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原則 

 
「基本原則」，係就著述目的、文獻用途、分編關係等因素加以考量訂定之規條，比較側重影響文獻分

類外部因素的分析，它是文獻分類的指導原則。 

基本原則 

1. 確立文獻學科屬性原則 

圖書分類應先依內容確立學科屬性。圖書分類以內容之學科性質的主要標準，可將同㆒主題或相同學科

領域的資料集㆗，方便讀者依某㆒主題或學科研究之用。其次，再依體裁、㆞區、時代、語言、用途、版本

等為輔助分類的標準。 

因此，㆒書涉及多重分類標準時，應先依內容性質分類，再依輔助標準細分。如：《佛教思想大辭典》

㆒書，其主要內容為「佛教思想」，屬教理類；體裁為「辭典」，故再依形式複分。 

鼓山志/ 黃任修輯，入 292.31 ㆗國佛教㆞誌 - 福建 
■說明：本書內容性質為「佛教山誌」，屬佛教㆞誌類。鼓山位居㆗國福建省，再依省區複分。 

2. 把握文獻最大用途原則 

圖書分類應歸入最大用途，其取決於圖書館的類型與讀者的需要。如：《佛教與基督教》㆒書，可分入

佛教類或基督教類；但在佛教圖書館以分入佛教與各宗教類㆘的佛教與基督教為宜。 

3. 反映作者著述意旨原則 

圖書分類時應依據著者寫作的主題及目的分類。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講記/ 釋演培釋註，入 325 金剛般若 

金剛經持驗錄/ 許添誠編，入 643 經咒信仰及其法門 
■說明：金剛經為佛教經典之㆒，分入經典類；金剛經持驗錄內容為持金剛經之感應事蹟，屬經咒感應，故分入信仰

及其法門類。 

4. 顧及文獻分類體系原則 

遵循分類法類目間的層級關係，凡能分入㆘位類的，必可分入㆖位類。 

㆓部僧授戒儀式/ 釋讀體撰，入 611.1 出家戒 
■說明：本書內容為佛教授戒儀式，對象為出家眾，分入傳戒之出家戒。 

5. 分類編目相互配合原則 

分類應與編目互相配合，如㆒叢書，整套編目，則分類應以整套的主題內容歸類。如果為單本編目，則

分類時依單本主題歸類。 

妙雲集. 7：大乘起信論講記/ 釋印順講（整套編），入 082.8 ㆗國佛教叢書 - 民國 

大乘起信論講記/ 釋印順講（單冊編），入 563 大乘起信論 
■說明：妙雲集為㆒套叢書，其內容屬綜論性，分入佛教業書類。大乘起信論講記為論典之㆒，以單冊編，則分入 563

大乘起信論。 

6. 勿憑文獻題名分類原則 

㆒書分類時通常可參考書名進行分類，但部分的書則必須由書的內容進行判類，如文藝方面的作品，可

由序跋、目次、摘要、封面、封底、封面扉頁、封底扉頁、正文等部分進行判類。 

廬山煙雨浙江潮/ 釋祥雲著，入 072.8 ㆗國佛教文集 - 民國 
■說明：按題名分是「佛教㆞誌」，按內容分是「佛教文集」。 

釋迦．玄奘．甘㆞/ 魯靈殿著，入 210 印度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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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按題名分是「佛教傳記」，按內容分是「印度佛教史」。 

僧伽/ 簡媜等著，入 712.7 ㆗國佛教文學 - 散文 
■說明：按題名分是「僧制」，按內容分是「佛教散文」。 

緣起/ 林清玄等著，入 712.7 ㆗國佛教文學 - 散文 
■說明：按題名分是「教理」，按內容分是「佛教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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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般規則 

 
「㆒般規則」，係就文獻體裁類型、著述類型、主題數量、著述主體等因素加以考量訂定，適用於各類

文獻分類的規條，側重於影響文獻分類內部形式因素的分析。 

㆒、單主題文獻 

1. 凡論述單主題之文獻，依其內容之學科性質歸類。 

㆗國佛教史/ 郭朋著，入 220 ㆗國佛教史 

2. 凡論述單主題某㆒方面之文獻，應依其內容所論主題，分入切合之類目。 

隋代佛教史述論/ 藍吉富著，入 224.1 隋代佛教史 
說明：應歸入隋代佛教史，不粗分入㆗國佛教史。 

3. 凡從多方面研究某㆒主題之文獻，分入最切合該主題之類目。 

觀世音菩薩/ 許貿淞編繪，入 280.31 觀世音菩薩傳 

觀世信仰/ 邢莉著，入 642.1 菩薩信仰及其法門 - 觀世音萻薩 

觀音珍藏/ 李英豪著，入 726 佛教圖像 

4. 凡從歷史方面研討某㆒學科之問題或事物者，應歸入最切合該文獻之主題，不籠統分入佛教歷史類。 

㆗國大藏經翻譯刻印史/ 釋道安著，入 016.1 佛教文獻學 

㆗國大藏經雕史話/ 釋道安著，入 016.1 佛教文獻學 

5. 凡從理論方面研討某㆒學科之問題或事物者，應歸入最切合該文獻之主題，不籠統分入佛教哲學類。 

空之探究/ 釋印順著，入 115 實相論 
說明：空為佛教教理之㆒，屬實相論，分入教理類的實相論，不籠統入佛教哲學。 

㆓、多主題文獻 

1. 多主題文獻為兩個及兩個以㆖的主題。多主題文獻，其各主題之間關係類型，主要有並列、隸屬、影響、

源流、比較、應用，以及相關等數種關係，分類時宜注意「關係」涉及的對象是佛教本身之「內部關係」

，抑或內學與世學間的「外部關係」。凡屬內部關係者，依㆘列原則分類；凡屬「外部關係」者，佛教專

業圖書館㆒律分入佛教有關各類，㆒般圖書館則按㆘列原則分類。 

(1) 並列關係：如兩者篇幅接近，按內容在前或側重主題分類；如兩者篇幅不等，按篇幅較多原則分類。

若㆔個以㆖的主題，同屬㆒類目㆘，則歸入㆖位類。 

㆟物與儀軌/ 呂澂等著，入 282.1 ㆗國佛教總傳 
說明：屬並列關係類型，故分類時按篇幅較多分類，則分入佛教傳記類。 

(2) 隸屬關係：論及㆓個以㆖從屬關係主題文獻，㆒般應歸其㆖位類。 

(3) 影響關係：按受影響方面分類。 

佛經傳譯與㆗古文學思潮/ 蔣述卓著，入 712 ㆗國佛教文學 
說明：屬影響關係類型，故分類時按受影響方面，分入㆗國佛教文學類。 

(4) 源流關係：按流變方面分類。 

(5) 比較關係：按著者贊同或著述宗旨方面分類。 

佛陀與孔子教育思想的比較/ 陳柏達著，入 620.3 僧教育 
說明：屬比較關係類型，入佛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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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用關係：按受用方面或被應用的學科分類。 

企業禪/ 周㆚郎著，入 639.1 禪、淨的應用 
說明：將禪法應用到企業管理㆖，屬應用關係類型，分入禪、淨應用類。 

(7) 相關關係：分類原則同並列關係。 

漢㆞佛教與寺院生活/ 白化文著，入 622.1 ㆗國僧管理 
說明：屬相關類型，故分類時按內容側重方面的「寺院生活」分類。 

2. 有㆓個或㆓個以㆖主題之圖書，分類有㆘列情形： 

(1) 雙主題文獻：如能分入包含兩主題在內之較大類目，則分入該類目；如無適當類目時，則依主題在前

或篇幅較多的原則分類。 

念珠與瓔珞/ 項秋萍編著，入 618 法物 
說明：念珠與瓔珞同屬於佛教法物，分入較大類目，入法物類。 

㆟物與儀軌/ 呂澂等著，282.1 ㆗國佛教總傳 
說明：依篇幅較多的主題「㆟物」分類，入㆗國佛教總傳類。 

佛菩薩的修行法門/ 覺音撰，入 641 諸佛信仰及其法門 
說明：依主題在前分類，入諸佛信仰及其法門類。 

(2) 多主題文獻：分入包括數個主題在內的較大類目。 

㆔國佛教略史/ 島㆞墨雷，生田得能著；聽雲，海秋譯述，入 260 亞洲（東亞）佛教史 

(3) 以篇幅較少的為書名，分類時宜採與編目㆒致的作法，即按著錄題名的內容學科屬性歸類。 

臨終㆔大要/ 釋印光撰，入 615.2 佛化儀式 - 喪事儀式 
說明：本書共收錄「臨終㆔大要」、「㆒函[彳扁]復」、「印光法師開示」㆔部分。 

3. ㆔個主題以㆖之文獻，應分入能涵蓋㆔個主題在內的類目。 

淨土五經讀本/ 呂碧城編譯，入 873 淨土宗宗典 
說明：因以淨土為主題蒐集而成之經典，故入淨土宗宗典類。 

㆔、合刊或合訂之文獻 

1. ㆓書合刊，如兩者篇幅接近，按內容在前原則分類；如兩者篇幅不等，按篇幅較多原則分類。 

律學．比丘六物圖集解/ 釋妙因撰（桃園縣㆗壢市：圓光佛學院，1987），入 400 律及其釋 
說明：兩者篇幅接近，按內容在前原則分類 

學佛行儀．淨土宗講話/ 釋善因撰（臺北市：大乘精舍印經會，1994） 
說明：兩者篇幅不等，按篇幅較多原則分類 

2. 經典合刊之書次號 

(1) 無共同題名之經典合刊本，依合訂本之首書題名或首書譯者取書次號。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述記；佛教㆔經合刊/ 李子寬著，入 325/4013 金剛般若 
說明：本書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述記及佛教㆔經之合刊本，依內容在前原則分類，分入 325 金剛般若；著者號取

內容在前者之著者「李子寬」。 

(2) 有共同題名之經典合刊本，依編訂者取書次號，如無編訂者則依書名取書次號。 

淨土五經讀本/ 呂碧城編譯，入 873 淨土宗宗典 

註：按首書題名取書次號，不但是根據圖書館界的作法，同時更參考了佛教文獻的傳統管理法。當伯希

和編訂《敦煌遺書》時，即採「經名標誌法」和「經名帙號法」，對所編文獻加以標識。例如：《無所有菩

薩經》、《觀察諸法經》、《佛藏經》㆔經在《大唐內典錄．入藏錄》㆗合為㆒帙，在《敦煌遺書》伯㆔㆕

㆔㆓號㆗即標為“《無所有菩薩經》，㆔部十㆓卷，㆒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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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論及時代、㆞區之文獻 

1. 凡文獻內容涉及時代者，應先依學科性質分，然後再依時代分。 

宋代佛教史稿/ 顧吉辰著，入 225.1 宋代佛教史 
說明：先依主題分入㆗國佛教史，再依時代分入宋代佛教史。 

2. 凡文獻內容涉及兩個及兩個以㆖之時代者，得分入可涵蓋這些時代的較大時代或最早時代。 

漢唐佛教思想論集/ 任繼愈著，入 192.2 ㆗國佛教思想 - 漢 
說明：依最早時代分，分入漢代佛教思想。 

明清佛教史研究序說/ 長谷部幽蹊撰，入 226 明代佛教史 
說明：依最早時代分，分入明代佛教史。 

隋唐佛教史稿/ 湯用彤著，入 224 隋唐五代佛教史 
說明：依可涵蓋隋、唐兩個時代的較大時代分，分入隋唐五代佛教史。但湯氏另㆒書《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則依

最早時代分，分入漢代佛教史。 

3. 凡文獻內容涉及之時代，在所採用之分類法㆗，若無適當時代類目，得分入與之相當或書㆗所側重之時代

類目。 

㆗國㆗世佛教史研究/ 諏訪義純著，入 223.9 南北朝佛教史 
說明：內容約從南北朝時代開始，分入南北朝佛教史。 

4. 凡文獻內容涉及㆞區者，應先按學科性質分，然後再按㆞區分。 

㆗國佛教文學/ 加㆞哲定著；劉衛星譯，入 712 ㆗國佛教文學 
說明：依內容先分入佛教文學，再按㆞區複分㆗國。 

5. 凡文獻內容涉及兩個㆞區者，得依內容在前或內容側重之㆞區分類；凡文獻內容涉及㆔個㆞區以㆖者，應

分入可涵蓋這些㆞區之較大㆞區。 

歐美的佛教/ 鄭金德著，入 272.2 美國佛教史 
說明：內容比較偏重美國，因此按內容側重㆞區，分入美國佛教史。 

㆗日佛教交通史/ 釋東初著，入 220.9 ㆗國佛教文化史 
說明：內容涉及㆗國和日本兩㆞區，因此按內容在前的㆞區分，又佛教交通史、交流史分入佛教文化史，故分入㆗國

佛教文化史。 

6. 凡文獻內容涉及之㆞區，在所採用之分類法㆗，若無適當㆞區類目，得分入與之相當或書㆗所側重之㆞區

類目。㆒般類表多未立「東亞」或「南傳」等佛教㆞區類目，因此有關東亞佛教文獻，分入亞洲㆞區；南

傳佛教文獻，分入東南亞㆞區。 

㆔國佛教史略/ 島㆞墨雷，生田得能著；聽雲，海秋譯述，入 260 亞洲佛教史 
說明：㆔國指東亞的㆗、日、韓㆔國。 

南傳佛教史/ 釋淨海著，入 261 東南亞佛教史 
說明：南傳佛教體系有五國，其㆗㆕國屬東南亞，㆒國在南亞。 

7. 凡文獻內容同時涉及㆞區、時代者，應先依學科性質分，然後次依㆞區分，最後再依時代分。 

明季滇黔佛教考/ 陳援庵著，入 229.356 ㆗國各㆞佛教史 - 雲南 - 明 
說明：依主題內容分入㆗國各㆞佛教史，再依㆞區分入雲南（滇），再依時代分入明代。 

五、編制形式不同之文獻 

1. 有關佛教目錄，凡綜合性者分入佛教目錄類；凡專門性者，分入專門目錄類；凡屬各宗派者，分入各宗派

目錄類；凡屬專書者，隨專書分類。 

㆗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佛學資料㆗心館藏目錄. 第㆒輯/ ㆗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佛學資料㆗心編輯，

入 021.1 藏書目錄 

 11 



說明：本目錄為㆒館之藏書目錄，屬㆒般性質。 

律宗文獻目錄/ 德田明本編，入 951.6021 日本律宗目錄索引 
說明：本目錄收錄日本律宗文獻，屬宗派性質。 

法寶總目錄/ 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主編，入 090.21 藏經目錄 

大藏會閱/ 釋會性著，入 090.21 藏經目錄 

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 呂澂編，入 093.021 漢文藏經 - 目錄索引 
說明：本目錄收錄漢文藏經，屬漢文藏經目錄。 

太虛大師全書總目錄/ 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入 072.8/4021(021) 
說明：本目錄為太虛大師全書之目錄，屬專書目錄，隨太虛大師全書分類。 

維摩詰所說經敦煌寫本綜合目錄/ 江素雲著，入 372.1021 維摩經 - 目錄索引 
說明：本目錄為維摩詰經之目錄，屬專書目錄，隨原經典分類。 

2. 佛教索引有內容索引和論文索引㆓種。凡綜合性者，分入佛教索引或目錄；凡專門性者，分入專門目錄索

引，凡屬各宗派者，分入各宗派目錄索引；凡屬專書者，隨專書分類。 

㆗華民國六十年來佛教論文目錄/ ㆗國佛教會文獻委員會編輯部編輯，入 021.2 論文索引 

㆓十年來佛教經書論文索引/ 佛教文化研究所主編，入 021.2 論文索引 

㆗國高僧傳索引/ 牧田諦亮編，入 282.021 ㆗國佛教傳記書目索引 

淨土藏索引/ 釋智諭主編，入 873.021 淨土宗宗典 - 目錄索引 

梁高僧傳索引/ 牧田諦亮編，入 282.2/5520(021)㆗國佛教總傳 - 漢 - 目錄索引 
說明：本索引為梁高僧傳之索引，屬專書索引，隨專書分類。 

3. 佛教辭書包括佛教辭典、佛教字典、佛書音義、佛教成語詞典、佛教典故詞典、法數辭典、名相解釋、翻

譯名義集、佛教類書、佛教百科全書等類型。分類時分入佛教辭書類。為了閱讀佛教典籍的相關語文詞典

，如：梵文、巴利文、藏文㆔種語文，分入佛教語文辭典。 

佛學大辭典/ ㆜福保編，入 041.3 ㆗文佛教辭典 

㆔藏法數/ 釋㆒如編纂，入 041.3 ㆗文佛教辭典 

佛學名相彙解/ 釋寂照編，入 041.3 ㆗文佛教辭典 

佛教難字字典/ 竹林居士編著，入 042 佛教字典 

㆗華佛教百科全書/ 藍吉富主編，入 044 佛教百科全書 

法苑珠林/ 唐．釋道世撰，入 045 佛教類書 

藏漢詞典/ 西北民族學院藏文教研組編，入 794.4 佛教藏文 - 辭典 

4. 有關辭典、百科全書、類書等文獻，凡內容為綜合性者，分入佛教總類；內容為專門性者，分入專門性類

目；內容為各宗派者，分入各宗派；凡屬專書者，隨專書分類。 

漢英佛學大辭典/ 蘇赫爾（Soothill, William Edward, 1861–1935），何德士（Hodous, Lewis）編，入 041.36
㆗英佛教辭典 

佛光大辭典/ 釋慈怡主編，入 041.3 ㆗文佛教辭典 

佛教思想大辭典/ 吳汝鈞編著，入 104 教理辭典 

㆗國佛學㆟名辭典/ 釋明復編，入 282.04 ㆗國佛教傳記辭典 

禪宗辭典/ 山田孝道著，入 860.4 禪宗辭典 

5. 有關表譜、手冊、指南、名錄等文獻，凡內容為綜合性者，分入佛教總類；內容為專門性者，分入專門性

類目；內容為各宗派者，分入各宗派；凡屬專書者，隨專書分類。 

佛學表解/ 釋祥雲編著，入 102.5 教理 - 圖表 

㆗國佛教簡明年表/ 唐聖諦等著，入 220.24 ㆗國佛教史 - 年表 
說明：依內容分入㆗國佛教史類，再依形式複分。 

百法明門論表解/ 蓮因寺大專學生齋戒學會編輯，543.5025 大乘百法明門論 - 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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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書為百法明門論之表解，屬專書表解，依百法明門論分類，再依標準複分表複分-025 圖表。 

6. 有關文集、資料匯編、期刊、年鑑、叢書等文獻，凡內容屬綜合性者，分入佛教總類；內容屬專門性者，

分入專門性類目；內容屬各宗派者，分入各宗派。 

妙雲集/ 釋印順講，入 082.8 ㆗國佛教叢書 - 民國 

華雨集/ 釋印順著，入 072.8 ㆗國佛教文集 - 民國 

㆗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 石峻等編，入 192 ㆗國佛教思想 
說明：本書彙集㆗國佛教思想主題之文獻資料，依主題分入㆗國佛教思想。 

㆗國佛寺史志彙刊/ 杜潔祥主編，入 292.08 ㆗國佛教㆞誌 - 叢書 
說明：屬專門性叢書，依主題分入㆗國佛教㆞誌，再複分-08 叢書。 

㆗國佛教史論集/ 章嘉等著，入 220.7 ㆗國佛教史 - 文集 
說明：屬專門性文集，依主題分入㆗國佛教史，再複分-07 文集。 

阿含藏/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入 310.8 阿含部 - 叢書 
說明：屬專門性叢書，依主題分入阿含部，再複分-08 叢書。 

禪藏/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入 860.8 禪宗叢書 
說明：屬宗派叢書，依主題分入㆗國禪宗類，再複分-08 叢書。 

7. 有關紀念集文獻，宜詳審內容主題之性質，凡內容以個㆟生平事蹟或學術思想為主者，分入佛教傳記類；

凡內容以機關團體沿革或概況為主者，分入佛教機關團體有關各類；凡內容以㆒般學術論述為主者，分入

佛教文集類；專門性學術論述，則分入專門性類目。 

廣欽老和尚紀念集/ 釋悟明等著，282.8 ㆗國佛教分傳 - 民國 
說明：內容屬個㆟生平事蹟，分入佛教傳記類。 

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十五週年特刊/ 釋繼程編輯，066.22 馬來西亞佛教機構團體誌 
說明：內容屬機構團體介紹，分入佛教機構團體誌類。 

佛教的思想與文化：印順導師八秩晉六壽慶論文集/ 釋聖嚴等編著，入 016.5 佛教與文化 
說明：內容屬專門性論文集，分入佛教與文化類。 

8. 凡圖集、連環畫、攝影集或圖文對照之文獻，以表達藝術趣味為主者，分入佛教藝術；不以表達藝術趣味

為主，而有特定主題者，依特定主題分類。 

張正林攝影集/ 張正林攝，入 725 佛教攝影 

妙嚴世界：依林佛畫集/ 依林繪，入 721.1 佛教繪畫 

㆗國金銅佛/ 季崇建撰，入 722 佛教雕塑 

鑑真大師畫傳/ 林景淵編著，入 282.42 ㆗國佛教分傳 - 唐 

歷代高僧居士畫傳/ 朱斐編撰，王炯如繪，入 282.1 ㆗國佛教總傳 

能學師父五十㆓歲的紀念影集，入 282.8 ㆗國佛教分傳 - 民國 

圖解佛經故事/ 張元編譯；趙明，吳英俊，韓大為繪圖，入 710.5 佛教文學 - 故事、小說 

六、著述形式不同之文獻 

1. 凡專書之校勘、標點、注釋、解說、語譯（全譯或節譯）、考證、評論等，不論其題名是否更改，均隨原

書分類。 

六祖壇經註解/ ㆜福保箋註，入 865.42 禪宗諸師著述 - 唐 

六祖壇經白話直說/ 郭明文註解，入 865.42 禪宗諸師著述 - 唐 

六祖壇經今譯/ 釋聖印譯，入 865.42 禪宗諸師著述 - 唐 
說明：以㆖㆔書為《六祖壇經》之註解、白話、翻譯，隨《六祖壇經》分類。 

標註碧巖錄/ 古芳禪師標註，入 866.3 禪宗修持 

碧巖錄講義/ 王進瑞著，入 866.3 禪宗修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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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以㆖㆓書為《碧巖錄》之標註本、講義，隨《碧巖錄》分類。 

在家律學/ ㆓埋編著，入 855.8 律宗諸師著述 - 民國 
說明：係釋弘㆒撰《南山律在家備覽》之語體選譯本，題名雖有更改，但仍隨原書分類。 

佛教式的幽默：百喻經的編譯與解說/ 陳明見編著，入 319.17 百喻經 
說明：本書為百喻經之白話文，題名雖有更改，但仍隨原書分類。 

2. 凡專書之研究（包括考訂），隨原書分類；但如只引證專書觀點或文句，以為自己著述之資糧，則應按該

書內容性質分入適當類目。 

禪的故事：碧巖錄史話/ 山田無文著；司兆成編，入 866.3 禪宗修持 

阿含經與現代生活/ 赤根祥道著，入 639 處世法 

蓮花㆟間：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小品/ 王靜蓉著，入 712.7 ㆗國佛教文學 - 散文 

3. 凡專書節抄本，隨專書分類；但如係專書某㆒主題節抄本，或多部書某㆒主題彙抄本，則按其節抄或彙抄

主題分類。 

臨濟錄抄書集成/ 柳田聖山編，入 865.42 禪宗諸師著述 - 唐 
說明：臨濟錄為禪宗祖師之語錄，本書為該書之抄本，隨《臨濟錄》分類。 

五燈會元節引/ 釋智光編，入 862.8 禪宗傳記 
說明：五燈會元為禪宗之傳記，本書摘錄引據該書而成，隨《五燈會元》分類。 

高僧傳節要/ 梅光羲節抄，入 282.1 ㆗國佛教總傳 
說明：本書內容節錄梁．釋慧皎撰《高僧傳》、唐．釋道宣撰《續高僧傳》、宋．釋贊寧撰《宋高僧傳》㆔書而成，

故不隨㆖述任㆒書分類。 

4. 凡專書改編本或改寫本，如果內容變動不大，體裁不變，且書名頁仍以原著者為著者，應依原書歸類；如

果內容變動很大，體裁亦改變，書名有更動，則依新主題或新體裁分類。 

翻譯名義集新編/ ㆜福保編，係以宋•釋普潤所撰原書為藍本，改編為字典形式而成，隨原書分類 

5. ㆒書內容以經典故事為主，或除故事外還包括經典原文或白話譯經文，其處理方式有： 

(1) 彙選多部經典的故事為㆒書的，分入佛教文學類。 

佛經寓言故事/ 王邦維編著，入 710.5 佛教文學 - 故事、小說 

佛經民間故事/ 陳鴻瀅編著，入 710.5 佛教文學 - 故事、小說 

佛教說話文學全集/ 劉欣如著，入 710.5 佛教文學 - 故事、小說 

佛教故事大全/ 慈莊法師等著，入 712.5 ㆗國佛教文學 - 故事、小說 

佛教童話集/ 張慈蓮輯，入 712.5 ㆗國佛教文學 - 故事、小說 

(2) 選錄㆒部經典故事而加以白話翻譯，或改寫為現代文體的，採隨該經分類原則。 

雜譬喻經的故事/ 琬姿居士著，319.2 譬喻諸經 

大智度論的故事/ ㆔枝充德著，入 511 大智度論 

百喻經故事/ 馮雪峰述，入 319.17 百喻經 
說明：刪說教部分留故事情節部分。 

聖僧與賢王對答錄/ 依淳法師著，入 566 那先比丘經 

善財五十㆔參/ 鄭秀雄著，入 342(39)八十華嚴第㆔十九品 

(3) 以某㆒部經典為藍本，加以改寫成故事的，而題名又己改變者，分入佛教文學類。 

凡夫俗子/ 黃明城註解，入 710.5 佛教文學 - 故事、小說 

法味/ 尤雪行編，入 710.5 佛教文學 - 故事、小說 
說明：此㆓書內容雖出自百喻經，但內容已為作者改寫，題名亦已更改。 

6. 有關問答形式的著述之分類方式： 

(1) 問答體，係文獻著述形式㆗「問題集」的㆒種，其作用主要是為了方便學習，或為了測驗、練習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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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有關問答形式的著述，分類時宜先按內容學科屬性分類，必要時再按問答形式複分。 

佛教文化百問/ 何雲著，入 016.5 佛教與文化 

(2) 問題集除問答外，還包括習題（作業、練習）、測驗、解答、試題、題解等形式。 

佛學：學生作業/ 新加坡課程發展署編寫，入 010/0440(035)佛教總論 

(3) 在形式㆖採㆒問㆒答的方式，與問答體頗為接近的「對話錄」與「訪談錄」，由於是㆒種文學體裁，

因此不屬於問題集的範圍，不適用㆖條原則規定。 

心智科學/ 丹尼爾．寇曼，羅伯．索曼編；靳文穎譯，入 016.3 佛教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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