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論述

南傳巴利聖典在故宮：
院藏緬文貝葉經初探
葉淑慧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助理研究員
【摘要】近年來，國立故宮博物院接受各界捐贈之緬甸文鈔刻「貝葉經」共有 117 函，職司典藏之
圖書文獻處為對其文獻形制與內涵獲致進一步的瞭解，曾邀請專家協助整理編目。本文擬針對整理
成果，從文獻學角度，說明貝葉經與南傳上座部佛教、巴利三藏的傳承，再依《漢譯南傳大藏經》
之分類與次序，介紹院藏貝葉經之內容與價值，勾勒其內涵、形制、特性。
本院獲贈之貝葉經，多來自西元十八至二十世紀的緬甸，大致涵蓋南傳上座部佛教巴利「律」、
「經」、「論」三藏聖典、義疏（含注釋、疏鈔與注解書）、藏外文獻（含南傳佛學個人論著、巴
利文法與字辭典書、筆記書）等，不乏來自原始巴利傳本的鈔刻，幾乎包羅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各類
經籍，俱屬南傳佛教的教法、戒律、哲理與傳承，豐富可觀。寫經與刻經之捐獻功德是佛教文化得
以傳承的重要途徑，珍貴及多人供養的佛典經一再傳鈔，不僅具保存文獻與祈願功德之殊勝意涵，
亦凝聚著佛教思想之精華，所呈現的不僅是一種宗教活動，亦為一種文化現象。
本文所述，乃研究院藏緬文貝葉經典的一個開端，望能揭開亞洲南傳貝葉佛典的些許面貌。院
藏南傳巴利聖典雖是現存佛海之一粟，然彌足珍貴，期待學者專家的探究，賦予更多的意義與價值。
關鍵詞：貝葉經（Palm-leaf Manuscripts）；緬文貝葉經（Myanmar Palm-leaf Manuscripts）；
巴利三藏（Pāli Tipitaka）；巴緬逐詞譯注佛經（Nissaya）

一、前言
「貝葉經」（Palm-leaf Manuscripts）乃鈔刻
在樹葉上的佛經，普遍流傳於南亞與東南亞諸佛
教國家。它帶著濃厚的宗教色彩，被視為代表佛
教的神聖經典，也是現今歐美博物館與圖書館視
為亞洲重要文化資產而珍藏之典籍。佛教學者重

視的是它記載的大量佛教原典與文獻；文化史學
者重視的是它所呈現的文化意涵，以及豐富的原
始文明記錄；而社會與民族學者則運用其原始紀
錄屬性，作為社會風俗、生產活動與社會制度研
究的材料。
貝葉經的收藏盛行於南傳佛教的國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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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泰國、印度、斯里蘭卡等，其博物館或圖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Palm-leaf Manuscripts in

書館藏有數以萬計的貝葉經，中國雲南傣族地區

Tamil）（註 5）、臺灣《中華佛學研究所緬甸聖

（德宏與西雙版納）亦有八萬餘部的貝葉經收藏

典寫本簡明目錄》（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註 1），而未經整理與調查之廟宇、寺院與私人

Buddhist Studies Manuscript Collection Summary

收藏之貝葉經更是難以估計。各收藏單位無不視

Catalogue）（註 6）及英國《威爾康醫學史圖書館

之為神聖經典，而其保留大量巴利原典的特色，

緬文經典目錄》（Catalogue of the Burmese-Pali

更使之成為佛語寶藏，被禮敬之程度與佛像無

and Burmese Manuscript in the Library of the

別。然而，有學者專家指出，大部分緬文貝葉經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註

典的收藏尚未經編目與整理，使學術界對於經典

7）之編目格式與著錄項目為例，探析貝葉經的書

的文獻資訊與內涵掌握不易（註 2）。

目、主題等資訊描述，整體認識貝葉經的編目作

近年來，筆者與「貝葉經」有極深刻的接觸，
話從國內私人收藏家盧鐘雄先生最初捐贈本院 3

業，試圖建構貝葉經的編目格式與描述欄位，成
為院藏貝葉經整理與編目工作之基礎研究。

函貝葉經說起。本院為解讀所蘊藏的經籍內容，

由於筆者不諳鈔刻於貝葉經上的緬甸語文與

也為了對它有更多的認識，曾於 2004 年 10 月邀

巴利語，對於內容的判讀與著錄產生極大的困難，

請緬文貝葉經學者 Peter Nyunt 蒞院指導編目，開

故曾邀請熟悉典籍語文的澳洲昆士蘭大學博士溫

啟筆者對貝葉經的興趣與關注。嗣於 2005 年 12

宗堃與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曾國興二位

月筆者造訪泰國廟宇探尋貝葉經，親眼觸及孟族

先生協助經籍內容的判讀與編目，並對經典所記載

（Mon）寺廟老和尚持經唸誦的神態，聆聽其平

與呈現的各項細節予以描述。本文擬針對整理成

和沈靜的經文唸誦，彷彿時空停滯於幾世紀前的

果，從文獻學角度，說明貝葉經與南傳上座部佛教

廟宇殿堂之中。2006 年 10 月及 2008 年 6 月，盧

（Theravāda）、巴利三藏（Pāli Tipitaka）的傳承，

鐘雄先生又以 114 函貝葉經贈予本院（註 3），使

並介紹院藏貝葉經籍之內容與價值，再依《漢譯南

筆者再有機會與「貝葉經」做更直接的對話。

傳大藏經》之分類與次序，勾勒其內涵、形制、特

筆者於 2005 年撰〈論述貝葉經整理與編目工

性，期以對有興趣之研究者提供參考。

作〉（A study of the cataloging of the palm leaves
manuscripts）一文（註 4），對國內、外貝葉經典

二、貝葉經與南傳上座部巴利佛典

藏機構的整理與編目工作進行初步的探討。文中

「貝葉經」相傳發源於距今約二千五百年前

談述貝葉經的編目描述經驗，從緬文貝葉經的裝

的印度，最早的古印度文字乃刻於石頭或泥土製

幀形式與刻寫方式，說明貝葉經的著錄項目及特

成的印章上，自貝書（即在貝葉上書寫的形制）

殊描述，以泰國曼谷「脆弱貝葉基金會」（Fragile

流行後，就取而代之成為最主要的文字書寫載

Palm Leaves Foundation）之緬文貝葉經編目、亞

體。貝葉，是一種生長於熱帶、亞熱帶的棕櫚科

洲研究所之「泰米爾貝葉經編目格式」

植物，其全稱為「貝多羅葉」，梵語稱 pattra，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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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tala，意為「樹葉」。在紙張尚未發明以前，古

載印度其他宗教經典，例如：吠陀宗教與婆羅門

印度的僧人以貝葉刻鈔佛教典籍，而這些刻寫在

教，由於佛教在世界的影響力，其他宗教的貝葉

樹葉上的佛經，便被稱為「貝葉經」，傣語稱「坦

經典幾乎被人忽略（註 16），而南傳上座部佛教

蘭」（註 8、註 9）。

與貝葉經的關係顯得密不可分。南傳上座部佛教

雖然學界對以貝葉記載佛教經典的時間及年

（Theravāda）係佛教在傳播與發展中逐漸形成的

代尚無明確定論，然其歷史久遠是早被肯定的。

一支，為斯里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老撾

現存最古早的貝葉經鈔刻年代為西元 85 年（註

與中國傣族等地區人民所尊奉。據載，最初的佛

10），倫敦威爾康圖書館（Wellcome Library）蒐

教經典是以口傳「結集」方式形成，亦稱「會誦」，

藏的貝葉經中，最早可溯至西元十一世紀（註

由一人當眾背誦釋迦牟尼佛生前的教說，經與會

11），而緬甸仰光大學中央圖書館（Universities

者審核通過方式產生。佛教經典體系──「律」

Central Library in Yangon）內有一部殘存西元 1493

（Vinaya pitaka）、「經」（Sutta pitaka）、「論」

年的緬文貝葉經 Ganan : lanka nhan mre kham ho

（Abhidhamma pitaka）三藏（Tipitaka）之佛說與

nann（註 12）。中國元成宗元貞元年（西元 1295

論說，由此開始。

年）周達觀《真臘風土記》在〈三教〉之記載：

南傳佛說教法的結集曾發生數次，於《島王

「所誦之經甚多，皆以貝葉疊成，極其齊整，於

統史》
（Dīpa-vamsa）及《大王統史》
（Mahā-vamsa）

上寫黑字，既不用筆墨，不知其以何物書寫。……」

記述佛經結集的歷史（註 17），前兩次舉行於印

（註 13）
，真臘即今所稱高棉（在今柬埔寨境內），

度，時間約佛入滅當年及其後第一百年（註 18）；

在西元十三世紀的真臘僧人即以貝葉經誦經。相

第三次結集則於佛滅後二百三十六年（約西元前

傳於西元初幾世紀，佛教徒沿中亞及東南亞而至

三世紀）的印度，佛說教法以口傳方式結集。而

中國傳播佛典，將佛教貝葉經帶至中國，隨後並

第四次結集於斯里蘭卡（時稱錫蘭，而錫蘭古稱

有漢文譯本流傳（註 14）。在今日中國雲南的傣

Lanka，即楞伽），指西元前一世紀伐多伽摩尼．

族地區（德宏與西雙版納），尚存大量此形式的

阿巴耶王（King Vattagamini Abhaya，西元前 29-17

貝葉典籍。貝葉經成為傣族社會的重要表徵及文

年）時期的「阿盧寺結集」，約佛入滅後約三、

化資產，素有傣家人的「大百科全書」之稱，而

四百年。斯里蘭卡為南傳上座部（又稱分別說系）

根據傣文經書《尼賧坦帕召》（關於佛祖歷史的

佛教主要的根據地之一，貝葉形式經籍製作則相

經書）和《坦蘭帕召》（佛祖的經）的記載，貝

傳由印度藉由斯里蘭卡廣傳開來，據傳第四次結

葉經使用與傳播已有二千餘年的歷史（註 15）。

集則是第一次以文字形式，以盛行於斯里蘭卡由

佛教由古印度的釋迦牟尼佛於西元前六世紀

俗語轉化而來的巴利語，少部分以較古典、正式

建立，歷經約二千餘年的傳布，相關經典以各種

使用的梵語刻寫於貝葉上，成為最初的南傳巴利

形式與文字的紀錄，早已成為亞洲各民族共同的

貝葉經，除三藏外，亦含其義疏，從此佛經則由

傳世之寶。貝葉不僅用以刻載佛教經典，亦曾刻

口語記誦傳授形式發展至書面的成文記錄，對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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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佛典得以長期流傳與保存，有深遠的影響。（註

聖地位的文化現象。十八、十九世紀仍可見大量

19）《島王統史》（Dīpa-vamsa）〈佛典之書寫〉

傳鈔且被供奉於寺院的純巴利語貝葉經。而巴利

一章記載：「於〔由此〕以前大慧比丘等以口誦

語系佛教亦是我國三大語系佛教之一，它在理

〔三〕藏之經典及傳承彼義疏。此時比丘等見眾

論、教義、戒律等方面皆有特點，也更接近於早

生〔由正法〕凋落而來集，為法之久住書〔此〕

期發展的佛教（註 26）。

為記錄。」（註 20）經文中未載明寫經所用材質，

南傳上座部佛教重視巴利三藏原典，認為它

然以當時印度與斯里蘭卡之書寫發展史推論，貝

是佛陀時代留下的佛語經典，無人有權可作任何

葉是普遍接受而廣為流傳的載體形式，專指佛典

增刪；而南傳上座部佛教的特色在於嚴守戒律，

之貝葉經則發韌於此時期。

尤其對佛制戒律如「微小戒」、「根本戒」等，

歷史上佛教經典有過多種寫經語言，最早期
使用的是從俗語（Prākrit）轉化而來的巴利語

一概嚴格恪守，對於佛典抱持保守作風，因此保
留較多原始佛教的傳統與原貌。（註 27）

（Pāli）。南傳上座部佛教歷代相沿的佛經以巴利

本文所述院藏緬文貝葉經（註 28），係指貝

語結集，巴利語乃佛世時摩竭陀國所使用的摩竭

葉上以密密麻麻的緬甸語文所鏤刻的貝葉經典，

陀語（Māgadhī），係印度雅利安語之一種，約形

其語言有上述的巴利語，以及現今仍能讀懂並通

成於西元前三世紀，或認為西元前七至六世紀之

行的緬甸語。同時含有大量的巴利語與緬甸語逐

間（註 21、註 22），而其起源亦是錯綜複雜的問

詞對照方式鈔刻的特殊形式經典，巴利語稱它為

題（註 23），它接近佛陀在世所使用的語言，受

Nissaya（即巴緬逐詞譯注之意）。緬甸，是繼斯

到南傳上座部佛教的推崇。

里蘭卡（獅子國）後推行上座部佛教最重要的國

「巴利」（pāli）一詞於早期佛教文獻的用法

家，據傳巴利三藏於西元三世紀，從斯里蘭卡傳

意謂著「經典」，與現今的「聖典」（canon）一

入緬甸。緬甸南部地區主要為孟族（Mon，古稱

詞相近，今人多將之解釋為「經典的語言」

楞族）聚居地，孟族是最早吸收印度文化與宗教

（pali-bhasa）。（註 24）依其原意，巴利語記錄

的民族之一。於西元七至九世紀間南傳佛教已盛

的佛典是神聖的、是原典的，而以「注」
（atthakathā）

行於「下緬甸」（指緬甸南部靠近孟加拉灣、安

或「疏」（tīkā）的佛典則是經由後人詮釋的（註

達曼海沿海的各省），至蒲甘王朝（1044-1287 年）

25），儘管巴利語以「有音無字」方式存在，現

成為全民信仰的國教，而達至鼎盛時期，佛教中

存以巴利語鈔刻的南傳律、經、論三藏（即「巴

心移至上緬甸。（註 29）

利三藏」）貝葉經仍具有較神聖的經典地位，而

緬甸貝葉經乃由一片片貝葉組成，貝葉取自

於五世紀覺音論師對佛典的注，亦具有經典的地

貝多羅葉，葉片經過煮沸、酸化、乾燥、裁切等

位。所有信奉南傳佛教的國家與地區，皆以各地

工序製作刻寫經文的貝葉。貝葉之刻寫，於緬甸

域語文及字體來鈔刻巴利聖典，例如：梵文、緬

使用鐵筆（緬文稱為 ka-nnac）將文字刻於貝葉上，

文、泰文、傣文等，帶有祈願與傳承，並象徵神

再以天然油及灰碳塗抹於刻好字的葉面上，使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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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字能清楚顯現，而完成貝葉經的刻寫工作。

由多函組成。每片貝葉鈔刻行數有 7 至 13 行，以

片片貝葉整齊疊放，整落貝葉的上、下有護經板

10 及 11 行鈔刻最為普遍，同一部典籍每片貝葉鈔

（cover）將其夾住，在貝葉經距中間相等距離處

刻行數通常一致，但亦見呈現不同行數者。

有兩個洞孔，以貝葉經的細木籤將其上下貫穿，

貝葉經的刻寫形式為由左而右、由上而下，

以固定整落貝葉經，之後再以綁繩將其牢固捆

單面刻寫完畢則由下方掀起反面繼續刻鈔，所以

綁，而貝葉經外部則由包裹巾（wrapper）及飾帶

兩面的刻鈔方向不同，但卻便於閱讀。通常緬文

（ribbon）包覆，此為整函貝葉經的標準裝幀形

貝葉經之葉數標示於每片貝葉「反面」之左上角，

式，有些再加上一把葉拆（分葉籤），以協助誦

僅標示於單面且置於反面甚為特殊。此外，若同

經者能分開相黏的葉面。現存貝葉經多已僅剩經

一函貝葉經含有多部經典，其葉碼有時會連續標

典的「本體」，而用以保護貝葉的包裹巾及飾帶

示，而有些另起葉碼從「ka」（即緬文首葉之數

多已不復存在，與刻寫及捐獻經典者的講究有關

號）開始。為了保護正文不受損害，常有數枚空

外，亦可能經典保存年代久遠已遺失了。

白貝葉縫為一綑，置於經文之最上或最下方，以

緬甸於貝葉上飾以金及紅漆的傳統由來已

加強保護。緬甸貝葉經之刻經以文字為主，少有

久。一種字體及行數最為特殊的貝葉經稱

紋飾，院藏一函於貝葉側邊出現紋飾，乃出自晚

「kammavaca」，約始於西元十四世紀（註 30），

近之個人論著，內容非巴利三藏文獻。

塗上生漆及飾上金粉，可防腐、防潮，又防白蟻。

至於緬文貝葉經的「出版標記」（colophons）

按緬甸文獻記載，整函飾以金漆之貝葉經屬於王

亦是特點之一，用以記錄經典的書目資訊，尤其

公貴族典藏或捐獻，彰顯經函之尊貴與神聖；而

末葉記載鈔刻者、擁有典藏者（多指接受捐獻之

塗金並於中央處飾以朱砂條紋者，典藏或捐獻者

寺院）、捐獻功德者、鈔刻年代及文獻之起訖葉

的階級次之。院藏貝葉經之護經板多數塗以紅

碼等資料。本院獲贈之貝葉經大致含有「出版標

漆，有 7 函塗以金漆，另有少數漆色脫落或木質

記」，同函多部經文則分別有之。緬文貝葉經之

無裝飾；而其貝葉，多函塗金並飾以朱砂條紋，

鈔刻年代多以緬曆記述，並詳載鈔刻完成當日之

少些飾以金漆或紅漆；貝葉經之書葉逾半齊整，

年、月、日、甚至時辰，印度僧人每年夏季三個

而部分經書可能來自不同的貝葉經書組為一件，

月結夏安居禁外出，而致力於坐禪修習佛法，此

外觀明顯可分辨。此批貝葉寫本皆無經籍「本體」

時期所完成鈔刻之經文甚多。此外，巴利佛典經

外的包裹巾、飾帶等。在貝葉尺寸方面，同一函

文前常有禮敬諸佛，經末常有功德及祈願文，或

典籍尺寸頗為一致，但由不同貝葉經書組成者，

闡述刻寫此經之意旨與殊勝等「跋」文，增添經

則較不一致，大致的尺寸則為長約 50 公分、寬約

籍之神聖意涵、寫經及誦讀經籍之功德。

6 公分，形成窄長形的貝葉。一部經書由三百至數

緬甸上座部佛教自蒲甘王朝以來，即重視獻

十葉組成，每函疊放高度則不等，有時同一函經

經之「功德」（註 31），將緬文鈔刻的南傳巴利

典乃由多部短篇經籍疊放，亦有同一部長篇典籍

佛典供奉於寺院之藏經閣，具保存文獻與資福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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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之特殊意涵，亦凝聚著佛教思想之精華。視寫

對南傳巴利三藏佛典進行大量編譯工作，編製南

經、獻經足具功德之文化現象遍及南傳佛典的國

傳巴利三藏之佛典目錄。英國倫敦「巴利聖典協

度，傣族稱「賧坦」（註 32），亦表現於北傳大

會」（Pali Text Society）成立於 1881 年，旨在協

乘佛教。西元前一世紀的《小品般若經》已明確

助學者校訂早期佛教文獻，對巴利佛典之翻譯及

地讚揚「書寫」經典的功德，時間點亦落於南傳

巴利語之譯解，貢獻頗大。巴利聖典協會以拉丁

佛典的第四次結集，南亞以貝葉刻寫佛經之時，

文字母轉寫巴利《大藏經》，英譯巴利《大藏經》

兩種不同佛教支系對此文化現象鼓吹並交互影

與注釋書等陸續刊行。在歐洲，第一部完整介述

響，形成佛教的寫經文化（註 33）。南傳佛典之

巴利文獻之著作於 1912 年問世，由德國 Moriz

數量有增無減，受此寫經文化的影響可謂深遠，

Winernitz （1863-1937 年）教授所編撰而成的

它不僅是一種宗教活動，亦是一種文化現象。

Geschichte der Indischen Literatur，於 1933 年出版
英文版。（註 35）日本於昭和十年至十六年

三、南傳巴利三藏佛典目錄之編譯

（1935-1941 年）由高楠博士功績紀念會將「巴利

南傳巴利三藏歷經二千餘年的流傳，西方與北

聖典協會」出版之巴利三藏相關經籍譯成日文出

傳佛教較盛行的中文世界是如何對之整理與編譯

版，題為《南傳大藏經》，計七十冊。昭和六十

呢？由於擬為院藏貝葉經建構適用於佛典的分類

年（1985 年），水野弘元編《南傳大藏經目錄》

體系，筆者一窺南傳巴利三藏之中、外編譯概況。

及《南傳大藏經總索引》（註 36）。有關漢文編

巴利三藏（Pāli Tipitaka），其經書除有完備

譯方面，高雄元亨寺於 1990 年至 1998 年間曾自

的律、經、論三藏外，約西元前一世紀更有注釋

日文譯本轉譯成中文，刊行《漢譯南傳大藏經》，

書出現。覺音於西元 409 年至 431 年完成三藏的

計七十一冊（含末冊目錄）（註 37）。而印度的

注釋與義疏（註 34），確立南傳佛教三藏經典的

「內觀研究所」（The Vipassana Research Institute）

完整體系；現存巴利貝葉經則含有豐富大量的注

成立於 1985 年，亦致力於南傳巴利三藏的編譯工

（atthakathā）、疏（tīkā）、綱要書、史書等，於

作，藉由譯經達致每日生活的修行，對於南傳巴

近代被統稱為巴利《大藏經》，後來隨英文及日

利三藏提供目錄及電子資料庫，以利查詢。

文譯本的出現被題為《南傳大藏經》，內容則涵

我國對於南傳佛教的思想、哲學、文獻與藝

蓋當時已被收錄的藏外文獻。此外，從現存緬文

術研究已有長久的歷史，漢譯仍以上述由日文轉

貝葉經內容來看，巴利文法書和字辭書亦是南傳

譯而成的《漢譯南傳大藏經》最完備且具系統。

巴利貝葉經爭相傳鈔的一種經典內容。

譯注單本作品呈零散、隨機性，且多非譯自巴利

巴利語是主要記錄巴利三藏之語言，研究與

傳本，而由其他部派或西域諸語轉譯而來。（註

學習巴利語因而是瞭解經文之主要途徑，現今國

38）國立成功大學「佛學研究中心」於 2007 年成

內、外相關研究機構為了從事巴利三藏之研究，

立後，有感於《漢譯南傳大藏經》翻譯內涵之可

紛紛開立並培養巴利語研習的專門機構，亦因此

靠度與經文閱讀之流暢性尚嫌不足，即著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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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三藏新譯的研究計畫，對漢譯巴利三藏的研

一、四次結集都先結集律藏，後再結集經藏，而第

究、人才的培訓、原典的保存，有重要發展與貢

二次結集討論亦是戒律問題，上座部佛教自來即恪

獻。（註 39）而本文為便於國人對院藏緬文南傳

守戒律，將「律藏」經籍列為首位，強調戒律至高

貝葉佛典的內容與範圍有一概貌性的瞭解，依上

無上。院藏涵蓋「律藏」之「經分別」（比丘戒、

述由日文轉譯而成的《漢譯南傳大藏經》目錄為

比丘尼戒）、「犍度部」（大品、小品）及「附隨」

次，詳介述於後。

等各部經典 6 種，有《波羅夷》（Pārājika-kanda）
（2 部）、《波逸提》（Pācittiya）（2 部）、《比

四、院藏南傳貝葉佛典內涵介述

丘尼戒波逸提》（Bhikkhunī-Pācittiya）（1 部）、

院藏緬文貝葉經計 117 函（篋），內含 179

《律藏．犍度部．大品》（Vinaya, Mahāvagga）（5

種、263 部典籍（註 40），逾半數經文完整，部

部）、《律藏．犍度部．小品》（Cullavagga）（4

分不確定，另有 4 部未附經題且內容尚無法考訂。

部）、《律藏．附隨》（Vinaya-pitka, Parivāra）（5

筆者依《漢譯南傳大藏經》的分類體系，初步整

部）等，幾乎涵蓋所有巴利律藏內容。

理其內容，包括：南傳佛教巴利三藏聖典、義疏

「經藏」乃收集佛陀所開示的教法與論述，

（含注釋、疏鈔與注解書）、藏外文獻（註 41）

由「長部」、「中部」、「相應部」、「增支部」等

（含南傳佛學個人論著、巴利文法與字辭典書、

巴利四部外，再加上由偈頌、教誨與許多生動的

筆記書等），幾乎涵蓋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各類經

本生故事等編集而成的「小部」經典，合稱「五

籍。（註 42）分述如下：

尼柯耶」，今人亦稱「五阿含」。院藏涵蓋「經

（一）南傳巴利三藏聖典（《漢譯南傳大藏經》
收錄部分）（註 43）
南傳上座部佛典，係最核心並收錄於《漢譯
南傳大藏經》之律、經、論三藏及藏外經籍（不
含其注釋及注解書等），計有 36 種（含 67 部），
詳見「附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貝葉經名一覽表」
之「一、《漢譯南傳大藏經》收錄部分」。其中，
「律藏」之屬的佛典約有 6 種（含 19 部）；「經
藏」之屬的佛典約有 22 種（含 33 部）；「論藏」
之屬的佛典有 6 種（含 7 部）；「藏外」經典則
有 2 種（含 8 部），以「經藏」內容最為豐富。
「律藏」（又稱「巴利律」、「銅鍱律」）乃
僧團內部的規範與僧人修道行持準則之集成，第

藏」上述各部經典：
1. 「長部」之屬的佛典有：《大品》（Sut Mahāva
/ Mahāvagga）（4 部）、《大念處經》（Mahāsatipatthāna-suttanta）（2 部）、《波梨品》
（Pātheyya / Pātika-vagga）（2 部）、《阿吒曩
胝經》（Ātānātiya-suttanta）（1 部）及《戒蘊
品》（Sut sīlakkham / sīlakkhandhavagga）（1
部），計 5 種經典。
2. 「 中 部 」 之 屬 的 佛 典 有 ： 《 根 本 五 十 分 》
（ Mūlapannāsa ） （ 1 部 ） 、 《 中 分 五 十 》
（Majjhimapannāsa）（1 部）及《後分五十》
（Uparipannāsa）（1 部），計 3 種經典之若干
經篇。
3. 「 相 應 部 」 之 屬 的 佛 典 有 ： 《 有 偈 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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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gātha-vagga ） （ 2 部 ） 、 《 因 緣 篇 》

院藏雖無《法集論》（Dhamma-savgani）、

（ Nidāna-vagga ） （ 1 部 ） 、 《 犍 度 篇 》

《分別論》
（Vibhavga）、《界論》
（Dhātu-kathā）、

（ Khandha-vagga / Khandha-vagga Samyutta

《人施設論》（Puggala-paññatti）四部論，但存有

nikāya）（2 部）、《六處篇》（Salāyatanavagga）

《法集論》、《界論》與《人施設論》三部論之

（1 部）及《大篇》（Mahāvagga）（1 部），

注釋書（詳見「附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貝葉經名

計 5 種經典，涵蓋「相應部」五篇之內容。

一覽表」之「二、南傳巴利三藏注解書文獻」）。

4. 「 增 支 部 」 之 屬 的 佛 典 有 ： 八 集
（Avguttara-nikāya．8 Attaka-nipāta）（1 部）。
5. 「小部」之屬的佛典有：《譬喻經》（Apadāna）

除巴利三藏外，《漢譯南傳大藏經》收「藏
外文獻」7 種，院存《清淨道論》（Visuddhi-magga）
（2 部）及《攝阿毗達磨義論》（Abhidhammattha-

（2 部）、《佛種姓經》（Buddha-vamsa）（1

savgaha）（6 部）2 種論籍，有 4 部以巴利語鈔刻，

部）、《所行藏經》（Cariyā-pitaka）（1 部）、

餘 4 部則以巴緬逐詞譯注鈔刻。其中，《攝阿毗

《本生經》（Jātaka, Ekakanipata / Pakinnaka-

達磨義論》是西元十一、十二世紀由阿耨樓陀

nipāta）（含第一篇及第十四篇，2 部）、《那

（Bhadanta Anuruddha）所作最著名的論藏綱要

羅陀本生》（Nārada jātaka）（2 部）、《比豆

書，院藏最早一部於 1828 年以巴利語鈔刻，另存

梨本生》（Vidhūra jātaka）（2 部）及《大義釋》

論藏綱要書之「疏」若干本。《清淨道論》為西

（Mahā-niddesa）（1 部），計 7 種經典。

元五世紀覺音撰，乃南傳上座部重要經典，有「修

「論藏」（又稱阿毗達磨論）乃後世弟子為

行者的百科全書」之譽，院藏 1876 年巴利語及

辨明法相而自設問答，以演繹與廣釋律、經二藏

1884 年巴緬逐詞譯注版本，另有 1898 年巴利語

的典籍，是故論藏的經典較晚成立，有所謂「巴

「疏本」。

利七論」（法集論、分別論、界論、人施設論、
雙論、發趣論、論事）之稱。院藏「論藏」佛典
計 6 種（含 7 部）：
1. 「雙論」之屬的佛典有：《雙論》（Yamaka）
（存 1 部，含第一部分）、《根雙論》
（Indriya-yamaka / Mūla-yamaka patthama）（2
部，其中 1 部含第一至二冊）。
2. 「發趣論」之屬的佛典有：《發趣論》
（Patthāna）
（1 部）、《三法發趣》（Tika-patthāna）（2
部）。
3. 「論事」之屬的佛典有：《論事》
（Kathā-vatthu）
（1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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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傳巴利三藏注解書文獻
本文將《漢譯南傳大藏經》所收三藏經書，
其注、疏及注解書依次詳列於此，見「附錄：國
立故宮博物院貝葉經名一覽表」之「二、南傳巴
利三藏注解書文獻」。院藏三藏注解文獻約有 54
種（88 部），「律藏」注解書約有 28 種（含 51
部）；「經藏」注解書約有 12 種（含 17 部）；
「論藏」注解書約有 14 種（含 20 部），以「律
藏」注解書最為豐富。
院藏「律藏」注解書涵蓋「經分別」（比丘
戒、比丘尼戒）、「犍度部」（大品、小品）及
「附隨」等各部律典 7 種，有《波羅夷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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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ārājika-kanda-atthakathā）（4 部）、《波逸提

（2 部）、《餓鬼事注》（Peta-vatthu atthakathā）

注》（Pācittiya atthakathā）（1 部）、《比丘戒波

（1 部）及《導論注》（Nettippakarana atthakathā）

逸提注》（Bhikkhu-Pācittiya atthakathā）（1 部）、

（2 部），計 6 種（8 部）經典。

《律藏．犍度部．大品注》（Mahāvagga atthakathā）

院藏「論藏」注解書涵蓋法集論、界論、人

（3 部）、《律藏．犍度部．大品疏鈔》（Mahāvagga

施設論、雙論、發趣論、論事等，有《法集論注》

tīkā）（2 部）、《律藏．犍度部．小品注》

（Dhamma-savgani atthakathā）（1 部）、《界論．

（Cullavagga-atthakathā）（2 部）、《律藏．附隨

根本疏》（Dhātu-kathā mūlatīkā）（1 部）、《人

注》（Parivāra-atthakathā）（1 部）等，幾乎涵蓋

施設論．根本疏》（Puggala-paññatti mūlatīkā）（1

所有巴利律藏內容的注疏。此外，尚有 21 種（37

部）
、
《雙論．根本疏鈔》
（Mūlatīkā Yamaka / Yamaka

部）相關注解書，例如：《波羅提木叉》

mūlatīkā）（2 部）
、
《雙論注》（Yamaka-atthakathā）

（Pātimokkha）、《一切善見律》或《善見毗婆沙

（1 部）
、
《發趣論．根本疏鈔》
（Mūlatīkā Patthāna）

律》
（Samantapāsādikā）
、
《度疑》
（Kavkhāvitarana）
、

（2 部）
、
《論事．根本疏鈔》
（Mūlatīkā Kathā-vatthu）

《微小戒》（Khuddasikkhā）等。

（2 部）等。此外，尚有論藏相關注解書 7 種（10

院藏「經藏」注解書涵蓋「長部」、「相應

部），例如：《名色差別論》
（Nāmarūpa-pariccheda）

部」及「小部」經典，缺「中部」、「增支部」

（1 部）、《阿毘達摩義廣釋》（Abhidhammattha-

注解書。分述如下：

vibhavini）（3 部）及《攝阿毗達磨義論疏》

1. 「長部」注解書：《大品注》（Mahāvagga

（Abhidhammattha-savgaha tīkā）（1 部）、《殊

atthakathā）
（1 部）、《波梨品注》
（Pātika-vagga
atthakathā）（3 部）
、
《戒蘊品注》
（Sīlakkhandhavagga atthakathā）（2 部）、《戒蘊品新疏》
（Sīlakkhandhavagga-navatīkā）（第二部）及《長
部注》或《吉祥悅意》（Sumavgalavilāsinī /
Dīgha-nikāya atthakathā）（1 部），計 5 種（8
部）經典。
2. 「相應部」注解書：《相應部注》或《顯揚心
義 》 （ Sāratthappakāsinī / Samyutta-nikāya
atthakathā）（1 部）。
3. 「小部」注解書：《小誦疏》（Khuddaka-pātha
tīkā）
（1 部）
、
《如是語注》
（Itivuttaka atthakathā）
（1 部）
、
《天宮事注》（Vimāna-vatthu atthakathā）
（1 部）
、
《長老尼偈注》（Therī-gāthā atthakathā）

勝義注》（Atthasālinī atthakathā）（2 部）等。

（三）南傳佛教藏外文獻及其注解書（含個人
論著或僧院修習之筆記書等）
此類經籍多為法師的個人佛學著作，以及對
弟子的開示、講學、提問書、筆記書等，包含未
收錄於《漢譯南傳大藏經》之各類「藏外文獻」
及其注解書，計有 62 種（含 72 部經文），例如：
《摩尼燈》（Manidipa）為《論藏》中《法集論》
之注釋書；《金山大師判決》用以記錄並解釋僧
侶爭議之裁判，又如：《律義寶函》
（ Vinayatthamañjūsā ） 、 《 闡 明 四 諦 》
（ Catusaccapakāsanī ） 、 《 深 教 義 》
（Gambhīratthadesanā）等論著，詳見「附錄：國
立故宮博物院貝葉經名一覽表」之「三、南傳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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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藏外文獻及其注解書」。院藏大部分此類經書

供一些面向與看法。

每種存 1 部，而《概要解釋》
（Sankhepavannanā）、

經由上文對院藏貝葉經內涵的初步描述，260

《明護經》（Parittā）等存有 3 部，多部經書暫無

部文獻中，巴利三藏經書（含其注解書）以「律

中文翻譯題名。

藏」最為豐富，涵蓋《漢譯南傳大藏經》所錄律

（四）巴利文法與字辭典書
此類經書計 26 種（含 36 部），例如：《迦
旃延文法》（Kaccāyanapakarana）、《目犍連文
法》（Moggallāna）
、
《巴利文法書》
（Vāccavācaka）
等（詳見「附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貝葉經名一覽
表」之「四、巴利文法書及字辭典書」），除一
部二十世紀以巴利語鈔刻之《迦旃延文法》
（Kaccāyanapakarana），餘皆鈔刻於十九世紀。
《迦旃延文法》是現存最古老的巴利文法書，由
西元七世紀之後緬甸人 Bhadantacariya Kaccayana
所著，院藏 5 部，雖部分經文不完整，仍可互為
補充。Jacqueline Filliozat 及 Peter Nyunt 假設，巴
利文法之所以受重視而傳鈔，乃基於護教之關
懷，希望佛語久住，以及據《增支部．滅諍品》
（Avguttaranikāya Abhikaranavagga）對語法研修
的強調故，常以貝葉鈔刻而廣為流傳。（註 44）

五、院藏貝葉經年代與版本價值

藏 6 種律典，除《比丘尼戒波逸提》外，餘 5 種
典籍皆存巴利語版本，若干經書同時存有巴利及
Nissaya 兩種版本，其注、疏及注解書極為豐富可
觀。「經藏」有 50 部，含「五尼柯耶」各部經典，
以「相應部經典」最為完整，經藏注、疏及注解
書有 17 部。「論藏」則有 27 部，雖缺《法集論》、
《分別論》、《界論》、《人施設論》各論之巴
利或 Nissaya 版本，然存有其注釋書及相關注解書
有 20 部。此外，尚有《漢譯南傳大藏經》收錄之
「藏外文獻」8 部，而故事集、佛學論著、個人筆
記書等 72 部，以及多達 33 部的巴利語法及字辭
書。院藏所涵蓋的巴利語系佛典雖不全面與完
整，部分經文亦不完整鈔刻，但其中不乏來自原
始巴利傳本的鈔刻，律藏較完整，而經藏與論藏
闕遺部分亦有注、疏之注解書相補，能約略形成
南傳巴利佛典的基本架構。
緬文貝葉寫本之語言主要為緬甸語、巴利
語，另有 2 部以緬甸語及巴利語為主，但兼以疑
似孟文或傣語鈔刻不完整之貝葉經文。純以巴利

佛教歷經二千餘年與亞洲各民族、地域的文
化融合呈現豐富蓬勃的景象。南傳上座部佛教各
教派在持戒寬嚴、寺院建築的區域方面雖有種種
差異，但經典和教義上卻相當一致。現存於全世
界的南傳佛典卷帙浩繁，經籍內容本身的傳承千
年不朽，院藏貝葉經是佛海之一粟，本文以它是
一套經籍之縮影，雖難以追溯經典之確切來源與
擁有者，仍試圖從其完成鈔刻年代與語言版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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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經籍鈔刻年代，最早的是於 1771 年以巴

（Yamaka）及《攝阿毗達磨義論》
（Abhidhammattha-

緬逐詞譯注方式鈔刻的《摩訶沙陀本生經》

savgaha）（2 部）；而 Nissaya 寫本則有《律藏．犍

（Mahosadha jātaka），最晚的則來自不同經函，

度部．大品》（Vinaya, Mahāvagga）等 11 部，其中

於 1926 年以巴利語鈔刻的《律藏．犍度部．小品》

3 部存有巴利與 Nissaya 兩種版本，對專研早期巴利

（Vinaya-pitka, Khandhaka, Cullavagga）、《律藏．

語原始佛典具參考價值。

附隨》（Vinaya-pitka, Parivāra）及《經藏：長部．

西元 1888 年緬甸成為英國殖民地後，巴利貝

戒蘊品新疏》（Sīlakkhandhavagga-navatīkā）（第

葉經之鈔刻並未從緬甸佛寺中斷。院存 71 部這時

二部）。院藏西元十八世紀經籍有 8 部，以十九

期的鈔刻作品，多數仍以巴利三藏及其注解書為

世紀數量最為可觀有 148 部，二十世紀初則有 42

主，佛教個人論著及巴利語法字辭書之藏外文獻

部，餘約 60 部未附鈔刻年代，且從貝葉狀況無法

僅 10 部。這似乎更明確說明，歷經二千餘年的佛

確定與同函其餘經典之關聯性。因此，院藏以傳

說戒律、教義對於廣大信眾仍是信仰的依歸，最

統方式製作貝葉典籍，跨越了西元十八至二十世

能表達捐獻佛經之殊勝功德，典藏於緬甸寺院仍

紀，與 2002 年《貝葉：中華佛學研究所緬甸聖典

以信眾捐獻之經函居多。另一方面，緬甸貝葉鈔

寫本簡明目錄》整理的緬甸寫本貝葉經的年代分

刻的內容範圍雖不似中國雲南傣族的豐富廣博，

布大致相同，以十九世紀的寫本最為豐富，Peter

且脫離了佛教內涵的經籍內容，但確實是佛教精

Skilling 認為從現今已被整理的緬甸貝葉寫本以十

神與實踐的延伸。此外，貝葉寫本鈔刻於西元二

九世紀為最大量（註 45），從本文的整理亦顯示

十世紀 42 部中，有 35 部以純粹的巴利語為主要

其年代特點。

經籍語言，巴利三藏有《波逸提》（Pācittiya）等

更精確地說，本院貝葉寫本之年代從緬甸昌

18 部，足見巴利語於南傳佛典在二十世紀仍居神

普魯嚷王（Chav prū rhav）在位期間（註 46），

聖而重要的地位。而院藏內容豐富的「藏外文

歷經姜沽（Cañ kū:）（註 47）、裴多普拉（Bhui:-to

獻」，多屬十九世紀的鈔刻寫本，係佛教晚期的

bhurā）（註 48）等八位國王，以迄西元 1888 年

佛學論著與文獻，多部至今未翻譯及深入的探

後英國殖民時期。其中有 61 部貝葉經鈔刻於西元

討，或能從中獲取珍罕的論著，極具研究價值及

1871 年尨頓王（Mav:tun:）（註 49）召開的第五

參考。

次結集前的寫本，而收錄於《漢譯南傳大藏經》

雖然為數不少的貝葉寫本未載明完成之鈔刻

之巴利三藏及藏外巴利語寫本有 8 部，即《律藏．

年代，但就《貝葉：中華佛學研究所寫本典藏簡

犍度部．大品》（Vinaya, Mahāvagga）、《律藏．

明目錄》之描述方式，整函經典其中一部呈現的

附隨》（Vinaya-pitka, Parivāra）、《經藏．長部．

年代，即為所含各部之鈔刻年代，因而部分經籍

大念處經》（Mahāsatipatthāna-suttanta）、《經藏．

年代可被判定。然而，筆者以院藏所呈現的情形，

長部．阿吒曩胝經》（Ātānātiya-suttanta）、《經藏．

認為此種描述不盡符合所有貝葉寫本之判定原

中部．根本五十分》（Mūlapannāsa）、《雙論》

則，例如：院藏 1 函貝葉寫本包含《迦旃延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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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cāyanabheda）等 4 部，其中 3 部之鈔刻年代

視，尤其是中國雲南傣族以「貝葉」出發所形成

分別為 1833、1869 及 1797 年，《三法發趣》

的民族、社會文化層面論述，更是成果豐碩。貝

（Tika-patthāna）未載明年代，故《三法發趣》之

葉經呈現的不僅是宗教活動，亦是文化現象的融

年代在判定上有困難。因此，筆者認為經典鈔刻

合，延伸出的佛經藝術、語言文學等方面的探索，

年代，係以貝葉的外觀、經文的完整性、內容、

是學者爭相關注的焦點，其所代表的文化與特殊

捐獻來源等訊息來判定及參考。

地域意涵令人著迷，而其典籍裝幀及刻寫形式，

鈔刻年代意指經典被鈔刻典藏的年代，亦代
表捐獻者祈願資福的時間點；院藏經函中亦曾出

更是令人好奇。貝葉經蘊涵之文獻價值，是研究
古亞洲文明的寶貴史料。

現同一函中多部經文鈔刻完成年代相距甚久，明

本文所述的整理工作，乃研究院藏緬文貝葉

顯完成鈔刻獻經之功德有所延宕，多年後出資者

經典的一個開端，也約略揭開了亞洲南傳貝葉佛

始將其重新整理與增補完成。大部分貝葉經未述

典的些許面貌，院藏南傳巴利聖典雖是現存佛海

及其所據以傳鈔之經籍版本，從多數鈔刻完成所

之一粟，然彌足珍貴。本文以 1930、1940 年代編

描述的時空背景，再加上刻者與出資捐獻者之功

輯而成之《南傳大藏經》，而於 1990 年在臺灣出

德祈願文得知，經籍刻鈔在祈願、資福與傳承上

版由此日文轉譯而成之《漢譯南傳大藏經目錄》

的意義重於經籍版本上的意義。在個人佛學論著

為研究底本，隨著多年來國內、外對南傳佛典的

亦可見僧侶將尊者、法師對某一佛經論著的開

編譯與整理，依此漢譯目錄所收錄之佛典作比

示、訓誡與教誨，鏤刻而銘記於貝葉上。貝葉經

對，或許不是最佳的狀況及最適切的選擇，然而

在佛教文化傳承與保留經籍原典皆足具意義。

筆者以拙文作為初探，將來可進一步以現今通行
的目錄版本作分析與評估，更期待學者專家對此

六、結語
院藏南傳上座部巴利貝葉經來自西元十八至
二十世紀的緬甸佛教國度，俱屬南傳佛教的教
法、戒律、哲理與傳承。寫經與刻經之捐獻功德
是佛教文化得以傳承的重要途徑，珍貴及多人供

批經籍文本之內容與版本的探究，對於晚期的藏
外文獻有深入的詮釋，賦予此批經籍更多的意義
與價值。

【附註】
註 1：端木瓊，〈記錄在樹葉上的寶典──貝葉經〉，《中

養的佛典一再傳鈔，具保存文獻與祈願功德之意

國宗教》，1999 年第 4 期（1999 年），頁 53；秦家

義。緬甸巴利貝葉經之製作與鈔刻已於 1930 年代

華，岩溫扁，〈傣族貝葉文化與西雙版納旅遊業〉，

後漸漸式微，由新的印刷技術取代。筆者有幸參

《思想戰線》，26 卷 6 期（2000 年），頁 76-77。
註 2：P. Skilling, “Bibliotheca Sacra Birmanica in Taipei : the

與整理此神聖巴利貝葉佛典，雖不諳經典上所鏤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Manuscript

刻的語文，整理片片貝葉，爬梳貝葉上娟秀、細

Collection Summary Catalogue,” 《中華佛學學報》，

膩鏤刻的字字佛語與智慧，充滿法喜。
近年來，貝葉文化的研究非常豐富且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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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期（民 90 年），頁 361-472。
註 3：盧鐘雄先生迄今三度慷慨捐贈本院貝葉經，第一次
捐贈 3 函，於民國 93 年（2004）本院於嘉義民雄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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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的「異國風情亞洲文物展」後；之後得知故宮籌

註 12：同註 10。

建以亞洲文物為展示主題的南院，相繼於民國 95 年

註 13：周達觀（元），《真臘風土記》全一卷。

（2006）捐贈 50 函及民國 97 年（2008）捐贈 64 函，

註 14：P. Skilling, “Bibliotheca Sacra Birmanica in Taipei: the

豐富本院南傳佛典之典藏與研究內涵。
註 4：葉淑慧，〈論述貝葉經整理與編目工作〉，《中華
民國圖書館學會會報》，75 期（2005 年），頁
213-235。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Manuscript
Collection Summary Catalogue,” 《中華佛學學報》，
14 期（民 90 年），頁 361-472。
註 15：端木瓊，〈記錄在樹葉上的寶典──貝葉經〉，《中

註 5：John G. Samuel, “Preservation of Palm-leaf Manuscripts

國宗教》，1999 年第 4 期（1999 年），頁 53；參

in Tamil,” IFLA Journal 20:3 (1994), pp. 294-305.

見岩溫扁，征鵬，〈貝葉經──傣族文化的寶藏〉

註 6：J. Filliozat & P. Nyunt, ‘Introduction’ on “Bibliotheca

一文，引自王懿之、楊世光編，《貝葉文化論》，

Sacra Birmanica in Taipei :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頁 10。

Buddhist Studies Manuscript Collection Summary

註 16：趙伯樂，〈貝葉文化的學術價值和研究難點〉，《思

Catalogue,” 《中華佛學學報》，14 期（民 90 年），
頁 361-472。

想戰線》，2006 年第 3 期（2006 年），頁 29-35。
註 17：《島王統史》（Dīpa-vamsa）及《大王統史》（Mahā-

註 7：W. Pruitt & R. Bischoff, Catalogoue of the Burmese-

vamsa）分別約編纂於西元 352-450 年及五世紀中

Pāli and Burmese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葉，有關南傳佛經之結集，主要記載發生於西元五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世紀前的第一至第四次結集，因兩書乃南傳巴利佛

(London : Wellcome Trust, 1998).

典收編的編年史著作，故前四次結集有佛教正史的

註 8：董石華，〈取精存髓製華經：親睹傣族貝葉經製作〉，
《今日民族》，2003 年第 1 期（2003 年），頁 35-36；

統一說法。而此外的結集，則說法紛紜。
註 18：釋迦牟尼佛之生滅年眾說不一，一般說法為約西元

胡進杉，〈貝葉經：刻寫在樹葉上的佛經〉，《故宮

前 565-486 年，而南傳上座部佛教採信其入涅槃之

文物月刊》，22 卷 1 期（民 93 年），頁 18-29。

年是西元前 544 或 543 年，為世界許多國家採用。

註 9：「貝葉經」是專指刻寫於貝葉上的佛經，抑或是泛

註 19 ： K. R. Norman, “Buddhism and Writing,” and

稱刻寫於貝葉上的典籍？筆者於〈論述貝葉經整理

“Buddhism and Oral Tradition,” A Philological

與編目工作〉一文，從其形式與內容作粗淺的界定。

Approach to Buddhism, (London : School of

依現存貝葉經記載內容而言，貝葉經不限於佛經內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容。然而，一般所稱貝葉經多與佛教典籍有所關聯，
尤其是南傳佛典；而中國傣族貝葉經內容豐富廣
博，含有非佛教之世俗性著作，包含：天文、曆法、
社會記錄等內容。牛軍提出：「刻寫在貝葉上的書，

1997), pp. [41]-57 ; [77]-94.
註 20：譯自《漢譯南傳大藏經》第六十五冊，據日文譯本
《南傳大藏經》轉譯。
註 21：K. R. Norman, “Buddhism and Regional Dialects,” A

稱為貝葉書；刻寫在貝葉上的佛經，稱為貝葉經。」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 (London :

參見〈貝葉經與南傳上座部佛教〉一文，引自《貝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葉文化論集》，（昆明：雲南大學，2004），頁 140。

London, 1997), pp. [59]-75.

註 10 ： Peter Nyunt, “Fragile Palm-leaf Manuscripts of

註 22：James W. Gair & W. S. Karunatillake 著；溫宗堃編

Myanmar,” 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 39:1

譯，〈語言與佛典〉，《展讀巴利新課程：進入佛

(2006), pp. 81-94.

陀語言世界》，2009 年 2 月 17 日修訂稿，檢索日

註 11：Nigel Allen, “An Introduction Henry Wellcome and the
Asian Collections,” Pearls of the Orient : Asian
Treasures from the Wellcome Library, (Chicago :
Serindia Publications, 2003), p. 20.

期 2009 年 3 月 20 日於 http://www.sativadin.freezoka.
com/ReadingPali_translation_A5_02212009.pdf。
註 23：巴利語的起源，從十九世紀初被西方研究即提出種
種說法，普遍論定巴利語與摩竭陀語存在一定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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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詳見水野弘元著；許洋主譯，《巴利文法》，
（臺北：華宇，民 75），頁 23-39。
註 24：M. Winternitz, A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Vol. 2,
(Calcutta : 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33), pp. 76-605.

頁 4。
註 39：國立成功大學佛學研究中心。檢索日期 2009 年 3
月 21 日於 http://zhncku.med.ncku.edu.tw/buddhism/
plan.php。

註 25：吳之清著，《貝葉上的傣族文明：雲南德宏南傳上

註 40：每篋貝葉經（含上、下經板及其貝葉經文）在此稱

座部佛教社會考察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函」，每函可有一部至多部（texts）經典組成，

2007），頁 29。
註 26：刀述仁，〈序〉，《中國貝葉經全集》，（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
註 27：佛使比丘著；香光書鄉編譯組譯，《上座部佛教的
某些殊勝特色》（未發表演講稿），1950 年 12 月
6 日。引自同註 25，頁 38-39。

院藏中存一函多達近 20 部經文。
註 41：所謂「藏外文獻」，泛指未被正式編入律、經、論
三藏，且撰作時間較晚而未收錄之佛典，其經籍組
成有三藏之注（atthakathā ）、疏（tīkā）、綱要書、
史傳、巴利文法等。
註 42：為便於國人對此經書的利用，筆者所題原典經名，

註 28：院藏貝葉經有一函夾雜一葉非緬文鈔刻之貝葉經（疑

將依《漢譯南傳大藏經》予以中文題名，未收錄於

似擺夷文字）；另有兩函貝葉經，其中兩件以緬甸

《漢譯南傳大藏經》者，則依緬甸語或巴利語直

文鈔刻非緬甸語及巴利語（疑似羯摩語及傣語）之

譯，暫無翻譯之中文題名時，則列其緬甸語或巴利

經文，尚待專家判讀。

語之拼音題名。

註 29：王海濤，《雲南佛教史》，（昆明：雲南美術出版
社，2001），頁 380-384。
註 30 ： Rebecca A. Martin & Chalermsee Olson, “The

註 43：嚴格而言，巴利「三藏」以傳統巴利語鈔刻之經典
為主，巴緬逐詞對照譯注（Nissaya）為注釋、注解
書之屬；然為方便掌握「三藏」各經，將巴利語與

Collection of Palm-Leaf Manuscripts at Northern

Nissaya 版本佛經同列此類，而經題已載「注」
、
「疏」

Illinois University Libraries,” Search at Mar. 20,

或其注解書等，本文則列於「二、南傳巴利三藏注

2009 on

解書文獻」。

http://www.cyberdriveillinois.com/publications/pdf_
publications/lda104.pdf。

註 44：J. Filliozat & P. Nyunt, “Bibliotheca Sacra Birmanica in
Taipe :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註 31：同註 29。

Manuscript Collection Summary Catalogue,” 《中華佛

註 32：牛軍，〈貝葉經與南傳上座部佛教〉，《貝葉文化

學學報》，14 期（民 90 年），頁 471。

論集》，（昆明：雲南大學，2004），頁 141。

註 45：P. Skilling, “Bibliotheca Sacra Birmanica in Taipei: the

註 33：游祥洲，〈論佛教寫經文的深層宗教義蘊──兼論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Manuscript

佛教寫經文化與「遺產教育」〉，《如是我聞：國

Collection Summary Catalogue,” 《中華佛學學報》，

家圖書館珍藏佛經展覽圖錄》，（臺北：國家圖書

14 期（民 90 年），頁 361-472。

館，民 96），頁 15。

註 46：西元 1763-1776 年在位，定都 Ava。引自 J. Filliozat

註 34：同註 25，頁 81。

& P. Nyunt, “Bibliotheca Sacra Birmanica in Taipei :

註 35：Oskar von Hinuber, “Introduction,” A Handbook of Pāli

the

Literature, (Berlin : Walter de Gruyter, 2000), pp.
[1]-6.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Manuscript Collection Summary Catalogue,”《中華佛
學學報》，14 期（民 90 年），頁 361-472。

註 36：同註 25，頁 21-22。

註 47：西元 1776-1782 年在位，定都 Ava。引自同上註。

註 37：元亨寺漢譯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編譯，《漢譯南

註 48：西元 1782-1819 年在位，定都 Amarapūra。引自同

傳大藏經》，（高雄：妙林，民 79-87）。
註 38：吳立民，〈新編漢文《大藏經》．編輯南傳《大藏
經》之我見〉，《佛學研究》，5 期（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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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自衍，〈佛經流傳的影響與價值〉，《如是我聞：國家

參考書目

圖書館珍藏佛經展覽圖錄》，（臺北：國家圖書館，民

山口益，《佛典研究（初編）》，臺北：華宇，民 77。
陳士強著，《中國佛教百科叢書．經典卷》，（臺北：佛

96），頁 42-43。

光，民 88），頁 15-32。

附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貝葉經名一覽表
表格一至四說明如下：
(1) 貝葉經由溫宗堃與曾國興判讀編目；本文筆者整理製表。
(2) 語文欄中，若同一部貝葉經同時存在兩種或兩種以上語文，以「／」隔開。
(3) Nissaya，即巴緬逐詞對照譯注方式鈔刻，本附錄各表皆以此稱之。

一、《漢譯南傳大藏經》收錄部分
編號

經名

部數

語文

年代

故宮統一編號

律藏
律藏．經分別．大分別（Vinaya-pitaka, Suttavibhavga, Mahāvibhavga）
1

2

3

波羅夷（Pārājika-kanda）

波逸提（Pācittiya）

2

2

比丘尼戒波逸提（Bhikkhunī-Pācittiya） 1

Nissaya
巴利語

1884

贈善 025879(2)

1903

贈善 025907(1)

巴利語

1904

贈善 025907(2)

巴利語

1910

贈善 025871(2)

Nissaya

不詳

贈善 025893(5)

巴利語

1794

贈善 025928

Nissaya
巴利語

1865

贈善 025882
贈善 025877

巴利語

1895
不詳

巴利語

不詳

贈善 025842

Nissaya

不詳

贈善 025847

Nissaya
巴利語

不詳

贈善 025813

1910

贈善 025871(1)

巴利語

1926

贈善 025796(1)

律藏．犍度部．大品（Vinaya-pitaka, Khandhaka, Mahāvagga）
4

律藏．犍度部．大品

5

（Vinaya-Mahāvagga）
*1865 年 Nissaya 鈔刻僅第二冊內容

贈善 025891

律藏．犍度部．小品（Vinaya-pitaka, Khandhaka, Cullavagga）
5

律藏．犍度部．小品（Cullavagga）

4

律藏．附隨（Vinaya-pitaka Parivā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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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6

經名

部數

語文

年代

故宮統一編號

Nissaya
巴利語

1797

贈善 025830(3)

1834

贈善 025876

巴利語

贈善 025796(2)

Nissaya

1926
不詳

Nissaya

不詳

贈善 025893(6)

Nissaya

1809

贈善 025916

Nissaya
巴利語

1844
不詳

贈善 025926

巴利語

1924

贈善 025903(1)

巴利語／

1879

贈善 025818(1)

Nissaya
巴利語

1870

贈善 025840(11)

巴利語

1910

贈善 025918(3)

緬甸／巴利語 1924

贈善 025903(2)

1

巴利語

1868

贈善 025840(10)

1

巴利語

1908

贈善 025918(1)

1

巴利語

1868

贈善 025889

1

巴利語

1906

贈善 025923(1)

經藏．中部．後分五十（Uparipannāsa） 1

巴利語

1906

贈善 025923(2)

巴利語

不詳

贈善 025917(5)

（Sagātha-vagga）

Nissaya

不詳

贈善 025833(6)

經藏．相應部．因緣篇（Nidāna-vagga） 1

巴利語

1890

贈善 025898(2)

律藏．附隨（Parivāra）

5

贈善 025846

經藏
經藏．長部經典（Dīgha-nikāya）
7

經藏．長部．大品

4

（Sut Mahāva / Mahāvagga）

8

經藏．長部．大念處經

2

（Mahāsatipatthāna-suttanta）

9

經藏．長部．波梨品

2

（Pātheyya / Pātika-vagga）
10

經藏．長部．阿吒曩胝經

贈善 025918(2)

（Ātānātiya-suttanta）
11

經藏．長部．戒蘊品
（Sut sīlakkham / sīlakkhandhavagga）

經藏．中部經典（Majjhima-nikāya）
12

經藏．中部．根本五十分
（Mūlapannāsa）

13

經藏．中部．中分五十
（Majjhimapannāsa）

14

經藏．相應部經典（Samyutta-nikāya）
15

16

56

經藏．相應部．有偈篇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51 期 99 年 6 月

2

專題論述

編號
17

18

經名

部數

語文

年代

故宮統一編號

經藏．相應部．犍度篇（Khandha-vagga 2

巴利語

不詳

贈善 025898(3)

Samyutta / Khandha-vagga Samyutta
nikāya）

Nissaya

不詳

贈善 025833(5)

1

巴利語

1902

贈善 025815(1)

2

巴利語

1889

贈善 025898(1)

巴利語

1902

贈善 025815(2)

1

Nissaya

不詳

贈善 025831(5)

2

巴利語

贈善 025851(2)

Nissaya

[1874]
不詳

經藏．相應部．六處篇
（Salāyatanavagga）

19

經藏．相應部．大篇
（Mahāvagga）

經藏．增支部經典（Avguttara-nikāya）
20

經藏．增支部．八集
（Avguttara-nikāya．8 Attaka-nipāta）

經藏．小部經典（Khuddaka-nikāya）
21

譬喻經（Apadāna）

贈善 025893(4)

22

佛種姓經（Buddha-vamsa）

1

巴利語

1874

贈善 025851(3)

23

所行藏經（Cariyā-pitaka）

1

巴利語

1874

贈善 025851(4)

24

本生經．第一篇

1

巴利語

1902

贈善 025823(2)

25

本生經．第十四篇（Pakinnakanipāta） 1

Nissaya

不詳

贈善 025829

26

那羅陀本生經（Nārada jātaka）

Nissaya

1841

贈善 025827(1)

Nissaya

1857

贈善 025838(3)

Nissaya

1841

贈善 025827(2)

Nissaya

[1857]

贈善 025838(4)

Nissaya

不詳

贈善 025831(7)

（Jātaka, Ekakanipata）

27

28

比豆梨本生經（Vidhūra jātaka）

大義釋（Mahā-niddesa）

2

2

1

論藏
論藏．法集論（Dhamma-savgani）
論藏．分別論（Vibhavga）
論藏．界論（Dhātu-kathā）
論藏．人施設論（Puggala-pañña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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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經名

部數

語文

年代

故宮統一編號

論藏．雙論（Yamaka）
29

雙論（Yamaka）（第一部分）

1

巴利語

185?

贈善 025887

30

根雙論（Indriya-yamaka）

1

Nissaya

1867

贈善 025897(4)

31

根雙論（Mūla-yamaka patthama）（第 1
一冊、第二冊）

巴利語

1915 &

贈善 025872

1916

論藏．發趣論（Patthāna）
32

發趣論（Patthāna）

1

Nissaya

1885、1917 贈善 025857

33

三法發趣（Tika-patthāna）

2

巴利語

贈善 025816

Nissaya

1902
不詳

1

巴利語

[1874]

贈善 025851(1)

2

巴利語

1876

贈善 025921

Nissaya

1884

贈善 025822

巴利語

1828

贈善 025835(2)

Nissaya

1852

贈善 025820

Nissaya
巴利語

1866

贈善 025915

1868

贈善 025896(1)

巴利語

1907

贈善 025894(8)

Nissaya

1907

贈善 025894(9)

贈善 025830(4)

論藏-論事（Kathā-vatthu）
34

論事（Kathā-vatthu）

藏外文獻（Añña pāli gantha）
35

36

清淨道論（Visuddhi-magga）

攝阿毗達磨義論

6

（Abhidhammattha-savgaha）

二、南傳巴利三藏注解書文獻
編號

經名

部數

語文

律藏注釋、疏鈔及注解書（Vinaya-pitaka atthakathā & tīkā）
律藏．經分別．大分別（Vinaya-pitaka, Suttavibhavga, Mahāvibhav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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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故宮統一編號

專題論述

編號
1

經名
波羅夷章注

部數
4

（Pārājika-kanda-atthakathā）

2
3

語文

年代

故宮統一編號

巴利語

1901

贈善 025856

巴利語

1903

贈善 025924

巴利語

贈善 025920(1)

巴利語

1906
不詳

贈善 025821

波逸提注（Pācittiya atthakathā）

1

巴利語

1890

贈善 025860(2)

比丘戒波逸提注（Bhikkhu-Pācittiya

1

Nissaya

1912

贈善 025869(1)

巴利語

1879

贈善 025875(1)

巴利語

1896

贈善 025812(2)

Nissaya

1912

贈善 025869(2)

巴利語

1863
不詳

贈善 025879(1)

巴利語

1879

贈善 025875(2)

Nissaya

[1863]

贈善 025832(1)

1

巴利語

1879

贈善 025875(3)

4

Nissaya

1879

贈善 025835(1)

Nissaya
巴利語

[1895]
不詳

贈善 025850(4)

巴利語

不詳

贈善 025907(3)

atthakathā）
律藏．犍度部．大品（Vinaya-pitaka, Khandhaka, Mahāvagga）
4

律藏．犍度部．大品注

3

（Mahāvagga atthakathā）

5

律藏．犍度部．大品疏鈔

2

（Mahāvagga tīkā）

Nissaya

贈善 025902

律藏．犍度部．小品（Vinaya-pitaka, Khandhaka, Cullavagga）
6

律藏．犍度部．小品注

2

（Cullavagga-atthakathā）
律藏．附隨（Vinaya-pitaka Parivāra）
7

律藏．附隨注（Parivāra-atthakathā）

其他律藏相關律典
8

9

10

波羅提木叉（Pātimokkha）

贈善 025840(6)

巴利語

1895

贈善 025850(1)

（Bhikkhun-Pātimokkha）

巴利語

1907

贈善 025894(4)

比 丘 尼 波 羅 提 木 叉 （ Bhikkhuni- 4
Pātimokkha / Pātimokkhuddesa）

巴利語

1796

贈善 025828(2)

巴利語

1847

贈善 025826(1)

巴利語

[1895]

贈善 025850(3)

巴利語

1907

贈善 025894(5)

比丘波羅提木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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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述

編號

經名

部數

語文

年代

故宮統一編號

11

共 同 的 波 羅 提 木 叉 （ Sadharana 1
Pātimokkha，巴利語直譯中文題名）

巴利語

不詳

贈善 025896(4)

12

度疑（Kavkhāvitarana）

Nissaya

不詳

贈善 025833(4)

Nissaya

不詳

贈善 025825

2

13

度疑疏（Kavkhāvitarana tīkā）

1

巴利語

不詳

贈善 025848

14

度 疑 古 疏 （ Kavkhāvitarana abhinara 1
puranatīkā）

巴利語

1898

贈善 025843(2)

15

度疑新疏（Kavkhāvitarana abhinara tīkā） 2

Nissaya
巴利語

1863
不詳

贈善 025832(2)
贈善 025831(6)

16

一切善見律（Samantapāsādikā，或善 1
見毗婆沙律）

Nissaya

1788

贈善 025817

17

微小戒（Khuddasikkhā）

巴利語

1842

贈善 025828(15)

巴利語

1895

贈善 025850(2)

Nissaya
巴利語

1895

贈善 025850(5)

1907

贈善 025894(3)

4

18

心義燈（Sāratthadīpanī）

1

巴利語

1862

贈善 025927

19

心義燈疏（Terasakan tīkā -

1

巴利語

1912

贈善 025886

20

金剛覺疏（Vajirabuddhi tīkā）（第一 1
冊）

Nissaya

1868

贈善 025910

21

律莊嚴疏（Vinayālakāra tīkā）

巴利語

贈善 025881

巴利語

1861
不詳

Sāratthadīpanītīkā）

2

贈善 025874

22

律 裁 定 注 （ Vinicchaya atthakathā / 1
Vinaya-vinicchaya atthakathā）

巴利語

不詳

贈善 025929(1)

23

律裁定疏（Vinicchaya tīkā / Vinaya- 1
vinicchaya tīkā）

巴利語

不詳

贈善 025929(2)

24

根本學（Mūlasikkhā）

Nissaya

1839

贈善 025837(5)

Nissaya

1865

贈善 025826(2)

Nissaya
巴利語

[1895]

贈善 025850(6)

1907

贈善 0258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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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述

編號

經名

部數

語文

年代

故宮統一編號

25

除疑（Vimativinodanī）

1

巴利語

1902

贈善 025919

26

除疑疏（Vimativinodanī tīkā）

1

巴利語

1904

贈善 025900

27

攝律義（Vinayasavgaha）（第二冊） 2

Nissaya

1876

贈善 025883

Nissaya

1909

贈善 025925

Nissaya

不詳

贈善 025824(2)

28

律攝義注（Vinayasavgaha atthakathā,

1

或攝毗奈耶注）
經藏注釋、疏鈔及注解書（Suttapitaka atthakathā & tīkā）
經藏．長部經典（Dīgha-nikāya）
29

經 藏 ． 長 部 ． 大 品 注 （ Mahāvagga 1
atthakathā）

Nissaya

不詳

贈善 025811

30

經藏．長部．波梨品注（Pātika-vagga 3
atthakathā）

巴利語

1896

贈善 025812(3)

Nissaya

贈善 025913

Nissaya

1908
不詳

贈善 025831(4)

31

經 藏 ． 長 部 注 （ Sumavgalavilāsinī / 1
Dīgha-nikāya atthakathā，或吉祥悅意）

Nissaya

不詳

贈善 025831(2)

32

經藏．長部．戒蘊品注

巴利語

[1896]

贈善 025812(1)

巴利語

1900

贈善 025884

1

巴利語

1925

贈善 025880

經藏．相應部注（Sāratthappakāsinī / 1
Samyutta-nikāya atthakathā, 或顯揚心

Nissaya

不詳

贈善 025833(2)

巴利語

不詳

贈善 025833(1)

2

（Sīlakkhadhavagga atthakathā）
33

經藏．長部．戒蘊品新疏
（Sīlakkhandhavagga-navatīkā）（第二
部）

經藏．中部經典（Majjhima-nikāya）
經藏．相應部經典（Samyutta-nikāya）
34

義）
經藏．增支部經典（Avguttara-nikāya）
經藏．小部經典（Khuddaka-nikāya）
35

經藏．小部．小誦疏（Khuddaka-pātha 1
tīkā）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51 期 99 年 6 月

61

專題論述

編號

經名

部數

語文

年代

故宮統一編號

36

經 藏 ． 小 部 ． 如 是 語 注 （ Itivuttaka 1
atthakathā）

Nissaya

不詳

贈善 025831(3)

37

天宮事注（Vimāna-vatthu atthakathā） 1

巴利語

1903

贈善 025922(1)

38

長老尼偈注（Therī-gāthā atthakathā）

1

巴利語

1903

贈善 025922(3)

39

餓鬼事注（Peta-vatthu atthakathā）

1

巴利語

不詳

贈善 025922(2)

40

導論注（Nettippakarana atthakathā）

2

Nissaya
巴利語

1823

贈善 025909

1916

贈善 025833(3)

論藏之注釋、疏鈔及注解書（Abhidhammapitaka atthakathā & tīkā）
論藏．法集論（Dhamma-savgani）
41

1

巴利語

1780

贈善 025834

界論．根本疏（Dhātu-kathā mūlatīkā） 1

巴利語

1898

贈善 025895(1)

1

巴利語

1898

贈善 025895(2)

雙論．根本疏鈔（mūlatīkā Yamaka / 2
Yamaka mūlatīkā）

巴利語

1886

贈善 025844(2)

巴利語

1898

贈善 025895(4)

雙論注（Yamaka-atthakathā）

1

Nissaya

1917

贈善 025893(3)

發趣論．根本疏鈔（mūlatīkā Patthāna） 2

巴利語

1886

贈善 025844(3)

巴利語

1898

贈善 025895(5)

巴利語

[1886]

贈善 025844(1)

巴利語

1898

贈善 025895(3)

法集論注（Dhamma-savgani
atthakathā）

論藏．分別論（Vibhavga）
論藏．界論（Dhātu-kathā）
42

論藏．人施設論（Puggala-paññatti）
43

人施設論．根本疏（Puggala-paññatti
mūlatīkā）

論藏-雙論（Yamaka）
44

45

論藏．發趣論（Patthāna）
46

論藏．論事（Kathā-vatthu）
47

論事．根本疏鈔（mūlatīkā
Kathā-vat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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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述

編號

經名

部數

語文

年代

故宮統一編號

論藏相關論典及注釋與疏鈔（Abhidhammapitaka atthakathā & tīkā）
贈善 025917(3)

48

名色差別論（Nāmarūpa-pariccheda）

1

巴利語

49

發趣攝要（Patthāna-akau）

1

緬甸／巴利語 1878

贈善 025904

50

阿毘達摩義廣釋

3

Nissaya
巴利語

1835

贈善 025899(2)
贈善 025899(1)

Nissaya

1836
不詳

1

Nissaya

1850

贈善 025841

1

巴利語

[1898]

贈善 025859(2)

1

巴利語

1898

贈善 025859(3)

2

Nissaya

1880

贈善 025873

Nissaya

1914

贈善 025931

（Abhidhammatthavibhavini）

51

攝阿毗達磨義論疏

1906

贈善 025932

（Abhidhammattha-savgaha tīkā）
52

攝阿毗達磨義論古疏
（Abhidhammattha-savgaha
porānatīkā）

53

攝阿毗達磨義燈論
（Abhidhammattha-savgaha dīpani）

54

殊勝義注（Attasālinī atthakathā）

三、南傳佛教藏外文獻及其注解書（含個人論著或僧院修習之筆記書等）
編號
1

經名
清淨道論大疏鈔（Visuddhi-magga

部數

語文

年代

故宮統一編號

1

巴利語

1874

贈善 025908

3

Nissaya
巴利語

不詳

贈善 025849(1)

不詳

贈善 025849(2)

巴利語

1898

贈善 025859(1)

巴利語

1882

贈善 025860(1)

緬甸／巴利語 1869
巴利語
1891

贈善 025830(2)

緬甸／巴利語 1914

贈善 025837(2)

mahātīkā）（第二冊）
2

3

4

概要解釋（Sankhepavannanā）

明護經（Parittā）

可念法裁定

3

1

贈善 025826(3)

（Sāranīyadhammavinicch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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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經名

部數

語文

年代

故宮統一編號

5

左丞相問．道堆法師答（緬文直譯中 1
文題名）

緬甸語

1868

贈善 025914(2)

6

決定火炬（Niyamadipaka，緬文直譯 1
中文題名）

Nissaya

1867

贈善 025844(4)

7

決定燈論（Niyamadīpanī）

1

Nissaya

1868

贈善 025844(5)

8

波羅蜜燈論（Pāramīdīpanī）

1

緬甸／巴利語 1857

贈善 025838(1)

9

法言莊嚴．第九冊

1

緬甸語

不詳

贈善 025835(8)

法使論（Dhammadāsakathā）（第一至 1

Nissaya

1899

贈善 025814(2)

（Dhammāvuttālankāra）
10

四冊）
11

法蔓（Dhammamālā，緬文直譯中文題名） 1

Nissaya

1879

贈善 025818(2)

12

法髓燈論．第三冊（Dhammasāra dipanī， 1
緬文直譯中文題名）

緬甸語

1865

贈善 025845(5)

13

金山大師判決（緬文直譯中文題名） 1

緬甸／巴利語 1863

贈善 025845(2)

14

律義寶函（Vinayatthamañjūsā）

巴利語

不詳

贈善 025843(1)

Nissaya

1863

贈善 015832(3)

1

巴利語

1879

贈善 025843(3)

15

思惟字義分別燈論

2

（Saddatthabhedacintā dipanī）
16

皇帝之裁定（Dvatta pov）

1

緬甸語

1842-1843

贈善 025839(11)

17

修行次第（緬文直譯中文題名）

1

緬甸語

1865

贈善 025845(4)

18

航海者相（Sāmudrika lakkhana kyan） 1

緬甸語

1868

贈善 025914(5)

19

訓世（Lokanīpavakkhāmī）

1

巴利語

1778

贈善 025835(5)

20

曼井堅沙敬問決議（緬文直譯中文題名） 1

緬甸語

1868

贈善 025914(4)

21

深義教（Gambhīratthadesanā）

1

緬甸／巴利語 1914

贈善 025837(1)

22

業處（Kammātthāna）

1

緬甸／巴利語 1857

贈善 015835(4)

23

業處助益（Kammatthānanūggahi dipanī） 1

緬甸語

不詳

贈善 025914(1)

24

瑪機之問（緬文直譯中文題名）

緬甸語

1865

贈善 0258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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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經名

部數

語文

年代

故宮統一編號
贈善 025878

緬甸語

1875
不詳

1

緬甸語

1842-1843

贈善 025839(1-10)

摩尼燈．第二冊（Manidipa, dutiya）

1

巴利語

不詳

贈善 025853

28

摩尼寶函（Manimañjūsā）

1

Nissaya

不詳

贈善 025797

29

摩尼髓寶函疏（Manisāramañjūsātīkā） 1

巴利語

1899

贈善 025854

30

雜談（Pakinnakakathā）

1

緬甸語

1868

贈善 025914(3)

31

闡明四諦（Catusaccapakāsanī）

1

緬甸／巴利語 不詳

贈善 025837(3)

32

攝大品（Mahāvagga ganhī）

1

Nissaya

1891

贈善 025852(1)

33

攝小品（Cullavagga ganhī）

1

Nissaya

1880

贈善 025852(2)

34

攝附隨（Parivāra ganhī ）

1

Nissaya

不詳

贈善 025852(3)

35

歡喜莊嚴（Anumodanālamkāra，緬文 1
直譯中文題名）

緬甸語

1843

贈善 025860(3)

36

驚悚事（Samvegavatthu dīpanī，緬文 1
直譯中文題名）

緬甸語

1872

贈善 025885

37

無邊勝者（Anantajina，緬文直譯中文 1
題名）

緬甸語

1797

贈善 025888

38

疏鈔門（Tīkādvāra，緬文直譯中文題名） 1

Nissaya

1847

贈善 025905

39

勝者莊嚴（Jinālavkāra，巴利語直譯中 1
文題名）

巴利語

1906

贈善 025917(1)

40

勝者莊嚴疏（Jinālavkāra

tīkā, 巴利 1

巴利語

1906

贈善 025917(2)

41

闡 陀 庫 摩 羅 本 生 經 （ Candakumāra 1
jātaka）

Nissaya

1857

贈善 025838(2)

42

摩訶沙陀本生經（Mahosadha jātaka） 3

Nissaya

1771

贈善 025912

Nissaya

1860

贈善 025819

Nissaya

1896

贈善 025911

緬甸語

1842-1843

贈善 025839(3)

說明勝者的意義（Jinatthapakāsanī，緬 2
文直譯中文題名）（第一至三章）

緬甸語

26

摩奴注．偈（Manuvannanā gāthā）

27

25

贈善 025917(4)

語直譯中文題名）

43

Atula sayada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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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經名

部數

語文

年代

故宮統一編號

44

Baravi

1

Nissaya

不詳

贈善 025814(2)

45

Ekakkharakosa

1

巴利語

1878

贈善 025896(12)

46

Kārikā

1

巴利語

不詳

贈善 025896(3)

47

Nnanavadyana vinicchaya

1

緬甸語／

1863

贈善 025845(1)

Nissaya
48

Parivat mānatacīaran

1

緬甸／巴利語 1856

贈善 025835(3)

49

Ratanāmañjūsa

1

緬甸／巴利語 不詳

贈善 025930

50

Saddasāratthajālini

1

巴利語

1878

贈善 025896(11)

51

Sambandhacīntā

1

巴利語

[1878]

贈善 025896(8)

52

Sambandhacīntātīkā

1

巴利語

1873

贈善 025796(10)

53

Subodhālavgāra

1

巴利語

1873

贈善 025840(8)

54

Saddathahedacintātīkā

1

巴利語

1873

贈善 025796(6)

55

Saddathahedacintā dīpanī

1

巴利語

1873

贈善 025796(7)

56

Sambandhacintā

1

巴利語

1873

贈善 025796(8)

U kalyāna 的開示語錄（緬文直譯中文 1

緬甸語

不詳

贈善 025875(4)

巴利語

贈善 025893(1)

Nissaya

1882
不詳

緬文及巴利

不詳

贈善 025870(1)

57

題名）
58

59

Uppātasandhi

Vesannatavarutiyavat

2

1

贈善 025893(2)

語為主／疑
似孟文或擺
夷文
60

Vācakopadesa

1

巴利語

1873

贈善 025796(4)

61

Vācakopadesa tīkā

1

巴利語

1873

贈善 025796(5)

62

Vesannatipathamavattamain

1

緬文及巴利

不詳

贈善 025870(2)

語為主／疑
似孟文或擺
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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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巴利文法書及字辭典書
編號

經名

部數

語文

年代

故宮統一編號

1

小辭（Cūlanirutti）

1

巴利語

1877

贈善 025906(2)

2

巴利文法書（Vāccavācaka）

1

巴利語

1878

贈善 025896(7)

3

巴利文法書疏（Vāccavācaka tīkā）

2

巴利語

1873

贈善 025796(3)

巴利語

1877

贈善 025906(3)

4

巴利詩學（Vuttodaya）

1

巴利語

1878

贈善 025896(5)

5

句身成就（Padarūpasiddhi）

1

Nissaya

1856

贈善 025892

6

句身成就〈派生詞綴〉（Taddnit, 巴 1
利語直譯中文題名）

Nissaya

1822

贈善 025890

7

四十種方法（緬文直譯中文題名）

1

緬甸語

1868

贈善 025897(1)

8

目犍連文法〈法條〉

1

巴利語

1878

贈善 025906(4)

1

巴利語

1878

贈善 025906(5)

1

緬甸／巴利語 1873/1875

（Moggallāna-vyakarana）
9

目犍連文法〈解說〉
（Moggallāna-vutti）

10

名詞筆記

贈善 025835(7)

/1876
11

字意分別想（Saddatthabhedacintā）

3

巴利語

1878

贈善 025906(6)

巴利語

贈善 025896(9)

巴利語

[1878]
不詳

贈善 025835(6)

12

次要衍生詞（Taddhita）

1

Nissaya

1861

贈善 025836(1)

13

迦旃延分別（Kccāyanabheda）

1

Nissaya

1833

贈善 025830(1)

14

迦旃延文法（Kaccāyanapakarana）

5

巴利語

1869

贈善 025840(1-7)

巴利語

1869-1870

贈善 025858

巴利語

1878

贈善 025896(2)

緬甸／巴利

1882/1884

贈善 025831(1)

巴利語

1907

贈善 025894(2)

巴利語

1868

贈善 025897(3)

／Nissaya

15

迦旃延文法〈文法八章〉

1

（Kaccāyanapakar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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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6

經名
迦旃延文法要略（Kaccāyanasāra）

部數
2

語文

年代

故宮統一編號
贈善 025796(9)

巴利語

1873
不詳

巴利語

贈善 025896(14)

17

迦 旃 延 文 法 要 略 注 （ Kaccāyanasāra 1
tīkā-hon）

巴利語

1873

贈善 025796(11)

18

Kaccāyanavannanā

1

巴利語

不詳

贈善 025896(13)

19

格

1

緬甸語

1868

贈善 025897(2)

20

巴利文法．動詞（Ākhyāta）

1

Nissaya

[1861]

贈善 028836(2)

21

詞髓寶函（Niruttisāramañjū, 巴利語直 1
譯中文題名）

巴利語

1867

贈善 025858

22

巴利文法．複合詞（Samāsa）

1

Nissaya

不詳

贈善 025837(4)

23

同義字（Abhidhānappadīpikā）

1

巴利語

不詳

贈善 025840(9)

24

攝辭（Niruttisavgaha）

2

巴利語

[1877]

贈善 025906(1)

巴利語

[1878]

贈善 025896(6)

巴利語

1869 或

贈善 025896(10)

25

Ganthābharana

2

1879

26

68

Ganthābharana tīk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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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利語

1873

贈善 025795(1)

巴利語

[1873]

贈善 02579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