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論述

臺灣地區佛教印經事業之
發展略探
釋自正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藏主
【提要】本文以政府遷臺以來，近六十年的佛教印經事業發展歷程進行探討。本研究分析佛教印經
事業發展歷程，以歷史結構分析為主軸，將佛教的印經出版事業發展略分四個時期：草創期
（1949-1971）、萌芽期（1972-1987）、成長期（1988-1998）、轉型期（1999-2008）。概述各期佛
教印經事業發展之內容與特色，希望藉此整理，瞭解臺灣地區佛教的出版，也對佛教的文化發展作
一回顧。

關鍵詞：印經；佛經；佛教出版；印經事業

一、前言
二千五百多年前佛陀在菩提樹下證悟了宇宙
人生真理，之後有眾多弟子追隨佛陀修學佛法，
當時佛陀說法的內容都是靠弟子口耳相傳並無文
字記錄，直到佛陀入涅槃之後的第一個結夏安
居，才由迦葉聚集眾多弟子共同結集背誦佛陀說
法的內容，而真正使用文字記錄佛陀說法的內
容，傳說是在佛入涅槃四、五百年之後（註 1）。
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約在東漢時期，當時的
佛經文字都是梵、巴等語文，因此高僧大德開始
從事佛經漢譯工作，使佛經得以在中國傳播。佛
經的流傳也因為朝廷及民間大量的抄經、寫經、

刻經，帶動佛教的信仰；至宋代印刷術的發達，
開啟民間集資刻印大藏經的風氣。由此可以得
知，佛經流傳的媒介主要是透過語言及文字，而
在中國的發展是歷經譯經、寫經、印經的過程。
佛滅後二千五百年，佛經可以長久的流傳，
除了仰賴這些傳播媒介外，其主要原因是在眾多
經典中明載流通經典的利益功德，因此印製、流
通經典遂成為佛教的重要信仰文化。在臺灣地
區，人民擁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隨著政治、經濟、
社會的進步，印刷、流通經典的風氣亦隨之發展。
尤其政府遷臺之後，在佛教經典稀有、不易取得
的情況下，陸續成立了多所印經會，由眾人集資
影印經典，免費贈送給需要閱讀的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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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的進步與信仰的開放，昔日的印經

由歷來研究資料發現，探討印經會組織運作

會不只是印製經典，甚至還流通現代著作的佛

的資料相當有限。其中，黃德賓於〈臺灣地區佛

書。無論在版本、裝幀上，都相當的現代化，流

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中記述：「印經會為一種

通佛教經典的單位已不再侷限於「印經會」，更

佛教團體，由負責人向信眾招募資金，用於專門

擴及「出版社」、「基金會」等，使得六十年來

出版關於佛教義理的書籍或視聽資料，使大眾可

佛教印經事業發展，呈現特有的出版樣貌。

以免費索閱或以成本價請得，以此方式推廣佛教

因此，本文擬以政府遷臺以來，近六十年來
臺灣的佛教印經事業發展歷程進行探討。本研究
以歷史結構分析為主軸，分析佛教印經事業發展
歷程，希望藉此整理、瞭解臺灣佛教的出版方式，
也對佛教的文化發展作一回顧。

二、佛教印經事業的範疇
歷來印製、流通佛教經典的機構單位眾多，

的教義。」（註 2）

（四）「流通處」的定義
有稱為「佛經流通處」。指專門出售或贈送
佛教經書之處，而近代大部分的流通處，同時也
經營佛書出版的工作（註 3），如「善導寺佛經流
通處」。

（五）「佛教印經事業」之界定

如：印經會、印經處、印經組、印經社、流通處、

現今眾多的印經單位，已突破過去傳統的出

印經館、印經中心、佛經處、佛書處、善書處、

版模式，不只是印刷「佛教經典」而已，而是將

贈經會、贈經處、印送會、印送處、送經處……

「印經」廣義化。就印製的內容而言，不僅是佛

等，而這些印經單位最常見的有「印經會」與「流

教經典，還包括佛教的著述、學佛心得等；就印

通處」。本文嘗試由各種文獻整理歸納佛教印經

製載體而言，除紙本圖書外，還包括錄音帶、錄

事業的範疇定義。

影帶、光碟等多媒體；流通方式，有集資出版、
結緣、付郵資（或工本費）、附印等。

（一）「印經」之界定
本文所述之「印經」，採廣義說，非僅印刷
出版佛教經典，尚包括出版佛教圖書、非書資料。
本文所述之「印經」不包括「雜誌」之助印、附
印等論題。

（二）「助印」、「附印」之界定
「助印」為協助印製，贊助相關成本，免費贈
送予需要者。「附印」為適用於大量需求者，於印
製時給付印製相關成本，一併印製所需的數量。

（三）「印經會」的定義

因此，本文嘗試將這一連串與印經相關的行
為定義為：指以傳播佛法為目的，透過募款、集
資方式，印製佛教圖書文獻，提供眾人流通，且
不以營利為目的，其單位所從事的行為與工作，
稱為「佛教印經事業」。

三、佛教印經單位之類型
究竟有哪些單位在從事「佛教印經」工作？
若依本文對「佛教印經事業」的定義，則會發現
佛教印經單位之類型相當多。本文嘗試由「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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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館藏聯合目錄」（註 4）之佛教圖書館館藏

究單位；21. 法人機構；22. 書院；23. 堂；24. 素

佛學書目出版項資料，找出臺灣地區的出版單

食館；25. 印刷所；26. 文具店；27. 醫療單位；

位，而有關個人出版及學位論文出版不在統計之

28. 佛弟子。其中，以「印經會」、「寺院單位」

列，並刪除重複的部分，將這些出版單位性質相

及「基金會」三類的出版量為最多。「印經會」

近或相關者，加以整理、歸納出 28 類（見表一）

這一類包括的單位有印經處、印經組、印經社、

──1. 出版社；2. 書局；3. 印經會；4. 圖書資

印經館、印經中心、佛經處、佛書處、善書處、

料中心；5. 雜誌社；6. 廣播、電視、網路；7. 寺

贈經會、贈經處、印送會、印送處、送經處，此

院單位；8. 慈善團體；9. 教會團體；10. 法會因

類所出版的圖書資料算是「佛教印經事業」之大

緣；11. 委員會；12. 文物流通處；13. 放生會；

宗；其次為「寺院單位」與「基金會」。不可忽

14. 紀念會；15. 學會組織；16. 志業中心；17. 大

視的，一些廣播媒體也在從事佛教印經出版活動。

專院校佛學社團；18. 佛學院所；19. 學校；20. 研
表一：佛教圖書館館藏佛書之出版單位彙整表
序號
1

單位類別
出版社

涵蓋範圍

出版社、文化館、編撰 中華佛教文化館、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佛教
社、編譯館、編印會

2

書局

3

印經會

列舉

編譯館、和裕、南林、香光書鄉、圓光等
法輪書局、益群書店、菩提書局、瑞成書局等

印經處、印經組、印經 九品班印經坊、大乘精舍印經會、中國佛教文
社、印經館、印經中心、 物印經會、中華印經協會、仁王護國印經會、
佛經處、佛書處、善書 海藏寺清嚴肉身菩薩弘法印經會、莊嚴印經功
處、贈經會、贈經處、 德會、雪廬受託印經處、普門文庫、普賢王如
印送會、印送處、送經 來印經會、無漏室印經組、善導寺佛經處、夢
處等

參印經功德會、覺慧印經中心、觀世音佛經善
書印送會等

4

圖書資料中心

圖 書 館 、 佛 學 資 料 中 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佛學資料中心、太虛
心、圖書室

圖書館、佛教法藏圖書館、香光尼眾佛學院圖
書館、華藏佛教視聽圖書館、華藏圖書館、慈
光圖書館、嘉義新雨圖書館等

5

雜誌社

週刊社、報社

人乘佛刊雜誌社、白話佛經雜誌社、向覺雜誌、
明倫雜誌社、南海菩薩雜誌社、香光莊嚴雜誌
社、普門慈幼雜誌社、慈雲雜誌社、豐餘書報
社、覺世旬刊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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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6

單位類別
廣播、電視、網路

涵蓋範圍
電視臺、節目製作社

列舉
大愛衛星電視、生命電視臺、白雲廣播、全球
素食網、佛教電視臺、佛衛電視慈悲臺、金禧
廣播、海德廣播節目製作社等

7

寺院單位

道場、寺院、禪舍、禪 三慧講堂、太平慈光寺、文殊講堂、臺中市佛
院、內院、別院、淨苑、 教蓮社、臺中南普陀寺、臺中慈善寺、打鼓岩
蘭若、精舍、靜舍、淨 元亨寺、本願山彌陀講堂、西蓮淨苑、妙雲蘭
舍、講堂、學舍、學苑、 若、宏法寺、香光尼僧團紫竹林精舍、悟光精
學社、學園、佛教堂、 舍、般若學苑、高雄佛教堂、華嚴蓮社、華嚴
蓮社

蘭若、隆峰寺、圓覺學社、農禪寺、燕巢悟光
精舍等

8

慈善團體

救濟會、慈善會、功德會 光明慈悲喜捨救濟會、佛教慈濟功德會、廣慈
僧伽醫藥慈善會等

9

教會團體

佛教會、協（進）會

中國佛教音樂推廣協會、中國佛教會、中國隨
緣社會服務協會、世界佛教僧伽會、正信佛教
青年會、關懷生命協會等

10

法會因緣

三壇大戒會、法會

三壇大戒會、仁王護國息災法會、白公上人八
秩華誕傳戒籌備會、佛光山萬佛三壇大戒法
會、南投縣各界聯合千僧護國祈福消災大法會
籌備會、臨濟宗淨覺山光德寺傳戒委員會等

11

委員會

編委會

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編委會、太虛大師全書編纂
委員會、佛光山宗務委員會、佛學教科書編輯
委員會、演培法師全集出版委員會等

12

文物流通處

文物中心

中國佛教文物中心、全德佛教精品、吉祥文物
中心、佛化人生佛教圖書文物中心、菩提樹佛
教文物、慈恩佛教文物中心等

13

放生會

弘光放生會、淨覺院放生會等

14

紀念會

白聖長老紀念會、壹同寺玄深恩師永久紀念會、慶
祝玄奘大師誕辰紀念委員會等

15

學會組織

弘（宏）法會、弘法社、 七號公園竹林禪意區促進會、中華佛教居士
弘法團、念佛會、共修 會、中華佛學研究所護法會、中華電子佛典學
會、佛學會、學佛會、居 會、北投佛教居士林、臺中市中觀佛學會、臺
士林、居士會、護法會、 北佛教利生中心、臺南淨宗學會、正信佛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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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類別

涵蓋範圍

列舉

研究會、佛法中心、菩薩 光照念佛會、汐止念佛會、佛陀教育中心、佛
會、法施會、婦女會

教居士共修會、高雄宏法寺慈恩婦女會、蓮因
寺大專學生齋戒學會等

16

志業中心

志業服務處、文化服務 中觀佛教文化中心、白雲文化中心、佛光山佛
處、文化中心

教文化服務處、佛法中心、佛教慈濟文化中心、
無盡燈佛教文化中心等

17

大專院校佛學社團

中興大學智燈社、文化大學智慧社、淡大正智
社、逢甲大學教職員工佛學社、普覺佛學社、
慈濟青年社、臺灣大學晨曦學社等

18

佛學院所

佛學院、學佛院、佛學 中國佛教學院、臺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院、法
研究所

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
法鼓佛教學院、香光尼眾佛學院、原始佛教學
院、華嚴專宗學院、圓光佛學研究所、慈光禪
學研究所、慈光禪學院、福嚴佛學院等

19

學校

專科院校、大學、研究所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佛光大學宗教文化研究中
心、法鼓山僧伽大學、南投縣私立普台國民小
學、南華大學宗教文化研究中心、能仁家商、
清華大學等

20

研究單位

研究中心、研究社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研究中心、華梵大學曉雲法
師研究中心等

21

法人機構

基金會、社團法人

十方禪林文教基金會、中華民國弘一大師紀念
學會、中華民國正念動中禪學會、中華禪淨協
會、中華護生協會、內觀文教基金會、內觀教
育基金會、弘誓文教基金會、休休文教基金會、
印順文教基金會、安寧照顧基金會、佛陀教育
基金會、佛陀教育基金會、伽耶山基金會、李
炳南居士紀念文教基金會、社團法人中華慧炬
佛學會、淨心文教基金會、智諭老和尚教育紀
念基金會、聖嚴教育基金會、達賴喇嘛西藏宗
教基金會、福智文教基金會、澎湖大悲寺禪淨
基金會、蓮子護生協會、嚴寬祜文教基金會、
續明法師紀念獎學基金會、護持大乘法脈基金
會、靈泉禪寺善慧文教基金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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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類別

22

書院

23

堂

涵蓋範圍
書齋、書屋、書房

列舉
可筑書房、白鄰書屋、法味書院、慧海書齋等
臺灣省臺中市正覺堂、彙文堂、樂清朱氏詠莪
堂、養正堂等

24

素食館

素食餐廳

如來素食樂園、松竹素食館等

25

印刷所

印刷（有限）公司、製 文橋彩色製版社、日星電腦排版打字公司、世
版社、電腦排版打字公 樺印刷事業、台北印刷局、源太裝訂公司等
司、裝訂公司

26

文具店

文具店、文具行

乙勝文具、春輝文具紙品公司等

27

醫療單位

藥行、診所、醫院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黃則洵皮膚科診所、新富
山藥行、濟民參藥房等

28

佛弟子

十 方 佛 弟 子 、 三 寶 弟 十方佛弟子、十方法界眾生、十方眾生、三寶
子、四眾緇素

弟子、三寶弟子眾、佛教四眾弟子、祥光精舍
信眾、華藏法會四眾緇素、道證法師暨臺大晨
曦社師生、臺美加港星四眾緇素、釋廣化之四
眾弟子等

四、臺灣地區佛教印經事業發展概況
根據上述整理可略窺民國 38 年至 97 年間印
經單位之類型，由於時間長達六十年之久且類型
眾多，因此本文嘗試以文獻分析法來探究臺灣地
區六十年來佛教印經事業的發展概況，蒐集與佛
教印經事業相關的研究文獻資料，進行整理分
析，歸納出各階段的發展特色。資料來源以臺灣
早期發行的期刊，如《台灣佛教》、《海潮音》、
《覺生》、《覺世》、《菩提樹》、《人生》、
《中國佛教》、《慈雲》、《獅子吼》等刊物上
所記載的印經活動與訊息，進行整理。並以「佛
教圖書館館藏聯合目錄」之館藏書目，整理出佛
教印經事業單位，配合年度，找尋出各階段的印

經事業單位，再從中選擇有特色之印經事業單
位，從其出版品觀察出版之內容、裝幀、版式等
資訊，由此建構各階段的印經出版概況。
佛教印經事業發展，依據所查得之文獻資料
整理，將佛教的印經出版事業發展略分四個階
段：草創期（1949-1971）、萌芽期（1972-1987）、
成長期（1988-1998）、轉型期（1999-2008）。此
四階段是以出版事宜改變最明顯的階段為分界
點，如民國 61 年，普門文庫的成立，帶動印經會
的興盛；民國 76 年，是臺灣戒嚴解除、報禁解除，
出版品走向開放的時代；民國 88 年 1 月廢止「出
版法」，出版單位不需向新聞局申請登記，以出
版社為名從事佛教印經出版，不易統計，再加上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48 期 9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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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盛行，更加速改變了佛教印經的方式。

都由董事隨喜捐款或相知之友人捐助。……計自

因此，本文試依上述四階段分別概述各期印經事

1949 年創辦以來，至 1962 年 1 月止，已出版經書

業發展之內容與特色。

155 種，約計四十三萬冊。1961 年，朱鏡宙因年

（一）草創期（1949-1971）──民國 38 年至
民國 60 年
1. 草創期的文化背景
臺灣佛教的發展，自戰後 38 年政府遷臺以
來，市面上少有佛教經典的出現，想買一本佛經
閱讀，但價格卻相當高，誠如朱鏡宙所言（註 5），
因此就有朱鏡宙與李子寬等人於民國 38 年發心籌
辦成立印經會，即臺灣地區第一所成立之印經單
位──「臺灣印經處」。當時臺灣佛教的時代背
景，是政府遷臺之後，有許多期刊在臺灣復刊、
創刊出版，如民國 39 年 7 月，《覺群》停刊，《覺
生》創刊；民國 40 年，《人生》月刊復刊；民國
41 年，《菩提樹》雜誌創刊；民國 46 年，《覺世》
旬刊創刊；民國 55 年，《海潮音》復刊號出版等。
這些期刊經常刊載「佛經流通」的訊息（註 6）、
「徵求附印啟事」（註 7），間接加速了印經資訊
的流通。再者，民國 44 年，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
大藏經委員會成立（註 8），也是帶動佛經流通普
及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2. 草創期成立的印經單位
此階段成立的印經單位，有民國 38 年「臺灣
印經處」（註 9）、民國 40 年成立「臺中市佛教
蓮社」（註 10）、民國 46 年星雲法師成立「佛教
文化服務處」（註 11）、民國 57 年成立「華嚴蓮
社印經會」（註 12）。其中「臺灣印經處」，由
「朱鏡宙與大醒、李子寬等人發起成立。……印
經處成立之初，並未對外公開募款，印經費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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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多病，將臺灣印經處改由善導寺道安接辦。此
一印經處所出版之佛書，大多為大陸佛書之影印
再版，甚少排印新著作。雖然如此，其所出版之
佛書，對光復後之二十年間的台灣佛教界，仍有
一定的影響。」（註 13）
從各圖書館典藏的書目中（註 14），瞭解此
階段出版圖書的單位還有「臺灣佛學院」（民國
38 年）、「獅頭山元光寺」、「十普寺」（民國
44 年）、「法音雜誌社」（民國 45-50 年）、「中
、
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委員會」（民國 48 年）
「國際佛教文化」
、
「十方大覺寺」（民國 50 年）、
「慧日講堂」（民國 52 年）、「中華佛教文化館」
（民國 53 年）、「獅子吼雜誌社」（民國 56-60
年）、「開元寺佛經流通處」（民國 56 年）、「光
德寺」（民國 57 年）、「海潮音社」（民國 60
年）等等。另有「臺中瑞成印書館」，早年即開
始從事佛經的流通、代印刷等工作。（註 15）可
惜有眾多印經單位未能查獲正式開始出版書的時
間，故本文僅列舉供參考。
3. 草創期出版品的流通
以上所略述之印經單位，募款方式除了自由
捐贈「助印」外，亦提供有價的「附印」（註 16），
每冊定基本工本費提供流通，流通處以佛寺單位
為主，如「善導寺流通處」、「開元寺佛經流通
處」，還有一般的「分售處」，如「臺中瑞成印
書館」、「高雄慶芳書局」等；其中，最普遍的
流通方式是於雜誌上刊載「贈書啟事」，由需要
者自付郵資，贈完為止，（註 17）詳見圖一。

專題論述

4. 草創期出版品的特色

《大正新脩大藏經》；民國 64 年出版《卍續藏經》

此階段印經單位的出版品，大多是以影印大

等。工具書方面，民國 63 年明復法師編《中國佛

陸帶來的佛經為主，也有部分印行初機學佛的書

學人名辭典》（註 19）、民國 64 年《中華民國六

籍；印刷方式以鉛印為主；裝幀方式以線裝、騎

十年來佛教論文目錄》的出版，這些大量的佛教出

馬釘的書為多。

版品，奠定了佛教的學術研究基礎，也開啟了佛教

書籍排版的典型模式是：封面之內頁刊載「印

文化傳播的新紀元。

造佛經佛像之十大利益」，書名頁刊載「南無本師
釋迦牟尼佛的佛像」，書後刊載「助印功德芳名」、

圖一：贈書啟事

「助印功德金收支清單」、「回向偈」（普為出資
印送及讀誦受持輾轉流通者回向……），較特別的
是，
「臺灣印經處」出版品的書後會有「收支報告」，
記載收入、支出、結存、新收董事芳名；「存紙報
告」可能因為當時印刷者為「臺灣省政府印刷廠」，
紙張為配給的，因此每次印完書之後會列出「結存
印書紙幾令張」，（註 18）詳見圖二。

（二）萌芽期（1972-1987）──民國 61 年至
民國 76 年

圖二：存紙報告

1. 萌芽期的文化背景
民國 61 年至 76 年，是臺灣經濟的起飛階段，
是佛教出版界的萌芽期，有眾多的佛教學報誕生，
如《佛教文化學報》（民國 61 年）、《華梵佛學
年刊》（民國 71 年）、《中華佛學學報》（民國
76 年）。期刊的創刊，如《普門》雜誌（民國 68
年），《現代佛教》雜誌（民國 70 年）、《人生》
雜誌（民國 71 年復刊）、《文殊》雜誌（民國 75
年）。大套叢書的出版，有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
學術叢刊》100 冊（民國 65-68 年）、藍吉富主編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100 冊（民國 73-78 年）等。
藏經方面，民國 66 年，廣定法師編《佛教大藏經》
出版；民國 62 年 12 月，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出版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48 期 9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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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萌芽期成立的印經單位

舍印經會」、「佛陀教育基金會」、「菩提長青

本階段成立之印經單位，民國 61 年 4 月成立

社」、「淨心印經會」（後來更名為：「淨心文

「普門文庫」（註 20）、民國 62 年的「大乘精舍

教基金會」），在當今佛教的弘法上扮演著重要

印經會」（註 21）、民國 69 年的「慈心佛經流通

的角色。

處」、民國 74 年的「佛陀教育基金會」（註 22）、

3. 萌芽期印經單位的組織管理

「菩提長青社」（註 23）、「淨心印經會」（註

本階段的印經會組織，有二個共同的特色：(1)

24）、民國 75 年「文殊印經會」（註 25）等等。

成立「會員制」招募參與助印的基本成員。(2) 以

從各圖書館典藏的書目中，得知此階段的印

「印經工作」為主，擴大到其他的弘化活動。如

經單位還有「鳳山佛教蓮社」（民國 62 年）、「琉

「普門文庫」每月平均出版 1 本書，約有 14 年的

璃經房」（民國 63 年）、「華嚴法施會」（民國

時間，出版的書高達 167 種之多（註 26），並設

64 年）、「佛經善書印送會」（民國 65 年）、「佛

有慈善、文化、弘法、總務四個組織（註 27），

經善書贈送處」（民國 65-67 年）、「諾那精舍

此一影響力帶動後來很多印經單位也採用「會員

金剛贈經會」（民國 66 年）、「華藏贈經處」、

制」，如「菩提長青印經會徵求會員」（見圖三）

「青蓮印經會」（民國 67 年）、「淨蓮印經會」、

（註 28）、「大乘精舍印經會會員參加辦法」（註

「華藏佛教視聽圖書館」、「菩提印經會」（民

29）、民國 71 年「蓮友印經會簡則」（註 30）、

國 69 年）、「慈心贈經處」（民國 71-73 年）、

「峨眉精舍善書互印會擴大會友辦法」（註 31）、

「慈恩周刊印經會」（民國 74 年）、「大悲印經

「慈心佛經流通處印經會簡介與參加辦法」（註

會」（民國 76 年）等等。

32），詳見圖四。另外，這些印經單位的成立，

此階段所成立之印經單位，有不少單位已有

除了以印製佛教經典、圖書提供贈閱流通外，還

二、三十年的歷史，至今仍在運作，如「大乘精

從事慈善、救濟、放生等工作，參與佛教的弘化。

圖三：「菩提長青印經會徵求會員」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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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慈心佛經流通處印經會簡介與參加辦法

4. 萌芽期出版品的特色

新聞週刊》創刊、民國 80 年《僧伽雜誌》創刊、

此階段印經單位的出版品特色：出版的內容

民國 86 年《正觀》雜誌創刊。藏經的出版，民國

以「淨土法門」為主的經書增多，也有專門印製

79 年至 87 年《漢譯南傳大藏經》出版，民國 80

佛經的印刷廠出現，如「和裕」、「世樺」。排

年台北版《西藏大藏經》出版（註 33）。工具書

版方式，於民國 70 年代開始，陸續採用電腦打字

方面，民國 77 年《佛光大辭典》、民國 83 年《中

排版，如「文殊印經會」印刷之《華嚴經》。

華佛教百科全書》的出版。這時期隨著網際網路

（三）成長期（1988-1998）──民國 77 年至
民國 87 年
1. 成長期的文化背景
民國 77 年至民國 87 年，可謂佛教文化出版
的興盛繁榮期。研究佛學的專業學報陸續創刊，
如民國 82 年《圓光佛學學報》創刊、民國 85 年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創刊、民國 86 年《中華佛
學研究》創刊。在期刊出版方面，民國 77 年佛教
第一份日報創刊──《福報》、民國 78 年《佛教

的盛行，地球村的概念出現，南北傳、藏傳各系
佛教進入臺灣，出現了大量的佛教文獻翻譯。
2. 成長期成立的印經單位
本階段成立之印經單位，有民國 79 年的「法
界佛教印經會」（民國 73 年原名「法界佛教贈經
會」）（註 34）、民國 81 年的「香光書鄉出版社」
（ 註 35 ） 、 民 國 87 年 「 中 華 電 子 佛 典 協 會
（CBETA）」成立（註 36）、民國 85 年成立「法
妙印經會」（註 37）等等。其中以出版社為名從
事出版的「香光書鄉出版社」，陸續翻譯出版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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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高僧佛使尊者的一系列著作，是臺灣地區引介

非營利為主，故轉變為「財團法人」或「社團法

泰國南傳佛教思想的開始。另外，隨著資訊科技

人」的機構，使「印經工作」成為母體機構的主

的進步，也出現以發行數位藏經為主的佛教印經

要事業，同時也從事相關的文化工作。如此的改

事業單位──「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變，使「印經事業」的出版品，也開始以另類方

從各圖書館典藏的書目中，可看出此階段的

式拓展行銷管道，最明顯的是異於傳統佛書流通

出版單位還有洪啟嵩創辦的「菩提書院印經會」、

管道，在一般書店或網路書店也可以見到佛教印

「如來印經會」（民國 84 年）、「白馬精舍印經

經單位的出版品陳列販售。

會」（民國 77 年）等等。

2. 轉型期成立的印經單位

本階段的印經單位，明顯增加以機構為主的

此階段成立之印經單位，有民國 88 年成立的

單位，有佛學院、基金會、寺院單位，如：圓光

「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民國 90 年成立

佛學院、慈善佛學院、中台文教基金會等等。

的「中華印經協會」；其中「社團法人中華華藏

3. 成長期出版品的特色

淨宗學會」是以專門製作「數位多媒體」的出版

此階段印經單位的出版品特色：文化移入

品為主，且出版內容以淨土思想為主；另有弘律

期，如將日、歐、美各國研究成果譯成中文出版；

單位所印製的「律典相關書籍」。這些以弘揚某

載體由紙本、錄音帶、錄影帶等朝向數位發展，

一經、某一思想、典籍為主而成立的佛教印經事

如光碟、網路、數位佛典；彩色印刷大量出現；

業單位，在此階段特別盛行，漸漸的可以發現，

印經單位開始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nternational

印經的內容開始朝向分眾方式發展。

Standard Book Number，簡稱 ISBN）之登記，如
圓光印經會、香光書鄉出版社等等。

（四）轉型期（1999-2008）──民國 88 年至
民國 97 年
1. 轉型期的佛教印經單位
本階段大社會資訊科技的進步，也帶動佛教
印經會的轉型，印經的載體也轉為影音、數位多
媒體，最明顯的是網路上有許多法師講經的影音
及佛教音樂等資源。
另外，還出現一種現象，就是許多印經單位
在萌芽期時，轉以出版社方式經營，但到了民國
88 年 1 月 20 日正式廢止了具有近七十年歷史的
「出版法」之後，許多印經事業單位，由於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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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華印經協會」是近年來專門以從
事「印經事業」為主，向政府機構成立「社團法
人」之機構單位，成立的時間不長，但印書量相
當龐大，舉凡經、律、論等，且跨足多媒體的出
版流通，讓佛教印經事業的出版品走向多元化。
3. 轉型期出版品的特色
此階段印經單位的出版品特色：本土著作興
盛，因此有不少本土的著作或翻譯著作，透過印
經單位印製流通，且運用多種載體出版結緣書。
隨著科技印刷進步，明顯的發現此階段所印製的
經典圖書，已朝向裝幀典雅、印刷精美來引起大
眾們閱讀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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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印經事業發展之趨向
臺灣的佛教自民國 38 年發展至今，其信仰傳
布既深且遠，印經事業的興盛可說是對佛教信仰
與文化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由本文之研究得
知，印經事業之發展與國家政治、經濟環境、社
會文化等，息息相關。以下就上述四階段的整理，
將印經事業發展之趨向歸納為出版內容、載體改
變、母體機構、經營管理四個項度探討。
1. 出版內容：印經會的出版內容，由以上各階段
的發展可略而得知，出版品內容與社會的發展
息息相關，如戰後臺灣的出版品以影印大陸經
書為主，民國 60 年到 70 年代弘揚淨土者眾多，
當時印經會的出版品也以印製「淨土」叢書為
多。明顯發現佛教的印經內容，也由傳統印製

更多人的護持，如民國 90 年所成立的「中華印經
協會」算是以印經為主的「社團法人」。
4. 經營管理：臺灣印經事業的發展，初階段都是
由印刷廠代為印刷（可參見早期出版品版權頁
上的發行所）；之後隨著佛教的大量印經、單
位眾多，開始出現佛教專門的印刷廠（公司），
如「和裕」、「世樺」出版品從來稿、排版、
版式、規畫書系到印刷品印製完成、提供結緣
流通，都是有組織的管理。亦有將印刷成書的
電子檔案置於網路上提供下載，如「佛陀教育
基金會」，這是網路時代的「印經出版品」。
因此，我們可以說臺灣印經事業單位的出版流
程，是朝向現代化的出版運作。

六、結語

經書轉變為印製現代的著作出版。地球村時代
的來臨，宗教信仰的開放，南傳、藏傳佛教進
入臺灣，結緣書印製內容更廣泛，遍及各宗派
及各學科。因此，由出版的內容，約略可解讀
到當時代的佛教發展。
2. 載體改變：由上文所述印經事業發展的四個階
段，可以明顯發現印經事業的載體，由平面紙
本的出版到影音多媒體，乃至網路傳播媒體。
隨著載體的改變，「印經」一詞已成為佛教非
營利出版品的代名詞，不只是指書的媒體，還
包括一切的非書資料。
3. 母體機構：佛教印經事業的發展，由第二階段萌
芽期開始即可發現印經單位的組織，已由純粹以
印經功能為主所成立的單位，逐漸轉變成以法人
機構為主，如「基金會」、「佛寺單位」、「社

臺灣佛教印經事業的未來走向，與佛教文化
發展密切相關。佛教的印經出版所產生的影響，
仍有諸多議題可再進一步討論，如：出版內容；
提供的對象；出版品的印量管控；供需問題──
過多的印製是否造成負擔；助印圖書之版權問題
──在早期版權問題並未受到重視，隨著時代的
進步，普遍已建立尊重版權的觀念，但仍有可論
議之處；十方信施捐助印製佛經，如何妥善管理
專款；處於現今網路時代，佛教印經會的出版品
如何因應流通？如何保持印經事業存在的意義與
功能，又能出版優質佛書傳遞佛法，彰顯教化的
功能，藉由佛教出版品的出版流通，讓大眾受益，
獲得身心淨化，這是所有參與佛教文化推廣者可
再關切省思之處。

團法人」。由此發展歷程可知，佛教印經事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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