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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電子佛典與知識管理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發行組組長  李志強 

【摘要】：佛教義理的傳播在過去兩千五百年間，靠著口誦、記錄以及佛典的傳譯、藏經的刊印，

加上許多古德親自實踐的心得，累積成為佛法的知識管理體系。隨著時代的演進，佛典也堂堂邁入

數位化的時代，為了因應此一趨勢，似可藉由佛法傳統的知識管理體系，輔以資訊科技和西方管理

的思維，將佛法的資源更有效的應用。 

關鍵詞：電子佛典（Buddhist Electronic Text）；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 

 

 

壹、前言 

知識管理的熱潮方興未艾，許多組織投入人

力、物力、財力，希望能在二十一世紀之初，將

組織唯一有價值的資本──知識──加以管理，

以創造其最大的效益。 

事實上早在一九六○年代，管理學大師彼

得．杜拉克就已經預言知識管理的時代即將來臨

（註 1）。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電腦能夠快速且

大量的處理數位化資訊，加之以網際網路的蓬勃

發展，加速了資訊的傳遞及交流，因而造就了知

識經濟時代。 

在資訊爆炸的今日，大量的資訊出現在我們

的周圍，然而每個人的時間卻是有限的，只能夠

體驗其中的一小部份。因此如何有效的吸收並取

得需要的資訊，利用資訊技術為人們開發更多新

的知識，則是現代文明人不得不面對的重要課題。 

在過去的兩千五百年間，佛教義理的流傳，

靠著口誦、記錄以及佛典的傳譯、藏經的刊印，

加上許多古德親自實踐的心得，累積成為佛法的

知識管理體系。隨著時代的演進，佛典也堂堂邁

入數位化的時代，為了因應此一趨勢，似可藉由

佛法傳統的知識管理體系，輔以資訊科技和西方

管理科學的思維，將佛法的資源更有效的應用。 

本文將簡介知識管理概念，以及存在於佛法

流傳過程中的知識管理，並介紹部份現有的佛學

知識管理資源，對於未來可能的發展，筆者野人

獻曝一番，希望能達拋磚引玉之效。 

貳、知識管理 

一、何謂知識管理 

知識管理，簡單的定義，可說是「為了達成

組織目標而對知識的產生、傳播與運用加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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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與機制」（註 2）。換個角度來看，知識管

理也是「在適當的時間，將正確的資訊傳遞至適

合的人員，以協助這些人員共享並實踐這些資

訊，以達到增強組織效益的目的」。 

所謂的知識，簡要而論，可說是「把資訊或

資料化為行動的能力」。其中的資訊（Information）

是指「包括關連性與目標的數據」，資料（Data）

則是指「對事件審慎、客觀的記錄」。 

二、為什麼要做知識管理 

就消極面來看，誠如前文所述，由於資訊的複

製及流傳的速度太快，甚至知識產生的速度亦十分

驚人（平均五至七年知識便會成長一倍（註 3）），

因此，如何利用有限的時間與資源，以達成組織目

標的最大效益，就成為無法忽視的一件事情。 

就積極面而言，進入知識經濟時代，要能在

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有效管理現有的知識，

結合外部的資源，並創造新的知識，可說是成功

的不二法門。因此，無論主動或是被動，知識管

理已然成為組織管理中必須面對的課題。 

三、知識管理的要素 

由定義可知，知識管理牽涉到三個重要的對

象：「知識」、「人」以及「管理系統」。 

知識管理的功能，則可分為知識的產生、知

識的整理與整合、知識的保存、知識的轉移和知

識的運用。 

在組織導入知識管理的過程中，有幾個層面

必須考量，即實體層面、管理層面和文化層面，

三者缺一不可。 

所謂的實體層面，是指協助知識管理建置的

一切工具，如資訊系統、文件、軟硬體設備等等。

然而，徒有昂貴的知識管理系統（KMS，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不足以協助組織進行知識管

理，仍需以良好的管理作為和建立正確的組織文

化為基礎，才可達事半功倍之效。 

四、如何進行知識管理 

（一）知識庫 

將知識文件化，並整理成一個知識庫，可說

是知識管理中一個重要的工程。在進行文件化的

過程中，必須建立格式的標準，以便日後傳遞及

分享，甚至利用資訊系統加以分析。除了格式標

準之外，亦需對內容用字加以定義，並設定通用

語彙，以便檢索之用。 

除此之外，利用資料掘礦的技術，亦能由許

多資料之中，找到有意義的資訊，並針對特定的

目標產生能夠化為行動的知識。 

（二）知識地圖 

所謂的知識地圖，簡要言之，就是知識存在

位置的配置圖。企業中的知識地圖，可以是某個

部門或某個成員擁有什麼知識的導覽，也可以是

在何處可得到何種資訊的查詢系統。除了知識地

圖之外，建立知識歷程對組織發展也是很重要的

工作。 

（三）知識社群 

知識管理若缺少知識社群，就像有許多的寶

藏卻沒有人使用一樣。由於「人」是知識管理的

要素之一，因此需要有一個環境提供「人」進行

知識的分享，交流及創新。一般來說，要在組織

內導入知識管理，實務的做法是由小型的實體或

是行動社群開始，漸漸的推廣導入。 

透過網際網路建立的討論群組，能夠跨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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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限制而成為知識的分享平台，甚至進一步創造

新的知識。而此類分享的機制，約略可分成下列

三種情形： 

1. 成員皆可張貼訊息。此類的討論群組，由於成

員皆可張貼訊息，參與討論，因此訊息量大，

互動頻次高，但同時也容易流於資訊的利用率

下降，甚至成為資訊垃圾場的窘境。 

2. 版主才可張貼訊息，亦或經由版主審核通過才

能張貼。此類討論群組因受到守門員（Gate 

keeper）嚴格的把關，資訊的質相當統一，但

也正因如此，資訊容易受到個人的喜惡加以增

刪，甚至形成一言堂的型式。 

3. 由社群領導者規劃討論方向及內容，由社群組

織共同經營。此類討論群組多半由一群社群領

導者（或稱之為網路部落的酋長）來負責，針

對特定議題進行討論與分享。 

（四）知識管理系統 

為了使知識管理能夠順利進行，並善用資訊

科技和網際網路的力量加以輔佐，尤其組織愈

大，分佈愈廣，就需要強而有力的知識管理系統

來處理。 

除此之外，利用人工智慧建立的專家系統、

決策支援系統等等，也能夠輔助經營者分析判斷

問題。微軟公司出品的 Office 套裝軟體中的小幫

手和疑難排解，可說是此類系統較簡單的例子。 

五、知識管理的迷思及障礙 

在推行知識管理的過程中，常常會遇到一些

迷思及障礙，以下列出幾個常見的例子（註 4）： 

（一）文件管理就是知識管理 

由於知識管理的對象是知識，然而內隱知識

不容易認知，為了能夠讓知識的產生、傳播與運

用易於管理，因此需要把知識儲存成合適的形

式，這也就是知識管理的基本步驟：文件化。 

然而文件管理並不等於知識管理，就如同擁

有一部佛經，並不等於擁有佛經的知識。文件化

只是應用知識管理資訊系統的一個基礎工程。由

於知識具有化為行動的能力，為使文件管理不單

只是管理文件，則需更進一步的讓文件產生行動

的效益。 

（二）知識管理是一套知識管理系統 

因為知識管理是一個管理的過程與機制，因

此是一個程序（ Process ）而不是一個產品

（Product），更不是那一套資訊系統。並非投資

一套昂貴的資訊系統，組織便能夠從此高枕無

憂，平步青雲。這充其量只是知識管理的要素中

管理系統的一部份。 

（三）知識管理是新興的事 

有人認為知識管理是因為資訊科技的發達才

產生的新興模式。我們無法否認許多技術是拜現

代科技之賜才形成，但是知識管理的作業則早已

存在許久。以宗教界為例，基督教的聖經及教會

活動，佛教界的藏經及修行等等，都具備了知識

庫、知識地圖及知識社群的架構。中國古代的謀

臣、企業界的企管顧問公司，均可說是知識經濟

最佳的例子。 

（四）資訊愈多愈容易做決策 

在決策支援系統之中，有人認為能提供決策

參考的資訊愈多，決策的品質愈高。然而事實上，

我們需要同時考量「質」與「量」的問題，並非

每一個資訊的價值都是相同的，加之以現在資訊

的大量累積，許多檢索引擎所提供的資訊都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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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使用，反而造成處理時機的延遲。 

正如工業時代史無前例的經濟成長伴隨大量

污染，資訊時代也為我們帶來了資訊煙霧的困

擾。（註 5） 

（五）被認知到的知識才是知識 

在還沒有被人所認知之前，一切的資訊仍不

足以化成行動的力量。唯有被認知到的知識，才

能夠有所助益。這個觀念在應用資料掘礦技術

時，最容易理解。相反的，對於還沒有認知到的

知識，則無法產生效益。 

雖然如此，但受限於過去的習性與思考模式

的影響，認知也可能會產生偏差，或是受限於思

維的框架。 

（六）組織知識管理：互信及互助 

在組織中推廣知識管理所面臨到的最大問

題，就是無法互信和互助，而此二者正是分享的

重要基礎。如何使組織中每一個成員能充分的互

信與互助，是組織推動知識管理最大的難題之一。 

（七）效能與效率 

依照彼得杜拉克的說法，所謂的效率，是指

把事情做對；而所謂的效能，是指做對的事情。

如果一個組織為了加速製程而進行 E 化，然而卻

忽略了產品在市場上已經失去競爭力的事實，這

如同把事情做對，做的很有效率，但卻不一定是

做對的事情。 

如今，我們要求工作有效益，就必須「把對

的事情做對」。為了要達成此一目的 ，知識管理

需要有明確的目標（註 6）。 

參、佛典的知識管理簡介 

佛典源遠流長，南傳、北傳、藏傳佛法各有

異同，記載也有梵文、巴利文、漢文、藏文乃至

於英日等譯本的不同，過去祖師大德們把佛經編

目、分類，加之以科判與解釋，已構成一個屬於

佛典的知識管理體系。 

因應新時代所衍生不同於過往的議題，如環

保、區域衝突、資訊化及網際網路等等，如何利

用佛法的智慧資產，協助現代人們增進慈悲與智

慧，則是我們關切的課題。 

一、佛學知識管理的濫觴──五百結集 

在釋尊入滅以後，由摩訶迦葉為上首，舉行

了一次僧伽會議，其目的是將佛陀的教法共同誦

出，以防止佛陀遺教散佚。此次會議邀集五百羅

漢與會共同參與，經由「誦出」、「共同審定」

及「編成次第」（註 7）等過程，將佛陀的教法一

一的記成「錄偈」而流傳了下來，這也就是第一

次結集，或稱「五百結集」。 

佛陀在世的時候，弟子們可以直接由佛陀處

獲得指導，在佛入滅之後，經由五百結集，將佛

陀的教法記錄保存下來，即可說是佛學知識管理

的濫觴。 

二、經典的傳譯、著述與編錄 

經典由口述到文字化，由抄錄到印刷，由印

度傳向各地，使得佛法得以留傳下來。無論是由

佛陀的弟子四處推廣佛法，還是玄奘大師千里迢

迢遠負天竺取經，對於佛法的流傳都產生重大的

影響。而中國歷代著名的譯經場中，也有完善的

組織以協助經典的翻譯，除了把佛典引入中國，

也對中國的文化帶來了深遠的影響（註 8）。 

然而，經典的傳譯也偶有負面的影響產生，

如疑偽經的出現，經典不同版本內容的差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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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文註解 

除了經典的流傳以外，透過古德的言談和著

作，對經典的體驗和詮釋，將佛法在生活中的應

用與實踐記錄下來，也成為佛法流傳的重要資

產。尤其對於不同時代所翻譯的典籍，常常有不

同的用語和音韻，如果缺少了相關的工具書（如

《一切經音義》），後世對於經典的理解，恐會

產生更多的誤解與分歧。 

（二）藏經編錄 

藏經的編輯過程，也可稱做佛典知識管理的

重要指標。透過經典的收集、編排與審訂，加上

各版本對照，對於想要一覽佛法概略的朋友們，

藏經可說是佛法的知識庫。 

三、經典編目的演進 

（一）藏經目錄 

由於過去資訊流通不發達，許多經典在流傳

過程中散失、脫落，更會出現品質不一的疑經與

偽經。如何去蕪存菁，並將經典依其性質加以整

理，編整成藏經的目錄，就成了極為重要的工作。 

歷代大藏經及佛經目錄的編纂與整理，即可

說是當時佛典知識管理的一項工程。透過歷代的

經錄及藏經，我們得以觀察佛教典籍的累積過程

及發展方向。 

（二）佛教圖書分類法 

近代的佛教圖書分類法，也是提供我們進入

佛法的重要指標之一。然而由於圖書分類法是依

照書籍的性質來區分，有時並無法反應書籍內容

的連結性，因此常常會發生內容相關的書籍被編

在不同的書櫃之中。 

（三）數位化佛學目錄的應用 

電子化的資源能夠克服許多實體資源的障

礙，例如快速的複製、傳輸，動態式的編目，可

全文檢索或加以編輯等等。以 CBETA 經錄為例，

利用電子化經錄與連結，能夠設定樹狀結構目

錄，並且依內容把相關的經論疏釋結合在一起。

雖然無法百分之一百反應內容的相關性，卻可有

效的提升檢索的效率及準確性。利用重複的方

式，也能夠將同一部經典放在不同的目錄架構之

中，增加實際運用的便利性。 

未來電子化資源將會有更多的應用，例如中

文目錄與巴利文、英文經典的對照與引用，或是

相關主題的彙整等等。而發展全面、快速且方便

的資訊化佛經目錄，則指日可待（註 9）。 

四、知識管理的最小單位 

如前文所述，以經典為管理的單位，有時無

法將內容的關連性歸納在一起，既然要管理知

識，那麼管理的最小單位究竟是什麼呢？ 

如果依使用者的立場來觀察，以一個主題

（topic）為基本單位所建立的網路關係，可能是

較合適的方式。利用主題地圖（Topic Map）將每

一個知識的主體利用網路關連銜接，就能夠有效

的加以應用。 

肆、數位化佛學典籍及佛學知識管理系統 

一、數位化佛學資源 

隨著技術的演進，現有的佛典數位化資源也

愈益豐沛。以單行版光碟為例，藏經部份，有中

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大正新脩大藏經》（註 10）、

韓國的高麗藏電子版（註 11）、香港的佛梅電子

大藏經（註 12）、及內觀研究所（Vipassana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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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出版的巴利藏（CSCD；Chattha Sangayana 

CD）（註 13）等等。也有以經典為對象的資源，

如佛教電腦資訊功德會（註 14）的《金剛經專輯》、

《地藏經專輯》，也有現代法師著作全集，如《印

順法師著作集》（註 15）、《法鼓全集》、《智

諭老和尚撰述專集》（註 16）等等。另外，也有

單行版的佛學工具書，如《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佛光大辭典》等等。 

除了光碟版的數位化資源之外，網路上有更

多的資源可資利用，如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

（DBLM）（註 17）的文獻檢索、香光尼眾佛學

院圖書館全球資訊網（註 18）的藏經目錄檢索、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及其鏡像站的藏經全文檢索、

線上佛學辭典、佛學討論區、網路佛學讀書會等

等，不勝枚舉。利用常見的搜尋引擎，也能夠找

到許多有用的資源，如 Google（註 19）全文檢索

引擎、Openfind（註 20）全文檢索引擎等等。 

另外，也有大量的影音資料，如佛學講座及

課程，利用電視、電台廣播或是網路下載多媒體

等方式進行流佈，如佛陀教育基金會（註 21）提

供的佛法 MP3 下載。 

二、網路佛學社群 

由於網路具有跨越時空、多人參與的特質，

加上資訊科技的進步，使得網路成為新世代人們

溝通互動的橋樑。目前最成功的網路知識社群，

Linux（註 22）可說是個中翹楚，不但能集合世界

各地的菁英，更能實際的創造知識。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即可說是由 Budatech（註

23）討論群組開始發展，然後由其中部份成員組

成的實體組織。透過共同的目標，集合不同專長

的朋友，再加上學界教界的大力襄贊，不但將台

灣的佛典數位化成果推向國際舞台，也造福了許

多的朋友。 

在歐美等地從事佛學研究的學者們，由於分散

各地，也習於利用網際網路分享資源、進行討論。 

三、數位化的重點 

數位化的資訊，有幾個重點是必須留意的地方。 

1. 原件保存：許多典藏資料具有極高的價值，因

此原件保存成為數位化過程中不可忽視的一環。 

2. 標準化：為了系統內部的統一及外部的交換，

需使用標準化的規範。目前最熱門的方法之一

是採用 XML 標記。 

3. 流通性：除了標準化之外，採用的標準其流通

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事項。 

4. 後設資料：全文資料可以使用全文檢索引擎來

查詢，然而影音圖檔則需依靠後設資料（如

metadata）來查詢及應用，以免藏身於茫茫資

訊大海而不可得。 

5. 長程規劃：數位典藏計劃有時並非一蹴可幾，

需階段性逐一建置。而建置完成的數位化資料

庫，也需要長期維護。 

四、佛學知識管理資訊系統 

直至今天為止，市面上仍沒有一個完整的「知

識管理系統」，能夠很準確的將組織內的知識與

外部的知識進行統整連結，找出關鍵的因果關

係，進一步的能夠促使組織內部人員應用此一結

果發揮效益。然而一個基本的知識管理系統，起

碼要能做到知識的「擷取、搜尋與傳遞」和「內

容管理」（註 24）。 

（一）擷取、搜尋與傳遞 

入口網站及搜尋機制是知識分享的基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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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良好的搜尋引擎能夠進行多元的搜尋，並且

將結果加以整理排序。將知識依其內容與性質進

行目錄的分類或設置導覽地圖，則是第二個要

項。完善的分類能夠讓讀者快速的找到需要的資

料，也容易一目了然。 

（二）內容管理 

對於知識庫的內容，需要能夠正確的輸入輸出

及管理，以便讓參與者能夠擷取、整理並加以合

作，藉此產生新的知識與效益。文件除了格式的標

準化之外，也需針對用語與辭彙進行標準化，以便

交換與檢索。以 XML 作為標記語言，設定完善的

metadata，並加以分類，也是重要的工作。 

（三）整合服務 

除了基本的功能之外，對於資料的整合應

用，提升知識系統的完整性，或是成為專家系統

或是決策支援系統，則需依照實際的需求引入更

多的技術，如人工智慧、資料掘礦等，以發展成

整合服務。 

在往昔佛典的知識管理過程中，雖然不乏困

難與挑戰（如中國的三武一宗事件），但由於僧

團與信眾們共同努力，加上佛教義理中重視無私

的分享，尤其以造經功德及法佈施的觀念，使得

佛法得以藉由典籍保存下來。許多現代企業導入

知識管理所遭遇的難題，對佛法的傳遞並未發生

嚴重的阻礙，這也算是佛教界長期來努力的成

果。然而在不同時空環境上發展的佛法記載，如

何加以連結及彙整，以提供更多有益於世間的知

識與智慧，則是我們需要努力的課題。 

伍、建立個人的數位化佛學知識管理系統 

如何利用簡單的方式，在個人電腦上建立一

套佛典的知識管理系統呢？ 

也許您曾嘗試使用微軟（Microsoft）所推行

的數位儀表板（註 25），或是利用 Office XP 進

行知識管理，也許您曾利用套裝的個人資訊管理

程式（PIM）或文件管理程式來協助您，然而就筆

者的經驗，現階段運用在個人化的程式介面，絕

大多數仍只限於文件的整理、連結以及查詢。只

要能善用資料夾和檔案的基本管理，再加上一些

簡單的工具，也能夠建立自己的知識管理系統。 

就筆者個人的經驗，在 windows 平台上，利

用一些小技巧和工具，也能協助您從事個人化的

知識管理。 

一、電子佛典的應用 

建立個人的數位化佛學知識管理系統的第一

步，就是善用現有的數位化佛學資源。 

以《印順法師著作集》3.1 版為例，此版光碟

內有印順法師著作集，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以及

CBETA 電子佛典普及版經文。另外，如果您購買

了《中華佛教百科全書》光碟版，也可將其子目

錄安裝到相關的目錄中，便可和大藏經相互對照。 

圖說：Accelon 系統運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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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套系統提供了功能強大的全文檢索系統和

瀏覽介面，除了布林檢索、設定檢索結果的呈現、

引用複製功能、連結書中提及的藏經、反白選取

名相查詢佛學辭典之外，如果您還有其他的資

料，也可依照相關的格式，建立自己的資料庫。 

如果您擁有單機版的佛光大辭典，亦可利用

佛光大辭典的讀經模式，協助查詢。或是設定

Bookmarklet（註 26）的網路查詢程式（註 27），

連線查詢網路版佛光大辭典。 

二、建立個人知識檢索系統 

如果我們擁有許多純文字文件（例如 CBETA

電子佛典的 APP 版，或是網路下載的許多文字檔

案），我們可以建立許多的資料夾，將文件檔案

放在合置的目錄之下，並使用搜尋軟體來檢索。

例如 CBGrep、龍捲風知識檢索系統（註 28）等

等。 

筆者在此介紹另一個好用的樹狀文件管理程

式：Treepad。（註 29） 

Treepad 有免費版及付費版本之分，付費版可

編輯 RTF 文件，並可將樹狀目錄的文件內容匯出

成 HTML Help 格式或是網頁，十分便利。Treepad

的主要架構，是由左方的樹狀目錄及右方的文件

欄所組成，每一個檔案可以形容成一個具有樹狀

目錄組織的文件的集合體，因此搜尋對 treepad 來

說，其實只是在單一檔案內進行。 

三、參與實體與網路佛學社群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除了建立自己

的知識管理之外，更需要建立資源的連結，並向

別人學習與互動。選擇合適的實體或是網路佛學

社群參加，便能增加學習上的效益。例如各種讀

經班、讀書會，網路讀書會等等。 

目前網路上有許多的佛學討論群組，有學者

專家才能參加的 H-buddhism Discussion Network

（註30），或是一般人均可參加的初學者BudaHelp 

maillist（註 31）。也有像是法鼓山網站的網路讀

書會（註 32）、及號召網路義工一同校對佛典的

CBETA 為大藏經盡一頁心力計劃（註 33）等等。 

四、實例 

除了個人的知識管理之外，許多佛學單位也

能彼此協助，資源共享，為推廣佛法而盡一份心

力。例如今年在新竹成立的新竹法音雜誌社（註

34），即是由福嚴佛學院、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

金會、玄奘大學宗教系及新竹佛教青年會共同成

立，希望匯集彼此的資源及優點，能夠服務更多

的人。 

陸、結語 

通用汽車將每一個組裝的元件規格化，加速

了生產的過程。台灣名聞遐邇的 OEM 代工模式，

也可說是把製程當做是組裝的最小單位，以更專

業的方式來完成製程。而物件導向的程式設計模

型，則可說是將電腦運作的知識模組化的範例。

在知識經濟的時代，佛典的知識管理，勢必也將

發展出更多層更多元化的架構，並以客製化的議

題為出發點，以達到更有效益的發展。 

除此之外，利用資料掘礦的技術，由已有的

資料庫中發掘更多的資訊，也將成為熱門的應

用。其他諸如匯集各式知識庫形成的知識倉儲，

配合資訊技術發展佛學專家系統，應用無線寬頻

網路建置隨時隨地人人參與的佛法社群，都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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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進一步深入發展的課題 

如果以今日知識管理的概念來觀察過去兩千

五百年來佛法的傳播過程，佛教典籍可說是佛法

知識管理的重要成果，而佛教界在維護正法住世

上的努力，也足以讓現代實施知識管理的人們參

考。然而，應用新興科技以協助佛典進行知識管

理，仍有許多值得努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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