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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本到數位
──談《佛光大辭典》之編製
釋永本 佛光山電子大藏經主任
【摘要】「佛教的工具書」一向擔任進入佛法大海、探究佛教教義之重要角色。《佛光大辭典》的內
容十分豐富，包括佛教教義、歷史、宗派、人物及法器等，可以說包羅萬象，應有盡有，是佛教史上
一項空前的巨著。而《佛光大辭典》在編輯製作中，廣泛的搜集資料、嚴謹的體例編排、多元的檢索
功能，並具實用性、通俗性、學術性之應用善巧。當然，在編製過程中，也遇到有關電腦操作、圖片
與資料處理等困境，在此一併提出供教界參考。而《佛光大辭典》更隨時代資訊發展，開發易於攜帶、
操作、儲存、應用的 PC 版與 PDA 版，在內容上增設了「中英文佛學辭典」，使佛教的工具書，從文
本走入數位化。將來希望能再充實《佛光大辭典》的內容與網路應用功能，更期許教界有心人士，為
未來佛教的研究與發展，再編製宗派、教義等不同類別之辭典，增廣佛學應用上之方便。

關鍵詞：體例；檢索；圖片；特色；困境

壹、前言
我們知道，我國文化和佛教文化關係密切、
淵源深厚。佛教自傳入我國以來，尤其在唐代，
遂成為文化史上一大主流，一直扮演著重要角

今藉由此次會議探討「工具書」的功能特色，說
明《佛光大辭典》（以下簡稱《辭典》）文本到
數位的編製過程，以回顧過往、展望未來。

貳、編修緣起

色。有鑑於此，佛光山乃全力推展佛教文化，有
計劃編著出版佛教叢書，而《佛光大辭典》的刊
行，便是一個重要實例。
《佛光大辭典》從發行以來，不管是文字版
或光碟版，頗受各界好評，尤其是文字版的《佛
光大辭典》，於 1989 年榮獲圖書綜合類金鼎獎。

眾所周知，欲研究佛學，必須有便捷之工具
書。近世以來，佛學研究在日本各國甚為盛行，
且頗具成果，工具書如辭典之類者，更如雨後春
筍，琳瑯滿目。反觀國內之佛學研究工具書，在
三十年前，除早期丁福保之《佛教大辭典》、何
子培之《實用佛學辭典》、朱芾煌之《法相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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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較為普遍被採用外，實難再找出適合當代有心

故所採用之參考資料範圍亦廣，包括各類佛教辭

研究者使用之更具體、更易解之工具書。

典，一般性質者如丁福保之《佛教大辭典》、何

因此，於 1978 年佛光山開山大師星雲上人發

子培之《實用佛學辭典》、日本望月信亨之《佛

起編纂，敦促編委會編輯一簡明實用且具體完整

教語大辭典》、龍谷大學之《佛教大辭彙》、中

之辭典，以供研究者使用，並交由慈莊、慈惠、

村元之《佛教語大辭典》、《新佛教辭典》、橫

慈容、慈怡等二十多位法師負責進行；同時，禮

超慧日之《佛教學辭典》、《總合佛教大辭典》

聘學者專家三十多人共襄盛舉，合力編纂，先後

等數十種；專門性質者如朱芾煌之《法相辭典》、

歷時十餘年，方告完成。

日本松永昇道之《密教大辭典》、駒澤大學之《禪
學大辭典》、水野弘元《佛典解題事典》、小野

參、文本辭典之編製規劃

玄妙《佛書解說大辭典》等數十種。

編輯一部辭典，必先考慮其原則、體例、範

又依準各版本藏經、佛教史年表，以及近數

圍、方向，故編輯之初，即已規劃《辭典》內容

十年來海內外所刊行之各大佛教（佛學）雜誌、

能兼顧歷史學、文獻學、語言學的一些基礎，更

學報、各類佛教專題論著，以及一般性質之各種

兼具實用性、通俗性與學術性之特色。以下分幾

百科全書、史地辭書、期刊等，共計數百種。

項來作說明：

一、編修範圍

二、體例編排
體例的編排上，注重文體、名詞的解說、圖

本書之編纂範圍極為廣泛，於類別上，收錄

片的安排等。在文體上力求精簡之語體化，且每

舉凡佛教術語、人名、地名、書名、寺院、宗派、

一條目之詮釋，亦以具體、易解為原則。本書所

器物、儀軌、古則公案、文學、藝術、歷史變革

收之獨立條目有 22,608 項獨立條目的名詞，以及

等；於地域上，收錄印度、中國（包括西藏、蒙

文中具有參考價值之附見詞目計十餘萬項，總字

古）、韓國、日本，以及錫蘭、緬甸、東南亞各

數約七百餘萬字。獨立條目的名詞，其頁碼以黑

國、歐美等地有關佛教研究或活動之資料，乃至

體字表示，文中之附見則以正體字表示之。

其他各大宗教發展、社會現象等，凡具有與佛教

每一條目之內文說明，凡有引用經典之處，

文化對照研究之價值者，皆在本書蒐集編纂之列。

必載明經書之名稱、卷數或品名；若採用引文格

此外，更大量蒐集近百年以來之佛教重要事

式，則一概註明該引文之出處及詳細頁數，且該

件、國內外知名佛學學者，具有代表性之論著、

引文必尊重原有版本之用字。

學說，以及佛教界重要人物、寺院道場等。一者

本書之每一條目若有兩義或數義者，則酌其

表示全佛教之一切活動並未停頓於百年以前之風

重要性，並存於同一名詞中，且以（一）（二）

貌；再者亦可彰顯當代佛教、佛學所具有之薪盡

分述其義；於重要條文之後，另附有關該條目之

火傳、承先啟後之積極意義。因編纂範圍廣泛，

重要參考文獻，以利讀者深入研究。各項重要條
目，除附參考文獻外，並附本書所收有關條目以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47 期 97 年 6 月

37

專題論述

供參閱；於條目之後，更列該條目於本書所在之

的處理最為繁瑣。

頁數，可免讀者反覆翻查之苦。在條文中，首次

（一）資料刪改

出現之中外帝王紀年，均於其下補註西元年代。

《辭典》之蒐集資料、撰稿等作業，約始於

本書於每一條目正文之外，並採用二千七百

1978-1988 年間，在編輯的十年間，在時間上前後

餘幀圖片，隨次插入，以補文字詮釋之不足。為

相距甚遠，而現實人事變遷，日日不息，因此，

求版面清新、易於閱讀，本書於排版上，每頁分

有時間性之各種事物，不得不隨時更改。十年之

上中下三欄，每欄二十行，每行十六字，計每頁

中，有一改、再改、三改者；資料之蒐集，亦隨

960 字，左右天地格略寬，於視覺上甚為有利。又

時日而增長，過去已完稿者，甚至已二校、三校

每一「書邊」除列該頁之筆畫數外，並列出該頁

者，因補充資料而重新撰稿、排版。辭典之內容，

之條目字首不同之首字，頁碼則排列於下欄之下

除義理不變之條文外，多數皆在變遷中，如某人

角，於翻查上頗為便利。

於本書撰稿時，為某處負責人，至本書三校時，

三、檢索方式
本辭典另備有總目索引一冊，係將所有條目
與文中附見之名詞彙編為一，可謂於各類辭書之
索引系統中，最為便捷者。索引分為兩個部分，
一為「中文總目索引」，另一為「羅馬拼音總目
索引」。
於「中文總目索引」之前，另編有中文筆畫、
四角號碼、國語注音、威妥瑪式音標（WadeGilessystem）等四大系統之通檢檢字，以為總目

已因事他往而易人，礙於事實，只得重新修改原
稿。又如某寺之大殿圖片，多年前已蒐集齊全，
奈何因房舍翻修，原有圖片已失真實，只得重新
翻拍製作。然因範圍廣泛、資訊不全，或有仍沿
用舊有資料者，實非編者所願也！
本書為力求完美，因資料之更改、補充，甚至
拆去已校畢之定稿重新撰寫、排版，著實耗費不少
時間和人力，承印刷廠之合作，才能順利完成。
（二）電腦作業

之目錄，明白顯目，一索即得。「羅馬拼音總目

輸入電腦，說來容易，實際上卻煞費苦心。

索引」收錄本辭典條文內之所有具有查索、參考

最初耗資約二十餘萬元購置十六位元電腦及快速

價值之名詞，包括梵語、巴利語、西藏語、蒙古

列表機一部，經多次測試電腦功能，方能輸入。

語及古代中亞，如栗特、回鶻等地區與佛教文化

作業之初，進度緩慢，且問題叢生。諸如電

有關之語文；另如英語、法語、德語等近代歐洲

腦缺字，須自行造作。電腦之字體與辭典之用字

語文亦收錄之。共有 11,037 項。

不符，如「卻」與「却」、「強」與「强」、「燄」
與「焰」等，因筆畫或筆順不同，經排列後，前

四、編製之困境
《辭典》編製的過程中，不管文獻資料、硬
體設備、人事變遷等，都是要隨時接受考驗的問
題。其中，尤以資料之增刪、電腦之操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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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十五萬餘筆之名詞，依筆畫順序分別儲存

白負片，完成後之負片，再依本書所需之大小尺寸

於磁片中，於最後列印時，全部輸入硬式磁碟機，

製作比例，且一一詳明圖片之出處及本書圖片所在

再經排列而印出。因分量龐大，作業耗時，不幸

之頁數，以防誤置，再送印刷廠製版。

又於輸入時意外地停電，費大半天時間輸入之部

於編製過程中，除以上所說外，舉凡地點之

分全被當掉，只得重新啟動。當輸入完畢後，始

遷移、人事異動、行政作業等，皆是備感艱辛的

進行列印作業，因須經電腦排列後再印出，故中

問題。

間不能停頓；當一切準備就緒後，開始列印，以
最新型快速列表機操作，足足耗去二十餘小時始
列印完畢。
電腦作業至此告一段落，但並不意味著「索引」
工作已經完成。印出之成品，須經覆查順序，填補
漏字，去除相同名詞，排列頁順，然後再列字首，
編排通檢。通檢之製作，則依卡片式排列。
製作索引、編排通檢，在作業上堪稱一大煩
事，但為利於讀者使用，一而再地，不厭其煩，
只希望更多讀者在使用本書時感到便捷。
（三）圖片製作
本書計收錄二千七百餘幀圖片，包括佛菩薩
聖像、人像、各種法物、寺院勝景等凡與佛教有
關，且能補文字詮釋之不足者，皆在蒐集之內。
近三千幀圖片之輯錄，實非短期間內能完成者，
自《辭典》編輯之初，即陸續進行蒐集；其間，
曾多次參訪印度、泰國、星馬、香港、韓國、日
本、美國等地，每至一處，即留意有關可供辭典
使用之各種文字、圖片等資料，積少成多，至完
稿時為止。蒐集自各方之圖片資料，包含於各種
書籍中之插圖，幾可裝載一卡車。
有關圖片之製作，曾多次洽商印刷廠，皆言各
書籍中之圖片須撕下整頁，或剪下圖片始能印製，
奈何因不少係借自圖書館或私人藏書之珍本，礙難

五、特色與價值
《辭典》的特色與價值，如南華大學的蔡瑞
霖教授說：「目前漢語佛教辭典，體例最完備、
卷帙最龐大、解說最豐富的，則以《佛光大辭典》
為代表」（註 1）。而且佛教學一直被忽略的學問
訓練的環節，即歷史學、文獻學、語言學的基礎
工夫，在此尋得一個客觀檢驗的試金石。難得的
是，這部辭典的實用性、通俗性與學術性都照顧
到了。（註 2）
「工具書」是學佛者的善巧工具、佛法經藏
法海的舟楫。而《辭典》具有以下之特色：
（一）內容豐富，資料眾多
《辭典》是一本大部頭辭書，聚集數十名人
力，搜百千種資料，擁有 22,608 條辭彙，七百餘
萬言。舉凡佛教一般術語名相、人氏地名、寺院庵
堂、宗派教義、典籍詞章、法器儀軌、藝術建築、
掌故公案無不在搜集之列，無不作詳實之介紹。
從類別而言：包括法數名相、經名、寺名、
人名、地名等。從地域而言：涵蓋印度佛教、漢
傳佛教、藏傳佛教、南傳佛教、日本佛教、韓國
佛教乃至今日歐美佛教等。總之，凡具有與佛教
文化對照研究之價值者，皆在編纂之列。
有關參考資料，含各種版本藏經、各類佛教
辭典、佛教史年表，還有最新的佛教研究成果，

拆撕。幾經研究，只得採攝影方式，全皆翻拍成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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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近數十年來國內刊行的各種佛學雜誌、學

英文二十六個字母為序，共有 11,037 詞條。為不

報、各類佛教專題論著、一般性質的各種百科全

懂梵文、巴利文、藏文原文的人提供方便。

書、史地辭書、期刊等數百種。

（四）釋義詮詞、具有價值

（二）體例完備、編排適當

《辭典》儘量用現代語體文解釋佛教術語，同

《辭典》獨立條目有 22,608 條，索引中還列

時還收錄二千七百餘幀圖片，幫助讀者加深理解。

出附見詞有十多萬項。為方便讀者，特別編製兩

凡有直接引用經典之處，均載明經書的名稱、卷

類附錄名詞，一類是法數名相的附錄名詞。由於

數、品名，文末的方括號內列出各種重要參考資

本辭典廣泛收錄經典中之法數名相，而各名詞依

料，依經律論疏等經典部類的不同及經典成立或傳

文字筆畫之編製，已分散於各筆畫中，若要一一

譯年代的先後，次第羅列，還包括今人的研究成

搜尋，則必辛勞與費時，故於索引中，擇各類法

果，具一般佛典解題的審閱功能。

數名相之相同詞性者彙編於一處，其後以括弧表

（五）三性兼備、深淺得當

示原來之完整名詞。如查「佛」這個詞條，在括

《辭典》在編輯上兼顧歷史學、文獻學、語

號中寫有四佛、五佛、七佛、八佛，乃至三千佛

言學的一些基礎，更兼具實用性、通俗性與學術

等法數名相，讀者可根據實際情況查自己所需要

性。對初學者而言，查對條目容易、內容解說具

之名相。

有相對精確度，而整體可信度及學術價值也夠，

另一類辭典中不完整名詞。例如查「下輩」

在援引摘用上迅速明確便利。對進階者而言，文

這個詞條，查到的是「下輩（眾生）」，用正體

獻資料既已相互參閱條例，以資對照佐證，收觸

寫著「681 下」，可知它不是一個獨立詞條，檢索

類旁通之效，而且「引而有證，無徵不信」的嚴

正文，看到「下輩」是置於「三輩」這一獨立詞

謹態度，是學術研究的基本要求。

條解釋，讀者可以「下輩」依據文意，可理解為
「下輩眾生」。

故《辭典》具有：資料豐富、體例完整、多
元檢索、釋義清楚、三性兼備等特色。

當然，每一條目內文說明，注重白話解說的
文體；每一個條目也都有註明參考文獻、出處；
版面三欄的編排，易於視覺的閱讀。所以，不管

肆、辭典應用之進階──數位化之製作
為順應全世界書籍電子化的趨勢及學佛人士

是詞目、解說、文獻、圖片等，讓讀者在《辭典》

的需求，「佛光山電子大藏經」於 1990 年正式成

上，能清新、清楚、容易使用。

立，首先進行的是《辭典》光碟版之製作。《辭典》

（三）多元檢索、中外並用

光碟的製作，除軟體系統完全由佛光山自行設計完

「總目索引」別為一冊，分中文索引和外文索

成外，還動用了近五十人的人力，包括佛光山叢林

引兩種。中文索引有四種檢索系統──四角號碼、

學院的學生、研究生、專任教師及佛光山發心的義

筆畫通檢、注音通檢、威妥瑪氏通檢。外文辭彙以

工，一次又一次地輸入、校稿、修改，如火如荼的

梵文、巴利文、藏文為主，部分為英語、德語，以

進行《辭典》將近七百萬字的文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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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5 月，完成第一片世界佛教工具書《佛
光大辭典》的光碟，程式設計主要以查詢與全文

常無法出現經典的古字，可以利用此項功能來
查詢。

檢索為主。2000 年 7 月增修第二版，進行部分資

6. 中梵巴的對照功能：因梵文、巴利文無法輸入

料增補與修訂的工作，並增加部分功能。2003 年 8

中文系統，故使用英文字母，可以快速找到中

月出版「佛光大辭典&中英佛學辭典」第三版，2004

文之中的梵文、巴利文。

年 8 月出版 PDA 版。第三版的《辭典》收錄兩萬
二千多條名相、七百萬字的釋文，及三千多張圖

7. 中英佛學辭典：可以中文來閱讀英文佛學辭典
內的釋文。

片，且包含七千七百多條名相的中英佛學辭典內

同時，電腦視窗上，可以自由調整字的大小，

容。在使用上，具有學術性與實用性的特點。以

或調整目錄視窗、內文視窗的大小。而《辭典》

下簡述《辭典》光碟的功能：

的 PDA 版及《中英文佛學辭典》PDA 版，是把整

1. 閱讀的功能：不但可以透過目錄的視窗，簡便

部《辭典》安裝在掌上型的電腦上，不但內容豐

的找尋各條名相，更可以隨時利用內文視窗，

富，而且攜帶方便、操作簡單，不管何時、何地、

來閱讀解釋名相的內文。並且可以選擇閱讀佛

何處皆可隨時使用。例如乘車、旅行、讀書會皆

光大辭典、中英文佛學辭典，或自行擴充「我

可查詢名相。

的辭典」的內文。
2. 我的辭典的功能：如果在閱讀名相中，有自己

伍、結語

的心得，或從其他辭典中，找到相同的名相但

《辭典》從文字版到光碟版的編製，皆隨時

解釋不同，則可以把它另外成立「我的辭典」，

代資訊的需求，而走入佛教弘傳的現代化趨勢

以方便自己日後的使用。

中，究竟兩者有何差異呢？

3. 簡易名相功能：閱讀名相時，如果發現釋文中
有些字句不知是否是名相，可以再開啟「簡易
名相」視窗來查詢。如：碧巖錄，按搜尋時，
程式會依照碧、碧巖、碧巖錄，依次搜尋。
4. 搜尋功能：只要輸入名相字串，就可以很快找
到名相的解釋內文，還可以依類別來搜尋，如：
名相內容、名相全文、名相開頭、全文搜尋。
搜尋範圍包含：佛光大辭典、中英文佛學辭典、
我的辭典。搜尋選項有：單一字串、多字串、
整個字串（英文）、Unicode（外字集）對照表
查詢等功能。
5. Unicode 對照：這是外字集。電腦的中文系統，

一、文本與數位功能之比較
依文本的辭典來說，不必用電腦，隨時查閱
方便，是一般人熟悉的習慣性閱讀方式；而且書
擺設在書架上，有一種坐臥經典前的踏實感。但
由於卷帙龐大，每本書都頗為厚重，而且書本保
存時，容易因天氣時節變異而發霉、發黃，影響
年限的保存，當然攜帶也不方便。
所以，辭典電子化的好處，在於方便檢索、
比較查詢及攜帶便利等，利於從事佛學的研究和
推廣，且易於保存、修改等，尤其現代個人電腦
普遍、網路無遠弗屆的科技時代，辭典電子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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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更是成熟。

為難也。」現代科技資訊一日千里，利用網際網

光碟版的製作，對佛教學研究實有重大意
義。只要上個人電腦或網路線上，就可以進行檢

路所產生的附加價值，傳播佛法，提高弘法效率，
不管現在或未來，都是不可忽視的一環。

索查閱。不僅檢索更為快速方便，尤其是審閱條

故《辭典》方面，我們希望未來能多增加「禪

目解說釋文時，可以直接剪取想要的適當段落資

宗」有關禪法、清規與典故的內容條目，以便利

料，到文章中引用，加上梵巴藏用語的檢索系統，

現代參禪者參考用；也希望結合資訊功能，讓佛

在進行註解時更是有用，而且可以直接摘取所要

教的地名與地圖作連結，使佛教辭典從平面化走

梵巴藏之字串，於文章列印中一併出現正確、漂

入立體化。同時，在此發展方向下，希望能再創

亮的字型，甚是方便。

新編纂的格局，為佛教的慧命獻身，使佛法現代
化、人間化，為佛教歷史繼往開來。

二、建議與展望
星雲大師說：「過去常有人說，佛教的慧命
在文教；現在應更進一步說，佛教的發展，應該
重視資訊的運用。唯有文教資訊普遍化、現代化，

【附註】
註 1：《普門學報》，3 期（民 90 年 5 月），頁 352。
註 2：同上註，頁 354。

則佛教的傳播，深入社會大眾中，將指日可待不

【訊息】

佛教印經事業發展論壇
活動緣起：佛教的印經自古以來大多採用眾人集資，以非營利方式出版佛教圖書，然而隨
著時代的進步，佛教印經會的出版內容，從傳統印刷佛經走向現代佛書的出
版，載體形式從紙本到數位多媒體。歷經時代的變革，佛教印經事業如何發揮
其功能，未來的發展又將為何？本論壇將邀請國內重要的佛教印經單位，介紹
其成立緣起、發展沿革、管理方式、出版概況、未來的發展計畫等，希望藉由
論壇鳥瞰臺灣地區佛教印經事業的發展，並由出版方向，探討佛教文化、信仰
的趨向。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
承辦單位：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會議時間：97 年 9 月 27 日（星期六）
會議地點：香光尼僧團印儀學苑（台北市濟南路二段 36 號）
報名方式：97 年 9 月 1 日起受理報名，請見網站訊息 http://www.gaya.org.tw/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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