載北朝諸經，為研究隋代佛教之重

要資料。 
3. 本目錄是佛教傳入我國後至隋代之

弘法記錄。 
4. 除經目外還載有佛教大事年表。 

眾經目錄 仁壽錄 
彥琮錄 
仁壽內典錄 

隋 彥琮 存 5 1. 為現藏入藏錄中之較優者。 
2. 此錄今在藏中無年分無著者名氏前

人指為彥琮作不知信否姑沿之。 
大唐內典錄 內典錄 唐 道宣 存 10 本錄之入藏錄為首見有佛經收藏方式的

記錄。 
大唐東京大敬愛

寺一切經論目 
唐眾經目錄 
靜泰錄 

唐 靜泰 存 5 1. 此為東京大敬愛寺藏經目。 
2. 唐代之現藏入藏錄。 

古今譯經圖記 譯經圖紀 
圖記 
靖邁錄 

唐 高

宗 
 

靖邁 存 4 1. 從為歷代譯經家畫像配寫的題記演

化而來，在佛經目錄中別具一格。 
2. 依《房錄》編撰的。 

大周刊訂眾經目

錄 
大周錄 
武周錄 

周 明佺等 存 15 1. 為東漢至武周有關翻譯經論之目錄。 
2. 由佛授記明佺等 70 名高僧奉敕撰集

而成，有菩提流志、義淨等諸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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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名 簡稱 時代 作者 存/佚 卷數 特色 

續大唐內典錄  唐 智昇 存 1 本錄僅記載後漢之譯經部分，現存此錄

已不是智昇的原本。 
續古今譯經圖記 續譯經圖記 

續圖記 
唐 智昇 存 1 智昇親自撰述，文中所述譯人的生世行

歷、翻譯經過、譯典較為確實為研究譯

經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開元釋教錄 開元錄 

開元目錄 
智昇錄 

唐 智昇 存 20 1. 本目錄類例完備，記載正確，分類合

宜為歷來藏經所沿用。 
2. 首開將中國之撰述正式入藏。 
3. 是歷代佛經目錄中編的最好的一部

著作。 
開元釋教錄略書  唐 智昇 存 4 1. 是《開元錄》的入藏錄。 

2. 內容較《開元錄》新增千字文次第，

是藏經排架的目錄。 
大唐開元釋教廣

品歷章 
釋教廣品歷

章 
廣品歷章 

唐 玄逸 存 30 根據《開元錄》的入藏編排，主要在敘

列該入藏錄收錄的各部子目卷次的著

作。 
大唐貞元續開元

釋教錄 
續開元釋教

錄 
續開元錄 

唐 圓照 存 3 在敘列經典的名稱、卷數、譯撰者外輯

錄許多與譯典、經律疏有關的表制和疏

序原文及撰者背景和緣由。 
貞元釋教錄 (貞
元新定釋教目

錄) 

貞元錄 唐 圓照 存 30 大部分內容抄自《開元錄》及《續開元

錄》卷上下關於新譯經論及念誦法的載

錄。 
大唐保大乙巳歲

續貞元釋教錄

(續貞元釋教錄) 

續貞元錄 南唐 恆安 存 1 1. 乃《貞元錄》的入藏錄。 
2. 使人瞭解《貞元錄》的入藏錄及《開

元錄》的入藏錄以外新收的經典。 
大中祥符法寶錄 祥符錄 

法寶錄 
北宋 趙 安 仁

等 奉 敕

編修 

存 22 1. 是佛教經錄中的斷代錄。 
2. 是集目錄與解題為一書的著作。 

天聖釋教總錄 天聖錄 北宋 惟 淨 等

人編 
存 3 統收北宋以前舊編的入藏經和北宋以來

新編的入藏經的總錄。 
景祐新修法寶錄 景祐錄 

景祜法寶錄 
北宋 呂 夷 簡

等 奉 敕

撰 

存 21 1. 是《祥符錄》的續作。 
2. 所載之佛教大事記詳細，對研究北宋

佛教史提供寶貴資料。 
至元法寶勘同總

錄 
勘目 
至元錄 

元 慶吉祥 存 10 1. 是漢文佛典和藏文佛典的對勘目錄，

此特點為歷來各種經錄中所無者。 
2. 保存大量經論的梵名譯音，對音韻學

研究有參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