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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代佛教目錄類型瑣議 
中國南開大學圖書館學系副教授  徐建華 

【摘要】：中國歷代佛教目錄自西晉末竺法護《眾經錄》始，據筆者的不完全統計，共有存佚一百

三十餘部。瞭解、認識、把握這些形態各異的佛教目錄，其中一個前提就是進行恰當地類型劃分，

找出各種不同類型目錄之間的異同。有鑒於此，本文嘗試著從佛教目錄的編製目的與功能、目錄對

佛教典籍的內容揭示、目錄著錄佛典的繁簡程度及修撰者等角度，對歷代所編佛教目錄進行了類型

劃分，以期再現佛教目錄的本來面目，並對當今的目錄編製和目錄類型劃分提供借鑒與參考。 

關鍵字：佛教目錄（Bibliography of Buddhist Literature）；類型（Categories） 

 

 

從已考定的西晉末年竺法護所撰《眾經錄》

（註 1）始，一千多年來，佛教目錄的編撰，歷代

不竭，據筆者的不完全統計，已有一百三十餘部

（註 2）。這些在中國歷代目錄編撰史上佔有相當

份量的佛教目錄，其中很多已亡佚，存在的也很

少有單行本傳世，大多隱藏於歷代所刻大藏之

中。有關存佚的具體情況，參看文末附錄。 

這些目錄由於編製目的、編製時代、針對對

象等的不同，其所顯現出的形態是多種多樣的。

各種不同類型的目錄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著各自

不同的特點，反映著時代和編製者對佛教典籍的

不同認識和不同需求。本文之所以著眼於對中國

古代佛教目錄的類別進行區分，是基於要從各種

目錄的內在特徵和外在特徵的角度來認識它們，

進而正確掌握各種類型目錄的性質、特點，各類

目錄的區別和聯繫，以及每部目錄在整個佛教目

錄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便對我們今天更好地編製

和有效地利用各種類型的目錄提供必要的依據，

使當今的目錄編製能夠更為科學、合理、實用。 

如何對這批數量頗多的佛教目錄進行類型劃

分？筆者認為，作為一種專科目錄，其內容是一

定的，對於它們，除了強調從內在特徵角度進行

區分外，還得從外在特徵角度進行考慮。基於此，

筆者覺得，劃分的標準應該包括：目錄編製的目

的，目錄著錄佛教典籍的內容、範圍，目錄所反

映佛教典籍的收藏情況以及目錄的功能等方面。

從這些標準出發，所有佛教目錄大致可作如下的

劃分： 

一、按照佛教目錄的編製目的和功能 

可分為記錄譯經目錄、記錄藏經目錄、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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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目錄和讀藏目錄。 

（一）記錄譯經目錄 

這類目錄出現在整個佛教目錄編製的早期階

段，是屬於登記性目錄。它伴隨著佛教典籍翻譯

而出現的，其編排方式一般是按所錄譯經的時代

先後為序，或按譯者生平時代先後為序，也有一

部分按分類編排，根據其記錄譯經的情況不同，

又可分為如下幾種： 

1. 專錄一人譯經的目錄 

佛教典籍的早期翻譯，是個人間獨立完成

的，因而，最早出現的應是專門記錄一人譯經的

目錄。這種專錄一人譯經的目錄，在中國古代佛

教目錄編製的早期，是很普遍的，如西晉竺法護

《眾經錄》、元魏《菩提流支錄》、陳智敷《真

諦翻譯歷》、《隋沙門釋靈裕譯經錄》等等。 

2. 專錄一代譯經的目錄 

專門記載一個時代譯經的目錄，在所有記錄

譯經的目錄中，所占比重較大。在佛教典籍大量

翻譯的時代，幾乎每代都有記錄本時代譯經的目

錄。如東晉釋道流、竺道祖《晉世雜錄》，元魏

李廓《元魏眾經目錄》，梁釋寶唱《梁代眾經目

錄》等等。 

3. 專錄一地譯經的目錄 

這類目錄不太多，主要存在於割據時代，全

國統一後不再出現。所錄佛教典籍，一般是以譯

經中心為主，如釋道流、竺道祖的《河西錄》，

專錄河西一帶譯經；佚名的《始興錄》，記錄廣

東韶州一帶所出的佛教典籍。 

4. 專錄一國譯經的目錄 

這也是割據時代的產物，一般是以一個地方

政權為範圍，收錄該國的譯經。如釋道流、竺道

祖《魏世錄》、《吳世錄》等，這也屬於國家譯

經目錄範圍。 

5. 通錄古今譯經的目錄 

這類目錄起源亦很早，除了具有記錄譯經的

功能之外，一般還帶有整理佛教典籍的性質。統

一以後的國家編目基本屬於這類目錄，是記錄譯

經目錄中的大宗。這類目錄的編排一般多為分類

編排，如《眾經別錄》、《開元釋教錄》中的「別

錄」部分等。也有少量是按出經先後編排，如《綜

理眾經目錄》，各類之下均按出經時代排列，《古

今譯經圖記》則是按譯者生平時代編排。 

（二）記錄藏經的目錄 

古代印刷術未流行時，佛教典籍流傳全靠抄

寫，得之不易，抄寫經典實際上也是一種宗教行

為，因而，國家、寺院、個人都有目的地珍藏、

供奉所能得到的佛教典籍。這一方面是閱讀和研

究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心靈的寄託和慰

藉。對這一部分佛教典籍進行記錄就是專錄藏經

的目錄。這類目錄比專門收錄譯經的目錄略晚，

是在佛教典籍翻譯達到一定數量、相互間流傳較

為頻繁的基礎上出現的。這類目錄實際上是整理

性目錄，通錄古今，然後加以整理、考訂。大多

按分類編排，也有少量按出經時代編排。這類目

錄是中國古代漢文佛教目錄的大宗，比例最大。

根據所錄藏經的範圍，又可分為如下數種： 

1. 個人藏經目錄 

這是以個人收藏的佛教典籍為對象，加以著

錄而成的目錄。針對個人藏經編成的目錄不多，

限於所聞，只知有劉 《別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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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寺院藏經目錄 

南北朝間，各寺院基本都有自己的藏經閣，

有些寺院為此專門編製了目錄以記錄這部分典

籍。著名的《出三藏記集》就是僧祐根據其所居

之定林寺經藏編輯而成；慧遠《廬山錄》，專記

東林寺藏經。此外，《一乘寺藏眾經目錄》、釋

道宣《大唐京師西明寺所寫正翻經律論乘傳等》，

皆是此類。 

3. 國家藏經目錄 

實際上是國家目錄，專錄一國及一代所藏佛

教典籍的目錄，一般為專錄一代藏經之盛。梁武

帝敕釋僧紹所撰《華林佛殿眾經目錄》即屬此類，

隋代以後的佛教目錄大多屬於國家藏經目錄，如

釋法經《大隋眾經目錄》、釋道宣《大唐內典錄》、

釋智昇《開元釋教錄》等。但後兩部目錄只有「入

藏錄」方是專記本朝本代藏經之盛，其餘部分仍

為記通代譯經之盛。這類目錄中，只有清人張心

泰所輯《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方為真正記一代藏

經之盛的。 

（三）雕版大藏目錄 

宋太祖開寶四年，國家正式在蜀州雕刻大

藏，大藏的開雕，標誌著中國佛教的成熟，佛教

典籍的定型。雕版大藏的編排，一般是按《開元

釋教錄》中「入藏錄」的分類體系。此後歷代新

雕大藏，一般都要增加前藏漏收佛教典籍及中國

僧侶的著述。每部大藏理應都有自己的目錄，但

如附表所記，在所知的十多部古代國內所雕大藏

中，只有不多幾部有目錄留傳下來，其中還有為

後人整理的。 

（四）讀藏目錄 

雖然數量最少，但卻是佛教目錄中比較有價

值的一種，這是伴隨著雕版大藏出現而出現的。

《開寶藏》開雕後，就有釋遵式《教藏隨函目錄》，

之後，又有惟白、王古、寂曉、智旭、元度諸錄，

均以閱經者為讀者對象，對大藏所錄經典進行評

價、介紹、考訂，指示讀藏門徑。此外，在編排、

分類、著錄體例上均有獨到之處，便利讀者，光

大佛學（註 3）。 

（五）出版目錄 

雕版大藏目錄實際上就已具備了這種目錄的

性質，但真正的出版目錄是出現在清末民初。支

那內學院及各地刻經處所刻的經目，都帶有出版

目錄的性質，很多目錄在所刻經目之下，附有書

價，如《佛學書目表》等。 

二、從對佛教典籍內容揭示的角度進行區分 

可分為分類目錄、解題目錄、讀書記和辨偽

目錄。 

這類以揭示佛教典籍內容為特色的目錄，在

歷代佛教目錄中數量較多，價值最高，應視為佛

教目錄的主體。它們是在對所錄佛教典籍進行整

理的基礎上產生的，它們要對所錄佛教典籍的內

容進行考訂、介紹，揭示它們的內在聯繫，為讀

者指示讀經門徑。 

（一）分類目錄 

這類目錄嚴格來說是從蕭齊時《眾經別錄》

（註 4）開始，一直延續下來，成為歷代佛教目錄

的大宗。其類目設置多種多樣，宗旨是按佛教典

籍的內在體系進行劃分，內容相同的放在一類，

內容相近的放在附近，組成一個完整的佛學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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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使讀者能夠按圖索驥。 

（二）解題目錄 

即用解題的方法對所錄佛教典籍逐部進行介

紹，揭示該典籍的宗乘性質、內容特點，為讀者

熟悉和掌握該經提供方便。著名的《出三藏記集》

就帶有傳錄體和輯錄體目錄的性質。最早真正意

義上的解題目錄是被伯希和劫到巴黎的編號為伯

3848 的敦煌殘卷，這部目錄已殘，不知其名，但

從著錄上還能辨別出為唐人所編。《宋史．藝文

志》中著錄有《諸經提要》二卷，未著錄時代、

撰者。與俗家目錄相比，佛教目錄中的解題目錄

晚了幾百年，這主要是由於各自產生目錄的條

件、基礎不同所致。俗家目錄的產生從整理典籍

始，而佛教目錄的產生則是從記錄譯經始。俗家

目錄的起點較高，然隨著時代的發展，佛教目錄

中的解題目錄日漸成熟，呈現出超越俗家目錄的

趨勢。宋代以後的幾部讀藏目錄均為典型的敘錄

體目錄，《閱藏知津》還帶有推薦目錄的性質。 

（三）讀書記 

這實際上也是解題目錄的一種，雖無目錄之

名，卻有目錄之實。與前幾種目錄相比，不同之

處是無系統，對佛教典籍的介紹比較隨意，願解

就解，有必要就解，可能會漏掉一些重要內容，

但還是很實用的。這類目錄只有寥寥幾本，如宋

陳實《大藏一覽集》，清釋元度《閱藏隨筆》等。 

（四）辨偽目錄 

南北朝時期，譯經分散，佛教典籍流傳全靠

人們筆墨相傳。在流傳的過程中，自然會出現經

名、譯者，來源不清的情況，也有人為了某種目

的，偽造佛教典籍，如《老子化胡經》等。早期

目錄編撰者編目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必須辨別疑

偽。對佛教典籍的辨偽工作，自釋道安《綜理眾

經目錄》即已開始，立有「疑經錄」一類，《眾

經別錄》也有疑經錄，《出三藏記集》正式立有

「新集疑經偽雜撰」類。隋唐時期的佛教目錄，

基本都有此類。專門辨偽目錄當推武周時釋明佺

的《大周刊定偽經目錄》。另《嘉興藏目錄》第

1593 號著錄《辨偽錄》五卷，未著錄作者及編撰

時代，有待將來考證。 

三、從著錄佛教典籍簡繁的角度看 

可分為足本目錄、節本目錄、簡本目錄、補

充目錄、重要經典目錄、校勘目錄、民族文字佛

教典籍的漢譯目錄等。 

（一）足本目錄 

即一部完整的目錄。歷史上出現的佛教目錄

基本上都屬於這個類型，如《綜理眾經目錄》、

《歷代三寶紀》、《開元釋教錄》等。 

（二）節本目錄 

這類目錄數量很少，其主要特徵是將一足本

目錄的某些重要部分、重要方面、重要類目析出，

成為一個獨立的目錄。如《開元釋教錄略出》四

卷，將《開元釋教錄》中「入藏錄」析出，以一

個獨立的目錄行世。除此之外，還有《至元法寶

錄略出》、《祥符法寶錄略出》、《景祐法寶錄

略出》等。 

（三）簡本目錄 

這類目錄實際上是足本目錄的簡化本。足本

目錄卷帙浩繁，不利翻檢，因而，有些編目者在

編撰足本的同時，另編一簡本，便利流通。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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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寂曉編有《大明釋教彙目義門》四十一卷，十

分詳備，又另編《大明釋教彙門標目》四卷，一

繁一簡，各得其所，相映成輝。 

（四）補充目錄 

任何一部目錄的編撰，都帶有時代的烙印。

限於所見，不可避免的會遺漏一些佛教典籍。編

目之後，又會有新出經。為了保證佛教目錄的完

整性和權威性，一般的目錄編製者會採用通錄古

今，重新編目的辦法，將前代之目加上新出之經

及前代遺漏，編為一大編。而另有一些目錄編製

者則專收前代未錄之典，編為一目，成為前代之

目的輔助目錄。如唐釋圓照《大唐貞元續開元釋

教錄》三卷，專錄《開元釋教錄》編成後所出之

經；明密藏禪師道開《藏逸經書標目》，則收錄

明《北藏》未收佛教典籍 102 種，彙成一目，留

傳後世。 

（五）輯要目錄 

大藏刻成，便利佛界，但卷帙浩繁，不利翻

檢，除了有些閱藏目錄起著指導閱讀的作用之

外，另一方式就是將大藏中重要典籍單獨編輯，

使讀者費時不多，已得精髓，免得入寶山而空回。

1866 年楊文會編就的《大藏輯要目錄》即屬此類。 

（六）校勘目錄 

是在少數民族文字大藏出現之後方才產生

的。兩種文字大藏的來源不同，各自分類，側重

亦不盡相同，結藏的典籍也互有異同。校勘目錄

於是在此基礎上出現，互校兩種文字藏經異同。

如元釋慶吉祥《至元法寶勘同錄》十卷就是這樣

一部漢文、藏文大藏經互勘的目錄。 

（七）漢譯目錄 

漢文佛教典籍，最早是從西域文字傳譯而

來，佛教典籍翻譯成漢文，原文佛教典籍則不知

所終。偶爾也有少量目錄留傳下來。如隋釋彥琮 

《林邑所得昆侖書諸經目錄》五卷是至今知道最

早的民族文字（昆侖文）佛教典籍目錄。還有一

種漢譯目錄是漢譯民族文字大藏經目錄。如清康

熙年間編就的《如來大藏經總目錄》一卷，為藏

文甘珠爾目錄漢譯本。乾隆後期的《御譯大藏經

目錄》一卷，為滿文大藏甘珠爾目錄的漢譯本。 

四、從修撰者角度分 

可分為個人私修目錄、國家敕修目錄、後人

補編目錄和外道偽造的目錄。 

（一）個人私修目錄 

佛教目錄的修撰，是從私人記錄個人譯經開

始的，此後，又發展到整理譯經。個人、寺院藏

經目錄也多為個人私修。這類目錄是魏晉南北朝

時期佛教目錄修撰的主流，隋唐以後較少。宋以

後帶有研究性質的目錄多為個人私修，如惟白、

王古、智旭等。 

（二）國家敕修目錄 

國家敕修是佛教目錄修撰的一個動力源。大

多為記錄藏經的目錄和國家目錄。如梁武帝時釋

僧紹《華林佛殿眾經目錄》、隋代《歷代三寶紀》

等皆是。唐朝以前，這類目錄在分類上貢獻較大。

宋朝以後，因在分類上沿襲《開元釋教錄》的分

類體系，變化不多，反倒不如私修目錄成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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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人補編目錄 

某一大藏在流傳過程中散佚了，為了使人們

能夠得其全貌，有人就廣泛搜集、整理，重新編

成該藏目錄，如《嘉興藏目錄》就是清人朱大猷

等人整理的，《天甯寺大藏經（即全藏）目錄》

為今人蔣唯心整理。此外，清人張心泰輯錄的《大

明三藏聖教目錄》四卷也屬於後人補編的有明一

代藏經目錄。 

（四）偽造目錄 

在中國歷史上，佛、道兩家互爭正統，互相

貶低。除了互相偽造對方典籍外，道教曾偽造《大

藏總經目錄》一部，居然有人抄出刊行，謬種流

傳、貽誤較廣。 

除此之外，從目錄的編排體例看，還有按分

類編排的目錄、按出經時代編排的目錄、以及按

譯者生卒年編排和綜合編排的目錄。 

中國歷代佛教目錄的類型是多種多樣的，劃

分目錄類型的標準也應該是多種多樣的。以上所

列出的有關標準不盡科學，彼此之間也缺乏相應

聯繫。同一部目錄，由於使用不同的標準，可以

劃入不同的類型之中。如唐釋明佺《大周刊定眾

經目錄》，從編製目的和功能看，屬於通記古今

譯經的目錄；從揭示佛教典籍內容角度看，屬分

類目錄；從目錄本身角度分，屬足本目錄；從修

撰者角度看，屬國家敕修目錄；從編排體例看，

屬綜合編排的目錄。因而，我們在認識中國歷代

佛教目錄類型時，首先必須明確劃分標準，同時，

還得弄清本目錄的基本特點。中國歷代佛教目錄

的類型劃分，實際上應是綜合的劃分，單一劃分

標準是不存在的。只有掌握這點，方不致造成混

亂。當然，努力使劃分標準科學化，仍然是我們

必須重視的一個重要方面，還有待於今後的努力。 

【附註】 
註 1：有關中國古代最早的佛教目錄是哪一部，學術界有

不同看法。據筆者考證，中國古代最早的佛教目錄

應為西晉末竺法護所撰《眾經錄》。詳細理由作者

另有文專述。 
註 2：以往諸家考證，均無如此之數。梁啟超〈佛家經錄

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收錄元以前的佛教目錄 49

部。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宗教目錄篇》收錄 77

部。馮承均〈大藏經錄存佚考〉所附一覽表收錄 53

部，加上正文中考證，共 77 部，但與姚名達統計不

完全相同。 
註 3：有關讀藏目錄，筆者已有專文研究，此著就不再贅

述。 
註 4：關於《眾經別錄》的時代，一般認為是劉宋，筆者

考證為蕭齊，參見拙文《敦煌本〈眾經別錄〉考述》。 

附錄一：佛教目錄知見錄 

目錄名 卷數 撰者 時代 備註 

眾經別錄 2  南齊初 伯 3747 

出三藏記集 7 釋僧祐 蕭梁武帝間 大正藏 

大隋眾經目錄 7 釋法經 隋開皇 14 年 大正藏 

歷代三寶紀 15 費長房 隋開皇 17 年 大正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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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名 卷數 撰者 時代 備註 

隋仁壽年內典錄 5 釋彥琮 隋仁壽 2 年 大正藏 

大唐內典錄 10 釋道宣 唐麟德元年 大正藏 

大唐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論

目 
5 釋靜泰 唐麟德二年 大正藏 

古今譯經圖記 4 釋靖邁 唐高宗間 大正藏 

大周刊定眾經目錄 15 釋明佺 武周天冊萬歲元年 大正藏 

大周刊定偽經目錄 1 釋明佺 武周天冊萬歲元年 大正藏 

續大唐內典錄 1 釋智昇 唐開元十八年 大正藏 

續古今譯經圖記 1 釋智昇 唐開元十八年 大正藏 

大唐開元釋教錄 20 釋智昇 唐開元十八年 大正藏 

開元釋教錄略出 4 釋智昇 唐開元十八年 大正藏 

開元錄廣品歷章 30 釋雲逸 唐 今存 15 卷 

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 3 釋圓照 唐貞元十年 大正藏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 30 釋圓照 唐貞元十五年 大正藏 

伯 3848   唐 殘 

續貞元釋教錄 1 釋恒安 南唐 大正藏 

大中祥符法寶錄 22 趙安仁 宋大中祥符間 今存 16 卷 

天聖釋教總錄 3 釋惟靜 宋天聖間 今存 2 卷 

景祐新修法寶錄 21 呂夷簡 宋景祐間 今存 14 卷 

祥符法寶錄略出 1  民 22 年 支那內學院略出 

景祐法寶錄略出 1  民 23 年 支那內學院略出 

大藏經綱目指要錄 13 釋惟白 宋崇寧 10 年 昭和法寶總目錄(37)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 10 王古 宋徽宗間 昭和法寶總目錄(38) 

大藏一覽集 11 陳實 宋 昭和法寶總目錄(75) 

至元法寶勘同錄 10 釋慶吉祥 元至元 24 年 昭和法寶總目錄(25) 

至元法寶錄略出 1  民 21 年 支那內學院略出 

大明釋教彙目義門 41 釋寂曉 明 中國佛學院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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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名 卷數 撰者 時代 備註 

大明釋教彙門標目 4 釋寂曉 明 中國佛學院圖書館 

藏逸經書標目 1 釋道安 明 中國佛學院圖書館 

閱藏知津 48 釋智旭 明末 昭和法寶總目錄(74) 

如來大藏經總目錄 1  清康熙間 昭和法寶總目錄(18) 

御譯大藏經目錄 1  清乾隆間 昭和法寶總目錄(17) 

閱藏隨筆 2 釋元度 清光緒 9 年 中國佛學院圖書館 

大明三藏聖教目錄 4 張心泰 清光緒 8 年 中國佛學院圖書館 

大藏輯要目錄  楊文會 1866 年 金陵刻經處 

大藏經目錄 2 楊守敬 清光緒 27 年 日本訪書志 V15，V16 

佛學書目表  北京佛學流通處 佛曆 2951 年 中國佛學院圖書館 

續藏經目錄  商務印書館  中國佛學院圖書館 

北京菩提學會經典佛像目錄    中國佛學院圖書館 

常州佛經流通處在版目錄    中國佛學院圖書館 

佛經目錄  北平佛經流通院 民 24 年 中國佛學院圖書館 

敦煌寫本佛經草目  胡子王  中國佛學院圖書館 

金陵刻經處流通佛典目錄   1956 年 中國佛學院圖書館 

三時學會刻經處目錄   1954 年 中國佛學院圖書館 

三時學會送交金陵刻經處經

板目錄 
  1954 年 中國佛學院圖書館 

精刻大藏經目錄  呂澂 1945 年 中國佛學院圖書館 

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  呂澂 1981 年 齊魯書社 

中國佛教典籍概論  陳垣 1962 年 中華書局 

附錄二：佛教目錄亡佚錄 

目錄名 卷數 撰者 時代 出處 

古經錄 1 釋利防 秦 開元釋教錄 

舊經錄 1 劉向 西漢 開元釋教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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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名 卷數 撰者 時代 出處 

漢時佛經目錄 1 迦葉摩騰 東漢 開元釋教錄 

朱士行漢錄 1 朱士行 曹魏 開元釋教錄 

眾經錄 1 竺法護 西晉 開元釋教錄 

趙錄（二趙經錄） 1  石趙 開元釋教錄 

綜理眾經目錄 1 釋道安 前秦 開元釋教錄 

二秦錄 1 釋僧睿   後秦 開元釋教錄 

眾經錄（魏世錄、吳世錄、晉世雜錄、河西錄） 4 
釋道流 
竺道祖 

東晉 開元釋教錄 

漢錄 1 竺道祖 東晉 歷代三寶紀 

經論都錄 1 支敏度 東晉 開元釋教錄 

別錄 1 支敏度 東晉 開元釋教錄 

眾經目錄 2 釋王宗 南齊 開元釋教錄 

別錄  劉 南齊  

定林寺藏經錄  劉勰 南齊 梁書 

釋弘充錄 1 釋弘充 南齊 開元釋教錄 

釋道慧宋齊錄 1 釋道慧 南齊 開元釋教錄 

菩提流支錄 1 菩提流支 元魏 開元釋教錄 

元魏眾經目錄  李廓 元魏 開元釋教錄 

華林佛殿眾經目錄 4 釋僧紹 蕭梁 開元釋教錄 

梁代眾經目錄 4 釋寶唱 蕭梁 開元釋教錄 

釋道憑錄 1 釋道憑 北齊 開元釋教錄 

高齊眾經目錄 4 釋法上 北齊 開元釋教錄 

釋正度錄 1 釋正度  開元釋教錄 

王車騎錄 1 王車騎  開元釋教錄 

始興錄（南錄） 1   開元釋教錄 

廬山錄 1   開元釋教錄 

岑號錄 1   開元釋教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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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名 卷數 撰者 時代 出處 

真諦翻譯歷  智敷 陳 續高僧傳 

陳朝大乘寺藏目錄 4  陳 開元釋教錄 

南來新錄    歷代三寶紀 

一乘寺藏眾經目錄    歷代三寶紀 

東錄    歷代三寶紀 

隋沙門釋靈裕譯經錄 1 釋靈裕 隋 開元釋教錄 

林邑所得昆侖書諸經目錄 5 釋彥琮 隋 續高僧傳 

諸經目  釋智果 隋 《隋書．經籍志》 

寶台四法藏目錄    《隋書．經籍志》 

唐眾經目錄 5 釋玄琬 唐 開元釋教錄 

大唐京師西明寺所寫正翻經律論宗乘傳等  釋道宣 唐 大唐內典錄 

開元內外經錄 10 毋煚 唐 舊唐書．經籍志 

般若三藏續古今譯經圖記 2 釋圓照 唐 宋高僧傳 

化度寺錄    大周刊定眾經目錄 

真寂寺錄    大周刊定眾經目錄 

義善寺錄    大周刊定眾經目錄 

玄法寺錄    大周刊定眾經目錄 

內典目錄 12 王彥威 唐 新唐書．藝文志 

蜀州刻藏經目錄  張從信 宋 佛祖統記 

大藏經隨函索引  文勝 宋 佛祖統記 

教藏隨函目錄  遵式 宋 佛祖統記 

諸經提要 2   宋史．藝文志 

契丹刻藏目錄  釋覺苑 遼 續藏經．卷首 

弘法入藏錄   元 至元法寶勘同錄 

大藏總經目錄  邱處機 元 西遊記 

大藏要略  空谷禪師 明 義門釋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