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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時代的佛教目錄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方廣錩
【摘要】：本文提出資訊時代的佛教目錄應該具備全面、準確、方便三個標準。認為資訊時代的佛
教目錄需要針對佛教文獻的新形態，對目錄的內涵與外延重新界定。主張用超文本將佛教目錄與文
獻的電子文本、掃描件連接，使目錄成為開放式、互動式的網上圖書館的導航員。主張用主題詞檢
索，取代傳統的圖書分類法。這一工作的開展，需要網絡資源的整合與諸多參與者的共同合作。

關鍵詞：資訊時代；佛教文獻；佛教目錄；佛教主題詞表；佛教圖書館

《佛教圖書館館訊》約我寫一篇以「資訊時

迅速，令人瞠目。雖說大陸學者前些年發起的「中

代佛教目錄學的發展」為主題的文章。我從 1990

國佛教信息網」是一個不成功的嘗試，但教訓也

年開始用電腦，已經十來年；先後更新，已有五

是財富。最近「中國佛教數字圖書館」正在醞釀

台。但電腦在我手中，基本上祇是一台打字機。

中，故「資訊時代佛教目錄學的發展」，也是我

而「資訊」所以能夠發展為「時代」，電腦僅是

們必須直面的課題。所以，本文借此次約稿的機

其基本工具，資訊時代更主要地依憑於因特網

會，對資訊時代的佛教目錄，談一點個人的不成

（Internet）的數據傳輸與大型數據庫的數據處

熟的思考，以求教於方家。

理。這些年來，電腦在大陸的佛教研究者中已經

佛教的傳入與發展使佛典的翻譯撰著日益興

十分普遍，基本上人手一台。但對大多數研究者

盛，佛典的興盛引發佛教目錄的編撰。從淵源上

來說，也不過祇是打字機。因此，對大陸學者而

講，中國佛教目錄的產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

言，「資訊時代佛教目錄學的發展」，的確還是

極大影響。但其後中國佛教目錄所達到的水平，

一個新課題。特別是由於較少上網，所以對外界

特別是唐代佛教目錄的水平，遠遠超過同時代儒

在這個課題上的研究已經達到什麼程度，基本上

家經史子集四部書目錄的水平。追究其原因，首

是「兩眼一抹黑」。在這種情況下來談「資訊時

先在於佛典數量之浩瀚與內容之豐富，其次在於

代佛教目錄學」，似乎有點不恰當。但是，人類

佛教義學水平之提高。佛典數量之浩瀚與內容之

已經跨入資訊時代，這些年因特網在大陸發展之

豐富對佛教目錄的編撰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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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學水平之提高使得編纂目錄的僧人能夠不斷開

第一，所有資訊產生源自願結成一個網上聯合

拓思路、創設新例以條貫諸經。

體，將生產的所有佛教資訊集中到某一個由共同

與古人相比，當今學術的發展，信息的爆炸，

協議而設立的中心網站；第二，由這個中心網站

使我們面臨的佛典更為浩瀚與豐富；而資訊時代

對所有的佛教資訊進行加工整合，使之成為方便

的諸種佛教文獻，又呈現與古代不同的新的特

讀者使用的目錄。

點；從而對佛教目錄工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現

就目前而言，要想做到上述兩點，理想色彩

在的佛教義學水平已經達到怎樣的高度，雖然很

未免太濃。比較現實一點的，大概還是若干個有

難下一個斷語，但其他學術領域在資訊方面已經

興趣參與此事的不同地域的單位或個人（以下簡

達到的成就卻可以為我們今日的佛教目錄提供相

稱「參與者」），為了這樣一個共同的目標，組

當的參考。在這種情況下，資訊時代的佛教目錄

成一個網上的聯合體，經過充分協商、分工合作，

將是怎樣的一個面目呢？

採集有關資料，並將之匯總整合。參與者未必一
定是資訊產生源，但應該是有條件大量接觸新產

一、全面

生資訊的。所以要強調不同地域，是為了使採集

作為一個專科目錄，全面地著錄該專科所有

活動儘可能地擴大其覆蓋面。所以要充分協商、

的文獻，應該是個中應有之義。然而，以往的佛

分工合作，首先是避免重複勞動，其次是統一採

教目錄，沒有一個能夠真正達到這個目標。古代，

集標準與著錄方式。其實，嚴格地講，需要採集

由於見聞不廣、收集困難、受物質條件的限制等

的，不僅是新資訊，即近年新出版、發表的著作

原因，要想全面地著錄所有的佛教文獻，祇是一

與論文；還應該包括舊資訊，即古代、近代沒有

種空想。更不要說，由於正統觀念或派別觀念所

被收入大藏經、沒有被收入佛教目錄的文獻。從

限，很多編纂目錄的僧人有意將一些佛教典籍擯

採集舊資訊的角度講，參與者大概比資訊產生源

除在外。而在今天這樣信息爆炸的時代，任何一

的積極性會更高，效果也更好。由於資訊對象本

個個人，想要用傳統手段編纂一部全面、完整的

身的複雜性，所以這裡特別需要強調的是，諸參

佛教目錄，更是一個無法企及的夢想。好在現在

與者的著錄方式，不但必須統一，而且應該具有

已經是資訊時代，信息的傳播可以迅速地超越時

前瞻性、開放性特點，以免將來的被動。

空，從而為我們提供達成這一目標的可能。但可

上述方案的實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

能不等於現實。要使可能成為現實，需要做到這

待諸種因緣的成熟。但我想，如果若干個有條件

麼兩點：第一，所有的佛教資訊產生源（出版社、

的佛教圖書館或寺院先行聯合起來，行動起來，

雜誌社、研究機關、高等院校、其他文化團體、

首先達成一個統一的採集標準與著錄方式；然後

寺院、個人等）都將自己生產的佛教資訊化作網

把本圖書館、本寺院的有關藏書、論文目錄整理、

上資源。第二，有人專門從事這類網上資源的收

公佈出來；同時匯集為聯合目錄；進而擴展到本

集，並將之加工整合為目錄。也可以換一種思路：

地其他佛教文獻的採集著錄，並在條件成熟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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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隨緣擴展，逐步吸收更多新的參與者。如

教典籍理所當然應當進入目錄，那麼，以數字電

果這樣鍥而不捨地做下去，假以時日，則上述方

子為載體的音、像、多媒體資料何以不能像《大

案未必不可行。雖然這種方式也未必能夠把所有

正藏》「圖像部」那樣也進入目錄？如果以數字

的佛教文獻百分之百地包羅無餘，但如果有適當

電子為載體的音、像、多媒體資料可以進入目錄，

的協調、分工方式，應該可以儘可能地達到理想

則相關的錄音帶、錄像帶、光盤資料自然也應該

的效果。

具有相應的資格。如果把它們都收入，則如何處

這裡涉及許多操作層面的事情。但祇要我們

理其不同版本？這些資料現在可以非常方便地翻

能夠著眼於佛教全局，而不僅僅著眼於本寺院的

錄、拷貝，使得其版本的著錄將十分複雜。進而，

名聲與地位；祇要我們改變看人不看事（亦即不

作為這些電子資料的原始標的物，包括諸如雕

管事情該不該做，首先看的是什麼人在做，然後

塑、壁畫、洞窟、法器、寺院等文物是否都應該

決定自己到底是參與、反對或者旁觀）的態度；

收入佛教目錄？再進一步引申，法事活動呢？說

事情是可以做起來的。當然，操作層面的事情可

法講經僧呢？當然，再這樣引申下去，一項學術

能比目錄編纂本身的難度更大。這裡不談。

研究要變成一個笑話了。

就觀念而言，也有問題需要解決。
首先，資訊時代，文獻的形態出現了新的變
化。以前，說到「文獻」，雖然有「文，典籍也；
獻，賢也」之類的說法，但基本上把文獻侷限在

總之，這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一個目錄
的內涵與外延如果沒有清楚的界定，這個目錄無
法編纂。
其次，如拙作〈略談大藏經的三種功能形態〉

以紙張為載體的文字資料。過去我們說佛教文

（註 1）所說，大藏經具有義理型、信仰型、備查

獻，所指也是以紙張為載體的文字性佛教典籍或

型等三種功能形態。作為一部佛教目錄，則更加

以文字為主的佛教典籍。但《大正藏》首創了「圖

應該突出其備查功能。在這裡，古代編纂經錄僧

像部」，收入各種圖像。雖然《大正藏》把圖像

人的作為，應該成為我們的借鑑。例如道宣，編

部作為「別卷」，亦即「附錄」，以示與文字資

纂過《續高僧傳》，記載了大量高僧的行狀及其

料的區別，但無論如何，這是一個突破。當然，

著作。但在《大唐內典錄》中，卻把這些著作大

《大正藏》圖像部所載雖非文字，但仍以紙張為

量地排斥在外。道宣為何這樣做，我們現在無從

載體。但隨著考古工作的發展，有人主張將甲骨、

猜測其動機。但其效果，則顯然是十分消極的。

金文、簡牘、碑銘等具有歷史文獻性的文物本身

我希望所有編纂目錄的人心量要大一點，再大一

也納入文獻。而當今資訊時代，除了出現電子文

點。目錄是提供給讀者作基本參考的，目錄的信

本的大藏經，還出現大量與佛教有關的音、像、

息量越大，它的參考價值也就越大。如果當年智

多媒體資料。如何處理這些資料，是否把它們也

昇編纂《開元錄入藏錄》時高抬貴手，不要用那

納入佛教文獻的範圍，從而納入佛教目錄？如果

麼嚴格的標準來剔除中華佛教撰著，那可以為後

說，以數字電子為載體的大藏經及其他文字性佛

人保存多少寶貴的資料啊！這一教訓，值得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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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佛教目錄編撰者汲取。

的文本，我有一種回歸寫本佛典時代的感覺。所

當然，全面著錄一切佛教文獻，也會有相應

以，資訊時代佛教目錄準確標準的另一個含義，

的副作用。一是工作量太大，一是收入的文獻良

就是對所著錄的文獻作一個準確度的評價，以為

莠不齊。工作量大，這沒有辦法迴避。好在現在

讀者基本的導讀。

有電腦，足以處理海量數據。至於良莠不齊問題，
下面再談。

這種事情，其實古人早就做了。《大唐內典
錄》中的「舉要轉讀錄」，就是對同一類典籍或

應該說明，上面雖然從佛教文獻的整體來論

同一典籍不同異本的簡料；而張之洞的《書目答

述目錄的編撰，但並不意味著筆者反對或忽視各

問》，一一指明同一書籍各種通用版本的優劣乃

種從不同角度出發的佛教專題目錄。恰恰相反，

至提示其內容，以為初學者導航。

我認為現在迫切需要編纂各種各樣的專題目錄，

但是，這種事情現在做起來，仍然有相當大

以供急需。但是，任何一個專題目錄，都需要將

的難度。舉要轉讀錄的編撰，需要有關專家在仔

該專題的有關文獻儘量著錄完整，從而也就遇到

細研究相關著作後，才能得到庶幾乎近之的結

本文上面所談的同樣的問題。

論，而且還難免有仁智之見。至於網上文本的錄
文精確度，則一直被人們懷疑，以致比較嚴謹的

二、準確
準確性是衡量一部目錄參考價值大小的另一
個重要標準。

學者，在利用電子文本查尋資料後，一定要核對
書冊本原文，並按照書冊本註明出處。現在如果
讓目錄的編撰者一一覆按這些電子文本的錄文精

過去，所謂準確性，無非是指著錄的內容（諸

確度，其工作量之大，是讓人無法接受的。放縱

如書名、作者、版本項等等）不出錯誤，分類大

之不可，覆按之不能。如何跳出這兩難境地？我

致合適，索引正確。其中除分類比較專業外，著

想是否可以採用超文本方式，將目錄所著錄的典

錄與索引的標引正確，是任何一個責任心比較

籍名稱與它的電子文本以及所據原本的掃描件連

強、工作態度比較認真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但資

接在一起。這樣，覆按的工作交給讀者自己做，

訊時代的佛教目錄僅僅侷限於這些項目，恐怕不

質量高低由讀者自己去鑑別。

能滿足讀者的需要。

但這樣一來，目錄已經不是目錄，目錄變成

網上佛教文獻的一個基本特點是，同類文獻

了圖書館。但我想，這大概是資訊時代的目錄與

數量大，同一文獻文本多。同類文獻數量大，這

以往目錄的最大不同，最大變革。以往的目錄是

一點毋庸解釋。同一文獻文本多，則需要略作說

單純的書單子，人們檢索了這個單子後，需要另

明。當認識到佛典可以上網傳播後，各色人等積

外再去找書。而資訊時代的目錄本身就掛在網

極性極高，各種各樣的佛典被錄入上網，有的同

上，與網上圖書館成為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是

一種文獻在網上有幾十種不同的文本。這些文本

網上圖書館的入口處與導航員。許多網上圖書館

形態各異，質量也參差不齊。看到這些形形色色

已經這樣做了，這自然也應該是資訊時代佛教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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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的發展方向。
順著這個思路，我們可以按照開放、互動的
模式來設計這一網上佛教目錄。亦即任何一個讀

書館至今採用的，大致仍然是以上這些方法。
資訊時代情況完全不同。這裡以我個人的經
歷為例談談。

者都可以通過這個網上佛教目錄進入某文獻由超

我個人的書籍、雜誌，大約有上萬冊。與一

文本連接的掃描原件與相應電子文本的比對系

般人的書房一樣，書架上的書籍大體整理分類。

統，可利用掃描原件對相應的電子文本進行校

但我個性比較邋遢，用過的書籍隨便堆放。整理

對。並可在目錄所著錄的該文獻名稱下開設的窗

後不久，書籍又亂了。所以，對我來說，尋找資

口中，發表自己對原電子文本的錄入質量的評

料是一件十分頭疼的事情。明明知道自己保存著

判。目錄下還可以開設另一個窗口，發表讀者對

某一資料。但就是找不到。去年搬家，書完全被

該文獻內容的評論。自然還可以依據不同的需

打亂，要再整理分類，費時費力，還照樣不能持

要，開設新的不同的窗口，進行不同類型的其他

久。於是我放棄按照內容分類，而是按照開本大

互動活動。這樣，前面提到的對所收文獻內容良

小上架，使同樣的空間可以容納更多的書籍。然

莠不齊的提示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電子文本

後把它們全部輸入電腦。此後找書，祇要在電腦

的錄入精確度也可以不斷提高，電子文本本身可

中一查，便知道該書在哪個書架的哪一層上，方

以不斷升級為新的版本。

便多了。

自然，這樣的目錄，或這樣的圖書館應該設

由小見大，資訊時代的佛教目錄，特別是網

計出相應的軟件，對上述互動式過程的每一步都

上目錄，分類法將被放棄，而代之以更加靈活多

加以紀錄並進行公佈。一則尊重原錄入者的勞動

樣的檢索方法，以滿足不同讀者的不同需求。我

及每一位復校者的勞動；一則保留文本修訂過程

想，其主要檢索方法，可以考慮設計為如下兩種：

的完整紀錄。
醞釀中的中國佛教數字圖書館計劃採用上述
方法。但相應軟件的設計還是一件大事，目前正
在討論中。

三、方便
讀者利用目錄，是為了查索自己所需要的文
獻。如何讓讀者方便地查索到所需文獻，是任何
一個目錄都必須認真對待的。

（一）以版權頁的各種紀錄
即書名、作者、出版者、出版年月、版次等
內容為檢索對象。對於檢索目的為特定書籍、特
定作者、特定出版者、特定時間段的出版物的讀
者來說，上述方法將能滿足他們檢索的需要。

（二）以主題詞為檢索對象
文獻主題詞的設置是資訊時代文獻學的一大
突破。主題詞與大型數據庫的配合使用，就知識

我國傳統的佛教目錄用專題目錄、分類結

結構而言，突破了以往圖書分類法的樹狀結構，

構、適當標註等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近代以來，

使人類的知識真正組成一個相互緊密聯繫的因陀

人們又開始接受西方學術界創制的索引。傳統圖

羅網。從檢索方式而言，打破了以往圖書分類法

佛教圖書館館訊 第 29 期 91 年 3 月

19

專題論述

的單維檢索模式，可以實施多維檢索。從理論上

佛教知識的總結，它們自然可以在編纂新的主題

講，其維數甚至可以不受限制，為研究者搜尋同

詞表的過程中給我們很大的幫助。

類文獻、相關文獻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可以預期，

3. 要充分注意新的知識增長點

在資訊時代，主題詞檢索作為一個極具生命力的
檢索方法將在佛教文獻的檢索中大放光彩。
但是，主題詞檢索的前提是每一部文獻都已

學術在發展，知識在更新。編纂新的佛教主
題詞表，自然應該注意新的、正在發展著的知識
增長點與知識領域。

經設置了充分、必要、準確的主題詞。所以，問

上面從不同角度談了編纂新的佛教主題詞表

題轉化為如何對文獻設置充要而準確的主題詞。

應該注意的三個方面。其實，這三個方面本身是

這個問題可以分兩個方面來論述：

一個整體。傳統的佛教圖書分類法是一個樹狀結

（一）必須編纂充要的主題詞表
雖然海峽兩岸都已經編製了規範的主題詞
表。但是，應該指出，目前出現的佛教主題詞表
還不能完全覆蓋佛教的所有知識點，沒有達到充
分、必要這兩個基本要求。目前發表的有關著作、
論文，其主題詞的設置，大抵由作者本人標引設
置，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因此，編纂一個充要的
佛教主題詞表成為當務之急。
編纂這樣一個佛教主題詞表，是一件專業性、

構，要突破這個樹狀結構，把它變成網狀結構，
需要利用佛教辭典、百科全書一類的工具書所提
供的佛教知識點來填補其空白，梳理與連接各知
識點之間的內在聯繫。但現有的佛教辭典、百科
全書僅是以往知識的總結，我們還必須注意新的
知識，以豐富與發展這個主題詞表，使它與發展
著的佛教與佛教研究同步合拍。

（二）必須對文獻準確標引主題詞
猶如傳統圖書館在日常工作中，如何讓工作人

學術性極強的工作。要充分考慮如下三個方面：

員依據現行的圖書分類法正確將圖書進行分類一

1. 要充分研究傳統的佛教圖書分類法

樣，有了覆蓋新舊全部佛教知識點的充要主題詞表

資訊時代的佛教目錄將會放棄傳統的圖書分

之後，如何依據這一主題詞表恰如其分地、準確地

類法。但這種放棄不是簡單地廢除，而是哲學意

標引文獻內容，依然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祇有

義上的揚棄，是傳統的圖書分類法在螺旋式上昇

做好這項工作，纔能產生理想的檢索效果。

過程中的新的表現方式。祇有充分研究傳統的圖

對於新文獻，我們或者可以採取讓作者自己

書分類法並吸收其全部優點，纔能編纂出符合要

標引的方法。對作者已經逝世的舊文獻，則必須

求新的佛教主題詞表。

由他人進行標引。這項工作比傳統圖書館日常所

2. 要充分發揮佛教辭典、佛教百科全書等工具書

做的圖書分類難度更大，因為它已經完全突破傳

的作用

統的「書皮之學」，更多的依賴於對該文獻內涵

新的佛教主題詞表應該覆蓋現有的全部佛教

的分析。這是一項需要專家來進行的工作，而我

知識。而各類佛教辭典、百科全書就是前此各類

們現有專家的數量與有待處理的海量文獻相比，

20

佛教圖書館館訊 第 29 期 91 年 3 月

專題論述

又何等的不成比例。如果再考慮到知識的動態發

擬的環境：有關佛教網站的高度配合與互動、讀者

展，考慮到主題詞表本身的不斷修訂與升級，考

與網站之間的高度配合與互動。沒有那樣一個環

慮到專家之間的仁智之見，則上述問題將陷入永

境，不會有那樣的目錄。但目前網上的現實是分散

無可能解決的絕境。

的、大量的、低水平的、低效率的重復勞動。這一

但如果我們考慮到真正的盡善盡美祇能存在

現實與那樣的虛擬環境距離太遠，也不可能激發讀

於彼岸世界，而此岸世界的一切都是相對的、不

者高度互動的熱情。因此，首先需要推進的，或者

圓滿的，則我們或者可以不必那樣悲觀，而讓自

是網絡資源的整合與近期目標的協調。

己暫且滿足於一種相對、儘可能完善的狀態。那

上面所寫的，實際祇是我在書齋裏、電腦前

麼，我想可以提出如下兩個方案來解決這個問題：

的幻想。但我堅信這會是資訊時代佛教目錄的發

1. 專家與讀者相結合，互動式標引

展方向，祇是將來的現實會比這篇小文章更加豐

目錄連同超文本連接的文獻上網後，給讀者
留下標引主題詞的空間。以後便是專家與讀者的
一個互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完善對該文獻
的主題詞標引。由於從理論上講，每篇文獻主題
詞的標引不受數量限制，因此這種方法是可行
的。當然在實際上由於硬件環境的制約，主題詞
標引還是要有數量限制，但我想這不會成為不可

富、更加完善。文章到這裡應該結束，但我還想
加上一個小小的尾巴：
沒有最好，祇有更好。一千個方案，不如一
步實際行動。不積跬步，無以成千里。

【附註】
註 1：方廣，〈略談大藏經的三種功能形態〉，《法源》，
總第 18 期（2000 年 12 月），頁 47。

逾越的障礙。這種方法的一個好處是可以解決海
量文獻的標引；另一個好處是可以隨時掌握新知
識點的出現。所以，這一互動過程實際上應該與
主題詞表的修訂與升級，放在同一個系統中予以
設計。
2. 電腦自動標引
隨著電腦智能化功能的日益發展，我想可以
考慮設計新的軟件，由電腦對文獻內涵進行文本
分析，進而實現電腦自動的主題詞標引。這當然
需要進行各種試驗，並將是一個相當耗費時間與
精力的過程。
上述兩種方法如果都能夠成功，並結合起
來，我們將有希望走出絕境。
本文所敘述的佛教目錄，其存在背景是一個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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