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論述

目錄索引編製：
以《當代台灣佛教期刊論文目錄》為例
杜潔祥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總編輯
【摘要】臺灣近三十年已出版的「佛教期刊論文目錄」有五種：1. 《中華民國六十年來佛教論文目
錄》（1912∼1971）。2. 《中國大陸宗教文章索引》（1949∼1992）。3. 《中國佛教美術論文索引：
1930∼1993》。4. 《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彙編（1963∼2000）》。5. 《當代台灣佛教期刊論文
目錄. 1977∼1999》。本文首先對以上五種目錄索引概略性的介紹。其次，提出編製佛教專科目錄索
引時，應考量以「佛教」的概念涵蓋「佛學」，擴大收錄相關的論文；「類目」的設立也要反映當
代研究的趨向，隨時增加新的類目。最後，以彙編一部民國初年迄現在的佛教論文目錄為目前出版
的目標。

關鍵詞：佛教；佛學；時代劃分；類目網頁；新類目

一、近年來「佛教期刊論文目錄」編製出
版的回顧

當時中國佛教會原擬編撰「六十年來之中國
佛教」，以紀念中華民國開國六十年，遂推舉道
安法師組織「中國佛教會文獻委員會」進行編撰

臺灣近三十幾年來，已出版的「佛教期刊論
文目錄」有以下幾種：

（一）《中華民國六十年來佛教論文目錄》
（1912∼1971）

的工作。道安法師以教務繁忙，乏力兼顧，因此
特別邀請張曼濤先生專誠負責，主持全面編審事
宜。張曼濤先生遂建議，在編撰「六十年來之中
國佛教」之前，首需編纂六十年來佛教文獻論文

此目錄編輯者為「中國佛教會文獻委員會編

目錄；有了這一部工具書，才能了解六十年來中

輯部」，出版者為「中國佛教會文獻委員會」，

國佛教發展與佛學研究的情況。期間經過兩年多

出版時間民國 64 年 2 月。所收論文的發表時間起

的時間，由張曼濤先生從日本、香港，以及國內

自民國初年，迄於民國 60 年。共收錄論文一萬五

各大圖書館蒐集資料，並由臺大晨曦學社、文化

千七百多篇。

學院慧智學社的數十位同學，赴各圖書館抄錄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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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再由張曼濤先生親自負責編輯分類、裁定等

等四大類的文章。比較特殊的是該書的第九類「宗

編撰工作。在那個物力維艱的年代，當時工作的

教政策與無神論」，反映了一個時期間大陸的宗

辛勞，實非我們今日可以想見。

教政策及社會面貌。

這一部佛教論文目錄，涵蓋時間長達六十年，

此書收錄時間迄於 1992 年，離現在已有十五

地區包括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當時臺灣與大陸

年了。這十五年來，大陸佛教研究的論文蔚然盛

處於互不往來的敵對狀態，學術機構對於佛教的重

起，數量頗為可觀。三年前，我在香港的一次佛

視也比不上今天。因此，資料的不完整原在意料之

學研討會中，當面聽聞王雷泉教授說他一直沒有

中，道安法師在此書序言指出，相信已達到完整資

停下宗教文章編製目錄的工作，手中已有隨時增

料的六、七成以上，其他三、四成非不著力，實無

補的最新資料，我們非常期待王教授最新目錄的

能為力也，只能留待他日予以補充。

出版。

時至今日，民國初年至民國 38 年（1949）間
的佛教期刊論文，只有這一部目錄做了彙編整理
的工作，仍有極大的參考價值。如何結合現在大
陸圖書館的資源，進一步增補並完善這三十八年
間的佛教期刊論文，是我們今日可以努力的方向。

（二）《中國大陸宗教文章索引》（1949∼
1992）
此目錄主編者王雷泉教授，目前任教於上海

（三）《中國佛教美術論文索引：1930∼1993》
此書由李玉珉教授主編，出版者為「覺風佛
教藝術文化基金會」，出版時間 1997 年（民國 86
年）12 月。
所收的論文資料除中文之外，以日文、英文
為主，並旁涉韓文、法文、德文，是一部語文涵
蓋面較廣的專科目錄，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中
國佛教美術論文」目錄。

復旦大學，為宗教研究室主任；出版者為「東初

本書處理大類頗有特色，能夠反映佛教美術研

出版社」，編入「中華佛學研究所論叢」第 7 號；

究的重點及趨向。全書分六大類篇：1. 作者篇，

出版時間民國 84 年 10 月。所收論文自 1949 年 10

2. 朝代篇，3. 類別篇，4. 地區篇，5. 圖像篇，6. 西

月至 1992 年 12 月，即民國 38 年 10 月至 81 年 12

藏篇。每一篇之下再依各篇性質細分小類。如：

月，中國大陸（不含臺灣、香港）各種期刊中的

1. 作者篇：依作者姓名筆畫次序排列。

宗教文章（包括道教、回教、基督教、民間宗教

2. 朝代篇：分成漢代、六朝、三國、晉代、十六

等各宗教）。其中，收佛教文章計 7,342 篇。

國時期、南北朝、南朝、北朝、北魏、東魏、

此目錄的編撰，為了反映中國大陸特殊的宗

西魏、北齊、北周、隋代、唐代、南詔時期、

教現象，特別放寬收錄的範圍，不限於比較嚴肅

五代、宋代、遼代、金代、西夏、大理國時期、

意義的論文，這是書名特意稱「文章」而不稱「論

元代、明代、清代、民國。專科論文目錄的時

文」的原因。大體收錄了包括「宗教界的教義」、

代劃分，不一定要符應歷史的時代劃分。如歷

「修持探討和教務活動」、「學術界的宗教研究

史上所稱「六朝」，是指建都於建康（南京）

論文和學術動態」、「對政府宗教政策的探討」

之吳、東晉、宋、齊、梁、陳等六個朝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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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史上所稱「六朝」之意涵，從文學發展一

此書雖然名為「論文提要彙編」，但是本書

脈相承密不可分的關係而言，指的是魏、晉以

的目錄，就是一部「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分類目

至南朝（宋、齊、梁、陳）。以此而言，「佛

錄」，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香光尼眾佛學院圖

教美術」的時代劃分，也有其發展上一脈相承

書館藏主自正法師將為我們介紹《佛教相關博碩

的時代劃分，不盡然要符應歷史學的時代。以

士論文提要彙編（2000∼2006）》編製的經過，

專科歷史發展的相承關係來做時代劃分，正可

於此就不再贅言。

以凸顯專科的歷史發展特色，是編製專科論文
目錄時要注意的課題。這部目錄為我們提供了
一個極好的範例。
3. 類別篇：其下細分為通論、出土佛教文物、石
窟、考古、雕刻、繪畫、建築、塔（非建築類）、
經幢、文獻、圖案、書法、美學、藏傳佛教美
術、其他。
4. 地區篇：以中國大陸的行政區劃（省級）為主，
底下又有細分，如「山西省」以下分為「大同」、
「大同雲岡石窟」、「五台山」、「太原」、
「太原天龍山石窟」、「石壁山玄中寺」、「朔
縣」、「應縣」、「其他城鎮」。這種細分，
旨在反映佛教美術研究的地域性特色，有很大
的參考價值。
5. 圖像篇：從「九面觀音菩薩」、「二佛並坐」、
「二祖調心」，至「觀經變相」、「其他」止。
共細分為八十五個類目。
6. 西藏篇：把西藏的佛教美術視為有別於中國的

（五）《當代台灣佛教期刊論文目錄. 1977∼
1999》
杜潔祥主編，2001 年（民國 90 年）6 月，佛
光人文社會學院出版。
這部目錄編製的緣起，和張曼濤先生為了編
撰「六十年來之中國佛教」而先行編製《中華民
國六十年來佛教論文目錄》一樣。當時我在佛光
大學負責出版工作，覺得佛光大學的背景是佛教
辦校，志在結合佛教與學術，以這樣的背景從事
大學的出版工作，首要之務便是出版一套能夠反
映當代臺灣佛學研究成果的論文彙編，擬名之為
「當代台灣佛學論叢」，目標是出版 16 開本的分
類論文集，預估共約 50 冊。這部目錄，便是從事
這個工作的第一步，可以說是一個「長編」，也
是一個藍圖。後來因緣不具足，大型叢書「當代
台灣佛學論叢」沒有出版，倒是這部「工作藍圖」
出版了。
以下我謹擇要說明工作中的一些實務問題：

一個大類，單獨立篇。
總之，李玉珉教授主編的這部《中國佛教美術

二、編製「佛教期刊論文目錄」的引用資料

論文索引：1930∼1993》，是一部具有專科目錄特
色、非常實用、用心勤苦的工具書，值得推薦。

編製佛教期刊論文目錄的引用參考資料有兩
個主要來源：

（四）《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彙編（1963
∼2000）》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民國 90 年 5 月出版。

（一）國家圖書館編製《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
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學報、雜誌等期刊，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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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最齊全的。這部索引關涉佛教的類目，雖然不

一系列「中國僧官制度」的文章，其中所引用的

夠詳細，但是資料豐富，可以作為編製專科目錄

文獻都沒有註腳說明詳細的出處，不合於現代學

的一個基礎來源。尤其全部資料製成網頁，可以

術的規範，可是研究中國佛教史的學者不得不承

直接下載，省去重新抄錄卡片的煩勞。我當時就

認，這篇文章是迄今為止評析中國僧官制度的論

是將這部索引的相關資料一條一條重新分類，再

文中，見解最深刻，極具參考價值。這就是編製

編細目，先編成一部「初稿」。

「佛教論文目錄」時，首需面對的問題，與其他

（二）臺灣大學佛學研究中心「佛學數位圖書
館暨博物館」
這個網站需用關鍵詞查索，沒有製作可以閱
讀的分類網頁，是美中不足的地方。適合研究者
針對研究主題查索相關論文，而無法「因類」瞭
解研究主題的旁涉材料。我曾嘗試就某一類的論
文，用「初稿」比對這個網站查得的資料，希望
能達到增補的作用。後來查得的資料太多是跨類
的論文，徒增揀擇的困惱，最後還是放棄。這個
經驗，讓我體會編製數位化資料庫時「慎始」的
重要。一些重要的觀念，如「類目」，是索引非
常重要的參考功能，閱讀「類目」一類中的論文，
可以因類就學，達到研究領域及視野的瞭解與提
升。文史哲一類的數位化論文資料庫，如果缺少
「類目」的網頁供人閱讀，是很可惜的。

三、「佛教」與「佛學」之間──不應完
全以研究取向選編論文

學門的專科目錄，如「經學」、「史學」、「文
學」等有不同的考量；也就是說，「佛學」無法
包容「佛教」，而應該用「佛教」這個更大的範
疇來包含「佛學」。只從學術界狹義的論文定義
從事「佛教論文目錄」的編製工作，是不對的。
因此，王雷泉先生編製的目錄，名之為「宗
教文章」，而不名之為「宗教論文」；香光尼眾
佛學院圖書館編製的論文提要彙編，名之為「佛
教相關」，而不單獨舉稱「佛教」，都是緣於這
個考量。我認為如果用「佛教論文」，而不用「佛
學論文」來命名，不失為一個善巧的方法，只需
要在體例中說明採取比較寬鬆的「論文」定義，
也就可以了。以這樣寬鬆的論文定義來編製「佛
教期刊論文目錄」，就能夠兼顧「佛學」與「佛
教」兩者皆能適用的目的了。

四、「類目」擬定的考量
為了顧及佛教在當代社會發展時，所面對的
新課題，我在分類時，特別注意把幾個類目的論

學術界對論文的定義是比較嚴謹的，用今日
「論文」的定義去看民國初年太虛大師的文章，
很難說是「論文」。很多佛教界高僧大德在佛教
期刊發表的文章，學養深厚，見解深刻，讓人有
所啟發，但仍然不合乎學術界所定義的「論文」。
舉例來說，明復法師曾在《中國佛教月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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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收錄進來，例如，在「佛教總論」一級類目下，
設了二級類目「佛教與現代社會」，其下再設三
級類目 8 個：
1. 佛教的倫理觀
2. 佛教的生態觀
3. 佛教的生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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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佛教的女性觀

我再舉一些新的類目做例子：「佛學與科學」、

5. 佛教與心理學

「電子佛典」、「寺院經濟」、「佛教美學」、「佛

6. 佛教的社會觀（政治、法律、經濟附）

教文教事業」，這些都是三十年前，張曼濤先生編

7. 佛教的慈善事業

撰佛教期刊論文目錄時沒有的「類目」。

8. 佛教與養生
不止佛教論文目錄的編製要隨著論文的最新

五、結語

趨向設立新的類目，以反映時代研究的情況，其

展望未來，當我們要總結這一百多年來中國

他學門的目錄也是一樣。設問：如果沒有人寫佛

佛教發展的狀況時，論文目錄的編製是最重要的

教女性觀的論文，哪來設立這一個類目呢？因

文獻指引，我們還需要努力填補民國 38 年前的資

此，論文目錄「類目」的設立，不同於圖書館書

料，使其更加完善，並且綜合前人的成果，彙編

籍的編目，比較具有彈性，只要能夠反映出當代

成一部民國初年迄現在的論文總目錄。我相信以

研究趨向的「類目」，都應該設立；反之，以個

臺灣現在佛教界的力量，這個目標一定可以達成。

人主觀淘汰這些論文的類目，便是「失職」。

〔專科工具書編輯研討會 第五場研討〕

▲主持人王開府教授（左二），發表人杜潔祥總編輯（左一）、自正法師（右二）、果毅法師（右一）
（編輯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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